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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級 
法律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法律專業組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綜合常識測驗 

本科 

總分 
 100 分 

總說明 

本綜合常識測驗分為簡答題及選擇題兩部分，第一部分簡答題，共二十五題；第二部分選擇題，共二十五題；每題二分，依題旨完全

答對者始給分。凡答錯、未答、錯/別字、超限、漏字、潦草/塗改至難以辨識者，不計分/不倒扣。請仔細閱讀說明及各題題目，把握時

間，作答於答案卷規定位置。祝考試順利！ 

壹、 簡答題（50%） 

本部分為簡答題，共二十五題，每題二分；請依題示將答案端正書寫於答案卷規定之位置上。 

01. 海水溫度之變化是影響大氣氣候變動重要因素之一，在聖嬰現象時期之異常氣候情況可能呈現反

常之涼夏或暖冬，但在       （三個字）現象時期則可能變為十分酷熱夏季與非常嚴寒冬季之相反

特性。 

02. 非醫師背景出身，純公共衛生學者，出任衛生署署長；由於直言坦率的施政風格，敢於改革、衝

撞體制，雖產生不少爭議，但其民調滿意度常為行政院吳敦義院長內閣成員中最高者。為保障健保

制度永續經營，立法院三讀通過其所推動二代健保法案後，即請辭署長獲准；他是       （姓名三

個字）教授。 

03. 目前流通的新台幣各種面值硬幣，其金屬成分最主要者均為    （金屬名稱）。 

04. 兔子性溫和，攻擊力弱，為自衛求生，於挖掘洞穴時，往往會多掘幾個出口，一旦遭襲，可選擇

較安全的路線以利逃脫；有句出自戰國策的常用成語，原意係：狡猾的兔子有三個藏身的洞穴，便

於防身避禍；現則指某人藏身計畫周密，其掩藏的方法很多；這成語是「          」（四個字）。 

05. 中國歷史上唐末至宋初的一段分裂割據時期（公元907 年~979 年），中土同時、前後出現了多個

自命繼承大統的地方割據勢力，相互征伐但皆無力控制全局，期間大量外族進入中原，再次進行民

族大融合，終由趙匡胤統一全國，結束此一世代；歷史上將此割據時期合稱：「              」

（四個字）。 

06. 國語文中常用量詞非常多，例如：一首詩、兩行淚、三「  」夜燈（一個字）、四枚硬幣等等，應小

心區別，不可誤用，是為中國文字諸多特色之一。 

07. 中文書信用語規矩不少，按書寫人與收信人彼此身分、尊卑、親疏而有不同，不可誤用，以書信

末尾的請安語「敬請 誨安」為例，由此可推知－收信人是書寫人的      （兩個字）輩。 

08. 2010上海世博會臺灣館以「山水心燈－自然·心靈·城市」為展示主題，由山形建築體、點燈水台、

巨型天燈與LED燈心球幕組成。世博會閉幕後，臺灣館經公開標售，最終由「      （兩個字）市」

政府以 4.5888 億新臺幣得標。 

09. 在鞭炮聲中送走虎年，迎來 2011 兔年（歲次辛卯），試問：2010 虎年歲次是「      （天干地支

中的兩個字）」。 

10. 2010 虎年歲末，號稱「中國大陸首善」高調到臺灣來捐錢濟貧，引起媒體廣泛報導與社會關注的

大陸人士，是：          （姓名三個字）先生。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8%AA%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9%99%A2%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B3%E6%95%A6%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4%9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9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90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97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97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B6%99%E5%8C%A1%E8%83%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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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著琵琶般的大嘴、短而蓬鬆的冠羽，面部的大片黑色裸露皮膚與全身雪白羽毛是其主要的辨識

