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恆春國小 107 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
領域：社會

六年【

】班【

】號 姓名：
【

】

一、 從新聞看世界：仔細閱讀以下新聞，並回答相關問題。（選擇題 2 分，手寫題 3 分，共 12 分）
標題：越籍優秀女領班、印尼籍看護 獲選竹市模範外籍移工（擷取自 2019/04/17 聯合報）
內容：印尼籍看護工雅蒂來臺工作已 11 年，照顧經驗豐富，三年前雅蒂剛到李家服務，當時 92 歲的李媽媽因肺炎
緊急送醫，雅蒂熟練的與李媽媽的兒女一起照顧，細心呵護下，李媽媽住院 22 天沒有插管、氣切就康復出院，也
讓臺大醫院新竹分院醫護人員相當驚訝，獲得竹市模範外籍移工社福類獎項……
越南籍勞工胡氏莊在淵明食品有限公司任職已超過五年，平時工作態度很積極，主動注意生產線問題，也勇於提出
改善建議，讓公司產能增加的同時，也減輕同事工作的壓力，深獲公司肯定，獲得竹市模範外籍移工產業類獎項……

1.以上新聞中所提到的越籍和印尼籍移工，是來自哪一個地區的國家？

（填東北亞或東

南亞）
１ 文化單一，平凡枯燥。②排擠外來文
2.(
)從以上新聞可看出臺灣目前的社會文化具有什麼特色？○
４ 族群文化多元，充滿活力。
化，衝突明顯。③充滿異國風情，缺乏本土特色。○

3.(

１ 旅遊。②結婚。
)除了工作因素外，這些地區的人民還會因為什麼原因選擇來到臺灣落地生根？○

４ 追星。
③探親。○

標題：北加州僑界支持臺灣參與
（擷取自 2019/04/19 世界日報）
內容：北加州僑界代表於 18 日在金山國父紀念館召開記者會，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

邀請中華民國

政府派員參與交換衛生專業知識，保障臺灣 2300 萬人乃至全人類健康。
2017 年和 2018 年，臺灣雖未能受邀以觀察員身分出席

，但臺灣積極爭取參與相關技術性會議、機制及活

動的訴求，已獲得愈來愈多國家了解與支持……
4.(

)請問文中

１ 世界衛生組織。②紅十字國際委員會。③歐盟。○
４ 奧林匹
指的是什麼組織？○

克委員會。
5.承上題，還有哪些組織是隸屬於聯合國之下的機構？（請寫出一個）

二、閱讀以下文章，並回答問題。(選擇題 2 分，手寫題 3 分，共 19 分)
(一)臺灣國土雖不大，但與世界各國的往來互動非常頻繁，首先距離最近的中國大陸來說，民國七十六年
政府開放中國大陸(甲)後兩岸互動日趨增加，臺灣和中國大陸也各自成立(乙)和(丙)，協助處理兩岸事
務。而因為兩岸經濟貿易的高度需求，彼此依賴，因此有許多臺商到中國大陸設廠。
除了中國大陸外，臺灣也與日本、南韓有不少的交流，例如：日韓的汽車、電子或電器用品、流行音
樂等等，都影響臺灣深遠，尤其是韓國，更是在臺灣引起一股（丁），顯示出其文化影響之深。
但臺灣不是只有被動接受外來文化，臺灣自身出口的農漁產品、電子零件等等也深受日本人歡迎。
１ 旅遊。②文化交流。③探親。○
４ 開放航班。
1.(
)代號甲的是指什麼？○
2.(

１ 臺海會、中臺會。②臺流會、中流會。③海協會、海基
)代號乙和丙依序分別代表哪兩個組織？○

４ 海基會、海協會。
會。○
１ 韓流。②日流。③美流。○
４ 中流。
3.(
)代號丁指的是○
(二)世界各地的居民，為了適應所處環境，發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以住屋形式來說，(甲)地區因氣候因

