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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104 年度身心障礙國民自學進修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卷 

 科目：社會     

注意事項： 

1.請於虛線上方填寫准考證號碼與姓名。 

2.試卷上不得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圖畫，違反者以零分計。 

3.答案請寫在試卷各題答案格內，寫錯不計分。選擇題答錯不倒扣。 

一、選擇題：( 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 C ）1. 以下何者「不屬於」家庭暴力？ 

(A) 監視太太，使她不能參加所有的社交活動，以免出軌   (B) 子女犯錯就罵他低能、白癡，貶低人格，使他

喪失自信心   (C) 子女犯錯被罰做家事   (D) 經常爭吵，吵完晚上就在床前磨刀子。 

（ C ）2. 中國為世界提供廉價的工業製品，被譽為「世界工廠」。請問中國能夠成為「世界工廠」，主要是因為擁有哪一       

項競爭優勢？ 

(A) 政府獎勵投資 (B) 優良生產技術 (C) 廉價勞力 (D) 廣大市場。 

（ B ）3. 「中國衛生部門規定婦產科醫生不得對產婦及其家屬透露嬰兒健康與否以外的訊息，違者將取消醫生執照…… 

。」此對策是為了解決下列何種問題而提出？ 

(A) 人口素質偏低 (B) 性別比例失衡 (C) 人口高齡化 (D) 城鄉人口流動。 

（ B ）4. 依據2008年5月23日修正施行之《民法》，父母在子女出生前，可以書面約定從父姓或母姓，如果沒有約定，婚

生子女由申請人在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從父姓或母姓，非婚生子女就從母姓登記，無依兒童則依監護人的姓

登記。若子女已成年者，經父母之書面同意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請問：此項立法意旨，主要是在彰顯下列哪

一項主張？ 

         (A) 私法自治 (B) 男女平等 (C) 婚姻自由 (D) 誠信原則。 

（ A ）5. H1N1病毒引發的新型流感快速蔓延，引起各國關注，並建立防範機制。我國政府進入機場入境檢疫及發布學

校停課標準等措施，與下列哪項國家存在目的與功能最為接近？ 

         (A) 增進公共利益 (B) 落實社會正義 (C) 維持領土完整 (D) 維護文化傳統。 

（ A ）6. 素有「無煙囪工業」之稱的是何種產業？ 

         (A) 旅遊休閒業 (B) 汽車工業 (C) 電子資訊業 (D) 運動器材產業。 

（ C ）7. 依據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勞工持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幾分鐘的休息時間？ 

         (A) 十分鐘 (B) 二十分鐘 (C) 三十分鐘 (D) 四十分鐘。 

（ B ）8. 有關「一中各表」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指的是一個中國，兩種制度   (B) 雙方都只承認一個中國原則，但承認的中國則是雙方各自表述有所不同  

(C) 我國堅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   (D)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 D ）9. 在我國年滿20歲的年輕人，幾乎都是學生，請問他們享有何種面向的成年？ 

         (A) 軍事上的成年      (B) 刑事上的成年    (C) 具備擔公職候選人的資格    (D) 民事上的成年。 

（ A ）10.一般商業銀行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A) 貨幣資金的中介者 (B) 金融市場秩序維護者 (C) 企業經營的監督者 (D) 國家貨幣的發行者。 

（ D ）11.下列哪一種勞動雇傭情境是「不合理」的？    (A) 小美在飲料店上班，老闆強制要求一定要穿公司制服      

(B) 秀慧在大飛航空公司當空服員，公司要求要穿高跟鞋   (C) 小平近日懷孕，公司老闆建議他請安胎假  

(D) 志明身為男生但喜歡穿女裝去上班，被老闆強制解雇。 

（ D ）12.媒體又被稱為是民主國家的第幾權？ 

         (A) 第一權 (B) 第二權 (C) 第三權 (D) 第四權。 

（ B ）13.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 

         (A) 德國 (B) 英國 (C) 日本 (D) 美國。 

（ D ）14.將臺灣命名為「福爾摩莎」的是哪一國人？ 

         (A) 西班牙 (B) 英國 (C) 荷蘭 (D) 葡萄牙。 

（ A ）15.甲午戰敗後，臺灣因哪一個條約的簽訂，割讓給日本？ 

         (A) 馬關條約 (B) 北京條約 (C) 南京條約 (D) 辛丑條約。 

（ C ）16.清初因文字獄盛行，使得乾隆嘉慶年間，哪一學術思想成為主流？ 

         (A) 玄學 (B) 理學 (C) 考據學 (D) 禪宗。 

（ C ）17.自隋唐哪一制度的出現，使得中國傳統門第觀念逐漸消融？ 

         (A) 察舉制度 (B) 三省制度 (C) 科舉制度 (D) 九品中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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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8.中共建立政權後，毛澤東曾因哪項政策的失敗，辭去國家主席職位？ 

