永豐高中 國中部 綜合活動領域
110 學年度下學期

國一補考題庫

家政科
一、是非題：
1. （ ）「BMI」為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其計算公式是以體重（公斤）除以身高
（公尺）的平方。國民健康署建議我國成人 BMI 應維持在 18.5（kg/m2）及 24
（kg/m2）之間。
《答案》○
2. （ ）攝取多元的食物容易吃進各種類型的重金屬或有害物質。
《答案》╳
3. （ ）多吃蔬菜有益身體健康，所以可以多吃薯泥及玉米。
《答案》╳
4. （ ）近年來青少年肥胖比以往增加 2 至 4 倍，導致青少年罹患高血壓及糖尿病，而發展為心
臟疾病及痛風等疾病的人數增加。
《答案》○
5. （ ）「小時候胖，不是胖」，正值青春代謝率高，所以盡量吃沒關係。
《答案》╳
6. （ ）用餐時細嚼慢嚥，不但能讓養分更容易被吸收，還能提早得到飽足感，是健康的飲食方
式。
《答案》○
7. （ ）麵攤常用的美耐皿容器，在高溫及有刮傷時更容易釋出三聚氰胺，有害身體健康。
《答案》○
8. （ ）咖啡及茶飲富含可提神的咖啡因，白天可多攝取，有利於課業學習
《答案》╳
9. （ ）為避免浪費，食物若過期不久，只有一部分變質，切掉煮熟，即可食用。
《答案》╳
10. （ ）水果富含多種維生素及植化素，攝取足夠的水果有益健康，因此平常需養成喝果汁的習
慣，方便又健康。
《答案》╳
二、選擇題：
11. （ ）下列何者「不是」健康的飲食習慣？ (Ａ)餓了就吃，沒有固定的用餐時間。 (Ｂ)主
食多選用全穀類 (Ｃ)蔬菜水果經常變換品項 (Ｄ)選購食品會看食品標示。
《答案》A
12. （ ）下列何者為青少年時期容易產生的飲食問題？ (Ａ)點心取代正餐 (Ｂ)過度節食
(Ｃ)愛吃速食 (Ｄ)以上皆是。
《答案》D
13. （ ）「在價格高的餐廳，點菜時會因為價格而減少點餐的種類。」，上述例子說明飲食行為
中哪個面向的影響因素呢？ (Ａ)生物層面 (Ｂ)經濟層面 (Ｃ)資源層面 (Ｄ)社會
層面。
《答案》B
14. （ ）下列何者為健康的飲食消費行動？ (Ａ)注意衛生 (Ｂ)避免重口味 (Ｃ)遠離塑膠
(Ｄ)以上皆是。
《答案》D
15. （ ）「店內無蟑螂、老鼠或蒼蠅，食材不應暴露在外。」為哪一種外食商家觀察重點的內
容？ (Ａ)環境衛生 (Ｂ)人員衛生 (Ｃ)菜色 (Ｄ)價錢。
《答案》A
16. （ ）下列何者為有害健康的飲食習慣？ (Ａ)吃太多加工食品 (Ｂ)吃太多鈉 (Ｃ)喝太多
糖飲 (Ｄ)以上皆是。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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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供應新鮮且健康的現做食物，少用加工食品。」為哪一種外食商家觀察重點的內容？
(Ａ)環境衛生 (Ｂ)人員衛生 (Ｃ)菜色 (Ｄ)價錢。
《答案》C