特徵，經行政院農委會列為第一類瀕臨絕種保育類野生動物，臺南七股有其生態保護區，此稀有

禽類是：「            」（四個字）。 

12. 青海西寧至西藏拉薩的鐵路，因凍土、高原缺氧等故，施工異常困難，2006 年7 月 1 日正式通車，

由於車行於三千公尺以上高海拔地區，旅客上車時，需持有效車票和健康登記卡才能進站上車，

有心臟病、慢性呼吸系統疾病、糖尿病、重感冒的旅客，不宜登車旅行，此係大陸的「      （兩

個字）鐵路」。 

13. 體重超過標準的肥胖會使體內     （兩個字）合成增加，亦會阻礙其排泄，沉積於人體關節，連一

陣風吹過，都會使關節劇烈疼痛難耐，是為痛風。 

14.  2011 年 2 月 13 日以四回合總桿數 264 桿、低於標準桿 24 桿的成績，摘下澳洲ANZ女子高球名

人賽冠軍，依其積分立即登上世界第一球后寶座的高爾夫球年輕知名職業好手，是來自臺灣的職

業高爾夫球女將         （姓名，三個字）。 

15. 埃及首都，橫跨尼羅河，氣魄雄偉，風貌壯觀，是整個中東地區的政治、經濟和商業中心，也是埃

及和阿拉伯世界以及非洲最大城市，人口一千多萬，它是       （中、英文名稱，擇一作答）。 

16. 由哈佛大學學生Mark Zuckerberg創辦的社群網路服務網站，於2004 年2 月 4 日上線，截至 2010

年 7 月已擁有超過 5 億活躍用戶，用戶可以建立個人專頁，添加其他用戶作為朋友和交換資訊，

包括自動更新時通知其專頁，此社群網站是「           」（中、英文名稱，擇一作答）。 

17.  2010 年11 月 27 日舉行臺灣五都選舉，由目前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五個原有或新成立的直轄市（即

臺北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及      ）選出新一屆的市長及市議員，本題括弧內未顯示的直

轄市是        （地名，三個字）。 

18.  2010 年臺北國際花卉博覽會，簡稱臺北花博、臺北國際花博，於2010 年11 月 6 日至2011 年4 月

25 日在中華民國臺北市舉行，是正式獲得國際園藝家協會（AIPH／IAHP）及國際展覽局（BIE）

認證授權舉辦的A2/B1 級國際園藝博覽會， 「2010 Taipei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一個英文

字）」是其正式英文名稱。                             

19. 相信你/妳曾於書籍資料中見過「♂」這個符號，請簡要說明其代表何意義？ˍˍˍˍ（兩個字）。 

20. 成吉思汗是歷史上罕見偉大的組織家暨軍事家，在政治上和戰場上的光輝成就，鮮少有可與之媲

美；胸襟開闊，氣度恢宏，以深得人心的公正態度統御日日擴張的蒙古帝國，高度智慧使他充分

發揮領導的才能；公元1271 年元朝建立後，其孫Khubilai        （姓名，三個漢字）追尊成吉思汗廟

號為元太祖。 

21. 三綱五常者，我國古道德規範也，簡曰綱常。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而五常

者，仁、義、禮、智、    （一個字）也。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B5%E7%90%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9%9D%A2%E7%90%B5%E9%B7%BA%E7%94%9F%E6%85%8B%E4%BF%9D%E8%AD%B7%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5%BF%E5%AE%81%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5%BF%E8%97%8F%E8%87%AA%E6%B2%BB%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B%89%E8%90%A8%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3%81%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6%BB%E5%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C%BA%E6%B0%A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7%E6%9C%88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7%E6%9C%88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7%E6%9C%88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7%E6%9C%881%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F%83%E8%87%9F%E7%97%85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5%A2%E6%80%A7%E5%91%BC%E5%90%B8%E7%B3%BB%E7%B5%B1%E7%96%BE%E7%97%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3%96%E5%B0%BF%E7%97%8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4%9F%E5%86%9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3%81%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0%BC%E7%BD%97%E6%B2%B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4%B8%9C%E5%9C%B0%E5%8C%B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F%83%E5%8F%8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F%83%E5%8F%8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D%9E%E6%B4%B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3%88%E4%BD%9B%E5%A4%A7%E5%AD%B8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4%BE%E4%BA%A4%E7%B6%B2%E7%B5%A1%E6%9C%8D%E5%8B%9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B2%E7%AB%99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2%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2%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2%E6%9C%884%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A4%BE%E4%BA%A4%E7%B6%B2%E7%B5%A1%E6%9C%8D%E5%8B%99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27%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27%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27%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27%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87%AA%E7%94%B1%E5%9C%B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B%B4%E8%BD%84%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4%B8%AD%E5%B8%82_(%E7%9B%B4%E8%BD%84%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87%BA%E5%8D%97%E5%B8%82_(%E7%9B%B4%E8%BD%84%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AB%98%E9%9B%84%E5%B8%82%E7%B8%A3%E5%90%88%E4%BD%B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8%82%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D%B0%E5%93%A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B%B4%E8%BD%84%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B%B4%E8%BD%84%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6%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6%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6%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11%E6%9C%886%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4%E6%9C%882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4%E6%9C%882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4%E6%9C%882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4%E6%9C%882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9%9A%9B%E5%9C%92%E8%97%9D%E5%AE%B6%E5%8D%94%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B%BD%E9%99%85%E5%B1%95%E8%A7%88%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C%92%E8%97%9D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A%E8%A6%BD%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zh-tw/127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1271%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A%99%E5%8F%B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A%99%E5%8F%B7
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3%E5%BE%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7%A3&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B%8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6%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classical.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B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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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特偵組偵辦陳水扁案件期間，前發言人陳雲南主任檢察官幾乎每天都得面對媒體，不管記者如何

