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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 試題評析 

一、分數預估與去年相去不遠，高標 70、均標 58、低標 48。 
二、出題方向偏重閱讀，在總題數 38 題中，廣義的閱讀題目佔有 30 題，比重將近八成，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三、「甲、乙文」題型，仍屬閱讀範疇。題數增多，考驗學生閱讀理解與統整的能力。 
四、題型統計：小學 2 題，成語 1 題，文義、詩義理解 4 題，國學常識 1 題，廣義閱讀能力 30 題。(詳見總表) 
五、作文題目：「心動」與「行動」的關係。題目貼近日常，易於發揮。援引自身經驗的事例，夾敘夾議，易

獲高分。 
六、題目設計的誘答性，處處埋伏。考生宜謹慎思考。 
七、答題的速度與正確，左右分數的高低。有賴平時的訓練。 
八、出題範圍：課內課外皆有，白話文言兼具，不可偏廢。 
九、圖表題目增多，考驗學生分析能力，宜勤加練習。 
十、未來因應： 
 (1)閱讀，開啟統測國文高分之門。 
 (2)寫作，多思考，勤練習。 
 (3)降低 3C 誘惑，回歸紙本書籍，深度閱讀。 

【101～108 年 國文 各單元出題比重】 

年 度 
單 元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一)字形 題數 1 1 1 1 1 1 1 1 
(二)字音 題數 1 1 1 1 0 0 0 0 小

學 

基
礎 

(三)字義 題數 3 1 3 2 1 2 2 1 
(一)詞義測驗 題數 2 1 0 1 0 0 0 0 
(二)成語測驗 題數 2 2 1 1 1 2 1 1 
(三)句義理解 題數 0 1 0 0 0 0 0 0 
(四)詞語填空 題數 1 1 0 1 0 2 0 0 

詞
語
測
驗 

(五)詞性判斷 題數 0 1 0 0 0 0 0 0 

(一)文義理解 題數 3 3 5 6 5 10 10 3 理
解 

段
義 (二)詩義理解 題數 0 1 2 0 0 1 2 1 

國學常識 題數 3 2 3 3 1 1 2 1 
修辭判斷 題數 1 1 1 0 0 0 0 0 
古文閱讀 題數 9 9 9 9 17 9 9 16 
白話文閱讀 題數 6 6 6 3 9 6 3 11 
知識性短文 題數 3 3 3 6 0 3 6 3 

(一)句型判斷 題數 0 0 0 1 1 0 0 0 
(二)贅字病句 題數 0 2 2 2 0 0 0 0 測

驗 

語
法 

(三)語氣判斷 題數 1 0 0 0 0 0 2 0 
文句重組 題數 1 1 1 1 1 1 0 0 
應用文 題數 1 1 0 0 1 0 0 0 

總   計 38 38 38 38 38 38 38 38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 試題 

一、選擇題 

(A) 1.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大轟炸帶來大逃亡，校長站在半截斷壁上，望著駁雜的人流發呆 

(B)掌櫃怕我嗣候不了長衫主顧，但外面的短衣主顧，愛撈叨的也不少 (C)姨娘不像母親那樣自甘淡

博，一朝失去依傍，空虛落寞應剩於母親吧 (D)巡警專揖拿小民的細故，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都在

法律的取諦範圍中。 
解：(B)嗣→侍、撈→嘮；(C)博→泊、剩→勝；(D)揖→緝、諦→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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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 下列文句畫底線的詞語，何者使用正確？ (A)透過多種投資工具，使他退休後能長期維持寅吃卯糧，
不致空乏 (B)他如今已是美國大聯盟強投，老戰友們只能望其項背，自嘆弗如 (C)此位名人因醜聞
受媒體關注，一言一行動輒得咎，處境十分艱難 (D)這裡的遊客量已大不如前，從萬人空巷的街道，
可知當地的蕭條。 
解：(A)寅吃卯糧：比喻入不敷出，預支以後的用項。顯然不符合語境；(B)望其項背：意謂程度與之

接近。但是這個成語必須在前面加上「無法」或「難以」。該選項並未加上此否定語，故不選； 
(C)動輒得咎：指人處境困難，極易遭到罪責。使用正確；(D)萬人空巷：形容擁擠、熱鬧的盛況。
與語境的「遊客量已大不如前」、「蕭條」不符。 

(B) 3. 下列文句中的「辭」，何者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辭」意思不同？ (A)臣死且不避，卮酒安
足「辭」 (B)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C)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D)莫「辭」更
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解：題幹：推卻、不接受；(B)敘述、說明的語言文字；(A)(C)(D)：推卻、不接受。 

(A) 4. 綜括下圖訊息，最適合的標題為何？ (A)搶救看不見的浪費，把剩食減到最低量 (B)落實廚餘回收，

讓有機資源循環再利用 (C)省下一個便當的錢，捐助世界饑餓貧童 (D)穩定市場供需，改善農作生

產過剩問題。 

 
解：從圖表的訊息，可知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糧食被丟棄，臺灣一年耗損 373 萬噸的食物。以上都屬

於浪費食物的例子。法國量販店打七折販售賣相不佳但仍新鮮可口的蔬果，則是屬於正向的做法，
因此選(A)；至於(B)並未提到廚餘回收再利用的內容；再者，外型醜陋，賣向不好的蔬果並非廚
餘，故不選；(C)(D)均未見於引文材料之中，故不選。 

(A) 5. 下列文句皆敘寫蟬聲，關於畫底線處的解說，何者正確？ 
甲、好風緩緩吹過，知了乍停而續，又停了。我聽見四處鳥聲，細碎嚶嚀，短暫卻似永恆，知了 
  復起，把亭午的太陽光吵得更烈了。(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 
乙、就像一條繩子，蟬聲把我的心紮捆得緊緊地，突然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鬆了綁；於是我的一 
  顆心就毫無準備地散了開來。(簡媜〈夏之絕句〉)  
(A)甲試圖以聽覺的感受「吵」，來強化溫度上感受的「烈」 (B)乙將「蟬聲」用「繩子」來形容，結
合聽覺與視覺感受 (C)甲用「陽光」、乙用「繩子」，皆凸顯蟬聲溫和悠長 (D)甲用「烈」、乙用「紮
捆」，皆強調蟬聲令人陶醉。 
解：(A)這是屬於形象化的寫作手法，夏天知了鳴叫高分貝的刺耳，令盛夏的陽光更加熾烈。作者將「太

陽光很烈」具體化，讓感官(眼睛)產生鮮明的印象；(B)作者以明喻的修辭手法，來表示作者深深
受到蟬聲的吸引，就像被繩子捆得緊緊地，並未以繩子來形容蟬聲，只有聽覺感受，並未結合視
覺意象；(C)甲的「蟬聲」用以強化陽光熾烈的感受；乙的「繩子」用以表現蟬聲對作者的吸引力；
(D)甲文的「烈」形容陽光熱烈，並非形容蟬聲；乙文的「紮捆」可用以強調蟬聲令人陶醉。 

(D) 6.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下文對宗教儀式的看法？ 
  從歷史來看，許多傳染病都是從港口由船帶進來的，於是發展出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燒王
船」儀式，由道士替大家懺悔，請瘟神離開。時至今日，許多瘟疫已受到醫學控制，但曾發生車
禍、意外的地點，還是會透過宗教儀式趕走災厄。有人類學家以「社會劇場」和「受難儀式」來
解說這類看似迷信的儀式，其實是在回顧當地的悲情，驅逐不平安，或讓民眾面對自己的痛苦。
(改寫自林婷嫻〈人們為何在神明面前發誓〉)  
(A)當代祭典逐漸以喜慶取代悲情 (B)醫學比宗教更具安定人心之效 (C)是否迷信應依參與者心態而
定 (D)有助於人們從創傷記憶中恢復。 
解：(A)引文並未如此表述；(B)引文只提到許多瘟疫已受到醫學控制，也就是醫學已經進步到可以治

癒瘟疫。但並未談到醫學是否比宗教更能安定人心的內容；(C)引文中只談到人類學家對東港迎王
平安祭典這個「看似迷信的儀式，其實是在回顧當地的悲情，驅除不平安，或讓民眾面對自己的
痛苦。」並未提到被選答案所說的「是否迷信應依參與者心態而定」；(D)從「回顧當地的悲情，
驅除不平安，或讓民眾面對自己的痛苦。」可知。 

(A) 7. 依據下文，AI 與 IA 的最主要區別為何？ 
  2018 年世足賽啟用 VAR(影像輔助裁判)，減少許多誤判。這樣的科技不是 AI(人工智能)，而
是初級的 IA(智能放大)。AI 研究是希望通過電腦的計算能力，模擬人類智能，讓機器可以接近人
腦思維模式，例如近期極受關注的自駕車(用機器取代人)；IA 研究則是希望通過電腦及其他設備，
讓人類強化本有的智能，例如電影中鋼鐵人(人穿上機器)的人機共生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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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I 是機器主控，IA 是人類主控 (B)AI 是民生資源，IA 是軍事資源 (C)AI 是生命科學，IA 是應
用科學 (D)AI 是尖端科技，IA 是初階科技。 
解：(A)從原文中的「AI 研究是希望通過電腦的計算能力，模擬人類智能，讓機器可以接近人腦思維

模式」，可知「AI」是由機器主控；「IA 研究則是希望通過電腦及其他設備，讓人類強化本有的智
能」，可知「IA」是由人類主控；(B)引文並未如此說明；(C)「IA」是生命科學，「AI」是應用科
學；(D)都是尖端科技。 

(A) 8. 下列選項，何者說明下文「在儒家價值體系中早有明確的分劃」？ 
  知識份子的立身處世之道，在儒家價值體系中早有明確的分劃，那就是兼善或獨善──將自
己置身於政治漩渦之中，一伸治平之志；或蟬蛻於塵囂之中，自致於寰區之外，和政治保持某種
程度的疏離。(改寫自逯耀東《且做神州袖手人》)  
(A)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B)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C)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D)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解：引文中的「兼善」、「獨善」就是儒家價值體系的兩種劃分。(A)「用之則行」就是引文中的「兼善」、

「將自己置身於政治漩窩之中」；「舍之則藏」就是引文所說的「獨善」、「蟬蛻於塵囂之中，自致
於寰區之外」；(B)君子跟小人的差別，在於能否判斷「義」和「利」；(C)見到賢能的人，主動向
他學習、看齊；見到不賢能的人，就自我反省，以其為鑒；(D)上行下效，風行草偃。 

(A) 9. 若以「→」代表由因到果的關係，符合下文脈絡的示意圖為何？ 

「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

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A)  (B)  (C)  

(D) 。 

解：題目可看出「義」即「言有物」是相等關係；「法」即「言有序」也是相等關係，因為「即」的

意思為「就是」。此外，義以為經，而法緯之，可看出義、法是如同經緯的交織關係，並沒有因果

關係，因此同等重要，屬於並列關係，由此推知，選項(A)最適合。 

(C)10. 依據甲、乙兩首談論蘇軾詞的詩作，下列何者不符合論者對蘇軾詞的看法？ 

甲、雪堂繞枕大江東，入夢蛟龍氣未平。千載才流學豪放，心頭莊釋筆風霆。 
乙、捋青擣麨俗偏好，曲港圓荷儷亦工。莫道先生疏格律，行雲流水見高風。 

  麨：米、麥炒熟後磨粉製成的乾糧。  
(A)流露佛道思想 (B)淺俗工麗兼具 (C)多寫山水隱逸 (D)開啟豪放詞風。 
解：(A)甲詩的莊釋(莊子、佛教)對應到本選項「流露佛道思想」；(B)乙詩的「俗偏好」、「儷亦工」對

應到本選項的淺俗工麗兼具；(C)無可對應者；(D)甲詩的「千載才流學豪放」對應到本選項的「開

啟豪放詩風」。 
(B)11. 甲、乙、丙、丁分屬兩副題詠古代名人的對聯，依據「上下聯依序組合」與「人物事蹟」，下列組合何

者正確？ 
甲、困貶永州書八記；乙、道濟天下三朝相；丙、文留世間一醉翁；丁、忍看江雪坐孤翁 

 詠柳宗元聯 詠歐陽脩聯 

(A) 甲＋丙 乙＋丁 

(B) 甲＋丁 乙＋丙 

(C) 乙＋丙 甲＋丁 

(D) 丁＋甲 丙＋乙 

解：請看清楚，題目是「兩副對聯」而非一副對聯，所以甲、丁一組，上聯末字必須是仄聲，故順序

應是甲、丁。同樣的道理，另外一聯應是乙、丙，故選(B)。 

▲閱讀下文，回答第 12－13 題 

  那沉默的樹，暗中伸展它的根，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但是，這世界上還有別的

東西，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柏油一里一里鋪過來，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

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被連根拔起。只有那樹被ㄧ重又ㄧ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連根

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經過速成的建築物襯托，綠得很深沉。公共汽車在樹旁插

下站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入夜，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跌進樹葉裡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

洩漏了秘密，很溼、也很詩。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裡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任他依然綠著。(王鼎鈞

〈那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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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2. 依據上文，「那沉默的樹」主要遭受何種威脅？ (A)綠建材不受重視 (B)消費者意識高漲 (C)居民

缺乏公德心 (D)都市高密度開發。 
解：從「柏油一里一里鋪來」、「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可知為了

建構房子而把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剷除，故選(D)。 

(A)13. 下列關於上文寫作手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用「灰白色、灰色」對比「翠、綠」，凸顯樹在惡劣

環境中依然強韌自守 (B)用「下車的人」對比「工務局裡的科員」，強調路人對城市景觀的漠不關心 

(C)用「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對比「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暗指資源浪費如流水 (D)用「一公分一

公分」對比「一里一里、一千碼一千碼」，諷刺道路維修工程缺乏妥善規劃。 
解：(B)下車的人受到樹的庇蔭，才能夠從容地撐傘。「工務局的科員」表示計畫砍樹的人，二者(下車

的人、工務局科員)並未形成對比，也並未強調「路人對城市景觀的漠不關心」；(C)「毛毛雨比貓

步還輕」和「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確實形成對比，但只在強調雨點大小而已，敲響路面的雨是

由毛毛雨匯聚而成的。與題幹所言「浪費資源」無涉；(D)「一公分一公分」對比「一里一里，一

千碼一千碼」，說明樹木所能庇蔭的面積速度，遠遠比不上都市開發的速度。 
▲閱讀下文，回答第 14－15 題 

  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
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歐陽脩《新五代史‧周臣
傳》) 
語譯：治理國家就如同下棋一般，知道某個棋子的用處而放在對的位置就會贏，不知道棋子的用處而放在錯
的位置就會失敗。失敗的棋手面對棋子，整天擔心(不知道如何下棋)；讓擅長下棋的棋手來看(同樣的棋局)。
替不擅下棋的人改換棋的位置就會贏了這場局。下棋成功的人所用的是下棋失敗者的棋子；振興國家的人所用
的是使國家滅亡的大臣。(換言之，國君會不會用人才是國家置亂興衰的關鍵) 

(B)14. 上文「治國譬之於奕」，旨在提醒執政者應： (A)心無二用 (B)知人善任 (C)恩威並用 (D)樂天知
命。 
解：(B)整篇文章就是用下棋來比喻用人，懂得把棋子放在對的位置的人，就能輕而易舉地贏得棋局，

反之亦然。 
(D)15. 上文結尾：「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前半以棋局為比喻，用來說明後半的

政治之道。下列文句，何者也是以〔〕為比喻，用來說明【】的道理？ (A)〔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B)〔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  
(C)〔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D)〔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解：本題所考的是譬喻修辭，這樣的考法非常新鮮有趣，饒富創意。(A)(B)(C)前後文是並列的關係，

並無譬喻；(D)前半段是喻依，後半段是喻體，符合題目要求。 
▲閱讀下文，回答第 16－17 題 

【甲】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
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史
記‧管晏列傳》) 
【乙】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
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莊子‧徐無鬼》) 

(A)16. 依據乙文，管仲不推薦鮑叔牙，是因他認為鮑叔牙： (A)不喜歡能力比自己差的，又對別人犯錯十分
介意 (B)不喜歡能力比自己差的，又對自己犯錯十分介意 (C)不喜歡能力比自己好的，又對別人犯
錯十分介意 (D)不喜歡能力比自己好的，又對自己犯錯十分介意。 
解：乙文的重點在於「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他對於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會非常不屑，也就是看不起比

自己差的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一聽到別人犯錯，一輩子都記得)；換言之，對於別人犯
錯十分在意。故選(A)。 

(B)17. 依據甲、乙二文，能否支持下列①、②兩項推論？ 
①齊桓公頗器重鮑叔牙，故聽其言用管仲，也想選他繼管仲為相。 
②鮑叔牙與管仲昔日有好交情，但同朝為官後，兩人便漸行漸遠。 

 能支持 ① 的推論嗎？ 能支持 ② 的推論嗎？

(A) √ √ 

(B) √ X 

(C) X √ 

(D)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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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甲文所記的是鮑叔牙推薦管仲給齊桓公當宰相，乙文則是桓公探訪病危中的管仲，齊桓公心中已

有屬意人選鮑叔牙，但是管仲提出反對意見。從乙文「公曰：『鮑叔牙』」可看出桓公器重鮑叔牙。

從甲文「鮑叔遂進管仲」可知桓公「聽其言用管仲」。所以甲、乙均能支持(1)的論點。而甲、乙

兩文中並無(2)的說法，故選(B)。 
▲閱讀下文，回答第 18－20 題 

  螺絲螺帽有多重要？一輛自行車大概需要 50 顆，一輛轎車大概需要 2000 顆，一架波音 767 飛機大概需要
1800000 顆。螺絲堪稱「工業之米」，家具的木螺絲、馬桶水箱的塑膠螺絲、鐵軌螺絲、電力螺絲……，種類
千變萬化，專業分工的程度遠超乎想像，例如臺北 101 大樓使用的建築扭力控制螺絲，就是鋼結構中不可或缺
的扣件。 
  臺灣 2017 年的螺絲出口值高達 43 億美金，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國。高雄岡山、路竹一帶有著全球最密集的
螺絲產業聚落，從成型、熱處理、電鍍、包裝到運輸出口一氣呵成，上、中、下游構成完整體系，客戶來到這
20 多公里的螺絲窟，就有辦法一次滿足。在其他國家，一旦模具或機臺需要微調，總要等上幾天甚至數週，
但經這裡的老師傅判斷，一兩小時就能完成。1960 年代，臺灣只有「春雨」一家螺絲工廠，故業界約有六成
人力從春雨開枝散葉，雖然各廠專業不同，但彼此交流技術，形成魚幫水、水幫魚的默契，讓岡山出品的螺絲
深受國際肯定。 
  始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螺絲產業，在鄰近國家提供低廉土地與勞動成本的衝擊下，產線智慧化與產品
高值化將是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許多廠商也開始轉型。有的專注於車用扣件，打入特斯拉、福斯等知名品牌
供應鏈；有的跨足人工牙根市場，在醫療螺絲上表現傑出；有的則運用優異的金屬粉末射出成型技術，研發人
工腕掌關節、頸椎骨板等醫療器材。 
  「以前賣螺絲是論斤賣，現在賣人工牙根是論根賣。」黑手公司和白色巨塔的結合，將朝「醫療器材矽谷」
邁進。(改寫自《經貿透視》雙周刊，〈螺絲螺帽產業聚落放眼全球再起風華〉) 

(A)18.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不是臺灣螺絲產業的特徵？ (A)日治時期肇興，歷史悠久 (B)人才優質資深，
反應迅速 (C)工廠匯聚成系，方便採購 (D)各廠術業專攻，彼此交流。 
解：(A)引文中的第三段第一句話「始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元 1945 年)，而非日治時期(1895〜

1945)；(B)對應原文第二段「這裡的老師傅判斷，一兩小時就能完成」；(C)對應原文第二段「構成
完整體系，客戶來到這 20 多公里的螺絲窟，就有辦法一次滿足」；(D)對應原文第二段「雖然各廠
專業不同，但彼此交流技術。」 

(D)19. 下列關於上文寫作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50」、「2000」、「1800000」強調螺絲種類繁多  
(B)以「臺北 101 大樓」比喻臺灣螺絲產量居世界之冠 (C)以「春雨」為例說明臺灣螺絲工廠如何積
極投入轉型 (D)以「論斤賣」到「論根賣」凸顯螺絲產品高階化的價值。 
解：(A)以「50」、「2000」、「1800000」強調螺絲「數量」眾多；(B)以「臺北 101 大樓」比喻所需要的

螺絲數量(注意！不是產量)非常龐大；(C)本文的「春雨」是臺灣唯一一家螺絲工廠，並非表示臺
灣螺絲工廠的投入轉型；(D)原本用途局限於機器的螺絲，發展到與醫學相關的人工牙根、關節、
頸椎骨板等醫療器材，價格自然水漲船高，所以(D)選項正確。 

(D)20. 上文若增加下表來輔助說明，下列何者最能直接而切當的敘述「表中的訊息」？ (A)受國際原物料價
格波動影響，2016 年的產值一度滑落低點 (B)外銷量到 2018 年再創新高，晉升為全球最大的螺絲出
口國 (C)五年來產量年年擴增，至 2018 年已超過一千四百六十億顆 (D)產業以出口為導向，外銷值
一向在生產值中佔相當高的比重。 
年 生產值(千元) 直接外銷值(千元) 

2014 129,682,466 107,757,725 
2015 127,295,884 107,418,483 
2016 121,575,405 101,779,721 
2017 126,831,854 106,002,622 
2018 146,322,711 122,442,282 
解：(A)2016 年的產值確實一度滑落低點，但是從引文中看不出是否因為受國際原物料價格波動的影

響；(B)從圖表可看出 2018 年外銷量再創新高，但是無法據此判斷是否已晉升為全球最大的螺絲

出口國。因為圖表只有 2014 年〜2018 年的臺灣出口數據，並沒有其他各國數據可供比較；(C)至
2018 年已超過一千四百六十億「元」(注意！不是「顆」)；(D)從圖表中明顯可以看出此種傾向。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甲】 
  風箏曾無拘無束，享受著風的安撫，卻不知在何時，被線緊緊拽住：「去迎接更多的挑戰，離天空更近一
步！」風箏不知道那條與自己最親密相連的線，為什麼會變得如此殘酷。即使飛向高空不是它的理想，它還是
乖乖順服。 
  但強風呼嘯，並沒有讓它飛得更高。 
  搖搖欲墜的它說服線，將主導權交給一個小孩，隨心所欲地飛，迎向新的未來。(改寫自陳冠曄〈風箏〉)
【乙】 
  母親只買回了七尺布，我悔恨得很，為什麼不敢自己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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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媽，七尺是不夠的，要八尺才夠做。」母親說：「以前做七尺都夠，難道你長高了嗎？」我一句話
也不回答，使母親自覺地矮了下去。 
  母親仍按照舊尺碼在布上畫了一個我，然後用剪刀慢慢地剪，我慢慢地哭，啊！把我剪破，把我剪開，再
用針線縫我，補我，……使我成人。(蘇紹連〈七尺布〉) 
解析： 
甲詩以風箏比喻孩子，以風箏線比喻家長對孩子的束縛控制。風則是暗指孩子的成長環境，原本無拘無束，而
後被強迫著需飛向高空、迎接挑戰。此詩描述孩子與家長之間的矛盾，家長對孩子極高的期待及控制權，使雙
方關係產生矛盾。而孩子違背自己理想、乖乖順服父母的結果，竟使之搖搖欲墜。後來孩子透過溝通，說服家
長找回人生主導權，以迎向自主嶄新的未來。 
乙詩以裁衣布的尺寸認知差異，寫出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想法落差及對成長認知的不同，後以母親「剪破、縫補」
來比喻家長對孩子長期的教育塑造。 

(B)21. 若甲、乙二文所敘寫的皆是「與家長互動」的成長經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皆在遭受挫折後
尋求家長協助 (B)皆嘗試與家長溝通內心的想法 (C)皆在溝通後獲得自由發展機會 (D)皆對自己曾
經的任性感到後悔。 
解：甲文由「搖搖欲墜的它說服線」可看出孩子試圖說服家長，與家長溝通。乙文由「媽，七尺是不

夠的，要八尺才夠做。」得知孩子嘗試對家長表達己見。 
(D)22. 「藉事託寓」是甲、乙二文的重要表現手法。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風箏享受風的安撫」借

指孩子對溫暖親情的渴望 (B)「風箏將主導權交給小孩」借指童年回憶總是美好 (C)「買的布料長
度不夠」借指小孩缺乏看未來的眼光 (D)「把布上的我剪破、縫補」借指家長對孩子的塑造。 
解：以「剪破、縫補」來暗指對孩子的教育、塑造，或關係的衝突及修復。 

(B)23. 加入詞語修飾有助於文意表現。下列關於「」內詞語的解說，何者不恰當？ (A)被線「緊緊」拽住：
強調督促的嚴厲 (B)「搖搖欲墜」的它：強調自主的後果 (C)用剪刀「慢慢地」剪：強調長期用心 
(D)「仍按照舊尺碼」畫：強調愛的執念。 
解：「搖搖欲墜」是孩子乖乖順服父母的結果，並非自主的後果。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甲】 
  舊志誤謬，文采不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烏
乎！此非舊史氏之罪歟？且府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九年，臺、鳳、彰、淡諸志，雖有續修，侷促一隅，無關全局，
而書又已舊。苟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大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連橫〈臺灣通史
序〉) 
【乙】 
  《閩海紀要》為清代禁書，而鄭氏之信史也，故余喜而刊之。某君讀後語人曰：「此書所載，多與臺灣府
志不同，雅堂校刊時，何不改之？」余曰：「此書之價值正與臺灣府志不同。夫府志為清代官書，其載鄭氏辭
多誣蔑，而此為私人著作，據事直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此其所以可寶也。」余謂讀史當多讀野史，考證
異同，辨析是非，方不為官書所囿。(連橫《連雅堂文集》) 

(D)24. 作為《臺灣通史》的「作者自序」，甲文的寫作策略為何？ (A)指出臺灣雖有歷朝「斷代史」卻無「通
史」 (B)檢討臺灣舊史書散佚的原因，呼籲保存歷史 (C)回顧歷來的臺灣史書典範，希望能繼承傳
統 (D)以臺灣向來缺乏優質史書，凸顯該書的必要。 
解：從「舊志誤謬」、「文采不彰」、「闕而弗錄」等語可看出舊有史書不夠優質，宜重新著作使之完善。 

(C)25. 依據甲、乙二文，何者符合作者的看法？ (A)《閩海紀要》因扭曲鄭成功，遭官方查禁 (B)清代臺
灣僅府志數度續修，縣志皆未更新 (C)清代臺灣官史固然立場偏頗，仍有其價值 (D)凡官方正史皆
不可信，唯有野史方為信史。 
解：由「讀史當多讀野史，(與官史)考證異同，辨析是非，方不為官書所囿。」知官史的價值可供參

考。 
(D)26. 若撰述者背景必然影響史書敘寫的措辭、口吻，下列文句與「可能撰述者」的配對，何者最不適宜？ 

 文句 可能撰述者 

(A) 五月庚辰，明招討大將軍延平王晉封潮王國姓成功殂於東都 《閩海紀要》作者 

(B) 
我皇上好生如天，以普天之下皆吾赤子，奚忍獨遺？二十一年，

特命靖海將軍施公率師討平，郡縣其地 
《臺灣府志》纂修者 

(C) 
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亂，縣內衙署被毀。五十三年，林逆平，遂

移駐鹿仔港焉 
《彰化縣志》纂修者 

(D) 
偽藩鄭克塽遣小船前來接引入港，偽侯劉國軒、偽伯馮錫範率領

各文武官員到軍前迎接 
《臺灣通史》連橫 

解：由「偽藩鄭克塽」、「偽侯劉國軒」、「偽伯馮錫範」等言可知撰述者不承認鄭氏為臺灣政權，而認

清廷為執政者。由此推知，作者應非連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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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甲】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諸葛亮〈出
師表〉) 
【乙】 
  蜀漢建興四年，諸葛亮持續投入準備北伐的忙碌中。五月，曹丕病逝，經驗告訴他，新皇舊主交替之際經
常引爆朝中積壓已久的矛盾，正是發動征伐的好機會。還好去年親自領兵，不到一年便平定南中。「思惟北伐，
先宜入南」是既定戰略，但若南征陷入久戰，激起民族仇恨，專力北伐就只是夢想，遑論「出其金銀、丹漆、
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 
  為了爭取孫吳支持，諸葛亮於建興五年約孫權東線出兵：「曹賊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巢滅，未遂同盟。
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執事以同盟之義，命將北
征，共靖中原，同匡漢室。」此次出征，既不同於韓信，也不同於周武王。他是蜀漢最高決策者，不只要考慮
戰場因素，更要顧及國家全局；他面對的也不是商紂，而是國力強盛的曹魏。再者，劉禪平庸，剛培養的人才
未曾獨挑大樑，他也不可能像當年劉備入蜀般，對後方毫無牽掛。於是他妥善安排人事，在〈出師表〉提醒：
「     」，期望劉禪能因律臣以賢而勵己親賢，發揮人謀的作用。(改寫自朱大渭、梁滿倉《一代軍師諸
葛亮》) 

(D)27. 依據甲、乙二文，「五月渡瀘」的主要目的為何？ (A)打探曹丕逝後魏國敵情 (B)引進水源改良貧瘠
土地 (C)運用焦土政策滅絕南中 (D)取南中資源為北伐後盾。 
解：由甲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可看出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最主要是獲得兵甲，為北伐提供軍

資及糧草。由乙文「思惟北伐，先宜入南」可知平定南方是為北伐準備，故選項(D)最適合。 
(B)28. 比較甲文與乙文「諸葛亮約孫權出兵的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二者均對蜀、吳長期未能結盟

深表惋惜 (B)二者均提及不負寄託的使命感與匡復漢室的目標 (C)信寫於劉備在位時，故稱劉備「昭
烈皇帝」而非「先帝」 (D)甲文的「駑鈍」表示謙抑；信中的「執事」則有要對方讓步之意。 
解：甲文：「興復漢室」、「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等語得知。 

乙文：「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命將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漢室」等語得知。 
(C)29. 乙文「     」內，最適合填入的甲文文句為何？ (A)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B)先帝知臣謹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C)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褘、允等之慢 (D)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解：引號後文期望劉禪發揮人謀作用，「律臣以賢」、「勵己親賢」等，皆強調親近賢臣、勉勵自己的

重要性，故選項中「興德之言」最符合題意。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
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
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期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 
(劉基《郁離子》) 

(C)30. 依據上文，「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的意思為何？ (A)讓買家隨意挑選，再依據買家的
態度好壞決定價格 (B)由買家隨意喊價，再隨機拿出優劣不一的產品敷衍 (C)看買家願意花多少
錢，再提供合乎價格條件的產品 (D)請買家說明產品需求，再看自己能不能接這項訂單。 
解：「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意思是「看買家願意花多少錢，再提供合乎價格條件的

產品」，故選(C)。 
(B)31. 依據上文，最符合第三個賣藥者的敘述為何？ (A)耐心回答消費者的各種疑問 (B)掌握群眾愛買便

宜貨的心理 (C)高價販售劣質商品牟取暴利 (D)大量進貨壓低上等藥材成本。 
解：從「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得知此商人專取廉價、下等的貨源，並大量進貨，以

低廉的價格賣出。把價格壓低，主要是掌握消費者愛買便宜商品的心態。 
(C)32. 小資現階段想買間低價的房子，屋況較差沒關係，未來存夠了錢，再換購優質好屋。若上文三個賣藥

者的銷售型態，依序即是甲、乙、丙三個房仲公司的銷售型態，下列建議，何者最不適合小資？  
(A)現階段可從乙、丙兩公司找物件 (B)無論現階段或未來，都可從乙公司找物件 (C)現階段應從甲
公司找物件，未來可從乙公司找物件 (D)現階段應從丙公司找物件，未來可從甲公司找物件。 
解：小資想買低價房子，且現階段可以接受品質不佳的物件，適合選擇文中描述的第二或第三位賣藥

者之商品，也就是乙公司或丙公司。而後若手邊有資金，可再向甲公司購買優質物件，或從乙公
司搜尋優質物件，故選項(C)不符合題意。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十八世紀以前，英國只有貴族才能旅遊；但十六世紀的晚明，庶民也流行旅遊。庶民的主要旅遊形式為節
慶廟會與進香團。晚明的進香團會在船上掛著「朝山進香」的旗幟，也有專門接待進香客的旅行社「牙家」，
協助旅客吃喝玩樂。商業化的旅遊活動製造許多就業機會，也代表民生富裕。 
  各種精緻工具也因旅遊興盛而產生，例如美觀而具不同功能的畫舫、放食物的提盒、烹茶煮酒的提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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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陪伴出遊的僮僕與歌妓。由於商人在貿易行程中會順便觀光，原本供商人選擇交通參考的「路程書」，如
《士商類要》、《天下水陸路程》等，也開始附上旅遊景點介紹。 
  晚明出版的文集幾乎都有遊記，這個集體書寫現象反映當時的風氣。景點一經文人敘述，其他文人也會跟
著尋訪並書寫，所以，景點是被塑造出來的，透過詩文不斷建構美感。當時的文人多在江南旅遊。江南是晚明
的文化中心，文人到此社交、撰文，以爭取更多曝光和認可。有些文人不親自旅遊，而是派僮僕前去察看，再
據僮僕見聞杜撰遊記，並以寫了多少遊記來彰顯身分地位。晚明由於商人階層崛起，社會地位提高，引起士大
夫內心的焦慮，於是士大夫藉著遊道論述、雅俗之辨等，企圖與商人做出區隔，展現不同凡俗的品味。(改寫
自王怡蓁〈晚明古人瘋旅遊，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 

(B)33.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晚明文人旅遊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發掘奇僻景點爭取同儕肯定 (B)藉發
表江南旅遊經驗提高聲望 (C)經營文人導覽行程與庶民區隔 (D)透過與商業旅遊合作拓展生計。 
解：從文中末段「並以寫了多少遊記來彰顯身份地位」推知晚明文人藉發表江南旅遊經驗提高聲望。 

(C)34. 下列關於晚明旅遊書寫的敘述，何者符合上文觀點？ (A)庶民、商人、文人有各自的路程書 (B)路
程書與文人遊記會併成一冊出版 (C)遊記蔚然成風與文人自我意識有關 (D)有少數文人遊記敘寫的
是虛構景點。 
解：從文中「晚明由於商人階層崛起，社會地位提高，引起士大夫內心的焦慮」及企圖與商人區隔出

雅俗等，可看出與文人自我意識有關。 
(D)35. 上文提到：「景點是被塑造出來的，透過詩文不斷建構美感」。下列蘇軾與張岱的詩文，最可能與哪一

篇文章共同建構景點美感？ 
(1)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2)張岱〈湖心亭看雪〉：「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 
 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 
(A)王羲之〈蘭亭集序〉 (B)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C)范仲淹〈岳陽樓記〉 (D)袁宏道〈晚遊
六橋待月記〉。 
解：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寫作背景於西湖，與蘇軾、張岱的詩文可共建構景點美感。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 題 

  凡遊不能刻期，以江上多惡風也。是日，風日清和，遂同客往。過龔遴甫書舍，呼與同去。時吳生長統，
從新安至，亦偕焉。登舟順流而下，頃之抵洲上。予立舟頭語曰：「此舟極有靈驗，往年初春遊此，得佳石者，
一年百事皆如意。」於是舟人及稚子輩，皆踴躍而上，至洲覓石，各求奇者。凡得一枚，即以呈予。予大詫曰：
「佳！汝今年必有好事。」其人喜，復往覓，以次呈予，為殿最，仍還之，而取其尤者。已而復謂之曰：「此
中小石，止堪澄水，無大用，須得可用者。」復命尋求得數石，皆可作筆格，或可作鎮紙，或可作硯山者。大
抵凡僮僕之巧慧者，必得佳石；其餘稍癡，所得者多頑陋無足取。舟人輩不知妍媸，各負數大石堪作砧者登舟。
予大笑。(袁中道《遊居柿錄》) 

(B)36. 請再次參閱前一題組的〈晚明古人瘋旅遊，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並研判袁中道這篇遊記所敘
寫的經驗，符合前文指出的何種情況？ (A)庶民以進香團為主要旅遊形式 (B)士大夫想展現不同凡
俗的品味 (C)文人依據僮僕的見聞撰寫遊記 (D)使用美觀畫舫與其他精緻工具。 
解：由〈晚明古人瘋旅遊， 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中：「士大夫藉著遊道論述、雅俗之辨等，

企圖與商人做出區隔，展現不同凡俗的品味。」可看出作者十分重視雅俗之辨，而挑選石頭的過
程是佳或陋正是強調雅俗之辨。又，作者與眾人遊玩未強調吃喝玩樂，乃風雅挑石，更可與一般
遊客區隔，故選(B)。 

(D)37. 下列關於這篇遊記「覓石」的敘述，何者正確？ (A)作者認為虔誠祝禱必覓得佳石 (B)眾人沿江搜
羅並暗中私藏美石 (C)眾人為求好運而棄小石取大石 (D)作者因眾人協尋而得賞玩奇石。 
解：由文中「舟人及稚子輩，皆踴躍而上，至洲覓石，各求奇者。凡得一枚，即以呈予。」可知眾人

助作者一起尋找佳石。 
(A)38. 這篇遊記以「作者大笑」結尾，意在寄託何種想法？ (A)石有別趣，慧者方知 (B)石無小大，必有

所用 (C)取石為砧，功虧一簣 (D)點石成金，筆底生花。 
解：由「凡僮僕之巧慧者，必得佳石；其餘稍癡，所得者多頑陋無足取。」可看出作者對石頭的佳、

陋挑選頗有見解，並從眾人的選石過程中產生趣味，故大笑以為樂。選項(A)「石有別趣，慧者方

知」意為有慧眼之人方有挑選石頭之審美觀。 

二、寫作測驗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原是廣告金句，今天已廣泛運用於日常生活。 
  其實，「心動」和「行動」之間，距離可從 0 到無限大，因人、因事、因時而異。於是，「心動……行動」
可能衍生出幾種觀點，例如： 

A.「心動是不夠的，最好馬上行動」 
B.「心動就好，其實不用行動」 
C.「心動可能只是衝動，不應馬上行動」 

  請結合你的生活經驗與觀察，探討「心動」與「行動」的關係，寫一篇完整的文章。你可以參採廣告金句
或 A、B、C 的觀點，也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文章不用訂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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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技巧】 
第一段：闡釋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第二段：舉他人事例說明行動的巨大力量。 
第三段：舉個人「心動卻未行動」的慘痛教訓。 
第四段：以「天才，都是行動家。」做全文的總結。 

【參考範文】 
  射門，球不進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不射門，球不進的機率是百分之百。「坐而言不如起而行」，耳熟能詳，
婦孺皆知。空有心動，行動卻付之闕如，徒留「思想巨人，行動侏儒」之譏，終究淪為空想。俗語有云：「不
怕慢，只怕站。」一切的成就，都應當來自於「說做就做」的果敢行動力吧！ 
  台灣民間行動派的人物，不勝枚舉。舉凡侯武忠醫生二十多年來穿梭澎湖行醫，自學開船，奔波海上，往
返望安、七美、白沙各島行醫，被封為「白沙鄉守護神」。彰化鹿港黃玉枝阿嬤，拆屋拓路，幫助鄰居郭嚴阿
嬤進出方便，義行感動村人，紛紛響應，因此有「愛心巷」的誕生。莊朱玉女阿嬤，在高雄販賣十元便當，數
十年如一日，賠本生意沒人做，她卻甘之如飴，只為提供工人、街友一頓溫飽。楊明玉技正利用下班時間，驗
出食品添加塑化劑問題嚴重，公諸於世，守護國人健康，因而有「雞婆公務員」之譽。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最大的力量是行動力。善行義舉都不是舌燦蓮花，口惠實不惠，而是痌瘝在抱，劍及履及。愛的力量不是在嘴
邊吟詠，而是在手中傳遞。電視上看到所謂的政論「專家」──「專門騙人家」，言多必失，多言賈禍。婆娑
之洋，美麗之島，最不欠缺的職業叫做「名嘴」。而台灣民間最可貴的卻是慷慨解囊，予人玫瑰，留下餘香的
溫馨行動力。 
  心動而不行動，自身就是血淋淋的例證。我曾經坐在台下，仰望羨慕台上分享考上第一志願的學長，神采
飛揚，意氣風發，侃侃而談大學生活的美好。在分泌旺盛的腎上腺素後，回到家中，與父母夸夸其詞，立下宏
願。慎始卻無法敬終，三分鐘熱度，旋即冷卻。關起房門依然與「神魔」共舞，意圖創造「傳說」，手遊桌遊，
細大不捐，高遠夢想，拋諸腦後。距離競爭對手，難以望其項背，更遑論車尾燈。如今面對統測，踽踽獨行，
四顧茫然。果真「沒有困境，就順著惰性」一切敗給懶惰，好逸惡勞，人之情也。天道酬勤，人道仇惰。「空
有心動，而無行動」，真是斲喪鬥志的罪魁禍首。 
  據說，每天走三小時，七年可以走完地球一周。歷經十八載春秋的我，扣除襁褓時期，不僅可以周遊列國，
更早已把地球逛了兩圈吧！而現實人生，卻是殘酷，我依舊是學校教官口中的：「原地踏步走。」上帝給每隻
小鳥食物，但是祂不會把食物丟到牠的巢裡。夢想，不是拿來想像，而是拿來實現與享受。目標的追尋是否成
功，關鍵在於行動力。「天才，都是行動家。」想成為人人稱羨的天才，那就行動吧！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英文 試題評析 

  綜觀 108 年統測英文試題，和往年一樣，分成字彙、對話、綜合測驗、閱讀測驗共 41 題，佔 82 分，再加

上 18 分的非選擇題，整體難易度和前兩年大同小異，但是作答還是要小心謹慎，有些題目還是要注意前後文

和上下句，以免掉入陷阱，平白無故被扣分數，錯失高分機會。 
一、選擇題 
I.字彙題： 
  今年題數一樣為 11 題，劃線找同義字有 4 題，但出題不像去年那麼平均，光動詞就佔了 6 題，名詞 2 題，

形容詞 2 題，副詞 1 題，而今年的單字題，大多都是平常上課，還有考前一再強調的，例如 reject(拒絕)，
overcome(克服)，impression(印象)，prevent(阻止)等，而今年的一大亮點是片語題佔了 4 題，較往年多，例如

divide〜into〜(分成)，appeal to〜(吸引)，from time to time(有時)，put up with〜(忍受)，今年單字題偏重要題，

少基本題，難易適中。 
II.對話題： 
  難度與前兩年差不多，一樣要注意上下文，以免答錯，而今年題目中，一樣有許多單字穿插，例如 stain(污
點)，receipt(收據)，spill(灑)，marathon(馬拉松)，dorm(宿舍)，recommend(建議)，swollen(腫的)等，還有應用

到片語 make it(趕得上)，out of business(停業)，一大亮點是出現慣用語 You're telling me(我早知道了)，You can say 
that again(你說得沒錯)等，所以單字、片語、慣用語的多寡與對話變得息息相關。 
III.綜合測驗： 
  今年考題和去年一樣偏文法，除了三題片語外，其他都是文法，而且今年文法較偏動詞、分詞用法，這是

往年少見的，整體來說，小心作答，大多可迎刃而解。 
IV.閱讀測驗： 
  今年兩篇文章都與生活相關，一篇是因應水污染而發明的智慧水瓶，另一篇是近年漸漸興起的背包客旅

行，給予的建議，與去年大同小異，但今年題目比較重推論與思考，這也會是閱讀測驗未來出題的趨勢。 
二、非選擇題 
  一樣為填充、句子重組和中翻英，今年填充只有名詞和形容詞，沒有單複數問題，都是基本單字和片語，

而重組和翻譯，也是按主詞、動詞順序，沒有太大變化，小心寫即可得到分數。 
結論： 
  只要配合補習班上課教材，面面俱到，配合每天單字測驗，定期模考，按步就班，一定可以得到高分， 

Trust us, you can mak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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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8 年 英文 出題比重】 
年  度 

單  元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一、字彙 15 15 15 10 11 11 11 11 
二、對話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動名詞當主詞 1 1 1      
動名詞與不定詞   1  1  1  
使役動詞 1        
情緒動詞  1 1      
介係詞 when after before 之後    1     
平行對等類  1  1  1   
主詞動詞一致類  1  1  2  2 
主動被動類 1    1  1  
時態類   1    1 1 
分詞類     1    
形容詞子句類 1 2 2      
連接詞／介係詞類  1  1   1  
轉折性副詞類 1 1   1    
名詞子句片語類 1    1    
介係詞類  3  2   2 2 
代名詞類 1   1  1  1 
詞性判斷類    1 1 3 1 1 
固定句型      1 1  
副詞子句      1   

三 
、 
綜 
合 
測 
驗 

單字或片語 8 4 9 2 4 1 2 3 
四、閱讀測驗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五、非選擇題    3 3 3 3 3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英文 試題 

一、選擇題(第 1 至 41 題，每題 2 分，共 82 分) 
Ⅰ.字彙題：第 1 至 7 題，每題均有一空格字詞，請選擇最適合的答案，以完成該英文句子。第 8 至 11 題，每題均有

一個劃底線的字詞，請在四個選項中，選擇一個與劃底線的字詞意義最接近的答案。 
(B) 1. When teaching a large class, the teacher has to      the class into small groups to help students to learn. 

