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102 年職業學校畢業程度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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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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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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人不得更改答案卡上的准考證號碼，違者該科不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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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明在高職畢業後，希望先找到一份適合的工作，之後再考慮進修的問題。

在作此決定之前，他事先聽從家中長輩以及學校師長的建議。「聽從家中長輩

以及學校師長的建議」，此因素是屬於生涯金三角中的那一部份？ 

(A)認識及探索自我  (B)瞭解社會與環境的期望  

(C)蒐集教育與職業資料  (D)蒐尋網路資訊 

2. 每個人喜歡的工作類型會受到其工作價值觀的影響，試問：某人謀職時最看

重的因素是「希望公司營運穩定，不會任意被調動，不必擔心失業」。此價值

觀屬於下列何者？ 

(A)工作公平性  (B)工作自主權 

(C)工作多樣化  (D)工作穩定性 

3.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奉勸我們應該把工作的滿足感放得高一點，把錢放

得低一點。這觀點所談論的是 

(A)人格特質  (B)價值觀 

(C)能力  (D)興趣 

4. 以下何者可以協助小華認識自己的潛在能力？ 

(A)成就測驗  (B)性向測驗 

(C)人格測驗  (D)興趣測驗 

5. 面對多元變化的職涯世界，企業越來越重視工作者的軟實力，以下何者不是軟

實力？ 

(A)創新思考  (B)溝通能力 

(C)情緒管理  (D)學歷證照 

6. 生涯學者何倫(Holland)認為「人格類型」與「職業興趣」是有關聯的，不同

人格類型的人感到有興趣的職業會有所不同。請推斷「較有繪畫、音樂與美

術天份的人，較不喜歡規律、重複性以及單調的工作內容，反而喜歡求新求

變，追求創意的工作。」這樣的敘述貼近那種人格類型的人？ 

(A)藝術型   (B)研究型  

(C)社會型  (D)事務型 

7. 在職場中，具有良好「生涯能力」的人，比較能夠得到上司的器重以及公司

的喜愛。在工作中能經常心平氣和，笑臉迎人，親切有活力，遇到工作中的

挑戰及困難時，也能適時適地調適自己，具有抗壓性。這樣的人是具備「生

涯能力」中的那一要素？ 

(A)良好的情緒管理能力  (B)理想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C)良好的職業道德  (D)理想的工作效率 

8. 小明想參加普考成為公務人員，他可從何處得知訊息呢？ 

(A)考選部  (B)教育部  

(C)技訊網  (D)勞委會職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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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經常具備多種生涯角色。有時不同角色之間，會產生

期待不一致的狀況，甚至會導致內在心理壓力。此種現象稱之為何？ 

(A)角色扮演  (B)角色期待  

(C)角色衝突  (D)角色行為 

10. 有位高職畢業生希望能夠上網蒐集四技二專的升學資訊，下列那一個網站最

容易找到所需的資訊？ 

(A)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網站   

(B)全國就業e網 

(C)技專院校入學測驗中心   

(D)行政院職業訓練局各地就業服務中心 

11. 謀職打工首重避開求職陷阱，勞委會提醒工讀應徵要注意「五不原則」以保

障自身安全。下列那一項選項不包括在其範圍內？ 

(A)不繳錢、不購買  (B)不辦卡、不簽約 

(C)證件不離身  (D)對雇主的要求不拒絕 

12. 下列有關性別平等的敘述，何者正確？ 

甲.性別平等教育法是為「保障不同性別者的平等權利」。 

乙.「公車司機只適合男性擔任」，這樣的想法就是一種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丙.遇性侵害及性騷擾危害可打 113 電話求助與通報。 

丁.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主對求職者之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

與考績等，得因性別傾向之不同給予差別待遇。」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13. 張小美個性開朗，總是有陽光般的笑容以及熱誠、親切的服務態度，因此在

未來生涯與職業選擇時，總是希望以餐旅服務業作為自己的志向。請問，張

小美是以什麼因素來作生涯抉擇？ 

(A)職場倫理  (B)職業報酬率  

(C)個人的人格特質  (D)職業的工作內容 

14. 時間是世界上最短缺的物資，除非善加管理，否則一事無成。時間管理常需

要區分事務的「重要性」與「緊急性」。請問下列那一事件對在學學生而言，

可謂「重要且緊急」？ 

(A)一年後舉行的的統一入學測驗  (B)同學打電話找我聊天  

(C)明天即將來臨的期中考  (D)百貨公司週年慶購物 

15. 有效時間管理的 80/20 原則，是指用 80％的時間來處理何事？ 

(A)不重要的事  (B)重要的事 

(C)瑣碎的事  (D)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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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生中百分之八十五的成功都歸於態度，而百分之十五則在於能力。」這

