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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103年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 

生活領域科  試  題  本 

 

考試開始鈴(鐘)響前，不可以翻閱試題本!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卡、准考證與座位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注意事項】 

 

一、本試題共 50題，每題 2分，共 100分。本試卷選擇題均為單一選擇題，每題都有 (A)、 

(B)、(C)、(D) 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答案，在答案卡同一題號對應方格內，用 2B 

鉛筆塗滿方格，但不超出格外。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者不倒扣，未答者以零分計。 

二、如果需要修改答案，請使用橡皮擦擦拭乾淨，切勿使用修正液（帶）。未依規定畫記答案

卡，致機器掃描無法辨識答案者，其後果由考生自行承擔。 

三、應考人不得竄改答案卡上之准考證號碼，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四、請在試題本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

「試題」一併繳回。 

 

 

 

 

 

 

 

 

 

准考證號碼：□□□□□□ 

考試開始鈴(鐘)響時，請先填寫准考證號碼，再翻閱試題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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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協助就讀電機科一年級的小明了解該科系的工作世界？ 

(A)進行學習測驗    (B)透過實作與專題瞭解工作資訊 

(C)閱讀名人傳記   (D)注意社會新聞。 

 

2. 高三的小華即將畢業，有助他對未來升學校系或就業雇主具體展現他特質或能力的是 

(A)自傳    (B)簡歷表   

(C)生涯檔案   (D)家譜 

 

3. 依據舒伯的理論，正就讀高三的小華主要的生涯角色是？  

(A)學習者    (B)休閒者   

(C)公民   (D)工作者 

 

4. 求職中的小張擔心職場陷阱眾多，他可如何防護？  

 (A)不拒絕雇主的任何要求    

 (B)繳交公司保證金，以獲取工作保障 

 (C)應徵時，不適合找家人陪同，以免對方低估我個人的能力  

 (D)證件不離身 

 

5. 每年持續進行的「青年壯遊臺灣」活動，推廣臺灣特色，讓國內外青年更加認識臺灣，

這是屬於何種產業?  

(A)觀光旅遊    (B)文化創意   

(C)發明專利   (D)雲端產業 

 

6. 小華任職某公司會計助理一個月後，因懷孕被公司以「會計專業不足、試用期間不適任」

為由解雇，該公司的作為是？  

 (A)保障女性工作權   (B)落實性別平等  

 (C)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  (D)違反「教師法」 

 

7. 下列何者行為是有職業道德的表現？ 

 (A)富味鄉公司以精煉棉籽油添加於所出產的調和芝麻香油中 

 (B)運用科技將廢油及飼料油調配為食用油  

 (C)等政府查緝再下架有食品安全問題的產品 

 (D)阿基師為廣告代言產品使用頂新正義公司的問題油品道歉 

 

8. 「中年失業」危機可能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然而卻不是每個人都會遇上，其中差別在於  

(A)是否持續學習  (B)學歷的高低  

 (C)行業的不同   (D)有無意志力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3&cad=rja&uact=8&ved=0CC8QFjAC&url=http%3A%2F%2Fwww.101lge.idv.tw%2F3data%2Fg1.htm&ei=x95DVJ7VFcz98AW-goDYBA&usg=AFQjCNGNLaw1W2QE-wFp-HlxDGm9UVOkng&sig2=yy8cOFvBMlmpWyb4RrpaWw&bvm=bv.77648437,d.d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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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小明覺得要做的事太多，常精疲力竭，下列何者可協助小明有效時間管理，提高辦事效

率？ 

(A)在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時間休息   (B)將事務排定優先順序  

 (C)先做自己想做的事  (D)先做緊急但不重要的事 

 

10. 台灣電力公司招考爬電線桿的配電線路維護與抄表基層員工時，會有爬電線桿的考試關

卡，此時媒體記者常訪問通過考試的女性考生，藉此吸引大眾目光，這是運用了大眾的： 

 (A)對八卦新聞的好奇 (B)群眾意識   

 (C)性別刻板印象                     (D)對社會議題的關注 

 

11. 曉娟喜歡提出新想法和策略來解決問題，並樂於和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討論，平常最大

的興趣是獨自閱讀思考，請問曉娟這樣的興趣屬於何倫（Holland）興趣六型中的： 

(A)社會型       (B)藝術型       

(C)事務型       (D)研究型 

 

12. 無論何種工作，各行各業一定有其規範，如王品集團就曾明定：不得接受廠商 100 元以

上的好處，同仁親戚禁止進入公司任職，奉行顧客第一、同仁第二、股東第三等準則。

這樣的規範，就是企業中的： 

(A)工作倫理     (B)工作態度     

(C)工作價值     (D)工作能力 

 