(A)arrive (B)divide (C)hire (D)ignore  
解：在大班級上課，老師得把學生分成小小的團體，以利學生學習。 (A)v.到達 (B)v.分開  

(C)v.雇用 (D)忽略  
(A) 2. I have to      your idea of selling our products to Europe because shipping them out there is too 

expensive. 
(A)reject (B)shine (C)toast (D)visit  
解：我得婉拒把東西賣到歐洲的想法，把東西運到歐洲太貴了。 (A)v.拒絕 (B)v.閃耀 (C)v.烤  

(D)v.拜訪 
(D) 3. My parents are really      to me. They have always supported me in whatever I have wanted to do. 

(A)changeable (B)doubtful (C)medical (D)precious  
解：我的父母對我而言很珍貴，他們總是很支持我想做的一切。 (A)adj.善變的 (B)adj.懷疑的  

(C)adj.醫藥的 (D)adj.珍貴的 
(B) 4. Emily enjoys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traveling to different places, for she believes that      is the 

spice of life. 
(A)quarrel (B)variety (C)wagon (D)zipper  
解：艾蜜莉喜歡嘗試新的事情，到不同的地方旅遊，她覺得多點不同能增添生命的精彩。 (A)n.爭吵 

(B)n.多樣性 (C)n.四輪貨運馬車 (D)n.拉鍊 
(C) 5. Instead of being defeated, the tennis player finally      the obstacles she faced in the game. 

(A)awoke (B)hatched (C)overcame (D)tickled  
解：沒被打敗，這位網球選手最後克服了比賽中遇到的困難。 (A)v.醒來 (B)v.孵化 (C)v.克服  

(D)v.搔癢 
(D) 6. When it comes to job interviews, making a good first      is very important. 

(A)confusion (B)depression (C)explosion (D)impression  
解：提到工作面試，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A)n.困惑 (B)n.沮喪 (C)n.爆炸 (D)n.印象 

(A) 7. The student has been working part time in order to earn      money to cover his college expenses. 
(A)sufficient (B)tropical (C)vacant (D)we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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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這位學生一直在打工，為了賺取足夠的錢來支付大學的支出。 (A)adj.足夠的 (B)adj.熱帶的 
(C)adj.空缺的 (D)adj.虛弱的 

(D) 8. For the domestic pork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effort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African swine fever. 
(A)cause (B)melt (C)risk (D)stop  
解：對國內的養豬業，政府已經做了努力來預防非洲豬瘟的擴散。 (A)v.造成 (B)v.融化 (C)v.冒險 

(D)v.阻止 
(B) 9. The Taiwan Lantern Festival appealed to foreign tourists this year for its beautiful lantern shows. 

(A)advised (B)attracted (C)edited (D)envied  
解：今年台灣的元宵節因為燦爛好看的燈會吸引了很多外國遊客。 (A)v.建議 (B)v.吸引 (C)v.編輯 

(D)v.羨慕 
(C)10. Even though Nancy is busy at work, she still goes fishing from time to time on weekends. 

(A)always (B)generally (C)sometimes (D)usually  
解：雖然南西工作很忙，她還是偶爾會在周末去釣魚。 (A)adv.總是 (B)adv.一般而言 (C)adv.偶爾 

(D)adv.經常 
(D)11. Sam is not easy to get along with. I do not know how his friends can tolerate him without any complaints. 

(A)break up with (B)catch up with (C)keep up with (D)put up with 
解：山姆很難相處，我不知道他的朋友怎麼能毫無怨言忍受他。 (A)v.分手 (B)v.追趕上；得知某人

的近況 (C)v.跟上資訊；保持聯絡 (D)v.忍受 
Ⅱ.對話題：第 12 至 21 題，請依對話內容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使其成為有意義的對話。 
(A)12. Susan: Excuse me, may I exchange this shirt? 

Clerk: What's the problem, ma'am?       
Susan: No, the size is OK. But there's a stain on its back. 
Clerk: Oh, sorry about that. Let me get you a new one. 
(A)Is it too big for you?  (B)Do you have it in red? 
(C)Is this your final price?  (D)Do you have the receipt? 
解：Susan：請問我可以換這件襯衫嗎？ 

店員：這位女士，有什麼問題嗎？ __________ 
Susan：不是，衣服尺寸可以。但是背後有個汙點。  
店員：喔，很抱歉。我拿件新的給你。 
(A)太大或太小嗎？ (B)你有紅色的嗎？  
(C)這是你的最終價格嗎？ (D)你有收據嗎？ 

(D)13. Sally: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Jimmy. 
Eric: What did he do this time? 
Sally: This morning I found milk spilled all over the floor. 
Eric:      He's only four. 
(A)It's nice of him to help you. (B)You must be jealous of him. 
(C)He's grown into a young man. (D)Please don't be so hard on him.  
解：Sally：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帶 Jimmy。 

Eric：這次他又做了什麼？ 
Sally：今天早上我發現牛奶灑的整個地板。 
Eric：__________ 他才四歲。 
(A)他要幫你真好。 (B)他一定很忌妒你。 
(C)他已經變成大人了。 (D)請不要對他這麼嚴格。 

(C)14. Alison: Would you like to join the charity marathon this weekend? 
Peter: I don't really like running.       
Alison: Could you please give it a try? It's for a good cause. 
Peter: All right, I'll do it. 
(A)Let me join you.  (B)I go jogging daily. 
(C)Let me think about it.  (D)I like long-distance races.  
解：Alison：你這星期要參加慈善馬拉松比賽嗎？  

Peter：我真的不喜歡跑步。 ________   
Alison：可以請你試一試嗎？這是個你可以參加的好理由。 
Peter：好吧，我去。    
(A)讓我也加入妳吧。 (B)我喜歡每天慢跑。 
(C)讓我考慮一下。 (D)我喜歡長距離的比賽。 

(A)15. Edward: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the school dorm? 
Laura: I like it a lot! 
Edward:       
Laura: I can walk to the classroom in five minutes and never be late for classes. 
(A)What's the best thing about it? (B)What does the dorm look like? 
(C)How often do you walk to school? (D)How much do you pay for the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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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Edward：你覺得住在學校宿舍如何？  
Laura：我好喜歡!  
Edward：_________  
Laura：我五分鐘就可以走到教室而且從不會遲到。 
(A)最棒的部分是什麼？ (B)宿舍看起來如何？ 
(C)你多久走去學校一次？ (D)你租金付多少？ 

(D)16. Lina: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the shoes section. 
Clerk: It's next to the escalator. Let me take you over there. 
Lina: Thanks a lot. Also,       
Clerk: Sure, they're right beside the shoes. 
(A)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olor? (B)what style would you recommend to me? 
(C)could you tell me what time the store closes? (D)do you happen to know where the socks are?  
解：Lina：不好意思，我在找鞋子部門。 

店員：就在手扶梯旁我帶你去那裡吧。 
Lina：多謝了。還有，________   
店員：當然，就在鞋子部門旁。 
(A)你認為顏色如何？ (B)你會推薦什麼款式呢？  
(C)你可以告訴我鞋子部什麼時候關嗎？  (D)你會不會也碰巧知道賣襪子的在哪嗎？ 

(B)17. Doctor: Hi! I'm Dr. Chen. What's the problem? 
Cindy: I fell down some steps and hurt my wrist. 
Doctor: Let me take a closer look.      Can you move it at all? 
Cindy: It hurts too much! 
(A)You'll get over the flu.  (B)It looks pretty swollen. 
(C)I see something I like.  (D)This drug has side effects.  
解：Doctor：你好！我是陳醫師有什麼問題嗎？  

Cindy：我在樓梯跌倒傷到手腕了。 
Doctor：讓我看仔細點。 _______ 你可以移動一下嗎？  
Cindy：真的太痛了！ 
(A)你流感會好的。 (B)看起來很腫。 
(C)我看到我喜歡的了。 (D)這個藥有副作用。 

(C)18. Bill: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movie? 
Paul: I couldn't wait for the movie to end. It was putting me to sleep. 
Bill:      It was the best movie I've ever seen in years. 
Paul: Well,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 
(A)You're telling me! (B)You've got a deal! (C)You must be joking! (D)You can say that again!  
解：Bill：你認為這部電影如何？  

Paul：我等不及要看結尾了。搞得我快睡著了。 
Bill：_______ 這是我這幾年來所看的電影最棒的一部了。 
Paul：是喔，每個人品味不同。 
(A)用的著你說！ (B)就這麼說定了！ 
(C)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吧！ (D)你說的沒錯！ 

(A)19. Clerk: Front desk. How may I help you? 
John: Hello. This is John Wang. The light in my bathroom doesn't work. 
Clerk: Mr. Wang, what's your room number, please?       
John: Room 1016. Thanks. 
(A)I'll have a repairman go up there in a minute. (B)I'll have the bellman take your bags up for you. 
(C)I'll have the receptionist give you a wake-up call. (D)I'll have a waiter bring you a menu up right away.  
解：Clerk：櫃台，有什麼可以效勞的嗎？  

John：你好我是 John Wang。我浴室的燈壞了。 
Clerk：王先生，請問你的房號是多少呢？_____________ 
John：1016 號房。謝謝。 
(A)我會叫修理的人一分鐘內上去。  (B)我會請房務人員把你的背包拿上去。 
(C)我會請櫃檯人員給你晨喚電話。 (D)我會馬上請服務生給你菜單。 

(C)20. Brian: Did you watch the World Cup final match last night? 
Jordy: No, I couldn't make it. 
Brian: Too bad!       
Jordy: What was the score at the end of the game? 
(A)You've got a point here.  (B)I'm not very good at sports. 
(C)You shouldn't have missed it. (D)I don't like to play soccer at all.  
解：Brian：你昨晚有看世界盃決賽嗎？  

Jordy：沒有耶，我來不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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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太可惜了！ _________    
Jordy：比賽最後得分是多少？   
(A)你說到重點了。 (B)我對運動不在行。 
(C)你不應該錯過的。 (D)我一點也不喜歡踢足球。 

(B)21. Jack: Do you want to have dinner at that steakhouse on Main Street? 
Jill: It just went out of business this Friday.  
Jack: I beg your pardon?  
Jill: I mean      
(A)it's open on Fridays.  (B)it closed down already. 
(C)it offered very good food. (D)it only serves business customers. 
解：Jack：你想要去 Main Street 上的牛排館吃晚餐嗎？   

Jill：這星期五才結束營業的。 
Jack：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Jill：我的意思是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它都星期五才開。  (B)它已經結束營業了。 
(C)它有供應很好的食物。  (D)它只供應商業的客人。 

Ⅲ.綜合測驗：以下兩篇短文，共有 10 個空格，為第 22 至 31 題，每題有四個選項，請依各篇短文文意，選出

一個最適合該空格的答案。 
▲下篇短文共有 5 個空格，為第 22－26 題，請依短文文意，選出一個最適合該空格的答案。 

  Have you ever imagined that you can chat with a robot instead of a real person? The techniq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22.  become mature. Many companies, such as Google, Amazon, and Apple, have created smart 
voice assistants that can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search for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and complete some tasks  
 23.  on your instructions. More recently, chatbots, which are computer programs with AI techniques on app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order to present useful information whenever users request  24.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usiness, replacing humans  25.  chatbots can save money. As a result, many companies nowadays want to 
develop their own chatbots. Therefore, people might lose their jobs due to the  26.  of chatbots. At the same time, 
many new companies which build chatbots have sprung up, and this will create many new job opportunities.  
翻譯： 
  你曾經想像過和機器人聊天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人嗎？(AI)人工智慧的技術已經逐漸成熟。許多公司像是谷
哥、亞馬遜和蘋果已經創造智慧語音助理來了解你所說的話，尋找你問題的答案，並且按照你的指令去完成某
些任務。最近，在 apps(應用服務)人工智慧技術的電腦程式的聊天機器人已開發，為了呈現出有用的資訊，當
使用者無論何時使用他們。從商業的觀點來看，以聊天機器人來代替人類可以節省金錢支出。因此，目前許多
公司都想要開發他們自己的聊天機器人。所以，由於這些聊天機器人的發明，人們可能會失去他們的工作。同
時，許多新興的聊天機器人公司的出現，也造就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 

(C)22. (A)has (B)has been (C)have (D)have been  
解：主詞為 the techniques，故要用複數動詞→have＋V-p.p. → have become 

(連綴動詞 become 無被動語態，不可以選 have been become) 
(B)23. (A)base (B)based (C)to base (D)are based  

解：~ and complete some tasks which are based on your instruction.  
→ ~ and complete some tasks based on your instruction.  
→ 形容詞子句簡化成分詞片語的用法 

(A)24. (A)it (B)its (C)their (D)them  
解：whenever users request it →指前面的 information 

(D)25. (A)besides (B)during (C)towards (D)with  
解：~ replace …. with ~ 以…代替 

(C)26. (A)create (B)created (C)creation (D)creative 
解：the N of chatbots  →  creation 為名詞 

▲下篇短文共有 5 個空格，為第 27－31 題，請依短文文意，選出一個最適合該空格的答案。 

  Many people celebrate their birthdays with a cake and candles. But, have you ever wondered how the birthday 
celebration started? According to some historians, putting candles on the cake  27.  in Ancient Greece. The 
Greeks would make moon-shaped cakes to honor Artemis, the goddess of the moon. On top of the cake  28.  lit 
candles representing the glow of the moon. The smoke from the candles was believed to serve the dual purpose of 
preventing  29.  evil spirits, and carrying prayers and wishes to the heavens. Today, birthday cakes with lit candles 
on top have become a popular way of birthday celebration. The number of candles usually represents the age of the 
person  30.  celebrated. He or she will make wishes including a silent one and then  31.  all the candles in 
one breath. As a modern tradition, the silent wish would not be told to anyone else, or it would never be realized.  
翻譯： 
  許多人用蛋糕和蠟燭來慶生。但是，你可曾想過慶生是如何開始的呢？根據歷史學家，將蠟燭放在蛋糕上
慶生是在古希臘時就開始了。希臘人製作月亮形狀的蛋糕去供奉月亮女神－阿耳特彌斯。將蠟燭放在蛋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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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月亮的光輝。一般相信蠟燭(吹熄)的煙有著雙重的目的—防止惡靈的到來和帶著許願者的願望到天堂。今
日，在生日蛋糕上點蠟燭慶生變成是一種很普遍的方式。蠟燭的數量(數字)通常代表著被慶生者的年齡。他或
她許願並且包含一個未說出的願望，然後一口氣吹熄所有的蠟燭。在現代的傳統，沒有說出的願望不可以告訴
任何人，否則，它將永遠不會實現。 

(B)27. (A)begin (B)began (C)begun (D)beginning  
解：時間為 in Ancient Greece，故動詞為過去式 began 

(D)28. (A)have (B)is (C)was (D)were  
解：地方副詞＋V＋S  

On the top of the cake＋were lit＋ candles →主詞 candles 為複數  
(蠟燭要被點燃，故用被動語態 were lit ) 
light (vt,vi,使明亮、點燃)動詞變化有二種： light – lit – lit； light – lighted – lighted  

(C)29. (A)at (B)down (C)from (D)off  
解：prevent from (ph) 阻止；制止 

(B)30. (A)be (B)being (C)had (D)has  
解：~ the age of the person who is being celebrated. ~ 

→~ the age of the person being celebrated ~ 
→形容詞子句簡化成分詞片語的用法 

(A)31. (A)blow out (B)break into (C)take off (D)turn on 
解：吹蠟燭 blow out the candles 

(A)吹(蠟燭) (B)闖入 (C)脫掉 (D)打開 
Ⅳ.閱讀測驗：以下有兩篇短文，共有 10 個題目，為第 32 至 41 題，請於閱讀短文後，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閱讀下文，回答第 32－36 題 

  Water pollu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Unsafe levels of toxic chemicals linked to cancer have 
been found in the drinking water of 33 stat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Eric Li, the founder and CEO of Ecomo, has 
developed the world's first smart water bottle.  
  It took Li about two years to develop the water bottle that is very easy to use. After filling water from a tap, lake, 
or even toilet, all you need to do is shake, twist, and drink. In less than five seconds, the filter, the bottle's 
water-cleaning mechanism, removes 99 percent of bacteria, pesticides, petroleum products, and heavy metals. If the 
water is clean, the word "Good" appears on the LED monitor with a green light flashing. If it is still undrinkable, a 
yellow or red light and the word "Fail" or "Bad" will appear on the monitor at the same time.  
  Ecomo, which is the name of the bottle and is short for "eco-monitor," has other features that consumers will 
enjoy. The bottle weighs just 0.37 kilograms, but it can store almost 600 milliliters of water. Furthermore, it can keep 
water hot for 12 hours or cold for 24 hours. Customers are warned, however, not to fill the bottle with other kinds of 
liquids because these will damage the bottle.  
  Two other notable aspects of the product are the app and Bluetooth wristband that the product works with. The 
app sends a notice to users when it is time to change the filter. In addition to measuring temperature, the Bluetooth 
wristband records users' daily activities, calculates their water needs, and monitors their water intake.  
翻譯： 
  水汙染在美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 33 各州當中，在飲用水裡面，發現了跟癌症有關的不安全的化學物
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Eric Li，也就是 Ecomo 的創辦人兼執行長，研發出了世紀第一個智慧水瓶。 
  這個花了他大概兩年的時間來研發出這個容易使用的水瓶。在從水龍頭、湖裡或甚至是馬桶裝水了以後，
你需要做的就是搖，轉一下，然後再喝。在不到五秒鐘的時間，這個濾嘴，也就是這個水瓶的淨水裝置，會移
除百分之九十九的細菌、殺蟲劑、石油製品還有重金屬。如果水有處理乾淨，"好"這個字會顯示在一個有綠燈
閃的 LED 螢幕上。如果仍然不能喝，黃燈或紅燈還有"失敗"跟"差的"這樣的字眼會同時出現在螢幕上。 
  水瓶的名字 Ecomo 是由"eco-monitor"簡寫來的，它還有其他消費者會喜歡的特色。這水瓶只有 0.37 公斤，
但是它可以裝差不多 600 毫升的水。再者它可以保熱 12 小時，或是保冷 24 小時。但是消費者也被警告不要裝
其他種類的液體因為這些東西會損害瓶子。 
  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應用程式跟藍芽腕帶，這兩樣都是搭配這個產品運作的。要換濾嘴的時候，這個
應用程式會傳送通知給使用者。除了測量溫度，這個藍芽腕帶含會記錄使用者的日常活動，計算他們所需的水
分，然後監測他們水分的攝取量。 

(B)32.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A)To show the process of making clean water. (B)To introduce a product that keeps water clean.  
(C)To examine how much water to drink per day. (D)To describe the ways to protect water sources.  
解：這篇文章主要是關於什麼？ 

(A)來展示製造乾淨水的過程。 (B)來介紹一種使水乾淨的產品。 
(C)來檢視每天喝多少水。 (D)來形容保護水來源的方法。 

(D)33.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does Eric Li do? 
(A)He teaches chemistry.  (B)He sells LED monitors.  
(C)He writes news articles.  (D)He develops new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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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根據本文，Eric Li 做了什麼？ 
(A)他教化學。 (B)他賣 LED 螢幕。  
(C)他寫了新文章。 (D)他研發了新產品。 

(C)34.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is the water bottle, Ecomo, smart? 
(A)Because it has a blue light. (B)Because it has a cheap monitor. 
(C)Because it uses a Bluetooth device. (D)Because it uses a big capacity bottle.  
解：根據本文，為什麼這個 Ecomo 水瓶聰明呢？   

(A)因為它有藍光。 (B)因為它有便宜螢幕。 
(C)因為它使用藍芽裝置。 (D)因為它使用大容量的水瓶。 

(A)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Ecomo? 
(A)Its filter removes unwanted substances fast. (B)It can change any liquid into drinking water. 
(C)Its filter tells users to change the LED monitor. (D)It can be used to store water, juice, or coffee.  
解：下列哪一個關於 Ecomo 的敘述是對的？   

(A)它的濾嘴可快速移除我們不要的物質。 (B)它可把任何的液體變成飲用水。 
(C)它的濾嘴會告訴使用者來換 LED 螢幕。 (D)它可以用裝水、果汁跟咖啡。 

(D)3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ferences can be drawn from Ecomo? 
(A)Users can easily get the weather report through the bottle.  
(B)Users can use it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ir doctor.  
(C)Users can use it to find various water drinking sites nearby.  
(D)Users can decide how much water they should drink daily. 
解：我們可以從 Ecomo 做成下列哪一個推論？   

(A)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從水瓶得知天氣報導。 
(B)使用者可以用它來跟醫生預約。 
(C)使用者可以用它來找到附近不同的喝水地點。 
(D)使用者可以決定他們一天要喝多少水。 

▲閱讀下文，回答第 37－41 題 

  With summer vacation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many people are planning to travel abroad. Some of them take an 
overseas trip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while others join package tours to visit foreign countries. Nowadays, many 
young people prefer a backpacking trip abroad. Since backpacking is a new form of tourism and getting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experienced travelers h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ose would-be backpackers.  
  First, plan your budget and prepare the required travel documents. You need to figure out in advance how much 
your trip may cost you. Remember to check with banks and find out the usage of ATM cards and the exchange rate so 
that you have enough money before the trip. Then, make sure to have travel documents such as a passport and visa on 
hand. It is also good to leave a copy of these documents to a family member whom you can contact in case of 
emergency.  
  Second, choose accommodation that is close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for example, backpackers can 
easily travel by using such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s trains, buses, the High Speed Rail, and the Mass Rapid 
Transit in major cities.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backpackers can save their time and energy to move from 
nearby stations to hotels, hostels, or tourist attractions.  
  Third and finally, do not be shy; try to make friends, taste the local food, and visit sightseeing spots when you 
arrive at a destination. In this manner, your adventures will help you experience more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thus helping you feel refreshed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Go ahead and take on the backpacking challenge. It is certainly a chance for you to prove yourself ready for this 
new style of tourism.  
翻譯： 
  隨著暑假的到來，很多人計畫要出國旅行。有些人跟朋友和家人去國外旅行而有些人跟團去外國玩。在現
今，很多年輕人偏好背包客的旅行。因為背包客旅行是一種新形式的旅遊而且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青睞，比較
資深的旅行家對這些準背包客有一些建議。 

第一，計畫一下你的預算還有準備必要的旅行文件。你必須事先了解你的旅行會花你多少錢。記得跟銀行
確認還有提款卡的使用還有匯率，如此一來你在旅行前才有足夠的錢。然後，你要確認有旅行文件像是護照跟
簽證在手邊。把你的這些證件留一份影本給家人也是好的，這家人是要在緊急時你能聯絡的人。 
  第二，選擇離大眾運輸近的住宿。例如，在台灣，背包客在主要的城市可以藉由使用像是火車、公車、高
鐵或是捷運這樣的大眾運輸系統就可以輕鬆旅行。有了便利的交通運輸，背包客可以節省從附近的車站移動到
他們的飯店、背包旅館或是景點的精力跟時間。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不要害羞；當你到目的地，試著交朋友、品嚐當地美食還有參訪景點。在這個夏天，
你的探險會有助於幫你體驗更多的文化跟生活方式，進而幫你在身心上都能舒緩。 

勇敢前進接下背包客的挑戰。這一定會是讓你自己更好的機會，準備好來迎接這個新的旅遊形式吧。 

(B)37.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ssage? 
(A)To give safety tips for all travelers. (B)To offer useful advice to backpackers.  
(C)To introduce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D)To pick the best places for backpackers to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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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本文主要的目的是？    
(A)給所有旅行者安全的秘訣。   (B)提供背包客有用的忠告。 
(C)介紹外國的文化跟生活方式。  (D)挑選出背包客拜訪的最佳地點。 

(C)3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backpacking? 
(A)It has been a form of travel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It takes more time to backpack in the summer than in the winter.  
(C)It is one option for young people to spend their summer vacation.  
(D)It requires students to work and support themselves while traveling.  
解：根據本文，下列哪一個關於背包旅行是正確的？   

(A)它是自從 20 世紀晚期後的一個新的旅遊模式。 
(B)在夏天自助旅行比冬天花的時間久。 
(C)這對很多年輕人來說是一個選擇。  
(D)這需要學生在旅行時要工作來資助。 

(A)3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suggested for would-be backpackers to do in the passage? 
(A)Buy a prepaid phone card for emergencies only. (B)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enough spending money. 
(C)Try to know how to use their ATM cards overseas. (D)Give a copy of the travel documents to their family.  
解：下列哪一個沒有在本文中對準背包客作的建議？   

(A)買個只有在緊急可使用的預付卡。 
(B)確認他們有足夠可以花費的錢。 
(C)試著知道如何在國外使用提款卡。 
(D)把旅遊的文件副本給他們的家人。 

(A)40. Why is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mportant for backpackers? 
(A)Because they can get to the places they want easily.  
(B)Because they will stay abroad for as long as they wish.  
(C)Because they plan how much money they will spend daily.  
(D)Because they need a part-time job with free accommodations.  
解：為什麼方便的交通對背包客來說重要？   

(A)因為他們可以輕易地去他們想去的地方。 (B)因為他們會在國外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C)因為他們計畫每天花費多少錢。   (D)因為他們需要一個打工換宿的工作。 

(D)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ferences can be drawn from the passage? 
(A)Young people choose package tours because of the low cost.  
(B)Countries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re not the choices for travelers.  
(C)Learning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is not possible for backpackers.  
(D)Backpacking trips offer young people some challenging tasks to accomplish.  
解：我們可以從文章中做成下列哪一個推論？   

(A)年輕人選擇自助旅行因為花費低。   
(B)有方便交通的國家不是旅行者的選擇。 
(C)知道外國文化跟生活方式對背包客來說是不可能的。 
(D)背包旅行提供了年輕人有挑戰性的任務。 

二、非選擇題(第 I 到第 III 題，每題 6 分，共 18 分) 

I .填充 

說明： 

  ▲請依據中文提示，將試題內空格、答案之完整單字(含提示之字首)，分別作答於答案卷之作答欄、

之指定範圍內以完成句子。 

  ▲請勿抄題，每格限填一字，超過一字者視為錯誤，不予計分。 

 1. 幸福的感覺就是讓每個小小的願望成真。 

The f   of being happy is about having each tiny wish come t  . 

參考解答：feeling；true 

II.句子重組 

說明： 

  ▲請將題中 5 段提示字詞重組成一完整句子，並於句尾加上適當標點符號。 

  ▲請將重組後的句子寫在答案卷之「非選擇題作答區」指定範圍內，答案中不能增減字詞或修改變化字詞，

請勿抄題。 

 2. people avoid / that laughing / mental illness / Studies show / can help 

參考解答：Studies show that laughing can help people avoid mental 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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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譯英 

說明： 

  ▲請將以下中文句子譯成正確、通順、達意的英文，並將答案寫在「非選擇題作答區」之指定範圍內，請

勿抄題。 

 3. 我喜歡在網路上張貼與分享我的照片。 
參考解答：(1)I love posting and sharing my photos on the Internet.   

(2)I love to post and share my photos over the Internet.   
(3)I like to post and share my photos on the Internet.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數學(B) 試題評析 

  今年 B 卷數學整體而言較過去幾年稍難一些，而這次的稍難，並不是計算複雜的難，而是觀念上的難。非
常不尋常的是，較容易答錯的題目，竟是在統計與向量這種不常出現難題的單元。 
  整體而言考的還算平均，但統計出的比往年多，考的是不太需要計算，但卻偏冷門的題目，非常容易答錯。 
  這屆題目不管難或簡單，出題方式都比較活，並且增加了敘述式題目的比重，而這類敘述式題目的表達方
式，有點偏向學測的出法。而未來是否會成為出題的趨勢，值得觀察。 
  三角函數的應用部份：和差角、二倍角、正餘弦，連二屆都沒有出題，只考了三角測量。連兩年的三角函
數出題，都偏重在基礎三角函數，未來也應該特別留意這單元的出題走向。 

【101～108 年 數學(B) 各單元出題比重】 

B 卷 卷別年度

 單 元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直線方程式(含直角坐標) 4 2 1 1 2 1 1 2 

三角函數 3 2 1 2 2 3 4 3 

三角函數應用 2 2 3 1 2 2 0 1 

向量 2 1 2 2 2 1 1 2 

指對數 2 2 2 1 3 2 2 2 

數列級數 2 2 1 1 1 1 1 1 

式的運算(含方程式) 2 2 4 4 2 3 2 2 

不等式(含線性規劃) 1 2 2 2 1 1 2 2 

排列組合 2 2 2 2 2 2 2 1 

機率 1 1 2 1 1 2 3 1 

統計 1 1 0 2 2 2 1 3 

圓 2 0 1 1 0 0 1 1 

二次曲線 102 增考 2 1 1 2 2 1 1 

行列式(含方程組) 1 2 1 2 1 1 1 1 

微積分 102 增考 2 2 2 2 2 3 2 

複數 × × × × × × × × 

合   計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數學(B) 試題 

數學 B 參考公式 

 1. 首項為 a，公比為 r(r≠1)的等比數列前 n 項之和為 S＝
r1

)r1(a n

－

－
。 

 2. 若α、β為一元二次方程式 ax2＋bx＋c＝0 的兩根，則α＋β＝
a

b－
、αβ＝

a

c
。 

 3. 相異物的直線排列數 P n
r ＝ )!rn(

!n

－
、不可重複的組合數 C n

r ＝ )!rn(!r

!n

－
、重複組合數 H n

r ＝C 1nr
r

－＋ 。 

 4. 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cos(α＋β)＝cosαcosβ－sinαsin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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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甲同學想要網購某支特定手機，上網逛了 7 家購物網站後，告訴好友說：「該款手機的價差不大，在 100 元

以內」。試問甲所說的話中，應用了下列哪一種統計量？ (A)四分位距 (B)全距 (C)標準差 (D)百分位數。 
解：價差在 100 元內，表最高與最低不會相差超過 100 元，所以指的是全距。 

(B) 2. 假設分針原始指在時鐘 12 的位置，現將分針依順時針的方向轉了 2019°。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分
針指在 9 跟 10 之間 (B)分針指在 7 跟 8 之間 (C)分針指在 5 跟 6 之間 (D)分針指在 3 跟 4 之間。 
解：2019°－360°×5°＝219°→如圖在 7〜8 之間 

 

(D) 3. 下列何值與 log25 相等？ (A)log5－log2 (B)log(
2

5
) (C)

20log

50log
 (D)

4log

25log
。 

解：log25＝
2log

5log
＝

2log2

5log2
＝

2

2

2log

5log
＝

4log

25log
 

(B) 4. 若方程式 3x2－39x＋k＝0 的兩根為連續整數，則 k＝？ (A)168 (B)126 (C)84 (D)42。 

解：設二根為α，α＋1→α＋(α＋1)＝－
3

39－
→2α＋1＝13→α＝6 

→二根為 6、7→6×7＝
3

k
→k＝42×3＝126 

(D) 5. 已知直線 L 之斜率為 2，x 截距為 3。試問 L 與兩坐標軸所包圍三角形之面積為何？ (A)
4

9
 (B)

2

9
 (C)6 

(D)9。 

解：x 截距 3，表過(3 , 0)→L：y－0＝2(x－3)→2x－y＝6 
x 0 3
y －6 0  

面積＝
2

|)6(3| －
＝9  

(B) 6. 設 f(x)為三次多項式，已知 f(－1)＝4 且 f(－2)＝f(1)＝f(3)＝0。試問 f(x)除以 x－2 之餘式為何？ (A)－6  
(B)－2 (C)3 (D)5。 

解：設 f(x)＝a(x＋2)(x－1)(x－3) f(－1)＝a×1×(－2)(－4)＝4 a＝
2

1
 

→f(x)＝
2

1
(x＋2)(x－1)(x－3) f(x)÷(x－2)餘 f(2)＝

2

1
×4×1×(－1)＝－2 

(B) 7. 設 x、y 為實數，且 x－2y＝10。試問 f(x , y)＝x2＋y2之最小值為何？ (A)25 (B)20 (C)17 (D)16。 
解：依柯西不等式(x2＋y2)[12＋(－2)2]≧(x－2y)2→(x2＋y2)×5≧102 

→x2＋y2≧20 最小值＝20 

(B) 8. 設(3m)3＝729 且 4n－m＝
256

1
，則 m＋n＝？ (A)－1 (B)0 (C)1 (D)2。 

解：(3m)3＝729＝36→3m＝6→m＝2 

4n－m＝(22)n－m＝22n－2m＝
82

1
＝2－8→2n－2m＝－8→2n－2×2＝－8 n＝－2 m＋n＝0 

(C) 9. 若 a＝sinθ，則下列敘述何者恆為正確？ (A)sin(θ＋90°)＝a (B)cos(θ＋90°)＝a (C)sin(θ＋180°)＝－a 
(D)cos(θ＋180°)＝－a。 
解：(A)sin(θ＋90°)＝sin(90°＋θ)＝＋cosθ≠a (B)cos(θ＋90°)＝cos(90°＋θ)＝－sinθ＝－a≠a 

(C)sin(θ＋180°)＝sin(180°＋θ)＝－sinθ=－a (D)cos(θ＋180°)＝cos(180°＋θ)＝－cosθ≠－a 
(A)10. 當角度θ由 15°上升至 75°時，關於 tanθ之值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一直上升 (B)一直下降  

(C)先上升後下降 (D)先下降後上升。 
解：如圖 y＝tanx→0〜90°間皆為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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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一顆雞蛋從生產到運送至超市販售，所需的成本為 4 元，在超市的售價為 5 元，其獲利由蛋農與超市平分；

但運送過程中破裂或超過保存期限等因素，超市會將雞蛋銷毀，雞蛋即無法成功銷售，超市亦不付蛋農任何

款項。若一顆雞蛋無法成功銷售的機率為 0.006，則蛋農一顆雞蛋之獲利的期望值為多少元？ (A)0.473 
(B)0.5 (C)0.967 (D)0.97。 

解：Σ機率×報酬＝0.006×(－4)＋0.994×(
2

45－
)＝－0.024＋0.497＝0.473 

(C)12. 在理想環境下，將一球自離地面 30 公尺處垂直落下，球只會上下垂直來回彈跳。若每次反彈高度為前一次

高度的
5

2
，則此球靜止前所經過的路程為多少公尺？ (A)50 (B)60 (C)70 (D)80。 

解：增加一趙 30，再扣 30 

5

2
1

230

－


－30＝

5

3
60

－30＝60×
3

5
－30＝70 

(C)13. 某校校長想知道全校學生贊成取消早自習的比例 p，並將 p 在 95%的信心水準下之信賴區間簡稱 95%信賴區

間，現從所有學生中隨機抽取樣本數為 36 的一組樣本，利用這 36 位學生的意見求得 p 之 95%信賴區間為

[0.642 , 0.914]。若學生對早自習是否取消的意見是固定不變的，則下列何者為正確解讀？ (A)該校約有 95%
的學生贊成取消早自習 (B)p 落在 64.2%與 91.4%之間的機率為 95% (C)若進行 1000 次抽樣調查，每次皆

隨機抽取樣本數為 36 的一組樣本，共可算得 1000 個 p 之 95%信賴區間，其中約有 950 個區間會包含 p  
(D)若進行 1000 次抽樣調查，每次皆隨機抽取樣本數為 36 的一組樣本，共可算得 1000 個學生贊成取消早自

習的樣本比例，其中約有 950 個會落在 64.2%與 91.4%之間。 
解：95%信賴區間指的是每次隨機抽取樣本數為 n 的一組樣本，可算得 1000 個 p 中，約有 950 個區間會包

含 p。 
(A)14. 若拋物線 y＝ax2＋b 之開口向上且與 x 軸沒有交點，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0，b＞0 (B)a＞0，b＜

0 (C)a＜0，b＞0 (D)a＜0，b＜0。 

解：y＝ax2＋b  方程式對稱軸為 x＝0(y 軸)，頂點(0 , b)，如圖→a＞0；b＞0 

(C)15. 已知直線 L1為 y＝m1x、直線 L2為 y＝m2x。若 m1、m2的值皆為 2、
2

1
或－

2

1
三種數字之一，彼此取值互

為獨立，且三種數字出現的機率相同，則L1和L2相互垂直的機率為何？ (A)
9

4
 (B)

3

1
 (C)

9

2
 (D)

9

1
。 

解：垂直→m1．m2＝－1→只有 2(－
2

1
)＝－1→(m1 , m2)＝(2 , －

2

1
) or (－

2

1
 , 2)→

33

2


＝

9

2
 

(A)16. 如圖(一)所示，使用 8 種不同顏色塗在圖中標號 A、B、C、D、E 的 5 個格子內，顏色不可重複使用，若規

定同一格子僅塗同一顏色，則共可塗出幾種不同的著色樣式？ (A) 8
5P  (B) 8

5C  (C)56 (D)65。 

圖(一)  

解：顏色不重複，但要排列於 A , B , C , D, E→ 8
5P  

(A)17. 若實數 x 滿足行列式

130

2x264

02x1

－

－

＝4，則

11x1

260

1x32

－－－

－

＝？ (A)4 (B)－4 (C)8 (D)－8。 

解：2

130

1x32

02x1

－

－

＝4→

130

1x32

02x1

－

－

＝2→(1－x)
13

1x3－
－2

10

12
＝2→(1－x)

13

1x3－
＝6 

求值式＝2

11x1

130

1x32

－－－

－

＝2

130

1x32

11x1

－

－－－

 

   ＝2[(1－x)
13

1x3－
－(－1)

10

12
＋(－1)

30

x32 －
]＝2[6＋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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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8. 設函數 f(x)＝3x2＋2x＋1。試問曲線 y＝f(x)在 x＝1 及 x＝2 之間與 x 軸所包圍之區域的面積為何？ (A)5 
(B)7 (C)9 (D)11。 

解：f(x)＝3(x2＋
3

2
x)＋1＝3(x＋

3

1
)2＋

3

2
 

2

1

232

1
2 )xxx(dx)1x2x3( ＋＋＝＋＋ ＝(8＋4＋2)－(1＋1＋1)＝11 

(D)19. 設函數 f(x)＝x3－x2＋x－2。試問 f '(1)＋f "(1)之值為何？ (A)1 (B)2 (C)4 (D)6。 

解：f(x)＝x3－x2＋x－2 f '(x)＝3x2－2x＋1 f "(x)＝6x－2 

f '(1)＋f "(1)＝(3－2＋1)＋(6－2)＝2＋4＝6 
(C)20. 小明在平地上測得某一直立高樓的頂端之仰角為 45°。他面向該高樓向前直行 30 公尺之後，測得高樓頂端之

仰角為 60°。試問小明第二次測仰角時，距離高樓的底部約多少公尺？ (A)30 (B)15( 3 －1)  

(C)15( 3 ＋1) (D)45。 

解： 3 x＝30＋x x( 3 －1)＝30 x＝
13

30

－
＝15( 3 ＋1) 

 
(C)21. 設(x , y)滿足 y≧0、0≦x≦4、－2≦x－2y≦2，試問 f(x , y)＝x－y 之最大值為何？ (A)1 (B)2 (C)3 (D)4。 

解：x－2y＝2 
x 0 4 2 
y －1 1 0   

x－2y＝－2 
x 0 4 
y 1 3  

畫完圖後，得 5 個頂點代入目標函數 

f(0 , 0)＝0，f(2 , 0)＝2，f(4 , 1)＝3，f(4 , 3)＝1，f(0 , 1)＝－1 

→最大值為 3 
(A)22. 全班共 40 位同學(座號 1 至 40 號)，導師想挑選 7 位學生進行家庭訪問，先以簡單隨機抽樣從 1 到 6 號抽出

1 個號碼，再依系統抽樣每間隔 6 號找出次一位學生，若超出 40 號以上，則 41 號就是 1 號，42 號就是 2 號，

依此類推。試問 2 號被抽中的機率為多少？ (A)
3

1
 (B)

40

7
 (C)

6

1
 (D)

7

1
。 

解：若抽中 1 號→1 , 7 , 13 , 19 , 25 , 31 , 37 

若抽中 2 號→2 , 8 , 14 , 20 , 26 , 32 , 38→中 

若抽中 3 號→3 , 9 , 15 , 21 , 27 , 33 , 39 

若抽中 4 號→4 , 10 , 16 , 22 , 28 , 34 , 40 

若抽中 5 號→5 , 11 , 17 , 23 , 29 , 35 , 1(41) 

若抽中 6 號→6 , 12 , 18 , 24 , 30 , 36 , 2(42)→中 

1〜6 抽中，2 , 6 號機率各為
6

1
→

6

1
＋

6

1
＝

3

1
 

(D)23. 如圖(二)所示，以 O 為原點的直角坐標系上有四點，由左至右依序為 A、B、C、D，其中 A 落在第 2 象限，

B、C、D 落在第 1 象限，且直線 BC 與直線 OD 的交點落在 O、D 兩點之間。已知∠AOD＞90°，且 　BC 與

OD

的內積為 0。若向量

OD 分別與向量 　OA 、


OB、

OC 及

OD 求內積，依次得到 a、b、c 及 d 四個數值，則下

列何者正確？ (A)b＞a＞c＞d (B)b＝c＞d＞a (C)a＞b＞c＞d (D)d＞b＝c＞a。 

圖(二)  

解：a＝ 　OD ． 　OA ＝|

OD |．| 　OA |cos∠AOD＜0→最小 

→b＝c
b＝ 　OD ． 　OB＝|


OD |．| 　OB |cosα＝|


OD ||

OE | 

c＝ 　OD ． 　OC＝|

OD |．| 　OC |cosθ＝|


OD ||

OE | 

d＝ 　OD ． 　OD ＝|

OD |．| 　OD |cos0°＝|


OD ||

OD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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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已知向量 a

、 b

、 c

及 d

分別自(1 , 0)、(0 , 1)或(1 , 1)三向量中選取出來，例如， a


＝(1 , 0)、 b


＝(0 , 1)、

c

＝(0 , 1)、 d


＝(1 , 1)，或 a


＝(1 , 1)、 b


＝(0 , 1)、 c


＝(1 , 0)、 d


＝(1 , 0)等等皆屬可能的選取情形。若

計算 a

＋ b


＋ c

＋ d

所有可能的情形後，則可得到幾種不同的結果？ (A)10 (B)15 (C)20 (D)34。 

解： a

＋ b

＋ c

＋ d

：4(1 , 0)＝(4 , 0) 4(0 , 1)＝(0 , 4) 4(1 , 1)＝(4 , 4) 

3(1 , 0)＋(0 , 1)＝(3 , 1) 3(1 , 0)＋(1 , 1)＝(4 , 1) 2(1 , 0)＋2(0 , 1)＝(2 , 2) 
3(0 , 1)＋(1 , 0)＝(1 , 3) 3(0 , 1)＋(1 , 1)＝(1 , 4) 2(1 , 0)＋2(1 , 1)＝(4 , 2) 
3(1 , 1)＋(1 , 0)＝(4 , 3) 3(1 , 1)＋(0 , 1)＝(3 , 4) 2(0 , 1)＋2(1 , 1)＝(2 , 4) 
2(1 , 0)＋(0 , 1)＋(1 , 1)＝(3 , 2) 2(0 , 1)＋(1 , 0)＋(1 , 1)＝(2 , 3) 2(1 , 1)＋(1 , 0)＋(0 , 1)＝(3 , 3) 
→共 15 種 

