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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自學進修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學力鑑定考試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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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請於虛線上方填寫准考證號及姓名。 

一、選擇題：（40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A  )1.清代中期，臺灣漢人為獲得某種經濟利益，必須深入山區，但卻常常引發與原住民族的衝突，由於本少利厚，還是 
吸引許多漢人深入山區冒險，請問此種經濟利益主要指的是哪一商品?   (A)樟腦  (B)煤礦  (C)茶葉  (D)稻米。 

(D  )2.下列有關台灣地名的敘述，何者為是？ (A)基隆三貂角相傳是葡萄牙在台灣的根據地  (B)臺南市五條港園區的新
美街，是西方傳教士的見證   (C)新營、右昌是清領時期軍屯的地點   (D)艋舺、大目降、目加溜灣的地名是原住
民的話語。 

(B  )3.2012 年蘇花改工程團隊與考古人員於宜蘭南澳施工路段中發現「漢本遺址」，至 2015 年 8 月初，已挖出玉器、陶
器、石器、金箔、瑪瑙、骨角器與玻璃珠等物品。請問你認為漢本遺址最早的年代可追溯至哪一時期？ (A)舊石器
時期  (B)新石器時期  (C)金屬器時期  (D)荷西時期。 

(C  )4.日本將原先派駐臺灣的武官總督換成了文官總督，這樣的改變和當時國際社會所瀰漫的那一種風潮有關？ (A)共產
主義  (B)經濟恐慌  (C)民族自決  (D)自由貿易。 

(C  )5.臺灣在民國六十年左右，出現「客廳即工廠」的景象，這反映臺灣經濟發展的背景為何？ (A)高科技產品已經十分 
發達 (B)中國大陸市場已成為臺灣出口的重要地區 (C)勞力密集，外貿導向的經濟 (D)經濟發展重挫，民生凋蔽。 

(D  )6.春秋戰國是中國學術思想蓬勃發展的時期，當時雖有「九流」、「十家」之別，但其實各家的思想日後出現了相互影
響，甚至合流的現象，請問哪一本著作最能說明這種現象？ (A)戰國策 (B)春秋繁露 (C)資治通鑑 (D)呂氏春秋。 

(B  )7.科舉制度在中國施行 1300 多年，歷代所實施的作法或有不同，從何時開始有「彌封」、「鎖院」、「謄寫」的防弊措
施？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代。 

(A  )8.中國在某個時期<人民日報> 經常刋載稻田每畝產量創新高的新聞，如「麻城建國一社(人民公社)，早稻出現畝產
36900 多斤的天下第一田」超越正常稻田的每畝產量的幾百倍。中國此時各地公社浮報產量的原因為何？  (A)大
躍進時期誇耀產能  (B)中共甫建政，為安定民心所做的宣傳  (C)文化大革命時為誘導青年上山下鄉的宣傳  (D)
宣揚改革開放的成效。 

(D  )9.「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中共計畫沿著陸上絲綢之路，發展和這些國家或地
區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計劃加強建設，並帶動西部地區的開發；另外亦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中國和東南亞、
南亞、中東、北非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請問此項計畫是何人在位時為了提升經濟，同時也可抓緊和歐亞非各
國經濟關係的大規模計劃?  (A)鄧小平 (B)江澤民 (C)胡錦濤 (D)習近平。 

(A  )10.古埃及新王國時期的「死亡之書」是書寫在莎草紙上，放入人型棺中，通常上面繪有古埃及人對於人死後世界的
想像，所以「死亡之書」中若繪有一位負責審判的神祇，該神祇應是下列何者？  (A)冥王―奧塞利斯  (B)太陽
神―拉  (C)風神―舒  (D)生育之神―伊西斯。 

(D  )11.王小明在一份文件中查閱到「封建制度」、「莊園經濟」、「政教衝突」等資料，請問這份文件應是描述何時何地之
景況？  (A)上古波斯帝國  (B)中古伊斯蘭帝國  (C)中古拜占庭帝國  (D)中古西歐地區。 

(D  )12.一般人均熟知 19世紀後半葉民族主義的勃興促成德、義兩國的統一，德國的統一有賴於著名的「鐵血宰相」―俾
斯麥；義大利的統一其實也有一位著名的首相居功厥偉，這個人是？  (A)馬志尼  (B)加里波底  (C)伊曼紐二世  
(D)加富爾。 

