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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級 
法律學系法律專業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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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為簡答題，共二十五題，每題二分；第二部分為選擇題，共二十五題，每

題二分；各題皆為：完全答對始給分，答錯或錯/別字、超限/漏字，或潦草、塗改至難以辨識，不計分/不倒扣。請仔細閱讀各部分說明

及各題題目，把握時間，審慎作答。 祝考試順利！ 

壹、 簡答題（50%） 

說明：共二十五題，每題二分；請依題示將答案端正書寫於答案卷上。 

01. 台灣海岸特有的植物景觀，由於有像紅茄苳、水筆仔這類生長在河口、海岸沼澤區域耐鹽性常綠

灌木或喬木樹林，可抵消波浪直接沖擊，具水土保持之功效，同時它也是沼澤地區的生產者，有很

多鳥類、魚、蝦、貝類等直接或間接的依靠它供應食物，構成一個複雜的食物網。此種負有生態保

育的重責大任，並有「天然海岸衛士」美名的胎生植物景觀是：ˍˍˍˍˍˍ（三個字）。 

02. 北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目前的最高領導人，名叫：ˍˍˍˍˍ（人名，漢字三個字，依原文

發音其英文直譯為Kim Jong Il）。 

03. 南韓（大韓民國）前不久舉辦選舉，選出該國最高領導人，已正式就職，其大統領名叫：ˍˍˍ

ˍˍ（人名，漢字三個字，依原文發音其英文直譯為Lee Myung Bak）。 

04. 武昌、漢口、漢陽鼎足而三，昔稱「武漢三鎮」，為兵家必爭之地，今稱「武漢市」，為華中東西

南北水陸交通之樞紐，係屬中國之       （省名，兩個字）省境內大城市。 

05.「弄璋欣有喜」及「產鳳慶生輝」是國人祝賀他人常見對聯，屬一應用文體，講求對仗工整、辭意

貼切及聲韻協調，其中「弄璋」係用以祝賀他人      （兩個字，敘述必須精確）。 

06. 書信類文章中稱「令愛」或「令媛」，係指他人的「      」（親屬，兩個字）。 

07. 地處中國西南之高原，虞舜時三苗竄居地，漢為西羌部落，唐屬吐魯蕃，行政權操之在喇嘛。清

康熙平定其反叛後，始名為「      」（地名，兩個字），與蒙古同為我國兩個地方行政區域，其首府

在拉薩；1950 年中共入境，置自治區；1959 年因反共事件，達賴喇嘛走避印度，共軍出兵控制全

境；最近當地又因動亂，共軍再度出兵鎮壓，並封鎖消息，事為世人所關切。  

08. 三字經裡有「五常」之說，其意在以這五種不變的法則做為做人處事的標準，社會就會永保祥和；

「五常」除「禮、智、信」之外，尚有       。（兩個字） 

09. 位於中美洲西北部，首都與國家同名，其北與西鄰接墨西哥，東與東南與宏都拉斯及薩爾瓦多接

壤，東臨加勒比海，西南瀕太平洋；馬雅印地安人曾在此建立高度發展文明，如今已衰落；人民

過著純樸的農牧生活，西班牙語為土語以外之該國通用語。此一農業國是：ˍˍˍˍˍ（國名之中、

英文，可擇一作答）。 

10. 據傳係施耐庵所寫，描述北宋末年政治與社會亂相，書中到處可見權貴欺壓百姓的個案，導致官

逼民反，108 好漢先後群聚梁山泊，憤而與昏君奸臣操持的朝廷對抗，為百姓出氣之故事；這本章

回小說書名是         （三個字）。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9%B2%9C%E6%B0%91%E4%B8%BB%E4%B8%BB%E4%B9%89%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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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人生觀，一位北京大學的歷史學者與哲學家於 1942 年在抗戰烽火時所寫的書，亦是作者對當時

