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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年中新進人員招募甄試試題
共同科目：共同科目 B
測驗時間：14: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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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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ach bus and tram ______ with a GPS that informs the on board system where the unit is. (A) is
equipped (B) are equipped (C) equips (D) equipped
(A)Is it advisable to leave the house while air ducts ______ by a hired crew? (A) are being cleaned
(B) are clean (C) are cleaned (D) are cleaning
(C)Why did the alarm go off? Someone may ______ one of the emergency doors by mistake. (A)
open (B) be open (C) have opened (D) had opened
(A)The wind is blowing ______, and there are leaves flying everywhere. (A) hard (B) hardly (C)
very hardly (D) to be hard
(C)The name and phone number of the person ______ the spring convention are enclosed in the email.
(A) organizes (B) organized (C) organizing (D) has organized
(A)Not long after I got home, the office ceiling ______. (A) collapsed (B) collapses (C) has
collapsed (D) will collapse
(D)This is the man ______ we read in the newspaper. (A) who (B) whom (C) about who (D)
about whom
(B)The reason for her absence was ______. (A) sick (B) sickness (C) due to sickness (D)
because sickness
(A)If you had told us earlier ______ he was, we could have introduced him at the meeting. (A) who
(B) whom (C) whose (D) whoever
(C)When he came into the office, the HR manager ______ on the phone. (A) talks (B) is talking
(C) was talking (D) talked
(D)The industrial trend is in the direction of more machines and ______ people. (A) less (B) lesser
(C) few (D) fewer
(B)There is a sign at the entrance asking shoppers not ______ pets into the store. (A) bring (B) to
bring (C) bringing (D) brought
(C)______ missing the flight, passengers are required to arrive at the airport counter during boarding
time. (A) Avoid (B) Avoiding (C) To avoid (D) Avoidance of
(D)It’s ten minutes to ten. We ______ now, or we’ll miss the last train. (A) have better to go (B) had
better to leave (C) have better leaving (D) had better leave
(D)We need to go out in five minutes ______ it’s raining. (A) if (B) since (C) because (D)
whether or not
(C)______ in this way, the situation doesn’t seem so disappointing. (A) To look at (B) Looking at
(C) Looked at (D) To be looked at
(D)I’d rather you ______ anything about it for the time being. (A) do (B) don’t (C) didn’t (D)
didn’t do
(C)A membership card authorizes ______ the club’s facilities for a period of 12 months. (A) the
holder using (B) the holder’s use (C) the holder to use (D) the holder uses
(D)In our work it is ______ unusual to be confronted with failures but we should in no way be
discouraged on that account. (A) everything (B) something (C) anything (D) nothing
(B)No sooner ______ home than the telephone rang. (A) he had got (B) had he got (C) his getting
(D) he went
(B)當公文中要使用准駁語，請問應選用下列那一項詞語？(A) 除……外 (B) 應予照准(C) 是否
可行(D)請鑒核
(C)對於案情簡單，文稿內容不用另作說明，或另行承轉之案件，承辦人應採何種擬辦方式 (A)
先簽後稿 (B)簽稿併陳 (C)以稿代簽 (D)簽呈結案。
(C)總務處事務組收受之文件，認為非屬本單位承辦之公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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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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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C)即簽明理由陳請首長裁定後，不得再行移還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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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公文案情涉及政策、法令或需多部門會辦處理時，於幾日以上，承辦單位得申請為專案管制
案件 (A)10 日 (B)15 日 (C)20 日 (D)30 日。
