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度船員類從業人員甄試試題  

類別六～八：船士/艙面部 乙級船員(職務層次第 1層) 

科目：船藝專業知識 

1.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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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共 50題，皆為單一選擇題，每題都有(A)(B)(C)(D)四個答案，請選出一個正確選項，

標示於答案卡。總分為 100分，每題答對得 2分，答錯不倒扣。 

 

選 擇 題 （ 每 題 2 分 ， 共 1 0 0 分 ）  

1. 在船舶二重底結構中的 Lightening Hole 的功用為何？ 

（A） 便於底部的水流排放 

（B） 可以減輕船體的重量 

（C） 供人員進出二重底艙 

（D） 便於二重底艙的空氣流通 

2. 船舶舷邊兩側肋骨的下端與底肋板相連接的構件為下列何者？ 

（A） 舭腋板（Tank Side Bracket） 

（B） 舷緣角鋼（Gunwale Angle） 

（C） 樑腋板（Beam Bracket） 

（D） 側縱樑（Side Girder） 

3. 縱向肋骨系統的船舶在甲板結構中採用的縱向構件為下列何者？ 

（A） 中線縱樑（Center Girder） 

（B） 強力樑（Web Beam） 

（C） 甲板縱材（Deck Longitudinals） 

（D） 甲板縱樑（Deck Girder） 

4. 某船在 24 小時的航程中，推進器軸（Propeller Shaft）的轉速為 89 R.P.M，螺距為 3.9m，

船舶在航程中的航速為 10 節（Knot），試求推進器的滑失率（Slip％） 

（A） ＋11.07％ 

（B） ＋12.5％ 

（C） －10.23％ 

（D） －5.62％ 

5. 試問國際載重線公約規定船舶的艙口緣圍在乾舷甲板上應高出甲板的高度為多少？ 

（A） 700mm 

（B） 650mm 

（C） 600mm 

（D） 450mm                   ＜背面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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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領港梯（Pilot Ladder）的敍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A） 領港梯的安全索（Manrope）的直徑至少 1.8 公分 

（B） 領港梯的加長踏板（Elongated Spreader）長度至少 180 公分 

（C） 領港梯應與水面平行，以便領港攀登 

（D） 領港梯不得吊掛於船舯平行體 

7. 試問國際載重線公約規定船舶舷窗的下緣不得低於下列那一條平行線？ 

（A） 在船舶兩舷劃一與乾舷甲板平行之線，此平行線的最低點在夏季載重水線以上 

（B） 在船舶兩舷劃一與乾舷甲板平行之線，此平行線的最低點在夏季載重水線以上 300 

      公釐 

（C） 在船舶兩舷劃一與乾舷甲板平行之線，此平行線的最低點在夏季載重水線以上 400 

      公釐 

（D） 在船舶兩舷劃一與乾舷甲板平行之線，此平行線的最低點在夏季載重水線以上 500 

      公釐 

8. 對自然排氣通風的敍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A） 將貨艙的通風筒全部朝向下風 

（B） 將貨艙的通風筒全部朝向上風 

（C） 將上風面的通風筒朝向下風，下風面的通風筒朝向上風 

（D） 將上風面的通風筒朝向上風，下風面的通風筒朝向下風 

9. 試問 Bilge Well 的功用為下列何者？ 

（A） 用以過濾污物、泥沙以免被吸入泵中 

（B） 聚集貨艙內的污水 

（C） 置放貨艙舭部處的雜物 

（D） 聚集機艙的潤滑油 

10. 試問船舶管路系統的管路標誌顏色若為銀色，則管路內的流體為下列何者？ 

（A） 淡水 

（B） 潤滑油 

（C） 油污水 

（D） 蒸汽 

11. 對於水線帶漆（Boot Topping Paint）的敍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A） 漆於滿載水線以上的船殼外板 

（B） 漆於輕載水線以下的船殼外板 

（C） 漆於輕載水線與滿載水線之間的船殼外板 

（D） 漆於甲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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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於油漆作業的敍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A） 塗刷油漆應以厚塗少層為原則 