西南聯大全校學生演說之題目；首先強調「知識的責任」－沒有實行的知識，就是沒有生命的學問，

容易忘記且沒有作用；許多人常把「學問與智慧」混淆，孰不知智慧是建基於解決問題；不預設立

場，一絲不苟，系統化，博約並重，是學問的方法，最後還要加入身體力行，才稱得上由學問中得

智慧。青年人在奮發向學、知識救國之時，更應該堅守「愛榮譽甚於愛名譽」的原則，一個為目的

不擇手段的人絕不可能無傷於世而得到這莫大的榮譽。此書作者是中央大學故校長       （人名，

三個字）            先生。 

12. 博鰲亞洲論壇（英文為Boao Forum for Asia，縮寫BFA，或稱為亞洲論壇、亞洲博鰲論壇），由 25
個亞洲國家和澳大利亞發起，於2001 年2 月 27 日正式宣佈成立。成立之時通過了《宣言》、《章程

指導原則》等綱領性文件。論壇為非官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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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論壇總部的永久所在地

是在中國       省（地名，兩個字）的博鰲鎮。 

13. 旅居海外多年，以寫作蔣經國傳等書，轟動一時；嗣於美國自宅遭陳啟禮、吳敦等人槍擊死亡，

死者本名劉宜良，筆名是：ˍˍˍ（兩個字）。 

14. 中華民國總統於       （兩個字）時依據憲法規定應宣誓，其誓詞為：「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

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福利，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

厲之制裁。謹誓。」     

15. 現代著名學者，安徽績溪人，曾歷任北京大學教授、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長等職；深受赫

胥黎與杜威的影響，畢生宣傳民主、科學；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

方法。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領袖之一。這位令人尊敬的已故哲學家是ˍˍˍˍ先生

（姓名，兩個字）。 

16. 相信曾於電子信箱郵址中見過「@」這個符號，請簡要說明其代表何意義？ˍˍˍˍˍˍˍ。（其

中、英文意義，可擇一作答；但不能以俗稱「小老鼠」之類作答） 

17. 華語流行音樂歌手，桃園縣 中壢市人，就讀彰化師範大學期間曾多次參加校內外歌唱比賽，得到

多項冠軍。2007 年參加電視台競賽型歌唱節目「超級星光大道」第一屆比賽，擅長「背叛」一曲，

因歌聲深情感人而瞬間爆紅。但在比賽進入最後六強後，因為謊報年齡而主動退出比賽，更引起

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和廣泛討論。雖然如此，仍經民眾票選為「人氣王」的是：ˍˍˍˍ。（姓

名，三個字）   

18. 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轄下的獨立執法部門（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簡稱

ICAC），專責打擊貪污，成立於1974 年2 月 15 日（其前身為反貪污部）。多年以來，ICAC致力打

擊貪污，使香港成為全球最廉潔的城市之一；亦致力與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執法機關共同打擊跨境

貪污罪案，成績斐然。ICAC的中文名稱一般瞭解是：ˍˍˍˍˍˍ（名稱，四個字）。 

19. 明 區大用詩曰：「胼手胝足不言瘁，烈風淫雨有時休。」此詩中「胼手胝足」係指ˍˍˍ（兩個字）

與腳底因長期勞動摩擦而生厚繭，形容辛勞之意。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B1%E6%96%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E%B3%E5%A4%A7%E5%88%A9%E4%BA%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1%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E6%9C%8827%E6%97%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9%99%85%E7%BB%84%E7%BB%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4%BF%E5%BA%9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1%E4%B8%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8F%E6%B5%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4%BE%E4%BC%9A&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E%AF%E5%A2%8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E%BA%E5%9D%9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9A%E9%B3%8C&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D%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A9%E6%BA%AA%E5%8E%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E5%A4%A7%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7%A0%94%E7%A9%B6%E9%99%A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B0%94%E5%BE%B7%E6%96%AF%C2%B7%E8%B5%AB%E8%83%A5%E9%BB%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B0%94%E5%BE%B7%E6%96%AF%C2%B7%E8%B5%AB%E8%83%A5%E9%BB%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4%B8%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6%96%87%E5%8C%96%E8%BF%90%E5%8A%A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F%AF%E8%AA%9E%E6%B5%81%E8%A1%8C%E9%9F%B3%E6%A8%82&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8C%E6%89%8B&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1%83%E5%9C%92%E7%B8%A3&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5%A3%A2%E5%B8%82&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C%8B%E7%AB%8B%E5%BD%B0%E5%8C%96%E5%B8%AB%E7%AF%84%E5%A4%A7%E5%AD%B8&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7%E5%B9%B4&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7%E5%B9%B4&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A6%96&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6%85%E7%B4%9A%E6%98%9F%E5%85%89%E5%A4%A7%E9%81%93&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89%B9%E5%88%A5%E8%A1%8C%E6%94%BF%E5%8D%80%E6%94%BF%E5%BA%9C%E9%83%A8%E9%96%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AA%E6%B1%A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7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E6%9C%881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2%E6%9C%881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2%E6%9C%8815%E6%97%A5
http://zh.wikipedia.org/wiki/2%E6%9C%8815%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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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08年8月 8日本屆夏季奧運會預計在北京開幕；而上屆夏季奧運會係於 2004年在何城市舉行？

