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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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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品筑就讀技術型高中三年畢業，她可以選擇以下哪些升學管道？ 

甲：四技進修部  乙：普通大學  丙：二專  丁：二技  戊：四技日間部  

(A)甲乙丙戊       (B)甲乙丁戊  

(C)乙丙丁戊       (D)甲丙丁戊 

3. 生涯不合理信念是指不合理、不合邏輯，甚至與事實不符的想法，這樣想法

包含許多的「應該」、「必須」，會對個人的生涯行動造成阻礙，同時也讓人

在情緒上感到不安，下列何者不是屬於生涯的不合理信念？  

(A)在我行動之前，必須天時地利人和  

(B)我只有從事這件工作，才會快樂  

(C)我的工作必須滿足所有的需要  

(D)生涯發展可能會有幾次的轉折、改變 

4. 技術型高中三年(16~18 歲)是屬於生涯發展階段中的哪一階段？ 

(A)成長階段       (B)維持階段  

(C)建立階段       (D)探索階段 

5. 小松想成為髮型設計師，而他腦海裡浮現的生涯信念如下：(甲)男生去當髮

型設計師，不被笑死才怪、(乙)只要我願意全力以赴，從最基本的做起，我

應該可達成自己的目標、(丙)要當髮型設計師，需要學洗髮、按摩、吹髮、

剪髮、染髮、護髮…等，怎麼這麼辛苦、(丁)我認為習得一技之長比光讀書

來得實用。請問哪些信念有助於小松完成他的生涯決定？  

(A)甲乙        (B)乙丁  

(C)丙丁        (D)乙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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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衝突       (B)角色行為  

(C)角色扮演       (D)角色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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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每個人都是獨特且多元的，我們可以透過周哈里窗的方式來認識自己。君燁

在生涯課程中獲得同學的回饋知道自己有領導大家的能力，這個「自己不知

道，別人卻知道」的特質屬於以下哪個選項？  

(A)開放我        (B)隱藏我  

(C)盲目我        (D)未知我 

8. 美國 哈佛大學教授迦納(Gardner)，提倡多元智能的概念。他認為智能是多元

因素而非單一因素所構成。宇翔天生好動，熱愛體育活動，喜歡透過肢體感

官經驗來學習，所以在學習的過程中贏得多項體育獎牌。請問他的優勢能力

是屬於哪一方面的智能？  

(A)語文智能       (B)肢體動覺智能  

(C)個人內省智能      (D)自然觀察智能 

9. 「貨車司機的工作比較適合男性，護理師的工作比較適合女性。」這樣的論

點是什麼樣的性別觀念？  

(A)性別友善       (B)性別融洽分工  

(C)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D)性別理想互動  

10. 依美國生涯學者舒伯(Super)所提出的生涯發展階段與任務而言，高職一年級

(16 歲)的學生現階段最重要的生涯任務是？  

(A)確定自己想要從事的工作   (B)做好升學與就業的準備  

(C)維持自己在工作上的成就感  (D)努力賺錢，增加工作經驗 

11. 佳樺就讀技高的商業經營科，透過校系宣導座談、技職博覽會、學校實習等

多元來源蒐集大學相關科系的資訊，這屬於生涯金三角理論的哪一個範疇？ 

(A)自我認識       (B)做決定  

(C)教育與職業探索     (D)社會與環境的關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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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努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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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下列何者不是搜尋四技二專相關考試/升學資訊的網站？  

(A)技訊網        (B)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C)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    (D)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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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技高學生升四技二專的多元入學管道中，下列哪一種管道是不需要採計統一

入學測驗成績，而是透過考取技術士乙級證照、最多選擇 5 個志願進行科大

校系的甄選？  

(A)甄選入學       (B)特殊選才  

(C)技優保送       (D)技優甄審 

15. 在生涯發展中，每個人都會面臨抉擇，在做決定時也會呈現不同的類型。在

做決定時能客觀、冷靜的蒐集相關資料、詢問不同的意見，整體考慮各種可

能的影響因素後，再做出適合自己的決定，是屬於哪一種類型？  

(A)直覺型        (B)猶豫型  

(C)邏輯型        (D)順從型 

16. 下列何者不是生涯規劃模式中「自我」因素所涵括的項目？ 

(A)自我特質       (B)家庭  

(C)興趣與能力       (D)價值觀 

17. 目前法令中，規範消除職場歧視措施，像懷孕歧視、性騷擾防治處理…等。

其中育嬰假、留職停薪假等是在以下哪一法規中被規範？  

(A)家暴防治法       (B)性別平等教育法  

(C)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D)性別平等工作法 

18. 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從小家境優渥，父親好客，家裡訪客川流不息，蔡康永

回憶：「我擁有很不一樣的童年，父母給我比較多的是社交訓練，我永遠都

需要穿戴整齊準備社交應酬、應對進退，當個好主人。」而這也影響蔡康永

成為主持人後，和受訪者對話時，給人幽默風趣、心思細膩、應對得宜的好

印象。由此可知，下列何者是形塑蔡康永社交能力的重要因素？ 

(A)原生家庭       (B)同儕關係  

(C)學校教育       (D)社區環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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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        (B)法律上  

(C)經濟上        (D)地位上 

20. 阿忠平時熱愛唱歌並創作歌曲，請問當他完成一首歌曲的創作後，應該如何

做才能取得歌曲的著作權？  

(A)只要創作完成立即享有著作權  (B)向智慧財產法院聲請著作權  

(C)向不特定大眾公告即可享有   (D)向智慧財產局申請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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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小敏在百貨公司擔任銷售員，依據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小敏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幾小時？ 

