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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東 縣 關 山 鎮 關 山 國 民 小 學 1 0 5 學 年 度 上 學 期 期 中 評 量 試 題 

科目：社會科      版本：康軒   評量範圍：第一~第三單元     命題者：黃美蓉老師         

四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是非題：(每個答案 1分，共 14分) 

（  ）1. 傳統堆肥就是有機肥料，可以讓土地生生不息 

（  ）2. 依照漢人傳統的「左大右小」觀念，小芳的二

叔叔應該住在三合院中的右護龍，而三叔叔住

在左護龍。 

（  ）3. 聚集居住的居住型態常見於水稻農業地區。 

（  ）4. 池塘和水圳從過去到現在，功能都沒有改變。 

（  ）5. 東東的家以種茶、製作茶葉維生，他們的居住

地最有可能是在丘陵地區。 

（  ）6. 以前老街都是純做生意買賣的商店街，跟住宅

區是分開的。 

（  ）7. 氣溫、雨量的變化，不會影響家鄉居民的生活。 

（  ）8. 先民建造居住的房屋時，多使用由外國進口的

材料。 

（  ）9. 如果想要認識原住民族的傳統住屋、服裝及器

具等，可以拜訪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  ）10. 連日大雨，過多的雨量容易在海邊引起土石流，

影響居民生命及財產。 

（  ）11. 不論過去或現在，農家所補充農作物養分的肥

料都一樣。 

（  ）12. 大量使用化學肥料可以迅速提高農作物的產量，

真是方便而且沒有壞處。 

（  ）13. 土地公又叫福德正神，是掌管作物收成的守護

神，與居民的關係十分密切。 

（  ）14. 以前的池塘就是提供民眾休閒及釣魚的場所。 

 

二、選擇題：(每個答案 1分，共 21分) 

（  ）1. 在臺灣，有些原住民族會將房屋建得比較低矮，

採取這種建築做法的可能原因是什麼？ ○１為

了躲避強風 ○２節省建材的花費 ○３符合流行

趨勢 ○４方便通風、排水。 

（  ）2. 下列哪一項不是農民選擇使用化學肥料的原因？ 

○１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２可以快速補充農作

物需要的養分 ○３購買容易不需自行製造 ○４

使用非常方便。 

（  ）3. 堆肥場通常是位於三合院的哪個地方？ ○１正

身 ○２稻埕中央 ○３廚房裡面 ○４外側。 

（  ）4. 下列哪些因素是影響臺灣早期原住民族在興建

住屋時呈現多樣化形式的原因？（甲）地形（乙）

宗教（丙）法律（丁）氣候 ○１甲乙丙 ○２乙

丙丁 ○３甲丁 ○４丙丁。 

（  ）5. 關於老街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１通常在

貨物進出頻繁的地方 ○２由早期的商店街形成 

○３店鋪通常在道路兩旁 ○４通常在人潮不易聚

集的地方。 

（  ）6. 有關老街店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１位

在道路兩旁 ○２禁止設騎樓 ○３店面不可面向

街道 ○４較少商品買賣活動。 

（  ）7. 早期漢人先民蓋房子會用什麼材料？ ○１竹子 

○２木頭 ○３土石 ○４以上皆是。 

 

（  ）8. 下列哪一項是傳統農業所使用的農具？ ○１犁 

○２耕耘機 ○３收割機 ○４插秧機。 

（  ）9. 對於家鄉著名的老街建築，應該怎樣的規畫較

為合適？ ○１儘早拆掉，重建新的商店街 ○２

全部改建為商業大樓 ○３保留建築物的風貌，

成為家鄉的觀光文化資產 ○４不去管它任其荒

廢。 

（  ）10. 都市的特色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１交通便利 

○２人口很多○３環境吵雜○４隨處可見平房農田。 

（  ）11. 現代農民大多使用什麼來補充農田的養分？ 

○１堆肥 ○２稻草 ○３有機肥料○４化學肥料。 

（  ）12. 關於台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１地勢稍

高且中央廣闊平坦，四周以陡坡和低地相接 

○２地面起伏不平 ○３四周高中間低平 ○４平坦

廣闊且地勢低。 

（  ）13. 下列何者是使用化學肥料的好處？ ○１使用方

便快速 ○２使土地生生不息 ○３農田可以無限

次耕作 ○４不會汙染環境。 

（  ）14. 許多老街經過不斷改建更新，成為現代居民的

什麼場所？ ○１停車的地方 ○２祭拜祖先的地

方 ○３受教育的地方 ○４休閒購物的商店街。 

（  ）15. 池塘、水圳傳統功能消失的原因是什麼？ ○１

農業快速發展 ○２現代人已經不需要種植農作

物 ○３現代農民抽取地下水來灌溉 ○４從事農

業的人口增加。 

（  ）16. 保存或再造家鄉的老街，對當地居民有何影響？ 

○１保存了家鄉重要的文化資產 ○２吸引遊客前

來參觀 ○３可以從老街的歷史了解家鄉開發的

過程 ○４以上皆是。 

（  ）17. 從早期到現代，家鄉居民的人際關係隨著農事

的變遷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１沒有產生任

何變化 ○２關係從疏離變得密切 ○３關係從密

切變得疏離 ○４人際關係與農事變遷無關。 

（  ）18. 如果三合院發生火災時，哪一個地方可以馬上

提供水源，用來救火？ ○１廚房 ○２稻埕 ○３

水池 ○４儲物間。 

（  ）19. 早期的農民利用禽畜的糞尿、枯枝落葉等來製

作堆肥，對於環境有什麼影響？ ○１能讓廢棄

物回歸大地○２使家鄉環境髒亂混亂 ○３造成土

壤酸化土質改變○４產生化學惡臭使空氣汙染。 

（  ）20. 關於臺北的地形特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１多屬地勢高聳的山地 ○２地面起伏不平的丘