句話是強調下列何者的重要性？ 

(A)人生  (B)能力 

(C)想法  (D)態度 

17. 億萬富翁洛克菲勒說：「成功沒有秘訣，要在人生中取得正面結果，只要肯積

極行動，你就會越來越接近成功。」他認為生涯成功在於 

(A)討論  (B)執行 

(C)思考  (D)隨緣 

18. 「休閒」是指擺脫工作之後所獲得的自由時間，或於其間所從事的自由活動。

下列對於「休閒活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休閒活動的能力是與生俱來的，不太需要後天去培養 

(B)休閒與工作、學習是互相牴觸的概念  

(C)休閒等同娛樂 

(D)從事休閒活動的積極目的是為了再創造 

19. 我國立法委員任期是幾年？  

(A)三年  (B)四年 

(C)五年  (D)六年 

20. 王先生欠張小姐 100 萬元，經多次追討，都不還錢，張小姐可依何種法律尋

求解決？ 

(A)行政法  (B)憲法 

(C)民法  (D)專利法 
21. 我國刑法規定，未滿幾歲是無刑事責任？ 

(A)20 歲  (B)18 歲 

(C)16 歲  (D)14 歲 

22. 下列何種法律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國內最高的法律規範？ 

(A)稅法  (B)民法  

(C)刑法  (D)憲法 
23. 下列何者為刑法所規定的制裁手段？ 

(A)慰撫金  (B)罰鍰  
(C)罰金  (D)損害賠償 

24. 下列敘述何者是「罪刑法定原則」的特點？ 

(A)犯罪行為構成要件法律要有明確規定   

(B)原則上事後存在的刑罰可以溯及處罰過去的行為  

(C)法官可依習慣法審判  

(D)審判時可類推解釋法律 

25. 當發生勞資糾紛時，可向各縣市政府的哪一個機關申請調解？ 

(A)環保局  (B)教育局     

(C)社會局  (D)勞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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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債權人為防止債務人脫產，債權人於訴訟前，可以何種保全程序凍結債務人

銀行存款？ 

(A)假扣押  (B)假執行 

(C)假釋   (D)緩刑 

27. 繼承人若選擇拋棄繼承，應向什麼機關提出聲請？ 

(A)警察局  (B)法院  

(C)戶政事務所  (D)社會局 

28. 下列哪一個機關對於行政院所提出的預算案有審議之權? 

(A)立法院  (B)司法院  

(C)總統府  (D)監察院 

29. 「通常保護令」之有效期間原則上為： 

(A)三個月   (B)半年  

(C)一年  (D)二年 

30. 消費訴訟若以消費者保護團體名義起訴者，至少應有消費者多少人之授權？ 

(A)十人   (B)二十人  

(C)三十人  (D)四十人 

31. 資遣費的發給，每工作滿一年，約發幾個月的平均工資？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四個月 

32. 甲最近沒錢花，騎車在路上閒晃，見有一落單女子乙，行走在路旁，甲臨時

起意，搶走乙手中的女用肩包。請問：甲的行為構成下列何項罪名？ 

(A)侵占罪   (B)強盜罪  

(C)竊盜罪   (D)搶奪罪 

33. 民法請求權最長之時效為幾年？  

(A)10 年  (B)15 年 

(C)20 年  (D)30 年 

34. 下列何者不是婚姻成立的要件? 

(A)二人以上之證人  (B)須簽訂結婚證書  

(C)有公開的儀式  (D)向戶政機關為結婚登記 

35. 下列何者不是電腦未來的發展趨勢？ 

(A)執行速度愈來愈快    (B)更符合生活應用   

(C)使用能源愈來愈省  (D)體積愈來愈大 

36. 行動電話所使用的無線耳機，最常採用下列哪一種通訊技術？   

(A)藍牙（Bluetooth）    (B)辦公室自動化（OA） 

(C)無線區域網路協定（Wi-Fi）  (D)全球互通微波存取（WiMAX） 

                                 第 5 頁                            共 7 頁 
 



 

                                 第 6 頁                            共 7 頁 
 

37. 一般我們所指的 24 吋螢幕，是指螢幕何處的長度為 24 吋（以下圖為例）？ 

(A)  A         (B)  B  (C)  C         (D)  D 

 