(B  )13.這個時期曾經發生過古巴飛彈危機，這個時期東柏林築起柏林圍牆，這個時期中國正出現文化大革命，這個時期
美國大舉介入越戰，這個時期金恩牧師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請問「這個時期」指的是？  (A)1950 年
代  (B)1960 年代  (C)1970 年代  (D)1980 年代。 

(A  )14.1930 年代中期的某國內戰，不僅是法西斯主義與反法西斯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也是不少文藝作品的創作源頭，
如該國畫家畢卡索即以「格爾尼卡」一畫描繪德國空軍對該國同名小城的轟炸，以此表達對法西斯主義的強烈不
滿。這個國家是：  (A)西班牙  (B)埃及  (C)摩洛哥  (D)希臘。 

(C  )15.「此國人口約 5000 萬，九成信仰佛教；境內資源豐富，盛產柚木、紅寶石、翡翠、石油等，有「黃金窩上的乞丐」
之稱。1997 年加入東協，2011 年實行經濟改革、取消外匯管制、放寬進出口限制，經濟學人智庫一度預估該國
2017 年將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國家。請問上述指的是何國？ (A)泰國 (B)馬來西亞 (C)緬甸 (D)柬埔寨。 

(A  )16.二次大戰結束後，愛滋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迅速蔓延，甚至進一步擴大到其他地區，據聯合國統計，非洲是全
球愛滋病死亡和帶病人數最多的一洲。請問，造成愛滋病在非洲快速傳播的原因和以下何者最相關？  (A)接觸密
度提高  (B)工業污染日益嚴重  (C)乾淨飲用水供應不足  (D)醫療水準提升緩慢。 

(B  )17.依據邱念的農業區位理論進行判斷，下列何種農業活動與市場的距離最「近」？  (A)放牧業  (B)酪農業 (C)混
合農業  (D)穀物農業。 

(C  )18.日前臺灣傳出廠商用餿水油及其它對人體有害的原料製成產品，影響所及包含諸多食品大廠，廠商在不知情的情
形下用了不合格的油品，使臺灣的食安又再一次拉起警報。上述油品事件顯示現代工業生產具有下列哪一項特徵？  
(A)垂直整合  (B)水平整合  (C)垂直分工  (D)水平分工。 

(D  )19.在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尋找乾淨的替代能源一直是先進工業國家努力的目標。身為金磚五國之一的巴
西，自 1970 年代起為了能源自主，即開始重視發展替代能源，充分利用本國農業資源生產酒精汽油，開發技術領
先全球。請問巴西是以哪一種農作物來提煉酒精？  (A)大豆  (B)玉米  (C)咖啡  (D)甘蔗。 

(A  )20.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版圖不斷地改變和重組，許多經濟組織相應而生，請問國與國之間的區域經濟結盟可帶
來何種經濟效益？  (A)規模經濟 (B)聚集經濟 (C)連鎖經濟 (D)計畫經濟。 

(D  )21.根據等級大小法則，若甲國第二級都市的人口規模為 240萬人，第六級都市的人口規模應為下列何者？  (A)20 萬
人  (B)40 萬人  (C)60 萬人  (D)80 萬人。 

(B  )22.2017 臺北世大運為台灣有史以來主辦層級最高的國際綜合運動賽會，有來自世界 100 多個國家逾萬名隊職員來台
參與盛會。聖火在義大利杜林引燃母火後，接續傳遞至義大利拿坡里、泰國曼谷與韓國大邱等地，最後迎回台灣。
國內聖火傳遞希望展現出臺灣各地特色與自然美景，首站為臺灣第一高峰玉山，象徵聖火由臺灣最高處照亮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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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世界看見臺灣

(A) 

(B  )23.「寶可夢
切相關以外
「不」包括下列何者

(A  )24.甲乙兩圖圖幅大小相同
詳盡 (B)

(B  )25.美國職業籃球
密熱火」
風背風側

(C  )26.2004 年臺灣遙測衛星福衛二號開始服役
五號成功發射開始運作
福衛二號所獲得彩色影像資料的幾倍

(C  )27.獨立國協的西伯利亞地區河川如葉尼塞河
塞造成水患
(A)河幅寬度

(D  )28.下列哪二種海岸地形景觀可做為侵蝕基準上移的證據
海蝕洞。

(D  )29.某國政府
某國政府

 (C)提供遊民臨時性的安置場所
(A  )30.下列何項敘述較符合

觀看世界盃少棒賽
(D  )31.所謂「憲政主義

下述何者符合憲政主義的精神
打擊毒品
(D)某國總統表示其不贊成同志婚姻

(B  )32.下列何項行為屬於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
在龍山寺捷運站出口高聲主張
上留言，