（B） 如欲隔日繼續使用油漆刷（Paint Brush），應直接置於甲板乾燥處 

（C） 欲塗刷多層油漆時，應俟前一層油漆乾燥後，才能塗刷下一層油漆 

（D） 相對濕度 80％以上，較有利於塗刷油漆 

13. 防止船殼外板電解腐蝕（Electrolytic Corrosion）所採用的犧牲陽極法，其原理為： 

（A） 將低電位的金屬置於被電蝕金屬上 

（B） 將高電位的金屬置於被電蝕金屬上 

（C） 採用銅做為犧牲陽極的金屬 

（D） 做為犧牲陽極的金屬應置於遠離推進器的船殼外板上 

14. 試問下列那一項設備屬於 Boarding Arrangements？ 

（A） 舷窗 

（B） 舷梯 

（C） 艙口緣圍 

（D） 貨艙梯 

15. 國際載重線公約規定壓載艙（Ballast Tank）的通氣管（Air Pipe）延伸至乾舷甲板以上時，

在乾舷甲板上的管口距離甲板的高度，應至少為多少公釐（mm）？ 

（A） 450 mm 

（B） 600 mm 

（C） 650 mm 

（D） 760 mm 

16. 試問非水密的防動板(Shifting Board）是設置在下列那一種船舶的貨艙內？ 

（A） 散裝船 

（B） 貨櫃船 

（C） 油輪 

（D）  化學品載運船 

17. 在航行安全無虞下，船舶應儘量以何種狀態開航？ 

（A）適當艉俯 

（B）適當艏俯 

（C）適當舯拱 

（D） 適當舯垂 

18. 下列何種船舶不適用於國際載重線公約之規定？ 

（A）航行於國際間短航程之船舶 

（B）懸掛本公約締約國政府國旗之船舶 

（C）非從事貿易之遊艇 

（D） 在本公約規定所延伸之領土內登記之船舶            ＜背面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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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重貨長期積載於船上那一部位，而易使船舶形成為舯垂？ 

（A）船舯 

（B）艏艉 

（C）甲板 

（D）二層艙 

20. 船體安裝舭龍骨(Bilge keel)的主要作用是： 

（A）保證強化船體縱向強度 

（B）減輕橫搖 

（C）增加舭部橫向強度 

（D）增加舭部局部增強 

21. 對船舶選擇良好俯仰差之目的而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使船舶舵效提高 

（B）使船舶具有良好操縱性 

（C）使船舶具有較佳穩度 

（D） 使船舶螺槳推進效率提高 

22. 礦砂船裝運礦砂，如果船體某一部分所產生的剪力超過一定限度時，會有下列何種情況 

    產生？ 

（A）凹陷 

（B）折斷 

（C）凸出 

（D） 彎曲 

23. 船舶裝運穀類其重心低，則穩心高度 GM 及復原力矩及搖擺週期之關係為何？ 

（A） GM 值大，復原力矩也大，搖擺之速度較慢 

（B） GM 值小，復原力矩較小，搖擺速度較快 

（C） GM 值大，復原力矩較大搖擺之速度較快 

（D）  GM 值大，復原力矩較小，搖擺週期快 

24. 船舶貨物垂直移動時，下列何者將發生變化？ 

（A）船舶定傾中心 

（B） 船舶穩心 

（C） 船舶浮心 

（D） 船舶重心 

25. 有關船體平衡狀態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船舶在一定排水量時，其橫向穩定中心位置為一定 

（B）橫向穩定中心與浮心相距愈遠時，其橫向穩定性愈佳 

（C）在正常情形下，船體之橫向穩定中心皆位於重心之下方 

（D） 船體之重心愈低其橫向穩定性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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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依船舶載重線勘劃規則，那兩種載重線相重疊於同一垂線時，該垂直線僅以 W 符號標 