(D)25. 已知一圓方程式 x2＋y2－2x－6y＋9＝0。若直線 y＝b 與該圓有交點，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b≧5  
(B)b≦－4 (C)－1≦b≦1 (D)2≦b≦4。 
解：y＝b 代入圓 x2＋b2－2x－6b＋9＝0→x2－2x＋(b2－6b＋9)＝0 

有交點→判別式≧0 (－2)2－4(b2－6b＋9)≧0    )4(
b2－6b＋9－1≦0 →b2－6b＋8≦0 

(b－2)(b－4)≦0 →2≦b≦4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數學(A) 試題評析 

  今年 A 卷試題與去年相比，題目分配比重一樣，式的運算(含方程式)一樣高達 4 題(略多)，不等式也高達

3 題，且計算上稍微繁複一些，排列組合也多了 2 題，機率少 2 題，但是整體排列、組合、機率、統計題數差

不多，三角函數的應用今年沒有考，所以明年的考生須注意出題機會會較大一些。 
  其中第 6 題用了另外一個方式，考圓上的點到直線的最短距離，不過難度不大，同學答對機會應該蠻高。

原則上前 15 題同學都蠻容易拿分，唯獨第 18 題、第 19 題和第 20 題計算上要小心一點，把握這個原則同學應

該可能得到不錯的分數。 

A 卷 卷別年度 

 單 元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直線方程式(含直角坐標) 4 1 1 2 2 1 2 2 

三角函數 3 4 4 3 4 4 2 3 

三角函數應用 1 0 1 2 0 1 1 0 

向量 102 增考 1 2 2 2 2 2 2 

指對數 2 3 2 1 2 2 1 1 

數列級數 102 增考 1 1 1 2 2 2 2 

式的運算(含方程式) 4 3 3 3 3 2 4 4 

不等式(含線性規劃) 2 3 3 2 2 3 4 3 

排列組合 3 2 2 2 2 2 1 3 

機率 2 2 2 2 3 2 3 1 

統計 2 3 2 3 1 3 1 2 

圓 2 2 2 2 2 1 2 2 

二次曲線 × × × × × × × × 

行列式(含方程組) × × × × × × × × 

微積分 × × × × × × × × 

複數 × × × × × × × × 

合   計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數學(A) 試題 

數學 A 參考公式 

 1. 若α、β為一元二次方程式 ax2＋bx＋c＝0 的兩根，則α＋β＝
a

b－
、αβ＝

a

c
。 

 2. 首項為 a1，公差為 d 的等差數列，前 n 項之和為 Sn＝
2

)d)1n(a2(n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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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首項為 a1，公比為 r(r≠1)的等比數列，前 n 項之和為 S＝
r1

)r1(a n
1

－

－
。 

 4. 常態分配 

 
(B) 1. 設 a


＝(3 , 1)、 b


＝(－1 , 2)、 c


＝(3 , 8)，且 c


＝x a

＋y b

，則 x＋y＝？ (A)7 (B)5 (C)3 (D)2。 

解：(3 , 8)＝x(3 , 1)＋y(－1 , 2) 






8y2x

3yx3

＝＋

＝－
 





3y

2x

＝

＝
 ∴x＋y＝5 

(D) 2. 已知 a、b 為一元二次方程式 x2＋7x－15＝0 的兩根，則下列何者是以 2a、2b 為兩根的方程式？ (A)x2－14x
－30＝0 (B)x2－14x－60＝0 (C)x2＋14x－30＝0 (D)x2＋14x－60＝0。 

解：已知




15ab

7ba

＝－

＝－＋
 

則以 2a、2b 為 2 根之方程式為 
(x－2a)(x－2b)＝0  x2－2(a＋b)x＋4ab＝0  x2＋14x－60＝0 

(A) 3. tan 225°＋sec(－30°)－csc120°＝？ (A)1 (B)－1 (C)1＋
3

34
 (D)－1－

3

34
。 

解：tan225°＋sec(－30°)－csc120°＝tan45°＋sec30°－csc60°＝1＋
3

2
－

3

2
＝1 

(B) 4. 若 A、B 為直線 3x＋4y＝5 上相異的兩點，且向量

AB＝(a , b)，則 6a＋8b－5＝？ (A)－10 (B)－5 (C)5 

(D)10。 

解：令 A(3 , －1)，B(－1 , 2)，則 　AB＝(－4 , 3) 
∴6a＋8b－5＝6‧(－4)＋8‧3－5＝－5 

(B) 5. 同學在細菌培養的實驗中，發現 A 細菌從開始經 3 小時數目由 500 成長至 600，假設 A 細菌呈指數函數成

長，試問從開始經 9 小時，A 細菌的數目最接近下列哪一個數？ (A)720 (B)864 (C)1037 (D)1800。 

解：已知每 3 小時成長
500

600
＝

5

6
倍 

則從開始經 9 小時，A 菌接近 500×(
5

6
)3＝864 

(A) 6. 平面上三個圓方程式，分別為 
圓 A：x2＋y2＋4x－8y＋16＝0， 
圓 B：x2＋y2－4x－10y＋19＝0， 
圓 C：(x－1)2＋(y＋3)2＝4，設三圓的圓心同時以相同速率往 x 軸方向做垂直移動，且 a、b、c 分別表示圓 A、

B、C 最早碰觸 x 軸所需時間，則下列何者正確？ (A)a＞b＞c (B)a＞c＞b (C)b＞a＞c (D)c＞b＞a。 
解：圓 A：(x＋2)2＋(y－4)2＝22，圓心(－2 , 4)，rA＝2 

圓 B：(x－2)2＋(y－5)2＝
2

10 ，圓心(2 , 5)，rB＝ 10  

圓 C：(x－1)2＋(y＋3)2＝22，圓心(1 , －3)，rC＝2 
則圓 A 上的點到 x 軸之最短距離＝| 4 |－2＝2 

 圓 B 上的點到 x 軸之最短距離＝| 5 |－ 10 ≒1.8 

 圓 C 上的點到 x 軸之最短距離＝|－3|－2＝1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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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7. 幼兒園中從大、中、小班各派二位小朋友共六位，由左向右排成一列玩遊戲，若每位小朋友排在任一位置機

率相同，則同班小朋友均相鄰的機率為何？ (A)
120

1
 (B)

90

1
 (C)

30

1
 (D)

15

1
。 

解：n(S)＝6!＝720 

n(同班均相鄰)＝3!×2!×2!×2!＝48  

∴P＝
720

48
＝

15

1
 

(C) 8. 某校高三有 2000 位學生，數學段考成績呈常態分布，平均成績 65 分，標準差 8 分，小明預估成績在高三數

學排名介在 3 至 50 名之間，則合乎他預估分數的最接近區間為何？ (A)[65 , 81] (B)[57 , 73] (C)[81 , 89] 
(D)[87 , 95]。 

解：
2000

3
＝0.15%，P(x＞ x ＋3σ)＝0.15% 

2000

50
＝2.5%，P(x＞ x ＋2σ)＝2.5% 

∴排名介於 3 至 50 名之間，則區間為[81 , 89] 
(A) 9. 國內自 101 年至 105 年藥妝零售業每年銷售額的長條圖，如圖(一)，而其中 105 年藥妝零售業銷售分配圓形

圖，如圖(二)，求該年銷售分配比重最高的前二類銷售金額差距為何？(單位：億元) (A)411.6 (B)394.8 
(C)284.6 (D)176.4。 

  
       圖(一)                 圖(二) 
解：1960×(47%－26%)＝411.6 

(B)10. 已知 sin2θ＝cos2θ－3sinθ＋1，且 0＜θ＜
2

π
，則θ＝？ (A)15° (B)30° (C)45° (D)60°。 

解：sin2θ＝cos2θ－3sinθ＋1 

 sin2θ＝1－sin2θ－3sinθ＋1  2sin2θ＋3sinθ－2＝0  (2sinθ－1)(sinθ＋2)＝0 

∴sinθ＝
2

1
(－2 不合)，則θ＝30° 

(D)11. 若一扇形的面積為
2

27π
，弧長為

2

9π
，則此扇形的圓心角為何？ (A)

4

π
 (B)

3

π
 (C)

3

2π
 (D)

4

3π
。 

解：已知








)2(
2

9
r

)1(
2

27
r

2

1 2





πθ＝

πθ＝
 

)2(

)1(
：

2

1
r＝3 ∴r＝6 代入(2) 

 6‧θ＝
2

9
π，則θ＝

4

3
π 

(B)12. 已知多項式 f(x)除以 x－1 得到商式 g(x)以及餘數 3，且 g(x)除以 x－2 得到餘數 6，則 f(x)除以 x－2 的餘數

為何？ (A)6 (B)9 (C)15 (D)21。 

解：已知


 

6)2(g

3)x(g)1x()x(f

＝

＋－＝
 

則 f(x)除以(x－2)的餘數＝f(2)＝(2－1)‧g(2)＋3＝9 
(D)13. 將(x5－x4＋x3－x2＋x－1)(x2－x＋1)展開，可得下列何式？ (A)x7－x6＋x5－x4＋x3－x2＋x－1 (B)x7＋x6

＋x5＋x4＋x3＋x2＋x＋1 (C)x7－2x6－3x5－3x4－3x3－3x2－2x－1 (D)x7－2x6＋3x5－3x4＋3x3－3x2＋2x－
1。 
解：(x5－x4＋x3－x2＋x－1)(x2－x＋1)＝x7－2x6＋3x5－3x4＋3x3－3x2＋2x－1 

(C)14. 由 0、1、2、3、4、5、6 七個數字中取三個相異數字排成三位數的偶數，則方法有幾種？ (A)60 (B)90 (C)105 
(D)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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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情況一)個位數為 0：1 × 6 × 5＝30 
 ↑ ↑ ↑ 
 個位 百位 十位 
(情況二)個位數為 2、4、6：3 × 5 × 5＝75 
 ↑ ↑ ↑ 
 個位 百位 十位 

 

∴共 30＋75＝105 種 
(C)15. 已知正三角形 ABC 的三個頂點分別為 A(a , b)、B(－1 , 1)、C(1 , －1)，則 ab＝？ (A)1 (B)2 (C)3 (D)4。 

解：B(－1 , 1)，C(1 , －1)  在 x＋y＝0 上 

則 A 點在 BC 之中垂線上 

 過原點與 x＋y＝0 垂直之直線為 x－y＝0 

設 A 點座標(t , t) 

又 BC ＝ 22 )11()11( －－＋＋ ＝2 2  

∴ AO (正三角形高)＝
2

3
×(2 2 )＝ 6  

 AO ＝ 22 tt ＋ ＝ 6   2t2＝6 ∴t2＝3，t＝± 3  

∴A( 3  , 3 )或(－ 3  , － 3 )，則 ab＝3 

(A)16. 設直線 L 通過 A(－k , 2)、B(1 , 2k)兩點，且與直線 L2：x＋5y－5＝0 互相垂直，則 k＝？ (A)－
3

7
  

(B)－
7

3
 (C)

11

9
 (D)

9

11
。 

解：
AB

m ×ML2＝－1 


k1

2k2

＋

－
×(－

5

1
)＝－1  2k－2＝5k＋5 ∴k＝－

3

7
 

(A)17. 設 a 為實數，若 ax2－2ax＋2a＋3＜0 的解為任意實數，則下列何者正確？ (A)a＜－3 (B)－3＜a＜0  
(C)0＜a＜3 (D)a＞3。 
解：ax2－2ax＋2a＋3＜0 恆成立 





)2(0)3a2(a4)a2(D

)1(0a
2 


＜＋‧‧－－＝

＜
 

由(2)4a2－4a(2a＋3)＜0  a2－a(2a＋3)＜0 

 －a2－3a＜0  a2＋3a＞0  a(a＋3)＞0 ∴a＞0 或 a＜－3……(3) 

由(1)∩(3)a＜－3 
(A)18. 已知兩直線 L1：x－2y＋3＝0 和 L2：2x＋y－1＝0，若 A、B 二點在 L1的異側且 A、C 二點在 L2的同側，其

中 A、B、C 三點坐標分別為 A(－2 , k)、B(k , 3)和 C(－k ,－k)，則實數 k 的範圍為何？ (A)
3

1－
＜k＜

2

1

或 3＜k＜5 (B)
2

1
＜k＜5 (C)k＜

3

1－
或 k＞3 (D)無解。 

解：A、B 在 L1異側：(－2－2k＋3)(k－6＋3)＜0  (－2k＋1)(k－3)＜0 

         (2k－1)(k－3)＞0  k＞3 或 k＜
2

1
……(1) 

A、C 在 L2同側：(－4＋k－1)(－2k－k－1)＞0  (k－5)(－3k－1)＞0 

         (k－5)(3k＋1)＜0 
3

1－
＜k＜5……(2) 

由(1)∩(2) －
3

1
＜k＜

2

1
或 3＜k＜5 

(D)19. 某飼料工廠製造一包豬飼料需要大豆 5 公斤、玉米 2 公斤；製造一包雞飼料需要大豆 2 公斤、玉米 3 公斤；

此工廠共有大豆 200 公斤、玉米 180 公斤，若每包豬飼料可獲利 22 元，且每包雞飼料可獲利 44 元，試求其

可獲得之最大利潤為何？ (A)2310 元 (B)2480 元 (C)2560 元 (D)2640 元。 

解：

4432

2225

雞飼料

豬飼料

獲利玉米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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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豬飼料 x 包，雞飼料 y 包 









180y3x2

200y2x5

0y0x

≦＋

≦＋

≧，≧

，又




180y3x2

200y2x5

＝＋

＝＋
 

 f(x , y)＝22x＋44y
(0 , 0) 0 
(40 , 0) 880 
(21 , 46) 2486 
(22 , 45) 2464 
(0 , 60) 2640 

 

 (x , y)＝(
11

240
 , 

11

500
)≒(21.8 , 45.4) 

∴靠近(
11

240
 , 

11

500
)且符合條件之整數點為(21 , 46)，(22 , 45) 

 其目標函數為 f(x , y)＝22x＋44y 

(D)20. 已知 a 為實數，若一元二次方程式(a－1)x2＋a3x＋(a2＋a＋1)＝0 的解為兩相同實根，則 a＝？ (A) 3  

(B) 3 3  (C) 2  (D) 3 2 。 

解：(a－1)x2＋a3x＋(a2＋a＋1)＝0 2 相同實根 

 判別式：(a3)2－4(a－1)(a2＋a＋1)＝0 

 (a3)2－4(a3－1)＝0 令 a3＝x  x2－4(x－1)＝0 

 x2－4x＋4＝0  (x－2)2＝0 ∴x－2＝0，x＝2 

 a3＝2 ∴a＝ 3 2  
(C)21. 甲生忘了金融卡密碼的最後三個數字 abc，但他記得 a＜b＜c，均為 1、2、3、4、5、6 中的數字，且其和 a

＋b＋c 為 5 的倍數，若甲生依上述條件猜測一組密碼，則甲生猜中的機率為何？ (A)
30

1
 (B)

5

1
 (C)

4

1
 

(D)
3

1
。 

解：a＜b＜c，a、b、c 均為 1、2、3、4、5、6 中的數字，且其和 a＋b＋c 為 5 的倍數 

654

532

541

631

cba

  a＋b＋c＝10 

P＝
4

1
 

a＋b＋c＝15 

 
(B)22. 由十男十女共二十人中選出十人，其中三個是男生，七個是女生，則有多少種選法？ (A)120 (B)14400 

(C) 20
10C  (D)7！×3！。 

解：C 10
3 ×C 10

7 ＝120×120＝14400 

 

10 男選 3 男 10 女選 7 女 

 

(C)23. 若點 P(3 , 4)到圓 2x2＋2y2－4x＋6y＋1＝0 之切線段長度為
2

14a
，則 a＝？ (A)7 (B)5 (C)3 (D)2。 

解：點到(3 , 4)到圓(一般式)：x2＋y2－2x＋3y＋
2

1
＝0 之切線段長 

＝
2

1
12643 22 ＋＋－＋ ＝

2

63
＝

2

143
 

(D)24. 設〈ak〉為公比－2 的等比數列，已知 a1a3＝12，則 a1
2＋a2

2＋a3
2＋a4

2＝？ (A)219 (B)237 (C)246 (D)255。 
解：a1‧a3＝a1×a1×(－2)2＝12  a1

2＝3 

a1
2＋a2

2＋a3
2＋a4

2＝a1
2＋(－2a1)

2＋(4a1)
2＋(－8a1)

2＝85a1
2＝255 

(C)25. 
10

1k

k )2k32(
＝

＋＋ ＝？ (A)2229 (B)2230 (C)2231 (D)2232。 

解： 
10

1k

k )2k32(
＝

＋＋ ＝   
10

1k

10

1k

10

1k

k 2k32
＝ ＝ ＝

＋＋ ＝
12

)12(2 10

－

－
＋3×

2

1110
＋2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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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設計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色彩原理(第 1 至 17 題，每題 2 分，共 34 分) 
(D) 1. 關於有機顏料及無機顏料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有機顏料是取自動植物等生物體 (B)無機顏料是

取自礦石、金屬、泥土等無生物體 (C)有機顏料的鮮明度佳，但不耐熱 (D)無機顏料容易褪色，且材料性
質不安定。 

(B) 2. 關於「擬態」(Mimicry)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擬態可以分為形狀和色彩 (B)色彩擬態可以分為融
合色及繁殖色 (C)動植物因為生存的需求，會以不一樣的形狀、色彩、樣態呈現 (D)色彩的擬態是自身的
顏色能和環境結合。 

(C) 3. 下列何種生物不具備警戒色的特徵？ (A)虎頭蜂 (B)珊瑚蛇 (C)斑馬 (D)毒菇。 
(D) 4. 下列何種色彩不是曼賽爾(Munsell)色彩體系五原色的補色？ (A)藍綠 (B)黃綠 (C)紅紫 (D)黃橙。 
(A) 5. 繪製卡通角色時，在角色邊緣畫上黑色框線，色彩較不容易讓人感到雜亂，這樣的方式是避免下列何種現象

發生？ (A)色滲現象 (B)色陰現象 (C)褪色現象 (D)色彩恆常現象。 
(B) 6. 色彩三屬性與色彩的情感效果中，下列何者具有隨和、保守的情感效果？ (A)溫暖色相 (B)中明度  

(C)低彩度 (D)低明度。 
(C) 7. 關於色彩注目性的說法，下列何者不正確？ (A)若要增加注目性可以選擇接近補色的色彩組合 (B)黑色的

背景上，綠色的注目性比藍色高 (C)文化與信仰的因素對於注目性無影響 (D)道路標誌顏色，常以黃色表
示警告及安全方向引導。 

(C) 8. 當兩種色彩相鄰時會產生色彩對比的效果，下列何種色相的配色方式，不會造成色相偏移的變化？ (A)曖
昧配色 (B)對比配色 (C)補色配色 (D)類似配色。 

(B) 9. 90 年代之後，數位色彩孕育而生，視覺設計師、產品設計師、建築師等開始利用電腦進行創作，關於數位
色彩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數位圖像是由許多小色點構成，這些色點稱為「像素」(Pixel) (B)RGB
模式要轉換 CMYK 模式，需要以 FOCOLTONE 作為色彩轉換的仲介 (C)Photoshop、Illustrator 等軟體中，
可以選擇使用 RGB 模式或 CMYK 模式的色樣本 (D)數位色彩是建立在 RGB 的色彩系統，由 RGB 三色並
置混色而成。 

(B)10. 關於色料與色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色光相互混合次數愈多，明度則減低 (B)色料相互混合次數
愈多，彩度則減低 (C)伊登(Itten)的色相環是依據色光三原色的原理而成 (D)旋轉混色是屬於色料混合的
特性。 

(A)11. 關於三原色減法混色(Subtractive Mixture)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混色後呈現的色彩明度會增加  
(B)色彩混合數量越多時，吸收的光度越多，反射的色光越少 (C)等量混合後會產生灰黑的顏色 (D)減法混
色是以色料或染料混合時，所產生的色彩變化。 

(D)12. 下列何種配色的高度對比，會使得瞳孔不斷縮放調節，較容易產生視覺疲勞、煩躁與不安感？ (A)色相對
比 (B)彩度對比 (C)面積對比 (D)明度對比。 

(A)13. 下列何者是第一位將色彩定量化，且主張在色立體上規則地選擇白色量、黑色量、純色量的色彩，即可達成
調和配色的專家？ (A)奧斯華德(Friedrich Wilhelm Ostwald) (B)曼賽爾(Albert Henry Munsell) (C)姆恩和
史賓莎(Parry Moon and Domina Eberle Spencer) (D)雪佛勒(Michel Eugene Chevreul)。 

(B)14. 如果在奧斯華德(Ostwald)表色系中，以相同色相的條件下，下列何種觀看順序，會使得後看的色彩看起來較
為混濁？ (A)先看 ie，後看 pc (B)先看 ne，後看 ig (C)先看 gc，後看 la (D)先看 ni，後看 nc。 

(D)15. 秀拉(Georeges Seurate)的作品「大嘉特島的星期天下午」，關於其色彩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透過畫面
上無數色點，在人眼中的視網膜上混合出不同的色彩 (B)與馬賽克瓷磚的圖像顯色效果有異曲同工之妙 
(C)與紡織品不同色彩之經緯線交織所形成的混色原理相同 (D)利用吸收光在視網膜上形成混色的效果，稱
為「並置混合」(Juxtapositional Mixture)。 

(A)16. 關於色立體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等色相面中，越靠近明度軸的彩度越高，越離開明度軸的彩度
越低 (B)為呈現等量的旋轉效果，色相環是環狀的 (C)等色相面是依照色相加上明度、彩度的概念，有次
序的排列成同色相的演色表 (D)色立體包含色相環及等色相面等基本結構。 

(A)17. 當產品發展階段到安定期，建議運用下列何種色彩計畫策略？ (A)中間色的色彩 (B)鮮明的色彩 (C)符合
生活型態的色彩 (D)概念形象色彩。 

第二部份：造形原理(第 18 至 33 題，每題 2 分，共 32 分) 
(B)18. 臺灣街頭常見雜亂的招牌，這是屬於下列何種造形處理不當所致？ (A)自然造形 (B)人為造形 (C)純粹造

形 (D)動態造形。 
(A)19. 關於下列各風格的發展時期，何者與其他三者相距的時間最遠？ (A)普普藝術 (B)荷蘭風格派 (C)蘇聯構

成主義 (D)新藝術運動。 
(C)20. 關於黃金比例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黃金比例矩形短邊和長邊的比約為 1：1.618 (B)希臘雅典的

帕特農神殿之外觀立面為黃金比例 (C)A3 紙張之長寬比例為黃金比例 (D)鸚鵡螺的內螺紋為黃金比例。 
(C)21. 清朝的繪畫造形藝術在中國歷代造形發展中頗具創新，下列敘述，何者不屬於當時之創新？ (A)西方傳教

士引入西洋畫技法，主要代表人物為郎世寧 (B)西方明暗、透視之繪畫技法影響當時中國繪畫之表現  
(C)張澤端之「清明上河圖」為中西畫風合而為一之代表作 (D)以解剖學的繪畫技巧，準確地捕捉物象之真
實性。 

(D)22. 關於流線型風格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起源於 1930 年代的美國 (B)和流體力學有關 (C)代表的
作品有雷蒙．洛伊(Raymond Loewy)設計的火車頭和可口可樂的瓶身造形 (D)設計手法新奇，反映年輕人市
場為主的大眾藝術。 

(D)23. 關於設計風格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位於土耳其伊斯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是拜占庭風格  
(B)法國巴黎的聖母院是哥德式建築 (C)巴黎的凡爾賽宮是以巴洛克風格建築為主 (D)西班牙巴塞隆納的
聖家堂是洛可可風格。 

(D)24. 造形因不同的要素，而有不同的分類。芬蘭設計師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以湖泊為題設計的花瓶如圖
(一)，較不適合歸類於下列何種造形？ (A)實用造形 (B)人為造形 (C)立體造形 (D)環境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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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圖(二)  
(A)25. 關於美術工藝運動和新藝術運動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兩者皆成功地帶起復古之潮流，適應

時代趨勢 (B)兩者多以花草與藤蔓等自然物做為創作之主要題材 (C)兩者皆對機械製品的粗劣感到厭惡 
(D)兩者在造形上皆受到東方藝術之影響。 

(A)26. 關於軍用迷彩服的造形設計手法，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此乃利用「能量平衡」，以達到保護自身安全
之目的 (B)此乃一種偽裝造形之表現 (C)此乃利用造形設計「擬態」的原理 (D)此乃模仿自然造形之應用。 

(C)27. 我們常喝的寶特瓶飲料瓶身是用下列何種塑膠加工方式製作而成？ (A)旋轉成形(Rotation molding) (B)真
空成形(Vacuum forming) (C)吹製成形(Blow molding) (D)壓縮成形(Compression molding)。 

(B)28. 關於 3D 列印技術與 CNC 加工技術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3D 列印技術利用加法原理進行積層
塑形 (B)只要用電腦可設計出來之物件，兩種加工方式皆可製作得出來 (C)CNC 加工技術無法對封閉物件
進行內部切削 (D)兩種技術皆可以針對金屬材質進行加工處理。 

(A)29. 常見的俄羅斯娃娃中，小型的娃娃放入中型的娃娃內，中型的娃娃再放入大型的娃娃內，此種作法是應用基
礎造形方法中的何種形式？ (A)等形不等量分割 (B)等量漸變分割 (C)等量比例分割 (D)等量不等形分
割。 

(D)30. 關於立體構成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點立體的美感取決於點材在空間的位置和排列 (B)遙控器表
面的按鍵可以看成是點立體構成的例子 (C)一般的鐵線衣架可以看成是線立體構成的應用 (D)系統櫃的
門板可以看成是塊立體構成的應用。 

(A)31. 圖(二)之手影戲形成之原理是利用下列何種重疊方式？ (A)聯合 (B)差疊 (C)透疊 (D)減缺。 
(C)32. 德國包浩斯(Bauhaus)歷經三個時期，分別在不同地方設校，其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A)威瑪(Weimar)  

(B)柏林(Berlin) (C)科隆(Koln) (D)迪索(Dessau)。 
(A)33. 關於中華藝術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商周時代銅器製品出現的饕餮紋又稱獸面紋 (B)唐三彩是唐朝

燒製的一種高溫鉛釉陶器 (C)清明上河圖是在描繪明朝京城繁華的景象 (D)今日的紫禁城是盛唐時期就
建立的皇宮。 

第三部份：設計概論(第 34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34 分) 
(B)34. 近代設計史是由哪個國家開始？ (A)日本 (B)英國 (C)美國 (D)德國。 
(D)35. 寶特瓶融化後抽絲織成運動衫是屬於綠色設計的哪一項原則的實踐？ (A)Reduce (B)Replace (C)Reuse 

(D)Recycle。 
(A)36. 下列何者是由日本舉辦的國際四大設計競賽之一？ (A)G-Mark (B)Red Dot (C)IDEA award (D)iF。 
(C)37. 下列何者是西方第一個以商業為目的創作的海報藝術家？ (A)慕夏(Alfons Maria Mucha) (B)莫里斯

(William Morris) (C)羅特列克(Henri Marie Raymond de Toulouse-Lautrec-Monfa) (D)沃荷(Andy Warhol)。 
(D)38. 下列哪一張座椅是包浩斯時期的代表作？ (A)麥金塔斯(Charles Mackintosh)的希爾豪斯椅(Hill House Chair) 

(B)李特維德(Gerrit Rietveld)的紅藍椅(Red and Blue Chair) (C)費納．潘頓(Verner Panton)的潘頓疊椅(Panton 
Chair) (D)凡德洛(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的巴塞隆納椅(Barcelona Chair)。 

(C)39. 下列何者是綠建築的定義？ (A)建築物造形要美觀，通風採光良好 (B)庭院陽台充分綠化，採取自動澆灌
系統 (C)消耗最少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物 (D)室內安裝空氣濾清器，減少 PM2.5 汙染源。 

(D)40. 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主張人類對生活的需求優先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安全需求＞生理
需求＞社會需求＞尊重認同＞自我實現 (B)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社會需求＞自我實現＞尊重認同  
(C)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自我實現＞尊重認同 (D)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認
同＞自我實現。 

(C)41. 下列何者為臺灣的資源回收標誌？ (A)  (B)  (C)  (D)  

(C)42. 將企業形象與品牌進行規劃，使社會大眾對其文化、風格、政策與使命有一致的認同，下列何者為此設計活
動之簡稱？ (A)CNS (B)CAS (C)CIS (D)COS。 

(C)43. 新科技知識與技術的產生往往引領新的設計創作與表現，下列何者是虛擬實境技術的縮寫？ (A)KR 
(B)AR (C)VR (D)MR。 

(D)44. 通用設計是美國學者麥斯(Ron Mace)所提出的概念，他認為設計師應盡最大可能讓產品及設計能被每個人使
用，下列何者不屬於本概念的原則？ (A)公平使用 (B)彈性使用 (C)直覺使用 (D)不許錯誤。 

(B)45. 下列何者是包浩斯建築學校的教師？ (A)奧古斯都．普金(Augustus Welby Northmore Pugin) (B)摩荷里．那
基(Laszlo Moholy-Nagy) (C)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 (D)歐文．瓊斯(Owen Jones)。 

(C)46. 關於設計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美術工藝運動發生於十九世紀初期，反對機械化大量生產，追求
人性價值的改革運動 (B)李特維德(Gerrit Rietveld)的紅藍椅是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的代表作 (C)新藝
術運動反對粗陋的機械生產，擅長將植物曲線形狀運用於建築、家具、海報等設計中 (D)包浩斯是德國的
一所設計學校，主張形隨機能而生，採用工坊制，反對機器化量產。 

(B)47. 下列何者是為客戶提供設計製造和代工服務的企業經營型態？ (A)OEM (B)ODM (C)OBM (D)OTM。 
(D)48. 下列何者是臺灣由經濟部工業局設立的國家級設計獎項？ (A)金典設計獎 (B)金鼎獎 (C)金犢獎 (D)金

點設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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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9. 製作紀錄片「不願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呼籲世界各國政府正視地球生態環境浩劫的為何人？ 
(A)美國設計理論家帕帕尼克(Victor Papanek) (B)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 (C)臺灣導演齊柏林(Po-lin 
Chi) (D)美國建築師麥斯(Ron Mace)。 

(B)50. 《何謂設計》之作者，依人、自然與社會互動關聯性，將設計分成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和空間設計三個
領域的為何人？ (A)柳宗理(Sori Yanagi) (B)川添登(Kawazoe Noboru) (C)深澤直人(Fukasawa Naoto)  
(D)鈴木大拙(Suzuki Teitaro Daisetz)。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設計群專業(二) 試題 

第一題：基本設計、繪畫基礎(共 60 分) 
「2020 TAIWAN 燈會」活動的彩色圖文構成 
 1. 主題表現： 

請設計一幅「2020 TAIWAN 燈會」活動的彩色圖文構成，以利臺灣燈會活動之國際媒體宣傳。 
 2. 內容說明： 

(1)交通部觀光局將舉辦「2020 TAIWAN 燈會」國際燈會活動，擬宣傳此具有臺灣特色之節慶活動，並吸引觀光
客來臺旅遊。 

(2)繪製一幅圓形彩色圖文構成，畫面除須表現燈會節慶的歡樂氣氛，同時必須具有臺灣觀光特色意象。 
(3)畫面中必須有「2020 TAIWAN 燈會」的字體設計。 

 3. 製作規格： 
(1)須於第一題答案欄內繪製直徑 24 cm 圓形之圖文構成。 
(2)「2020 TAIWAN 燈會」字體設計之位置與大小，可自行配置。 

 4. 製作要求： 
(1)須使用符合本考科規定之媒材繪製，畫面必須以彩色技法表現。 
(2)畫面中除「2020 TAIWAN 燈會」外，不得有其他的數字或文字。 
(3)依主題需求自由繪製圖形，表現手法不拘。 

【題目重點】 
 1.「依主題需求自由繪製圖形，表現手法不拘」－意指不限定任何形式的表現，考生可天馬行空的發揮。 
 2.「2020 TAIWAN 燈會」字體設計之位置與大小，可自行配置。」－測試考生圖文編排、版面構成能力。 
 3.「畫面中除「2020 TAIWAN 燈會」外，不得有其他的數字或文字。」－表示不需考慮正式海報的設計構成

元素，只需繪製符合 2020 TAIWAN 燈會視覺形象即可。 
【試題解析】 
 1.本年度試題與往年相同中規中矩，並無超出考科範圍，命題方式也了無新意，既是以「2020 TAIWAN 燈會」

為題，發揮創意、內容主題表現不拘，設計一幅宣傳海報，就無所謂客觀標準答案，僅能依答案欄內直徑
24cm 圓形的圖面內，將平常日積月累的工夫努力呈現。 

 2.依本年度試題要求，本班學生在基本設計課程中，均已將相關的構成元素練習多次，只要將平日的水準好
好發揮，獲取高分絕非難事。 

【解題技巧】 
 1.需使用符合本考科規定的繪製媒材，且必須以彩色技法表現。 
 2.可不限定任何形式的表現 2020 TAIWAN 燈會視覺形象。 
 3.要考生發揮創意，以「2020 TAIWAN 燈會」為題，設計一幅宣傳海報，須先理解題目重點要求： 

a.交通部觀光局將舉辦「2020 TAIWAN 燈會」國際燈會活動。 
b.擬宣傳此具有臺灣特色之節慶活動，並吸引觀光客來臺旅遊。 
c.須表現燈會節慶的歡樂氣氛。 
d.同時必須具有臺灣觀光特色意象。 

 4.畫面上不適合出現大雜燴式的構成元素，只需將符合題目的構成元素，如：「燈會節慶」、「臺灣特色」、 
「歡樂氣氛」、「觀光特色」予以圖像化，再進行版面構成。 

 5.本題要求繪製尺寸為直徑 24cm 圓形之圖文構成，既是「圓形」就需考量或多或少配合圓形邊框進行構圖。 
 6.繪製時須注意線條流暢度、色感與上色技法、畫面張力、視覺強度…等的表現。 

【解題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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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基礎圖學(共 40 分) 
請依正投影原理之第三角法，繪製圖(一)的前視圖、俯視圖與右側視圖。 
 1. 主題說明： 

(1)圖(一)是一個物體的等角圖，圖中僅呈現部分虛線以輔助說明；圖(二)是由底部往上看之另一視角，圖中 A
區圓孔為垂直貫穿。 

(2)附圖的參考格線(細線的部分)，每格為 10 mm。 
(3)依圖(一)箭頭指示前視方向，繪製前視圖、俯視圖與右側視圖。 

 2. 製圖規定： 
(1)須於第二題答案欄內作答。 

 3. 製圖要求： 
(1)所有的繪製須符合 CNS 製圖標準，繪圖比例為 1：1。 
(2)須用製圖工具繪製，不得徒手繪製。 
(3)請用黑色鉛筆繪製，必須繪製出中心線與隱藏線，不須標註尺寸，不須上墨，不須繪製參考格線；應保持畫

面整潔。 
(4)須於各視圖下方，以中文工程字端整寫出各視圖名稱。 

   
          圖(一)                      圖(二) 
【題型分析】等角圖轉畫三視圖 
  從 101 年度〜108 年度基礎圖學考題皆以等角圖轉畫三視圖為題幹，再衍生字法、尺度標註、剖視圖等附
加考題，今年 108 年度仍沿襲此出題方向，考等角圖畫三視圖並書寫視圖名稱。 
【難易度分析】 
  108 年度基礎圖學與 107 年度難易度比較是同一等級的題目，題目易懂不易產生誤解，但有較多虛線(隱藏
線)需處理頗為棘手，一般考生應有足夠時間完成三個視圖。 
【高分致勝關鍵】 
(一)完成度：108 年度題目一般考生約可完成 60〜70%，中程度者約可完成 80〜90%，高程度考生約可完成 90

〜100%。 
(二)關鍵處理： 

1.中間凹進部分尺度的量測與圓柱直徑與高度的量測為第一關鍵點。 
2.在中空圓柱以及底部四個角柱隱藏線(虛線)處理第二關鍵點。 
3.圓柱中心線能否完全表達為高分致勝關鍵第三點。 

【高分群得分之鑰】 
1.線條粗細分明：本題視圖有輪廓線、隱藏線、中心線三種線條，能將粗(輪廓線)、中(隱藏線)、細(中心線)
三者正確分別表達者較易得高分。 

2.線條清晰：一般考生易患通病將中心線、虛線畫成淡色較易被扣分，高分群無論粗、細線條皆能掌握以
黑色線條呈現易得青睞得高分。 

3.中心線表達完整：一般看到圓弧皆以兩條中心線表達圓心位置，圓孔洞以一條中心線表達即可，此部分
能完整表達者得滿分應沒問題。 

4.工程字書寫整齊：要領為橫平豎直、排列均勻、筆畫確實(單筆完成)、填滿空格，打格線底稿較能掌握要
領得高分。 

【109 統測考試的準備方向】 
(一)統測基礎圖學共有十大單元，其中三大重要課題為： 

1.等角圖轉畫三視圖；2.三視圖轉畫等角圖；3.視圖尺度標註應為出題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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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 年度〜108 年度基礎圖學皆以等角圖轉畫三視圖為題幹附加字法、尺度標註、剖視圖單元考題，故正投
影視圖(等角圖轉畫三視圖)仍為日後學習的重點。 

(三)但基礎圖學重要的一環正投影立體圖－三視圖畫等角圖，仍應投入精神努力學習。 
【參考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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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商業與管理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商業概論(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D) 1.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從生產鳳梨再製成果醬後販售，此一過程屬於形式生產 (B)按標準生產程序批量

生產不同口味的果醬，此為商品客製化 (C)某公司專門生產特殊口味果醬透過通路將商品販售給消費者，
此公司屬於零售業 (D)將台灣過剩的低價鳳梨運送到中國大陸以較高的價格販售，屬於效用生產。 

(A) 2. 下列有關創業風險的敘述何者正確？ (A)新創公司需大量支出研發費用，卻造成入不敷出面臨倒閉。此屬
於資金風險 (B)兩人合夥出資做生意，卻對市場趨勢看法不同而決定拆夥。此屬於資金風險 (C)文創公司
跟風生產了特色傳統長衫，因錯估市場需求而積壓大量庫存。此屬於市場風險 (D)因電腦系統設計瑕疵，
造成公司客戶的個資外洩。此屬於市場風險。 

(A) 3. 某網紅作家從處女作開始，就依靠寫作出版的版稅收入，榮獲近年來作家收入榜的前十名。請問該網紅是屬
於何種創業類別？ (A)創意服務類 (B)資訊服務類 (C)專業諮詢類 (D)業務行銷類。 

(D) 4. 近年來由於通路商日趨強勢，商品流通模式已漸由供應商主導改為需求鏈廠商主導。在這其中，物流的功能
除了運輸配送與倉儲裝卸外，不包括下列何種功能？ (A)包裝 (B)流通加工 (C)分類貼標 (D)製造加值。 

(C) 5. 有三個連續的情境：(1)身體不適，雖然不想出門，無奈必須親自去看醫生；(2)醫生診斷為普通感冒發燒，
吃藥即可；但不放心又去看了第二位醫生，卻被診斷為腸胃炎發燒，應住院打點滴；(3)看完兩位醫生後兩
天，感覺第二位醫生的診斷比較正確。以上情境依序屬於服務的何種特性？ (A)易逝性、變異性、無形性 
(B)不可分割性、無形性、變異性 (C)不可分割性、變異性、無形性 (D)變異性、無形性、易逝性。 

(B) 6. 某百貨商城推出網路商店販賣傳統百貨，並與知名漁撈公司及超商業者合作，可以線上下單百貨及生鮮漁
獲，還可線下超商取貨。請問上列敘述不包含何種特性？ (A)朝向複合經營及多元發展 (B)開發自有品牌 
(C)結合虛實通路 (D)採取異業策略聯盟。 

(B) 7. 下列有三種網購商品，請依序判斷屬於何種類型的商品？(1)金石堂網站所販售的暢銷書；(2)蘋果公司所提
供付費下載的音樂；(3)訂房網所提供的訂房仲介服務。 (A)實體商品、線上服務商品、數位化商品  
(B)實體商品、數位化商品、線上服務商品 (C)實體商品、線上服務商品、線上服務商品 (D)線上服務商品、
數位化商品、線上服務商品。 

(B) 8. 下列關於連鎖企業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有共同的 CIS (B)因地制宜的管理制度 (C)商品服務標準化 
(D)共同的經營理念。 

(A) 9. 百貨商場為了降低同質性，強化美食戰力，除了極力爭取國內外獨家品牌合作外，還打破營業時間的限制，
擴大深夜食堂戰線。此舉吸引餐飲名店積極進駐。不同餐飲品牌也在不同樓層，推出符合該百貨定位的全新
「客製化品牌」。請問百貨商場與餐飲品牌業者的合作是屬於何種異業結盟類型？ (A)行銷及售後服務結盟 
(B)技術研究與發展結盟 (C)生產製造結盟 (D)財務資源結盟。 

(C)10. 連鎖咖啡店店長要求新進員工：(1)制服穿著、服務流程，促銷說明皆須與總部要求一致；(2)內場人員負責
製作飲料餐點，外場人員負責送餐與收銀；(3)要求新進人員參照公司編製的指導手冊以便快速上手。請問
以上敘述依序屬於何種經營原則？ (A)標準化、簡單化、專業化 (B)簡單化、標準化、專業化 (C)標準化、
專業化、簡單化 (D)專業化、標準化、簡單化。 

(B)11. 某市有兩家義大利麵餐廳，A 店位於高級辦公商圈附近，裝潢高雅，可見到衣冠楚楚的男女上班族在裏面聚
餐、開會；B 店位於大學附近，經常吃飯時間學生滿座川流不息。關於這兩家商店的市場區隔敘述何者錯誤？ 
(A)在以職業的人口統計變數區隔上存在差異 (B)在以性別的人口統計變數區隔上存在差異 (C)在以消費
金額的行為變數區隔上存在差異 (D)在以使用時機的行為變數區隔上存在差異。 

(D)12. 下列有關行銷管理的敘述何者正確？ (A)某雞精品牌透過電視購物頻道強力密集促銷，此屬於密集性配銷 
(B)某醫療器材經銷商透過藥妝店銷售體溫計，此屬於一階通路 (C)某冷氣製造商透過連鎖 3C 賣場為中間
通路以銷售自有品牌，此屬於中間商品牌 (D)某電器製造商透過一般電器行銷售其商品，若銷售績效佳就
給予銷售獎金，此屬於推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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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在人力資源網站上看到以下敘述，此應屬於何種類型的文件？ (A)工作日誌 (B)工作規範 (C)工作內容 
(D)工作評價。 

      

1.負責國外業務 
2.開發新業務／專案／專案管理 
3.拜訪國外出差／客戶／收集分析市場行銷資訊 
4.系統訂單，出貨維護，與客戶溝通訂單，圖面細

節與廠內溝通交期，樣品追蹤 
5.維護電子商務平台  

(C)14. 下列有關薪資的敘述何者正確？ (A)績效不易觀察且固定化的工作，宜採行獎金制 (B)以員工的銷售金額
作為其薪資計算的標準，此屬分紅制 (C)以員工表現超出設定目標時給予額外的獎金，此屬獎工制 (D)提
撥一定比例的盈餘，再根據員工貢獻分配給員工，此屬考績制。 

(D)15. 張生第一次擔任主管，正準備進行年終績效考核 
(1)他認為男性員工比較粗心，因此下屬男性會計人員一定表現較差；(2)他對員工的評估等級為「表現出色」、
「表現普通」、「表現尚可」；(3)他想當一個親民的主管，因此將所有人的分數定於 80〜90 之間；(4)他認為
新進員工朱生能言善道、人緣佳，未來工作表現必定可期。 
請問以上敘述依序犯了何種錯誤？ (A)月暈效果、趨中傾向、標準不明、刻板印象 (B)月暈效果、標準不
明、趨中傾向、刻板印象 (C)刻板印象、趨中傾向、標準不明、月暈效果 (D)刻板印象、標準不明、趨中
傾向、月暈效果。 

