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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第二次新進人員招募甄試試題 

專業科目：共同科目 測驗時間：14:00-15:00 卷別：乙卷 

招募類組 所有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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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簡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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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關於現行公文用語所使用的稱謂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有隸屬關係之下級機關對上級機

關應用「大部、大院」  (B)無隸屬關係之較低級機關對較高級機關應用「鈞部、鈞府」  (C)機關

或首長對屬員、或機關對人民應使用「貴」  (D)屬員對長官、或下級機關首長對上級機關首長自

稱時應使用「職」。 

※請閱讀紀弦的〈在地球上散步〉，回答第 2題： 

在地球上散步， 

獨自踽踽地， 

我揚起了我的黑手杖， 

並把它沉重地點在 

堅而冷了的地殼上， 

讓那邊棲息著的人們 

可以聽見一聲微響， 

因而感知了我的存在。 

2. (A)本詩的主旨為何？  (A)以創作來使得人們注意到自己  (B)把散步的過程寫成一首詩  (C)抱

怨自己的作品沒有人看  (D)批評自己的作品。 

3. (C)有關於「題辭」的定義，何者正確？  (A)若需祝賀男壽，應提「寶婺騰輝」  (B)若師長喪，

可用「神傷棠棣」  (C)若須祝賀音樂比賽，可使用「陽春白雪」  (D)教育界的題辭可使用「杏林

之光」。 

4. (A)或(C)依照「公文」寫作原則，下列何者有誤？  (A)個人與醫院簽署的手術同意書屬於公文  (B)

人民對政府機關提出申請的申請函屬於公文  (C)公文的製作具有一定流程，若不合此程式，則不

視為是公文  (D)公文的處理或製作應遵循公文程式條例。 

5. (C)下列「」內的讀音，字形前後相同的是  (A)油「ㄍㄡˋ」／「ㄍㄡˋ」病  (B)糟「ㄊㄚˋ」／邋

「ㄊㄚˋ」  (C)震「ㄏㄢˋ」／「ㄏㄢˋ」動人心  (D)鞠躬盡「ㄘㄨㄟˋ」／出類拔「ㄘㄨㄟˋ」。 

6. (C)或(D)下列有關公文的敘述，錯誤的是  (A)發文與受文者當中，至少有一方是機關  (B)私人著

述和處理私務的文書，例如私人來往的書信、基於權利義務關係所製作的書據契約，因與公務無

關，不能稱為公文  (C)公文於擬稿階段時，不須遵守特定格式，稍可發揮創意提供長官參考  (D)

公文須符合一定程式，凡不合程式的文書，應不得視為公文。 

7. (A)按照律詩格律，頷聯、頸聯必須對仗。杜甫〈旅夜書懷〉：「星垂□□闊，月湧大江流」為一工整

對仗句，請問□□中應該填入的是  (A)平野  (B)視野  (C)獨夜  (D)夜鄉。 

8. (A)有關公文中「函」之敘述，正確的是  (A)「說明」、「辦法」分項條列時，應以每項表達一意為

原則  (B)承轉公文，可在稿內書：「照錄原文，敘至某處」字樣辦理  (C)文末首長簽署時，不可

因簡化起見，首長職銜之後僅書「姓」，名字以「○○」表示  (D)「請核示」、「請查照」、「請照辦」

等期望語列入「主旨」，於「辦法」段內應再重複，以示尊重。 

9. (A)公文中如有提及「文到 5 日內回復」或「請於文到一個月內辦理」等語句，應置於下列何者？

(A)主旨  (B)說明  (C)辦法  (D)視情況而定。 

10. (D)下列選項，何者不屬於公文程式類別中「函」使用的時機  (A)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

示、交辦、批復時  (B)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有所請求或報告時  (C)民眾與機關間之申請或答

覆時  (D)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對象宣布周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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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張大春對於文言文的見解後，回答第 11 題 