(D  )33.修憲後我國為推動地方自治
有行政與立法機關
大會  (B)
格直轄市

(B  )34.法國與我國在政府體制上都被稱之為
請問：下列關於我國與法國
過國會同意
局時，皆可主動

(A  )35 強強到外地讀大學後
屋於 201
原租賃契約到期為止
主張「無過失責任

(D  )36.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罰鍰，
實信用原則

(C  )37.明翰晚間
小張，
年定讞。
緊急避難

(C  )38.假設在其他條件不變下
香蕉市場的供需圖如下
的敘述，
甲、甲國為出口國
乙、貿易後
丙、貿易前
丁、貿易後

國內供給量增加
(A)丙丁
(附圖說明

(A  )39.強強是今年剛考上大學的新鮮人
5,000 元
花費 10,000
(B)13,000

(C  )40.現代社會許多詐騙集團層出不窮
最該加強或累積下列哪一項經濟發展要素

讓世界看見臺灣。下列為台灣某四地的月平均氣溫和雨量圖

  (B) 

寶可夢 Pokemon GO 為 2016 年風靡全球的遊戲
切相關以外，也結合了 AR 擴增實境科技

包括下列何者？  (A)RS  (B)PS  (C)GIS  (D)GPS
甲乙兩圖圖幅大小相同，甲圖比例尺是

(B)乙圖的比例尺較大 (C)
美國職業籃球 NBA 球隊名稱往往能反應出當地的環境或人文特色

」此名稱的由來最可能跟下列何者有關
風背風側、焚風沈降。 

年臺灣遙測衛星福衛二號開始服役
五號成功發射開始運作，遙測對地解析度
福衛二號所獲得彩色影像資料的幾倍
獨立國協的西伯利亞地區河川如葉尼塞河
塞造成水患，此種被稱之為「凌汛

河幅寬度  (B)河床坡度  (C)
下列哪二種海岸地形景觀可做為侵蝕基準上移的證據

。 (A)甲乙  (B)丙丁  (C)
某國政府規定，收成時節，每人需依
某國政府的作法，與目前我國哪一項措施相近

提供遊民臨時性的安置場所 
下列何項敘述較符合「公共」的概念
觀看世界盃少棒賽 (C)媒體報導藝人的感情生活

憲政主義」其基本理念就是主張政府的權力及政治運作應受憲法的規範
下述何者符合憲政主義的精神？  
打擊毒品，授權警方對於販毒者可以直接槍決

某國總統表示其不贊成同志婚姻
下列何項行為屬於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
在龍山寺捷運站出口高聲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批評他人下流不要臉。 
修憲後我國為推動地方自治，制定
有行政與立法機關。請問：下述何者符合地方自治的

(B)台灣省屬地方自治團體
格直轄市  (D)直轄市部分原住民區設有民選的區長與區民代表大會
法國與我國在政府體制上都被稱之為

下列關於我國與法國政府體制
過國會同意  (B)法國總統任命總理時

皆可主動宣布解散國會  (D)
強強到外地讀大學後，與房東簽訂租賃契約

2017 年 8月被法拍，由新屋主得標
原租賃契約到期為止 (B)原租賃契約廢棄

無過失責任」要求原房東賠償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在顯有妨礙其他人

，假設某陳姓男子被警方以此理由裁罰新台幣
實信用原則  (B)信賴保護原則  

晚間與妻子返家時，驚見竊賊
，不料力道過大勒斃小張。

年定讞。請問，法院判刑與下列阻卻違法事由有關
緊急避難。 
假設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甲、乙兩國與國際
香蕉市場的供需圖如下。請問下列關於兩國

，哪些是正確的?  
甲國為出口國，乙國為進口國
貿易後，甲國經濟福祉增加貿易利得
貿易前，乙國國內市場較不具經濟效率
貿易後，甲國國內消費量減少
國內供給量增加 

丙丁 (B)甲丁 (C)甲乙 (D)乙丙
附圖說明：P*為國際市場均衡價格

易前之市場均衡數量；
強強是今年剛考上大學的新鮮人，

元，除此之外並且至便利商店打工
10,000 元，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共
000 元  (C)18,000 元  (D)

現代社會許多詐騙集團層出不窮，
最該加強或累積下列哪一項經濟發展要素

下列為台灣某四地的月平均氣溫和雨量圖

  (C) 

