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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一選擇題 （每題 5 分，共 100 分） 
1.( B  ) 人類因應生存需要，經由創造或學習

而來的一切成果，都屬於文化的範圍，

而附圖中的情境可以表達文化的哪一項

特徵？ 

 
(Ａ)普遍性 (Ｂ)差異性 (Ｃ)位階性 (Ｄ)

優越性。 
2.( A  ) 附圖是某樂團宣傳廣告的部分內容。

根據內容判斷，這場演出最能表現出下

列何種意涵？ 

樂團本次演出，除電吉他、貝斯、爵士

鼓之外，將加入胡琴、古箏、嗩吶等國

樂器，共同訴說平埔族群的古老傳說。 
 

(Ａ)文化內涵更加多元豐富 (Ｂ)主流文化逐

漸式微 (Ｃ)文化差異因此可以消除 (Ｄ)即

將誕生新的文化。 
3.( D  ) 明亨為說明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的內涵

，節錄了一則新聞報導如附圖，根據圖

中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在我國，過開齋節屬於主流文化 (Ｂ)以

文化等級來說，農曆新年優於開齋節 (Ｃ)在

我國，伊斯蘭教文化無法與其他文化並存 (Ｄ

)開齋節活動的舉辦，塑造了臺灣文化的多元色

彩。 
4.(  B ) 根據附圖中的對話可知，該齣偶像劇

的拍攝呈現出下列何種意義？ 

 
(Ａ)推崇外來文化，促進雙方文化融合 (Ｂ)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發揚本土文化特色 (Ｃ)

遵循強勢文化，尊重與包容多元文化 (Ｄ)淘

汰低等文化，追求高等文化。 
5.( C  ) 潔憶在網誌上更新最新動態（如附圖

所示），根據內容判斷，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Ａ)潔憶的作法將導致文化衝突擴大 (Ｂ)國

際互動不利於在地文化的發展 (Ｃ)舉辦世界

大學運動會有助於培養多元文化精神 (Ｄ)文

化交流的速度在此類活動中較為緩慢。 
6.( A  ) 卉茵準備以附圖的範例來說明某主題

的意義與重要性。請問：此圖中間未揭

露的主題文字較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社會規範 (Ｂ)社會安全 (Ｃ)社會服務 

(Ｄ)社會正義。 
7.( D  ) 俊佑為簡報主題製作投影片如以下所

示，他所探討的主題應為下列何者？ 
◎可用來判斷行為舉止、態度是否適當 
◎可約束個人行為 
◎可建立社會秩序 

(Ａ)國民教育的演進歷史 (Ｂ)社會化的影響

因素 (Ｃ)團體生活的利與弊 (Ｄ)社會規範

的重要性。 
8.( A  ) 隨著時代變遷，價值觀念愈來愈多元

，每個人都應享有自由權利，附圖中益

勝應學習做到下列何者？ 



 
(Ａ)了解拉傑遵守的社會規範，避免發生衝突

和誤會 (Ｂ)鼓勵拉傑嘗試不同的飲食文化，

適應環境 (Ｃ)蒐集相關資訊，勸導拉傑改信

其他宗教 (Ｄ)邀請其他朋友與會，說服拉傑

順應團體生活。 
9.( A  ) 各種社會規範對行為的約束力不盡相

同，根據附圖情境判斷，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Ａ)風俗習慣對外在行為產生約束力 (Ｂ)法

律對外在行為無規範效果 (Ｃ)違反風俗習慣

將受到公權力處罰 (Ｄ)違反法律只會受到社

會輿論的批評。 
10.( D  ) 社會規範對個人具有約束效果，附圖

中兩人所為應屬於哪一種社會規範？ 

 
(Ａ)法律 (Ｂ)倫理道德 (Ｃ)風俗習慣 (Ｄ

)宗教信仰。 
11.( A  ) 社會生活中存在各種社會規範，附圖

的新聞內容應屬於哪一種社會規範？ 

 
(Ａ)法律 (Ｂ)倫理道德 (Ｃ)風俗習慣 (Ｄ

)宗教信仰。 
12.( B  ) 社會生活中存在各種社會規範，附圖

中兩人自發性的行為屬於哪一種社會規

範？ 

 
(Ａ)法律 (Ｂ)倫理道德 (Ｃ)風俗習慣 (Ｄ

)宗教信仰。 
13.( C  ) 下列宥成所從事的行為，何者不符合

團體的概念？ (Ａ) 

 (Ｂ) 

 (Ｃ) 

 (Ｄ) 

 

14.( C  ) 瓊卿參加圖書館舉辦有獎徵答活動，

如附圖所示，她應填入下列何者才是正

確解答？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15.( A  ) 老師請同學們舉出「結社自由」的例

