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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度港勤子公司儲備船員類從業人員甄試試題 
職務／類科：甲級船員／艙面部 

專業科目：1. 航海學大意；2. 船藝大意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1 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

否則不予計分。 

○2 本試卷共三面，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40題，每題 2.5分，共 100分，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於答案卷上作答，

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或複選，不予計分。 

○3 請勿於答案卷書寫姓名、其他任何文字、編號或符號，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4 應考人得自備工程型電子計算機(考選部核定之國家考試第二類電子計算機)應試(按鍵不得發出聲響)。若應

考人測驗時於桌面上放置或使用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機，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以違規論，計算機並

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5 試題卷及答案卷務必繳回，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4】 1. 船尾著火，風向西北，則駕駛者應將船首向調整為下列何方向？ 

 ○1  東南 ○2  東北 ○3  西南 ○4  西北 

【1】 2. 船舶擱淺後，脫淺所需拉力: 

 ○1  與擱淺後損失的排水量成正比，與船與海底的摩擦係數成正比 

 ○2  與擱淺後損失的排水量成正比，與船與海底的摩擦係數成反比 

 ○3  與擱淺後損失的排水量成反比，與船與海底的摩擦係數成正比 

 ○4  與擱淺後損失的排水量成反比，與船與海底的摩擦係數成反比 

【2】 3. 船舶由靜止狀態進車，達到相應穩定航速的前進距離: 

 ○1  與船舶排水量成正比，與達到相應穩定航速時的螺旋槳推力成正比 

 ○2  與船舶排水量成正比，與達到相應穩定航速時的螺旋槳推力成反比 

 ○3  與船舶排水量成反比，與達到相應穩定航速時的螺旋槳推力成正比 

 ○4  與船舶排水量成反比，與達到相應穩定航速時的螺旋槳推力成反比 

【4】 4. 一般來說，船舶頂浪航行，會產生劇烈的縱搖和垂盪(coupled heave-pitch motions)，為

了保證安全，下列措施哪項措施最有效? 

 ○1  調整吃水差 ○2  調整壓艙水 ○3  調整穩定高度 ○4  減速和改向 

【2】 5. 船舶發生碰撞，甲船撞入乙船船體時，甲船應採取的操縱措施為____。 

 ○1  先用纜繩相互牢固繫住 

 ○2  立即開微進俥，頂住對方減少進水量 

 ○3  立即倒車退出，組織進行堵漏搶救 

 ○4  立即停俥以防破洞擴大 

【3】 6. 下列哪項措施可提高船舶舵效 _____。 

 ○1  降低船速的同時降低螺旋槳轉速 

 ○2  提高船速的同時提高螺旋槳轉速 

 ○3  降低船速的同時提高螺旋槳轉速 

 ○4  提高船速的同時降低螺旋槳轉速 

【2】 7. 在航道中，甲船從乙船右舷追越，兩船的長度和吃水都相同，當甲船船身追過乙船船身，

甲船船艉與乙船船艏接近並行時，兩船的動態為 _____。 

 ○1  甲船船艏向左偏轉，乙船船艏向右偏轉 

 ○2  甲船船艏向左偏轉，乙船船艏向左偏轉 

 ○3  甲船船艏向右偏轉，乙船船艏向右偏轉 

 ○4  甲船船艏向右偏轉，乙船船艏向左偏轉 

【2】 8. 甲船航向 120°，乙船航向 210°，由甲船測乙船相對方位 210°，則同時由乙船測甲船之相對方

位為若干? 

 ○1  250° ○2  300° ○3  330° ○4  120° 

【1】 9. 海圖上所載之方位係指下列何者? 

 ○1  由海上觀測目標之真方位 

 ○2  由海上觀測目標之相對方位 

 ○3  由岸上觀測目標之真方位 

 ○4  由岸上觀測目標之羅經方位 

【3】  10. 船舶航行中，突然在船艏右前方近距離發現障礙物，應如何操縱船舶避離____? 

