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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了解是否有心律不整或心臟病最有效的辦法（D）
所謂「性燥心粗，一生不濟」，故要接受磨練，培養

韌性。

（D）▲下列文句中的「以」字，何者用法與「不以人廢言」
的「以」相同？（A）「以」樂其志（B）繞室「以」
旋（C）蹴然「以」驚（D）先帝不「以」臣卑鄙。

（A）▲下列文句中的「是」字，何者意思與「夫子至於是邦
也」中的「是」相同？（A）天將降大任於「是」人
也（B）「是」非成敗轉頭空（C）唯利「是」圖（D）
深「是」其言。

（B）▲下列哪一組字義前後相同？（A）願為「市」鞍馬／
百里奚舉於「市」（B）家「喻」戶曉／發於聲，而
後「喻」（C）莫尚「乎」勤／又況賢聖不若彼者「乎」
（D）怨天「尤」人／富者見「尤」富者而羨之。

（D）▲下列文句中「借代」詞語的使用，何者正確？（A）
他家在東勢種梨，農忙時就在果園幫忙，十足是個

「梨園子弟」（B）臺灣的食品安全亮起紅燈，再這
樣下去，就快變成「烏托邦」了（C）王老師作育英
才多年，栽培許多優秀的學生，允為「杏林」典範

（D）這群「五陵年少」仗著父母親的財力，整日游
手好閒，打架生事。

（B）▲以下詩句所描寫的季節何者前後相同？（A）千里鶯
啼綠映紅／晝長吟罷蟬鳴樹（B）霜葉紅於二月花／
不覺商意滿林薄（C）荷盡已無擎雨蓋／岸容待臘將
舒柳（D）歲暮陰陽催短景／沾衣欲濕杏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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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think you will look better in pink.

（C）▲ A：A hamburger, please.
B：___________________
（A）Yes, you’re in for it .
（B）You’re welcome.
（C）Sorry, we’re out of them.
（D）Are you in a hurry?

（C）▲ A：I keep worrying that I left the back door unlocked.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Why don’t we move the door?
（B）There is a ring in my bag.
（C）Let’s return home to check.
（D）I doubt whether he has left or not.

（A）▲ A：What’s your part in the play?
B：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I shall play a singer.
（B）The play is highly prai sed.
（C）I am impressed with the costumes.
（D）The ticket costs 100 dollars.

克漏字測驗

“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 play on,” wrote Shakespeare. 
That might be a good rule for life in  , but what abou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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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kplace? In a recent survey 77% of businesses in the UK 
said that playing music increased staff morale and also improved 
the working  . Today, rules about listening to music 
at work are changing, in a world where nearly everyone has a 
smartphone or an mp3 player and employees can choose their 
own private playlists.  , many managers are still unhappy 
about the idea of members of their team listening to music, using 
headphones at their desk and being cut off from their colleagues.

For those who do listen to music at work, another debate 
centers around the type of music workers should listen to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A summary of recent research from 
Taiwan shows while some background music can  worker 
satisfaction and productivity, music with lyrics can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concentration and attention.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music without lyrics is  , as listening to songs with words 
is likely to reduce worker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A）：（A）general（B）particular（C）vain（D）need

（D）：（A）sight（B）case（C）requirement（D）
atmosphere

（B）：（A）Moreover（B）However（C）Likewise（D）
Consequently

（C）：（A）replace（B）relieve（C）increase（D）
interrupt

（A）：（A）preferable（B）prerequisite（C）polite（D）
pr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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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物總重量超過 3 公斤，得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
（C）羊腸小道在 3公里以上，非郵路所必經之地區，
得不按址投遞（D）偏遠地區住戶或村落，平均一個
月郵件不足 30 件者，得不按址投遞。

（D）▲下列何項郵件之費用非由中華郵政公司自行公告並訂
定之？（A）包裹、快捷（B）中華郵政公司所訂之
大宗印刷物郵資折扣優待給予標準（C）存證信函之
「存證費」（D）信函。