(D)16. 某上市公司與其產業平均的經營比較分析圖如圖(一)。根據圖表，關於該公司的敘述何者錯誤？ (A)總資產
週轉率應高於同業平均 (B)總資產報酬率應高於同業平均 (C)權益比率應與同業平均相當 (D)流動比率
應高於同業平均。 

      圖(一)  
(D)17. 簡同學因上完體育課流汗衣服髒臭，再加上一直都是騎自行車通勤上學，因此想到以自行車洗衣的方式。在

師長們的協助下完成了自行車洗衣裝置，利用車輪帶動槽身旋轉的技術方法來清洗衣物，作品不但在 2018
德國紐倫堡國際展獲得銀牌，更申請專利獲准。下列關於其專利的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設計專利，專
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B)屬於設計專利，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2 年屆滿 (C)屬於新型專
利，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2 年屆滿 (D)屬於發明專利，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20 年屆滿。 

(C)1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公司要求經銷商不得從事網路銷售，否則將撤銷其經營權」可能違反了限制競
爭或妨礙公平競爭的行為 (B)「使用他人商標作為網域名稱搶註冊，導致消費者產生混淆」可能違反了商
標侵權 (C)「透過公開的招聘競爭對手員工來獲取技術知識資訊」可能侵犯了智慧財產權，但不屬於不道
德行為 (D)「企業經營者為了獲取利益，以不正確或不完全的資訊造成他人誤解而交付財物」之行為，可
能屬於詐欺。 

(A)19. 下列何種行為侵犯了著作權法？(1)為回饋社會將院線熱播電影分享到公共網站；(2)為節約資源向好友借教
科書整本複印；(3)將政府公告的行事曆影印後送給好朋友使用參考；(4)將買來未綁帳號的單機正版軟體光
碟借給朋友安裝使用；(5)考前將考試範圍內的民法條文貼到 line 群組供大家參考 (A)124 (B)125 (C)1234 
(D)1245。 

(B)20. 下列電子商務活動依序屬於何種類型？(1)消費者在團購網揪網友團購迴轉壽司名店餐券；(2)廠商利用政府
經貿網平臺與海外客戶完成交易；(3)個人在拍賣網站競標到其他個人賣家的二手硬碟。 (A)C2B、G2B、
C2C (B)C2B、B2B、C2C (C)B2C、B2B、C2C (D)C2B、G2B、B2C。 

(A)21. 某新品牌牙膏欲提高知名度與臭臭鍋連鎖業者合作，在其所屬連鎖店通路內張貼該品牌新產品廣告，強調該
產品可長保口氣清新，讓有此顧忌的消費者從此不用擔心，可安心上門享用鍋物，相互帶動商機。此作法屬
於何種商業發展模式？ (A)業際整合化 (B)業態多樣化 (C)通路整合化 (D)流通型結盟。 

▲閱讀下文，回答第 22－23 題 
邱生響應故鄉農業局推動的「新農民輔導計畫」而返鄉創業，邀約同學好友共 7 人，募資 500 萬元，其中邱
生為主要經營者，出資 200 萬元，負有連帶無限清償責任，其餘依出資額負擔清償責任。公司在故鄉種植咖
啡樹，並設立咖啡專門店，創建「逗豆咖啡」品牌，提供自行手工烘培的各種口味濾掛咖啡以及相關產品，
如逗豆咖啡餅與逗豆咖啡糖等，並於自家專賣店及自家網站上銷售。 

(C)22. 請問邱生等人所創公司是屬於何種組織型態？ (A)有限公司 (B)無限公司 (C)兩合公司 (D)股份有限公
司。 

(B)23. 該咖啡專賣店將自行手工烘培的各種口味濾掛咖啡以及相關產品均掛上「逗豆咖啡」品牌，此為何種品牌命
名決策？ (A)個別品牌 (B)單一家族品牌 (C)自有中間品牌 (D)混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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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5 題 
某公司 2015－2018 年的精簡財務資訊如下表(一)，請回答下列問題： 

表(一)

項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流動比率 2.5 2.0 1.5 1.0 
速動比率 1.4 1.2 0.8 0.5 
純益率(%) 20 24 26 38 

每股市價(元) 48 45 42 60 
每股盈餘(元) 3 3 3 5  

(A)24. 該公司何年的償債能力最差？何年的獲利能力最好？ (A)2018、2018 (B)2016、2017 (C)2017、2018 
(D)2015、2018。 

(A)25. 該公司在 2015－2018 年期間，何年的本益比最高？ (A)2015 (B)2016 (C)2017 (D)2018。 

第二部份：計算機概論(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C)26. 小青要從有統計圖表的 PowerPoint 檔案中印一份沒有圖表的簡報資料給老闆，小青開啟該 PowerPoint 檔案

後，按「檔案」、「列印」，再來請你幫小青選擇以下哪一個圖案來完成此任務。  
(A)  (B)  (C)  (D)  

(B)27. 下列哪一種電腦介面是連接螢幕且採用數位訊號傳輸？ (A)D－SUB (B)HDMI (C)RJ－45 (D)PS/2。 
(A)28. 有關自然人憑證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由財政部核發 (B)用來證明個人在網路上的身分 (C)使用

該憑證卡可進行網路報稅 (D)經由網路及該憑證卡可查詢個人健保資料。 
(D)29. 有關 OSI(open system interconnection)模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OSI 模型的第四層稱為傳輸層 

(B)OSI 模型一共有七層 (C)OSI 模型是由國際標準組織(ISO)所提出的網路參考模型 (D)HTTP 協定屬於
OSI 模型中的實體層協定。 

(B)30. 用 HTML 標籤來建立一個 1 列 2 欄的表格 ，<table border＝"1">與</table>之間的標籤應為下列何項？ 

(A)<td><tr>...</tr><tr>...</tr></td> (B)<tr><td>...</td><td>...</td></tr> 
(C)<td><tr>...</tr></td><td><tr>...</tr></td> (D)<tr><td>...</td></tr><tr><td>...</td></tr>。 

(A)31. 有關 Microsoft Word 定位點的說明，下列何者不正確？ (A)在尺規之置中定位點的符號為  (B)在尺規之
分隔線定位點的符號為  (C)在文件編輯區中定位點之間的編輯標記為  (D)在文件編輯區中要將文字
放在所設定的定位點位置，要按 Tab 鍵移動插入點。 

(C)32. 在電子商務交易的安全機制中，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SSL 協定保護交易資料在網路傳輸過程中不被
他人窺知 (B)SET 協定在於保障電子交易的安全，客戶端需有電子錢包 (C)消費者透過 SSL 或 SET 交易
均需事先取得數位憑證 (D)SSL 的英文全名為 Secure Socket Layer。 

(C)33. 有關 PC 上 BIOS 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它所存放的元件位於主機板上 (B)是開機程序的控制程式 
(C)全名為 Binary Input/Output System (D)對電腦設備進行一系列的檢查與測試。 

(C)34. 將 Microsoft Excel 儲存成開放文件格式(ODF)的檔案，其副檔名為下列何者？ (A).odxl (B).odx (C).ods 
(D).odt。 

(B)35. Class A 等級的 IP 位址從 10.0.0.251 至 10.0.1.5 共有幾個 IP 位址？ (A)10 個 (B)11 個 (C)12 個 (D)13 個。 
(A)36. 在設定網頁超連結時，可透過 target 屬性設定目標網頁顯示的位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target＝"_ self 

"在超連結的相同頁框(frame)中顯示要連結的目標網頁 (B)target＝"_ blank "在超連結的相同頁框中顯示空
白的網頁 (C)target＝"_ parent "開啟另一新視窗以全畫面顯示要連結的網頁 (D)target＝"_ top "回到上一頁
網頁。 

(B)37. 在 PhotoImpact 中將需要的影像框選留下，刪除其他的部分，是指下列何項操作？ (A)剪下 (B)剪裁  
(C)放大 (D)刪減。 

(A)38. 下列何項操作不適合使用 Microsoft Word 文書處理軟體來完成？ (A)將照片中的人物套索出來 (B)撰寫書
本的心得報告 (C)依格式繕打會議記錄 (D)編寫修改個人履歷表。 

(B)39. 執行以下 Visual Basic 的程式片段後，S 的結果為何？ (A)5 (B)6 (C)7 (D)8。 
Dim dataA(3)As Integer：dataA(0)=3：dataA(1)=4：dataA(2)=5  
Dim S As Integer：S=0  
Dim idx As Integer  
For idx=10 To 12  
 S=S + idx Mod dataA(idx - 10) 
Next idx 

(C)40. 下列何項是屬於 CLASS C 等級的 IP 位址？ (A)10.16.1.1 (B)172.16.1.1 (C)192.168.1.1 
(D)255.255.255.0。 

(C)41. 在網路上散播惡意軟體致生損害於他人者，會有觸犯下列何項法律之嫌？ (A)電信法 (B)著作權法  
(C)刑法 (D)個人資料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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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2. 下列 Visual Basic 程式片段執行後，S 的值為何？ (A)0 (B)6 (C)12 (D)15。 
Dim i, S, Maximum As Integer  
S=0：Maximum=5  
Do While Maximum>0  
 For i=1 To Maximum  
  S=S + 1  
 Next i  
 Maximum=Maximum - 1  
Loop 

(A)43. 若在 Microsoft Excel 的 A1 儲存格中輸入＝AND(6<7,NOT(FALSE))，則 A1 儲存格呈現的結果為下列何者？ 
(A)TRUE (B)FALSE (C)TRUE , FALSE (D)FALSE , TRUE。 

(D)44. 有一視訊長 20 秒、其畫面為 300×200 像素(pixels)、每個像素以 3Bytes 來存放、每秒 20 個畫面，請問不壓
縮該視訊所需儲存的資料量為何？ (A)60,000Bytes (B)180,000Bytes (C)3,600,000Bytes 
(D)72,000,000Bytes。 

(A)45. Microsoft Excel 中，在 E2 儲存格輸入=B2 + C2 & "元"，而 B2 及 C2 儲存格的內容分別為 20 及 30，則 E2
儲存格顯示為何？ (A)50 元 (B)2030 元 (C)# REF! (D)# VALUE!。 

(D)46. Windows 7、10 作業系統支援長檔名，檔名命名時一些特殊字元也可以使用，下列何項字元能用於檔名中？ 
(A)/ (B)\ (C)| (D)！。 

(B)47. 在 PhotoImpact 工具箱中，提供多種繪圖相關工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路徑繪圖工具用來繪製實心且
封閉的圖形物件 (B)輪廓繪圖工具所繪製的圖形內部可以填色 (C)線條與箭頭工具能繪製直線並可以選
擇端點箭頭形式 (D)路徑編輯工具可以編輯現有圖形物件的路徑。 

(D)48. 下列哪一項 Visual Basic 運算式執行後的輸出為 4？ (A)Debug . Print(10 - 6=4) (B)Debug . Print(10 / 3 + 10 
Mod 3) (C)Debug . Print("2" + "2") (D)Debug . Print(10\3 + 3^0)。 

(C)49. 下列 Visual Basic 程式片段執行後，S 的值為何？ (A)0 (B)24 (C)48 (D)96。 
Dim S As Integer : S＝0  
For k＝9 To 16 Step 2  
 S＝S＋k  
Next k 

(B)50. 若要在"活頁簿 1"中的 A1 儲存格設定參照"活頁簿 3 工作表 3"中的 B3 儲存格，則下列何者為 A1 儲存格內的
正確格式？ (A)=活頁簿 3.xlsx @工作表 3 & B3 (B)=[活頁簿 3.xlsx]工作表 3!B3 (C)=(活頁簿 3.xlsx)工作
表 3 # B3 (D)={活頁簿 3.xlsx}工作表 3 @ B3。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商業與管理群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會計學(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A) 1. 下列有關我國加值型營業稅的敘述，何者正確？ (A)出售土地不必繳納營業稅 (B)營業人在銷售階段免

稅，因此可減低其進貨的負擔 (C)零稅率指適用的稅率為零，不用繳稅也無退稅問題 (D)目前我國以加值
型營業稅來課徵各行各業的營業稅。 

(C) 2. 甲公司之產品附有一年售後服務保證，該公司於 X7 年初成立。依過去經驗估計保證成本為銷貨額的 4%，
X7 年銷貨$1,200,000；X8 年銷貨$1,800,000，X7 年實際售後服務支出為$20,000。若 X8 年帳列與售後服務
相關支出(包含產品保證費用與銷貨成本)之金額合計為$80,000，則 X8 年實際售後服務支出金額為何？(依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產品保證費用為銷貨成本項目) (A)$72,000 
(B)$80,000 (C)$108,000 (D)$120,000。 

(C) 3. 甲公司 X8 年 1 月 1 日帳列每股面值$10 之普通股 400,000 股，當年度普通股交易如下：4 月 1 日現金增資發
行 100,000 股，8 月 1 日股票分割 1 股分為 2 股，10 月 1 日購入庫藏股票。已知該公司當年度流通在外加權
平均股數為 800,000 股，該公司 10 月 1 日購入庫藏股票多少股？ (A)200,000 股 (B)400,000 股 (C)600,000
股 (D)800,000 股。 

(B) 4. 甲公司本年度的所得稅費用為$45,000，本期淨利為稅前淨利的 75%，銷貨毛利率為 30%，銷貨成本為推銷
管理費用的 7 倍，除推銷管理費用外，本期無其他的損益項目，則本期的銷貨收入淨額為何？ (A)$600,000 
(B)$900,000 (C)$1,200,000 (D)$1,800,000。 

(B) 5. 甲公司帳載之累積特別股依發行條件每年特別股股利為$250,000。該公司 X8 年度淨利為$4,000,000，當年度
宣告並支付股利$200,000。已知該年度普通股之每股盈餘為$5，X8 年度普通股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為何？ 
(A)710,000 股 (B)750,000 股 (C)760,000 股 (D)800,000 股。 

(D) 6. 下列有關會計基本假設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企業個體假設下，乃有期末調整事項的產生 (B)母子公
司應編製合併報表，係根據權責發生基礎假設 (C)企業個體假設，為會計上流動與非流動項目之劃分提供
理論基礎 (D)員工士氣是極有價值的人力資源，但傳統上基於貨幣評價假設，故不能入帳。 

(A) 7. 下列有關基本會計原則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不附息票據以票據現值入帳，係基於成本原則 (B)期末作
預付費用之調整分錄，係基於收益原則 (C)收到客戶訂金以預收貨款入帳，係基於配合原則 (D)自行發展
的商譽不可以入帳，係基於重大性原則。 

(C) 8. 甲公司之應收帳款係採帳齡分析法估計呆帳，X7 年底之資產負債表中顯示應收帳款淨額為$500,000，其他
資料如下：試問甲公司 X7 年度認列之呆帳損失為何？ (A)$30,000 (B)$40,000 (C)$50,000 (D)$60,000。 

X7 年初應收帳款總額 $480,000
X7 年初備抵呆帳(貸餘) 60,000
X7 年底應收帳款總額 540,000
X7 年間沖銷應收帳款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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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 下列關於良好的電腦會計管理的敘述，何者錯誤？ (A)儲存於電腦之會計資料應定期備份，以保護資料安
全 (B)電腦系統應設定密碼，非經核准操作的人員不得使用系統 (C)企業以電腦處理會計資料後，為節省
紙張成本，不須定期將傳票及帳簿列印，只須列印會計報表 (D)編訂「會計資料處理作業手冊」，其內容應
包含操作電腦處理會計資料之程序、錯誤資料之處理程序等相關資訊及程序。 

(B)10. 下列既為原始憑證亦是內部憑證項目的個數為何？(甲)進貨發票，(乙)銷貨發票，(丙)水電費收據，(丁)折舊
分攤表，(戊)轉帳傳票，(己)領料單，(庚)請購單，(辛)訂購單 (A)2 項 (B)3 項 (C)4 項 (D)5 項。 

(D)11. 下列有關回轉分錄的敘述，何者錯誤？ (A)記虛轉實之預收利息可做回轉分錄 (B)估計項目之提列折舊不
可做回轉分錄 (C)應計項目若於下期期初做回轉，可使帳務工作簡化 (D)本期期初曾做過預付租金之回轉
分錄，若本期無其他租金支出的交易，則期末調整前預付租金餘額為貸餘。 

(A)12. 下列有關負債準備的敘述，何者正確？ (A)它是因過去事項而讓企業負有現時義務 (B)負債發生機率等於
50%，且金額能可靠估計 (C)負債發生機率高於 50%，惟金額無法可靠估計 (D)法院尚未判決之訴訟案件，
皆須估計負債準備入帳。 

(B)13. 下列有關財務報表品質特性的敘述，何者正確？ (A)企業公佈每月營收資訊，以強化財務報表之可驗證性 
(B)財務報表應避免遺漏重要資訊，此為完整性之品質特性 (C)財務報表應具備之基本品質特性包含重大性
及行業特性 (D)不同人員於期末同一時間盤點庫存現金，能得到相同結果，此為中立性之品質特性。 

(D)14. 某公司 X1 年初向外購入甲專利權，法定年限 20 年，預估經濟年限 15 年，X6 年初為保護甲專利權，以$150,000
購入另一法定年限為 15 年之乙專利權，並因取得乙專利權估計能再增加甲專利權 5 年之經濟年限。若 X6
年底專利權總攤銷金額為$50,000，則 X1 年初購入之甲專利權成本為何？ (A)$400,000 (B)$600,000 
(C)$800,000 (D)$900,000。 

(C)15. 甲食品公司以短期內出售為目的，於 X8 年初購入乙公司股票，投資成本$340,000，該項投資 X8 年底公允價
值為$280,000；X9 年底公允價值為$292,000。X8 年中甲公司收到乙公司股利$40,000；X9 年中收到股利
$90,000。有關該項投資的會計處理，何者錯誤？(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
(IFRS9)「金融工具」之會計處理) (A)X8年底綜合損益表上，應於營業外收入段認列股利收入$40,000 (B)X9
年底綜合損益表上，應於營業外收入段認列股利收入$90,000 (C)X8 年底資產負債表上，「透過損益按公允
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餘額應為$340,000 (D)X9 年底資產負債表上，「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餘額應為$292,000。 

(C)16. 甲公司 X8 年度相關資料如下：銷貨淨額$750,000，銷貨毛利率 20%，銷貨成本為進貨淨額的 75%，已知期
初存貨為$250,000，則該公司期末存貨為期初存貨的多少倍？ (A)0.4 倍 (B)0.5 倍 (C)1.8 倍 (D)2.25 倍。 

(A)17. 甲公司本月底帳載存款餘額$125,000，其他相關資料如下：存款不足退票$30,000、銀行手續費$800、在途存
款$21,000、未兌現支票$100,000(含保付支票$12,000)、銀行代收票據$3,600 已收現。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銀行對帳單餘額比正確餘額多$79,000 (B)公司帳載存款餘額比正確餘額多$27,200 (C)公司帳載存款餘
額比銀行對帳單餘額少$39,800 (D)保付支票不是造成公司帳載存款餘額與銀行對帳單餘額差異的原因。 

(D)18. 乙公司於 X8 年初，以每股$70 購入甲公司普通股 100,000 股，作為「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投資，X8 年與 X9 年均無購入或出售之情形，甲公司普通股每股公允價值如下：X8 年底$60；
X9 年底$66。有關該項投資的會計處理，何者正確？(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9
號(IFRS9)「金融工具」之會計處理) (A)X8 年底資產負債表，應認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
之金融資產」$7,000,000 (B)X9 年底資產負債表，應認列「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
$7,000,000 (C)如對被投資公司無重大影響力，X8 年底應承認該金融資產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損失
$1,000,000，且應列入綜合損益表，作為營業外損失 (D)如對被投資公司無重大影響力，X9 年底應承認該
金融資產投資之公允價值變動利益$600,000，且應列入綜合損益表，作為其他綜合損益。 

(D)19. 下列有關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前後所造成的影響，與執行股票分割前後所造成的影響，兩者比較的敘述，何者
正確？ (A)兩者不論實施前或實施後，均不影響每股股票面值 (B)兩者不論實施前或實施後，均不影響保
留盈餘金額 (C)兩者實施後之股東持股的總面額較實施前均會增加 (D)兩者不論實施前或實施後，股東彼
此間相對的持股比例均不變。 

▲根據下列狀況，回答第 20－21 題 
 甲商號 X1 年 1 月 1 日的負債總額比資產總額之半數少$4,000，淨值則為負債之 1.5 倍。 
(B)20. 若甲商號業主於年中時提回部分現金，X1 年度經營所得之收益共計$80,000，費損則為$70,000，已知 X1 年

12 月 31 日該商號的負債總額比資產總額之半數少$5,000，淨值仍為負債之 1.5 倍，則業主於年中時提回的
現金為何？ (A)$0 (B)$4,000 (C)$6,000 (D)$16,000。 

(A)21. 若甲商號於 X1 年 1 月 1 日借款並全部用於增購生產設備，且借款後的負債為淨值之 1.5 倍時，則舉債金額
為何？ (A)$20,000 (B)$24,000 (C)$40,000 (D)$44,000。 

▲根據下列狀況，回答第 22－23 題 
 甲公司於 X7 年 2 月 1 日銷售商品給乙公司，訂價$500,000，因為是老顧客，所以以八折優惠價成交，付款條件：

2/10，n/30。乙公司於 X7 年 2 月 15 日償還貨款。 
(D)22. 若甲公司採淨額法認列銷貨，則 X7 年 2 月 15 日之分錄為何？ (A)借記：現金$400,000，貸記：應收帳款

$400,000 (B)借記：現金$500,000，貸記：應收帳款$500,000 (C)借記：現金$392,000、銷貨折讓$8,000，
貸記：應收帳款$400,000 (D)借記：現金$400,000，貸記：應收帳款$392,000、顧客未享折扣$8,000。 

(B)23. 若甲公司採總額法認列銷貨，則 X7 年 2 月 1 日之分錄為何？ (A)借記：應收帳款$500,000，貸記：銷貨收
入$500,000 (B)借記：應收帳款$400,000，貸記：銷貨收入$400,000 (C)借記：應收帳款$392,000，貸記：
銷貨收入$392,000 (D)借記：應收帳款$392,000、銷貨折讓$8,000，貸記：銷貨收入$400,000。 

▲根據下列狀況，回答第 24－25 題 
 甲公司於 X5 年底以成本$1,200,000 購入設備一部，耐用年限 5 年，殘值$75,000，採雙倍數餘額遞減法提列折舊。

X7 年底甲公司以此設備交換另一部設備，並支付現金$45,000。換出資產之公允價值無法可靠衡量，而換入資產之
公允價值為$495,000。 

(D)24. 若該交換具商業實質，則甲公司應認列多少資產處分利益？ (A)$0 (B)$12,000 (C)$16,000 (D)$18,000。 
(A)25. 若該交換不具商業實質，則甲公司應認列多少資產處分利益？ (A)$0 (B)$12,000 (C)$16,000 

(D)$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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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經濟學(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B)26. 若一國生產兩財貨 X 與 Y 的生產可能曲線(PPC)如圖(一)，而邊際轉換率 MRTXY 表增加一單位的 X 財貨，

所必需放棄的 Y 財貨的數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由 D 點到 E 點的 MRTXY＝3 (B)D 點的生產效率高

於 E 點 (C)C 點到 D 點的 MRTXY＜3 (D)H 點的生產效率低於 E 點。 

圖(一)  
(D)27. 若甲銀行收到存款 X，而此存款需提列之法定準備金為 Y。假設超額準備金為零且沒有現金流失的情形，若

已知此存款可創造的存款貨幣總額 20,000,00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 X＝1,000,000 時，法定準備
率為 20% (B)當貨幣乘數為 10 時，Y＝100,000 (C)當法定準備率為 20%，則引申存款為 400,000 (D)若 Y
＝200,000，則 X＝2,000,000。 

(A)28. 下列關於彈性的敘述，何者正確？ (A)當供給價格彈性為完全無彈性時，需求變動無法影響均衡數量  
(B)劣等財的需求曲線一定是正斜率，且需求所得彈性為負值 (C)若 X、Y 兩財貨的需求交叉彈性為負，則
X 必為正常財而 Y 必為劣等財 (D)若供給線是一條通過原點的正斜率直線，在此線上的點若價格愈高則供
給價格彈性愈小。 

(D)29. 設某財貨市場需求量為 Qd，供給量為 Qs，價格為 P，此財貨的需求函數為 P＝100－Qd，而供給函數為 P＝
40＋Qs，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當市場均衡達成時，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皆為 450 (B)當政府設
定該財貨的價格下限為 85 時，則會有 30 單位的超額供給 (C)當政府設定該財貨的價格上限為 50 時，則會
有 40 單位的超額需求 (D)若供給函數變動為 P＝20＋Qs，但需求函數不變，則新均衡價格會上漲，消費者
剩餘會減少。 

(D)30. 在追求最大滿足且不考慮所得限制的假設下，小新消費均衡下之兩財貨 X 與 Y 的消費數量分別為 QX＝4 且
QY＝1，且 QX＝4 時之財貨 X 的邊際效用 MUX＝36 且總效用 TUX＝252。令兩財貨的價格分別為 PX 與 PY，
且財貨 Y 的邊際效用、總效用分別為 MUY、TUY。下列有關消費此兩財貨之均衡下的敘述，何者正確？  
(A)若 PX＝6 且 PY＝2 時，則 TUY＝84 (B)若 PX＝9 且 MUY＝16 時，則兩財貨消費支出合計為 52 (C)若
PX＝4 且 PY＝6 時，則 TUX＋TUY＝261 (D)若 PX＝3 且 MUY＝60 時，則 PY＝5。 

(C)31. 下列關於所得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不論家庭所得高低，家庭的文化支出占總所得的比例固定 (B)吉尼
係數若由 0.32 上升為 0.35，表示所得水準上升 (C)若一個家庭糧食支出不變，但家庭總所得提高，則恩格
爾係數會變小 (D)吉尼係數愈高，糧食支出占家庭總所得的比例愈高。 

(C)32. 若已知某一生產者的勞動(L)邊際產量(MP)線與平均產量(AP)線皆為倒 U 字型的曲線，已知當 L＝50 時，MP
＝AP＝46；當 L＝82 時，總產量(TP)達到最高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 L＝38 時，AP＞MP (B)當
L＝50 時，TP＜2,000 (C)當 L＝84 時，TP 處於負斜率的階段 (D)當 L＝82 時，MP＜0。 

(D)33. 廠商甲的各產量的短期成本資料如表(一)。表中之 ATC 為平均成本、AFC 為平均固定成本、AVC 為平均變
動成本、TC 為總成本、TVC 為總變動成本。表中的總成本為經濟成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VC1＝
100，TC2＝10,000，AVC3＝80 (B)TVC1＝7,000，AFC2＝20，ATC3＝85 (C)若已知銷售量 Q＝100 之市價
P＝110 且內含成本為 500，則經濟利潤為 500 (D)若已知銷售量 Q＝200 之市價 P＝80 且會計利潤為 500，
則內含成本為 1,500。 

Q TVC TC AVC AFC ATC 
50 TVC 1 7,000 AVC 1 40 ATC 1 
100 TVC 2 TC 2 80 AFC 2 100 
200 15,000 TC 3 AVC 3 AFC 3 ATC 3 

表(一) 
(B)34. 若甲廠商的長期平均成本線(LAC)與長期邊際成本線(LMC)皆為一平滑 U 型曲線，且 LAC 的最低點產量 Q

＝50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 Q＝300 時，LMC＞LAC (B)當 Q＝400 時，此廠商的生產處於規模
報酬遞增的階段 (C)外部經濟會使 LAC 線整條向上移動 (D)當 Q＝600 時，短期平均成本(SAC)會小於長
期平均成本(LAC)。 

(C)35. 下列有關完全競爭與獨占的敘述，何者錯誤？ (A)完全競爭市場之產業需求曲線為負斜率 (B)完全競爭廠
商的總收益會隨銷售量變動而等比例變動 (C)面對負斜率需求線的單一訂價獨占廠商，其平均收益會隨數
量增加而遞增 (D)面對負斜率需求線的獨占廠商之總收益為最大時，其邊際收益等於零。 

(A)36. 若已知一完全競爭之廠商，在價格 P＝20 時，其均衡數量 Q＝100，則下列有關此廠商在 Q＝100 時之敘述，
何者錯誤？ (A)邊際收入小於 20 (B)平均收入等於 20 (C)總收入等於 2,000 (D)需求的價格彈性為無窮
大。 

(C)37. 下列關於差別訂價之敘述，何者正確？ (A)採第一級差別訂價之獨占廠商，其需求函數 P＝18－Q，P 為價
格，Q 為銷售量，當 Q＝8 時，「消費者剩餘」為 32 (B)便利商店舉辦促銷活動，相同商品第二件六折，此
訂價方式為第三級的差別訂價法 (C)若獨占廠商面對 A、B 二市場，二者之需求價格彈性分別為 3 與 4，若
採市場分割訂價法時，當 B 市場定價 160 時，A 市場應定價 180 (D)獨占廠商面對 A、B 二市場，二市場
的平均收入分別是 ARa 與 ARb，此廠商利潤最大訂價方式是 ARa＝ARb。 

(B)38. 若某一獨占性競爭廠商，長期均衡時之價格 P＝60 且產量 Q＝500。已知此廠商的長期邊際成本(LMC)線、
長期平均成本(LAC)線皆為 U 字型曲線，則下列有關此廠商的敘述，何者正確？ (A)當 Q＝500 時，經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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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為正 (B)當 P＝50 時，經濟利潤為負 (C)LAC 線最低點之長期平均成本為 60 (D)LAC 線最低點的產量
Q 必小於 500。 

(A)39. 若某完全競爭市場之財貨價格為 P，MPL為勞動生產此財貨之邊際產量，若勞動生產此財貨邊際產值 VMPL

＝50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若 P＝5 時，MPL＝100 (B)若 P＝10 時，MPL＝5,000 (C)若 P＝100
時，MPL＝400 (D)若 P＝20 時，MPL＝480。 

(D)40. 下列有關工資與勞動市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A)名目工資是以「貨幣購買力」表示之工資 (B)若名目工
資上漲而物價指數下跌，則實質工資會下跌 (C)勞動生產力等於勞動的總產量 (D)當工資率提高時，所得
效果會使勞動工作時數減少。 

(C)41. 下列有關利率與利潤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可貸資金的供給是利潤的增函數 (B)投資儲蓄說主張儲蓄是
利率的減函數 (C)利潤的功能之一為促進經濟成長的推動力 (D)馬克斯主張利潤的發生是來自於企業家
承擔風險的報酬。 

(C)4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若某年度名目 GDP 為 210 億，實質 GDP 為 200 億，則物價指數為 5% (B)計算
GDP 時，為避免重覆計算，只計算中間財貨與勞務的價值 (C)負產品的增加會使經濟福利淨額減少  
(D)國外要素所得淨額等於 GDP 減折舊。 

(B)43. 若 A、B 二國皆為封閉經濟體系，Y＝C＋I＋G，Y 為所得、C 為消費、I 為投資、G 為政府支出，而 T 為政
府稅收。二國模型分別表示如下： 
A 國：Ca＝20＋0.5(Ya－Ta)，Ia＝30，Ga＝10，Ta＝10  
B 國：Cb＝25＋0.75(Yb－Tb)，Ib＝25，Gb＝20，Tb＝20 
且 A 國的充分就業所得為 90，B 國充分就業所得為 25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 國有膨脹缺口 40，B
國有緊縮缺口 120 (B)A 國的政府支出乘數為 2，B 國的平衡預算乘數為 1 (C)為達到充分就業所得，A 國
可以增加政府支出 10 (D)若 B 國增加投資 10，B 國會達到充分就業所得。 

(C)44. 若有 E、F、G 三國的消費函數如下：E 國為 Ce＝a＋0.8×Yd，F 國為 Cf＝300＋0.5×Yd，G 國為 Cg＝150
＋b×Yd，Yd 為可支配所得。若 Yd＝1,000 時，E 國與 G 國的平均消費傾向皆為 0.9，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E 國的自發性消費支出 a＝150 (B)Yd＝1,000 時，F 國的平均消費傾向為 0.5 (C)G 國的邊際儲蓄傾向為
0.25 (D)三國中以 G 國的邊際儲蓄傾向最小。 

(A)45. 下列有關貨幣與金融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買入債券，會使貨幣供給增加 (B)定期
儲蓄存款增加會使 M2與 M1B 兩者皆增加 (C)中央銀行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使貨幣需求增加 (D)若
名目利率為 5%，失業率為 3%，則實質利率為 2%。 

(B)4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公共選擇理論是由凱因斯所提出 (B)準公共財具有「共享性」與「可排他性」  
(C)增加政府支出為擴張性貨幣政策 (D)中央銀行可藉由財政政策來影響經濟景氣。 

(D)47. 假設有 A、B 兩國，若以相同要素投入生產之 X 與 Y 兩財貨，A 國生產 X 與 Y 兩財貨的產量分別為 Xa 與
Ya，B 國生產 X 與 Y 兩財貨的產量分別為 Xb 與 Yb。下列有關兩國的敘述何者正確？ (A)根據要素稟賦理
論，若 Xa＞Ya 時，A 國應該生產並出口財貨 X (B)根據要素稟賦理論，若 Xa＜Xb 時，A 國應該生產並出
口財貨 X (C)當 Xa/Ya＞Xb/Yb 時，A 國在生產財貨 Y 時有比較利益 (D)當 Ya＞Yb 時，A 國在生產財貨
Y 時有絕對利益。 

(A)48. 下列有關新臺幣幣值的敘述，何者正確？ (A)1 元新臺幣可兌換的日圓由 3.6535 變為 3.5585，新臺幣相對
日圓為貶值 (B)1 瑞士法郎可兌換的新臺幣由 30.82 變為 30.23，瑞士法郎相對新臺幣為升值 (C)100 韓圜
可兌換的新臺幣由 2.754 變為 2.635，韓圜相對於新臺幣為升值 (D)1 元新臺幣可兌換的澳幣由 0.0438 變為
0.0423，新臺幣相對澳幣為升值。 

(D)49. 下列有關景氣波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景氣對策信號為黃紅燈時，表示景氣過熱 (B)景氣動向指標中
的「落後指標」，可以反映當時的景氣變動狀況 (C)實質景氣循環理論主張景氣循環的發生，是因為貨幣供
給的變動 (D)在未達充分就業前，負斜率的總需求曲線右移可使總產出增加。 

(B)5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根據熊彼得的「人口論」，人口快速增加將有助於經濟成長 (B)臺灣於 2002 年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C)臺灣依「世界銀行」的人類發展指數(HDI)分類為中所得國家 (D)了解「世
界」的知識(know－world)為 OECD 將知識分成四種類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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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有關新品種魷魚欲成為水產加工品的原料，下列哪些要件較不適合？(1)商品經濟價值高；(2)原料需人工處
理且加工程序繁雜；(3)原料需仰賴進口且價格高；(4)原料來源穩定 (A)12 (B)14 (C)23 (D)34。 

(D) 2. 有關茶葉製品的製程，下列何者需應用微生物進行發酵？ (A)龍井茶 (B)東方美人茶 (C)紅茶 (D)普洱
茶。 

(A) 3. 有關禽畜產品的製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豬肉絨製作常加入熱豬油焙炒，使其酥鬆至最終含水量在
15%以下 (B)臘肉常選用豬腹脇肉，經醃漬、乾燥及煙燻而成 (C)加糖煉乳為原料乳添加 15〜16%蔗糖，
經加熱及真空濃縮後，製品含蔗糖量約 40〜45% (D)以食鹽水浸漬法製作鹹蛋時，蛋黃凝固是因為食鹽滲
透進去所造成。 

(D) 4. 有關蛋製品與其加工特性的配對，下列何者錯誤？ (A)皮蛋—凝膠性 (B)蛋黃醬—乳化性 (C)茶葉蛋—凝
固性 (D)海綿蛋糕—凝固性。 

(B) 5. 下列哪二項屬於特用農產食品加工？(1)甘蔗糖加工；(2)菇類加工；(3)竹類加工；(4)可可加工 (A)12 (B)14 
(C)23 (D)34。 

(B) 6. 有關真空按摩機(massager)或滾動器(tumbler)在肉製品的應用，下列何者錯誤？ (A)可增加肌原纖維蛋白質
的溶出 (B)降低蒸煮製成率 (C)配合低溫操作可降低微生物生長與油脂氧化 (D)多使用在經醃漬或注射
醃漬液的大塊肉(例如：臘肉、金華火腿)。 

(D) 7. 蝦米製程使用鹽水殺菁的主要目的，下列何者正確？(1)去除蝦子的紅色色素；(2)使肌肉硬化，便於去殼；
(3)破壞酵素，保持鮮度；(4)調味作用 (A)13 (B)23 (C)24 (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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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 有關牛乳使用的殺菌方法與條件之配對，下列何者正確？(1)LTLT－63℃，30 秒；(2)LTLT－63℃，30 分；
(3)HTST－72℃，15 分；(4)HTST－72℃，15 秒；(5)UHT－130〜150℃，2〜5 分 (A)13 (B)15 (C)24 (D)45。 

(D) 9. 下列哪一種澱粉不但可用於製作外皮透明的水晶餃，還可提高煉製品的柔軟性？ (A)玉米澱粉 (B)米澱粉 
(C)樹薯澱粉 (D)小麥澱粉。 

(B)10. 某生測定鳳梨罐頭內的真空度及內容物糖度，會用到下列哪二項量測器具？ (A)12 (B)13 (C)24 (D)34。 

 
(C)11. 某生擬製作糖度 15%的梨子果汁罐頭(350 公克)，每罐需使用糖度 12%的梨子原汁多少公克，及需加入多少

公克蔗糖(純度 100%)？ (A)梨子原汁 335.3 公克、蔗糖 14.7 公克 (B)梨子原汁 325.6 公克、蔗糖 24.4 公克 
(C)梨子原汁 338.1 公克、蔗糖 11.9 公克 (D)梨子原汁 341.2 公克、蔗糖 8.8 公克。 

(A)12. 某生製作傳統豆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添加熟(燒)石膏製作的產品品質優於生石膏；(2)添加紅心甘藷粉
可使產品光滑細緻；(3)豆花起泡現象是因為沖倒豆汁太慢所致；(4)石膏添加量不足會導致產品有豆腐水滲
出的現象 (A)12 (B)13 (C)24 (D)34。 

(A)13. 某生以圓型烤模製作戚風蛋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蛋白可以打發是因為含有球蛋白及黏液蛋白；(2)蛋
白打發過程添加塔塔粉可降低蛋白鹼性；(3)蛋白打發時，最理想的加糖量為蛋白量的三分之一；(4)蛋糕烤
焙出爐後應正放，不可以倒扣 (A)12 (B)13 (C)24 (D)34。 

(C)14. 有關鹽藏之食品保藏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鹽濃度提高可降低食品滲透壓，使細胞脫水；(2)鹽藏方
法可降低水活性，以達食品保藏之目的；(3)加酸降低食品 pH 值，可降低微生物的耐鹽性；(4)2 %的食鹽濃
度即可抑制所有腐敗菌生長 (A)12 (B)13 (C)23 (D)34。 

(A)15. 有關乳製品，下列何者在製造過程中會使用到濃縮處理？ (A)煉乳 (B)乳酪 (C)乾酪 (D)乳油。 
(C)16. 有關香腸製品，下列何者需經發酵製程？ (A)維也納(Vienna)香腸 (B)中式生鮮香腸 (C)沙拉米(salami)香

腸 (D)法蘭克福香腸。 
(B)17. 有關乳製品的製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生乳先經過加熱殺菌後，再將乳脂肪均質成 O/W 乳化狀態的鮮

乳；(2)牛乳以凝乳酶作用，使酪蛋白凝固沉澱而製成乾酪；(3)生乳經加熱殺菌及減壓濃縮後，進行噴霧乾
燥可製得奶粉；(4)酸酪乳(優格)主要使用異型發酵菌產生乳酸，達到蛋白質等電點而凝固，並產生特殊風味；
(5)冰淇淋製作過程可加入褐藻酸鈉作為乳化劑，使其質地細緻滑潤 (A)15 (B)23 (C)25 (D)34。 

(D)18. 某生以糖油拌合法製作奶油小西餅，有關原料的攪拌添加順序，下列何者所製作的產品品質最好？(1)蛋； 
(2)奶水；(3)過篩的高筋麵粉及香草粉拌勻；(4)奶油、白油、細砂糖、糖粉及鹽打散至鬆發 (A)1234 (B)2134 
(C)3214 (D)4123。 

(C)19. 某生製作發粿，已知使用 700 公克低筋麵粉，所得發粿成品重為 5206 公克，下列何者正確？(發粿配方：二
號砂糖 75%、水 95%、低筋麵粉 35%、在來米粉 65%、發粉 4%) 
(1)二號砂糖重 616 公克；(2)每碗放入原料 130 公克，若不考慮損耗可製作 42 碗；(3)製成率 95 %；(4)蒸煮
過程必須掀開蓋子及加冷水，否則無法產生裂紋 (A)12 (B)14 (C)23 (D)34。 

(B)20. 某甲打開真空包裝的新鮮牛排後不久，牛排表面顏色開始變化成亮麗鮮紅色，有關肌肉呈色色素的變化，下
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由氧合肌紅蛋白還原成肌紅蛋白 (B)由肌紅蛋白氧合成氧合肌紅蛋白 (C)由亞
硝基肌紅蛋白還原成氧合肌紅蛋白 (D)由變性肌紅蛋白氧化成肌紅蛋白。 

(A)21. 有關魚類原料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魚體死後的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TP)分解產生磷酸並釋出氫
離子，會造成 pH 值降低與肌肉變硬 (B)魚肉自體消化作用較畜肉慢，所以較易腐敗 (C)捕撈時經過激烈
掙扎的魚體，乳酸蓄積會增加，導致僵直期變長 (D)當魚肉的胺基酸被分解成小分子(例如：氨、三甲胺)，
屬於自體消化期。 

(A)22. 某生製作草莓果醬，可利用下列哪些方法作為濃縮終點的判定？(1)用糖度計測量，達 65°Brix 以上即達終點；
(2)用溫度計測量，在 104〜105℃即達終點；(3)滴數滴果醬於冷水，果醬浮於水面即判定為終點；(4)以果醬
攪拌棒舀取，若成漿狀流下即表示濃縮完成 (A)12 (B)14 (C)23 (D)34。 

(B)23. 有關食品加熱殺菌方法：低溫長時殺菌法(LTLT)、高溫短時殺菌法(HTST)、超高溫瞬間殺菌法(UHT)，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LTLT 與 HTST 皆可將食品中的病原菌殺滅 (B)LTLT 與 HTST 若應用在鮮奶，採 LTLT
的產品品質較佳 (C)UHT 配合無菌包裝作業系統，其產品可在室溫下保存數月之久 (D)採 HTST 生產的產
品，須配合冷藏方式才能貯存 10〜14 天。 

(B)24. 有關以旗魚製作魚丸的過程，不需要使用下列何種食品機械？(1)焙炒機；(2)擂潰機；(3)粉碎機；(4)絞肉機 
(A)12 (B)13 (C)24 (D)34。 

(A)25. 某生製作甜酒釀，添加「白殼」的主要用途為何？ (A)促進發酵 (B)減少澀味 (C)幫助澄清 (D)增加氧
氣。 

(C)26. 有關畜產屠體低溫下的操作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預冷室設定的條件為溫度 0℃，相對溼度 62〜
68% (B)屠體於預冷期間的熟成作用完全停止 (C)預冷處理可去除僵直熱 (D)分切後肉品凍結溫度維持
在－10℃。 

(D)27. 為預防現榨果汁之維生素 C 被破壞，可配合下列何種處理？(1)加熱；(2)加檸檬汁；(3)加氯化鈣；(4)加冰 
(A)12 (B)13 (C)23 (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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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8. 有關蒟蒻加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蒟蒻屬於塊莖類；(2)蒟蒻粉可吸收 30〜40 倍的水；(3)蒟蒻凍製作最
常使用的鹼液是氫氧化鉀；(4)葡甘露聚醣(glucomannan)是蒟蒻之碳水化合物的主成分，為非水溶性纖維 
(A)12 (B)14 (C)23 (D)34。 

