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望安鄉將軍國民小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定期評量
六年級社會領域試題
座號： 姓名：
一、是非題：每格 2 分、共 2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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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獲利愈多，人們提供資金與購買股票的意願會愈低。
使用核能發電產生的廢氣較火力發電多。
由於社會變遷，雜貨店、小吃店等不合時宜的臺灣在地商店應全部淘汰。
現在行業分工細膩，如人們中秋節烤肉的各項用品多結合各行各業製造而成。
人們投入資金、勞力、原料與設備等，以進行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的生產活動。
把消費剩餘的錢用於投資股票較有機會賺取更多財富，且風險較存在金融機構低。
工業革命發生後，以蒸汽為動力來源的紡織機器大量取代勞力，生產速度大幅下降。
生活中除了食衣住行的基本消費外，許多人為提升生活品質，也會進行看展覽、參與音
樂會等消費活動。
)9. 一地只要原本的投資條件良好，即使發生天災人禍，也不會影響企業到當地進行投資的
意願。
)10. 3D 列印技術能即時列印出新模型，是傳統工業運用原有優勢，結合新的科學技術，突破
現狀的做法。
)11. 資訊產品結合雲端科技可以儲存大量資料，人們學習的便利性增加，是資訊科技帶來的
好處。
)12. 養殖漁業透過品種改良，使魚體型長得更大，是運用生物科技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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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題：每格
2 分、共 3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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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哪一個是超商與銀行合作，對人們產生的主要影響？（ 銀行提供人們更優惠的存
款利率 超商提供人們更便利的金融服務 人們可以在超商購買到更多種類的商品
人們在超商購物可以不用付錢）
阿布拉是成衣工廠的機械操作員，她所從事的工作在衣服的生產流程中，屬於下列哪一
種生產活動？（ 提供原料 生產製造 運輸配送 銷售）
吳寶春先生透過下列哪一種方式與其他產業結合，以提升麵包店的競爭力？（ 出國比
賽得到冠軍 到日本進修 和果農合作在麵包裡加入水果 擴展麵包店的規模）
。
唯一想以最少的時間往返臺北－高雄兩地，選擇下列哪一種交通系統較適合？（ 航空
系統 空車系統 海運系統 捷運系統）
下列哪個是服務業競爭愈來愈激烈的主要原因？（ 消費者需求少 服務業屬於傳統產
業 外國公司加入服務業市場 國內從業人員少）
下列哪一個是隨著所得增加及生活方式改變，民眾為提升生活品質所從事的消費活動？
（ 購買早餐 搭公車上班 挑選禦寒外套 到國外旅遊）
下列哪一種方式較有助於傳統農業轉型發展？（ 以有機方式栽種作物 使用 3D 列印技
術製造出稻米 在農地興建高科技工廠 在農田旁設立便利商店）
你好棒公司最近研發出「100％無毒有機棉嬰兒衣服」
，是以下列哪一種方式取得競爭優
勢的方式？（ 提升產品品質 降低售價吸引消費者 擴大生產規模 降低原料成本）
對於入侵人體的細菌，下列哪一種治療方式是運用醫學生物科技的做法？（ 進行針灸
進行細菌改良 使用抗生素 照 X 光殺死細菌）
下列哪一個不是資訊科技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學習效率提高 兒童視力不良
網絡成癮 資訊產品污染環境）
將軍企業需要一筆擴增生產設備的資金，怎麼做較適當？（ 自行印製鈔票 向金融機
構貸款 扣留員工薪資 調降產品售價）
在科學家提出許多新觀點以前，下列哪一個較可能是早期人們對地球與宇宙的看法？（
地球因宇宙爆炸而誕生 地球位於宇宙的範圍之外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地球繞著宇宙
轉動）
1

)13. 「真真紡織廠原本固定生產一件標價 100 元的一般衣服，改變經營方式後，也生產一件
標價 900 元的抗菌衣。」依上文判斷，這種改變是利用哪種方式促使產業升級？（ 導
向休閒觀光 建立國際品牌 發展高產值產品 降低原料成本）
)14. 下列各人的消費行為相比，哪一個人是聰明的消費者？（ 百易常受廣告吸引，購買許
多重複的商品 亞茵買東西前會先列出清單，再依清單購買商品 奕宇在進行網路交易
時，詳細填寫個人資料 祥昱刷卡後隨手丟棄信用卡簽單，從不保留）
)15. 西元 1900 年至 2010 年全球出生嬰兒預期平均壽命呈現逐漸延長的趨勢，主要原因是下
列哪一個？（ 人們的財產增加 各種藥物陸續發明 世界各地發生戰爭的次數減少
全球氣候變得更適合人們居住）
)16. 下列哪一個不是科學家進行研究對人們的影響？（ 幫助人們了解大自然的規律 促使
人們追求真理 增長人們的知識 「人是由猿猴演變而來」的想法被改變）
)17. 好高貴百貨公司推出週年慶消費滿 2000 元送 200 元的活動，雅琪最近多次前往購物，
她是受到商人採取的哪一種行銷手法所吸引？（ 提供價格的折扣 強調商品的品牌
提供舒適的購物環境 強調購物取貨的便利性）
)18. 為使自己不被變遷的社會淘汰，下列哪一種做法較適當？（ 同時做好幾份工作 工作
時找機會偷懶 持續培養新技能 悲觀面對工作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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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用題：共 22 分
阿鄉班上正在舉辦慶生會，大家開心的分享各自準備的餐飲。下列分別是他們對這些餐飲來
源的敘述，依內容判斷，這些餐飲各是由哪一種商店所販售？將代號填入( )裡：（共 5 分）

