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栗縣國際教育資源中心「Hi，國際阿熊!」使用辦法 

一、 說明：苗栗縣政府為符應國家政策與全球視野、國際理解的趨勢，落實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自發、互動、共好」的理念，培養學生「多元文化與國際

理解」的核心素養，積極推動國際教育 2.0，其中藉由「Hi，國際阿熊」看

板，引領縣內中小學進入國際教育的場域，以開拓本縣學子之寰宇視野，並

提升本縣學子的國際競爭力。 「Hi，國際阿熊」共有 15 個看板，為讓中小

學子輕鬆探究、活潑學習，培養國際素養及教育文化內涵，落實在地實踐到

與國際接軌，因此國際阿熊設計從「客家熊」、「泰雅熊」、「日本熊」、

「泰國熊」、「印度熊」、「阿拉丁熊」、「非洲熊」、「澳洲熊」「自由

女神熊」、「巴西熊」、「英國熊」、「西班牙熊」、「法國熊」、「維京

熊」、「北極熊」，透過各校發揮創意，設計相關跨域課程與多元活動，培育縣內學子具備國際素養及多元思維的未來

接班人。 

二、 數量：共 15 個。 

三、 尺寸：寬約 110-130 公分、高約 150-160 公分。 

四、 材質：發泡版、可直立。 

五、 使用說明： 

1. 可向苗栗縣國際資源中心登記借用，惟借用時間起迄不超過十天為原則。 

2. 借用時間若有毀損，請照價賠償。 

3. 中心除可借用國際阿熊外，另提供國際阿熊介紹版本供參。 

4. 版本分為「國小版」、「國中版」、「英文版」。(英文版五月提供) 



 

 

 

 

 

 

自由女神熊 

自由女神像位於美國紐約港中（英語：Statue of Liberty），又名自由照耀

世界，是法國於 1876 年為紀念美國獨立戰爭勝利一百周年而建造的。自

由女神所戴頭冠有象徵世界七大洲的七道光芒，她右手高舉象徵自由的火

炬，左手緊抱一部《美國獨立宣言》的書板，上面刻著宣言的發表日期：

1776 年 7 月 4 日，是美國國慶日。 

美利堅合眾國（一般稱為 United States（U.S.或 US）），中文通稱美國，

是位於北美洲的聯邦共和制國家。美國面積廣大，位居世界第三；擁有接

近 3.3 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已開發國家。美國有著來自世界各地

的大量移民，有「民族大熔爐」之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90%E7%B4%84%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5%90%84%E5%9B%BD%E5%92%8C%E5%9C%B0%E5%8C%BA%E9%9D%A2%E7%A7%AF%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BB%E6%B0%91


 

 

 

 

 

巴西熊 

巴西國家男子足球隊被喻為世界上最有名及最成功的國家足球隊，他們是

目前奪得最多次(4 次)世界盃足球賽(FIFA)冠軍的國家隊，並且是唯一一支

從未缺席過世界盃的球隊。 

巴西（Brasil），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國家，國土大部分位於赤道和南回歸

線之間，所以擁有世界面積最大的熱帶雨林(亞馬孫雨林)。首都為巴西利

亞，且擁有舉辦過奧運的里約熱內盧等大城市。巴西是熱帶經濟作物的重

要出口國，咖啡、甘蔗產量居世界第一位。由於歷史上曾為葡萄牙的殖民

地，巴西的官方語言為葡萄牙語，主要信奉天主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7%9B%83%E8%B6%B3%E7%90%83%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7%9B%83%E8%B6%B3%E7%90%83%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B%9E%E5%BD%92%E7%B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9B%9E%E5%BD%92%E7%BA%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3%AD%E5%B8%A6%E9%9B%A8%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A5%BF%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8%A5%BF%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7%BA%A6%E7%83%AD%E5%86%85%E5%8D%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96%E5%95%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8%94%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A1%E8%90%84%E7%89%99%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


 

 

 

 

 