         (A) 大躍進運動 (B) 抗美援朝運動 (C) 文化大革命 (D) 土地國有。 

（ A ）19.哪一位傳教士在明末清初時來到中國，並為當時中西文化交流搭起一座堅固的橋樑？ 

         (A) 利瑪竇 (B) 馬偕 (C) 甘治士 (D) 馬雅各。 

（ D ）20.臺灣史前文化當中的「長濱文化」最主要的分佈地點位於現在的那邊呢？ 

         (A) 宜蘭 (B) 新竹 (C) 屏東 (D) 台東。 

（ A ）21.日本治理臺灣的歷史當中，曾經有一段時間稱為「皇民化運動」時期，這是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A)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B) 美蘇冷戰開始 (C) 南北戰爭爆發 (D) 國共內戰開始。 

（ C ）22.誰是逼迫清朝最後一個皇帝下台，讓中華民國能順利掌握政權的關鍵人物？ 

         (A) 李鴻章 (B) 蔣中正 (C) 袁世凱 (D) 張學良。 

（ B ）23.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對於哪一樣事物的嚴格控制，容易造成世界其他各國領袖的關切？ 

         (A) 科技發展 (B) 人權自由 (C) 內需經濟 (D) 人口成長。 

（ A ）24.中古歐洲晚期，各地區的城市逐漸帶起一片經濟復甦，請問，「文藝復興」最主要從哪一地區開始的？ 

         (A) 義大利 (B) 日耳曼 (C) 俄羅斯 (D) 中國。 

（ B ）25.古希臘時期的各城邦特色繁多，而雅典政治特色是什麼？ 

         (A) 專制獨裁 (B) 民主政治 (C) 極權統治 (D) 自由主義。 

（ D ）26.世界古文明當中，埃及文化是由哪一條河流孕育出來的？ 

         (A) 黃河 (B) 亞馬遜河 (C) 淡水河 (D) 尼羅河。 

（ A ）27.中國的時區大部分以下列何處的時間為標準？ 

         (A) 北京 (B) 重慶 (C) 吐魯番 (D) 漢口。 

（ A ）28.「臺灣位於板塊交界帶」，請問上述臺灣的位置特性對臺灣造成的影響是？ 

         (A) 多地震 (B) 形成優良漁場 (C) 東部雨量多於西部 (D) 形成季風氣候。 

（ B ）29.颱風為熱帶海洋中形成之對流旺盛的？ 

         (A) 高氣壓中心 (B) 低氣壓中心 (C) 冷氣團 (D) 暖氣團。 

（ B ）30.中國的「南水北調」工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資源調配工程，所謂的「南水」是指哪一條河流？ 

         (A) 黃河 (B) 長江 (C) 淮河 (D) 珠江。 

（ B ）31.何者是目前世界人口增加的主要來源？ 

         (A) 已開發國家 (B) 開發中國家 (C) 東北亞地區 (D) 歐洲地區。 

（ D ）32.聖露西亞節 (Saint Lucia) 於每年12月13日舉辦，是為了慶祝迎接光明白晝的到來。請問該節日是哪一地區的

傳統節慶？ 

         (A) 東歐 (B) 南歐 (C) 西歐 (D) 北歐。 

（ B ）33.地圖的種類可依製圖目的來區分，請問下列何者屬於「普通地圖」？ 

         (A) 六福村遊樂設施分布圖     (B) 臺灣經建版1/25000地形圖                        

(C) 全球石油生產國分布圖     (D) 台北市人口分布圖。 

（ C ）34.澎湖七美嶼有一處地景被譽為「小台灣」，請問該地景為哪種海岸地形？ 

         (A) 海階 (B) 潮埔地 (C) 波蝕棚 (D) 濱外沙洲。 

（ A ）35.台灣哪一地區會出現最多有關「廍」的地名？ 

         (A) 嘉南平原 (B) 桃園桃地 (C) 宜蘭平原 (D) 臺北盆地。 

（ A ）36.比例尺五萬分之一的地圖上，甲、乙兩地相距2公分，實際距離是多少？ 

         (A) 1公里 (B) 5公里 (C) 10公里 (D) 10公里。 

（ A ）37.台灣夏季午後的「西北雨」為哪一種降水類型？ 

         (A) 對流雨 (B) 氣旋雨 (C) 地形雨 (D) 鋒面雨。 

（ A ）38.「研究台灣南部夏季登革熱的起源、分布和擴散過程」為地理學傳統中的哪一種？ 

         (A) 空間傳統 (B) 生態傳統 (C) 區域傳統 (D) 地球科學傳統。 

（ D ）39.石灰岩地形區地表常崎嶇不平，中國廣西地區更因為這種地形特色而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

的美稱，此與何種作用與有關？ 

         (A) 火山作用 (B) 冰河作用 (C) 崩壞作用 (D) 溶蝕作用。 

（ C ）40.風力和太陽能屬於直接利用自然力而進行的發電模式，也因為如此，其受自然環境的限制也較大。試問：臺灣

各縣市的自然環境，哪一縣最適宜開發風力和太陽能的能源？ 

         (A) 台北 (B) 南投 (C) 澎湖 (D) 雲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