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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務必填寫姓名：     ．
            應考編號：     ．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30 題，計 60 分 

1.  【2】 士文、雅欣和育瑋坐成一排。士文說：「我坐在最邊邊」，雅欣說：
「我的右邊是育瑋」，育瑋說：「我坐在中間」，那麼坐最左邊的
是誰？ 
(1)士文 (2)雅欣 (3)育瑋 (4)無法確定。 
 

2.  【2】 冰箱裡的布丁不見了，小虎說：「是小熊吃的」，小熊說：「是小
兔吃的」，小兔說：「我不知道是誰吃的」。他們三個人中有一個
人說了謊話，那麼布丁是誰吃的？ 
(1)小虎 (2)小熊 (3)小兔 (4)無法確定。 
 

3.  【2】 從 100 到 120，下面哪一個數兩個兩個一數和五個五個一數不會都數
到？ 
(1)100 (2)102 (3)110 (4)120。 
 

4.  【2】 甲、乙、丙三個小偷被捕，甲說：「錢都被乙和丙兩人平分了」，
乙說：「我沒分到一毛錢」，丙說：「甲在說謊」。測謊顯示有兩
個人在說謊，實際上情況應該是什麼？ 
(1)甲獨吞所有錢 (2)乙獨吞所有錢 (3)丙獨吞所有錢 (4)無法確
定。 
 

5.  【3】 如果甲打棒球，那麼乙就打籃球；如果甲打羽球，那麼乙就打桌球；
如果乙打籃球，那麼丙就打排球；如果甲不打棒球，那麼丁就打羽
球。今天丙不打排球，請問丁打哪一種球？ 
(1)棒球 (2)籃球 (3)羽球 (4)排球。 
 

6.  【3】 四位學生分別在修指甲、整理頭髮、化妝和讀書。如果甲不在修指
也不在讀書；乙不在化妝也不在修指甲；如果甲不在化妝，那麼丁
就不在修指甲；丙不在讀書也不在修指甲；丁不在讀書也不在化妝。
請問正在整理頭髮的是誰？ 
(1)甲 (2)乙 (3)丙 (4)丁。 
 

7.  【2】 羅克島上東村的人都說實話，而西村的人都說謊。小真一家人來旅
遊，一下飛機就有甲、乙兩人爭著當導遊。小真叫甲去問乙住哪一
村，甲問完說：「乙說他住在西村」。請問誰一定住在東村？ 
(1)甲 (2)乙 (3)兩人都是 (4)無法確定。 
 

8.  【1】 兩個玩家輪流喊 1、2、3、4、5之中的任一數字，誰先喊到與之前
所有數字總和為 31 就贏。請問先喊的人要喊多少最有利？ 
(1)1 (2)2 (3)3 (4)5。 
 

9.  【1】 經理想買燒餅或鬆餅當作十幾位加班的點心。如果每位員工都買一
份燒餅會比每位員工都買一份鬆餅便宜 45 元，那麼一份鬆餅比一份
燒餅貴多少元？ 
(1)3 (2)5 (3)6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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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 碩傑騎腳踏車遊玩，從起點騎了 8公里後發現水壺掉了，於是折返
回去找，騎了 5公里找到他的水壺，然後再向目的地騎了 10 公里才
到達，從起點到目的地一共有多長？  
(1)24 里 (2)14 公里 (3)13 公里 (4)8 公里。 
 

11.  【2】 停車場的收費標準是第 1小時 40 元，不足 1小時以 1小時計，第 2
小時起每半小時 15 元，不足半小時以半小時計。小蘭在上午 10 時
40 分開車進停車場，離場時付了停車費 115 元，她可能是在什麼時
候離場？ 
(1)下午 1時 30分 (2)下午 1時 56分 (3)下午 2時 18分 (4)下午 2
時 40 分。 
 

12.  【2】 下一個圖形應該是什麼？ 

 

(1)  (2)  (3)  (4) 。 

 
13.  【2】 甲、乙、丙、丁、戊五人互相指責。甲說：「乙從不說謊，戊也不

會說謊。」；乙說：「丙說謊。」；丙說：「丁說謊。」；丁說：
「戊說謊。」；戊說：「乙和丙都在說謊。」。如果五人中確定有
三個人說謊，請問說謊的人是誰？ 
(1)甲乙丁 (2)甲丙戊 (3)乙丁戊 (4)丙丁戊。 
 

14.  【3】 唐三藏對孫悟空說：「放了白骨精，否則我就念緊箍咒」可以推得
(1)如果孫悟空放走白骨精，唐三藏就不念緊箍咒 
(2)孫悟空怕唐三藏緊箍咒 
(3)如果孫悟空不放走白骨精，唐三藏就會念緊箍咒 
(4)唐三藏喜歡白骨精。 
 

