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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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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請於虛線上方填寫准考證號及姓名。 

一、選擇題：（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B )1. 小強到外地讀大學後，與房東簽訂租賃契約，租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不料，因房東積欠債務，小強租住的房

屋於 2020 年 5 月 30 日被法拍，由新屋主得標。此時，小強可做下列何種主張，以保護自身權利？ (A)原租賃契
約廢棄，需與新房東訂新約 (B)可以繼續居住至原租賃契約到期為止 (C)需取得新房東的同意才可以繼續居住  
(D)主張「無過失責任」要求原房東賠償。 

(A )2.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指出，美國富裕家庭能為子女創造優越環境，提供較好的教育、健保與飲食條件。
請問：長久下來此種情況會造成什麼結果？ (A)子女繼承父母地位形成階級複製 (B)父母和子女之間的代內流動
停滯 (C)富裕家庭子女有較多的結構流動 (D)成就地位的重要性大於先賦地位。 

(B )3. 每到夏天，便利商店常推出各式冰品促銷活動，例如：同系列冰品第二支半價。請問：在其他條件不變下，此活
動影響民眾對特價冰品的需求（量）變動，可用下列那一個圖形表示？(S、D 為原供需線，D1為新需求線) 

            (A)        (B)         (C)       (D)  
(A )4. 公民老師在課堂上請同學針對美國、德國、法國與我國總統的職權進行比較，下列說法何者正確？ (A)除德國外，

其他三國總統均為實權元首 (B)美國及法國總統須至國會接受議員質詢 (C)法國及我國總統均可主動解散國會(立
法院） (D)美國及德國總統均可用否決權反制國會通過的法案。 

(C )5. 在我國已當選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的立法委員，若因故被所屬的政黨開除了黨籍，則下列何者為後續最可能的
發展結果？ (A)該名立法委員將成為無黨籍立法委員 (B)該名立法委員席次必須重新辦理改選 (C)由該政黨全國
不分區立委名單中遞補 (D)由其所屬政黨重新推薦優秀黨員接任。 

(C )6. 林春嬌在婚前即懷有王志明的寶寶，兩人於是「奉子成婚」，婚後三個月順利產下其子，取名為王小志。王小志的
身分從「非婚生子女」變成為「準婚生子女（視為婚生子女）」，此種情形在法律上的用語通稱為何？ (A)收養      
(B)認領 (C)準正 (D)認養。 

(D )7. 某國政府規定，收成時節，每人需依個人所得繳納穀物，並設立公共穀倉儲存，如果有饑荒發生時，即開倉賑濟。
某國政府的作法，與目前我國哪一項措施相近？ (A)補助中低收戶的老人裝假牙 (B)身心障礙者可申請輔具補助   
(C)提供遊民臨時性的安置場所 (D)強制國民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C )8. 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 2019 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冰島被評為世界上性別差距最小的國家，連續第 11 年
名列全球性別最平等的國家。就我國而言，若要以上述冰島的表現為師，下列何項作為或措施有助於達成目標？ 
(A)針對適齡的未婚男女課徵單身稅 (B)男女皆應善盡服兵役的國民義務 (C)民意代表選舉設有婦女保障名額  
(D)高中女校增額錄用男性教職員工。 

(D )9. 法務部辦理年度調解業務績效考評，臺中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率達 89.3 %，調解績效卓著，為六都之冠。
未來也將進一步規畫透過電子的方式來加速其績效。請問：上述內容應屬民事解決紛爭何種管道？ (A)行政機關
和解 (B)司法機關強制調解 (C)司法機關任意調解 (D)行政機關調解。 

(B )10.司法院日前作出釋字第 791 號解釋，刑法第 239 條通姦罪違憲，立即失效。大法官認為通姦罪旨在懲罰違反忠誠
義務的配偶來維持婚姻延續，然其除了損及性自主權，在刑事程序中亦可能損及人民「私密領域」的隱私；且以
國家權力介入私人婚姻關係，反而無助於兩人婚姻之延續。故大法官認為通姦罪所造成之損害，顯然大於其所欲
維護之利益。請問：下列何者應為大法官對通姦罪違憲之見解？ (A)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B)違反比例原則 (C)違
反信賴保護原則 (D)違反誠實信用原則。  

(D )11.甲國位居內陸，漁產不豐富，大都仰賴養殖，因而時常向四面環海的乙國購買漁貨。假使兩國進行貿易後，漁貨
市場達到均衡，在不考量其他因素下，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國的進口量即為乙國的超額需求 (B)乙國
的出口量即為甲國的超額供給 (C)甲國的消費者剩餘會減少，生產者剩餘會增加 (D)乙國的消費者剩餘會減少，
生產者剩餘會增加。   

