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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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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武則天好佛，但不少朝廷大臣、知識分子痛斥佛教為「夷狄之教」。曾任宰相的韋嗣立曾上諫武后：「臣竊見比者營
造寺觀，其數極多，皆務宏博，競崇環麗，大則費一二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計都用資財動至千萬以上。」
根據上述資料，韋嗣立是站在何種觀點反對佛教？ (A)國防軍事 (B)倫理道德 (C)民生經濟 (D)思想文化。 

(  )2. 李傑家門口掛著「國語常用家庭」的牌匾，客廳供奉著「天照大神」，父親還向官方申請要將全家改換姓名，哥哥還
被抽調到海外當軍伕。請問李傑生活在哪個時期？ (A)清領後期 (B)內地延長主義時期 (C)皇民化時期 (D)台灣
光復初期。 

(  )3. 楔形文字是用蘆葦筆在泥簡上寫出的文字，這種兩河流域的共同文字為哪一民族發明？ (A)蘇美人 (B)巴比倫人 
(C)加爾底亞人 (D)腓尼基人。 

(  )4. 這場戰爭使得美國與日本瞬間從敵人變成朋友；美國政府也決定，拯救南韓友好政府，同時下令第七艦隊巡弋台灣
海峽，防範中共渡海進犯台灣，以免赤禍在亞洲蔓延。這場戰爭為何？ (A)韓戰 (B)越戰 (C)中印戰爭 (D)第一
次世界大戰。 

(  )5. 有一群人因為制度的保障，喜好擔任清官（清望所歸之官），不僅品級高，又無繁忙公務。這群人常自認出身與一般
庶民不同，多數擁有大片莊園，過著有錢又有閒的生活，平時穿著華麗，崇尚清談，喜歡琴棋書畫等藝術活動。上
述資料指的是哪類人士？ (A)北朝士族 (B)南朝士族 (C)關隴集團 (D)邊區藩鎮。 

(  )6. 今日的印度領土範圍已不同於二十世紀初的印度，請問：下列哪一個因素是造成印度分裂成印度、巴基斯坦、孟加
拉、斯里蘭卡等國的主因？ (A)商業利益衝突 (B)種族歧視嚴重 (C)資源分布不公 (D)宗教信仰分歧。 

(  )7. 有一宗教規定，禁止食用酒精、豬肉製品，祈禱前須沐浴。每年禁食一個月，期間除孕婦和老人外，白天不得進食。
上述資料是指哪一個宗教？ (A)希臘正教 (B)伊斯蘭教 (C)藏傳佛教 (D)羅馬公教。 

(  )8. 此朝代的特色是：「強幹弱枝，重文武之別，裁抑王室貴族之奢淫，讓受教育講道理的讀書人，為社會之中堅。」同
時，讀書人對國家社會責任感加重，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樂而樂」的自覺精神。請問這是哪個朝代？  

(A)唐代 (B)宋代 (C)元代 (D)明代。 

(  )9. 下列哪一個取才制度的設置與發展，導致中國貴族階級參政的沒落？ (A)察舉制 (B)九品官人法 (C)科舉制度 (D)

太學制度。 

(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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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乾隆年間臺灣曾爆發民變，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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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當地地名從
「諸羅」改為「嘉義」。此一民變為何？ (A)朱一貴事件 (B)施九緞事件 (C)戴潮春事件 (D)林爽文事件。  

(  )12.中國在某個時期<人民日報>經常刊載稻田每畝產量創新高的新聞，如「麻城建國一社（人民公社），早稻出現畝產
36900 多斤的天下第一田」超越正常稻田每畝產量的幾百倍。中國此時各地公社浮報產量的原因為何？ (A)大躍進
時期誇耀產能 (B)中共甫建政權，為安定民心所做的宣傳 (C)文化大革命時為誘導青年上山下鄉的宣傳 (D)宣揚
改革開放的成效。 

(  )13.1930 年代中期的某國內戰，不僅是法西斯主義與反法西斯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也是不少文藝作品的創作源頭，該
國畫家畢卡索即以格爾尼卡一畫描繪德國空軍對該國同名小城的轟炸，以此表達對法西斯主義的強烈不滿。這個國
家是： (A)西班牙 (B)埃及 (C)摩洛哥 (D)希臘。 