 ○1  立即操右滿舵，待船艏避離後，再操右滿舵，使船艉避離。 

 ○2  立即操右滿舵，待船艏避離後，再操左滿舵，使船艉避離。 

 ○3  立即操左滿舵，待船艏避離後，再操右滿舵，使船艉避離。 

 ○4  立即操左滿舵，待船艏避離後，再操左滿舵，使船艉避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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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本船航向 180°，船速 18 節。若視風向儀指標指向船尾，視風速儀指標讀數為 8 節；則真風

向與真風速為何？ 

 ○1  真風向為北風，真風速 10 節 

 ○2  真風向為北風，真風速 26 節 

 ○3  真風向為南風，真風速 10 節 

 ○4  真風向為南風，真風速 26 節 

【2】 12. 極球心切面海圖(令地球為單位球，即球半徑為 1)，若圖上各點至極的距離為 y，而緯度為

L，則下列公式何者正確？ 

 ○1  tany L  ○2  coty L  ○3  secy L  ○4  cscy L  

【2】 13. 浮標系統中側面標誌，所謂「左」或「右」係以下列何者為準？ 

 ○1  船舶出港方向之左舷與右舷 ○2  船由外海進港之左舷與右舷 

 ○3  浮標之左或右 ○4  標桿之左或右 

【3】 14. 某船沿赤道向西航行，航速 20 節；若區域時 0600 之經度為 178°W，則區域時 1500 之推算船

位的經度為下列何者？ 

 ○1  175°E ○2  175°W ○3  179°E ○4  179°W 

【3】 15. 某橋梁橫跨河面，為確保安全，船長決定通過時，桅頂應距橋面下至少 2 呎。已知高度基

準面為 MHW，而海圖基準面為 MLW。該橋梁最小垂直間隙 135 呎，圖示水深 26 呎，平均潮

差 6 呎。又船舶吃水 24 呎，且桅頂高於水面 137 呎，請問通過橋面時龍骨下水深為何？ 

 ○1  8 呎 ○2  6 呎 ○3  4 呎 ○4  2 呎 

【2】 16. 8 月 26 日某船航向 270，於 LMT 1245 自經度179 00.0 W，航行 8 小時後，至經度178 30.0

E。請問該地的當地平均時(LMT)及日期為何？ 

 ○1  2035，8 月 25 日 ○2  2035，8 月 27 日 ○3  2055，8 月 25 日 ○4  2055，8 月 27 日 

【2】 17. 某船主羅經航向 298°(pgc)，就此艏向觀看磁羅經艏向 297°(psc)，假設無電羅經誤差，且當

地磁差(Var) 4E，請問該船自差(Dev)為何？ 

 ○1  3°E ○2  3°W ○3  5°E ○4  5°W 

【3】 18. 某疊標方位138，以電羅經測其方位為136。若已知自差(Dev)為1W，請問此電羅經誤差

為何？ 

 ○1  1°E ○2  1°W ○3  2°E ○4  2°W 

【4】 19. 「電子海圖顯示與資訊系統」縮寫為“ECDIS”，請問其中“D”為下列何者？ 

 ○1  Datum ○2  Draft ○3  Detection ○4  Display 

【4】 20. 下列何者為“AIS”的英文全名？ 

 ○1  Automatic Isolation System 

 ○2  Automatic Information System 

 ○3  Automatic Illumination System 

 ○4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3】 21. 依據我國現行《船舶設備規則》，救生艇內應裝置一盞手動控制燈或光源，以供閱讀求生須

知及屬具說明書，且該燈或光源必須能提供至少幾小時之照明？ 

 ○1  三 ○2  六 ○3  十二 ○4  二十四 

【1】 22. 船舶之「登記噸位(Registered Tonnage)」的計算方法，係將船體圍蔽部分(Enclosed Space)

之容積以下列哪一項認定為一登記噸位？ 

 ○1  100 立方呎 ○2  1 立方公尺 ○3  2.3828 立方公尺 ○4  2.3828 立方呎 

【3】 23. 一節錨鏈(Anchor Chain)的長度為多長？ 

 ○1  15 呎 ○2  15 公尺 ○3  15 噚 ○4  15 碼 

【4】 24. 下列哪一救助落水人員的操船法，於晝間可以最迅速回到落水人員處？ 

 ○1  威廉遜迴轉法(Williamson Turn) ○2  斯契諾迴轉法(Scharnov Turn) 

 ○3  雙迴轉法(Double Turn) ○4  單迴轉法(Single Turn) 

【1】 25. A 船航行在能見度受限制的海域，在雷達上發現 B 船在其右舷，兩船為交叉相遇且有碰撞

危機，試問 A 船不宜採取下列哪一行動？ 

 ○1  大角度朝左避讓 ○2  保持航向航速 ○3  大角度朝右避讓 ○4  減俥 

【2】 26. A 船航行在能見度受限制的海域，在雷達上發現 B 船在其右舷，兩船為交叉相遇且有碰撞

危機，試問當 A 船採取避讓措施時，應如何鳴放音響信號？ 

 ○1  應於每不逾一分鐘時間，鳴放號笛一長聲 ○2  應於每不逾二分鐘時間，鳴放號笛一長聲 

 ○3  鳴放號笛一短聲 ○4  鳴放號笛二短聲 

【1】 27. 裝於錨幹(Shank)頂端之鐵環稱之為？ 

 ○1  錨環(Ring) ○2  普通鏈環(Ordinary Ring) 