(A)29. 有關酒類產品的製程，下列何者是採用並行複式發酵法？(1)清酒；(2)紹興酒；(3)啤酒；(4)葡萄酒；(5)白蘭
地 (A)12 (B)23 (C)34 (D)45。 

(D)30. 市售常見水產品與水產乾燥製品分類的配對，下列何者正確？(1)魷魚乾—煮乾加工品；(2)乾海參—素乾加
工品；(3)烏魚子—鹽乾加工品；(4)柴魚—燻乾加工品 (A)12 (B)13 (C)24 (D)34。 

(C)31. 有關以玻璃瓶製作米酒的糖化步驟，對於瓶口應如何處理，下列何者最適當？ (A)裝上水封裝置不可通氣 
(B)蓋上蓋子轉緊密封不可通氣 (C)蓋上紗布綁緊保持通氣 (D)開放不加蓋保持通氣。 

(C)32. 有機酸可抑制醃漬物的腐敗菌，有關其抗菌力的強度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蘋果酸＞醋酸＞乳酸＞檸
檬酸＞酒石酸 (B)乳酸＞醋酸＞檸檬酸＞蘋果酸＞酒石酸 (C)醋酸＞乳酸＞蘋果酸＞酒石酸＞檸檬酸 
(D)檸檬酸＞乳酸＞醋酸＞蘋果酸＞酒石酸。 

(B)33. 有關水果之果膠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原果膠、果膠及果膠酸都是果膠質；(2)果膠的主要成分為半乳
糖酮酸；(3)過熟水果之果膠會轉變成果膠酸；(4)高甲氧基果膠之酸化度為 50%以上 (A)12 (B)13 (C)24 
(D)34。 

(D)34. 有關番茄加工時，下列何者是採熱破碎處理的目的？(1)增加果汁澄清度；(2)增加果膠被分解；(3)增加果膠
萃取量；(4)提高果汁黏稠度 (A)12 (B)14 (C)23 (D)34。 

(D)35. 有關果蔬汁的濃縮方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膜過濾濃縮法設備成本低，膜孔易產生阻塞；(2)加熱蒸發
濃縮法比冷凍濃縮法省能源；(3)加熱蒸發濃縮法使用較高的操作溫度，對成品品質影響大；(4)冷凍、加熱
蒸發及膜過濾等濃縮法，都是物理性方法 (A)12 (B)14 (C)23 (D)34。 

(D)36. 有關食品凍結的特性及處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當食品中心溫度通過最大冰晶生成帶的範圍時，表示有
100 %水分結成冰晶；(2)若食品的冰結點為－2℃，當品溫降至－5℃時，冰結率為 60%；(3)以液化氣體噴霧
式冷凍系統處理的食品，通過最大冰晶生成帶的時間皆超過 30 分鐘；(4)當食品的冰結率是 100%時，此時
的溫度稱為共晶點 (A)13 (B)14 (C)23 (D)24。 

(A)37. 有關產膜酵母對醃漬物品質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會消耗醃漬液的酒精 (B)抑制腐敗菌增殖提
高保存性 (C)會使醃漬物 pH 值下降 (D)在醃漬液表面產生黑色薄膜。 

(B)38. 某生作罐頭捲封檢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利用捲封測微計，可測定罐頭捲封厚度及捲封寬度 (B)罐
頭皺紋度依蓋鈎長度分為五級，是判斷捲封緊度的主要因素之一 (C)以視覺及觸覺觀察捲封周圍之外觀，
是否有切罐及滑罐等疑似捲封不良的現象 (D)所有捲封鈎疊率不得少於 45%。 

(C)39. 有關煙燻魚肉的製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最適當的煙燻製作順序為：取魚肉→蒸煮→鹽漬→風乾→煙燻
→成品；(2)燻煙的主要成分為醛、酚類、有機酸等；(3)在臺灣，鯊魚不作為加工原料；(4)燻煙對魚肉具有
抗氧化效果 (A)12 (B)13 (C)24 (D)34。 

(D)40. 常見耐高溫高壓的殺菌袋是由三層不同的材質組成，由外至內(食品接觸面)的組合方式，下列何者最適當？
(1)聚乙烯膜(PE)；(2)聚丙烯膜(PP)；(3)聚酯膜(PET)；(4)紙；(5)鋁箔 (A)143 (B)153 (C)253 (D)352。 

(C)41. 有關影響罐頭真空度的因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脫氣時，罐頭中心溫度越高，真空度越大 (B)罐頭
填充量越少，上部空隙越大，真空度越高 (C)高酸性食品會與馬口鐵發生作用產生二氧化碳，降低真空度 
(D)鮮度低的食品易分解產生氣體，降低真空度。 

(B)42. 某生自冷凍庫取出一包塑膠袋包裝的石斑魚肉塊，其外觀有乾燥及褐變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可使用
真空包裝加以預防；(2)自體消化作用所導致；(3)此現象稱為凍燒；(4)採慢速凍結法可預防此現象發生 (A)12 
(B)13 (C)23 (D)34。 

(A)43. 添加冷開水是製作米酒的重要步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添加量約為原料米 3 倍重；(2)若添加量太少，
總酒精收量會減少；(3)在米蒸煮後立即添加；(4)主要目的為冷卻 (A)12 (B)13 (C)24 (D)34。 

(A)44. 有關雞蛋新鮮度的判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蛋白係數約 0.106，蛋白高度愈高，新鮮度愈高 (B)蛋
殼愈光滑明亮，新鮮度愈高 (C)氣室直徑在 15〜20mm，深度在 3mm 以上，表示蛋白與蛋黃愈濃厚，新鮮
度愈高 (D)帶殼全蛋的比重在 1.01〜1.02，新鮮度高。 

(A)45. 有關傳統酒類的製程，下列何者採用麥芽作為糖化酵素來源？(1)啤酒；(2)威士忌；(3)紹興酒；(4)高粱酒 
(A)12 (B)13 (C)24 (D)34。 

(D)46. 某生製作法蘭克福香腸，12 公斤原料肉添加 12 公克桃紅素(含 18%亞硝酸鈉與 82%食鹽)，此時肉中亞硝酸
鈉與其產生亞硝酸根離子濃度的理論值分別為多少 ppm？ (A)100、66.7 (B)105、70 (C)120、80 (D)180、
120。 

(D)47. 有關麵糊類小西餅配方之油量、糖量及水量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1)軟性小西餅配方的油量＞糖量＞水
量；(2)鬆酥性小西餅配方的水量＞油量＞糖量；(3)脆硬性小西餅配方的糖量＞油量＞水量；(4)酥硬性小西
餅配方的油量＝糖量＞水量 (A)12 (B)14 (C)23 (D)34。 

(A)48. 有關傳統豆豉的製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臺灣大多以黑豆為原料；(2)製麴時，須於黑豆表面長出黃綠
色孢子較佳；(3)製麴完成後，直接將黑豆麴拌其重量 30%的食鹽混勻入缸；(4)入缸壓實後，倒入 B'e19〜20
食鹽水蓋過表面，加蓋密封於日光下曝曬發酵 (A)12 (B)123 (C)134 (D)1234。 

(B)49. 有關水產調味加工品的特性與主要製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海苔醬製程：海菜→水洗→濾乾→調味
→佃煮→裝罐 (B)佃煮是水產原料加入醬油和砂糖為主的調味液，以高溫煮至水分約 5〜10%為止 (C)旗
魚鬆製程：旗魚→前處理→鹽漬→蒸煮→採肉細碎→翻炒→魚胚→加調味料翻炒→成品 (D)魚酥的纖維較
魚鬆短，但含油量較高。 

(C)50. 有關小麥及麵粉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1)手握時，低筋麵粉較高筋麵粉易結糰，且不易分散； 
(2)小麥磨粉前的調濕及加溫處理，其主要目的為熟成；(3)麵粉中破損澱粉量愈多，愈易吸水膨潤且糊化快；
(4)高筋麵粉之灰分含量低於低筋麵粉 (A)12 (B)13 (C)24 (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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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食品群專業(二) 試題 
(A) 1. 下列何者為食品之有機酸含量測定時所使用的指示劑？ (A)酚酞 (B)甲基紅 (C)茜素黃 (D)溴甲酚綠。 
(A) 2. 油脂進行下列何種反應，易產生反式脂肪酸？ (A)氫化 (B)水解 (C)氧化 (D)聚合。 
(D) 3. 大豆因富含下列何種成分，故有「植物肉」之稱？ (A)脂質 (B)維生素 (C)纖維 (D)蛋白質。 
(A) 4. 核酸屬於下列何種成分分類？ (A)含氮非蛋白質 (B)蛋白質衍生物 (C)無機物 (D)無氮物。 
(D) 5. 痛痛病是由於下列何種重金屬累積於人體所致？ (A)鉛 (B)汞 (C)砷 (D)鎘。 
(B) 6. 下列何者為水溶性維生素？ (A)維生素 A (B)維生素 B (C)維生素 D (D)維生素 E。 
(B) 7. 下列何者為我國核准使用的人工合成色素？ (A)紅色一號 (B)綠色三號 (C)藍色五號 (D)黃色七號。 
(A) 8. 標準型手持屈折糖度計使用時，需以何種溶液進行零點校正？ (A)蒸餾水 (B)5%葡萄糖溶液 (C)70%酒

精 (D)0.85%生理食鹽水。 
(C) 9. 下列何種維生素為轉胺酶的輔酶，可參與胺基酸代謝？ (A)B1 (B)B2 (C)B6 (D)B12。 
(D)10. 下列何者不是造成固定誤差的原因？ (A)儀器刻度的不準確 (B)滴定終點顏色的誤判 (C)藥品純度的差

異 (D)實驗室環境溫度不穩定。 
(C)11. 礦物質是指經下列何種溫度燃燒後所剩之物質？ (A)105℃ (B)121℃ (C)600℃ (D)1000℃。 
(A)12. 酸鹼指示劑甲基紅在 pH4.0 的酸性條件下，會呈現下列何種顏色？ (A)紅 (B)黃 (C)藍 (D)無。 
(D)13. 以乙醯丙酮呈色法定量食品中甲醛殘留量時，樣品應進行何種前處理？ (A)加熱分解 (B)加沉澱劑  

(C)溶劑萃取 (D)水蒸氣蒸餾。 
(D)14. 有關礦物質來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蔥蒜富含鐵 (B)牡蠣富含鎂 (C)肉品富含錳 (D)海帶富含

碘。 
(D)15. 有關官能品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品評前應嚼口香糖，保持口氣清新 (B)吃飯後須等 30 分鐘，

才能進行品評 (C)樣品準備應過量，以滿足品評員測試 (D)品評味道強烈的樣品，可用蘇打餅乾消味。 
(D)16. 有關標定劑或基準試劑應具備的條件，下列何者不正確？ (A)不易潮解、不易風化 (B)純度極高，必須在

99.99%以上 (C)與被標定的溶液具有一定化學反應計量關係 (D)有較小的當量值，以減少稱重的相對誤
差。 

(B)17. 下列何種單醣具有不一樣的官能基？ (A)木糖 (B)果糖 (C)半乳糖 (D)去氧核糖。 
(A)18. 下列何種醣類的還原性最小？ (A)澱粉 (B)乳糖 (C)果糖 (D)葡萄糖。 
(A)19. 澱粉失去複屈折性(雙折射性)是在下列何種階段發生？ (A)糊化 (B)膨潤 (C)吸水 (D)回凝。 
(B)20. 以沉澱滴定法測定食品之食鹽含量時，最常使用的沉澱劑為何？ (A)過錳酸鉀 (B)硝酸銀 (C)草酸鈉  

(D)碘酸鉀。 
(A)21. 沙門氏菌引起的食物中毒，屬於下列何種類型？ (A)感染型 (B)毒素型 (C)中間型 (D)過敏型。 
(C)22. 水質之化學需氧量分析時，水樣品應以下列何種溫度保存？ (A)取樣時的溫度 (B)－18℃ (C)4℃ (D)25

℃。 
(A)23. 於凱氏氮實驗中，將 30%氫氧化鈉(NaOH)溶液加入分解液後進行蒸餾，此過程中分解液之氮元素會轉換成

何種化合物？ (A)氨氣 (B)胜肽 (C)胺基酸 (D)硫酸銨。 
(A)24. 下列何種脂肪酸為乳脂氧化，是牛乳產生不良風味的主因？ (A)丁酸 (B)軟脂酸 (C)油酸 (D)肉豆蔻酸。 
(A)25. 有關胺基酸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具有兩性離子特性 (B)均只含有一個胺基及一個羧基 (C)淨電荷

不受 pH 影響 (D)加熱可使胺基酸變性。 
(C)26. 某標準溶液之濃度為 200 毫克/毫升，取 5 毫升並以溶劑定容至 100 毫升後，則稀釋後溶液的濃度為多少(毫

克/毫升)？ (A)2 (B)5 (C)10 (D)20。 
(D)27. EDTA 滴定法分析水質總硬度，以鉻黑 T(EBT)為指示劑時，滴定終點顏色為何？ (A)紅褐色 (B)黃色  

(C)粉紅色 (D)藍色。 
(B)28. 下列何種參數值與脂質所含的脂肪酸碳鏈長度相關？ (A)酸價(AV) (B)皂化價(SV) (C)碘價(IV) (D)過

氧化價(POV)。 
(A)29. 有關溶液的配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稱量瓶使用前需洗淨並乾燥 (B)氫氧化鈉可長時間貯存於玻璃

瓶 (C)對於光敏感之藥劑應貯存於透明瓶 (D)洗淨的定量瓶應放入 105℃烘箱中加熱烘乾。 
(B)30. 測定油脂樣品之比重，應使用下列何種器具？ (A)定量瓶 (B)比重瓶 (C)比重計 (D)屈折計。 
(B)31. 有關化學廢液的處理與貯存，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高溫易爆之廢液應於低溫儲存 (B)鹵素類有機廢

液應以化學方式處理 (C)廢液儲存場所應設置警報系統並定期檢查 (D)廢液須分類貯存，如需混合，應參
考廢液相容表。 

(C)32. 某生以容量 50 毫升、最小刻度 0.1 毫升的滴定管，進行滴定操作，有關滴定體積的記錄數值，下列何者最正
確？ (A)12 毫升 (B)12.7 毫升 (C)12.65 毫升 (D)12.651 毫升。 

(D)33. 進行粗灰分(crude ash)測定時，下列何者需要最多之取樣量？ (A)豆皮 (B)豆豉 (C)豆腐 (D)豆漿。 
(B)34. 以奧士瓦黏度計(Ostwald viscometer)測定油脂黏度，不需使用下列何種器具？ (A)計時器 (B)天平 (C)安

全吸球 (D)移液吸管。 
(C)35. 以康威氏皿擴散法測定水產食品之揮發性鹽基態氮(VBN)時，不需使用下列何種試藥？ (A)硼酸 (B)碳酸

鉀 (C)氫氧化鈉 (D)三氯醋酸。 
(D)36. 下列哪一個實驗可用以區別葡萄糖與果糖？ (A)斐林試驗 (B)多倫試驗 (C)地衣酚試驗 (D)樹脂酚試

驗。 
(C)37. 下列何者可做為硫代硫酸鈉(Na2S2O3)標準溶液的標定劑？ (A)草酸鈉 (B)碳酸鈉 (C)碘酸鉀 (D)鄰苯二

甲酸氫鉀。 
(B)38. 有關分析實驗器具的操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減壓過濾實驗裝置，須使用分液漏斗進行過濾 (B)稱

取易吸濕的試料或藥品時，應以稱量瓶盛裝試藥 (C)配製標準試液時，定量瓶可用為定容及貯存試液之試
劑瓶 (D)讀取量筒體積時，應手持量筒，眼睛視線水平液體彎月頂部之刻度線。 

(D)39. 有關油脂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飽和程度愈高，黏度愈小 (B)酸價可測定油脂飽和度 (C)分子量
愈小，過氧化價愈高 (D)氧化程度愈高，發煙點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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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 若 70 公克的氫氧化鉀(KOH)溶於 130 公克的水中，則氫氧化鉀的重量百分率濃度為多少%？ (A)100 
(B)53.8 (C)35 (D)30。 

(B)41. 0.1N 氫氧化鈉(NaOH)溶液經標定後，得知其當量濃度為 0.0993N，則其力價(F)為多少？ (A)0.0099 
(B)0.9930 (C)9.9300 (D)99.3000。 

(C)42. 下列何種層析方法較適合應用於醬油中胺基酸的組成分析？ (A)氣相層析法 (B)濾紙層析法 (C)液相層
析法 (D)薄層層析法。 

(B)43. 有關滴定反應所使用的標準溶液應具備的特性，下列何者不正確？ (A)與被分析物質的反應，迅速且完全 
(B)與被分析物質的反應，可有其他副反應發生 (C)與被分析物質的反應，有明確滴定終點可判定 (D)標準
溶液配製後，濃度穩定，不易隨時間改變。 

(C)44. 精稱維生素 C 標準品 0.0200 公克，以 2 , 6－二氯靛酚滴定，達滴定終點時，共消耗 20 毫升。某口含錠重 1
公克，滴定體積為 50 毫升，則此口含錠的維生素 C 含量是多少 mg/g？ (A)20 (B)25 (C)50 (D)100。 

(B)45. 精稱 10 公克乳酸飲料，以蒸餾水定量至 100 毫升，取 25 毫升以 0.1N 氫氧化鈉溶液(F＝1.000)滴定，達滴定
終點時共消耗 5.0 毫升，則此乳酸飲料的酸度為多少%？(每毫升 0.1N 氫氧化鈉標準溶液相當於乳酸 0.0090
公克) (A)0.90 (B)1.80 (C)3.60 (D)4.50。 

(B)46. 配製 500ppm 碳酸鈣(CaCO3)溶液 1000 毫升，需稱取碳酸鈣多少公克？(CaCO3＝100) (A)0.05 (B)0.5 (C)5 
(D)50。 

(D)47. 量取 10 毫升的白酒，利用通氣蒸餾法，在酸性條件下以雙氧水吸收二氧化硫，再以 0.01N 氫氧化鈉溶液(F
＝1.000)滴定，達滴定終點時共消耗 10 毫升，則此白酒的二氧化硫殘留量為多少 ppm？(每毫升 0.01 N 氫氧
化鈉標準溶液相當於二氧化硫 0.32 毫克) (A)64 (B)128 (C)256 (D)320。 

(C)48. 精稱棕櫚油 2.8 公克，加入 25 毫升 0.5N 氫氧化鉀酒精溶液加熱迴流，冷卻後以 0.5N 鹽酸溶液(F＝1.000)滴
定，達滴定終點時共消耗5.5毫升，空白試驗滴定值為25.5毫升，則此棕櫚油之皂化價(SV)為多少mg KOH/g？
(KOH＝56) (A)180 (B)190 (C)200 (D)220。 

(C)49. 欲配製 4N 的硫酸(H2SO4)溶液 360 毫升，則需取 18 M 的硫酸溶液多少毫升？ (A)4 (B)8 (C)40 (D)80。 
(A)50. 竹筍於光線照射下，其所含的何種胺基酸易受酵素作用生成木質素導致老化？ (A)苯丙胺酸 (B)色胺酸 

(C)白胺酸 (D)天門冬胺酸。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農業群專業(一) 試題 

(A) 1. 休閒農業讓農民可以直接銷售農產品給消費者，是屬於休閒農業的哪種功能？ (A)經濟功能 (B)社會功能 
(C)文化功能 (D)遊憩功能。 

(B) 2. 仔兔出生後幾週開眼並可餵食青草？ (A)1 週 (B)2 週 (C)3 週 (D)4 週。 
(A) 3. 下列何種牧草的蛋白質含量最高，又稱為「牧草之后」？ (A)苜蓿 (B)盤固草 (C)狼尾草 (D)爬拉草。 
(A) 4. 製作蔭瓜(爛瓜)時，添加下列何種物質可使瓜胚組織軟爛？ (A)豆麴 (B)醬油 (C)鹽 (D)糖。 
(B) 5. 應用生物技術發展植物性蛋白水解酵素產品，屬於第幾級產業？ (A)一級產業 (B)二級產業 (C)三級產業 

(D)四級產業。 
(B) 6. 臺灣目前共有幾個農田水利會？ (A)16 (B)17 (C)18 (D)19。 
(B) 7. 下列有關作物之敘述，何者正確？ (A)燕麥為綠肥作物 (B)粟屬於速成作物 (C)太陽麻屬於覆蓋作物  

(D)速成作物又稱現金作物。 
(D) 8. 下列何者為臺灣森林火災常發生之季節？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A) 9. 下列有關「吉園圃」之敘述，何者正確？ (A)必須符合適時、適地、適作之農作原理 (B)農產品收成不必

遵守安全採收期之規定 (C)申請資格以漁業產銷班為主 (D)是 GOP 英文縮寫的音譯。 
(C)10. 家禽受精卵在何處形成蛋殼後，經產卵排出體外？ (A)卵巢 (B)陰道 (C)子宮 (D)輸卵管。 
(D)11. 種母豬於配種前一週增加飼料進行「催情」，其主要目的為何？ (A)提高性慾 (B)增加體重 (C)增加發情 

(D)增加排卵數。 
(D)12. 臺灣紅檜及扁柏為臺灣珍貴樹種，其主要分布海拔高度為： (A)450 公尺以下 (B)500〜800 公尺 (C)900

〜1100 公尺 (D)1800〜2800 公尺。 
(B)13. 何種家禽於育雛階段，其飼糧蛋白質含量需達 28%？ (A)鵝 (B)火雞 (C)白肉雞 (D)有色肉雞。 
(C)14. 農會組織當中執行理事會決議，對所屬員工進行聘雇任免、指揮監督等工作，是下列何者之職權？ (A)會

員代表 (B)常務監事 (C)總幹事 (D)理事長。 
(B)15. 下列有關水產養殖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水產養殖英文為 aquaculture (B)水產養殖泛指所有水生動物

的養殖 (C)池塘中同時養殖兩種魚類屬於混養 (D)范蠡所撰寫的「養魚經」是中文古籍中最早有關水產養
殖的著作。 

(D)16. 下列有關「糖」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可提高滲透壓 (B)可降低水活性 (C)可作為食品防腐劑  
(D)糖的濃度在 15%可抑制微生物生長。 

(B)17. 澱粉經液化、糖化酵素水解可形成下列何種物質？ (A)甘露糖 (B)麥芽糖 (C)乳糖 (D)蔗糖。 
(A)18. 豆腐製作時，鹽滷中的何種成分可有效凝固黃豆之蛋白質？ (A)MgCl2 (B)CaCl2 (C)CaSO4 (D)NaCl。 
(B)19. 下列有關水產養殖生物之敘述，何者正確？ (A)西施舌屬於爬蟲類 (B)烏鰡為青魚的俗名 (C)娃娃魚屬於

爬蟲類 (D)白蝦為臺灣沿海原生蝦類。 
(A)20. 下列有關養殖貝類之敘述，何者正確？ (A)蟯仔屬於海水貝 (B)蟯仔屬於單枚貝 (C)養殖牡蠣苗來源以人

工繁殖為主 (D)平掛式牡蠣養殖適合於較深水的海域進行。 
(C)21. 下列有關作物果實之敘述，何者正確？ (A)桑葚為聚合果 (B)無花果為聚合果 (C)鳳梨果實為複果  

(D)草莓果實為複果。 
(C)22. 農產品運銷合作社將不同社員的同質產品混合在一起出售，其產品之出售與風險由合作社與社員共同分擔，

稱之為： (A)合買運銷 (B)階段運銷 (C)普林運銷 (D)專賣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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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下列有關水稻之敘述，何者正確？ (A)水稻果實為蒴果 (B)水稻為長日照作物 (C)再生稻留樁高度以 15
公分為宜 (D)第一期稻作施肥每公頃氮素 220〜250 公斤。 

(C)24. 下列有關種子播種之敘述，何者正確？ (A)撒播適用於貴重種子 (B)點播適用於細小種子 (C)種子預措目
的在使發芽迅速 (D)條播可維持良好株距。 

(D)25. 下列有關元素與植物生長之關係，何者正確？ (A)氮(N)為細胞壁必要成分 (B)錳(Mn)為葉綠素構成要素 
(C)鎂(Mg)與根瘤菌固氮有關 (D)缺硼(B)時抑制分生組織生長。 

(D)26. 農業生產易受自然條件影響，農產品易於腐敗、運銷貯存易遭受損失，且農民能提供的擔保少，這是基於農
業金融中的哪一個特性？ (A)長期性 (B)零碎性 (C)季節性 (D)風險性。 

(D)27. 農產運銷中因經過買賣而轉移物品的所有權稱之為： (A)形式效用 (B)地域效用 (C)時間效用 (D)占有
效用。 

(C)28. 下列有關蟲害防治方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性費洛蒙多用來誘殺雌蟲 (B)物理防治為最簡便有效的方
法 (C)使用細菌防治蟲害屬天敵防治法 (D)不孕防治法多使用放射線 Co50處理雄果蠅。 

(D)29. 下列有關臺灣農業國際化後因應政策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落實動植物防疫檢疫體系 (B)發展精緻農
業與休閒農業，提升農業競爭力 (C)拓展多元化行銷通路，促進農產運銷現代化 (D)積極加入 WTO 自由
貿易，無須限制進口量以活化農業。 

(A)30. 竹材經高溫熱解製炭程序，除獲得竹炭外，尚會產出下列何種物質？ (A)焦油 (B)磷酸 (C)甲苯 (D)葡
萄糖。 

(A)31. 運銷職能是指商品由生產者手中轉移到消費者的手中，所經過的各種步驟和程序；其中的集貨、加工、分級，
稱為： (A)運銷準備職能 (B)運銷輔助職能 (C)運銷基本職能 (D)運銷溝通職能。 

(C)32. 下列有關池塘管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A)溫度越高溶氧越高 (B)底泥 pH 值過高可使用石灰來中和調整 
(C)藻類行光合作用，使得池水 pH 值上升 (D)「浮頭」是指魚隻浮於水面攝食之現象。 

(A)33. 下列各式養殖母蟳之發育順序為： (A)菜蟳、幼母、開花蟳 (B)菜蟳、開花蟳、幼母 (C)幼母、菜蟳、開
花蟳 (D)開花蟳、菜蟳、幼母。 

(C)34. 下列有關臺灣漁業之敘述，何者正確？ (A)漁業之產值總是大於畜產 (B)臺灣鮪魚之捕獲量不足內需，故
無出口 (C)近十年，臺灣內陸養殖漁業之產值皆小於遠洋漁業 (D)沿岸漁業指的是在沿岸潮間帶，從事各
類魚貝養殖的事業。 

(D)35. 下列有關投藥量計算之敘述，何者正確？ (A)ppm 大於百分比 (B)1 公頃等於 100000 平方公尺 (C)A 藥
濃度為 10ppm 是指每公升水含有 10g 之 A 藥 (D)預配製 5 公升之 30ppm 的 A 藥進行魚苗藥浴，可取 10%
有效濃度之 A 藥 1.5g 溶於水中，使得 5 公升水含 1.5g 之 A 藥。 

(D)36. 下列有關四健會之敘述，何者正確？ (A)全國性的四健會為「中華民國農會」，綜理和指導全國四健會業務 
(B)均由五個至二十個 6〜30 歲的青年男女會員組成 (C)依年齡分成初級、中級、高級三級 (D)四健會的會
員工作核心為「作業」。 

(D)37. 下列有關「穀類加工」之敘述，何者正確？ (A)麵包之製造不需經發酵程序 (B)麵粉是以大麥磨碎製成  
(C)高筋麵粉可製作蛋糕 (D)麵條是屬於冷水麵類。 

(B)38. 下列有關「鳳梨罐頭」之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低酸性食品 (B)其 pH 值小於 4.6 (C)使用高溫高壓
滅菌法 (D)使用超高溫瞬間滅菌法。 

(C)39. 下列有關壓條繁殖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A)別名取枝法 (B)偃取法又稱高空壓條法 (C)頂梢壓條法常用
於草莓 (D)堆取法為最常用的壓條繁殖法。 

(D)40. 下列有關利用微生物生產代謝產物之敘述，何者正確？ (A)酒精屬於好氣性發酵產物 (B)乳酸屬於好氣性
發酵產物 (C)檸檬酸屬於厭氣發酵產物 (D)醋酸為醋酸菌將酒精氧化之產物。 

(B)41. 下列有關農業的起源及經濟演變之敘述，何者正確？ (A)漁獵時期已具有私有財產觀念 (B)逐水草而居為
遊牧民族生活方式 (C)雨季較長地區先遊牧再漁獵，最後進入農耕 (D)城市經濟時期起源於秦漢，盛行於
春秋戰國。 

(B)42. 下列有關最佳音質木材材料之敘述，何者正確？ (A)腐朽空洞之木材，具有最佳聲波傳遞能力 (B)均勻組
織之木材，具有良好之共鳴與振動 (C)材質硬度大之木材，更具反射振動效能 (D)軟質密度之木材，可吸
收大量雜音。 

(D)43. 下列有關農業之敘述，何者正確？ (A)目前臺灣農業生產以畜產之產值最高 (B)廣義的農業生產包括農
產、畜產及林產 (C)玉米原產於北美洲，美國為重要出口國 (D)民國 42 年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使得
自耕農人數增加。 

(C)44. 乳牛在 1 月 5 日配種，預產日期是在何時？ (A)7 月 11 日 (B)8 月 5 日 (C)10 月 11 日 (D)12 月 5 日。 
(B)45. 下列何種方式可提高蛋雞產蛋量？ (A)強迫換羽 (B)光照管理 (C)平飼管理 (D)棲架設置。 
(B)46. 自莫斯科採購回臺灣的鋼琴卻發生琴鍵無法彈奏，主要是何種原因所致？ (A)木材導電性變化 (B)木材含

水率變化 (C)木材紋理變化 (D)樹種差異變化。 
(A)47. 下列有關光合作用之敘述，何者正確？ (A)光反應將水分解 (B)光反應將二氧化碳分解 (C)光反應合成碳

水化合物 (D)暗反應分解碳水化合物。 
(A)48. 下列有關西瓜之敘述，何者正確？ (A)屬葫蘆科 (B)臺灣冬天產量最高 (C)無子西瓜為四倍體 (D)秋水

仙素處理可獲得三倍體西瓜。 
(C)49. 下列有關大豆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古代稱為菽 (B)學名為 Glycine max (C)屬於澱粉類作物 (D)英

文名為 soybean。 
(A)50. 經防腐處理之木材於應用時產生開裂現象，其主要原因為何？ (A)乾燥未達平衡含水率，導致收縮開裂  

(B)防腐劑滲透入紋孔，導致收縮開裂 (C)吸收過多防腐藥劑，導致膨脹開裂 (D)低比重防腐處理材，導致
膨脹開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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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農業群專業(二) 試題 
(D) 1. 下列有關單子葉植物之敘述，何者正確？ (A)紅豆、蘋果及玉米是單子葉植物 (B)莖部具有年輪，可以年

年加粗 (C)葉脈多為網狀 (D)莖部橫切面的維管束呈散生排列。 
(C) 2. 下列有關真核生物 DNA 之敘述，何者錯誤？ (A)DNA 是控制生物遺傳性狀的基本物質 (B)DNA 的雙股

核苷酸鏈相互平行但方向相反，彼此間的含氮鹼基互補配對 (C)核苷酸鏈是由核苷酸的含氮鹼基與相鄰核
苷酸之五碳糖鍵結而成 (D)雙股 DNA 中，腺嘌呤加鳥糞嘌呤的總含量等於胸腺嘧啶加胞嘧啶的總含量。 

(D) 3. 下列有關孟德爾豌豆雜交實驗之敘述，何者錯誤？ (A)一對因子雜交(Tt×Tt)，子代外表型的顯隱性比例為
3：1 (B)分離率(law of segregation)是孟德爾歸納出的第一遺傳法則 (C)兩對因子雜交(TtRr×TtRr)，子代
的外表型有 4 種 (D)自由分配律(law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是指在形成配子時，控制某一性狀的成對因
子分離至不同配子中。 

(A) 4. 植物為適應不同的環境發展出不同的形態和功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洋蔥特化的鱗狀葉可以貯存養
分 (B)蓮藕的地下根可貯存空氣 (C)馬鈴薯的塊根可以營養繁殖 (D)甘薯的塊莖貯存養分可供食用。 

(D) 5. 下列有關光合作用及其影響因素之敘述，何者錯誤？ (A)光照強度會影響光反應 (B)葉片溫度會影響光合
作用酵素的活性 (C)二氧化碳濃度會影響暗(碳)反應 (D)氣孔開閉不會影響光合作用的速率。 

(B) 6. 下列有關開花植物水分吸收與運輸之敘述，何者正確？ (A)根部主要透過根冠吸收水分 (B)葉片的蒸散作
用可促進根部水分往葉輸送 (C)莖部皮層的卡氏帶是主要輸導水分的構造 (D)根部以主動運輸方式吸收
水分。 

(C) 7. 下列有關被子植物花的構造與生殖之敘述，何者正確？ (A)胚與胚乳皆為二倍數染色體 (B)胚珠內細胞經
減數分裂產生四個成熟的卵 (C)雙重受精後，胚珠發育為種子，子房發育為果實 (D)花粉管連接花藥，管
內有管核及精核。 

(B) 8. 下列有關植物光合作用之敘述，何者錯誤？ (A)可分成光反應與暗(碳)反應 (B)氧氣來自於二氧化碳的裂
解 (C)光合作用在葉綠體進行 (D)溫度過高會抑制光合作用速率。 

(B) 9. 下列有關果實與種子傳播方式之敘述，何者正確？ (A)蒲公英種子有絨毛狀構造，主要藉由自力傳播  
(B)鬼針草果實有刺狀構造，主要藉由動物傳播 (C)棋盤腳果實皮厚富纖維質，主要藉由風力傳播 (D)芭樂
果實形體大、多汁味美，主要藉由水力傳播。 

(C)10. 下列有關人體血液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三種血球均能變形穿透微血管壁，執行各自的功能 (B)三種血
球中以紅血球體積最大，數量最多 (C)三種血球中以血小板形狀最不規則，且無細胞核 (D)血液中含有
55%的血球及 45%的血漿。 

(D)11. 下列有關病毒之敘述，何者正確？ (A)病毒沒有細胞核，屬於原核生物界 (B)所有病毒的遺傳物質皆為
DNA (C)病毒的套膜(envelope)是其細胞膜 (D)病毒只能在活的寄主細胞內進行繁殖。 

(C)12. 下列有關烏龜分類階層之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兩生類，為脊椎動物 (B)屬於兩生類，為無脊椎動物 
(C)屬於爬蟲類，為脊椎動物 (D)屬於爬蟲類，為無脊椎動物。 

(C)13. 下列有關生物多樣性之敘述，何者正確？ (A)草原的物種多樣性大於熱帶雨林 (B)海邊沙岸的生態系多樣
性大於岩岸 (C)人類有不同的血型是基因多樣性的關係 (D)高海拔針葉林的生物多樣性大於低海拔針葉
林。 

(C)14. 下列有關遺傳工程技術中重組 DNA 之敘述，何者正確？ (A)利用接合酶，可切割質體 DNA 的特定片段  
(B)利用聚合酶，可將不同來源的 DNA 連結在一起 (C)可將帶有外源基因的質體送入大腸桿菌中，大量生
產外源基因的產物 (D)利用限制酶，可大量複製重組 DNA。 

(B)15. 下列有關真核細胞基因表現之敘述，何者正確？ (A)DNA 在細胞核內轉譯合成 RNA (B)DNA 在細胞核內
轉錄合成 RNA (C)mRNA 在細胞核內轉譯合成蛋白質 (D)mRNA 在細胞核內轉錄合成蛋白質。 

(D)16. 下列何者會使胸腔內的肺膨大產生吸氣？ (A)橫膈收縮上升，肋間肌收縮使肋骨左右擴張 (B)橫膈舒張下
降，肋間肌收縮使肋骨左右擴張 (C)橫膈舒張上升，肋間肌收縮使肋骨向上及向外擴張 (D)橫膈收縮下
降，肋間肌收縮使肋骨向上及向外擴張。 

(A)17. 下列有關人體血液循環之敘述，何者正確？ (A)肺靜脈將含氧的血液送到左心房 (B)半月瓣可防止肺動脈
的血液回流到左心室 (C)左心房收縮促使主動脈將含氧血液送出而循環全身 (D)房室瓣可防止左右心房
之間的血液混合。 

(B)18. 下列有關人類遺傳疾病之敘述，何者錯誤？ (A)地中海型貧血症是製造血紅素的基因異常，非性聯遺傳的
疾病 (B)腎上腺腦白質退化症(ALD)是長鏈脂肪酸代謝異常，非性聯遺傳的疾病 (C)血友病是血液凝血異
常，是性聯遺傳的疾病 (D)鐮刀形貧血症(sickle cell anemia)是血紅素結構異常，非性聯遺傳的疾病。 

(B)19. 每年衛生單位安排施打流感疫苗，此疫苗裡面主要是下列何種成分，可預防流感？ (A)血清 (B)抗原  
(C)抗體 (D)B 細胞。 

(D)20. 下列何者與人體抵抗病原或異物入侵的能力無關？ (A)血液中的巨噬細胞 (B)淋巴結 (C)發炎組織中的
T 細胞 (D)胰臟。 

(D)21. 下列有關生態系中能量傳遞之敘述，何者錯誤？ (A)生態系中能量的傳遞是單方向的，不能循環利用  
(B)在金字塔型之能量塔中，能量會隨著食物鏈在營養階層逐層遞減 (C)生態系中的能量是透過食物鏈在不
同生物間傳遞 (D)能量傳遞時可轉移至下一階層的能量為原先的 90%左右。 

(C)22. 下列有關族群密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A)估算族群密度時，需掌握單位空間與族群個體數 (B)族群個體
的出生率與遷入率提升、死亡率與遷出率下降時，會增加族群密度 (C)不同生物族群間的互動關係不會影
響其族群密度的變化 (D)調查不同時間之某地區的族群密度變化，可推測該族群的消長狀況。 

(A)23. 下列有關人類胚胎發生與分娩之敘述，何者正確？ (A)分娩時，母體先生出胎兒再排出胎盤 (B)正常分娩
時，胎兒由腳先產出 (C)胚胎發育的第四週形成心臟，至第八週後心臟才開始搏動 (D)母體的血管在胎盤
內與胎兒血管直接相連，以供應胎兒養分。 

(C)24. 下列有關人體恆定性維持之敘述，何者錯誤？ (A)胰臟中的胰島分泌胰島素，可維持血糖恆定 (B)皮膚排
汗，可調節體溫 (C)橋腦的神經傳導，可維持心跳速率的恆定 (D)腎臟可藉排尿方式來維持體內水分與酸
鹼值的恆定。 

(C)25. 下列何者不是植物的無性生殖？ (A)落地生根的葉缺刻可以長出幼苗 (B)草莓的走莖可用來繁殖幼苗  
(C)水稻可利用稻穀繁殖 (D)玫瑰可利用插枝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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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6. 下列有關生物技術與檢驗疾病之敘述，何者錯誤？ (A)可利用 B 細胞與骨髓瘤細胞融合來產生單株抗體 
(B)單株抗體可利用抗原和抗體結合的專一性來偵測特定疾病 (C)基因晶片可利用 DNA 核苷酸序列的特異
性來偵測病原 (D)基因晶片是將雙股 DNA 點製在晶片上作為探針。 

(A)27. 下列何者是筆筒樹與椰子樹所具有的共同特徵？ (A)皆有維管束，可輸送水分和養分 (B)皆有根、莖、葉，
是單子葉植物 (C)皆有種子 (D)皆會開花並結果實。 

(B)28. 吃豬肉絲炒飯配一盤深綠色青菜炒豬肝，有關人體消化吸收之敘述，何者正確？ (A)青菜的纖維素會藉由
大腸吸收水分時，一起吸收進入微血管 (B)豬肝含有的維生素 A、K，會由小腸絨毛內的乳糜管吸收  
(C)豬肉絲由胃酸與胃蛋白酶作用後，會完全分解成胺基酸 (D)米飯在口腔咀嚼時，會由鹼性唾液內之澱粉
酶分解成雙醣。 

(A)29. 下列有關細胞中化學反應之敘述，何者錯誤？ (A)酶具催化作用，可升高活化能並加速化學反應的進行  
(B)細胞進行葡萄糖的氧化作用時，會釋放能量提供細胞生理活動之需 (C)細胞可利用胺基酸與脂肪酸來進
行細胞呼吸作用以獲取能量 (D)無氧狀態下，酵母菌可藉由發酵作用來獲取能量。 

(A)30. 下列有關生物技術應用之敘述，何者正確？ (A)轉殖抗除草劑的基因至農作物可產生耐除草劑的作物  
(B)細胞融合技術是取正常基因轉殖入患者的血球細胞，以修正基因缺陷 (C)比對粒線體 DNA 可鑑定父親
和兒子的親子關係 (D)基因治療主要是利用基因工程生產的藥物來治療疾病。 

(D)31. 下列有關病原體之敘述，何者錯誤？ (A)足癬(香港腳)是由真菌所引起 (B)病媒蚊傳播之登革熱，是由病
毒所引起 (C)幽門螺旋桿菌會引起人類的胃潰瘍，是一種細菌 (D)蚊子傳播瘧原蟲引起瘧疾，瘧原蟲是微
小的寄生性昆蟲。 

(B)32. 下列有關人類細胞形態與功能之敘述，何者錯誤？ (A)小腸絨毛上之細胞表面具有微絨毛，可增加吸收的
功能 (B)微血管管壁是由多層扁平細胞構成，可進行血液與組織間物質的交換 (C)氣管內襯之皮膜細胞具
有纖毛，可擺動以推送物質 (D)肺泡是由單層扁平皮膜細胞構成，可進行氣體的交換。 

(D)33. 下列有關生物技術在生物醫學上應用之敘述，何者正確？ (A)DNA 指紋是利用單株抗體特性來鑑定親子關
係 (B)複製羊桃莉是利用骨髓細胞與乳腺細胞融合培養而成 (C)試管嬰兒是分離出精子 DNA 後，再轉殖
入卵子中培養而成 (D)轉殖人類胰島素基因到細菌內，可大量生產胰島素。 

(A)34. 下列有關雙子葉植物根之敘述，何者正確？ (A)根部皮層是由薄壁細胞構成 (B)根成熟部橫切面的韌皮部
呈十字排列 (C)胡蘿蔔是鬚根系植物 (D)根的周鞘向外突出形成根毛。 

(A)35. 下列有關人類 ABO 血型之敘述，何者正確？ (A)控制 ABO 血型的對偶基因有三種 (B)A 型父親和 B 型母
親不會生出 O 型小孩 (C)AB 型的人可捐全血給 A 型和 B 型的人 (D)A 型和 B 型的紅血球不能輸給 AB 型
的人。 

(C)36. 下列有關人類紅綠色盲之敘述，何者正確？ (A)女性罹患色盲的機率比男性高 (B)色盲父親和正常母親所
生的兒子一定是色盲 (C)色盲母親和正常父親所生的兒子一定是色盲 (D)色盲父親和正常母親所生的女
兒一定是色盲。 

(B)37. 下列何者是阻止受精卵著床的避孕方式？ (A)服用口服避孕藥 (B)裝置子宮內避孕器 (C)使用保險套 
(D)裝置子宮頸帽。 

(D)38. 下列有關男性精子從生成到射出陰莖之順序，何者正確？ (A)睪丸→儲精囊→輸精管→尿道 (B)副睪→儲
精囊→輸尿管→尿道 (C)副睪→輸精管→輸尿管→尿道 (D)睪丸→副睪→輸精管→尿道。 

(C)39. 下列何者是人體的隨意肌？ (A)動脈血管壁的肌肉 (B)腸道的肌肉 (C)手指頭的肌肉 (D)心臟收縮的肌
肉。 

(C)40. 下列有關人體淋巴系統之敘述，何者正確？ (A)淋巴管為獨立管道，不會與血管相連 (B)白血球具吞噬作
用，是淋巴球的一種 (C)淋巴管內具有瓣膜，可引導淋巴液的流向 (D)平滑肌的收縮是淋巴循環的主要驅
動力。 

