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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選擇題，每題兩分，共四十題 ，滿分八十分。 
 
1. 2010 年海地地震於 2010 年 1 月 12 日發生，地震規模為芮氏 7.0。震央位於海地首都

太子港以西大約 16 公里處，震源距離地表 6.2 英里（10.0 公里）左右。一份 1992
年的研究報告指出，海地處於地震活動末期的恩里基洛－芭蕉花園斷層帶上，這一

地區的地震多由板塊的水平移動而引起。這個斷層帶從伊斯帕尼奧拉島中南海部一

直延伸到牙買加，處於加勒比海和北美大陸板塊的交界處。另在 2004 年 12 月發生

的印尼蘇門答臘大地震，從而導致的南亞巨大海嘯，引發了世界各國有關專家的關

注與研究。經過調查後發現，靠近震源附近的巽他海溝，其海底凹陷地區，出現了

綿延 45 公里的斷層，斷層落差達 10 公尺，巨大的能量將海浪推高因此產生巨大海

嘯。根據以上兩次地震情況的論述，地震是否絕對引起海嘯的問題，以下何者敘述

正確？ 
(A) 地震引起海嘯，必須是震級足夠大，震源深度深。 
(B) 地震發生於陸地與海洋交界處，且震源錯動方式為垂直方向。 
(C) 陸地產生斷層，就會造成海嘯。 
(D) 海嘯都發生在海溝處。 

 
2. 台北市景美女中拔河隊參加義大利羅馬 2010 世界盃拔河錦標賽，勇奪女子組冠軍，

請問景美女中參加的量級是？ 
(A)500 公斤組 (B)540 公斤組 (C)600 公斤組 (D)640 公斤組。 
 

3. 明代鄭和率領二百四十多海船、二萬七千四百名船員的龐大船隊遠航，拜訪了 30 多

個在西太平洋和印度洋的國家和地區，加深了大明帝國和南海（今東南亞）、東非的

友好關係，史稱「鄭和下西洋」。請問鄭和最後一次出航時，正值其 
(A) 四十歲 (B)五十歲 (C)六十歲(D) 七十歲。 

 

4. 近年我國正式邦交國不多，國際處境困難，不論參與國際組織或是國際活動上都受

限，但外交其實可有多種方式。下列哪一項為最成功的國民外交事例？ 
(A)我國所產製之腳踏車行銷全球口碑非常良好。 
(B)我國參加在哥本哈根舉行的全球氣候變遷會議。 
(C)我國布農族原住民之八部合音曾在奧運會上表演。 
(D)我國爭取到國民赴紐西蘭觀光免簽證的優惠待遇。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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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列有關人類免疫缺失症病毒（HIV）的敘述，何者錯誤？ 
(A)構造簡單，僅具有內部的核酸與外部的外膜 
(B)遺傳分子由RNA組成 
(C)可以在人類細胞中繁殖 
(D)出芽離開細胞時，殼外有脂雙層的膜 
 

6.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不舍晝夜。」是：(A)感嘆青春不再 (B)勉人惜時進學

(C)立志超然物外 (D)體會天道無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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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 城 (B)J 國 (C)M 洲 (D)N 洲 
 

8. 清代台灣建省是在何人駐台期間完成？ (A) 沈葆楨 (B) 丁日昌 (C) 劉銘傳 (D) 
唐景崧。 
 

9. 一男孩患色盲，其父母、外祖父母皆無色盲，該男孩色盲基因來自： 
(A) 外祖母 (B) 外祖父 (C) 祖母 (D) 祖父 

 
10. 今年台灣代表團參加德國柏林影展，贏得「最佳亞洲電影」殊榮的電影是？ (A)「艋

舺」 (B) 「一頁台北」 （C）「有一天」（D）「團圓」。 
 
11. 試問在傳輸速率為100Mbps（每秒100M bits）的區域網路環境內，透過網路芳鄰抓

取一個大小為100M bytes 的檔案，在最佳狀態下（不考慮任何延遲）需花費多少時

間傳輸？ 
(A)1 秒 (B)8 秒 (C)1 分 (D)8 分 
 

12. 下列「 」中的詞語，何者沒有錯別字？(A)幾年不見，想不到老王竟然「輝煌騰達」，

做到部長這樣大的官了 (B)他接連幾個月「節衣縮食」，為的是省下錢來出國旅行 (C)
有些大學生文字功力太差，又沒有想像力，連寫封情書都只會堆砌一些「陳腔爛調」

(D)辯論臺上雙方「唇槍舌箭」，你來我往交互詰難，好不熱鬧。 
 

13. 以下對於天才達文西的敘述，何者為非？(A) 「最後的晚餐」作者 (B) 發明「黃金

比例」(C) 「蒙娜麗莎的微笑」作者 (D) 發明「坦克」。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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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甲)期頤之年(乙)知命之年(丙)花甲之年(丁)古稀之年上列有關年齡的敘述，依照由大

