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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文 
一、單選題 
【4】1.「是誰家曬了地毯忘記收？擱在籬笆上，又是開花，又是牽扯。」下列植物何者最接近此段文句所敘述的對象？ 

野薑花 荷花 木棉花 牽牛花 

【2】2.〈琵琶記〉為元代高明所著戲劇名作，寫漢朝蔡邕與趙五娘悲歡離合的故事，其中第二十齣「糟糠自厭」尤其

感人，後世更以「糟糠」一詞用來指稱哪種人？ 

朋友 妻子 官吏 乞丐 

【2】3.古人以十二地支計時，每一地支代表一個時辰，每一時辰相當於兩小時。下列時辰與時間的配對，何者正確？ 

寅時：1~3點鐘 申時：15~17點鐘 辰時：5~7點鐘 酉時：19~21點鐘 

【2】4.□拔弩張／暗□傷人／□及履及／□在弦上，以上四個空格中，依序應填入哪些字？ 

劍／劍／箭／箭 劍／箭／劍／箭 箭／劍／劍／箭 箭／箭／劍／劍 

【4】5.「警方調閱監視器，積極追查這起死亡車禍的□逃車主，希望儘快釐清事故原因。」以上文句空格內應填入哪

個字？ 

造 照 躁 肇 

【3】6.下列文句中的疊字詞語，何者用來形容聲音？ 

盈盈公府步 緜緜思遠道 札札弄機杼 城外柏森森 

【4】7.蘇軾〈留侯論〉：「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其中的「卒然」一詞，下列解說何者正確？ 

死後 暗中 終於 突然 

【3】8.有關「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的文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草木比人類有情 人類與草木皆無情 人類是萬物之靈 看似無情實則有情 

【3】9.下列各組語詞「」中的字，何者讀音前後相同？ 

炮「烙」／賄「賂」 象「笏」／自「刎」 「矇」蔽／「朦」朧 「瑕」疵／蒹「葭」 

【3】10.有關白居易〈琵琶行〉：「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灘」的含意，下列解說何者正確？ 

描寫花香與鳥鳴聲  描寫江邊聽到的哀怨流水聲 

描寫琶琵彈奏時的流暢與低靡的情感 描寫一幅金碧輝煌的山水畫作 

【1】11.杜甫〈贈衛八處士〉：「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此段詩句意在表達： 

時光飛逝之歎 兒女成材之喜 父子重逢之情 失婚喪偶之悲 

【3】12.甲先生寫卡片時，用了祝福語「椿萱並茂」，可知甲先生是向何人祝福？ 

自己的老師 對方的父子 對方的父母 自己的同窗 

【2】13.下列成語，何者與「投鞭斷流」的意義最接近？ 

繼往開來 旌旗蔽空 心馳神往 嫉惡如仇 

【1】14.下列詞語及其解釋，何者正確？ 

靦覥：羞愧的樣子  落拓：洋洋得意的樣子  

乖戾：順服依從  窳劣：數量極多 

【2】15.古文中「連用兩個數字」有時代表「兩個數字相乘」的數目。下列文句，何者含有這種表達方式？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三五之夜，明月半牆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蕭 

二、複選題 
【2,4】16.下列詞語，何者具有「張大眼睛」的意思？ 

眥目 瞠目 瞑目 瞋目 

【1,3,4】17.一群朋友剛從國家音樂廳欣賞完紀念莫札特的音樂會，下列何者適合表達讚美的心聲？  

三月不知肉味 見樹不見林 五臟六腑像熨斗熨過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1,4】18.下列文句「」內的成語用法，何者正確？ 

甲先生拜師學畫多年，終於有實力開辦個人畫展，但謙稱自己是「狗尾續貂」，仍精進不輟 

乙小姐把平日節省下來的零錢，皆投入公益活動，也算是一份「昊天罔極」的回饋 

為了運動會的百米賽跑，選手們集訓半年，無不希望在跑道上能有「蚍蜉撼樹」的最佳成績 

動輒上億的豪宅別墅，大概只有「膏粱子弟」才得享用 

【2,4】19.下列各組詞語「」中的注音寫成國字後，何者前後相同？ 

舉「ㄅㄨˋ」維艱／按「ㄅㄨˋ」就班 花拳「ㄒㄧㄡˋ」腿／錦「ㄒㄧㄡˋ」河山 

「ㄔㄨㄥˊ」山峻嶺／「ㄔㄨㄥˊ」作馮婦 休養生「ㄒㄧˊ」／仰人鼻「ㄒㄧˊ」 

【2,3,4】20.下列各組成語，何者的意義前後相近？ 

期期艾艾／能言善道 夙夜匪懈／焚膏繼晷 玉樹臨風／倜儻不群 簞食瓢飲／粗茶淡飯 

【1,2】21.下列出自《論語》的文句，何者解說正確？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謹慎辦理喪葬及祭祀祖先的事，可以培養人民淳厚的品德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在困窮時，君子能守住品德，小人卻會胡作非為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做人不要常生氣，也不要常憂愁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說服眾人和自己立場一致，鼓勵眾人都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1,3】22.對於古代「九流十家」的主張，下列各種簡要說明，何者正確？ 

儒家思想以仁義為中心  墨家思想著重在藝術 

道家思想以回歸自然為本  縱橫家思想重視交通事業 

【2,3】23.文學作品常從描寫景物進而觸發情感，下列詩句，何者為「觸景生情」的表現方式？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 

貳、英文 

一、字彙【請依照句子前後文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2】24. It is necessary that we protect our _____. Otherwise, our children will have neither clean water to drink nor clean air to 

breathe.  

 industry  environment  service  culture 

【4】25. Rated as one of the top restaurants of the city, this steak house is highly _____ to visitors by the tourism bureau. 

 encountered  solved  occurred  recommended  

【4】26. Many people believe that vitamin C _____ them from getting colds. 

 suggests  affects  reacts  protects 

【3】27. After much hard work, Eric _____ caught up with his classmates in math. 

 unfortunately  originally  eventually  previously 

【1】28. Please give me your _____ address so that I can send you important messages all the time. 

 permanent  remote  typical  sociable 

二、文法測驗【請在下列各題中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4】29. The vendor Chen Shu-chu ______ a prominent award in 2010 for her kind and unselfish donation.  

 gave  given  had given  was given 

 



【1】30. Teaching is a challenging job, _____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a lot of patience. 

 requiring  requires  required  to require 

【1】31. _____ the article closely, and then tell me what it is about. 

 Read  To read  Reading  By reading 

【2】32. It was his parents’ open-minded attitude _____ made it all possible. 

 who  that  how  when 

【4】33. The train _____ when she arrived at the train station. 

 has left  leaving  has been left  had left 

三、克漏字測驗【請依照段落上下文意，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第一篇： 
You are seated on your flight, ready for takeoff, already thinking about what you’ll do once you land.  

However,  34  things must be considered before your plane takes to the skies.   35 , someone must 
determine how much fuel the plane needs. They also have to decide how to change its schedule if there’s 
dangerous weather. The skilled workers handling these matters are  36  flight dispatchers. They work 
behind the scenes to make sure each plane has a safe journey.  

Flight dispatchers organize flight schedules and track planes’ passages from special centers on the ground. 
They’re also  37  making sure planes and their crews meet safety guidelines.  

Because flight dispatchers have such important roles, people must go through lots of traini ng before they 
can become one. First, they need to take five to six weeks of air travel classes to become certified. Then, they 
  38  more than a year working under real flight dispatchers as an assistant to get hands-on experience. 
Afterward, they take a written and oral exam on what they’ve learned. If they pass these, they’ll earn their 
wings and become one of the workers keeping our skies safe.  
 
【3】34.  an amount of  the amount of  a number of  the number of 
【1】35.  For instance  On the other hand  Once in a while  What’s worse 
【1】36.  what we call  what called  who called  who are calling 
【2】37.  in case of  in charge of  in honor of  in terms of 
【4】38.  cost  take  pay  spend 
 

第二篇： 
For many parents around the world, their children ’s education is a top priority.   39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excel, they often get them special tutors in subjects such as math or science. Now, however, there is 
a new education service on the market---video game tutoring. 

Companies such as Gamer Sensei have started offering private lessons for peop le  40  improve their 
gaming skills. In particular, it specializes in helping people advance in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games out there 
right now: Fortnite. In this game, up to 100 players fight   41  at once to be the last man standing.  

Hiring a Gamer Sensei tutor could set you back anywhere from around NT$230 to $5,750 an hour. Many 
parents pay these rates  42  their kids might be the next top eSports player. Others, meanwhile, realize that 
games like Fortnit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children’s soci al life.  43  their reasons, their children 
are valuing the chance to become champions of the exciting world of video games.  
 
【3】39.  So as to ensure   Owing to ensure  To ensure  With a view to ensure 
【1】40.  looking to     comparing to  leading to  heading to 
【4】41.  other  the other  another  one another 
【1】42.  in the hope that  in the hope of  with the hope to  for the hope of 
【1】43.  Regardless of  No matter  In addition to  Because 
 

四、閱讀測驗【請在下列各題中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Most people will never see a volcano erupt, but volcanoes are not the only way that the earth lets out its 
inner energy. Hot springs are smaller, gentler ways to allow people to enjoy the earth ’s interior heat. Hot 
springs are found where hot underground water flows up from the ground. The water is heated far below the 
ground by magma. Because heated water can hold more dissolved solids, hot springs often contain a lot of 
minerals. Some people believe that these mineral waters are good for their health. For example, they believe 
that sulfur relieves nasal congestion, calcium helps circulation, and salt water improves digestion. Not all of 
these healing properties have been scientifically proven. However, there are increasingly more studies to 
suggest that soaking in a hot mineral spring can decrease arthritic pain.  

The countries most famous for hot springs are New Zealand, Iceland, and Japan. New Zealand has more 
than two dozen popular hot spring areas. Iceland, on the other hand, has about 800 hot springs in 250 areas 
around the country. Iceland’s largest hot spring, Deildartunguhver, has a flow of 150 liters of boiling water per 
second. Japan boasts about 3,000 hot spring resorts. In Japan, going to hot springs for relaxation is a national 
pastime. The energy inside the earth is unimaginable. It can make mountains explode, and yet it can also 
provide relaxing, healing waters. That is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the next time you are enjoying your hot 
spring.  

 
【4】44.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passage? 

 Hot springs are dangerous, but heal many diseases. 
 Hot springs are formed after volcanoes erupt.  
 Hot spring resorts are destroying the nature.  
 Hot springs give many benefits to human beings.  

【3】4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country is it where almost all people find visiting hot spring resorts relaxing and 
enjoyable?  
 New Zealand  Iceland  
 Japan  Deildartunguhyer 

【1】46. What meaning of the underlined word “magma”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context? 
 It’s a very hot fluid substance under the ground.  It’s crude oil under the ground.  
 It’s a kind of hot spring in New Zealand.  It’s the lava that is cooled down.  

【3】47. How many liters of boiling water can flow out every minute in Deildartunguhyer? 
 One hundred fifty liters  Three thousand liters 
 Nine thousand liters   Eight hundred liters 

【2】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hat the author says about the earth is TRUE? 
 The earth releases heat to protect the mother nature. 
 The energy contained inside the earth is incredible. 
 Soaking in hot springs is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The earth is heated by minerals, such as sulfur and calcium.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語譯（請詳細閱讀下文，並將劃線的文字，翻譯成流暢的白話文，不必抄題）：【10分】 

至於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

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

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衆賓歡也。蒼顔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第二題： 

一、中翻英 

智慧型手機的使用，不但改變了我們相互溝通的方式，也改變了我們取得資訊的方式。【5分】 

 
 

二、英翻中 

The problem of plastic waste is a global concern. One statistic states that nearly one million plastic bottles are 

sold every minute. Carrying our own water bottles is a solution, but with drinking fountains few and far between in 

our cities, where can we refill them?【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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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業科目 A.土木建築概要 
一、單選題 

【4】1.有關結構主體之構成元素，下列何者僅能承受拉力？ 

構件 版 薄殼 繩索 

【3】2.兩構件或兩物體接觸點能承受任何方向之力或力矩，稱為下列何種構造接合型式？ 

滾接 鉸接 剛接 導向接續 

【1】3.預力混凝土的英文簡稱為何？ 

 PC  RC  SRC  SC 

【2】4.位於橋梁結構最兩端，用以承受上部結構之載重，作為引道填土之擋土設施，保護土堤避免沖刷之
危害的橋梁構件，稱為下列何者？ 

橋墩 橋台 橋面板 大梁 

【1】5.如【圖 5】所示的基礎施工照片，最有可能屬於下列何種基礎形式？ 

 
獨立基礎 連續基礎 聯合基礎 筏式基礎 

【1】6.下列何項基礎開挖工法，是由中央部分先構築部分基礎，再利用其中央部分的構造物作為支撐點開
挖周圍部分？ 

島區式開挖工法  壕溝式開挖工法  

支撐明塹開挖工法  斜坡明塹開挖工法 

【1】7.依據最新 CNS 國家標準 CNS382 R2002 之規定，磚的標準尺寸為何？ 

 200×95×53 mm  200×100×60 mm  210×100×60 mm  230×110×60 mm 

【2】8.斜屋頂是排水坡度一般大於多少的屋頂？ 

 5%  10%  12%  15% 

【2】9.以水泥砂漿粉刷至中度後，再以細石子與水泥加水攪拌並用鏝刀固著於牆面，在水泥未乾時，用清
水噴洗使細石子微露表面的工法稱之為何？ 

整體粉光 洗石子 斬石子 磨石子 

 

