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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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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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別字、超限、漏字、潦草/塗改至難以辨識者，皆不計分，但不倒扣。 請遵守考試規則及仔細閱讀

各題題目，把握時間，審慎作答於答案卷（※並非「試題紙」）規定之作答位置內。 祝考試順利！ 

壹、   簡答題（50%）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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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區內。 

01. 法律人出身，曾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合作金庫董事長、永豐金控董事長、行政院 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主任委員、行政院副院長等職；對政務掌握相當熟稔，行事作風穩健、改革理念堅定；

與馬英九總統、行政院 吳敦義院長默契十足，使政府與人民得以成功因應金融海嘯，且

有推動兩岸金融 MOU 簽署、開放陸銀來台、穩定台股等實績；隨吳內閣總辭，2012 年 2
月 1 日接任閣揆的是ˍˍˍ（人名）先生。 

02. 出身窮苦茶農之家，少年曾當米店學徒，勤儉致富，眼光獨到，配合政府規劃投資生產 PVC，

創辦台灣塑膠公司，終其一生強調「追根究底、實事求是」態度艱辛經營諸多企業，被各界譽為

「台灣的經營之神」；律己甚嚴，講求誠信，對人念舊而不矯情，生活簡樸，長年熱心於慈善事業，

為善不欲人知，對象不分台海兩岸，921 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時均捐鉅款救災；2008 年 10 月間在

睡眠中安詳辭世，享壽九十一歲。他是：ˍˍˍˍˍ（人名，三個字）先生。 

03. 南歐某國，據傳 2001 年係使手段始得以加入歐元區；該國政府趁着歐元區低利率政策的時

機，透過大量借貸來刺激經濟，復因其社會福利過於慷慨，人民工作不夠勤奮，生活奢華，

至 2010 年 2 月該國負債已達 3 千億歐元，恐無力償債而導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歐元區德、

法等國頭疼不已；該名列歐猪(Piigs)五國之一的國家是：        （國名，中文兩個字）。 

04. 台灣與大陸簽訂 ECFA，讓台灣農工商業獲得前往大陸發展的契機，從 2012 年開始正式邁入第

2 階段降稅，將有 94.5%出口大陸產品可享零關稅待遇，其中以工具機、石化業為大宗，自行車

及諸多農漁業產品也因零關稅而競爭力大增，單是稅負降低的利益，估計就有新台幣 100 億元。

ECFA 中文名稱「兩岸經濟合作     協議」其中劃底線未顯示之文字是：       （兩個字）。 

05. 受 2011 年「阿拉伯之春」的影響，自 2011 年 9 月 17 日起近一千名示威者進入紐約金融中心示威，

以反抗美國大公司的貪婪不公與社會的不平等，他們質疑：「美國夢」究竟跑到哪裡去了？為什

麼循規蹈矩、勤奮努力，卻一職難求？ 為什麼銀行可以「大到不能倒」？ 但遇上失業問題卻「多

到不能救」？ 此一“Occupy Wall Street”社會運動的中文是：「              （五個字）」。 

06. 論語 公冶長篇，子曰：「朽木不可雕也」，並提到「聽其言而觀其行」，以上是源自「宰予    」

乙事，此   內文字是：       （兩個字）。 

07. 承北宋 周敦頤與程顥、程頤學說，創立宋代研究哲理的學風，為理學集大成之儒學宗師；其著作

甚多，輯定《大學》、《中庸》、《論語》、《孟子》為四書作為教本；這位曾在嶽麓書院講學，

重建白鹿洞書院，受世人尊稱為朱子的南宋哲學家是：       （姓名，兩個字）。 

08. 中國春秋時代思想家，姓李名耳，字伯陽，又稱老聃，著有《道德經》，是道家學派的始祖；在修

身方面，講究虛心實腹、不與人爭的修持，其學説後被莊周發展，相傳孔子曾向他學習禮法，一

般尊稱他為「ˍˍˍ」（人名，兩個字）。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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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世界上石油主要產油國，舊名波斯，曾以邊界、教派、民族爭端於公元 1980 年代與中東鄰國伊拉

克爆發長期戰爭；該國穆斯林群眾曾因佔領美國使館，扣留使館人員，造成人質危機，自此與美

國交惡；其後該國又涉以秘密發展核子武器及揚言封鎖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此一全球原油

