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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新進人員甄試試題
共同科目：共同科目 A

測驗時間：09:30-10:30

維修類組(維修機械類、維修電機類、維修電子類、維修土木類、維修軌道類)、運務
類組(票務電子類、工安類、資訊類)、原住民類組(維修軌道類)、身心障礙組(資訊類)
※注意：本卷試題每題為四個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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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類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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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履歷表上應避免出現哪些內容？(A) 個人特質(B) 個人缺點(C) 工作經驗(D) 個人專長
(C)有關公文發文的日期，應記明那些？(A) 為求國際化要註記西元(B) 僅需記載年月 (C) 應記
明國曆年、月、日(D) 簡式公文不需特別標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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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在法律統一用字表，下列何者為正確用字 (A)僱主 (B)僱工 (C)聘僱 (D)僱員
(B) (C)新聞稿主要在對外說明問題原委與澄清，在寫作上應注意的原則，何者不正確 (A)文句簡
短，避免冗長 (B)避免使用白話文 (C)應以公文化或文言文表述 (D)避免辭不達意或斷章取議
(A)依公文之用印與簽署規定，機關「函」為上行文之用印、簽署何者正確(A)機關首長職銜、姓
名、蓋職章(B) 由單位主管署名、蓋職章(C) 蓋職銜章或職銜簽字章 (D) 蓋機關條戳章
(C)公文中提及數字時，下列那一個是錯誤的選項：(A)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H123456789 (B)第
6 次會議紀錄 (C)開會日期：一○六年一月十日 (D)電話號碼 (02)23458156
(C)希望受理機關注意辦理相關公文時效性，應於公文速別填：(A)一般件(B)普通件 (C)速件 (D)
快速件
(B)桃園捷運公司預定於 1 月 15 日召開會議，其開會通知單，依行政院《文書處理手冊》規定，
應蓋用何種印信？ (A)業務承辦人職名章 (B)機關或承辦單位條戳 (C)機關印信及首長簽字章
(D)承辦單位條戳及承辦人職銜章
(D)在《唐詩三百首》所選的律詩中，
「引用」使用情況眾多，下面先來看列為五言律詩中第一首
的作品〈經鄒魯祭孔子而歎之〉：夫子何為者？西西一代中。地猶鄹氏邑，宅即魯王宮。歎鳳嗟
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A) 王維在此全用有關孔
明的典故或言語(B) 在語文中徵引別人的言語，或俗諺、典故等等，藉以使自己言論有份量，為
人信服，或是委婉表達己見和情意的方式，稱作「對偶」
。(C) 頸聯上句引用孔明之言，
《孔明集》：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D) 用孔子某次見到麒麟被捕捉而死，因此哀
傷言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的故事
(B)閱讀〈甜蜜的家庭〉：「我的家庭真可愛，整潔美滿又安康，兄弟姊妹很和氣，父母都慈祥，
雖然沒有好花園，春蘭秋桂常飄香，雖然沒有大廳堂，冬天溫暖夏天涼。可愛的家庭啊！我不能
離開你，你的恩惠比天長。」說明正確的為何?(A) 「整潔」是味覺上的摹寫 (B) 「春蘭秋桂常
飄香」是嗅覺上的摹寫 (C) 「冬天溫暖夏天涼」是視覺的摹寫 (D) 透過種種摹寫，可以感受到
甜蜜的家給予作者感官上新奇的趣味性
(A)在〈漢江臨汎〉一詩中王維寫下這樣兩句話：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
動遠空。請選出正確的選項。(A) 使用誇飾在行文中誇張地修飾，將事物的特徵或現象加以強調，
而超過了客觀的現實，也就是運用了藝術的手段，達成言過其實的方式。(B) 前一聯形容江水涓
涓細流，山色若隱若現的樣子 (C) 後一聯描寫城郡和村邑浮現在前方浦口處，波瀾平靜(D) 此
二聯文字參差之外，也給人一種安定感
(D)關於台灣文學的發展，下列何者正確？(A) 台灣根本沒有人在寫詩(B) 台灣文學在日據時期
的前半期已經完全擺脫舊體文學的創作(C) 台灣的戒嚴時期對於詩人一點影響都沒有 (D) 台灣
的詩路和大陸不太相同
(C)兒童文學作品之創作與欣賞，應充分考慮到兒童的年齡特點，關於兒童文學正確的說明為何?
(A) 不用考慮擔負起對兒童進行語言教育的任務(B) 使兒童從中動手做，豐富生活 (C) 使兒童懂
得如何運用簡潔生動的語言(D) 內容不涉及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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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詩人常用誇飾加以形容，請選出正確的選項。(A) 對於時間空間，詩人常用誇飾加以形容(B)
在誇飾的描述下，時間可以加以像人物一樣生動 (C) 空間也可以像人物一樣生動(D) 文學會變
成誇張不實
16. (A)A: Nancy's plan is too terrible. It isn't workable. B:___________. (A)I think so too. (B)You
touched my heart. (C)How do you like her plan?
(D)Why don't you see it for yourself.
17. (B)_______ you want to buy the concert ticket, you can use that machine to buy it. (A)Before
(B)If (C)So (D)But
18. (C)A: How many people ________ in the office when the fire happened?
B: Four. Luckily, nobody got hurt. (A)did they (B)had they (C)were there (D)would there be
19. (B)The manager promised not to ________ to any conclusions about the sales representative's poor
performance. (A)raise (B)jump (C)judge
(D)approach
20. (B)It will not be a ________ or quick process to go over the budget report and find the error.
(A)simply (B)simple (C)simplify (D)simplicity
21. (A)A: Everyone ______ excited. (題目修改，但不影響答案)
B: Yes, we just won first prize at the singing contest. (A)looks (B)touches (C)smells (D)grows
22. (D)A: When did Roger change his job?
B: He hasn't changed his job. He still works in the same computer store.
A: But I saw him ________ watches on the street corner. (A)sold (B)to sell (C)have sold
(D)selling
23. (A)No one likes to talk to Alisa because she never listens to what others are saying, and this is not
_______ at all. (A)polite (B)safe (C)proud (D)crazy
24. (C)The manager has been very impressed by the level of _______ shown by the new sales
representative. (題目修改，但不影響答案)
(A)replacement (B)intervention (C)enthusiasm (D)contest
25. (C)The police officers are dertermined to track down the bank robbers _________ it takes.
(A)whether (B)however (C)no matter what (D)by the time
26. (A)The police cars cleared the way to let the ambulance _________. (A)pass (B)past
(C)passed (D)went past
27. (A)If you want to know the arrival time for the train, you can _______ on that screen. (A)look it up
(B)take it easy (C)give it up (D)take it out
28. (A)Japan is ____________ of Taiwan. (A)to the north (B)in north (C)beside (D)in the north
29. (C)The majority of the town's _________ would prefer to expand the business district. (A)popularity
(B)populate (C)population (D)populous
30. (A)Please _________ to Farmers' Home Warehouse for the lowest prices and longest warranties on
home appliances. (A)come (B)approach (C)retreat (D)visit
31. (A)A new trend among car manufacturers has been to ________ groups of vehicles to meet individual
dealer's specifications. (A)customize (B)survey (C)document (D)organize
32. (B)The weather expert expects conditions to be _______ over the next few hous than they have been all
year. (A)badly (B)worse (C)bad (D)worst
33. (A)____________ contributing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charity every year, Ms. Lyon is also a loyal
patron of our museum. (A)In addition to (B)On behalf of (C)As far as (D)With reference to
34. (D)________, obese people have a higher risk of getting heart disease. (A)It is well know (B)We all
know it (C)It is a known fact (D)As we all know
35. (B)Arizona, with its great desert and numerous canyons, has the _____ climate among all the states in
the US. (A)hotter (B)hottest (C)hot (D)hotly
36. (D)已知今年志明年齡與老婆春嬌的年齡比為 3：2，且志明比老婆春嬌大 12 歲，則請問 2 人明
年的年齡和為多少歲？ (A)63 歲 (B)60 歲 (C)61 歲 (D)62 歲
37. (A)李科長時速 4 公里，陳專員時速 3 公里，高鐵站到公司 24 公里。現在兩人同時從公司走向車
站，問多久之後兩人都到達車站？ (A)8 小時 (B)6 小時 (C)7 小時 (D)5 小時
38. (C)有一牛奶糖若干顆分給小朋友。若每人分 3 顆，則剩下 20 顆；若每人分 5 顆，則不足 20 顆。
請問小朋友有多少人？ (A)16 人 (B)18 人 (C)20 人 (D)22 人
39. (C)早晨六點 15 分起床，七點半到公司，上班途中用去 25 分鐘，請問清晨在家有多少分鐘？
(A)30 分鐘 (B)40 分鐘 (C)50 分鐘 (D)60 分鐘

