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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101 年度自學進修高級中學畢業程度學力鑑定考試試卷 

科目：社會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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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選擇題：(  40 題 ，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A )1. 網路的發展使得許多地區紛紛建立起資訊都市，請問這種發展對於一般市民的生活將造成下列哪些影響？ (甲)在家中從

事工作及接受相關服務；(乙)個人時間彈性漸大且節省交通時間；(丙)減少貨物的運送量及運送時間；(丁)旅客運輸時間縮

短且運費降低。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 
(D )2. 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後，都市人口大幅成長。關於目前中國都市發展情況，下列何者正確？ (A)都市化程度高達 70％

以上 (B)都市分布符合「首要型」模式 (C)都市分布呈東密西疏及北密南疏的現象  (D)都市分布有沿海、沿江、沿鐵

路線集中的趨勢。 
(B )3. 日本相當受歡迎的 PS2 將產品各部分分別由日本、臺灣、美國等不同公司來共同完成，各廠商在不同領域獨立研發設計符

合產品需求的零件，最後完成產品的生產。上述這種生產方式屬於何種類型的分工鏈？ (A)垂直分工 (B)水平分工  
(C)市場分工 (D)綜合分工。 

(A )4. 以下哪些是東南亞地區豐饒的自然資源？ (甲)中南半島各大河川下游的三角洲及南洋群島的沿海平原，為亞洲重要的米

倉；(乙)蘊藏豐富的林業資源如柚木等，使本區成為全球熱帶硬木主要供應地；(丙)繁茂的森林提供眾多野生動物絕佳的生

存環境，使本區的生物極具多樣性；(丁)地質屬於古老結晶岩層，富含金屬礦。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C )5.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南歐各國平均每人的 GDP 雖仍落後於西歐，但已有長足的進步。請問以下何者並非其所採行的經濟發

展策略？ (A)加入歐盟 (B)發展園藝式農業 (C)發展行動通訊科技 (D)發展觀光業。 
(C )6. 根據國際投顧公司的資料顯示，開發中國家有四個國家因為天然資源相當優越，加以大量且充足的勞工，因此發展潛力十

足，稱這四個國家為「金磚四國」，如同八○年代的「亞洲四小龍」。請問被列為金磚四國的國家中，未包括下列何者？  
(A)巴西  (B)印度 (C)泰國 (D)俄羅斯。 

(B )7. 以下有關溫帶濕潤氣候的敘述，哪幾項「正確」？ 「英國傳統仕紳階級，因為(甲)全年有雨，出門總會帶把雨傘，這起

因於溫帶海洋性氣候終年有來自海上的(乙)信風及沿海有(丙)暖流經過。拉丁民族熱情，熱愛戶外運動，與地中海型氣候冬

暖夏熱、(丁)夏乾冬雨有關，其降雨特性的主因為風帶季移、氣旋通過及(戊)暖流影響。俄羅斯因冬天太陽斜射，(己)日照

時間短，使得氣候嚴寒，人民在此時深居簡出。」 (A)甲乙丙丁 (B) 甲丙丁己 (C)甲丙丁戊 (D)甲乙丁己。 
(D )8. 民國 79～95 年，臺灣的人口出生率由 16.6%降為 8.9%，人口成長率由 1.2%減為 0.4%。人口成長接近停滯，將導致未來人

力資源不足的問題。請問導致嬰兒出生率逐年減少，人口成長出現停滯的現象包含以下哪些原因？ (甲)結婚年齡升高； 
(乙)外籍新娘增加；(丙)結婚率下降的趨勢；(丁)已婚者多為雙薪家庭，育子不易。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D )9. 發生重大自然環境災變時，地理圖解像常被用來作為災情分析和決策支援依據。若今日南投山區發生大地震，則欲取得最

新的環境資料應依靠何種地圖？ (A)坡地地質圖 (B)等高線地圖 (C)3D 電子地圖 (D)衛星影像圖。 
(B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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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1. 近二年有關國光石化是否應在彰化大城溼地建廠的問題，在環保與經濟發展雙方面展開激烈論戰，目前贊成與反對的雙方

應是在哪個環節上僵持不下？ (A)環境影響評估 (B)國土規劃法 (C)開發許可制度 (D)區域計畫法。 
(C )12. 2010 年底由於梅姬颱風重創宜蘭到花蓮之間的重要交通孔道—蘇花公路，造成多人傷亡，花蓮人強烈要求要有安全的回家

