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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5 年度自學進修高級中學畢業程度學力鑑定考試答案卷 

科目：社會學科     

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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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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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題：(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C) 1. 下列何者「不是」中國傳統實施重農抑商政策的原因： (A)杜絕私人壟斷，以謀經濟穩定 (B)避免貧富懸殊，平

均社會財富 (C)交通運輸不夠發達 (D)削除豪強勢力，以免危及皇權。 

(D) 2. 國父說：地方自治就是某地區的人民，依國家法令，在上級政府的監督下選舉地方官員及議員，組成地方自治團體，

自行管理地方公共事務。以下何者為地方自治團體？ (A)行政院內政部 (B)紅十字會台灣分會 (C)客家委員會 

(D)苗栗縣政府。 

(C) 3. 張三因為車禍而變成植物人，他的配偶向法院申請宣告張三為禁治產人後，請問張三在民法上的行為能力如何？ 

(A)限制行為能力人 (B)有行為能力人 (C)無行為能力人 (D)推定為無行為能力人。 

(C) 4. 阿男在與阿花結婚以後，感情不睦，後來協議離婚，未辦妥離婚登記前，可否與阿英結婚？ (A)可以 (B)只要原

配偶同意即可 (C)不可以，若結婚其婚姻無效 (D)若結婚後婚姻有效，前婚姻無效。 

(A) 5. 阿輝的爸爸死亡時，卡債 400 萬而資產為 100 萬，顯然負債大於資產。請問阿輝如何保障自己權益？ (A)依民法規

定，2 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申請遺產拋棄繼承 (B)向法院登記為父子財產分立，法院受理後，父債子不用還 (C)

以書面向信用卡公司宣告父子的財產分立 (D)父債子還，天經地義，阿輝必須默默概括承受。 

(B) 6. 酒聖阿空某日喝酒後，酒後駕車，途經台一線 187 公里處，發現花田一路正穿越馬路(此時是綠燈，行人可通行之狀

態)，酒聖阿空卻對於花田一路的出現應注意並且能注意但卻未注意，而撞到花田一路，請問酒聖阿空的行為屬於？

(A)故意 (B)過失 (C)錯誤 (D)意外。 

(D) 7. 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並向法院起訴，稱為？ (A)自訴 (B)告發 (C)告訴 (D)公訴。 

(B) 8.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警察機關逮捕拘禁時，逮捕拘禁機關至遲應於多久時間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A)12 小時 (B) 

24 小時(C)72 小時(D)48 小時。 

(C) 9. 在民主法治國家中，行政機關依據法律之規定而行使其行政權者，稱為？ (A)依理行政 (B)依情行政 (C)依法行

政 (D)依事行政。 

(D) 10. 在民主政治中，政府必須依據民意機關所制定的法律來運作。因而法律就成為維持社會秩序最重要的依據。就我國

而言，法律是由下列而者所制定？ (A)監察院 (B)行政院 (C)司法院 (D)立法院。 

(D) 11. 有關經濟自由論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主張利用市場價格機能，即「一隻看不見的手」來協調社會經濟活動 (B)

經濟的問題都可以通過市場的供需來解決 (C)因自由競爭，減少干預的結果易造成貧富不均 (D)認為人類在自利

下可能有效促進社會與經濟的利益。 

(C) 12. 二十世紀之後，由於現代社會生活的日趨錯綜複雜，使得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制度逐漸發生變化，此時認為什麼樣的

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A)最少統治之無為政府 (B)最大效率之專制政府 (C)最大管理之服務政府 (D)最大

福利之放任政府。 

(B) 13. (甲)回歸線；(乙)本初經線；(丙)赤道；(丁)120°E；(戊)極圈，以上哪些是屬於大圓線？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戊 (D)甲丙戊。 

(C) 14. 在不同的需求下，地圖的比例尺不同：(甲)觀察全球氣候的分布；(乙)研究太平洋洋流的流向；(丙)印製 101 大樓

裡百貨專櫃的配置；(丁)找出 101 大樓在臺北市的區位；(戊)繪製桃芝颱風受災區土石流的分布。上述地圖的比例

尺由大到小排列，正確的是： (A)甲戊丁丙乙 (B)甲乙戊丙丁 (C)丙丁戊乙甲 (D)丁丙戊甲乙。 

(B) 15. 日治時期，日人建設基隆港與南北縱貫鐵路、公路，使臺灣西部整合成一個經濟空間，其主要目的為： (A)加強軍

事占領 (B)便利臺灣的農工原料運回日本 (C)發展臺灣的工業 (D)促進南北居民的交通往來。 

(B) 16. 下列地形中，與冰河作用有關的是哪幾項？(甲)美加間湖群(乙)巴黎盆地東側單斜脊(丙)加拿大西北沿海海灣(丁)

