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豐高中 國中部 綜合活動領域
110 學年度下學期

國二補考題庫

家政科
一、選擇題：
1. （ ）在家庭生命週期中，下列哪一個階段需要調整親子關係，在「自由」與「責任」中取得
平衡？ (A)新婚階段 (B)青少年的家庭階段 (C)中年空巢階段 (D)老年退休階段。
《答案》B
2. （ ）家庭發展理論以「親職」為主軸畫分階段，依孩子的出生、就學、離家等事件的發生分
為三個發展期：(甲)擴展期 (乙)建立期 (丙)衰退期，請依據家庭發展順序排列之。
(A)乙甲丙 (B)甲丙乙 (C)乙丙甲 (D)甲乙丙。
《答案》A
3. （ ）在家庭發展理論中，哪個家庭發展階段的任務為「關係的建立：夫妻適應彼此的生活習
慣，建立家庭運行規則與家庭計畫」？ (A)老年退休階段 (B)新婚階段 (C)子女將獨
立的家庭階段 (D)入學兒童的家庭階段。
《答案》B
4. （ ）夫妻其中一方為了就業之方便而不得不分隔兩地居住的家庭型態，這些家庭通常會選擇
時間重聚以維持家庭關係，此類型家庭稱為下列何者？ (A)隔代教養家庭 (B)通勤家
庭 (C)重組家庭 (D)頂客家庭。
《答案》B
5. （ ）下列何者是由於「科技進步」而發展出來的現象？ (A)養寵物 (B)設立貞節牌坊 (C)
使用掃地機器人 (D)隔代教養。
《答案》C
6. （ ）家人相處溝通過程中有意見不合的情況，下列何種做法較不會引起家庭衝突？ (A)傾
聽並傳達各自的想法，以達成共識 (B)放聲大哭，直到對方妥協 (C)威脅對方配合自
己，否則對其不利 (D)覺得對方蠻不講理，不予理會。
《答案》A
7. （ ）「可預期的家庭壓力」通常為家庭發展歷程的階段任務，伴隨著家庭的生活改變而至，
甚至是被期待的。下列何者為「可預期的家庭壓力」？ (A)失業 (B)外遇 (C)子女結
婚 (D)地震。
《答案》C
8. （ ）下列何者說的話較不會引發家人間的衝突？ (A)儀君：哇！今天的晚餐好好吃 (B)冠
軍：我不管！都要按照我說的去做 (C)緣婷：你們應該先處理好這些問題啊！ (D)柏
聰：這是你自己的事，與我何干？
《答案》A
9. （ ）下列哪個飲食建議有誤？ (A)多選擇清蒸、汆燙的食物 (B)減少調味料、沙拉醬用量
(C)少吃甜食、下午茶及消夜 (D)比起吃新鮮水果，喝果汁更營養。
《答案》D
10. （ ）下列的飲食建議哪一項不適合青春期發育時期的國中生？ (A)規律且均衡的三餐 (B)
購買大量食物補充營養 (C)多吃蔬果、全穀類 (D)以新鮮水果、豆漿或牛奶當點心。
《答案》B
11. （ ）面對國中生青春痘的困擾，下列何者有助於增加皮膚修復並減少青春痘？ (A)吃高糖
食物 (B)反覆觸摸青春痘患處 (C)擦遮瑕膏 (D)多喝水。
《答案》D
12. （ ）下列何者屬於加工食品？ (A)吐司 (B)青蔥 (C)雞蛋 (D)芭樂。
《答案》A
13. （ ）下列何者為健康的生活型態？ (A)少吃一餐，避免攝取過多熱量 (B)邊背單字邊吃飯
(C)細嚼慢嚥，減輕腸道負擔 (D)吃甜食紓解壓力。
《答案》C
14. （ ）野餐食物選擇要點，下列何者為是？ (A)湯汁多，為食物保溼 (B)將蔬果打成泥，方
便食用 (C)易食用、好拿取、不沾手 (D)多使用拋棄式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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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15. （ ）小勳每天上學途中都會到早餐店購買一瓶保久乳當早餐，他一直很好奇為什麼保久乳不
用冰冰箱也不會壞？請問以下何者的回答較正確？(A)小臣：「它的包裝很厚，就不會
壞掉。」 (B)小安：「它應該經高溫殺菌才封裝。」 (C)小亦：「那是化學原料調味
合成。」 (D)小宏：「它早就壞掉，是你喝不出來。」。
