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三年級期末評量
版本：康軒

領域：健康與體育

出題者： 陳澤仁老師

三年______里_____號姓名________

前情提要：少年小智為了成為寶可夢大師，從大木博士那得到皮卡丘 ，並出發做修行之旅。途中結識
不同的人、遇上不同的寶可夢。一路上有許多人和小智結伴同行，他們也遇到了考驗，請
小朋友協助解題，拿到訓練師的證書。

一、對與錯的考驗：(每題2分，共20分)
1. （ ）小智認為人在不同人生階段，對於生活的需求不太相同，每個人也會不一樣。
2. （ ）大木博士因為感冒需服藥，藥師提醒博士內服藥的膠囊要搭配檸檬水整粒吞服，不
可以隨便打開膠囊服用。
3. （ ）小霞認為生病時最好先詢問家庭醫師的診療結果，或選擇就近社區醫療診所去就醫。
4. （ ）傑尼龜在一場試煉中受重傷死亡，小智體會到人的生命和寵物的生命一樣值得珍惜。
5. （ ）小智是個孝順的孩子，所以知道與阿公和阿嬤相處時，必須更注意禮貌和尊重，時
時給予關心。
6. （ ）卡比獸看到藥局前貼的服務項目，裡面寫著社區藥局可以提供我們預防接種的服務。
7. （ ）大木博士生病康復後，了解生病時可以到先藥局拿藥減緩病痛，若病情嚴重再到大
型醫院就診。
8. （ ）小智和夥伴一群人征戰臺灣南北道館，發現在同一個國家中，每個地區的飲食習慣
和飲食特色都會因為當地文化及環境與習俗有所不同。
9. （ ）皮卡丘認為環保中提到少吃肉類是因為因為穀物和蔬果的種植比較容易，也比較不
費時。
10. （ ）小剛提醒小智去買東西時要自備購物袋，因為政府從今年元旦起公布，店家禁止提
供免費塑膠袋，需付費。
二、 道場關卡選擇考驗：(選擇每題2分，簡答3分，共28分)
長磐道館考驗：火箭隊首領阪木想考驗小智一群人對於飲食與環保的觀念，因為飲
食的選擇與我們能不能擁有永續的環境息息相關。過關者可獲得綠色徽章。
1. （

）為了提倡環境保育運動，美國校園發起擴展到全世界的世界地球日是每年的哪個時
間? (1) 4月23日 (2) 1月23日 (3) 4月22日 (4) 12月25日。
2. （ ）關於環保飲食的方式何者是不正確的觀念或行為?
(1) 學校每周一營養午餐定為
蔬食日，不吃肉。 (2) 要主動保護地球資源，多吃蔬菜、少吃肉類。 (3) 肉類
通常比較貴，多吃蔬果可以節省家庭開銷。(4) 肉類中的蛋白質可以從其他食物中
取代。
3. （ ）下列哪一項不是良好的飲食習慣？ˉ(1) 吃自助餐時吃多少就拿多少ˉ(2) 國外進
口的食品好吃要常購買ˉ(3) 養應環保出門自備環保杯、環保筷ˉ(4) 健康飲食少
吃肉類，多吃穀物和蔬果。
4. 吃麥當勞、肯德基、摩斯漢堡等速食是環保飲食的表現嗎?請寫出你的想法。(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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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朱道館：道館館主為小松，專長為幽靈系寶可夢，要考驗小智和夥伴當身邊親人
老化與死亡如何面對，過關者可獲得魅影徽章。
5. （

）小剛的外公過世了，他要怎麼面對親人的死亡，下列哪一項方法不能停止悲傷的情
緒？ (1) 尋求父母、師長或朋友幫助，說出心裡感受 (2) 寫信給死去的親人，
表達心中的想念 (3) 在他死去的紀念日和家人一起紀念他。(4) 隱藏自己的害怕
和難過，自己默默療傷不需要表現出來。
6. （ ）小智心愛的寵物死了，你覺得該如何處理他的悲傷的情緒？ˉ(1) 看見他悲傷難過，
盡量不要找他去玩ˉ(2) 建議他學古人守喪一年不吃不喝，以示哀悼ˉ(3) 為寵物
舉辦告別儀式，跟牠好好告別ˉ(4) 因為恐懼害怕，讓他自己在家休息療傷，不要
打擾他。
7. 當身邊的親人或朋友過世後，除了寫信紀念外(以及上兩題方法外)，你還可以怎麼做來停
止悲傷呢?請寫出3個方法。(3分)