【4】10.某質量為 850公克磚材試樣，經烘乾程序後的乾燥質量為 800公克，再浸入 20℃之清水中 24小時
後取出用濕布拭乾其表面後稱重，得吸水後質量為 880公克，其吸水率為何？ 

 3.8%  6.3%  9.1%  10.0% 

【2】11.使用塊石護岸工法進行護岸工程，若採用乾砌石方式，則砌石每次所砌高度不得超過多少公尺？ 

 1.0公尺  1.5 公尺  2.0公尺  2.5 公尺 

【1】12.於水中設置樁基礎，然後於其上方鋪設梁版等碼頭面，屬於下列何種施工方法？ 

棧橋碼頭 沉箱碼頭 混凝土塊碼頭 板樁式碼頭 

【1】13.若欲充分利用岩體的自持能力，期望對於周圍岩體擾動較少，施工方式兼具彈性與整體經濟性，開
挖過程強調「配合開挖面之地質狀況及監測成果，彈性調整施工」，此隧道開挖工法為何？ 

新奧工法 鑽炸工法 沉埋式隧道工法 明挖覆蓋工法 
【3】14.下列何者為正確的地下連續壁施工程序？ 

開挖→導溝設置及鑽導孔→鋼筋籠吊放→澆置混凝土 

開挖→鋼筋籠吊放→導溝設置及鑽導孔→澆置混凝土 

導溝設置及鑽導孔→開挖→鋼筋籠吊放→澆置混凝土 

導溝設置及鑽導孔→鋼筋籠吊放→開挖→澆置混凝土 

【3】15.如【圖 15】所示為一個環形水準導線，設 A點高程為 35.000m；ΔhAB= +18.455m；ΔhBC= -25.428m；
ΔhCA=+6.985m，請問 C點改正後高程為何？ 

 

 28.011m  28.015m  28.019m  28.027m 

二、複選題 

【1,2,4】16.一力須具備的三要素為何？ 

方向 大小 質量 著力點 

【2,3,4】17.下列何者屬於淺基礎？ 

樁基礎 連續基礎 聯合基礎 筏式基礎 

【1,2,3】18.下列何者為門窗性能設計的主要指標？ 

抗風壓性 氣密性 隔音性 抗震性 

【1,3】19.下列所示的各種地質鑽探方法中，只適用於潛層地質鑽探的方法為何？ 

試掘法 鑽探法 探桿法 地球物理探測法 

【1,2,4】20.下列何種混凝土基樁的施工方式屬於場鑄基樁？ 

全套管基樁 反循環基樁 打擊式基樁 預壘樁 

【2,3】21.有關材料性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當材料所受之外力保持不變，而變形隨時間增長而增加的現象，稱為鬆弛(Relaxation) 

材料受長期反覆拉壓應力作用，雖應力尚未超過極限強度，但材料仍會破壞的現象稱為疲勞(Fatigue) 

材料抵抗磨損、刻劃、切割及穿透之能力稱為硬度(Hardness) 

材料受捶擊或壓縮而能輾壓成薄片的性質稱為鋼性(Rigidity) 

【1,3,4】22.工程營建管理生產手段(5M)，包含下列何者？ 

人力(Manpower) 模型(Model) 材料(Material) 方法(Method) 

【2,3】23.依據最新建築技術規則，對於綠建築基準的規範，下列何者正確？ 

用地為學校與公園者其二氧化碳固定量基準值為每平方公尺 300公斤 

某建築物位於海拔高度 900 公尺，其窗平均遮陽係數不受限制 

住宿類建築物外殼等價開窗率基準值中部氣候區定為百分之十五 

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率應達總面積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貳、專業科目 B.施工規劃及控制概要  
一、單選題 

【2】24.基於工程特性，將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安裝等部分或全部合併辦理招標，係指何種契約行為？ 

聯合承攬 統包 土木包工 公開發包 

 

【圖 5】 

【圖15】 



【4】25.下列何者非營造業之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的工作？ 

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工 按日填報施工日誌 

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 按時發放工作人員薪資 

【3】26.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應由誰負責？ 

建築師 土木技師 工地主任 工程師 

【4】27.依建築法規定，建築物之承造人是下列何者？ 

工地主任  工程顧問公司 

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  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廠商 

【1】28.針對建築物生命週期各個過程的成本結構，提供一個有效的管理控制措施，其目的是要提高整個建
築案的經濟效益，這樣的方式稱之為： 

價值管理 營建管理 要徑分析 成本分析 

【2】29.鋼筋混擬土構造所用之鋼筋，一般均為下列何者？  

光面鋼筋 竹節鋼筋 螺紋節鋼筋 盤元鋼筋 

【3】30.工程營建管理之控制步驟順序為何？ 

計畫(Plan)→調查(Check)→實施(Do)→行動(Action) 

計畫(Plan)→實施(Do)→行動(Action)→調查(Check) 

計畫(Plan)→實施(Do)→調查(Check)→行動(Action) 

實施(Do)→計畫(Plan)→調查(Check)→行動(Action) 

【3】31.依工程契約所規定之構造物完成所需之各種非永久性、施工需要、安全措施之設備稱之為何？ 

臨時工程 小型工程 假設工程 模板工程 

【4】32.混凝土自加水攪拌開始，經過 90 分鐘而仍未澆置者即不得使用。但如混凝土有添加緩凝劑，而時
間未超過 120分鐘者，應辦理下列何種試驗？ 

洛杉磯試驗 水泥比重試驗 針入度試驗 坍流度試驗 

【4】33.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採購之招標方式不包括下列何者？ 

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 限制性招標 階段性招標 

【2】34.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其承攬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不得超過淨值
的幾倍？ 

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 沒有規定 

【1】35.何謂混擬土的工作度？ 

混擬土澆置過程時的難易程度 混擬土搗實的難易程度 

混擬土的抗壓強度  粒料大小的程度 

【3】36.依營造業法規定，營造業分綜合營造業、專業營造業以及下列何者？ 

土木工程業  整地、基礎及結構工程業 

土木包工業  建物完工裝修工程業 

【4】37.依建築法規定，建築物建造完成後之使用或變更使用，應請領下列何種執照？ 

建造執照 雜項執照 拆除執照 使用執照 

【2】38.雇主對於高度多少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勞工作業有墜落之虞者，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 

一公尺 二公尺 三公尺 四公尺 

二、複選題 

【1,3,4】39.下列哪些是屬於營建工程的直接成本？ 

施工人員費用 管理費 工程材料費 設備費用 

【1,3,4】40.混凝土保護層的目的為何？ 

充分發揮黏結及增加握裹力 抵抗側向力 

防火  防鏽 

【1,4】41.施工成本控制最主要的工作是： 

差異分析 進度追蹤 縮短工期 成本預測 

【1,4】42.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建築工程施工計畫書製作綱要手冊中，載明施工計畫依工程規模及性質
分為哪幾種？  

整體施工計畫 工程品質計畫 安全衛生計畫 分項施工計畫 

【1,3,4】43.混凝土材料主要包括下列哪些？ 

水泥 鋼筋 粒料 水 

【1,2,3】44.施工日報表內容應包含當日哪些重要事項之記錄？       

當日天候狀況   

當日施工項目、位置及數量 

當日出工人員、機具、材料、設備使用數量  

當日用電及用水量統計 

【1,2,3】45.下列哪些項目是施工計畫中應具體陳述的相關資訊及配合情形，以期能符合混凝土澆置之相關
要求？  

混凝土拌和廠之拌和量  運送至澆置地點之混凝土運送量 

運送時間  混擬土配比 

【1,2,3】46.下列哪些是營繕工程承攬契約應記載之事項？ 

契約之當事人  工程名稱、地點及內容 

工程開工日期、完工日期及工期計算方式 工程款回饋比例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紅磚普遍用於構築窯爐、土木、建築、造園等用途，請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382 R2002，回答

下列問題： 

（一）磚的種類依品質區分為何？【3分】 

（二）依上述磚的種類，請問品質規定（吸水率與抗壓強度的要求）為何？【7分】 

 

 

 

 

 

 

第二題： 

不同廠牌、型別之水泥不得混合使用於同一構造物單元構件之混凝土，除非經試驗證明此不同廠牌水

泥所拌和成之混凝土彼此性質且色澤相當，而且須事先經權責單位同意。因此工程使用水泥材料時，應依

現場環境或特別需求選用合適之水泥型別，請說明： 

（一）卜特蘭水泥種類（不含輸氣型水泥）。【5分】 

（二）簡略說明各型水泥之用途（不含輸氣型水泥）。【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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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業科目 A.普通化學 
一、單選題 

【4】1.下列水溶液，哪一項呈鹼性？ 

 NH4NO3  (NH4)2SO4  KCl  K2CO3 
【3】2.血紅素與葉綠素結構中的中心粒子，分別為下列何種金屬？ 

 Fe
2+、Co

2+ 
 Ca

2+、Mg
2+ 

 Fe
2+、Mg

2+ 
 Cr

3+、Fe
3+

 

【2】3.下列混合氣體，哪一項為水煤氣？ 

 C + H2O  CO + H2  H2 + CO2  CO + CO2 

【1】4.某氣體的勻相反應： 2A＋B → 3C＋D，在 80 ℃時測得其反應速率常數 k＝3.0 M s－1，則此反應總
級數應為多少？  
 0  1  2  3 

【1】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次氯酸的電子點式  乙烯的實驗式 CH2 

 

原子核內有 8 個中子的碳原子  丁烷的球棍模型 

 

【3】6.下列各 0.1 M 的水溶液，何種酸的共軛鹼在其溶液中之莫耳濃度最小？ 
 HCl  H2SO4  CH3COOH  HNO3 

【3】7.乙炔和足量的氫氣在鉑金屬催化下反應，下列何者為主要產物？  
乙醇 苯 乙烷 苯乙烯 

【4】8.家庭使用的天然氣，其主要成分為甲烷。有關甲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烷易溶於水   

甲烷本身具有臭味 

甲烷的碳以 sp
2 混成軌域參與鍵結  

同溫、同壓時，甲烷的密度比空氣小 

【2】9.下列物質何者均為網狀固體？ 
乾冰、石英、金剛石  石英、金剛石、矽晶 

碘晶體、石墨、氯化鈉  氧化鈉、金剛石、氯化氫 

 

 

 

 

【4】10.今年是門得列夫發現元素週期表 150 周年。下表是元素週期表的一部分，W、X、Y、Z 為短週期主
族元素，W 與 X 的價電子總和為 8。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子半徑：W＜X  常溫常壓下，Y 元素為固態 
 Z 的氣態氫化物分子為 ZH3，形狀是三角錐  X 的最高價氧化物易溶於水，形成強鹼性溶液 

【3】11.進行下列氣體製備實驗：實驗 I 為二氧化錳與濃鹽酸共熱反應，實驗 II 為亞硝酸鈉與氯化銨置入
試管中共熱反應；實驗 III 為氫氧化鈣與氯化銨置入試管中加熱。哪一項實驗所收集到的主要氣體比空
氣輕，且該氣體溶於水會使 pH 值增大？ 

 I  II  III 以上皆非 

【2】12.已知下列半反應電位：Ni
2＋＋2e

－ → Ni E°＝－0.25 V；
2

1
Br2＋e

－ → Br
－ E°＝1.06 V，若要進行

反應： Ni
2＋＋2Br

－ → Br2＋Ni ，至少須要提供最小電壓（伏特）？ 

 2.37  1.31  0.81  0.25 

【2】13.已知 0.1 M 某弱酸溶液中之[H
＋
] 濃度與 1 × 10

－4 M 的 HCl(aq) 中之 [H＋
] 濃度相同，則該弱酸之解離

常數(Ka)約為多少？ 

 10
－8 

 10
－7 

 10
－6 

 10
－5

 

【2】14.在室溫下，下列水溶液中何者的滲透壓最高？ 

 4.0 × 10
－3 M 的 CH3COOH(aq)  

 4.0 × 10
－3 M 的 KI(aq) 

 2.0 × 10
－3 M 的 CaCl2(aq)  

 5.0 × 10
－3 M 的 C6H12O6(aq) 

【4】15.利用標準的氫氧化鈉溶液，標定一體積為 20 mL 的硫酸溶液，以酚酞為指示劑，其滴定曲線如【圖
15】中的曲線甲。若事先於硫酸溶液中，加入 2 M 的鹽酸 4 mL，則滴定曲線如曲線乙。依據此實驗結果，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氫氧化鈉的濃度為 0.25 M 

