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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娟高職畢業前，很希望朝電子工程師發展，她告訴媽媽以後，媽媽回答說：

「這是男生從事的職業，不適合女生」。這樣的想法稱之為什麼？ 

(A)男女平等分工     (B)落實性別平等      

 (C)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D)職業性別不設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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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衝突      

 (C)角色期待      (D)角色扮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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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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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子揚對升學一點興趣也沒有，打算高職一畢業就先工作個幾年，再決定是否

要繼續唸大學或是選擇半工半讀，下列哪些管道可以增進子揚對職業的工作

內容和未來發展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網站 

乙：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丙：全國就業 e 網 

丁：1111 人力銀行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乙丙丁       (D)甲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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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知名主持人蔡康永，從小家境優渥，父親好客，家裡訪客川流不息，飯局、

牌局日夜不歇，蔡康永回憶：「我擁有很不一樣的童年，父母給我比較多的是

社交訓練，我永遠都需要穿戴整齊準備社交應酬，應對進退，當個好主人。」

而這也影響蔡康永成為主持人後，在和受訪者對話時，給人幽默風趣、心思

細膩、應對得宜的好印象。由此可知，下列何者是型塑蔡康永社交能力的重

要因素？ 

(A)原生家庭      (B)學校教育      

 (C)社區環境      (D)同儕關係 

7. 小董在面臨志願選填時，仔細的列了一張表格，填上理想校系，分析各校系

的離家遠近、有無提供宿舍、學費、工讀機會、未來就業市場需求……等因

素，分析結果作為選填志願之依據。請問小董的決策風格是屬於哪個類型？ 

(A)傳統文化型      (B)理性型        

 (C)直覺型       (D)宗教信仰型 

8. 阿德考完統測後，積極的參與學校辦理的大學校系參訪活動，也會利用假日

去聽職訓局辦理的職涯講座，阿德希望藉由這些活動的參與，能更深入了解

科系想培育什麼樣的人才、未來就業市場的發展趨勢，以做為選填志願的參

考依據。試問，阿德在做生涯決定時，他考量的生涯金三角中的哪一向度？ 

(A)認識自我      (B)自己與自然的關係    

 (C)學習與就業的資訊    (D)自己與環境的關係 

9. 佩郁放學回家飯也不吃倒頭就睡，睡到晚上十點再起床邊吃宵夜邊唸書，唸

到半夜二點再睡，媽媽因此常碎唸她，覺得她這樣作息不正常，但佩郁覺得

這樣唸書的效果反而最好，她更能集中精神專注的唸書，若要她一回家吃完

飯就唸書，體力差精神也不好，更不可能把書唸好。她跟媽媽說每個人的身

心狀況本來就不同，要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請問，佩郁採取有效的時間

管理原則是： 

(A)排定事情的優先順序   (B)大塊時間法則    

 (C)80/20 法則      (D)能力曲線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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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生涯彩虹圖，對現就讀高二在便利商店打工的小華而言，其主要的生涯

角色是？ 

(A)公民        (B)員工        

 (C)學生        (D)家長 

11. 大光對化工有興趣，想要考與化工有相關的技術士證照，請問哪個網站可以

提供他相關的考試訊息？ 

(A)技能檢定中心全球資訊網  (B)技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    

 (C)漫步在大學      (D)技訊網 

12. 高中職畢業生在思索未來生涯進路時，若能夠到輔導處接受「興趣測驗」、

「人格測驗」及「性向測驗」，並適時詢問師長好友，在他們眼中，自己是

一個適合就讀什麼科系或從事何種職業的人。他是在從事那一方面的預備？ 

(A)蒐集教育與職業資料   (B)瞭解社會與職場現況    

 (C)自我探索與自我瞭解   (D)跟上社會潮流趨勢 

13. 小明的家族中很多親友都擔任軍警人員，他們對職業有相同的想法，認為當

軍警人員最好，工作收入穩定，又可保家衛民，所以希望小明將來也可以成

為軍警人員。家族這樣對職業的認同是指： 

(A)工作價值      (B)工作態度      

 (C)工作倫理      (D)工作能力 

14. 目前法令中規範消除職場歧視措施，像懷孕歧視、性騷擾防法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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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傳統上硬實力在學術和工作職場上總是佔著非常重要的位置，現在愈來愈多

