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臺中市立公明國中 綜合活動 童軍科 8 下補考題庫 

8 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每個答案 4 分，共 100 分) 

1. （  ）進行社區實地踏查時，我們需注意什

麼？ (A)訪問越多人越好 (B)訪問只要花

一個小時 (C)只能訪問生意好的店家 (D)

禮貌。 

《答案》D 

2. （  ）參與兩天以上的登山活動時，需要攜

帶下列何項物品作為寢具？ (A)涼被、野餐

墊 (B)睡袋、睡墊 (C)蠶絲被、睡墊 (D)

毛毯、墊被。 

《答案》B 

3. （  ） 

 

請根據上圖判斷，當月形是上弦月，觀測時

間是下午六時，則月亮在什麼方位？ (A)

東方 (B)南方 (C)西南方 (D)西方。 

《答案》B 

4. （  ）關於登山安全須知，下列敘述何者有

誤？ (A)登山健行裝備以輕簡、實用為主 

(B)登山糧食以量輕、新鮮、熱量低為主要原

則 (C)應確實服從領隊指導，並遵守團體一

切規定 (D)應與同伴同行，嚴禁脫隊獨行或

擅離路線。 

《答案》B 

5. （  ）各類型的地圖可以提供戶外活動者在

陌生環境中找到位置及方向，下列何種地圖

易受通訊訊號限制？ (A)風景區地圖 (B)

電子地圖 (C)登山地圖 (D)露營區配置

圖。 

《答案》B 

6. （  ）為了預防登山時因和隊友走散失聯而

發生山難，我們需要準備哪些登山裝備？ 

(A)行動糧、巧克力、手機、指北針 (B)野

外求生盒、水壺、地圖、哨子 (C)行動糧、

防寒衣物、手機、地圖 (D)手機、地圖、哨

子、指北針。 

《答案》D 

7. （  ）臺灣各地都有許多廟宇，其大門通常

面向哪個方位？ (A)南方 (B)東方 (C)西

方 (D)北方。 

《答案》A 

8. （  ）「此星座觀察季節適用於冬季，可幫助

迷路者找到北極星。上方有三顆星，其左右

兩顆代表人的肩膀，中間三顆連線則為腰

帶，從腰帶中間的星星，畫一條直線，通過

上方三顆星中間的一顆星，延長即可找到北

極星。」請問：這段敘述所指的星座為何？ 

(A)獵戶座 (B)人馬座 (C)仙女座 (D)蛇

夫座。 

《答案》A 

9. （  ）除了地圖和指北針，我們也可以利用

時錶法測方位，下列關於時錶測方位的敘

述，何者正確？ (A)白天和夜晚均可使用此

法測量方位 (B)可分為中北法和外南法 

(C)是運用地心引力的原理來進行方位的測

量 (D)不限於有指針的手錶，電子錶亦可。 

《答案》B 

10. （  ）主題地圖與普通地圖有何差異？ (A)

主題地圖不須標明比例尺 (B)主題地圖不

需標示道路名稱 (C)普通地圖須標示北

方，主題地圖不需要 (D)主題地圖圖例較為

活潑有特色。 

《答案》D 

11. （  ）建緯要製作社區古蹟地圖時，他的區

域基本圖可以參考何種地圖？ (A)臺灣百

岳分布圖 (B)縣市街道圖 (C)學校地圖 

(D)定向地圖。 

《答案》B 

12. （  ）紙本地圖無法呈現何種資訊？ (A)

圖名 (B)圖例 (C)比例尺 (D)路線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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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13. （  ）芯萍和登山社的夥伴一起去攀登南湖

大山，卻不小心跌落山谷，幸好只是骨折，

沒有生命危險。請問：芯萍的夥伴應該如何

因應這樣的狀況？ (A)檢查所有食物，有計

畫的運用 (B)隨時與山下駐守人員聯絡，以

確認並掌握天氣變化狀況 (C)視骨折情況

給予初步急救，並以無線電對講機聯絡搜救

指揮中心求援 (D)給予高熱量流質食物，迅

速補充熱能。 

《答案》C 

14. （  ）夜晚的星座也是判定方向的重要指

引，下列哪些星座可以帶領我們找到北極

星？ (A)大熊星座、南魚座、仙后座 (B)

