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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105年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度 

學力鑑定考試 

生  活  領  域  科  試  題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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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學者舒波(Super)的「生涯彩虹圖」理論，正就讀高職二年級的美玲最主要的生涯角

色應該是？  
 (A) 休閒者       (B) 學生  

 (C) 公民      (D) 工作者 

2. 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會擁有不同的生涯角色。有時候在不同的生涯角色間，會產

生期待不一致的狀況，因此容易導致內在的心理壓力。此種現象稱之為何？ 
(A) 角色行為     (B) 角色衝突  

(C) 角色期待       (D) 角色扮演 

3. 把一位學生從小到大的整個學習歷程紀錄彙集成冊，內容涵蓋的範疇包含各式證書以及

證明文件，甚至各項才藝競賽之成果。這樣的成果集，可統稱為什麼？ 
(A) 簡歷表                      (B) 履歷表  

(C) 學習檔案                    (D) 讀書計劃 

4. 王大明在職場上和同事及上司相處融洽，總是能夠顧全大局，能屈能伸，並且能夠融入

團隊中，不逞英雄，也不單打獨鬥，相信團結力量大。請問王大明具備何種成功的生涯

能力？  
(A) 良好的社交與團隊合作技巧 (B) 理想的時間管理能力 

(C) 專業的知識與技術              (D) 理想的敬業態度 

5. 高中職畢業生在思索未來生涯進路時，若能夠到輔導處(室)接受「興趣測驗」、「人格測驗」

及「性向測驗」，並適時詢問師長好友，在他們眼中，自己是一個適合就讀什麼科系或從

事何種職業的人。他是在從事那一方面的預備？ 
(A) 蒐集教育與職業資料 (B) 自我探索與自我瞭解 

(C) 瞭解社會與職場現況 (D) 跟上社會潮流趨勢 

6. 「資深歌手張琪出生即是棄嬰，領養家庭也是貧苦，小小年紀就得幫忙賣臭豆腐、挑雞

糞來分擔家計，加上養父好賭常常家暴，這樣的成長經歷，讓她在退休後投身公益，希

望能幫助像她一樣從小沒人疼愛的孩子，讓他們能有更安穩的生活。」根據描述，張琪

投身公益最大的滿足是： 
(A) 經濟實惠 (B) 促進身體健康  

(C) 美的追求 (D) 幫助他人 

7. 身障發明家劉大潭先生，他鎖定發明東西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別人的問題需求，從社會價

值中尋找商業市場，例如他為病人設計自動翻身的病床，為了環保，幫游泳池打造了不

用換水的水質清淨機，為火葬場設計廢棄除臭處理機，此工作價值觀屬於下列何者？ 
 (A) 創造發明 (B) 聲望地位 

 (C) 同事關係 (D) 美的追求 

8. 生涯學者何倫(Holland)認為不同「人格類型」的人會對不同的「工作類型」感到興趣，

也比較適合從事某種特定類型的工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實用型的人適合擔任美術設計師 (B) 社會型的人適合擔任教師  

(C) 研究型的人適合擔任水電技師 (D) 藝術型的人適合擔任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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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問題解決是重要的生涯能力之一。解決問題時有一定的邏輯步驟可依循，請依下述選出

正確的問題解決順序。 
甲.提出可能的解決策略並評估最佳策略 

乙.進行問題的解決與處理 

丙.界定問題並蒐集與問題解決有關的資訊 

丁.檢討修正處理方式以因應往後需求 

(A) 丙甲乙丁  (B) 甲乙丙丁   

(C) 丙丁甲乙 (D) 乙丁丙甲 

10. 許淑淨勇奪里約奧運舉重金牌，她雖然個頭嬌小，但動作靈敏，肌耐力以及協調性都很

好，不過，她並非從小就開始練舉重，國小時她打的是籃球，一直到國中籃球隊解散，

當時啟蒙教練吳奇宸招選舉重隊，才改練舉重，這一個決定，也開啟日後奪金生涯，可

見許淑淨在求學階段，她的哪一項多元智能就表現的很出色? 

(A) 語文智能       (B) 空間關係智能 

(C) 肢體動覺智能      (D) 存在智能 

11. 就讀高職一年級的小萍是餐飲管理科的學生，很希望對於該職涯領域的職場實際情形有

進一步的瞭解，並希望得到前輩的建議，以確定自己適不適合走這一行。請問她應該怎

麼做才最能夠達到她的期望？  
(A) 接受人格測驗認識自己 (B) 認真準備統測考試  

(C) 進行職涯訪談瞭解職場訊息   (D) 通過丙檢證照證明實力 

12. 卡比獸想要考烘培相關的技術士證照，請問哪個網站可以提供他相關的考試訊息？ 
(A) 技訊網 (B) 技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 

