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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01. 為健全金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金融穩定與促進金融市場發展，民國 93 年新設「行政院    

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實踐金融監理一元化目標，該會下設銀行局、證券期貨局、檢查局、

ˍˍˍ 局，及相關處、室。 

02. 中鋼創辦人，一身傲骨、滿懷抱負，在國家處境艱難之際承擔創建大煉鋼廠使命，為台灣開

展出鋼鐵傳奇，其無私奉獻的精神彌足珍貴；七十年間曾任經濟部部長，明白指出國營事業經

營的「三呆（呆料、呆時與呆人）」時弊，加以大力整頓；特別強調「政務官要有風骨」，樹立

了剛正不阿、不畏權勢的節操，有「鐵頭」之美稱，也是當前國內政經環境最渴望的甘霖。不

幸於民國 97 年夏天辭世，享壽九十三歲。他是：ˍˍˍˍˍ 先生。 

03. 原本以漁業、觀光為主要財政收入的國家，在過去十年間，藉由湧入的外來投資（多與能源

資源有關），不斷推升其勞動需求、工資與幣值，刺激過熱的高度消費與高額的政府借貸，一

度造成了富裕的假象；以高息吸引全世界的存款，再轉向投資操作更高槓桿的標的，國家搖身

一變成為投資銀行；今遭遇金融海嘯，從全球人均所得最高國家淪為人均負債 20 萬美元的國

度，面臨前所未見的全國破產命運。此北大西洋的 是        。 

04. Chanson (香頌) 原意就是歌曲，它是   國世俗歌曲的泛稱，也是其愛情流行歌曲的代名詞。

嚴格說起來香頌並非世界音樂，但卻因該國語文的腔調和器樂伴奏營造的特殊氛圍，成為世界

音樂中的「顯學」。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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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華絕代的香頌新貌。

在世界各國的流行歌曲中，要找到像香頌這般講究歌詞意境描寫的，實在不多。Chanson (香
頌)是：       特有的通俗音樂。 

05. 歐元（€）係發行流通於 EU 各成員國間的共通貨幣，而 EU 此一 為：

ˍˍˍˍˍ 。 

06. 桃花源記「芳草鮮美，落英繽紛」中之「英」字，乃指     也。                  

07. 東晉著名「田園詩人」，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灑脫不羈，率真自得，為 鄉鄰之所貴；著

五柳先生傳、歸去來辭并序、桃花源記等，千古傳頌；因為本性率真自然，厭惡官場的黑暗，

加上熱愛田園生活，所以決定辭官歸隱，重投大自然懷抱。此不願為五斗米折腰的田園詩人

係ˍˍˍˍ 。 

08. 南歐係指庇利牛斯山及阿爾卑斯山以南面臨地中海的地區，包括伊比利半島、義大利半島以

及ˍ          半島等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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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世界上石油主要蘊藏於西亞，重要產油國如伊朗、沙烏地阿拉伯、科威特、阿拉伯聯合大公

國、伊拉克等，多分布於波斯灣沿岸，其中ˍ             的

量高居 。  

10. 柏楊，嘗以筆名鄧克保發表戰爭小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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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批判及譏諷時政而獲罪，長期囚禁於綠島；經國際特赦組織

等人權團體的奔走伸冤，公元 1976 年獲釋；除專事寫作外，尚積極推動有關人權事務，2008
年春歡度米壽後病逝。 「 」是指：過ˍˍˍˍ 。 

11.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西遊記》講述唐玄奘法師西天取經的故事，表現了懲惡揚善的古老主題；

成書于 16 世紀明中葉，自問世以來在中國及世界各地廣為流傳，被翻譯成多種語言。關於此

書的 ，舊時傳說是元朝的全真教道人丘處機，現在則一般認為是明朝的ˍˍˍˍˍ

。 

12. 台灣青年林義傑與美國人 Charlie Engle 及加拿大人 Ray Zahab 共組一隊，從塞內加爾出發，

利用百餘天時間徒步跨越長達 5100 公里的沙漠，完成全人類最大極限挑戰壯舉。該 名稱

是：ˍˍˍˍˍ  

13.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5 條第 4 項之規定（94 年 06 月 10 日修正公布）：司法院大法

官，除依憲法第七十八條之規定（36 年 01 月 01 日公布）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理總統、副

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而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ˍˍˍ ，

