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縣樹林高中98學年度第1學期一年級第3次段考公民試題卷 
出題範圍：翰林版第1冊公民第5.6章 

 
 選擇題（每題2.5分） 
1. 開班會時，傑倫反對全班去參觀博物館，引起主席沛岑不悅，禁止他發言。

請問：上述沛岑的做法是否稱職？ (A) 不稱職，因為不尊重他人的發言權  
(B) 稱職，避免傑倫浪費大家的時間  (C)稱職，因為發揮了主導權  (D)
不稱職，因為沒有人提出權宜問題。 

2. 下列何者不屬於同一社區的居民？ (A)幸福里的里民 (B)同住在快樂大
樓的住家 (C)大理街社區的居民 (D)凱旋大飯店的房客。  

3. 在國中教育階段，有各種學習課程，可以增加我們各方面的能力和經驗。下
列何者不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目的？ (A)培養參與公眾事務的能力 (B)學
習尊重他人的民主素養 (C) 學習將來謀生的專業技能 (D)學習與他人和
諧相處的方法。 

4. 胖虎沒有唱歌天賦，五音不缺，卻自認唱作俱佳，老愛在同學面前獻藝，甚
至在社區空地上舉辦個人演唱會，一心朝歌星之路邁進；其實，他的潛力在
於領導方面，未來可以是個好領導者，可惜他沒有意識到。根據上述，若從
「多元智慧」理論來看，胖虎正面臨下列何種人生難題？ (A)徘徊人生十
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 (B)搖擺在升學與就業之間，難作抉擇 (C)出唱片
遭大量盜版和非法下載所苦 (D)未能確實認清自己的優勢智慧所在。 

5. 在風靡一時的電視劇「危險心靈」裡，主角小傑經歷一連串事情，領悟到終
日補習、考試，並非求學的真正目的。請問：下列哪些項目屬於求學的真正
目的？ (甲)透過學校課程，發掘自己專長能力及未來方向 (乙)透過團體生
活，學習持強凌弱爭當班級小霸王 (丙)透過學習過程，學習與各種背景的
人共事相處 (丁)經由歷史典故，學習運用權謀來進行爾虞我詐 (A)甲丙 
(B)甲乙 (C)乙丙 (D)丙丁。 

6. 在現代校園的師生關係中，老師扮演哪些角色？ (甲)引導並協助學生鑽研
課業與知識 (乙)從旁指導，協助學生適應團體生活 (丙)責罵處罰學生，要
求學生唯命是從 (丁)對學生的生活困擾給予意見與建議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7. 樹林高中101班正在開班會，當「討論事項」進行完畢後，安安舉手發言，
提議設置「班級圖書館」，提升讀書風氣。請問：安安的提議是屬於下列何
種程序？ (A)秩序問題 (B)臨時動議 (C)權宜問題 (D)偶發動議。 

8. 下列有關「多數決」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任何事情皆可用多數決的方
式 (B)可以多數決來限制或剝奪少數人的基本權利 (C)只有決定有關團
體事務或人選時才適用 (D)可以「多數決」來廢除多數決。 

9. 新聞報導：「收容二十多名愛滋病患的慈善團體關愛之家協會，在搬進臺北
市木柵再興社區後，引起其他住戶恐慌，社區管理委員會召開區分所有權人
大會，通過決議，要求關愛之家搬家。」請問：關於上述再興社區居民此種
社區參與型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常以流血暴動方式來達到訴求目
的  (B)可以長期有效的推動與維持生活品質  (C)一旦事件落幕，熱情便隨
之迅速冷卻  (D)人人都加入抵制，才算愛社區的表現。 

10. 學校裡有許多老師和同學，有許多互動的機會，就像個小社會，下列相關敘
述，何者正確？ (A) 藉由互動學習社會生活所需的人際相處之道 (B)彼
此都志同道合 (C)就算彼此意見不合也不可能發生衝突 (D) 大家來自相
同的生活背景。 



11.現代社區發展是以「地緣關係」為基礎，透過「行動參與」的方法，來達成 
   「心理社區」的最終目的。由上述的說明，可看出下列哪一項為社區發展的 
    核心理念？(A)社區意識  (B)社區型態  (C)社區活動  (D)社區環境。` 
12.下列是同學們對多元智慧及優勢智慧的討論對話，其中何人的說法正確？  
   (A)中培：「學業成績不佳，就表示這個同學沒有任何多元智慧。」 (B) 仕  
   興：「不對啦！書讀不好，其他方面往往也不會有好表現。」 (C) 淑琴： 
   「不見得，課業不佳，也許他的優勢智慧是領導能力。」 (D)雅蕾：「俗話 
   說『一葉知秋』，我覺得這個同學不會有任何成就。  
13.為有效降低都會型態社區的竊盜發生率，社區居民應該採取下列哪一種方式  
   ，以達到治本的效果？ (A)反對政府廢止死刑 (B)呼籲加重竊盜刑責 (C) 
    要求富人遷出社區  (D)強化社區意識與參與。 
14. 新聞報導：「小偷上門竟被當成屋主搬家，鄰居還主動幫忙小偷搬音響、電