(A)12 小時    (B)10 小時  

(C)8 小時    (D)6 小時 

22. 婚後不睦，某日甲男登山失蹤音訊全無，經過幾年後，乙女可以向法院聲請

為『死亡宣告』？  

(A)一年        (B)三年  

(C)七年        (D)十年 

23. 在法院開庭時穿著紫邊黑底法袍的人是誰？  

(A)法官        (B)律師  

(C)書記官         (D)檢察官 

24. 下列何者不是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則？  

(A)過失責任原則      (B)罪刑法定原則  

(C)私法自治原則      (D)契約自由原則 

25. 小玲透過房屋仲介公司向阿中承租一間房屋作為個人工作室，不久，小玲發

現房屋會漏水，小玲應該找誰負責？  

(A)找阿中負責修繕     (B)小玲自己要負責修繕  

(C)找大廈管理員負責     (D)找房屋仲介公司處理 

26. 小華因為抽菸不慎引起火災，燒毀停放在騎樓的數台機車，小華可能觸犯什

麼罪名？  

(A)公共危險罪      (B)毀損罪  

(C)傷害罪       (D)雖無刑事責任但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27. 志明因為不滿老闆安排的工作，所以故意不請假也不去上班。請問公司可以

在志明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幾日後終止勞動契約？  

(A)10 日        (B)7 日  

(C)5 日         (D)3 日 

28. 大華因經商失敗向小明借款 100 萬元周轉，小明基於大學同窗情誼一直不願

追討，嗣後大華又避不見面。大華可於多少年後拒絕返還當年向小明借的 100

萬元？  

(A)15 年        (B)10 年  

(C)12 年        (D)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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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憲法第 8 條關於人身自由的保障，人民遭受逮捕拘禁，檢警機關最慢要在多

少時間內，將犯罪嫌疑人移送到法院受審問？  

(A)12 小時        (B)24 小時  

(C)48 小時        (D)三天 

30. 你和你的舅舅是幾親等的親屬？  

(A)直系四親等       (B)旁系四親等  

(C)直系三親等       (D)旁系三親等 

31. 下列何者非民法上所列舉，訴請法院判決離婚的原因？  

(A)重婚        (B)妻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  

(C)妻惡意遺棄夫且在繼續狀態中  (D)妻無法受孕 

32. 依據我國勞動基準法的規定，目前勞工強制退休的年齡是幾歲？  

(A)55 歲        (B)60 歲 

(C)65 歲        (D)70 歲 

33. 依據我國現行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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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院長  

(C)總統        (D)司法院院長 

34. 依據我國憲法的制度設計，行政院與立法院的主要關係是？  

(A)合作        (B)監督制衡  

(C)競爭         (D)沒有關係 

35. NCC 表示：「目前台灣市場總計有三星、Sony、LG、OPPO 共 4 品牌、11 款

5G 手機審定合核」，試問 NCC 所指的 5G 為？  

(A)網路的流量為 5G     (B)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  

(C)手機的記憶體容量為 5G   (D)手機的價格 

36. 下列哪一組 IP 位址是錯誤的？  

(A)130.1.2.3       (B)20.30.40.50  

(C)12.60.28.256      (D)195.168.1.1 

37. 小銘上網下載一套 WinRAR 軟體，在使用一段時間後，進行解壓縮檔案時，

會跳出「本軟體將在 40 天後過期，必須購買授權，否則會從電腦中移除。」，

請問此壓縮軟體屬於下列何種軟體？  

(A)共享軟體       (B)自由軟體  

(C)公共軟體       (D)免費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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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PChome 上有一款「ViewSonic 32 型 4K 廣視角電競螢幕」，請問此款螢幕規

格中的 4K 所代表的為？ 

(A)尺寸        (B)價格  

(C)亮度        (D)解析度 

39. 在 Microsoft Office 軟體中，哪一個可用來製作簡報？  

(A)Access        (B)Word  

(C)Excel        (D)Power Point 

40. 運動風盛行，Garmin 推出一款「Forerunner 45S GPS 腕式光學心率跑錶」，試

問該手錶所內建 GPS 衛星定位，其傳輸媒介為何？  

(A)雙絞線        (B)紅外線  

(C)微波        (D)光纖 

41. 下列何種開放文件格式主要用於文書處理？  

(A).odb        (B).odg  

(C).odt         (D).odp 

42. 下列哪一個作業系統沒有開放原始碼？  

(A)Android        (B)Linux  

(C)Chromes OS       (D)Windows 10 

43. 下列哪一種網路拓樸架構的安全性最高？  

(A)星狀        (B)網狀  

(C)匯流排        (D)環狀 

44. 目前常見使用手機來做無線感應付款，則手機必須能支援何者？  

(A)AR         (B)GPS  

(C)NFC        (D)HA  

45. 在 Youtube 網站上，不需要將檔案完整下載就可以線上觀看，這是因為此類

影片可能是屬於下列哪一種類型的檔案格式？  

(A)FLV        (B)DAT  

(C)CDA        (D)AVI 

46. 噴墨印表機的墨水有 CMYK 四個顏色，試問下列哪一個顏色不屬於 CMYK

之一？  

(A)藍色        (B)青色  

(C)黃色        (D)洋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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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Windows 使用的長檔名，不能含下列那個字元？  

(A)空白        (B)*  

(C)【         (D)$ 

48. 下列哪一項 HTML 標籤可以用來設定網頁的標題?  

(A)<title>...</title>      (B)<table>...</table> 

(C)<body>...</body>     (D)<html>...</html> 

49. 下列哪一種圖檔格式支援背景透明影像及動畫功能？  

(A)TIF        (B)JPG  

(C)BMP        (D)GIF 

50. 何者最不適合擔任網路作業系統？  

(A)Windows Server 2019    (B)MS-Dos  

(C)Unix        (D)Linux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