(C) 漫步在大學 (D) 技能檢定中心全球資訊網 

13. 志偉高職畢業後想要繼續升學，他可以選擇就讀： 

甲.四技   

乙.二專     

丙.空中大學     

丁.普通大學 

(A) 甲乙  (B) 甲乙丁   

(C) 甲乙丙丁 (D) 甲乙丙 

14. 工程師是屬於男性從事的職業，保姆是屬於女性從事的職業。這樣的論點是什麼觀念？  
(A) 性別融洽分工 (B) 性別友善關係   

(C) 性別理想互動 (D)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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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作生涯抉擇時，經常需要使用「生涯阻力與助力分析表」，以釐清生涯選擇有何幫助因素

或是阻礙因素。請問下列那些項目是「生涯助力」因素？ 
甲.這份工作穩定性高，跟我喜歡安定的個性相符合。 

乙.這份工作常需要上大夜班，使我不能兼顧家庭。 

丙.這份工作所提供的待遇理想，足以供應我的開銷。 

丁.這份工作缺乏升遷的機會，妨礙我想成為老闆的目標。 

(A) 甲丙 (B) 甲丁  

(C) 乙丙 (D) 丙丁 

16. 由於職場性騷擾性質特殊，被害人可能考量身分曝光後的社會壓力，或是怕加害人擁有

權力對自己施壓而不敢申訴，如果遇到性騷擾，需要專業的人員諮詢與支持，可求助下

列哪些單位？ 

甲.性騷擾防治諮詢專線 113 

乙.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丙.各縣市政府勞工局 

丁.家扶基金會 

(A) 甲乙丙 (B) 甲乙丁 

(C) 乙丙丁 (D) 甲乙丙丁 

17. 夢群大學剛畢業，焦急的想趕快找到一份能夠溫飽的工作，下列哪些方法可以讓夢群避

開求職陷阱？ 

甲.持平實的態度及目標  

乙.面試時提高警覺 

丙.小心檢查合約的內容和附帶條件 

丁.不要隨便簽署文件 

戊.不要隨便繳交款項或交出重要證件 

(A) 甲丙丁戊 (B) 乙丙丁戊 

(C) 甲乙丙丁戊 (D) 甲乙丙戊 

18. 身為員工不洩漏商業機密、不損及公司利益、提出好的企劃或研發產品，這就是所謂的： 
(A)工作原則 (B)工作倫理  

(C)工作績效 (D)工作規範 

19. 設甲向乙借款 100 萬元，甲一直拖延清償，且避不見面，乙也疏於催討，甲可於多少年

後拒絕返還當年向乙借的 100 萬元？ 
(A) 2 年 (B) 5 年 

(C) 10 年 (D) 15 年 

20. 設 19 歲的甲向乙購買一棟房屋，甲、乙合意完成簽約，試問該買賣契約？ 
(A) 有效 (B) 無效 

(C) 須代書簽證，才有效 (D) 須經甲的法定代理人甲父承認，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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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依照刑法的規定，縱使男女雙方同意發生性行為，惟只要其中有人未滿幾歲，就會被以

「犯罪」論？ 
(A) 16 歲 (B) 17 歲 

(C) 18 歲 (D) 20 歲 

22. 設甲在 A 公司任職已滿 3 年，未滿 5 年，依據勞動基準法的規定，甲一年有幾日特別休

假？ 

(A) 7 日 (B) 10 日 

(C) 14 日 (D) 15 日 

23. 依照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多少人以上的公、民營事業機構，雇主必須為其十五歲以上，

六十五歲以下之勞工辦理勞工保險？ 
(A) 5 人 (B) 10 人 

(C) 15 人 (D) 20 人 

24. 設甲欠乙鉅款，雙方發生糾紛，乙要告甲提起民事訴訟，甲的住所地在高雄市，乙的住

所地在臺北市，乙應向何處管轄的法院提起訴訟？ 
(A) 臺北市的管轄法院 (B) 高雄市的管轄法院 

(C) 臺中市的管轄法院 (D) 任何法院 

25. 憲法的修正案提出，須經四分之一立法委員提議，四分之三立法委員出席，出席委員多

少比率的人決議通過，再公告後交全國選舉人複決？ 
(A) 二分之一 (B) 三分之二  

(C) 四分之三  (D) 五分之四 

26. 拋棄繼承，繼承人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多少時間內向法院提出？ 
(A) 1 個月 (B) 2 個月 

(C) 3 個月 (D) 6 個月  

27. 法律有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分，請問下列何者為程序法？ 
(A) 民法 (B) 刑法  

(C) 公司法 (D) 民事訴訟法 

28. 張先生意外身故後，家中還有奶奶、父母、一個哥哥、妻子、一個女兒。這些繼承人除

張妻以外，請問何者是第一順位繼承人？ 
(A) 父母        (B) 哥哥  

(C) 奶奶        (D) 女兒 

29. 依照民法的規定，姻親關係有三種，下列何者不是？ 
(A) 血親的配偶      (B) 血親之配偶之血親  

(C) 配偶之血親      (D) 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30. 小華和女朋友分手心情不好，深夜故意砸毁阿倫的摩托車。請問小華的行為構成刑法哪