並有統一解釋法律及命令之權。」 

14.  近年來東非海盜勢力猖獗，襲擊各國往來亞丁灣及印度洋船舶，由於其裝備先進，火力強大，

組織周密，每每劫持商船強索鉅額贖金，已嚴重威脅往來船舶之安全。為維護海上運輸暢通

與安全，美國、中國、南韓、日本等紛紛派遣海軍/自衛隊船艦至多事之亞丁灣海域護航，以

對抗惡名昭彰之東非海盜。 據傳，該夥海盜係 ˍˍˍˍˍ 費比安奴艾拿之瀕

海基地。 

15. 相信你/妳曾於書籍資料中見過「♀」這個 ，請簡要說明其代表何 ？ˍˍˍˍ 。 

16.  臺灣島的三大平原之一，東臨太平洋，位於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北端之間，面積不大，由蘭

陽溪沖積而成，盛產水稻，漁獲亦豐。這是       。 

17. 旅日知名棒壇明星，祖籍浙江青田，生於日本；年少之時即以擅投能打，活躍於日本棒球場，

其獨創「金雞獨立稻草人」打擊法，橫掃千軍，曾創下棒球生涯 868 支全壘打的輝煌紀錄。

1980 年 11 月退休後改任職棒教練，以治軍嚴謹，奮戰不懈，名滿東瀛；但始終以有中華民國

國籍為榮，而未歸化日本。這位最教人津津樂道的 是：ˍˍˍˍˍ。  

18. 美國新任總統 OBAMA，係美國有史以來第一位非洲裔總統，於競選時始終強調的一個字，以

表達選民共同追求之理念，果然切中時弊，引起廣泛迴響而順利當選。  此深具啟發的

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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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伊里亞得(Iliad) 是希臘詩人荷馬的作品，內容描述特洛依與希臘之間的戰爭，曾被拍攝成

ˍˍˍˍˍˍˍˍˍ ，描述：特洛依雖負隅頑抗，最終被希臘聯軍

施計策征服的神話史詩。 相傳希臘聯軍佯裝敗退，將木馬造型超大藝品棄置城外，特洛依人

誤以為係天賜吉祥物，將之拖入城中，狂歡慶祝，夜晚藏匿於馬腹內之希臘兵士，趁特洛依

人不備跳出廝殺，裡應外合終於征服特洛依。 

20.       （ ）是一種不能飛的鳥，也是現存最大的鳥，過著遊牧般的群居生活；它同時是

陸地上跑路最快速的鳥，在沒有休息的情形下，相傳 30 分鐘能夠跑 45 英哩(72 公里)。 

21. 贈予臺灣的兩隻熊貓（按：臺灣沿用舊名 、 ，是屬於熊科的一種哺乳動物），於 2008 年 12
月 23 日由中國大陸運抵臺北市立木柵動物園。檢疫隔離結束，這兩隻大熊貓自 2009 年春節

起正式開放參觀。最近因其中一隻大熊貓已進入發情期，必須隔離，以免傷害。該發情的大

熊貓名字是      （ ）。 

22.            鐵路是世界上最長的鐵路，連接俄羅斯首都莫斯科與日本海岸的海

參崴，全程需時七日，穿越八個時區。 

23. 巴拿馬運河於 1914 年完工通航，是世上唯一的聯洋運河，海上船隻從紐約到舊金山，若經過

此運河，則無須繞過南美洲的合恩角，節省航程約 12,480 公里，巴拿馬運河聯結了太平洋、

ˍˍˍˍ海及大西洋，在交通、經濟及戰略上具有重大價值。請寫出ˍˍˍˍ海的名字（

）。 

24. 萊因河發源於阿爾卑斯山，沿途風景如畫，流經瑞士、德國、法國以及       
，最終注入北海。 

25. 獨裁專政的凱撒遭暗殺後，其繼承人           以「恢復共和」為號召，平定群雄，嗣接受

元老院所上尊號「奧古斯都」，集行政、軍事、司法、宗教等大權於一身，開啟了羅馬帝國時

期。他是：ˍˍˍˍ 。                  

 50%  
 

26.  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時，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    ，三十而立，四十而不惑…（下略）」。

此   內文字是：（甲）道；（乙）德；（丙）學；（丁）理。 

27.  1972 年美國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但為維持雙方 正式官方關係，繼續售予我國防衛

