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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104 年度自學進修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度學力鑑定考試試卷 

 科目：社會     

注意事項： 
1.請於虛線上方填寫准考證號碼與姓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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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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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選擇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 D ）1. 下列哪一事件不是發生於1960年代？ (A)古巴飛彈危機  (B)越戰  (C)文化大革命  (D)臺灣退出聯合國。 
（ C ）2. 2012年9月，臺灣、中國、日本三方因日本政府宣稱買下釣魚臺列嶼而再度因其主權歸屬問題產生爭議。釣魚

臺列嶼的重要性之一在於主權國擁有對領海及經濟海域的漁業、石油資源優先開發的權力。試問，要劃分釣魚

臺列嶼的經濟海域範圍，可以用GIS的哪一項分析功能，找出其範圍？ 
(A) 查詢分析 (B) 疊圖分析 (C) 環域分析 (D) 視域分析。 

（ D ）3. 法官與檢察官，兩者在其工作職務的執行上，有何不同？ 
       (A) 沒有不同，兩者都在做審判的工作   (B) 沒有不同，都在做犯罪偵查的工作  (C) 有所不同，法官在做

犯罪偵查，而檢察官負責審判的工作   (D) 有所不同，檢察官在做犯罪偵查，而法官負責審判的工作。 
（ C ）4. 現代社會許多詐騙集團層出不窮，導致人心惶惶，彼此之間愈來愈不相信對方，互相猜忌，若要解決這些情況，

最該加強或累積下列哪一項經濟發展要素？  (A) 人力資本  (B) 企業才能  (C) 社會資本  (D) 政府效能。 
（ B ）5. 清乾隆年間臺灣曾經爆發民變，在現今嘉義地區的民眾起來幫助朝廷。乾隆皇帝為了「嘉勉」當地居民的「義

行」，把原本當地地名從「諸羅」改為「嘉義」。此一民變為何？ 
(A) 朱一貴之亂 (B) 林爽文之亂 (C) 戴潮春之亂 (D) 施九緞之亂。 

（ A ）6. 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國家與國家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取而代之的是各類區域結盟的興起。以日本為核心的東

亞經濟板塊則逐漸形成包含東南亞國協（ASEAN）及具有地緣鄰近性的6個國家的經濟聯盟「東協＋6」，試問

下列何者非其會員國？    (A) 臺灣   (B) 汶萊   (C) 印度   (D) 中國大陸。 
（ D ）7. 下列哪一種民主理論，試圖保留「古典民主理論」中，公民平等、直接及積極參與公共事務的理念，並主張從

公民生活的社區著手，讓各種不同意見都能充分表達，透過反覆的討論建立共識？ 
(A) 經驗民主理論 (B) 多元民主理論 (C) 菁英民主理論 (D) 審議民主理論。 

（ C ）8. 君權與相權的消長是中國歷史上常見的現象，哪位皇帝開始利用內朝官員侵奪外朝丞相職權？ 
(A) 秦始皇 (B) 漢高祖 (C) 漢武帝 (D) 王莽。 

（ B ）9. 二次大戰後，愛滋病在撒哈拉以南的非洲迅速蔓延，甚至進一步擴大到其他地區，終至不可收拾，造成愛滋病

在非洲快速傳播的原因和以下何者最相關？ 
(A) 醫療水準提升緩慢 (B) 人群接觸密度提高 (C) 清潔飲用水供應不足 (D) 工業污染日益嚴重。 

（ B ）10.有一則新聞報導指出「臺中市大里區十九甲 100 多位居民，走上街頭抗議，居民不滿火葬場和納骨塔就在人口

稠密區，旁有學校、住宅，但市府卻核發許可，氣得他們下跪陳情。」類似這種不利於附近居民的公共設施設

立，導致居民排斥或抗爭的情形，稱為何種現象？ 
(A) 社會梯度 (B) 鄰避效應 (C) 熱島效應 (D) 乘數效應。 

（ B ）11.這個朝代的特色是：「嚴華夷之防，重文武之別，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讓受教育講道理的讀書人，為社會之

中堅。」力改前朝弊病。同時，讀書人對國家社會責任感加重，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的自

覺精神。請問這是哪個朝代？    (A) 唐代   (B) 宋代  (C) 元代   (D) 明代。 
（ A ）12.關於十字軍東征所造成的影響，下列何者為非？    (A) 復合了分裂的基督教東西教會    (B) 加強了西歐與

中東的商業貿易  (C) 振興了歐洲的王權    (D) 增進歐洲人的地理知識。 
（ A ）13.物價和失業率同時大幅度增加的時候，此時最有可能出現的是什麼現象？ 

