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將軍國民小學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
四年級社會科試題四年甲班 座號：__ 姓名：________
漸沒落甚至消失。

一、是非題：(2%，共40%)
1. （ ）陳小宇爸爸的工作是將裝箱的餅乾運送

15. （ ）曾經有許多的製鞋廠，後來因為缺乏製

到各個賣場及超市，所以陳爸爸的工作屬

作鞋子的原料，只好遷移到台灣以外的地

於服務業。

方設廠。

2. （ ）雞農把雞隻養大後，將雞隻運送到肉品

16. （ ）為了降低製鹽的生產成本，家鄉將鹽場

加工場處理，分類包裝後全部送到超級市

擴建成現代科學化晒鹽場，可以減少人力

場販賣，傳統市場已經無法購買到雞隻。

，增加鹽產量。

3. （ ）隨著養殖技術進步，漁民養殖魚蝦已經

17. （ ）臍帶血銀行是隨著醫學技術發展而興起

逐漸成為專門的行業。

的新產業。

4. （ ）現代化工業的發展，有助於提升居民的

18. （ ）近年來有些漁民將捕魚活動改為海釣、

生活品質，但是對農漁業產量卻沒有太大

賞鯨等觀光漁業，主要是因為勞動力不足

幫助。

。

5. （ ）早期家鄉居民的生活多能自給自足，需

19. （ ）現代教育在不同的階段(如高中 大學)，

要別人服務的地方較少。

有不同專長的老師授課。

6. （ ）配有冷凍設備的現代漁船，可以促進遠

20. （ ）現代化工廠大部分都利用自動化機械，

洋漁業的發展。

大量生產物品，提高產量。

7. （ ）工廠生產鋁箔包裝的奶茶飲料時，和農

二、選擇題：(2%，共40%)
1. （ ）阿財伯回憶早期漁業的發展過程，下列

業、工業有關。

敘述哪一項錯誤？ （１）漁民只能在近

8. （ ）行業分工精細，也使得各種人才不需要

海捕魚 （２）漁民利用漁網在海上捕魚

像從前那樣專業。
9. （ ）種植農作物及飼養禽畜是我們家鄉最早

（３）漁民將捕撈到的漁獲運到市場販售

發展的產業活動。

（４）漁民在海上經營賞鯨的觀光漁業

10. （ ）現代因為技術進步，農夫種植過程中的

2. （ ）請問近年來水稻的種苗如何產生？ （

育苗、整地、插秧、收割與晒榖等工作，

１）農夫自己在家裡培育 （２）由外國

已改由專業的人操作機器處理。

進口 （３）把稻子灑在田裡，種苗會自

11. （ ）有夠讚魚罐頭工廠從養魚、製成罐頭、

然長出來 （４）由專業育苗中心培育而

運送貨物到銷售等不同工作，全部由同一

成。
3. （ ）早期的農民會把收割後的稻穀放在稻埕

批人完成，這種做法比起產業分工方式更

中，利用陽光曝晒除去水分。而現代農民

有效率。
12. （ ）早期的生產活動，最主要是為了自己使

是利用哪一種機器達到同樣的效果？
（１）插秧機 （２）耕耘機 （３）烘

用，現代則是以販售賺錢為主。
13. （ ）產業分工愈細，產業和產業之間的關聯

穀機 （４）收割機。
4. （ ）劉先生是居住在澎湖縣將軍澳嶼上的居

愈疏遠。
14. （ ）產業如果沒有追求轉型或創新，容易逐

民，他最可能從事的職業是什麼？ （１
1

）林業 （２）漁業 （３）工業 （４

12. （ ）「農夫生產的稻穀送到碾米廠，去殼後

）科技業。

輾成白米，再包裝出售。」以上的過程中

5. （ ）下列有關魚苗的敘述，何者正確？ （

，最不需要與哪一個產業合作？ （１）

１）現在人工繁殖技術不成熟 （２）早

農業 （２）工業 （３）畜牧業 （４

期魚苗的價格便宜 （３）早期魚苗的供

）服務業。

應量不穩定 （４）現在魚苗的數量較少

13. （ ）現代工業可以為下列哪些產業提供協助

。

？ 甲、農業

6.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１）工業產品

乙、畜牧業

丙、漁業

丁、交通運輸業 （１）甲丙丁 （２）

製造需要許多機械設備 （２）工業產品

甲丙 （３）甲乙丁 （４）甲乙丙丁
14. （ ）生產技術進步，會帶來什麼結果？ （

製造比傳統手工業較少汙染問題 （３）
工業產品生產速度快、產量較大 （４）

１）成本提高 （２）產量減少 （３）