18. （

）下列何者為飲食行為的影響因素？
(Ｄ)以上皆是。
《答案》D

(Ａ)生理需求

19. （

(Ｂ)增進人際關係

）下列何者為外食時健康點菜的方法？ (Ａ)自備簡單的水果
當店 (Ｃ)湯頭清燉優於紅燒 (Ｄ)以上皆是。
《答案》D

(Ｃ)心理滿足

(Ｂ)尋找可挑選配菜的便

20. （

）「將吃洋芋片當作宣洩壓力的方式」，上述例子說明飲食行為中哪個面向的影響因素
呢？ (Ａ)心理層面 (Ｂ)個人信念 (Ｃ)資源層面 (Ｄ)社會層面。
《答案》A

輔導科
一、選擇題：
1. （

）以下關於調整交友言行習慣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要讓自己變成大家都喜歡的樣子
(Ｂ)調整不恰當的言行為主 (Ｃ)不喜歡就不喜歡，總有人可以接受 (Ｄ)有大家不喜歡
的態度就會無法交到朋友。
《答案》B
2. （ ）關於學習困擾的解決方式，何者適當？ (Ａ)寫錯的就多寫幾遍就好 (Ｂ)只要寫錯就問
會的同學怎麼寫 (Ｃ)只是不小心寫錯的就不要在意 (Ｄ)先分析問題出在哪裡。
《答案》D
3. （ ）設定目標後，執行時若遭遇困難應該如何處理，以下作法何者正確？ (Ａ)一旦達不到
就立刻重新制定新目標 (Ｂ)調整之後的時間分配試著完成 (Ｃ)有可能達不到就降低
原有目標來提高達成率 (Ｄ)不同人有不同狀況本就不該強求。
《答案》B
4. （ ）以下關於增加人際關係的方法，何者正確？ (Ａ)尊重同學發言 (Ｂ)做好自己責任
(Ｃ)講話溫和有禮貌 (Ｄ)以上皆是。
《答案》D
5. （ ）以下關於網路危機與辦認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先相信，除非有發現欺騙人 (Ｂ)遇
到問題就自己趕快解決 (Ｃ)對任何訊息都要保持懷疑 (Ｄ)聊得越久的網友越可信。
《答案》C
6. （ ）以下關於觀察對方言行舉止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緊盯對方一舉一動 (Ｂ)放大檢視
話語內容 (Ｃ)關注對方肢體言語 (Ｄ)猜測對方不單純目的。
《答案》C
7. （ ）以下句子的敘述，何者是我訊息？ (Ａ)我看到你在玩手機 (Ｂ)你在教室內玩手機
(Ｃ)你不應該在玩手機 (Ｄ)我認為不該玩手機。
《答案》A
8. （ ）在 N 字型法則的分類中，去逛街買衣服，屬於哪一類？ (Ａ)緊急 (Ｂ)重要 (Ｃ)不緊
急 (Ｄ)不重要。
《答案》C
9. （ ）以下句子的敘述，何者是我訊息？ (Ａ)你現在是在抄作業 (Ｂ)我看見你在抄作業
(Ｃ)你現在有寫好作業 (Ｄ)你是不是沒寫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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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10. （ ）麗麗靜下心回想自己的國中生活，以下內容何者為不適當？ (Ａ)認為自己能力已經退
步 (Ｂ)覺得自己讀書時間不夠 (Ｃ)發現自己課業進步不足 (Ｄ)曾想試著結交新的朋
友。
《答案》A
11. （ ）雪若約好朋友一起固定到圖書館念書，彼此砥礪的學習方式，屬於哪一種智慧的學習
方式？ (Ａ)語文智慧 (Ｂ)人際智慧 (Ｃ)內省智慧 (Ｄ)空間智慧。
《答案》B
12. （ ）以下關於友誼關係增減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依據不同朋友要各做一張表 (Ｂ)只
需列出增加存款的內容 (Ｃ)重點在自我反省與調整的過程 (Ｄ)不只需列出減少存款
的內容。
《答案》C
13. （ ）以下關於避免人際溝通誤會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聽不懂的時候要先自我檢討
(Ｂ)聽不懂的時候可以將疑問提出 (Ｃ)聽不懂的時候可以要求別人再說一遍 (Ｄ)聽不
懂就自己揣摩判斷。
《答案》B
14. （ ）以下關於多元智慧的敘述，何者與其他類型不同？ (Ａ)遇到困難會找人幫忙 (Ｂ)容
易觀察到別人聲音 (Ｃ)喜歡和他人一起討論 (Ｄ)參加合唱團等音樂表演。
《答案》D
15. （ ）小東在才藝表演競賽中又唱又跳，還表演了一段自創的 rap，人氣飆升，以下哪種智慧
沒有用到？ (Ａ)肢體動覺智慧 (Ｂ)語文智慧 (Ｃ)人際智慧 (Ｄ)音樂智慧。
《答案》C
16. （ ）關於內省智慧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對自己足夠了解 (Ｂ)能夠回應他人情緒
(Ｃ)有敏銳的自然辨認力 (Ｄ)擅長一連串的推理。
《答案》A
17. （ ）以下關於專注傾聽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嚴肅謹慎表情 (Ｂ)表現關心的心態
(Ｃ)眼神直接交流 (Ｄ)兩人的密閉空間。
《答案》B
18. （ ）以下克服學習挫折的作法，何者錯誤？ (Ａ)不懂得可以詢問他人 (Ｂ)暫時的休息是
一種轉換 (Ｃ)適時的回想自己學習的原因 (Ｄ)有挫折感代表自己太懦弱。
《答案》D
19. （ ）關於翰寶學習外語歷程中，何者判斷學習的態度是正確的？ (Ａ)有同學作伴才有動力
要學習 (Ｂ)了解自己不足去加強而成功 (Ｃ)有時候說放鬆其實就是偷懶 (Ｄ)夢想太
困難不易實現該放棄。
《答案》B
20. （ ）以下關於三明治說話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為了讓表達內容柔和 (Ｂ)為了讓表
達內容清楚 (Ｃ)為了讓表達內容明確 (Ｄ)為了讓表達內容深刻。
《答案》A

