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東縣恆春國小 107 學年度下學期第二次定期評量
領域：社會

四年【

】班【

一、是非題：每題 2 分、共 20 分
(
)1. 曾經沒落的北埔，因為華山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的設置而帶動當地重新
發展。
(
)2. 大量觀光人潮湧入名勝、古蹟，人
潮帶來錢潮，一定能對景點的保存
與維護有所幫助。
(
)3. 近幾年，由於醫療技術的進步，使
得死亡人口數減少，家鄉的老年人
口愈來愈多。
(
)4. 阿信和朋友規劃利用寒假到日本旅
遊一個禮拜，在家鄉人口資料中，
阿信屬於遷出人口。
(
)5. 只要是先民所留下的建物或遺址就
是古蹟，不需要經過政府機關審查
認定。
(
)6. 過於老舊的古蹟早已不具任何藝術
價值，應該盡速拆除或燒毀。
(
)7. 將家鄉的古蹟、名勝與地方產業互
相結合，可以吸引更多的觀光人
潮，帶動家鄉的發展。
(
)8. 從家鄉居民的年齡組成、產業類別
及教育程度等資料，可以了解家鄉
人口的組成情形。
(
)9. 一般來說，鄉村地區從事農、林、
漁、牧業的人口比都市地區多。
(
)10. 鹿港天后宮是知名的古蹟之一，但
因位於彰化，故只須由彰化縣民進
行保存與愛護。
二、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30 分
(
)1. 阿妹在寫一份「史前文化」的報告，
她可以前往哪一個地方參觀，蒐集
所需的資料？
①七佳舊社石板屋部落 ②金門國
家公園 ③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
④八仙洞遺址
(
)2. 下列有關名勝古蹟的活化再利用，
何者錯誤？

(

(

(

(

(

(

(

①仁德糖廠➔鼓樂主題國際藝術村
②臺北酒廠➔西門紅樓 ③臺南州
廳➔國立臺灣文學館 ④林田山林
(

】號 姓名：
【

場➔林業文化園區
)3. 若以年齡區分人口結構，下列何者
屬於工作人口？
①8 歲的小新 ②35 歲的阿兩 ③
65 歲的哥爾羅傑 ④74 歲的友藏

】

)4. 家鄉先民認為文字是古聖賢人的重

要發明，因此興建下列哪一項，用
來焚燒書寫文字的紙張？
①敬字亭 ②石碑 ③藻井 ④大
花廳
)5. 近年來，春日鄉的幼年人口不斷減
少，當地政府為鼓勵生育，採取哪
一種因應措施較適當？
①成立佈老志工隊 ②推動生育補
助 ③開辦成人教育班 ④辦理終
身教育課程
)6. 臺北 萬華有一座八角形洋式建
築，曾是臺灣第一座官方興建的公
營市場，經過古蹟活化再造，現為
小型藝文表演場所。請問上述地點
是？
①武昌宮 ②華山藝文特區 ③西
門紅樓 ④松山文創園區
)7. 下列何者不屬於人文資產？
①霧峰林宅 ②太魯閣國家公園
③萬金聖母教堂 ④打狗英國領事
館
)8. 金門國家公園為吸引觀光客到金門
旅遊體驗傳統閩南風情，採取什麼
做法？
①要求所有金門人全部投入觀光產
業 ②將所有洋樓重新改建 ③在
機場與電視上強打廣告 ④修復古
厝規畫成為民宿
)9. 透過下列哪一種方式蒐集家鄉人口
資料較適合？
①拜訪家鄉的戶政機構 ②訪問小
學生 ③翻閱字典 ④繪製家鄉地
形圖
)10. 因應野柳女王頭目前面臨的斷頭危
機，主張「尊重自然法則」的依林
較可能採取下列哪種做法？
①將女王頭雕塑成其他造型 ②把
女王頭搬移至室內保存 ③讓女王
頭自然風化 ④以鋼筋支撐女王頭
頸部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面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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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的打ˇ．不是的打╳：每題 2 分、共
32 分
1. 杰倫想了解家鄉過去幾年的出生及死亡
人口總數，他可以採取哪些方式？
( )①訪問環保局人員。
( )②翻閱政府相關人口出版品。
( )③撥打 113 專線詢問。
( )④進入戶政事務所網站查詢。
2. 具備下列哪些條件的地方比較容易吸引
人口遷入？
( )①地方治安差。
( )②交通便利。
( )③地層下陷，經常發生水災。
( )④空氣及水汙染問題嚴重。
( )⑤公園綠地多，公共設施完善。
( )⑥工作機會多。
3. 大雄和他的朋友到臺東的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參觀，請問大家的訪查活動
行為，哪些較適當？
( )①兔兔為了記錄資訊，在禁止使用
相機的地方拍照。
( )②大雄在出發前上網查閱相關資
料。
( )③詹姆士認真聆聽解說員的解說
並舉手發問。
( )④靜香將館內的展示品帶回家。
( )⑤熊大在館內的展示圖上簽名留
念。
( )⑥饅頭人離開場館時將垃圾帶走。
四、圖表題：每題 2 分、共 18 分
1. 下表是恆春里的人口統計資料表，請依
表回答問題，敘述正確的在□裡打ˇ：
民國
(年)

出生
(人)

死亡
(人)

遷入
(人)

遷出
(人)

103

716

949

1317 2316 7421

104

879

886

1544 1859 7658

105

921

932

1682 1661 8363

2.

下列分別是三個面積相近地區的人口分
布圖，依圖選出正確的敘述，在□裡打
ˇ：

□①由圖可看出乙地男生和女生的人
數比例。

□②「․」愈少的地方表示人口愈少。
□③丙地的人口分布較甲地密集。
3.

「最近幾年，阿花的家鄉由於設立了高
科技產業園區，因此建設了許多交通及
公共設施。」依上文回答問題，將答案
填入( )裡：

①依上圖判斷，阿花的家鄉較可能是甲
地或乙地？（
）
②目前阿花家鄉人口的分布情形較可能
是集中還是分散？（
）

總數
(人)

《作答結束，請重新仔細檢查兩次！！》

□①恆春里這幾年的人口變化情形是
逐年增加的。

□②民國104 年遷入的人口多於遷出的
人口。

□③民國105 年的死亡人數多於出生人
數。

□④民國103 年出生與遷入的總人數等
於死亡與遷出的總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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