而小的排序，正確的選項是﹕(A)丁丙甲乙(B)丁丙乙甲(C)甲丁丙乙(D)甲丙丁乙。 
 

15. 世界地球日是每年的 (A) 3 月 12 日(B) 4 月 16 日 (C) 4 月 22 日(D)3 月 16 日。 
 

16.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中應為(A)志(B)緒(C)事(D)業。 
 

17. 社會生活，除法律之外，甚倚賴倫理與道德規範加以制約，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強調

五倫關係，而現代社會除五倫之外，還進一步倡導群己關係及公共倫理之重要性。

下列何者最能代表提升群己關係品質的具體做法？ 
甲、努力參與科展小組，遠赴國外參展獲得金牌 
乙、擔任反菸團體義工，勸導社會大眾遠離菸害 
丙、積極擴大交友範圍，常參與婚友社聯誼活動 
丁、參加某合唱團體，春節赴監獄為受刑人表演 
(A)甲乙 (B)乙丁 (C)丙丁 (D)甲丙 
 

18. 以下對於電影「艋舺」中的台詞敘述，何者為非？ 
(A) 「老闆，魷魚羹五碗，堂口要的」 (B) 「槍是下等人使用的武器」 (C) 「五

根手指頭才能合成一個拳頭」 (D) 「意義是三小，我只知道義氣」。 
 

19. 回歸線兩側的大陸西岸，多中性或鹼性的栗鈣土或荒漠土，東岸則多酸性的紅壤或

黃棕壤。大陸東岸酸性土分布較普遍的原因，主要受下列哪兩項因素影響？ 
(A)日照、雲量(B)信風、季風(C)氣溫、濕度(D)洋流、鋒面。 

 
20. 測量血壓時，手臂上測量點的高度應與心臟同高。已知血液密度約為 31.0 /公克 公分 ，

水銀密度約為 313.6 /公克 公分 。若將手臂上擧，使測量點升高 41 公分。在不考慮血液的

流動及心臟的調節功能之情況下，測得的血壓變化量約是多少公釐水銀柱？ 
(A)升高41 (B)升高30 (C)不變 (D)降低30。 

 
21. 先秦、兩漢時期，通過人物描寫來反應歷史面貌的作品是：(A) 戰國策 (B) 史記 (C) 

左傳 (D) 春秋。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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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據我國內政部規劃，擬將現行全國廿五縣市改為「北北基」、「臺中縣市」與「高

雄縣市」等「三都」，並合併新竹縣、市，嘉義縣、市及臺南縣、市，再加上現有縣

成為「十五縣」。關於此方案之法定程式，請問下列何者正確？ 

(A) 由於涉及領土之變更，應按憲法修正程序通過後方能實施。 
(B) 此職權屬行政權之一部分，由內政部規劃行政院決定即可。 
(C) 由於涉及地方政府與人民權益，應由各縣市議會議決通過。 
(D) 此涉及地方自治相關法律修改，應由行政院送立法院審議。 
 

23. ＜學記＞「師嚴然後道尊」，這句話的意義是：(A)老師要嚴格，才能獲得學生的尊

敬 (B)老師教學嚴格比老師有學問更重要 (C)老師能獲得尊敬，學術才會被看重 (D)
能尊敬老師，才會有學問。 
 

24. 以下對於太陽系的敘述，何者正確？(A)九大行星中，木星體積最大，水星體積最小

(B)九大行星中，除金星與冥王星外，都有衛星 (C)小行星帶位於火星軌道與木星軌

道之間 (D)慧星沒有固定的運動時期。 
 

25. 二氧化碳過度排放，引發全球暖化，「碳交易」機制因而漸受重視。一般而言，政

府可先藉由總量管制來發放污染排放許可權證，以達減碳之目標。廠商擁有許可權

證後，經由市場交易，每公噸二氧化碳排放權的價格將會透明化。企業擴張生產時，

可能需要購入更多的排放權以因應增加的污染，但若想辦法改良其生產技術，在產

量不減的同時還能出售排放權，除了贏得「綠色企業」的美譽之外，還可以增加收

入。依上文，碳交易市場的設置，是透過經濟學上的哪個手段，以提升社會整體效

益？ 

(A) 強化企業節能減碳的道德認知 

(B) 將生產的外部性納入成本考量 

(C) 增加政府污染防治的公共投資 

(D) 降低企業稅率，提高企業獲利 

 

