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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自學進修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程度 

學力鑑定考試 

生  活  領  域  科  試  題  本 

 

考試開始鈴(鐘)響前，不可以翻閱試題本!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卡、准考證與座位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注意事項】 
 

一、本試題共 50題，每題 2分，共 100分。本試卷選擇題均為單一選擇題，每題都有 (A)、

(B)、(C)、(D) 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最適當答案，在答案卡同一題號對應方格內，用 2B 

鉛筆塗滿方格，但不超出格外。答對者得題分，答錯者不倒扣，未答者以零分計。 

二、如果需要修改答案，請使用橡皮擦擦拭乾淨，切勿使用修正液（帶）。未依規定畫記答案

卡，致機器掃描無法辨識答案者，其後果由考生自行承擔。 

三、應考人不得竄改答案卡上之准考證號碼，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四、請在試題本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答案卡」及

「試題」一併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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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開始鈴(鐘)響時，請先填寫准考證號碼，再翻閱試題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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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會擁有不同的生涯角色。有時候在不同的生涯角

色間，會產生期待不一致的狀況，因此容易導致內在的心理壓力。此種現象

稱之為何？ 

(A)角色行為      (B)角色扮演 

(C)角色期待      (D)角色衝突 

2. 依美國生涯學者舒伯（Super）所提出的生涯發展階段與任務而言，高職一年

級的安安現階段最重要的生涯任務是？ 

(A)維持自己在職業上的成就感  (B)努力賺錢，增加工作經驗 

(C)建立工作世界的概念   (D)做好升學與就業的準備 

3. 當事人在作生涯規劃的重要決定之前，經常需要實施「興趣測驗」、「性向測

驗」、以及「價值觀探索」。這些活動的主要目的為何？ 

(A)考慮社會與環境的因素   (B)增進自我認識與瞭解 

(C)蒐集教育與職業資訊   (D)評估世界的潮流 

4. 問題解決是重要的生涯能力之一。解決問題時有一定的邏輯步驟可依循，請

依下述選出正確的問題解決順序。 

甲：提出可能的解決策略並評估最佳策略 

乙：進行問題的解決與處理 

丙：界定問題並蒐集與問題解決有關的資訊 

丁：檢討修正處理方式以因應往後需求 

(A)丙甲乙丁      (B)甲乙丙丁  

(C)丙丁甲乙      (D)乙丁丙甲 

5. 筱涵在高職畢業後想要繼續升學，她可以選擇就讀： 

甲：四技   乙：二專   丙：空中大學   丁：普通大學   戊：二技 

(A)甲乙丙丁戊      (B)甲乙丁戊 

(C)甲乙丙丁      (D)甲丙丁戊 

6. 宅配送貨員的工作比較適合男性，護理師的工作比較適合女性，這樣的論點

是什麼樣的觀念？ 

(A)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B)性別融洽分工 

(C)性別友善      (D)性別理想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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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職場上若遭遇性騷擾，需要求助專業人員的諮詢與支持時，可求助下列哪

些單位？ 

甲：各縣市政府勞工局 

乙：113 保護專線 

丙：獅子會 

丁：財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 

(C)乙丙丁       (D)甲丙丁 

8. 在四技二專多元入學管道中，有一種管道，每人最多填選三個志願，需分二

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統測成績篩選通過後，第二階段採「備審資料審查」、「面

試」或「實作」。請問這是哪種升學管道？ 

(A)技優保送      (B)繁星計畫 

(C)甄選入學      (D)登記分發 

9. 晉福在出社會後，工作態度嚴謹、自我要求極高、和同事相處總能適時補位，

他認為這和他從小總是陪著爸媽一起工作，觀察到爸媽其實也是用這樣態度

自我要求。可見哪個因素對人的影響最早也最為深刻？ 

(A)原生家庭      (B)人際關係 

(C)社區環境      (D)學校教育 

10. 目前法令中規範消除職場歧視措施，像懷孕歧視、性騷擾防治處理……。其

中育嬰假、留職停薪假等是在以下哪一法規中被規範：  

(A)性別平等教育法    (B)性別平等工作法  

(C)家暴防治法      (D)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11. 「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生涯的道路也都不盡相同，雖然你和同班同學

就讀同一科別，未來在升學和就業的方向上也可能在同一個領域，但在生涯

展現上卻都各有自己的獨特之處。」請問，這是屬於生涯特性中的：  

(A)主動性       (B)獨特性 

(C)空間性       (D)現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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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卡比獸想要考烘培相關的技術士證照，請問哪個網站可以提供他相關的考試