(A )12.小綠到服飾店買了一件時下最流行的破洞牛仔褲並立刻換上，走出服飾店之後，小綠覺得每個路人都對她投以驚
豔的眼神，因此，她判斷這次的造型贏得了大家的認同，也對自己更有自信。請問：小綠的想法最可用哪位學者
的理論加以說明？ (A)顧里的鏡中自我 (B)米德的主我、客我間之對話 (C)佛洛伊德的本我與超我協調後的自我 
(D)艾瑞克森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 

(D )13.下列有關臺灣地名的敘述，何者為是？ (A)基隆三貂角相傳是葡萄牙在臺灣的根據地 (B)臺南市五條港園區的新       
美街，是西方傳教士的見證 (C)新營、右昌是清領時期軍屯的地點 (D)艋舺、大目降、目加溜灣的地名是原住民       
的話語。 

(C )14.雍正年間，張達京設立「張振萬」墾號從事開墾。後與原住民族簽訂墾約，用「割地換水」方式，即用開鑿的貓
霧捒圳一部分水源換取原住民族土地，順利完成開發工作。請問：張達京開發的是下列那一地區？ (A)臺北盆地   
(B)彰化地區 (C)臺中地區 (D)高雄地區。 

(C )15.臺灣在 1970 年代左右，出現「客廳即工廠」的景象，這反映當時臺灣經濟發展的背景為何？ (A)高科技產品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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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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6.小明在上臺灣史時，老師寫了一些關鍵字，希望能建構出戰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史，例如：(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
的成立、(乙)高雄加工出口區的成立、(丙)臺灣成為 WTO 會員，老師希望小明按照時間發展先後順序排列，小明
應該如何排列才對？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乙→甲→丙。 

(B )17.一位歷史人物說：「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之間具有歷史意義的合作，不是偶然的，它是當時的國際局勢和中國本身
的內部條件造成的。」其中的「中國本身的內部條件」主要指什麼？ (A)經濟蕭條 (B)軍閥割據 (C)日本入侵     
(D)北伐勝利。 

(C )18.中共某官方媒體的社論寫道：「我們要把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那種拒絕和外國進行經濟
技術交流的做法，是作繭自縛、自我封鎖……我們不應該拒絕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現代化大生產
的經驗。」此社論最早有可能發表於何時？ (A)1950 年左右 (B)1969 年左右 (C)1979 年左右 (D)2001 年左右。 

(A )19.商人以同鄉和同業為紐帶形成了一個群體組織，這組織的崛起與資本主義的萌芽有密切關係，其形成也意味著    
商人階層以群體的力量躍上了歷史舞臺。這組織是 (A)商幫 (B)行幫 (C)行會 (D)仕紳。 

(C )20.有兩個人來到城東曲江遊樂區，看到遊客大都衣著鮮麗，神情愉悅。還有身著窄袖緊腰服裝的婦女，也騎著駿馬，    
結隊而來。二人走累了，走進一家飲食店，喝葡萄酒，吃胡麻餅。看到一位凹眼高鼻的胡姬在招呼客人，覺得十
分有趣。他們所到的地方應是哪個時代的城市？ (A)漢代長安 (B)宋代臨安 (C)唐代長安 (D)清代北京。 

(B )21.小寶到京城參加考試，他的名字被封起來，甚至考過的試卷還要由別人重新抄錄一遍，這樣嚴格的防弊措施，最    
早出現於何時？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B )22.面對希臘城邦政治崩壞，有哲學家提出「理想國」的見解，以他的老師為主角，用對話體的形式討論正義、秩序     
和正義的人及城邦所扮演的角色。請問：這位哲學家是？ (A)蘇格拉底 (B)柏拉圖 (C)亞里斯多德 (D)畢達哥拉斯。 

(A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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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荷蘭→英國 (B)義大利→英國→    
荷蘭 (C)英國→荷蘭→義大利 (D)荷蘭→英國→義大利。 

(D )24.文藝復興時期是西方文明從中古走向近代的過渡期，具有廣大的歷史影響。在這個時期，哪一項活動在民族國家
的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的推力？ (A)沙龍演講 (B)雕塑繪畫 (C)科學探討 (D)方言文學。 

(D )25.十九世紀時，某國因為政治上尚未統一、交通工具不良、國內保守勢力強大及其他種種因素，該國工業化的發展    
速度非常緩慢。但是，在 19 世紀後半葉以後，該國的工業發展以巨人般的速度往前邁進，超越其他歐洲國家。請
問：此國家應是？(A)荷蘭 (B)法國 (C)比利時 (D)德國。 

(A )26.有關二十世紀後期的重要思潮「後現代主義」的特色，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強調知識的建構都是出自特定    
的立場與標準 (B)相信絕對客觀真理的存在 (C)相信史學家一定能找到歷史的真相 (D)肯定社會傳統價值。 