《答案》B
16. （ ）下列為進行烹飪實作的注意事項，下列何者為是？ (A)將廚餘集中在水槽，最後一併
收拾 (B)生熟食共用一個砧板 (C)優先洗滌海鮮類食材 (D)隨時清潔手部。
《答案》D
17. （ ）關於烹飪教室個人衛生習慣守則，下列何者為是？ (A)保持手部、頭髮、指甲、衣服
整潔 (B)工作前或接觸生肉後使用抹布擦手 (C)直接使用調理匙重複嘗味道 (D)徒手
混合食物。
《答案》A
二、是非題：
18. （ ）在國中生階段，只要專心顧好學校課業，不用負責家務分工。
《答案》╳
19. （ ）臺灣目前受少子女化現象影響，導致未來照顧雙親家庭照護責任愈來愈輕。
《答案》╳
20. （ ）家族成員在特別節慶一起聚集慶祝有助於家庭文化的傳承。
《答案》○
21. （ ）對於家庭發展而言，後天「努力」經營，比先天「本質」組合更加重要。
《答案》○
22. （ ）白開水比含糖飲料更能解渴且促進身體代謝。
《答案》○

輔導科
一、選擇題：
1. （

）韓寒自從聽到輔導老師在課堂中鼓勵大家學習欣賞自己、愛自己，也希望自己能練習正
向看待自己，進而悅納自己，韓寒可以如何與自己對話？ (A)雖然我有時會粗心大意，
但多虧它幫助我面對不如意時更能釋懷，我很喜歡我自己 (B)雖然大家常常稱讚我，但
我總覺得他們只是在安慰我 (C)我很羨慕書海幽默表現，我覺得我辦不到 (D)為什麼
其他人有那麼多優點，我卻什麼都沒有。。
《答案》A
2. （ ）以下哪一項符合正向表達的原則？ (A)否定別人 (B)勉強自己 (C)同理並回應他人的
心情 (D)嘲諷他人對自己的欣賞。
《答案》C
3. （ ）以下哪一項不屬於與他人約會時的合宜反應？ (A)約會時雙方都應該守時，避免讓別
人枯等 (B)交往時難免會有爭執，可以試著協調並思考彼此是否適合在一起 (C)即使
是熱戀期，面對情人愛控制的行為，我需要表達自己的不舒服感受 (D)兩人約會時當然
要由男方出錢啊，這樣才能顯得出他的大器。
《答案》D
4. （ ）以下哪一個作法，有助於雙方發展共好的愛情關係？ (A)學習尊重與信任，包容差異
性的存在 (B)如果愛我，就應該為我而改變 (C)你為什麼不能跟其他人一樣？ (D)如
果我稱讚他，只會讓他得以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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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5. （ ）晨晨覺得自己與小白的個性不合，決定提出分手，請問以下哪一句話不適合對小白說？
(A)我覺得你是個善良的人，只是長期相處下來，發現我們對很多事情的價值觀很不同
(B)我知道我這樣跟你說會讓你很難受 (C)我覺得你個性超爛的，我真後悔當初跟你在
一起 (D)謝謝你一直以來對我的付出與關心。
《答案》C
6. （ ）佩佩面對剛分手的好朋友小美，不知道該如何陪伴他度過低潮期，請推薦一個合宜的陪
伴方式給佩佩。 (A)約小美徹夜玩連線遊戲 (B)找小美一起運動、聊天 (C)號召朋友
找對方嗆聲，幫小美出氣 (D)陪小美喝酒，每天喝得爛醉。
《答案》B
7. （ ）真真平時熱心助人，當同學心情不好時，善解人意的她也會適時的關心他人。透過測驗
真真發現自己的荷倫碼是屬於社會型，請問下列哪一種職業也許較適合她？ (A)工程師
(B)科學家 (C)銀行行員 (D)輔導諮商人員。
《答案》D
8. （ ）哪一種職業是最近幾年因應社會型態而出現的新興行業？ (A)健身教練 (B)記者 (C)
職人網紅 (D)電話銷售員。
《答案》C
9. （ ）科技和資訊的變化日新月異，我們目前可以做好哪些準備，因應日後求職的變化呢？
(A)以目前最熱門的職業為生涯目標 (B)上網尋求網友的意見 (C)理解未來的趨勢如何
影響職業的興衰 (D)什麼都不要管，好好讀書就好。
《答案》C
10. （ ）少子化的問題愈來愈嚴重，下列哪種職業會因此受到影響？ (A)郵差 (B)教師 (C)
