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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1 年職業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生活領域科 試 題 
准考證號碼：□□□□ 

注 

意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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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試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每題都有(A)(B)(C)(D)四個答案，其中只有

一個答案是正確的。將正確的答案選出，然後在答案卡同一題號相對位置寫上正確

答案，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者不倒扣，不答者以零分計。 

二、請先在試題卷首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卷卡」、

「試題」一併繳回。 

 

1.宏達電創辦人王雪紅表示她今天的成功，源自父親王永慶身上學習到的管理智慧，這顯示

著以下哪一項對生涯影響的因素？ 

(A)社會教育    (B)經濟教育    (C)家庭教育    (D)環境教育 

2.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曾說「我們應該要把工作的滿足感放得高一點，把錢放得低一點。」

他在提醒我們做生涯抉擇時，應考慮到我們的 

   (A)性向     (B)能力     (C)興趣     (D)價值觀 

3.小明為人和善、好相處又有責任感，平日是同學傾吐心事的最佳對象，在團體中他樂於與

人合作。請問他屬於何倫（Holland,1973）人格特質的哪一類型？ 

(A) 事務型    (B)藝術型     (C)社會型   (D)企業型  

4.根據 Career 就業情報雜誌調查發現，企業甄選人才最想錄用的人是？ 

(A)國立大學畢業生                  (B)有良好的敬業精神  

(C)擁有多張技能證照                (D)獨立性高 

5.應徵工作面試時必須注意的事項，下列何者為非？ 

(A)事前充分蒐集該工作的相關資訊  (B)一定要表現出自己全部都懂 

(C)回答簡潔有力且誠懇實在    (D)合宜的穿著並注意禮節 

6.男生適合當醫生，女生適合當護士，這是？ 

(A)性別平等對待              (B)性別分工合作 

(C)性別刻板印象            (D)性別互動關係 

7.小張愛慕同事小英，不斷地對她示愛，以言語輕薄調侃小英，且有意無意地碰觸她的身體，

讓小英感覺很不舒服，小英可依哪種法規向公司提出申訴？ 

(A)性騷擾防治法              (B)性別平等教育法 

(C)公司法                     (D)性別工作平等法 

8.就讀高職三年級的小明即將畢業，他可以從何網站獲知最完整的升學資訊？ 

(A)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           (B)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C)大學網路博覽會                  (D)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9.適當的休閒活動有益我們抒解工作或課業壓力，因此當我們安排休閒活動時，應該 

(A)配合作息時間                 (B)及時行樂    

(C)投入所有積蓄                 (D)以休閒為生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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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職畢業生在思索未來生涯進路時，若能夠主動去參考畢業校友座談會時分享的學長姐經  

   驗、自行安排參觀大學校系以及進行職業生涯訪談活動等。他是在從事那一方面的預備？ 

    (A)探索自我          (B)蒐集教育與職業資料    

(C)瞭解社會與環境因素       (D)跟上社會脈動 

11.在四技二專的甄選入學管道中，「指定項目甄試」關卡會要求應試考生繳交備審資料，以

茲證明考生的實力與能力。請問，備審資料中，那一個學習階段的參考資料最具有說服力? 