15.  【3】 某款手機每支的成本是 1萬元，如果以成本加兩成為定價，再以定
價打八折賣出 10 隻後，會獲利或虧損多少元？  
(1)沒有獲利也沒有虧損 (2)獲利 4000元 (3)虧損 4000元 (4)獲利
20000 元。 
 

16.  【1】 下列何者不屬於捷運需用土地的取得方式？ 
(1)國有土地無償撥用 (2)協議價購 (3)市地重劃 (4)區段徵收。 
 

17.  【3】 非完全獨立專用路權之大眾捷運系統，其共用路線的長度以不超過
全部路線多少比例為限？ 
(1)二分之一 (2) 三分之一 (3)四分之一(4)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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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4】 規劃非完全獨立專用路權的大眾捷運系統時，下列何者應特別考
慮？ 
(1)生態環境 (2)社會經濟活動 (3)都市運輸發展趨勢 (4)非專用
路段所經道路之交通衝擊。 
 

19.  【2】 台北捷運系統所使用的供電方式為： 
(1)架空線 (2)第三軌 (3)地下軌 (4)混合式。 
 

20.  【1】 依照「公營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設置管理條例」之規定，台北捷
運公司哪些職位具公務員身份？ 
(1)董事長 (2)總經理 (3)副總經理 (4)一般董事。 
 

21.  【4】 台北捷運系統若要在新北市境內劃設禁建、限建區域時，應如何辦
理？ 
(1)函請行政院辦理 (2)函請交通部辦理 (3)由新北市政府辦理 
(4)由台北市政府會同新北市政府辦理。 
 

22.  【2】 台北捷運松山新店線與淡水信義線應在何站轉車？ 
(1)民權西路站 (2)中山站 (3)東門站 (4)大安站。 
 

23.  【3】 請問台北捷運系統新闢路線的規劃報告應由何機關核定？ 
(1)臺北市政府 (2)交通部 (3)行政院 (4)立法院。 
 

24.  【1】 民間公司投資興建大眾捷運系統時，該公司之最低實收資本額應為
總工程經費百分之十以上，並不得低於： 
(1)新台幣十億元 (2)新台幣十五億元 (3)新台幣二十億元  
(4)新台幣三十億元。 
 

25.  【2】 松山線完工通車之前，應報請何單位辦理履勘？ 
(1)行政院 (2)交通部 (3)臺北市政府 (4)臺北市政府與新北市政
府共同。 
 

26.  【4】 依照大眾捷運法規定，有關大眾捷運系統之收費方式，下列何者正
確？ 
(1)依照全票與敬老票收費 (2)依照全票、學生票與敬老票收費  
(3)依照全票、敬老票與愛心票收費 (4)一律全票收費。 
 

27.  【3】 假設台北捷運每一車廂的最大載客量為 300 人，若板南線之路線班
距為 2分鐘，則該線之路線容量為何？ 
(1)18,000 人/小時 (2)36,000 人/小時 (3)54,000 人/小時
(4)72,000 人/小時。 
 

28.  【1】 假設板南線（永寧－南港）往返一趟需時 88 分鐘，若要提供班距 3
分鐘的服務，則該路線至少要準備多少列車？ 
 (1)30 列車 (2)20 列車 (3)15 列車 (4)60 列車。 
 

29.  【3】 下列何者非建設環狀線常見的目的？ 
(1)減少乘客旅行時間 (2)減少市中心的轉車交通量 (3)減少業者
的營運成本 (4)減少通過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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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 下列何種情形最為嚴重，行為人會受到較高額的罰鍰？ 
(1)妨礙車門關閉 (2)拒絕行車人員查票 (3)在車廂內飲食 (4)任
意操控站、車設備。 
 

二、 簡答題（每題 4分，共五題，計 20 分）： 

(一) 請說明道岔護軌的功能為何？  

(二) 台北捷運高運量系統採用 UIC 60 型鋼軌，請問其

中數字 60 的意義為何？ 

(三) 請說明捷運列車的自動控制系統（ATC）包含哪三

個子系統？ 

(四) 請說明何謂轉向架？高運量捷運列車每節車廂有

幾個轉向架？ 

(五) 請說明阻抗搭接器的主要功能為何？ 

 

三、 問答題（每題 10 分，共兩題，計 20 分）： 

(一)請說明計算超高度時所需考量之主要因子有哪些？並

說明設計超高時為何還有最大超高度的限制？ 

 (二)請說明高運量系統捷運列車車輪踏面有一斜度的主要

原因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