綠嶺道館：道館館主為楓與南，專長為超能力屬性寶可夢，要考驗小智和夥伴如何
與家人和諧相處，過關者可獲得心靈徽章。
8. （

）小霞她家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她可以做哪些事來關懷家人？(1) 當家人要一起出遊
時，藉故要寫作業而拒絕ˉ(2) 常常陪奶奶或爺爺聊天分享各種心情ˉ(3)和兄弟姊
妹爭吵搶玩具、食物ˉ(4) 故意做錯事來引起爸媽的注意。
9. （ ）下列是小智和家人相處的方式何者錯誤？ˉ(1) 尊重家人的意見或想法，即使不被
接受也不亂生氣ˉ(2) 因為奶奶說話比較慢，我可以邊看手機邊聽她說ˉ(3) 爸媽
下班回家時，我幫忙他們拿東西並關心他們 (4) 吃完飯我主動收拾桌上碗盤。
10. 小智家有一對可愛的爺爺奶奶，你覺得小智要如何照顧他們，請寫出3項你的想法?(3分)

濱海道館：道館館主為電磁，專長為電屬性寶可夢，要考驗小智和夥伴對於所住的
社區環境設施認知以及衛生機構所提供服務了解多少，過關者可獲得心靈徽章。
11. （
12. （

13. （

14. （

）小智她所居住的社區如果是在城市，可能會有什麼特色？ (1) 空氣汙染PM2.5嚴重
(2) 鄰居彼此熟悉互動熱絡ˉ(3) 交通便利四通八達 (4) 商店或醫療機構很多。
）下面對社區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1) 一群人居住在同一個地區，彼此互動ˉ(2) 一
棟大樓因為太小所以不構成社區ˉ(3) 會成立守望相助隊，一起維護社區安全 (4)
社區會成立發展協會，推動各項活動。
）社區中會提供許多醫療機構在居民生病時就診？下列哪一項描述是正確的？(1) 生
病時可以到衛生所看病並領藥ˉ(2) 社區藥局提供處方箋領藥和用藥諮詢ˉ(3) 衛
生所可以提供我們資源回收的服務ˉ(4) 衛生所提食品衛生檢驗與檢查工作。
）以下對於衛生機構的敘述何者錯誤? (1) 各縣市政府會設立公私立醫院ˉ(2) 新竹
市的衛生所稱為健康服務中心ˉ(3) 診所和藥局是社區好鄰居，小病到診所就診不
用到大醫院ˉ(4) 生病時，如果所在地方沒有診所可以到衛生所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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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16. （
17. （

）小剛生病了，對於用藥要注意那些事項，以下敘述哪個正確? (1) 若病好了，可以
把自己沒吃完的藥分給剛生病的弟弟妹妹吃ˉ(2) 沒吃完的藥可以把它冰在冰箱等
下次生病再服用ˉ(3) 可以自行減藥或停藥ˉ(4) 服藥後若身體出現不適，要立即
回診請醫師處理。
）大木博士跟小智說藥局設有居家廢棄藥物檢收箱，可以回收以下哪個物品不能回收?
(1)使用過的針具ˉ(2) 藥袋ˉ (3) 廢藥液容器ˉ(4) 過期的藥物藥液。
）可達鴨經過生病後，真正了解正確用藥五大核心能力，下列描述何者錯誤? (1) 看
病時，向醫生清楚表達自己的身體狀況ˉ(2) 與醫師、藥師做朋友ˉ (3) 聽信朋友
介紹服用特效藥ˉ(4) 清楚用藥的方法和時間。

百代道館：道館館主為菜種，專長為草屬性寶可夢，要考驗小智和夥伴對於節能減
碳的環道意識的了解多少，過關者可獲得森林徽章。
18. （

）火箭隊他們經營了一個牧場養了許多頭牛，從牧場的牛隻一直到變成牛肉製品的過
程非常多關卡，請問下列哪一項描述是正確的？ˉ(1) 運送牛肉到賣場販賣的過程
中不需要低溫 (2) 牧場飼養牛隻，長大後屠宰冷凍變成牛肉ˉ(3) 不用大量砍伐樹

