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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10年度獎學就業計畫暨獎學從業人員甄試 

試題卷 

應考科目：英文與邏輯 

考試時間：80分鐘 

※注意： 

(一) 試題為單選題，共 40題。 

(二) 各題答案須於答案卷上作答，於本試題作答者，不予計分。 

(三)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說明：每題 2.5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

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一、 第一大題：英文（共 20題單選題） 

D 1. The global cellphone market has become _______ competitive in the last 

few years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and sundry models. 

 (A) increase (B) increased 

 (C) increasing (D) increasingly 

D 2. Our CEO was fired by the board because he _______ a deal under the 

counter, which is extremely prohibited in our company. 

 (A) makes (B) making (C) has made (D) had made 

B 3. You have to send your application by July 1 _______ the scholarship. 

 (A) got (B) to get (C) getting (D) will get 

B 4. Helen has made much more effort to prepare for this presentation _______ 

any other student. As a result, she is the best person to get this award. 

 (A) as (B) than (C) for (D) on 

A 5. If the spread of COVID-19 _______ more serious, I will stay home as much 

as I possibly can. 

 (A) turns (B) turned (C) has turned (D) will 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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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題至第 12題為題組 

Can you imagine that an electric skateboard can change your interaction with a 

city? According to Sanjay Dastoor, a speaker for TED Talk, this electric 

_____6_____ can take you up the hills of San Francisco at 30 kilometers an hour 

with twenty times less energy than a car. In addition, it has many advantages 

_____7_____ to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 For instance, it is _____8_____ by using 

a hand-held remote control, with _____9_____ the passenger can easily control 

acceleration, braking, and go in reverse. It is also very light, easy to carry, and 

cheap to build. Finally, it is _____10_____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since it 

can reduce your energy footprint. Accordingly, _____11_____ using other larger 

forms of transport, you _____12_____ to try this much smaller thing for your 

daily commuting to work and home. 

B 6.  (A) order (B) vehicle (C) show (D) actor 

C 7.  (A) compare (B) comparing (C) compared (D) to compare 

D 8.  (A) transparent (B) confusing (C) miserable (D) maneuverable 

B 9.  (A) that  (B) which (C) what (D) it 

A 10.  (A) beneficial (B) hazardous (C) challenging (D) difficult 

A 11.  (A) instead of (B) in addition to (C) in spite of (D) by 

C 12.  (A) will recommend (B) recommend 

  (C) are recommended (D)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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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題至第 16題為題組 

Scientists reported that the human brain is _____13_____ prepared to assist 

others, including strangers, and that this _____14_____ behavior can be observed 

in as young as 18-month-old children. Moreover, the latest discovery of mirror 

neurons in humans _____15_____ the scientists believe that the human brain can 

affect a person’s helpful behavior. Mirror neurons located throughout the brain can 

help us feel what others feel and thus make us feel _____16_____. Without them, 

we would not know or care about other people’s feelings. 

A 13.  (A) biologically (B) economically (C) clinically (D) manually 

C 14.  (A) suspicious (B) scary (C) altruistic (D) harmful 

A 15.  (A) makes (B) make (C) made (D) making 

C 16.  (A) paradoxical (B) egocentric 

  (C) compassionate (D) contrad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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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題至第 20題為題組 

Sender: raymondpalmer1123@gmail.com 

Date: March 17, 2021 

Subject: Hotel Cancellation 

 

To whom it may concern, 

 

I'd like to cancel my reservation for 2 nights at The Langham Melbourne, checking 

in on March 25 and checking out on March 27. I booked a superior king room at 

the rate of AU$350 per night. I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this notice since I was just 

informed that my trip to Melbourne had been postponed indefinitely due to the risk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Once the trip is rescheduled, I will book with your hotel 

again since it was highly recommended when I conducted an online search for 

accommodation in Melbourne. 

 

My reservation was made through the Taiwan online booking system 

Booking.com. According to the cancellation policies on the website, I need to pay 

a 1 night cancellation fee if I cancel after 23:59 on 19 March 2021. However, 

there should be no further charges from your establishment since I have notified 

you more than 24 hours in advance. Can you please confirm that this is the case?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whether or not 

I need to pay any fees for the cancellation. Thank you for all your kind help. 

 

Yours truly, 

Raymond Pa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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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7.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email? 

 (A) To book a hotel (B) To make a reservation 

 (C) To cancel a booked room (D) To pay cancellation fees 

B 1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Mr. Palmer's reservation? 

 (A) It was for 2 nights. 

 (B) It was made on March 27 in advance. 

 (C) It would have cost him 700 Australian dollars if he had stayed. 