1.

ㄅ.24 小時便利超商 ㄆ.本地傳統雜貨店
( )1.菁菁：「因為夏天太熱了，我到有冷氣的商店買果凍。」
( )2.珏珏：「比較容易讓我買到包裝不明或是散裝的零食。」
( )3.芳芳：「這幾包餅乾是我請爸爸凌晨下班時，在回家途中幫我買的。」
( )4.伶伶：「媽媽在商店的提款機領錢後，幫我買了這些餅乾。」
( )5.芝芝：「我買這些糖果的商店，擺設比較不整齊，找東西困難。」

右圖是小伶的媽媽每天固定到證券交易所
觀看股票交易的情形，她也常和家人分享買
賣股票投資理財的心得。下列是她告訴小伶
關於股票，對的請打ˇ。（共 4 分）

2.

(
(
(
(

)1.股票是公司為了證明投資人的投資金
額，所發給的有價證券。
)2.價格波動大是股票市場的特徵之一，
買賣股票的風險也相對定存高。
)3.投資股市一定能賺錢。
)4.將所有存款都用來購買股票是最聰明
的理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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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緯原本在外地工作，最近返鄉和父親一
起捕魚，右圖是他們工作的情形。阿緯發
現其他漁船常滿載而歸，為了提高漁獲
量，突破目前經營不善的困境，他正努力
思考傳統漁業轉型的問題。下列是他規畫
的做法，哪些較適當？在( )裡打ˇ：
（共
4 分）
(
(
(
(

4. 右表是阿臻這個月的收支資料，依表回答問
題，敘述正確的在□裡打ˇ：（共 5 分）
(1)哪項是阿臻主要的收入來源?（1 分）
□ㄅ.工作所得。□ㄆ.交通罰款。
(2)阿臻利用哪種方式增加收入？（1 分）
□ㄅ.租屋。□ㄆ.投稿。
(3)阿臻這個月刷卡的金額全都用以購買一雙
限量版球鞋，較可能是受商人的哪一種宣
傳手法吸引？（1 分）
□ㄅ.塑造炫耀性商品，帶動流行。
□ㄆ.標榜物美價廉，精美耐用。
(4)又阿臻想將部分收入以風險較低的方式進
行理財，採取哪些方式較適合？（2 分）
□ㄅ.投資股票。 □ㄆ.存在郵局。
□ㄇ.存在農會。 □ㄈ.購買房地產。

5.

)1.購買威力強大的炸藥，進行大規模
炸魚以增加漁獲。
)2.結合科技，預測魚群可能的移動路
線以追蹤捕撈。
)3.落實漁獲的品質篩選，取得產品認
證，行銷國際市場。
)4.結合家鄉的自然或人文特色，發展
漁家生活體驗休閒旅遊以吸引觀光
客。

項目
薪水
交通罰單
衣服
唱歌
稿費
信用卡帳單
伙食費
房屋租金
總計

收入
35000

支出
500
2500
900

700

35700

5000
6500
15000
30400

政府為了提升國內經濟發展，舉辦了一場「全臺產業發展研討會」
，會中有許多專家和學者參
與。在討論到有關臺灣產業如何因應發展困境的議題時，大家紛紛提出自己的意見，下列是
其中幾位所提出來的做法，分別屬於哪一種產業的因應方式？將代號填入( )裡：（共 4 分）
ㄅ.傳統工業的突破
(
(
(
(

