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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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南一          評量範圍：第 1~第 2 單元   命題者：趙典薇老師 

   六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是非題(9分)  

(  )1. 日治時代的林爺爺和日本同事的職位一樣，但

是薪水卻比對方少，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實施不平等

的殖民統治方式。 

(  )2. 仿冒世界知名品牌的產品，可為國內產業節省

許多研發的時間和人力，可作為未來產業發展的方

向之一。是目前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 

(  )3. 監察院的職責是審理訴訟案件，監督政府施

政。 

(  )4. 臺灣的重工業，如煉鋼、造船、石油化學等，

是在十大建設時期打下了穩固的基礎。 

(  )5. 日治時代末期推動皇民化政策，採取懷柔政策，

視台灣人如日本人一般友善對待臺灣人民，使臺灣

人民都很樂於接受統治。 

(  )6. 臺灣從清代便陸續興建鐵路，到了民國六十年

代，十大建設完成了環島鐵路網，之後臺灣民眾可

搭乘火車環島一圈。 

(  )7. 戰後，因為人民生活困苦、語言與文化的差異，

臺灣民眾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治理，相當排斥不歡

迎，因此爆發西來庵事件和霧社事件等武力抗爭事

件。 

(  )8. 美國提供的適時援助，是戰後臺灣經濟得以復

甦的重要因素之一。 

(  )9. 臺灣在日治時代的學校教育只教導日本文化，

非常排斥西方文化。 

二、 選擇題(24分) 

