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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年中新進人員招募甄試試題
專業科目：共同科目 A

測驗時間：14:00-15:00

卷別：乙卷

維修類組：工程員(維修電子類)、技術員(維修機械類、維修電子類、維修電機類)
招募類科： 經管類組：助理專員(會計類、公共事務類)
身心障礙類組：工程員(資訊類)
※注意：本卷試題每題為四個選項，答錯不倒扣，全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依題號清楚劃記，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全份共計 50 題，每題 2 分，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
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測驗僅得使用簡易型電子計算器(招生簡章公
告可使用之計算機)，但不得發出聲響，亦不得使用智慧型手機之計算機功能，其它詳如試場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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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f you need to send documents by mail, please contact us _________ phone or e-mail in order for us
to provide the proper mailing address. (A)at (B)by (C)on (D)with
(A)This stylish hotel features a variety of on-site entertainment facilities __________ free WiFi.
(A)and (B)for (C)during (D)on
(B)To keep your account safe, we __________ recommend that you change your current password
immediately to a stronger and more secured combination, else you stand the risk of having your
account hijacked. (A)recklessly (B)strongly (C)pointlessly (D)hardly
(C)My parents had a double bedroom on the second floor, my sister had the small bedroom next to
__________, and I was lucky enough to have a single room all to myself at the far end of the hall.
(A)them (B)their (C)theirs (D)themselves
(A)To maintain existing computerized systems takes __________ more time and effort. (A)much
(B)quite (C)so (D)very
(C)During the journey, the driver and other passengers are not permitted to access the car-deck and
enter the vehicle except __________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crew. (A)on (B)unless (C)with
(D)without
(D)You can book an appointment with one of our advisors who can help you with any personal
__________ or questions you may have. (A)causes (B)refusions (C)characteristics (D)matters
(D)Anything that is well-informed and catchy to the eyes is __________ to attract attention of viewers
and runs the possibility of converting them into prospective customers. (A)subject (B)commit
(C)accustomed (D)able
(D)Entrepreneurs’ focus will __________ from domestic sales to overseas markets this year.
(A)release (B)cover (C)rank (D)shift
(A)A number of states in the USA are looking at ways to __________ even more tax revenue from
online sales. (A)generate (B)return (C)construct (D)widen
(B)Please note that the main indoor exhibition is __________ closed for renovation, but that all other
displays are open. (A)usually (B)currently (C)necessary (D)often