快遞人員 (D)電腦工程師。
《答案》B
11. （ ）兔兔未來想從事護理工作，但是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父母認為這是一份高風險的工
作而堅決反對。兔兔該如何面對這個困境？ (A)直接放棄這個目標 (B)不管他人意
見，堅持自己的目標 (C)和父母妥善溝通，說明生涯規畫 (D)請老師出面說服父母。
《答案》C
12. （ ）曉明的家就住在科學園區的旁邊，如果曉明想要了解居家周遭的職業分布，哪一種職
業比較不容易出現？ (A)花農 (B)資訊工程師 (C)行政助理 (D)業務人員。
《答案》A
13. （ ）小明未來想成為工程師，請問他可能會具備哪一種特質？ (A)擁有數學和科學的能力
(B)善於言詞，容易親近 (C)喜歡井然有序的活動 (D)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
《答案》A
14. （ ）下列哪一項為影響生涯抉擇的因素？ (A)個人的興趣 (B)家人的影響 (C)社會期待
(D)以上皆是。
《答案》D
15. （ ）阿尼是一位心思細膩的男生，對於烹飪、飲料製作很有興趣，請問他適合選讀哪一
科？ (A)服裝科 (B)幼兒保育科 (C)餐飲管理科 (D)觀光事業科。
《答案》C
16. （ ）西元 2020 年由於新冠肺炎(COVID-19)的影響，導致各國實行邊境管制的政策，許多
航班停飛，請問哪一個行業因為這樣的社會現況受到的影響最大？ (A)資訊業 (B)觀
光業 (C)醫療業 (D)出版業。
《答案》B
17. （ ）在學習階段就應該培養正確的工作態度，將來面對職場時，才能當個稱職的工作人。
請問下列狀況，並不是正確的態度？ (A)上學不遲到 (B)儀容整潔 (C)意見不同時能
好好溝通 (D)想休息時就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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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18. （ ）小芬未來想擔任護理師，國中畢業後的升學進路應該如何規畫？ (A)高職→大學
(B)高中→大學 (C)護理專科學校 (D)以上皆是。
《答案》D
19. （ ）以下哪種方式無助於與家長討論彼此愛情觀？ (A)試著理解對方想法的影響因素
(B)找可信任的對象聊聊，抒發心情 (C)試著表達自己的想法 (D)反正講什麼都沒用，
不去理會即可。
《答案》D
20. （ ）阿倫從小就很有領導能力，不但每年都當班長，更是社團的負責人。根據他的特質，
下列哪一種荷倫碼的類型和職業適合他？ (A)研究型─科學家 (B)傳統型─祕書 (C)
藝術型─音樂家 (D)企業型─政治人員。
《答案》D

童軍科
一、選擇題：
1. （ ）中秋連假，欣欣一家計畫開車到外縣市旅遊，要如何找出不會塞車的路線？爺爺：我準
備好臺灣地圖全集。爸爸：我是識途老馬，上了國道再說，臨機應變就好。媽媽：
Google maps 是出遊的好幫手。欣欣：國道即時路況查詢網站資訊即時更新相當方便。
請問：誰的建議最能找出不會塞車的路線？ (A)爺爺、爸爸 (B)爸爸、媽媽 (C)媽
媽、欣欣 (D)欣欣、爺爺
《答案》C
2. （ ）僑僑與班上三五好友利用暑假期間到宜蘭礁溪爬抹茶山，想在美麗的群山間留下網美
照，不幸在下山過程中有夥伴被蜜蜂叮咬。請問：該如何找到附近醫院的地圖資訊？僑
僑：快查詢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宣宣：快使用 Google maps 探索鄰近地點搜尋醫
院。阿文：快打開國道即時路況查詢網站。小志：快使用手機打開全球定位系統 (A)
僑僑、宣宣 (B)宣宣、阿文 (C)阿文、小志 (D)僑僑、小志
《答案》A