(A) 成本推動的物價膨脹  (B) 需求拉升的物價膨脹  (C) 成本推動的通貨緊縮  (D) 需求拉升的通貨緊縮。 
（ B ）14.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人類在生產上最大的變革是什麼？ 

(A) 由獵食轉變為採食 (B) 由採食轉變為產食 (C) 由產食轉變為採食 (D) 由採食轉變為獵食。 
（ D ）15.除了東亞各國的經濟不斷成長之外，澳、紐因歐洲何種現象而市場萎縮，故轉而加強與東亞各國的經貿往來？ 

(A) 歐洲各國金融風暴 (B) 歐元貶值 (C) 東歐共產政權解體 (D) 歐盟成立。 
（ C ）16.臺中市七期重劃區除了既有的新光三越百貨公司、老虎城購物中心外，2011年12月號稱全臺灣最大的大遠百百

貨公司也在這裡開幕營運，試問可以從下列哪個地理學的角度來解釋百貨公司集中分布的原因？ 
(A) 邱念圈 (B) 規模經濟 (C) 聚集經濟 (D) 區位擴散。 

（ B ）17.小英在家裡發現一張中文和羅馬拼音並存的文件，並附有相關地圖與簽名，其中西文部分看似英文但卻無法解

讀。該文件最有可能是    (A) 日本人留下的新聞報導   (B) 荷治時期的新港文書   (C) 鄭氏在臺灣的軍事

命令   (D) 美軍攻臺時候投下的勸降書。 
（ B ）18.清領時期，開發臺北盆地的墾號為何？    (A) 金廣福   (B) 陳賴章   (C) 林本源   (D) 金長順。 
（ C ）19.臺灣在民國六十年左右，出現「客廳即工場」的景象，這反映臺灣經濟發展的背景為何？ 

(A) 高科技產業已經十分發達 (B) 中國大陸市場已成為臺灣出口的重要地區         
(C) 勞力密集，外貿導向的經濟 (D) 經濟發展重挫，民生凋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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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0.《資治通鑑》卷七：「王初併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更號曰『皇帝』。」上文中的王是何人？ 
(A) 周武王 (B) 秦始皇 (C) 漢高祖 (D) 漢武帝。 

（ D ）21.清末先後提出數次改革，下列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正確排序者為何？(甲)維新運動；(乙)自強運動；(丙)立憲

運動；(丁)庚子後新政    (A) 乙甲丙丁     (B) 乙丁丙甲     (C) 乙丁甲丙     (D) 乙甲丁丙。 
（ C ）22.在古代埃及的歷史分期中，哪一時期王權最穩定，國王大興土木，建築金字塔以展現國家的實力？ 

(A) 新王國時代 (B) 中王國時代 (C) 舊王國時代 (D) 波斯人統治時代。 
（ D ）23.長達一世紀的「布匿克戰爭」是羅馬人和哪一個民族的戰爭？ 

(A) 埃及人 (B) 波斯人 (C) 希臘人 (D) 迦太基人。 
（ A ）24.楔形文字是用蘆葦筆在泥簡上寫出的文字，這種兩河流域的共同文字為哪一民族發明？ 

(A) 蘇美人 (B) 巴比倫人 (C) 加爾底亞 (D) 腓尼基人。 
（ C ）25.俄羅斯地處高緯，因寒冷的自然環境發展出特殊的飲食文化，請問下列何者非俄羅斯的飲食特色？ 

(A) 家庭必備的國民料理─羅宋湯                 (B) 冬天時當飯後甜點的冰淇淋                     
(C) 沾醬油與芥末直接吃的生魚片 (D) 用來暖和身體的伏特加。  

（ D ）26.線索一：位在亞得里亞海旁；線索二：以喀斯特(石灰岩)地形聞名全球；線索三：為前南斯拉夫聯邦共和國的

一員；線索四：2013年加入歐盟；根據以上線索，請問此國家為何？ 
(A) 蒙特內哥羅 (B) 斯洛維尼亞 (C) 阿爾巴尼亞 (D) 克羅埃西亞。 

（ A ）27.美國職業籃球協會(NBA)的球隊名稱往往跟當地的自然環境或產業有關，其中邁阿密的球隊名稱為熱火隊，請

問「邁阿密熱火」此名稱的由來最有可能跟下列何者有關？ 
(A) 緯度較低 (B) 副熱帶高壓壟罩 (C) 涼流流經 (D) 焚風吹拂。 

（ B ）28.聯合國旗下有許多不同性質的組織，其中某一組織的宗旨在於通過教育、科學及文化來促進各國之間的合作，

並以認證及保護世界遺產聞名，請問為下列何者？  (A) World Bank   (B) UNESCO   (C) FAO   (D) WHO。 
（ C ）29.世界上許多紅茶的產地皆位於南亞地區，其中，某一種茶的產地位在低緯的海島上，當地居民利用島上的山坡