視等家電，『好心』的鄰居事後才知道自己成為竊賊的助手，大呼自己的愚
蠢。」請問：這種「錯把小偷當鄰居」的社會事件，最可能發生在下列哪一
種類型的社區？ (A)血緣關係的社區 (B)地緣關係的社區 (C) 都市型
態的社區 (D) 鄉村型態的社區。  

15. 現代社會可以說是資訊的社會，只要接上網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 
    就能真正實現。而這樣的進步對於學生與老師之間的關係，將會產生何種變 
    化？ (Ａ)老師成為傳遞知識的知識專家(Ｂ)學校將無法發揮功能，學生可 
    以選擇不去上學(Ｃ)老師知道的資訊不如電腦多，老師的地位將被電腦取代 
   （D）學生才是學習的主角，老師成為學習過程中的引導者。 
16. 對於開會的步驟與細節，下列何者正確？ (Ａ)表決採「先提名後表決」，

依多數決原則宣布表決結果(Ｂ)發言前要舉手並經過主席的同意，別人發言
時要尊重(Ｃ)會議中，以口頭方式提出「動議」，二人以上附議即成立(Ｄ)
開會討論事項須由師長提案。 

17. 開班會時，針對需要討論的事務，我們應該依照下列哪一正確程序進行？ 
    (甲)提案(乙)討論(丙)表決(丁)臨時動議 (Ａ)甲→乙→丙→丁(Ｂ)丙→ 
    甲→乙→甲→丁(Ｃ)丁→甲→丙→乙(Ｄ)乙→丁→甲→丙。 
18. 至聖先師孔子一生十分好學，在他五十一歲那年，雖然已經為人師表了，還 
    特地從北方的魯國去到南方的陳國，拜訪道家的始創人老子，向他請教學  
    問。雖然孔子和老子的思想主張不一樣，但孔子還是虛心向老子請教了許多   
    問題。由上述可知孔子的哪一項學習態度值得後人學習？ (Ａ)養成規律的 
    生活習慣(Ｂ)勇於面對挫折(Ｃ)主動積極學習(Ｄ)時間規畫適當。 
19. 21.梁啟超認為要體認「做學問」的趣味，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自己領略，

自己如果無法領略，旁人則沒有辦法告訴你。就有如太陽雖好，總要親自去
晒，旁人卻替你晒不來。此態度與下列哪一種態度符合？ (Ａ)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Ｂ)學無止境，學而不厭(Ｃ)鐵杵磨成繡花針(Ｄ)坐而言，
不如起而行。 

20. 南投埔里的「桃米生態村」早期面臨到主要經濟作物麻竹筍大幅沒落的情
況，而九二一地震，又讓困頓的經濟問題雪上加霜。災後，居民主動積極投
入社區營造，決定重新出發，找尋傳統山村新的可能出路。請問：當地住戶
有心想經營該地為一個優質的社區，下列何者是他們成敗的主要關鍵？ 
(Ａ)社區居民自動的關心與熱情(Ｂ)政府全力的推動(Ｃ)企業財團的支持
(Ｄ)社區組織的健全。 