ˍˍˍˍˍ。（城市名；可擇其中文或英文名稱作答） 

21. 曾任美國副總統，於 2000 年接受民主黨提名競選美國總統失利後，投身全球暖化危機意識宣導工

作，拍攝 “An Inconvenient Truth” （不願面對的真相）影片，榮獲美國電影學會( American 
Academy Award)最佳紀錄片獎(documentary film) 的是ˍˍˍˍˍ。（人名；可擇其中文或英文姓名作答）

22.  數年前臺灣開始流行稱呼那些呆在家裡常不出門、愛打線上遊戲、或是沒女朋友、穿著不修邊幅、

講話遲鈍的男性，不需要從日本語「御宅族」原意去衍生，就可被自動歸類為：        （兩個字，

非親切尊重用語）。 

23.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訊問被告，應先詢其姓名、年齡、籍貫、職業、住所或居所，以查驗其人

有無錯誤，如係錯誤應即釋放。」此種訊問是為：「ˍˍˍ」（法律通用名詞，二個字）訊問。 

24. 於自然人以外，尚有一種民事法律上主體，是為法人，須依法設立登記始得成立，而以公益為目

的之法人，於登記前尚應得主管機關之許可，此種法人有公益社團法人以及              （名稱，

四個字，基金會及私立學校屬之）兩種。 

25. 「雙殺」為棒球賽中一術語，指防守方於一局中以嚴密守備接連於瞬間將攻擊方兩名球員刺殺出

局，「雙殺」的英文是ˍˍˍˍˍˍˍˍ（兩個字）。 

貳、 選擇題（50%） 

說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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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除註明複選題外，餘均為單選題

26. 除人以外，台灣唯一的靈長類，其自然族群只分佈在台灣，為台灣特有種，是台灣森林中的「土

著」；毛髮主要為灰褐色，聰明機靈，廣泛分布於各山區，棲息環境以濃密之天然林為主，喜出

現於裸露之岩石或水源地附近，台灣的中央山脈及東部海岸山脈，都可以見到牠們的蹤跡，牠是：

（甲）台灣黑猩猩；（乙）台灣黑熊；（丙）台灣獼猴；（丁）梅花鹿。 

27. 美國某大學食品研究中心在對全球 27 種常見水果是否含 29 種營養素（包括 9 種礦物質、10 種維

生素、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纖維、脂肪和膽固醇在內）進行分析之後，發現kiwi含營養成份最高，

可促進腸蠕動，提升睡眠品質，含大量鎂，有足夠的益智益腦功效，是營養活力之源。它是：（甲）

奇異果；（乙）核桃；（丙）水蜜桃；（丁）香蕉。 

28. 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之一，敘述賈寶玉、林黛玉及薛寶釵之間三角戀愛的章回小說，有甚多關

