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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考證號碼：  姓名：  

○                              ○                               ○                             ○ 

--------------------------------------密--------------------------------------封--------------------------------------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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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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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 沒有經過他人的同意，就任意在網路上轉貼別人發表的文章，可能侵犯他人何項權利？ (A)著作權  

(B)商標權 (C)專利權 (D)言論自由權 

（C） 2. 下列哪一種社會規範是最有強制力的？ (A)風俗習慣 (B)倫理道德 (C)法律 (D)宗教 

（B） 3. 我國的法律是由哪一個機關制定的？ (A)行政院 (B)立法院 (C)司法院 (D)監察院 

（B） 4. 下列哪一句話最能表達「多元智能論」的意義？ (A)有志者事竟成 (B)天生我才必有用、行行出狀元 

(C)萬般皆下品，惟有讀書高 (D)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 

（B） 5. 邱小妹人球事件暴露出臺灣公立醫療體系的缺失，家屬「依法規定」得向政府請求損害賠償費用。這是指

何種法律？ (A)《憲法》 (B)《國家賠償法》 (C)《醫師懲戒辦法》 (D)《全民健康保險法》 

（A） 6. 下列何者是教育最重要的意義？ (A)讓個人發揮所長，不斷成長 (B)適應家庭生活 (C)結婚對象的選

擇 (D)與他們共同討論 

（A） 7. 學校實施的『性向測驗』是為了幫助個人： (A)了解自我 (B)增強體能 (C)訓練技能 (D)增廣見聞 

（C） 8.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不論使用量化或是質化，研究者都應注意何項原則，才會得到最有效的研究結果：

(A)事件的價值性 (B)個人的意見為主 (C)價值中立原則 (D)問卷設計 

（D） 9. 中華民國憲法在國家法律中是基本大法，具有最崇高的地位，所以不能由人民任意修改，請問下列哪一個

單位有權提出修正案？ (A)監察院 (B)總統府 (C)外交部 (D)立法院 

（A） 10. 我國法院採：(A)三級三審制 (B)二級二審制 (C)二級三審制 (D)三級二審制 

（C） 11. 所謂的「第六倫」指的是：(A)父子 (B)私德 (C)公德 (D)長幼 

（D） 12. 國民年金制度是一種：(A)社會救助 (B)社會福利 (C)醫療服務 (D)社會保險 

（C） 13. 「公民投票法」是人民下列哪一種權利的行使：(A)選舉權 (B)罷免權 (C)複決權 (D)受益權 

（D） 14. 台南「億載金城」裡的銅像，是為了紀念誰？  (Ａ)丁日昌  (Ｂ)劉銘傳  (Ｃ)劉永福  (Ｄ)沈葆楨 

（B） 15. 下列哪一個文化遺址可以看到台灣最早的打鐵技術？ (Ａ)芝山岩文化  (Ｂ)十三行文化  (Ｃ)卑南文化  

(Ｄ)長濱文化 

（D） 16. 有「父母官」之稱，與地方百姓關係最密切的是何者？  (Ａ)總督  (Ｂ)巡撫  (Ｃ)知府  (Ｄ)知縣 

（C） 17. 南投縣『國姓鄉』的命名與下列何人有關？  (A)鄭芝龍  (B)鄭鴻逵  (C)鄭成功  (D)鄭經 

（A） 18. 清廷在哪一個戰役的失敗，導致日本佔領臺灣？(A)甲午戰爭  (B)日俄戰爭  (C)八國聯軍  (D)八年抗戰 

（D） 19. 國父在哪一次革命推翻滿清，建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A)廣州之役  (B)惠州之役  (C)黃花岡之

役  (D)武昌革命 

（B） 20. 中國歷史上利用禪讓說法來粉飾其奪權篡位的第一人是誰？ (A)秦始皇  (B)王莽 (C)曹丕  (D)楊堅 

（A） 21. 「門當戶對」的門第觀念，開始於中國什麼朝代？ (A)魏晉南北朝  (B)清朝  (C)漢朝  (D)明朝 

（A） 22. 「杯酒釋兵權」係指哪一個皇帝行中央集權的故事？(A)宋太祖  (B)宋高宗  (C)宋仁宗  (D)宋神宗 

（B） 23. 南京條約中，割讓哪一塊土地給英國？(A)台灣  (B)香港  (C)朝鮮  (D)澎湖 

（D） 24. 我國境內發現最早的真人為？(A)元謀人  (B)藍田人  (C)北京人  (D)山頂洞人 

（B） 25. 有「藥王」之稱者為？(A)華陀  (B)孫思邈  (C)張仲景  (D)巢元 

（C） 26. 對今日社會科學蓬勃發展影響最鉅的歷史事件是：(A)宗教革新 (B)鐵路電氣化  (C)工業革命   

(D)十字軍東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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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7. 下列何者位在閩江口外？  (Ａ)馬祖 (Ｂ)金門 (Ｃ)烏坵 (Ｄ)南沙島 

（B） 28. 萬里長城最東邊起於何處？  (Ａ)嘉峪關  (Ｂ)山海關  (Ｃ)雁門關  (Ｄ)居庸關 

（C） 29. 台灣地區長度最長的河川為下列何者？  (Ａ)淡水河  (Ｂ)大肚溪  (Ｃ)濁水溪  (Ｄ)高屏溪 

（C） 30. 人口品質可由下列何項指標看出？  (Ａ)人口的職業組成  (Ｂ)人口的年齡組成 (Ｃ)人口的教育組成  

(Ｄ)人口的性別組成 

（C） 31. 中國的南北分界是下列哪一座山？  (Ａ)天山  (Ｂ)太行山  (Ｃ)秦嶺  (Ｄ)南嶺 

（B） 32. 臺灣西南沿海地區由於超抽地下水常造成何種環境問題？  (Ａ)土壤流失  (Ｂ)地層下陷  (Ｃ)土壤污

染  (Ｄ)土壤堆積 

（D） 33. 「桂林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林」主要是何種地形景觀的呈現？  (A)海岸地形  (B)沙丘地形   

(C)火山地形 (D)石灰岩地形 

（B） 34. 臺灣河流的分水嶺為何？ (A)雪山山脈 (B)中央山脈 (C)玉山山脈 (D)阿里山山脈 

（C） 35. 臺灣位居下列那個地震帶？ (A)歐亞地震帶  (B)中洋脊地震帶  (C)環太平洋地震帶  (D)琉臺地震帶 

（B） 36. 臺灣沿海地區最嚴重的環境問題為何？(A)土壤流失  (B)地層下陷  (C)土壤污染  (D)土壤堆積 

（D） 37. 地震發生次數最多，規模最大的為何？ (A)火山爆發  (B)隕石撞擊  (C)地下岩漿活動  (D)構造地震 

（A） 38. 新台幣升值對出口可能的影響為何？ (A)不利  (B)有利  (C)無關  (D)有利有弊 

（C） 39. 引起中國、台灣、日本領土爭議的釣魚台列嶼是屬於我國哪一縣管轄？(A)基隆縣 (B)台北縣 (C)宜蘭縣 

(D)花蓮縣 

（D） 40. 風受高山攔阻，在沿山坡上升途中，降落大量雨水，翻越山嶺之後，水氣已被排除，氣流因下沉而增溫，

變成一種乾燥的風，稱為什麼？ (A)颶風 (B)龍捲風 (C)熱帶氣旋 (D)焚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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