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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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為發揚 3Q 精神，表彰積極健康、和諧關懷的生命態度，特辦理 3Q 達人故事甄選活動，

主題為與「AQ、EQ、MQ」達人有關的故事，請問 EQ（Emotional Quotient）是指： 

(A)經濟智商達人     (B)道德智商達人     (C)情緒智商達人     (D)逆境智商達人 

2.以下何者不是「終身學習」的意義與內涵？ 

(A)人人享有普遍的學習機會 (B)不分性別及年齡 

(C)強調學生學習之成果     (D)範圍涵蓋家庭、學校及社會 

3.在生涯訪談報告中，不應該列入紀錄的是： 

(A)訪談者的人格特質 (B)訪談者的身分證字號 

(C)訪談者的薪資所得  (D)訪談者的未來發展 

4.甲、以安全為首要  乙、求時髦、迎風尚  丙、有益身心健康  丁、經濟實惠為原則；在安

排休閒活動時，要特別注意哪幾項？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5.下列之敘述何者為非？ 

(A)職業道德是指一個人從事職業活動時，對該職業行為是否合乎情、理、法的一種道德判斷

準則。 

(B)職業須合乎社會需求、社會道德，不可以觸犯法律、剝奪人權、傷害他人。 

(C)遺傳因素不會影響一個人學習的經驗和選擇的自由。 

(D)企業在徵才的時候，除了專業能力的評估外，還要特別重視溝通、協調等基本能力的要求。 

6.下列有關生涯規劃的敘述，何者為非？ 

(A)生涯發展大師舒波（Super）認為「生涯是一個人生活裡各種事件的演進方向與歷程，包括

由此表現出個人獨特的自我發展組型」。 

(B)生涯規劃的目的是認識自己、掌握人生、實現理想、發揮生命最大的可能性。 

(C)生涯規劃中的「知彼」包括訊息的蒐集和掌握個人與環境的關係。 

(D)「凡事豫則立，不豫則廢」是在說明「控制」的重要性。 

7.生涯發展過程中充滿： 

(A)一致性   (B)不變性    (C)穩定性    (D)不確定性與改變。 

8.在民主社會中，當總統人人有機會，但不見得每個人都想當總統，有些人選擇終身投入慈善

事業，有些人喜歡商場的競爭交易，這些差異來自何種因素？ 

(A)價值觀    (B) 政治觀    (C)社會觀    (D)生活方式。 

9.下列哪一項非情緒的意涵內容？ 

(A)喜、怒、哀、樂、愛、惡、慾的情緒會在生活中交替出現 

(B)情緒是個人客觀的心理感受 

(C)情緒會引起生理反應 (D)情緒會產生外顯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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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下列有關「壓力」因應的方法，何者為非？ 

 (A)有效的時間管理 

 (B)順自然之道而行，日出而息、日落而做，才能借力使力，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C)學習放鬆技巧，紓解身心緊張 

 (D)尋求專業協助，渡過難關 

11.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高中職的學生，唯一的生涯角色是「學生」 

 (B)依據舒波的人生發展階段，高中職學生正處於「決定期」 

 (C)某個階段凸顯某個生涯角色，將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 

 (D)在現代社會中，休閒者的生涯角色屬於衰退階段的專利 

12. 小明：「週末我想出去一下。」 

媽媽：「這樣還有時間唸書嗎？」 

小明：「就知道妳會這樣說，反正就是要出去。」 

媽媽第一次回話時，首先應該注意什麼？ 

 (A)堅持自己的想法   (B)了解小明外出的原因  

 (C)接受小明的決定   (D)教導小明對長輩應有的態度 

13.「做事容易，做人難」、「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上述語句是指何者的重要性？  

 (A)家庭互動  (B)人際關係  (C)生活適應  (D)時間管理 

14.下列關於「學習成就」的敘述，何者正確？  

 (A)學業成就是人生的全部  

 (B)訂定升學目標之前，應深入的了解自己  

 (C)為獲得好成績，任何犧牲與代價都是值得的  

 (D)升學應以明星學校為目標，興趣與性向不重要 

15.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生涯抉擇時，最需要的是勇氣，因為需要勇氣去做決定 

 (B)最好的生涯抉擇就是選擇優渥穩定的工作 

 (C)不同的生涯型態，即可能產生不同的生活模式和內涵 

 (D)所謂的生涯抉擇是，選擇自己與家人都喜愛的職業和生活 

16.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正確的「效率」觀念是指超時工作 

 (B)一旦做了生涯抉擇，可能產生的助力和阻力都來自外界 

 (C)良好的時間管理不需要輔助工具及環境安排來配合 

 (D)時間管理的原則是「取捨」和「剪裁」，將有限的精力與時間，按照事情的輕重緩急來分

配 

17.有關於「性向」的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A)指的是個人在某些領域中具備的潛在能力  

