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將軍國民小學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三次定期評量
六年級社會科試題六年甲班 座號：__ 姓名：________
一、是非題：(每題2分，共30分)
1. （ ）小美家世代務農，他們所從事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的工作是屬於第二級產業。
）工作就業時，不但要自動自發
、力求表現，還必須不斷研究、
進修，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
）當我們年紀還小時，靠父母賺
錢養活；長大後，最好還是依
賴父母支付各種生活的需求，
比較妥當。
）佳萱在鳳梨罐頭加工廠裡工作
，她從事的行業是屬於第一級
產業。
）在找工作時，應該只找輕鬆又
簡單的工作來做，這才是積極
進取的工作觀念。
）當我們在消費時，只要選擇美
觀的商品，價格則不用多加考
慮。
）百貨公司促銷打折時，不管我
們需不需要，都應該趁這個時
候大肆採購衣服，這樣才划算
。
）人們要懂得保護自己的消費權
益，買回來的東西若發現有瑕
疵時，可以要求商家退貨。
）政府為了防止公司行號逃漏稅
，因此規定商家使用同一種收
據或憑證，稱為「保證書」。
）因為藥物是有保存期限的，所
以不管有病沒病，要趕在期限
之內吃完，才不會浪費。
）雖然我們目前還是學生，沒有
能力賺錢，但仍然可以利用零
用錢做儲蓄。
）爺爺把錢存放在家中的保險櫃
，既安全又能獲得利息。
）我們把錢存在金融機構裡，金
融機構只負責保管金錢，對於
社會經濟發展沒有任何的好處
。

15. （

）平常不儲蓄沒有關係，有急用
時只要向銀行或地下錢莊借錢
就可以了。
）所謂「聚沙成塔」、
「積少成多」
，指的就是一種浪費的觀念。

二、選擇題：(每題2分，共40分)
1. （ ）現代社會人們可以從事的行業

2. （

3.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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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早期社會比較起來，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１）可從
事的工作種類愈來愈多 （２
）可從事的工作種類愈來愈少
（３）可從事的工作種類維持
不變 （４）工作薪水愈來愈
低。
）關於第一級產業與第二級產業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
１）伐木屬於第二級產業 （
２）織布屬於第一級產業 （
３）第二級產業負責把第一級
產業的產品做進一步的加工或
製造 （４）第一、二級產業
不需要相互合作。
）下列何者屬於第一級產業？（
甲）養羊（乙）養鴨（丙）捕
魚（丁）燒磚。 （１）甲乙
丙 （２）甲丙丁 （３）甲
乙丁 （４）乙丙丁。
）阿土伯有一個面積廣大的果園
，他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無
人協助採收水果。請問：就創
新的角度，他可以選擇下列何
種方法維持他的工作？ （１
）轉型成觀光果園供遊客採果
（２）剷除果樹、蓋新大樓
（３）把果園賣掉 （４）放
任不管，任其荒廢。
）莊叔叔原本是電腦工程師，他
因為熱愛大自然，所以選擇薪
水較低的生態保育員的工作。
請問：他最主要的目的為何？
（１）賺更多錢 （２）排斥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電腦 （３）獲得成就感 （
４）使自己更加懶惰。
）下列何者不是提升工作報酬的
正確方法？ （１）努力工作
（２）工作投機取巧 （３）
從工作中培養能力 （４）從
工作中累積經驗。
）喜歡拼裝機械與汽車的阿明，
當他獲得一份汽車修理廠的工
作之後，應該朝哪一方面進修
，才能增加他工作的實力？
（１）看漫畫 （２）打電動
（３）汽車結構分析 （４）
翻閱八卦雜誌。
）小雯想要當一個麵包師傅，他
應該要拿到下列哪一種證照比
較合適？ （１）中餐烹調技
術士證 （２）烘焙技術士證
（３）美容證照 （４）營養
師執照。
）一般而言，大多數的人們長大
後應該要靠誰來維持生計？
（１）善心人士捐助 （２）
父母供應 （３）自己工作獲
得報酬 （４）國家提供救濟
金。
）不論個人或家庭，對於消費，
態度要理性。請問：下列何者
比較符合「理性」的意義？ （
１）精打細算 （２）隨性購
物 （３）追逐流行 （４）
奢侈浪費。
）陳媽媽為子女選購衣服時，會
考慮價格普通、質料穿起來舒
適的衣服。這是屬於哪一種消
費原則？ （１）價格便宜最
重要 （２）符合用途最重要
（３）有買到衣服就好 （４
）衣服買越多越好。
）周阿姨已經擁有手機了，而有
業務員向她推銷特價手機，請
問：她應該如何處理比較恰當
？ （１）有特價手機，不管
需不需要都先買下來再說 （
２）考慮自己到底有沒有需要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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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機，再決定要不要購買
（３）趁手機特價多買幾隻
（４）以上皆非。
）下列何種現象，可以說是毫無
節制的、追逐流行的消費行為
？ （１）購買許多課外讀物
（２）購買不同款式的手機，
並且一直更換成最新的款式
（３）看不同頻道的電視臺
（４）烹調不同口味的食物來
享用。
）下列何者是正確的消費行為？
（１）購買盜版ＣＤ （２）
工作賺５０元，花１００元
（３）購買衣服時，多加比較
（４）非名牌不買。
）消費新生活運動有十大守則，
下列何者不是其中內容？ （
１）綠色消費要力行 （２）
消費資訊要充實 （３）消費
受害要隱忍 （４）消費行為
要合理。
）政府設立了下列哪一個機關，
以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１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２）
董氏基金會 （３）警察局
（４）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
會。
）晴雯在服飾店買了一件夾克外
套，回家後卻發現有瑕疵，但
商家卻不肯讓她換一件新的。
請問她可以採用哪一種方法來
維護自己的消費權益？ （１
）撥打１９５０消費者服務專
線求助 （２）向消費者文教
基金會尋求協助 （３）向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反應
（４）以上皆是。
）下列敘述哪一項正確？ （１
）購買商品時，應注意商品的
有效期限 （２）購物時應索
取股票，以防止商家逃漏稅
（３）消費新生活運動內容包
含二不和七要 （４）買餅乾
、牛奶時，應索取保證書。