  週末，功課不多，但是仍然要從文言文課程的起點說起。 

  就讓我們順便學兩句英文吧！說是英文，說這兩句英文的卻是印度人。他叫吉杜·克里希那

穆提( Jiddu Krishnamurti )，他可能是第一位用通俗語言向西方世界介紹印度哲學的人。我沒有

能力闡釋或發揮他的思想，但是介紹兩句話來破這個「不知」的宗旨，儘管不免借題發揮，卻

還合用得很。 

吉杜·克里希那穆提說過這麼一段話： 

 

  The begining of learning is to unlearn the differences of things.（註 1） 

 

  如果感覺這兩句有一點繞，不易理會，就請再參考下面這兩句出自地理學家、地緣政治家

Halford John Mackinder 的名言(麥金德比克里希那穆提年長三十四歲，兩人一生並無交集)： 

 

  Knowledge is one . Its division into subjects is a concession to human weakness. （註 2） 

 

  這是我們「不知」（疑是）之路的啟程。 

  如果我們不從向來的學習之道出發、不從分別事物的知見出發，不朝著分科教學與應試所

獲得的成績與學位出發、是否還能獲得真正的知見呢？那樣的知見，會不會不為世人所嚮往甚

或認可呢？ 

  文言文教育的背後，其實還有這樣一個知識論的邊緣問題──文言文所傳遞的信息如何稱得

上是知識？(套用過往我那一代人在青年時期的說法，是：文言文知識如何成為可能？) 

──張大春 2017 年 9 月 23日臉書貼文 

（註 1）：譯文：學習的開始是從忘記事物的不同開始。 

（註 2）：譯文：知識本是一體的，它的學科分類只是讓步於人類的軟弱罷了。 

11. (C)如教育部須使用這篇文章，故寄公文予作者，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若需引用此文章，應置

於附件 (B) 若文中使用期望語，應盡可能以「請」代替「希」 (C) 教育部應稱作者為「貴會」

(D)若公文中需提到作者友人張三，應稱其為「張三先生」或「張三君」。 

※請閱讀下列引文，並回答第 12-13題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

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

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

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昵，厚將

崩。」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

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鄭伯克段於鄢《左傳》隱公元年 

12. (D)請問關於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鄭伯的名字叫做克段  (B)京城是當時的首都  (C)母

親姜氏偏愛哥哥  (D)鄭伯具有伺機而動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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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文末寫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請問作者是站在哪一

邊的立場？  (A)哥哥，因為他才是適當的君王  (B)弟弟，因為哥哥應該讓弟弟  (C)都不認同，

因為各自失職  (D)都認同，認為只是孩子兒戲。 

14. (A)鄭阿桃(地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 號)要寫信給他任職公司的董事長劉園哥(地址：桃園市大

園區領航北路四段 251號)，下圖橫式信封的書寫方式，符合今日規範的是 

33001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1號 

 

              33743 

           (A)桃園市大園區領航北路四段 251號 

           (B)劉先生園哥董事長  (C)安啟 

 

(D)鄭阿桃寄 

(A)收件人地址的位置  (B)收件人的姓名與稱呼  (C)啟封詞  (D)寄件人姓名的位置。 

15. (A)鄭愁予名作〈錯誤〉：「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下列流行

歌詞中「你」、「我」的關係，與此詩最相近的選項是  (A)夜已深，還有什麼人，讓你這樣醒著

數傷痕。為何臨睡前會想要留一盞燈，你若不肯說，我就不問  (B)牽你手，若無其事牽你手，你

像被動的木偶，多狠多讓人厭惡的劇透  (C)因為愛，所以愛，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開，你不

在，懷念空氣裡的對白  (D)我知道有時候也需要吵吵鬧鬧，但始終也知道只有你對我最好，豆漿

離不開油條，讓我愛你愛到老。 

16. (A)That rich man is very _________. He never donates even a penny to those in need.   

(A) stingy  (B) generous  (C) irritable  (D) humble 

17. (B)These drills will _________ you with the skills needed in carrying out the task through repeated 

practice.   

(A) alienate  (B) familiarize  (C) disconnect  (D) distinguish 

18. (A)Before you sign a _________, read “terms of agreement” carefully to ensure that your rights are 

protected.   

