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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0 年職業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生活領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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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為在校學生實施各項心理測驗，如：興趣測驗、性向測驗、生涯信念量表…等，幫助學生

進行自我探索，更加了解自己。是符合生涯規劃三要素的哪一個？ 

(A)知己 (B)知彼 (C)適應 (D)行動與抉擇 

2.德雷莎修女：「以幫助別人為自己使命，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台東陳樹菊阿嬤：「錢，要給

需要的人才有用。」用市場擺攤賺來的小錢，點滴省下興學行善，兩人所反映的價值觀為何？ 

 (A)社會聲望    (B)自主性    (C)成就感   (D)利他主義 

3.不論是家庭暴力、性侵害防治、兒童少年保護的相關問題，民眾只要有婦幼安全方面的疑問，

都可撥打的專線電話是： 

 (A)119    (B)110    (C)113    (D)1995 

4.下列各個管道：報章雜誌、網路資訊、徵才廣告、校園徵才活動、就業博覽會、個人人脈、 

  親友師長介紹，較適用於  

 (A)蒐集升學資料    (B)蒐集求職資訊    (C)蒐集職業訓練資料   (D)以上皆是 

5.一般常見性騷擾的迷思，包括下列何者? 

甲、 因為行為不檢或衣著暴露，才會引來性騷擾，所以會被騷擾都是自找的。    

乙、 沒有當場反抗或拒絕，事後才透露不舒服，不能算性騷擾。    

丙、 職場性騷擾事件是「被行為人是為了報復或其他動機才出面申訴」的陰謀。    

丁、 性騷擾沒有性別之分，男生也有可能被性騷擾。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乙丙丁 

6.高職階段要達成的生涯任務，不包含下列何者？ 

(A)尋覓未來人生伴侶   (B)做好升學或就業準備   

(C)增進生涯決定的能力  (D)增進自我認識和評估自我能力 

7.下列有關勞動基準法的內容，下列何者有誤？ 

(A)勞基法是規定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       (B)規定每日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八小時 

(C)規定每月最低基本薪資新臺幣 17,880 元  (D)規定雇主對勞工不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 

8.「活到老學到老」就是終身學習，有助於成人學習者取得學歷文憑的管道，不包括下列何者？ 

   (A)高中職進修學校    (B)空中大學          (C)社區大學         (D)在職碩士班 

9.國家公職考試分為高考和普考二層級，普考的應試資格為? 

   (A)研究所畢業        (B)專科畢業          (C)高中職畢業       (D)不拘學歷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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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4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職訓局全國就業e網，以上三個網站主要

提供哪方面的生涯資訊？ 

  (A)國家考試資訊 (B)求職就業資訊 (C)職業訓練資訊 (D)升學輔導資訊 

11.《哈莉波特》作者羅琳在年輕時不怕窮卻很怕失敗，但在42歲時卻說：「失敗才是你人生中

最自由的經驗」，這代表經過多年的人生歷練，她的甚麼能力增加了？ 

 (A)IQ和EQ (B)EQ和MQ (C)MQ和AQ (D)EQ和AQ 

12.生涯規畫的積極性目標，是指： 

 (A)升學考試 (B)工作升遷 (C)賺錢養家 (D) 自我實現 

13.舒伯 (Super)提出生涯發展理論，認為生涯發展階段分為五期，18至30歲這段期間正處於舒伯

生涯發展階段中的哪一個時期？ 

 (A)成長及探索期       (B)探索及建立期      (C)建立及維持期   (D)維持及衰退期 

14.屢獲國際大獎的建築師廖偉立，在他的辦公室處處貼著「牆上筆記」：絕佳的EQ、堅定的態

度、優雅溝通力、從容的工作節奏、接受新事物、絕不怕挑戰。以下關於這六項能力的敘述

何者正確？   

甲、他想積極培養這六項能力              乙、這六項能力是軟實力(soft power)    