德國北部東西向的槽狀窪地(戊)西亞—東非大地塹的湖群。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丙丁戊。 

(B) 17. 盎格魯美洲早期移民來自西、北歐，到美國東北後，卻難以度過寒冷的冬天，兩地氣候的差異，主要與哪一因素有

關？ (A)緯度 (B)洋流 (C)地形 (D)距海遠近。 

(A) 18. 地表行星風系在南、北半球各形成若干風帶。其中有： (甲)信風帶；(乙)馬緯度無風帶；(丙)西風帶；(丁)極地

東風帶；(戊)間熱帶輻合區。試問：這些風帶若自赤道向南排列，依序應是： (A)戊甲乙丙丁 (B)乙甲丙丁戊 (C)

乙戊甲丙丁 (D)戊乙甲丙丁。 

(D) 19. 大學聯考前都會有一批教師和學生及技術人員入闈，其中學生部分是以大學生為主，其功能是在勾選好題目後，先

由他們做過試卷，再參考他們的意見修改試題。根據上列敘述，在問卷調查中，這些學生的工作稱為什麼？ (A)

編輯 (B)抽樣 (C)排序 (D)預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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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 臺灣冬季雨量的分布有明顯的空間差異，因東北季風受山脈阻隔而造成西部平原地區雨水較少。這種阻隔主要由下

