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九年級 公民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版 第3、4章 ＞

【劃卡代號：32】

班級：

共 25 題，每題 4 分

一、選擇題
(一)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將 2009 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美
國總統歐巴馬，以表彰他為增進國際外交和人民之間合作所
作出的非凡努力。諾貝爾委員會尤其強調他的無核世界理念
和他為此所做的工作。
他改變了國際政治氣候，多邊外交重回舞台中心，聯合國和
其他國際組織的作用得到了充分重視。在最難解決的國際紛
爭上，他認為☆是較好的解決方法。歐巴馬對無核化世界的
遠見，大力推動了裁軍及武器控制的談判。有賴歐巴馬的推
動，美國現在在對抗全球暖化上扮演了更具建設性的角色。
他也致力於增進民主及改善人權。
1. ☆的最佳答案是 (A)對話和談判 (B)立刻進行經濟制裁
(C)執行軍演 (D)發動戰爭
2.下列哪一個組織的主張和「裁軍及武器控制」議題一致 ﹖
(A)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 (B)世界自然基金會 (C)國際
特赦組織 (D)國際原子能總署
3.根據上文判斷，歐巴馬的努力和哪些議題相關 ﹖甲.貧富
差距 乙.全球疾病 丙.生態環境 丁.人權問題
(A) 甲乙 (B)丙丁 (C)乙丙丁 (D) 甲乙丙丁
(二) 北韓好忙：習金會-文金會-川金會-安金會，可能還有普金會
兩韓代表 29 日舉行高級別會談，雙方同意定於 4 月 27 日
在板門店韓國一方的和平之家舉行峰會，重點討論朝鮮半島
「◎◎」。這是自 2007 年後，兩韓領袖首次會談，亦是北
韓領袖首次踏足韓國。繼兩韓、美朝先後敲定峰會後，一直
擔心在北韓核問題上「被邊緣化」的日本，據報亦正力爭 6
月舉行日朝峰會。俄羅斯外交部昨亦稱，正在莫斯科籌備關
於北韓問題的會議，令人揣測俄朝峰會的可能。
4.◎◎的議題為何 ﹖(A)國家統一 (B)文化交流 (C)無核
化 (D)經貿開發
(三)（中央社雪梨 18 日綜合外電報導）澳洲和鄰近的 ASEAN
國家在雪梨舉行為期 3 天的高峰會，會中同意更緊密合作，
以對抗暴力極端主義和激進化的威脅。今天結束的高峰會
上，承諾強化防禦關係，並強調在有主權爭端的南海維持非
軍事化的重要性。會中主要還討論「複雜的」洛興雅危機。
5. ASEAN 應是哪一個組織 ﹖(A)亞太洗錢防制組織 (B)亞
太經合會 (C) G20 高峰會 (D)東南亞國家協會
6.洛興雅危機發生於 (A)緬甸 (B)柬埔寨 (C)越南 (D)寮國
7.金門完成全島二百餘處雷區排雷作業，清除雷彈八萬餘枚
，國際反地雷組織應伊甸基金會之邀實地勘查，肯定執行
成果舉世矚目，盼望台灣在技術或資源上支援柬埔寨、寮
國等國家，早日脫離地雷的傷害和威脅。
甲.國際合作 乙.國際交流 丙.國際援助 丁.國際衝突
文中有幾項國際社會的互動型態 ﹖(A)一項 (B)二項 (C)
三項 (D)四項