旁敲側擊，最常出現的回應是「事涉偵查內容，不便說明」。有媒體封他是「史上最牛的發言人」，

因為他真的是「惜言如   （四字成語之最後一個字）」，口風甚緊，想從他口中套出一點偵查內容，非常

困難。 

23.  2009 年上映，由James Cameron撰寫劇本並執導的美國科幻史詩式電影，這部電影不僅使用了傳

統的2D放映格式，還使用了多種3D格式，乃至4D格式，在 3D視野和立體視覺製片上有著諸多創

新，被譽為電影製片技術上的一大突破，這部涉及外星球與納美人的電影是          （中、英文名

稱，擇一作答）。 

24. 在大陸福建漳州投資的台商農民，年前聯名致函中共總書記，感謝他對兩岸農業交流的支持，並

致送「永福高山茶」；總書記回信台商時強調台商農民發展順暢，兩岸農業合作大有可為等等。

這位中共總書記是          （姓名）。 

25. 台灣市場菜販，多年來捐出近 1000 萬元新台幣作為慈善用途，認為「錢，要給需要的人才有用」；

美國《時代》雜誌將其選入2010 年最具影響力時代百大人物之「英雄」，也是早先《富比世》雜

誌所選出的2010年亞洲慈善英雄人物；這位平時省吃儉用，卻很樂意捐款的慈善家是          （姓

名）。 

貳、 選擇題（50%） 

說明：本部分為選擇題，共二十五題，每題二分均為單選；請選擇最適當答案端正書寫於答卷規定之位置。 

26.  孔子曰：「貧而無   難 ；富而無   易」（論語 憲問）。此前後   內 ：（甲）貪、

驕；（乙）道、德；（丙）怨、驕；（丁）怨、禮。 

27. 消費者要如何辨識羊毛材質？經濟部 標準檢驗局表示：確切的成分需要做化驗。一般以為，倘要

粗略分辨，從衣衫角邊抽一、兩條線頭來燒，若有特定現象可能就是羊毛製品，但也可能因為混

紡比率高低而有誤差。此處所稱「可能是羊毛製品」的特定現象， ：（甲）線頭迅速燃燒；

（乙）有毛髮燃燒的臭味；（丙）線頭燃燒後灰燼易碎；（丁）燃燒後灰燼結粒變硬。 

28. 在今春台北國際電玩展（Taipei Game Show）開幕典禮中，帶著電音三太子大跳《保庇》舞，立

刻炒熱現場氣氛的藝人是：（甲）林志玲；（乙）陳淑樺；（丙）王彩樺；（丁）阮經天。 

29. 腦下垂體是人體最重要的內分泌腺體中樞，以下關於腦下垂體的敘述，何者 （甲）重量大

約 10 公克；（乙）位於腦底部的中央位置，可以調節合成與釋放人體荷爾蒙；（丙）其分泌異常時

會造成巨人症、侏儒症或末端肥大症；（丁）大部分腦下垂體疾病是慢性且需長期追蹤治療。 

30. 聯合報與民間團體舉辦的第二屆臺灣年度代表字大選，由「盼」這個字當選 2009 年的代表；而

2010 年歲末，當選臺灣 的是：（甲）穩；（乙）祥；（丙）愛；（丁）淡。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2009%E5%B9%B4%E7%94%B5%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2009%E5%B9%B4%E7%94%B5%E5%BD%B1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Cameron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7%A7%91%E5%AD%A6%E5%B9%BB%E6%83%B3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8F%B2%E8%A9%A9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9%9B%BB%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AD%E5%BA%A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94%B5%E5%BD%B1%E6%94%BE%E6%98%A0%E6%9C%BA
http://zh.wikipedia.org/zh-tw/3D%E9%9B%BB%E5%BD%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D%E9%9B%BB%E5%BD%B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B%8B%E9%AB%94%E8%A7%80%E5%AF%9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6%B0%E5%8F%B0%E5%B9%A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9%82%E4%BB%A3_(%E9%9B%9C%E8%AA%8C)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97%B6%E4%BB%A3%E7%99%BE%E5%A4%A7%E4%BA%BA%E7%89%A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F%8C%E6%AF%94%E4%B8%96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www.uho.com.tw/result.asp?mod=ysm&keyword=%25u8377%25u723E%25u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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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大考中心召開 100 年學測違規會議，發現仍有不少考生在答案卷上塗鴉、求救或亂寫，甚至於祝