(A) contract  (B) resume  (C) reference  (D) petition 

19. (B)The financial crisis we faced was difficult to deal with, but experienced managers _________ came up 

with a solution after a thorough discussion.   

(A) currently  (B) eventually  (C) originally  (D) initially 

20. (D)This is a secret between you and me. Please do not _________ it to other people.   

(A) conceal    (B) instill  (C) guard  (D) reveal 

21. (B)I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eps _________, they may sever all the diplomatic links.  

(A) strengthening  (B) deteriorating  (C) restoring  (D) establishing 

22. (C)Go to bed early, _________ you’ll feel less energetic the next day.   

(A) therefore  (B) whereas  (C) otherwise  (D) yet 

23. (A)Emily’s doctor suggested that she _________ more exercise in order to be healthier.   

(A) do  (B) does  (C) did  (D) done 

24. (B)_________ to sunlight too long without applying sunscreen, Regina got sunburnt.   

(A) Expose  (B) Exposed  (C) Exposing  (D) To expose 

25. (A)Some research indicated positive results, _________ other studies did not.   

(A) while  (B) so  (C) since  (D) nor 

26. (D)Stev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his action figure collection was not for sale because he _____ it very 

much.  

(A) explored  (B) operated  (C) organized  (D) treasured 

27. (B)The politician required the newspaper agency to apologize for the _____ report in which they implied 

he had taken bribes from wealthy businessmen.  

(A) appropriate  (B) incorrect  (C) genuine  (D) sincere 

28. (C)Kids have a short attention ______; that is, they cannot concentrate on something for a long time.   

(A) strength  (B) storage  (C) span  (D)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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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B)Tiffany was promoted to chief secretary when it had fallen ____ two months ago. The former chief 

secretary resigned after he got involved in a political scandal.  

(A) hollow  (B) vacant  (C) flexible  (D) remote 

30. (A)The virus is not ____ to the elderly; statistics show that it strikes both young and old with the recent 

spike in cases primarily at the age between 20 and 39.   

(A) confined  (B) guaranteed  (C) isolated  (D) occupied 

31. (C)In response to potential terrorist attacks,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stricter security ______ at 

airports and train stations.  

(A) composition  (B) departure  (C) screening  (D) engagement 

32. (C)Josh’s sense of insecurity may ____ from his tragic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witnessing his parents 

constantly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A) commit  (B) detach  (C) spring  (D) prevent 
※閱讀測驗（第 33-35題） 

A few years ago, Charles Littnan, a lead scientist of the Hawaiian monk seal program, received an 
unusual email with the brief title—“Eel in nose.” After a few exchanged emails, Littnan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a seal with an eel up its nose. While the researchers decided to remove the eel from the seal’s 
nostril and regarded it as a bizarre accident, it kept happening for a few times sufficient enough to rule 
out an isolated accident. The fact that this was never reported until recently, and that it was only 
happening to juveniles, was even more puzzling. 

However, several theories about such a strange behavior have already been ruled out. The islands are 
remote and visited only by biologists, so it couldn’t be the hand of a malevolent human. The seals’ 
nostrils also shut when they are diving for food, so it’s unlikely that an eel would jump into the nose of a 
seal. The other idea scientists were considering was vomiting, but again it’s unlikely that an eel would 
have been pushed through the nasal cavity. 

Littman has another idea. It seems that juvenile seals may not be all that different from human 
teenagers. It may be a “teenage trend”—one seal accidentally got an eel up its nose, and then others 
started copying it because they thought it was “cool.” There’s no evidence to truly back this up, but at this 
point, it’s as good an idea as any. 

33. (D)How many hypotheses are mentioned in this passage? 

(A) one (B) two (C) three (D) four 

34. (C)What does the word “malevolent”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most likely mean? 

(A) considerate (B) diligent (C) vicious (D) amiable  

35. (A)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A) Juvenile monk seals may imitate others because they think it’s fashionable. 

(B) None of the monk seals who had eels stuck in their nostril survived 

(C) Young monk seals cannot swim with their nostrils shut. 

(D) No more monk seals will be found with an eel up their nose because it is dangerous. 