丙、這六項能力是硬實力(hard power)        丁、這六項能力是後天學不來的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15.生涯規劃包括自我認識、個人與環境及教育與職業三個探索方向，幫助我們確立生涯目標。

生涯規劃步驟可以進一步幫助我們實現生涯目標的步驟包括：覺察－( X )－抉擇－訂定目標

－行動，請問 X 是甚麼？   

 (A)知己知彼      (B)知己   (C)知彼 (D)評估 

16.瞭解工作所需要的學經歷、專業條件、相關工作資歷、語言能力或生理條件，是指透過管道

來瞭解以下哪一項資訊？ 

 (A)工作性質  (B)資格條件   (C)工作環境   (D)工作時間及待遇 

17.SWOT分析即強弱機危綜合分析法，它可以用來幫助我們思考，尤其面臨生涯抉擇時，有哪些

生涯阻力及生涯助力，請問 W 是代表何種意義？  

 (A)個人面臨的威脅     (B)目前有哪些機會   (C)個人具有哪些優勢 (D)個人具有哪些劣勢 

18.流行歌手女神卡卡的媽媽說她小時候未滿三歲，就會把手伸到鋼琴鍵上瞎彈，所以跟她爸爸

說送她去學鋼琴，從小練琴的她說：「我也許不是天生的舞者，但我卻是天生的音樂家，我

始終認為這是我最厲害的本事。」以下關於卡卡的生涯敘述，何者為非？ 

 (A)母親的觀察與建議改變了卡卡的一生      (B)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卡卡比較幸運而已 

 (C)天生的音樂家指的是性向     (D)卡卡從小展現音樂方面的天賦與興趣  

19.「私法」為規定私人間生活關係之法律，並依一定立法程序制定者，下列何者屬於「私法」？  

(A)民法 (B)刑法 (C)憲法  (D)稅法。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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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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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颱風來襲時，因風速過大而造成行道樹壓死路人之事件，其受難家屬要求國家賠償。請問該

請求權的時效，是從知道有傷亡時起，多久不行使其權利就消滅？ 

 (A)半年 (B)一年 (C)二年 (D)三年 

22.遺產繼承人依民法規定，其順序為何？ 

 (A)父母、子女、兄弟姐妹                  (B)妻子、祖父母、子女 

 (C)子女、父母、兄弟姐妹       (D)父母、妻子、兄弟姐妹。  

23.小美向電視購物台買了一組美白保養品，收到商品後覺得不滿意。請問小美可在收到商品後

幾日內退貨？ 

 (A)5 日 (B)7 日 (C)10 日 (D)15 日。 

24.《中華民國憲法》第130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有依法選舉之權；除本憲法及

法律別有規定者外，人民年滿幾歲者有依法被選舉之權？ 

 (A)二十歲  (B)二十一歲   (C)二十二歲   (D)二十三歲 

25.所謂「犯罪組織」係指多少人以上，有內部管理結構，以犯罪為宗旨或以其成員從事犯罪活

動，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或暴力性之組織？  

 (A)二人 (B)三人   (C)四人 (D)五人 

26.警察須依法定程序才能對人民加以逮補、拘禁，主要是基於保障人民何種基本人權？ 

 (A)言論自由 (B)宗教信仰自由 (C)秘密通訊自由 (D)人身自由 

27.行政院為推動各項建設，編列預算，須送交下列哪一個機關審查？ 

 (A)司法院 (B)考試院 (C)立法院 (D)監察院 

28.我國《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下列何者是代表國家偵查以及追訴犯罪？ 

 (A)檢察官 (B)法官 (C)書記官 (D)警察 

29.法律位階，由高至低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憲法＞命令＞法律 (B) 憲法＞法律＞命令 (C) 法律＞憲法＞命令 (D) 法律＞命令＞憲