3. （ ）以下是使用指北針測量 146 度方位角的操作方法，請選出正確的操作順序。(甲)旋轉方
位盤，將方位盤刻度圈上的指定方位 146 度對準指示目標箭頭。(乙)轉動底盤，直到方
位盤的方位指標與紅色磁針重疊。(丙)指北針平放。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甲
乙 (D)丙乙甲
《答案》C
4. （ ）柯南率領的少年偵探團在野外迷路了，好在身上有地圖和指北針的他們利用已知的左前
方的電塔及右前方的山屋，找到自己的定位。請問：這樣的方法名稱為何？ (A)地形
地位法 (B)後方交會法 (C)前方交會法 (D)平面定位法
《答案》B
5. （ ）麗麗愛與夥伴們一起參加定向比賽，根據定向地圖顯示，他們第一個要去的點位於噴水
池旁，為了確認前進方向跟地圖上的標示是否正確，以下是夥伴們討論如何測量目標物
噴水池的步驟，請將小隊夥伴成員發表的意見排列成正確的操作順序。小光：指北針平
放、麗麗愛：使指示目標箭頭對準噴水池的方向、阿強：方位盤刻度圈上的度數(300
度)即為目標物噴水池的方位、阿玫：旋轉方位盤，使方位盤的方位指標與紅色磁針重
疊。 (A)小光→阿強→阿玫→麗麗愛 (B)小光→麗麗愛→阿玫→阿強 (C)小光→阿
玫→阿強→麗麗愛 (D)小光→麗麗愛→阿強→阿玫
《答案》B
6. （ ）在戶外使用地圖及指北針導航有哪些優點？ (A)可避開壅塞路段 (B)可以掌握家人、
朋友確切的位置 (C)有街景功能更方便使用者 (D)在任何環境下使用皆能快速辨別方
位，且不需要電池，也不擔心受潮
《答案》D
7. （ ）美美與小隊夥伴在討論操作指北針時，須注意哪些事項以避免影響測量結果。請問：哪
些夥伴的推測，是可能造成指北針測量方位有誤差的原因？美美：我可能是因為太過急
促，沒有等到磁針穩定即判讀，所以造成誤差過大。奇奇：也有可能是我的金屬皮帶頭
造成指北針有誤差。欣欣：可能是附近高樓阻擋訊號所造成的影響。蒂蒂：可能是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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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北針時沒有平放在手掌上 (A)美美、奇奇、蒂蒂 (B)奇奇、欣欣、蒂蒂 (C)欣
欣、蒂蒂、美美 (D)美美、奇奇、欣欣
《答案》A
8. （ ）戶外活動時，如果手機沒電或訊號不良，身上也沒有指北針時，該如何透過環境的訊
息，辨識方向？請選出可找出方位的選項。(甲)日月星辰皆可幫忙(乙)候鳥飛行方向(丙)
建築物坐落方向(丁)植物生長情況。 (A)甲、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乙、丙、丁
《答案》D
9. （ ）志峰在課堂上總是容易打瞌睡，尤其坐在靠窗的位置，常常不小心靠著窗臺就睡著了。
但是每到下午第七堂課，陽光總是從他左邊的窗戶照進來，有時還會刺的眼睛睜不開。
請問：志峰的教室窗戶可能是朝向哪一方？ (A)東 (B)南 (C)西 (D)北
《答案》C
10. （ ）歐嗨趴小隊正在討論在沒有指北針及手機的情況下，可利用哪些自然物來辨別方位。
請問：專業登山專家較不建議以下哪一位同學的發表？怡珍：臺灣春分及秋分時太陽由
東方升起，西方落下。怡英：上半夜(12 時以前)看到的弦月必定是上弦月，且亮的一邊
是西方。冠希：利用樹木的年輪可以準確判斷方向。品彥：可以在春夏秋冬四個季節找
一顯目的星座利用它來找北極星(北方)。(A)怡珍 (B)怡英 (C)冠希 (D)品彥。
《答案》C
11. （

）白天需要判別方位時，可依照太陽運行的軌跡，但有時因太陽光較強而無法直接觀
察，可輔用時錶法確認方位，但是使用此法有天氣及時間上的限制，一是必須在好天氣
且有太陽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另一個是需要避開的時段，請從甲～戊選出使用時錶法應