運輸要道，最近遭西方國家聯手制裁，該國是：ˍ     （中、英文國名可擇一作答）。  

10. 嘗以筆名鄧克保寫作戰爭小說《異域》，描述一支忠貞國軍撤退到滇緬泰邊區，孤軍與命運搏鬥、

冀求反攻大陸的故事，後來不但被拍成電影，還創下在台銷售達百萬冊的驚人紀錄；於戒嚴時期

曾因犀利文字批判及譏諷時政而獲罪，長期囚禁於綠島；嗣經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團體的奔走伸

冤，公元 1976 年獲釋；此後除專事寫作外，尚積極推動有關人權事務，2008 年春歡度八十八歲壽

誕後病逝；這位老作家是：ˍˍˍ（筆名，兩個字）。 

11. 博鰲亞洲論壇（Boao Forum for Asia）由 25 個亞洲國家和澳大利亞發起，於 2001 年 2 月 27 日正

式宣布成立；係非官方、非營利性、定期、定址的國際組織，為政府、企業及專家學者等提供一

個共商經濟、社會、環境及其他相關問題的高層對話平台；博鰲為該論壇總部的永久所在地，是

位在中國大陸      省（兩個字）境內。 

12. 經濟學博士，政論名嘴，曾經營補教業，任數屆立法委員；每每向媒體揭發政府高層所涉弊案（包

括國務機要費、非法內線交易、二次金改、海角七億洗錢等），有媒體「爆料天王」的稱號；因

不服 2004 年總統大選結果，要求驗票時群眾推撞事件，以「首謀聚眾妨害公務」獲罪入監服刑；

出獄後，仍不改揭弊爆料，惟 2012 年第八屆立委選舉其並未當選；他是：ˍˍˍ（人名，兩個字）。 

13.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規定（94 年 06 月 10 日修正公布）：「憲法之修改，須經立法院

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提出憲法修正案，並

於公告半年後，經中華民國自由地區選舉人投票       ，有效同意票過選舉人總額之半數，即通

過之，不適用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之規定。」其中劃底線空格內該是：「ˍˍˍ」（兩個字）。 

14. 中華民國第八屆立法委員選舉於今（101）年 1 月 14 日舉行，為立法院採用單一選區兩票制之後

的第二次選舉，同時也是四個新直轄市（新北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市）改制升格後的首次

立委全面改選。目前立法院立法委員總共有       席（阿拉伯數字，三位數）。 

15. 祖籍台灣，生於台北，自小遷居日本東京都，為台灣著名旅日影視歌壇及演藝明星，在日本演藝

界具有相當大影響力；所唱「祈禱」、「溫情滿人間」等華語歌曲頗能撫慰人心，早年曾以「真

假千金」演出獲電影金馬獎最佳女主角；台灣遭 921 大地震重創，國際援台，她號召日本一線藝

人抵台義演募款救災；繼王貞治之後，獲得中華民國國民榮譽獎「海光獎章」。這位形象優雅，

人如其名的旅日華僑長青樹藝人是：          （三個字，藝名）小姐。 

16. 相信你/妳曾於資料中見過「€」這個貨幣符號，請簡要說明其代表何意義？ˍˍˍˍ（兩個字）。 

17. 位於台灣西南，地勢東高西低，由濁水溪、北港溪、八掌溪、曾文溪、二仁溪等沖積而成台灣面

積最大的平原及農業產區；因該區域少雨（夏雨冬乾）、日照長，經大幅改善供水系統始得台灣

「穀倉」之美稱；這是       平原（兩個字）。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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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智齒(wisdom tooth)，學名第三大臼齒，是口腔裡最靠近喉嚨的牙齒，由於其生長的特殊位置，給

