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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9 年度自學進修高級中學畢業程度學力鑑定考試答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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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題： (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B  ) 1. 大眾傳播媒體被喻為民主社會中的「第四權」，是因為其具備了下列哪一項功能？ 

(A)告知訊息與教育民眾 (B)監督政府與批判時政 (C)設定議題與凝聚共識 (D)提供平臺與宣揚理念。 

(C B ) 2. 雖然現今社會已提倡性別平等，但仍不時發現各項性別偏見及性別歧視存在社會的各種組織及制度中。

請問下列哪一項敘述，能反映出社會中的性別不平等現象？ 

(A)幼稚園的老師幾乎都是由女性擔任 (B)女性的產假天數比男性的陪產假多  

(C)負責相同工作內容的男女經理，同工不同酬 (D)請育嬰假的以女性居多，男性很少。 

(D D ) 3. 2009 年 6 月，行政院通過臺北縣、臺中縣市、臺南縣市、高雄縣市改制升格為直轄市。請問此次縣市升

格的法源基礎為何？(A)憲法 (B)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 (C)直轄市自治法 (D)地方制度法。 

(B B ) 4. 歷年來很多權威研究一致指出，二次大戰後的現代婚姻與家庭型態已發生世界性的普遍變化，大大不同

於以往的傳統情形。請問下列關於社會變遷下的現代婚姻與家庭情形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甲)自由選擇配偶是一種普遍的趨勢；(乙)內婚制是一種越來越普遍的情形； 

(丙)性自主是一個逐漸被接受的觀念；(丁)擴展家庭是一個普遍發展的趨勢； 

(戊)子女權利的擴張是一種普遍趨勢。  

(A)甲乙丁 (B)甲丙戊 (C)乙丙戊 (D)乙丁戊。 

(D D ) 5. 依據我國第七次《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透過下列哪一個方式可以完成「修憲」程序？ 

(A) 由立法院提案，並表決通過之 (B)由行政院提案，立法院表決通過之  

(C)由人民提案，立法院表決通過之 (D)由立法院提案，再經公民複決。 

(B D ) 6. 立法院三讀通過《國民年金法》修正案，並於 2008 年 10 月 1 日開始施行。請問有關國民年金的敘述，

何者正確？ 

(甲)國民年金主要納保對象年齡是 25 歲至未滿 65 歲的人； 

(乙)凡是沒有參加軍、公教及勞、農保的國民皆須投保國民年金； 

(丙)屬於憲法基本國策「國民經濟」之範疇； 

(丁)國民年金採「社會保險」方式辦理，具有「風險分攤」、「所得重分配」等功能； 

(戊)國民年金保費均同，以示公平。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戊 (D)丙丁戊。 

(A D ) 7. 「政黨比例代表制」是由各政黨將其推薦的候選人編列一張名單，選民就各政黨所提出的名單，投票選

擇某一個政黨。在這種選舉制度之下，人民投票的對象是政黨而非個別的候選人。各政黨按其得票比例

分配議會中的席次。請問目前我國哪一種選舉是採行此制？ 

(A)立法委員 (B)監察委員(C)省諮議員 (D)縣市議員。 

(D   ) 8. 依照我國《憲法》的規定，如果立法院認為行政院的施政不佳時，可以如何處理？  

(A)提請總統解散行政院 (B)提請總統撤換行政院院長 (C)要求行政院院長辭職  

(D)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逼使行政院倒閣重組。 

(B D ) 9. 在臺灣民主化的過程中，近年來有關「統獨之爭」或「藍綠之爭」始終不休。基本上，這些爭議都涉及

到下列何種問題？  

(A)憲政體制的問題 (B)國家認同的問題 (C)民意扭曲的問題 (D)政黨競爭的問題。 

(A A ) 10. 下列有關歐洲聯盟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世界唯一使用單一貨幣的經濟統合體 (B)目前有 18 個會員國 (C)歐元是全歐洲通行的貨幣  

(D)其前身為歐洲國協。 

(D B ) 11. 下列哪些是現代公民應有的德行？(甲)願意充分瞭解並參與政治事務；(乙)尊重論證與證據； 

(丙)追求一致的或相同的理念、信仰、價值和利益；(丁)具有捍衛人權的道德勇氣。以上正確的是：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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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 ) 12. 法官及檢察官，兩者在其工作職務的執行上，有何不同？ (A)沒有不同，兩者都在做審判的工作  

(B)沒有不同，都在做犯罪偵查的工作 (C)有所不同，法官在做犯罪偵查，而檢察官負責審判的工作  

(D)有所不同，檢察官在做犯罪偵查，而法官負責審判的工作。 

(B C ) 13. SARS 期間，政府曾限制疫區人民的自由，實行強制隔離，以避免疫病的擴大。請問：政府是根據《憲法

》中哪一項規定而限制人民自由？  

(A)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B)避免緊急危難 (C)維持社會秩序 (D)增進公共利益所必要者。 