26. 動畫大師宮崎駿是國際著名的動畫大師，其中一部作品描述『人們掠奪山林並破壞

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而動物們為了保護他們的家園不惜和人類博出他們的性命，

但人類卻為了自己的利益不惜殺害保護森林的山獸神引起一連串的災難。』，這部作

品反映出我們現在也在做同樣的事?破壞大自然，失去了很多寶物，再想辦法彌補，

卻永遠無法恢復原貌了。這部作品是 (A)霍爾的移動城堡 (B)魔法公主 (C)神隱少女

(D)地海戰記。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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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將人體產生胰島素的基因，藉載體導入大腸桿菌，使其能大量生產人類急需的胰島

素，此種生物技術又稱為 (A)基因重組 (B)組織培養 (C)細胞融合  (D)生物反應器。

 
28. 籃球在三分線外出手後對方犯規，若對方尚未超次犯規，則 (A)投籃者可獲兩次罰

球 (B)投籃者可獲一次罰球 (C)發邊線球 (D)重新跳球。 
 

29. 通常在高氣壓中心出現的是哪種現象及天氣？ 

(A)上升氣流、晴朗  (B)下降氣流、陰雨(C)上升氣流、陰雨  (D)下降氣流、晴朗。 
 

30. 目前我國汽機車燃料稅為「隨車徵收」，每年依引擎排氣量的大小固定徵收一筆稅

金。未來能源稅上路後，將改為「隨油徵收」，每公升汽油課以一定比例的稅金。就

「綠色稅制」的觀點，此舉除了符合租稅公平性之外，也可以強調下列哪些概念？

甲、生產效率; 乙、外部性問題; 丙、比較利益;丁、使用者付費。 
(A)甲丙 (B)乙丙 (C)甲丁 (D)乙丁。 
 

31. 一位學者認為：政府與人民間原有契約關係，政府應當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財

產，才能獲得人民的認可，其統治才有正當性。如果政府不能善盡其義務，人民便

可解除契約。我們如何理解這種理論？ 

(A)柏拉圖的理想國理念，主張國君應當為民服務。 

(B)洛克提出的政府學說，主張人民可以推翻政府。 

(C)法國大革命時的人權宣言，認為世人都應平等。 

(D)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論，認為自由為基本人權。 
 

32. 在「世界都市」體系中，臺北市雖然不是全球等級的世界都市，但被認定是重要的

國家性或區域性據點都市。請問到目前為止，臺北市最主要是將臺灣下列哪項區域特性

與全球接合，而使臺北市能成為「世界都市」網絡上的重要節點？ 
(A) 華人文化圈創意平臺(B) 亞太跨國連結的商運紐帶(C) 全球運籌中心(D) 高科

技量產研發中心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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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物多樣性」包括有「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系多樣性」三個層

次，下列與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描述及其層次之配對，哪幾項正確？ 

 
(A) ABC (B) DEF (C) AEF (D) BCD 

 

34.  一名臺灣官員向朝廷報告：「臺地無源可開，但通其流，而源自裕。米穀不流通，

日積日多……蓋由內地食洋米而不食臺米也。不食臺米，則臺米無去處，而無內渡

之米船。無內渡之米船，則無外來之貨船。」依據你對東亞歷史的瞭解，文中的「洋」

指何而言？「洋米」自何地輸入？ 
(A) 指南洋，由東南亞輸入(B) 指東洋，係由日本輸入(C) 指西洋，係由歐洲輸入(D) 
指印度洋，由印度輸入。 

 

35. 若全球暖化現象持續發生，則下列對台灣地區生物影響的推測，哪一項較合理？ 
(A)「五月雪」的油桐樹延後開花 (B)對高溫敏感的鹿角珊瑚益發繁盛  
(C)紫斑蝶由北往南越冬遷徙的時間延後 (D)喜好冷水域之櫻花鉤吻鮭的數量增加 