避開的時段。(甲)清晨 6 點(乙)上午 10 點(丙)正午 12 點(丁)傍晚 4 點(戊)傍晚 6 點。
(A)甲乙丙 (B)甲丙戊 (C)甲丁戊 (D)乙丙丁
《答案》B
12. （ ）以下是使用時錶法找方位的步驟，請選出正確的操作順序。(甲)將手錶平放(乙)立一根
火柴棒在錶面圓周任一處(丙)立一根火柴棒在錶面圓心處(丁)轉動錶面使火柴棒的影子
與時針重合(戊)轉動錶面使火柴棒的影子與分針重合(己)時針與 12 時之較小角的角平分
線即指向北方(庚)時針與 6 時之較小角的角平分線即指向北方。 (A)甲乙丁己 (B)甲
乙戊庚 (C)甲丙丁己 (D)甲丙戊庚。
《答案》C
13. （ ）使用 Google 地圖時，會「顯示出使用者的現在位置」，讓使用者較能掌握地圖顯示的
前進路線。請問：引號部分的功能，就是類似定向運動的哪一個技巧？ (A)拇指輔行
(B)正置地圖 (C)扶手法 (D)路線抉擇
《答案》A
14. （

）在使用地圖時，最好能讓地圖與實景一致，做到人、景、圖三合一，就能比較容易看
得懂地圖，請問上述是指以下選項中的哪一個技巧？ (A)拇指輔行 (B)正置地圖

(C)扶手法 (D)路線抉擇。
《答案》B
15. （ ）定向地圖的七種顏色代表各種地冒特徵請選出下列正確的配對。(甲)藍色——水系地
徵(乙)白色—建築物(丙)黑色——石頭(丁)黃色——空曠地區(戊)綠色——容易穿越的樹
林(己)紫紅色——賽程標示的起終點(庚)棕色——等高線、泥土。 (A)甲乙丙丁戊
(B)甲丙丁己庚 (C)乙丙丁戊己 (D)乙丁戊己庚
《答案》B
16. （ ）小新就讀的向日葵班，即將到宜蘭的生態方舟公園參加綠色博覽會，老師預先發下地
圖希望他們在出發前一起討論行程及規畫集合和返家時間。請問在地圖上估算兩點間的
「路線距離」，進而推算所搭乘的交通工具需花費多少時間，以便安排好行程，此時他
們需要什麼？ (A)GPS (B)指北針 (C)比例尺 (D)指針手錶
《答案》C
17. （ ）請選出定向越野地圖與一般地圖不一樣的地方。(甲)定向地圖中地域名稱是不必要的
(乙)定向越野地圖必須更詳盡的記錄地表的情況(丙)利用等高線表示山的形狀及斜度(丁)
利用各種顏色表示前進的易難、植物分布。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丁 (D)
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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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18. （ ）小志在暑假參加了定向越野營隊，營隊的最後一天，必須獨自跑完一場定向越野賽，
在出發前，教練告訴學員們這是一場除了體力也要花費腦力的比賽，並交代每位選手每
到一個路口、或是遇到岔路或迷失方向時，就要停下來運用什麼技巧再繼續跑？ (A)
時錶法 (B)後方交會法 (C)奈史密斯定律 (D)4S。
《答案》D
19. （ ）阿強想報名參加每年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定向活動，參加比賽的他在跑定向比賽時身上
會攜帶的物品有哪些？請選出正確的選項。(甲)地圖(乙)打卡器(丙)核對卡(丁)放大鏡
(戊)指北針(己)定向橘白燈籠。 (A)甲乙丙 (B)甲丙戊 (C)乙丁己 (D)乙丁戊。
《答案》B
20. （ ）關於正置地圖的操作敘述，請選出正確的描述。(甲)正置地圖的過程地圖應保持垂直
(乙)正置地圖的過程地圖應保持水平(丙)轉動地圖使人圖景合一(丁)不可轉動地圖，地圖
北方僅能朝向地圖上方。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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