(A)41. 下列何者是身體患部發生發炎反應、排除異物入侵的主要目的？ (A)匯集大量的吞噬細胞 (B)誘導組織胺
的生成 (C)運送大量的 B 細胞 (D)使血液容易凝集。 

(B)42. 下列有關膽汁之敘述，何者正確？ (A)在膽囊合成與貯存，釋出至小腸內分解脂肪成脂肪酸與甘油 (B)由
肝臟合成，在膽囊貯存，釋出至小腸內進行脂肪的乳化作用 (C)由膽囊合成，貯存於肝臟，釋出至小腸內
分解脂肪成脂肪酸與甘油 (D)由肝臟合成，在膽囊內進行脂肪的乳化後，再釋出至小腸分解脂肪。 

(B)43. 下列有關人體尿液形成之敘述，何者正確？ (A)血漿蛋白質會過濾到鮑氏囊內，由腎小管再吸收回微血管 
(B)大部分尿素會過濾到鮑氏囊內，隨著尿液的形成而排出體外 (C)大部分胺基酸不會過濾至鮑氏囊內，少
量被過濾的則由腎小管再吸收回微血管 (D)鈉、鉀離子經過濾後會由腎小管完全再吸收，故不存在於尿液
中。 

(A)44. 下列有關人體神經系統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下視丘位於間腦，可維持體溫的恆定 (B)由脊髓發出的脊
神經有 31 條 (C)脊髓與小腦直接相連，負責反射作用 (D)脊髓橫切面的內部為白質，外圍為灰質。 

(D)45. 下列何種激素可調節身體細胞的新陳代謝、生長及發育？ (A)抗利尿激素 (B)動情素 (C)胰島素 (D)甲
狀腺素。 

(A)46. 下列有關被子植物維管束之敘述，何者正確？ (A)篩管細胞之篩板上有篩孔，可運輸養分 (B)伴細胞的主
要功能是協助水分的運輸 (C)篩管的細胞壁很厚，主要功能是支持作用 (D)假導管無壁孔，細胞上下相連
處的細胞壁消失。 

(D)47. 下列有關生物物種之敘述，何者正確？ (A)林奈提出二名法，將物種以科名和種名來命名 (B)同一物種是
指可以交配並產生後代之生物 (C)族群間之交配生殖增加，會演化成新的物種 (D)族群間之生殖隔離，有
利於演化為不同的物種。 

(B)48. 下列有關細胞減數分裂之敘述，何者正確？ (A)染色體複製發生在第一次減數分裂(meiosis I)的前期  
(B)同源染色體分離時，非同源染色體會自由組合至同個配子中，使配子有不同的染色體組合 (C)在第二次
減數分裂(meiosisⅡ)前期，同源染色體互相配對並發生互換遺傳物質 (D)完成減數分裂後，子細胞的染色體
有一半來自父親，一半來自母親。 

(C)49. 下列有關葉綠體與粒線體之敘述，何者錯誤？ (A)二者皆具有雙層膜構造 (B)二者皆為含有 DNA 的胞器 
(C)葉綠體內膜形成類囊體，是光合作用中進行暗(碳)反應的場所 (D)粒線體內膜凹陷形成皺摺，是進行細
胞呼吸作用的場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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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 下列何種因素會使運動時呼吸加快加深？ (A)血液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刺激延腦呼吸中樞 (B)體內氧量
上升，刺激延腦呼吸中樞 (C)血液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刺激下視丘呼吸調節中樞 (D)體內氧量下降，刺
激下視丘呼吸調節中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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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選擇題(60 分) 
一、綜合測驗：下面三篇短文共有 15 題，每篇各有 5 題，為第 1－15 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請依短文文意，選

出一個最適合該空格的答案。 
▲閱讀下文，回答第 1－5 題 
  It is interesting to learn about how astronauts are chosen to go to the moon. Some astronauts are  1.  air pilots who 
enjoy flying in the sky. Many of them are scientists with more than one degree. They are usually chosen  2.  their 
twenties and thirties. The physical condition of pilots cannot be emphasized more in this  3. . Only those in very good 
health and physical condition are chosen. While being trained to be astronauts, they have to  4.  many courses to gain 
knowledge about the moon. For example, they have to study science of rocks. This is necessary because astronauts will have 
to look for rocks on the moon. Among all the rocks they have found, they will have to study specific patterns of rocks that 
would help them  5.  the age of the moon. Tha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issions for astronauts.  
(B) 1. (A)enclosed (B)experienced (C)expired (D)evacuated  
(C) 2. (A)at (B)for (C)in (D)on  
(C) 3. (A)admission (B)confession (C)profession (D)recession  
(A) 4. (A)take (B)make (C)run (D)work  
(B) 5. (A)talk (B)tell (C)say (D)speak 
▲閱讀下文，回答第 6－10 題 
  Milk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perfect food." It has nine  6.  vitamins and minerals, including a powerful dose of 
calcium. Milk also has lots of protein, which children need to grow big and strong. That's  7.  it's been a part of the 
government-backed American school lunch program for some 60 years. China saw the results and has been working with 
American dairy industry to help Chinese children grow healthy and strong with milk. The same nutrients can be  8.  in 
other foods, but not in such a simple and delicious package as milk. Its terrific flavor is another reason to consume milk. 
There's  9.  like the taste and texture of a cold glass of this wonderful beverage. How boring life would be without 
savory cheese, creamy yogurt, and ice cream, which are all made from milk. While dairy product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a 
balanced diet, we should not overdo them. Problems arise when we consume too much of anything. So, enjoy these products 
in  10. . That's the healthy way to a better life. 
(A) 6. (A)essential (B)financial (C)official (D)superficial  
(D) 7. (A)how (B)what (C)when (D)why  
(C) 8. (A)find (B)finding (C)found (D)founded  
(B) 9. (A)anything (B)nothing (C)everything (D)something  
(B)10. (A)contribution (B)moderation (C)rejection (D)violation 
▲閱讀下文，回答第 11－15 題 
  In recent years, many companies have expanded globally.  11.  this globalization trend, more and more employees 
are working abroad in managerial positions or as part of a multicultural team. Although it is common nowadays for staff to 
work abroad to gain experience, many people have difficulty  12.  to a new culture. Statistically, the failure rate in US 
multinationals is  13.  to be as high as 30%. One of the examples concerns a German manager of IBM who took up a 
position as product manager in England. He found that at lunchtime, many members of staff went to the pub. He stopped 
them right away and said, "It is not good for efficiency. There is no way we would do that in Germany." The German 
manager's mistake was that he hadn't  14.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BM had a firm rule about drinking during working 
hours. But, he didn't understand that staff in other countries might be more flexible in applying the rule. When managers 
work in foreign countries, they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their employees.  15. , they may find 
that the techniques which worked at home are not effective in their new workplace. Hence, it becomes important for them to 
develop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place.  
(A)11. (A)Because of (B)Even though (C)In addition to (D)In spite of  
(C)12. (A)adapt (B)adapted (C)adapting (D)to adapt  
(D)13. (A)enlightened (B)enrolled (C)escorted (D)estimated  
(A)14. (A)anticipated (B)formatted (C)generated (D)vibrated  
(C)15. (A)Adversely (B)Contradictorily (C)Moreover (D)Nevertheless 
二、閱讀測驗：下面三篇短文共有 15 題，每篇各有 5 題，為第 16－30 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請閱讀短文後，選

出最適當的答案。 
▲閱讀下文，回答第 16－20 題 
  Whenever there is a war or natural disaster somewhere in the world, different socie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often show up to give aid. The movement began in 1859 when a Swiss businessman named 
Henry Dunant witnessed the Battle of Solferino in Italy. During this fight, nearly 40,000 people were killed or injured. 
Dunant was horrified by what he saw. Instead of conducting the business he had planned, he took it upon himself to aid 
wounded soldiers. 
  After this experience, Dunant wrote a book entitled A Memory of Solferino. He sent copies of this book to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in Europe. He also started up a relief organization for wounded soldiers, and urged countries to sign treaties 
regarding the care of wounded soldiers. Along with this, he wanted medics on the battlefield and field hospitals to be 
considered 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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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order for opposing sides to identify medics during battles, the international sign of a red cross on a white background 
would be used. By 1863,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was formed, and medics first used the white and red 
armbands during a battle in Denmark. In 1868, the first Red Crescent was formed in Turkey, and medics used this symbol in 
a battle during the Ottoman-Russian War. Today, the Red Cross and the Red Crescent are known worldwide.  
(C)1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uld be the best title for this article? 

(A)Religious Symbols: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B)Historical Leaders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C)The Origin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D)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at the Battle of Solferino  

(C)17. Who were the recipients of Dunant's book? 
(A)Wounded soldiers  (B)Medics on the battlefield 
(C)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D)International committee members  

(D)18. Which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the word neutral in the passage? 
(A)Able to fight (B)Normally afraid (C)Having strong opinions (D)Not choosing either side  

(A)19. Why were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ymbols worn in battle? 
(A)Opposing sides could identify medics. 
(B)Henry Dunant could conduct his business. 
(C)People would know there was a natural disaster. 
(D)People would know what religion the wearers practiced.  

(D)20. When was the first Red Crescent formed? 
(A)In 1840 (B)In 1859 (C)In 1863 (D)In 1868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5 題 
  Almost 5,000 years ago, Egypt became a powerful nation in the ancient world.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leaders called 
pharaohs ruled this country. Pharaohs were treated like gods. People believed that pharaohs could control the weather and 
how the crops grew. Pharaohs built enormous tombs, or pyramids, which were as big as palaces. To build a pyramid, 
thousands of workers spent years of cutting, dragging, and stacking huge blocks of stone. Pharaohs believed they could take 
precious objects with them to another life after they died. 
  The ancient Egyptians lived along the great Nile River. They depended on its water for drinking, washing, and growing 
crops. The river was their main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It was also the home of fish and many other animals, such as the 
hippopotamu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Nile grew a reed called papyrus. The Egyptians used it to make boats, fishing nets, 
paper, and many other things. 
  All ancient Egyptians were a part of a social class. Most people were peasants. They grew crops, such as figs, dates, and 
pomegranates. They also worked on buildings, such as temples. Except for slaves, peasants belonged to the lowest class. 
Ranked above them were craftsmen. Higher up were scribes. Because they could read and write, scribes often had a lot of 
power. In the highest class were people who ran the government and temples, or who were in charge of different regions of 
Egypt. Not surprisingly, many of these were members of the pharaoh's family. 
  The ancient Egyptians were expert farmers. They had hoes for loosening the earth and plows for turning it over. Women 
were able to own property, but they did not have positions of power. They often did jobs, such as grinding grain, baking 
bread, and spinning flax.  
(D)21.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pharaohs is NOT true? 

(A)Pharaohs ruled Egypt more than 2000 years and were treated as gods. 
(B)Pharaohs built huge tombs, or pyramids, which were as big as palaces. 
(C)Pharaohs could control how the weather was like and how the crops grew. 
(D)Pharaohs believed that they could bring nothing with them after they died.  

(B)2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as NOT the role of great Nile River for the ancient Egyptians? 
(A)The ancient Egyptians had their homes along the river. 
(B)The ancient Egyptians used it for military training purposes. 
(C)The ancient Egyptians counted on it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D)The ancient Egyptians depended on its water for drinking, and growing crops.  

(D)23. Which is the correct order (from low to high) of the social class in ancient Egypt? 
(A)Slaves, scribes, peasants, craftsmen, pharaohs (B)Craftsmen, peasants, slaves, scribes, pharaohs 
(C)Peasants, slaves, craftsmen, scribes, pharaohs (D)Slaves, peasants, craftsmen, scribes, pharaohs  

(A)24. Which statement is a correct description about the scribes in ancient Egypt? 
(A)They were literate people. (B)They did not have any power. 
(C)They grew crops and built temples. (D)They ran the government and temples.  

(A)25. Which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A)The Egyptian peasants were good at farming and building. 
(B)The Egyptian women could not have their own belongings. 
(C)The Egyptians used papyrus to make different things except boats. 
(D)The Egyptian men were in charge of grinding, baking, and spinning. 

▲閱讀下文，回答第 26－30 題 
  Before babies learn to talk and have no idea of dance, they express happiness through simple rhythmic movements or 
what we later recognize as simple dances. However, humans are not the only species that can dance. There are birds that 
actually have group dances: circling, bowing,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in unison. Some species could learn rhythm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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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s! For example, bees flirt with dance as part of their mating rituals. 
  Nevertheless, it is only human beings that have adapted dance to therapeutic purposes. Dance as therapy has a long 
history. Primitive peoples first danced instinctively and, after a while, found that repeated rhythmic movements produced a 
good feeling. Associations were formed between dance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mind and emotions. This was the birth 
of dance therapy. 
  Dance has always seemed to have a magic healing power. It was used for a wide variety of purposes and on different 
occasions: religious ceremonies, war dances, hunting dances, rain dances, planting and harvesting dances, marriage and 
funeral dances. Sadly, today many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 have lost many original functions of dance. Purposeful 
dances have been replaced, for example, with rave dancing which involves shaking your body at a nightclub. Even so, in 
these cases, however, the ritualistic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dance can still be seen: the low lights, loud insistent rhythms, 
and group activity, often building up into a kind of mass hysteria or ecstasy. 
  But, the "primitive" use of dance as therapy has recently seen a huge revival. Never before has there been such interest 
in courses offering dance therapy. There are nearly two million websites for dance therapy on the Internet, and dance therapy 
groups around the world combine pleasure with health and well-being. Dance therapy nowadays, in fact, is taken very 
seriously by both alternative and conventional medical practitioners. It would seem that the "dance of life" continues to move 
us all.  
(A)26. Which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A)Dance as a Therapy  (B)Dance on the Internet 
(C)Dance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D)Dancing Animals and Insects  

(B)27. What might be the reason for the birth of dance therapy? 
(A)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birds that actually had group dances. 
(B)Primitive peoples found that repeated rhythmic movements created a positive feeling. 
(C)Conventional medical practitioners were asked to offer courses on therapeutic purposes. 
(D)Some industrial societies have lost many of the functions connected to these older dances.  

(C)28.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statement about dancing at the nightclub is NOT true? 
(A)It involves group activity. (B)It has the ritualistic effect. 
(C)It lacks the therapeutic effect. (D)It fosters a state of pleasurable emotion.  

(B)2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bout dance therapy is true? 
(A)Dance therapy is one form of flirting. 
(B)Dance therapy is something only human beings do. 
(C)Medical practitioners do not take dance therapy seriously. 
(D)Dance therapy was first performed by animals and insects.  

(A)30. Why did the author of the passage mention different occasions for dancing, such as religious ceremonies, marriages 
and funerals? 
(A)To describe a healing power of dancing 
(B)To illustrate dancing as part of mating rituals  
(C)To imply alternative doctors' preferences for dancing 
(D)To avoid expressing emotions through rhythmic movements 

第二部分：非選擇題(40 分) 
一、翻譯測驗(第 1－4 題，每題 4 分，共 16 分) 
(一)中譯英(8 分) 

說明：請將以下短文中劃底線處之中文句子譯成正確、通順、達意的英文，並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請依序作

答。每題 4 分，共 8 分。 

  當土壤不再被樹籬保護並且很容易被強風吹走時，就會造成土壤侵蝕(soil erosion)。(1)(As…)隨著世界人口持續
增加，各國正以不同的速度失去土壤。(2)土壤侵蝕通常發生得如此緩慢，以至於需要數十年才會變成問題。25 年的
時間，土壤流失會是 25 毫米，但大自然需要大約 500 年的時間生成土地彌補回來。 
參考解答：(1)As world population is increasingly constantly, different speed of soil loss happens in every country.  

(2)Because soil erosion occurs slowly, it takes decades to become a serious problem.   
(二)英譯中(8 分) 

說明：請將以下短文中劃底線處之英文句子譯成正確、通順、達意的中文，並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請依序作

答。每題 4 分，共 8 分。 

  Most people are curious about what scientists do for their jobs. (3)You may picture them looking through 
microscopes or doing experiments in white coats in a laboratory. Scientists often have a reputation for being intelligent, 
but not necessarily brave. (4)The nature of science is to solve problems, explore mysteries, and investigate the world 
around us. As a result, they often put themselves at risks. 
參考解答：(3)你可以想像他們在實驗室中身穿白色外套仔細看著顯微鏡或做實驗。 

(4)科學的本質是解決問題、探索秘密和調查我們周遭的世界。 
二、寫作測驗(24 分) 
說明：請依提示在「答案卷」上寫一封約 120 字(8 至 12 個句子，不含日期、收信人、寄信人)的英文信函。 
提示：(1)寒假期間 Helen 和家人出外旅遊，並在一家飯店投宿，他們對飯店的設施、服務及早餐不甚滿意。 
   (2)請你以 Helen 的身份，擬一封信給飯店經理，指出不滿意之處，建議飯店可以改善的方法，並提出你希望

的補償。 
   (3)依下列格式寫出信件，並將寫信的日期、收信人、寄信人謄寫至答案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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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4, 2019 
Dear Manager,  
      
      
      
      
      
      
      
      
      
      
      
      
 
 
Sincerely,  
Helen 
 
【寫作技巧指導】 
一、依題目指出，這是一封抱怨信，因此必須將題目所要求的設施、服務與早餐等抱怨寫入。 
二、不要忘記用"過去式"來書寫對於此飯店的抱怨。時態錯誤，分數會很低。 
三、寫作文需要變換主詞，不可以一直用同一種主詞，比如說全部都是代名詞，如此一來分數會很低。 
四、寫完後自己唸看看通不通順，好不好唸，如此一來才能獲得高分。 
五、拼字一定要正確，不正確的拼字，分數會被扣很多。 
六、書寫字體一定要端正，標點符號一定要正確，才不會被扣分。 
【參考範例】 
May 4, 2019 
Dear Manager, 
     During this winter break, my family and I took a vacation and stayed at your hotel for three days. Indeed, we 
were dissatisfied. Though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complain, I still think it necessary to write this letter of complaint 
as a way to express my anger. 
     First of all, we surfed the internet and found that your hotel provided excellent food and clean rooms. However, 
as soon as we opened our room, all of us were surprised and disappointed. The room, the bathroom floor, and the beds 
were old and dirty. There was used paper inside the trash can. We called the room service and got the reply that we had 
to wait for half an hour.        
     Besides, when we woke up and had breakfast downstairs, it made us angry that we had to line up waiting for our 
turn to enjoy our first meal. We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could give us a satisfactory reply and tell us how to make up 
for our dissatisfaction. 
 
Sincerely,  
H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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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關於餐旅業從業人員必備的三種基本工作能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科技性能力：為現代餐旅業所
需的技能，是所有從業人員須具備的最基本能力 (B)生理性能力：為對環境的察覺能力，特別是對客訴的
溝通協調能力 (C)技術性能力：是指情緒管理的能力，可透過學校課堂訓練的能力 (D)功能性能力：是指
餐旅從業人員觀察細微，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 

(C) 2. 某餐飲服務人員為客人介紹各國特色食材與著名菜色，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法國著名菜色包含 Coq au 
Vin、French Onion Soup (B)英國著名菜色包含 Fish & Chips、Yorkshire Pudding (C)義大利著名菜色包含
Borscht、Parma ham & melon(Prosciutto & melon) (D)西班牙著名菜色包含 Gazpacho、Tapas。 

(A) 3. 關於廚房區域的規劃，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準清潔區包含調理區、包裝區 (B)一般作業區包含行政
區、休息室 (C)汙染區包含洗滌區、驗收區 (D)清潔區包含出菜區、配膳區。 

(A) 4. 民宿(Bed & Breakfast)最早起源於下列哪一個國家？ (A)英國 (B)臺灣 (C)法國 (D)美國。 
(D) 5. 旅館客人因天雨淋濕了一身，某服務人員隨即遞上毛巾給客人擦拭；又見餐廳客人用餐時，似乎咳嗽不停，

該服務人員馬上將溫開水遞給客人。以上兩種情境，說明該餐旅從業人員具備了哪些內在條件？甲：抗壓力；
乙：同理心；丙：團隊合作；丁：主動熱忱 (A)甲、乙 (B)甲、丙 (C)丙、丁 (D)乙、丁。 

(A) 6. 關於西方餐飲業的發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甲：1876 年亨利．哈維(Henry Harvey)首創 Harvey House 連鎖
餐廳，為連鎖餐飲業經營的始祖；乙：1900 年約翰．克魯格(John Kruger)首創自助式的自助餐廳(Buffet)，提
供消費者更多菜餚的選擇；丙：1902 年 Horn and Hardar 在紐約開設投幣式販賣機餐廳(vending machine 
restaurant)；丁：1926 年費南德．波伊特(Fernand Point)建立吃完一道再上一道的服務方式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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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關於廚房的設計，下列何者錯誤？ (A)廚房的「工作三角形」通常是指水槽、冰箱與工作檯，三者的距離
總和越短越好，以節省工作時間與精力 (B)廚房的光線設計，以安全為重要考量，工作檯面應以 200 米燭
光以上之光度為佳 (C)廚房的排水溝，宜明溝加蓋，寬度 20 公分以上，以避免發生危險及方便清潔  
(D)為了不讓客人聞到烹調氣味，同時防止病媒蚊或蟲害入侵，廚房應保持負壓(低壓)。 

(A) 8. 關於餐廳中的倉儲管理須注意的事項，下列何者正確？甲：乾貨倉庫的相對濕度，以 50%〜60%之間為佳；
乙：冷凍櫃或冷藏櫃內的物品，至少須保留 40%的空間，以利冷氣循環；丙：倉庫存放物架高度不可超過
100 公分，且材質最好以輕便鋁製的材質為佳；丁：冷凍、冷藏倉庫存放原則，上層應放置氣味較重的食材，
越下層則放置氣味較清淡的食材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B) 9. 關於食物中毒的類型及說明，下列何者正確？甲：金黃色葡萄球菌耐高溫，屬於毒素型的細菌性食物中毒，
手部有傷口化膿者，不可進行食物調理工作；乙：腸炎弧菌屬厭鹽性及極耐熱的細菌，避免生食或加熱至
100℃，充分煮熟可避免感染；丙：沙門氏菌因不耐熱，多存於動物排泄物，透過加熱至 60℃以上持續 20
分鐘即可滅菌；丁：天然動植物性食物中毒中，貝類中毒屬於中樞神經毒；發芽馬鈴薯屬於麻痺性中毒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C)10. 關於餐飲人員編制與職掌，下列何者不屬於餐廳外場人員？ (A)Premier Maître d'hôtel (B)Chef de Rang 
(C)Chef de Cuisine (D)Receptionist。 

(D)11. 依民國 107 年 10 月 19 日修正之「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關於網路旅行社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網
站首頁應載明公司名稱、種類、地址、服務標章，以及代表人姓名；乙：網站首頁應載明經營之業務項目，
以及付款流程、進度與規定；丙：接受旅客線上訂購交易者，應將「旅遊契約」登載於網站；丁：當收取價
金後，應將「代收轉付收據」憑證交付旅客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C)12. 關於西餐廚房工作人員編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負責製作蔬菜類餐點的廚師為 Entremetier (B)負
責製作點心的廚師為 Pâtissier (C)負責切割各種肉類的廚師為 Garde Manger (D)負責燒烤的廚師為
Rôtisseur。 

(D)13. 依民國 107 年 2 月 1 日修訂之「導遊人員管理規則」，以及 105 年 8 月 26 日修訂之「領隊人員管理規則」，
關於導遊與領隊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甲：外語領隊免口試，華語導遊免口試；乙：已具備外語領隊資格
者，再報考他種外語領隊及格者，職前訓練得以減半；丙：已具備華語領隊資格者，再報考外語領隊及格者，
得以免職前訓練；丁：導遊連續三年未執業，應依規定重新參加訓練結業，領取或換領執業證後，始得執行
導遊業務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D)14. 關於餐旅從業人員應有的條件，下列何者錯誤？ (A)餐旅專業知能亦包含對顧客的管理能力 (B)必須具備
良好情緒管理及主動溝通能力 (C)必須具備良好服裝儀容與態度，及自我形象管理 (D)嚴守標準作業流
程，並對偶發事件進行無差異服務。 

(A)15. 關於各菜系著名菜色，下列何者錯誤？ (A)北平菜著名菜色包含京醬肉絲、叫化雞 (B)廣東菜著名菜色包
含東江鹽焗雞、京都排骨 (C)湖南菜著名菜色包含蒜苗臘肉、東安子雞 (D)江浙菜著名菜色包含東坡肉、
龍井蝦仁。 

(B)16. 某甲未曾經營過旅行業，於民國 107 年 11 月 10 日新設立甲種旅行社於臺北市，並同時於新北市、新竹市、
桃園市各設一分公司，依民國 107 年 10 月 19 日修正之「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關於某甲應繳納的金額，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甲：保證金應繳納新臺幣 210 萬元；乙：履約保證保險金投保金額為新臺幣 3200 萬元；
丙：品保基金中的聯合基金應為 24 萬元；丁：資本額應繳納新臺幣 1800 萬元 (A)甲、丁 (B)乙、丙  
(C)丙、丁 (D)甲、乙。 

(C)17. 餐飲部門中，主要負責各種訂席、會議、酒會、聚會、展覽等業務，及會場佈置與服務的部門為下列何者？ 
(A)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B)steward department (C)banquet department (D)purchasing department。 

(B)18. 關於中餐廚房工作人員的職掌，下列何者正確？ (A)負責肉類處理、切菜及配菜工作的職掌稱為白案師傅 
(B)負責魚貝、家禽類處理工作的職掌稱為水檯師傅 (C)負責依不同菜餚做適當擺盤與裝飾工作的職掌稱為
墩子師傅 (D)負責中式麵食、點心及甜點工作的職掌稱為紅案師傅。 

(C)19. 依民國 107 年 10 月 19 日修正之「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旅行業經理人應具備之資格，下列何者正確？甲：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曾任領隊、導遊 6 年以上者；乙：普通考試及格者，曾任旅行業代表人 4 年以上者；丙：
大專以上學校觀光系畢業者，曾任領隊、導遊 5 年以上者；丁：高等考試及格者，曾任陸海空客運業務單位
主管 2 年以上者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B)20. 某西餐廳辦理美食饗宴活動，邀請國外主廚進駐廚房製作餐點，欲製作的菜餚包含法式奶油煎魚菲力、奶油
橄欖型馬鈴薯、煎去骨雞腿，請問廚房中應為該主廚準備的適當刀具有哪些？ (A)serrated knife、fillet knife、
butcher knife (B)boning knife、fillet knife、tournée knife (C)slicing knife、tournée knife、zester (D)wheel 
knife、boning knife、serrated knife。 

(B)21. 下列哪一類型的旅館客房中，通常有廚房的設置？ (A)casino hotel (B)residential hotel (C)boutique hotel 
(D)airport hotel。 

(C)22. 下列哪一選項不屬於國際觀光旅館房務部的服務？ (A)babysitter service (B)florist (C)room service 
(D)turn-down service。 

(A)23. 關於我國旅行業的沿革與發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民國 68 年開放國人以「觀光旅遊名義」申請出
國 (B)民國 76 年成立「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C)民國 78 年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旅遊 (D)民國
87 年政府實施週休二日。 

(D)24. 某公司舉辦員工旅遊，預計有三條路線遊程，A：花蓮臺東團；B：美國東部團；C：香港澳門團，該公司想
請旅行業幫忙規劃遊程。依據「旅行業管理規則」規定，下列之敘述何者正確？ (A)A、B 團可以找甲種旅
行社，C 團可以找乙種旅行社辦理 (B)A、C 團可以找甲種旅行社，B 團可以找乙種旅行社辦理 (C)A、C
團可以找乙種旅行社，B 團可以找綜合旅行社辦理 (D)B、C 團可以找甲種旅行社，A 團可以找乙種旅行社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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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5.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將全球區分為三大飛航區域(TC1、TC2、TC3)，以下城市代碼的排列順序，何者是
按 TC1→TC2→TC3？ (A)NYC→OSA→VIE (B)BER→BNE→SEA (C)ANC→MIL→SGN (D)CBR→
YVR→TPE。 

(B)26. 關於價格策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discriminatory pricing 是指採吉祥數字訂價法：訂價方式在價格
中呈現吉祥數字 (B)odd pricing 是指採畸零訂價法：訂價方式以畸零數字結尾 (C)penetration pricing 是指
採高價策略訂價法：訂價策略以高價方式謀取利潤 (D)skimming pricing 是指採低價策略訂價法：訂價策略
以低價薄利多銷方式擴大市場。 

(A)27. 旅行社推出了豪華旅遊團，針對出國旅遊就是要住最高級、吃高檔餐廳的消費市場以符合消費者的生活型
態、價值觀、個性等，這是使用下列哪一種市場區隔變數？ (A)心理變數 (B)人口統計變數 (C)地理變數 
(D)行為變數。 

(B)28. 關於臺灣旅館業未來發展趨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在環保趨勢下，部分旅館減少一次性的拋棄式
盥洗用具 (B)平價旅館興起後，國際連鎖化旅館將會減少 (C)為滿足消費者多樣化需求，民宿日漸流行 
(D)增加同業或異業結盟合作，創造互惠效益。 

(B)29.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頒布的「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交通運輸工具上之餐飲承包服務，屬於下列何類？  
(A)餐館業 (B)其他餐飲業 (C)餐飲攤販業 (D)流動餐廳業。 

(B)30. 一對夫妻帶著一個已滿 12 歲和一對滿週歲的雙胞胎小孩出國，這家人購買機票時，符合規定之最經濟選項，
下列何者正確？ (A)3 張全票、1 張兒童票、1 張嬰兒票 (B)3 張全票、0 張兒童票、2 張嬰兒票 (C)2 張
全票、2 張兒童票、1 張嬰兒票 (D)2 張全票、1 張兒童票、2 張嬰兒票。 

(B)31. 關於餐旅組織工作設計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job description 包含工作的內容、特質、職掌及作業方
法 (B)delegation 是指單位組織中統一指揮的幅度 (C)span of control 是單位中主管有效管轄的部屬人數 
(D)job assignment 是指將每一位員工依工作條件分配適當工作。 

(A)32. 針對餐旅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餐旅產業的發展，大多能對經濟、社會、文化
等帶來正面效益，極少負面影響 (B)可提高就業機會、增加政府稅收、加速經濟建設，並帶動相關產業的
發展 (C)因屬勞力密集性產業能提供大量工作機會，造成勞力供需與工作型態的改變 (D)文化發展層面促
使政府保護稀有文化資產，增加觀光客與當地文化的交流。 

(A)33. 關於以下西方餐飲業重要的發展歷史，從古代排到近代的順序，下列何者正確？甲：十字軍東征的影響，造
成東西方飲食文化與香料之交流；乙：法國蒙布朗傑(Monsieur Boulanger)因在餐廳中供應湯品，Restaurant
始成為餐廳代名詞；丙：回教徒朝聖路線經由中東地區，因而將咖啡傳入歐洲；丁：古羅馬時期歐洲人為招
待投宿客棧(inn)的旅客，因而出現公共餐飲場所 (A)丁→甲→丙→乙 (B)丁→乙→丙→甲 (C)丁→甲→乙
→丙 (D)丁→乙→甲→丙。 

(D)34. 針對臺灣餐飲業發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小吃是臺灣餐飲業的特色之一，初期以各地市集廟宇的
小吃為主 (B)臺灣菜的雛形，源於北投的酒家菜，當時為豪奢官菜的象徵 (C)民國 60 至 70 年代臺灣經濟
起飛，國際連鎖餐飲業陸續進駐，本土速食餐廳亦盛行 (D)臺灣菜起源最早來自於北平菜系，以講究清、
淡、鮮、醇等口味為主要特色。 

(B)35. 關於 Standard Recipe 的內容，下列何者可不需列出？ (A)產品類別及名稱 (B)廢料處理方式 (C)製備步驟 
(D)每份份量。 

(B)36. 針對餐飲業以顧客為導向的 QSCV 經營理念，分別是指下列哪四個要項？ (A)Quantity、Surprise、
Cleanliness、Value (B)Quality、Service、Cleanliness、Value (C)Quick、Service、Clever、Victory (D)Quantity、
Service、Cleanliness、Victory。 

(D)37. 在旅館組織中，負責為顧客訂房、提行李、辦理各項住宿、外幣兌換、解說各項設施與提供相關訊息的單位，
通常為下列何者？ (A)安全室 (B)房務部 (C)行銷業務部 (D)客務部。 

(C)38. 傳統的行銷以「4P」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促銷(Promotion)為主，根據學者 Alastair Morrison
所提服務業行銷中，可再加入 4P 延伸成「8P」的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此再加入的 4P 為下列何者？ 
(A)participate、package、passion、practice (B)people、pleasure、programming、passion (C)people、package、
programming、partnership (D)practice、progress、partnership、pleasure。 

(A)39. 關於現今旅館業的發展與經營管理趨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旅館的連鎖加盟和管理契約逐漸減少 
(B)旅館分類因素包含地點及服務類型、價格 (C)交通便利改變旅遊業與旅館事業的發展 (D)更加重視各項
軟硬體設施與服務的品質。 

(A)40. 某旅館有 220 間客房，於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住房率 60%、平均房價 3150 元，該日未售出房間數，以及客
房總營收各為多少？ (A)88 間空房未售出、該日客房總營收為 415800 元 (B)132 間空房未售出、該日客
房總營收為 415800 元 (C)88 間空房未售出、該日客房總營收為 693000 元 (D)132 間空房未售出、該日客
房總營收為 693000 元。 

(C)41. 關於餐旅從業人員的服務守則，下列何者正確？ (A)為了建立良好衛生形象，應常在客人面前做例行清潔
工作 (B)因為好朋友來餐廳消費，可自行增加餐食份量及種類以答謝他的捧場 (C)不可依客人的性別、年
齡、種族、穿著而提供差異化的服務品質 (D)不可暗示或索討小費，但可接受客人私下饋贈，以免辜負客
人好意。 

(C)42. 某餐廳由服務人員提供帶位、點餐、餐食服務等項目，較屬於下列哪一種餐飲服務方式？ (A)counter service 
(B)self service (C)table service (D)takeout service。 

(D)43. 關於美國波士頓崔蒙飯店(Boston's Tremont House)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被稱為 The Adam and Eve of 
the Modern Hotel Industry (B)首創行李員服務 (C)提供浴廁設備 (D)房間加裝電子門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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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4. 某私人機構於民國 108 年 3 月期間，邀請阿根廷國籍之學者，來臺進行為期一週的無償學術演講，依相關規
定，應該為講者申請何種簽證？ (A)Courtesy Visa (B)Diplomatic Visa (C)Resident Visa (D)Visitor Visa。 

(B)45. 常見於地狹人稠的都會區，房間設計類似太空艙，並以提供價格親民的住宿空間為特色的膠囊旅館，最早起
源於下列哪一個國家？ (A)韓國 (B)日本 (C)英國 (D)臺灣。 

(C)46. 關於旅館各部門的工作職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客務部是旅客入住旅館後，接待服務客人的第一線
單位 (B)服務中心協助旅客行李運送，以及代客叫車服務 (C)公關部須負責員工招募、訓練及對外形象的
包裝 (D)工務部負責飯店內，各項硬體設施的維修及保養工作。 

(D)47. 截至民國 108 年 3 月止，諾富特(Novotel)旅館品牌，隸屬於下列哪一個國際連鎖旅館系統？ (A)凱悅集團
(Hyatt) (B)香格里拉集團(Shangri－La) (C)喜達屋集團(Starwood) (D)雅高集團(Accor)。 

(D)48. 小楊決定帶老婆到馬爾地夫的小島渡假村，以慶祝結婚週年紀念。為了好好享受渡假村中的設施，他們選擇
房租包含早、午、晚餐三餐的方案，是屬於下列何者？ (A)歐式計價(European Plan) (B)歐陸式計價
(Continental Plan) (C)百慕達式計價(Bermuda Plan) (D)美式計價(American Plan)。 

(C)49. 截至民國 108 年 3 月止，有關中華民國出入境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聯檢程序為 Customs、Immigration、
Quarantine (B)旅客檢疫是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執行 (C)攜帶美元現鈔二萬元入境時，可走綠線檯通關 
(D)攜帶人民幣現鈔二萬元入境時，可走綠線檯通關。 

(D)50. 某飯店在聖誕節當日，舉辦免費體驗手做薑餅屋，並邀請育幼院的小朋友來參與，此活動較符合下列哪一種
推廣策略？ (A)sales promotion (B)personal selling (C)direct marketing (D)public relations。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餐旅群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餐旅服務(第 1 至 33 題，每題 2 分，共 66 分) 
(B) 1. 關於菜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cycle menu 為循環菜單，適用於醫院、學校、軍隊等團膳；乙：California 

menu 為節慶菜單，常使用於較高級或高價位餐廳；丙：fixed menu 為變動式菜單，適用於顧客流動率低或
高價位餐廳；丁：seasonal menu 為季節性菜單，隨著食材產季或季節轉變而設計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B) 2. 下列品項何者原則上不適合放置於餐廳外場的 service station？甲：chafing dish；乙：condiments；丙：
toothpaste；丁：toothpick holder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C) 3. 關於口布摺疊的款式，下列何者最不適合直接放置於 show plate 之上？ (A)西裝 (B)法國摺 (C)花蝴蝶 
(D)星光燦爛。 

(B) 4. 關於西式餐具與器皿的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甲：continental breakfast 有擺設 dessert plate；乙：continental 
breakfast 左側擺設 B.B. plate；丙：Bouillabaisse 可附上 side plate 及 finger bowl；丁：Bouillabaisse 左側擺設
dinner fork，右側擺設 dinner knife 及 soup spoon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D) 5. 關於 silver service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菜餚在廚房完成分菜擺盤後，由服務人員端進餐廳直接上
桌的服務方式 (B)其優點是服務人員不需學會單手操持服務叉匙及擺盤的技巧，且適合翻桌率高的餐廳 
(C)菜餚在廚房備好後，由服務人員端進餐廳在服務車上為顧客提供分切或現場烹調服務 (D)廚師將烹製完
成之多人份菜餚盛裝於大銀盤，擺盤後由服務人員端進餐廳展示給顧客。 

(D) 6. 服務人員手持醬料盅，以 English service 方式提供牛排醬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顧客右側介紹醬料
內容，並請其自行取用 (B)左手持醬料匙，將醬料淋至菜餚上方或旁邊 (C)直接將醬料盅置於桌面上方，
依顧客個人喜好自行取用 (D)由顧客左側服務地帶切入，身體放低，將醬料向前展示。 

(D) 7. 關於中餐宴席服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進行全魚服務時，不可以切斷魚頭及魚尾；乙：以右手持圓
托盤由顧客右側進行骨盤更換；丙：由顧客左側將毛巾置於其左側的毛巾碟上；丁：顧客需以手接觸到菜餚
時，宜提供洗手盅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B) 8. 關於各類資源回收的處理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廢紙餐具如便當盒，不需用水略微清洗即可回收 
(B)寶特瓶宜先去除瓶蓋、吸管、倒空內容物，清洗瀝乾後回收 (C)塑膠光面的紙張、複寫紙、衛生紙及尿
布等皆可當廢紙類回收 (D)乾電池及鋰電池等廢電池因體積小，可以直接丟入垃圾桶清運掉。 

(D) 9. wine steward 原則上宜編制於下列哪一個單位？ (A)kitchen (B)reservation (C)steward department 
(D)western restaurant。 

(A)10. 下列何者為西式餐廳服務人員於用餐服勤時，所會使用到的品項？ (A)crumb scoop、pepper mill (B)finger 
bowl、table runner (C)glass cover、table cloth (D)water pitcher、top cloth。 

(C)11. 下列何者需以餐具取食，較合乎用餐禮儀？甲：bread；乙：boiled egg；丙：celery stick；丁：escargot；戊：
shrimp cocktail (A)甲、丁、戊 (B)乙、丙、丁 (C)乙、丁、戊 (D)丙、丁、戊。 

(A)12. 關於 tray stand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使用之前必須確定是否放穩 (B)可以承載高大且沉重的物品 
(C)只能以木頭材質製作，使用時打開會呈現交叉 X 型 (D)可用於運送餐具及烹煮菜餚，兼具桌邊服務的功
能。 

(C)13. 關於西餐餐具的擺設方式與規格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American breakfast 會擺設 soup plate (B)Soufflé
會附上 dessert knife 及 dessert fork (C)叉子長短的排列：carving fork＞dinner fork＞salad fork＞oyster fork 
(D)餐盤大小的排列：service plate＞dinner plate＞bread plate＞dessert plate。 

(D)14. 下列何種服務類型不需要在現場配置人力？ (A)butler service (B)catering service (C)institutional food 
service (D)vending machine service。 

(B)15. 下列哪一種杯子最適合用來堆疊香檳塔？ (A)champagne flute (B)champagne saucer (C)champagne tulip 
(D)champagne trumpet。 

(C)16. 餐廳結帳付款方式中，下列何者是 I.O.U.的敘述？ (A)餐廳經理用主管身份，以較優惠的價格或折扣款待親
友用餐 (B)員工因處理公務而延誤正常用餐時間，餐廳所提供的特定免費餐食 (C)顧客持有簽帳公司許可
證件在消費明細單上簽名，並請餐廳主管在帳單上簽名確認 (D)房客在飯店附屬的餐廳用餐後，出示房卡
在帳單上簽上房號與姓名，餐費會在退房時與住宿費一併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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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 關於食物中毒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過量食用非法食品添加物有引起食物中毒的疑慮 (B)食用發芽
的馬鈴薯有可能會引起過敏性食物中毒 (C)只要有一人因感染腸炎弧菌死亡，即可列為食物中毒事件  
(D)醫療院所應在 48 小時內將確診為食物中毒的病患通報衛生單位。 

(D)18. 關於國際觀光旅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commercial hotel 一般以長期租賃計價 (B)在我國的事業主
管機關是經濟部觀光局 (C)executive housekeeper 主要負責行政樓層清潔保養工作 (D)協助處理住客 lost & 
found 是 housekeeping floor captain 工作項目之一。 

(A)19. 下列何者原則上不會設置於觀光旅館客房房門上？甲：door bell；乙：door chain；丙：message light；丁：
peep hole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D)20. 關於旅館房務員作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在房客尚未進房，僅有行李置放且安全無虞情況下，可
開啟該房間導覽 (B)客房樓層走道屬於公共空間，如有顧客徘徊，只要其行為無異狀，不應過問 (C)連續
多日於同一樓層執勤時，為避免萬用鑰匙頻繁領取，可妥善保管並於休假前繳回 (D)在樓層遇緊急事件，
處理時宜以快步走替代奔跑，以免驚擾住客，並應儘速回報主管。 

(A)21.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際觀光旅館房務員的作業範圍？ (A)填寫 cancellation list (B)整理 housekeeping cart  
(C)領取 master key (D)參加 morning briefing。 

(A)22. 國際觀光旅館進行客房整理時，房務員不需準備下列哪種品項？ (A)mattress (B)pillow case (C)sheet 
(D)soap。 

(B)23. 關於國際觀光旅館加床服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不需鋪設 bed pad (B)不需鋪設 bed cover (C)需
準備兩張 foot mat (D)於 check in 當下提出需求者，不提供此項服務。 

(C)24. 國際觀光旅館所提供的服務中，下列何者原則上不收費？ (A)massage service (B)room service 
(C)shoeshine machine service (D)valet service。 

(C)25. 旅館客房木質傢俱美輪美奐，當此類型客房發生火災時，下列何種滅火方式較不適用？ (A)水 (B)泡沫  
(C)二氧化碳 (D)ABC 類乾粉。 

(C)26. 關於國際觀光旅館鋪設毛毯之加床作業流程，下列何者錯誤？ (A)保潔墊應正面朝上 (B)第一層床單應正
面朝上 (C)第二層床單應正面朝上 (D)第三層床單應正面朝上。 

(C)27. 關於國際觀光旅館開夜床的服務，下列何者錯誤？ (A)其目的為方便房客就寢 (B)須清理客房內的所有垃
圾 (C)若房客在房內，則不需要提供開夜床服務 (D)兩張單人床的開床方向，以靠近中間床頭櫃的兩側為
之。 