陵 ○３平坦的平原○４四周高中間低平的盆地。 

（  ）21. 蕭伯伯用傳統方法製作肥料，他先把田裡的稻

草收集在一起後，他需要使用哪一種方法來處

理稻草，稻草才能成為堆肥？ ○１泡水○２切碎 

○３冰凍 ○４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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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填填看：(每個答案 2分，共 10分) 

 

1. 正身加兩邊護龍所組成的（          ），最能代表

早期傳統農村社會的住宅特色。 

2. 原住民族的傳統住屋之所以發展出多樣化的建築形式

與風格，是為了方便取得材料，以及配合（      ）

和（         ）等環境特色。 

3. 農民休耕期間種植（       ）、（        ），以提

高土地的肥沃度，是一種取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的施

肥方式。 

 

四、連連看：(每個答案 1分，共 20分) 

 

1. 請將下列地形和特徵，畫線連起來。 

 

(1)丘陵 ●   ●甲、地勢高聳 

 

(2)山地 ●   ●乙、地面起伏不平 

 

(3)平原 ●   ●丙、四周高中間低 

 

(4)盆地 ●   ●丁、遼闊平坦 
 

 

2. 下列是居住型態的相關描述，請把相關的部分用直線連

起來。 

(1)平原地區水稻農業● 

 

(2)平原地區旱作農業●   ●甲、集中居住 

 

(3)丘陵、山地地區 ● 

 

(4)海岸地區    ●   ●乙、分散居住 

 

(5)都市地區    ● 
 

 

3. 請分辨下列農具哪些屬於傳統農具？哪些屬於現代農

具？請將相關的連接起來。 

 

 

(1)鋤頭 ●    

 

(2)插秧機●   ●甲、傳統農具 

 

(3)秧盆 ●   ●乙、現代農具 

 

(4)收割機● 

 

4. 下列描述分別是屬於哪一種肥料的特點？ 

(1)使用方便   ● 

 

(2)天然有機肥料 ●   ●甲、化學肥料 

 

(3)可避免環境汙染●   ●乙、傳統堆肥 

 

(4)會使土壤酸化、● 

結硬塊 
 

5. 因應地形限制，下列地區最有可能種植或從事的產業為

何？ 

(1)海岸地區●   ●甲、茶樹 

 

(2)丘陵地區●   ●乙、水稻 

 

(3)平原地區●   ●丙、養殖 
 

五、看圖回答問題：(每個答案 1分，共 5分) 

 

1. 下列是基隆、高雄各月平均雨量圖，請把正確的代號填

入適當的括弧中。 

甲、基隆  乙、高雄 

 

○１一年四季都是多雨氣候的是(           )。 

○２夏季多雨，冬季少雨的是(           )。 

 

2. 請觀察下圖並依據各題指示回答問題。請把正確的代號

填入適當的括弧中。 

 

 
○１上圖是一種農具，你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人們在從事農

事時所使用？ 

甲、早期的先民 乙、現代的農民 

答：(     ) 

○２請寫出這種農具的名稱？甲、舀水灌溉盆 乙、秧盆 

答：(     ) 

○３請問這種農具的功用是什麼？ 

甲、舀水灌溉 

乙、收納鐮刀 

丙、放置秧苗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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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勾選題：(每個答案 1分，共 30分) 

 

1. 池塘和水圳的傳統功能有哪些？請在□中打ˇ。 

□○１排放汙水。 

□○２灌溉。 

□○３遊憩。 

□○４蓄積雨水。 

□○５洗東西。 

□○６大眾游泳池。 

 

 

2. 現代農民使用化學肥料，對環境有哪些影響？正確的請

在□中打ˇ。 

□○１會汙染環境。 

□○２使土地生生不息。 

□○３使得可做堆肥的枯枝落葉變成廢棄物。 

□○４長期使用，使土壤受到不良影響。 

 

 

3. 下列哪些是傳統老街的特色？請在敘述正確的□中打

ˇ。 

□○１店鋪兼具住宅的功能。 

□○２店鋪後面的空間是堆放穀物的地方。 

□○３騎樓可供行人遮風避雨。 

□○４位在人潮較多的地方。 

□○５各地老街的建築風格都一樣。 

 

4. 早期的家鄉先民，選擇生活的地方時會考慮哪些條件？

請在敘述正確的□中打ˇ。 

□○１氣候良好。 

□○２取水方便。 

□○３公共建設多。 

□○４醫療設施多。 

□○５地形平坦、開墾容易。 

 

 

5. 美蓉老師的叔叔在南部種水稻，你認為她叔叔可能會使

用什麼機械來提高工作效率？請在□中打ˇ。 

□○１耕耘機 

□○２插秧機 

□○３牛車 

□○４收割機 

□○５鋤頭 

 

 

6. 下列有關早期漢人先民建築材料，請在正確的□中打ˇ。 

□○１竹子 

□○２水泥 

□○３土石 

□○４磚瓦 

□○５鋼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