列哪兩座山脈所造成？ (A)中央山脈和海岸山脈 (B)雪山山脈和阿里山山脈 (C)海岸山脈和雪山山脈 (D)中央

山脈和雪山山脈。 

(A) 21. 中美洲的人文景觀和歐洲人的移殖有密切的關係。其中對中美洲的語言、宗教、建築和居民生活方式留下最深刻影

響的是哪一個國家？ (A)西班牙 (B)葡萄牙 (C)荷蘭 (D)英國。 

(A) 22. 日本、南韓與臺灣均屬自然資源貧乏、人口密度高的地區，但也是二次大戰後，亞洲地區經濟成長最快速之地。試

問三者在經濟發展歷程中，最類似的地方是： (A)均以出口導向為主 (B)均強調資源出口 (C)初期均以重工業為

發展目標 (D)技術密集產業一向受到忽視。 

(C) 23. 古人以「綠浪東西南北水，紅欄三百九十橋」、「古宮閒地少，水港小橋多」，形容中國某都市，根據詩中景觀判斷，

此都市應位於何地理區？ (A)東南丘陵 (B)嶺南丘陵 (C)長江三角洲 (D)四川盆地。 

(D) 24. 中非的銅、鐳、鈷產量豐富，南非黃金、鑽石的開採歷史悠久，另外也有鈾、鉑等稀有金屬礦的生產，請問：非洲

為何金屬礦豐富？ (A)雨量豐富 (B)天然植物豐富 (C)野生動物豐富 (D)地質為古老結晶岩層所構成。 

(C) 25. 小丸子有天到超級市場買洗髮精，她仔細看某個牌子的背面說明：「本洗髮精使用玻里尼西亞群島的天然椰果油和日

本歐布萊特實驗室精心研發，完全針對東方人濃密黝黑的髮質，能讓你洗出柔亮光澤。並且由美國最大家用品牌史

托拉公司授權臺灣寶僑公司出品製造，品質值得你的信賴。」請問從這一段描述中所呈現的地理意義，可以用哪一

句話來說明？ (A)規模經濟 (B)空間擴散 (C)全球化經濟 (D)區域專業化。 

(B) 26. 國土開發計畫與區域計畫，最主要是為了解決什麼問題？ (A)土地汙染問題 (B)區域發展不均 (C)基礎建設不足 

(D)就業機會不足。 

(D) 27. 有一古文明的特徵是統治者為太陽神的化身，為了保持血統的純淨，統治階層內部盛行內婚制，以免他的神聖血統

被玷污。同時，他亦是法律的來源，也是司法最終的裁決者，其統治雖然極權，但須符合公理與正義。請問這個古

文明在今天的哪裡？ (A)中國 (B)印度 (C)兩河流域 (D)埃及。 

(A) 28. 在歐洲有一個時期的教育特色是要求學生熟讀古希臘、羅馬的名著，重視知識的傳授、人格的陶冶與體格的鍛鍊，

揚棄中古時代的神學訓練。請問這是哪一個時期的教育特色？ (A)文藝復興時期 (B)宗教改革時期 (C)科學革命

時期 (D)啟蒙運動時期。 

(D) 29. 盧小生正努力苦讀四書集注，準備參加明年的科舉考試，請問盧小生最早應該是何時代的讀書人？ (A)漢代 (B)

魏晉南北朝 (C)唐朝 (D)元代。 

(B) 30. 阿貞翻閱史書，看到歷史上有一位皇帝為了進一步實行中央集權，獨攬大權，便召集許多人才到自己身邊，作為高

級幕僚，出現中朝與外朝之分。請問阿貞看到的史事是下列哪一位皇帝的作為？(A)秦始皇 (B)漢武帝 (C)唐太宗 

(D)明太祖。 

(D) 31. 唐代杜甫有憶昔詩一首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流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路無豺

虎，遠行不勞吉日出。齊紈魯縞車班班，男耕女桑不相失。」請問關於這首詩的描述，何者說明錯誤？ (A)此詩描

寫唐代生產事業發達，社會秩序安定 (B)詩中「開元」係唐玄宗的年號 (C)「齊紈魯縞車班班」係指當時絲織業

發達 (D)「男耕女桑不相失」是因當時政府實施班田收授法，故有此成效。 

(C) 32. 唐代有一邊族在唐太宗貞觀年間建立國家，統一西藏地區，並向西域擴張，一度威脅唐在西域的霸權。請問此一邊

族為何？ (A)突厥 (B)回紇 (C)吐蕃 (D)南詔。 

(C) 33. 明末白銀流入中國，不論稅收、商品或工資都改用白銀計算。白銀在中國的使用和歐洲近代哪一重大史事的發展有

關？ (A)文藝復興 (B)宗教改革 (C)地理大發現 (D)工業革命。 

(B) 34. 宋代的庶民文化勃興，關於其文化發展的情況，以下何者敘述錯誤？ (A)宵禁解除，夜市蓬勃興起 (B)天后宮在

各地普遍設立，成為各城市的守護神 (C)瓦子是當時綜合性的商業娛樂中心 (D)從風俗畫中可以看出宋代社會生

活的各個層面。 

(A) 35. 歷史課中，同學正在討論顏氏家訓勸學篇中提到「……上車不落則著作，體中如何則祕書……」這句話的涵義，並

發表個人的看法，請問下列哪一位同學的說法是正確的？ (A)小明：當時的選才制度為九品官人法 (B)小英：儒

家是當時學術思潮的主流 (C)小涓：當時的士大夫盛行清議之風 (D)小芳：「賦」是當時最具代表性的文體。 

(B) 36. 「……此次起義倉促，未能與鄭成功配合。起義人數雖多，但缺乏訓練，武器簡陋。荷蘭人利用原住民的軍隊予以

鎮壓……」，請問此一事件為何？ (A)林爽文事件 (B)郭懷一事件 (C)朱一貴事件 (D)戴潮春事件。 

(D) 37. 小強研究唐代中國的佛教，發現此時開創出許多印度原來沒有的新宗派。其中有一教派講求「頓悟」的精神，秉持

儉樸宗風，因此受到唐武宗滅佛事件的影響較輕。請問此一教派為何？ (A)天台宗 (B)華嚴宗 (C)淨土宗 (D)

禪宗。 

(A) 38. 喬治為嘉慶年間到中國經商的英國商人，請問他應該到下列哪一個港口和中國通商？ (A)廣州 (B)泉州 (C)福州 

(D)雲臺山。 

(C) 39. 在清末哪一次變法改革之時，為培養洋務人才，開始有新式學校的設立？ (A)立憲運動 (B)庚子後的新政  (C)

自強運動 (D)戊戌變法。 

(A) 40. 阿賢畢業旅行參觀億載金城，經導遊解說後才知它是在台灣面臨哪一次重大的外力衝擊後所建的新式炮台？ (A)

牡丹社事件 (B)中法戰爭 (C)甲午戰爭 (D)乙未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