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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說明： 
 本綜合常識測驗分為選擇題及填充題兩部分，第一部份為選擇題，共四十題(第一

題到第四十題)，每題兩分；第二部分為填充題(第四十一題到第五十題)，每題兩分；各

題皆為答對始給分。答錯（包括錯、別、漏字）不予計分，亦不倒扣；塗改答案致無法

辨識者亦同。請仔細閱讀各題題目，把握時間，審慎作答。請在答案本上自行按順序標

明題號作答，祝好運！ 
 
第一部分 選擇題 
 
1. 「曖昧」常用來形容男女之間的情愫，其原意不包括以下哪項解釋?(1)友達以上; (2)

行為不光明磊落; (3)含混不清，幽暗不明; (4)男女間的相思之情。 
 
2. 「The absent are always in the wrong」，英文翻譯應為：(1)缺席就是不對的; (2)遇缺即

補; (3)禍不單行; (4)誰人背後無人說，哪個人前不說人。 
 

3. 以下何者不是作家「九把刀」的原著改編電影？(1)「愛情，兩好三壞」; (2)「那些

年，我們一起追的女孩」; (3)「殺手歐陽盆栽」; (4)「<愛到底>之三聲有幸」。 
 

4. 以下對於「微表情(micro-expression)」之敘述，何者為非? (1) 是一種人類在試圖隱

藏某種情感時無意識做出的、短暫的面部表情;  (2)可以通過這些短時間的表情可以

識別難以發現的情感，進而識別謊言;  (3)人類的溝通方式，有六成到七成是藉由語

言的行為方式; (4)通過研究微表情，可以預言哪些情侶會繼續戀情，而哪些將會分手。
 

5. 以下哪一種運動，因其動作是人的本能，故被稱為運動之母？(1) 游泳;  (2)體操; 
(3)田徑;  (4)籃球。 
 

6. 以下何者不是「百香果」的別名? (1)時計果; (2)西番蓮; (3)雞蛋果; (4)熱情果。 
 

7. 「save your breath」應譯為：(1)你省省吧！ (2)換口氣！ (3)你有口臭！ (4)吸口氣！
 

8. ISO27001 國際認證標準，是指要符合何種標準？ (1)資安標準; (2)耐用標準; (3)信用

標準; (4)環保標準。 
 

9. 成語中「含辛茹苦」的茹，指的是：(1)吃; (2)喝; (3)吸; (4)舔。 
 

10. 打籃球要進攻時，需要在幾秒鐘內將球推進前場?(1)五秒; (2)八秒;(3)十秒;(4)十五秒。

 
<次頁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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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畢卡索是屬於哪一個美術流派的畫家？(1)寫實主義；(2)野獸主義；(3)印象主義；(4)
立體主義。 

 
12. 數位生活網路聯盟(DLNA, Digital Life Network Alliance)為一個由消費性電子、行動

電話以及電腦廠商組成的聯盟組織。目標在於建立一套可以使得各廠商的產品互相

連接，互相適應的工業標準，從而為消費者實現數位化生活，互通達到沒有障礙的

無線世界。以下哪個格式檔，目前尚未成為該聯盟認可的支援格式檔? (1) RMVB; 
(2)WMA; (3) MPEG-4;  (4)JPEG。 
 

13. 「人在屋簷下，不得不低頭」，英文翻譯應為：Beggars can’t be ___. (1)losers; 
(2)winners; (3)choosers; (4)hungers。 
 

14. 甲、乙、丙三人一起去參加一場朋友的喜宴，丁問他們有些什麼菜。甲說：「有生魚

片，也有魚翅，沒有龍蝦。」乙說：「有生魚片，沒有魚翅，有龍蝦。」丙說：「沒

有生魚片，有龍蝦。」已知每人恰好說了一句謊話，請問這場喜宴究竟有什麼菜？

(1)有生魚片，沒有魚翅也沒有龍蝦; (2)沒有生魚片，有魚翅和龍蝦; (3)有生魚片和龍

蝦，沒有魚翅; (4)生魚片、魚翅和龍蝦都有。 
 

15. 以下哪首經典歌曲，並非一代歌后「鳳飛飛」主唱? (1)祝你幸福; (2)流水年華; (3)倩
影; (4)我是一片雲。 
 

16. 依衛生單位的統計，德國麻疹在台灣地區大約每隔多久流行一次？ (1)一到二年; (2)
三到五年; (3)六到八年; (4)九到十三年。 
 

17. 新任行政院院長陳冲先生上任後主推「富民經濟」，請問英文如何詮釋「富民經濟」？

(1)welfare economy; (2) pleasant economy; (3) an economy to enrich people; (4) rich 
economy。 
 