36. (D)_______之於冬天，好像楓葉之於_______？ (A)櫻花…夏天  (B)秋天…太陽花  (C)夏天…秋

天  (D)梅花…秋天 

37. (C)某一家商店為出清存貨不惜賠本，售價為成本的 75 折，每賣一件賠本 90 元。請問商家當初進

貨成本為多少元？  (A) 320  (B) 340  (C) 360  (D) 380。 

38. (D)「天藍叢蛙是有毒的」、「有毒的青蛙都很鮮豔」，請問以下推論何者正確？  (A)鮮豔的青蛙

都有毒  (B)只有有毒的青蛙是鮮豔的  (C)只有天藍叢蛙是有毒的  (D)天藍叢蛙很鮮豔。 

39. (C)3個盤子上一共有 36顆櫻桃，如果第一盤上拿 6顆到第二盤，再從第二盤拿 4顆到第三盤，此

時 3盤上的櫻桃數量就相等了。求原來第一盤裡有幾顆櫻桃？  (A) 14  (B) 16  (C) 18  (D) 20。 

40. (C)如下圖，由 A出發沿著路徑走到 B，但各點至多只能經過一次，求共有幾種走法？ 

(例如：A→D→B，是其中一種走法) (A) 3  (B) 4  (C) 5  (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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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有甲、乙、丙三個保險箱，其中一個保險箱內有黃金。每個保險箱上寫有一句，甲保險箱：「黃

金在這」，乙保險箱：「黃金不在這」，丙保險箱：「黃金不在甲保險箱」，已知以上三句中，只有一

句是真。問黃金放在那個保險箱中？  (A)甲  (B)乙  (C)丙  (D)皆不可能。 

42. (C)「甲、乙兩人至少有一人獲獎」為偽，則下列哪個選項必然為真？  (A)甲、乙兩人至少有一人

獲獎  (B)甲、乙兩人都獲獎  (C)甲、乙兩人都沒獲獎  (D)甲沒獲獎或者乙沒獲獎。 

43. (A)全班 15位學生的身高平均為 150分，若排除甲生不列入計算的話，班上同學的身高平均為 151。

請問甲生的身高為多少？  (A) 136  (B) 138  (C) 140  (D) 142。 

44. (B)鉛筆之於_____，好比_____之於板擦？  (A)蠟筆/老師  (B)橡皮擦/粉筆  (C)釘書機/板擦機  

(D)筆芯/粉筆。 

45. (C)下列 4 選項恰連成一句話，哪一選項不適合？  (A)春節假期間  (B)離鄉在外的遊子們  (C)都

兵荒馬亂  (D)回家團聚。 

46. (D)長 400公尺的跑道，從起點開始，每隔 8 公尺插一枝旗子，每隔 30 公尺站一位衛兵。如果起

點有旗子和衛兵，下一個同時有旗子和衛兵的地點距離起點多少公尺？  (A) 40公尺  (B) 60公尺  

(C) 100公尺  (D) 120公尺。 

47. (C)已知9999 = 9 × 11 × 101﹐若將
7

101
化為循環小數﹐則小數點以下第 2010位數字為何？ 

(A) 0  (B) 3  (C) 6  (D) 9。 

48. (B)桃園捷運公司舉行尾牙晚會，參加的女生占全部人數的 62%，只知參加的男生比女生少 456人，

請問參加男生有幾人？  (A) 696  (B) 722  (C) 831  (D) 875人。 

49. (C)請仔細閱讀「大江東去千古風流人物來浪淘盡」，句中字未依順序排列，並有多餘的字，請把多

餘的字找出來？  (A)去  (B)盡  (C)來  (D)東。 

50. (A)已知麵包店的麵包一個 15 元，小明去此店買麵包，結帳時店員告訴小明：「如果你再多買 2

個麵包就可以打八折，價錢會比現在便宜 12 元」，小明說：「我買這些就好了，謝謝。」根據兩

人的對話，判斷結帳時小明買了多少個麵包？  (A) 12  (B) 15  (C) 18  (D) 21。 

 

本試卷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