性武器，美國國會曾特別立法，通過法律規範上述兩事項之外，尚規定：美國在臺灣設「美

國在臺協會」，而我國則在美國成立「北美事務協調會」作為雙方互相聯繫的機構。此一

其 是：（甲）美臺關係法；（乙）臺灣關係法；（丙）美國不支持兩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聲明；

（丁）臺灣海峽兩岸維持現狀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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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人體最重要的內分泌腺體中樞，大小如一粒紅豆，體積不超過 1 立方公分，重量約 0.6 公克，

位於腦底部的中央位置，可以調節合成與釋放人體荷爾蒙，其分泌異常時會造成巨人症、侏

儒症或末端肥大症。此 是：（甲）松果體；（乙）腦神經；（丙）腦下垂體；（丁）延腦。 

29.  醣醛酸(Hyaluronic Acid)，人體組織中自然存在而不可缺的一種 ，是肌膚真皮層中最主

要的保水成分，也是嬰兒皮膚水嫩的關鍵。醫學證實，它除可攜帶大量水分外（本身體積 500

倍），同時具有調控膠原蛋白生成的功效，可全面提升肌膚彈力，並撫平因缺水引起的小細紋，

使肌膚水嫩光采。它 ：（甲）尿酸；（乙）玻尿酸；（丙）單寧酸；（丁）胺基苯甲酸。 

30. 東漢和帝時為中常侍，創造紙之法，用樹皮、麻頭、破布和魚網作紙，既輕，價廉，又便利，

有蔡侯紙之稱。這位造紙的發明人是：（甲）蔡邕；（乙）蔡京；（丙）蔡鍔；（丁）蔡倫。 

31. 屬桃金孃科，多年生常綠喬木，相傳十七世紀時由荷蘭人自爪哇引入臺灣栽植，初期成果欠

佳；近二十餘年來自南洋引進新品種，加以改良，突破栽培技術，果實色美、汁甜，清脆可

口，有「黑珍珠、黑鑽石」稱號，廣受消費者歡迎的 ，是：（甲）柿子；（乙）番茄；

（丙）番石榴；（丁）蓮霧。 

32.  熱蘭遮城即今日之「安平古堡」，是荷蘭人來臺灣所建， 現今之：（甲）高雄縣；（乙）

嘉義縣；（丙）臺南市；（丁）臺南縣。 

33. 家庭成員遭受家庭暴力時，依家庭暴力防治法的規定，可向以下 聲請核發

分為 及 ：（甲）檢察官；（乙）管區警察局；（丙）直轄市、縣

（市）政府社會局（處）；（丁）法院。 

34. “A sauna is a small room or house designed as a place to experience dry or wet heat sessions, or 
an establishment with one or more of these and auxiliary facilities. These facilities derive from the 
Finnish sauna.” 由上述說明可知 Sauna 的 是來自：（甲）法國；（乙）德國；（丙）芬蘭；

（丁）土耳其。 

35. 依據政治獻金法的規定， 對同一「擬參選人」（按：

）每年捐贈「政治獻金」（按：

）總額，不

得超過新臺幣十萬元；而 對同一「擬參選人」每年捐贈「政治獻金」總額，

新臺幣：（甲）一百萬元；（乙）五百萬元；（丙）一千萬元；（丁）五千萬元。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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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庖廚也。」此    內文字是：（甲）惡；（乙）遠；（丙）厭；（丁）廢。 

37. 以下哪支球隊並 目前第五屆臺灣超級籃球聯賽（SBL）的 ：（甲）臺灣銀行隊；

（乙）米迪亞精靈隊；（丙）璞園建築隊；（丁）泰瑞電子隊。 

38. 臺灣媒體經過廣泛徵詢，認為以下何一字最足以形容去(2008)年臺灣社會的整體情況：（甲）

貪；（乙）窮；（丙）亂；（丁）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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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從小有強烈好奇心，對不明白的事總是打破砂鍋問到底，刻苦自學，勇於嘗試與創新，累積

