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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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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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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 我國行政院的施政是向哪一單位負責？(A)立法院 (B)司法院 (C)監察院 (D)考試院 

（C） 2. 民生主義的最高理想在建立怎樣的社會？(A)文化復興 (B)道德高尚 (C)自由安全 (D)政治平等 

（A） 3. 所謂國內各民族一律平等，就是國內各民族在什麼上受同樣的保護和約束？  (A)法律 (B)政治 (C)工作 

(D)教育  

（C） 4. 政府近年來所推行的「全民健保」是屬於國父的哪一種思想？  (A)民族主義 (B)民權主義 (C)民生主義  

(D)自由主義 

（C） 5. 孔子所說的「均無貧」，為我國古代的哪一種思想？ (A)大同 (B)民本 (C)均富 (D)養民  

（C） 6. 民生主義的經濟制度是屬於下列何者？ (A)自由經濟 (B)計畫經濟 (C)計畫性的自由經濟 (D)自由性的計

畫經濟 

（D） 7. 民族的構成要素可分為主觀和客觀兩種要素，所謂主觀要素，就是指什麼？  (A)民族同化 (B)民族精神  

(C)民族習慣 (D)民族意識 

（C） 8. 資本主義的主要弊害是什麼？ (A)個人主義 (B)自由貿易 (C)貧富不均 (D)市場機制 

（C） 9. 國父說：「人類要生存必須有兩件大事」，那是指哪兩件？ (A)管和教 (B)教和養 (C)保和養 (D)管和養 

（D） 10. 國父主張解決民生問題要用何種方式？ (A)示威遊行 (B)強迫手段 (C)立法程序 (D)和平方法 

（D） 11. 臺灣於民國 38 年所實施的三七五減租，就是 國父當年所主張的何種政策？  (Ａ)限田 (Ｂ)授田  

(Ｃ)貸田 (Ｄ)保障農民權益 

（A） 12. 我民族特別重視農曆年、端午節、中秋節以及清明掃墓等，這是因為民族構成要素中的哪一項使然？   

(Ａ)風俗習慣(Ｂ)生活 (Ｃ)語言 (Ｄ)宗教 

（B） 13. 被視為是國父最根本的革命學問，是指何者？  (Ａ)《民權初步》 (Ｂ)《孫文學說》 (Ｃ)《實業計畫》  

(Ｄ)《建國大綱》 

（C） 14. 倫理建設是以何者為主要的內容？  (Ａ)八德 (Ｂ)四維 (Ｃ)五倫 (Ｄ)三達德 

（D） 15. 建國大綱所規定的建設程序，依序為：  (Ａ)民生→民權→民族 (Ｂ)立黨→宣傳→起義 (Ｃ)思想→信仰

→力量 (Ｄ)軍政→訓政→憲政 

（C） 16. 有關主義構成的順序，下列何者正確？  (Ａ)力量→思想→信仰 (Ｂ)力量→信仰→思想 (Ｃ)思想→信仰

→力量 (Ｄ)思想→力量→信仰 

（C） 17. ____、____、____和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相同或相通。下列何者符合此一答案？   

(Ａ)民主、科學、法治 (Ｂ)思想、信仰、力量 (Ｃ)自由、平等、博愛 (Ｄ)民治、民有、民享 

（A） 18.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二人所可獨占。」這句話代表什麼？  (Ａ)民族即民有 (Ｂ)民權即民治 

(Ｃ)民生即民享 (Ｄ)大同  

（A） 19. 國父的三民主義是要打破哪三方面不平等的階級？ （甲）宗教上（乙）種族上（丙）文化上（丁）政治

上（戊）社會上。 (Ａ)乙丁戊 (Ｂ)乙丙丁 (Ｃ)甲乙丁 (Ｄ)丙丁戊 

（D） 20. 由我國憲法第一條內容規定，可得知三民主義曾受何者所提出的理論影響最大？  (Ａ)孟德斯鳩 (Ｂ)俾斯

麥 (Ｃ)威爾遜 (Ｄ)林肯  

（C） 21. 為了改變西方民主政治中「人民所怕所欲皆有能政府」的矛盾心理，國父發明了： (Ａ)平等的精義  

(Ｂ)均權制度 (Ｃ)權能區分 (Ｄ)五權憲法 

（C） 22. 國父為開發中國實業，著有《實業計畫》一書，此書為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試問《實業計畫》可完成哪些