13. 如果遇到職場性騷擾，你可以採取的自我保護及求助方式有哪些？ 

甲、 詳盡記下事情發生經過，妥善保存紀錄。 

乙、 蒐集與保全證人及其它相關證據，以利將來舉證用。 

丙、 先循公司內部性騷擾處理管理申訴。 

丁、 雇主未採取適時處理措施時，可直接向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14. 「暘春在和輔導老師討論他未來的科系選擇時，大致上暘春清楚自己的方向，但由於他

顧慮太多、考慮太多，導致他無法做出明確決擇，即使做出了決定，又因為不肯定而三

心二意。」暘春的決策風格屬於： 

(A)直覺型  (B)猶豫不決型    

(C)理性型  (D)依賴型 

 

15. 曾於 2011 年登上世界女子高爾夫球后的曾雅妮，從小跟著父母親到球場打球，6 歲就開

始參加比賽，還有教練長期的指導。試問：從「生涯金三角」來分析，曾雅妮這樣的童

年成長經驗，是屬於： 

(A)自我認識  (B)社會與環境因素  

(C)教育與職業資訊   (D)不符合生涯金三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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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泓澤是電機科三年級學生，他的同學們多數為統測考試而努力衝刺著，但泓澤為了幫忙

負擔家裡的經濟，決定報考空軍士官二專班。雖然和同學的生涯選擇不同，但這也表示

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即使就讀同科系，但生涯的道路也都不盡相同，這屬於生涯特

性中的： 

(A)空間性        (B)現象性        

(C)獨特性   (D)主動性 

 

17. 當我們選擇隱藏或逃避某些事情時，我們自己非常清楚，而別人卻不知道，這種「當局

者清，旁觀者迷」的現象，在周哈里窗中稱為： 

(A)公開我         (B)潛在我         

(C)盲目我  (D)秘密我 

 

18. 「育廷任職廣告公司將近三年，這期間有許多同事來來去去，但育廷熱愛這份工作，因

為他有許多的創意和點子能在這公司得到發揮，看到自己的想法變成電視廣告，這樣的

快樂與成就並非金錢所能取代。」對育廷來說，他在意的工作價值是： 

(A)自我實現        (B)社會地位  

(C)收入多寡  (D)人際關係  

 

19. 我們對憲法有疑義時，是由下列哪一個機關來解釋？  

(A)司法院   (B)立法院   

(C)考試院   (D)行政法院 

 

20. 我國中央機關之組織有五院，下列何院職權的作用在於避免政府官員濫用私人，公平的

為國取才來擔任公務人員？ 

(A)行政院   (B)司法院         

(C)監察院  (D)考試院 

 

21. 設二幫派械鬥，有人致死，此一刑事案件由誰負責偵查與起訴？ 

(A)法官                           (B)檢察官  

(C)警察                           (D)書記官 

 

22. 甲對乙懷恨在心，故意砸毁乙的摩托車。請問甲的行為構成刑法哪一項罪名？  

(A)傷害罪   (B)公共危險罪  

(C)毁損罪   (D)搶奪罪 

 

23. 法律有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分，請問下列何者為程序法？  

(A)民法   (B)刑法  

(C)刑事訴訟法   (D)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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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甲不想因未戴安全帽挨罰，順手拿走乙摩托車上的安全帽。請問甲的行為構成刑法的哪

一項罪名？  

(A)侵占罪   (B)竊盜罪  

(C)詐欺罪   (D)搶奪罪 

 

25. 依我國憲法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幾歲，依法有被選舉之權？  

(A)18 歲   (B)20 歲  

(C)21 歲   (D)23 歲 

 

26. 下列何者不是結婚的形式要件？  

(A)以書面為之   (B)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C)公開宴客   (D)向戶政機關登記 

 

27. 民法第 373 條規定，買賣標的物之利益及危險，自交付時起，均由何人承受負擔？  

(A)買受人   (B)出賣人  

(C)出賣人及買受人  (D)第三人 

 

28. 我國民事訴訟審判制度，係採取： 

(A)一級一審                       (B)二級二審  

(C)三級二審                       (D)三級三審 

 

29. 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規定，甲的配偶分娩時，甲最多可向其雇主請幾日陪產假？ 

(A)1 日                           (B)3 日 

(C)5 日                           (D)7 日 

 

