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將軍國民小學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定期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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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早期來臺灣的漢人，大多選擇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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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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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優美的地方居住。
）早期來臺灣居住在丘陵地區的
漢人，大多從事捕魚的工作。
）臺灣的原住民分為「平埔族」
和「客家人」兩種。
）家鄉居民的祖先，有些是民國
三十八年前後，從中國大陸各
地來臺的軍人和民眾。
）居住在臺灣的原住民，只有高
山族一種。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遷移到臺灣
的移民，大多從事公務員、教
師或軍警人員等工作。
）一般來說，平埔族主要分布於
臺灣東半部，而高山族則分布
在西半部。
）由於平埔族與高山族接觸較久
的關係，目前生活方式與高山
族差異已經不明顯。
）賽夏族居住在新竹縣、苗栗縣
的山地、丘陵上，目前仍然持
續舉辦賽夏族的祭典，由此可
知，賽夏族屬於原住民中的高
山族。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從大陸移
民來臺的軍人或民眾，大多選
擇居住在偏遠的鄉下。
）早期彰化的八堡圳對當地開發
的貢獻是提供當地居民休閒娛
樂場所。
）臺北市大同區是臺灣最早試種
蓬萊米的地區。
）早期居住在平原地區的先民，
原本種植蓬萊米，後來改種較
為香甜的在來米。
）早期在臺灣的原住民，會在引
水比較方便地地方，開築埤圳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使用堆肥，增加農作物產量
，所以養活的人口比較多。
）技術高度發展，目前家鄉的居
民已經有能力改變作物的生產
季節和生產時間。
）隨著技術不斷的改進，作物的
產量增加，但是劣質作物一一
淘汰，因此種類愈來愈少。
）近年來因為生育觀念的改變，
使得家鄉人口出生率普遍提高
。
）小智的爸爸被公司派到國外工
作，因此小智轉學到當地就讀
，這也是一種人口移出的現象
。
）近年來，家鄉幼年人口的比例
逐漸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政
府限制人口成長。
）一個地區的人口年齡結構比例
圖，如果幼年人口比例愈高，
表示當地的生產力愈高。

二、選擇題：(每題2分，共38分)
1. （ ）作物生產量的提高和人口之間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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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樣的關係？ （１）有
助於人口增加 （２）可以提
供更多糧食 （３）養活更多
人口 （４）以上皆是。
）農民改變作物生產季節的主要
原因是什麼？ （１）減少產
量 （２）避免產量太多造成
價格低落 （３）配合當地觀
光的需要 （４）減少病蟲害
。
）下列敘述，哪一項正確？ （
１）在同一時間，假如柳丁大
量生產，將使得價格高漲，果
農也可獲得更多的利潤 （２
）早期家鄉居民，已經可以利
用化學肥料來增加土地養分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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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農民積極改良品種，是
為了提高農產品的品質 （４
）家鄉先民已經會延長作物的
生產季節，發展新技術。
）「仁愛鄉的作物生產量比忠孝
鄉高。」根據上列敘述，下列
哪一項推論是比較合理的？
（１）仁愛鄉是引水困難的地
區 （２）忠孝鄉生產術比較
好 （３）仁愛鄉能養活比較
多的人口 （４）忠孝鄉能養
活比較多的人口。
）嘉鈺的阿姨移居國外，下列哪
一項可能是她選擇移居的原因
？ （１）工作 （２）求學
（３）結婚 （４）以上都有
可能。
）下列關於家鄉人口變化的敘述
，哪一項是錯誤的？ （１）
早期家鄉出生率較高 （２）
生育觀念的改變會影響人口變
化 （３）近年來老年人口的
比例逐漸下降 （４）近年來
幼年人口的比例逐漸下降。
）如果家鄉人口有大量移入的現
象，比較容易造成什麼問題？
（１）勞動力不足 （２）公
共設施充足 （３）交通擁擠
（４）出生率降低。
）長夀市的老年人口比例愈來愈
高，請問這個城市的人們將面
臨什麼問題？ （１）教育資
源不足 （２）治安惡化 （
３）老人安養、照護 （４）
公共設施過多。
）甲、性別 乙、汽車數量 丙、
學校數量 丁、年齡分布 戊、
教育程度 己、行業類別。以
上哪些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家鄉
人口的組成？ （１）甲乙丙
丁 （２）乙丙丁戊 （３）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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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丁戊己 （４）甲丁戊己。
）早期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
是受到哪一個觀念影響？ （
１）兩個孩子恰恰好 （２）
男女平等 （３）重男輕女 （
４）活到老，學到老。
）早期居住在丘陵地區的居民，
通常不會開築梯田種植下列哪
一種作物？ （１）葡萄 （
２）茶樹 （３）甘薯 （４
）水稻。
）甲、明清時代來臺的移民 乙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來臺的移
民 丙、原住民。如果按照家
鄉祖先來臺灣定居時間的先後
順序排列，下列哪一個選項是
正確的？ （１）甲è乙è丙
（２）丙è甲è乙 （３）甲
è丙è乙 （４）乙è甲è丙
。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來臺灣居住
的移民，有許多是公務人員，
他們多半在哪個地方服務？
（１）私人公司 （２）醫院
（３）工廠 （４）政府機關
。
）龍龍的爺爺民國三十九年，從
大陸來臺灣定居，因此我們可
以推測，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正
確的？ （１）爺爺一定是來
自福建省 （２）爺爺的職業
有可能是軍人 （３）爺爺是
高山族 （４）爺爺的家境一
定很富裕。
）作物生產量的提高和人口有什
麼關聯？ （１）每人可食用
的糧食減少 （２）可以養活
更多人口 （３）無助於人口
增加 （４）沒有關聯。
）下列哪一項因素會使得出生率
普遍降低？ （１）家鄉人們

