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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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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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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項】 
 

一、本試題共 50 題，每題 2分，共 100 分。本試卷選擇題均為單一選擇題，每題都有 (A)、

(B)、(C)、(D) 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答案，在答案卡同一題號對應方格內，用 2B 

鉛筆塗滿方格，但不超出格外。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者不倒扣，未答者以零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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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人不得竄改答案卡上之准考證號碼，違者該科不予計分。 

四、請在試題本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

「試題」一併繳回。 

 
 

 

 

 

 

 

 

 

准考證號碼：□□□□□□ 

考試開始鈴(鐘)響時，請先填寫准考證號碼，再翻閱試題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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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演李安於 2013 年榮獲第 85 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時，曾說過他懷才不遇六年，但「你

能夠撐過那個痛苦點跟低潮，新的東西就會找上你，人生也是這樣，你能夠把它熬過去的

話，堅持不要放棄。」，他的意思是： 

(A) 坦然面對失敗，才有成功的機會  (B) 痛苦是很難熬的，他經歷了六年 

(C) 他很棒，他得到了他的榮譽   (D) 人生就是這樣，得過且過 

2. 當事人在作生涯規劃的重要決定之前，經常需要實施「興趣測驗」、「性向測驗」、以及「價

值觀探索」。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為何？   

(A) 考慮社會與環境的因素    (B) 增進自我認識與瞭解  

(C) 蒐集教育與職業資訊    (D) 評估世界的潮流 

3. 在學習及成長過程中，當事人持續而有目的性、有計畫性地蒐集和保存有關自己努力、進

步及成就表現的成果(如獎狀、證書、證照)，並將這些文件有秩序、有系統地整理成冊，

所形成的檔案資料，稱作是：  

(A) 生涯學習檔案      (B) 讀書計畫 

(C) 個人自傳       (D) 服務日誌 

4. 生涯當個人尋求它的時候，它才會存在，這是因為生涯的主體是？ 

(A) 時間        (B) 人 

(C) 事        (D) 物 

5.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迦納(Gardner)，提倡多元智能的概念。他認為智能是由多元因素而非單

一因素所構成。小華天生好動，熱愛體育活動，喜歡透過肢體感官經驗來學習，所以終其

一生贏得多項體育獎牌。請問他的優勢能力是屬於哪一方面的智能？ 

(A) 語文智能       (B) 自然觀察智能  

(C) 肢體動覺智能      (D) 個人內省智能 

6. 美國學者何倫(Holland)的理論將一般人的興趣分成六種類型，認為擁有什麼樣興趣類型的

人，就會去選擇何種類型的工作。小美喜歡獨自閱讀思考，對新的事物總是善於觀察並追

根究柢，熱愛研究工作。這樣的學生是符合哪種興趣類型？  

(A) 研究型       (B) 事務型  

(C) 企業型       (D) 社會型 

7. 在每個人生命中的不同階段，我們都會同時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時候在扮演多種角色

時，難免無法同時兼顧各種角色間期待上的差異，而造成心理壓力及掙扎。這種兩難困境

稱為？    

(A) 角色扮演       (B) 角色行為  

(C) 角色衝突       (D) 角色演練 

8. 依據舒伯的理論，對現就讀高二在便利商店打工的小華而言，其主要的生涯角色是？ 

(A) 公民        (B) 員工 

(C) 學生        (D) 家長。 

9. 在高職學生升四技二專的多元入學方案中，有一種管道，需要採計統一入學測驗成績，以

及填報校系志願順序，以此兩種依據來決定目標校系之落點，不需製作及繳交備審資料。

這種升學管道稱作什麼？  

(A) 技優保送       (B) 登記分發  

(C) 繁星計畫       (D) 技優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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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高三的小華心很慌，他覺得自己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因為他至今仍無法瞭解自己的興趣

和能力，請問以下哪個方法可以協助小華客觀地瞭解自己？ 

(A) 學科考試       (B) 卜卦算命 

(C) 導師評語       (D) 心理測驗 

11. 尋找打工機會或謀求正式工作時，宜留意求職陷阱。下列選項中，哪一項是屬於不合適的

心態？  

(A) 免經驗、免學歷、薪水高、待遇好的工作才是最適合我的工作  

(B) 面試時要提高警覺  

(C) 要小心檢視工作合約內容及勞資雙方相對的權利義務  

(D) 自己不輕易交出重要證件也不輕易簽署契約文件 

12.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認為人應該把工作的滿足感放得高一點，把錢放得低一點。由這