19. （

金融機構
乙

甲

20. （

）下列何者是我們購買食品時，
應該注意的標示項目？ （１
）製造日期 （２）主要成分
（３）保存期限 （４）以上
皆是。
）關於儲蓄的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甲）儲蓄是一種好習慣
（乙）金融機構可以利用大家
的儲蓄借給需要的人（丙）小
學生也可以從事儲蓄活動（丁
）工作所得應該全部用來儲蓄
。 （１）甲乙 （２）乙丙
（３）甲乙丙 （４）甲乙丙
丁。

個人和企業

甲：（
乙：（

個人和企業

）
）

三、連連看：(每題1分，共10分)
1. 下面各項敘述，哪些是屬於正確的投

資行為？哪些是屬於不正確的投資行
為，請把它分類並連起來。
(1)購買好的股票

●

(2)貪圖暴利，買投●

2. 下圖是各種的投資方法，若是對的，

請在（ ）畫○；若是錯的，請在（
）打╳：

●ㄅ.正確的投資行為

機型的股票

(1)報紙、雜誌

(3)透過電視媒體來●

(2)電視媒體

)

獲得投資訊息
(4)參加投資專家說●
明會
(5)藉由小道消息作●

●ㄆ.不正確的投資行為

投資

(3)借大錢投資

(4)網路

)

(6)借大量的錢做投●
資

2. 下面左列各個名詞符合右列的哪一項

說明？請選擇正確的答案，並用線連
起來。
(1)儲蓄

●

(2)儲蓄保險●

●ㄆ.工作後所得到的錢

(3)報酬

●ㄇ.把多餘的錢存起來

●

(4)金融機構●

（１）（
（３）（

●ㄅ.可存錢和借錢的地方

）
）

（２）（
（４）（

）
）

五、活用題：(每題1分，共10分)
1. ㄅ、阿田是一個茶農，他在丘陵地開

●ㄈ.具有存錢的保險項目

四、看圖回答問題：(每題5分，共10分)
1. 下面「個人和企業與金融機構的關係

闢好幾甲的茶園，常常揮汗如雨的在
茶園中辛勤的工作。
ㄆ、阿明是一位茶廠老闆，每當茶葉
盛產時，總會見到阿明開著貨車到阿

圖」中甲、乙分別代表什麼經濟活動？
請將正確答案填入( )中：
3

田的茶園，載運採收好的茶青。回到
工廠後，阿明會帶領著工人細心的進
行各種製茶程序，希望能做出香氣、
味道俱佳的茶葉。茶葉製成後，阿明
會請人將成品運送到興記茶行。
ㄇ、興記茶行的老闆叫阿海，是一位
精明能幹的商人，他自己時常到各處
去收購優良的茶葉。因此，茶行中販
賣的各種茶葉，產品的品質是相當優
質的。
ㄈ、福伯則是一個品茶高手，在每餐
飯後都喜歡泡一壺好茶；他也是興記
茶行的忠實顧客，福伯常說：「每天
好茶一入口，就覺得通體舒暢，非常
快活」。
請你幫忙分析他們所屬的產業分類，
並將答案代碼填在適當的（ ）中
（１）文章中，從事第一級產業的人
是（
）。
（２）文章中，從事第二級產業的人
是（
）。
（３）文章中，從事第三級產業的人
是（
）。
（４）福伯之所以能夠每天感到「通
體舒暢」，是（
)的功勞。

2. 學校要舉辦園遊會，六年三班準備賣

「綜合冰奶茶」。同學們在投資計畫書
的「投資前的準備事項」上，寫下他們
的想法，其中有些是適合的，有些是
不適合的。請在適合的項目上（ ）
中打○。
（ ）（１）去問問去年園遊會上最
賺錢的攤位。
（ ）（２）訪問去年最賺錢攤位，
以找出他們成功的原因。
（ ）（３）找出別班到底要做什麼
，趁機破壞。
（ ）（４）問愛喝冰奶茶的人，最
喜歡什麼口味的奶茶。
（ ）（５）請教專家如何製作奶茶
，並訂定價格。
（ ）（６）和同學分攤投資金額，
進行寫廣告、發傳單等準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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