頁次：3-3

40. (B)甲錶每天快 60 秒，乙錶每天慢 100 秒，若兩錶調至同時間，4 天後兩錶相差多少？ (A)460
秒 (B)640 秒 (C)5 分鐘 (D)10 分鐘
41. (B)種植行道樹每公尺 40 元，現在要在一條長 200 公尺的馬路兩旁，各建造一排行道樹，共需多
少錢？ (A)8,000 元 (B)16,000 元 (C)30,000 元 (D)32,000 元
42. (C)一魚缸有大小管，缸裡裝滿水以後僅開大管，6 分鐘可以把水流完，如果兩管同時開，4 分鐘
流完，若僅開小管需要幾分鐘可以流完？ (A)8 分鐘 (B)10 分鐘 (C)12 分鐘 (D)15 分鐘
43. (D)由字串 5、3、9、7、21、19 找出其規則，接下來的數字應為？ (A)9 (B)36 (C)48 (D)57
44. (C)小 S 每分鐘走 30 公尺，大 S 每分鐘走 25 公尺，已知目前小 S 在大 S 前方 20 公尺處，則請問
要經過多久兩人才會相距 50 公尺？ (A)2 分鐘 (B)4 分鐘 (C)6 分鐘 (D)8 分鐘
45. (B)由字串 15、13、11、14、17、15 找出其規則，接下來的數字應為？ (A)17 (B)13 (C)15 (D)14
46. (C)有七個連續奇數，總和為 133，請問最小數為何？ (A)21 (B)17 (C)13 (D)11
47. (D)＿＿之於電腦，好比高速公路之於＿＿ (A)鍵盤…收費站 (B)滑鼠…交流道 (C)印表機…
分隔島 (D)網際網路…汽車
48. (A)黑板之於＿＿，好像＿＿之於毛筆 (A)粉筆…宣紙 (B)板擦…橡皮擦 (C)粉筆…麥克筆
(D)板擦…宣紙
49. (A)經理、廠長、領班、工人 (A)工廠 (B)學校 (C)餐廳 (D)軍營
50. (C)花瓶、茶壺、酒杯、保溫瓶 (A)裝飾品 (B)裡面有茶葉 (C)容器 (D)會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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