於佛教、道教、儒家思想的描寫與戲謔，富神話的色彩，並反映當時的政治禮教、社會生活、經濟

制度及文化發展，乃至服裝穿戴、飲食藥膳、建築亭閣、舟車行轎等層面，亦描寫傳統中國貴族生

活的腐敗與頹廢；此巨作是：（甲）西廂記；（乙）牡丹亭；（丙）紅樓夢；（丁）桃花源。 

29. 南宋理學家，將《論語》《孟子》及《禮記》中的《大學》《中庸》兩篇，合訂為一書名曰《四

書》， 著有《四書集注》等書，明、清兩代被列為儒學正宗，是理學的集大成者，理學的作用和

影響力僅次於孔子，該大儒是：（甲）朱銘；（乙）朱熹；（丙）程顥；（丁）程頤。（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8%E6%9C%888%E6%97%A5&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8%E6%9C%888%E6%97%A5&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8%E6%9C%888%E6%97%A5&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8%E6%9C%888%E6%97%A5&variant=zh-hk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ademy_Award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cumentary_fil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9B%E5%A4%A7%E5%90%8D%E8%91%9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3%88%E5%AF%B6%E7%8E%8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E%97%E9%BB%9B%E7%8E%8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6%9B%E5%AF%B6%E9%87%B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9B%E6%95%9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3%E6%95%9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4%92%E5%AE%B6&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5%9E%E8%A9%B1&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6%AE%E6%95%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8D%E8%A3%9D&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3%B2%E9%A3%9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B%BA%E7%AF%89&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2%B4%E6%97%8F&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8%8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8%8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D%94%E5%AD%90&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8%8B%E9%A1%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8%8B%E9%A0%A4&variant=zh-tw


東吳大學九十七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4 頁，共 6 頁 

系 

級 
法律學系法律專業碩士班 

考試 

時間 
 90 分鐘 

科 

目 
綜合常識測驗 

本科 

總分 
 100 分 

 

30. 知名布袋戲操偶藝師及著名布袋戲劇團「五洲園」的創始人，在台灣布袋戲界被尊稱為「通天教

主」，曾獲教育部民族藝術藝師、全球中華文藝藝術薪傳獎、終身奉獻獎、行政院文化獎以及國

家文藝獎等殊榮，一生獲獎無數， 2007 年1 月 16 日病逝家中，享壽 107 歲，這位全國最高齡之

布袋戲宗師是：（甲）黃俊卿；（乙）黃俊雄；（丙）黃馬；（丁）黃海岱。 

31. 麻六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是位於馬來半島與蘇門答臘島之間重要的狹長國際水道，連接溝通

太平洋與印度洋。麻六甲海峽目前由以下哪三國共管？[複選題，全對始得分]（甲）新加坡；（乙）

馬來西亞；（丙）印度尼西亞；（丁）印度。 

32. 《京都議定書》（Kyoto Protocol）是《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的補充條款，於1997 年12 月在日本京都由聯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參加國經三次會議制定的；其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量穩定在一個適當的水準，進而防

止劇烈的氣候改變對人類造成傷害。」此處之溫室氣體係指以下何者？[複選題，全對始得分]（甲）

臭氧；（乙）二氧化碳；（丙）甲烷；（丁）水氣。 

33. 於李安導演的好萊塢影片「斷背山」中，飾演與另一牧場同事發展出同性感情的美國牛仔一角，

雖未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但於該片及其他影片精彩演出，頗獲佳評；惟於 2008 年元月下

旬，離奇在紐約寓所去世，僅得年二十八歲，歸葬於澳洲。該演員係：（甲）希斯萊傑(Heath Ledger)；

（乙）傑克葛倫霍(Jake Gyllenhaal)；（丙）藍迪奎德(Randy Quaid)；（丁）休傑克曼(Hugh Jackman)。   

34. 近三年來美國深受「次級房貸風暴」所困擾，此詞正確英文用語係：（甲）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乙）Secondary Loan Typhoon；（丙）Sub-loan Tornado；（丁）Primary Housing Loan Wave。 