日本熊 

和服（日語：Wafuku／わふく ；英語：Kimono）。是日本傳統的民族服裝，

富有日本濃厚的文化傳統特色，與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逢年過節或在

婚禮、葬禮、畢業典禮及慶祝會…等隆重場合上皆可看到。另外日本藝妓、相

撲選手等也離不開和服。 

日本國，是位於東北亞的島國，人口高達 1.26 億。其中超過 3,500 萬人居住

於東京都會區，為世界最大的都市圈。政治上施行君主立憲制，世襲君主天皇

為國家與人民團結的象徵，但實際的政治權力則由國會以及內閣掌管。日本是

世界第三大經濟體，與美國同為僅存的兩個人口過億的已開發國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1%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4%BA%BA%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E%E4%BC%9A%E5%88%B6%E5%90%9B%E4%B8%BB%E7%AB%8B%E5%AE%AA%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1%A1%E5%BE%81%E5%A4%A9%E7%9A%87%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C%8A%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9C%83_(%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5%85%A7%E9%96%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E5%88%97%E8%A1%A8_(%E5%9B%BD%E9%99%85%E6%B1%87%E7%8E%87)


 

 

 

 

 

英國熊 

英國御林軍（英語：Household Division）是指戍衛英國王室的英國陸軍部隊，

其中的皇家近衛騎兵團，因主要擔任保護君主的重要任務，成為英軍最為知名的

軍團。 

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英語簡稱：United Kingdom，縮寫作 UK），位

於歐洲大陸西北面，中文常稱為英國，是由四個構成國組成，分別為英格蘭、蘇

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 

英國為君主立憲制國家，其首都倫敦為國際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英國是世界首個

工業化國家，工業革命使英國人的生產力大大提高，商業與財富極大的增長，更

憑藉著工業時代的船堅炮利，在 18 世紀到 20 世紀初被視為世界第一強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7%8E%8B%E5%A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9%99%B8%E8%BB%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E5%A4%A7%E9%99%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7%9A%84%E6%A7%8B%E6%88%90%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A0%B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6%A0%B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6%A0%BC%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8%81%E5%B0%94%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88%B1%E5%B0%94%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4%B8%BB%E7%AB%8B%E5%AE%AA%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6%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9%87%91%E8%9E%8D%E4%B8%AD%E5%BF%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6%A5%AD%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5%AF%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E6%B5%B7%E8%BB%8D


 

 

 

 

 

阿拉丁熊 

阿拉丁（英語：Aladdin），意為「信仰的尊貴」。阿拉丁是中古阿拉伯的

一則故事，但根據故事本身描述，角色不是阿拉伯人也非波斯人，而是故事

中虛構的「中國」的人。 

阿拉伯世界（阿拉伯語：الوطن العربي）是指分布於西亞和北非，以阿拉伯語為

主要語言，伊斯蘭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和地區，多屬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發

展遲緩，經濟結構多依賴石油、天然氣等產業。 

阿拉伯世界是文明古國最集中的地域，伊拉克、敘利亞、埃及等阿拉伯國家

皆擁有數千年的悠久文明史。阿拉伯世界也是除義大利外擁有最多羅馬帝國

歷史遺蹟的地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8%98%AD%E9%BB%83%E9%87%91%E6%99%82%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9%9D%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B%89%E4%BC%AF%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6%AF%E5%85%B0%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5%B1%95%E4%B8%AD%E5%9B%BD%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7%BE%8E%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7%BE%8E%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E5%B8%9D%E5%9B%BD


 

 

 

 

 

 

泰國熊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又稱千手觀音。千手觀音廟是一座現代的佛教寺

廟，結合了中國和泰式的風格。傳說當初有位新加坡商人，來到千手

觀音廟祈願，保佑他事業鴻圖大展，果然美夢成真。後來商人為了還

願，在蘇美島特別建廟而成為傳奇。  

泰國（泰語：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皇家拉丁音譯：Prathet Thai），是東南亞的君主

立憲制國家，首都及最大城市為曼谷。泰國是世界上知名的佛教國家之一，

佛教徒佔全國人口 95%以上。不過泰國憲法中並未規定國教，而是保證公

民的信仰自由。但憲法規定泰國君主必須是佛教徒。佛教對日常生活產生

強烈的影響。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寺廟（wat）都是社會生活和宗教生活

的中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87%E5%AE%B6%E6%B3%B0%E8%AA%9E%E8%BD%89%E5%AF%AB%E9%80%9A%E7%94%A8%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8D%97%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4%B8%BB%E7%AB%8B%E5%AE%AA%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4%B8%BB%E7%AB%8B%E5%AE%AA%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B0%E5%9B%BD%E5%AE%AA%E6%B3%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9C%8B%E5%90%9B%E4%B8%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E5%BE%92