(D)If there are any issues due to natural calamity, bad weather, local strike, labor unrest or any other
reason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company because of which the tour cannot be continued, the company
will not __________ or refund the cost. (A)response (B)deposit (C)deal (D)compensate
(C)If you smoke, thirdhand smoke is one among __________ reasons you should quit. (A)number
(B)numeric (C)numerous (D)numerical
(A)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5 are unable to be accommodated in shared dormitories unless
accompanied __________ a parent or legal guardian. (A)by (B)with (C)for (D)to
(C)Conditions do change, and some information __________ on this document is subjective.
(A)gives (B)gave (C)given (D)providing
(D)After the energy crisis, oil companies started __________ their energy sources, not depending on
key suppliers. (A)exchanging (B)authorizing (C)minimizing (D)diversifying
(C)Clinical trials and other studies that are not exploratory research should be done in __________ with
detailed written plans, with advance public deposition of the protocol. (A)regards (B)complaint
(C)accordance (D)reference
(B)According to a survey, Finnish respondents view Swedish language as a vital element in business
life, while Swedish respondents took an opposite __________ about the Finnish language. (A)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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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tance (C)review (D)prescription
19. (A)The ban on rice exports is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rice i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__________
price hikes. (A)curb (B)rule (C)conduct (D)build
20. (C)Iran's state TV says the country has __________ its first cyber police unit in the latest attempt by
authorities to gain an edge in the digital world. (A)cautioned (B)dealt (C)launched (D)achieved
21. (C)公文程式之類別中「函」為 (A)公布法律、發布法規命令時使用 (B)對總統有所呈請或報告
時使用 (C)各機關間公文往返，或人民與機關間之申請予答復時用之 (D)各機關對公眾有所宣
布時用之。
22. (A)公文書製作應盡量明白曉暢，辭意清晰，符合公文程式條例第 8 條所規定之要求 (A)簡淺明
確，並加具標點符號 (B)淺簡易明，並加具標點符號 (C)簡淺明白，並加具標點符號 (D)簡淺
明潔，並加具標點符號。
23. (B)公告之屬性為 (A)上行文 (B)平行文 (C)下行文 (D)直接復文。
24. (D)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應予登記、區分、統計及列入管制，並視業務性質分別訂定處理期
限，各類處理期限不得超過 (A)10 天 (B)20 天 (C)25 天 (D)30 天。
25. (C)公告為公部門公開告示的文書，公告之結構以那些段落為主 (A)主旨、說明、公告事項 (B)
主旨、說明、依據 (C)主旨、依據、公告事項 (D)主旨、說明、擬辦。
26. (C)總務處營繕事務組收受之文件，認為非屬單位承辦之公文，經改分發後，受移單位如有意見，
應如何處理 (A)即移還總務處，以免延誤時效 (B)即簽明理由報告首長，即行移還，以免延誤
時效 (C)即簽明理由陳請首長裁定後，不得再行移還 (D)送還收文單位，另案送發其他單位辦
理。
27. (B)公文是對公務案件之陳述與處理，應以 (A)簡單、明瞭、快速 (B)簡單、明瞭、達意 (C)
簡單、完整、時效 (D)簡單、完整、整潔為主。
28. (D)以下何者之間往來的文書，不屬於公文的對象 (A)機關與機關之間 (B)機關與人民之間
(C)機關內部 (D)人民與人民之間。
29. (C)希望受理機關盡速辦理公文之時效性，應於公文速別填 (A)一般件 (B)普通件 (C)速件