35. 戶外紫外線指數 10~15，倘連續在戶外曝曬達十五分鐘人體就會曬傷，依據行政院環保署公告之

曝曬級數，這屬：（甲）中量級；（乙）過量級；（丙）危險級；（丁）低量級。 

36. 世界之標準時間係以世界子午線起點之格林威治天文台當地報時為準，該天文台在：（甲）法國；

（乙）英國；（丙）義大利；（丁）瑞典。 

37. 「全球暖化」對人類文明造成問題是，因為它會導致各種危機，以下何種危機與全球暖化無關：

（甲）威力強大的暴風雨和旱災；（乙）冰河融化、海平線上升；（丙）非典型肺炎(SARS)散播；

（丁）氣候模式驟變。 

38. 目前越南有四大國際貿易港口，以下何者不是此處所指的國際貿易港口：（甲）西貢；（乙）海防；

（丙）峴港；（丁）河內。 

39. 莎士比亞最短的悲劇，也是他最受歡迎的作品，敘述因渴望權力而背棄朋友的故事；主角因野心

而墮落，作惡以後，開始懼怕正直的人，進而與正直的人為敵；犯錯後良心不安，卻不肯悔罪反

而更加選擇墮落的人性幽暗。莎翁將那種慾求追逐、罪惡感與更加犯罪俾壓抑罪惡感的過程，刻

畫的非常生動深刻。此部典型的作品經常在世界各地的專業和社區劇院上演。此作品是：（甲）哈

姆雷特；（乙）奧賽羅；（丙）李爾王；（丁）馬克白。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8%A2%8B%E6%88%B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3%E8%A2%8B%E6%88%B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4%E6%B4%B2%E5%9C%9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0%9A%E5%A4%A9%E6%95%99%E4%B8%BB&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5%99%E8%82%B2%E9%83%A8&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A1%8C%E6%94%BF%E9%99%A2&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7%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2007%E5%B9%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E6%9C%8816%E6%97%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E6%9C%8816%E6%97%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E6%9C%8816%E6%97%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1%E6%9C%8816%E6%97%A5&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B%83%E4%BF%8A%E9%9B%8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6%9D%A5%E5%8D%8A%E5%B2%9B&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B%8F%E9%97%A8%E7%AD%94%E8%85%8A&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D%E9%99%85&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5%B7%E5%B3%A1&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A%E5%B9%B3%E6%B4%8B&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BA%A6%E6%B4%8B&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B0%E5%8A%A0%E5%9D%A1&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6%9D%A5%E8%A5%BF%E4%BA%9A&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A&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B0%E5%BA%A6%E5%B0%BC%E8%A5%BF%E4%BA%9A&variant=zh-hk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6%A1%86%E6%9E%B6%E5%85%AC%E7%BA%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97%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C%E9%83%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AE%A4%E6%B0%94%E4%BD%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5%AE%A4%E6%B0%94%E4%BD%9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8C%E6%B0%A7%E5%8C%96%E7%A2%B3&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B2%E7%83%B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B4&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E%8E%E5%A3%AB%E6%AF%94%E4%BA%9E&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2%B2%E5%8A%87&variant=zh-tw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B8%E5%9E%8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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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08 年舉行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選舉，以下何者並非該次選舉的候選人：（甲）蘇貞昌；（乙）

馬英九；（丙）陳水扁；（丁）謝長廷。 

41. 媽祖俗名林默娘，宋人，傳說有「千里眼」、「順風耳」隨從，主要神跡是救濟海上遇難生民於千

里之外。媽祖自北宋時起即受人建廟膜拜，逐漸傳播到福建、浙江、廣東等沿海省分，並向海外

的臺灣、琉球、日本、東南亞（如泰國、馬來西亞、新加坡）等地傳布，歷經千百年，對於華人

沿海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相傳媽祖出生於：（甲）福建莆田；（乙）臺灣大甲；（丙）廣東潮州；