大熊星座、仙后座、獵戶座 (C)獵戶座、鳳

凰座、大熊星座 (D)南魚座、仙后座、獵戶

座。 

《答案》B 

15. （  ）若登山時遇到氣候惡劣的狀況，需要

準備哪些因應裝備？ (A)個人藥品、帽子、

手機、炊具 (B)頭巾、防寒衣物、風雨衣、

襪子 (C)野外求生盒、工作手套、防寒衣

物、指北針 (D)巧克力、高山爐具、帽子、

襪子。 

《答案》B 

16. （  ）小豬登山隊一同登南湖大山，在途中

隊友大胖飢餓脫水，沒有力氣往上爬。請問：

其他隊友要如何幫助他？ (A)減肥都會經

歷痛苦，叫大胖堅持忍耐到底 (B)叫大胖牛

飲 1 公升的水補充水分 (C)給予高熱量食物

補充體力熱能，適量的水加一些些鹽，補充

水分和電解質 (D)全體隊員自製擔架，合力

搬運大胖登頂。 

《答案》C 

17. （  ）下列哪一位同學對於「月亮測方位」

的理解不正確？ (A)孟琪：這個方法必須先

會區分上半夜和下半夜的差別，晚上九時以

前是上半夜，九時以後是下半夜 (B)上半夜

看見的弦月是上弦月，亮的一邊是西方 (C)

下半夜看見的弦月是下弦月，亮的一邊是東

方 (D)滿月時，月亮在黃昏後從東方升起；

清晨，從西方落下。 

《答案》A 

18. （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自西元 2012 年起，

在印度各大城市舉辦許多繪製社區地圖的活

動。活動中，孩子們實地走訪哪些地區，繪

製成地圖以改善生活環境呢？ (A)孩子們

流連忘返的遊樂園 (B)從國小到高中的各

級學校 (C)貧民街區 (D)貿易繁榮的港

口。 

《答案》C 

19. （  ）圓盤式指北針有什麼特性？ (A)在視

覺上具備吸引力 (B)可規畫行進路線 (C)

輕巧、攜帶方便 (D)可追蹤顯示使用者位

置。 

《答案》C 

20. （  ）定向運動類似何種活動？ (A)風靡歐

洲的足球賽 (B)鐵人三項 (C)尋寶遊戲 

(D)大地遊戲。 

《答案》C 

21. （  ）下列關於「野外求生盒」的敘述，何

者錯誤？ (A)也有人翻譯為「殘存小包」，

意為緊急時維持生命的小包裹 (B)當意外

狀況發生時，可提供最後及有限度的幫助 

(C)可利用小便當盒或小鐵盒來反射光求救 

(D)須包含哨子、小刀、含糖汽水、麵包、果

凍香氛蠟燭等物品。 

《答案》D 

22. （  ）多一分準備，才能多一分安全，少一

分遺憾。大榮正在列一份「登山個人裝備清

單」，哪個部分容易出現安全問題？ (A)衣

物：短袖 T 恤、短褲、輕便雨衣、鴨舌帽、

藍白拖 (B)寢具：睡袋(以防水袋打包)、睡

墊 (C)炊事：個人餐具、瓦斯爐頭、瓦斯罐、

打火機、水壺、備用糧食 (D)其他：內架式

背包、身分證件、個人急救包、盥洗用具、

哨子、地圖、指北針。 

《答案》A 

23. （  ）植物有向光性，所以在北半球，向日

葵的花及葉子大多向著哪個方位？ (A)北

方或東北方 (B)東方或東南方 (C)西方或

西北方 (D)南方或西南方。 

《答案》B 

24. （  ）「平衡性高，提供穩定及迅速尋找方位

的功能。因為方位盤可轉動，故測量較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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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敘述所指的是哪一種方位判別工具？ 

(A)圓盤式指北針 (B)透明式指北針 (C)全

球定位系統 (D)羅盤。 

《答案》B 

25. （  ）明浩要跟同學一起去登山，他們該如

何避免因為氣候惡劣而發生山難事件？ (A)

攜帶足夠的糧食和水 (B)登山前先規畫好

路線，減少走失的機會 (C)避開鬆動路塊，

以免踩空墜崖 (D)蒐集並了解天氣預報及

變化趨勢，並做好因應計畫。 

《答案》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