豐富自然科學知識；除了在留聲機、電燈、電話、電報、電影等方面的發明和貢獻以外，在

礦業、建築業、化工等領域也有不少著名的創造和真知灼見。 一生共有約兩千項創造發明，

為人類的文明和進步作出了巨大的貢獻。這位舉世聞名的 是：（甲）瓦特；（乙）愛迪生；

（丙）法拉第；（丁）牛頓。 

40. 義大利文藝復興時期奇才，長於繪畫、音樂、建築，亦是數學、機械、土木、天文、解剖、

植物等方面一流學者。一生中完成的著名畫作，如最後的晚餐、基督的洗禮、石窖的聖母、

蒙娜麗莎的微笑等，令人讚嘆不已。這位偉大的 是：（甲）莫里哀；（乙）達爾文；（丙）

達文西；（丁）米開蘭基羅。 

41. 臺灣高速鐵路已通車路段中，臺灣高鐵臺中站是位在：（甲）臺中市；（乙）大里市；（丙）

臺中烏日；（丁）臺中大甲。 

42.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以下哪一敘述 ：（甲）公務員於執行職務行使公權力時，因故意或

過失不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乙）公務員怠於執行職務，致人

民自由或權利遭受損害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丙）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無

須先經書面請求、協議，請求權人得逕向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以力求便民；（丁）國家損

害賠償，除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外，適用民法規定。 

43. 「人有悲歡離合，月有陰晴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里共嬋娟。」以上名句摘自

水調歌頭。 是：（甲）蘇軾；（乙）柳宗元；（丙）韓愈；（丁）王維。            

44.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有六種，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以下何種處分 ？（甲）撤

職；（乙）休職；（丙）減俸；（丁）記過。 

45. 臺灣第一座由混凝土為材料所構成的雙曲線薄型拱壩，亦係目前臺灣最高之水壩；集水區橫

跨臺中縣、南投縣和宜蘭縣，蓄水面積約為 454 公頃，總蓄水量約為 1 億 7 千 3 百萬立方公

尺；設有 3 座豎軸法蘭西式的水輪發電廠機組，提供水力發電。它除了具有發電的功能以外，

並兼有給水、防洪及灌溉等多種功能。這是：（甲）德基水庫；（乙）翡翠水庫；（丙）石門水

庫；（丁）曾文水庫。 

46. 關於「十三行遺址」，以下何者 ？（甲）該遺址位於臺北縣八里鄉淡水河海口交界處

的南岸，挖掘出陶器、鐵器、墓葬等各類豐富的史前遺物；（乙）該遺址的主人生存於距今

約 1800 至 500 年前，在文化上屬於臺灣史前時期的鐵器時代，是目前臺灣唯一確定擁有煉鐵

技術的史前居民；（丙）該遺址被內政部訂為國家二級古蹟，目前保留遺址面積約一公頃，

並在遺址旁設立十三行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座縣立考古博物館；（丁）該遺址的主人很有可

能是 臺灣 卑南族人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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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關於商品製造人責任，民法以明文規定：如遇因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損害時（例如電

視機爆炸、除濕機自燃等），即推定（1）商品製造人具有過失、（2）商品欠缺合理可期待之

安全性、（3）損害與危險間具有因果關係，而由商品製造人負賠償責任。此係通過立法轉換

舉證責任；若要推翻上述推定，則須由            舉證證明無上述推定內容之情事，而不

負賠償責任。 是以下何者：（甲）該商品之最終使用者；（乙）商品製造人；（丙）

消保官；（丁）消費者。 

48. 以下哪一處 ？（甲）陽明山；（乙）太魯閣；（丙）金門；（丁）高美濕地。 

49. 關於牛奶，以下何者 ？（甲）有機牛奶通常可以放比較久，一般牛奶則為一個星期，

保存期限和牛奶是不是「有機」，很有關係；（乙）有機牛奶的製造者，使用「超高溫殺菌法」

（UHT），將牛奶以 138℃高溫殺菌 2~4 秒鐘；（丙）UHT 處理會破壞牛奶裡的部份維生素（不

過並不多），也影響了一些蛋白質，使得牛奶不能用來製造乳酪；（丁）經過 UHT 處理的牛奶

如果包裝適當，完全不需要存放在冰箱，維持未開封可以放在室溫下長達六個月。 

50. 關於科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以下何者為 ？（甲）今(2009)年全

世界都在紀念達爾文兩百歲冥誕，以及他的傑作《物種原始論》出版 3 00 週年；（乙）達爾文

將「雀鳥因適應不同島上的生存條件而變化」此一睿見，發展成完整的生物演化理論；（丙）

達爾文的生物演化論無論在 19 世紀還是在後來，都是第一個經得起嚴格科學檢驗的理論；（丁）

達爾文這位自然學者的理論，對基礎科學與應用技術（從生物科技到鑑識科學）言，至今仍

有實用價值。 

祝 身體健康 考試順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