清潔和治療帶來問題，常引起的疾病有齲齒、牙周病、牙髓炎；齲齒俗稱       （兩個字）。 

19. 新世代作家，把自己初戀的故事寫成小說，於 2010 年又把小說改編，並自任導演，拍成了電影《那

些年，我們一起追的女孩》，2011 年上映，結果造成該部國片在華人世界票房大賣，捧紅了年輕的

男女演員；有「網路文學經典製造機」之稱的該小說原作者，其筆名是：        （三個字，筆名）。

20. 中國神話與傳說中出現的一種動物，位列十二生肖之第五，能隱能顯，春風時登天，秋風時潛淵，

又能興雲致雨；後成為皇權象徵，皇帝又稱為真   天子，皇宮使用器物也以其形為裝飾；被中國

先民作為祖神敬奉，普遍尊尚，而後世子孫往往自詡為「   的傳人」。這是：ˍˍ（一個字）。 

21. 被《時代》雜誌列入 20 世紀最具影響力之一的瑞典裔美國飛行員林白(Charles Lindbergh)，1927
年 5 月 21 日成功地駕駛單引擎飛機聖路易斯精神號(The Spirit of St. Louis)從紐約飛到巴黎，成為

當時不著陸飛越       洋的第一人；上述劃底線空格內該是：ˍˍˍ（兩個字）。 
22.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民國 100 年 5 月 11 日修正）：「汽車行駛於道路

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車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處駕駛人新台幣一千五百元罰鍰。

但計程車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乘客仍未繫安全帶時，處罰該乘客」，是以，宣導期過後，搭乘

自用小客車、     車，坐後座之乘客皆須繫安全帶；否則，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前揭規定，

按其情形處罰駕駛人、乘客。上述劃底線空格內文字該是：ˍˍˍ（兩個字）。 

23.       運河於 1914 年完工通航，是世上唯一的聯洋運河，海上船隻從舊金山到紐約，若經過此

中美洲運河，即無須繞過南美洲的合恩角，節省航程約 12,480 公里；此運河聯結了太平洋、加勒

比海及大西洋，在交通、經濟及戰略上具有重大價值。這是ˍˍˍ  運河（中文，三個字）。 

24. 按《希伯來聖經·創世紀》記載，傳說根據上帝的指示建造一艘近似船形的大載具，俾使諾亞與

他的家人，以及世界上的各種陸上生物乘載，期能躲避一場超大洪水災難；此近似船形的大載具

英文名為 Noah's Ark，一般中文稱其為：「諾亞      （中文兩個字）」。 

25. 獼猴好拭面如沐，故稱「沐猴」，成語「沐猴而冠」係指「性情急躁的獼猴學人穿戴冠帽」，亦用

來「比喻人虛有表象，卻不脫粗鄙的本質，沒有遠見」，語出《史記》，係時人影射西楚霸王之說

法；言者雖遭誅戮，惟所言不虛。該西楚霸王（霸王別姬之主角）是：ˍˍˍ（姓名，兩個字）。 

貳、 選擇題（50%） 
說明：本部分為選擇題，共二十五題，每題二分；請選擇最適當答案端正書寫於答案卷規定之作答區內，均為單選。 

26. 史詩電影「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該電影片名，於賽德克語，是指以下何意：（甲）彩虹橋；

（乙）復仇者；（丙）真正的人；（丁）霧社事件。 

27. 原産中南美洲，木棉科，常綠或半落葉喬木，熱帶觀葉植物；種子煮熟後可食用，其味如花生；

樹姿簡潔，抗污染力又強，是良好的行道樹；其耐陰性極佳，可塑性又好，也適合做為室內的綠

美化植物；由於生長快速、容易照顧，被視為「懶人植物」，亦是甚受商店喜愛擺設的「發財樹」；

這植物是：（甲）大王椰；（乙）芭樂樹；（丙）馬拉巴栗；（丁）松柏。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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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關於攝護腺，以下何敘述不正確：（甲）攝護腺又稱前列腺；（乙）攝護腺是大小如核桃的一個男

