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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台灣特有種動物，是除人類之外，唯一原住於台灣的靈長類，也是瀕臨絕種的保育類動物；為了

尋找食物，曾經三五成群下山至高雄壽山社區或是中山大學騷擾、搶奪食物，造成民眾與學生恐慌

的是：「台灣ˍˍˍ 」。 

02. 南宋名相，抗元被俘，寧死不屈，從容赴義，以忠烈及《正氣歌》名傳後世，與陸秀夫，張世傑

被稱為宋末三傑；於所作《過零丁洋》一文曾有「人生自古誰無死，留取丹心照汗青」名言的民

族英雄，是：ˍˍˍˍ 。 

03. 位於台灣海峽中央稍偏南之群島，為先民渡台的墊腳石，元代已正式設官治理；是台灣玄武岩最

主要分布之地區，甚具觀光條件，過去多次被倡議開放設賭場，惟 2009 年經當地公民投票否決，

此是：ˍˍˍ（ ）群島。 

04. 「獨孤臣      ，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孟子．盡心篇》意指不為統治者寵信之臣

子或不受關愛之庶出子女，如操危慮深，動心忍性，增益其所不能，其德慧術知可以通達。此句所

缺原文應是：「       」 。 

05. 相信您曾經見過「π」這個數學符號，請簡要說明其代表何意義？ˍˍˍˍ 。 

06. 《詩經》中的「巧笑倩兮，美目   兮」，此句所缺原文亦是 2009 年末台灣民間與報業合作電話

調查結果的「台灣 2009 代表字」，此字係「ˍ」 。 

07. 法官出身，東吳大學法學院開辦法碩乙組的倡議者與催生者，擔任重要公職數十年，建樹良多，

憂國憂民，語多發人深省，常自謙「三流公務員、二流律師」，但以「一流教授」自許；捐助成立

務實法學基金會，積極推行法治，培育優秀法律人才；2000 年因癌病逝，其人格、事功、學養與

讜論為世所欽仰的，是：ˍˍˍ教授 。 

08. 我國現任副總統是：ˍˍˍˍˍ先生 。 

09. 位於加勒比海上的西班牙島，西鄰海地，東與波多黎各隔海峽，北濱大西洋，南臨加勒比海，地

理位置得天獨厚，係歐美人士喜愛之度假聖地；被西班牙統治了三百多年後獨立，現為民主國家，

首都為 Santo Domingo；亦為傳統的棒球強國。此一中美洲友邦是：ˍˍˍˍˍ共和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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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曾任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報社總主筆；歷任政府公職，早年服務於行政院 美援會，以長篇報

告《台灣經濟發展之路》，獲先總統蔣中正賞識；後出任考選部部長 、監察院院長；

議論國是，臧否人物，文筆言論向以辛辣著稱；其與經濟學家蔣碩傑、劉大任當年的經濟論述大戰，

為眾所矚目；晚近出版自傳《壯志未酬》，抒發對國家社會的看法及對往事的回憶。這位九十高齡

的耆老經濟學家，是：ˍˍˍˍ先生 。 

11. 唐代詩人，字樂天，號香山居士，任官累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在文學上積極倡導新樂府運動，

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下了不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對後世

影響深遠；所作詩歌题材廣泛，形式多樣，平易通俗，「老嫗能解」，以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

琶行》傳誦後世；曾與元稹相酬詠，號為「元 白」，他是：ˍˍˍˍ 。 

12. 台灣第一大企業 、華人第一大民營科技集團 ，以及永齡文教慈善基金會

的創辦人；亦為卓越的科技人及懷抱雄心壯志的企業家，以提升華人國際競爭力為己任，致力於研

發創新，使全人類皆能享有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3C）產品之便利；名列富比士全球億萬富

翁榜多年，熱心公益、樂善好施，2008 年再婚時宣布未來將捐出個人名下九成財產作為公益之用。

這位充滿人文關懷的企業家，是：ˍˍˍˍˍ 先生。 

13. 2008 年台灣政權輪替，兩岸關係緩和改善，更加開放互動交流；經授權代表我方，與大陸海協會

磋商談判的，現任海基會董事長，是：ˍˍˍˍˍ 先生。 

14.生長於台灣的知名文化人，早年於中國時報撰寫「野火集」專欄，引起熱烈回響；任台北市政府文

化局局長期間推動本土文化及保護樹木等政策措施；其後客居香港，先後任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大

學客座教授、香港大學傑出人文學者、國立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在台灣社會民主化歷程中扮演一定