17. （

18. （

19. （

平均壽命提高 （２）居民從
外地移入 （３）養兒育女費
用提高 （４）衛生保健觀念
進步。
）下列哪一項因素不會使家鄉的
人口數產生變化？ （１）出
生 （２）移入 （３）死亡
（４）旅行。
）由於教育普及，近年來家鄉居
民的教育程度以哪一個階段畢
業的人數最多？ （１）自修
（２）國小 （３）國中 （
４）高中。
）某地區大學以上的人口比例逐
年提升，請問下列推論何者正
確？ （１）當地從事農業的
人口逐年增加 （２）當地的
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３）當
地人口素質逐年提升 （４）
當地的男性人口比例高於女性
。

１.此比例圖所占比例最大的是什麼
人口？
⑴（１）老年人口。
⑵（２）幼年人口。
⑶（３）青壯年人口。
２.此比例圖是依據哪一種人口組成
繪製而成？
⑴（１）年齡。
⑵（２）性別。
⑶（３）行業類別。
五、回答問題：(每個答案2分，共6分)
1. 生產技術的革新和農業的發展有什麼

關係？

三、填填看：(每個答案1分，共6分)
1. 明清時代來臺的漢人，主要來自中國

大陸的╴╴╴╴╴省和╴╴╴╴╴省
。
2. 臺北市北投區的╴╴╴╴╴，是臺灣
最早試種蓬萊米的地方。
3. 近幾年來死亡率持續下降，主要是因
為╴╴╴╴╴觀念普遍和╴╴╴╴╴
進步。
4. 隨著時代的變遷、教育普及，家鄉傳
統重男輕女的觀念，逐漸被現代╴╴
╴╴╴的觀念所取代。

2. 果農不斷發展新技術，成功的改良品

種提高品質，請舉出兩個成功的例子
。

六、活用題：(每題1分，共8分)
1. 請你根據下列的敘述，將答案的代號

填入（ ）中。
ㄅ.公共設施
ㄆ.勞動人口
ㄇ.交通擁擠
ㄈ.青壯年人口
在人口大量移入的家鄉，人口增
加，容易造成(
)不足、(
)等
問題，而影響生活品質。在人口大量
移出的家鄉，由於(
)減少，容易

四、看圖回答問題：(每個答案1分，共2分)
1. 下圖是彰化縣的人口結構比例圖，請

判斷下列的敘述，正確的請在□中打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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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不足，而影響家鄉的發展
。
2. 從居民從事的行業可以了解家鄉人口
的組成，想一想家鄉人口各有什麼發
展趨勢？請將正確答案的代號填入（
）中。
ㄅ.都市地區
ㄆ.鄉村地區
（ ）（１）人口逐年增加。
（ ）（２）人口逐年減少。
（ ）（３）多從事農、漁、牧業。
（ ）（４）多從事工業和服務業。
（ ）（５）家鄉經濟活動發展提高
。
（ ）（５）家鄉經濟活動發展緩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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