童軍科
一、選擇題：
1. （ ）下列何者為使用卡式瓦斯爐的注意事項？ (Ａ)注意瓦斯罐是否生鏽漏氣 (Ｂ)不並爐
(Ｃ)鍋具不大於爐面 (Ｄ)以上皆是
《答案》D
2. （ ）木炭滅跡有個口訣是「打、水、冷、清」，請問火神小隊的成員說明這四個字代表的意
思何者有誤？ (Ａ)燒燒：「打」指的是先把木炭敲成小塊 (Ｂ)阿煙：「水」指的是
往木炭上稍為澆水直到沒有水蒸氣 (Ｃ)火火：「冷」指的是用冷凍的冰塊將炭降溫
(Ｄ)木木：「清」指的是把爐具都清乾淨、風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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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3. （ ）木炭生火是一項大家很常使用的技術，但有一些注意事項必須遵守，才能保護到自身的
安全，請問下列敘述何者可能最有使用上的風險？ (Ａ)在通風處生火 (Ｂ)在大樹下
生火 (Ｃ)在炭盆裡生火 (Ｄ)在露營炊事區生火
《答案》B
4. （ ）在木柴生火中，需要將柴分級，才能讓火更容易生起，請問下列何者不適合當發火柴使
用？ (Ａ)削過的免洗筷 (Ｂ)沾過蠟的報紙 (Ｃ)曬乾的稻草 (Ｄ)一整把的頭髮
《答案》D
5. （ ）小華準備今年聖誕節要煮一鍋好吃的火鍋給大家享用，可是他在點火是卻怎麼也點不
著，請問可能是下列哪一個因素造成？ (Ａ)沒有瓦斯了 (Ｂ)開關沒有轉到底 (Ｃ)瓦
斯安全開關沒有壓下 (Ｄ)以上皆是
《答案》D
6. （ ）請問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生火三要素？ (Ａ)需要可燃物 (Ｂ)需要助燃物 (Ｃ)需要二
氧化碳 (Ｄ)需要達到燃點
《答案》C
7. （ ）薯條四兄弟在討論生火三要素各代表的意義，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大薯：氧
氣屬於助燃物 (Ｂ)中薯：水蒸氣屬於可燃物 (Ｃ)小薯：可以使用打火機協助達到燃
點 (Ｄ)迷薯：可燃物、助燃物和燃點缺一不可
《答案》B
8. （ ）不當用火可能會造成環境不可逆的傷害，請問下列何者敘述是在戶外正確生火的方式？
(Ａ)直接在草地上生火，因為雜草很容易再生 (Ｂ)風向不會影響生火，因此到達指定
地點即可使用 (Ｃ)若攜帶的木頭不夠，可直接折樹木上的樹枝使用 (Ｄ)自行攜帶火
盆，並在指定地點生火
《答案》D
9. （ ）「利用較粗的柴排成井字形堆疊上去，細柴置於中央。」為何種架柴方式？ (Ａ)塔型
(Ｂ)星狀型 (Ｃ)井型 (Ｄ)井塔合一
《答案》C
10. （ ）「將柴散置於地面，一端集中於火源。」為何種架柴方式？ (Ａ)塔型 (Ｂ)星狀型
(Ｃ)井型 (Ｄ)井塔合一。
《答案》B
11. （ ）關於「火」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人類直到 2 千年前的羅馬時代才掌握到用火技術
(Ｂ)「燃燒木材」是最早的生火方式 (Ｃ)民間傳說「燧人氏」是最早發明鑽木取火的
人 (Ｄ)使用「火」來提供熱和光，是人類最大成就之一