訊息？  

(A)技訊網       (B)技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  

(C)漫步在大學      (D)技能檢定中心全球資訊網 

13. 107 年 4 月王鵬傑在法國以「官將首」的造型麵包，獲得世界盃麵包大師賽

（MAster De lA BoulAngerie）藝術麵包組冠軍，是繼吳寶春後第二位冠軍。

為了表現出這尊 160 公分高、臉譜莊嚴、氣勢逼人的「官將首」作品，他練

習了無數次，此求真求善的精神，所展現的工作價值觀，屬於下列何者？  

(A)創造發明      (B)安全穩定 

(C)同事關係      (D)美的追求 

14. 網路科技及服務不斷推陳出新，豐富我們的生活，同時也可能造成我們的過

度依賴。以下何者不屬於網路成癮？ 

(A)會一再延長自己的上網時間   

(B)有自制的使用網路 

(C)因為沒上網而心情鬱悶、易怒或心神不寧 

(D)放下該做的事沒去做，而去上網 

15. 104 人力銀行職涯發展中心、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職訓局全國就業 e 網，

以上三個網站主要 提供哪方面的生涯資訊？  

(A)國家考試資訊     (B)職業訓練資訊  

(C)求職就業資訊     (D)升學輔導資訊 

16. 2020 年政府產業發展策略，朝「生產製造」與「服務行銷」並重的方向發展，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所積極推動的三業四化政策？  

(A)傳統產業特色化    (B)製造業服務化 

(C)休閒業空洞化     (D)服務業科技化、國際化 

17. 曉芳剛升上經理職務，她很努力學習此一職務所需的能力及知識，希望達成

別人對其角色之認同。此稱為： 

(A)角色期待      (B)角色衝突 

(C)角色扮演      (D)角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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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立川在對未來的生涯選擇時，同時在升學、就業及出國間徘徊，他不知道該

抉擇哪一項。請問下列何者，可以幫助他做理性的生涯決定？  

(A)生涯決策平衡單    (B)求神問卜 

(C)學業成績單      (D)跟隨同學 

19. 甲向乙借款 100 萬元，甲一直拖延清償，且避不見面，乙也疏於催討。甲可

於多少年後拒絕返還當年向乙借的 100 萬元？ 

(A) 2 年       (B) 5 年 

(C) 10 年       (D) 15 年 

20. 張先生意外身故後，家中還有奶奶、父母、一個哥哥、妻子、一個女兒。這

些繼承人除了張妻以外，請問何者是第一順位繼承人？ 

(A)女兒       (B)哥哥 

(C)父母       (D)奶奶 

21. 在網路聊天室，意圖散佈於眾，而傳述足以毁損他人名譽之事，是觸犯我國

刑法的什麼罪？ 

(A)誣告罪       (B)誹謗罪 

(C)傷害罪       (D)毁損罪 

22. 阿智是某科技公司的員工，阿智的配偶分娩時，公司應該給予幾天陪產假？ 

(A) 3 天       (B) 5 天 

(C) 7 天       (D) 14 天 

23. 阿哲平時熱愛唱歌並創作歌曲，請問當他完成一首歌曲的創作後，應該如何

做才能取得歌曲的著作權？ 

(A)向智慧財產局申請登記   (B)向智慧財產法院聲請著作權  

(C)向不特定大眾公告即可享有  (D)只要創作完成立即享有著作權 

24. 依現行憲法規定，下列何者為我國最高行政機關？ 

(A)總統府       (B)行政院 

(C)立法院       (D)司法院 

25.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現行總統、副總統任期幾年？ 

(A) 3 年       (B) 4 年 

(C) 5 年       (D)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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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雄騎機車載小靜，2 人都沒戴安全帽，結果被警察取締。依規定，機車駕

駛人及附載坐人未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 500 元罰鍰。請問:警察是依

什麼法律做出罰鍰判斷？ 

(A)社會秩序維護法    (B)集會遊行法 

(C)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D)菸害防制法 

27. 依照刑法的規定，縱使男女雙方同意發生性行為，惟只要其中有人未滿幾

歲，就會被以「犯罪」論？ 

(A) 16 歲       (B) 17 歲 

(C) 18 歲       (D) 20 歲 

28. 人類的社會規範有很多，下列哪一個規範最具有強制力？ 

(A)宗教       (B)道德 

(C)法律       (D)風俗 

29. 依據我國現行憲法規定，行政院必須向下列何機關負責，因而行政院有向其

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 

(A)立法院       (B)監察院 

(C)司法院       (D)總統 

30. 法律通常都在總統公布日起第幾日才發生效力？ 

(A)第一日       (B)第二日 

(C)第三日       (D)第四日 

31. 法律位階，由高至低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憲法＞命令＞法律     (B)法律＞憲法＞命令 

(C)憲法＞法律＞命令    (D)法律＞命令＞憲法 

32. 小明看到路邊有一部他人未拔鑰匙機車，就直接騎回家藏起來，小明的行為

構成何罪?  