(D D ) 14. 燈塔具有公共財的什麼特性？ (A)人人皆可以享受此資源而不會影響到其他人使用 (B)一旦有人破壞

，大家都受到影響 (C)此種公共財為社會樂見的 (D)以上皆是。 

(C D ) 15. 沈葆楨曾說：「臺地向稱饒沃，久為他族所垂涎，今外患暫平，旁人仍眈眈相視，未雨綢繆之計，正在斯

時。」關於這段資料，我們應有怎樣的認識？  

(A)這是就臺灣社會環境的角度來看 (B)這是沈葆楨在英法聯軍後所提的建議   

(C)文中的外患指的是日本 (D)牡丹社事件之後，臺灣正式開港通商。 

(B D ) 16. 阿水伯在日治時代是一個貧苦的佃農，但在臺灣光復後不到十年，他就擁有屬於自己的耕地，家境也逐

漸小康起來。請問：這是政府在公地放領之外，又實施哪一項土地改革政策的結果？  

(A)三七五減租 (B)耕者有其田 (C)農工業生產大躍進 (D)包產到戶。 

(B C ) 17. 當戰亂發生、政府無法維繫天下秩序的時候，私人創辦的書院於民間出現，其典藏書籍、私人講學的功

能，使它逐漸取代政府無力經營的官學，成為教育的殿堂。請問：私人講學起源於何時？  

(A)西周 (B)春秋時代 (C)戰國時代 (D)秦代。 

(A C ) 18. 「1850～1864 年間，中國境內太平天國變起，農作歉收。在美國加州則發現大量金礦，需要大量勞工，

當時許多中國的農民遂冒風險，以苦力方式去美國當礦工，成為當時美國採礦乃至於日後興築鐵路的主

力。」根據上述，中國的農民遠渡重洋成為美國華工的「推力」是？  

(A)戰爭 (B)生活水準 (C)水土不服 (D)工作機會。 

(A B ) 19. 在【大國的崛起】影片中介紹一個十七世紀初葉的歐洲國家，因為實行宗教寬容，再加上其政治體制合

理，使其國力扶搖直上，奪取了好望角、錫蘭，控制了印度沿岸、麻六甲、爪哇等地，商船船數傲視全

歐，並享有「海上的馬車伕」之譽，請問影片中正是介紹哪一個國家？  

(A) 荷蘭 (B) 西班牙 (C)英國 (D)葡萄牙。 

(C  ) 20. 某五星級飯店要招待一位來自阿拉伯地區的重要貴賓，下列那些事情是不能犯的禁忌？  

(甲)以牛肉為食材 (乙)以紅酒做為開胃飲品 (丙)採用可蘭經文裝飾的窗簾 (丁)懸掛真主阿拉的畫像  

(戊)安排服務生演奏古典音樂。 

(A) 甲乙丁 (B)乙丁戊 (C)乙丁 (D) 甲乙丙丁戊。 

(B B ) 21. 日治時期有人曾指出：「臺灣人現在有病了……我診斷臺灣人所患的病，是知識的營養不良症，除非服下

知識的營養品，是萬萬不能癒的……」試問此人是誰？  

(A)林獻堂 (B)蔣渭水 (C)蔡培火 (D)楊肇嘉。 

(D B ) 22. 下列哪一事件不是發生於 1960 年代？  

(A)古巴飛彈危機 (B)越戰 (C)文化大革命 (D)臺灣退出聯合國。 

(A D ) 23. 《京都議定書》是近年來熱門的話題。請問：《京都議定書》主要是為防止下列哪一項環境問題所訂立？ 

(A)全球暖化 (B)陸地沙漠化 (C)海洋汙染 (D)核污染。 

(A C ) 24. 在《新青年》發表〈文學改良芻議〉掀起白話文學運動序幕的是誰？  

(A)胡適 (B)陳獨秀 (C)蔡元培 (D)傅斯年。 

(C A ) 25. 日治時代有一位出生於嘉義的畫家，曾入選帝國美展。日本戰敗後，他還參加歡迎國民政府籌備委員會

，擔任副會長，並當選過第一屆嘉義市參議會議員。二二八事件後，他以「二二八事件處理委員會」代

表的身分與國軍協商，卻遭國軍在嘉義火車站前槍斃。請問：這位畫家是誰？  

(A)黃土水 (B)李梅樹 (C)陳澄波 (D)廖繼春。 

(B A ) 26. 「風聲、雨聲、讀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是江蘇無錫東林書院的一幅

對聯，可見知識分子以積極的態度評議時局以促進政治的清明。這是中國哪一個時代知識分子的表現？ 

(A)北宋 (B)晚明 (C)清末 (D)民國初年。 

(D B ) 27. 非洲因赤道經過，氣侯呈現南北對稱，其中北非的撒哈拉沙漠及南非的那米比沙漠，這兩個沙漠的共同

成因為  

(A)距海遙遠，水氣難以到達 (B)山脈阻擋，背西風側雨量少 (C)深居內陸，年降雨量稀少  

(D)終年高壓籠罩，氣流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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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 ) 28. 右表為臺灣四條河流的水文資料，其中甲河

