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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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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卷 

科目：社會科學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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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A) 1. 有「東方之珠」之稱的城市是那一個城市？ (A)香港 (B)廣東 (C)廈門 (D)珠海。 

(C) 2. 氣候隨季節性風向而改變的氣候類型稱為： (A)海洋性氣侯 (B)大陸性氣侯 (C)季風氣侯 (D)副熱帶氣侯。 

(B) 3. 造成三國鼎立的戰爭是： (A)官渡之戰 (B)赤壁之戰 (C)淝水之戰 (D)昆陽之戰。 

(A) 4. 下列何者非公平交易法制定的目的？ (A)使民眾能買到成本價的商品 (B)促進經濟蓬勃發展 (C)確保競爭

公平 (D)保護消費者的福祉。 

(A) 5. 一般而言，下列何種電廠興建對於社會環境問題衝擊最大？ (A)核能發電 (B)火力發電 (C)風力發電 (D)

水力發電。 

(D) 6. 溫室效應的發生主要是何種氣體大量增加的緣故？ (A)氧 (B)氫 (C)一氧化碳 (D)二氧化碳。 

(D) 7. 現代人對於婚姻的期望應如何較合乎實際？ (A)雖然每個人平日有那麼多事情要忙，但只要愛一個人，仍然可

以了解對方的意思，即使他不說 (B)幸福婚姻就是事事和諧，沒有爭吵 (C)為了孩子，婚姻關係一定得持續

下去 (D)愛情是婚姻的基礎，但婚姻中不能只有愛情。 

(A) 8. 台灣民諺指出「有唐山公，無唐山嬤」那麼唐山公的配偶應是： (A)平埔族女人 (B)荷蘭女人 (C)渡海來台

的漢人 (D)由日本來台的女人。 

(A) 9. 法律修正或廢止後，原法律喪失其效力，不得再行適用，此為何種原則？ (A)從新 (B)從輕 (C)從新從輕 

(D)依舊。 

(A) 10. 目前中國大陸規模最大的水力發展計畫為何？ (A)長江三峽大壩 (B)龍羊峽水壩 (C)三門峽大壩 (D)劉家

峽大壩。 

(C) 11. 存在主義大師沙特曾說：「我們的決定，決定了我們。」這句話意謂： (A)要有靈活的思路 (B)要有豐富的閱

歷 (C)要學習做決定的方法 (D)要有強烈的自信。 

(B) 12. 集中對某類資源的開發會導致何種結果？ (A)經濟發展過熱 (B)資源有枯竭之虞 (C)人力運用分散 (D)城

鄉發展不均。 

(D) 13. 決定國家強弱興替最關鍵的因素是： (A)天然資源的豐富 (B)武器的良窳 (C)園土的大小 (D)人民的品質。 

(C) 14. 下列何者不是褫奪公權的內容？ (A)不得擔任公務員 (B)不得擔任公職候選人 (C)不得接受國民教育 (D)

不得行使選舉權。 

(A) 15. 維持國家政治穩定最寶貴的資產是下列何者？ (A)常任文官制 (B)文化遺產 (C)教育品質 (D)經濟富裕。 

(B) 16. 下列那一種方法無法傳達我們對溝通對象的注意？ (A)專注地看著對方 (B)眼神亂飄 (C)身體向前傾 (D)

出自內心真誠的肢體語言。 

(B) 17. 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指 (A)學校 (B)家庭 (C)社團 (D)財團。 

(D) 18. 中國傳統社會的倫常關係以父子為主軸，因此何項倫理成為傳統核心？ (A)忠 (B)仁 (C)愛 (D)孝。 

(A) 19. 要提高一地的人口素質的首要工作為何？ (A)加強教育 (B)控制出生率 (C)防止人口老化 (D)加強職業訓練。 

(C) 20. 素有「無煙囪工業」之稱的是何種產業？ (A)汽車工業 (B)電子資訊業 (C)觀光業 (D)運動器材產業。 

(D) 21. 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農業發展會面臨嚴重衝擊，乃歸因下列那種原因？ (A)稻米品種不良 (B)

農村勞力大量外流 (C)農田受到污染 (D)農場規模太小。 

(D) 22. 到澎湖地區可欣賞何種自然景觀？ (A)水庫 (B)峽谷 (C)森林 (D)玄武岩地景。 

(B) 23. 下列何者機關有權審問處罰人民的犯罪行為？ (A)警察機關 (B)法院 (C)檢察機關 (D)監察院。 

(A) 24. 跨國企業成長快速的主因之一是世界動態瞬息可得，此與何者關係最密切？ (A)電腦網路的普及 (B)航空運

輸發達 (C)蒸汽機的發明 (D)核能發電。 

(C) 25. 已開發國家因醫藥衛生進步，平均壽命增加，造成社會最嚴重的人口問題是： (A)出生率居高不下 (B)人口

成長快速 (C)人口老化 (D)人口性別比例不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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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6. 目前歐洲各國為求提升經濟競爭力的作法為何？ (A)歐洲成立聯盟(歐盟) (B)拉攏俄羅斯 (C)各自為政 

(D)與美國締約。 

(A) 27. 素有「世界屋脊」之稱的是？ (A)青藏高原 (B)喜馬拉雅山 (C)帕米爾高原 (D)松遼平原。 

(D) 28. 最高位階的法律是： (A)刑法 (B)民法 (C)陸海空軍刑法 (D)憲法。 

(B) 29. 人不能脫離環境，地理學對環境的努力「不」包括下列何者? (A)認識環境 (B)無止盡利用環境 (C)評價環境 

(D)創造宜人之新環境。 

(C) 30. 1992 年巴西里約熱內盧世界高峰會是探討什麼議題? (A)政治 (B)經濟 (C)環保 (D)軍事。 

(B) 31. 在進入職場後，若希望增進個人的知識與技能，以採用下列何種方式最容易達成? (A)改善工作環境 (B)進行

在職進修 (C)養成適當興趣與休閒 (D)努力加班。 

(B) 32. 未經同意使用與他人產品類似的圖形或文字來販售商品，是侵害了何種權利? (A)專利權 (B)商標權 (C)著作

權 (D)肖像權。 

(A) 33. 十八世紀改良蒸氣機之後，新式工業興起，稱為： (A)工業革命 (B)地理大發現 (C)千禧革命 (D)新經濟時

代。 

(B) 34. 何人為道家的創始人? (A)孔子 (B)老子 (C)莊子 (D)荀子。 

(B) 35. 哪一個盆地是中國最大的盆地? (A)準噶爾盆地 (B)塔里木盆地 (C)四川盆地 (D)科布多盆地。 

(D) 36. 二十世紀末，維繫臺灣經濟命脈的工業是： (A)石化工業 (B)汽車業 (C)航太工業 (D)半導體工業。 

(C) 37. 臺灣預報與監控颱風的單位為何? (A)農委會 (B)消防署 (C)中央氣象局 (D)國安局。 

(C) 38. 臺灣地層下陷在那一縣市最為嚴重? (A)臺中縣 (B)臺北縣 (C)屏東縣 (D)苗栗縣。 

(D) 39. 下列何者不是著作的範圍? (A)音樂 (B)文學 (C)戲劇 (D)思想。 

(B) 40. 提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是： (A)林肯主義 (B)達爾文主義 (C)馬克思主義 (D)法西斯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