(  )14.小明在上台灣史時，老師寫了一些關鍵字，希望能建構出戰後台灣的經濟發展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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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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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高二的小智在全國網球競賽中代表學校獲得佳績，賽後受訪表示：「會打球是受到哥哥的影響，看到哥哥在大小的網
球比賽中辛苦奮戰的精神，便期許自己一定要向他看齊。」根據米德的人格發展理論，哥哥是小智的： (A)概括化
他人 (B)重要他人 (C)同儕團體 (D)鏡中自我。 

(  )16.依據我國現行的《公民投票法》，下列何者不是地方性公民投票的適用事項？ (A)嘉義市小班教學政策 (B)苗栗縣
地方自治法規 (C)雲林縣政府年度預算 (D)高雄市設置博弈特區計畫。 

(  )17.日本天皇明仁於 2019 年「生前退位」（讓位），改稱「上皇」；新日皇德仁接棒，開啟「令和」新時代。請問日本的
政府體制有哪些特徵？ (A)日皇是虛位元首，代表國家，統而不治 (B)內閣總理大臣由人民直選產生，擁有民意
基礎 (C)國會對內閣而言是制衡機構，所以議員不得兼任閣員 (D)內閣總理大臣有固定任期的保障。 

(  )18.《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行法》是我國的同婚專法，乃根據釋憲結果而制訂落實婚姻自由之平等的法律。請
問我國是如何進行違憲審查（釋憲）？ (A)最高法院以審判方式進行 (B)大法官以會議方式解釋憲法 (C)大法官
以憲法法庭方式審理 (D)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以合議庭的方式進行。 

(  )19.某夫妻返家時驚見竊賊，男子為保護懷有身孕的妻子，以勒頸方式壓制竊賊──不料力道過大勒斃對方。法院認定男
子行為過當，依過失致死罪判刑 3 個月，得易科罰金 9 萬元，並緩刑 2 年定讞。請問此案判決與何種阻卻違法事由
有關？ (A)業務上的正當行為 (B)依法令的行為 (C)緊急避難 (D)正當防衛。 

(  )20.同為15歲的志明與春嬌是青梅竹馬，兩人在交往紀念日情不自禁地發生性關係。對於相關法律規範的敘述何者正確？ 
(A)依據「罰男不罰女」條款，法律只處罰志明，但因他未滿 18 歲，可以減輕刑責 (B)兩人情投意合而發生性行為，
沒有「違反他人意願」，所以法律不處罰 (C)兩人是情投意合發生性行為，且沒有任何金錢及對價交易，所以法律
不處罰 (D)雖然兩人是情投意合發生性行為，但因均未滿 16 歲，所以雙方都有可能受法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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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下列何者屬言論自由保障的範圍，政府不得限制？ (A)出版社出版《名人性愛偷窺實錄》一書 (B)因為心情不好，
故意在客滿的戲院裡高喊「失火了」 (C)在龍山寺捷運站出口處高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D)在他人 Facebook

上貼文，公開直言對方下流、不要臉。 

(  )22.全台每年用掉 15 億個外帶飲料杯，加上塑膠封膜、吸管，垃圾量相當驚人。環保團體大力倡議消費者自備環保杯，
但仍有許多人表示不方便而繼續使用塑膠外帶杯。根據前文，減塑成效始終有限，主要的原因為何？ (A)誘因不足 
(B)鄰避效應 (C)搭便車 (D)外部效益太低。 

(  )23.每到中秋烤肉，是豬肉需求的高峰期，價格也會順勢上揚。假設今年豬肉交易量增加，市場均衡價格卻持平，此時
市場供需的變化應為何？（註：S、D 為原本供需線，S1 為新供給線、D1 為新需求線。）   

 

 

 

 

 

 

       

(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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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此種情況長久下來會造成哪些結果？ (A)成就地位的重要性大於先賦地位 (B)父母和子女間的代內流動停滯 
(C)子女繼承父母地位形成階級複製 (D)富裕家庭子女有較多的結構流動。 

(  )25.政府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2.0，期盼減輕家庭負擔。對於國家與家庭在照顧患病家屬、失能父母等事務上之角色，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家庭照顧屬於家務勞動，國家不應介入，否則會造成政府鉅額財政負擔 (B)家庭照護能力不
足，應由國家負起養民責任，免除家庭的照護責任 (C)應以市場機制處理家庭照顧問題，才能達到效益極大化 (D)