 

 

 

 

 

北極熊 

北極熊（學名：Ursus maritimus）又稱白熊或冰熊，是產自北極地區的一種大

型肉食性海洋哺乳動物，現存體型最大的熊。 

加拿大的邱吉爾鎮，是位於哈德森灣的港口夏天時很多北極熊會游泳到南邊覓

食、休息、到十月底等待海冰重新凝結後、再北上獵捕海豹。因此到秋天時，邱

吉爾鎮的海邊會有很多北極熊聚集、等待海冰的凝結。  

北極指環繞在地球北極點周圍的地區，包括整個北冰洋以及格陵蘭（丹麥）等八

個國家的部分地區，主要由一個被廣大冰原覆蓋的大洋（即北冰洋）和環繞在其

周圍的一圈無樹木的凍土地帶所組成。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下，近年來北極地

區的冰蓋厚度在不斷下降，北極熊已面臨到嚴重的生存危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B8%E5%90%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5%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89%E9%A3%9F%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B4%8B%E5%93%BA%E4%B9%B3%E5%8B%95%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6%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B1%E5%90%89%E7%88%BE_(%E6%9B%BC%E5%B0%BC%E6%89%98%E5%B7%B4%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6%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6%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9E%81%E7%82%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86%B0%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C%E9%99%B5%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6%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B%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5%80%99%E5%8F%98%E6%9A%96


 
 

印度熊 

紗麗（又稱「紗麗服」，英語：「Saree 或 sari」，印地語：साड़ी）是印度、

孟加拉國等國婦女的一種傳統服裝。在印度，不分男女老幼、身分貴賤，

都會在前額中央點上一個紅點，稱作 Bindi(吉祥痣)。  

印度共和國（印地語：भारत गणराज्य，Bhārat Gaṇarājya；英語：Republic 

of India），通稱印度（印地語：भारत；英語：India）， 印度人口眾多，

位列世界第二，僅次中國的 14 億人口，按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印度現為世

界第五大經濟體。  

印度境內民族和種族繁多，僅憲法承認的官方語言就有 22 種之多， 英語

作為共同語言使用在印度非常流行。印度是一個多宗教多信仰的國家，號

稱「宗教博物館」，世界主要宗教中的佛教和印度教都源自古印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9C%B0%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5%8A%A0%E6%8B%89%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6%87%E5%A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D%E8%A3%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9C%B0%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9C%B0%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4%BA%BA%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4%BA%BA%E5%8F%A3%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4%BA%BA%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E5%88%97%E8%A1%A8_(%E5%9B%BD%E9%99%85%E6%B1%87%E7%8E%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E5%88%97%E8%A1%A8_(%E5%9B%BD%E9%99%85%E6%B1%87%E7%8E%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8D%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9A%E7%94%A8%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4%BB%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4%B8%BB%E8%A6%81%E5%AE%9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95%99


 

 

 

西班牙熊 

西班牙鬥牛（西班牙語：corrida de toros，意為「奔牛」）是一項人與牛

鬥的運動。更是西班牙的國技。鬥牛的歷史可追溯至史前時代的牛崇拜以

及壁畫中。  

西班牙王國（西班牙語：Reino de España），通稱西班牙（España），是

位於歐洲西南部的君主立憲國家。 首都兼最大都市為馬德里。 

西班牙在近代史上是影響其他地區文化的重要發源地。使西班牙語成為世

界上總使用人數第三多，母語人數第二多的語言。西班牙是已開發國家，

擁有較高的社會福利，人均 GDP 在四萬三千美元左右。近些年受經濟危機

影響在已開發國家裡失業率偏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C%A5%E7%89%9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9%9B%E5%B4%87%E6%8B%9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3%81%E7%95%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6%AC%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4%B8%BB%E7%AB%8B%E5%AE%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BE%B7%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1%E4%BB%A3%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F%AD%E7%89%99%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8D%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AD%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1%E8%BE%BE%E5%9B%BD%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9D%87GD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8D%B1%E6%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8F%E6%B5%8E%E5%8D%B1%E6%9C%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B1%E4%B8%9A%E7%8E%87