配合東南信風，栽培出濃烈、香醇的紅茶口味，請問此種紅茶名為何者？ 
(A) 阿薩姆 (B) 伯爵 (C) 錫蘭 (D) 大吉嶺   紅茶。 

（ C ）30.超市常見的多力多滋餅乾，外觀是金黃色的三角形，這其實是中南美洲居民日常的零嘴，許多墨西哥餐廳的餐

點也都以多力多滋來點綴主食。請問此餅乾的原料最有可能由何種榖物製成？ 
(A) 小米 (B) 稻米 (C) 玉米 (D) 大麥。 

（ B ）31.旅行社領隊在出發前對著團員介紹柬埔寨這個國家的概況，請問下列哪一項有誤？ 
(A)其國土位在中南半島 (B)過去曾為德國的殖民地 (C)吳哥窟為必遊景點 (D)主要信仰為小乘佛教。  

（ C ）32.神偷奶爸格魯平時必須練習方位判別技巧，因此找來小小兵練習。目前，小小兵位在格魯的東北方向，此時若

改以方位角來判讀，請問格魯位在小小兵的幾度方位角？   (A) 45  (B) 135  (C) 225  (D) 315 度方位角。 
（ A ）33.社會保險與社會救助都是臺灣重要的社會安全制度，關於兩者的差異，下列何者正確？ 
         (A) 社會保險是依據風險分擔、強制納保的原則     (B) 社會保險包括失業救濟金、平安健康保險等               

(C) 社會救助經費主要來自於人民自行繳交的費用   (D) 社會救助通常是私人基於慈善而提供的。 
（ B ）34.政治學者觀察許多民主國家的體制，提出一國「選舉制度」會影響國家「政黨體系」發展的結論，其所提出的

主張被稱為杜瓦傑法則，關於此一法則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 實施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易形成多黨制       (B) 實施比例代表制較有利形成多黨制                       
         (C) 實施絕對多數決制易導致多黨制               (D) 實施兩輪投票制易形成一黨獨大制。 
（ A ）35.「傑利蠑螈」是指十九世紀美國當時的執政黨為獲得較多國會之議席，授權州長傑利將選舉區域劃分成如蠑螈

般的形狀，最後雖獲得較少票數卻獲得較多的席次。這種情況最容易出現在實施何種選舉制度之國家？ 
(A)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  (B) 複數選區相對多數制  (C) 比例代表制  (D) 混合投票制。 

（ A ）36.下列何項敘述較符合「公共」的概念？    (A) 居民開會決議社區花園禁止烤肉   (B) 民眾湧入雪霸國家公

園，享受園內設施    (C) 報導藝人的感情生活，滿足人民的好奇心   (D) 澄明決定報考軍校，效忠於國家。 
（ D ）37.新聞說到：「某立委認為曾姓立委涉嫌賄選，向地方法院提出當選無效之訴，地院裁定駁回…」請問下列有關

「當選無效」訴訟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須在公告當選名單起20日內提出   (B) 以選舉委員會為被告   
(C) 須由候選人本人提出    (D) 當選無效訴訟以二審終結。  

（ A ）38.因為修改課程綱要飽受抨擊的教育部長，為表示負責請辭下臺，關於此類型公務員之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為政務官，不受任期保障，與政黨同進退     (B) 為事務官，不須承擔政治責任，但須承擔法律責任      
(C) 為政務官，主要擔任執行國家政策的角色     (D) 為事務官，主要擔任規劃與監督國家政策的角色。 

（ D ）39.家安、嚴浩、紹青、仲青四人要作關於政黨運作的報告，約定各自在網路上尋找相關資料後，再進行討論。根

據四人對政黨的說法，何者正確？   (A) 家安：政黨的組成是落實憲法保障的集會自由  (B) 嚴浩：依據人民

團體法區分，政黨為職業團體   (C) 紹青：政黨通常只能表達部份人民的意見與利益 (D) 仲青：為鞏固民主，

政黨違憲解散將由大法官憲法法庭審理。 
（ C ）40.中華國際地球環保協會的發言人曾說：「要人民關注全球環保議題不難，但要人民參與環保之活動，或落實節

能減碳卻很難，因人民認為環保團體或人士會推廣環境與活動，無須自身參與就可達到環境永續發展的目

的…」，由此可知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為何？ 
(A) 人民基於自身利益的考量，對資源無限制的使用   (B) 人民間彼此缺乏信任感，無法共同推動公共議題  
(C) 人民有享受資源，卻不願付出心力的搭便車心態   (D) 人民恐懼自身生命、財產、安全會受到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