家庭照顧兼具私人與公共事務性質，國家應協助家庭發揮其功能。 

(  )26.中共黨中央組織體制中，全國最高的決策核心、權力最大的組織機構是什麼？ (A)中央軍事委員會 (B)中央政治局
常務委員會 (C)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D)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  )27.(甲)都市化；(乙)嬰兒死亡率下降；(丙)出生率下降；(丁)人口外移；(戊)壽命延長；前述五現象為與人口議題相關之
因素。「老化指數」則是以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除以 14 歲以下幼年人口數的比率。民國 70 年時臺灣年老化指數僅
14％；到了 2003 年 11 月底，年老化指數已達 46％，比 2002 年增加 2.2 個百分點，增幅創歷史新高。請問造成臺灣
人口「老化指數」升高的可能原因主要包括哪些現象？ (A)甲丙 (B)乙丙 (C)丙丁 (D)丙戊。 

(  )28.下列哪二種海岸地形景觀可做為侵蝕基準上移的證據？(甲)海岸沙丘；(乙)陸連島；(丙)海階；(丁)谷灣；(戊)海蝕洞。 
(A)甲乙 (B)丙丁 (C)丙戊 (D)乙丁。 

(  )29.美國大農作帶以數量極少的一級產業人口，造就極高的產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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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臺灣某地有「養水種電」計畫，該計畫在舊有的魚塭上架設浮動太陽能板，一來魚塭蓄水可補注地下水、減緩地層
下陷問題，二來該地全年日照時數多，適宜太陽能發電，請問某地最可能為何？ (A)屏東林邊 (B)澎湖七美 (C)

宜蘭羅東 (D)新竹南寮漁港。 

(  )31.麥當勞在全球開設數千家分店，能迎合不同地區的飲食文化，普遍能為當地人所接受。請問位於印尼的麥當勞分店
最不適宜出現哪一種套餐？ (A)牛肉雙層漢堡 (B)照燒豬排堡 (C)阿拉斯加鱈魚堡 (D)勁辣雞腿堡。 

(  )32.酸性熔岩火山和鹽基性熔岩火山之區別，下列何者正確？ (A)前者噴發穩靜，後者猛烈 (B)前者形成熔岩高原或平
原，後者造成火山錐地形 (C)後者造成之災害大於前者 (D)前者熔岩黏度較後者大。 

(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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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某人由台灣移民至紐西蘭後，請問下列哪些應是此人觀察到的現象？(甲)夏天過聖誕節；(乙)北風比南風溫暖；(丙)

在北方天空看到北極星；(丁)在南方天空看到南十字星。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  )35.阿凱想當假日農夫，希望使用 GIS 系統在家附近找塊合適的農地。阿凱希望的條件是：從家出發開車 15 分鐘以內的
路程，且距該農地 50 公尺範圍內有圳溝埤塘等水利設施。請問阿凱最可能使用到以下哪兩種 GIS 分析方式？(甲)環
域分析；(乙)視域分析；(丙)路徑分析；(丁)地勢分析。 (A)甲乙 (B)乙丁 (C)丙丁 (D)甲丙。 

(  )36.在全球文化區分類中，「語言」和「宗教」是重要的分類指標，而一地之宗教常因位置關係而呈現多元與紛雜的特性。
請問下列何者並非東南亞文化區的主流宗教之一？ (A)猶太教 (B)伊斯蘭教 (C)佛教 (D)天主教。 

(  )37.「多孔隙瀝青混凝土」為一種新式的路面鋪裝工法，其特性為增加路面之透水性、增加入滲，進而減少路面積水，
降低車輛打滑之可能性。請問若某一水文測站之上游地區大量使用「多孔隙瀝青混凝土」取代傳統柏油路面，該測
站所測得之水文歷線應有何特徵？(甲)洪峰流量上升；(乙)洪峰流量下降；(丙)洪峰延後出現；(丁)洪峰提前出現。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  )38.英國風險顧問公司指出，全球對天災最無招架能力的第一名國家是孟加拉，面臨「極度風險」的第一名國家也是孟
加拉。請問孟加拉面臨的天災通常發生在哪一個季節？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  )39.根據「等級大小法則」，若某國第二級都市的人口規模為 240 萬人，第六級都市的人口規模應接近下列哪一數字？ 
(A)30 萬人 (B)40 萬人 (C)80 萬人 (D)120 萬人。 

(  )40.人口轉型指一地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高穩定時期，轉變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
低穩定時期。而一地幼年、壯年與老年人口比例曾經經歷三個時期的變化，參考右圖，
請問依先後順序，三個時期應該如何排列？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丙甲乙 

(D)甲丙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