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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非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X )冬至時會吃湯圓，代表大吉大利。 

2.(   )印度人吃飯以手抓飯食用時，一定都 

       是用右手，絕對不能用左手。 

3.(   )買米時，要選擇顆粒飽滿均勻，沒    

       有砂粒、蟲蛀或發霉的情形。 

4.( X )小偉買到一瓶還沒過保存期限，但是 

       卻已經發酸的果汁，只能自認倒楣， 

       不能退換商品。 

5.(   )我們保存蛋的方式是把鈍端朝上，放 

       入冰箱蛋架上保存。 

6.( X )泰國的飲食強調清淡，不喜歡加辣 

       椒或香料。 

7.(   )為了遠離口腔癌，最好避免養成抽菸 

       、喝酒、吃檳榔等不良習慣。 

8.(   )將剩菜、剩飯放入冰箱之前，必須 

       先放涼，再包好或加蓋。 

9.(   )彥安買到有問題的物品，他可憑發票 

       和問題物品到原購買的商家要求更換 

       或賠償。 

10.(   )早期口腔癌治癒率有80％，若能進 

        行自我口腔檢查，就能及早發現儘 

        早就醫。 

11.(   )許多檳榔族不戒除檳榔的原因，是     

        因為沒有真正了解到檳榔對健康的 

        危害有多大。 

12.( X )種植檳榔樹有利於水土保持，所以 

        要多種檳榔樹。 

13.(   )建豪想騎自行車，他必須具備平衡 

        、轉彎和煞車等技巧，才能安全上 

        路。 

14.( X )芳芳的爸爸是貨車司機，他開車時  

        需要提神，嚼檳榔是最好的方法。 

15.( X )父母平時上班很辛苦，假日時應儘 

        量在家中休息，減少外出活動。 

16.(   )中央氣象局發布的紫外線指數超過  

        7時，會對人體皮膚產生傷害，需要 

        做好防晒措施 

17.(   )胎兒時期的我在媽媽肚子裡，是爸 

       爸的精子和媽媽的卵子結合而成的。 

18.(   )小蘭和新一是夫妻，兩人各自都有   

        工作但沒有小孩，他們是頂客族家 

        庭。 

19.(   )出外旅遊時，急救箱是緊急救護的 

        好幫手，平時應定期檢查箱內的醫 

        藥用品是否過期或缺損，若是發現 

        不足，應隨時補充。 

20.( X )建華覺得單車的速度比汽機車慢， 

        所以不需要保持前後車安全距離。 

二、 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2 )哪一國的飲食以海鮮為主食，料理 

       食物注重衛生、食物色澤的協調與 

       器皿的搭配？○１法國 ○２日本  

       ○３泰國 ○４美國。 

2.( 3 )下列哪一種食物熱量較高？○１生魚片  

       ○２手卷 ○３漢堡○４涼拌海鮮。 

3.( 4 )採買食物時應該考量什麼因素？  

       ○１新鮮 ○２當季盛產 ○３安全 ○４以上 

       皆是。 

4.( 3 )因為檳榔裡常添加什麼物質，導致嚼 

      食檳榔者的口腔容易產生病變？ 

      ○１一氧化氮 ○２鹽酸 ○３石灰○４色素。

5.( 2 )冰箱內放置的物品應不超過冰箱多少 

       容量為主？ ○１五分滿 ○２六分滿  

       ○３七分滿 ○４八分滿。 

6.( 1 )選購魚類時，應選購具有哪一種特 

       徵的魚類？ ○１眼睛明亮有光澤  

       ○２鱗片不完整 ○３肉質軟爛 ○４眼睛 

       混濁。 

7.( 2 )朋友請品鈞吃檳榔時，品鈞回答說 

       ：「我一點都不想吃。」他 

       所採用的拒絕技巧是下列哪一個？ 

       ○１投桃報李法 ○２直接拒絕法 

       ○３哀兵制勝法 ○４走為上策法。 

8.( 3 )關於「家」的敘述，下列哪一項錯誤 

       ？ ○１生養我們的場所 ○２培養人格的 

       地方 ○３長大後就會脫離家庭生活   

       ○４提供愛、關懷與安全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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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下面哪一種食物不宜放入冷凍庫保存 

