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園大眾捷運公司 104年度第 2次新進人員甄試 

甄試職別：類別全 

共同科目(1)：國文(公文)、英文 

注意： 

1.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卷卡、准考證號、桌角號碼及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2.本試卷一張雙面，選擇題40題，每題2分，皆為單選，限以2B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並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

答者，不予計分；非選擇題1題，每題配分為 20分，限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於答案卷上採橫式作答，並請從答案卷第一頁

開始書寫，違反者該科酌予扣分，不必抄題但須標示題號。  

3.請勿在答案卷卡上書寫姓名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及符號。 

4.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

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科扣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

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5.應考人若於當節測驗結束鈴(鐘)響前繳卷者，應將試題卷及答案卡(卷)併同繳回給監試人員，若未同時繳回試題卷及答案卡

(卷)者，該科以零分計。 

◎請勿於答案卡（卷）正反面書寫姓名、其它任何文字、編號或符號，違者該科以零分計。 

 

壹、 選擇題【國文第1-20題，每題2分；英文第21-40題，每題2分，合計80分】 

（B）1.古代文章詩詞中常不直接說明年紀，而用其他的名稱取代，下列有關年齡的句子，Ⓐ余自束髮讀書軒中 Ⓑ黃

髮鮐背不謀而進Ⓒ豆蔻年華二月初 Ⓓ如今已過而立之年，由小至大的年齡排列： 

(A)ⒶⒹⒸⒷ (B)ⒸⒶⒹⒷ (C)ⒶⒸⒹⒷ (D)ⒷⒶⒹⒸ 

（A）2.古文中常有同字不同詞性的現象，下列文句何者不屬於「動詞先，名詞後」的選項？ 

(A)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B)「賢」「賢」易色，事父母

能竭其力 (C)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D)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 

（C）3.詩有古體、近體之分，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近體一律要對仗；古體不需對仗。 (B)古體限用平仄，近體則平仄不拘。 (C)近體有律詩、絕句之別，五

言、七言之分；古體句數、字數不限。 (D)古體用韻嚴格，不可換韻；近體不限韻腳可換韻。 

（A ）4.有關書信用語，正確之選項？ 

(A) 趙明誠介紹李清照時，應謙稱「內子」。 (B)稱蘇軾、蘇轍，為「賢喬梓」。 (C)曹丕向人誇讚曹植文筆  

好，應謙稱「小兒」。 (D)史可法可謙稱左光斗為「受業」。 

（C ）5.下列解釋，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諸父」、「季父」，指的都是叔父 (B)「太公」、「先公」，都是對年長者的稱呼 (C)「泰山」與「岳  

父」，都是稱妻子的父親 (D)「足下」與「在下」，用以表示謙稱 

（D ）6.下列「」中的詞語代替，哪一個選項錯誤？ 

(A) 王經理對於「栽培」後進，不遺餘力。「栽培」義同「獎掖」。 (B)中國的駢體文「濫觴」於東漢，全  

盛於南北朝。「濫觴」義同「發軔」。 (C)陸象山：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註腳」義同「箋注」。

(D)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斗牛」義同與「斗筲」。 

（A）7.下列「」中詞語的運用，何者最適當？ 

(A) 聽到公司將要大幅裁員的消息，大家「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是好。 (B)這篇文章，行雲流水，加上作  

者「言之藐藐」，令人讀來不忍釋手。 (C)他的笑容「晶瑩剔透」，十分有親和力。 (D)老闆讚賞乙君，做

事「見風轉舵」，所以當遭遇困難時，容易迎刃而解。 

（C）8.下列「」中之讀音，何者正確？ 

        (A)政治之良「窳」，影響國家前途甚鉅。「窳」音ㄇㄧㄠˇ。 (B)與父親促膝常談之後，終於了解讀書的

真諦。「促」音ㄔㄨˋ。 (C)山勢嶔「崟」，令人望之儼然。「崟」音ㄧㄣˊ。 (D)為人師者，就算「樗櫟」

之才，也不能放棄。「樗櫟」音ㄙㄨˊㄌㄧˋ。 

（D）9.「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倘若□□□□，哪有成功之日。」卻空的成語應為 