(A)毀損罪   (B)侵占罪   (C)搶奪罪   (D)竊盜罪 

33.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依現行法律最重可判處什麼刑責？ 

(A)死刑       (B)10 年有期徒刑 

(C)7 年有期徒刑     (D)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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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民可以組織政黨，此係人民何項權利？ 

(A)言論自由  (B)居住自由  (C)遷徙自由  (D)結社自由 

35. 有些網站會自動儲存一份檔案在使用者的電腦中，用來記錄使用者的登入帳

號、瀏覽記錄等資料，這種檔案稱為下列哪一項？ 

(A)AI    (B)Blog    (C)Cookie   (D)Siri 

36. 賽門在電腦商場組裝了一部電腦，店員提醒他需要安裝「Windows 10」，才

能使電腦正常運作。請問「Windows 10」是一種？ 

(A)POS(銷售點管理系統)   (B)Smart Card(智慧卡片) 

(C)USB(通用串列匯流排)   (D)OS(作業系統) 

37. 小君利用網路進行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之前，應該先去戶政事務所申請？ 

(A)自然人憑證      (B)網路遊戲帳號 

(C)網路拍賣帳號     (D)Wi-Fi 帳號 

38. 下列何種行為已經侵犯到著作權法？ 

(A)用電腦收看合法付費的網路電視 

(B)在 Facebook 分享自己所拍攝的照片 

(C)用智慧型手機下載免費 APP 使用 

(D)將正版 CD 轉成 MP3 分享給朋友 

39. 悠遊卡感應扣款是利用下列哪一種科技？ 

(A)個人數位助理(PDA)   (B)無線電波射頻辨識技術(RFID) 

(C)全球定位系統(GPS)    (D)虛擬實境(VR) 

40. 小璇的主管請她為公司設計一個網站，請問她可以使用下列哪一項軟體達到

主管的要求？ 

(A)Adobe Reader (B)WinZip   (C)PC-Cillin  (D)Dreamweaver 

41. 阿貿想到國外旅遊，下列何者不是他可用來進行線上海外訂房網站？ 

(A)Agoda   (B)Youtube   (C)trivago   (D)Expedia 

42. 全球定位系統(GPS)主要是利用下列哪一項網路傳輸媒介？ 

(A)光纖   (B)微波    (C)同軸電纜  (D)紅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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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 Windows 中經常複製及刪除檔案，磁碟中就會產生很多空白區段，應定期

執行下列何種程式，以整理硬碟空間，讓同一檔案內容能儘量儲存在連續磁

區中，提高磁碟存取的效能？ 

(A)磁碟重組工具     (B)磁碟壓縮程式 

(C)病毒掃描程式     (D)磁碟掃描工具 

44. 小玟利用 Word 製作了公司開幕的慶祝茶會邀請函，原本必須在印製出來的

數百份邀請函上分別寫上受邀人的姓名，相當沒有效率。請問下列哪一項功

能可以幫助她改善這個問題？ 

(A)合併列印      (B)浮水印 

(C)設定頁面邊界     (D)設定定位點 

45. 我們可利用行動條碼掃描方式，讓智慧型手機 LINE 軟體加好友，請問此「行

動條碼」屬於？ 

(A)四維條碼  (B)三維條碼  (C)二維條碼  (D)一維條碼 

46. 下列哪一組 IP 位址是錯誤的？ 

(A)12.60.28.255 (B)168.95.0.1  (C)40.12.6.256  (D)195.168.1.1 

47. 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4G) ，靜態傳輸速率可達到 1Gbps，bps 指的是？ 

(A)每秒鐘所傳送的位元組數  (B)每秒鐘所傳送的位元數 

(C)每分鐘所傳送的位元組數   (D)每分鐘所傳送的位元數 

48. 下列何者對電腦資訊安全沒有幫助？ 

(A)安裝防毒軟體     (B)定期更改登入密碼 

(C)定期更新作業系統    (D)安裝 P2P 分享軟體 

49. 下列何種語言屬於低階語言，不必組譯或編譯即可被電腦執行？ 

 (A)機器語言  (B)德國語言  (C)英國語言  (D)西班牙語言 

50. 阿龍至 http://tw.yahoo.com 網站找資料，由網域名稱判斷該網站為何種機構

所架設？ 

(A)政府機構      (B)教育學術機構 

(C)商業機構      (D)國外機構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