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將軍國民小學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三次定期評量
四年級 社會科 試題 四年甲班 座號：__ 姓名：________
一、是非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 ）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是配合農曆日期的傳統節日。
）中秋節是家人團圓的日子，
因而有「月圓人團圓」這句
話。
）漢人的所有節慶都是依照
陽曆來安排節慶及慶典。
）原住民在獵捕動物和魚類
時，也會注意生態的平衡，
不過度的濫捕。
）除夕是農曆年的第一天，
全家一起吃年夜飯，有感恩
和團圓的意義。
）在門口插艾草、榕枝，祈
求平安，是清明節的主要活
動。
）政府為了宣揚敬老尊長的
美德，將重陽節訂為老人節。
）古人認為六是個吉利的數
字，因此六月六日就是重陽
節。
）為了紀念二二八事件受難
家屬，政府設立和平紀念日，
表達對罹難者的追思。
）外來的節日與文化豐富人
們的生活，應該要學習欣賞。
）由於科技發達，所以現代
人的節日裡，已經完全沒有
宗教性的節日。
）苗栗縣的「客家桐花祭」，
就是將文化活動融入傳統產
業的例子。
）臺南市白河區的油桐花是
當地最富特色的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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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16. （

17. （

18. （

19. （
20. （

）許多地方都有屬於當地人
的生活方式，但是隨著社會
的進步，傳統生活也慢慢在
改變。
）阿美族的豐年祭活動除保
存原住民的文化外，也帶動
臺東縣關山鎮的觀光事業。
）臺東縣關山鎮將達悟族的
飛魚祭，結合環鎮自行車道
和親水公園，發展出新的休
閒旅遊景點。
）家鄉中有些傳統技術，例
如：木雕、手製糕餅等，富
有地方色彩，應該保留與傳
承。
）家鄉的面貌改變很多，大
家愛護家鄉的那份情感也隨
之消失。
）地圖上的比例尺可以用來
計算實際距離是多少。
）如果地圖上沒有圖例的訊
息，對我們尋找各相關設施
或景點並沒有什麼影響。

二、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1. （ ）下列何者有「除舊布新」

2. （

3. （

的意義？ (１)貼春聯
(２)插艾草 (３)包粽子
(４)放水燈。
）下列哪一項是先民流傳至
今的生活智慧？ (１)敬天
(２)惜物 (３)愛人 (４)
以上皆是。
）新竹縣新埔鎮的放水燈活
動，多半在什麼時候舉行？
(１)中元節 (２)元宵節

國中自然與生科一下

4. （

5. （

6. （

7. （

8. （

9. （

(３)中秋節 (４)春節。
）原住民的各種祭典，像豐
年祭、大獵祭等，通常都有
什麼含義？ (１)除舊布新，
迎接新年 (２)感謝天地、
慶祝豐收 (３)普渡亡魂、
祭拜祖先 (４)祈福求平安。
）傳統的節日與現代的節日
有什麼不同？ (１)傳統節
日會休假，現代節日不休假
(２)傳統節日是農曆節日，
現代節日還包括陽曆的節日
(３)傳統節日比較沒意義，
現代節日比較有意義 (４)
傳統節日比現代節日重要。
）隨著社會的多元化，下列
哪一個外國傳入的節日已經
變成現代重要節日之一？
(１)端午節 (２)耶誕節
(３)青年節 (４)教師節。
）關於節日的敘述，下列何
者正確？ (１)現代許多的
節日是受社會分工及外來文
化影響而產生的 (２)現代
社會大多依據農曆來安排工
作與休閒活動 (３)薪水較
高的職業，對社會的貢獻就
愈大 (４)只有臺灣有國慶
日，其他國家都沒有。
）臺灣目前有各式各樣的節
日，如春節、端午節、國慶
日、耶誕節等，此種情況可
以反映出下列何種事實？
(１)家鄉社會多元的風貌
(２)所有節日都以農曆安排
(３)皆依陽曆安排節慶
(４)所有節日都從西方引進。
）現在的女性不僅只是在家

10. （

11. （

12. （

13. （

14. （

帶小孩、煮飯，在職場上也
有許多女性表現傑出，因此
制定婦女節，可以表達下列
何項意義？ （１）表達對
婦女的尊重 （２）表達對
父母的敬愛 （３）可以了
解國家發生的重大事件
（４）創造多元的文化生活。
）下列何者是「黑鮪魚文化
觀光季」舉辦的地方？
（１）彰化縣鹿港鎮
（２）屏東縣東港鎮
（３）臺東縣關山鎮
（４）臺南市白河區。
）小淳在畫住家附近的地圖
時，他家到學校實際距離是
５００公尺，地圖上距離是
５公分，他的比例尺應是下
列何者？ （１）ˉ
（２）ˉ（３）ˉ（４）。
）小堯和家人打算利用暑假
安排一趟環島旅行，下列何
者能協助他們判斷正確路線
以到達各個目的地？
（１）臺灣河川分布圖
（２）臺灣各縣市鄉鎮地圖
（３）臺灣航空照片圖
（４）臺北市街道圖。
）下列何者是鹿港傳統的手
工業？ （１）糕餅、紙糊
燈籠 （２）紙傘、紙藝
（３）陶藝 （４）玻璃藝
術。
）下列哪一項是愛護鄉土文
化的做法？ （１）舉辦扯
鈴比賽 （２）舉行布袋戲
的盛大演出 （３）鼓勵孩
子就讀戲曲學院 （４）以

15. （

上皆是。
）下列哪一個節日是西洋的
鬼節，這一天人們會穿著特
別的服裝，營造喧譁吵鬧的
氣氛？ （１）聖誕節
（２）光明點燈節 （３）
復活節 （４）萬聖節。

由此可知道端午節有哪些習俗或活
動，請列舉兩個活動。

六、回答問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4 分)
1. 請寫出兩種原住民族的祭典？

（包含族名與祭典名稱）。

三、填填看：(每個答案 2 分，共 6 分)
1. 端午節的由來是為了紀念愛國詩

人
。
2. 中秋節吃月餅含有
思；吃柚子則有
的含意。

的意
七、勾選題：(每個答案 1 分，共 4 分)
1. 傳統家鄉可以與哪些活動做結合，

四、連連看：(每個答案 1 分，共 8 分)
1. 請將各節日相對應的日期連起來。

賦予傳統習俗新的生命？對的請在
□中打 ˇ。
□（１）漁業和觀光活動。
□（２）觀光景點和賭博。
□（３）傳統祭典和休閒旅遊。
□（４）古老廟宇和文化觀光。
□（５）名勝古蹟和流動攤販。
□（６）宗教活動和生活觀光。

2. 畫有圖框的地圖，上下左右分別

代表什麼方向？
五、看圖回答問題：(每個答案 1 分，共 2
分)
1. 請看下圖回答問題：

八、活用題：(每個答案 2 分，共 6 分)
1. 下列各鄉鎮的新風貌與哪些活動

或產業有關？請將正確代號填入（
）中。
ㄅ.蓮花節 ㄆ.單車休閒旅遊
客家桐花祭
（
（
（

上圖是小清所畫的「端午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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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苗栗縣
）（２）臺南市白河區
）（３）臺東縣關山鎮

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