一個罪：   
(A) 毁損罪       (B) 公共危險罪 

(C) 傷害罪       (D) 竊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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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謝先生和吳小姐交往多年且即將結婚，他們預計於婚禮宴客當日下午四點到戶政機關辦

理結婚登記。請問下列何者不是結婚的形式要件？ 
(A) 以書面為之 (B) 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C) 公開宴客 (D) 向戶政機關登記 

32. 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按照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

要處罰多少罰鍰？ 
(A) 三百元 (B) 五百元  

(C) 六百元 (D) 八百元 

33. 依據我國刑法規定，未滿幾歲之人所為之犯罪行為是不罰？ 
(A) 十四歲 (B) 十六歲 

(C) 十八歲 (D) 二十歲 

34. 依我國民法之規定，失蹤人失蹤滿多少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

死亡之宣告？ 
(A) 三年 (B) 五年 

(C) 七年 (D) 九年 

35. 下列何種設備兼具電腦五大單元中之「輸入」及「輸出」功能？ 
(A) 喇叭 (B) 滑鼠  

(C) 觸控式螢幕 (D) 鍵盤 

36. 阿元擁有一台 24 吋電腦液晶螢幕，其中「24 吋」指的是螢幕之？ 
(A) 對角線長度 (B) 寬度  

(C) 厚度 (D) 高度 

37. 在 Word 中，一份文件共 50 頁，列印時在頁數欄輸入：「5,7-10,15-28,35」，共會印出幾頁？ 
(A)5 頁   (B) 10 頁 

(C) 15 頁   (D) 20 頁 

38. 阿韋最近新買一套線上遊戲軟體，卻發現在他電腦螢幕所呈現出來的 3D 影像畫面細緻

度及流暢度都不足，那阿韋應該更換？ 
(A) 記憶卡   (B) 音效卡  

(C) 顯示卡   (D) 磁碟陣列卡 

39. 下列何者「不」是智慧型手機未來發展的趨勢？    
(A) 耗電量越來越大  (B) 執行效率越來越高 

(C) 螢幕畫面越來越細緻  (D) 上網速度越來越快 

40. 一般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中，下列那一個滑鼠操作，可以顯示快顯功能表？ 
(A) 按一下滑鼠左鍵  (B) 按兩下滑鼠右鍵 

(C) 按一下滑鼠左鍵並拖曳  (D) 按一下滑鼠右鍵 

41. 下列何者「不」屬於智慧型手機的作業系統？  

(A) iOS 9  (B) Android 6.0      

(C) Office 2010  (D) Windows Phone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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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賽門今日在電腦商場組裝了一台電腦，店員提醒他需要安裝「Windows 10」，才能使電腦

正常運作。請問「Windows 10」是一種？ 
(A) POS(銷售點管理系統)  (B) Smart Card(智慧卡片)  

(C) USB(通用序列匯流排)  (D) OS(作業系統) 

43. 就 IPv4 位址格式規範而言，下列 IP 位址的編寫法，何者正確？ 

(A) 168.95.20.83.42  (B) 207.46.215.26      

(C) 260.100.2.4   (D) 4E:23:55:7B:2A:C1 

44. 下列哪一套軟體或平台「無法」進行視訊交談？ 

(A)Facebook (B)Skype            

(C)LINE (D)VB 

45. 海倫剛剛使用 Line 裡面的「行動條碼( QR Code )」來新增好友阿曼達。請問行動條碼編

碼格式的維度為何？ 
(A) 一維  (B) 二維    

(C) 三維  (D) 四維 

46. 遇到颱風時，家裡面的電腦會因為突然間的斷電，而造成電源供應器的損壞，因此需要

買何種設備，才能有效保護電腦不被斷電所影響？ 
(A) 散熱風扇  (B) UPS(不斷電系統)   

(C) USB 隨身碟  (D) IP 分享器 

47. 下列何者不是「網路成癮」的症狀？ 
(A) 沉溺於賭博、色情網站  (B) 沉迷於線上遊戲  

(C) 長時間使用網路工作  (D) 迷上網路聊天與交友 

48. 下列有關電腦操作與保養的方法，何者正確？ 
(A) 防毒軟體有安裝即可，不需要更新   

(B) 電腦開機時硬碟常有讀取動作，因此不宜任意移動    

(C) 主機板沾滿灰塵時，可使用濕毛巾擦拭，以保持清潔 

(D) 為了清除電腦中不必要的檔案，硬碟應定期格式化 

49. 以假冒知名公司的網站或電子郵件，誘騙使用者連上假冒網站來騙取個人資料如信用

卡、帳號名稱或密碼等，是下列那一種電腦犯罪型態？ 
(A) 網路釣魚(Fishing)  (B) 零時差攻擊(Zero-day Attack) 

(C) 阻絕服務(Denial of Service , DoS)  (D) 資料竄改(Data Diddling) 

50. 小君利用網路進行個人所得稅申報之前，應該先去戶政事務所申請？ 
(A) 自然人憑證   (B) 網路銀行帳號 

(C) 網路拍賣帳號   (D) 網路郵局帳號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