30. 我國民法對於結婚的年齡規定，下列何種情況下不得結婚？ 

(A)男、女未滿 19 歲 (B)男、女未滿 20 歲  

(C)男未滿 20 歲，女未滿 18 歲 (D)男未滿 18 歲，女未滿 16 歲 

 

31. 我國總統、副總統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幾次？ 

(A)一次                           (B)二次 

(C)三次                           (D)無限制 

 

32. 雇主因業務繁重需要勞工加班，延長工作時間每日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幾小時？ 

(A)10 小時                        (B)11 小時  

(C)12 小時                        (D)14 小時 

 

33. 民法第十七條規定，下列何種權利不得抛棄？  

(A)自由權   (B)所有權  

(C)損害賠償請求權  (D)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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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依憲法規定，行政院必須向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對其負責？ 

(A)監察院                         (B)立法院  

(C)司法院                         (D)考試院 

 

35. 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電腦與智慧手機之發展趨勢，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記憶體容量越來越大 (B)速度越來越快  

(C)耗電量越來越大  (D)硬體架構越來越複雜 

 

36. 下列何者不是智慧手機的作業系統?  

(A)iOS   (B)Android  

(C)Windows phone  (D)Windows 8 

 

37. 在 Microsoft Word 中，下列哪一個快速鍵為”複製”功能?  

(A)Ctrl+V  (B)Ctrl+C  

(C)Ctrl+Z  (D)Ctrl+Y 

 

38. 張小奕需要透過瀏覽器上網找學校分組作業的資料，下列何者不屬於瀏覽器應用程式? 

(A)Firefox  (B)Access  

(C)Internet Explorer  (D)Google Chrome 

 

39. 處理器 CPU 可以直接執行的語言為?  

(A)JAVA  (B)機器語言  

(C)高階語言   (D)組合語言 

 

40. 王大華是一家外銷公司的經理，時常需要當面跟客戶開會推銷自家產品，請問開會簡報

時所需要使用的軟體為下列何者?  

(A)Photoshop  (B)Excel  

(C)PowerPoint    (D)Line 

 

41. 下列何者不是綠色電腦的標準? 

(A)節省能源  (B)低汚染  

(C)可回收   (D)外觀漂亮 

 

42. 有一類型的軟體，本身享有著作權保護，依照通用公共許可證 GPL(General Public License)

的方式發行，需開放原始碼給使用者，使用者可任意複製、修改或銷售。此類型軟體稱

為？ 

(A)自由軟體   (B)防毒軟體  

(C)商業軟體   (D)廣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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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莊小儒利用智慧型手機連上 Google Play 商店下載「憤怒鳥」遊戲，請問這類安裝在可攜

式設備中的相關應用軟體，常簡稱為？   

(A)App  (B)Bpp  

(C)Cpp   (D)Dpp 

 

44. 下列哪一個 E-mail 格式是正確的？ 

(A)abc!ms1.hinet.net  (B)jacky000#king.com.tw 

(C)momo123@email.com   (D)ruru&gmail.com 

 

45. 下列何者為架設防火牆的用途？ 

(A)防止駭客入侵電腦系統    

(B)發生火災時，防止火勢延燒到隔壁房子的裝置  

(C)將傳送的檔案進行加密，避免他人窺視  

(D)掃描病毒，避免電腦中毒 

 

46. 下列何者屬於「政府機關」的網域名稱？  

(A).gov  (B).edu  

(C).org   (D).net 

 

47. 現在大多數的咖啡廳皆有提供 Wi-Fi 無線上網，請問 Wi-Fi 是指下列哪一種通訊協定？ 

(A)DHCP  (B)DNS 

(C)WWW   (D)IEEE 802.11  

 

48. 在 Word 中，若該份文件共有 30 頁，則列印時在頁數欄輸入：「1,5,7-9,15-18,25」共會印

出幾頁？  

(A)7 頁  (B)10 頁  

(C)16 頁   (D)30 頁 

 

49. 在沒有安裝任何辦公室應用軟體的情況下，可透過瀏覽器使用哪一種線上服務就可以編

輯.doc 格式的檔案？ 

(A)Gmail (B)Line  (C)Hotmail (D)Google 文件 

 

50. 使用 Google 搜尋引擎在搜尋「團購美食」資料時，若希望排除「焦糖布丁」相關的資料，

使用哪一組關鍵字較合適？  

(A)團購美食＠焦糖布丁  (B)團購美食！焦糖布丁 

(C)團購美食－焦糖布丁 (D)團購美食&焦糖布丁 

 

 試  題  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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