       ？○１魚類 ○２肉類 ○３冰品 ○４蔬菜。 

10.( 4 )曉康是國小5年級的學生，他在社區 

        檳榔防制行動中，可以幫忙什麼呢 

        ？○１和朋友蒐集嚼檳榔的相關資料    

        ○２設計拒嚼檳榔的標章 ○３和同學一 

        起張貼海報、標語 ○４以上都可以。 

11.( 3 )隨地亂吐檳榔汁，會造成什麼問題 

        ？○１交通混亂 ○２土石流 ○３環境髒 

        亂 ○４噪音    

12.( 1 )下列哪一項不是戒除檳榔的好處？ 

       ○１獲得政府表揚 ○２降低罹患口腔癌 

        風險 ○３節省支出 ○４使口氣變好。 

13.( 2 )下列哪一種家庭型態是單親家庭？  

        ○１孩子跟爺爺奶奶住，沒和父母生 

        活 ○２父母離婚，孩子和媽媽一起住  

        ○３家中只有一個小孩的家庭  

        ○４沒有生小孩的夫妻。 

14.( 1 )下列哪一項不屬於素食者的食物？   

        ○１肉類 ○２全穀雜糧類 ○３水果類    

        ○４蔬菜類。 

15.( 4 )下面什麼是適合放在急救箱裡的物 

        品？ ○１紗布 ○２棉花棒 ○３透氣膠帶     

        ○４以上皆是。 

16.( 2 )下列哪一種家庭型態，小孩沒跟父 

        母住在一起，而是和祖父母一起生 

        活？○１單親家庭 ○２隔代教養  

        ○３三代同堂家庭 ○４頂客族家庭。 

17.( 2 )下面哪一種騎單車的動作較安全？  

        ○１放手騎車○２雙手放在手把上，提 

        高警覺騎車○３單車雙載○４並排聊天 

18.( 3 )下列哪一種器具是單車必備的安全 

        配備？○１車尾要漆上漂亮的顏色 

        ○２酷炫的旗子 ○３車尾的反光片或尾 

        燈 ○４可愛的卡通貼紙。  

19.( 3 )下列哪種做法可以減少事故傷害的 

        發生？○１嘗試危險動作 ○２為了一時 

        好玩而對別人惡作劇 ○３從事戶外運 

        動前先做好準備 ○４勇於挑戰各種危 

        險活動。 

20.( 1 )下列哪一個不屬於綠色消費中的「 

        三R」？○１Report ○２Reduce    

        ○３Reuse ○４Recycle。         

 

 

三、 填入代號ˇ：每答 1分，共 6分 

1、飲食與生活：請將相關的描述代號填入適 

當的（ ）中。 

○１端午節吃粽子。 

○２伊斯蘭教教徒不吃豬肉。 

○３生日吃豬腳麵線不可夾斷麵線。 

○４印度教教徒不吃牛肉。 

○５漁民吃魚不將魚身翻面。 

○６春節食用橘子。 

(１)飲食與宗教的關係：（○２、○４ ）。 

(２)飲食與節慶的關係：（ ○１、○６ ）。 

(３)民間的飲食禁忌：（ ○３、○５ ）。 

 

四、 對的打ˇ：每格 1分，共 9分 

1. 下列哪些是和家人溝通時應該注意的原 

則？請打ˇ。 

（ˇ）(１)明白對方說話的內容並體諒對方

感受。 

（ˇ）(２)專心聆聽對方說的話。 

（ˇ）(３)表達自己的想法。 

（ ）(４)必須以大人的意見為主 

3.下列哪些是嚼食檳榔所帶來的危害？請打  

  ˇ。 

 （ˇ）(１)會使牙床動搖，並造成牙齒咬合 

           不正。 

 （ˇ）(２)長期嚼食檳榔的人對熱、辛辣等 

           食物很敏感。 

 （ ）(３)味覺變敏銳、口味變清淡。 

 （ˇ）(４)使牙齒磨損、牙床動搖。 

 （ˇ）(５)容易導致口腔黏膜病變。 

 

五、回答問題：共 5分 

1.在戶外騎自行車容易發生什麼事故傷害？ 

  請寫出三種。 

 

 答：(１)撞傷 (２)擦傷。(3)晒傷 

    （答案僅供參考） 

 

2.國人常藉著哪些傳統節日全家團聚？請舉  

  出兩個節日。(2分) 

 

 答：(１)端午節(２)元宵節。 

    （答案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