   (A)高職階段     (B)國中階段      (C)國小階段       (D)幼稚園階段 

12.某位高職學生，在學習檔案資料裏的「體育競賽項目」獲獎無數。請問，根據美國哈佛大

學學者迦納的「多元智能理論」，該生所擅長的領域在那一方面？ 

    (A)語言智能     (B)音樂智能      (C)肢體動覺      (D)空間關係 

13.瞭解自己的興趣所在，是生涯規劃的第一步。下列何種方式，對瞭解自己的興趣而言，較

不適切？ 

    (A)廣泛地參與社團活動        (B)探索不同的工作經驗 

    (C)提高閱讀興趣拓展視野         (D)從占卜星象學來預測 

14.生涯角色成熟的人，應該會具備某些人格特質，下列那一項，並不屬於生涯角色成熟的人

格特質之一？ 

(A)能夠運用資源作適合的職業選擇   (B)能夠掌控某職業在未來的收入高低 

(C)具有收集資料與作計劃的能力     (D)能瞭解自己以做適切的生涯選擇 

15.台裔美籍的NBA籃球好手林書豪，從小就夢想著能夠成為NBA球員，因此不間斷地刻苦練

習，最終成為舉世知名的籃球好手。請問，依據人本心理學者馬斯洛(Maslow) 的需求層

次理論，下列那一個層次，最能描述林書豪已經達到的心理需求層次？ 

    (A)基本生理的需求        (B)安全感的需求  

(C)自我實現與發揮的需求        (D)愛與歸屬感的需求 

16.台灣目前正在推動的六大新興產業中，其中一種產業目的是以「Taiwan，Touch Your Heart」

作為宣導標語，建立品牌形象，以感動國際旅客，也感動台灣在地人。這個產業是指： 

    (A)觀光產業     (B)文化創意產業   (C)生技產業       (D)精緻農業 

17.在做生涯抉擇時，需考慮個人的助力與阻力，以下所列，何者為個人的「助力」？ 

    (A)個人行動力不足 (B)重要他人的反對 (C)不合理的生涯信念 (D)擁有高度的興趣 

18.不同的人在做生涯抉擇的過程當中，可能會有不同的決策風格與決策類型。某位學生在做

生涯抉擇時，能夠傾聽自己的心聲，也會考慮外在的資訊，權衡後做出適當的選擇。這種

類型，最可能是何種決策類型？ 

    (A)宿命型      (B)順從型      (C)直覺型      (D)計劃型 

19.法律之所以對於少年特別寬大，其主要用意在於？ 

 (A)鼓勵回頭，重新做人     (B)唆使惹是生非，為非作歹 

 (C)任其自生自滅，自暴自棄    (D)促使有恃無恐，任意恣行 

20.拋棄繼承，繼承人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多少時間內向法院提出？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六個月 

21.某甲以訪問買賣之方式訂購童書一套，甲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受時，得於收受商品幾日

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著解除買賣契約？ 

(A)三日             (B)五日          (C)七日          (D)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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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某乙自己編寫了一份電腦程式的著作，他可向下列那一個機關申請著作權？ 

   (A)法務部            (B)經濟部          (C)教育部       (D)文化部 

23.下列哪一個為我國解釋憲法的機關？ 

(A)行政院          (B)立法院           (C)考試院        (D)司法院 

24.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任期幾年? 

(A)三年            (B)四年             (C)六年          (D)八年  

25.甲有房屋一棟出租給乙，租約期滿，契約終止，甲可依何種法律向乙請求返還該屋？ 

   (A)民法            (B)刑法          (C)消費者保護法  (D)公平交易法 

26.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雇主延   

  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A)十小時          (B)十二小時     (C)十四小時        (D)十六小時  