18. 以下哪位人名，目前尚未擔任過中華民國立法院的立法委員？(1)許忠信(2)胡忠信

(3)高忠信 (4)陳忠信。 
 

19. 紅龍瑕(Lobster) 和紫斑龍蝦(Crawfish)最大的不同特徵在於何處？ (1)觸鬚; (2)鉗爪; 
(3)尾巴; (4)腳部。 
 

20. 台灣素有「珊瑚潭」之稱的水庫，是：(1)曾文水庫; (2)翡翠水庫; (3)日月潭水庫; (4)
烏山頭水庫。 

<次頁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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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哈雷慧星每 76 年接近地球一次。小美的爸爸說：「小美是在我 27 歲那年出生的。我

看到哈雷慧星時，小美才兩歲。」小美的爺爺說：「我出生時我爸爸 25 歲。我爸爸

在 8 歲時也看過哈雷慧星。」請問小美的爸爸是在她爺爺幾歲時出生的？ (1) 30; (2) 
31; (3) 32; (4) 33。 
 

22. 台灣的客家人與閩南人在永嘉之亂時，自何地往南遷徙而來的？ (1)秦州、雍州; (2)
冀州、袞州; (3)青州、徐州; (4)豫州、洛陽。 
 

23. 日本著名漫畫「蠟筆小新」的創始作者，是：(1)吉川靜吾; (2)臼井儀人; (3)宮崎駿;  (4)
上村框規。 
 

24. 已知網際網路的 IP 位址在 IPV4 下，係由四組數字所組成，請問下列表示法中何者

有誤？(1) 140.6.36.100 ; (2) 140.356.20.8;  (3) 168.95.182.6;  (4) 200.100.60.128。 
 

25. 台灣著名景觀中的「海底溫泉 (seabed hot spring)」，以下何者為非？(1)台北-八里溫

泉; (2)宜蘭-龜山島溫泉; (3)台東綠島-朝日溫泉; (4)台東-蘭嶼溫泉。 
 

26. 人體皮膚的表皮由四種不同細胞組成，分別是角質細胞(Keratinocyte)、黑色素細胞

(Melanocyte)、蘭格罕式細胞(Langerhans cell)及莫克耳式細胞(Merkel’s cell)，其中何

者在人體的數目最多？(1)角質細胞;  (2)黑色素細胞;  (3) 蘭格罕式細胞; (4)莫克耳

式細胞。 
 

27. 以下何人未曾擔任過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的主任委員？(1)連戰; (2)關中; (3)黃大

洲; (4)陳以真。 
 

28. 達文西的名畫「蒙娜麗莎」，畫中的背景是？(1)花園; (2)客廳; (3)山水; (4)以上皆非。

 
29. 中國三江並流之自然景觀，獲聯合國認列世界自然遺產位於何處？(1)湖南(2)福建(3)

四川(4)雲南。 
 

30. 以下對於『師承』的組合，何者為非？(1) 施耐庵→羅貫中；(2)蔣經國→吳稚暉；(3)
司馬遷→董仲舒；(4)歐陽修→范仲淹。 
 

31. 以下何者並非現今熱門的無線傳輸技術？(1)Bluetooth; (2) RF(Radio Frequency); 
(3)Zig Bee; (4)以上皆是。 
 

