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國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八年級 綜合領域 補考題庫
1. （C）生火必須有助燃物，而助燃物該如何架出適當空間，使空氣流通，才能讓火持續燃燒。以
上畫線部分稱為什麼？ (A)撿柴 (B)分柴 (C)架柴 (D)引火。
2. （B）依照天候或現有器材可以有不同的點火方式。請問：放大鏡生火除了天候條件必須是晴朗
太陽天之外，也必須有適合的可燃物(如紙、黑布)，另外最重要的是必須有什麼物品？
(A)玻璃 (B)凸透鏡 (C)凹透鏡 (D)水晶。
3. （A）常見的乾草、小樹枝、枯樹葉、小木片在三級柴的分類中是屬於何種分類？
(A)發火柴 (B)引火柴 (C)燃燒柴 (D)基礎柴。
4. （B）小明在飯桌上和媽媽分享，今天在學校生火實作課滅跡時，小華被水蒸氣燙傷。請問：小
華可能是哪一個動作導致燙傷？ (A)將大塊餘燼打碎 (B)提整桶水直接往餘燼澆 (C)進
行冷卻測試時太靠近餘燼 (D)清掃冷卻餘燼。
5. （B）飯要煮的好吃祕訣在於米和水的比例。請問：米和水的比例約為多少？
(A)1 比 0.3 (B)1 比 1.3 (C)1 比 2 (D)1 比 3。
6. （C）設計菜單的祕訣之一是估計合宜的數量，過與不及都不好。請問：國人最食用的澱粉——
米，一碗米約可煮成多少飯或粥？ (A)一碗飯或兩碗粥 (B)兩碗飯或三碗粥 (C)三碗飯或
六碗粥 (D)四碗飯或八碗粥。
7. （C）在戶外使用現代爐具，不僅炊煮快速、輕鬆，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什麼？ (A)訓練手眼
協調 (B)精進廚藝 (C)降低用火對環境的破壞 (D)展現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8. （C）目前全臺粗估有 1,700 個露營區，經觀光局揭露合格的露營地只有 84 個，合格率不到 5
％。請問：上述新聞標題在提醒我們選擇營地應注意哪一個面向？ (A)採買方便 (B)交通
便利 (C)安全合格 (D)鄰近景點的附加價值。
9. （B）乖乖童軍團預計到宜蘭清水公園附近的營地露營，順便搭上端午節的氣氛，在冬山河來場
小隊龍舟競賽。請問：乖乖童軍團規畫此次主題是屬於什麼體驗？ (A)農村生活體驗 (B)
傳統文化體驗 (C)觀星體驗 (D)原住民文化體驗。
10. （B）曉菁和同學一起去參加隔宿露營，結果忘了帶□□，睡覺時覺得地面有異物感，半夜不斷
冷醒，早上起床睡袋也有點溼溼的。請問：曉菁忘了帶什麼裝備？ (A)枕頭 (B)睡墊 (C)
帳篷 (D)雨衣。
11. （C）新聞記者報導：今天早上 7 點多，戶外炊事場突然冒出濃煙，校方發現後，動員學校教職
員合力灌救，在消防隊趕抵前撲滅，沒有延燒到其他地方。研判是昨天學生烤肉活動滅
跡後的剩餘碎炭，因滅跡不完全而引發悶燒，幸好及時撲滅，才未釀成大禍。請問：上
述新聞事件是滅跡中的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A)未打碎弄散大塊餘燼 (B)未將水灑於
火堆 (C)未進行冷卻測試 (D)垃圾未收拾。
12. （B）在雨季或多雷電區，營地絕不能選擇在高地上、高樹下或比較孤立的平地上，這是什麼原
因？ (A)排水不易 (B)易遭雷擊 (C)地面溼滑 (D)溪水暴漲。
13. （A）小美與奇奇想在小隊聯團露營時帶大家玩破冰遊戲，為了確認大家都聽得懂遊戲規則，他
們兩個示範了三次。請問：示範的目的是什麼？ (A)加深參加者的印象 (B)再次確認流程
(C)遊戲變化由易至難 (D)遊戲掌握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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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海島型氣候的臺灣一到夏天就變得又悶又熱！肌膚與衣物黏在一塊兒的溼熱感令人感到不
適。上述是指戶外活動穿搭系統的哪一層？ (A)保暖層 (B)活動層 (C)防水層 (D)排汗
層。