之路，因此蘇花高速公路興建之議再起，請問蘇花高速公路及目前的蘇花公路改善方案都必須經過臺灣哪一座山脈？  
(A)雪山山脈 (B)海岸山脈 (C)中央山脈 (D)玉山山脈。 

(A )13. 若圖紙大小一樣，且兩地的地形高低起伏差異不大的情況下，甲圖的比例尺是 1/5,000，乙圖的比例尺是 1/25,000，則下列

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甲圖的比例尺較大 (B)甲圖所涵蓋範圍較大 (C)乙圖內容較詳盡 (D)乙圖的等高線間距值通

常較小。 
(D )14. 某種公共設施的設立，雖然有利於公眾，卻可能造成附近地區民眾的強烈反彈與抗議，如無線電基地台、高壓變電箱的設

置，稱為何種現象？ (A)乘數效應 (B)熱島效應 (C)社會梯度 (D)鄰避效應。 
(C )15. 一般認為「工業革命」是指那段期間歐洲與北美工業迅速發展的過程？ (A)1650～1850 年 (B)1750～1950 年  

(C)1750～1850 年 (D)1700～1900 年。 
(C )16. 自那一歷史事件發生後，國共兩黨開始會談合作抗日問題？ (A)一二八事變 (B)七七事變 (C)西安事變 (D)九一八事變。 
(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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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今日屏東萬巒鄉有間古教堂，是臺灣現存最早的天主教堂；這間教堂建築的時間最早可能在何時？ (A)1840 年代 

(B)1850 年代 (C)1860 年代 (D)1870 年代。 
(C )19. 一次大戰期間，那兩個國家最早「參戰」？ (A)奧國與俄國 (B)德國與塞爾維亞 (C)奧國與塞爾維亞 (D)德國與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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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尚有試題】 



(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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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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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2. 永嘉之禍後的士族階級，大致上可以分為「郡姓」、「國姓」、「吳姓」、「僑姓」，請問：在這四大姓的士族階級中，何者具

有胡人血統？ (A)「郡姓」 (B)「國姓」 (C)「吳姓」 (D)「僑姓」。 
(A )23. 關於日治時期文藝家與其作品，請選出正確的組合？ (A)楊逵──送報伕 (B)鄧雨賢──桃花泣血記 (C)黃土水──雨夜

花 (D)鍾理和──望春風。 
(A )24. 在《新青年》發表〈文學改良芻議〉掀起白話文學運動序幕的是誰？  (A)胡適 (B)陳獨秀 (C)蔡元培 (D)傅斯年。 
(B )25. 日治時期有人曾指出：「臺灣人現在有病了……我診斷臺灣人所患的病，是知識的營養不良症，除非服下知識的營養品，

是萬萬不能癒的……」試問此人是誰？ (A)林獻堂 (B)蔣渭水 (C)蔡培火 (D 楊肇嘉。 
(C )26. 這個國家的藝術題材完全來自聖經故事，或聖徒行傳，其目的主要在彰顯教義，以圖像來給不識字的民眾講解聖經，俾激

發其信仰熱誠。這個國家是？ (A)查理曼帝國 (B)神聖羅馬帝國 (C)東羅馬帝國 (D)西羅馬帝國。 
(C )27. 自十二、三世紀以來至十九世紀，歐洲金融中心轉移的情形為何？ (A)英國荷蘭義大利 (B)義大利英國荷蘭  

(C)義大利荷蘭英國 (D)荷蘭英國義大利。 
(C )28. 中古後期，很多亞洲發明的文物，由伊斯蘭教徒為媒介傳往歐洲，下列各物有哪一種不在其列？ (A)羅盤 (B)造紙術  

(C)蠶絲 (D)紙幣 。 
(A )29. 「哈佛小子」林書豪的故事之所以激勵人心，源自於那永不放棄的拚戰精神，以及不斷彰顯生命鬥志的運動奇蹟。但林書

豪「爆紅」之前，在ＮＢＡ顛沛流離的際遇，使他曾有放棄籃球，想去當牧師的念頭。幸好，其父母親堅定的支持與鼓

勵，才有今日的「林來瘋」。請問：若根據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的「自我」形成理論而言，林書豪的父母親較接近哪