ㄆ.服務業的擴展

ㄇ.科技產業的創新

ㄈ.傳統農漁業的轉型

)1.結合茶產業與客家擂茶文化，發展休閒觀光。
)2.貼近顧客想法，提供為客戶量身設計的精緻服務。
)3.和科技研發單位合作，研發高技術與高價值產品。
)4.透過石化企業生產出功能性的紡織品，提高產品產值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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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答題：共 18 分
1. 閱讀文章後回答問題：
他是全球最年輕的億萬富翁，同時也是最
積極從事慈善事業的美國富豪之一，他雖然是
一位年紀很輕的年輕人，但是他的個人財富，
超過華人首富李嘉誠，在全球頂級億萬富豪榜
前 20 強中他是年紀最小，僅 31 歲，他就是
美國 facebook 的創始人，馬克‧祖克柏。
馬克‧祖克柏，2004 年創業至今帶領著
facebook，一路高歌，目前 facebook 市值
超過 2300 億美元，個人財富有 334 億美金，
但他平日卻開著一輛 16,000 美金的本田飛
度。美國很多家庭都不止一輛車來代步，當然
祖克柏也一樣，他有一台大眾 Golf，在美國售價 18,000 美金左右，當然他還有第 3 台車，就是售
價僅 3 萬多美金的國民房車，很多人都想不通，一個年輕人，超級有錢，難道就開這樣的車而已？
是的，了解祖克柏的人都知道，他認為車子只是一種代步工具，只是可以帶他到更遠的地方，如此
而已，所以沒有必要用到那麼的奢華、花費那麼多的金錢在上面。
其實除了沒有豪宅或是名車，祖克柏平時也總喜歡穿同一件衣服，就是那件灰色短袖 T 恤，
這件 T 恤他在出席很多重要的場合時都穿過。因為他認為與其花時間在思索衣著，不如把時間拿
好好運用在該做的事情上面會更有意義，他不想浪費時間思考生活瑣事，所以衣櫃裡面有很多一模
一樣灰色的衣服讓他可換穿，然而這樣的灰色也成了他的招牌，這就是馬克‧祖克柏。
他和太太普莉希拉． 陳（Priscilla Chan）
，1985 年生，美籍華裔人，他們兩人早期住在租來
的一間只有一室一廳的小公寓裡，兩人相戀了 9 年，終於在 2015 年 2 月結婚，平時陳出行非常低
調，沒有保鏢、沒有隨從，也沒緋聞，相較平時新聞報導的那一些明星、名流就知道差別在哪裡了，
這一對伉儷的行為實在難得呀！。
根據 2015 富比世全球富豪榜前 20 強，馬克·祖克柏以 334 億美元的身價排名 16 位，第 17
位是華人首富李嘉誠 333 億美元，李嘉誠 87 歲，比馬克·祖克柏大 56 歲。然而 334 億美元的身
價折合新台幣 1 兆多，祖克柏認為這並非他自己獨享的，所以他開始做許多回饋社會的事情：
在 2012 年，28 歲的祖克柏為慈善事業捐贈了 4 億 988 萬美元的 facebook 股票。這些股票
全都在 2013 年 12 月份捐給矽谷社區基金會(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用於教育
和健康專案，共 1,800 萬股。 而在「慈善記事社」在 2013 年 1 月 1 日公佈的 2012 年中全美國
的 15 筆巨額慈善捐款中（共計 51 億美元），祖克柏格的捐款僅次於排名第一的沃倫． 巴菲特，
其中更有一筆在 2013 年 9 月 23 日，馬克‧祖克柏捐贈 1 億美元，贊助新澤西州紐華克市修繕學校，
這次捐贈創下美國青年人慈善捐款紀錄，一次捐贈 1 億美元什麼概念？ 美國本土藍寶堅尼
Aventador 的標價為 387,000 美元，可以買 258 輛！ 如果一年換一輛可以開幾輩子？在 2014 年
2 月 10 日，馬克·祖克柏及其華裔妻子普莉希拉． 陳登上美國《慈善紀事報》2013 年年度慈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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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榜榜首。
歷來全球最年輕的自行創業億萬富豪，沒有豪宅也沒有名車的馬克‧祖克柏，他曾說的一句話，
感覺是豪言壯語，但卻很真誠：「成功不能靠一時的靈感或才華，而是需要一年又一年的實踐和努
力。」
(1)文章中 facebook 的創辦人祖克柏是為年輕有為的富豪，文章中有提到幾點是與我們一般對富豪
的奢華生活的印象不一樣的地方是？（至少寫出 3 點，6 分）

(2)祖克柏寧願花大筆的錢在捐款慈善機構、辦學或醫療上，是回饋社會的表現，實在令人感動，
也很值得我們學習，但是更令人感動的是他說那句謙虛而真誠的話（如文章所寫），能否請你依照
文章的提示所猜測為何祖克柏這句話背後的意義呢？（35 字以上，共 6 分）

2. 智慧型行動裝置（手機、平板等 3C 產品）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方便，不過卻同時也為我們人
體帶來了危害，現在請你寫下有哪些危害？（至少寫出 3 點，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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