(A)焚膏繼晷 (B)吹毛求疵 (C)因噎廢食 (D)玩歲愒日 

（A）10.下列無錯別字之正確選項？ 

(A)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 (B)多情者不以生死異心，喜讀書者不以忙  

閒坐綴。（張潮‧幽夢影） (C)歸去來兮！田園將無胡不歸？（陶淵明‧歸去來辭并序） (D)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行。（文天祥‧正氣歌） 

（B）11.請依文意，選出排列順序最恰當的選項：「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靜而后能安Ⓑ慮而后能得Ⓒ安能后能慮Ⓓ定而后能靜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A)ⒶⒹⒸⒷ (B)ⒹⒶⒸⒷ (C)ⒹⒸⒷⒶ (D)ⒷⒶⒹⒸ 

（B）12.下列各組「 」內的字，讀音完全相同的是？ 

(Ａ)罰「鍰」／名「媛」 (Ｂ)「惴惴」不安／補「綴」 (Ｃ)自西「徂」東／「俎」豆之事 (Ｄ)斗

「筲」之人／脫帽著「帩」頭。 

（D）13.下列文句「  」內的同音字，字形兩兩相同的選項是？ 

(Ａ)「ㄐㄧˊㄐㄧˊ」可危／「ㄐㄧˊㄐㄧˊ」營營 (Ｂ)大快朵「ㄧˊ」／甘之如「ㄧˊ」  

(Ｃ)「ㄉㄨˊ」職／窮兵「ㄉㄨˊ」武 (Ｄ)眾口「ㄕㄨㄛˋ」金／仁義禮智，非由外「ㄕㄨㄛˋ」我也。 

（C）14.下列「  」內的稱謂，何者使用正確？ 

 (Ａ)可稱呼曹丕及曹植二人為「賢喬梓」 (Ｂ)可稱呼左公斗及史可法二人為「賢昆仲」 (Ｃ)林海音可稱

過世的父親為「先君子」 (Ｄ)賈寶玉可稱過世的賈母為「先妣」。 

（D）15.下列各組詞語，字形完全正確的選項是： 

(Ａ)一股作氣／飛黃騰達 (Ｂ)疚由自取／循名責實 (Ｃ)視死如歸／好施小慧 (Ｄ)一箭雙鵰／蜂擁而至 

（C）16.「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以上「恥」字，共有幾個名詞？ 

(Ａ)一個 (Ｂ)二個 (Ｃ)三個 (Ｄ)四個 

（D）17.以下是蘇轍寫給宋神宗的一封書信：「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

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

其言不一。陛下盛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仰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

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為詩歌，語或輕發。向者，會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

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為。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跡涉不遜，雖改過自

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 依文意推敲，此時蘇軾面臨著人生中哪一個關卡？  

       (Ａ)被貶儋州 (Ｂ)與王安石不合，自請外放杭州 (Ｃ)被貶黃州 (Ｄ)因「烏臺詩案」被捕入獄 

（C）18.下列何者為表示希望、請求的祈使語氣？ 

       (Ａ)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Ｂ)勝負之數，存亡之理，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Ｃ)庶竭駑鈍，攘除姦凶   

        (Ｄ)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 

（C）19.「蒼生氣類古猶今，安用冥鴻物外吟？不是九州同急難，尼山誰識憮然心？」其中後兩句旨在說明能夠體  

         會何種心情？  

         (Ａ)傷痛人生短暫的心情 (Ｂ)憂慮國家興亡的心情 (Ｃ)積極入世奔走的心情 (Ｄ)感嘆己之不遇的心情 

（D）20.陳家三兄弟同時開業，親朋好友紛紛送上匾額慶賀：陳大哥：「業紹陶朱」；陳二哥：「名山事業」；陳

小弟：「聖手仁心」。請依親友所贈匾額之題詞，判斷三兄弟從事何種行業？  

       (Ａ)餐廳；商店；武館 (Ｂ)商店；醫院；武館 (Ｃ)醫院：書店；餐廳 (Ｄ)商店；書店；醫院 

 

 

【背面尚有試題】 

 

 

 

 

 

 

 

 

 

 

 

 

 

 

 

 

 

 

 

 

 



第一部分：文法與字彙【請依句子前後文義，選出最適合的答案。】 

（D）21. Samyang Inc is meeting tomorrow to discuss the ________________ strategies for their new tablet 

which is scheduled to release next Spring. 