 (D) It was made online. 

D 19. How much money will he lose for cancelling his reservation? 

 (A) AU$350 (B) NT$350 

 (C) One night cancellation fee (D) None 

D 20. What does the word “establishment” in paragraph 2 mean? 

 (A) cancellation (B) policy (C) management (D)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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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大題：邏輯（共 20題單選題） 

B 1. 請完成以下序列：1, 32, ---, 10987, 1112131415 

 (A) 379 (B) 456 (C) 796 (D) 974 

A 2. 考慮以下序列： 

北, 東北, 東南, 西, 東, --- 

虛線部分可填入 

 (A) 西北 (B) 西南 (C) 南 (D) 南東 

B 3. 設 P, Q, R 為三個語句。從「P, Q, R 不皆為真」，我們可以推導出 

 (A) 只要 P 為真，則 Q 為假 

 (B) 只要 P 為真，則若 Q 為真則 R 為假 

 (C) 只要 P 與 Q 皆為假，則 R 為真 

 (D) P, Q, R 皆為假 

C 4. 關於下列語句的邏輯蘊涵關係，何者正確？ 

P:「只有在學的大學生可以報名此項甄試。」 

Q:「只要是在學的大學生就可以報名此項甄試。」 

R:「只有在學的大學三年級學生可以報名此項甄試。」 

S:「只有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上的學生可以報名此項甄試。」 

T:「只要是學業平均成績達 75 分以上的學生，就可以報名此項甄試。」 

 (A) P 可以推出 Q (B) T 可以推出 S 

 (C) R 可以推出 P (D)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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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從「只有小巨蛋公司限制進場人數並且支付高額的演出費，蝙蝠樂團才

會到小巨蛋舉辦演唱會。」及「除非市政府同意，否則小巨蛋公司不會

限制進場人數。」這兩個前提，我們可以推論以下哪些結論？ 

P: 只要市政府同意限制進場人數，蝙蝠樂團就會到小巨蛋舉辦演唱會。 

Q: 除非小巨蛋公司支付高額的演出費，否則蝙蝠樂團不會到小巨蛋舉

辦演唱會。 

R: 只有市政府同意限制進場人數，蝙蝠樂團才會到小巨蛋舉辦演唱會。 

 (A) P, Q 與 R (B) 只有 Q 與 R 

 (C) 只有 Q (D) 只有 R 

D 6. 從「打電動或打排球都可以讓你反應敏捷」及「打電動會增加眼睛受藍

光傷害的風險」這兩個前提，邏輯上可得出下列哪個結論？ 

 (A) 不打電動就不會增加眼睛受藍光傷害的風險 

 (B) 打排球就不會增加眼睛受藍光傷害的風險 

 (C) 要讓自己反應敏捷而不增加眼睛受藍光傷害的風險，就要打排球 

 (D) 以上皆非 

D 7. 某大學要在北、中、南三區同時舉行招生說明會。由校長、教務長及學

務長各自負責一區，每區搭配一位協助的行政人員（校長秘書、教務長

秘書及學務長秘書），但有以下限制：一、行政主管不得與原處室的秘

書搭配；二、校長不能安排在北區；三、學務長秘書不能安排於南區。

則下列敘述何者非。 

 (A) 若教務處秘書安排在北區，則校長安排在中區 

 (B) 若教務處秘書安排在中區，則教務長安排於北區 

 (C) 若學務長安排在北區，則學務處秘書安排於中區 

 (D) 若校長安排在中區，則學務處秘書安排在北區 

C 8. （承上）請問總共有幾種安排方式？ 

 (A) 3 種 (B) 4 種 (C) 5 種 (D) 6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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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9. 小丁打算造訪某小島，該小島上有綠眼精靈與藍眼精靈兩種生物，其中

一種生物全說實話，另一種全說假話。小丁登島的前一日，一道魔法閃

電讓所有精靈的眼睛看起來都呈藍綠色，所以造訪當日，小丁無法根據

眼睛顏色來判斷精靈的身分，當然，即使知道身分，他也無法確定該種

精靈是說實話者還是說假話者。小丁一登島就迎面碰到甲、乙兩位精靈。 

小丁問甲，「你是綠眼精靈嗎？」甲回答：「是」。小丁問乙：「你是藍眼

精靈嗎？」乙回答：「不是。」 

關於說實話或說假話的習性，下列哪個說法正確？ 

 (A) 綠眼精靈是說假話者，藍眼精靈是說實話者 

 (B) 綠眼精靈是說實話者，藍眼精靈是說假話者 

 (C) 甲、乙兩人至少有一個是說假話者 

 (D) 以上皆非 

C 10. （承上）若小丁與甲、乙兩位精靈的對話其實並不如先前所述，而是， 

小丁問甲：「你是綠眼精靈而且是說實話者，對嗎？」 

甲回答：「對。」 

小丁問乙：「你是藍眼精靈而且是說實話者，對嗎？」 

乙回答：「不對。」 

那麼，關於甲與乙的身分，下列哪個說法正確？ 

 (A) 兩人身分皆無法確認 (B) 只有甲的身分能確認 

 (C) 只有乙的身分能確認 (D) 兩人的身分都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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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1. 假設世界上有人也有壞脾氣的人。關於下列幾個語句的邏輯關係， 