句話，可以瞭解他的工作價值觀著重在？ 

(A) 成就滿足       (B) 經濟報酬 

(C) 聲望地位       (D) 工作環境 

13. 小娟高職畢業前，很希望朝電子工程師發展，她告訴媽媽以後，媽媽回答說：「這是男生

從事的職業，不適合女生」。這樣的想法稱之為什麼？  

(A) 男女平等分工      (B) 落實性別平等  

(C)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D) 職業性別不設限 

14. 影響人的生涯發展最早、最深刻也持續最久的是？  

(A) 人際關係       (B) 社區環境 

(C) 學校教育       (D) 原生家庭 

15. 小敏即將高職畢業，請問她可以從何網站獲知最完整的四技二專升學資訊？ 

(A) 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B)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 

(C)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D) 104 升學就業地圖 

16. 文文參加統一入學測驗後，他先經統測成績落點分析，篩選出他想就讀的校系後，上網瞭

解該校系課程內容和未來生涯發展，再與師長、家人充分討論，最後才做決定報考推甄的

校系。請問他的決定風格是屬於下類哪一種類型？ 

(A) 猶豫型       (B) 依賴型  

(C) 直覺型       (D) 理性型 

17. 玉兒同時推甄上兩所他都很喜歡的校系，他很猶豫選擇哪一間就讀，請問他可以運用哪種

方式來協助他理性的做決定？ 

(A) 統測成績落點分析表    (B) 師長推薦表 

(C) 生涯抉擇平衡單     (D) 校系聲望排名調查表 

18. 適度的休閒活動可以紓解工作帶來的壓力。而休閒活動又可以分成幾種不同的種類。試

問，參與擔任醫院或機構志工、響應社區環境整理及探望孤兒院或老人院等等活動，是屬

於哪種性質的休閒活動？  

(A) 體能性質       (B) 藝術性質  

(C) 學術性質       (D) 服務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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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甚麼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有關國家的根本事項全部規定在其中。 
(A) 民法     (B) 刑法 

(C) 憲法           (D) 公法 

20. 我國現行制度，法律在立法院通過後，要經誰公布，才能發生效力？  
(A) 行政院院長       (B) 總統  

(C) 立法院院長     (D) 司法院院長 

21. 依民法親屬編，請問小明的外祖父母是小明的： 
(A) 擬制血親 (B) 旁系血親  

(C) 姻親 (D) 直系血親 

22. 我國憲法明定，人民的受益權中：人民認為自己的權益受侵害時，可以請求法院審判，以

排除侵害、請求賠償的救濟方式。這司法上的受益權稱為？  
(A) 行政權 (B) 訴訟權 

(C) 請願權              (D) 訴願權 

23. 葛小偉逝世後，留有 500 萬元遺產，家中有父、母、妻、一兄、一妹，共 5 人。請問其妻

可以分得遺產應繼分多少元？ 
(A) 500 萬元 (B) 250 萬元 

(C) 300 萬元 (D) 100 萬元 

24. 電視購物所買的商品，一般而言，於收到商品幾日內可以無須說明理由，直接退回商品？ 
(A) 3 日 (B) 5 日 

(C) 7 日 (D) 14 日 

25. 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哪方面一

律平等？ 
   (A) 法律上 (B) 政治上  

(C) 經濟上 (D) 地位上 

26. 私人間紛爭的解決方法，除了進行民事訴訟外，還有許多解決方法。下列哪一項不正確？ 
   (A) 交付仲裁 (B) 雙方和解  

(C) 糾眾抗爭 (D) 請第三方調解 

27. 人類的社會規範有很多，下列哪一個規範最具有強制力？ 
   (A) 宗教 (B) 法律  

(C) 道德 (D) 風俗 

28. 下列敍述何者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 
   (A) 男性員工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B) 女性員工懷孕就應辭職  

(C) 男性員工不可請家庭照顧假 (D) 女性員工不可請安胎假 

29. 在網路聊天室，意圖散佈於眾，而傳述足以毁損他人名譽之事，是觸犯刑法的什麼罪？ 
   (A) 傷害罪 (B) 誣告罪  

(C) 誹謗罪 (D) 毁損罪 

30. 依民法規定，限制行為能力人是指年滿 7 歲，而未滿幾歲的人？ 
   (A) 12 歲 (B) 16 歲  

(C) 18 歲 (D) 2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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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下列何者產生方式，是由總統指派，不須經立法院同意？ 
   (A) 副總統 (B) 監察院院長 

(C) 立法院院長 (D) 行政院院長 

32. 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幾小時？ 
   (A) 8 小時 (B) 9 小時  