38. 下列有關電腦操作與保養的方法，何者正確？  

(A)為了清理不再需要的檔案，硬碟應定期格式化 

(B)使用電腦時須注意散熱與通風 

(C)防毒軟體有裝就好，不需要定期更新 

(D)為了讀取資料更流暢，硬碟讀寫頭應定期清洗 

39. 筱綾和筱蓁兩姊妹雖因工作因素，必須相隔臺灣與大陸兩地，但透過安裝在

電腦中的「Skype」，她們彼此依然能時常進行聊天與互動。由以上敘述可知，

「Skype」可能是下列哪一種軟體？ 

(A)通訊軟體    (B)檔案傳輸軟體   

(C)作業系統   (D)虛擬實境軟體 

40. 有心人士透過假造知名公司的網站或電子郵件，誘騙使用者連結假冒的網

站，藉以騙取個人資料，如信用卡、帳號或密碼等，是下列哪一種電腦犯罪

行為？ 

(A)郵件炸彈(Email Bomb)     (B)網路釣魚(Pushing) 

(C)阻絕服務(DoS)    (D)資料隱碼(SQL Injection)  

41. 在流程圖符號中，下面那一個表示輸入/輸出符號？ 

(A)   (B)      

(C)    (D)  

42. 半澤直樹準備依據已建立的通訊錄電子檔，印製邀請各銀行總裁出席財經大

會的通知信封。請問Microsoft Word中的哪一項功能，能幫助半澤直樹快速地

完成印製信封的工作？ 

(A)合併列印    (B)公文製作   

(C)雙面列印    (D)目錄製作 



 

43. 仲驊在光華商場購買組裝電腦用的硬體零件，店員提醒他必須再另外安裝

Windows 8，才能使電腦開始運作。請問「Windows 8」是一種？ 

(A)應用軟體   (B)作業系統   (C)線上電子交易   (D)防毒軟體 

44. 有些書局或賣場出口處會設有門型的防盜感應器，這種感應器會感應客人攜

帶的商品（例如：衣服、物品、書籍、軟體光碟等商品），若偵測到商品上的

晶片狀態為「尚未結帳」，警報器就會發出鳴叫聲。請問這種防盜設備，最可

能是應用了下列哪一種技術？ 

(A)辦公室自動化(OA)  (B)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 

(C)電子商務(EC)  (D)無線射頻識別（RFID） 

45. 俊堯希望若自己離開辦公室座位超過兩分鐘以上，工作用電腦中的Windows

系統會自動執行鎖定功能，直到輸入他自訂的密碼才能解除鎖定。請問他可

以透過設定Windows系統中的哪一個項目來達到此一目的？ 

(A)螢幕保護裝置  (B)Windows 防火牆   

(C)電源選項  (D)家長監護 

46. 就IPv4 規範而言，下列IP位址的寫法，何者不正確？ 

(A)168.95.20.83  (B)207.46.215.26   

(C)140.222.0.1  (D)140.333.111.56 

47. 詹小婉打算將擔任總舖師父親「蒼蠅師」的拿手辦桌食譜發表在部落格上。

該部落格的文章、圖片等內容可提供其他網友轉寄或分享，廣為流傳，但必

須標示作者姓名，且不能更改其內容。請問在「創用CC授權標示」規範下，

她應該在部落格中加入下列哪一種著作權宣示圖示？  

(A)  (B)   (C)   (D)  

48. 某銀行的 URL 為 https://ebank.bot.com.tw/，請問這類以「https://」開頭的 URL，

代表該網站具有何種網路安全機制？ 

(A)UPS（不斷電設備） (B)SSL/TLS（安全通道層/傳送層保全） 

(C)Firewall（防火牆）  (D)Anti-Virus（防毒軟體） 

49. 詹姆士到知名影音分享網站YouTube上，觀賞來自荷蘭的裝置藝術「黃色小

鴨」的充氣過程影片。他發現，長達一小時的影片，並不需要等待完全下載

完畢後才播放，而是邊下載邊播放。請問「邊下載邊播放」的技術我們稱為： 

(A)奈米技術       (B)資料加/解密技術   

(C)防拷技術      (D)影音串流技術 

50. 下列哪一種作業系統無法安裝在手機中？   

(A)谷歌(Google)的Android           

(B)蘋果(Apple)的IOS   

(C)微軟(Microsoft)的Windows Server 2008   

(D)諾基亞(Nokia)的Symbian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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