氫氧化鈉的濃度為 0.50 M 

硫酸的濃度為 0.25 M 

硫酸的濃度為 0.50 M 

 

 

二、複選題 

【1,2,3】16.有關甲醛(HCHO)和甲酸甲酯(HCOOCH3)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原子量：H＝1，C＝12，O

＝16） 

兩者的實驗式均為 CH2O  

兩者所含元素的質量百分率組成相同 

等重時，兩者所含的原子總數相同  

等重時，兩者所含的分子總數相同 

【2,3】17.下列哪些方法可以鑑別葡萄糖水溶液與純水？ 

測量 pH 值 測量密度 測量沸點 利用藍色氯化亞鈷試紙測試 

【3,4】18.下列醣類中哪幾種是雙醣？ 

纖維素 果糖 蔗糖 麥芽糖 

【1,4】19.下列物質中哪些硫的氧化數為+6？ 

 SO3  H2S  H2SO3  SF6 

【2,3】20.下列哪些原子軌域是存在的？ 

 2d  5p  6s  3f 

【1,3】21.在含有 I－ 與 SO4
2－的混合液中，可加入下列哪些離子來分離？ 

 Ba
2＋ 

 Pb
2＋ 

 Ag
＋ 

 Al
3＋

 

【2,4】22.有關氯、溴及碘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碘化鉀水溶液與澱粉反應可產生藍色沉澱 氧化力大小順序：Cl2＞Br2＞I2 

三者的氫化物以 HCl 酸性最強 溴化銀可作為攝影底片的感光塗層 

【1,4】23.下列哪些難溶性鹽類，會因 pH 值下降而增加溶解度？  

 CuS  PbCl2  AgI  Ag3PO4 

 

【圖 15】 



貳、專業科目 B.化工原理  
一、單選題 

【2】24.已知某理想氣體在 25℃及 380 mmHg 時其體積為 400 ml，且其重量為 0.59 g，請計算此氣體之分子
量為何？(R=0.082 L*atm/(g-mol*K)) 

 62  72  82  92 

【3】25.有一開放式儲油槽內儲存某種油性液體，已知此油性液體的密度為 850 kg/m
3，且儲油槽的直徑為

10 m、液體深度為 5 m。若當時的大氣壓力為 1 atm，請計算儲油槽底部的絕對壓力為多少 kPa？(g=9.8 

m/sec
2
) 

 100.98  122.98  142.98  162.98 
【3】26.有一理想氣體（分子量為 32）32 g，在 27℃下，體積自 10 L 膨脹至 20 L，請問此理想氣體對外所

做的功約為多少 cal？(ln2=0.693，R=1.987 cal/(mol*K)) 

 213  313  413  513 

【1】27.若 10 kg 的濕空氣中含有 0.15 kg 的水蒸氣，請問其絕對濕度為多少 kg H2O/kg 乾空氣？ 

 0.0152  0.0304  0.0456  0.0608 

【4】28.已知水在管徑為 2 cm 的圓管中流動，若在其後連接管徑為 4 cm 的擴大圓管，請問在擴大圓管中的
流速為原來流速的多少倍？ 

 2  1  0.5  0.25 

【4】29.界面活性劑的性能可以用 HLB 值的大小來表示，若某一界面活性劑的 HLB 值界於 15~20，則此界
面活性劑的下列何種作用愈大？ 

消泡 潤濕 乳化 溶解 

【2】30.有關離心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對於低黏度的液體不適合輸送 會有氣結現象(Air binding)，故操作時要加入液體排氣 

因其揚程高，會有脈動現象 啟動時為防止葉輪反轉，故需要先將出口閥開啟 

【3】31.某學生因實驗的需要擬配製 0.5 M 的硫酸溶液 200 ml，市售的濃硫酸濃度為 98%，其比重為 1.84，
請問此學生須取多少 ml 的濃硫酸？（硫酸分子量為 98） 

 3.43  4.43  5.43  6.43 

【3】32.彈卡計(Bomb calorimeter)常用來測定物質的燃燒熱，若彈卡計內裝水 200 g，彈卡計的水當量為 80 g，
反應器內裝有 A 物質（分子量為 16）0.5 g，完全燃燒後可使溫度上升 10℃，請計算 A 物質的莫耳燃燒
熱為多少 kcal/mol？（水的比熱容量為 1 kcal/(kg*℃)） 

 -69.6  -79.6  -89.6  -99.6 

【4】33.某學生使用奧斯特瓦德(Ostword)黏度計測定 A 與 B 兩液體的黏度，已知在 25℃下 A 液體的密度為
1.0 g/cm

3與 B 液體的密度為 0.9 g/cm
3，若在相同體積時測得 A 與 B 兩液體流過黏度計所需的時間分別為

60 秒及 100 秒，假設 A 液體的黏度為 1 cp，請計算 B 液體的黏度為多少 cp？ 

 4.5  3.5  2.5  1.5 

【3】34.已知有一直徑 5 cm 的塑膠圓球(密度 2500 kg/m
3
)，在 25℃的油中沈降速度為 0.08 m/sec，若油的黏

度為 34.03 kg/(m* sec)，請計算油的密度約為多少 kg/m
3？(g=9.8 m/sec

2
) 

 300  400  500  600 

【1】35. A與B的混合液在 80℃的相對揮發度為 2.5，已知達氣液平衡時A與B的液相莫耳分率分別為 xA=0.4

與 xB=0.8，請問平衡時 A 與 B 的氣相莫耳分率(yA，yB)分別為多少？ 

 yA=0.625，yB=0.909   yA=0.525，yB=0.808  
 yA=0.425，yB=0.707   yA=0.325，yB=0.606 

【1】36.學生做固體乾燥實驗測得濕泥漿含有水份 60%，經由乾燥後有 70%水份被去除，請問乾燥後的泥漿
約含有多少%水份？ 

 31  41  51  61 

【2】37.以 5 安培的電流通入硝酸銀溶液中，若要在陰極上有 8.4 g 銀析出，請問約需多少分鐘？（銀的分
子量 108） 

 15  25  35  45 

【2】38.已知某液體在 25℃時之蒸氣壓為 380 mmHg，若其正常沸點下的莫耳氣化熱為 10,000 cal/mol 請計
算該液體之正常沸點約為多少℃？(ln2=0.693，R=1.987cal/(mol*K)) 

 28  38  48  58 

二、複選題 

【2,4】39.工業上常使用流量裝置測量流量，有關流量裝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孔口流量計的精確度高且摩擦損失小 

皮托計是屬於差壓式流量計可用來測量點流速 

浮標流量計是屬於差壓式流量計可用來測量體積流率 

文氏流量計是屬於差壓式流量計且摩擦損失小 

【2,3】40.有關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液體的蒸汽壓隨溫度的增加而減少 液體的黏度隨溫度的增加而降低 

液體的表面張力隨溫度的增加而降低 液體的密度較氣體小 

【2,4】41.有關萃取的操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萃取的操作是利用濃度差的原理進行物質分離 

若分離的混合物具有共沸現象是較適合萃取的操作 

萃取溶劑的選擇原則通常選高黏度且高揮發性的溶劑 

目前食品工業最常使用超臨界萃取的溶劑是二氧化碳 

【3,4】42.有關熱力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密閉系統為與外界有質量交換而無能量交換之系統 

熱量的傳遞是由低溫傳到高溫 

熱力學第一定律也稱能量不滅定律 

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敘述中，宇宙的熵值可趨向於增加到最大值 

【1,4】43.有關相律(Phase rule)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相律的表示式為 F=C-P+2 

系統中所含的相數越多，自由度越大 

一大氣壓下，液態水與水蒸汽達到平衡時其自由度為 1 

在水的三相點時其自由度為 0 

【1,3,4】44.有關蒸餾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蒸餾的原理是利用物質的沸點不同而進行分離 

蒸餾塔的溫度分布是由塔頂到塔底溫度愈來愈小 

蒸餾操作時若增加回流比則塔頂產品濃度提高 

蒸餾操作時若增加回流比則操作成本增加 

【1,3】45.有一熱化學反應方程式 CO(g)+2H2(g)↹CH3OH(g) △H=-25 kcal/mol，下列哪些條件有利 CH3OH(g)的

生成？ 

降低溫度 降低壓力 加入更多的 CO(g) 加入更多的 CH3OH(g) 

【2,4】46.已知某流體的密度為 0.9 g/cm
3且黏度為 40 厘泊(cP)，若以 9.0 kg/sec 的質量流率，流入直徑為 2 cm

之水平圓管中，下列計算何者正確？(=3.14159) 

體積流率為 0.02 m
3
/sec  平均流速為 31.83 cm/sec 

在圓管中的流動為層流  每公尺管長的摩擦損失為 113.17 J/kg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 分；計算題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第一題： 

熟石灰（氫氧化鈣）常當作灰泥、牆粉、水泥和其他建築與鋪路材料等用途。已知氫氧化鈣在水中溶

解的反應式及溶度積(Ksp)表示式如下： 

 Ca(OH)2(s) → Ca
2＋

(aq)＋2OH
－
(aq)，Ksp＝[Ca

2＋
][OH

－
]
2＝ 1.6 × 10

－6
 

在高中化學的溶度積實驗課程中，因草酸鎂(MgC2O4)亦不易溶於水，故配製其飽和溶液，過濾後得到

澄清液，再將澄清液酸化後，以過錳酸鉀溶液滴定，得[C2O4
2－

]＝0.02M。請回答下列草酸鎂的相關問題： 

（一）寫出草酸鎂飽和溶液，在酸性下以過錳酸鉀溶液滴定的離子反應式。【4 分】 

（二）草酸鎂的溶度積(Ksp)為多少？【3 分】若草酸鎂在 0.1 M 的 Mg(NO3)2(aq)中，其溶解度為 

多少 M？【3 分】 

 

 

第二題： 

某工程師操作一逆流式殼管式熱交換器，已知 A 流體(比熱為 1.0 J/g*℃)以質量流率 100 g/hr 流入管外

中，其入口溫度為 90℃，出口溫度為 70℃，B 流體則流入管內，其入口溫度為 20℃，出口溫度為 65℃，

若其熱傳有效面積為 20 m
2，請問： 

（一）對數平均溫度差(Tln)為多少℃？【5 分】 

（二）總熱傳係數(Uo)為多少 J/(hr*m
2
*℃)？(ln2=0.69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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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業科目 A.民法概要 
一、單選題 

【3】1.土地所有人通過他人之土地設置電線、水管、瓦斯管或其他管線時，應以下列何種方法為之，並應
支付償金？ 

費用最少之方法  時間最快之方法  

損害最少之方法  路徑最短之方法 

【2】2.債權人受領遲延，或不能確知孰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者，清償人得將其給付物如何處理？ 

為債務人提存之  為債權人提存之  

為清償人提存之  為國庫提存之 

【2】3.有關法人對其董事代表權所加之限制，其效力為何？ 

不得對抗第三人  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非經登記即不生效力 

【4】4.水井具固定性、永久性，而繼續附著於土地，且為農作物之灌溉水源，其性質應為何？ 

動產 土地 土地之一部 定著物 

【1】5.甲出售所有之 A 不動產，售屋資訊註明「仲介勿擾」，乙隱瞞仲介身分偽稱為醫師，聯繫看屋及買
屋事宜並稱買房係為自住，直至簽約前，始告知甲買受人變更為丙，試問甲可主張其出售之意思表示有
何瑕疵？ 

當事人資格錯誤  物之性質錯誤 

意思表示違反公序良俗  意思表示受脅迫 

【1】6.甲乙丙向丁借款 30萬，約定三人負連帶責任，若甲對於債權人丁另有 30萬債權，試問丙得如何以
甲對丁的債權主張抵銷？ 

丙得以甲對丁之 10萬抵銷，而對丁僅負 20萬元債務 

丙得以甲對丁之 20萬抵銷，而對丁僅負 10萬元債務 

丙得以甲對丁之 30萬抵銷，甲乙丙債務消滅 

丙不得以甲對丁之債權抵銷 

【1】7.下列何者為債權讓與生效要件？ 

讓與人與受讓人之讓與合意 讓與人通知債務人 

受讓人通知債務人  債權證明文件之交付 

【4】8.有關婚姻之普通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則上夫妻各保有其本姓  

原則上夫妻之住所，由雙方共同協議之 

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  

家庭生活費用，一律由夫妻各自分擔一半 

【1】9.有關善良管理人注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借用人應以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保管借用物 

未受有報酬之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 

質權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質物 

監護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監護職務 

【3】10.甲 18 歲，於民國 88 年 6 月 15 日未告知家人獨自北上打工，其後即數年音訊全無。嗣後因父親於
107 年 6 月 17 日過世，家人需確認繼承人，故向法院聲請甲之死亡宣告，法院於 108 年 4 月 2 日判決，
問法院應以何時為甲死亡之時？ 