老師新年快樂，該科成績都會被扣一級分。 ：（甲）如此行為製造

並增加閱卷人員的負擔；（乙）顯示考生無知，扣分略施薄懲；（丙）在答案卷上書寫與考試無關

的圖案或文字；（丁）必須要藉扣分來導正其行為偏差，且使違規的考生想進名校更為困難。 

32. 當年就讀北二女中（現中山女高）並擔任管樂隊指揮，正值荳蔻年華的王曉民，上學途中，遭到

計程車從背部追撞不幸成為植物人；在家人無微不至的照顧下，於病床上躺了近半個世紀，隨父

母相繼辭世，去（99）年 3 月王曉民於高雄逝世得年 64 歲；這是植物人的家人在台灣為植物人爭

取        的首例。這個案 為不幸的植物人 ，是：（甲）國家賠償；（乙）超高額民事

賠償；（丙）安樂死；（丁）終生免費醫療照顧。  

33. 民國 79 年起，交通部觀光局結合縣市政府及民間資源，每年元宵輪流舉辦台灣燈會活動，朝向「民

俗文化根 傳統國際化」規劃推動；兔年正逢民國百年，除各地紛紛自辦慶元宵活動外，今年元宵

節交通部觀光局結合縣市政府及民間資源所舉辦的「2011 台灣燈會在     」是在 ？（甲）苗

栗；（乙）新竹市；（丙）高雄市；（丁）嘉義。 

34. 一年生蔓生藤本葫蘆科植物，果實有圓、扁圓、長圓、紡綞形或葫蘆形，瓜前端多凹陷，表面光

滑或有瘤狀突起和縐溝，成熟後有白霜。肉厚色黃，老熟後有特殊香氣，味甘適口，含豐富的糖類、

澱粉，有蛋白質、脂肪、維他命 A, B, C 和鈣、磷等礦物質，還含有人體造血必需的微量元素鈷和

鋅等；中醫認為，此瓜有消炎止痛、解毒、養心補肺等作用；現代營養學家研究發現，此瓜另含瓜

氨酸、精氨酸、麥門冬素、腺嘌呤及甘露醇等，對糖尿病、高血壓以及肝臟、腎臟的某些疾病有一

定的防止作用。它是：（甲）黃西瓜；（乙）南瓜；（丙）胡瓜；（丁）木瓜。  

35. 今（2011）年 1 月初澳洲 昆士蘭洪災規模史無前例，淹沒地區相當廣大，面積超過法國及德國兩

國的總面積，廿萬災民損失慘重，大水淹沒數十個礦區，封閉鐵路和港口，牲畜東逃西竄，鱷魚和

蛇類現蹤，生靈塗炭； 此災區是 的：（甲）西北；（乙）中部；（丙）東北；（丁）南部。 

36. 我國民間有向神明請示而擲杯筊的傳統民俗，筊以竹木斲削如彎月形兩具，外突為陽，內平為陰；

占時，擲筊於地，一陰一陽為    筊，表示神明許諾之意；本句    內之文字應是：（甲）勝；（乙）

聖；（丙）笑；（丁）怒。 

37. 國子監始於隋，名義上是中國帝制時代的最高學府，又叫太學，主要任務為掌大學之法與教學考

試；1905 年廢除科舉後，國子監這個官學衙門才廢止，另設京師大學堂，直到更名為北京大學，才

算真正擺脫了國子監的功能，成為一所為學術傳承文明傳播而設的現代大學。北京大學首位校長

是：（甲）錢穆；（乙）章太炎；（丙）蔡元培；（丁）譚嗣同。 

38. 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寧；孔子成春秋，而亂臣賊子

懼。」（孟子 滕文公下）該句中「春秋」 ：（甲）春季和秋季；（乙）公元前 770 年至前 476 年東

周的春秋時期；（丙）一年；（丁）孔子據魯國史書《魯春秋》修訂的書籍，藉由記載各諸侯國重大

歷史事件，宣揚王道思想，屬儒家五經之一。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105/19/?
http://baike.baidu.com/view/740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903.ht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5%AD%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8B%E5%AD%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9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5%91%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7%8B%E6%97%B6%E6%9C%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2%E6%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7%B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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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邇來校園霸凌問題嚴重，值得正視，以下關於校園霸凌的敘述，何者 （甲）校園霸凌屬學