性獨有的腺體；（丙）約三分之一 50 歲以上男性能在其攝護腺發現若干癌細胞，而 80 歲以上男性

幾乎全部皆可發現攝護腺癌細胞；（丁）攝護腺肥大即可認為是攝護腺癌確診。 

29. 東漢天文學家、數學家、發明家、地理學家、製圖學家、詩人，對天文歷算有深刻研究，改進了

計算圓周率的方法；發明世界第一個水力渾天儀及地動儀（能探測到 500 公里外的地震）。這位

先賢發明人是：（甲）蔡邕；（乙）張儀；（丙）張衡；（丁）蔡倫。 

30. 宋人筆記小說有許多蘇軾發明美食的記載：元祐年間，知杭州時，太湖氾濫，蘇軾指揮疏濬西湖，

築蘇堤；杭州百姓抬猪擔酒來拜年以為感謝，蘇軾爰指點家人將猪肉切成方塊，燒得通透，分享

眾人；這是下述何美食的由來：（甲）粉蒸肉；（乙）東坡肉；（丙）紅燒蹄筋；（丁）燒烤乳豬。

31. 媽祖是台灣最普遍的民間信仰神明之一，無論山海聚落，還是通都大邑，都可看到媽祖廟。但是，

以下何者不在台灣：（甲）大甲鎮瀾宮；（乙）莆田媽祖廟；（丙）北港朝天宮；（丁）鹿港天后宮。

32. 平溪天燈節近年已發展為全台知名的元宵節慶，與鹽水蜂炮齊名，有「南蜂炮，北天燈」之譽。

平溪是位在：（甲）新北市；（乙）桃園縣；（丙）基隆市；（丁）宜蘭縣。 
33. 1962 年美國生物學家 Rachel Louise Carson 出書，闡釋了農藥殺蟲劑 DDT 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

作用；由於該書的警示，美國聯邦政府開始對劇毒殺蟲劑問題進行調查，並於 1970 年成立環境

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簡稱 EPA)，各州相繼通過禁止生產和使用劇毒殺蟲劑

的法律；該書被認為是 20 世紀環境生態學的標誌性起點。 這書是：（甲）《海洋的邊緣》；（乙）

《沒有未來的下一代》；（丙）《寂靜的春天》；（丁）《悽涼的地球》。 

34. 史前巨石陣（Stonehenge），亦稱圓形石林，著名的史前建築遺跡，由幾十塊巨石圍成一個大圓

圈，其中一些石塊足有六米之高；其建造起因和方法至今在考古界仍是個不解之謎。此世界文化

遺產係位於：（甲）紐西蘭；（乙）日本；（丙）埃及；（丁）英格蘭。   

35. 依據政治獻金法的規定，個人（按：非團體）對同一「擬參選人」（按：指於法定之期間內，已依法完成登

記或有意登記參選公職之人員）每年捐贈「政治獻金」（按：指對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之個人或團體，無

償提供之動產或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之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但黨費、會費或義工之服務，不包括在內）總額，

不得超過新台幣：（甲）一百萬元；（乙）五十萬元；（丙）十萬元；（丁）五萬元。  

36. 「茉莉花革命」指發生於 2010 年末至 2011 年初的北非某國反政府示威導致政權倒台的事件，因

茉莉花是其國花而得名；此事件引發反政府的示威浪潮在一個月內席捲整個北部非洲與中東地

區，亦導致該地區不少國家的專制政權一一倒台。此「茉莉花革命」首發的國家是：（甲）埃及；

（乙）突尼西亞；（丙）利比亞；（丁）索馬里。 

37. 以下哪支球隊是目前臺灣超級籃球聯賽（Super Basketball League，簡稱 SBL）以「雲豹」為

名的參賽球隊：（甲）臺灣啤酒；（乙）臺灣大；（丙）璞園建築；（丁）達欣工程。 

38. 孟子見齊宣王時，曾說：「君子之於禽獸也，見其生，不忍見其死；聞其聲，不忍食其肉。是以

君子遠     也。」此「    」內文字是：（甲）庖廚；（乙）小人；（丙）肉食；（丁）屠宰場。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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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今(2012)年夏季奧運會是在以下何地舉行：（甲）首爾；（乙）倫敦；（丙）北京；（丁）雪梨。 

40. 蘋果電腦公司創辦人之一，曾任該公司董事長及執行長，被認為是電腦業界與娛樂業界的標誌性

人物，亦為麥金塔電腦、iPod、iPhone、iPad 等知名數位產品的締造者，係「一位眼光宏大、深

富創造力的天才」；七次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被認為是當代全球最為成功的電腦科學家及

商人之一；對抗病魔多年，雖奮戰不懈， 2011 年 10 月 05 日不幸罹癌病逝，舉世哀悼；這位「卓

爾不凡」的傳奇人物是：（甲）Bill Gates；（乙）Sean Burke；（丙）Steve Jobs；（丁）Gina Hughes。

41. 義大利文藝復興時期奇才，既是雕塑家、建築師，亦為畫家和詩人，以描畫、雕塑人物「健美」

著稱， 雕刻作品「大衛像」舉世聞名；其最著名的繪畫作品則是梵蒂岡 西斯廷禮拜堂的天頂畫

《創世紀》及壁畫《最後的審判》，令人讚嘆。這位偉大的奇才藝術家是：（甲）拉斐爾；（乙）

達爾文；（丙）達文西；（丁）米開朗基羅。 

42. 創建佛光山，並興建佛陀紀念館，以人間佛教為宗風，樹立「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