角色，被譽為台灣知識份子良心的代表人物。她是：ˍˍˍˍˍ 女士。 

15.曾任行政院院長，倡導廉能政治，關心國計民生，擘劃推動「十大建設」，造福台灣百姓；勤政愛

民，關懷疾苦，用心栽培本土優秀人才為民服務，作風平民化；領導政治改革、經濟建設，台灣得

以突飛猛進；任中華民國總統後，逐步推動政治民主化，開啟兩岸良性交流；1988 年初因病逝世，

暫厝頭寮。令台灣人民最為感念的這位政治領袖，是：ˍˍˍˍˍ先生 。 

16. 最具影響力的《紐約時報》專欄作家 湯馬斯．佛里曼（Thomas L. Friedman）年初應文化事業

邀請，訪問台灣，以其新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為主題進行演講，預測綠色能源科技將是下一波

的全球性產業，認為台灣應該從資訊科技產業發展成為能源科技國家，將會掀起另一波全球能源革

命的新浪潮，讓汙染性高的能源更貴，以刺激對潔淨能源的需求，是為 Green Revolution，此詞經

媒體中譯為「ˍˍˍˍ 革命」，十分貼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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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最早是一家紡織機公司旗下汽車部門，最後卻發展成為全球第一大汽車製造廠以及數一數二的日

本標竿企業，近因所製造之汽車煞車等系統一再出問題，面臨大規模全球召修的，是：ˍˍˍ汽車

公司 。 

18. 各自獨立存在，而其相互間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的二以上公司，於公司法上稱之為「ˍˍˍˍ 」

。 

19. 凡與自己有右列親屬關係﹝(i)血親之配偶(例如：弟媳)、(ii)配偶之血親(例如：岳母)，或 (iii)配
偶之血親之配偶(例如：妻之嫂嫂)﹞之一的人，依我國民法規定，無論直系、旁系，通稱是自己

的「ˍ」親 。                 

20. 所謂「洗錢」，依法包括：「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

產上利益」之行為；而「洗錢」，其英文名詞係： “Money ˍˍˍˍˍˍ” Money

L y 。 

21. 中華民國刑法乃規範犯罪與刑罰之法律，其第 320 條第 1 項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不法之所

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同法第 323 條規定：「電能、熱能及其他能量，關於本章

之罪(按：包括第 320 條第 1 項前述之竊盜罪在內)，以動產論。」準此，如有竊取他人之電能、熱能的行

為，亦可按「ˍˍˍ」罪 來論罪科刑。 

22. 繼杜拜債務危機之後，葡萄牙（Pˍˍˍˍ）、義大利（Italy）、希臘（Greece）、西班牙（Spain）
之公共債務已超過或逼近各該國 GDP 的 100%，嚴重衝擊歐盟經濟；有金融圈好事者將歐洲各該國

名之字首串聯成 PIGS 加以調侃。問：葡萄牙之國名英文是 ˍˍˍˍˍˍ 。 

23. 最近烏克蘭大選，經二度投票結果居次之現任女總理不服輸，主張：選舉勝出之男性候選人(前任

總理)涉嫌選舉舞弊，爰提起選舉訴訟，嗣又因故撤回。這次烏克蘭大選係選舉該國之「ˍˍˍ」

。 

24. 根據某周刊連續第三年所做的「大學生理財素養大調查」，發現目前大學生多具備理財基本觀念，

但相關知識及常識仍嫌不足。為因應 2011 年理財教育將列入九年國教、2014 年實施基測，各銀行、

大學及其他民間機構遂傾全力發展相關產品，例如：舉辦兒童理財研習營等；其實，所有的理財

知識，都要在ˍˍˍ 中重複練習及實際應用，才能達到最佳學習效果。 

25. 「聖淘沙名勝世界」斥資四十七億美元打造，其第一家賭場於虎年大年初一開幕；雖向以「道德

法治國家」自居的政府一直反對賭博，不過，為配合積極發展觀光業政策，只得鬆綁賭場設置，

但為了「保護」其國人，當地民眾入賭場須年滿廿一歲，並付七十美元入場費，以防沉迷賭博。

問：聖淘沙所在的亞洲國家其國名是 ˍˍˍˍˍ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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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今年初，首次以空載雷射導能武器，鎖定並擊毀一枚飛行中彈道飛彈的，是以下何一國家：（甲）
俄羅斯；（乙）中國；（丙）美國；（丁）以色列。 