 88年 6月 15日中午 12時死亡  107年 6月 17日下午 12時死亡 

 95年 6月 16日下午 12時死亡  108年 4月 2日下午 12時死亡 

【2】11.有關行為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代理人所為或所受意思表示之效力，不因其為限制行為能力人而受影響 

表意人於發出通知後死亡或喪失行為能力或其行為能力受限制者，其意思表示，即失其效力 

無行為能力人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而其行為時有識別能力者，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外，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
力而消滅 

【4】12.有關人事保證關係消滅事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受僱人之僱傭關係消滅  保證之期間屆滿 

保證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 僱用人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 

【1】13.有關普通地上權之期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存續期間逾二十年或地上權成立之目的已不存在時，地上權即為消滅 

以公共建設為目的而成立之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者，以該建設使用目的完畢時，視為地上權之存續期限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約定者，地上權人拋棄權利時，應於一年前通知土地所有人，或
支付未到期之一年分地租 

地上權定有期限，而有支付地租之約定者，地上權人得支付未到期之三年分地租後，拋棄其權利 

【4】14.有關不可抗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上權人，縱因不可抗力，妨礙其土地之使用，不得請求免除或減少租金 

農育權有支付地租之約定者，農育權人因不可抗力致收益減少或全無時，得請求減免其地租或變更原
約定土地使用之目的 

質權人於質權存續中，得以自己之責任，將質物轉質於第三人。其因轉質所受不可抗力之損失，亦應負責 

典權存續中，典物因不可抗力致全部或一部滅失者，典權與回贖權，均不消滅 

【2】15.有關最高限額抵押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就已確定之原債權，僅得於其約定之最高限額範圍內，行使其權利 

已確定之原債權合計不得逾最高限額範圍，而債權之利息、遲延利息、違約金不屬於擔保範圍 

最高限額抵押權得約定其所擔保原債權應確定之期日，並得於確定之期日前，約定變更之 

原債權確定前，抵押權人與抵押人得約定變更所定債權之範圍，無須得後次序抵押權人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同意 

二、複選題 

【1,2,3】16.下列何者屬於民法上之動產？ 

下口鯰，又名垃圾魚  動物百科全集 

裝在汽車上的四個輪胎  果園樹上結實累累的榴槤  

【1,2,3,4】17.有關法定財產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 

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五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
該財產追加計算，並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 

夫或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其財產 

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 

【1,2】18.有關動產質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供債權擔保之動產可由第三人提供  債權人得就質物賣得價金優先受償 

供擔保之動產毋須移轉占有 動產質權之設定，因登記而生效力 

【1,2】19.有關盜贓、遺失物之原占有人的回復請求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善意受讓占有物之現占有人負回復義務 原占有人自喪失占有之時起二年以內主張 

原占有人為惡意占有者，亦得請求回復 如係金錢，仍得向現占有人請求回復 

【2,3】20.有關非婚生子女之認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自認領時發生效力 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 

非婚生子女經生父撫育者，視為認領 非婚生子女經生母認領者，視為婚生子女 



【1,4】21.下列何者屬於結婚無效之情形？ 

旁系姻親在五親等以內，輩分不相同者  

善意且無過失信賴前婚姻消滅之離婚登記，再婚後竟致重婚者 

僅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但未舉行公開結婚儀式 

姻親關係消滅後，原屬於直系姻親者結婚 

【2,3,4】22.有關無權代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權代理行為，經本人承認時起始對於本人發生效力 

善意相對人於本人未承認前，得撤回之 

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亦屬無權代理 

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第三人得主張本人負授權人之責任 

【1,3】23.甲死亡後留有遺產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並有負債 400 萬元，其繼承人有子女乙、丙兩人。甲
生前曾因乙之結婚贈與 60 萬元，並立有遺囑對丁遺贈 120 萬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之應繼遺產為 660萬元 

本題依法乙繼承 270萬元，丙繼承 330萬元 

乙、丙之特留分各為 165萬元 

甲生前立遺囑對丁遺贈 120萬元，侵害乙、丙之特留分，乙、丙得行使扣減權 

貳、專業科目 B.土地法規概要  
一、單選題 

【2】24.依土地法規定，地政機關所收登記費，應提存多少作為登記儲金，專備第六十八條賠償之用？ 

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二十 

【4】25.依土地法規定，下列登記事項何者應納登記費？ 

塗銷登記 限制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抵押權設定登記 

【4】26.登記機關在辦理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時，如接獲下列何者登記事項，應優先辦理該登記？ 

買賣 塗銷 住址變更 假處分 

【1】27.依土地法規定，下列土地何者可以自由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於外國人？ 

建地 林地 鹽地 漁地 

【2】28.依土地法規定，聲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按申報地價或權利價值之多少比例繳納登記費？ 

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 千分之二 千分之五 

【2】29.依土地法規定，無保管或使用機關之公有土地及因地籍整理而發現之公有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地政逕為登記，其所有權人為何？ 

由發現之機關登記為該直轄市或縣（市）所有 

國有 

聲請法院判決定之 

無主土地 

【1】30.依土地法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應由出租人與承租人於契約訂立後多久以內向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為地上權登記？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六個月 

【1】31.依土地法規定，地籍測量如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者，其實施計畫應經何機關核定？ 

中央地政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 

行政院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1】32.「平均地權條例」屬於土地法之特別法，依該條例規定，建築改良物價值不及所占基地申報地價之
多少，且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應予增建、改建或重建之私有及公有非公用建築用地，則視為空
地？ 

 10%  20%  30%  50% 

【4】33.依土地法規定，以現金為租賃之擔保者，有關現金利息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無息計算  由法院決定利息之利率 

與租金所由算定之利率無關 現金利息視為租金之一部 

【4】34.依土地法規定，無人繼承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一年未辦理繼承登記者，經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逾期仍未聲請者，得由地政機
關予以列冊管理；其列冊管理期間為多久？ 

 3年  5年  10年  15年 

【4】35.「國有財產法」屬於土地法之特別法，依該條例之規定，非公用財產類之空屋、空地，並無預定用
途，土地面積多少以內政府得以辦理標售？  

 1,000平方公尺  1,200平方公尺  1,450平方公尺  1,650平方公尺 

【2】36. ｢平均地權條例｣屬於土地法之特別法，依其規定，於規定地價後原則上多久重新規定地價一次？ 

 1年  2年  3年  5年 

【2】37. ｢土地稅法｣屬於土地法之特別法，依其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土地稅？ 

地價稅 契稅 田賦 土地增值稅 

【2】38. ｢土地徵收條例｣屬於土地法之特別法，依其規定，徵收時「建築改良物」之補償費如何估定？ 

按市價補償  按徵收當時重建價格  

按市價百分之八十  雙方協議 

二、複選題 

【1,2,4】39.下列土地，何者可供外國人自用、投資或公益之目的使用？ 

教堂 醫院 水源地 營業處所、辦公場所、商店及工廠 

【1,2,4】40.依土地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建築用地？ 

祠廟 墳場 溝渠 碼頭 

【1,2,3】41.依土地法規定，下列何者情形為出租人得收回房屋之條件？ 

出租人收回自住或重新建築時 承租人以房屋供違反法令之使用時 

承租人違反租賃契約時  承租人積欠租金額達 2個月時 

【2,3,4】42.依土地法規定，對於｢預告登記｣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仍有排除之效力 

係為保全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係為保全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 

係為保全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1,2】43.依土地法規定，土地總登記時，證明文件所載四至不明或不符者，測量所得面積如超過證明文件
所載面積十分之二時，如何處理？ 

視為國有土地  得由原占有人優先繳價承領登記 

按實測面積予以登記  由四鄰證明決定 

【3,4】44. ｢都市更新條例｣屬於土地法之特別法，依其規定，下列何種情形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地區｣或｢變更更新地區｣？ 

建築物未符合都市應有之機能 

特種工業設施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 

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1,3,4】45. ｢土地徵收條例｣屬於土地法之特別法，依其規定，有關土地徵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申請徵收之土地遇有古蹟、遺址或登錄之歷史建築，原則上應於可能範圍內避免之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財政部 

需用土地人原則上應俟補償費發給完竣或核定發給抵價地後，始得進入被徵收土地內工作 

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原供合法營業之用，因徵收而致營業停止或營業規模縮小之損失，應給予補償 

【1,2,4】46. ｢土地徵收條例｣屬於土地法之特別法，依其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 

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 

有關查估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地方主管機關定之 

水產養殖物或畜產必須遷移者，仍應發給遷移費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甲乙於民國 99 年辦理結婚登記，嗣後甲經營水產獲利欲購買 A屋，惟考量名下持有多筆不動產將影

響貸款成數，乃約定將 A屋登記至乙名下，並以「夫妻贈與」名義為形式上登記事由完成登記。請問： 

（一）甲乙間關於 A屋以乙名義登記之約定，應為何種法律關係？甲乙嗣於 106 年 11月經法院和解 

離婚，甲能否主張乙應返還 A屋？【5分】 

（二）若乙已將 A屋售予丙同時移轉登記予善意之丙，其效力如何？甲有無權利得以主張？【5分】 

 

第二題： 

關於土地法規所規定之優先購買權，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何謂「債權優先購買權」、「物權優先購買權」？說明其意義。【4分】 

（二）請從土地法規中各舉一法例，並就兩者競合時說明其優先效力。【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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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業科目 A.家畜各論(豬學) 
一、單選題 

【4】1.俗稱台灣黑豬者是指何品種豬？ 

盤克夏(Berkshire)  漢布夏(Hampshire)  

畜試黑豬(TLRI Black)  桃園豬(Taoyuan) 

【2】2.台灣及世界各國迄今仍採用藍瑞斯(Landrace, L)、約克夏(Yorkshire, Y)及杜洛克(Duroc, D)種豬做為
育成 LYD 三品種雜交肉豬之較佳組合，請問 LYD 肉豬育成之雄性親代品種依序為： 

藍瑞斯公豬及杜洛克公豬 約克夏公豬及杜洛克公豬 

藍瑞斯公豬及約克夏公豬 杜洛克公豬及約克夏公豬 

【2】3.無論採用人工授精或自然配種方式將精液放置於發情母豬之子宮頸口附近，其精子運送至與卵受精
位置最主要係依賴下列何者？  

精子尾部擺動  生殖道之平滑肌收縮蠕動 

生殖道纖毛擺動  精子的向逆性及向化性移動 

【2】4.有關肉豬屠宰過程之燙毛溫度，下列何者正確？ 

 50℃  60℃  70℃  80℃ 

【2】5.有關母豬分娩後乳汁成份及特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分娩後第一天乳汁中之免疫球蛋白濃度高，之後逐漸下降 

分娩後 4-5 天內之乳汁，經小豬吸吮後可提供主動免疫效果 

分娩後 4-5 天內之乳汁含鐵濃度較高，一週後急速下降 

分娩後第一天乳汁濃稠度最高 

【3】6.性成熟公豬之精子生成後，將運送於下列何附屬器官進一步成熟及儲存？ 

前列腺(Prostate gland)  尿道球腺(Bulbo-Urethral gland) 

副睪(Epididymis)  貯精囊(Seminal vesicular) 

【2】7.下列何種病毒性疾病感染會影響生殖能力？ 

豬瘟 假性狂犬病 豬傳染性胃腸炎 口蹄疫 

【4】8.有關仔豬出生至三日齡的管理，下列做法何者錯誤？  

保溫，防止初生仔豬受涼 協助難產或分娩時間過長母豬，避免造成死胎 

剪除針齒  去勢 

【3】9.仔豬出生後約十日齡即應提供教槽料之理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補充哺乳母豬乳量之不足 促使仔豬消化酶的誘發 

降低下痢發生率  腸道微生物群對仔豬採食固體飼料之適應 
【2】10.有關畜試黑豬之血統組成，下列何者正確？ 

 50%桃園豬，50%杜洛克豬  25%桃園豬，75%杜洛克豬 

 25%梅山豬，75%杜洛克豬  50%盤克夏豬，50%杜洛克豬 

【3】11.存在豬精子尾部原生質滴之相關位置，可做為該精子之何種指標？ 

畸形 損傷 成熟度 運動特性 

【3】12.母豬分娩前五天經清潔消毒後趕入分娩欄待產，並以麩皮取代飼料中之四分之一穀物之最主要目的
為何？  

增加飽腹感 提供維生素 防止便秘 降低飼料成本 

【2】13.近親配種對後裔繁殖性能之影響較為劇烈，其中不包括下列哪一影響作用？ 

延緩性成熟時間  減少平均乳頭數 

增加胚胎早期死亡率  減少排卵數 

【2】14.有關豬之汗腺及散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豬皮膚沒有汗腺，無法依賴汗水蒸發散熱 