建設之目的？  (Ａ)政治及國防建設 (Ｂ)社會及經濟建設 (Ｃ)經濟及國防建設 (Ｄ)政治及經濟建設 

（B） 23. 國父對國家的起源，主張何種理論？  (Ａ)契約說 (Ｂ)武力說 (Ｃ)神權說 (Ｄ)道德說  

（C） 24. 國父認為阿拉伯人和猶太人昔日曾國家亡了，民族還能夠存在的道理，是因為有自己的： (Ａ)血統  

(Ｂ)風俗習慣 (Ｃ)宗教 (Ｄ)民族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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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5. 下列何種作法有助於達成「均富」的目標？  (Ａ)建立全面公有財產制 (Ｂ)經濟計畫與經濟自由並重  

(Ｃ)政府放任市場自由競爭 (Ｄ)政府統管物資生產與分配 

（A） 26. 為求世界各民族一律平等，邁向世界大同，最重要的工作與政策是： (Ａ)推動濟弱扶傾 (Ｂ)建立均衡外

交 (Ｃ)加強民族團結 (Ｄ)提昇民族地位 

（B） 27. 複合民族國家欲增進群體意識，泯除彼此界線，下列何者最有效而較少後遺症？  (Ａ)統一語言文字  

(Ｂ)實踐民族平等 (Ｃ)強化宗族鄉社組織 (Ｄ)激發敵愾同仇心理 

（B） 28. 國父所以主張「用人民來做皇帝」，其最主要的用意為何？  (Ａ)實現萬能政府的理想 (Ｂ)減少中國戰禍

的發生 (Ｃ)補救政府無能的缺點 (Ｄ)補救天賦人權理論的缺陷 

（B） 29. 人類權力之所以由神權而君權而民權的向前進化，人民之所以會起來革命，主要的動力和原因是什麼？  

(Ａ)主權在民 (Ｂ)為求生存 (Ｃ)為求平等 (Ｄ)縮短國內戰爭  

（B） 30. 「主權在民」是指國家的最高統治權屬於國民全體，請問下列敘述，何者『不能』體現「主權在民」的精

神？ (Ａ)人民有權行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 (Ｂ)國家的政策一定要先經全民公決，才符合

民主的意義 (Ｃ)民意代表在議會中行使權利以民意為優先 (Ｄ)對於地方施政的重大爭議事項，公民有權

依一定程序投票，以決定其存廢或修改 

（C） 31. 要產生共同的意識和思想，進而促進民族的同化，往往從什麼開始？  (A)相同的血統 (B)相同的生活  

(C)相同的語言 (D)相同的宗教 

（C） 32. 在節制私人資本辦法中。哪一辦法是最重要且最好的辦法？   (A)限制私人企業經營的範圍  (B)社會及工

業改良  (C)直接徵稅  (D)分配社會化 

（D） 33. 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主義可以一貫起來，其一貫的道理都是：   (A)爭獨立 (B)救人類 (C)求平均  

(D)打不平等的 

（C） 34. 為了避免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對立，並能收中央統一協調之效，下列哪一種憲政主張或措施符合國父民

權主義的主張：  (Ａ)增強中央集權 (Ｂ)廢省或省虛級化 (Ｃ)落實均權制度 (Ｄ)中央委派鄉鎮長 

（C） 35. 將臺灣的山地同胞，正式正名為「原住民」外，並強調積極維護其發展語言與文化的是：   (A)中華民國

憲法 (B)國家統一綱領 (C)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D)人民團體法 

（B） 36. 不分「聖、賢、才、智、平、庸、愚、劣」一律求其平等，是一種怎樣的平等？   (A)真平等  (B)假平等 

(C)機會平等  (D)天然平等 

（D） 37. 國父主張民生主義的基本用義是要：   (A)使工人享受幸福生活 (B)使資本家累積資本 (C)使農人有田耕

種 (D)使全民享受幸福生活 

（C） 38. 國父思想的歷史觀為「民生史觀」，民生史觀認為社會和歷史的重心是什麼？    (A)政治法律的變遷  

(B)經濟的變遷 (C)人類求生存 (D)階級鬥爭 

（B） 39. 我國五院院長的產生哪一院是由相互選舉產生的？(A)行政院 (B)立法院 (C)監察院 (D)司法院 

（D） 40. 政府為開闢道路，而具有強制徵收人民土地的權力，其法理的根本依據為何？(A)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B)為避免緊急危難 (C)為維持社會秩序 (D)為增進公共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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