 ○3  鏈端環(End Link) ○4  大鏈環(Large Link) 

【3】 28. 船舶實施特別檢查時，若發現錨鏈鏈環磨損至甚麼程度時即必須更換？ 

 ○1  凡錨鏈之直徑磨損 3 mm 時 ○2  凡錨鏈之直徑磨損 5 mm 時 

 ○3  凡錨鏈之直徑磨損十分之一時 ○4  凡錨鏈之直徑磨損十五分之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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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9. 下列何者可用來連結繩索及鏈環或其他的裝具(Fitting)，其一般係使用熟鐵或軟鋼所製

成？ 

 ○1  襯環 ○2  卸扣 ○3  滑車 ○4  轆轤 

【4】 30. 貨船按其航期可分為定期貨船與不定期貨船，試問貨船載客規定不得超過多少人？ 

 ○1  6 ○2  8 ○3  10 ○4  12 

【4】 31. 下列有關無桿錨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1  無桿錨又稱「鄧福氏錨」 

 ○2  無桿錨之錨冠係以錨幹為樞紐，可以作任何角度的轉動 

 ○3  無桿錨其錨頭的重量，不得超過全錨重的五分之三 

 ○4  無桿錨的錨掌在錨臂上面，對之成直角 

【3】 32. 觀察錨鏈標誌，在紅漆卸扣每邊第二個日字鏈環上繞鋼絲兩圈，並以白漆塗刷紅色卸扣至

繞有鋼絲之鏈環，其所標誌的鏈長為： 

 ○1  10 噚 ○2  20 噚 ○3  30 噚 ○4  40 噚 

【1】 33. 下列何者並非我國船舶法所規定船舶應具備的標誌？ 

 ○1  船舶安全載重 ○2  船舶登記噸位 ○3  船舶登記號數 ○4  吃水尺度 

【1】 34. 繪製船舯外板載重線標誌，其橫穿載重線圈圓圈中央之橫線上緣，係與下列哪一載重線之

上緣對齊勘劃？ 

 ○1  夏季載重線 ○2  冬季載重線 

 ○3  熱帶地區載重線 ○4  冬季北大西洋載重線 

【2】 35. 下列何者並非載重噸位正確的描述？ 

 ○1  載重噸位亦稱為載重容量 

 ○2  載重噸位係指船舶在海水中載重至熱帶地區載重線時所能載重之噸數 

 ○3  全部的淡水、糧食、燃料等均包括於載重噸位之內 

 ○4  載重噸位之噸數係以 2,240 磅為 1 噸 

【4】 36. 不計舵面積、水流沖激角度等因素，僅以實際水流來估算其舵效，當流經舵面的流速增加

一倍時，將可增加幾倍的舵力？ 

 ○1  1 倍 ○2  2 倍 ○3  3 倍 ○4  4 倍 

【1】 37. 下列有關在狹窄水域迴轉掉頭迴轉支點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 

 ○1  正俥迴轉，其迴轉支點一般落於船舯 

 ○2  拋錨掉頭，其迴轉支點會移至船艏 

 ○3  倒俥迴時，其迴轉支點則移至船艉附近 

 ○4  迴轉掉頭，船頭會依用舵的一舷向內偏轉，而船艉則向外偏轉 

【4】 38. 下列有關船身迴轉圈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1  船身迴轉圈之大小僅與用舵時機相關，而與船身肥大或修長無關 

 ○2  船身肥大與船身修長者之迴轉圈的大小一致 

 ○3  船身肥大者迴轉圈較大，船身修長者迴轉圈較小 

 ○4  船身肥大者迴轉圈較小，船身修長者迴轉圈較大 

【3】 39. 下列有關滑車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1  滑車輪的尺寸，係以其車輪凹槽所使用鋼索的直徑以吋為單位作其度量 

 ○2  滑車安全工作負荷以牛頓為其單位 

 ○3  金屬滑車的大小，以度量其所使用繩索周徑為準，以吋為單位 

 ○4  木質滑車度量，自其冠部至底部的距離，以公分為單位 

【3】 40. 滑車輪的磨擦力約為其所舉重量的幾分之幾？ 

 ○1  1/2 ○2  1/5 ○3  1/10 ○4  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