（  ）1. 現在外國人來台旅遊，請問若要從基隆到高雄，

不能利用哪一種交通建設？ ○１中山高速公路 

○２台灣高鐵 ○３北迴鐵路 ○４西部縱貫鐵路。 

（  ）2. 臺灣導演魏德聖拍攝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描寫

的是日治時代賽德克族原住民在莫那魯道帶領

下，發起的武裝抗日行動，這個事件在歷史上

被稱為什麼？ ○１甲午戰爭 ○２苗栗事件 ○３

西來庵事件 ○４霧社事件。 

（  ）3. 公共電視臺曾經以日治時代的一位臺灣人物為

主題，拍攝了一部歌謠風華電視劇，講述的是

當時臺灣流行歌曲的發展。 主角可說是「臺灣

歌謠之父」，由他作曲的四季紅、月夜愁、望春

風、雨夜花人人傳唱。請問這位主角是誰？ ○１

蔣渭水 ○２鄧雨賢 ○３周杰倫 ○４李宗盛。 

（  ）4. 民國三十五年時，麵粉一斤１２元、花生油一

斤２８元；民國三十六年時，麵粉一斤變成７

４.５元、花生油一斤變成１２６元，短短一年，

民眾想買同樣的東西卻要花４～６倍的價格才

能買到。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呈

現什麼狀況？ ○１物資充足，經濟繁榮 ○２物

資缺乏，外來品充斥 ○３百業蕭條，失業嚴重 

○４物價飛漲，經濟出現問題。 

（  ）5. 民國９２年臺灣遭受ＳＡＲＳ侵襲引起民眾恐

慌，民國１０４年有新ＳＡＲＳ之稱的ＭＥＲ

Ｓ再度引起全球注意，在新型疾病的威脅下，

我國的中央政府組織應加強監測，嚴密追蹤疫

情發展。請問這是哪一個中央政府組織所負責

的職權？ ○１ 監察院 ○２ 行政院 ○３ 立法院 

○４司法院。 

（  ）6. 曉軒發現奶奶在小時候接受日本初等教育，當

時的教育制度哪一項錯誤。○１有算數、國語、

博物、體操等和現在的科目很相似 ○２日本人

就讀小學校 ○３台灣學生的教育機會與升學管

道受到限制，因此沒有海外留學的機會 ○４臺

北帝國大學士當時唯一一所大學。 

（  ）7. 下列何者不是臺灣人民在日治時代以「非武裝

手段」向日本爭取權利的方式之一？ ○１蔣渭

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 ○２要求開放黨禁報禁還

給人民基本人權自由 ○３創辦臺灣民報，喚醒

民族自覺 ○４林獻堂爭取設置臺灣議會 

（  ）8. 「大同 大同國貨好，大同產品最可靠」這是許

多臺灣人耳熟能詳的大同之歌，代表的是民國

五、六十年代經濟起飛時期臺灣在家電方面的

逐漸發展。請問同時期除了家電外，還有哪些

產品也逐漸打開國外市場、行銷世界？ 甲、筆

記型電腦 乙、智慧型手機 丙、成衣 丁、鞋類 

戊、香料 ○１甲乙丙 ○２乙丙丁 ○３丙丁 ○４

丁戊。 

（  ）9. 下列何者不屬於綠能產業發展的範疇？ ○１研

發ＬＥＤ照明 ○２使用沼氣發電 ○３利用太陽

能發電 ○４開採石油作為能源。 

（  ）10. 何者是臺灣在民國四十年代外銷的主力之一？ 

○１電腦 ○２農產品 ○３家電用品 ○４鞋子。 

（  ）11. 下列何者不屬於地方的行政機關人員？ ○１市

長 ○２ 鄉民代表 ○３ 鎮長 ○４ 鄉公所服務人

員。 

（  ）12. 戰後初期，發生了哪一個事件，影響了臺灣的

族群融合？ ○１噍吧哖事件 ○２自由中國雜誌

被打壓 ○３霧社事件 ○４二二八事件。 

（  ）13. 下列關於美麗島事件的敘述，哪一項正確？ 

○１發生在民國三十八年 ○２發生在臺北市 ○３

由胡適與雷震發起 ○４是戒嚴時期限制人民集

會自由的代表事件。 

（  ）14. 何者不屬於中華民國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範疇？ 

○１自己出書出版的自由 ○２想要說甚麼就說甚

麼的自由 ○３成立政黨的自由 ○４申請遊行請

願的自由。 

（  ）15. 二二八事件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１政府對抗

中國共產黨失利 ○２人民生活太過安逸 ○３政

府由於查緝私菸處理失當 ○４政府實施戒嚴。 

（  ）16. 日治時代總督府在臺灣設立許多類型的學校，

其中不包括下列哪一種？ ○１府學 ○２農工商

專門學校 ○３師範學校 ○４醫學校。 



 

2 

 

（  ）17. 日本統治臺灣期間，在臺灣展開一連串的基礎

建設。請問：日本殖民政府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１安定社會秩序 ○２鎮壓抗日活動 ○３獲取經

濟利益 ○４建設臺灣成為繁榮、進步的地方。 

（  ）18. 臺灣總督府的許多殖民政策中，下列何者對於

性別平等影響甚大？ ○１實施戶口調查 ○２西

方星期制 ○３鼓勵婦女不再纏足 ○４教導原住

民族刷牙。 

（  ）19. 日治時代，臺灣在哪些方面曾經受到西方文化

的影響？ 甲、飲食 乙、建築 丙、服飾 丁、

音樂 ○１甲乙丙 ○２甲丙丁 ○３乙丙丁 ○４甲

乙丙丁。 

（  ）20. 下列有關日治時代臺灣社會風貌的敘述，哪一

項正確？ ○１人民公共衛生的觀念比清代時差 

○２人民開始有守時守法的觀念 ○３婦女開始纏

足 ○４人民極容易感染傳染病。 

（  ）21. 怡雯想為同學介紹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以下

是她的部分內容，請問何者錯誤？ ○１日本占

領臺灣後，實施專制的殖民統治 ○２在高壓統

治下，臺灣人民敢怒不敢言，沒有任何的抗爭

行動 ○３日本在臺灣建立嚴密的警察制度，當

時警察無所不管 ○４保正及甲長，等同於現在

的村、里、鄰長，配合警察執行相關事務 

（  ）22. 日本人在臺灣曾經興建哪一項重要的工程，擴

大了南部一帶的農田灌溉面積？ ○１石門水庫 

○２日月潭水力發電廠 ○３嘉南大圳 ○４整治淡

水河。 

（  ）23. 十大建設的完成，使臺灣經濟快速成長，同時

也為我國帶來哪一項好處？ ○１國民所得提高 

○２都市房價飛漲 ○３簽訂巨額貸款 ○４平穩物

價上漲的幅度。 

（  ）24. 戰後美國的援助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１貸款 

○２ 物資 ○３ 協助填海造陸 ○４ 基礎設施的資

金。 

三、 填填看(30分)    