(A)28. 下列何者不是國際觀光旅館每日退房清潔作業時，必須更換的布巾？ (A)床裙 (B)床單 (C)被套 (D)枕
頭套。 

(A)29. 下列何者不是國際觀光旅館客房內的消耗性備品？ (A)hanger (B)razor (C)sewing kit (D)shower cap。 
(C)30. 續住房客前一晚未在該客房過夜的現象，稱為： (A)house use (B)occupied (C)sleep out (D)vacant。 
(D)31. 關於國際觀光旅館遷出房之客房清潔後檢查重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小冰箱須全部清空 (B)燈罩接

縫處須朝前 (C)保險箱的門應上鎖 (D)電話線路應無雜音。 
(A)32. 關於旅館客房浴室牆壁與地板的清潔原則，下列何者正確？ (A)由上至下，從裡到外 (B)由上至下，從外

到裡 (C)由下至上，從裡到外 (D)由下至上，從外到裡。 
(B)33. 關於旅館公共區域的清潔，下列何者不適合在白天進行？ (A)盆景 (B)大廳吊燈 (C)客用電梯 (D)客用

洗手間。 

第二部份：飲料與調酒(第 34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34 分) 
(B)34. 關於東方美人茶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又稱五色茶 (B)有綠茶的香氣 (C)屬於部分發酵茶 (D)葉

片經小綠葉蟬啃食過。 
(D)35. 下列泡茶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以沖茶器泡茶，茶葉應置於金屬濾網上方以利茶葉舒展 (B)在相同

條件下，揉捻緊實的茶葉用茶量應比蓬鬆茶葉多 (C)將茶葉浸泡於冷水置入冰箱冷藏 20 分鐘之冷泡茶，口
感最佳 (D)發酵程度較高之茶葉，其沖泡水溫原則上應高於發酵程度低者。 

(D)36. 關於以 400 ml 奶泡壺手打製作奶泡或義式咖啡機製作奶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以咖啡機蒸氣棒打
奶泡，蒸氣棒距離杯底約 1cm 較適合 (B)以咖啡機蒸氣棒打奶泡，倒入 65℃的鮮奶打發口感較佳 (C)以奶
泡壺製作熱奶泡時，鮮奶量約為奶泡壺的 1/4 最佳 (D)以奶泡壺製作冰奶泡時，適合使用的鮮奶溫度約 4
℃。 

(C)37. 下列乳品飲料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養樂多、益菌多屬於 drinking yogurt (B)sterilized milk 保存期限
較 fresh milk 短 (C)skim milk 乳脂肪含量小於 low fat milk (D)whole milk 酵母菌含量較 fermented milk 多。 

(B)38. 下列何者不是 sparkling wine？ (A)Cave (B)Eiswein (C)Sekt (D)Spumante。 
(C)39. 某酒吧的顧客想點用餐前酒，服務人員宜推薦下列哪幾款？甲：Amaretto；乙：Campari；丙：Triple Sec；

丁：vermouth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B)40. 在相同條件下(相同飲料容量、冰塊重量等)，冰塊稀釋飲品的速度由快至慢，下列何者正確？甲：block of ice；

乙：crushed ice；丙：ice cube；丁：lump of ice (A)甲→丁→丙→乙 (B)乙→丙→丁→甲 (C)丙→乙→丁
→甲 (D)丁→丙→甲→乙。 

(D)41. 下列哪幾款雞尾酒，配方中不含 crème de café？甲：Black Russian；乙：Brandy Alexander；丙：Old fashioned；
丁：Pousse café (A)甲、乙、丙 (B)甲、丙、丁 (C)甲、乙、丁 (D)乙、丙、丁。 

(A)42. 關於吧檯工作區域與設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back bar 上方通常會設置展示酒櫃 (B)front bar 上方
通常會放置三槽式水槽 (C)front bar 下方通常會放置 speed rack (D)under bar 上方通常會放置製冰機。 

(D)43. 依據飲料的定義與分類基準，Virgin Mary 屬於下列哪一類？ (A)frozen drinks (B)short drinks (C)straight 
drinks (D)tall drinks。 

(B)44. 關於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玉露茶屬於不發酵茶；乙：鐵觀音又稱為椪風茶；丙：包種茶的發酵程
度較凍頂茶輕；丁：白毫烏龍茶的發酵程度較碧螺春輕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B)45. 以赤道為中心，適合咖啡樹生長所形成的環狀地帶或地區，稱為：甲：coffee belt；乙：coffee equator；丙：
coffee site；丁：coffee zone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A)46. 關於虹吸式咖啡壺與其操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又稱為蒸餾式咖啡壺 (B)最適宜用來沖煮
espresso (C)熱水自上座緩緩加入 (D)沖煮後的咖啡渣留存在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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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7. 下列哪些飲料的調製方法相同？甲：西瓜汁；乙：柳橙蘇打；丙：木瓜牛奶；丁：奇異多果汁 (A)甲、乙 
(B)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A)48. 下列酒類屬性何者正確？甲：Dubonnet、sherry 屬於釀造酒類；乙：Cognac、rum 屬於蒸餾酒類；丙：anisette、
port 屬於合成酒類；丁：Champagne、gin 屬於合成酒類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C)49. 下列何款雞尾酒所盛裝杯子的名稱，迥異於其他三款？ (A)Harvey wallbanger (B)Salty dog (C)Singapore 
sling (D)Tequila sunrise。 

(A)50. punch 於應用上可採用各種原料調製，但此詞源於印度語，有五味酒之意，其最初的五味所指為何？  
(A)酒、水、糖、香料、檸檬 (B)酒、水、香料、水果、檸檬 (C)酒、水、糖、檸檬、水果 (D)酒、果汁、
糖、茶湯、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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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有關真核細胞核糖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由 mRNA 與蛋白質所組成 (B)具有將相鄰胺基酸連接
形成胜肽鍵的活性 (C)含有鳥糞嘌呤、胸腺嘧啶、尿嘧啶、腺嘌呤 (D)主要存在於細胞核。 

(B) 2. 孟德爾為了證明基因的獨立分配律(law of independent assortment)，進行了下列哪一實驗？ (A)單性狀雜交
實驗 (B)雙性狀雜交實驗 (C)三性狀雜交實驗 (D)單性狀自花授粉實驗。 

(B) 3. DNA 分子由兩股互相平行但方向相反(一股方向為 5'→3'，另一股為 3'→5')的核苷酸鏈所構成，下列敘述何
者最正確？ (A)DNA 的 5'端是指核苷酸鹼基的第五個碳 (B)DNA 的 5'端是指核苷酸去氧核糖的第五個碳 
(C)DNA 的 3'端是指核苷酸鹼基的第三個碳 (D)DNA 的 3'端接著三個磷酸根。 

(B) 4. 下列何者不是人類的性聯遺傳性狀？ (A)紅綠色盲 (B)鐮刀型貧血 (C)蠶豆症 (D)血友病。 
(B) 5. 下列哪一選項的 DNA 序列形成雙股後，具有最少數量的氫鍵？ (A)5'-GCAGACATATT-3' 

(B)5'-AAGGACTATAA-3' (C)5'-TTTACTTACGG-3' (D)5'-GTGACGACGC-3'。 
(D) 6. 生產下列生物技術產品，何者最不需要進行重組 DNA 技術？ (A)抗除草劑的大豆 (B)以大腸桿菌生產的

人類胰島素 (C)綠螢光觀賞魚 (D)以融合瘤細胞製造的單株抗體。 
(A) 7. 有關基因晶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須將特定雙股 DNA 片段接於晶片上 (B)可用於檢測遺傳疾病 

(C)待檢樣本會與晶片上的核苷酸序列進行配對接合反應 (D)可同時檢測許多不同的基因。 
(A) 8. 有關聚合酶連鎖反應(PCR)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利用電流將雙股 DNA 分開成單股 DNA (B)需要

降低溫度使引子和單股 DNA 互補黏合 (C)利用 DNA 聚合酶以半保留複製方式合成 DNA (D)每次溫度循
環反應可使 DNA 分子數量增加 2 倍。 

(D) 9. 有關重組 DNA 技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限制酶多來自於細菌 (B)連接酶可黏合兩段雙股 DNA 
(C)需要質體或病毒 DNA 和目標基因相連接 (D)多利用植物細胞大量獲得重組 DNA。 

(A)10. 有關 DNA 指紋技術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可應用於親子與刑事醫學鑑定 (B)需使用基因晶片讀
取資料 (C)使用聚合酶連接 DNA (D)利用 mRNA 偵測 DNA 片段。 

(C)11. 下列哪一種人體的消化液中不含消化酶？ (A)唾液 (B)胃液 (C)膽汁 (D)小腸液。 
(A)12. 下列哪一種營養素的組合可以提供人體所需的最大能量？ (A)醣類 10 克、蛋白質 20 克及脂質 30 克  

(B)醣類 30 克、蛋白質 10 克及脂質 20 克 (C)蛋白質 30 克、脂質 20 克及維生素 40 克 (D)脂質 30 克、維
生素 40 克及礦物質 50 克。 

(D)13. 當你咳嗽或打噴嚏時，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橫膈會下降 (B)肋骨會上升 (C)胸腔體積變大 (D)胸
腔壓力變大。 

(C)14. 有關人體細胞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血液及肺泡中分別存在的主要形式，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在血液
中主要是 HCO3

－的形式；在肺泡中主要是 H2CO3的形式 (B)在血液中主要是 H2CO3的形式；在肺泡中主要
是 HCO3

－的形式 (C)在血液中主要是 HCO3
－的形式；在肺泡中主要是 CO2的形式 (D)在血液中主要是 CO2

的形式；在肺泡中主要是 CO2的形式。 
(C)15. 有關人體血液經過腎元形成濾液的過程，下列順序何者最正確？ (A)出球小動脈→鮑氏囊→腎小球→腎小

管 (B)出球小動脈→腎小球→鮑氏囊→腎小管 (C)入球小動脈→腎小球→鮑氏囊→腎小管 (D)入球小動
脈→鮑氏囊→腎小球→腎小管。 

(B)16. 有關人體血壓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血液對心臟內壁會產生壓力，稱為血壓 (B)當心室收縮時測
得的血壓稱為收縮壓 (C)當心房舒張時測得的血壓稱為舒張壓 (D)健康成年人的收縮壓約 80 mmHg、舒張
壓約 120 mmHg。 

(C)17. 有關人體內製造紅血球及破壞老化紅血球主要的組織或器官之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肝臟製造紅血
球；肺臟破壞老化紅血球 (B)骨髓製造紅血球；心臟破壞老化紅血球 (C)骨髓製造紅血球；脾臟破壞老化
紅血球 (D)腎臟製造紅血球；胰臟破壞老化紅血球。 

(B)18. 有關人體神經元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神經元有兩個細胞體，分別接收來自樹突及軸突的訊號  
(B)聯絡神經元連結感覺神經元及運動神經元，負責訊息整合 (C)感覺神經元負責將接受到的外界訊息傳遞
給肌肉或腺體 (D)運動神經元負責將接受到的外界訊息傳遞給中樞神經系統。 

(C)19. 有關人體產生「體液免疫」過程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B 細胞受吞噬細胞所呈現的抗原刺激後發
育成為記憶B細胞 (B)記憶B細胞會分泌細胞激素去攻擊病原體 (C)漿細胞會釋出抗體與外來的抗原結合 
(D)活化的 B 細胞會直接去攻擊受病毒感染的細胞。 

(A)20. 有關人體內「刺激肝臟釋放葡萄糖」的生理反應，與下列何者受到相同的自律神經系統控制？ (A)瞳孔放
大 (B)心跳減慢 (C)氣管收縮 (D)膀胱收縮。 

(A)21. 當人體從休息狀態要做出「手臂彎曲」動作的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聯絡神經元傳遞訊號給運
動神經元 (B)運動神經元傳遞訊號給平滑肌 (C)二頭肌收縮及三頭肌收縮 (D)二頭肌舒張及三頭肌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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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 下列人體的器官或組織，何者兼具內分泌腺及消化腺的功能？ (A)甲狀腺 (B)胸腺 (C)胰臟 (D)脾臟。 
(B)23. 有關健康成年人血糖調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血糖是指血液中的葡萄糖，必須維持穩定濃度範圍 

(B)吃飽飯後，肝臟會分泌激素降低血糖 (C)運動後或飢餓時，胰臟會分泌激素升高血糖 (D)緊張時，腎上
腺會分泌激素升高血糖。 

(C)24. 有關被子植物根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玉米的根較粗，能分生出許多支根共同吸收養分 (B)菠菜
具有許多差不多粗細的根共同吸收養分 (C)高麗菜的根較粗，能分生出支根共同吸收養分 (D)白菜具有許
多差不多粗細的根共同吸收養分。 

(D)25. 觀察一植物成熟莖橫切面的維管束分布為環狀排列且具有木栓層，下列植物何者最符合上述特徵？ (A)甘
蔗 (B)咸豐草 (C)椰子樹 (D)朱槿。 

(B)26. 有關被子植物特化根、莖、葉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蓮藕的莖直出水面，讓葉片可以順利行光合
作用 (B)豬籠草可捕蟲的瓶子狀構造為特化的葉 (C)蘆薈的葉特化成細長的針狀 (D)山藥的地下莖膨大
可儲存養分。 

(B)27. 圖(一)顯示甲、乙、丙三種植物的光合作用速率與溫度的關係，依據此圖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當環境溫度 10℃時，光合作用速率乙＞丙＞甲 (B)當環境溫度 20℃時，光合作用速率甲＞乙＞丙  
(C)當環境溫度 30℃時，光合作用速率甲＞丙＞乙 (D)當環境溫度 40℃時，光合作用速率丙＞甲＞乙。 

    圖(一)  圖(二)  
(B)28. 有關被子植物葉綠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是光合作用場所，因為光合色素吸收了綠光故呈現綠

色 (B)光合色素包括葉綠素與胡蘿蔔素，可吸收光能進行電子傳遞鏈 (C)囊狀膜具雙層膜構造是光反應進
行、產生 NADH 與 ATP 的地方 (D)碳反應在囊狀膜的內部液體中透過許多酵素進行醣類的合成。 

(C)29. 我們食用的薑與地瓜分別是植物的哪一種器官？ (A)兩者都是膨大的地下根 (B)兩者都是膨大的地下莖 
(C)前者為地下莖，後者為地下根 (D)前者為地下根，後者為地下莖。 

(A)30. 當被子植物的花粉粒掉落在柱頭上萌發產生花粉管後，會依序經過哪些部位完成受精作用？ (A)花柱→子
房→子房底部→胚珠 (B)花柱→胚珠→子房→子房底部 (C)花絲→胚珠→子房→子房底部 (D)花絲→子
房→胚珠→子房底部→胚乳。 

(D)31. 有關被子植物花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玉米、柳樹具有雄花與雌花，故屬於兩性花 (B)絲瓜、百
合具有雄蕊、雌蕊、花瓣與花托，是為完全花 (C)水稻、五節芒的花小而不明顯，只能吸引小昆蟲，屬於
蟲媒花 (D)魔芋、百合的花具有特殊味道能吸引動物，屬於蟲媒花。 

(A)32. 圖(二)為皇帝豆種子與玉米果實的內部構造，依據此圖所示，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a)、(f)是為胚芽 
(B)(b)、(h)是為胚根 (C)(e)是單子葉植物果實儲存養分的子葉 (D)(d)是雙子葉植物種子儲存養分的胚乳。 

(C)33. 有關生物族群和群集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在特定的時間，生活在特定區域內的各種生物個體的
集合，稱之為族群 (B)在特定時間下，單位空間內的各種生物個體數目的集合，稱之為族群密度 (C)在特
定的時間，生活在特定區域的各種生物所有個體的集合，稱之為群集 (D)觀察單一族群密度隨著時間的變
化，可以比較出群集的差異。 

(D)34. 一族群大小的變化隨著時間呈現穩定不變動的現象，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此族群的出生個體數
和死亡個體數之總和等於遷出個體數和遷入個體數之總和 (B)此族群的遷出個體數等於遷入個體數  
(C)此族群的出生個體數和遷出個體數之總和等於死亡個體數和遷入個體數之總和 (D)此族群的出生個體
數和遷入個體數之總和等於死亡個體數和遷出個體數之總和。 

(D)35. 地球上生物生活在非生物的環境中，生物間會互相影響產生交互作用，有關生物間交互作用的敘述，下列何
者最正確？ (A)茭白筍是植物與真菌類形成共生的結果 (B)地衣是藻類和真菌類所形成的片利共生之生
物體 (C)喬木樹幹有附生植物如山蘇，二種間形成互利共生的關係 (D)同棲地的褐鷹鴞和蘭嶼角鴞都在樹
洞築巢，形成競爭現象。 

(D)36. 有關生態系能量傳遞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生態系中能量的最主要來源是太陽能，大部分的太陽
能為生產者所利用 (B)能量的流轉是可循環使用，物質的流轉是循單方向進行 (C)生產者將化學能轉換為
光能儲存在葡萄糖等有機物中 (D)消費者取食後經由呼吸作用可將葡萄糖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化學能。 

(D)37. 有關外來種生物對於生態系影響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外來種是指原本不存在該生態環境的物
種，都會與本土生物競爭而威脅本土生物 (B)外來種多為人為刻意引進造成，導致本土生物的威脅 (C)布
袋蓮、滿江紅皆屬臺灣的外來種植物，常會密生在水面上導致水中氧氣、陽光變少，危害水域生態 (D)由
於國際貿易、觀光、移民等活動的頻繁，導致外來種生物加速進入本土生態系中。 

(D)38. 有關生態系中物質循環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被子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後經光合作用形成碳水化合
物，碳水化合物可再經由呼吸作用氧化形成二氧化碳，直接由葉脈末端排出 (B)氮元素在自然界中相當豐
富，故經氮循環以後，在土壤中會有豐富的氮元素 (C)豆科植物根部多具有根瘤，內有藍綠菌共生，可以
進行固氮作用，將氮轉化成植物可以吸收的銨鹽 (D)土壤中缺氧時，脫氮細菌可進行代謝反應，將土壤中
的硝酸鹽還原成氮氣，釋放回到大氣中。 

(C)39. 有關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後導致生態環境的影響，下列何者相關性最低？ (A)大氣水分因為溶有硫酸、硝酸
等酸性物質而形成酸雨 (B)因為二氧化碳的上升而導致溫室效應 (C)因為農、漁業生產而抽取地下水導致
地層下陷問題 (D)北極圈的大面積冰河快速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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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 下列哪一個國家公園的設立為全國第一個兼具歷史、生態、文化產業等資源特色，且包括高蹺鴴保護區與紅
樹林保護區的國家公園？ (A)臺江國家公園 (B)金門國家公園 (C)東沙環礁國家公園 (D)墾丁國家公
園。 

(D)41. 有關地球生物生命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鐘乳石洞中石筍增長 (B)病毒感染繁殖 (C)電腦病
毒傳播感染 (D)捕蠅草捕食昆蟲。 

(B)42. 原核細胞的細胞壁中，主要成分是下列何者？ (A)澱粉 (B)肽聚醣 (C)纖維素 (D)幾丁質。 
(D)43. 生物細胞中的化學反應主要由酵素參與，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A)一種酵素參與所有生化反應 (B)胃蛋

白酶在鹼性環境活化 (C)胰蛋白酶在酸性環境活化 (D)酵素降低化學反應活化能。 
(B)44. 有關蝌蚪變態為成蛙時，溶體(lysosome)主要利用下列何種酵素來分解蝌蚪的尾部？ (A)限制酶 (B)水解酶 

(C)聚合酶 (D)連接酶。 
(D)45. 有關有絲分裂與減數分裂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有絲分裂與第一次減數分裂結束皆形成雙倍染色

體細胞 (B)有絲分裂前期有同源染色體聯會，而第一次減數分裂則無同源染色體聯會 (C)有絲分裂中期染
色體無互換，而第一次減數分裂後期染色體產生互換 (D)有絲分裂後期姊妹染色分體分離，而第一次減數
分裂後期為同源染色體分離。 

(A)46. 生物細胞進行減數分裂過程中，會在何時期因聯會與獨立分配而導致不同遺傳形性配子產生？ (A)前期 I、
中期 I (B)前期 I、中期 II (C)前期 II、中期 II (D)前期 I、後期 II。 

(C)47. 有關真核細胞的胞器屬於非膜狀結構者，下列何者最正確？ (A)高基氏體 (B)內質網 (C)中心體 (D)溶
小體。 

(C)48. 有關生物多樣性中物種分類的敘述，下列何者最正確？ (A)酵母菌是屬於原核生物 (B)黏菌是屬於真菌 
(C)綠藻是屬於原生生物 (D)海綿是屬於植物。 

(C)49. 人類女性生殖器官所產生的動情激素與黃體素，受腦垂腺(腦下腺)前葉所產生的何種激素調控？ (A)黃體生
成激素(LH)、促性腺生熟激素(GnRH) (B)促性腺生熟激素(GnRH)、促濾泡生成激素(FSH) (C)促濾泡生成
激素(FSH)、黃體生成激素(LH) (D)黃體素(progesterone)、促濾泡生成激素(FSH)。 

(B)50. 臍帶是人類胎兒與母體進行養分與物質交換的場所，是由羊膜包裹下列何種退化胚外膜所組成？ (A)卵黃
囊、絨毛膜 (B)卵黃囊、尿囊 (C)尿囊、絨毛膜 (D)尿囊、羊膜。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衛生與護理類專業(二) 試題 
(B) 1. 女性卵子正常在何處受精？ (A)卵巢 (B)輸卵管 (C)子宮 (D)陰道。 
(A) 2. 某人在網站上看到「轉大人」的健康食品廣告，他很想買，在下單前首要考慮為何？ (A)品名、許可證字

號清楚 (B)價錢很划算 (C)同學使用後的效果 (D)代言的藝人。 
(B) 3. 關於成人心肺復甦術(CPR)中胸部按壓(compression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按壓的部位為胸骨上 1 / 3 

(B)按壓的速率為每分鐘 100〜120 下 (C)按壓的深度為 4〜6 公分 (D)按壓中斷不超過 15 秒。 
(A) 4. 關於提升自我效能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設定一個長期目標 (B)評估周遭資源 (C)設定具體

步驟 (D)設想可能的困難。 
(C) 5. 關於成癮藥物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大麻是中樞神經迷幻劑 (B)搖頭丸是中樞神經興奮劑  

(C)搖腳丸是亞硝酸酯類製劑 (D)海洛因是中樞神經抑制劑。 
(A) 6. 一位成年人心跳停止，現場只有你一個人，呼叫後沒有第二人來協助，最合適的處理方式為何？ (A)先打

電話求援後再開始 CPR (B)先打開呼吸道後再打電話求援 (C)先行 CPR 施救一分鐘後再打電話求援  
(D)儘快去找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 

(C) 7. 關於精神疾病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多數患者有暴力傾向；(2)症狀消失即可自行停藥；(3)是可以治療
的病；(4)可能與腦部神經傳導物質失衡有關。 (A)12 (B)23 (C)34 (D)14。 

(C) 8. 懷孕 18 週的孕婦，符合優生保健法需行人工流產，下列何種方式最合適？ (A)月經規則術 (B)子宮擴刮
術與真空吸引術(D & C) (C)引產 (D)子宮擴摘術(D & E)。 

(C) 9. 啟動生命之鏈(chain of survival)的正確次序為何？(1)儘早 CPR；(2)儘快電擊；(3)儘早辨識及啟動緊急醫療
網；(4)有效的高級心臟救命術；(5)整合性復甦後照護。 (A)1→2→3→4→5 (B)2→3→1→5→4 (C)3→1
→2→4→5 (D)3→2→1→5→4。 

(D)10. 某人近日被診斷癌症末期，表示「若能再讓我多活幾年，看到孩子們都結婚後，我願意到癌症病房擔任志工，

以幫助其他的病人」，根據美國精神科醫師庫柏勒羅斯( bleruK  －Ross)，面對死亡心理反應，某人此階段是

屬於？ (A)憂鬱期 (B)憤怒期 (C)震驚與否認期 (D)討價還價期。 
(B)11. 關於保險套使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要在快射精前套上 (B)拆封時應由邊緣拆封 (C)先套上陰

莖，再將前端貯精囊的空氣擠出 (D)必要時可使用油性潤滑劑進行潤滑。 
(B)12. 關於事後避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指性行為後五天內服用高劑量賀爾蒙抑制排卵 (B)經常使用會

增加子宮病變和不孕的可能性 (C)可做為平時的避孕方式 (D)失敗率很高不宜採用。 
(C)13. 關於生產過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第 1 產程是指由真陣痛開始至子宮頸口開始擴張為止 (B)第 2

產程是指由子宮頸口開始擴張至胎兒娩出為止 (C)第 3 產程是指由胎兒娩出至胎盤、胎膜娩出為止 (D)第
4 產程是指由胎盤、胎膜娩出至惡露完全排出。 

(D)14. 某位同學在上課中突然全身抽搐、意識不清，倒在課桌椅與走道中，下列處置何者最合適？ (A)壓住同學
的身體四肢以防全身震動 (B)撬開同學的口，讓他咬住筆以免咬舌頭 (C)給予同學喝水以鎮定，使他快速
清醒 (D)給予外套或軟枕，墊於同學身體四周。 

(B)15. 關於使用 RU－486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須在懷孕 10 週內使用 (B)有氣喘者不宜使用 (C)若無特
殊危險可於藥局自行購買使用 (D)發生不完全流產的機率不高，不需進一步追蹤。 

(D)16. 關於性健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男性包皮太長會影響性功能；(2)陰莖大小與性能力無關；(3)只要行
體外射精就不會懷孕；(4)生理性白帶有保護陰道的功能。 (A)12 (B)34 (C)13 (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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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 某位同學考試成績不理想，心情不好，朋友邀約到 KTV 唱歌，朋友拿出小藥丸並說：「吃了之後會開心」，
此時，這位同學應有的最合適反應是？ (A)「吃一次不會怎麼樣，反而讓我更嗨」 (B)「若說不要，這群
朋友就會遠離我」 (C)「我身體不好，不可以吃這個藥丸」 (D)「壞青少年才吸毒，我才不會吃」。 

(D)18. 為了確保「食」的安心，消費者購買時應特別注意何者？(1)產品的網址；(2)包裝精美；(3)營養標示；(4)生
產地；(5)食品標示。 (A)12 (B)13 (C)24 (D)35。 

(D)19. 關於哺餵母乳的好處，下列何者正確？ (A)初乳具有豐富的抗體，能提升母親的免疫力 (B)可減少罹患子
宮頸癌和大腸癌的機會 (C)可縮短產後無月經期而較早恢復正常月經週期 (D)可刺激子宮收縮，排出惡露
加速子宮復原。 

(D)20. 今早起床覺得身體不適、咳嗽及流鼻水、體溫為 38.5℃，經就醫診斷為 A 型流感，依據「健康自主管理」，
下列何者最合適？ (A)服用退燒或感冒藥後再去上學 (B)與他人接觸時最好保持 30 公分的安全距離  
(C)戴口罩後，跟同學們去圖書館找資料 (D)感冒症狀消失後 24 小時可返校上課。 

(D)21. 關於代謝症候群的診斷指標，下列何者不正確？ (A)空腹血糖≧100 mg / dl (B)女性腰圍≧80 cm (C)三酸
甘油酯≧150 mg / dl (D)男性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40 mg / dl。 

(A)22. 已交往半年的情侶，一方有意無意都會提及想要進一步親密的身體接觸，但另一方不想要，下列回應方式何
者最合適？ (A)「我不想，請尊重我」 (B)「我怕懷孕，你沒有能力養」 (C)「我怕得性病」 (D)「你
太膚淺了，再提我們就分手」。 

(A)23. 肌肉注射避孕藥主要的避孕原理為下列何者？ (A)抑制排卵 (B)殺死精蟲 (C)阻止精卵結合 (D)干擾受
精卵著床。 

(B)24. 一位孕婦表情緊張冒汗，其雙手放置於頸部，發出咳嗽聲，經詢問後點頭示意有東西梗住，下列處理方式何
者正確？ (A)施行胸部戳壓哈姆立克急救法 (B)鼓勵咳嗽，在旁陪伴並觀察情況 (C)施行腹部推壓哈姆立
克急救法 (D)施行背部叩擊哈姆立克急救法。 

(B)25. 關於失智症警訊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會失去對事物的興趣或活力 (B)遠期記憶力缺失 (C)對時
間、空間錯亂，容易走失 (D)人格或情緒發生改變。 

(B)26. 一位 18 歲高三女同學，身高 160 cm、體重 46 kg，其身體質量指數(BMI)是屬於何種體位？ (A)正常  
(B)過輕 (C)過重 (D)肥胖。 

(D)27. 關於國內全民健康保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是一種商業保險的制度 (B)目前尚未建立分級轉診制
度 (C)健康風險較高者，負擔保費亦較高 (D)使用預防保健服務，不需繳交部分負擔。 

(A)28. 當遇到緊急事故時，其處理原則的步驟依序是：(1)評估現場安全；(2)評估傷者情況決定施行救援；(3)尋求
緊急救護中心協助；(4)持續救護直到救援到來。 (A)1→2→3→4 (B)2→1→4→3 (C)1→3→2→4 (D)3
→2→4→1。 

(C)29. 在等待緊急救護人員到達前，依照傷患情況採取適當姿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胸部創傷呼吸費力
者，宜採仰臥平躺 (B)腹部疼痛者，宜採仰臥腳抬高 (C)意識清楚中暑者，宜採平躺頭肩部墊高 (D)意識
清楚但全身軟弱者，宜採復甦姿勢。 

(C)30. 傷患是 5 歲無意識的幼兒，施救現場僅有受過急救訓練者一人，下列最合適的行動為何？ (A)撥打 119 電
話直到接通並等待救援 (B)將幼兒抱到床上休息，再撥打 119 (C)施行 CPR 2 分鐘後，再撥打 119 (D)撥
打 119 電話後，立即尋找 AED。 

(D)31. 在社團活動中遇到外向活潑的同學，想進一步認識，下列何種方式最合適？ (A)「同學，星期六我們兩人
去 KTV 唱歌。」 (B)「同學，我喜歡你，星期六我們兩人去看午夜場電影。」 (C)「同學，我…我‥我
想騎機車載你去兜風，可以嗎？」 (D)「同學，星期六我們社團的人要去看電影，你可以一起來嗎？」。 

(D)32. 關於培養自尊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對課外活動勇於嘗試；(2)迎合身邊的人；(3)完全專注自己的
外表；(4)移除完美的想法。 (A)12 (B)23 (C)34 (D)14。 

(A)33. 關於愛滋病毒感染者病程發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在感染初期，部分人會出現發燒、喉嚨痛、噁心、
嘔吐等全身性症狀；(2)潛伏期平均長達三到五年，此時通常免疫力不足容易感染；(3)發病期會引發全身性
的伺機性感染，在台灣以不明原因的發燒、腹瀉及口腔念珠菌等感染最為常見；(4)在愛滋病毒感染後的數
週為空窗期，此時無法從血液中的抗體反應檢驗出來愛滋病毒，故不具傳染力。 (A)13 (B)24 (C)23 
(D)14。 

(A)34. B 型肝炎檢查結果為表面抗原 HBsAg(＋)、表面抗體 HBsAb(－)，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A)剛感染或終身帶
原者 (B)正常的結果，不須特別追蹤 (C)曾經感染過，目前已有免疫力 (D)已產生抗體，不須接受疫苗接
種。 

(A)35. 運用 SMART 原則，訂定養成運動習慣，以預防憂鬱症上身，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Measurable(可測
量的方法)：有時間就運動 (B)Achievable(可達成的工具)：和同學在籃球場打球 (C)Realistic(實際可行)：
借不到籃球場，改跑步 (D)Time(設定達成時間)：以一個月為限。 

(C)36. 面對不想接受的邀約，如何回應比較明確？(1)「我沒有辦法答應你」；(2)「我再想想看」；(3)「我已經約了
同學去圖書館」；(4)「你可以找別人一起去」。 (A)123 (B)234 (C)134 (D)124。 

(B)37. 一位 18 歲高三男同學，為輕度工作者、身高 170cm、體重 76kg，下列「健康體位管理計畫」何者正確？  
(A)目標體重為 50 kg (B)每日的熱量攝取建議維持在 1300〜1734 大卡 (C)為了有效控制體重，每周減少
1.5 kg (D)戒除澱粉類食物，採高蛋白質減重法。 

(C)38. 上網花 500 元買線上遊戲點數卡，但後來發現實際拿到的點數與廣告上的點數相差 200 點，聯絡商家回覆因
熱銷優惠提前結束，下列何者是最合適的處理方式？ (A)立刻向警察局報案 (B)打反詐騙諮詢電話 165 
(C)打 1950 消費者服務專線 (D)上網留負評，詳細說明事件經過。 

(B)39. 關於青少年高自尊特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拒絕讚美平淡對待；(2)為人表現謙虛；(3)團體中為支配
者；(4)適當把光榮歸於他人。 (A)12 (B)24 (C)34 (D)13。 

(A)40. 為促進健康預防疾病，目前政府提供免費癌症篩檢服務，下列何者正確？ (A)≧30 歲的婦女應每年一次子
宮頸抹片檢查 (B)≧40 歲的民眾應每二年一次大腸癌篩檢 (C)≧30 歲的婦女應每年一次乳房攝影檢查 
(D)≧50 歲的民眾應每年一次口腔癌篩檢。 

(C)41. 準備很久的數學考試，結果成績只有 58 分，下列何者為最合適的問題解決方法？ (A)「算了吧，我沒有數
理天分」 (B)「沒有關係，維持現況」 (C)「準備解題不夠，再繼續練習」 (D)「試題太難，大家都考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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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2. 關於老年人生活照顧重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浴室宜加裝扶手以減少跌倒機會；(2)為了減少對老年
人視覺刺激，室內照明宜昏暗；(3)採少量多餐飲食並增加纖維質攝取；(4)為了表達孝心，盡量幫老年人處
理日常生活事務；(5)與老年人溝通時盡量增加聲音頻率；(6)適度調整家中椅子或馬桶之高度。 (A)123 
(B)245 (C)136 (D)456。 

(C)43. 關於癌症末期患者死亡準備的敘述，下列何者最合適？ (A)避免患者承受太大的壓力，盡量不要讓他知道
疾病狀況 (B)減少患者觸景生情，避免回憶過去生活經驗或生命歷程 (C)讓患者表達對醫療處置的看法，
並參與決策 (D)減少患者對死亡的焦慮，避免跟患者討論死亡的安排。 

(A)44. 下列何種避孕方式不適合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等病人使用？ (A)口服避孕藥 (B)殺精蟲劑 (C)結紮 
(D)子宮內避孕器。 

(B)45. 關於預防癌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從青少年開始遠離抽菸、吃檳榔；(2)短時間烈日曝曬，不需做防
曬措施；(3)多食深色或十字花科類蔬菜；(4)已有家族遺傳，不需注意生活習慣。 (A)12 (B)13 (C)24 
(D)34。 

(A)46. 小組的團體報告中，組員間時有衝突，下列何者為最合適的溝通？ (A)「我想了解，你是不是遇到什麼困
難？」 (B)「你為什麼不準時交報告？」 (C)「怎麼會是這種內容，你不會要問啊！」 (D)「又不說話，
那你離開好了！」。 

(D)47. 關於肺結核病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主要由肺炎鏈球菌感染 (B)傳染性多重抗藥性肺結核患者不能
搭乘超過 8 小時的航程 (C)為了減少副作用發生，結核病症狀緩解後可自動停止服藥 (D)開放性肺結核患
者的痰液，應以衛生紙包好後丟入馬桶立即沖掉。 

(B)48. 看到路口發生汽、機車車禍，機車騎士倒在路中，依據緊急事故處理原則，此時首要的行動是？ (A)立即
在道路中查看機車騎士的傷勢 (B)評估路口現場機車騎士是否安全 (C)馬上為機車騎士進行急救措施 
(D)立即致電緊急救護中心求援。 

(D)49. 使用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電極貼片須貼於何處？ (A)左側鎖骨下及與心臟同高的右側肋間 (B)右
側鎖骨下及左側鎖骨下 (C)左側鎖骨下及低於心臟的右側肋間 (D)右側鎖骨下及左側心尖處。 

(C)50. 關於妊娠期常見不適症狀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腰痠背痛是因為擴大的子宮壓迫骨盆神經所致  
(B)呼吸不順是因為賀爾蒙改變造成水分滯留所致 (C)靜脈曲張是因為子宮壓迫靜脈血液的回流所致  
(D)腿部抽筋通常是鈣攝取過多和增大的子宮壓迫靜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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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家政概論(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B) 1. 家政類群相關技術士技能檢定職類中，哪一個科別是所有等級(甲、乙、丙)皆具備的？ (A)幼保科 (B)服

裝科 (C)美容科 (D)時尚模特兒科。 
(C) 2. 下列關於個人綜合所得稅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申報時間為每年的 4 月份 (B)單身者皆不必申報  

(C)稅額計算方式採累進稅率 (D)年紀超過 80 歲則免申報。 
(A) 3. 下列關於各種消費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訪問買賣的交易若不合意時，可在收受商品後七日內退貨 

(B)推銷員未經邀約到你的住處推銷貨物，是為特種買賣 (C)使用分期付款購物，須繳清所有費用才能拿到
所購商品 (D)網路購物通常可以最快速買到最便宜、划算的商品。 

(A) 4. 關於家庭生活環境的安全與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瘀傷時應立即冷敷，以減少出血及腫脹 (B)食
物中毒的嘔吐物，要盡快丟棄以免二次汙染 (C)為避免延長線被踢到或絆倒，應藏置於地毯下 (D)瓦斯爐
的火焰以紅色為佳，表示已完全燃燒。 

(C) 5. 有關工作簡化的說明，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洗澡時順便清洗浴室，這是使用了合併的工作程序 (B)體
積大、重量重的物品，應儲放在櫃子的最上方 (C)大掃除的程序應該由天花板→牆壁→家具→地板 (D)工
作時頭、胸、腹保持自然平衡，較不易感到疲勞。 

(A) 6. 下列何者是臭氧層破壞造成的直接影響？ (A)哺乳動物的皮膚癌及白內障罹患率增加 (B)腐蝕建築物影
響人類的呼吸系統 (C)原本濕潤肥沃的土壤變成乾燥貧瘠 (D)引起呼吸系統的疾病、頭暈及嘔吐。 

(D) 7. 關於垃圾處理與資源回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玻璃製品應用厚紙包妥，丟入一般垃圾中 (B)資源垃
圾通常運至焚化廠或掩埋場處理 (C)垃圾未分類目前並無罰則，只能勸導 (D)經高溫(100℃)蒸煮一小時後
的廚餘可充當豬隻飼料。 

(C) 8. 小原在畫最愛的動物時，畫了一隻彩色且有翅膀的大象，他說：「我最愛這隻象，因為牠有翅膀。」小原創
造力特性的表現符合： (A)敏覺性 (B)流暢性 (C)獨創性 (D)精進性。 

(D) 9. 幼兒的發展多來自學習與成熟的交互作用，下列敘述何者較偏向學習的形式？ (A)身高的變化 (B)牙齒的
生長 (C)基本情緒的發展 (D)習慣的養成。 

(C)10. 對於嬰幼兒的語言發展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單字句時期主要是練習發聲，因此真正的語言尚未開始 
(B)雙字句時期幼兒已脫離電報句的使用，並懂簡單的文法應用 (C)造句期幼兒會模仿大人的語氣，並懂得
使用「稱呼」 (D)好問期在造句期之前，喜歡發問並用平行句。 

(D)11. 對於嬰幼兒常見流行性感冒的保育預防或處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潛伏期即具傳染性，因此當
「燒、痛、倦」症狀出現時傳染性反而降低 (B)疫苗保護力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發揮，所以施打疫苗最佳時
間為夏天 (C)避免嬰幼兒罹患流行性感冒，平常應盡量減少開窗並勤戴手護套，以減少接觸細菌 (D)嬰兒
抵抗力較弱，最好滿 6 個月後再施打流感疫苗。 

(D)12. 某甲年約 70 歲，血壓在 120/85 毫米汞柱，空腹血糖在 90mg/dL，記憶力明顯衰退，容易焦慮且性格改變，
請問某甲的家人應留意預防下列哪些健康問題？ (A)高血壓、糖尿病 (B)高血壓、阿茲海默症 (C)糖尿
病、憂鬱症 (D)阿茲海默症、憂鬱症。 

(D)13. 某乙是個忙碌的單身上班族且是家中唯一子女，父母皆七十多歲並希望和子女同住。母親受黃斑部病變影
響，視力雖幾乎全盲，但在熟悉的環境裡仍能生活自理；父親近日自行到附近常去的公園運動時竟迷路。為
兼顧工作與照顧父母的安全和起居，某乙尋找的高齡者照護相關服務，下列何者最不合適？ (A)居家服務 
(B)日間照護中心 (C)喘息服務 (D)養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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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 關於日常生活禮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到熟識朋友家中作客時，可直接開冰箱取物以節省主人招待
時間 (B)喝湯時，湯匙由內向外舀且不可用嘴吹涼 (C)正式場合宴會用餐時，餐巾應置放於領口 (D)與尊
長同行時，應走在前方引領帶路。 

(B)15. 添加物如超出安全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蜜餞上的人工甘味劑會導致鉛中毒 (B)色素如果長期攝
取，輕則頭暈，重則導致肝癌 (C)塑化劑會引起消化系統問題並造成呼吸困難 (D)防腐劑是食品重要保存
劑，長期食用對人體影響有限。 

(A)16. 下列哪一種食物，最適合肝炎患者食用？ (A)香菇煮芋頭 (B)燒酒雞 (C)起司焗烤火腿 (D)麻辣鍋。 
(B)17. 下列有關皮膚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A)皮下組織具有保溫及儲存能量的功能，一般女性的皮下脂肪較

男性為厚 (B)透明層內部的微血管(毛細血管)，是所有養分傳導的主要媒介 (C)真皮層中的網狀層，包含
膠原纖維，可維持皮膚彈性 (D)有棘層為表皮層中最厚的一層，內含淋巴液。 

(B)18. 下列有關毛髮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A)毛囊底部的毛乳頭，可提供毛髮營養 (B)毛乳頭中的毛母細胞，
會分泌油脂保護頭皮 (C)皮質層內的色素決定毛髮的顏色 (D)毛髮中的表皮層形狀如鱗狀細胞重疊排
列，位於頭髮結構的最外層。 

(D)19. 依照 106 年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公告化妝品十五類七十五種的公告中，下列何者不屬於面霜乳液
類？ (A)剃鬍膏 (B)乳液 (C)營養面霜 (D)粉底霜。 

(C)20. 下列有關纖維的敘述，何者錯誤？ (A)耐摩擦，是聚酯纖維的優良特性之一 (B)嫘縈為人類歷史上研發出
的第一種人造纖維 (C)聚醯胺纖維具伸縮性與彈性，是仿製羊毛最成功的合成纖維 (D)麻的纖維較硬，彈
性較差，但通氣性極佳，固有「夏布」之稱。 

(A)21. 下列有關衣物洗滌的敘述，何者錯誤？ (A)肥皂水溶液呈鹼性，只要溫度控制得當，適合清洗所有纖維製
品 (B)洗滌衣物與洗液的重量比稱為浴比，一般以 1：10 為宜 (C)洗滌的方法，可分為乾洗跟溼洗兩種  
(D)洗衣的程序宜先注入水後再加入洗劑。 

(A)22. 下列關於織物燃燒鑑別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棉—燃燒迅速，有紙燃燒之氣味，灰燼輕而脆弱，灰白
色羽狀灰燼 (B)毛—燃燒緩慢，有芹菜味，灰燼不規則、黑色很脆、易碎 (C)壓克力纖維—靠近火焰時，
熔解收縮、緩慢燃燒，有甜味，灰燼呈圓形 (D)聚酯纖維—熔融緩慢燃燒、冒黑煙，有燒肉味，灰燼為黑
色不規則。 

(C)23. 下列何者不屬於二十一世紀的時尚新趨勢？ (A)環保永續的極簡綠設計 (B)健康與自給自足的樂活型態 
(C)了解流行趨勢，汰換不夠時尚的衣物 (D)減碳蔬食。 