(A) market  (B) marketed  (C) marked  (D) marketing 

（A）22. When driving, it’s important to ________________ a safe following distance of three seconds behind the   

    car in front of you. 

(A) maintain  (B) decision  (C) make  (D) provide 

（C）23. Please ________________ this application form and mail it to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by the 

deadline. 

(A) fill up   (B) fill of  (C) fill out  (D) fill with 

（A）24. It’s getting colder. Why don’t you __________ your jacket? 

(A) put on  (B) get on   (C) take on  (D) bring on 

（A）25. _______________ the policy, all factory workers should wear uniforms and protective gears when 

operating the machines. 

(A) According to  (B) On  (C) In spite of   (D) Although 

（D）26. Mr. Dawson decided to take an earlier flight to Frankfurt tomorrow, so he asked his assistant, Ms. 

Calloway, to change his ____________.  

(A) forecast  (B) challenge  (C) status   (D) itinerary 

（D）27. How can you afford ____________ a new cell phone when you’re deeply in debt? 

(A) buying  (B) buy  (C) bought   (D) to buy 

（A）28. Compared to boys, young girls tend to be ____________ in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and feelings. 

(A) better  (B) good   (C) well  (D) gooder 

（B）29. Only the ____________ with strong communicative skills will be selected for an interview. 

(A) employers  (B) candidates  (C) interviewers  (D) appliances 

（A）30. Mr. Lee had the bookstore ______________ the best-selling book by Gershwin he ordered last Friday. 

(A) deliver  (B) delivery  (C) to deliver  (D) delivering 

（C）31. When exercising, you should drink ___________ water so you won’t feel dehydrated. 

(A) in   (B) with   (C) enough  (D) many 

（B）32. Being unemployed for one year, Mr. Smith has developed serious ______________. 

(A) emotion   (B) depression  (C) sense  (D) sensation 

（B）33. The conference room is located ________ the third floor next to the employee break room. 

(A) in   (B) on   (C) of   (D) at 

（A）34. Jim was accused ____________ stealing money from the cash register, but he denied it. 

(A) of   (B) by   (C) in   (D) with 

（B）35. France is famous _____________ its wine, castles and cathedrals. 

(A) of   (B) for   (C) with  (D) by 

（C）36. John usually _____________ a videoconference with his supervisor every Monday morning. 

(A) is having  (B) had (C) has  (D) to have 

 

第二部分：對話【請依句子前後文義，選出最適合的答案。】 

（B）37. John: Why don’t we take a break now? 

Mim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 I don’t want to break anything. 

(B)Sounds like a good idea. 

(C)Sorry to bother you. 

(D)Thank you for taking it. 

（D）38. Jerr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risty: Yes. I think so. Was it at the supply chain conference in Denver? 

(A)Has anyone called? 

(B)Can you give me a hand? 

(C)Who is the person looking for? 

(D)Haven’t we met before? 

（C）39. Kelly: Hey, look at this interesting painting. I kind of like it. 

Alex: I actually find it a bit odd. 

Kelly: well, ________________. 

(A) look before you leap. 

(B) I’ll keep my finger crossed. 

(C) to each his own. 

(D) stop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C）40. Customer: I think I’ll try Garden Salad. 

Waitress: What kind of dressing would you like? 

Custom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Medium, please. 

(B)What’s the dress code for tonight? 

(C)Oil and vinegar will be fine. 

(D)Put the sauce on the side, please. 

 

貳、 非選擇題公文寫作題【第1題，每題20分，合計20分】 

1.因應全球恐攻事件，消除國人驚慌及避免造成人民生命財產重大損害。試擬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

司，致所屬單位運務處、維修處、工安處函，請加強各項設施及系統安全檢查與管理，工地安全維護工

作等，並針對該項工作實施內容與記錄留存以備查核。俾提升民眾對公共運輸之信任，增進公司經營效

益。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