（丁）浙江普陀。  

42. 電影明星從政，曾任加州州長，1981 年起兩任美國總統，任內採取有效措施刺激經濟成長、對抗

通貨膨脹、增加就業、強化國防，政績斐然；而於外交上採取「以實力維持和平」為導向的強勢

作為，剛柔並濟，改善與前蘇聯之關係，曾與蘇聯領袖戈巴契夫(Mikhail Gorbachev)戲劇性數度會

談，成功簽訂消除中程核子導彈條約；冷靜決斷，有效打擊共產勢力與國際恐怖主義，導致推倒柏

林圍牆、崩解前蘇聯。為人幽默，機智果敢，世所景仰，其人品、節操、專業修養及能力表現，

為近世美國歷任總統所僅見，2004 年病逝。這位美國故總統是：（甲）卡特；（乙）雷根；（丙）福

特；（丁）甘迺迪。   

43. 依我國公司法規定，以下哪一敘述不正確：（甲）一人以上（含一人）股東可以組織成立有限公司；

（乙）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可組織成立股份有限公司；（丙）無限公司係指二人以

上股東所組織，各股東對公司債務負連帶無限清償責任之公司；（丁）股份有限公司股東除就其所

認股份，對公司負繳付股款責任外，就公司對外所欠債務尚須負清償責任。 

44. 關於膀胱癌，以下哪一敘述不正確：（甲）血尿是膀胱癌最常見的徵狀；（乙）抽菸是增加膀胱癌

發病率的危險因素；（丙）因工作關係經常接觸工業用化學物質（例如油漆業用化學品），可能導

致罹患膀胱癌；（丁）罹患膀胱癌的患者大多數是三十歲左右的工人，而非六十歲以上的老年人。

45. 關於痛風，以下敘述正確的是[複選題，全對始得分]：（甲）痛風是因尿酸過多而起的關節炎；（乙）

痛風是中年以上體重超重男性較易罹患之病症；（丙）痛風通常有家族遺傳傾向；（丁）痛風是因

尿酸結成晶體，沉積在關節之內（例如：拇趾跟部、膝、腕及踝關節），引起劇痛。 

46. 關於腸病毒，以下哪一敘述不正確？（甲）傳染途徑主要是糞口傳染；（乙）流行的高峰期是春夏

季；（丙）各種年齡層皆可能感染，但以 3 歲以下的嬰幼兒為高危險群；（丁）得過一次以後終身

免疫。 

47. 按目前我國法律規定，「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路或其他媒體，散

布、播送或刊登足以引誘、媒介、暗示或其他促使人為性交易之訊息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這法律是：（甲）中華民國刑法；（乙）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

制條例；（丙）性交易防制法；（丁）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48. 關於行政行為，以下哪一敘述不正確？（甲）行政行為內容應明確；（乙）行政行為，非有正當理

由，不得為差別待遇；（丙）行政行為由行政機關任擇其認為最有利之方法為之；（丁）行政行為

應受法律及一般法律原則之拘束。      （未完，下頁尚有考題） 

http://www.rclaw.com.tw/6Laws.asp?SwType=2&Ftype=detail&LawId=116
http://www.rclaw.com.tw/6Laws.asp?SwType=2&Ftype=detail&LawId=116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D008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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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倘若法律規定：「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

結婚之登記。」今有成年甲男與成年乙女欲結婚，如適用上述法律規定論斷其二人結婚是否合法，

下述何者並非要件[複選題，全對始得分]：（甲）甲男與乙女之結婚，須有公開之儀式，例如：舉

行婚宴並通告親友；（乙）甲男與乙女之婚書須經二人以上證人的簽名；（丙）甲男與乙女均須

徵得雙方家長同意其二人結婚；（丁）甲男與乙女向戶政機關完成結婚之登記。 

50. 倘若法律規定：「阻塞戲院、商場、餐廳、旅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

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阻塞集合住宅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生

通道，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者，亦同。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致重

傷者，處五年以下有期徒刑。」今某戊被控違反上述規定，於法院認定某戊是否符合上述犯罪構成

要件時，以下何事項可不必考慮：（甲）某戊有無阻塞戲院、商場、餐廳、旅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之行為，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乙）某戊有無阻塞戲

院、商場、餐廳、旅店或其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公共場所之逃生通道之行為，致人死傷；（丙）

某戊有無因其阻塞行為，造成他人財產上損害；（丁）某戊有無阻塞集合住宅或共同使用大廈之逃

生通道之行為，致生危險於他人生命、身體或健康，或致人死傷。 

 

祝 身體健康 考試順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