的雇主希望員工擁有軟實力，以下何者非為軟實力？ 

(A)合作能力      (B)溝通能力       

 (C)領導力       (D)學歷、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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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下列哪個不是高職生升學相關網站 

(A)技職院校招生策進會   (B)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C)技訊網       (D)職業訓練中心 

17. 連結高職、科技校院實施彈性學制與課程，透過職場學習實務技術並扶助經

濟弱勢學生，兼顧就學與家庭經濟照顧之機制稱之為？ 

(A)中介教育措施     (B)校園適性輔導機制     

 (C)多元彈性課程     (D)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18. 法律若以內容為區別標準，可分為實體法與程序法兩種。請問下列何者為程

序法？ 

  (A)民法        (B)民事訴訟法       

  (C)保險法       (D)刑法 

19. 依民法親屬編，請問小文的外祖父母是小文的： 

 (A)擬制血親      (B)旁系血親      

 (C)姻親        (D)直系血親 

20. 我國男性擁有 5 天陪產假且可留職停薪請育嬰假，這是依據下列何法？ 

  (A)性別工作平等法     (B)性別平等教育法      

  (C)民法        (D)家庭暴力防治法 

21. 電視購物所買的商品，一般而言，於收到商品幾日內可以無須說明理由，直

接退回商品？ 

 (A)3 日        (B)5 日        

 (C)7 日        (D)14 日 

22. 甲因為不滿老闆沒給他加薪，所以故意不請假也不去上班。請問公司可以在

甲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幾日後終止勞動契約？ 

  (A)3 日        (B)5 日         

  (C)10 日       (D)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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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依我國憲法規定，下列何者負責統率全國陸海空軍？ 

 (A)國防部部長      (B)總統         

 (C)行政院院長      (D)立法院院長 

24. 我國現行普通法院所採之審級制度為下列何者？ 

  (A)一級二審      (B)二級二審      

 (C)二級三審      (D)三級三審 

25. 甲男因不滿同事乙男工作態度不佳，竟在與同事間的 LINE 群組裡，傳送連

名帶姓以不雅字眼辱罵乙男，乙男憤而控告甲男。請問甲男的行為觸犯了下

列何種罪？ 

 (A)傷害罪       (B)恐嚇罪        

 (C)公然侮辱罪      (D)妨害電腦使用罪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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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        (B)監察院        

 (C)司法院       (D)立法院 

27. 王先生生病死亡後，家中還有爺爺、奶奶、父母、妻、一弟一妹、一子。這

些繼承人除王先生的妻子以外，請問他的繼承第一順位是誰？ 

(A)子        (B)父母         

 (C)弟、妹       (D)爺爺、奶奶 

28. 我國現行制度，法律在立法院通過後，要經誰公布，才能發生效力？ 

(A)立法院院長      (B)總統        

 (C)行政院院長      (D)司法院院長 

29. 刑法第 1 條：「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此即下

列何者的意涵？ 

(A)契約自由原則     (B)所有權絕對原則     

 (C)罪刑法定原則     (D)無罪推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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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班上有幾位同學將上課要用的原文書整本拿去影印，這是侵害他人的何種權