1. 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國際爆發＿＿＿＿危機，全球經濟

陷入不景氣，臺灣也遭到波及。因此政府積極推動＿＿

＿＿＿＿，創造就業機會，提振國際競爭力以因應這危

機。 

2. 政府於民國四十二年，推動______________政策，讓佃

農可以擁有自己的農地，藉以提高農民生產意願。 

3. 日治時代的殖民政府在臺灣建立新式糖廠，設法增加糖

業的產量，以獲得較高的利潤。但事實上，真正從事耕

作的蔗農生活卻依然過得十分困苦、農民仍獲利不多，

是因為日本總督府實行的________制度。 

 

4. 請將下列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依照時間先後順序排列出

來。 

  甲.發展綠能產業 

  乙.發展資訊產業 

  丙.發展十大建設 

答：○１ (  )○２ (  )○３ (  ) 

 

5. 請排列出臺灣經濟發展狀況的先後順序，將答案填在

(  )中，依時間先後排列出來。 

  甲、引進外籍勞工。 

  乙、家庭代工。 

  丙、簽訂貿易協定。 

  丁、推行土地與貨幣改革。 

答：（  ）（  ）（  ）（  ） 

 

6. 下列是臺灣民主政治發展史上，幾個重要的事件，請依

序回答下列問題。 

  A.甲午戰爭   B.二二八事件 

  C.戒嚴       D.解嚴 

  E.苗栗事件   F.西來庵事件 

○１從哪個歷史事件後，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  ） 

○２從哪個歷史事件後，新的政黨、報社如雨後春筍般出

現？（  ） 

○３中國革命黨來台策劃抗日事件，卻因槍械失竊而被逮

捕？（  ） 

 

7. 下列各地方政府機關，有的屬於地方立法機關，有的屬

於地方行政機關。請根據題目分類，依代號回答下列題

目。 

甲.關山鎮民代表會 

乙.鹿野鄉公所 

丙.臺東縣議會 

丁.海端鄉衛生所 

○１屬於地方行政機關的有：（       ） 

○２屬於地方立法機關的有：（       ） 

 

8. 五院中哪一個院所負責的工作？ 

 A行政院   B立法院   C司法院 

 D考試院   E監察院 

 

○１用考試選拔公務人員：（  ） 

○２監督政府不當施政：（  ） 

○３編列政府經費：（  ） 

○４負責訴訟審理案件：（  ） 

○５審查國家預算：（  ） 

○６處理國家各項事務：（  ） 

9. 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進行多項經濟建設，請將各項

建設依下列分類，填入正確代號在（  ）中： 

  甲、採金礦 

  乙、砍伐阿里山的珍貴林木 

  丙、熬製樟腦 

  丁、興建嘉南大圳 

  戊、煉鋁廠 

  己、設立農業改良場 

○１農業發展：（     ） 

○２自然資源的開發：（     ） 

○３工業發展：（     ） 

四、 連連看(18分)    

1. 當前經濟發展困境的解決方法。 

國內工資上漲●   

  ●引進外籍勞工 

製造成本過高●   

  ●產業外移 

基層勞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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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一項政策或措施，背後都有它的目的。請將下列    

日本殖民政府對臺灣實施的經濟措施及其目的畫

線連起來。 

 

(1)土地調查   ●   ●甲.發展工業 

 

(2)發行貨幣      ●   ●乙.增加收入 

 

(3)開發自然資源 ●   ●丙.增加賦稅 

 

(4)重視農業發展 ●   ●丁.建立商品買賣

秩序 

(5)興建發電工程 ●   ●戊.輸往日本以滿

足需求 

 
 

3. 下列是戰後臺灣發生的歷史事件，請與發生的時間

畫線連起來。 

二二八事件●   

  ●西元 1945年 

第二次大戰結束●   

  ●民國 36年 

政府宣布戒嚴●   

  ●西元 1949年 

人民直選總統●   

  ●民國 76年 

政府遷到台灣●   

  ●民國 85年 

解除戒嚴●   

 

4. 請判斷下列事件分別發生於民國哪一個時期？畫

線連起來。 

 