法 

30.自己和親哥哥之間是幾親等？ 

 (A)一親等 (B)二親等 (C)三親等 (D)四親等 

31.製作盜版光碟販售，應負之法律責任是： 

 (A)民事責任 (B)刑事責任 (C)民事及刑事責任 (D)道義責任 

32.徐先生被人拿刀追殺，為了保護自己，情急之下把對方打傷，可以主張何種阻卻違法事 

 (A)正當防衛 (B)緊急避難 (C)依法令的行為 (D)業務上的正當行為 

33.李小姐利用下班時間，花了一年時間創作了一本長篇小說，請問她要如何才能取得這本小說

的著作權？ 

 (A)向教育部申請 (B)向智慧財產局申請 (C)向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申請 (D)不必申請 

34.在網路聊天室意圖散佈於眾而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是觸犯了刑法的什麼罪？ 

 (A)誹謗罪 (B)傷害罪 (C)毀損罪 (D)誣告罪 

35.高速公路的電子收費系統是屬於下列哪一方面的應用？ 

 (A)辦公室自動化 (B)工廠自動化 (C)智慧型交通運輸系統  (D)資訊家電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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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便利商店、超市結帳時常使用條碼閱讀機讀取所購買商品資料，請問條碼閱讀機屬於？ 

 (A)輸出設備 (B)輸入設備 (C)記憶體單元 (D)控制單元 

37.在設定密碼的時候，下列哪一個密碼是比較符合安全的選擇？ 

 (A) b3n0#7$5  (B)12345678  (C) abcdefgh  (D)schwager 

38.下列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光纖網路是一種無線網路  (B)衛星傳輸是一種無線傳輸方式  

 (C)使用手機上網是利用無線網路  (D)使用ADSL上網是利用有線網路 

39.在Outlook Express收件匣中，若郵件前面出現迴紋針的符號，表示此郵件 

 (A)含有數為簽章 (B)已經中毒 (C)含有讀取回條 (D)含有附加檔案 

40.螢幕保護程式的最主要功用為何？ 

 (A)防止駭客入侵  (B)預防電腦中毒  

 (C)避免螢幕亮點損壞  (D)維持螢幕色彩的色調與對比 

41.下列何者為輸出設備同時也是輸入設備？ 

 (A)觸控螢幕  (B)鍵盤  (C)滑鼠  (D)列表機 

42.教育部的網址是www.___________，其中空白的位址應填入？ 

 (A) com.tw  (B) edu.tw  (C) gov.tw  (D) net.tw 

43.蘋果電腦公司透過服務網站，允許用戶付費下載應用程式到iPhone中，請問這是屬於下列哪一

種電子商務？ 

 (A)B2B (B)B2C (C)C2C (D)B2S。 

44.小明把某一資料夾設為共用，則該資料夾的圖示上會多ㄧ個什麼符號？ 

 (A)地球 (B)箭頭 (C)手 (D) 鎖。 

45.下列有關網頁製作的敘述，何者有誤？ 

 (A)網頁中可以加入背景音樂  (B)可以用 FrontPage 編輯網頁 

 (C)無法將動畫加入網頁中 (D)可以用記事本來編輯網頁。 

46.下列何種功能可使郵件在寄送時，不讓收件者知道還有哪些人收到此信件？ 

 (A)加密 (B)要求回條  (C)壓縮 (D) 密件副本。  

47.當企業內部網路與網際網路相連時，架構在兩者之間用來防止惡意程式入侵的裝置稱為  

 (A)防火牆 (B)瀏覽器  (C)網路卡  (D) 網路芳鄰。  

48.當我們在網路上交談或發表文章時不可以有下列那種行為？ 

 (A)談論政治   (B)交換通訊地址  

 (C)發表毀謗他人的言論  (D)發表自己求職受騙經驗。 

49.選購液晶螢幕時，那一項規格是影響畫面產生殘影的主要因素？ 

 (A)亮度 (B)對比 (C)可視角度 (D)反應時間。 

50.某檔案的名稱為 「Secret.rar」，請問是那一類型的檔案？ 

 (A)影像檔 (B)壓縮檔 (C)系統檔 (D)簡報檔。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B%E6%9E%9C%E5%85%AC%E5%8F%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