(B)24. 下列各年代流行趨勢的敘述，何者錯誤？ (A)17 世紀為時尚發源時期，由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帶動衣著風潮
真正開始堪稱「時尚」 (B)1920 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迪奧的「新風貌」作品代表戰爭貧窮與告別無
味衣生活的訊號 (C)1960 年代，反越戰、反文化，年輕人挑戰社會秩序，迷你裙、牛仔褲、皮夾克盛行 
(D)2000 年後，是個性化、多樣化的時代，青少年影響時尚，使人們視角從物資轉移到自我。 

(B)25. 過年時，如果想要傳授年菜料理技巧，最適合運用何種推廣方式？ (A)競賽會 (B)方法示範會 (C)座談會 
(D)訓練研習班。 

第二部份：家庭教育(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B)26. 某甲老是說：「不管在公司受了什麼委屈，只要回家看到另一半溫暖的笑臉，就忘記一大半了！」可見，雖

然現代家庭的許多功能式微，但哪一種功能卻是愈形重要？ (A)娛樂功能 (B)情感功能 (C)教育功能  
(D)經濟功能。 

(D)27. 下列何者是「父系家庭」的型態？(甲)50 年臭豆腐老店秘方「傳子不傳女」；(乙)結婚後妻子須冠夫姓； 
(丙)兒女皆可繼承父親遺產；(丁)夫妻自行議定子女出生後從父或從母姓氏；(戊)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戊 (D)甲乙戊。 

(A)28. 小美的父母長期照顧家中長輩，小美建議父母善用政府提供的「喘息服務」，每月利用時間去逛逛書店、做
自己喜歡的事，這是善加運用哪一種資源？ (A)社會資源 (B)物力資源 (C)自然資源 (D)人力資源。 

(B)29. 關於親職教育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親」指家長，「職」為家長擔當的職責 (B)單純指稱已為人父
母之教育 (C)是一種「共親職」教育 (D)是預防教育也是再教育。 

(B)30. 小昀作業沒做完，父母告訴小昀今天不可以看電視，直到作業寫完。父母運用的是下列何種方法？ (A)隔
離 (B)負增強 (C)消弱 (D)正增強。 

(B)31. 關於族群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啃老族意指到了就業年齡而不願工作，或者在就業與失業之間不斷
游走，經濟上完全依賴或半依賴父母的年輕人 (B)尼特族(NEET)意指努力升學、認真就業並進修之族群  
(C)頂客族(DINK)意指雙薪夫妻，沒有子女 (D)蘇活族(SOHO)意指工作時間能夠自我調配和掌控的族群。 

(D)32. 依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女性受雇者每個月可請生理假 (B)女性受雇者妊娠
三個月以上流產者，可請產假 (C)受雇者配偶生產時可請陪產假，請陪產假期間薪資照給 (D)受雇者任職
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五歲前皆可申請育嬰假。 

(D)33. 關於「性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性別(gender)是指生理的「性徵」 (B)性(sex)一般屬於後天的差
異 (C)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大約出現在兒童 6 歲左右 (D)認為護士一定是「女性」，這是一種性別角色
刻板印象(sex－role stereotype)。 

(D)34. 關於性侵害防治教育，下列何者正確？(甲)性侵害案件只會發生在暗夜小巷；(乙)性侵害亦會發生在親人之
間；(丙)性侵害不會發生在男性身上；(丁)加害人會來自各個階層。 (A)甲乙 (B)甲丙 (C)丙丁 (D)乙丁。 

(A)35. 有關我國民法對婚姻的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A)當事人雙方只要公開宴客，可以不必到戶政事務所登記 
(B)若未滿規定年齡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才能結婚 (C)有配偶者，不得重婚 (D)旁系血親六親等以內者
不得結婚。 

(A)36. 關於家庭倫理教育，下列何者正確？ (A)五倫出自「孟子．滕文公上」 (B)五倫中有四倫屬於「家庭」  
(C)家庭倫理教育單指上對下、尊卑位階的家庭倫理價值觀 (D)倫理教育在民國 100 年納入家庭教育法的範
圍中。 

(C)37. 臺灣家庭相關節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2011 年 8 月 29 日為第一屆祖父母節 (B)每年 7 月的第四
個星期日為祖父母節 (C)2010 年起訂每年 5 月為孝親家庭月 (D)2003 年訂為家庭教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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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 有關我國近年來家庭與社會變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行政院 2010 年家庭收支調查顯示，「夫婦家
庭」已經躍升為臺灣家庭組織型態第一名 (B)2018 年臺灣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達到 14 %，正式進入「超
高齡社會」 (C)隨著生育率下降、平均壽命增加，臺灣依賴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之扶養比越來越高 (D)因
女性就業不易，較易尋求婚姻中的經濟安全，我國離婚男女再婚率一直是女性高於男性。 

(B)39. 林小姐離婚後帶著親生女兒小欣和張先生再婚，離婚的張先生也育有一子小威，兩年後他們又生下新生寶寶
小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林小姐是小威的繼母 (B)小雯和小威是繼手足 (C)這樣的家庭稱為「重組
家庭」 (D)張先生可提出收養小欣之訴。 

(C)40. 有關臺灣異國婚姻家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跨國婚姻在民國 102 年達到最高峰，之後呈下降趨勢； 
(乙)異國婚姻中的女性外籍配偶，以大陸與港澳地區人數最多，印尼居次；(丙)臺灣適婚年齡男性人口多於
女性，性別比例不平均，是男性尋求跨國婚姻的原因之一；(丁)臺灣男性較多迎娶東南亞國家女性，而非日
韓女性，這是受到亞洲地區普遍「上嫁婚」觀念的影響。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乙丁。 

(D)41. 志明和春嬌同在公司服務多年，最近喜獲麟兒，當了新手父母。兩人考慮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春嬌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三年，專心陪伴寶寶長大 (B)志明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半年，且享有
薪資五成作為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C)志明有意繼續進修，夫妻倆可趁此機會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帶著
寶寶全家出國進修 (D)春嬌考慮委請婆婆托嬰，自己利用兩年時間繼續在職場衝刺，等寶寶兩歲時，可再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一年來陪伴寶寶。 

(C)42. 某甲和某乙結婚多年無法生育，在他們 42 歲這一年決定收養子女，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甲)他們可以透過合
格的收出養媒合機構進行收養子女；(乙)有朋友認識未婚懷孕少女願意出養小孩，他們可以直接至法院聲請
收養；(丙)某乙的妹妹願意出養女兒給某乙，他們可以直接至法院聲請收養；(丁)建議他們先參加親職準備
教育課程，了解如何教養子女及進行「身世告知」；(戊)他們應審慎考慮，一旦收養即視為親生，不應該因
為孩子稟賦、氣質或身心問題而中止收養，以免對孩子造成二度傷害。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戊  
(C)甲丙丁戊 (D)甲乙丁戊。 

(B)43. 關於「溝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孩子說話兩眼閃爍，不敢直視對方，此時觀察孩子非語言訊息較
語言內容更為重要；(乙)與人溝通時，應儘量注意別人的觀感，多用「你」為開頭，來表達自我感受； 
(丙)家人之間面臨衝突或意見不一致時，可以是溝通的契機；(丁)當哥哥闖禍時，不想面對爸爸，而是請弟
弟去說明原因，以避免衝突，是一種良好的直接溝通。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C)44. 關於情緒管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將自我情緒適當地調整，以反應出合理行為 (B)能理解他人的
情緒，覺察他人的需求 (C)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較難透過後天學習來獲得 (D)面對挫折與挑戰，能苦中作
樂。 

(D)45. 小欣停下手邊工作，聽完小伶傾訴：「連假旅行時，錢包被偷走，還與同行朋友大吵一架的過程」，小欣再用
自己的話，將小伶的話說一遍，並提出問題。以上過程是指下列哪一種人際溝通技巧？ (A)問題分享  
(B)我的訊息 (C)衝突化解 (D)積極傾聽。 

(A)46. 小華在班上打翻飲料後，馬上跟老師說：「都是小星害我打翻的，不是我的錯。」這是哪一種溝通型態？  
(A)責備型 (B)打岔型 (C)超理智型 (D)成熟型。 

(D)47. 「小孩不要有太多自我的想法，依父母的建議為主」，是指父母扮演下列哪一個角色？ (A)安慰者角色  
(B)心理學家角色 (C)道德家角色 (D)指揮官角色。 

(D)48. 「金融海嘯後，某甲被迫放無薪假，家中收入銳減，全家人因此改變消費習慣，開源節流，共同克服經濟問
題。」以上案例，最符合健康家庭哪一個特質？ (A)相互讚美表達感激 (B)齊聚一堂的時間 (C)精神的寄
託 (D)應付危機與壓力。 

(C)49. 關於「家庭教育法」的主要精神與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A)明訂家庭教育的範圍 (B)建構完整的推廣體
系 (C)建置完善的家庭資料庫 (D)確立終身學習的觀念。 

(A)50. 通過「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認定者，由哪一個部門核發資格證明書？ (A)教育部 (B)勞動部 (C)考試
院 (D)衛生福利部。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家政群幼保類專業(二) 試題 
(A) 1. 下列有關各學者教育思想觀點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福祿貝爾(Froebel)提出直觀教學理論 (B)柯門紐

斯(Comenius)積極擁護學校式教育 (C)尼爾(Neill)主張學校要適應個別兒童的需要 (D)盧梭(Rousseau)認為
幼兒要遠離社會，不宜群居。 

(C) 2. 下列教育家的主張，何者與我國「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的核心素養相符合？甲：杜威(Dewey)強調民
主主義教育，符合「關懷合作」核心素養；乙：皮亞傑(Piaget)倡議啟發式教學法，符合「解決問題」核心
素養；丙：蒙特梭利(Montessori)規劃日常生活課程，符合「自主管理」核心素養；丁：盧梭(Rousseau)強調
尊重兒童的個性，符合「愛護尊重」核心素養；戊：福祿貝爾(Froebel)倡議遊戲學習的重要性，符合「想像
創造」核心素養 (A)甲、乙、丙 (B)丙、丁、戊 (C)甲、丙、戊 (D)乙、丁、戊。 

(A) 3. 下列有關各學者教育貢獻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盧梭(Rousseau)重視教育普及，強調女子教育的價值 
(B)皮亞傑(Piaget)推動啟發式教學法，重視「探索－發明－發現」的歷程 (C)斐斯泰洛齊(Pestalozzi)提出教
育園丁論，認為教師的角色就在觀察與關心 (D)杜威(Dewey)「做中學、教育即生活」的理論，強調過去、
現在與未來的連續性。 

(A) 4. 有關福祿貝爾(Froebel)恩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環」有全環和半環 (B)「三體」分別是球體、
圓柱體與三角體 (C)「線」的材料主要是綿繩線，可以排出不同形狀 (D)「六色球」的顏色分別是紅、棕、
黃、綠、藍、紫。 

(B) 5. 有關蒙特梭利(Montessori)教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每種教具都具備多重概念 (B)音樂是文化教育
的第一項入門 (C)粉紅塔及棕色梯皆屬於數學教具 (D)將教具比喻為人的「腹」，教師比喻為人的「頭」。 

(D) 6. 大班幼兒校外教學參觀老街陀螺館之後，非常有興趣自己動手製作，小青老師因此採用杜威(Dewey)的「問
題教學法」引導幼兒實驗陀螺會轉的原因，下列活動何者最符合此教學法？ (A)提供戳好中心洞，但大小
不一的圓形紙板，以及不同粗細的竹棍，請幼兒找出哪些棍子和圓紙板可以組成陀螺 (B)提供描好圓形框
與中心洞的紙板，讓幼兒自己剪下圓紙板與戳洞，結合不同長度的竹棍，做出會轉的陀螺 (C)展示雪花片
陀螺，提供幼兒同樣數量的雪花片，讓幼兒模仿拼裝，做出會轉的陀螺 (D)提供大量雪花片，記錄各種拼
法與轉動結果，討論怎麼改善不能轉的雪花片，驗證陀螺需要中心支點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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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7. 有關我國教保思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陳鶴琴致力實習教育，奠基我國實習制度 (B)張雪門師法
杜威(Dewey)做中學，開拓臺灣幼教基石 (C)張雪門主張行為課程，係依照幼兒生活經驗，以分科方式進行 
(D)陳鶴琴的五指教學法中的語文、認知與社會，和目前實施的課綱領域相符。 

(A) 8. 每當兒童受虐或疏忽的新聞出現，即有各種看法出現，下列看法何者不正確？ (A)內政部應落實執行托嬰
中心托育人員資格的把關 (B)居家式托育亦屬於幼兒教育及照顧之服務，依法應登記後始得執業 (C)教育
主管機關應檢核教保服務人員學歷證書是否懸掛於園內足資辨識之處 (D)不論是幼兒園或托嬰中心，都應
定期辦理評鑑，並公布其評鑑報告及結果。 

(C) 9. 有關我國幼兒教保發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幼托整合後，幼兒園助理教保員不得任職於五歲至入國
小前幼兒之班級；乙：幼兒園教保課程活動大綱自民國 106 年起生效，取代幼稚園課程標準；丙：70 年代，
曾以幼兒教育券的方式補助幼兒入學；丁：幼托整合後，不論托嬰中心或幼兒園都必須配置專任社工人員與
護理人員；戊：臺南關帝廟幼稚園是臺灣最早設立的幼稚園 (A)甲、乙 (B)丙、丁 (C)乙、戊 (D)甲、
戊。 

(C)10. 樂樂園長在新聘教保服務人員面試時，請應試人員回答自己的教保工作理念為何？ 
小青：我對所有幼兒一視同仁，不論其特質或能力有何差異，每人都參與相同的活動 
小光：我會持續進修，讓自己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與時俱進 
小山：我認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立基於「禮」的教育觀，引導幼兒學習禮義 
小云：我會營造豐富有趣的環境，以身作則，和幼兒一起參與活動 
小景：我會配合同儕的協同教學，發揮我的專長 
上述人員，何者最有機會被錄取？ (A)小青、小光、小山 (B)小山、小云、小景 (C)小光、小云、小景  
(D)小青、小光、小景。 

(D)11. 有關亞培格量表(Apgar score)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總分在 7〜10 分者代表健康狀況良好 (B)在
新生兒出生後 1 分鐘及 5 分鐘各評估一次 (C)每個評估項目依新生兒狀況給予 0、1 或 2 分 (D)評估的項
目包含心跳速率、呼吸能力、肌肉張力、關節活動度及皮膚顏色。 

(A)12. 小美於三天前順利產下一名足月健康女嬰，下列有關該女嬰目前生理狀態，何者屬於異常徵兆？ (A)心縮
壓/心舒壓約為 130 / 95 mmHg (B)行腹式呼吸，每分鐘呼吸速率約為 40 次 (C)出生時體重 3000 公克，目
前體重 2760 公克 (D)在鼻子上出現因皮脂腺阻塞造成的粟狀汗疹。 

(D)13. 下列何者是我國衛生福利部指定的 11 項新生兒篩檢的項目？(1)葡萄糖－6－磷酸鹽去氫酶缺乏症；(2)地中
海型貧血症；(3)唐氏症；(4)黏多醣症；(5)楓糖漿尿症；(6)甲基丙二酸血症 (A)124 (B)345 (C)236 (D)156。 

(B)14. 有關新生兒的局部性反射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哈欠反射是終生存在 (B)巴賓斯基反射是終生存
在 (C)尋乳反射約在嬰兒 3〜4 個月時消失 (D)手指抓握反射約在嬰兒 2〜3 個月時消失。 

(D)15. 有關臺灣地區女童身高生長曲線百分比如下圖，下列何者屬於身高生長異常？ (A)四歲半時 113 公分  
(B)五足歲時 108 公分 (C)五歲半時 120 公分 (D)六足歲時 104 公分。 

 
(C)16. 有關嬰幼兒期骨骼特徵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抗拉力較差 (B)六歲時約有 300 塊骨頭 (C)硬骨較

多因而容易骨折 (D)膠原蛋白及水分含量較高。 
(B)17. 下列敘述何者屬於幼兒精細動作能力？(1)墊腳尖平衡站立 10 秒；(2)用剪刀剪直線；(3)將鞋子的鞋帶綁好；

(4)單腳站立 5 秒；(5)可在 20 秒內將 5 顆珠子串成項鍊；(6)可以接住反彈球 (A)126 (B)235 (C)145 
(D)346。 

(D)18. 有關嬰幼兒動作發展之輔導原則與觀念，下列何者不正確？ (A)不要過度注重智能而忽略動作技能發展 
(B)不該因為害怕跌跤、摔傷而限制幼兒動作 (C)對於生活必須之動作技能，宜盡量讓幼兒自理 (D)扣釦
子、綁鞋帶或拿筷子都是天生本能，時間到了自然就會。 

(A)19. 有關居家環境安全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陽台宜設置 85 公分以下之橫式欄杆 (B)幼兒活動範圍
內的地板，宜鋪設防滑防撞軟墊 (C)室內樓梯出入口設有幼兒不易開啟之穩固柵欄 (D)窗簾拉繩收線器應
設置於幼兒無法碰觸之高度。 

(A)20. 有關幼兒事故傷害的緊急處理原則，下列何者不正確？ (A)若誤食具腐蝕性的毒物應立即催吐 (B)皮膚若
有輕微創傷出血可採用直接加壓止血法 (C)被蜜蜂叮咬皮膚時可於患處以稀釋的阿摩尼亞塗抹 (D)眼睛
接觸毒物時可用生理食鹽水或清水沖洗眼球至少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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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五歲的小嶺能對桌上蘋果數數：「1、2、3、4」，他能清楚瞭解桌上總共有四顆蘋果，請問小嶺最有可能具備
下列何種數概念？ (A)基數 (B)配對 (C)數的合成 (D)序列原則。 

(B)22. 四歲的小溪大聲說：「我沒有吃午餐，所以沒有下午噢！」下列何者最符合他的思考特徵？ (A)集中注意  
(B)直覺推理 (C)泛靈觀 (D)可逆性。 

(C)23.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全語言學習的觀點？(1)語言學習是整體的；(2)語言是透過運用而學習的；(3)語言學習
是刻意設計的；(4)全語言是一種教學方法 (A)13 (B)23 (C)12 (D)34。 

(D)24. 有關幼兒語言發展表現，下列順序何者正確？(1)喵喵；(2)妹妹睡覺覺；(3)為什麼要吃飯；(4)車車快 (A)(1)
→(2)→(3)→(4) (B)(1)→(4)→(3)→(2) (C)(4)→(1)→(2)→(3) (D)(1)→(4)→(2)→(3)。 

(D)25. 安安老師剛走進教室，五歲的小君立刻說：「老師穿了新鞋子耶！」小君的反應最符合下列何種能力的表現？ 
(A)變通力 (B)流暢力 (C)精進力 (D)敏覺力。 

(B)26. 下列哪些幼兒的態度或行為，有助於其創造力的發展？(1)提出不同看法；(2)遵從老師意見；(3)從事挑戰性
活動；(4)玩故事接龍遊戲；(5)例行性的打掃活動 (A)123 (B)134 (C)125 (D)345。 

(A)27. 下列哪些方法能減緩幼兒的恐懼情緒？(1)多陪伴幼兒；(2)講笑話轉移情緒；(3)以虎姑婆故事引導幼兒就寢；
(4)讓幼兒看可愛動物繪本；(5)講述小魔鬼故事 (A)124 (B)123 (C)234 (D)345。 

(C)28. 幼兒喜歡玩的大風吹遊戲，最符合下列何種遊戲型態？ (A)功能遊戲 (B)建構遊戲 (C)規則遊戲 (D)象
徵遊戲。 

(D)29. 有關依附關係的發展順序，下列何者正確？(1)對多人發展依附關係；(2)無特定對象的社會反應；(3)對特定
對象發展依附關係；(4)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應 (A)(2)→(3)→(4)→(1) (B)(2)→(1)→(3)→(4) (C)(3)→ 
(2)→(4)→(1) (D)(2)→(4)→(3)→(1)。 

(C)30. 下列何者是屬於人格投射測驗？(1)比西量表；(2)羅夏克墨漬測驗；(3)畫樹測驗；(4)加州兒童 Q 分類法 (A)14 
(B)13 (C)23 (D)24。 

(B)31. 老師配合「蓋房子」的主題，在教室設置積木角並搭配各種建築物的照片，鼓勵幼兒進行房屋建構與設計。
此活動最可能達成下列哪些課程目標？(1)認－1－3 蒐集文化產物的訊息；(2)美－2－1 發揮想像並進行個人
獨特的創作；(3)社－1－4 覺察家的重要；(4)身－3－2 樂於善用各種素材及器材進行創造性活動 (A)14 
(B)12 (C)23 (D)34。 

(C)32. 老師進行「社區」的主題，有關其活動目標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能愛惜社區公共空間，屬情意
領域目標 (B)能建構出社區特色建物，屬技能領域目標 (C)能分享社區中景點的特色，屬情意領域目標 
(D)能分辨社區中不同型態商家，屬認知領域目標。 

(B)33. 幼兒園放學之後，仍有幾位幼兒一邊自由活動一邊等待家長來接；此時，教保服務人員所執行的任務，下列
何者最不適當？ (A)適時輔導幼兒的人際互動 (B)對幼兒的自由活動不予任何規範 (C)從旁觀察幼兒的
活動情形 (D)提供豐富的素材讓幼兒自由探索。 

(A)34. 有關幼兒戶外活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參觀有機農場是一種戶外活動 (B)均由幼兒自發決定活動
內容 (C)戶外活動空間應放滿體能設施 (D)是一種屬於下課時間的活動。 

(D)35. 老師想讓幼兒認識社區常見的鳥類，瞭解其生活習性，下列教材的適切性依序排列，何者正確？(1)鳥的影片；
(2)鳥的照片；(3)鳥的繪圖；(4)真實的鳥 (A)(1)→(2)→(3)→(4) (B)(2)→(4)→(1)→(3) (C)(4)→(2)→(1)→
(3) (D)(4)→(1)→(2)→(3)。 

(C)36. 有關教材編排的一般性原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先熟悉家人概念，再認識社區鄰居；符合由近至
遠原則 (B)先認識數字 1〜10，再學習數字 11〜20；符合由易至難原則 (C)先學習數的合成，再學習數的
分解；符合由簡至繁原則 (D)先用手掌測量，再學習用尺測量；符合由具體至抽象原則。 

(B)37. 老師為了豐富自己的教學，常依據幼兒需求、個人觀察，以及教育目標來選擇教材，下列何種作法最不適切？ 
(A)利用黏土發展小肌肉的技巧 (B)購買電子顯微鏡以輔助教學 (C)配合元宵節彩繪與製作燈籠 (D)蒐集
古早童玩進行老幼共學。 

(C)38. 朱朱老師規劃新學期教保活動教材的排列方式，下列何者最不適當？ (A)先瞭解飯由米煮成，再學習麻糬
的製作 (B)先認識臺灣的特色，再探討世界的風情 (C)先練習自己包粽子，再體驗獨自包水餃 (D)先認識
垃圾的類型，再學習做資源回收。 

(B)39. 有關幼兒園規劃例行性活動的敘述，下列何者最符合個性適應原則？ (A)每天早上固定跳幼兒健康操 30 分
鐘 (B)每週一讓幼兒帶自己的玩具來進行分享 (C)每天中午用餐後，請值日生拿抹布清潔桌面 (D)每週五
配合幼小銜接，讓幼兒練習書寫國字。 

(C)40. 老師先讓幼兒觀看布袋戲的影片，然後提供布袋戲偶讓幼兒操作，並一起編劇與製作偶台，最後演出偶劇邀
請家長觀賞。老師使用的教學法，下列順序何者正確？(1)設計教學法；(2)發表教學法；(3)欣賞教學法； 
(4)練習教學法 (A)(1)→(2)→(3)→(4) (B)(2)→(4)→(1)→(3) (C)(3)→(4)→(1)→(2) (D)(3)→(1)→(4)→
(2)。 

(D)41. 赫爾巴特(Herbart)倡導教學應遵守類化原則，提出四段教學法來幫助幼兒學習，下列順序何者正確？(1)聯
絡；(2)系統；(3)方法；(4)明瞭 (A)(1)→(2)→(3)→(4) (B)(2)→(3)→(4)→(1) (C)(3)→(4)→(1)→(2) (D)(4)
→(1)→(2)→(3)。 

(A)42. 有關方案教學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貓咪」比「動物」更適合做為方案的主題 (B)位在山區的
幼兒園可選擇「大海」做為方案探究的主題 (C)選擇方案主題時，應重視其是否能提供完整的知識學習  
(D)老師應依據設計的主題網執行教學活動，不可隨意更動。 

(A)43. 可可老師班上的家長多以曬鹽維生，幼兒也時常分享爬鹽山、看鹽雕等經驗，因而決定運用方案教學課程模
式，以「鹽」為主題統整及延伸幼兒的興趣，下列何種作法最不符合此課程模式？ (A)預先完成整體的主
題與活動規劃，確保幼兒學習所有知識 (B)先透過討論回顧舊有經驗，再建構鷹架引導新的嘗試 (C)利用
故事時間講述《鞋子裡的鹽：麥可．喬登》繪本 (D)於主題尾聲引導幼兒自製海鹽冰淇淋，並邀家長共享。 

(D)44. 老師實施「我愛蔬果」的主題時，除了進行許多蔬果探究的活動，也在教室設置烹飪區，提供幼兒使用各式
器具，依照食譜製作蔬果料理的機會。下列何者最符合此「烹飪區」的課程目標？(1)語－2－5 運用圖像符
號；(2)社－2－2 同理他人，並與他人互動；(3)身－2－2 熟練各種用具的操作；(4)認－1－1 蒐集生活環境
中的數學訊息 (A)12 (B)14 (C)23 (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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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老師請大班的幼兒在每日用完午餐後，用抹布跟小掃把協助整理用餐環境，目的是期望幼兒日後能自發的維
持環境清潔。下列課程目標何者最符合老師的想法？ (A)身－2－2 熟練各種用具的操作 (B)身－2－3 熟練
並養成健康生活習慣 (C)社－1－3 覺察生活規範與活動規則 (D)社－3－3 關懷與尊重生活環境中的他人。 

(C)46. 呈呈老師想要引導幼兒進行「自己」、「人與人」、「人與環境」等面向的學習，其所設計的課程目標，最應當
注重哪一個領域？ (A)情緒領域 (B)美感領域 (C)社會領域 (D)語文領域。 

(D)47. 怡怡老師一邊播放莫札特的作品「小星星變奏曲」，一邊引導大班幼兒想像無垠夜空的樣態，並鼓勵幼兒說
出自己的感受，這樣的教學活動最符合下列哪一個課程目標？ (A)語－2－1 以肢體語言表達 (B)語－1－2
理解歌謠和口語的音韻特性 (C)美－2－2 運用各種形式的藝術媒介進行創作 (D)美－3－2 欣賞藝術創作
或展演活動，回應個人的看法。 

(A)48. 咖咖老師班上的數名幼兒有機會在生活中接觸多種語言，他的因應方式何者最不適當？ (A)響應雙語教學
的政策，遴聘外師到園開設外語課程 (B)幫助幼兒理解多種語言並存，乃是當今社會的常態 (C)邀請以外
語為母語的家長，到班分享異國文化特色 (D)盡量找機會播放不同語言版本的童謠，供幼兒感受。 

(D)49. 老師先將幼兒於扮演區進行的扮演遊戲過程錄影，再觀看影片瞭解幼兒扮演角色的層次及口語溝通的內容，
以評量其發展表現。有關此評量方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老師使用的是口頭評量方式 (B)老師是
請幼兒使用表演法進行評量 (C)老師進行的是教學活動的總結評量 (D)老師評量的是幼兒在真實情境中
的表現。 

(B)50. 老師以觀察記錄法進行評量時，運用量化的表格配合評語欄的文字敘述，記錄觀察結果。此種作法最符合下
列何種評量？ (A)結構式觀察評量 (B)半結構式觀察評量 (C)非結構式觀察評量 (D)軼事記錄觀察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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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色彩概論(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C) 1. 關於中國文化色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唐三彩造型豐滿雄渾，以紅、黃、黑為主要顏色，色彩溫

暖熱情 (B)明朝琺瑯瓷受西方文化影響，有富麗堂皇的紋飾，色彩鮮豔絢麗 (C)春秋戰國時期「陰陽五行
說」的五色是指紅(赤)、青(藍)、黃、黑(玄)、白 (D)中國傳統「三白」化妝技巧是針對額頭、臉頰、脖子
等三個部位施以白粉。 

(B) 2. 人類與動物常會利用色彩來達到如隱蔽、警戒、求偶等機能，下列敘述何者與其它三者之色彩機能最不相同？ 
(A)夜間高樓上閃爍的紅色燈 (B)軍人身上穿著迷彩的軍服 (C)安全島上黃黑相間斜紋線 (D)珊瑚蛇身體
醒目鮮豔色彩。 

(D) 3. 某日晚上，在一個色溫約 6700K 的日光燈教室，大家為穿著紅色洋裝的張同學慶生，點上蠟燭，關閉日光
燈，大家唱生日快樂歌，張同學吹熄蠟燭、許願後開燈。雖然有日光燈與蠟燭光兩種不同色溫的光源輪流照
射紅色洋裝，但是整個過程中，我們感覺洋裝看起來一直是紅色的，色彩並無明顯變化，這種現象稱為：  
(A)明適應 (B)暗適應 (C)色彩共感覺 (D)色彩恆常性。 

(A) 4. 關於光與色的關係，下列 5 種紅蘋果的描述(以(1)〜(5)表示)，何者屬於表面色？(1)陽光透過窗戶照射水果
盤上的紅蘋果；(2)夜間廣告牆由霓虹燈管構成的紅蘋果；(3)妹妹用彩色筆畫在圖畫紙上的紅蘋果；(4)跨年
晚會上由煙火亮點構成的紅蘋果；(5)光線透過教堂上方彩色玻璃的紅蘋果。 (A)13 (B)24 (C)35 (D)45。 

(D) 5. 下列敘述，何者最接近減法混色？ (A)將紅光與藍光重疊投影在同一面白牆上 (B)高速旋轉一個半邊紅
色、半邊藍色圓盤 (C)將很多紅色與藍色細小珠子攪拌在一起 (D)將紅色與藍色的壓克力顏料攪拌在一
起。 

(D) 6. 關於伊登(Itten)十二色相環的色相內容如圖(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1 為「紅色」 (B)○2 為「橙色」 
(C)○3 為「第二次色」 (D)○4 為「第三次色」。 

圖(一)  圖(二)  圖(三)  
(A) 7. 根據歌德(Goethe)提出的色彩面積比例概念，黑色沙發上放置四個相同大小的純色抱枕如圖(二)，下列哪一

組抱枕配色最能達到均衡面積比例？ (A)一個黃色抱枕與三個紫色抱枕 (B)兩個紫色抱枕與兩個綠色抱
枕 (C)兩個橙色抱枕與兩個藍色抱枕 (D)三個綠色抱枕與一個紅色抱枕。 

(B) 8. 依據 PCCS 二十四色相環的兩色相配色如圖(三)，是屬於下列何種色彩調和？ (A)同色相的調和 (B)類似
色相的調和 (C)對比色相的調和 (D)有彩色與無彩色的調和。 

(A) 9. 人們常利用色彩來營造各種感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春天」感覺的配色，整體應以明度偏高的淺、
淡色調為主 (B)「甜味」感覺的配色，整體應以明度偏低的深、暗色調為主 (C)「香氣」感覺的配色，整
體應以粉紅色、黑色、灰紫色為主 (D)「高音」感覺的配色，整體應以深藍色、黃色、墨綠色為主。 

(C)10. 住在郊區的一對夫妻想要購買新車，關於同款汽車相同距離觀看的色彩感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藍
色汽車波長較長，具有後退感覺 (B)藍色汽車看起來比白色汽車大一些 (C)深藍色汽車具有沉靜、穩定的
感覺 (D)淺藍色汽車看起來比深藍色汽車重。 

(B)11. 下列何種服裝色彩搭配，最能表現出沉靜、穩重的效果？ (A)深紫色毛衣搭配白色長褲 (B)淺灰色毛衣搭
配黑色長褲 (C)深灰色毛衣搭配米色長褲 (D)黃橙色毛衣搭配黑色長褲。 

(B)12. 家飾用品公司設計時鐘時，想依照伊登(Itten)色彩與形狀聯想做為設計概念，下列何者不屬於此設計概念？ 
(A)三角形時鐘造形搭配黃色時鐘表面 (B)橢圓形時鐘造形搭配綠色時鐘表面 (C)正圓形時鐘造形搭配藍
色時鐘表面 (D)正方形時鐘造形搭配紅色時鐘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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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新創的彩妝品牌想利用類似色調配色，做為展示設計之色彩計畫，下列何者屬於類似色調配色？ (A)鮮橘
色公司標誌搭配深藍色的牆面 (B)鮮紅色公司標誌搭配灰紫色的牆面 (C)淡綠色公司標誌搭配鮮綠色的
牆面 (D)鮮綠色公司標誌搭配鮮紫色的牆面。 

(C)14. 關於曼塞爾(Munsell)色彩體系以色相為主的配色，5 R、10 G、10 BG 三種色相之配色效果可參考圖(四)，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三種色相在色相環的位置，彼此角度皆相差 120 度以上 (B)具有一組對比色和二組
類似色的關係 (C)具有「變化中有穩定」的效果 (D)屬於鈍角三角形配色。 

圖(四)  圖(五)  圖(六)  
(C)15. 甲、乙、丙、丁等四小圖是根據 PCCS 明度階段數值標示如圖(五)，下列有關高低調及長短調配色圖形的敘

述，何者正確？ (A)甲.低短調、乙.低長調、丙.高長調、丁.高短調 (B)甲.低長調、乙.低短調、丙.高長調、
丁.高短調 (C)甲.低長調、乙.低短調、丙.高短調、丁.高長調 (D)甲.低短調、乙.低長調、丙.高短調、丁.
高長調。 

(B)16. 關於同一彩度為主的配色，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高彩度配色有大膽活潑的效果 (B)中彩度配色有強
烈華麗的效果 (C)低彩度、高明度配色有柔和的效果 (D)低彩度、低明度配色有穩重的效果。 

(D)17. 產品設計時，為了因應不同階段的發展需求，會採取不同的色彩計畫方案，在「色彩傾向」的項目中，下列
何者屬於「顛峰期」？ (A)原色調、鮮明色調 (B)具有新意義的色彩 (C)單色、機能色、慣用色 (D)概
念形象色彩。 

(D)18. 消費者對 K 公司新產品色彩形象給予評價，最優給 10 分，最差給 1 分，所得到的結果是：美感 7 分、流行
度 5 分、溫暖 7 分、年輕 9 分、華麗 6 分、醒目 5 分、浪漫 3 分、純樸 4 分；該公司採用下列何種型式的色
彩形象尺度表，最能表現此產品的評價結果？ (A)十字型色彩形象尺度表 (B)S 型色彩形象尺度表  
(C)對比型色彩形象尺度表 (D)多向型色彩形象尺度表。 

(C)19. 關於色彩效果測定方法中常用的尺度表，依其象限分為 A、B、C、D 四區如圖(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本尺度表稱為「對比型色彩形象尺度表」 (B)「暗紅色」應放置於 D 區 (C)具有「清涼的」意象之色
彩應放置於 A 區 (D)本尺度表創始者為美國學者比練(Birren)。 

(D)20. 2019 年春季上市的眼影組，盒子裡面裝著三個大小相同的眼影色塊，其顏色由左至右依序為 2 R－8.5－3 S、
2 R－7.5－4 S、2 R－6.5－5 S。請問此眼影組的顏色組合最接近下列何種美的形式原理？ (A)彩度對比  
(B)色相漸層 (C)色相強調 (D)明度漸層。 

(B)21. 關於室內設計色彩計畫與應用，下列敘述何者最不正確？ (A)淡色調的牆壁色彩，使浴室感覺明亮些  
(B)高彩度、暖色系的廚具色彩，使廚房感覺涼爽些 (C)炎熱的夏天將窗簾布更換為淺藍色，可提高心理的
舒適感 (D)兒童房間可利用鮮艷的家飾，來營造活潑的氣氛。 

(A)22. 一對夫妻準備重新裝潢臥室，給年約 65 歲的父母親使用，他們的父母親希望這個臥室具有穩重、古樸的感
覺，下列何種顏色組合最接近需求？ (A)土黃色、咖啡色、橄欖色 (B)粉紅色、淺藍色、淡綠色 (C)洋紅
色、黃綠色、紅橙色 (D)米白色、金色、紅紫色。 

(C)23. 某運動服飾公司推出多款新樣式的單色塑身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體型瘦者選擇藍綠色塑身衣，可
增加視覺上的豐腴感 (B)體型瘦者選擇深灰色塑身衣，可增加視覺上的豐腴感 (C)體型胖者選擇深藍色塑
身衣，可增加視覺上的清瘦感 (D)體型胖者選擇鮮紅色塑身衣，可增加視覺上的清瘦感。 

(A)24. 方型臉、單眼皮、寬鼻頭、小嘴巴的胡小姐，她在第一天上班前自行化妝，希望能讓新同事留下好印象。下
列敘述何者最不適合胡小姐的臉部彩妝？ (A)使用明色粉底修飾臉部的上、下額角，柔和臉型外輪廓  
(B)使用低明度、低彩度眼影作下濃上淡的漸層修飾單眼皮 (C)使用深色鼻影修飾鼻翼兩側，可以弱化鼻頭
太寬的感覺 (D)使用明度、彩度偏高且具光澤的淺色唇膏來修飾小嘴巴。 

(C)25. 洪小姐準備應徵 A 公司的時尚模特兒，A 公司希望應徵者能夠發揮個人專屬特質，如果她想在整體裝扮上展
現出純真可愛的色彩意象，下列何種色調最符合她的需求？ (A)鮮色調 (B)濁色調 (C)淡色調 (D)暗色
調。 

第二部份：家政行職業衛生與安全(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B)26. 以 62℃加熱 30 分鐘進行消毒，下列有關此消毒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化學消毒法 (B)屬於巴斯

德低溫消毒法 (C)可殺死耐熱芽孢 (D)屬於煮沸消毒法。 
(A)27. 甲、乙、丙、丁等四位成人之身體質量指數(BMI)分別為甲：20、乙：23、丙：32、丁：38，下列有關體重

類型判定，何者不正確？ (A)甲：體重過輕 (B)乙：理想體重 (C)丙：中度肥胖 (D)丁：重度肥胖。 
(C)28. 有關氯液消毒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適用於睫毛捲曲器的消毒 (B)原液含 10 %苯基氯卡銨  

(C)適用於塑膠挖杓的消毒 (D)適用於化粧用刷類的消毒。 
(C)29. 關於物理消毒方法，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煮沸法適合毛巾及金屬類器具殺菌，以 100℃之沸水，時間

5 分鐘以上 (B)蒸汽消毒法適合溼毛巾、餐具，蒸汽箱中心溫度 80℃以上，時間 10 分鐘以上 (C)焚燒法
是物理消毒法中，最環保及最快速的消毒法，尤其適用於 PVC 塑膠材質 (D)紫外線消毒法，適合刀類、金
屬類，時間 20 分鐘以上。 

(A)30. 下列有關傳染病之預防方法，何者不正確？ (A)接種卡介苗，預防百日咳 (B)清除積水容器，防治登革熱 
(C)避免不必要輸血，預防 C 型肝炎傳染 (D)勤於正確洗手，預防腸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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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1. 孕婦發生異物梗塞而失去意識時，宜採下列何種急救方法？ (A)哈姆立克法 (B)胸部擠壓法 (C)拍背壓胸
法 (D)口對口人工呼吸。 

(A)32. 飲水中含有下列何種成分過高時，可能會罹患水俁病？ (A)汞 (B)鎘 (C)銅 (D)砷。 
(D)33. 下列傳染病與病原體分類之關聯性，何者正確？ (A)傷寒：病毒 (B)梅毒：病毒 (C)水痘：細菌 (D)霍

亂：細菌。 
(B)34. 下列微生物平均大小排列，何者正確？ (A)細菌＞病毒＞立克次體 (B)細菌＞立克次體＞病毒 (C)病毒＞

細菌＞立克次體 (D)立克次體＞細菌＞病毒。 
(C)35. 退伍軍人病是一種呼吸道傳染病，此疾病之病原體屬於下列何者？ (A)原蟲 (B)病毒 (C)細菌 (D)真菌。 
(D)36. 下列有關登革熱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又名天狗熱或斷骨熱 (B)可藉由埃及斑蚊傳播 (C)不會由人直

接傳染給人 (D)共有三種病毒型。 
(C)37. 下列酸鹼值中，何者最適合大多數的細菌生長？ (A)小於 pH 4.5 (B)pH 5.5〜6.2 (C)pH 6.5〜7.5 (D)pH 

8.4〜9.2。 
(D)38.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擔任園長條件，需擔任教保員 5 年以上 (B)幼

兒園內教師人數 6 人，其園內助理教保人員可以聘僱 2 位 (C)幼兒園 2 歲以上未滿 3 歲幼兒，每班以 16 人
為限 (D)幼兒權益受損，其監護人得於事情發生之日起 30 日內，向當地主管機關提出申訴。 

(A)39. 依據民國 102 年 7 月 3 日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雇主不得使未滿 18 歲者從
事超過 220 伏特電力線之銜接工作 (B)在高溫工作之勞工，雇主不得使其每日工作超過 8 小時 (C)勞動場
所發生死亡災害，雇主應於 12 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D)雇主不得使分娩後未滿 2 年之女性勞工從事礦
坑工作。 

(C)40. 依據民國 103 年 11 月 7 日公布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有關食品業者之場區及環境良好衛生管理基準，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蓄水池每 3 年至少清理一次，並做成紀錄 (B)使用地下水源者，其水源距化糞池
至少保持 5公尺之距離 (C)蓄水池設置地點應距化糞池 3公尺以上 (D)工作或調理檯面應保持 100米燭光。 

(C)41. 關於職場意外災害的定義與處理機制，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職災三要件包含：工作者身分、危害健
康、需在工作場所發生 (B)職災前預防及災後救濟，可以預防及降低災害損傷 (C)職災發生時，緊急應變
處理程序：啟動指揮中心運作→成立臨時救護站→評估嚴重度 (D)危機處理小組的召集人，通常是由組織
負責人擔任，啟動緊急危機處理。 

(D)42. 關於消防安全設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滅火器的操作方法：拉、壓、拉、熄 (B)緊急照明燈，最擔
心停電，無法開啟 (C)油類的火災，滅火先用乾粉滅火，再用水柱噴灑 (D)緊急出口指示燈，應保持 24
小時亮著。 

(B)43. 疥瘡(疥癬)傳染途徑，屬於下列何者？ (A)空氣傳染 (B)接觸傳染 (C)垂直傳染 (D)糞口傳染。 
(A)44. 當危機發生時，下列何者不屬於危機管理團隊化解危機的關鍵？ (A)挑戰(Challenge) (B)指揮(Command) 

(C)合作(Collaboration) (D)協調(Coordination)。 
(B)45. 關於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的操作：(1)貼電擊片；(2)打開電源；(3)插入導線，分析心律；(4)壓下電擊

鍵(若機器有指示須電擊)，下列何者為正確的操作步驟？ (A)3→1→2→4 (B)2→1→3→4 (C)2→3→1→4 
(D)1→2→4→3。 

(A)46. 幼兒專用車左右兩側與後方所標示之倒三角形，依規定為下列何種顏色？ (A)深紅 (B)深綠 (C)深紫  
(D)深藍。 

(D)47. 關於居家用電安全管理，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燈具照明應在 300 米燭光以上 (B)家用電扇、電燈適
合 110 伏特電壓 (C)電線走火，不可用水滅火 (D)電器用品都要有接地線，主要用途是分辨電壓。 

(D)48. 依據勞動部於民國 103 年 7 月 2 日修正發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標示設置準則規定，工作場所之機具操作方法說
明，應採下列何種形狀標示？ (A)正三角形 (B)倒三角形 (C)橢圓形 (D)長方形。 

(D)49. 依照國家標準(CNS 9328 Z 1024)為安全用顏色通則，工作場所修理中之設備，應以下列何種顏色標示？  
(A)紅色 (B)橙色 (C)黃色 (D)藍色。 

(A)50. 電器設備所引起的火災，應使用下列何種滅火器材？ (A)乾粉滅火器 (B)水霧滅火器 (C)蒸汽滅火器  
(D)泡沫滅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