 

36. 1985 年前後，日本人民普遍認為「土地不會貶值」，只要土地需求依舊，經濟就不

會衰退，因而掀起一波波買賣股票與土地的熱潮。1989 年，日本各項經濟指標達到

最高點。但在 1990 年代，日本卻因地價高昂，土地買賣有行無市，股票也一落千丈，

進入蕭條時期。上述現象可用哪個概念解釋？ 
(A)產業轉型 (B)社會梯度 (C)產業空洞化 (D)經濟泡沫化。 

 
<背面尚有試題> 

 
 

選項 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描述 層次 
(A) 樹林中有猴子；珊瑚礁區有熱帶魚 遺傳多樣性 
(B) 紐約市的居民有白人、黑人和黃種人 物種多樣性 
(C) 校園中有會開黃花的蟛蜞菊，和會開紅花的玫瑰 生態系多樣性 
(D) 班上同學中，有人是單眼皮，有人是雙眼皮 遺傳多樣性 
(E) 紅樹林地區有海茄苳、水筆仔、彈塗魚和招潮蟹 物種多樣性 

(F) 
台灣島內除了有高山之外，也有丘陵、平原、湖

泊和溪流等 
生態系多樣性 



東吳大學九十九學年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招生考試試題 
第 7 頁，共 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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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汽車後煞車燈的光源，若採用發光二極體（LED），則通電後亮起的時間，會比採

用燈絲的白熾車燈大約快 0.5 秒，故有助於後車駕駛提前作出反應。假設後車以 50 
km/h 的車速等速前進，則在 0.5 秒的時間內，後車前行的距離大約為多少公尺？ 
(A)3  (B)7  (C)12  (D)25。 
 

38. 「可再生能」是指由各種可持續補充的自然資源（包括日光、風、雨、潮汐、地熱

等）中取得的能量，它大約佔了全球總耗用能量的五分之一。下列與可再生能源有

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太陽輻射的能量是由其內部的核能轉換而來。 
(B)可再生能源如：日光，具有不會提高 2CO 排放量的優點。 
(C)太陽能電池是一種直流電源，可將太陽光能直接轉換為電能。 
(D)潮汐所以能提供能量，完全源自地球對海水的重力作用，與其他星球無關。 
 

39. 目前全球人口最多的貿易區，是 (A)北美自由貿易區 (B)科隆自由貿易區  

(C) 中國-東盟自由貿易區 (D) 歐盟自由貿易區。 

 

40. 臺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曾設置許多工業區，鼓勵廠商進駐設廠。廠商在工業區設

廠，可獲得下列哪項經濟利益？ 

(A)聚集經濟 (B)工業慣性 (C)產業升級 (D)國際分工 

 

第二部分、填空題，每格兩分，滿分二十分。 

 
1. 請問現任行政院新聞局局長是＿＿＿41＿; 現任國防部部長是＿42＿＿＿＿;  
現任總統府發言人是＿＿43＿＿＿; 現任外交部部長是＿＿＿44＿＿＿; 現任經濟部

部長是＿＿45＿＿。（本題請以中文作答） 
 
2. 1997 年亞洲金融風暴發生後，   46  ＿(國際組織，中英文均可作答) 提供緊急金援

措施，成為金融危機受創國的及時雨。但其提供金援貸款的同時，也要求受援國進行重

大財經改革，有時會引發爭議。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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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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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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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綜合常識測驗 

本科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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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方人論及某國時，指出：「該國原本閉關自守，後改其態，君民一德，變法維新，

迄今不過五十年，而功效大著，以能收還其治外法權，列入萬國公會，成為完全獨立自

主，平等之國矣。」這是指哪一個國家？___47_____（國名，中英文均可作答） 
 
4. __48___(國家名，中英文均可作答)今年正式簽署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的協定，使其成為該組織第 31 個成員國，也是南美洲首個加入該組織的國家。 
 
5. 馬英九總統在近期的「治國週記」中，以「創新台灣，創意起飛」為主題，期盼立

法院儘速完成產創條例，其中並指出＿＿49＿＿（布袋戲名）是台灣文化創意的主

要代表作;__50____是台灣自創品牌，被讚嘆是「讓世界感動的東方之美」，如今已

從從傳統工藝品躍升為國際禮品，也是創新表現。（本題請中文作答）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