(D)最速件。
30. (B)「這片森林由於地處偏遠、□□□□，所以保存了原始的美麗，在靜謐中透出幾分神祕的氣
息。」句中缺空處應填入何者最適合？ (A)人滿為患 (B)人跡罕至 (C)羅紈之盛 (D)人聲鼎
沸
31. (B)下列哪個成語可以用來形容音樂的美妙？ (A)山高水長 (B)陽春白雪 (C)擊轅之歌 (D)
下里巴人
32. (D)選項中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A)生命太短暫，對於想做的事必須急時行動 (B)地震導致這
棟大樓傾斜，情況寂寂可危 (C)他犯下多起重大搶案，法院已經發出通輯令 (D)很多事情要未
雨綢繆，才不會事到臨頭過於慌張
下列文章節錄自余秋雨〈智能的夢魘〉，請閱讀後回答 13 及 14 題：
一個人最值得珍視的是仁慈的天性，這遠比聰明重要；如果缺乏仁慈的天性，就應該通過艱
苦修煉來叩擊良知；如果連良知也叩擊不出來，那就要以長期的教育使他至少懂得敬畏、恪守規
矩；如果連這也做不到，那就只能寄希望於他的愚鈍和木訥了；如果他居然頗具智慧，又很有決
斷，那就需要警覺，因為這樣的人時時有可能進入一種可怖的夢魘，並把這種夢魘帶給別人。
33. (D)根據上文所述，下列何者最重要？ (A)天資聰明 (B)後天教育 (C)循規蹈矩 (D)良知良能
34. (A)上文作者認為哪一種人會帶給人們痛苦？ (A)果決無情的人 (B)缺乏教育的人 (C)恪守規
矩的人 (D)憨厚木訥的人
35. (B)小明和小美是研究中國宋代文學的學者，兩人有自己欣賞的宋代文學家，依據敘述，（甲）、
（乙）分別是指何人？小明：（甲）厭惡怪文，推崇古文，擔任主考官時發揮影響力，一時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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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改變／小美：（乙）可說是中國文學和文化史上的巨擘，書法、繪畫、文章、詩詞幾乎無一
不會，且都有極高評價，可惜屢遭貶謫 (A)蘇軾／李白 (B)歐陽脩／蘇軾 (C)蘇洵／王安石
(D)杜甫／蘇轍
(C)某次邏輯分析測驗，共有 25 題，答對一題給 4 分，答錯一題倒扣 1 分，沒有作答的不給分。
魯夫作答的有 22 題，得 73 分（滿分 100 分）
，請問魯夫答對的有幾題？ (A)17 題 (B)18 題 (C)19
題 (D)20 題
(D)2 個工人，2 天做 4 張沙發，則 4 個工人，4 天可做幾張沙發？ (A)4 張 (B)10 張 (C)8 張
(D)16 張
(A)依林的老師給她一個數，並要她計算此數「先減 3 再除以 9」的結果，但她「先減 9 再除以 3」
，
得到結果為 43，若按照原先要求，則正確答案為？ (A)15 (B)34 (C)43 (D)51
(A)七人騎五匹馬，每人騎同樣的路程，趕 42 公里的路，請問平均每人騎馬的路程是多少公里？
（每匹馬限騎一人） (A)30 公里 (B)20 公里 (C)25 公里 (D)35 公里
(C)一隻蝸牛爬旗桿，白天牠可以往上爬 2 公尺，但是到了夜晚牠就會下滑 0.5 公尺，若已知旗桿
高 15 公尺，則蝸牛在第幾天可以爬上旗桿頂端？ (A)8 天 (B)9 天 (C)10 天 (D)11 天
(D)某躲避球隊在比賽中，勝 30 場，敗 10 場，還要比賽 10 場，問還要比賽多少場，才能達到勝
率 80%的標準？ (A)無須再勝 (B)5 場 (C)8 場 (D)需要全勝
(C)一本書的標價比建議售價少 30％，愛麗絲在 50 週年特價時，以標價的一半購得此書。請問愛
麗絲所付的錢是建議售價的＿＿%？ (A)25 (B)30 (C)35 (D)60
(B)某一列捷運行駛途中要穿越一隧道，已知捷運每小時速度為 40 公里，捷運全長為 200 公尺，
隧道長 5 公里，則從捷運車頭進入隧道開始計時，到捷運車尾離開隧道，共花費多久時間？
(A)1,028 秒 (B)468 秒 (C)918 秒 (D)1,168 秒
(D)在 1994 年時，聰哥的年齡是他祖母的一半，而聰哥和他祖母出生年份的和為 3838。請問聰
哥在 1999 年時是幾歲？（此處年齡指的是足歲） (A)48 歲 (B)49 歲 (C)53 歲 (D)55 歲
(C)我住在老王的公司和城市之間的某個地方，老王的公司位於城市和機場之間，所以： (A)老
王的公司到我住處的距離比到機場要近 (B)我住在老王的公司和機場之間 (C)我的住處到老
王公司的距離比到機場要近 (D)我的住處到老王公司的距離比到城市要近
(B)有甲乙丙丁戊五人，已知甲不是最年長，戊不是最年幼，且甲的年紀比丙大，則其年齡大小
為： (A)甲>乙>丁>戊>丙 (B)乙>甲>戊>丙>丁 (C)乙>戊>丙>甲>丁 (D)乙>甲>丙>丁>戊
(D)「要不是謝安真原諒了溫瑞凡，溫瑞萱一定會控告黎微恩」表示： (A)謝安真沒有原諒溫瑞
凡 (B)溫瑞凡和黎微恩是一夥的 (C)溫瑞萱喜歡謝安真 (D)謝安真原諒了溫瑞凡，而溫瑞萱沒
有控告黎微恩
(D)「要不是柏融大王挺身而出，桃猿隊也不會贏球」可以推論： (A)如果柏融大王沒有挺身而
出，桃猿隊就不會贏球 (B)柏融大王喜歡挺身而出 (C)桃猿隊一直輸球 (D)柏融大王挺身而出，
而桃猿隊贏球了
(C)大寶、二寶、小寶三人比賽賽跑，比賽完畢有人問他們比賽的結果。大寶說：
「我是第一。」
；
二寶說：
「我是第二。」；小寶說：「我不是第一。」實際上，他們之中有一個人說謊。請問真實
比賽結果是？ (A)大寶第一、二寶第二、小寶第三 (B)二寶第一、大寶第二、小寶第三 (C)
大寶第一、小寶第二、二寶第三 (D)小寶第一、大寶第二、二寶第三
(B)四位藝人分別在唱歌、跳舞、化妝和拍戲。如果甲不在唱歌也不在拍戲；乙不在化妝也不在
唱歌；如果甲不在化妝，那麼丙就不在唱歌；丁不在拍戲也不在唱歌；丙不在拍戲也不在化妝。
請問正在拍戲的是誰？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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