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將軍國民小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
六年級社會科試題六年甲班 座號：_
姓名：________
一、是非題：(每題3分，共30分)
1.
（ ）學校通常是每一個人最
2.

3.

4.

5.

6.
7.

8.

9.

10.

早接觸的團體。
（ ）裁縫師傅從事衣服的製
作和修改，讓我們有保暖又舒
適的衣服可穿，這是屬於行的
需求。
（ ）社會上有很多種團體，
像是學校裡的班級、社團，都
是一種團體。
（ ）隨著年紀增長和生活的
範圍擴大，我們會參與到更多
的團體。
（ ）一個人只要個性獨立，
可以不需要團體的協助，就能
順利成長和發展。
（ ）屬於地緣關係組成的團
體居民，姓氏也都相同。
（ ）明憲剛成為醫師公會的
一員，所以他可以將自己的證
照借給別人，讓更多的人有機
會成為醫師。
（ ）新生兒滿月贈送油飯或
蛋糕給親朋好友，是屬於宗教
信仰的規範。
（ ）菸和酒的價格都不高，
所以國小學童可以自行到商店
購買。
（ ）十七歲的高中生小康，
因為不是兒童，所以可以到超
商幫大人買酒，但是不能買來
自己喝。

2.

3.

4.

5.

6.

二、選擇題：(每題2分，共30分)
1.
（ ）生活中我們參與不同的

7.

團體生活，我們可以從中獲得
什麼功能？ （１）得到情感
1

的抒發 （２）獲得成就感
（３）獲得認同感 （４）以
上皆是。
（ ）下列哪一項不是家庭提
供的功能？ （１）當沮喪時
給予鼓勵和關心 （２）照顧
我們三餐溫飽 （３）小孩考
試考不好時不准吃飯 （４）
接送小孩上下學，保護小孩的
安全。
（ ）美花參加棒球隊，下列
哪一種行為不是她參與活動時
應表現的態度？ （１）認真
練習 （２）和團員互相幫忙
（３）凡是都以自己意見為主
（４）守時。
（ ）參與社區的活動，可以
讓大家得到什麼好處？ （１
）滿足基本物質需求 （２）
帶給我們親情與安全感 （３
）凝聚居民向心力和獲得成就
感 （４）以上皆是。
（ ）團體中的每個成員，應
該用什麼態度來參與團體活動
，才是正確的？ （１）用言
語攻擊他人 （２）惡性競爭
（３）與他人保持良好互動
（４）再組織許多小團體。
（ ）小智剛搬進一個新社區
，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１
）盡量少出門 （２）記得關
好門窗 （３）主動參與社區
活動 （４）挨家挨戶自我介
紹。
（ ）關於團體的說法，下列
何者錯誤？ （１）經常互動
（２）一個人即可組成 （３

8.

9.

10.

11.

12.

13.

14.

）有相同理念 （４）有共同
規範。
（ ）下列何者屬於血緣關係
組成的團體的功能？ （１）
維護學生在學校的安全 （２
）維護各行各業的權利 （３
）培養人們對家庭的責任感
（４）舉辦選舉投票活動。
（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地緣
團體的一分子？ (１)同一所
大學的學生 (２)同一間百貨
公司的顧客 (３)同一棟大樓
的住戶 (４)同一個風景區的
遊客。
（ ）下列何者不屬於地緣團
體所成立的組織？ (１)社區
管理委員會 (２)社區巡守隊
(３)黃氏祠堂 (４)村莊廟會
的陣頭。
（ ）逢年過節祭拜祖先，是
下列哪一種團體的重要活動？
（１）學校團體 （２）環保
團體 （３）相同行業的人組
成的團體 （４）血緣關係組
成的團體。
（ ）下列哪一項活動，不能
促進家族交流，凝聚成員的向
心力？ （１）清明節一起在
祠堂祭拜祖先 （２）看到家
族成員有困難時，避不見面
（３）親人結婚時，到場給予
祝賀 （４）能力許可時，聚
資一起建祠堂。
（ ）尊敬師長，認真學習，
是我們在哪個團體中必須扮演
的角色？ （１）家庭 （２
）學校 （３）社團 （４）
社區。
（ ）為了替班級爭取榮譽，
我們應該怎麼做？ （１）關
心自己的好朋友 （２）組織

小團體 （３）注意自己的功
課 （４）為班級事務全力以
赴。
（ ）永澤選擇參加學校的直
排輪社，下列哪一項最不可能
是他要加入的理由？ （１）
為了強身 （２）學習團隊合
作 （３）滿足成就感 （４
）滿足基本物質需求。

15.

三、連連看：(每題5分，共5分)
1.請判斷下列各種行為哪些是屬於「犯

罪行為」，或「不是犯罪行為」，並用
線連起來。
(1)小明在家吸毒●
(2)胖虎拿刀傷害●

●ㄅ.犯罪行為

大雄
(3)小夫騎機車不●
戴安全帽
(4)胖虎深夜唱歌●
妨害他人安寧
(5)小華在公共場●

●ㄆ.不是犯罪行為

所賭博
(6)小新將垃圾倒●
到鄰居家門前

四、看圖回答問題：(每題10分，共10分)
1.下列兩張圖是同一類的團體，請根據

這兩張圖，判斷它們最有可能是屬於
哪一類團體？

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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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小強將同學打受傷。
□（３）國華在教室裡大聲喧譁。
□（４）大明偷拿同學書包裡的錢。
□（５）仲豪放學時，恐嚇低年級小
朋友，交出身上的錢。

五、回答問題：(每題5分，共10分)
1.請寫出三種臺灣常見的風俗習慣。

4.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全發展，

未成年人有哪些行為是受到法律禁止
的？正確的請在□中打ˇ。
□（１）購買圖書與文具用品。
□（２）出入舞廳、酒吧等不良場所
□（３）在家和同學打電動。
□（４）到商店購買香菸、啤酒。
□（５）進出賭博性電動玩具店。
□（６）到百貨公司逛街購物。

2.年滿七歲，未滿二十歲的未成年人，

他們在購買東西時，有哪些商品是需
要先徵得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的？請列
舉兩項。

七、活用題：(每題3分，共3分)
1.下列各項敘述分別是哪一種社會規範

六、勾選題：(每題3分，共12分)
1.下列哪些行為已經觸犯法律？請在□

？請選擇正確的代號，填入(
ㄅ、風俗習慣
ㄆ、倫理道德
ㄇ、宗教信仰
ㄈ、法律

中打ˇ。
□（１）任意丟棄垃圾。
□（２）過年沒有回家團圓。
□（３）行車闖越平交道。
□（４）請同學幫忙燒錄盜版光碟。
□（５）對父母不理不睬。

)中。

2.

（

2.下列哪些是參加相同興趣、理念的人

（

組成的團體的好處？正確的請在□中
打ˇ。
□（１）可以減輕生活壓力。
□（２）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彼此交換意見，獲得更多的樂趣。
□（３）可以學習家庭倫理，並獲得
適應社會的能力。
□（４）可以提升生活品質。

（
（

（
（

3.下列哪些是屬於犯罪的行為？正確的

請在□中打ˇ。
□（１）大年任意傾倒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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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對師長要尊敬，對同學
要友愛。
）（２）不可將執照出借給別人
使用。
）（３）叔叔待人處世都遵守基
督教的聖經規範。
）（４）到美國的姑姑家玩，和
他們一起參加萬聖節的
活動。
）（５）不為了一時的方便而在
路邊並排停車。
）（６）全家人在端午節一起包
粽子、掛香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