利？ 

(A)專利權       (B)商標權        

 (C)著作權       (D)隱私權 

31. 兩願離婚須向何機關完成登記，才算完成離婚手續？ 

(A)戶政機關      (B)地方法院      

 (C)社會局       (D)地政事務所 

32.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下列何者是代表國家偵查以及追訴犯罪？ 

(A)法官        (B)檢察官       

 (C)書記官       (D)律師 

33. 下列何項法律有規定，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應禁

止兒童及少年為飲酒、嚼檳榔；任何人均不得供應上述物品予兒童及少年；

而且規定供應酒或檳榔予兒童及少年者，將會被處罰？ 

(A)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B)少年事件處理法     

 (C)勞動基準法      (D)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34. 陳先生騎車行經政府正在維修的道路，但維修單位未架設警示標誌，導致陳

先生無法閃躲路面凹洞，因而摔車受傷。陳先生想要主張國家賠償，他應在

知有損害時起多久，行使賠償請求權？ 

(A)五年內       (B)四年內       

 (C)三年內       (D)二年內 

35. 阿龍買了一台的新的「4K」電視，指的是電視何種規格到達 4K？ 

(A)重量        (B)尺寸         

 (C)解析度       (D)價格 

36. 阿韋買了一台新電視，附有許多輸入端子，何種端子可同時傳輸影像資料及

音效資料？ 

(A)VGA       (B)HDMI       

 (C)RCA        (D)D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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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列哪一組 IP 位址是錯誤的？ 

(A)210.60.228.251     (B)168.95.0.1 

(C)140.122.65.258     (D)195.168.1.1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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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下列何者不是固態硬碟(SSD)比起傳統硬碟(HD)的優點？ 

(A)重量輕       (B)成本低       

 (C)低耗電       (D)傳輸速度快 

40. 即將於西元 2020 年推出的行動通訊系統稱為？ 

(A)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5G)  (B)第四代行動通訊系統(4G)   

 (C)第三代行動通訊系統(3G)  (D)第二代行動通訊系統(2G) 

41. 下列何種行為對電腦資訊安全沒有幫助？ 

(A)安裝防毒軟體     (B)時常更換登入密碼     

 (C)進行作業系統更新    (D)安裝繪圖軟體 

42. 由 0 與 1 所組成的電腦內部程式語言稱為？ 

(A)機器語言      (B)組合語言      

 (C)高階語言      (D)C 語言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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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小嵐公司要推出新產品，為了更了解大眾需求，因此需要做市場調查，若她

想設計並發佈一個網路問卷，下列哪一種網路服務最適合？ 

(A)Google 文件      (B)Google 試算表     

 (C)Google 簡報      (D)Google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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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越來越盛行，已經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多人在睡前關燈後，仍使用智慧型手機，可能會有視力模糊、影像扭曲或

缺損的現象，上列敘述最有可能在描述何種電腦傷害？  

(A)黃斑部病變      (B)腕隧道症候群      

 (C)僵直性脊椎炎     (D)強迫症 

46. 下列何者為「正確」的電子郵件地址？ 

(A)123_456.789@yahoo.com.tw  (B)abc.yahoo.com.tw

 (C)a123.mail.yahoo.com.tw   (D)abc.hinet.net 

47. 小方上網到 http://www.ntu.edu.tw 網站找資料，由其網域名稱可知它所代表

的機構為何？ 

(A)政府機構      (B)商業機構       

 (C)網路機構      (D)教育學術機構 

48. 針對特定主機持續且不斷發出大量封包，藉以癱瘓系統，是下列哪一種電腦

犯罪模式？ 

(A)木馬攻擊      (B)網路蠕蟲攻擊      

 (C)阻絕攻擊      (D)程式炸彈 

49. 請問 IP 分享器是使用下列哪一種技術讓多台電腦共用一個 IP 位址連上網際

網路？ 

(A)DHCP       (B)FTP       

 (C)IMAP       (D)NAT 

50. 安裝作業系統後，會設定開機密碼來避免電腦被任意使用。因此下列密碼的

設定，何者容易被破解？ 

(A)密碼大於 6 個字，且定期變更密碼 

(B)為了方便，使用生日或電話號碼當密碼 

(C)在不同的電腦上，使用不同的密碼 

(D)使用大小寫英文、數字、符號混合來設定密碼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