年風靡全球的遊戲，遊戲內容的研發除了與智慧型手機
擴增實境科技，更充份應用了地理學重要工具之

(A)RS  (B)PS  (C)GIS  (D)GPS
甲圖比例尺是 1/1,000、乙圖比例尺

(C)甲圖所涵蓋範圍較大 
球隊名稱往往能反應出當地的環境或人文特色

此名稱的由來最可能跟下列何者有關？ (A)熱帶沙漠氣候

年臺灣遙測衛星福衛二號開始服役、2016 年除役，其遙測對地解析度
遙測對地解析度：彩色影像 4公尺

福衛二號所獲得彩色影像資料的幾倍？  (A)0.02  (B)2  (C)4  (D)40
獨立國協的西伯利亞地區河川如葉尼塞河、中國黃河及黑龍江

凌汛」的現象，發生的原因除天氣因素外
(C)河流流向  (D)河流長度

下列哪二種海岸地形景觀可做為侵蝕基準上移的證據？(甲
(C)丙戊  (D)乙丁。 

每人需依個人所得繳納穀物，並設立公共
與目前我國哪一項措施相近?  (A)補助中低收戶的老人裝假牙

 (D)強制國民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的概念？  (A)居民開會決議社區花園禁止烤肉

媒體報導藝人的感情生活，滿足人民的好奇心
其基本理念就是主張政府的權力及政治運作應受憲法的規範

  (A)某國總統透過公民投票
授權警方對於販毒者可以直接槍決  (C)某國總統為避免某媒體負面報導影響國安

某國總統表示其不贊成同志婚姻，但會尊重大法官釋憲結果
下列何項行為屬於言論自由之保障範圍，政府不得加以限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C)
 

制定《地方制度法》，規定了直轄市
下述何者符合地方自治的內涵？

台灣省屬地方自治團體，設有民選省長與省議會議員
直轄市部分原住民區設有民選的區長與區民代表大會

法國與我國在政府體制上都被稱之為「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
政府體制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法國總統任命總理時，依憲政慣例須任命國會多數黨人擔任
(D)我國與法國在總統選舉制度上皆採單一

與房東簽訂租賃契約，租期至 2018
由新屋主得標。此時，強強可做下列何種主張
原租賃契約廢棄，需與新房東訂新約

要求原房東賠償。 
汽車駕駛人在顯有妨礙其他人

假設某陳姓男子被警方以此理由裁罰新台幣 3600
  (C)明確性原則  (D)裁量合法原則

驚見竊賊小張躲在廁所，明翰為保護
。法院認定明翰行為過當，

法院判刑與下列阻卻違法事由有關?   (A)

乙兩國與國際
請問下列關於兩國

乙國為進口國 
甲國經濟福祉增加貿易利得 X 

不具經濟效率 
甲國國內消費量減少，乙國則

乙丙。 
為國際市場均衡價格；Q*為國際市場均衡數量

；P*乙為乙國貿易前之市場均衡價格
，為了多賺一些零用錢，

除此之外並且至便利商店打工，賺取 6,000 元；
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共 2,000 元。請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D)23,000 元。 
，導致人心惶惶，彼此之間愈來愈不相信對方

最該加強或累積下列哪一項經濟發展要素？(A)人力資本  

下列為台灣某四地的月平均氣溫和雨量圖，請由氣溫和雨量判斷，

  (D) 。

遊戲內容的研發除了與智慧型手機
更充份應用了地理學重要工具之「3S」科技

(A)RS  (B)PS  (C)GIS  (D)GPS。 
乙圖比例尺 1/50,00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D)乙圖的等高線間距值通常較小
球隊名稱往往能反應出當地的環境或人文特色，例如邁阿密的球隊名稱為熱火隊

熱帶沙漠氣候 (B)位置緯度較低

其遙測對地解析度：彩色影像
公尺 。請問福衛五號所獲得的彩色影像資料

02  (B)2  (C)4  (D)40。 
中國黃河及黑龍江、加拿大北部聖羅倫斯河等
發生的原因除天氣因素外，主要與這些地區河川的哪一項特性有關

河流長度。 
甲)海岸沙丘；(乙)陸連島

並設立公共穀倉儲存，如果有饑荒發生時
補助中低收戶的老人裝假牙 (B)

強制國民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居民開會決議社區花園禁止烤肉 (B)

滿足人民的好奇心 (D)澄明決定報考軍校
其基本理念就是主張政府的權力及政治運作應受憲法的規範，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