豬皮膚滿佈汗腺，但無任何生理功能，炎熱氣候下無法出汗 

豬之皮毛太厚導致汗水排出後不易蒸發，散熱不佳 

豬皮膚易吸收輻射熱，即使有汗腺排汗水，散熱仍不佳 

【2】15.有關懷孕母豬分娩機制的啟動，下列何者正確？  

胎兒成長至足夠大體積，壓迫母體子宮壁產生陣痛而啟動分娩機制 

懷孕期的緊迫刺激胎兒下視丘分泌激腎上腺皮質素之釋放素，刺激垂體前葉分泌腎上腺皮質素啟動分
娩機制 

懷孕期的緊迫刺激胎兒下視丘分泌激性腺素之釋放素以啟動分娩機制 

懷孕期的緊迫刺激胎兒下視丘分泌激甲狀腺素之釋放素以啟動分娩機制 

二、複選題 

【1,2,3】16.依母豬外觀及行為表現之特徵，如何判斷其已進入發情階段？ 

外陰戶紅腫，隨後紅腫消退 表現類似公豬配種時之駕乘它豬行為 

壓背後會開始站立不動反應 食慾變好 

【1,2,3】17.懷孕早期母豬採用夾欄個飼，可能發生的動物福祉相關問題包括下列何項？ 

剝奪表現自然行為的自由  

常見母豬發生包括搖頭、咬欄杆、空嘴咀嚼與玩弄飲水器等刻板的行為 

肌肉、骨架與腿的結構可能變弱，容易跛腳，影響其繁殖性能，長期可能會影響其長壽性 

造成胚胎死亡率增加 

【1,2,3】18.有關母豬難產發生原因，下列何者正確？ 

母豬骨盆太小 仔豬胎位不正 仔豬體型過大 懷胎兒數過多 

【1,2,3】19.以粒狀飼料餵飼豬隻相較於粉狀飼料有何優點？ 

粒狀飼料適口性較粉狀飼料為佳 改進飼料效率即日增重 

運輸及堆放時之體積較粉狀者為小 營養成份保留較完整 

【1,2,3,4】20.全豬利用目前應用於生物醫學領域包括下列哪些項目？ 

豬心瓣膜之利用 豬皮敷料 肝素萃取及應用 胰島素萃取及應用 

【1,3,4】21.有關種母豬飼養管理要點，下列何者正確？ 

一般處女母豬適合配種日齡及體重為 240 日齡及 115 公斤 

配種後之母豬需增加飼料餵飼量，否則將提高胚胎死亡率 

出生後 3-5 天之哺乳仔豬，因移動較慢及稚弱，需仰賴保護架及管理者保護，以避免損失 

母豬於分娩後五天內所分泌之初乳含免疫球蛋白豐富，對初生小豬之營養及生存相當重要 

【1,2,3,4】22.人工授精成功與否，有賴下列哪些因素配合？  

精液品質  精液授精前溫度控制 

排卵前之適當時機進行授精 準確地將精液注入母豬生殖道 

【1,2,4】23.有關催產素(oxytocin)對豬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一種內泌素，能引起平滑肌之收縮  

可刺激泌乳，其半衰期約五分鐘 

由腦下垂體前葉分泌   

發情母豬配種時可反射釋放催產素以刺激母畜生殖道收縮 

貳、專業科目 B.禽畜保健衛生(豬)  
一、單選題 

【3】24.為了避免公豬肉的腥臭味，豬場管理實務會進行公豬去勢，適當的去勢時段為何？ 

出生 24 小時內  

出生 3 日內  

出生 7-10 日  

仔豬離乳時 



【1】25.有關哺乳仔豬的飼養管理實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母豬泌乳能力在第四週達最高峰 

仔豬的寄養，應定在母豬分娩後三天之內施行 

仔豬出生二週齡內，仔豬的保溫工作相當重要 

母豬泌乳能力差者，可使用液狀飼料哺育仔豬 

【2】26.下列哪個疾病又稱為藍耳病？ 

離乳後多系統消耗症候群 豬生殖及呼吸系統症候群 

豬隻緊迫症候群  豬皮膚炎腎病症候群 

【3】27.中華民國為了加速從下列何種疾病疫區除名，自 107年 7月 1日起進行拔針？ 

假性狂犬病 豬瘟 口蹄疫 日本腦炎 

【1】28.下列哪一種疾病的主要媒介為三斑家蚊或環紋斑蚊？ 

日本腦炎 豬小病毒感染 萎縮性鼻炎 豬丹毒 

【1】29.有關養豬場常用消毒劑之種類及功效，下列何者錯誤？ 

陽離子表面活性劑對病毒及細菌之殺滅力強，在有機物存在下仍可維持其殺滅效力 

鹵素類消毒劑殺菌範圍廣但在有機物存在下效力大減 

 75%酒精殺滅微生物能力最強 

過氧化氫液消毒作用短暫，但卻能自傷口移去壞死組織，且無刺激作用 

【3】30.豬隻屠體檢查發現豬肉呈現顏色蒼白、質地柔軟並會滲水時，判斷豬隻可能罹患： 

離乳後多系統消耗症候群 豬生殖及呼吸系統症候群 

豬隻緊迫症候群  豬皮膚炎腎病症候群 

【2】31.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病毒感染的方式為： 

飛沫傳染 直接接觸 垂直感染 媒介物傳染 

【4】32.豬流行性下痢(Porcine Epidemic Ddiarrhea:PED)自 2014年在台灣爆發後，目前散發在一些豬場。請
問 PED為下列何種病毒感染？ 

輪狀病毒 環狀病毒 小病毒 冠狀病毒 

【2】33.下列何種維生素可在體內合成，但在豬隻受緊迫時添加效果良好？ 

維生素 A 維生素 C 維生素 E 維生素 K 

【3】34.引進外來種原，是豬場豬群性能改良的實務工作，請問下列何種做法最為適當？ 

向國外進口種豬  

不要引進豬隻 

引進種豬經 3-8 週之隔離檢疫(飼養於隔離舍) 

引進精液或胚胎 
【2】35.口蹄疫(FMD)影響台灣豬群的是下列哪一種病毒株？ 

 A  O  C  ASIAI 

【4】36.病死豬剖檢發現脾臟腫大變脆，呈現深紅色到黑色，可能是下列哪一種疾病？ 

豬小病毒感染症 豬丹毒 典型豬瘟 非洲豬瘟 

【1】37.豬生殖與呼吸道綜合症病毒造成豬隻繁殖障礙及呼吸道疾病，其主要感染的是： 

肺泡巨噬細胞 內皮細胞 上皮細胞 纖維母細胞 

【1】38.將病原體對激發保護中和抗體有用的基因片段選殖並表現製成的疫苗，稱為： 

次單位疫苗  DNA 疫苗 標誌疫苗 載體疫苗 

二、複選題 

【1,3】39.如何預防豬隻發生胃潰瘍狀況？ 

多餵青料 多喝水 減少緊迫 使用粉狀飼料 

【3,4】40.依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108.06.26公告，下列哪些亞洲國家近三年曾發生非洲豬瘟病例？ 

日本 泰國 越南 中國大陸 

【2,4】41.下列哪些是黴漿菌肺炎(mycoplasmal pneumonia)症狀？ 

體溫下降 乾咳至屠宰上市 食慾一定變差 發生率高但死亡率低 

【1,2】42.依據中華民國政府規定，下列哪些疾病不能存在於無特定病源(SPF)豬群？ 

萎縮性鼻炎 黴漿菌肺炎 流行性下痢 豬瘟 

【2,3】43.肉豬因為彼此會咬尾，因此一般實務上會剪尾，下列哪些可能是豬隻咬尾的原因？ 

飼餵粉狀飼料 飼養密度太高 微量元素缺乏 供水量不足 

【1,4】44.豬隻缺乏鋅可能會導致下列哪些狀況？ 

發生角化不全症(parakeratosis) 

肌肉不協調 

胚胎死亡率高 

影響公豬睪丸發育 

【1,2,4】45.有關豬丹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高熱(40-42℃)，無食慾 

懷孕母豬可能因為高燒而流產 

微有發燒，間歇咳嗽 

皮膚有紫紅色菱形或四角形突起斑疹(diamond skin) 

【1,2,3,4】46.下列哪些情形是豬隻服用萊克多巴胺會發生的狀況？ 

降低脂肪蓄積，增加瘦肉量 

增加豬隻互咬與打鬥的行為 

改進體型增加售價 

減少飼料使用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計算題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第一題： 

假設種母豬 1,000 頭，懷孕期 114 天，哺乳期 28 天，離乳至受胎期 12 天， 離乳窩仔數 10 頭，每頭

離乳重 8kg，離乳至出售每窩損失 1 頭。離乳至 20 公斤期間每日增重 0.4 公斤（保育舍，20 頭／欄），20~40

公斤期間每日增重 0.6 公斤（小豬舍，20 頭／欄），40~100 公斤期間每日增重 0.8 公斤（肉豬舍，20 頭／

欄），採統進統出批次管理，分娩及配種舍之清潔消毒需 10 日。 

（一）前述經營管理狀態下之每頭母豬每年平均分娩胎次及年產仔數為何？【4 分】 

（二）前述經營管理狀態下所需之懷孕母豬、分娩母豬、配種母豬、保育、小豬及肉豬之欄位數目應 

為多少？【6 分】 

 
 
 
 
 
 
 
 
 
第二題： 

非洲豬瘟在亞洲的病例已擴及多個國家，政府在邊境的管理上投入相當大的資源去防範，但是提昇國

內豬場的衛生與保健亦刻不容緩。請針對外來病原，闡述豬場預防外來病原侵入的策略。【10 分】 

 



【請接續背面】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新進工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業務 1-身心障礙組【O7701】、業務 2【O7702】、業務 3【O7703】 

專業科目：A.管理學概要 B. Excel與Word(Office2010版本)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

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共 48題【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0題，每題 1.6分；複選題 16題，每題 2分；非選擇題

2題，每題 10分】，共 100分。 

第 1~15題、第 24~38題為單選題，請選出最適當答案；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第 16~23 題、第 39~46 題為複選題，每題至少有 2 個(含)以上應選之選項，各選項獨立判定，全對得

2分，答錯 1個選項者得 1分，答錯 2個選項(含)以上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得 0分。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請參照答案卷所載注意事項，於各題指

定作答區內作答，並標明題號及小題號。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建

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有下列情

事扣該節成績 10 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2.將不

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專業科目 A.管理學概要 
一、單選題 

【1】1.在不同層級的管理者中，下列何者較重視策略規劃的工作？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低階主管 基層員工 

【2】2.對企業經營最有利的時期是：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1】3.在決策過程中，權數是指： 

各決策準則的相對重要性 決策者所有的決策權大小 

決策準則數目的多寡  決策投資金額的分配 

【2】4.決定企業如何與產業內競爭的策略層次是： 

總體策略 事業策略 功能策略 成本策略 

【4】5.在 Y理論中，下列何者不屬於管理者對員工的假設？ 

員工會把工作視為休息或遊戲一般的自然 

如果員工認同於工作時，他們會自我督促與控制 

一般員工會學習承擔責任，甚至主動要求負擔職責 

大多數的員工視工作保障為第一要務，並且沒有雄心大志 

【3】6.將創造力的結果轉化為一個有用的商品、服務或生產方法，以為組織創造價值的過程，稱之為： 

發明 願景 創新 發想 

【4】7.個人知覺到他在態度與態度之間、或態度與行為之間的不一致，因而引發的困擾，稱之為： 

角色混亂 角色模糊 角色失調 認知失調 

【2】8.管理者在激勵員工時應該： 

一視同仁 因人而異 憑喜好而為 無為而治 

【3】9.建立在知識和資訊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稱之為： 

社會經濟 資訊經濟 知識經濟 政治經濟 

【3】10.控制幅度越大，則： 

組織層級越高 管理者人數越多 組織越扁平 管理者越卓越 

【4】11.不同的人對你所扮演的角色期望不一致，稱之為： 

角色知覺 角色認同 角色模糊 角色衝突 

【2】12.台灣的產業在國際分工的主要地位是： 

科技研發 生產製造 品牌行銷 後勤維修 

【2】13.有關組織的人事流動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越低越好 不宜過高或太低 越高越好 人事流動率與組織績效成正比 

 

【4】14.下列何者並非衡量顧客滿意程度常用的指標？ 

顧客滿意度調查分數 顧客退貨比率 平均等待時間 商品折扣比率 

【2】15.一家公司如何從其整個策略、程序和活動中，來創造利潤的策略性設計，稱之為： 

策略管理 商業模式 價值鏈管理 品質管理 

二、複選題 

【1,3,4】16.請問組織有何特徵？ 

由人組成 充裕的資金 有共同的目的 系統性的結構 

【1,2,3】17.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指出了人們有哪幾種需求？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尊敬需求與自我實現的需求 引申需求 

【1,2,3】18.群體決策的優點包含： 

帶來較個人決策更多的經驗與觀點 提出更多的方案 

增加對解決方案的接受程度 服從的壓力 

【1,2,3,4】19.常被管理者用來衡量實際績效的四種資訊來源，包含下列何者？ 

個人觀察 統計報告 口頭報告 書面報告 

【1,2】20.常用的排程工具有哪些？ 

甘特圖(Gantt chart) 負荷圖(load chart) 藏寶圖 魚骨圖(fishbond diagram) 