<次頁尚有試題> 



東吳大學 101 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4 頁，共 5 頁 

系 

級 
法律學系法律專業碩士班 

考試 

時間 
 100 分鐘 

科 

目 
綜合常識測驗 

本科 

總分 
 100 分 

 
32. 關於颱風的敘述何者有誤？ (1)北半球的颱風是以逆時鐘的方向旋轉移動，而南半球

的颱風則是以順時鐘的方向旋轉移動; (2)焚風是颱風環流越過中央山脈之後到達背

風面時，因空氣被壓縮沉降所產生的增溫現象; (3)當颱風眼自海上移至陸地時稱為

「颱風登陸」;(4)颱風是一種熱帶性高氣壓氣旋。 
 

33. 植樹造林是保持水土的最好辦法，但是下列那一種植物對水土保持沒有好處？(1)樟
樹; (2)檜木; (3)榕樹; (4)檳榔樹。 
 

34. 關於下列急救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1)施行心肺復甦術時，胸外按摩的頻率為每

分鐘 80~100 次; (2)心絞痛患者應使其平躺，下肢抬 20~30 公分; (3)使用熱水不慎燙

傷顧客臉部，應立即塗抹牙膏或綠油精散熱; (4)挫傷或扭傷時，應輕揉患部或施以熱

敷，以減少皮下出血，腫脹及疼痛。 
 

35. 目前中國大陸人口最多的省份是？(1)廣東省; (2)四川省; (3)河南省; (4)江蘇省。 
 

36. A、B、C、D 四個人，分別住在 E、F、G、H 四個城市，四個城市又分別位於 I、J、
K、L 四個國家，四個國家又分別位於 M、N、O、P 四洲。現已知 B 住 P 洲，C 住

F 城，A 住 K 國，H 城位於 I 國，I 國在 O 洲，L 國在 N 洲，則可確定 A 住在何處？

(1)G 城;  (2)J 國;  (3)M 洲;  (4)N 洲。 
 

37. 蔗糖 10 克溶解於 100 克的水中，則蔗糖在此溶液的重量百分率濃度約為：(1)8%; 
(2)9% ; (3)10% ; (4)11% 。 
 

38. 國劇戲服中的「富貴衣」，通常是何種身份的人穿著？(1)地位較低的官員; (2)隨從高

級官員; (3)叫化子、落魄文人或家道中落者; (4)通曉陰陽、深明八卦玄機之人。 
 

39. 發高燒時，常在身體上抹酒精，是利用什麼原理？ (1)酒精氣化吸熱; (2)酒精氣化放

熱; (3)酒精凝結吸熱; (4)酒精凝結放熱。 
 

40. 饅頭是誰發明的？(1)諸葛亮; (2)墨子; (3)曹操; (4)韓國人。 
 

[第一部分選擇題結束，以下問題為填充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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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填充題 
 
一、近期訪美，被認為是中國大陸第五代接班人的是 __41__ (人名，三個字)。 
 
二、內閣改組後，新任內政部部長是___42___(人名，三個字); 青年輔導委員會主任委

員是__43__(人名，三個字)。 
 
三、亞洲第一個主辦奧林匹克夏季運動會的國家為__44___(國名) 
 
四、十個聰明的小朋友按照號碼 1~10 順序先後站成一路縱隊，每一個小朋友只能看到

站在自己前面的人，而不能看到自己或自己後面的人。 
現在老師手上有十頂黑帽子，九頂白帽子，老師幫每個小朋友戴上黑色或白色的一頂帽

子，然後問 10 號(也就是站在最後的)小朋友：你知道你的帽子是什麼顏色的嗎？小朋

友說不知道；接著老師又問 9 號，他也回答不知道；就這樣依序問 8．7．6．．．到 2
號還是回答不知道。 
現在老師問 1 號小朋友，請問 1 號如果回答正確，他戴的帽子會是？__45___(黑色或白

色)？ 
 
五、二小姐, 張三, 李四, 五小姐, 趙六同在一家公司工作, 他們的工作包括事務員, 打
字員, 經理, 會計, 採購, 但我們不知道誰是誰, 幹什麼的, 只知道 1. 當採購員用了打

字員的指甲刀時, 刮傷了手, 是打字員幫他包紮的. 2. 當經理和採購員出差時, 會計員

扣了五小姐和趙六的半天休假薪水. 3. 會計員擅於打橋牌, 張三頗欣賞他的能力. 4. 趙
六邀請打字員午餐, 但未成功。請問:誰是誰? 
經理是: _46___。 
會計是：_47____。 
採購員是：_48___。 
事務員是: __49____。 
打字員是：__50____。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