一種角色？ (A)重要他人 (B)概括化他人 (C)超級偶像 (D)鏡中的我。 
(B )30. 2009 年 1 月 11 日起《菸害防制法》新制上路，三人以上的室內工作場所全面禁菸，追溯《菸害防制法》的制定，幕後功

臣之一便是「董氏基金會」。關於「董氏基金會」性質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必須依據《人民團體法》向內政部登

記成為職業團體 (B)是第三部門，屬於公益團體的性質，有助提昇社會力 (C)屬於社團法人的性質，享有民法上的權利

義務 (D)對於公民社會的營造具正面效應產生外部成本。 
(D )31. 下列五種社會事件，那些符合《家庭暴力防治法》所規範的對象？  (甲)莽夫探視前妻，竟將前妻的現任丈夫毆打成傷  

(乙)鄰居報警指稱：兩名男子在屋內爭吵鬥毆，員警偵訊發現兩人竟是同居情侶 (丙)丈夫天天在床頭櫃放水果刀睡覺，讓

太太擔心睡夢中遭殺害 (丁)外甥過於好動，狠心舅舅竟以煙蒂燙傷外甥頭皮作為教訓。正確的組合是： (A)甲乙丙  
(B)甲乙丁 (C) 甲丙丁 (D)乙丙丁。 

(D )32. 法官及檢察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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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7 條限制重大前科者的職業選擇自由，保護乘客安全，確保社會治安及公益維護，為何不違反

憲法所保護的人權？ (A)憲法為最高位階的法律，因此立法者制定的法律不得侵犯人民基本權利 (B)此規定顯然不符合

比例原則之適當性原則，有「大砲打小鳥」之疑慮 (C)干涉人權與保護法益兩者孰重孰輕需要合於比例原則，不能因小

失大 (D)個人自由已經妨礙到他人自由時，法律可以干涉或進而剝奪其自由。 
(B )34. 2011 年 11 月國立故宮博物院文創行銷處陳姓研究員與葉姓助理，涉嫌複製「龍藏經」等國寶影像數位檔販售，檢調單位

搜索並約談兩人後，懷疑大陸已有盜版的複刻版「龍藏經」，並依《貪汙治罪條例》的圖利罪及違反《著作權法》等罪嫌

偵辦。請問：若經偵查屬實，以上兩人是違反了哪一項社會規範？ (A)科技倫理 (B)工作倫理 (C)經濟倫理 (D)生命

倫理。 
(D )35. 《消費者保護法》規定，郵購或者訪問買賣的消費者，對所購買之商品不滿意，想要退貨，需要在幾天以內？ (A) 10 天 

(B) 9 天 (C) 8 天 (D) 7 天。  
(C )36. 2010 年 7 月苗栗縣大埔農地徵收案，因婦人抗議出人命，鬧得沸沸揚揚，成為新聞焦點，下列有關土地徵收的敘述，何

者正確？ (A)政府為了增進公共利益可依法徵收私有土地，且不須給予補償 (B)農地較便宜，可以減少補償經費，政府

徵收私有土地應以農地為優先考量 (C)徵收如有不法，相關人員將受處罰，政府除必須還地外，人民尚可請求國家賠償  
(D)為了避免民怨，政府徵收私有土地都按市價予以補償。 

(A )37. 「政黨比例代表制」是由各政黨將其推薦的候選人編列一張名單，選民就各政黨所提出的名單，投票選擇某一個政黨。在

這種選舉制度之下，人民投票的對象是政黨而非個別的候選人。各政黨按其得票比例分配議會中的席次。請問目前我國

哪一種選舉是採行此制？ (A)立法委員 (B)監察委員 (C)省諮議員 (D)縣市議員。 
(B )38. 就我國現行體制而言，下列關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的敘述，何者正確？ (A)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應同屬一個政黨  

(B)總統、副總統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 (C)得票數必須過半，才能當選 (D)具有外國國籍者可以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

選人，但選上後就必須放棄外國國籍。 
(C )39. 賣二手車的車行老闆，將泡水車重新清洗整修後，以高價賣出，買車的消費者不清楚該車原況，還以為買到一部「便宜的

新車」。請問：這種情形說明了中古車市場有下列哪一種經濟狀況？ (A)財產權不完整 (B)外部效益 (C)資訊不對稱 

(D)交易成本太高。  
(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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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