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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9年職業學校畢業程度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 
生 活 領 域  試 題 

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項 

一、本試題共 50 題，每題 2分，共 100 分。每題都有(A)(B)(C)(D)四個答案，其中只有一

個答案是正確的。將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在答案卡同一題號相對位置寫上正確答

案，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者不倒扣，不答者以零分計。 

二、請先在試題卷首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卷卡」、

「試題」一併繳回。 

1. 生涯決定過程中首要且最重要的工作，是指： 
      (A) 自我探索   (B)蒐集相關資訊   (C) 考慮環境的阻力與助力  (D)以上皆是 

2. 舒伯 (Super)提出生涯發展理論，認為生涯發展階段分為五期， 高職生正處於舒伯生涯發展

階段中的哪一個時期？ 

(A)成長期    (B)探索期    (C)決定期    (D)維持期 

   3. 高職生的生涯進路，包含：甲、升四技二專   乙、升普通大學   丙、公職人員考試   

   丁、參加職業訓練    戊、報考軍警院校    己、出國留學    庚、創業    辛、就業 

(A)甲乙戊    (B)丙丁庚辛    (C)甲乙丙丁戊己    (D)以上皆是 

4. 休閒是人們重要的心理需求，在享受休閒樂趣的過程中，也能同時拓展我們看待人、事、物

的角度與價值，豐富人生色彩。一般而言，休閒活動的種類，不包括下列何者？ 

(A)旅遊、露營    (B)飼養寵物、種花    (C) 賭馬、職棒賭博     

(D)響應社區打掃、擔任育幼院志工 

5.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技訊網、網路技職博覽會⋯等是屬於哪方

面的生涯資訊網站？ 

      (A)國家考試網站    (B)就業服務網站    (C)職業訓練網站    (D)升學相關網站 

 6. 下列有關「時間管理」的敘述，何者為對？    

(A)時間管理是希望在有限時間把所有的事情做完。 

(B)根據經濟學家巴雷托（Vilfredo）的 80/20 法則，所完成的工作裡，百分之二十的成果，來

自於你所花的百分之八十時間。 

(C)時間管理的第一步是優先做完例行公事。 

(D)配合自己的身心狀況，選擇「對的時間做對的事」。 

7. 一個人從事職業活動時，他的職業行為是否合於情理法的一種道德判斷準則。指的是： 

(A)職業的合法性    (B)工作倫理    (C)職業道德    (D)以上皆是   

8. 工作力可以分為「專業技術能力」及「核心就業能力」。根據調查顯示，國內企業界晉用員

工優先考量的前四項為：良好工作態度、穩定度與抗壓性、表達與溝通能力、學習意願及可

塑性，關於這四項的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核心就業能力   (B)與專業能力無關   (C)皆與態度特質有關   (D)以上皆是 

9. 下列關於性騷擾的敘述，何者為非？ 

(A)根據調查，不論在校園或職場，女性遭受性騷擾的人數確實多於男性。 

(B)性騷擾沒有性別之分，性騷擾也非女性的專利。 

(C)面對職場性騷擾的傷害與處境，最好的選擇就是顧全大局、隱忍了事。 

(D)職場性騷擾的發生，主要包含兩個要素：一個是「性」、一個是「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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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馬斯洛(Maslow)的需求理論得知，工作對個人而言可以滿足以下哪幾種需求？ 