 
                                                 【請翻面繼續作答】 



21.關於抗爭形式的社區參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常因事件結束，大家 
   的參與熱情便逐漸消失(Ｂ)此種社區參與通常可以長期有效的推動(Ｃ)多半 
   因生活品質遭受威脅而形成的(Ｄ)此種社區參與常與相關單位進行協商，要 
   求改善或回饋社區。 
22.下列有關「鄉村社區」與「都市社區」的比較敘述，何者錯誤？ (Ａ)前者 
    有同鄉或血緣之關係；後者較無此種密切關係(Ｂ)前者多是四合院；後者多 
    是公寓大廈(Ｃ)前者多會守望相助；後者多是自掃門前雪(Ｄ)前者對公共事 
    務的參與意願低落，對社區的共同意識也較不強烈；後者對社區有濃厚的共 
    同意識。 
23.下列關於「社區」的敘述，何者正確？(甲)包含居民、地區、共同關係、社 
   區意識及社區組織等五項要素(乙)社區的範圍大小不一，沒有明確的界線 
   (丙)為政府的法定單位(丁)社區意識是指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 (Ａ)乙丙丁  
   (Ｂ)甲丙丁(Ｃ)甲乙丁(Ｄ)甲乙丙丁。 
24.春日鄉公所發起「護溪」禁漁保育計畫，由各村社區發展協會籌組志工巡守 
   隊負責執行，至今已經一年多。由上述可知這些志工願意參與此計畫長達一    
   年多，所靠的動力是下列哪一項？ (Ａ)愛國情操(Ｂ)慈善胸懷(Ｃ)職業道 
   德(Ｄ)社區意識。 
25.健康社區想要推展社區文化活動，下列何者是較為理想的方式？ (A)向每戶  
   居民收取費用，委託給公關公司進行 (B)成立社區文化協會或社區文史工作 
   室 (C)交給學校執行 (D)每戶人家推出一位成員擔任志工。 
26.下表為有關傳統社區和現代社區的比較，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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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社區」是現代社會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下列關於社區的描述，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A)社區形容一群人居住空間的接近性  (B)社區可以用來形容一群    
   人感情上的相互認同  (C)社區營造完全仰賴政府的規劃與支援  (D)社區組 
   織可以長期推動社區事務。 
28.台南市安平區古蹟林立，社區發展委員會規畫各種民俗技藝活動，推廣地方 
   美食小吃，並且舉辦古蹟導覽活動，使社區欣欣向榮。請問此做法最能顯示 
   下列哪一觀念.？(A)社區意識  (B)社區服務  (C)社區教育  (D)社區營造。 
29.阿銘開車前往彰化拜訪昔日大學同學老陳，他從衛星導航系統得知前往「陳 
   家庄」的路程僅剩一公里。請問老陳最有可能是居住在哪一種關係所形成的 
   社區？(A)地緣  (B)血緣  (C)職業  (D)政治。 
30.近來幸福里頻頻發生住戶遭竊事件，當地居民於是自動自發組成社區巡守 
   隊，以輪班方式巡邏社區，以維護居民生命財產安全。這種最法最能展現下 
   列何種概念？(A)社區營造  (B)社區意識  (C)社區發展  (D)社區參與。 
31.在國中課程的規劃，請問下列哪一個課程對於學生參與公共事務，以及正確 
   表達意見的能力，提供實際演練的機會？(A)綜合活動-家政  (B)班會  (C)  
   國文 (D) 綜合活動-童軍。 
32.下列關於古人求學態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審問－確實履行(B)慎思－ 
   仔細思考(C)明辨－仔細查問(D)篤行－追根究底。 
 



33.「社區意識」指的是某一社區的居民，對該社區產生心理認同及休戚與共的 
   感受。下列何者最能反映該地區的居民具有「社區意識」？ (A)宜靜：「我 
   們社區的住戶大部分都是從事高科技產業。」(B)大雄：「我們社區的居民都 
   以身為社區的一份子為榮。」 (C)阿福：「我們社區的大樓是採日本式的景 
   觀設計。」 (D)技安：「我們社區的游泳池是全天候開放給住戶使用。」 
34.提升社區生活品質可帶給居民更好、更安全的居住環境。請問：社區活動的 
   成敗關鍵為下列何者？(A)居民積極主動的參與 (B)運用大量經費來建設  
   (C)政府的妥善管理 (D)社區管理委員會的努力付出。 
35.1年23班召開班會，討論班服的製作。小花跟小麗意見不同，不停的大聲辯 
   論，大家七嘴八舌吵鬧不已。請問：在這種情況之下，小趙可以提出下列何 
   者，要求主席處理？ (A)工作報告 (B)臨時動議 (C)權宜問題 (D)秩序 
   問題。 
36. 對於學生自治活動的進行，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主席有權推翻決

議 (B)如果有人不服表決結果的話，可以重新交付表決 (C)多數應服從少
數、少數尊重多數 (D) 同學以表決所作成的決議，就具有團體的約束力。 

37. 下列關於議案的敘述，何者正確？ (A)開會前以書面方式所提出的問題稱
為「提案」 (B)提案須有一人以上附議 (C)開會前以口頭方式提出的問題
稱為臨時動議 (D)提案和動議沒有區別，是指同一件事情。 

38. 慈文社區居民因抗議某電信業者將其行動電話基地台架設於該社區而聚眾
抗爭。對於此種社區參與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較能長期維持 (B)
外來威脅消失，仍能持續推動維持 (C)是有計畫、有組織的整合運用社區資
源 (D)居民的熱情較短暫。 

39. 社區營造的方式多采多姿，只要能符合社區居民的需求，都是社區營造的方 
    法。下列何者適合用來推動社區營造？（甲）開辦成人電腦班，增加居民學 
    習成長的機會（乙）訂立社區規範，嚴格限制居民的生活作息（丙）提供社 
    區幼兒托育服務，幫助居民解決幼兒托育的問題（丁）成立老人照護中心， 
    照顧社區獨居老人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40. 2 年 24 班的同學要選模範生，班上同學熱烈討論適當人選。同學先後提出 
    四位人選：思穎、郭凱、雅芳、克隆。依【會議規範】，應由誰開始表決？ (A)  
    克隆(B)雅芳(C)郭凱(D)思穎。 
 
                                                      
 
                                                       【試題結束】 
 

 



參考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C D A B B C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C D B A C D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B D C D B B C D B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 B B A C D A D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