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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9 年度身心障礙國民自學進修高級職業學校畢業程度學力鑑定考試答案卷 
科目：社會科學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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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題： (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  C） 1. 行為後法律有所變更者，適用裁判時之法律，但裁判前之法律有利於行為人者，適用最有利於行為人之法

律。此為：  

(A)從新主義 (B)從舊主義 (C)從新從輕主義 (D)從舊從輕主義。 

 (  B) 2. 在夜市賣仿冒名牌包包或其他商品，最常觸犯的法律為  

(A)公司法 (B)商標法 (C)破產法 (D)專利法。 

 (  C) 3. 我國主管家庭暴力防治的行政院部會是 

(A)國防部 (B)警政署 (C)內政部(D)法務部。 

（  D） 4. 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

之公司：  

(A)無限公司 (B)有限公司 (C)兩合公司 (D)股份有限公司。 

（  A） 5. 受雇人職務上的發明，除契約另有約定外，其專利權屬於：  

(A)雇用人 (B)受雇人 (C)雙方共有    (D)政府。 

（  C） 6. 所謂的累犯是指被國家處罰後幾年以內再犯罪？ 

(A)一年 (B)三年 (C)五年 (D)七年。 

（  C） 7. 甲在乙公司繼續工作已滿六年，依勞動基準法的規定，乙公司每年應給甲多少日之特別休假？  

(A)七日 (B)十日 (C)十四日 (D)二十日。 

（  D） 8. 下列何者屬於財團法人： 

(A)SOGO 百貨公司 (B)嘉南農田水利會 (C)新竹農會 (D)消費者文教基金會。 

（  A） 9. 下列何種法律為普通法： 

(A) 刑事訴訟法 (B)少年事件處理法 (C)軍事審判法 (D)海陸空軍刑法。 

（  A） 10. 人民有言論、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這是屬於哪一種自由權的內容？ 

(A)表現自由 (B)集會自由 (C)通訊自由 (D)信仰自由。 

（  A） 11. 下列何者是規定人民權利義務、國家組織和基本國策等國家根本事項的法律？ 

(A)憲法 (B)行政法 (C)民法 (D)刑法。 

（  B） 12. 下列何種處罰方式屬於民事制裁？ 

(A)罰鍰 (B)損害賠償 (C)感化教育 (D)有期徒刑。 

（  B） 13. 人民生命身體等受到國家侵害，自事故發生後，最遲應於幾年內請求國家賠償？ 

(A)三年 (B)五年 (C)七年 (D)十年。 

（ B ） 14. 民國初年，組織護國軍聲討袁世凱洪憲帝制的是：   

(A)孫文  (B)蔡鍔  (C)宋教仁  (D)蔣中正。 

 (  B) 15. 甲午戰敗後，臺灣因哪一個條約的簽訂，割讓給日本？ 

(A)辛丑條約 (B)馬關條約 (C)北京條約 (D)南京條約 。 

 (  D) 16. 最早在臺灣修築鐵路的清朝官員是 

(A)丁日昌 (B)沈葆楨 (C)邵友濂 (D)劉銘傳。 

（  B） 17. 我國於哪一年退出聯合國？ 

(A)民國五十年 (B)民國六十年 (C)民國七十年 (D)民國八十年。 

（ C ） 18. 中共政權直到何人採改革開放政策才有所轉變？ 

(A)毛澤東 (B)華國鋒 (C)鄧小平 (D)周恩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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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19. 北宋的「交子」是一種： 

(A)匯票  (B) 紙幣  (C) 支票  (D)銅錢。 

（  B） 20. 明代中葉以後，玉米、甘藷、花生與馬鈴薯陸續傳入中國，請問這些農作物原產於哪裡？ 

(A)歐洲 (B) 美洲  (C)澳洲  (D) 非洲。 

（A  ） 21. 目前臺灣參加各項國際體育活動大多數用什麼名稱？ 

(A)中華臺北 (B)臺澎金馬 (C)中華民國 (D)中國臺北。 

（ B ） 22. 臺灣現代司法、教育、醫療制度的成立，始於何時？ 

(A)清領時期 (B)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C)明鄭時期 (D)光復以後。 

（  D） 23. 歐洲揭開宗教改革序幕的人物是 

(A)茲文里 (B)喀爾文 (C)羅耀拉 (D)馬丁路德。 

（  B） 24. 工業革命最早發生於  

(A)德國 (B)英國 (C)日本 (D)美國。 

（  C） 25. 中國歷史上第一個建立帝國的是哪一個朝代？ 

(A)夏 (B)周 (C)秦 (D)漢。 

（  C） 26. 「春風不渡玉門關」是指：   

(A)春季時仍受大陸冷氣團所籠罩  (B)夏季氣溫仍很低   

(C)東南季風雨不能到達          (D)全年嚴寒而沒有春天的感受。 

（  D） 27. 颱風為熱帶海洋中形成之對流旺盛的： 

(A)暖氣團  (B)冷氣團 (C)高氣壓中心  (D) 低氣壓中心。 

（  C） 28. 近年中國人口移入最多的地區是：   

(A)四川  (B)新疆  (C)廣東  (D)遼寧。 

（  A） 29. 青藏高原上的特產是青稞與  

(A)犛牛 (B)乳牛 (C)水牛 (D)黃牛。 

(  A) 30. 將臺灣區分為臺北盆地、宜蘭平原，是以何者為指標？ 

(A)地形 (B)氣候 (C)生活方式 (D)土壤。 

(  C) 31. 「無煙囪工業」是指 

(A)運輸業 (B)農業 (C)觀光業 (D)商業。 

(  D) 32. 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是 

(A)玉山國家公園 (B)落磯山國家公園 (C)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D)黃石國家公園。 

(  D) 33. 熱帶地區的典型經濟作物是 

(A)梨子 (B)蘋果 (C)水蜜桃 (D)椰子。 

(  D) 34. 中國兩千多年來立國的基礎是  

(A)工業 (B)漁業 (C)畜牧業 (D)農業。 

（ A ） 35. 中國寒帶地區，代表性的植物景觀是  

(A)針葉林 (B)草原 (C)混合林 (D) 闊葉林。 

（  A） 36. 臺灣五大山脈中，高度最高的是 

(A)玉山山脈 (B)阿里山山脈 (C)中央山脈 (D)雪山山脈。 

（C  ） 37. 臺灣地震多的原因是 

(A)島嶼小，河流多 (B)屬新褶曲山脈，地殼不穩定 (C)在兩大板塊的碰撞帶上 (D)火山多。 

（  C） 38. 驚嘆臺灣海島之美，稱臺灣為「福爾摩沙」的西方國家是 

(A)西班牙 (B)英國 (C)葡萄牙 (D)法國 

（  D） 39. 世界平均林木覆蓋率為 22％，中國只有 12％，原因是：   

(A)沒有植林計畫  (B)濫伐  (C)天然林少  (D)農墾歷史太久。 

(  A) 40. 臺灣隔著巴士海峽與何國為鄰？ 

(A)菲律賓 (B)越南 (C)大陸 (D)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