（A）▲有關無法投遞之國際函件，下列處理方式何者正確？
（A）未書寄件人姓名、地址之國際明信片，不予退
回原寄國（B）書有寄件人姓名、地址之掛號明信片，
不予退回原寄國（C）未以中文註明應行退回之非掛
號信函，不予退回原寄國（D）未以中文註明應行退
回之掛號印刷物，不予退回原寄國。

（C）▲有關信函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信函屬函件
（B）內容係全部或一部屬於通信性質（C）內容係
寄件人對不特定人傳達意思之文件（D）國內郵簡夾
寄任何附件時，應劃去「郵簡」字樣，改按信函寄遞。

（C）▲中華郵政公司對於寄件人所交寄之郵件內容，下列何
者應予證明？（A）掛號信函（B）存證信函之正本
（C）存證信函留存郵局之副本（D）存證信函顧客
留存之副本。

（D）▲有關限時郵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屬國內
郵件（B）應加付限時費（C）郵件按班限時投遞（D）
限時郵件投入收件人向郵局租用之專用信箱者，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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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領取信件時間為送達時間。

（D）▲下列函件改寄時，何者應另付自寄達地改寄新寄達地
資費？小包、信函、郵簡、印刷物。（A）
僅、（B）僅、（C）僅、（D）僅、

。

（B）▲有關郵件改投改寄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
各類郵件除註明不得改投或改寄者外，如收件人或代

收人地址變更，經當事人申請，均得改投或改寄新地

址（B）同一地址改投或改寄同一新地址者，其申請
以三次為限（C）改投之郵件免納資費（D）有收件
人地址之郵件，改交同地郵局存局候領者，郵局得拒

絕之。

（C）▲郵務營業規章針對租用專用信箱及專用信袋之規定，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租用專用信箱或專用信袋，
應於申請書上填具姓名或機構名稱、地址，由申請人

或負責人簽名或蓋章，並依中華郵政公司規定辦理

（B）租用專用信箱或專用信袋應交存鎖鑰保證金，
於停租並交回鑰匙時退還之（C）租用人利用專用信
箱或專用信袋從事非法行為者，郵局得終止其租約，

並退還租用人預付之租金及鎖鑰保證金（D）租用人
於租用期間，有任何申請事項，應憑原租用申請書上

之簽名或蓋章為之。

（D）▲有關盲人文件業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盲人
文件寄往國外者，以國際郵務通用之法文或英文註明

「盲人文件」同義字樣（B）交由航空郵路寄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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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匯率換算損失，管理者將成本納入計算後發現，

當初的決策可能並不符合公司經營成本效益。但由於

先前支付費用相當龐大，他決定還是繼續完成此份採

購案。請問，這是管理者受到何項因素的影響所造成

的決策偏差？（A）直覺式決策（B）承諾升高（C）
選擇性認知（D）近期效應。

（C）▲利用預期市場成長率以及市場占有率，來了解不同
事業的發展潛力，並據以分配資源。上述描述係指

何種政策分析工具？（A）產業生命週期分析（B）
SWOT 分析（C）BCG 矩陣（D）創新擴散模式。

（A）▲甲鐵路公司進行年度目標設定時，先由公司高層決
定年度總目標，再拆解為成本目標與營收目標，並

往下交付給生產部門與業務部門來執行推動。這種

設立目標的方式，可稱之為？（A）傳統目標設定
法（Traditional Goal Setting）（B） 目 標 管 理 法
（Management Objectives, MBO）（C）目標設定
理論（Goal Setting Theory）（D）動態多目標規
劃 方 法（Dynamic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Approach）。

（C）▲就績效管理來說，近年來許多學者都指出應該建構一
個更為未來導向、顧客導向的策略性績效評估系統。

下列何者不是策略性績效評估系統強調的原則：（A）
以系統最適化替代局部最適化（B）以顧客滿意、彈
性與生產力作為評估的核心準則（C）以降低成本為
核心，以確保達成財務目標（D）將品質、時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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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遞送、產出進行整合性衡量。