27. 與宋朝同時，有一強大的封建王朝「遼」，其國土最遠曾到西亞，疆域是宋的兩倍大，據傳每年來

進貢的國家有六十個，包含宋、日本、韓國、波斯等等，然而，如此大國卻在建立二百餘年後消

失不見。「遼」王朝是由以下何一族所建立：（甲）女真；（乙）西夏；（丙）西藏；（丁）契丹。 

28. GDP 為一國所有產品與勞務的總值，據最近資訊，2009 年日本的 GDP 總值 5.1 兆美元，仍居世界

第二，僅次於美國的 14.4 兆美元；而ˍˍ國上月公布的 GDP 總值則為 4.9 兆美元，居世界第三；

但日本通貨緊縮有加深之疑慮，雖勉強保住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預料成長快速的第三名在

2010 年終將取日本而代之。此目前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是：（甲）中國；（乙）印度；（丙）俄羅斯；
（丁）巴西。 

29. 虎是大型貓科動物中體形最大的一種，屬高度進化獵食動物；東北虎，依其主要的原產地言，是

哪洲的特有種類？（甲）美洲；（乙）亞洲；（丙）非洲；（丁）歐洲。 

30. 植物固醇(phytosterols / phytostanols) 主要是源於植物，人體無法自行合成，不易經腸吸收，容易由

膽汁排出，所以不容易蓄積體內；且植物固醇進入人類消化道時，會與膽固醇受體位置競爭結合，

可達減少膽固醇攝取，有助降低血脂之作用；惟以下何食物，「植物固醇」含量甚少：（甲）杏仁；
（乙）蔬菜；（丙）豆類；（丁）五穀雜糧。 

31. 考古學家在近兩年來利用 CT 掃描和 DNA 檢測等高科技手段，對圖坦卡蒙及其他木乃伊進行了全

方位研究，結果發現圖坦卡蒙的英年早逝是由於他患上瘧疾再加上長期虛弱的體質所致，並證明

圖坦卡蒙的生父係某人。圖坦卡蒙是何帝國之法老：（甲）古希臘；（乙）古埃及；（丙）古羅馬；
（丁）古波斯。 

32.  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在香港交易所上市的台資工業公司，所生產的「康師傅方便麵」行銷

遍及全中國大陸，是大陸最大的台商，同時擁有台灣 味全公司；康師傅成功的創業傳奇，發人深

省。問：康師傅是由台灣 彰化縣 那一姓四兄弟創辦？（甲）朱；（乙）魏；（丙）林；（丁）高。

33.  台灣數十年前有齣電視連續劇「星星知我心」，編、導及演員均為一時之選，尤其演孤兒的數名

童星演員，以純真演技，演活了劇中手足誠摯親情，賺人熱淚，亦捧紅了其中最年幼的可愛童星。

數十年後，該童星已長大結婚生子，其第二代之一不僅和老爸走一樣的演藝路，連外貌、個性及

純真演技，都像極了乃父於「星星知我心」時可愛童星之造型。目前大紅的這位童星其父親往昔

藝名係：（甲）小彬彬；（乙）迷你彬；（丙）小小彬；（丁）小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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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Driving in a car with someone you love creates its own intimacy, so this car was also a place to share 
secrets, hold hands, blurt out awful truths.” 本句中有一字 “awful” 在這句話可當「非常的」解；

而本句中“creates its own intimacy”則指「讓人感覺到：（甲）親切；（乙）慵懶；（丙）擁擠不堪；
（丁）不愉悅 （四擇一）」而言。 

35.  “Today the Daily Mirror offers £1,000 Reward for information leading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whereabouts of the missing children as shown below.” 本段所稱之“Daily Mirror＂係報紙名稱；而

整段文字所述內容與以下何者無關：（甲）失蹤孩童；（乙）要求提供失蹤者下落之訊息；（丙）報
紙售價；（丁）懸賞尋找失蹤孩童。 

36.  2010 年冬季奧運會是在下列何國家境內舉行：（甲）瑞士；（乙）加拿大；（丙）德國；（丁）斯洛
伐克。 

37. 過去因政治意識型態，導致教育部依大陸地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之行政作為突然停擺，迄今十

餘年；現情勢逆轉，教育部以務實態度，修正該辦法，採認大陸學歷，但仍引起社會不少爭論；

該「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其授權制定之法源依據係以下何者：（甲）教育基本法；（乙）專科
學校法；（丙）大學法；（丁）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38. 「知識經濟」(a knowledge-based economy)泛指運用新的技術、員工的創新、企業家的毅力與冒

險精神，作為經濟發展原動力，可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並列的新經濟型態；係由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提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英文簡稱是：（甲）OECD；（乙）APEC；（丙）EFCA；（丁）
GATT。 