    示？ 

（A）夏季載重線與冬季載重線 

（B）熱帶載重線與夏季載重線 

（C）冬季載重線與冬季北大西洋載重線 

（D） 淡水載重線與熱帶載重線 

27. 液貨艙用來裝載燃油、淡水、液貨、壓艙水等艙間。由於液體密度較大，一般都設於船 

    舶低處，其主要目的為何？ 

（A）利於船舶浮力 

（B）方便貨物裝卸及調配 

（C）方便安全管理 

（D） 增加船舶穩度 

28. 在實體肋板上開有許多孔，下列何者並非其作用？ 

（A）減輕結構重量 

（B）增加艙底強度 

（C）雙重底內空氣的疏通 

（D） 雙重底內油或水的疏通 

29. 在船舶之俯仰差計算應用時，TPC 代表之意義為： 

（A）使船舶下沉一公尺所需裝載之噸數 

（B）使船舶下沉十公分所需裝載之噸數 

（C）使船舶上浮一公分所需卸載之噸數 

（D） 使船舶俯仰一公分所需之力矩 

30. 下列有關船舶艉俯之描述，何者為正確？ 

（A）艉俯是指艉部浸水體積大於艏部浸水體積 

（B）艉俯是指艉吃水大於艏吃水 

（C）艉俯是指艉部重量大於艏部重量 

（D） 艉俯是指艉部排水體積大於艏部排水體積 

31. 依船舶載重線勘劃規則，乾舷的定義為：勘劃之乾舷係於船舯部自： 

（A）甲板線上緣向下量至相關載重線下緣之垂直距離 

（B）甲板線下緣向下量至相關載重線上緣之垂直距離 

（C）甲板線上緣向下量至相關載重線上緣之垂直距離 

（D） 甲板線下緣向下量至相關載重線下緣之垂直距離 

 

 

＜背面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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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一般雜貨船，在相鄰兩艙區間，一裝滿貨物另一為空艙，則在兩艙中間之船體剖面上會 

    產上下相反之兩作用力，稱之為： 

（A）彎曲力矩 

（B）拱曲 

（C）舯垂 

（D） 剪力 

33. 依船舶載重線勘劃規則，船舶實施傾側試驗之目的在於： 

（A）求取各種吃水狀況下的排水量 

（B）求取空船狀況下之實際排水量及重心位置 

（C）求取各種吃水狀況下的浮心位置 

（D） 求取滿載狀況下之實際排水量及定傾中心位置 

34. 船體結構中，在船體最寬處由一舷的肋骨外緣量至另一舷的肋骨外緣的水平距離，稱為： 

（A）設計寬度 

（B）最大寬度 

（C）船寬 

（D）型寬 
35. 錨鍊 2 節長度約為多少公尺？ 

（A）30  

（B）45 

（C）55  

（D）60 
36. 錨機英文名稱為何？ 

（A）Anchor Windlass 

（B）Anchor Chain 

（C）Bow Stopper 

（D）Winch 
37. 普通鍊環長度為鍊環直徑的幾倍？ 

（A）3 

（B）4 

（C）5 
   （D）6 
38. 拋下左錨命令為何？ 

（A）Let go Starboard Anchor. 

（B）Let go Port Anchor. 

（C）Walk out Starboard Anchor. 
   （D）Walk out Port Anc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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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nchor aweigh 意思為何？ 

（A）錨出水 

（B）走錨 

（C）錨離地 
   （D）拖錨 
40. 停止絞纜的口令為何？ 

（A）Send out 

（B）Send on 

（C）Stop heaving 
   （D）Made fast 
41. 商船最大有效舵角為幾度？ 

（A）30∘ 

（B）35∘ 

（C）40∘ 
   （D）45∘ 
42. 商船一般舵效，從一舷 35∘轉到另一舷 30∘所需時間應在幾秒之內？ 

（A）20 秒 

（B）28 秒 

（C）36 秒 
   （D）45 秒 
43. 下列何者為影響舵效的最大因素？ 

（A）船速 

（B）舵角 

（C）船長 
   （D）舵面積 
44. 風從船艉吹來，選擇開艉離碼頭，最後離開碼頭纜繩為何？ 

（A）艏纜(Head Line) 

（B）艏倒纜(Forward Spring Line) 

（C）艉纜(Stern Line) 
   （D）後倒纜(Aft Spring Line) 
45. 正舵的口令為何？ 

（A）Rudder Zero 

（B）Steer Zero 

（C）Midships 
   （D）Steady 
 

＜背面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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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船舶吃水如圖箭頭所指，其吃水為何？ 

 

（A）4 米 20 公分 

（B）4 米 25 公分 

（C）4 米 30 公分 
   （D）4 米 35 公分 
47. 駛進駛出船，簡稱為何？ 

（A）Ro/Ro 

（B）Lo/Lo 

（C）Lift on/Lift off 
   （D）Float on/Float off 
48. 船舶打倒俥退後時，左舵 10∘時，船首轉向為何？ 

（A）向右轉 

（B）向左轉 

（C）不動 
   （D）有時向左有時向右 
49. 下列關於剛性船(Stiff)的特性，何者正確？ 

（A）積載因素大 

（B）貨物比重小 

（C）搖擺速度慢 
   （D）橫搖周期短 
50. 何謂載重噸位(Deadweight tonnage)？ 

（A）滿載排水量的噸位 

（B）輕載排水量的噸位 

（C）滿載排水量噸位與輕載排水量噸位之和再除以 2 
   （D）滿載排水量噸位與輕載排水量噸位之差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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