某國總統透過公民投票，使其可不受連選連任的任期限制
某國總統為避免某媒體負面報導影響國安

法官釋憲結果。 
政府不得加以限制？ (A)出版社計畫出版「

(C)在客滿戲院，無故大喊「失火了

規定了直轄市、縣（市）及鄉（
？  (A)金門縣正義里屬地方自治團體

設有民選省長與省議會議員  (C)基於地方自治精神
直轄市部分原住民區設有民選的區長與區民代表大會。 

半總統制」，但歸納一些制度性的特徵
？  (A)我國與法國總統任命行政院長或總理時

依憲政慣例須任命國會多數黨人擔任  (C)
我國與法國在總統選舉制度上皆採單一選區絕對多數制

18 年 7 月 31 日。不料，因房東積欠債務
強強可做下列何種主張，以保護自身權利

需與新房東訂新約 (C)需取得新房東的同意才可以繼續居住

汽車駕駛人在顯有妨礙其他人、車通行處所停車，處新台幣
3600 元，警方之作法將違反何項行政法基本原則
裁量合法原則。 
為保護妻子，與對方發生激烈扭打
，依過失致死罪判刑 3 月，

(A)依法令的行為 (B)業務上的正當行為

為國際市場均衡數量；P*甲為甲國貿易前之市場均衡價格
乙為乙國貿易前之市場均衡價格；Q*乙為乙國貿易前之市場均衡數量

，於是整個月，強強固定打掃家裡環境
；再前往外地讀書之前，強強買了一輛二手機車以代步

請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

彼此之間愈來愈不相信對方，互相猜忌
  (B)企業才能  (C)社會資本

，何圖最可能為玉山的氣候圖

。 

遊戲內容的研發除了與智慧型手機、無線網路的蓬通發展有密
科技。」請問前述中之 3S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圖內容較
乙圖的等高線間距值通常較小。 

例如邁阿密的球隊名稱為熱火隊，請問「
位置緯度較低 (C)副熱帶高壓籠罩 (D)

彩色影像 8 公尺；2017 年 8 月福衛
請問福衛五號所獲得的彩色影像資料，其資料量是

加拿大北部聖羅倫斯河等，在冬初及春季河道堵
主要與這些地區河川的哪一項特性有關

陸連島；(丙)海階；(丁)谷灣；

如果有饑荒發生時，即開倉賑濟
(B)身心障礙者可申請輔具補助

(B)某市長利用假日自行購票前往
澄明決定報考軍校，效忠於國家

以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請問
可不受連選連任的任期限制  (B)某國總統為

某國總統為避免某媒體負面報導影響國安，下令政府收回頻道

「名人性愛偷窺實錄」一書
失火了」   (D)在他人Facebook

（鎮、市）為地方自治團體
金門縣正義里屬地方自治團體，並設有里民代表

基於地方自治精神，縣市可經由議會同意升

但歸納一些制度性的特徵，兩國亦有所差異
我國與法國總統任命行政院長或總理時，皆須經

(C)我國與法國總統在面對法案僵
選區絕對多數制。 

因房東積欠債務，強強租住的房
以保護自身權利?  (A)可以繼續居住至

需取得新房東的同意才可以繼續居住 

處新台幣 600 元以上 1200
警方之作法將違反何項行政法基本原則？  (A)

與對方發生激烈扭打，最後以勒頸方式壓制
，得易科罰金 9 萬元，並緩刑

業務上的正當行為 (C)正當防衛

為甲國貿易前之市場均衡價格；Q*甲為甲國貿
乙為乙國貿易前之市場均衡數量) 

強強固定打掃家裡環境，獲得媽媽獎勵金
強強買了一輛二手機車以代步
，增加了多少 GDP？(A)8,000

互相猜忌，若要解決這些情況
社會資本  (D)政府效能。 

何圖最可能為玉山的氣候圖？ 

無線網路的蓬通發展有密
3S 科技

甲圖內容較

「邁阿
(D)信

月福衛
其資料量是

在冬初及春季河道堵
主要與這些地區河川的哪一項特性有關？  

；(戊)

即開倉賑濟。
身心障礙者可申請輔具補助 

某市長利用假日自行購票前往
效忠於國家。 

請問： 
某國總統為

下令政府收回頻道   

一書 (B)
Facebook

為地方自治團體，設
並設有里民代表

縣市可經由議會同意升

兩國亦有所差異，
皆須經

我國與法國總統在面對法案僵

強強租住的房
可以繼續居住至

 (D)

1200 元以
(A)誠

最後以勒頸方式壓制
並緩刑 2

正當防衛 (D)

甲為甲國貿
 

獲得媽媽獎勵金
強強買了一輛二手機車以代步，

8,000 元  

若要解決這些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