甲、物質的需求：獲得基本薪資報酬  。 

乙、生理的需求：工作本身就是一種活動，要活就要動。 

丙、個人的社會需求：工作職場可接觸各式各樣不同的人，藉由工作可以提升個人的社交能

力，滿足自己被肯定、被愛、歸屬感等需求 。  

丁、個人內在心理需求：人從工作中可進一步達到自我實現，施展抱負和發揮專長，獲得心

理的滿足與需要。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甲丙丁    (D)甲丁  

11.個人在遺傳與成長基礎上，經由環境訓練或教育出來的知識與技能，一般稱為：  

(A)性向  (B)能力  (C)興趣  (D)智力。 

12.下列有關人格特質的描述何者為非？ 

(A)人格特質會因成長或環境而有漸進性的改變 

(B)成人以後人格特質的穩定性不高 

(C)相同職業的人會有相似的人格特質 

(D)人格特質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決定個人表現 

13.明天老闆準備召開部門會議，讓每個人簡報自己的工作狀況與進度，阿明下班後先擬好講稿

並口頭練習，阿進想到時候再即興發揮即可，請問阿明及阿進面對境界分別屬於哪一種抉擇

類型的人？  

(A)計畫型與無力型   (B)衝動型與直覺型 

(C)計畫型與直覺型   (D)衝動型與無力型 

   14.生涯規劃的步驟包括：覺察－ (  X  )－抉擇－訂定目標－行動，請問X是甚麼？  

     (A)知己知彼   (B)知己   (C)知彼   (D)評估   

15.小華在火鍋店打工，雖然覺得老闆很剝削員工、薪資很低，但跟同事間的相處十分愉快，是

他遲遲不想離職的原因，請問由以上敘述得知他所重視的價值觀為何？  

      (A)安全  (B)社交性  (C)休閒  (D)肯定 

16.瞭解工作所需要的學經歷、專業條件、相關工作資歷、語言能力或生理條件，是指透過求職

管道來瞭解以下哪一項資訊？  

(A)工作性質  (B)資格條件  (C)工作環境  (D)工作時間及待遇。 

17.下列有關履歷表的填寫技巧，何者並不正確？  

     (A)經歷欄要按順序倒著寫回去，也就是將最近一次的工作經驗寫在第一行 

     (B)經歷欄中可註明與該工作相關的執照  

     (C)可運用電腦設計屬於自己獨特的履歷表 

     (D)自傳的字數越多越好  

18.阿惠因為懷孕而被公司辭退，可以依照什麼法律請求法院主持公道？ 

     (A)兩性工作平等法   (B)憲法  (C)刑法  (D)國家賠償法 

   19.「私法」為規定私人間生活關係之法律，下列何者屬於「私法」？ 

(A)民法   (B)刑法   (C)憲法   (D)稅法。 

   20.下列何者的產生方式，為總統直接任命，不須經立法院同意？ 

(A)立法院長   (B)行政院長   (C)司法院長   (D)考試院長。 

21.既是憲法中人民的權利，也是義務的是下列何者？ 

(A)納稅   (B)服兵役   (C)受國民教育   (D)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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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下列何者為旁系血親？  

(A)父母   (B)兄弟   (C)配偶   (D)子女。 

23.拿菜刀威脅超商店員，搶超商商品及金錢，觸犯何種罪？ 

 (A)竊盜罪   (B)竊占罪   (C)搶奪罪   (D)強盜罪。 

24.依民法，結婚登記應向哪一機關辦理？ 

 (A)警察局   (B)社會局   (C)法院公證處   (D)戶政事務所。 

25.網路購物買的商品，在收到商品後覺得不滿意，應於收到商品幾天內退回？ 

 (A)1 日   (B)3 日   (C)7 日   (D)14 日。 

26.我國法律由何機關制定？ 

 (A)行政院   (B)立法院   (C)司法院   (D)總統府。 

27.岳父是女婿的： 

 (A)配偶的血親   (B)血親的配偶   (C)直系血親   (D)旁系血親 。 

28.關於家庭暴力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家庭暴力僅指生理上的加害行為   (B)家庭暴力僅指心理或精神上的虐待  

(C)家庭暴力是家務事               (D)家庭暴力是一種犯罪行為。 

29.拋棄繼承應於知悉其得為繼承之時起：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四個月   內為之。 

30.申請專利應向那一機關註冊？  

(A)內政部   (B)地方法院   (C)教育部   (D)智慧財產局。 

31.某甲因受到家暴而申請保護令。保護令之執行由 

 (A)地方首長   (B)檢察官   (C)警察機關   (D)鄉鎮市公所  為之。 

32.盜版光碟販售人，並未實際參與盜拷行為，將光碟散布陳列於夜市；而這種行為已經是： 

 (A)侵害著作權   (B)侵害商標權   (C)侵害專利權   (D)侵害名譽。 

33.汽車駕駛人駕駛汽車，經測試酒精濃度超過規定標準，應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六萬元 