39. 現代人工作壓力大，生活步調緊張，放長假後恢復上班、上課，有些人可能出現身心無法調適現

象，甚至影響生活品質，被稱為「收假症候群」。以下何者並不屬收假症候群之現象：（甲）噁心
嘔吐、腸胃不適；（乙）無精打采、全身乏力；（丙）情緒低落、焦慮；（丁）精神抖擻、幹勁十足。

40. 中篇小說《老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它敘述一位古巴老漁夫與一條巨大馬林魚

在離岸很遠灣流中搏鬥的虛構故事；雖獲得不同的文學評價，但以作者精通於敘事藝術及對當代

文體風格之影響，1954 年獲諾貝爾文學獎，奠定其在世界文學中的突出地位。《老人與海》曾被

改編拍成電影。此書作者是：（甲）毛姆；（乙）迪更斯；（丙）馬克吐溫；（丁）海明威。 

41. 台灣第一位得到博士學位的比丘，佛教宗派法鼓山之創辦人；面對佛教環境遭教內外污染與誤解，

以及環境隳壞與教義不彰，遂起而為文，以匡正佛法；觀察到倫理道德日趨薄弱，爰提倡將古代的

「五倫」加入新的觀念、賦予新的精神，成為「心六倫」；2009 年初圓寂，身後留下一偈：無事

忙中老，空裡有哭笑；本來沒有我，生死皆可拋。這位佛教弘法大師是：（甲）星雲大師；（乙）
證嚴法師；（丙）聖嚴法師；（丁）唯覺和尚。 



東吳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碩士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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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委員必需操守與專業兼具，才能擔此重責大任，該會現任之主任委

員係：（甲）彭淮南；（乙）龔照勝；（丙）胡勝正；（丁）陳沖。  

43. 美國目前國務卿是由以下何人擔綱：（甲）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乙）希拉蕊柯林頓
(Mrs. Hillary Clinton)；（丙）亞歷山大海格 （Alexander M. Haig, Jr.）；（丁）伯瑞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44.豆科一年生草本植物的乾燥成熟種子，亦名狗屎豆、馬蹄子；味苦、甘而性凉，種子入藥，為常

用中藥，具有清肝火、祛風濕、益腎明目、通便等功能；這味中藥材是：（甲）葵花子；（乙）決
明子；（丙）枸杞；（丁）杜仲。 

45. 繼台灣土產片「海角七號」兩年前暴紅後，國片「痞子英雄」與「艋舺」亦相繼大賣；「艋舺」

拍攝的背景是台北市老萬華，而「痞子英雄」主要係在何處取景拍攝？（甲）台北市；（乙）台中
市；（丙）台南縣；（丁）高雄市。 

46. 國際機場協會（ACI）公布「全球機場服務品質調查（ASQ）」排名評比，過去名稱為中正機場的

我國桃園機場，自 2007 年起逐年滑落至今年的廿七名，值得有司好好檢討改善。以桃園機場作為

起訖點的國際航班，現在桃園機場的英文簡稱為以下何者？（甲）CKS；（乙）CTS；（丙）TPE；
（丁）NRT。 

47. 有識之士慨嘆：一般人欠缺常識、邏輯思考及獨立判斷能力，而跳脫不出慣性思維與舊框框架架，

以致「社會失序、政府沒有新作為、國人集體陷入躁鬱與內耗」，只因「不讀書」。 此說法倘屬有

理，應該以下述何者為其前提：（甲）讀書明理；（乙）開卷有益；（丙）讀書可增廣見聞；（丁）
以上皆是。 

48. 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提醒大眾：有發燒等類似 H1N1 新型流感症狀者，應戴口罩、儘快就醫，

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禮節。對照上述提醒，下述何者難謂正確：（甲）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
帕遮住口鼻，亦可用衣袖代替；（乙）與人交談時，儘可能保持 1 公尺以上距離；（丙）手部接觸
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澈底清潔雙手；（丁）無水洗手時，可使用不含酒精的面霜替代。 

49. 1982 年英國與阿根廷曾為爭奪福克蘭群島(Falkland Islands)發生戰爭，該群島係位於：（甲）北海；
（乙）南大西洋；（丙）南太平洋；（丁）加勒比海。 

50. 旅美職業棒球好手王建民因運動傷害，長時間無法上場比賽，與原職棒球隊約滿後，現傳改為投

效國民隊，本球季王建民可望傷癒復出，再現英姿。在美國職棒球賽中王建民通常係擔任何守備

位置：（甲）捕手；（乙）投手；（丙）一壘手；（丁）遊擊手。 

祝 身體健康 考試順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