 

 

 

 

 

 

非洲熊 

非洲舞(Africa Dance)，非洲居民，男女老幼，不僅能歌，而且善舞。每逢

婚喪嫁娶或者歡慶佳節，非洲人常常都要通宵達旦地跳舞；就是平時工作

間歇之際，勞動休息片刻，只要一聽到鼓聲或者樂曲聲，他們便會扭動身

子，情不自禁地跳起来，難怪將非洲稱為“一個熱情奔放的歌舞之地”。 

阿非利加洲（拉丁語：Africa），簡稱非洲，位於歐洲之南，亞洲以西，地

跨赤道南北，非洲是世界面積第二大洲，同時也是人口第二大洲和第三世

界國家主要區域。  

非洲多樣的氣候是豐富生態資源與礦產資源的寶地，同時也是世界古人類

和古文明的發祥地之一。非洲北部的埃及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7%E5%A5%B3%E8%80%81%E5%B9%BC/516650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6%84%E8%88%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E%E6%B4%B2%E4%BA%BA/73749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822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822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A%AB%E5%AD%90/38801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A%AB%E5%AD%90/38801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3%85%E4%B8%8D%E8%87%AA%E7%A6%81/50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9%81%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9%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9%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澳洲熊 

袋鼠是澳洲的象徵動物，也是澳洲的特有生物，發音獨特的英文名字 kangaroo 源

自一場可愛的誤會。17 世紀英國人在初登澳洲時，發現這種長相奇特的動物，詢

問 澳 洲 原 住 民 辜 古 依 密 舍 族 ， 由 於 原 住 民 聽 不 懂 英 文 ， 所 以 回 覆 不 知 道

（gangurru）。英國人就誤將「gangurru」當做「袋鼠」的英文名稱 kangaroo。 

澳洲聯邦（英語：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通稱澳洲（Australia），位屬

大洋洲，是南半球面積第二大和全球面積第六大的國家。澳洲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國

土覆蓋整塊大陸的國家，由於相對孤立的地理位置及較晚被發現開發，澳洲本土存

有許多在演化學史上古老珍貴動植物種（如鴨嘴獸、袋鼠、無尾熊和桉樹等）得以

存活至今，也造就了極高的遊覽觀光及科學研究價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4%8B%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8D%8A%E7%90%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9%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4%A8%E5%98%B4%E7%8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2%8B%E9%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91%E8%A2%8B%E7%86%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9%E6%A0%91


 

維京熊 

「維京」(Vikings) 血源於斯堪地那維亞人，在北歐尚未形成「國家」的概

念之前，於現代的挪威中部和南部、丹麥全境、以及瑞典南部，以一個部

落聯盟的形式存在和活動，常被認為是探險家、狂戰士、商人、水手、巫

師、工匠、甚至是海盜。實際上並不是所有維京人都是《北海小英雄》（Vicky 

The Viking），維京人和其他地區的歐洲人一樣也是農民、漁夫和獵人，他

們為了防止外族入侵，成立了艦隊，英勇的捍衛著自己的家園。 

北海是北大西洋的一部分，位於大不列顛島以東，斯堪地納維亞半島西南

和歐洲大陸以北。北海海底有豐富的石油儲藏，周邊的國家有英國、挪威、

瑞典、丹麥、德國、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北海是非常重要的海上要點，並

且是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位於北海旁的荷蘭大城鹿特丹，是歐洲最繁忙的

港口，也是歐洲航運價值最高的河川--萊茵河的出口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2%E9%99%A9%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B%82%E6%88%B0%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5%86%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6%8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B%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B%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5%8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4%A7%E8%A5%BF%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8D%E5%88%97%E9%A2%A0%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0%AA%E7%9A%84%E7%B4%8D%E7%B6%AD%E4%BA%9E%E5%8D%8A%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6%B2%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AA%E5%A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9%E9%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D%B7%E5%85%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5%88%A9%E6%97%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9%BF%E7%89%B9%E4%B8%B9