27.我國的法律是由下列何機關制定通過的？  

   (A)行政院        (B)立法院       (C)司法院          (D)考試院 

28.在法庭開庭時，「穿著鑲藍邊黑色法袍而負責審判的人」為下列何者？ 

   (A)法官           (B)書記官        (C)檢察官         (D)律師 

29.明翰看到一台機車放在路旁好幾天，都沒有人騎，於是就擅自把車上自己需要的  

   零件拆下使用，此種行為屬於？  

 (A)無罪        (B)傷害罪   (C)搶奪罪     (D)竊盜罪 

30.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2 項強化對「原住民族」的保障，立法者制定了何 

   種法令特別保護原住民？    

(A)農民健康保險條例       (B)勞動基準法 

 (C)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      (D)原住民身分法 

31.依照新修訂的民法，大雄和靜香的婚姻若要有效力，其中一個要件為雙方當事人  

   需到「何處」辦理結婚登記？   

(A)法院      (B)警察局   (C)戶政機關       (D)地政機關 

32.下列何者的任命方式「不需要」立法院的同意？ 

 (A)行政院長     (B)大法官   (C)考試委員       (D)監察委員 

33.根據菸害防制法的規定，未滿幾歲的人不可以吸菸？ 

   (A)13      (B)16    (C)18       (D)20 歲 

34.冠志經常遭受工作不如意的父親毆打，鄰居不忍心因而報警處理。請問：下列哪  

   一個機關可以禁止冠志的父親行使親權？ 

 (A)警察局         (B)家扶中心    (C)社會局         (D)法院 

35.電腦程式流程圖符號當中，代表「判斷」的符號形狀為何？ 

(A)圓形 (B)菱形 (C)三角形 (D)長方形  

36.宏碩的電腦能夠播放DVD影片，但執行3D電腦遊戲時電腦卻有資源不足，無法順利 

顯示的情況。請問更換下列哪一種介面卡可改善此現象？ 

(A)電視卡 (B)音效卡 (C)顯示卡 (D)網路卡 

37.在微軟公司出品的Windows作業系統中，檔案名稱中不可以包含下列何種字元？ 

(A) ~  (B) & (C)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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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李媽媽是個全職家庭主婦，打算利用電腦記錄每個月的家庭生活開銷，並進行統計、排  

  序、圖表製作，則下列何種電腦軟體較符合她的需求？ 

(A)Word (B)Excel (C)PowerPoint (D)小畫家 

39.當人類在月球建立基地之後，要在地球與月球之間建立電腦網路，下列何種傳輸媒介較為可

行？ 

(A)同軸電纜 (B)光纖 (C)紅外線 (D)微波 

40.金虎因風水戡輿工作疲於奔波，他打算透過電腦利用「自然人憑證」突破時空限制，進行線

上申辦電子公路監理、網路報稅、勞保局網路申辦作業等眾多事務。使用的電腦除了

具備上網功能外，還必須搭配何種設備？ 

(A) 掃瞄器 (B)印表機 (C) 讀卡機 (D)音效卡 

41.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所推出的低價60吋液晶顯示器引起消費市場話題，此「60吋」指的是顯示

器螢幕的何種尺寸？ 

(A)周長 (B)對角線 (C)寬度 (D)面積 

42.又青姐打算添購一部雷射印表機，貼心的大仁哥為此所準備的耗材除了紙張之外，應該還有

下列何者？ 

(A)碳粉 (B)電池 (C)墨水 (D)光碟片 

43.選購電腦相關周邊設備時，何種規格數值愈小愈佳？ 

(A)主記憶體容量  (B)顯示器螢幕點距  

(C)處理器速度                       (D)顯示器螢幕可視角度 

44.下列哪種網站提供了求才、求職等人力資源媒合資訊？ 

 (A)人力銀行 (B)搜尋網站 (C)遊戲網站 (D)網路銀行 

45. Yahoo!奇摩拍賣、eBay等網路平臺上，發生之「個人與個人間」電子化商務行為類型簡稱 

 (A) B2C(Business To Customer)     (B)B2B(Business To Business) 

 (C) C2C(Customer To Customer)     (D)P2P(Peer To Peer)   

46.下列哪一種網際網路的服務最適合用來上傳及下載大型的檔案？ 

 (A)FTP     (B)BBS     (C)E-mail    (D)Telnet 

47.炳仔設置的非法地下光碟複製工廠，大量拷貝正版光碟，進行謀利。此行為係違反了智慧

財產權中的何項規定？ 

(A)憲法     (B)商標法    (C)營業盜賣法   (D)著作權法 

48.電腦世代發展分成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等，其劃分的依據為何？ 

  (A)使用之用途   (B)功能與速度   (C) 使用之電子元件   (D)生產公司 
49.下列何者為管理個人網路安全之原則？ 

(A)將密碼告訴親朋好友      (B)密碼中包含字母及非字母字元組合  

(C)用姓名或帳號當作密碼      (D)用個人的資料當作密碼 

50.總經理特助美蒂，預計將一封E-mail一次傳送給多位收件者，她可利用下列何種符號將每

一位收件者的郵件地址隔開，即可達成目的？ 

(A)分號或逗號   (B)驚嘆號    (C)句號    (D)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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