【1,4】21.下列哪些為「獲利能力比率」？ 

銷售毛利率 速動比率 存貨週轉率 投資報酬率 

【1,2,4】22.常用的工作再設計方法有哪些？ 

工作擴大化 工作豐富化 工作專業化 工作輪調 
【1,2,3】23.關於走動式管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要求管理階層走出辦公室，到員工工作的區域，直接的與員工接觸、聊天，觀察他們的工作情形，以
了解實際情況 

可以培養管理者與員工的感情，幫助管理者發現問題 

從員工的行為、表情、語調中聽到一些其他的資訊來源所無法得到的訊息 

確保員工依規劃進行，同時修正重大差異，以促使組織目標能被有效達成的程序  

貳、專業科目 B. Excel與Word(Office2010版本)  
一、單選題 

【3】24.在Word的文件上方顯示水平尺規，文件的左側顯示垂直尺規，必須使用哪一種檢視模式？ 

大綱模式 草稿 整頁模式 Web版面配置 

【1】25.文件段落中的第一行若要空二格，則是使用段落設定中的哪個功能？ 

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2字元 

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1字元 

指定方式：凸排／位移點數：2字元 

指定方式：凸排／位移點數：1字元 

【4】26.下列哪個按鈕為［清除格式設定］？ 

        

【2】27.下列哪個對齊方式為［左右對齊］？ 

        

【3】28.在Word裡要至哪個功能中設定行距參數呢？ 

佈景主題 版面設定 段落 字元 

【2】29. Excel 2010儲存時的副檔名為何？ 

 DOCX  XLSX  PPTX  PDF 

【2】30. Excel中的小格子稱之為： 

工作表 儲存格 活頁簿 表格 

【3】31.若符合規則的數值可以自動變更顏色，是套用了哪個功能？ 

格式 格式化為表格 設定格式化的條件 自動規則 

【1】32.下列哪個計算式為正確的運算寫法？ 

 ＝(A1+B1)/C1  (A1B1)  (A1+B1  A1+B1) 

【2】33.當捲動工作表時，如何才能維持部份工作表內容為可見？ 

開新視窗 凍結窗格 並排顯示 隱藏視窗 

【1】34.可在畫面中同時顯示同一個檔案但不同的視窗功能為： 

開新視窗 凍結窗格 並排顯示 隱藏視窗 

 



【1】35.在 Word 中要設定每頁的右上角都能顯示相同文字內容，必須在何種模式下輸入文字後，可以讓每
個頁面右上角都顯示相同文字？ 

頁首 頁碼 版面設定 母片 

【4】36.在Word中要套印標籤必須使用何種功能？ 

佈景主題 頁面框線 追蹤修訂 合併列印 

【3】37.在Word中要將條列式文字加上編碼符號，請問要設定下列哪個功能？ 

文字方塊  定位點  

項目符號／編號  圖片 

【1】38.用來追蹤文件的所有變更，例如：刪除、插入或格式變更等等之功能為何？ 

追蹤修訂 註解 接受變更 檢閱窗格 

二、複選題 

【1,3】39.下列哪些是Word 2010支援的檔案格式？ 

DOC ODF DOCX OPT 

【2,3,4】40.圖片排版時若要能任意移動，必須設定［自動換行］，下列為自動換行的選項，哪幾個可以在
頁面中任意移動圖片的位置？（也就是圖片為浮貼的狀態） 

與文字排列 矩形 緊密 穿透 

【1,2,3】41.下列哪些函數在 Excel 2010中有內建按鈕可以快速套用？ 

 SUM  AVERAGE  COUNT  COUNTA 

【1,2,3】42. Word 2010有哪些文件檢視模式？ 

整頁模式  Web版面配置 大綱模式 平板閱讀模式 

【1,2,3】43.下列哪些為 Excel 2010的活頁簿檢視模式？ 

標準模式 分頁模式 整頁預覽 分割視窗 

【3,4】44.在Word中要增加一頁空白頁，下列哪個方法可以新增空白頁？ 

插入／交互參照 插入／分節符號 插入／分頁符號 插入／空白頁 

【1,2,3】45. Excel 2010中的資料型態有哪幾種主類型？ 

數值 文字 時間／日期 符號 

【1,2,4】46.下列的函數哪些是查表的功能？ 

 Vlookup  Hlookup  Search  lookup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從組織內部人力市場和從外部人力市場招募人力各有何利弊？請分別說明之。【10分】 

 

 

 

 

 

 

 

 

 

 

 

 

第二題： 

在 Office中若要將製作完成的 Excel 2010工作表內容，轉移至Word 2010文件中顯示，有哪些方法可

以使用？並請說明不同方法的操作步驟及特點為何？【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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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業科目 A.農業機械 
一、單選題 

【3】1.當活塞上升至頂點時，空間最小，至底端時空間最大，在最大與最小之間的容積，稱為下列何者？ 

總容積 燃燒室 排氣量 間隙容積 

【3】2.化油器是利用文氏管原理帶入油氣混合氣體到汽缸中，在文氏管中口徑愈小者，則： 

流速愈快，負壓愈小  流速愈慢，負壓愈大  

流速愈快，負壓愈大  文氏管口徑與負壓大小無關 

【1】3.在條溝中每隔一定距離播下一至數粒種子，再覆土鎮壓的播種方式為下列何者？ 

點播 條播 撒播 摘播 

【3】4.循環式稻穀乾燥機的基本原理是： 

連續乾燥 高溫乾燥 間歇乾燥 浮動乾燥 

【2】5.曳引機輪胎標示 17.7-38 與下列何種輪胎尺寸相同？ 

 480/85R38  450/85R38  420/85R38  380/85R38 

【2】6.軸流式抽水機之特性為下列何者？ 

揚程低出水量小 揚程低出水量大 揚程高出水量小 揚程高出水量大 

【2】7.比較相同缸數與規格之汽油和柴油引擎，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汽油引擎之壓縮比較低  汽油引擎之熱效率較高 

汽油引擎之燃料消耗率較高 汽油燃料的熱值較高 

【2】8.調整氣門間隙時，活塞的位置應在下列何項行程的上死點(T.D.C)之位置？ 

進氣 壓縮 動力 排氣 

【4】9.引擎電路系統中，為避免元件因瞬間電壓增大而燒毀，在電路學原理應用上，通常使用下列何種元
件吸收瞬間電流脈波和保護白金接點？ 

點火線圈 點火開關 分電盤 電容器 

【2】10.曳引機的前輪角度中，下列何者可補償輪胎遇阻力時，部分組件之微小變形情況下，二輪仍保持平
行以防止側滑，並減少磨損？ 

後傾角(caster-angle)  內傾角(toe-in) 

中心銷傾斜角(kingpin inclination angle) 外傾角(camber-angle) 

【1】11.一鼠籠式 240V三相電動機，極數為 6極，供電頻率為 60Hz，請問在無負載情形下，其轉速為多少？ 

 1,200rpm  1,600rpm  2,400rpm  3,200rpm 

【3】12.在引擎曲軸實際輸出之馬力，用測功計測試所得到的馬力，稱為下列何者？ 

指示馬力 瞬間馬力 制動馬力 摩擦馬力 

【2】13.農用柴油引擎噴油嘴調整墊片增減約 0.1mm，其壓力增減約： 

 5 kg/cm
2
  10 kg/cm

2
  20 kg/cm

2
  30 kg/cm

2
 

【4】14.化油器哪一油路可以消除引擎之滯點(flatspot)或貧油(poor fuel)現象？ 

低速油路 高速油路 強力油路 加速油路 

【4】15.車重 2700 kg，引擎馬力 60 hp，請問該曳引機在行進速度 1.8 m/s，平均拖桿拉力為 1200 kg時，其
拖桿馬力(drawbar horsepower)約為：（註︰1 kgm/s=9.81 W） 

 22hp  24.6hp  26.5hp  28.4hp 

二、複選題 

【1,3,4】16.插秧機可以允許操作者調整的參數有哪些？ 

株距 行距 穴株數 插植深度 

【1,3,4】17.有關辛烷值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係異辛烷與正庚烷之混合物中，異辛烷所佔體積之百分數 

係異辛烷與正庚烷之混合物中，異辛烷所佔重量之百分數 

辛烷值愈高，抗爆性愈佳 

壓縮比愈高的引擎， 需使用辛烷值較大之汽油 

【1,2,3】18.下列哪些是曳引機設計三點連接的應用功能？ 

控制作業深度 控制農具升降 農具重量轉移 搭載作業人員 

【1,2】19.有關背負式動力微粒噴霧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體積小巧輕便，可一人操作 換裝附件可供噴粉或噴粒 

噴粉或噴粒時均須使用調量閥 大部分使用柴油引擎 

【1,2,4】20.下列何者是汽油引擎使用電子點火系統的優點？ 

無白金斷點和電容器，故障少 火花持久且溫度高 

降低排氣溫度  延長火星塞壽命 

【1,3,4】21.有關動力插秧機性能基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插植深度應在 2.0～3.0cm 浮苗率 2﹪以下 

倒伏率 1.0﹪以下  缺株率 1.5﹪以下 

【2,3】22.有關動力中耕管理機田間作業性能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中耕作業深度須在 10cm以上 培土深度須在 12cm以上 

作業速度不得低於 0.5m/s 轉彎時間不得大於 10秒 

【1,3】23.在內燃機熱力學原理中，有關汽油引擎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亦稱為鄂圖循環引擎  亦稱為狄塞爾循環引擎 

熱力學假設為等容燃燒循環 熱力學假設為等壓燃燒循環 

貳、專業科目 B.農業經營與管理  
一、單選題 

【4】24.下列哪一項農產品標章之使用期限為 108年 6月 15日？ 

優良農產品標章  產銷履歷農產品標章  

產地標章  吉園圃標章 

【1】25.我國農產品經營業者生產產銷履歷農產品，在生產階段需依循下列哪一項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規範？ 

 TGAP  GMP  GAP  Global GAP 

【3】26.有關我國綠色給付措施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為因應農業生產因天然災害受損時的現金救助給付 

僅適用於獎勵老年農民離農退休後具有基本收入 

以直接給付獎勵稻農轉作種植具競爭力轉（契）作作物 

適地發展林下經濟，鼓勵養蜂之補助措施 

【4】27.有關農地銀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農地農有制度的簡稱  推行農地重劃的重要機制 

我國基層農業金融單位  農地租賃買賣資訊平台 

【4】28.下列何者並非近年來政府為改善農村人口老化及勞動力不足之情形所採取的措施？ 

辦理農業人力團  成立農機代耕團隊  

辦理假日農夫團  建立農業信用保證制度 

【3】29.根據 10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結果顯示，我國農業經營者的平均年齡約在哪個數值範圍？ 

低於 45歲  介於 46歲至 60歲之間 

介於 61歲至 65歲之間  高於 66歲 

【2】30.根據 10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結果顯示，從事下列哪一種農耕經營之銷售服務金額最高？ 

稻作栽培 食用菇蕈栽培 花卉栽培 果樹栽培  

 



【1】31.至民國 108年五月底為止，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認定為台灣地區在口蹄疫疫區分類上，屬於下列
哪一類？ 

使用疫苗口蹄疫非疫區  使用疫苗口蹄疫疫區 

未使用疫苗口蹄疫疫區  未使用疫苗口蹄疫非疫區 

【4】32.因應國際非洲豬瘟疫情在亞洲地區蔓延，截至民國 108年 5月底為止，我國尚未採取何種管制措施？ 

針對高風險地區入境航班旅客加強檢查 

落實執行旅客違規攜帶動物產品之裁罰及罰鍰繳納追蹤 

強化廚餘養豬場管控，加速推動廚餘養豬轉型措施 

強制實施全面施打非洲豬瘟疫苗 

【4】33.農民某甲在產地販售農產品的價格為每公斤 100元，該產品批發交易價格為每公斤 120元，零售價
為每公斤 300元，請問該產品之行銷價差為何？ 

 20元• ‚   150元  180元  200元 

【1】34.農民某甲的產品有 20%透過 A通路販售、有 80%則透過 B通路販售。某甲賣給 A通路的價格為每
公斤 300元；賣給 B通路的價格為每公斤 500元。請問某甲產品的平均價格是多少？ 

 460元• ‚   400元  360元  350元 

【4】35.農民某乙將產品以相同比例賣給 A與 B兩通路商。A通路商之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300元、標準差為
60元；B通路之平均價格為每公斤 500元、標準差為 100元。下列何者正確？ 

 A通路之獲利較穩定   B通路之價格變化範圍較小 

 A通路之價格變異大於 B通路  AB兩通路之價格變異程度相同 

【3】36.農場經理某甲想要了解上半年（1月 1日至 6月 30日)之經營成果，請問哪一個財務報表較為適用？ 

檢核表 基金餘額表 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3】37.農業發展條例對家庭農場的定義是： 