 
 

法國熊 

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法國軍事家、政治家與法學家，被認為

是世界軍事史上最優秀的軍事家之一。他頒布《拿破崙法典》，對世界各國的民法

制訂產生重要的影響。拿破崙最為人所知的功績是帶領法國對抗一系列的反法同

盟，即所謂的拿破崙戰爭。他在歐洲大陸建立霸權，傳播法國大革命的理念，同時

創立法蘭西第一帝國。 

法蘭西共和國（法語：République française），通稱法國（法語：France），是

本土位於西歐並具有海外領地的國家，首都為歐洲大陸最大的文化與金融中心巴

黎。該國本土整體呈六角狀，是歐洲面積第三大國家，擁有數量第四多的世界文化

遺產。法國藍白紅三色的國旗則有「革命」的含義，也分別代表「自由、平等、博

愛」。法國國民享有高生活質素，在教育、預期壽命、民主自由、人類發展等各方

面均有出色的表現，特別是醫療研發與應用水平長期盤據世界首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9B%E4%BA%8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AD%B8%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9B%E4%BA%8B%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9B%E4%BA%8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E6%B0%91%E6%B3%95%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9%99%86%E6%B3%95%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9%99%86%E6%B3%95%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6%B3%95%E5%90%8C%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6%B3%95%E5%90%8C%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BF%E7%A0%B4%E4%BB%91%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C%B8%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E5%A4%A7%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85%B0%E8%A5%BF%E7%AC%AC%E4%B8%80%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E6%B5%B7%E5%A4%96%E7%9C%81%E5%92%8C%E6%B5%B7%E5%A4%96%E9%A2%86%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AC%8A%E5%9C%8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9%BB%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C%8B%E6%9C%AC%E5%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8%A7%92%E5%BD%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C%8B%E4%B8%96%E7%95%8C%E9%81%BA%E7%94%A2%E6%95%B8%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C%8B%E4%B8%96%E7%95%8C%E9%81%BA%E7%94%A2%E6%95%B8%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6%B4%BB%E8%B3%AA%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8%82%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0%90%E6%9C%9F%E5%A3%BD%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1%9E%E7%99%BC%E5%B1%95%E6%8C%87%E6%9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BB%E7%96%97%E5%8D%AB%E7%94%9F


 

泰雅熊 

臺灣原住民族由數十個語言及生活方式不同之族群所構成，屬於南島民族，

台灣官方認定共 16 族，約 57 萬人，占台灣人口的 2.44%。泰雅族（泰雅語：

Atayal）普遍居住台灣的高山區域，在苗栗的泰雅族約有 5000 人左右，主要

居住在南庄鄉和泰安鄉。 

紋面是泰雅族最重要的文化表徵，有著族群識別、成年、表彰個人英勇才能

等意義，成年的男子必須習得打獵、成功獵首，女子必須織布技術純熟，才能

在臉上刺上屬於成年的驕傲標幟，是泰雅族人一生最必經的生命禮俗。文面

代表的不只是一種成熟，也代表榮耀，泰雅族人更相信靈界有祖靈監守，在

靈界之前有一座彩虹橋，會有祖靈在彩虹橋的另一端把守，只有面部刺有文

面的子孫，才可以安返到祖靈所在的靈界。但隨著時代的變化，目前仍保有

紋面的泰雅老人已屈指可數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F%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5%B3%B6%E6%B0%91%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9%9B%85%E8%AA%9E


 

 

 

  

 

客家熊 

近年來，客家花布已經成為客家表演者或客家意象的代表，布面上紅紅綠綠

的牡丹花和油桐花更代表著富貴和喜氣。在不斷的改良與創新下，客家花布

以更多元、更豐富的角度融入在日常服飾上及生活擺設當中，充分體現了客

家人溫良恭儉又踏實求進的民族特性。 

全球客家人總人數約 5000 萬人，而臺灣客家人(Hakka) 是臺灣族群結構中

的第二大族群，約佔全國比例 2 成；而在全國的人口分布中，苗栗的三灣鄉、

頭屋鄉及銅鑼鄉的台灣客家人分布高達 95%以上，是全國台灣客家人分布比

例的三冠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6%97%8F%E7%BE%A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