工業產品常以機器製造。

生產效率提高 （４）需要的人力更多。

7. （ ）對於早期教育與現代教育的比較何者正

15. （ ）如何使家鄉生活更富庶與繁榮？ （１

確？ （１）早期的學校稱為私塾 （２

）產業各自專業性操作並互相支援 （２

）現代教育不分年齡都在同一學校中受教

）產業自己研究獨家祕方 （３）產業間

育 （３）早期教育由不同專長的老師教

盡量少往來 （４）堅持自給自足。

授不同科目 （４）現代教育從幼稚園到

16. （ ）傳統鹽業創新研發各種美容新產品，這

大學僅由一位老師負責所有科目。

是家鄉產業面臨哪一種變化而採取的做

8. （ ）分工愈細，從事服務業的人愈多，下列

法？ （１）配合現代人觀念的轉變 （

行業何者不是服務業？ （１）教育 （

２）產業外移 （３）產業改變生產內容

２）食品加工 （３）交通 （４）網路

，創造新的發展方向 （４）現代社會的

資訊。

人不吃鹽。

9. （ ）小光今天中午吃了一個便當，菜色有炸

17. （ ）阿梅為了讓原本經營的農場有新的發展

雞排、炒空心菜、馬鈴薯沙拉和蛤蜊湯。

方向，下列哪一項是他可以嘗試的改變？

請問：這個便當需要哪些人的合作？ （

（１）開發鹽類的相關產品 （２）發展

１）養雞種菜的農夫 （２）捕撈蛤蠣的

成具有生態教學功能的休閒農場 （３）

漁夫 （３）製造便當盒的工廠 （４）

改為海釣的觀光漁業 （４）提供個人的

以上皆是。

理財服務。

10. （ ）下列有關服務業的敘述何者正確？ （

18. （ ）早期海岸附近居民的捕魚方式是什麼？

１）現代人生活大多能自給自足 （２）

（１）乘坐竹筏撈魚 （２）設置石滬捕

社會分工愈細，服務業愈不發達 （３）

魚 （３）乘坐小船撈魚 （４）以上皆

服務業需要專業的能力 （４）服務業與

是。
19. （ ）現代的農業生產活動逐漸強調有機栽培

其他行業沒什麼關係。
11. （ ）當我們在家中吃著可口的鮪魚罐頭時，

，為什麼會有這種轉變呢？ （１）現代

要感謝哪一種行業的人？ （１）漁夫

人注重健康飲食 （２）政府強迫農民栽

（２）運送鮪魚罐頭的司機 （３）販賣

種 （３）法律的規定 （４）為了降低

鮪魚罐頭的商人 （４）以上皆是。

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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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關於產業改變的描述，下列哪一項不可

2.

能發生在我們的家鄉？ （１）愈來愈多

牛奶。請問：這些東西需要靠哪些產業合作，

的成衣工廠搬回家鄉設廠 （２）有些傳

才可以出現在早餐店，請舉出兩項。(2%)

統漁業改為賞鯨的觀光漁業 （３）有些
農業改採自然、無毒的耕種方式 （４）
有些牧場發展成具有生態教學功能。
三、勾選題：請在□內打ˇ。

(1%，共10%)

1. 下列哪些行業屬於服務業？
□（１）果農。
□（２）伐木工人。
□（３）生鮮超市的店員。
□（４）漁夫。
□（５）交通警察。
□（６）速食店店員。
2. 現代人注重休閒活動，有機休閒農場可以利用
哪些方式吸引民眾參觀？
□(１)提供專業解說員服務。
□(２)研發其他相關產品販售。
□(３)噴農藥減少病蟲害，遊客免受蚊蟲叮咬。
□(４)增加休閒、遊樂設施。
四、活用題：(1%，共6%)
1. 下列這些活動各屬於哪一種產業？請將正確答
案的代號填入（ ）中。
A.農業

B.畜牧業

C.漁業

（ ）（１）養雞、養鴨。
（ ）（２）種茶樹、採茶。
（ ）（３）養牛，生產新鮮牛奶。
（ ）（４）到遠洋捕魚。
（ ）（５）種果樹、向日葵。
（ ）（６）種水稻、甘蔗。
五、回答問題：(共4%)
1.

鈞鈞在早餐店買了鮪魚蛋三明治、玉米濃湯、

回想一下，每天從家裡出發到學校上課，一直
到放學回家，中間這一段時間，你曾經接受哪
些服務業的服務？請寫出兩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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