子，下列哪位同學的發言最正確？ (

Ａ)小星：我在學校組了一個樂樂棒球

社 (Ｂ)阿良：我前往觀賞臺語歌手的

告別演唱會 (Ｃ)花花：我和家人週末

時相約看國片 (Ｄ)柚子：我參加遊行

以表達對核電的看法。 
16.( D  ) 依照附圖中主席發言內容判斷，此團

體最可能屬於何種志願結社？ 

 
(Ａ)籃球校隊 (Ｂ)社區志工隊 (Ｃ)工會 (

Ｄ)政黨。 
17.( A  ) 升國二的暑假前夕，幾位好友正在討

論參與何種志願結社來展現對社會的關

懷，下列何人的建議最適當？ (Ａ) 

 (Ｂ) 

 (Ｃ) 

 (Ｄ) 

 

18.( B  ) 社會生活中會接觸許多團體，根據附

圖對話判斷，對於此團體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Ａ)個人一出生即歸屬其中 (Ｂ)成員是依自

由意願加入 (Ｃ)此團體的工作事務較難促進

社會進步 (Ｄ)屬於非志願團體的一種。 
19.( A  ) 下列是四家傳播媒體所做的新聞標題

，其中哪一則最可能受到 NCC 的懲處

？ (Ａ)  (Ｂ) 

 (Ｃ) 

 (Ｄ) 

 

20.( B  ) 有一份雜誌報導： 

臺灣男女薪資差異從 1960 年代開始顯著地

縮小。 
1960 年時，男性平均每賺 100 塊錢，女性

只賺 65 元。 
2015 年時，男性賺 100 塊錢時，女性可以

賺 83 元。 
1960 年代，女性要多工作 200 天，才能和

男性收入相當。 
現在，女性只要多工作 54 天。 

我們可以怎麼判斷這份報導想表達的主旨？ (

Ａ)臺灣社會已達性別平權 (Ｂ)同工不同酬的

情況仍存在 (Ｃ)女性每年只工作 200 天，是

收入較低的主因 (Ｄ)女性只要更努力工作，

就能改善性別歧視。 
 
 
 
 
 
 



一、單一選擇題 （每題 5 分，共 100 分） 
1.答案：(Ｂ) 

解析：每個地區因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的差異

，會發展出不同的生活型態，這屬於文

化的差異性。 
2.答案：(Ａ) 
3.答案：(Ｄ) 

解析：(Ａ)應為次文化(Ｂ)文化並無高低優劣

的分別(Ｃ)報導中提及臺北車站還為教

徒籌備了慶祝活動可知，在臺灣伊斯蘭

教文化與其他文化並存。 
4.答案：(Ｂ) 
5.答案：(Ｃ) 

解析：國際間的運動競技活動讓我們更有機會

接觸不同的文化，而潔憶的做法也能促

進雙方文化的和諧互動。 
6.答案：(Ａ) 

解析：社會規範是人與人互動中，發展出來共

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圖中的範例顯示因

社會規範的存在而產生約束個人行為和

建立社會秩序的重要性。 
7.答案：(Ｄ) 

解析：投影片內容顯示社會規範存在的意義和

重要性。 
8.答案：(Ａ) 

解析：在不違反法律的基礎下，每個人都有遵

守其他社會規範的自由，因此唯有了解

不同社會規範的內涵，才能避免在社會

互動過程發生誤會和衝突。 
9.答案：(Ａ) 

解析：由圖中情境可知，風俗習慣約束阿祈和

阿娟的行為和內在良心，因此即使是合

乎法律的行為，他們也不敢違反風俗習

慣。 
10.答案：(Ｄ) 
解析：收驚屬於宗教儀式的一種，可以達到安

撫人心、穩定社會秩序的作用。 
11.答案：(Ａ) 
解析：政府可依據法律對違法者開罰。 
12.答案：(Ｂ) 
解析：符合環境倫理的行為。 
13.答案：(Ｃ) 
解析：(Ａ)(Ｂ)(Ｄ)符合團體的定義。 
14.答案：(Ｃ) 
解析：(Ａ)(Ｂ)(Ｄ)均可依自己意願選擇是否

加入。 
15.答案：(Ａ) 
16.答案：(Ｄ) 
解析：由主席發言內容可知此團體屬於政黨。 

17.答案：(Ａ) 
解析：(Ｂ)較難顯示對臺灣社會的關懷(Ｃ)(Ｄ

)不適合國中時期青少年從事此類活動。 
18.答案：(Ｂ) 
解析：(Ａ)所指為「非志願團體」(Ｃ)此團體

藉由眾人的力量幫助弱勢，能夠讓社會

因互助而更加美好(Ｄ)此團體屬於志願

結社。 
19.答案：(Ａ) 
解析：(Ａ)報導怪力亂神，NCC 可加以懲處。 
20.答案：(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