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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6 年度身心障礙國民自學進修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度學力鑑定考試答案卷 

科目：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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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1.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這是出自於： (A)《地方自治法》 (B)《建國大綱》  

(C)《五權憲法》 (D) 《中華民國憲法》。 

（ B） 2. 現今複合民族國家中最和諧的國家是： (A)韓國 (B)瑞士 (C)挪威 (D)日本。 

（ A） 3. 國父認為國家要能長治久安必須要有很好的： (A)道德 (B)教育 (C)外交 (D)兵力。 

（ C） 4. 依據孟德斯鳩的學說，制定世界第一部成文憲法的是哪一個國家？ (A)中國 (B)英國 (C)美國 (D)法國。 

（ D） 5. 下列何者不是引發英、美、法民權革命的思想家？ (A)盧梭 (B)洛克 (C)孟德斯鳩 (D)亨利．佐治。 

（ A） 6. 歐美在工業革命後盛行資本主義，但同時帶來何種社會問題，而促使社會主義的形成？ (A)貧富不均 (B)重商主義  

(C)自由貿易 (D)個人主義。 

（ D） 7. 我國當前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制度是採： (A)絕對多數當選制 (B)複數選區制 (C)政黨比例制 (D)相對多數當選制。 

（ B） 8. 經過六次修憲後，我國憲法原賦予國民大會的職務權限，大多歸於： (A)行政院 (B)立法院 (C)監察院 (D)司法院。 

（ B） 9. 我國現行哪一個機關相當於民主國家的國會？ (A)行政院 (B)立法院 (C)監察院 (D)全國人民。 

（ D）10. 國父主張民生主義的基本用義是要： (A)使工人享受幸福生活 (B)使資本家累積資本 (C)使農人有田  

(D)使全民享受幸福生活。 

（ C）11. 國父認為中國之患在貧，要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應當： (A)先求均而後求富 (B)先求富而後求均  

(C)求富與求均同時並進 (D)只求富而不求均。 

（ C）12. 國父認為構成主義的三個要素為： (A)領土、人民、主權  (B)自由、平等、博愛 (C)思想、信仰、力量  

(D)政治、社會、經濟。 

（ B）13. 三民主義的一貫精神在於： (A)求生存 (B)求平等 (C)求保障 (D)求獨立。 

（ C）14. 民生主義目的在： (A)賺錢 (B)生產 (C)養民 (D)均富。 

（ B）15. 自 1980 年代以來，臺灣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技術層次，發展高科技新興產業，下列哪一個不是高科技新興產業？

(A)半導體工業 (B)食品製造業 (C)通訊工業 (D)航太工業。 

（ C）16. 人類為追求經濟的發展，不斷地向大自然予取予求，近年來大自然的反撲已造成許多的災難，嚴重危害到人民的生命

財產，這是因為與何種理念漸行漸遠所導致的結果？ (A)產業升級 (B)社會福利 (C)永續發展 (D)國營事業民營化。 

（ A）17. 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代表的是中國古代的一種 (A)民本 (B)民族 (C)君主 (D)民生 思想。 

（ C）18. 國父將中國古代的何種制度，融入他的五權憲法中？ (A)科舉、封建 (B)世襲、考試 (C)考試、監察  

(D)監察、行政。 

（ C）19. 近代歐洲提倡「天賦人權」、主張人類生而有追求自由平等權利的是： (A)孟德斯鳩 (B)喜斯羅 (C)盧梭  

(D)威爾確斯。 

（ C）20. 何人著有《自由論》一書，主張「一個人的自由以不侵犯他人的自由為範圍，才是真自由。」： (A)俾斯麥  

(B)達爾文 (C)約翰．彌勒 (D)威爾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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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1. 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 (A)倫理、民主、科學 (B)民有、民治、民享 (C)民主、自由、均富 (D)自由、平等、博愛。 

（ A）22. 國父認為革命建國的三階段為： (A)軍政→訓政→憲政 (B)訓政→軍政→憲政 (C)憲政→軍政→訓政  

(D)軍政→憲政→訓政。 

（ C）23. 國父思想的歷史觀為「民生史觀」，民生史觀認為社會和歷史的重心是： (A)政治法律的變遷 (B)經濟的變遷  

(C)人類求生存 (D)階級鬥爭。 

（ A）24. 中國人不論身在何處，每到農曆年總會想要返鄉團圓，這是一種： (A)風俗習慣 (B)宗教 (C)法律 (D)迷信。 

（ C）25. 要產生共同的意識和思想，進而促進民族的同化，往往從什麼開始？ (A)共同的血統 (B)共同的生活  

(C)共同的語言 (D)共同的宗教。 

（ C）26. 在西方電影中經常會出現描述美國境內種族紛爭的情節，造成其種族衝突的主要原因是？ (A)宗教 (B)語言  

(C)膚色 (D)經濟。 

（ D）27. 所謂多元文化的建立是指對於不同族群間的文化要相互： (A)排斥 (B)比較 (C)獨立 (D)尊重、包容。 

（ C）28. 國父終生的願望，民族主義實踐的最後理想是： (A)種族歧視 (B)國家與國家的衝突 (C)世界大同 (D)民族同化。 

（ B）29. 一個文明社會中，一個人應享有的基本權利叫做： (A)君權 (B)人權 (C)治權 (D)民權。 

（ D）30. 國父主張：中華民國主權屬於： (A)個人 (B)少數人 (C)外國人 (D)國民全體。 

（ C）31. 《中華民國憲法》正式實施是： (A)民國 35 年 12 月 25 日 (B)民國 36 年 1 月 1 日 (C)民國 36 年 12 月 25 日  

(D)民國 37 年 1 月 1 日。 

（ A）32. 目前我國常設的中央民意機關是： (A)立法院 (B)國民大會 (C)監察院 (D)行政院。 

（ A）33. 國父認為要使世界人類能夠達到真正的平等，則人人應該以： (A)服務 (B)仁愛 (C)和平 (D)勞動 為目的。 

（ D）34. 政府為開闢道路，而具有強制徵收人民土地的權力，其法理的根本依據為何？ (A)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B)為避免緊急危難 (C)為維持社會秩序 (D)為增進公共利益。 

（ B）35. 西方在早期實施選舉時，女性並沒有投票權，這是何種不平等？ (A)民族 (B)民權 (C)民生 (D)資本。 

（ D）36. 立法院議事的混亂，部分源自許多立委的愛作秀，請問是因為他們缺乏什麼？ (A)強壯身體 (B)健全心智  

(C)保守思想 (D)倫理規範及自律精神。 

（ A）37. 國父取消「大人、老爺」等名稱，自稱「公僕」，是由於體認到民權主義是： (A)政治平等的主義 (B)共產主義  

(C)優越的民族主義 (D)自由主義。 

（ A）38. 何者既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又是人民權利之保障書？ (A)憲法 (B)公司法 (C)刑法 (D)行政法。 

（ C）39. 年輕人經常喜歡說「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是： (A)真自由 (B)合理的自由 (C)放任的自由 (D)真平等。 

（ B）40. 以現今世界趨勢而言，在解決政治問題方面，趨向於政治地位平等，實行： (A)專制體制 (B)全民政治  

(C)間接民權 (D)獨裁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