依農業產銷班設立要點成立的家族合作組織 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 

以共同生活戶為單位，從事農業經營之農場 領有商業登記證明的獨資或合夥組織 

【2】38.農業學校畢業青年，購買耕地直接從事農業生產所需之資金，由主管機關協助，可辦理多久的貸款？ 

三十五年 二十年 十五年 十年 

二、複選題 

【1,4】39.下列哪些是農業金融機構？ 

農會信用部 信用合作社 合作金庫銀行 全國農業金庫 

【1,3,4】40.下列何者有助於降低農產品的運銷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風險？ 

改善運輸與倉儲設施  教育消費者分辨產品好壞 

改良品種與加工  投保運輸險 

【2,4】41.根據農業發展條例，都市土地農業區中的農業用地包含哪些用途的用地？ 

農民團體直營旅店 

供農作使用者 

販售農用資材及日用品的賣場 

農民團體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與冷藏庫 

【2,3,4】42.下列哪些分析指標可用於衡量農家經濟情況？ 

農家社群參與率 

農業依存度 

農業所得消費支出之充足率 

平均每人消費支出 

【1,4】43.下列哪些項目屬於農場經營之負債？ 

預收貨款 預付訂金 運貨搬運車 應付費用 

【1,4】44.下列何者為我國農產品標章管理辦法所定的農產品標章？ 

有機農產品標章  

農產品產地標章  

產品生產溯源標章  

優良農產品標章 

【1,3,4】45.下列哪些為目前政府主力推動智慧農業應用之目標領航產業？ 

蘭花 肉牛產業 農業設施 種苗 

【1,2】46.根據農業發展條例，有關農民及農民團體販售農產品的課徵税負相關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農民出售本身所生產的農產品，免徵印花稅 

農民出售本身所生產的農產品，免徵營業稅 

農民團體辦理共同運銷，需課徵營業稅 

農民團體辦理共同運銷，需課徵印花稅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計算題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第一題： 

某六缸四行程引擎缸徑衝程為 80mm70mm，若壓縮比為 10:1，則： 

（一）其總排氣量及燃燒室(餘隙)容積各為多少？【6分】 

（二）若此六缸四行程引擎進氣早開 10度晚關 25度，排氣早開 30度晚關 15度，試求動力重疊角。 

【4分】 

 

 

 

 

 

 

 

 

 

 

第二題： 

農場之現場管理，常應用看板管理與顏色管理，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請說明何謂看板管理？何謂顏色管理？【5分】 

（二）請舉一例說明如何結合看板管理及顏色管理於農場之現場管理？【5分】 



【請接續背面】 

【圖 18】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度新進工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電機 1【O7712】、電機 2【O7713】 

專業科目：A.基本電學、B.電工機械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

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卷）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共 48題【四選一單選選擇題 30題，每題 1.6分；複選題 16題，每題 2分；非選擇題 2題，
每題 10分】，共 100分。 

第 1~15題、第 24~38題為單選題，請選出最適當答案；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第 16~23題、第 39~46題為複選題，每題至少有 2個(含)以上應選之選項，各選項獨立判定，全對得 2 分，
答錯 1個選項者得 1分，答錯 2個選項(含)以上或所有選項均未作答者得 0分。 

選擇題限以 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非選擇題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請參照答案卷所載注意事項，於各題指定作
答區內作答，並標明題號及小題號。 

請勿於答案卡（卷）上書寫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建程式、
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
績 10 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
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壹、專業科目 A.基本電學 
一、單選題 

【2】1.小明想要設計一 LED 電路，如【圖 1】所示。若 LED 的順向壓降為 1.7V，且小明想要讓 LED 的電流控制在
10mA，則限流電阻 R 應為多少？ 

5V

R

＋
1.7V

－

 
 220Ω  330Ω  440Ω  1kΩ 

【1】2.某直流電動機，其工作電壓為 100V，滿載時電流為 10A，若全部損失為 200W，則此電動機之效率為多少？ 

 0.8   0.85  0.9  0.95 

【3】3.某電容器的規格為 100μF／50V，若電容器兩端電壓穩定於 20V 時，請問此電容器所儲存的能量為何？ 

 100mJ  40mJ   20mJ  1mJ 

【1】4.下列何者為磁通密度的單位？ 

特斯拉(Tesla)  V/m 韋伯(Wb)  kg/cm
2
 

【2】5.【圖 5】為陶瓷電容，請問其電容量為多少法拉？ 

104

 
 1μF  0.1μF  0.01μF  0.001μF 

【4】6.有一線圈測得其電感量為 2H，今有一電流如【圖 6】所示通過此線圈，請問在 t=1sec 時，此線圈的感應電勢
大小為何？ 

t

I

5A

0.5s 1.2s

 
 20V  10V  5V  0V 

【3】7.某電路之電壓方程式 )30377sin(50)( ottv  、電流方程式 )30377cos(10)( otti  ，請問此電路的特性為何？ 

純電容性電路 純電阻電路  RC 電路  RL 電路 

【2】8.交流 RLC 串聯電路，當發生諧振時，品質因數 Q=10，XLO=20Ω，請問此電路之電阻 R=？ 

 1Ω  2Ω  100Ω  200Ω 

【2】9.某平衡三相 Y 接電源，相序為 A-B-C，若 B 相電壓為 VV o
B   30100 ，請問線電壓 BCV ？ 

 VV o
BC  60100    VV o

BC  603100   

 VV o
BC  30100    VV o

BC  303100   
 

【3】10.如【圖 10】所示電路，試求 RAB＝？ 

40Ω

10Ω

20Ω

20Ω

20Ω
A

B

 
 10Ω  15Ω  20Ω  25Ω 

【3】11.如【圖 11】所示電路，請問此電路的功率因數為何？ 

3Ω 4ΩO0100

 

 0.8 滯後  0.6 滯後  0.8 超前  0.6 超前 

【1】12.某負載之功率因數 PF 為 0.6 滯後，有效功率為 2.4kW，若想提高功率因數至 0.8 滯後，請問需要並聯多少虛
功率的電容器？ 

 1.4 kVAR  1.6 kVAR  2 kVAR  2.4 kVAR 

【2】13.如【圖 13】所示電路，請問 VAB＝？ 

6Ω

3Ω

12Ω

2Ω 1Ω
BA

2A

 
 24V  33V  40V  54V 

【3】14.某螺旋管線圈匝數為 100 匝，測得其電感量為 10mH。若利用相同的材料，且截面積及長度皆不變之下，匝
數增加為 400 匝，則此線圈的電感量變為多少？ 

 40mH  80mH  160mH  320mH 

【1】15.如【圖 15】所示電路，請問 R=？ 

9Ω

I1

2Ω

4Ω
＋

12V

－

4Ω

R

48V

I2

 
 2Ω  3Ω  4Ω  5Ω 

二、複選題 

【1,4】16.下列敘述何者為串聯電路的特性？ 

串聯電路中，流經各元件的電流均相同 串聯電路中，可使用分流定則 

串聯電路中，總電阻值為各電阻之倒數和 串聯電路中，總消耗功率為各元件之消耗功率之和 

【1,2】17.如【圖 17】所示電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4V

2V

1s
t

V

2s 3s 4s 5s

 
週期為 3秒 有效值為 V

3

20  平均值為 3V 頻率為 3Hz 

【1,3,4】18.如【圖 18】所示電路，假設電感器無任何儲能，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0V

2Ω

100mH

S

I

 
開關 S閉合瞬間，電感器視為開路 開關 S閉合瞬間，電感器視為短路 

時間常數 mS50   經過 1S之後，線路電流 I=5A 

【2,3,4】19.某交流電壓方程式 Vttv )30377sin(100)( 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最大值為 2100 V 有效值為 70.7V 平均值為 63.6V 頻率為 60Hz 

 

【圖 1】 

【圖 5】 

【圖 6】 

【圖 10】 

【圖 11】 

【圖 13】 

【圖 15】 

【圖 17】 



【1,3】20.如【圖 20】所示電路，當此電路發生諧振時，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V200

50Ω

0.25H

1μF

 
諧振頻率 Hzfo 318   品質因數 20Q  

諧振時，電感電壓 VVLO 2000  頻寬 HzBW 9.15  

【1,4】21.如【圖 21】所示電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0Ω

10Ω

10Ω

O0200 

I1 I2

IT

 
 AI 201    AI 102    AIT 30   kWPT 6  

【1,2,4】22.如【圖 22】所示電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3Ω

3Ω 3Ω

3Ω 10V20V

I1

I2I3

I4

 

 AI
3

10
1 

  AI 02    AI
3

10
3    AI

3

10
4   

【2,3】23.如【圖 23】所示為一多範圍電壓表，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
R1 R2

COM 10V 50V

500mV

2mA

250V

R3

 
 R1=5kΩ  R2=20kΩ  R3=100kΩ  R1=10kΩ 

貳、專業科目 B.電工機械  
一、單選題 
【1】24.一直流發電機，無載時端電壓為 220V，滿載端電壓為 200V，則電壓調整率為多少？ 
 10%  15%  20%  25% 

【3】25.一直流發電機輸出 4kW，於滿載運轉時，總損失為 1kW，則此時運轉效率為多少？ 
 90%  85%  80%  75% 

【1】26.三相感應電動機 6極，220V，50Hz，若在額定負載下，滑差率（轉差率）為 6%，則電動機滿載時轉軸轉速為何？  
 940 rpm  950 rpm  960 rpm  1,000 rpm 

【4】27.三相 Y 接同步發電機，額定線電壓為 380V，若開路特性試驗得：端電壓 Ea＝220V，激磁電流 If＝0.92A；若
短路特性試驗得：短路電流 IS＝11A，If＝0.92A，則發電機每相的同步阻抗約為多少？  
 7  10  12.1  20 

【1】28.一部交流同步發電機並聯運轉時，若只調整激磁電流大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以改變無效功率分配  可以改變有效功率分配 
可以改變發電機頻率  可以改變發電機轉速 

【2】29.某一變壓器，短路試驗的結果，求得百分比電阻壓降為 3%，百分比電抗壓降為 1.5%，當負載功率因數為 80%
滯後時，其電壓調整率為多少？ 
 3%  3.3%  6%  6.6% 

【2】30.有一 20kV/3.3kV、500kVA 之單相變壓器，滿載時銅損為 40kW，鐵損為 10kW，則效率最大時之負載為多少？ 
 300kVA  250kVA  200kVA  125kVA 

【2】31.一根長 50 公分帶有 20 安培的導線，置於磁通密度為 0.5 韋伯/平方公尺之磁場中，若導體放置的位置與磁場
夾角為 53 度，則導體所受電磁力為多少？ 
 5 牛頓  4 牛頓  3 牛頓  2 牛頓 

【2】32.下列何種電動機可用改變輸入脈波頻率方式來進行轉速的控制？  
步進電動機 線性脈波電動機 直流伺服電動機 蔽極式單相感應電動機 

【2】33.三相 Y 接自電源取用 300kW，功率因數為 0.6 滯後，若欲將功率因數提高至 1，請問所需之同步調相機之容
量為多少？ 
 300kVA  400kVA  450kVA  500kVA 

【4】34.三相感應電動機 4 極、60Hz、220V，滿載時轉子頻率為 12Hz，則氣隙功率與機械功率的比值為何？  
 0.98  1.04  1.20  1.25 

【3】35.三相感應電動機 6 極、60Hz，若其滿載轉速為 1,100 rpm，請問其轉子頻率為多少？ 
 60Hz  6Hz  5Hz  3Hz 

【4】36.如【圖 36】中之變壓器的極性已知，且匝數比 N1：N2
 
＝2：1，當 V1＝110 V時，交流電壓表 V2與 V3的讀

值分別為多少？ 

 
 55V，165V  110V，-110V  110V，55V  55V，55V 

【4】37.三相、4 極、60Hz 之繞線式轉子感應電動機，轉子每相電阻為 1，運轉於 1,500rpm 時產生最大轉矩，若此
電動機要以最大轉矩起動，則轉子每相電路需外加多少電阻？ 

 1  3  4  5 

【1】38.三相感應電動機 6 極、50Hz、200V，滿載時轉差率為 0.05、轉矩為 30 牛頓－公尺，則電動機的滿載功率約
為多少？  

 2,983W  2,912W  2,835W  2,750W 

二、複選題 

【2,4】39.有關直流電動機轉速控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電樞電壓控制法是利用外加的電源電壓來控制轉速，電樞端電壓越大，轉速越快 

串激式電動機的激磁場轉速控制法，是在串激磁場繞組串聯變阻器以控制轉速 

電樞電阻控制法是在電樞電路中串聯一可變電阻以調整轉速 

分激式電動機的激磁場轉速控制法，是在分激磁場並聯變阻器以控制轉速 

【1,4】40.單相分相式感應電動機的定子繞組可以分為運轉繞組與啟動繞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運轉繞組線徑粗、匝數多  啟動繞組線徑粗、匝數少 