(C )27.歐洲某國經脫歐公投後，與歐盟談判數年，終於在 2020 年 1 月脫離歐盟成功，此國是？ (A)法國 (B)德國 (C)英
國 (D)西班牙。     

(A )28.下列臺灣各縣市中，在 2020 年夏至當天，白晝最長的是？ (A)臺北市 (B)臺中市 (C)嘉義市 (D)高雄市。 
(B )29.關於臺灣西南沿海地層下陷區的研究，何者最適合使用「空間分析」？ (A)地層下陷區與養殖產業之因果關係    

(B)地層下陷區與強降雨可能淹水範圍劃定 (C)地層下陷區之鄉鎮發展計畫 (D)地層下陷區之候鳥生態觀察。 
(B )30.有別於澳紐的「草飼牛」，美國中部的「穀飼牛」以穀物餵養，其牛肉被老饕認為汁多味美，但其違反自然的飼養

方式也引起爭議。請問美國「穀飼牛」的產地位於美國哪個農業帶？ (A)小麥帶 (B)玉米帶 (C)酪農帶 (D)地中海
型農業帶。 

(C )31.2020 年武漢肺炎（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全球大蔓延，世界各國深受影響，疫
情最早在 2019 年 12 月出現在中國武漢，請問：武漢的位置在右圖中何處（深色範圍為長
江流域）？ (A)甲 (B)乙 (C)丙 (D)丁。      

(A )32.臺灣許多偏遠鄉村的國民小學，都面臨併校或廢校的命運。如果用中地理論來看，是因為
該校的商品圈與商閾存在著何種關係？ (A)商品圈比商閾小 (B)商閾與商品圈相近 (C)商
閾比商品圈小 (D)兩者之間無關聯性。 

(A )33.二次大戰結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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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聯合國統計，非洲是全
球愛滋病死亡和帶病人數最多的一洲。請問：造成愛滋病在非洲快速傳播的原因和以下何者最相關？ (A)接觸密
度提高 (B)工業污染日益嚴重 (C)乾淨飲用水供應不足 (D)醫療水準提升緩慢。            

(D )34.在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的衝擊下，尋找乾淨的替代能源一直是先進工業國家努力的目標。身為金磚五國之一的巴
西，自 1970 年代起為了能源自主，即開始重視發展替代能源，充分利用本國農業資源生產酒精汽油，開發技術
領先全球。請問：巴西是以哪一種農作物來提煉酒精？ (A)大豆 (B)玉米 (C)咖啡 (D)甘蔗。   

(C )35.美國大農作帶以數量極少的一級產業人口，造就高產值。其中「大面積種植單一作物，以降低單位面積農地之生
產成本」，這句話直接敘述了美國一級產業的何種特色？ (甲)科學化；(乙)專業化；(丙)機械化；(丁)規模經濟     
(A)甲丙 (B)甲乙 (C)乙丁 (D)丙丁。      

(D )36.2020 年上半年武漢肺炎肆虐期間，民間業者開發出了「即時口罩地圖」的應用程式，讓使用者可從自己所在的位
置，找尋附近的藥局去購買口罩。請問：此「即時口罩地圖」運用了哪兩項現代地理技術？ (A)SAS、GPS (B)RS、
GIS (C)RS、GPS (D)GIS、GPS。 

(D )37.一位同學想在暑假期間去海外遊學，他希望能利用這機會學習英語、認識當地的原住民文化，並體驗獨特的冰河
地形和活火山景觀。下列哪個地區是該同學的最佳選擇？ (A)夏威夷 (B)菲律賓 (C)愛爾蘭 (D)紐西蘭。 

(B )38.行星風系是一種理想風系，是一種假定某些條件下的狀況，但實際上，各氣壓帶和風帶會出現季節性的移動，這
是因為地球何種特性使然？ (A)地表出現高低起伏 (B)地軸傾斜 23.5度 (C)海陸性質差異 (D)地球由西向東自
轉。 

(D )39.以下為常見的河川地形：(甲)氾濫平原；(乙)三角洲；(丙)瀑布；(丁)沖積扇。請問：由上游順流而下至河口，可
觀察到的地形依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丙乙丁甲 (Ｄ)丙丁甲乙。 

(C )40.臺灣的小麥種植地區，在每年 10 月栽種，隔年 3 月採收，並在收成前舉辦小麥文化節，最主要原因是此期間雨水
較少，適合小麥生長所致。請問：臺灣主要種植小麥地區是在下列哪兩個縣市？ (A)新北、宜蘭 (B)花蓮、臺東    
(C)臺中、臺南 (D)桃園、新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