素，人民就地取材，而做成冰屋，而此住屋的特性可以阻擋寒風。在土耳其境內，有些居民會用泥土和動
物的糞便做出形狀像(乙)的房屋，泥土讓屋內冬暖夏涼。美洲南部祕魯的的的喀喀湖，(丙)是他們當地居
民賴以生存的植物，還利用(丙)編織成人工浮島。有些美國人，選擇住在車屋當中，必要時可以利用車子
拖到其他地方，非常方便，這樣多元的住屋，也讓住屋形式變得更豐富。
1.(

１ 熱帶。②副熱帶。③溫帶。○
４ 北極。
)代號甲是指哪個地區？○

2.(

１ 鳥巢。②蜂巢。③錐形。○
４ 弧形。
)代號乙的房屋像什麼造型？○

１ 蘆葦。②竹子。③菅芒花。○
４ 滿天星。
3.(
)代號丙是指什麼植物？○
4.車屋的流行，除了方便外，還跟美國當時經濟環境有極大關係，請簡單說明當時美國為何會有車屋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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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與流行？
(三)2017 年，透過美國 Space X 公司獵鷹九號火箭，臺灣成功發射福衛五號，帶動政府與產業界的信心。
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所長趙吉光指出臺灣想發展太空產業，相關產品一定要上過太空，才會被其他國
家認可。而「臺灣製造」的器材品質很有保證，我們也要讓大家知道臺灣不只會製造零件，還可以組裝、
測試，甚至有能力可以完成一個衛星的製造。(改寫自中時電子報 2019/03/01)
1.(

１ 癌症治療。②自製科學衛星。③
)以上短文是在描述臺灣的何種實力在國際上也逐漸發光發熱? ○

４ 製造運動設備。
生產電子零件。○
１ 封閉不相往來。②半開放半封閉。③彼此合作。
2.(
)從文中可以了解到臺灣與世界的產業關係為？○
４ 對自己有利才合作。
○

三、世界地球村：根據以下資訊，回答相關問題。（選擇題 2 分，手寫題 3 分，共 30 分）
（一）請依這兩封信回答題目 1~3 題

親愛的茹茹妳好:

親愛的佩佩:

最近我在電視上看到介紹各國舞蹈的節目，覺

收到你的來信真的很開心，信中提到妳的國家

得好美!在我們這裡，原住民也有非常獨特的舞蹈叫

的原住民會跳戰舞來激勵士氣，感覺真特別，希望

做「戰舞」
，在打仗前跳有嚇阻敵人之意，而現在也
會出現在各大場合當中，成為國家的一大特色，你

有機會我也能親眼看看，相信一定非常的有震撼
力。而在我的國家最具代表性的舞蹈就是佛朗明哥

們國家代表的舞蹈有什麼呢？好希望有一天能到妳

舞了，還有鬥牛節，那可是非常熱鬧又刺激，誠摯

的國家看看。

邀請妳能一同過來與我們同樂。
妳的朋友 佩佩敬上

1.(

妳的朋友 茹茹敬上

１ 夏威夷；紐西蘭。②巴西；西班牙。
)從以上信件中，可以推測，佩佩和茹茹的國家依序分別是？○

４ 紐西蘭；西班牙。
③西班牙；紐西蘭。○

2.(

１ 忽視不在意。②給予尊重與包容。③排斥與厭惡。
)對於不同的文化，我們該抱持怎麼樣的態度？○

４ 只維護強勢國家的文化。
○
3.除了以上信件所提到的舞蹈外，請再寫出一個國家或地區其所代表的舞蹈名稱。

國家／地區：

，代表舞蹈：

（二）請依提示回答選擇題 4~7 題
提示一：

提示二：

提示三：

提示四：

氣候：寒冷
服裝：鹿皮

性別：男性
服裝特色：裙裝

氣候：炎熱
服裝：輕薄寬鬆

性別：女性

4.(

服裝特色：裙裝、
紗麗

１ 西伯利亞、蘇格蘭地區、越南、印度。②西伯
)依照以上提示，分辨它們分別代表哪四個國家？○

４ 西伯利亞、印度、蘇格蘭地
利亞、蘇格蘭地區、印度、越南。③西伯利亞、印度、越南、蘇格蘭地區。○

區、越南。
１ 氣候、個人喜好。②歷史文化、當地
5.(
)以上四個地區的服裝發展起源，可簡單區分為哪兩大類？○
４ 氣候、歷史文化。
特產。③歷史文化、個人喜好。○