座號：

姓名：

8.臺灣國際醫療團隊前往非洲布吉納法索，援助該國政府衛
生人員檢測禽流感病株，並運送醫療器具，以阻止病毒擴
散。請問：根據上述，哪一位同學所言正確？ (A)甲：
「我
國與布吉納法索正在進行交流，提升兩國的經濟發展。」
(B) 乙：「這是國際社會互動形式中最頻繁的一種。」
(C) 丙：
「相當符合人權與人道精神。」 (D)丁：
「這樣可能
導致糾紛或問題，形成國際衝突事件。」
9. 2016 年的亞太經合會，我國的代表是無任何官職的民間人
士「宋楚瑜」先生，而在這會議中，可能會討論下列哪一
議題？ (A)半導體的未來發展 (B)醫療技術的交流 (C)
區域內經貿合作 (D)EU 的未來發展
10.在公民課時，老師提到臺灣在國際合作上貢獻良多，則下
列何者最有可能為臺灣在國際上的成就？ (A)加入聯合
國，投入印尼賑災活動 (B)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協助禽流
感的防疫工作 (C)接受大陸的善意，開放兩岸直航 (D)
派遣農技團協助非洲國家發展農業
11.關心全球議題，是實踐世界公民精神的方法之一。美國發
生九一一事件震驚全球後，世人才注意到美國長年介入中
東國家內政，引發當地人民普遍高漲的反美情緒，衍生恐
怖分子的極端破壞行為。請問：為避免再次爆發恐怖攻
擊，我們應該採取的策略為何？ (A)出兵攻打中東國家
(B)禁止伊斯蘭教信仰 (C)禁止穆斯林入境國內 (D)尊重
與了解伊斯蘭文化
12.聯合國 NGO 世界公民總會的成立宗旨在停止武器競爭，
團結全球「世界公民」，為促進世界和平、人權、公理、
正義、環保而努力。依此判斷，這個組織是希望達成下列
哪一項功能？ (A)提供世界公民參與國際社會的機會
(B)提升世界各國政府的行政效率 (C)促進世界各國的經
濟發展 (D)建立政治統合的國際社會
13.關於「歐洲聯盟」救援巴基斯坦規模7.6強烈地震的行動，
正確的有幾項？ (甲)國際間發生的事情，常直接或間接
牽動現代人的生活，只靠單一國家的力量往往無法有效解
決，需仰賴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的通力合作 (乙)地震發
生地點原本就存在貧窮的問題，加上天然災害的襲擊，當
地的人民更顯孤苦弱勢，需要更多國際社會共同援助 (
丙)落後國家的危機，與其他先進國家無關，我們不需多加
關注 (丁)人道的救援行動，正落實聯合國的「人權兩公
約」的精神。(A)一項 (B)二項 (C)三項 (D)四項
14.新聞報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西元2007
年2月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甲)導致(乙)效應，已經
對歐洲阿爾卑斯山區的滑雪勝地造成嚴峻威脅，恐怕會有
愈來愈多滑雪場無雪可滑，嚴重重創德國、奧地利、瑞士
、法國、義大利等國的觀光事業。」上文中的(甲)與(乙)
分別為何？ (A)酸雨侵蝕，改變成分 (B)砍伐雨林，物
種滅絕 (C)臭氧破洞，紫外線曝晒 (D)溫室氣體，全球
暖化
15.我國於西元 2002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為 WTO 的會員國，我
國是以何種名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A)中華臺北 (B)
中華臺灣 (C)臺灣臺北 (D)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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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附表為國際組織分類表，表中分類正確的有哪些？
甲乙 (B)丙丁 (C)乙丙 (D)甲丁
成員性質
分布地區

政府

(A)

非政府

全球性

(甲)聯合國

(乙)國際特赦組織

區域性

(丙)國際世界展望會 (丁)北美自由貿易區

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A

D

B

C

D

A

C

C

C

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C

D

D

A

A

C

D

B

21

22

23

24

25

B

D

C

B

A

17.林俊傑參加某團體發起的「飢餓三十」的活動，援助需
要幫助的外國兒童。他可能是參加下列哪一個團體所舉辦
的活動？ (A)臺灣世界展望會 (B)臺灣慈濟基金會 (C)
臺灣更生保護會 (D)臺灣綠色和平組織
18.國際刑警組織是屬於哪一種類型的國際組織？ (A)政府
性、區域性 (B)非政府性、區域性 (C)政府性、全球性
(D)非政府性、全球性
19.在戰爭期間，對於傷患能夠不分派別，提供人道救援、醫
療救護，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組織的行為？ (A)世界貿易
組織 (B)東南亞國家協會 (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D)國
際紅十字會
20.附表是獅子王的公民老師所指定撰寫的學習單。獅子王寫
錯了哪一項？ (A)甲 (B)乙 (C)丙 (D)丁
說明 : 對的打○，錯的打ㄨ
項目 國際組織

全球性

政府

甲

反恐委員會

○

○

乙

亞太洗錢防制組織

ㄨ

ㄨ

丙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

○

ㄨ

丁

無國界醫生

○

ㄨ

二、配合題：
下列時事議題各屬於何種國際社會的互動型態，請依據各題
的敘述選出正確的代號。
A.國際合作

B.國際交流

C.國際援助

D.國際衝突

21.保安宮董事長於3月14日晉見教宗方濟各，邀請教宗訪問
台灣，進行跨信仰對話。
22.俄羅斯驅逐60名美國外交官，並且關閉美國駐聖彼得堡領
事館，以報復美國針對俄羅斯前特務在英國被下毒事件，
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
23.位在非洲南部的我國邦交國史瓦濟蘭，人口超過 100 萬，
但全國只有 22 名牙醫師，人力與醫療資源匱乏。台北醫學
大學醫療服務隊今年寒假再度前往當地義診，共檢查 1,600
多名孩童的口腔狀況，並實施衛教宣導。
24.國際間每四年舉辦一次奧林匹克運動會。
25.「國際太空站」是由各國太空機構聯合推展的科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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