木變成牧場ˉ(4) 牧場飼養牛，牛所吃的穀 物和水，並不會消耗我們任何的能源。
19. （ ）飼養一頭牛可能造成環境資源的消耗，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1) 牛的生長過程需要
吃掉16公斤的穀物ˉ(2) 牛生長不需要大量的水，吃草就有水分ˉ(3) 為避免環境
資源消耗，直接進口國外的牛肉比較方便ˉ(4) 牛肉生產和二氧化碳排放無關。
20. 小智呼籲大家要節能減碳救地球，請舉例3項你要如何支持這個運動做到節能減碳的具體
做法?(3分)
ㄍ
ˇ
ㄨ

三、配對挑戰：(每個答題2分，共28分)
小智和他的夥伴征戰全國各道館，也吃過各地的美食，發現每個地區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飲食
文化，請依照你的認知，幫他們配對填入正確的代號
填入正確飲食代號

飲食選項
A 小米飯
○
C 客家小炒
○
E 山豬肉
○
G 野菜
○
I 麻糬
○
K 越式春捲
○
M 紅藜
○

客家

B 擂茶
○
D 越南河粉
○
F 甘蔗蝦
○
H 薑絲炒大腸
○
J 粄條
○
L 山芋
○
N 鹹湯圓
○

越南

排灣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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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聞分析挑戰：看完新聞文章回答下列問題(每題2分，共8分)

節能降溫愛地球 台南女中這麼做
〔記者洪瑞琴／台南報導〕國立台南女中為了提供學生
種植作物的實驗需求，並協助家政學科食育教育的食材
栽種，推動「綠屋頂節能降溫計畫」，將立體綠化融入
教學場域及校園生活中，透過設置「塑管花架爬網」和
「盆缽菜園」的模組形式，栽植校園花卉與食用植物，
期望有效降低校園溫度並減少空調電力負擔。
台南女中推動「綠屋頂節能降溫計畫」，並融入校園教學。（記者洪瑞琴攝）

目前綠化面積達 60 平方公尺，但其實綠屋頂的栽植並不容易，曾遭遇停電、缺水、鳥害等問
題，老師們於是提水上頂樓，利用空堂時間鋪設網子，還得想法子趕走白頭翁、斑鳩、麻雀等
不速之客，又不會傷害到牠們，耐心地照顧植物，如今已有迷迭香、薄荷、葫蘆瓜、赤道櫻草
等「同生共榮」的綠環境。
台南女中表示，這個計畫同時邀請老師跨科跨領域合作，把這種簡單易行的「節能降溫愛地球」
概念推廣給學生，接下來將會有更多的相關教學課程繼續推行，讓學生從實作中體會綠屋頂的
好處及作法，並感受種植、採收的樂趣，延伸更多節能減碳的可行性。
1.(

)台南女中的學生運用什麼方式節能降溫?

(1) 隨手關燈ˉ(2) 綠屋頂植栽ˉ(3) 在屋

頂裝置太陽能板ˉ(4) 教室裝置噴霧系統。
2.(
3.(

)種植花卉植物和食用植物的用意是為了? (1) 校園美觀ˉ(2) 自然課程觀察用ˉ(3)有
效降低校園溫度ˉ(4) 增加學校收入。
)當地球溫度越來越高，帶來全球暖化效應，那些現象不會發生?。(1) 地球許多地方
發生旱災(2) 地球表面氣溫下降 (3) 農產品 (4) 北極熊生活空間變少了。

4.當我們的地球出現了地球暖化的現象，造成環境上的災害而影響我們的生活，請問各位寶可
夢訓練師你有什麼方式來避免這樣的暖化繼續嚴重下去? (2分)

任務完成：恭喜你協助小智和他的夥伴經過層層道館關卡的挑戰，終於
拿到訓練師的證書。別忘了展現訓練師的精神，為接下來的
每個挑戰加油，展現勇氣與自信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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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成功拿高分，寒假快樂，新年快樂！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