《答案》A
12. （ ）下列關於「打火棒」的敘述，何者可能有誤？ (Ａ)其主要材質是鎂合金 (Ｂ)用利器
垂直、快速刮擦表面，即可生出火苗 (Ｃ)耐用、便於攜帶，且不受天氣的影響 (Ｄ)
噴出的氣體透過混和器，混和氧氣方可燃燒。
《答案》D
13. （ ）近年來，有許多新聞都因為沒有注意卡式爐的使用方式而造成意外，請問下列哪一項
並非正確的使用方式？ (Ａ)要將瓦斯罐缺口對準卡式爐凸起處 (Ｂ)點火時要一氣呵
成轉到底，並聽到點火聲 (Ｃ)將兩個卡式爐並列放置以加強火力 (Ｄ)鍋具不要超過
爐面的大小
《答案》C
14. （ ）小黃金首次體驗戶外炊事的樂趣，可是到了場地卻不知道怎麼回事，火都點不起來，
請問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個因素造成？ (Ａ)空氣太乾燥 (Ｂ)風太大 (Ｃ)太陽太大
(Ｄ)瓦斯罐是新的。
《答案》B
15. （ ）噗噗子在大太陽底下拿著放大鏡聚光，她將光照射在白紙上，而紙上漸漸冒出小黑
點，並冒起了白煙。請問，噗噗子的生火方式屬於下列何種？ (Ａ)凸透鏡生火法
(Ｂ)太陽眼鏡生火法 (Ｃ)凹透鏡生火法 (Ｄ)哈哈鏡生火法
《答案》A
16. （ ）在瓦斯罐漏氣時總會聞到一種奇怪的味道，關於瓦斯味道的描述何者錯誤？ (Ａ)瓦斯
原本是無色無味的氣體 (Ｂ)瓦斯的氣味是為了提醒人們而加入的 (Ｃ)這個味道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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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本身的氣味 (Ｄ)這個味道是硫醇類的氣體
《答案》C
17. （ ）請問在放好鍋架與瓦斯罐之後，需要先按瓦斯安全開關才可點火的原因是什麼？ (Ａ)
連接瓦斯罐與管線 (Ｂ)加強點火的火力 (Ｃ)提醒自己的按鈕 (Ｄ)避免漏氣。
《答案》A
18. （ ）在木柴生火時，我們通常會把柴分為三級，下列關於這三級柴的說明何者錯誤？ (Ａ)
燃燒柴是大約小拇指的粗細最適合 (Ｂ)燃燒柴是三級中最粗的，可以維持火力 (Ｃ)
引火柴是能夠被發火柴點燃的木頭 (Ｄ)發火柴是三級中最細的，是可以立即點燃的木
頭。
《答案》A
19. （ ）請問下列哪一種炭的產物製造過程使用的溫度最高？ (Ａ)備長炭 (Ｂ)木炭 (Ｃ)原
子炭 (Ｄ)椰子炭。
《答案》A
20. （ ）木炭是使用乾餾的方式製造而成，請問下列關於乾餾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木炭是木
材在隔絕空氣下分解出來的 (Ｂ)乾餾過程排出的煙都是不可燃的 (Ｃ)乾餾後的固態
產物是由炭元素組成 (Ｄ)乾餾產生的黑色黏性液體是焦油。
《答案》B
21. （ ）請問下列哪一種炭並沒有經過炭化的過程？ (Ａ)木炭 (Ｂ)備長炭 (Ｃ)炭精 (Ｄ)原
子炭。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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