應為下列何者？  

(A)濁水溪 (B)淡水河 (C)四重溪  

(D)蘭陽溪。 

 

河流 流域面積（平方公里）年逕流量（百萬立方公尺） 

甲 3,155 5,139 

乙 979 2,361 

丙 2,726 5,904 

丁 130 168 

(C D ) 29. 全球都市命名為 Santiago 的相當多，如智利首都、臺灣三貂角（Santiago 的譯音）、加州、墨西哥、古

巴、巴拿馬、玻利維亞、巴拉圭等地均有。其命名與哪一個國家歷史上的殖民有關？  

(A)英國 (B)荷蘭 (C)西班牙 (D)葡萄牙。 

(D D ) 30. 2008 年 5 月聯合國呼籲停止投資生物燃料最可能的原因為何？  

(A)生物燃料仍無法有效抑制全球暖化趨勢 (B)生物燃料生命週期短已被新能源取代 

(C)生物燃料因供過於求價格大跌 (D)造成糧荒使窮人無力購買糧食 。 

(A C ) 31. 民國 93 年起，花蓮縣政府利用當地開發較低，土地未受汙染的優勢，推出自創品牌的無毒農業，即所謂

的有機農業，此產業亦帶動了當地哪一產業的發展？  

(A)休閒旅遊 (B)航運業 (C)生化科技 (D)宅配運輸。 

(B A ) 32. 右圖為某一地區的衛星照片，照片左方為沿海，由照片中的顏色差異與地

面構造物判斷，照片中的主要人為設施應是：  

(A)學校 (B)港口 (C)機場 (D)工業區。 

(D A ) 33. 畜牧業發達的紐西蘭政府向其境內廣大的畜牧業者徵收空氣清潔稅，因為牛羊會產生大量的「某氣體」，

這是一種強力的碳基溫室氣體。而浸泡在水中的稻田也不輸給牲畜，亦能製造出大量的該種氣體。這種

牲畜和稻草皆能產生的氣體為何？ (A)氟氯碳化物 (B)二氧化碳 (C)一氧化碳 (D)甲烷。 

(D B ) 34. 清末臺灣經濟政治中心逐漸由南部轉移到北部的關鍵為   

(A) 基隆港興建完工 (B)南、北縱貫鐵路的完成 (C)南部港口因泥沙淤積喪失對外航運的功能 

(D)國際市場對茶、樟腦的需求增加 。 

(C C ) 35. 臺北盆地和宜蘭平原兩地區的交通，受阻於自然屏障而在蔣渭水高速公路完成前無法充分連繫，其「自

然屏障」是指下列何者？  (A)中央山脈 (B)大屯山 (C)雪山山脈 (D)蘭陽溪 。 

(C D ) 36. 紐西蘭是世界上著名的環保國家，1960 年代開始，紐西蘭即反對過度開發，然而其平均國民所得卻可達

19,021 美元（2003 年），在紐西蘭，當地人反對興建水庫與核電廠這兩種國際間普遍使用的動力來源。

請問：在反對的情況下，下列哪一種發電方式為該國主要的動力來源之一？  

(A)風力發電 (B)太陽能發電 (C)地熱發電 (D)潮汐發電。 

(A A ) 37. 印度近年來因科學及科技的進步，與下列哪些國家合稱為「金磚四國」，吸引許多外國企業前往投資？ 

(甲)中國；(乙)俄羅斯；(丙)阿根廷；(丁)巴西；(戊)韓國  

(A)甲乙丁 (B)甲乙丙 (C)乙丙戊 (D)乙丁戊。 

(A B ) 38. 酸雨的污染源（二氧化硫和氮氧化物）排放最多的地方在英格蘭、阿帕拉契山西麓和華北地區，但酸雨

最嚴重的地方卻在北歐地區、美國東北部和四川盆地、雲貴高原。造成此種差異最主要原因為何？ 

(A)盛行風向 (B)地勢高低 (C)日照時數 (D)晝夜溫差 。 

(C C ) 39. 若圖紙大小一樣，且兩地的地形高低起伏也不大的情況下，甲圖的比例尺是 1／100,000，乙圖是 1／

5,000，則下列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Ａ)甲圖的比例尺較大 (Ｂ)乙圖所涵蓋的地區較大  

(Ｃ)乙圖內容較詳細 (Ｄ)甲圖的等高線間距值通常較小。 

(Ｂ ) 40. 按農業區土地類型劃分的標準，若欲劃分水田及旱田，則應優先考慮採用何項氣候要素﹖  

(Ａ)日照時數 (Ｂ)年降雨量 (Ｃ)一月平均溫度 (Ｄ)降雨強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