(C) 10 小時 (D) 12 小時 

33. 張先生積欠林小姐 500 萬元，債權人林小姐為防止張先生脫產，林小姐於訴訟前，可以何

種保全程序凍結債務人張先生銀行存款？ 
   (A) 假執行 (B) 假釋  

(C) 緩刑 (D) 假扣押 

34. 著作權法在保障著作人的權益，下列有關著作權的說明，哪一項是不正確？ 
(A) 著作人在完成創作後，向經濟部申請即取得著作權 

(B) 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能讓與或繼承   

(C) 著作財產權在存續期間內，可以自由轉讓  

(D) 當著作財產權權利期滿後，則屬於公共財產權，人人可用 

35. 我們可利用行動條碼掃描方式，讓智慧型手機 LINE 軟體加好友，請問此「行動條碼」屬

於？ 
(A) 一維條碼 (B) 二維條碼  

(C) 三維條碼 (D) 四維條碼 

36. 市面上販售的「4K」電視，指的是電視何種規格到達 4K？ 
(A) 解析度 (B) 尺寸  

(C) 重量 (D) 價格 

37. Microsoft Office 軟體中，哪一個可用來製作簡報？ 

(A) Word   (B) Excel 

(C) Powerpoint   (D) Access 

38. 下列何種行為已經侵犯到著作權法？ 

(A) 用電腦收看免費網路電視 (B) 在 Facebook 分享自己所拍攝的照片 
(C) 用智慧型手機下載免費 APP 使用  (D) 將正版 CD 轉成 MP3 分享給朋友 

39. 小奕家裡供電不穩定，造成電腦電源供應器經常損壞，他必須使用何種設備來穩定電壓

的不穩定？ 

   (A) 防火牆 (B) AVR(穩壓器) 

 (C) IP 分享器 (D) 列印伺服器 

40. 下列何者為「正確」的電子郵件地址？ 

   (A) 123_456.789@yahoo.com.tw   (B) abc.yahoo.com.tw 

   (C) a123.mail.yahoo.com.tw    (D) abc.hinet.net 

41. 為了避免電子郵件收信人之間互相看到彼此帳號，可使用下列何種功能？  
(A) 夾帶檔案  (B) 副本 

(C) 密件副本  (D) 要求讀取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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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具有環保意識，節能省電的電腦稱為？ 
(A) 黑色電腦  (B) 白色電腦  

(C) 黃色電腦   (D) 綠色電腦 

43. 小奕買了一台新電視機，附有許多輸入端子，請問下列何種端子可同時傳輸影像資料及音

效資料？ 

(A) VGA  (B) DVI 

(C) RCA  (D) HDMI 

44. 小奕想要使用手機的藍芽功能，將 YOUTUBE 的音樂傳送到藍芽喇叭來播放出聲音。請

問喇叭在電腦的五大單元中，是歸屬為下列哪一種單元？ 
(A) 算術邏輯單元      (B) 記憶單元 

(C) 輸出單元 (D) 控制單元 

45. 小奕新買一台電腦，為了避免作業系統中毒，因此上網下載並安裝了一套防毒軟體，試用

30 天後開始跳出「請購買正式版本」的訊息視窗。請問此防毒軟體是屬於下列何種軟體？ 
(A) 自由軟體  (B) 免費軟體   

(C) 共享軟體  (D) 公共軟體 

46. 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電腦與智慧手機之發展趨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電池容量越來越小  (B) 速度越來越慢 

(C) 硬體架構越來越簡單  (D) 記憶體容量越來越大 

47. 小奕需要透過瀏覽器上網找一些簡報時要用到的圖片，請問下列瀏覽器何者無法協助小奕

找到圖片？ 
(A) Microsoft 開發的 Excel    (B) Mozilla 開發的 Firefox 

(C) Microsoft 開發的 Internet Explorer  (D) Google 開發的 Chrome 

48. 圍棋程式 AlphaGo 是由 Google DeepMind 所開發的一套系統，擊敗了頂尖職業棋士李世

乭與柯潔。請問 AlphaGo 是使用下列何種技術？ 

 (A) 病毒偵測 (B) 人工智慧 

 (C) 雷射掃描 (D) 指紋辨識 

49. 以電腦為主，透過各種穿戴式的裝置來模擬真實世界，讓使用者獲得身歷其境的臨場感

與互動，這樣的人機溝通模式稱為？ 

 (A) 虛擬實境(VR) (B) 電腦輔助教學(CAI) 

 (C) 全球定位系統(GPS) (D) 人工智慧(AI) 

50. 安裝作業系統後，會設定開機密碼來避免電腦被任意使用。因此下列密碼的設定，何者

容易被破解？ 

(A) 密碼大於 6 個字，且定期變更密碼  

(B) 為了方便，使用生日或電話號碼當密碼 

(C) 在不同的電腦上，使用不同的密碼 

(D) 使用大小寫英文、數字、符號混合來設定密碼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