15. （A）若要選擇以一日健行行程為主的背包，應選擇大約幾公升的背包？ (A)小於 35 公升 (B)35
～55 公升 (C)55～75 公升 (D)75 公升以上。
16. （A）以下何者為臺灣最主要的消費型態？ (A)住宅服務水費 (B)衣著鞋襪類 (C)運輸交通及通
訊 (D)餐廳及旅館類。
17. （D）下列何者為逐年上升的消費類別？ (A)衣著鞋襪類 (B)運輸交通及通訊 (C)醫療保健類 (D)
餐廳及旅館類。
18. （C）甄嬛想要網路購物，作為購物專家的你，會如何建議她採取哪些預防措施，以減少風險？
(A)先報警備案再下單 (B)找多一點人一起團購 (C)搜尋買家評價，並選擇信譽良好的商
場或賣家 (D)選擇價格便宜的，表示出貨愈快愈好。
19. （A）什麼事情最容易造成網購糾紛？ (A)商品瑕疵 (B)退款遭拒 (C)仿冒品 (D)廣告不實。
20. （C）李正赫在網路電商買了一架空中攝影機，到貨後發現機翼有損，得以在收到貨品或幾天內
退貨？ (A)3 天 (B)5 天 (C)7 天 (D)9 天。
21. （B）皮皮發生消費糾紛了，你建議他可撥打消費者服務專線尋求資源與幫助，以下何者為消費
者服務專線？ (A)1999 (B)1950 (C)113 (D)110。
22. （D）下列哪一項不是影響服裝舒適度的因素？ (A)吸水性 (B)彈性 (C)材質 (D)易燃性。
23. （A）制服相較於體育服，較不適合上體育課的主要影響因素是什麼較差？ (A)吸水性、彈性 (B)
吸水性、保溫性 (C)保溫性、易燃性 (D)易燃性、彈性。
24. （C）預防傳染病的重要功臣：口罩，是使用下列哪一種布料製成？ (A)梭織平紋布 (B)梭織斜
紋布 (C)不織布 (D)針織布。
25. （C）下列哪一種天然纖維，富有光澤並且垂墜性佳，非常適合製作華麗的禮服？ (A)棉 (B)麻
(C)絲 (D)毛。
26. （D）小草的制服不小心被油性原子筆畫髒了，回家後可嘗試使用什麼方法來去除汙漬？ (A)
肥皂 (B)冷洗精 (C)清水 (D)酒精。
27. （B）下列哪一種汙漬宜避免使用熱水清洗？ (A)咖啡 (B)血漬 (C)醬油 (D)沙拉油。
28. （D）長型臉的人不適合哪一個領型，容易顯得臉長？ (A)船型領 (B)一字領 (C)高領 (D)V 領。
29. （B）下列有關服裝穿搭的敘述何者錯誤？ (A)腰線的位置會決定身材比例 (B)愈寬鬆的上衣，
穿起來愈顯瘦 (C)愈纖細的身材可以多層次穿搭增加身體分量 (D)體型會隨著生活習慣
而改變。
30. （D）在戶外進行炊事時需準備現代爐具、瓦斯罐及食材，在烹煮時若能避免湯汁溢出可以保護
爐具也能兼顧安全。請問：下列哪一個選項與避免湯汁溢出較無相關？ (A)湯汁不要裝
太滿 (B)快滾時火不要開太大 (C)全程有人顧火 (D)食材切成絲。
31. （D）關於理性想法的描述，何者正確？ (A)能符合現實、客觀 (B)是有彈性的想法 (C)常出現
的字眼為：也許、或者、到目前為止 (D)以上皆是。
32. （D）下列關於非理性想法的描述，何者錯誤？ (A)是一種絕對化、完美主義的 (B)容易引起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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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情緒 (C)常出現的字眼為：應該、永遠、總是、我不好 (D)是一種合邏輯、有彈性的想
法。
33. （A）哪一種情緒策略，無法有效的處理負向情緒？ (A)努力的克制負向情緒，隱藏自己的掛心
(B)深呼吸，和情緒和平共處，接受它 (C)換個想法，換個情緒，讓結果也不一樣 (D)提
出辦法，積極的解決。
34. （A）佩玲的寵物小 P 在幾天前的車禍中意外過世了，佩玲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請問：這
個時候的佩玲，處在失落心理歷程的哪個階段？ (A)否認 (B)憤怒 (C)接受 (D)討價還
價。
35. （B）在團體討論中，難免會有意見不合、想法不同的時候，下列哪一項處理方式較適合？ (A)
直接當眾否定對方的想法有問題 (B)鼓勵對方多說明想法的緣由 (C)使眼色拉攏其他同