（A）▲列出為成功完成某項工作，員工必須具備的最低
資格，同時也列出有效完成該工作所需的知識、

技術與態度。這種文件稱之為？（A）工作規範
（Job Specification）（B） 工 作 說 明 書（Job 
Description）（C）工作分析（Job Analysis）（D）
工作計畫書（Job Plan）。

（B）▲集權的決策全掌握在較高層級，分權則將決策權下放
在較低層級。下列何種情形，適合採用極權制度？

（A）當環境面臨重大改變或不確定性（B）地理區
域集中的大型企業（C）需要快速回應顧客需求（D）
該決策並不會影響到公司存亡成敗。

（C）▲涉及到職權的層級、目標、管理程序、以及管理制度
的變革，指的是？（A）新產品變革（B）技術變革
（C）結構性變革（D）人員變革。

（B）▲組織設計不受限於水平式、垂直式或公司內外界線的
制度，以消除公司與顧客及供應商之間的藩籬，通常

包含兩種類型：需擬組織與網路組織。此種組織設計

被稱為？（A）矩陣式組織（Matrix Organization）
（B） 無 疆 界 組 織（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
（C）團隊結構（Team Structures）（D）學習型組
織（Learning Organization）。

（B）▲近年來許多公司開始利用平衡計分卡，結合策略目標
與績效管理，下列何者不是推動平衡計分卡的主要精

神所在？（A）強調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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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若停放在停車格內之車輛未懸掛號牌，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Ａ）

依規定應處罰汽車所有人新臺幣 3 千 6 百元以上 1
萬零 8 百元以下之罰鍰（Ｂ）該汽車禁止其行駛
（Ｃ）該汽車當場移置保管（Ｄ）如已領有號牌而

未懸掛者，吊扣該號牌。

（Ａ）▲汽車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血液中酒精

濃度超過多少以上者，不得駕車？（Ａ）0.03%（Ｂ）
0.25%（Ｃ）0.55%（Ｄ）0.75%。

（Ａ）▲裝載危險物品之車輛，應遵守之規定，下列何者不

正確？（Ａ）車頭或車尾應懸掛布質三角紅旗之危

險標識，每邊不得少於 30 公分（Ｂ）應具備危險物
品道路運送計畫書等資料，向起運地公路監理機關

申請核發臨時通行證（Ｃ）運送危險物品之駕駛人

或隨車護送人員，應經專業訓練，並隨車攜帶有效

之訓練證明書（Ｄ）行經高速公路時，應行駛外側

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Ｄ）▲駕駛重型之動力機械，除應申請臨時通行證之外，

駕駛人亦應領有下列何類駕駛執照？（Ａ）小型車

（Ｂ）大貨車（Ｃ）大客車（Ｄ）聯結車。

第五篇　交通安全常識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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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李先生駕駛一輛 10.5公尺長之貨車，其載運竹竿時，
其竹竿伸出車後長度，不能超出車尾幾公尺，才符

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Ａ）2.625 公
尺（Ｂ）3.150 公尺（Ｃ）3.575 公尺（Ｄ）3.675
公尺。

（Ｃ）▲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行為，受處罰人接獲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得不經裁決，逕

行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惟不服舉發事實者，

應於多久期間內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Ａ）7 日
（Ｂ）15 日（Ｃ）30 日（Ｄ）3 個月。

（Ｄ）▲對於道路交通違規行為，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

具違規證據資料，向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

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超過多久期間之檢舉案

件，應不予舉發？（Ａ）3 日（Ｂ）4 日（Ｃ）5 日
（Ｄ）7 日。

（Ｂ）▲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算起，小型車不得超過幾公尺？

（Ａ）1.5公尺（Ｂ）2.85公尺（Ｃ）3.5公尺（Ｄ）
4 公尺。

（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9 條至第 84 條者，
應由何單位處罰？（Ａ）交通事件裁決所（Ｂ）監

理站（Ｃ）公路主管機關（Ｄ）警察機關。

（Ｃ）▲交通違規行為人於當場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通知單後，因不服取締員警之舉發事實，於到案處

罰時向處罰機關表達不滿意見的過程，其法定用語

稱為？（Ａ）申訴（Ｂ）聲明異議（Ｃ）陳述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