A：「沒有人喜歡所有壞脾氣的人。」 

B：「沒有任何一個人喜歡任何一個壞脾氣的人。」 

C：「有個壞脾氣的人是沒有人喜歡的。」 

D：「有人不喜歡任何一個壞脾氣的人。」 

何種說法正確？ 

 (A) A 與 B 邏輯等價 

 (B) A 可以推出 C 

 (C) B 可以推出 D 

 (D) C 可以推出 D，或者， D 可以推出 C 

A 12. 假設世上有成功的男人。從語句「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個偉大的女

人」，邏輯上你無法推論出： 

 (A) 有個不成功的男人背後沒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B) 有個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偉大的女人 

 (C) 有個偉大的女人在某個成功的男人背後 

 (D) 沒有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沒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C 13. 語句「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個偉大的女人」的否定是： 

 (A) 有個不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偉大的女人 

 (B) 所有不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沒有偉大的女人 

 (C) 至少有個成功的男人背後沒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D) 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沒有一個偉大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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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4. 從以下四個前提 

「只要丁丁參加面試，他就會穿西裝或打領帶。」 

「只有打領帶或穿皮鞋，丁丁才會穿西裝。」 

「除非穿皮鞋或戴鴨舌帽，否則丁丁不會打領帶。」 

「丁丁沒戴鴨舌帽。」 

你可以推論出： 

 (A) 丁丁參加面試或穿皮鞋 

 (B) 丁丁沒參加面試或沒穿皮鞋 

 (C) 丁丁參加面試就會穿皮鞋 

 (D) 丁丁沒參加面試或沒穿西裝或沒打領帶 

C 15. 義勇、艾倫、五条與小傑在一艘船上擔任著要職：大副、航海士、廚師

與砲雷長。目前已知： 

1. 義勇與砲雷長的年齡不相同 

2. 航海士的年齡比艾倫還小 

3. 義勇的年齡比大副還大 

4. 小傑是廚師 

請問：義勇擔任的職務為何？ 

 (A) 砲雷長 (B) 大副 (C) 航海士 (D) 無法確定 

B 16. 承上，請問：五条擔任的職務為何？ 

 (A) 砲雷長 (B) 大副 (C) 航海士 (D) 無法確定 

C 17. 下列何者是具有真假值的語句（可以為真或為假）？ 

 (A) 打開窗戶！ (B) 你喜歡花嗎？ 

 (C) 房間裡有 7 本書。 (D)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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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8. 假設有兩個村子，誠實村與說謊村。誠實村的人總是說真話，說謊村的

人總是說假話。你在叉路口遇到兩位村民，志明與玫瑰。志明說:「志明

是說謊村人或玫瑰是說謊村人。」請問志明與玫瑰各是哪一村人? 

 (A) 志明是誠實村，玫瑰是誠實村 (B) 志明是說謊村，玫瑰是誠實村 

 (C) 志明是誠實村，玫瑰是說謊村 (D) 志明是說謊村，玫瑰是說謊村 

C 19. 兩句話是邏輯等價的，若且唯若兩句話有相同的真假值。「有努力就能

成功」與以下哪句邏輯等價？ 

 (A) 不努力就不會成功 (B) 有成功就有努力 

 (C) 不成功就是不努力 (D) 以上皆非 

D 20. 伏黑、無一郎與三笠一同出遊，三個人各喜歡一種顏色，但三人喜歡的

顏色並不同，而且也沒有任何人喜歡別人不喜歡的顏色。目前已知： 

1.伏黑並不喜歡黃色。 

2. 無一郎喜歡的顏色比紫色還深。 

3. 伏黑喜歡的顏色比黑色還淺。 

4. 已知顏色深淺順序為：黑色>紫色>藍色>紅色>黃色>淺綠色>淺黃色 

>白色。 

且他們喜歡與不喜歡的顏色都在這裡面。 

請問伏黑喜歡的顏色是？ 

 (A) 紫色 (B) 藍色 (C) 紅色 (D) 無法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