6.(

１ 提示一、提示
)阿拉伯地區民族會穿長袍、戴頭巾，這樣的服裝發展起源與以上那些提示相似？○

４ 提示三、提示四。
二。②提示二、提示四。③提示一、提示三。○
１ 參加喜宴，看到許多女性穿的旗袍。②國
7.(
)以服裝來說，以下哪個選項是代表臺灣的傳統服飾？○
４ 順應流行，穿著韓服拍照。
高中生的水手服制服款式。③參加豐年祭，看到原住民族的服飾。○

（三）請依敘述回答問題
8.國際組織可依類型分為(

)的國際組織與(

)的國際組織。

１ 聯合國。②歐盟。③世界貿易組
9.(
)在國際組織中，哪一個組織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組織？○
４ 世界衛生組織。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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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非洲地區許多國家因政局不穩固，因此內亂頻仍，例如：剛果、賴比瑞亞共和國，都必須靠國

１ 鎮暴部隊。②維和部隊。③特戰隊。
際組織進駐來維持和平與秩序，請問維持此秩序的組織稱為？○
４ 陸戰隊。
○
１ 教育
11.(
)智利的「復活節島」
，是著名的世界遺產，請問負責登錄及保護世界自然遺產的組織為？○
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部。②歐盟。③世界展望會。○

四、配合題：請依序填入代號作答。（每答 3 分，共 24 分）
在世界地球村的觀念下，國與國之間合作互惠的機會變得更多，（甲）以博愛、服務、人道為宗旨，
服務項目包含賑災或是關懷囚犯等等。臺灣也有許多類似的（乙）
，每當國際發生重大災難時，他們總會
在第一時間抵達現場給予協助。（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兒童關懷照顧機構之一，幫助許多無家可歸，或
是患病、身處戰亂地區的兒童以及弱勢族群，例如：在臺灣，該組織每年舉辦「飢餓三十」
，希望讓民眾
重視貧困地區糧食不足的問題。
除了糧食問題外，我們還得多關注貧窮國家的文盲問題，每年 9 月 8 日的「國際掃盲日」是由（丁）
所訂定的，希望能提升大眾對於教育的重視，並且降低文盲率。
四年一次的奧運，想必是許多關注運動的人最為期待的盛事了，主辦的單位是（戊）
，臺灣目前也是
此組織的正式會員，近年來，臺灣在奧運中也獲得不少的好成績，讓人刮目相看。除了體育賽事外，臺灣
在近幾年，也會利用其他方式來行銷臺灣，例如:雲門舞集、朱宗慶打擊樂團，這一類的(己)到國外參加
演出，也能替臺灣打響名號。還有，千萬不要忘記臺灣擁有優秀的(庚)，他們曾經到過越南、非洲等國家
進行農業技術的指導，改善當地的農業生產，促進臺灣與國際的關係。雖然臺灣目前不是(辛)的會員國，
但臺灣與國際的交流卻沒因此中斷，希望有一天，我們能真正地走進國際的殿堂裡，讓更多人看見臺灣。
參考答

A.聯合國教 B.世界貿易 C.紅十字委 D.世界展望 E.國際奧林 F.聯合國

G.亞太經濟

案區

科文組織

合作

組織

員會

會

匹克委員會

H.教育團體 I.藝術團體 J.志工團體 K.農業技術 L.醫療團隊
團
作答區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五、深入思考題：(每答 3 分，共 15 分)
1.請說明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後對臺灣的影響，正負面影響需各一：
（6 分）

2.臺灣目前不是聯合國會員，請你思考在沒有加入聯合國的條件下，臺灣在國際上會遇到什麼困境? (3
分)

3.臺灣與許多國家都有經濟貿易、文化交流，說說你最喜歡哪一個國家的文化？並說明為何喜歡。（可從
動漫、電子產品、偶像明星……去思考）(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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