(A)依公文處理時限而分，紅色公文夾適用於 (A)最速件 (B)速件 (C)普通件 (D)機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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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通常往來的文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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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的公文是 (A)令
(B)公告 (C)通知 (D)報告。
(D)閱讀〈征人怨〉
：
「歲歲金河復玉關，朝朝馬策與刀環；三春白雪歸青塚，萬里黃河繞黑山。」
說明何者正確? (A) 王維寫著年年需到關外遊歷 (B) 「歲歲」
、
「朝朝」都是事實 (C) 寫景的
誇張中，體會出對邊塞戍守一事的責任感 (D) 表現對重複爭戰的厭倦
(A)作為國中教材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
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全詩內容說明正確者： (A) 首聯一開始便用了誇飾，涕淚怎麼可能滿衣裳呢？ (B) 頷聯先用
擬人，令讀者無法了解作者心意 (C) 詩中說到收拾詩書緊急得快要發狂，也是無法理解的形容
(D) 末聯中混雜凌亂，一個地名緊接一個地名
(D)根據所學的國學常識，閱讀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全詩：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
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選出何者為
正確的意旨？ (A) 頷聯為此詩敗筆，
《然鐙記聞》漁洋夫子云：
「蒸字撼字，何等糟。」 (B) 頸
聯一開始，讓人以為是洞庭湖太小，而作者不屑一顧 (C) 一語雙關，不屑於他人為自己引薦 (D)
尾聯也是雙關，彷彿是羨慕釣魚人得魚，其實是指作者也想有一官半職
(D)請依據所學國學常識，閱讀〈酬張少府〉:「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判斷出何者是正確
的賞析? (A) 作者常在感受到一人事變化的震撼後，經由自己的想法隨意改動之後，傳達給讀
者，而背後常蘊含著不可知的力量 (B) 韓愈誇張地在此述說自己非常關心所有事 (C) 一「萬」
字，以一極大的數量詞，極言數量之不足 (D) 將不關心的程度推至極限，更突顯出其「好靜」
的心意
(C)閱讀〈瑤池〉
：
「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內容說明何項正確? (A) 李商隱此處
極力寫出八匹好馬速度之不足，無法一步登天 (B) 「三萬里」顯然是好馬實際一天所能行走的
度量 (C) 在這誇飾之中，將後面的疑問顯得巧妙 (D) 表示詩人對於求官一事的誠懇渴求
(D)閱讀下文，選出正確的相關國學常識：亂曰：聖皇君四海，德教朝夕宣。萬國咸禮讓，百姓
家肅虔。庠序不失儀，孝悌處中田。戶有曾閔子，比屋皆仁賢。髫齓無夭齒，黃發盡其年。陛下
三萬歲，慈母亦復然。說明正確的： (A) 修身養性、齊家治國，是統治階級害怕的思想 (B) 亂
曰，原是清朝八股體結尾的一種形式 (C) 離騷體無發端，無展開，不能回環，照應，也受限於
古詩章法 (D) 採用「亂曰」的形式結尾，對全詩內容或主旨進行概括與總結
(A)甲乙丙丁四個兄弟，每個兄弟各有兩個妹妹，請問這家共有幾個兄弟姊妹？ (A)6 個 (B)8
個 (C)10 個 (D)12 個
(C)爺爺帶著小明參加酒會，問他們祖孫年齡時，小明回答：
「16 年前，爺爺年齡是我的 3 倍，現
在只有 2 倍了」
，請問爺爺和小明的年齡相差幾歲？ (A)30 歲 (B)36 歲 (C)32 歲 (D)34 歲
(B)每天早上大興都會吃糖果罐中的芝麻糖，每天吃掉罐中的 20％，到了第二天結束後，罐中剩
下 32 顆，試問罐中原有幾顆芝麻糖？ (A)40 顆 (B)50 顆 (C)55 顆 (D)60 顆
(B)桃園國小二年信班學生 40 人考兩題數學小考，統計結果，第一題做對者有 10 人，第二題做
對者有 26 人，但是零分的人有 6 人，則請問考滿分 100 分的人有幾個人？ (A)0 人 (B)2 人 (C)4
人 (D)6 人
(A)振作和奮起的關係，如同委靡和什麼的關係？ (A)頹廢 (B)旺盛 (C)抖擻 (D)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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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有甲乙丙丁戊五位旅客來自不同的國家，已知：甲會說台語和法語、乙會說英語和台語、丙
會說日語和台語，丁會說法語和日語、戊會說日語和英語。請問哪些旅客可以充當甲和戊的翻譯？
(A)乙和丙 (B)丙和丁 (C)乙和丁 (D)乙、丙和丁
42. (C)已知「所有認真的學生都不會被當」為真，則下列選項何者是正確的推論？ (A)所有認真的
學生都被當 (B)有些被當的學生是認真的學生 (C)所有被當的學生都不是認真的學生 (D)有
些認真的學生被當
43. (D)調解和挑撥的關係，如同關切和什麼的關係？ (A)開心 (B)教導 (C)激怒 (D)冷漠
44. (A)以下為前提條件：
「有幾個茶杯是陶瓷杯」
、
「大部分的陶瓷杯是綠色的」
、
「所有的綠色陶瓷杯
都有紅色杯緣。」請問以下推論何者正確？ (A)有幾個綠色陶瓷杯是茶杯 (B)所有的茶杯都不
是陶瓷杯 (C)茶杯是綠色且有紅色杯緣的陶瓷杯 (D)沒有紅色杯緣的綠色陶瓷杯是茶杯
45. (C)由「如果陶敏敏沒有嫁給徐太宇，那麼歐陽非凡就不會娶林真心」可以推得： (A)不是陶敏
敏沒有嫁給徐太宇，就是歐陽非凡不娶林真心 (B)陶敏敏嫁給徐太宇，而歐陽非凡娶林真心 (C)
不是陶敏敏嫁給徐太宇，就是歐陽非凡不娶林真心 (D)陶敏敏沒有嫁給徐太宇，而歐陽非凡還
是娶林真心
46. (B)林小姐有兩條裙子（棕色與紅色），三件襯衫（白色、紅色和灰色），三雙襪子（黑色、棕色
和紅色）和兩雙皮鞋（黑色和棕色）。林小姐出門穿著的原則是：紅裙不配棕色的襪子、灰襯衫
不配黑色的皮鞋、黑色不配棕色。如果他穿棕色裙子和白色襯衫，則她不會穿： (A)紅色襪子 (B)
黑色襪子 (C)棕色皮鞋 (D)棕色襪子
47. (B)已知 5 人中恰有 3 人說謊，A 說：
「B 不說謊，E 也不說謊。」
；B 說：
「C 說謊。」
；C 說：
「D
說謊。」
；D 說：
「E 說謊。」
；E 說：
「B 和 C 兩人都說謊。」請問說謊者為？ (A)C 和 E (B)A,
C 和 E (C)A, B 和 C (D)只有 A
48. (C)以下為前提條件：
「只有少數的學生能正確導出函數，而大部分認真上課的學生都可以做到」
、
「正確導出函數是通過微積分考試的先決條件。」請問以下推論何者錯誤？ (A)不是認真上課
的學生也能正確的導出函數 (B)有學生無法正確的導出函數 (C)認真上課的學生就算不會導
出函數，也能通過微積分考試 (D)不是所有認真上課的學生都能正確的導出函數
49. (D)課長說：
「如果小強再被我看到，那麼當大強不在時就處罰小美，否則就處罰大美」，結果小
強真的又出現在他面前而大強就陪在身邊，因此可以推得課長 (A)叫大強罵大美 (B)處罰小美
(C)叫小強消失 (D)處罰大美
50. (B)由「老師都愛說教，而他們的學生不會」，以及「姜老師有個學生叫小白」可以推得： (A)
姜老師愛說教，而且小白也愛說教 (B)姜老師愛說教，但是小白不愛說教 (C)老師不愛說教，
而且小白也不愛說教 (D)姜老師不愛說教，但是小白愛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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