生嚴重偏差行為，常因父母疏於管教及親職教育不足而生；（乙）校園霸凌事件事關教育，應由學

校處理，與家長、社工人員及少年隊等無涉；（丙）防制校園霸凌，教師與家長應改掉「不打不成

器」的觀念，學習尊重孩子並適當輔導與管教孩子，讓孩子在公平正義的環境下成長，學會自尊

尊人，理性溝通，不會有以暴力戰勝、欺侮別人的行徑；（丁）學校發現疑似「霸凌」行為時，應

立即列冊，查明、追蹤、輔導，如發現符合霸凌通報要件，並確認為霸凌個案者，即應依規定通

報校安系統並啟動輔導機制。 

40. “Student X turned in an article which is nearly verbatim copies of that of Student Y who sat next to the 

former at a composition contest.” 本句 ：（甲）責備學生競賽時坐錯座位；（乙）讚許競賽學

生表現良好；（丙）嘆息競賽學生不夠專心；（丁）質疑學生作文比賽時抄襲矇混。 

41. “Job applicant M admitted that he had been dismissed as a public school teacher after allegation that 

he had had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three 14-year-old students was spread. Although criminal charges 

were dismissed, M’s application was denied.” 以下何者 ：（甲）M 君原係公立學

校教師；（乙）M 君曾因性醜聞遭學校解聘；（丙）M 君曾因性醜聞遭判刑；（丁）M 君縱未因性醜

聞遭判刑，其求職仍未被錄用。 

42. 「拜斗」據稱是朝拜本命元辰，藉誦經禮懺，消災解厄，祈求平安的儀式，是以下 ：（甲）

道教；（乙）佛教；（丙）密教；（丁）真理教。 

43. 旅遊美食評鑑權威米其林公司 2011 年 2 月 17 日在紐約首次推出台灣旅遊綠色指南（Michelin 

Green Guide Taiwan）英文版，從構思到出版歷經三年，請 10 名專家，包括台灣當地人士，以專業

及敬業態度，深入台灣六個月，足跡遍及全台旅遊景點，明察暗訪始完成台灣旅遊綠色指南，使國

際人士能按圖索驥台灣旅遊景點；這是米其林公司繼出版日本、新加坡、       旅遊綠色指南之後

亞洲國家地區的第 4 本，排在台灣之前的亞洲國家地區還有：（甲）韓國；（乙）泰國；（丙）中國

大陸；（丁）香港。 

44. 我國農曆有廿四節氣，「立春」為農曆年第一個節氣，而農曆年最末一個節氣是：（甲）大雪；（乙）

冬至；（丙）小寒；（丁）大寒。 

45. 台灣年輕夫妻頗多以雙薪收入為主要的家庭經濟結構，撫育小孩的責任與生活日常支出的壓力，

已經非常沉重，職業婦女卻罹患乳癌的年輕媽媽此時擔心的事甚多，以下

：（甲）接受治療的副作用；（乙）術後復發的疑慮；（丙）無法工作造成的經濟負擔；（丁）醫藥

資源欠缺。 

46. 地處神州大地的西南隅，雲南自古便以風情各異的 26 個民族文化、優美傳說、奇花異草、珍禽異

獸以及豐富物產，舉世聞名，但以下 ：（甲）蒼山、洱海；（乙）九寨溝；（丙）西雙

版納；（丁）大理、麗江。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B%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6%AC%E8%87%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5%AF%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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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一般民事爭執其爭端解決機制不少，以下 ：（甲）調解、

和解；（乙）仲裁；（丙）訴願；（丁）訴訟。 

48.  S.H.E. 是由三位年輕本土少女組成的台灣女子演藝團體，自 2000 年出道以來，甚受歡迎；該團

體名稱是由她們三人的英文名字首個字母所組成。以下何者 其成員之英文名字：（甲）Selina；

（乙）Ella；（丙）Hebe；（丁）Serena。

49. 日本民主黨創黨成員，有「官僚殺手」、「雄辯家」、「平成火爆王」及「草根大臣」等稱號，2010

年6 月 4 日起擔任日本民主黨黨魁及日本內閣總理大臣，他是：（甲）菅直人；（乙）鳩山由紀夫；

（丙）麻生太郎；（丁）小澤一郎。 

50. 我國刑法係規定犯罪類型及其法律效果的刑事實體法，以下敘述何者 我國現行刑法之規

定：（甲）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乙）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必須減

輕其刑；（丙）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並得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丁）未滿十八歲

人或滿八十歲人犯罪者，不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祝 身體健康 考試順利！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5%AD%90%E6%BC%94%E5%94%B1%E5%9C%98%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88%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0%E5%B9%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