(1)設加工出口區●       ●甲.50、60年代 

 

(2)發展資訊產業●  

                         ●乙.60年代末期 

(3)發展綠能產業●   

 

(4)設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丙.近年來 
 

五、 勾選題(10分)    

1. 日治時代總督府曾經採取哪些措施，對臺灣的經濟發展

有重要的貢獻？請在正確的□中打ˇ。 

  □A改善農田水利設施。 

  □B開鑿中部橫貫公路 

  □C引進新式教育制度。 

  □D興建新式糖廠。 

  □E發展高科技資訊產業。 

  □F興建大型發電工程。 

  □G提供民生物資與軍事裝備 

 

2. 下列短文是裕光整理課堂上關於臺灣經濟轉型時期的

筆記，他漏寫了其中幾處地方，請幫他找出正確答案在

□中打ˇ。 

 

  民國六十年代末期，政府開始發展高科技產業。起

因於當時臺灣經濟環境面臨 

○１工資（□甲、上漲 □乙、下跌） 

○２土地成本（□甲、下降ˉ□乙、提高）等壓力 

○３於是利用國家長期培養的（□甲、科技ˉ□乙、醫學）

人才，發展資訊產業。 

 

六、 閱讀文章(9分) 請閱讀短文，回答下列問題 

1.「……以中華民族做日本國民的臺灣人，應具有做日 華

親善的橋梁的使命，由臺灣人行使這個使命，東洋的和平

才能確保，世界人類的幸福才能完成。但是負有極大使命

的臺灣人，現在患著可憐的病症，而無力可為。這個病是

知識的營養不良症。」 

  

（  ）（１）以臺灣的發展史而言，以上這一段話的時 

        代背景可能是下列哪一個？ ○１清代 ○２日治 

        時代 ○３鄭氏時代。 

（  ）（２）「……但是負有極大使命的臺灣人，現在患 

        著可憐的病症……」說這句話的人具有相關的醫 

        學知識，他可能是下列哪一位？ ○１羅福星 ○２  

        蔣渭水 ○３莫那魯道。 

（  ）（３）從上述這一段短文中推論，為了改變臺灣 

        人的現況，下列何者較不可能會是作者採取的行 

        動？ ○１開辦報紙雜誌 ○２演講 ○３武力對抗 

 

2.「○○販賣部分，可仿內國（日本）現行制度，統歸政

府專賣，不准自由貿易買賣之制，於臺灣島內設置特許藥

舖除藥用○○外，不准買賣；有吸食○○之習癖不能中戒

者，由政府發給一定之通摺，憑摺向特許藥房購買吸食。

○○進口稅年逾八十萬元，若使○○專賣，加累原進口稅

之三倍，將可增加一百六十萬元收入，總計達二百四十萬

元以上……」 

（  ）（１）以臺灣的發展史而言，以上這一段話中的 

         ○○可能是下列哪個物品？ ○１鴉片 ○２酒  

         ○３糖。 

（  ）（２）日治時代有很多的經濟物品都實施專賣制 

         度，下列哪個不是當時政府專賣的物品？ ○１  

         食鹽 ○２樟腦 ○３茶葉。 

（  ）（３）從短文中可得知，由生產到銷售都由總督 

         府獨佔的理由是？ ○１財政收入 ○２改善衛生 

          環境 ○３道德良知。 

 

3. 「要剃髮當時，我們一家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

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令日剃頭受日本教育，

權做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

宗之靈。跪拜後，仍跪著剪髮。母親不忍下手，還是父親

比較勇敢，橫著心腸，咬牙切齒，抓起我的辮子……」 

 

（  ）（１）依據短文的描述，這個活動的場景最可能 

         是下列哪一個？ ○１解放纏足 ○２慎終追遠  

         ○３剪去髮辮。     

（  ）（２）中國文化早期並無強制的髮辮相關規定， 

         後來是哪個朝代頒布「剃髮令」，要求人民遵守 

         呢？ ○１明代 ○２清代 ○３元代。 

（  ）（３）日治時代帶來很多西式及日本文化，下列 

         何者不是此時期才引進臺灣的新式文化？ ○１  

         守時文化 ○２基督教文化 ○３西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