學否定他的意見 (D)下次見面裝不認識。
36. （C）下列何種方法可以提升同學投入班上團體活動的參與度？ (A)當眾責怪某同學的失誤 (B)
只按照班長的指示去做 (C)讚賞努力完成班級任務的同學 (D)避免與能力差的同學一起
共事。
37. （D）下列何者並非團隊合作分工的目的？ (A)增進工作效能 (B)從分工中看見同學的特質，互
相學習砥礪 (C)讓每位同學發揮所長，做有興趣的事 (D)可以只找自己的好朋友同組。
38. （A）小君：「我在團隊中，常常依照團隊的指示，努力做好自己分內的事」請問：小君在團隊
中扮演什麼角色？ (A)配合者 (B)助人者 (C)領導者 (D)協調者。
39. （D）若想在教室布置競賽獲得佳績，下列何種做法較適當？ (A)交給班上美術人才布置就好 (B)
學藝股長找幾個要好的同學假日來做 (C)破壞其他班級的布置裝飾 (D)按照同學的能力
特質將教室布置分工合作。
40. （A）宣福的班級週週獲得整潔榮譽班，下列何者不是他們獲得榮譽的祕訣？ (A)時常討好評分
老師 (B)個人做好打掃工作 (C)幫助動作比較慢的同學 (D)施行垃圾不落地。
41. （B）下列哪一項不能算幫助班上成長向上的個人行動？ (A)積極投入班務活動 (B)班會討論私
下背誦唐詩 (C)廣納班上同學的意見 (D)在約定的時間內完成並繳交作業。
42. （D）若蘭想要寫小卡感謝衛生股長的領導與付出，下列何者是他應掌握的敘寫原則？ (A)誇大
其詞 (B)與事實不符 (C)拜託他分配輕鬆的工作 (D)具體表達肯定與感謝。
43. （A）下列哪種能力對班級成長有貢獻？ (A)溝通能力 (B)揭穿隱私能力 (C)打電動破關能力 (D)
批評他人能力。
44. （B）品德教育強調合作，合作能力的培育，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下列何者是達到成功合作的
必要條件？ (A)執行個人的目標，不理會團隊共同目標 (B)團隊成員透過傾聽與溝通達成
共識 (C)比起執行團隊理念更在乎自己的信念 (D)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團隊整體的狀
況。
45. （D）如果必須運用野外現有的材料將火生起並維持燃燒，需要注意哪些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A)避免直接在地表生火 (B)注意生火點上方是否有枯枝、落葉掉落的情形 (C)應熟悉分
柴、架柴技巧 (D)生火時應讓火源由粗柴開始燃燒再傳給細柴。
46. （A）在用火安全上該以什麼態度來面對火源？ (A)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B)天下沒有白吃的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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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C)要怎麼收穫，先要怎麼栽 (D)冬寒抱冰，夏熱握火。
47. （B）生火必須有可燃物，而可燃物必須區分粗細，才能讓火點燃。以上畫線部分稱為什麼？ (A)
撿柴 (B)分柴 (C)架柴 (D)引火。
48. （A）點火時除了火柴和打火機外，在戶外還能利用鑽木取火、放大鏡、打火石，甚至是電池將
火點燃。請問：哪一個生火法的天候因素影響比例占最大？ (A)放大鏡 (B)電池 (C)打火
石 (D)鑽木取火。
49. （C）炭的種類及學問還真不少多，原子炭、荔枝木炭、竹炭、龍眼木炭、炭精等，你都分得清
楚嗎？請問：哪一種炭在燃燒時具有無煙且耐燃的特性，且對人體及環境負擔較小？
(A)木炭 (B)竹炭 (C)炭精 (D)原子炭。
50. （B）很快被發火柴點燃的柴，例如：像小指頭或原子筆般大小的柴，在柴的分級中稱為什麼？
(A)發火柴 (B)引火柴 (C)燃燒柴 (D)基礎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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