 (B)丙級技術士證照也是一種性向測驗  

 (C)性向測驗可用來檢測一個人接受過職訓之後所獲得的學習成果  

 (D)性向測驗的結果絕對不會有誤差 



18.我國法律經立法院制定後，須經何者公布後，始能生效？ 

 (A)行政院 (B)立法院 (C)司法院 (D)總統。 

19.警察半夜無故侵入飯店進行搜身，侵害了憲法保障的什麼基本人權？ 

 (A)人身自由 (B)言論自由 (C)宗教信仰自由 (D)秘密通信自由 

20.岳父是女婿的(A)直系血親(B)血親的配偶(C)配偶的血親(D)旁系血親。 

21.拋棄繼承應於知悉其得為繼承之時起(A)一個月   (B)三個月   (C)六個月   (D)一年內以書

面向法院為之。 

22.刑法總則規定罰金最低度為新臺幣幾元？ 

 (A)十萬元  (B)一萬元  (C)一千元  (D)一百元 。 

23.依照我國刑法的規定，只要是與未滿 (A)二十歲   (B)十八歲   (C)十六歲   (D)十四歲  

 的人發生性關係，無論當事人的意願如何，都構成犯罪。 

24.中華民國國民未滿幾歲不得吸菸？ (A)十六歲   (B)十七歲   (C)十八歲   (D)二十歲 。 

25.從事毒品運輸、製造及販賣者，最高刑責可處 

 (A)死刑  (B)無期徒刑  (C)有期徒刑二十五年       (D)罰金 

26.少年事件處理法的適用年齡，最低可達幾歲？ 

 (A)十四歲  (B)十二歲  (C)十歲  (D)七歲 。 

27. 馨儀最近寫了一本小說，那麼她應該向哪一個機關申請著作權？   

 (A)不必申請  (B)教育部  (C)智慧財產局  (D)中央標準局。   

28.勞動基準法規定，勞工每日的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A)六小時  (B)八小時  (C)九小時  (D)十小時 

29.請願的對象為主管行政機關及職權所屬的民意機關，所以我們不能向下列那一機關請願？ 

 (A)行政院  (B)立法院  (C)縣議會  (D)地方法院 。 

30.僱主因宣告破產，本於勞動契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A)三個月    (B)六個月    (C)九個月  

 (D)一年  部份，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利。 

31.國家賠償的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幾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A)一年  (B)二年  (C)三年  (D)五年 。 

32.企業家黃詠慶死亡，遺有父母、妻子、弟弟、子女。依民法規定，請問誰是遺產繼承人？ 

 (A) 父母、子女   (B) 妻子、弟弟   (C) 妻子、子女   (D) 父母、妻子、弟弟、子女。 

33.家庭暴力防治法中的民事「保護令」，必須向那個單位聲請核發？ 

 (A) 家庭暴力防治委員會      (B) 法院        (C) 警察        (D) 村里長   

34.若是為了私人間權利義務的紛爭而提起的訴訟，稱之為？   

 (A)民事訴訟  (B)刑事訴訟  (C)行政訴訟   (D)選舉訴訟。 

35.依據電腦所使用的電子元件來劃分電腦世代，請問第三代電腦所使用的電子元件為？ 

 (A) 積體電路 (B) 電晶體 (C) 真空管 (D) 超大型積體電路 

36.下列何者不是資料處理的必要過程？         

 (A) 輸入 (B) 處理 (C) 儲存 (D) 輸出 

37.請問下列何者屬於「系統軟體」？ 

 (A) Word  (B) WinZip (C) Windows XP (D) Photo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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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Byte 等於多少 bits？          

 (A) 16bit (B) 8bit (C) 1024bit (D) 2048bit 

39.依據著作權法的規定，下列何者最不可能在相關出租店租到？      

 (A) 雜誌、漫畫 (B) 錄影帶 (C) 程式光碟 (D) DVD 影片 

40.如果對於前往的目的地交通動線不熟悉，請問你可以採用下列何種設備來輔助？  

 (A) GPS (B) GIS (C) CAS (D) CAT 

41.請問電腦五大單元中何者是電腦存放程式與資料的地方？  

 (A) 輸入單元 (B) 輸出單元  (C) 記憶單元   (D) 控制單元 

42.請問結合眾多服務例如：新聞、免費信箱、網路社群、影音資訊的搜尋網站，我們稱為？ 

 (A) 即時通 (B) 入口網站 (C) E-mail (D) 部落格 

43.如果自己家裡有 5 個人，2 部電腦，但其中僅有 3 個人會去使用電腦。請問面對上述情況需

要購買幾套正版的作業系統(如 Windows XP)？  

 (A) 1 套 (B) 3 套  (C) 2 套  (D) 5 套 

44.電腦在開機時會自動偵測新安裝的硬體設備，並隨即安裝驅動程式，該項功能稱為？ 

 (A) 熱插拔  (B) 隨插即用  (C) 暖開機  (D) 防斷電 

45.一般我們所稱的電腦記憶體指的是下列何者？ 

 (A) 輔助記憶體 (B) 主記憶體 (C) 光碟 (D) 硬碟 

46.小明上網拍賣一支舊手機，這是屬於下列哪一種型態的電子商務？   

 (A) B2B (B) B2C (C) C2B (D) C2C 

47.下列哪一項電腦週邊設備可用來擷取動態視訊影像？ 

 (A) MP3 隨身聽 (B) PC 視訊攝影機   (C) 繪圖機    (D) 相片輸出機    

48.若你是一個剛成立美術設計個人工作室的負責人，請問添購下列哪一種設備，將可省去購買

掃描器、傳真機、印表機的費用，但仍能對工作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 

 (A) 多媒體播放器 (B) 搖桿 (C) MP3 隨身聽 (D) 多功能事務機 

49. 電腦要透過電信局的電話線路來傳輸資料需要加裝   

 (A) 收音機 (B) 變電機 (C) 數據機 (D) 解碼器 

50. 某電子郵件之位址為 dj@ms29.hinet.net，由此可知 

 (A) 郵件伺服器的名稱是 dj (B) 使用者名稱是 dj@ms29 

 (C) 郵件伺服器名稱是 ms29.hinet.net (D) 使用者名稱是 m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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