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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非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30 分) 

（  ）1. 不同文化的接觸交流，不但可以豐富彼此的文化活

動和內涵，也會改變人們的價值觀。 

（  ）2. 住在貧窮地區的居民，常因穀物生產不足，面臨

飢餓的狀況。 

（  ）3. 位於印度洋上的島國馬達加斯加，因為海拔低且受

到氣候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的影響，已經面臨被淹

沒的危機。 

（  ）4. 由於美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使得衛星通訊

科技就此蓬勃發展，世界各地人們因此而受惠，往

來更加密切。 

（  ）5. 有些工商業發達的國家，過度消費礦物資源，會

加速各種資源的消耗。 

（  ）6. 揚名國際的台灣舞團「雲門舞集」，完全是屬於傳

統的臺灣舞蹈表演，與西方文化無關。 

（  ）7. 社會成員之間，由於沒有親情基礎，也沒有法律束

縛，因此必須透過國際組織來解決紛爭。 

（  ）8. 學校不但有英語課，還有鄉土語言的課程，主要用

意就是讓我們能夠同時學習本國文化與外來文化。 

（  ）9. 全球石油大多分布在南亞地區，儲量約占全球一

半。 

（  ）10. 根據新聞報導，快樂國連日暴雨淹水，健康國卻乾

旱而導致農作物受災嚴重，這種各地氣候出現異常

的現象，代表快樂國受到地球減溫的影響，而健康

國受到地球增溫的影響。 

（  ）11. 目前為止全世界人口約有六十億。 

（  ）12. 不同的社會，需要遵守的法律規章也不同，當我們

到另一個社會，就應當遵守該社會的法律。 

（  ）13. 除了颱風、火山爆發外，某個地區發生的地震也可

能影響其他地區，造成他地的嚴重災害。 

（  ）14. 臺灣曾發生雇主逼迫印尼籍員工吃豬肉的事件而

引發國際媒體關注，因為這是違背印度教教徒的禁

忌，是不尊重他人文化的行為。 

（  ）15. 京都議定書是美國和蘇聯為了限制彼此的核子武

器發展，選擇在第三國簽訂條約，於京都召開會議

後所簽訂的協定。 

 

二、選擇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28 分) 