  以下罰鍰；並吊扣駕駛執照： 

 (A)一年   (B)二年   (C)三年   (D)半年。 

   34.人民向縣政府或縣議會陳述願望之行為，稱為： 

(A)訴訟   (B)請願   (C)訴願   (D)陳情。 

35.下列何者為目前容量最大的電腦儲存裝置？ 

(A) CD    (B)藍光   (C) DVD  (D) MO 

36.下列哪一項系統需要人造衛星提供資訊才能正常運作？ 

(A)辦公室自動化(OA)      (B)電腦輔助設計(CAD) 

(C)虛擬實境(VR)       (D)全球定位系統(GPS) 

37.MP3、數位相機、隨身碟等消費性電子設備，大多是使用何種儲存媒體？ 

(A)RAM     (B)ROM     (C)PROM    (D)flash memory 

38.下列何者不是正確的電腦保養觀念？  

(A)不可在電腦旁喝飲料，吃餅乾則無妨   (B)噴墨印表機應定時進行噴嘴清潔工作  

(C)抽換介面卡前應先關閉主機電源    (D)電腦不使用時應加上防塵套以減少灰塵堆積 

39.以下那一項不是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的功能？ 

(A)提供操作電腦的介面      (B)監控和維護電腦的運作  

(C)分配系統資源       (D)提供無線數位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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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某公司有 800 名員工，若每名員工的人事資料需要使用 5KB來儲存，請問最少需要多大的儲 

存空間，才足夠儲存所有員工的人事資料呢？ 

(A)3MB  (B)4MB   (C)5MB   (D)6MB 

41.下列何種語言屬於低階語言，不必翻譯即可被電腦執行？ 

(A) 美國語言 (B) 德國語言   (C) 機器語言 (D) 英國語言 

42.Visual Basic 是屬於那一種？ 

(A)作業系統  (B)程式語言   (C)通訊壓縮技術  (D)線上遊戲名稱 

43.目前用於手機的無線耳機大多是藍芽耳機，請問藍芽技術指的是那一種？ 

(A)影像處理技術  (B)數位音樂壓縮技術   (C) 虛擬實境技術  (D)無線通訊技術 

44.小華平時就有撰寫心情文章、小說、及拍照⋯等興趣。如果他不熟悉網站的設計，但他仍想

將文章、小說、及照片發表在網路上，請問下列何種網路服務最適合他來使用？ 

(A)網路部落格    (B)電子郵件  (C)檔案傳輸    (D)即時通訊 

45.才智的爺爺常常覺得電腦螢幕上的字太小看不清楚，才智該怎麼替爺爺改善問題？  

(A) 調整螢幕解析度  (B) 更換桌面背景   (C) 旋轉畫面角度   (D) 更換螢幕保護程式 

46.下列那一種設備的製造理念最能符合美國環保署推動的「能源之星」標準？ 

(A)低噪音設備    (B)省電設備   (C)低污染設備     (D)可回收設備 

47.利用圖形符號來表示處理問題步驟和程序稱為？ 

(A)電腦繪圖   (B)3D立體圖    (C)流程圖    (D)卡諾圖 

48.使用透明玻璃纖維材質來傳輸資料，體積小、傳輸速度快、訊號不易受干擾等特性的傳輸媒

介是？ 

(A)同軸電纜   (B)雙絞線    (C)光纖   (D)微波 

49.當企業內網路與外界相連時，用來防止駭客入侵的設施為？ 

(A)防火牆  (B)防毒軟體  (C)網路卡  (D)數據機 

50.若在登入Windows XP 系統鍵入密碼時，其大小寫不正確會導致什麼結果？  

(A)仍然可以進入Windows XP   (B)進入Windows XP 的安全模式  

(C)要求重新輸入密碼    (D)關閉Windows XP 並重新開機 



標準答案 

考科：生活領域科 

題本：闈內組題最終版本 

正式題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A 11 B 21 C 31 C 41 C 
2 B 12 B 22 B 32 A 42 B 
3 D 13 C 23 D 33 A 43 D 
4 C 14 A 24 D 34 D 44 A 
5 D 15 B 25 C 35 B 45 A 
6 D 16 B 26 B 36 D 46 B 
7 C 17 D 27 A 37 D 47 C 
8 D 18 A 28 D 38 A 48 C 
9 C 19 A 29 C 39 D 49 A 

10 A 20 B 30 D 40 B 50 C 
 
備註：標準答案請以大寫英文正楷（A、B、C、D）書寫。 
 

入闈委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