以慈善福利社會，以共修淨化人心」宗旨，致力推動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業，並融古

匯今，手擬規章制度，將佛教帶往現代化的新里程碑；1992年成立國際佛光會，被推為世界總會

會長的佛光山開山宗長是：（甲）聖嚴法師；（乙）星雲大師；（丙）證嚴上人；（丁）唯覺和尚。

43. 法國世俗歌曲的泛稱，也是其愛情流行歌曲的代名詞；此種樂曲的特色是由敍事部分的樂段與樂

曲的反復部分架構而成，經過時間的變遷，再加上外來流行音樂要素的融入，形成如今這種多姿

多彩、風華絕代的新貌。這種樂曲是：（甲）嘻哈 (Hip Hop)；（乙）自由風說唱（Freestyle Rap）；

（丙）搖滾 (Rock 'n' Roll)；（丁）香頌 (Chanson)。              
44. 乳薊，又稱奶薊草(milk thistle)，菊科草本植物，莖和葉片被切開時會流出乳白色的組織液，具

有強力的抗氧化功能，可以保護肝臟細胞免受       破壞；此      內文字是：（甲）細菌；（乙）

放射線；（丙）自由基；（丁）病毒。 

45. 基於環保與節能減碳，環保人士開始推廣一個新觀念，即，食物由生產地送到消費者手上所需要

運送的距離愈長，運送過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就愈多，希望民眾能儘量選擇低「食物○○」的食

物，不但能照顧到自己國內農民的生計，還能以較低廉的價格買到相同的食品。這個新觀念指的

是：（甲）食物里程；（乙）食物熱量；（丙）食物用水量；（丁）食物製程。 

46. 日本於 2011 年 3 月 11 日發生芮氏規模 9.0 級地震，引起嚴重海嘯、火災和核洩漏事故，導致大

規模的地方機能癱瘓和經濟活動停止，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傷亡最慘重的自然災害。該核洩漏

事故是發生於      核電站：（甲）福島；（乙）廣島；（丙）釣魚島；（丁）東京。 

47. “An agreement to cover a loss resulting from the insured’s liability to a third party, such as a loss 
incurred by a driver who injures a pedestrian.” 此「第三人責任保險」合同大要之中“pedestrian”一
字是下列何意義？ （甲）顧客；（乙）乘客；（丙）行人；（丁）駕駛人。 

48. 父母來自台灣，生於美國加州，畢業於哈佛大學，主修經濟學，進入 NBA 為美國職業籃球隊員；

身高 191 公分，目前投效紐約 尼克隊主打控球後衛， 2012 年 2 月起有機會上場，表現十分亮眼，

有「哈佛小子」之稱的是：（甲）周士淵；（乙）林書豪；（丙）張羽霖；（丁）陳建州。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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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西德主辦 1972 年夏季奧運會期間，以色列代表隊 12 名運動員被巴勒斯坦黑色九月組織恐怖分子

劫持，當時西德政府營救行動未能成功，導致以色列人質最後全部死亡；此一慘案發生的城市是：

（甲）柏林；（乙）慕尼黑；（丙）法蘭克福；（丁）漢堡。 

50. 神州易幟，國民政府遷台；為減低田租，保障農民收入，並切實扶植自耕農，使其有自己的田地

可以耕種，政府遂以法令規定，徵收地主私有的超額出租土地，放領予農戶，而以政府發行的公

債、公營企業股票以及現金作為徵收土地的補償；關於上述政府措施，以下何者為不正確：（甲）

此屬民生主義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乙）政府制定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作為上述政府

措施的法律依據；（丙）政府藉由釋出四大公營企業股票，將地主的土地資本轉成產業資本，這

是台灣民間資本確實發展的一個出發點；（丁）由於上述政府措施導致土地大量分割，不利農業

機械化、規模化，而此結果與繼承土地遺產分割制度無關。 

 

祝 身體健康 考試順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