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將軍國民小學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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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
1. （ ）魯夫在鳳梨罐頭加工廠裡工作，他從
事的行業是屬於第一級產業。
2. （ ）透過三級產業共同合作，我們才能順
利的在書局中買到需要的書籍。
3. （ ）傳統布袋戲利用在路旁搭戲棚的演出
方式，使逐漸沒落的布袋戲，有了全
新的發展。
4. （ ）《消費者保護法》制定的主要目的是
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5. （ ）購物時索取統一發票，可以避免商家
逃漏稅以及消費者的權益。
6. （ ）盛產的水果，產量大，價格較低，消
費時選擇這些水果對我們最有利。
7. （ ）從事消費行為遇到不合理的情況時，
可以求助政府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8. （ ）雖然我們目前還是學生，沒有能力賺
錢，所以無法儲蓄。
9. （ ）喬巴想要擴大公司的營運規模，向銀
行貸款是他可以考慮的方法。
10. （ ）只要是有信用的個人和企業，都可以
向金融機構借錢。
11. （ ）儲蓄可以幫助社會，帶動經濟發展。
12. （ ）消費者是付錢購物的人，對社會經濟
發展貢獻最多，是最重要的人，其餘
生產者或投資者都不重要。
13. （ ）電子公司如果缺乏資金，它可以透過
發行公司股票來募集款項。
14. （ ）投資的方式包括開設公司、工廠以及
購買股票等。
15. （ ）幫助別人的捐獻行為，應該要注意自
己的經濟能力，量力而為。
16. （ ）香吉士購買電子公司的股票，也等於
是間接的參與電子公司的經營。
17. （ ）我們應該多方比較投資訊息，以降低
投資的風險。
18. （ ）娜美是工廠裡的一位女工，她的身分
是生產者，不可能再成為消費者或投
資者。
19. （ ）不可以依照電話或簡訊所提供的電話
號碼直接撥打出去，以免打到高額付
費電話。
20. （ ）「資源再生利用」是一項很專業的事
，身為 消費者的我們，是沒有辦法
做到的。
二、選擇題：(每題2分，共40分)
1. （ ）騙人布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生病
過世了，所以騙人布從小就立志要當
個向病魔挑戰的醫生。騙人布從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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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工作的主要目的為何？（１）實現
自己的理想（２）救活自己的母親
（３）賺大錢（４）打發空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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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工作與生活的關係，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甲）工作報酬可以用來支
付生活開銷（乙）工作有時也能使人
獲得成就感（丙）我們可以在工作中
展現自己的能力（丁）要努力工作，
也要注意安全。（１）甲丙（２）乙
丁（３）甲乙丙（４）甲乙丙丁。
）花蓮縣七星潭的廢棄柴魚工廠，轉型
成為柴魚博物館，吸引不少遊客到此
一遊。請問：這是何種類型的創新？
（１）第一級轉型為第二級產業
（２）第二級轉型為第三級產業
（３）第三級轉型為第一級產業
（４）第一級轉型為第三級產業。
）下列何者屬於工作創新的例子？
（１）農夫以勞力取代機械耕種
（２）糕餅店老闆增設網路訂購服務
（３）曉華將積蓄捐助給慈善團體
（４）怡秀是美髮學徒，利用晚上進
修
）魔力雅專門幫人維修電器類用品。請
問：下列何者是他提升報酬的正確方
法？（１）跟有經驗的師傅學習，提
升自己能力（２）考取維修人員的職
業證照（３）到職業學校進修，學習
新的技術（４）以上皆是。
）沈佳宜是國小老師，她利用假日回鄉
下老家，幫種水果的父親把水果運到
市場上賣。請問：佳宜是屬於第幾級
產業的工作者？（１）第一級（２）
第二級（３）第三級（４）第四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１）薪水多的
人，對社會貢獻較多（２）醫生比建
築工人重要（３）只要是正當的工作
，都要給予尊重（４）各行各業互不
相干，無法配合。
）陳媽媽選購衣服時，會考慮價格、質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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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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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衣服買越多越好。
）下列何種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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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更換成最新款
的手機（３）看不同頻道的電視臺
（４）烹調不同口味的食物來享用。
）購買商品時要注意哪些地方？（１）
有效期限（２）製造日期（３）主
要成分（４）以上皆是。
）在下列何種情況下，消費者要求商家
退換貨，是受到法律合理的保障？
（１）食物購買後，放置超過有效期
限（２）穿過的衣服但不再喜歡（３
）商品標示與商品內容不符（４）摔
壞自己的全新玩具。
）下列哪一項是合理的消費行為？
（１）名牌手錶限量推出，應立即訂
購以免買不到（２）同款mp3在不
同的兩家店有不同的價格，我應該選
擇價格較便宜的那一家，並索取保證
書（３）超商推出鮮奶買十瓶送一瓶
的活動，雖然喝不完但還是先買再說
（４）大賣場的水餃在特價，雖然標
示不清，但還是可以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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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哥哥想投資咖啡廳，他應該怎麼做，
才能降低風險？ （１）事先調查消
費者的喜好（２）一次多開幾家連
鎖店３）向銀行大量借款（４）不
管那麼多，開了再說。
）關於「儲蓄」和「投資」的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１）以理財來說，
儲蓄叫消極、投資較積極（２）以利
潤來說，儲蓄一定較多，投資較少
（３）以風險來說，儲蓄較高，投資
較低（４）以上皆是。
）張爺爺已經八十多歲了，但他沒有子
女可以依靠，所以可能會被安置在下
列哪一個公益團體？ （１）育幼院
（２）仁愛之家 （３）單親兒童中
途之家 （４）流浪動物之家。
）有些企業出錢成立文教基金會，並且
為偏遠地區的學生舉辦免費的參觀活
動。這種行為符合下列何種精神？
（１）消費者量入為出 （２）生產
者創新研發 （３）投資者回饋社會
（４）食用者斤斤計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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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１）消費者
保護委員會服務專線是１９５０
（２）股份公司用來表示股份的
證券是統一發票 （３）購買商品不
用選購有合格標誌的產品 （４）在
工作中可以獲得報酬，但無法獲得成
就感。
20. （ ）下列何者扮演的角色和他們所從事的
經濟活動是不相符的？ （１）工廠
女工—生產者 （２）買股票—生產
者 （３）逛街購物—消費者
（４）開立公司—投資者。
三、勾選題：(每題2分，共10分)
1. 下列何者是可以在工作中獲得成就的做法？
正確的請在□中打ˇ。
□（１）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
□（２）累積工作經驗和人脈。
□（３）遇到困難馬上推卸責任。
□（４）利用閒暇學習電腦，不斷進修。
□（５）選擇自己所擅長的工作。
四、活用題：(每題2分，共10分)
在消費的過程中，哪些是保障自己消費權
益的正確方式呢？請填寫正確的代號，答
案不可重複。
ㄅ、要求商家退換貨。
ㄆ、撥打消費者服務專線投訴。
ㄇ、仔細觀察商品標示。
ㄈ、貨比三家，多加比較。
ㄉ、向商家索取統一發票、保證書。
（１）購買商品之前：＿＿＿＿＿＿＿＿
（２）購買商品時(付款時)：＿＿＿＿＿
（３）購買到有瑕疵的商品或產生消費糾紛：
＿＿＿＿＿＿＿＿
學生得分排距人數表
100 分：
人
90~99 分：
人
80~89 分：
人
70~79 分：
人
60~69 分：
人
60 分以下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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