運轉繞組線徑細、匝數多  啟動繞組線徑細、匝數少 

【2,3,4】41.有關三相圓柱型轉子之同步電動機的輸出功率，設 為負載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輸出功率與 cos 成正比  輸出功率與線端電壓成正比 

輸出功率與線感應電勢成正比 輸出功率與同步電抗成反比 

【1,2,4】42.有關三相感應電動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轉速越快，轉子電阻越小  轉速越慢，轉子頻率越大 

轉子電抗與轉速無關  電動機的轉矩與轉速有關 

【1,3,4】43.某 1kVA、200V/100V、50Hz之變壓器，其高壓側做短路試驗之記錄如下：Psc＝100W、Isc＝5A、Vsc＝
25V，則下列數據何者錯誤？ 

短路功因為 0.6 銅損為 100W 一次側等值電阻為 3   一次側等值阻抗為 4  

【2,3,4】44.一分激式直流發電機提供 5kW、100V 的負載，已知分激場電阻 50Ω，電樞電阻 0.2Ω，在不考慮電樞反應
及電刷壓降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激磁電流 2A 電樞電流 48Ω 負載電流 15A 電樞感應電動勢 120V 

【2,4】45.某三相、4 極、48 槽之交流電機，其線圈節距為
7

9
，且採用分布繞組，下列何者正確？  

分布因數 Kd＝ sin30

3sin10




 節距因數 Kp＝cos20 節距因數 Kp＝sin40 分布因數 Kd＝

sin30

4sin 7.5




 

【1,2,3】46.一直流電機在轉速 500 rpm 時之鐵損為 200 瓦特，在 1,000 rpm 時之鐵損為 500 瓦特，在磁通密度保持不
變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渦流損與轉速平方成正比  磁滯損與轉速成正比 

在 1,000 rpm 時之磁滯損為 300 瓦特 在 500 rpm 時之渦流損為 150 瓦特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計算題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第一題： 

某交流 RLC 串聯電路，如下圖所示。當頻率為 100Hz 時，R＝12Ω、XL＝20Ω、XC＝5Ω，請問： 

Hzf 100

12Ω

20Ω

5Ω

V100

 

（一）此電路發生諧振時的頻率應為多少？【5 分】 

（二）當發生諧振時，XLO＝？【5 分】 

第二題： 

直流分激式電動機，端電壓為 200V，電樞電阻為 0.12，滿載時電樞電流為 50A，轉速為 1,000rpm，試

求： 

（一）無載轉速 no。【5 分】 

（二）速率調整率 SR%。【5 分】 

【圖 36】 【圖 20】 

【圖 21】 

【圖 22】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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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業科目 A.機械製造 
一、單選題 

【3】1.有關 18-4-1 型高速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鎢系高速鋼   18：表示鋼基中含有 18%的鎢 

 4：表示鋼基中含有 4%的鉬  1：表示鋼基中含有 1%的釩 

【4】2.金屬模壓鑄法中的熱室法較適用下列何種金屬？ 

 Cu  Mg  Al  Zn 

【1】3.衝壓床工作中，將材料剪開一邊保留三邊的加工方法，稱為： 

衝凹孔 衝孔 衝縫 修邊 

【3】4.有關軟銲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熔點在 430
o
 C 以下 又稱為錫銲 銲劑可用硼砂 銲料以錫鉛合金為主 

【3】5.電鍍加工法中白鐵皮是在鐵皮表面鍍上何種金屬？ 

 Ni  Cl  Zn  Cr 

【1】6.配合種類中 H/a~g 是屬於下列何種配合？ 

餘隙配合 干涉配合 過渡配合 基軸制配合 

【4】7.進行鑄鐵切削加工時，應採用下列何種切削劑？ 

太古油 淨油 硫化油 壓縮空氣 

【1】8.切削加工時，影響刀具壽命最大因素為何？ 

切削速度 刀具硬度 工件材質 切削劑 

【3】9.有關車床的規格表示，下列何者錯誤？ 

兩頂心間距離 最大旋徑 馬達最大馬力 床台長度 

【3】10.有關螺紋角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統一標準螺紋：60
o  

惠氏螺紋：55
o  

公制梯形螺紋：29
o  

斜方形螺紋：45
o
 

【4】11.有關鑄造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長形中空管件可利用真離心鑄造法 

 CO2 法是用純矽砂和矽酸鈉混合後，再通入 CO2 而硬化的造模方法 

低壓鑄法是利用惰性氣體，經爐頂加壓金屬，使金屬由導管注入金屬模中 

瓷殼模法是以乾矽砂及酚甲醛樹脂混合製成鑄模 

【2】12.有關螺紋滾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可節省材料約 16~25%  牙角正確，但表面光度不佳 

適合大量生產  滾軋時材料硬度不得超過 HRC37 

 

【3】13.有關螺絲攻的使用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等徑螺絲攻的第二攻前端有 3-4 牙不完全牙 增徑螺絲攻的第二攻切削負荷有 55% 

機力螺絲攻進行攻牙時必須反轉斷屑 攻螺絲前的鑽孔，通常保留 75%牙深 

【1】14.有關粉末冶金的優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金屬粉末價格低 製品純度高 不會產生廢料 可控制零件孔隙 

【4】15.外徑 100mm、刀刃 10 齒的面銑刀，以 20π m/min 的速度進行工件切削，銑刀每齒進刀量為 0.2mm，
求銑刀每分鐘之進刀量 mm/min 為何？ 

 4π  40π  40  400 

二、複選題 

【1,2,3,4】16.有關機械材料之加工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碳鋼含碳量約在 0.3%時具有優良的切削性 鑄鐵之熔點低，流動性佳，故有良好的鑄造性 

黃銅加入鉛，其目的是改善切削性 純鋁質軟具良好延展性，所以切削性不佳 

【3,4】17.有關表面處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滲碳法適用於高碳鋼  電鍍法是將被鍍工件置於陽極 

陽極處理是對鋁的防蝕處理 鐵皮表面鍍錫又稱馬口鐵 

【1,2,3,4】18.游標卡尺可用於測量和劃線，下列何者為其功用？ 

深度測量  階級測量 

以基準面劃等距平行線  求工件斷面中心 

【1,2,3,4】19.麻花鑽頭進行鑽頂研磨時，其鑽頂由哪些部分組成？ 

鑽唇 鑽唇間隙角 靜點 切邊 

【2,4】20.有關齒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模數為齒數與節徑的比值，M=T/D 工作深度為兩倍齒頂高 

兩齒輪傳動時，接觸齒面上只有滾動接觸 齒間隙為齒根高減齒頂高 

【1,3】21.電銲種類中，下列何者為消耗性電極？ 

潛弧銲接(SAW)  惰氣鎢極電弧銲接(TIG) 

惰氣金屬極電弧銲接(MIG) 電離氣電電弧銲接(PAW) 

【1,3,4】22.有關影響切削力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切削速度增加，切削力會增加 進刀量愈小，切削力愈小 

切邊角愈大，切削力愈大 後斜角增加 1
o，切削力增加 1% 

【1,2,4】23.下列何者為機械式非傳統加工？ 

磨料噴射加工：AJM  水噴加工：WJM 

電化研磨：ECG  超音波加工：USM 

貳、專業科目 B.機械電學  
一、單選題 

【4】24.使用指針式三用電表測量電阻時，若切換檔位於 R×10k 檔，指針指示值為 20，請問實際電阻值為
多少 Ω？ 

 200Ω  2kΩ  20kΩ  200kΩ 

【2】25.欲壓接導線時，宜選用下列何種工具？ 

符合各導線線徑的電工鉗 符合各導線線徑的壓接鉗 

符合各導線線徑的斜口鉗 符合各導線線徑的鋼絲鉗 

【1】26.下列哪兩種電源可由單相三線式分電盤提供？ 

 110V及 220V  60V 及 120V  100V及 200V  170V及 390V 

【1】27.使用三用電表測量電流時，應如何與負載連接？ 

與負載串聯連接  與負載並聯連接 

與負載先串聯連接後再並聯連接 與負載先並聯連接後再串聯連接 

【2】28.為防止人員感電發生危險，常在浴室、廁所或噴水池等潮濕處裝設下列何種器具？ 

無熔絲開關 漏電斷路器 閘刀開關 按鈕開關 

【2】29.一般交流電壓表所測量到的值為下列何者？ 

最大值 均方根值（有效值） 平均值 瞬間值 

【3】30.無熔絲開關上標示的 AT 是指下列何種容量？ 

負載容量 框架容量 跳脫容量 啟斷容量 

【3】31.若將三用電表內部電池全部卸下時，仍可測量下列何種情況？ 

電路之短路與開路 電阻值大小 交流電壓值 辨識電晶體接腳 

【1】32.為了防止下列何種情況，三相感應電動機正逆運轉時要有連鎖控制？ 

主線路短路 過載 主線路接觸不良 主線路接線錯誤 



【圖 35】 

 

 

【3】33.一般低壓系統指的是用電多少伏特以下的系統？ 

 150伏特  300伏特  600伏特  900伏特 

【1】34.某電壓源之內阻為 5 Ω，測量其開路電壓為 20 V，若將 5 Ω 的負載電阻與此電壓源連接，則此負載
電阻上的電功率為多少瓦特？ 

 20瓦特  40瓦特  60瓦特  80瓦特 

【2】35.如【圖 35】所示電路，AB兩端電壓值為多少伏特？ 

 10伏特 

 15伏特 

 20伏特 

 25伏特 

 

【3】36.假設某間辦公室內有 100W 電燈 10組，400W 風扇 5台，4kW 冷氣 3台。若電燈與風扇每天使用 8

小時，冷氣每天 5小時，且電費 1度電收 4元，請問此間辦公室 20天的電費為多少元？ 

 1,680元  2,450元  6,720元  9,600元 

【1】37.有關無熔絲開關(NFB)的啟斷容量(IC)、跳脫容量(AT)、框架容量(AF)之間數值的大小，下列何者正
確？ 

 IC > AF > AT  AT > IC >AF  AF > IC >AT  AF >AT > IC 

【1】38.某一 2.0mm 銅線經測量後得知電阻值為 2.4 Ω，請問同一材質與長度，線徑為 1.6 mm 的銅線，其電
阻值為多少 Ω？ 

 3.75 Ω  4.8 Ω  6 Ω  7.2 Ω 

二、複選題 

【1,2,3】39.有關色碼電阻與電阻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電阻器依工作方式可分為固定型、半可變型、可變型 

三環式的色碼電阻，其誤差均為 20% 

截面積(A)、長度(l )與電阻係數(  )為影響電阻值(R)大小的主要因素 

材料導電性越好者，其電阻係數愈大 

【1,2,4】40.電容器電容值的大小受下列哪些因素影響？ 

極板間的距離(d)  絕緣介質的介電係數( ) 

外加電壓(V )  極板面積( A ) 

【1,2,3】41.在使用指示燈時，有關各顏色所代表的意義，下列哪些正確？ 

綠色(GL)表示停止、安全 紅色(RL)表示運轉、注意 

黃色(YL)表示警告、故障 白色(WL)表示停止 

【1,2,4】42.下列哪些為低電壓馬達控制電路所應具備的保護？ 

逆相保護 過載保護 低頻保護 欠相保護 

【1,2,4】43.有關【圖 43】電路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I之值為 3安培  流經 2 個 4Ω電阻之電流值皆為 1安培 

流經 3Ω電阻之電流值為 2安培 該電路為平衡電橋電路 

 

 

 

 

 

 

【1,2,3】44.有關無熔絲開關之敘述，下列哪些錯誤？ 

若經常跳脫，應更換較大額定容量的無熔絲開者 

跳脫容量可大於框架容量 

價格較閘刀開關為貴，但保護及裝置效用上相仿，可隨意選用 

跳脫方式可分為熱動式、電磁式及熱動電磁式三種  

【1,3,4】45.下列哪些感測開關為非接觸型？ 

電容式近接開關 限制開關 電感式近接開關 光電開關 

【3,4】46.當乾電池兩端與 20歐姆電阻連接時，測量得到流經電阻之電流為 2安培，若將電阻改為 5歐姆時，
電流變為 5安培，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電池連接 20 歐姆電阻時，20歐姆電阻兩端之端電壓為 50伏特 

電池連接 5歐姆電阻時，5歐姆電阻兩端之端電壓為 40 伏特  

電池之內電阻值為 5歐姆 

電池之電動勢為 50伏特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計算題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第一題： 

（一）請計算出下圖中錐度的大徑(D)。【3 分】 

 

 

 

 

 

 

 

 

 

 

 

 

（二）編寫 CNC 程式：請參照已有之 CNC 程式，寫出各編號位置處對應之程式碼。【7 分】 

CNC 程式  

 

 

 

 

 

 

 

 

 

 

 

 

 

 
第二題： 

如下圖所示電路，請問： 

（一） ab 兩端點左側電路的戴維寧等效電壓 Eth 為多少伏特？【5 分】 

（二） RL為多少歐姆時，RL兩端可獲得最大功率輸出？【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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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