（  ）1. 下列何者是全球第一個把沼氣當作交通燃料的國

家？ ○１英國 ○２美國 ○３瑞士 ○４瑞典。 

（  ）2. 美國爆發狂牛症疫情，對於臺灣有什麼影響？ 

○１使消費者搶購由美國進口的牛肉 ○２全面撲殺

臺灣的牛隻 ○３消費者會慎選由美國進口的牛肉 

○４沒有任何影響。 

（  ）3. 「森巴舞」是哪一個國家的特色文化？ ○１澳洲 

○２巴西 ○３日本 ○４義大利。 

（  ）4. 由美國副總統高爾製作的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

以及由臺灣團隊製作的紀錄片正負２℃，兩部片

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這個主題對人類的生存具

有莫大的影響，並激起了世界各國對環境保育的

重視。請問這兩部紀錄片的主題都與下列哪一項

有關？ ○１ 第二次世界大戰 ○２ 外來種動植物 

○３全球氣候變遷 ○４恐怖組織運動。 

（  ）5. 翰翰和哥哥一起到威尼斯進行自助旅行，沒想到

雨季時的威尼斯處處淹水，連聖馬可廣場都泡在

水中，後來他們發現這次旅行碰上的淹水情形，並

非威尼斯的特例，這是因為當地這幾年地層下陷

又加上發生什麼狀況，使威尼斯飽受水患之苦？ 

○１全球暖化 ○２地震崩裂 ○３火山爆發 ○４高山

融雪。 

（  ）6. 下列哪一個宗教信仰，認為牛是神聖的動物，所以

信徒不吃牛肉？ 

○１佛教   ○２基督教  ○３印度教  ○４伊斯蘭教 

（  ）7. 報紙上報導「海地居民以泥巴餅充飢」的消息，這

個新聞顯示出什麼訊息？ ○１當地居民喜歡吃泥

巴餅 ○２當地居民生活富裕 ○３當地居民糧食不

足 ○４當地居民有浪費食物的情形。 

（  ）8. 下列哪一項不是酸雨對於環境及人類造成的影

響？ ○１造成農作物枯死 ○２使建築物受損 ○３

增加河水、湖泊的含氧量，更有利於水棲生物的生

存 ○４使樹木大量枯死。 

（  ）9. 作為一個世界公民，下列哪一種觀念或行為是錯誤

的？ ○１只要自己有時間和能力，可以擔任志工從

事公共服務 ○２關心並正視氣候暖化問題的嚴重

性 ○３為了保障我國人民的福利，應禁止移民來臺 

○４發現他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應主動檢舉。 

（  ）10. 六年仁班同學發表對於全球氣候暖化的認識，請問

哪一個人的說法不正確？ ○１玲玲：氣候暖化會使

海水逐漸蒸發，海平面下降 ○２妙妙：冰山融化與

氣候暖化有關 ○３祥祥：住在低窪地區的人要小心

水患問題 ○４依依：氣候暖化會造成許多動植物棲

息分布的改變。 

（  ）11. 下列關於資源匱乏問題，何者正確？ ○１水資源

不足會影響人們的健康 ○２全球沒有因為水資源

不足而引起的衝突 ○３全球沒有發生過爭奪能源

引起的衝突 ○４地球石油儲量仍有數百年，我們

不必擔心耗盡問題。 

（  ）12. 美麗國計畫要興建一座具有環保概念的遊樂園，下

列哪一種做法不符合其理想？ ○１採用具有節能

功效的冷氣 ○２ 在屋頂裝設太陽能板發電系統 

○３販賣部提供各種塑膠袋、保麗龍餐具讓民眾方便

外帶 ○４園區內同時設置風力發電系統。 

（  ）13. 當我們前往加油站時，會發現加油站的看板上註

明各類汽油和柴油的價格。但不論是汽油或柴

油，都是從石油中製造出來，以下關於這些油品

的敘述，哪一項錯誤？ ○１具有經濟價值 ○２取

之不竭，不會短缺 ○３開發利用後無法再生 ○４

屬於地球的礦物資源。 

（  ）14. 王叔叔和警察同事部署快半年，終於追蹤到國際

詐騙集團在臺灣的落腳處，攻堅時卻不幸讓其中兩

位逃脫，據線報指出兩人應是逃往泰國藏身。犯

人跨越國界的行為，這時警方需要透過下列哪一

個機構進行追捕？ ○１國際勞工組織 ○２國際紅

十字會 ○３國際刑警組織 ○４聯合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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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連看：(每個答案 1 分，共 8 分) 

1. 請將下列名詞與正確定義連接起來。 

○1 疫區      ●   ●甲、協助海關查緝毒 

品的狗 

 

○2 禽流感    ●   ●乙、有傳染病疫情的 

地區 

 

○3 緝毒犬    ●   ●丙、犯罪活動已超過 

一個國家的範圍 

 

○4 跨國犯罪 ●   ●丁、由鳥禽傳染給人 

的流行性感冒 
 

2. 請將下列名詞與相關的敘述連接起來。 

 

○1 馬拉拉  ●   ●甲、逃離童工生活並 

為兒童人權奮鬥 

的巴基斯坦男孩 

○2 伊克寶  ●   ●乙、本於良知及理性 

，被大部分的人 

所接受的價值觀 

○3 普世價值 ●   ●丙、為宣導女性教育 

權而遭槍擊的巴 

基斯坦女孩  

○4 基本人權 ●   ●丁、能被尊重或平等 

的對待的權利 
 

四、看圖回答問題：(每個答案 1 分，共 10 分) 

1. 請看下圖發生的狀況，回答問題。 

 
王媽媽在上班途上，駕駛汽車與對向汽車相撞，王媽媽和

另一臺汽車駕駛都認為錯不在己而互相爭執，請問當發生

這種狀況時，應靠何者來解決？請在下方（  ）中填入

答案代號。 

甲、請當地里長來現場決定 

乙、由警方調查，依法律解決 

丙、將現場照片送交國際法庭來審判 

答：（  ） 

2. 以下是西元２００８年辛樂克颱風路徑圖，請看圖回答問

題。 

 
○１找出颱風最初形成的位置，大概位於下列哪一個地方？

請在□中打ˇ。 

□甲、日本東側的海洋。 

□乙、菲律賓東側的海洋。 

□丙、中國大陸陸地中央。 

○２依其颱風路徑，判斷辛樂克颱風可能影響下列哪些地

方？請在□中打ˇ。(可複選) 

□甲、中國大陸 

□乙、加拿大 

□丙、日本 

□丁、臺灣 

□戊、俄羅斯 

 

五、勾選題：(每個答案 1 分，共 16 分) 

1. 下列關於人類世界基本組織及其運作的敘述，請在正確的

□中打ˇ。 

□○１國際組織的功能之一，包括解決國家之間的衝突。 

□○２社會成員之間的糾紛，只能靠成員之間彼此溝通來化 

    解。 

□○３不論是哪一種組織，都需要成員共同遵守規範。 

□○４家庭是人類最小的基本組織，因此成員間有親情為基 

    礎，不會產生爭執或衝突。 

□○５家庭是以親情為基礎，社會則需要依靠法律來維持。 

2. 下列對臺灣、臺灣與世界關係的敘述，哪一項是正確的？

請在□中打ˇ。 

□○１臺灣的民眾也是世界的一分子。 

□○２現代人應該做一個具有世界情懷的世界公民。 

□○３臺灣只是一個小島，因此像氣候暖化等全球性議題與 

  臺灣民眾無關。 

□○４臺灣並未加入聯合國，所以不用參加任何國際組織。 

□○５臺灣面對世界時，應該要努力提升臺灣的形象與地位。 

□○６立足臺灣、放眼天下是臺灣人民應該要對自己的期許。 

3. 造成全球水資源匱乏的因素有哪些？請在□中打ˇ。 

□○１地球上的淡水本來就不多。 

□○２各國限制開發水源。 

□○３農業用水量增加。 

□○４河川汙染。 

□○５人們生活中浪費水源。 
 

六、活用題：(每個答案 1 分，共 8 分) 

1. 請閱讀短文，找出空格相對應的答案，以代號填入（  ）

中。 

甲、愛情    乙、長輩    丙、國際組織 

丁、親情    戊、老師    己、武裝組織 

庚、法律規章  辛、求神問卜 

  家庭組織成員間是以（  ）為基礎，發生爭執時需

透過家中（  ）來調解或成員間彼此溝通來化解。而社

會成員間往往需要依賴（  ）來解決爭端。至於國家與

國家之間，情況更為複雜，常常需要透過（  ）來協助

解決。 

2. 關於臺灣與世界的人口問題敘述，請將正確的代號填入空

格中。 

（甲）人口快速增加 

（乙）出生人口數逐年減少 

（丙）提倡節育 

（丁）鼓勵生育 

○１世界的人口問題：（  ），人口政策：（  ） 

○２臺灣的人口問題：（  ），人口政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