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獎學從業人員甄試測驗題命題單 

考試科目 航運與港埠時事 命題老師 (請簽名) 

題  型 
測驗題: 

■單選題   □多選題 
題  數 20 題 

電子計算器 □可使用   □禁止使用 

備註： 

一、 本次考試時間為 60分鐘。 

二、 請以命題大綱為範圍出題，並請就出題內容予以保密，以維護本測驗之公平與公正

性。 

三、 選擇命題原則： 

1. 每個試題必須獨立存在，內容不宜相互重疊、不要提供正確答案的線索。 

2. 試題排序由易到難。 

3. 命題請儘量以不超出命題大綱為原則。 

4. 儘可能以正面、肯定、簡短、清晰字詞來敘述試題題幹。 

5. 每題之選項：本次考試統一為四個選項，選項代號以英文 A、B、C 及 D 表示，正確

答案為單一選項。 

6. 錯誤選項應具有誘答性(錯誤選項的敘述要有似真性或合理性) 。 

7. 如屬最佳答案類型，必須確信只有一個最清楚的最佳答案。 

8. 謹慎使用「以上皆是」或「以上皆非」。 

9. 各選項長度應接近。 

10. 正確答案宜隨機排列，出現次數儘量相同。 

11. 若題幹要求學生從選項中選出一正確者或錯誤者，請使用以下之固定敘述方式： 

(1) 下列有關…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哪一個是錯誤的？) 

(2) (引言)…，哪一個敘述(或選項)是正確的？(哪一個是錯誤的？) 

 

 

 

答案 題號 題目及選項 

B 1、 我國目前已加入下列哪些「國際組織」？甲. IMO; 乙.WTO; 丙 APEC; 丁. 

ASEAN+6  (A)乙丁(B)乙丙(C)乙丙丁(D)甲乙 

C 2、 臺灣港務公司將與下列那個國際郵輪公司合作開發澎湖的郵輪碼頭 (A) 

歌詩達郵輪集團公司 (B) 嘉年華郵輪公司 (C) 美國皇家加勒比郵輪公

司 (D) 麗星郵輪公司 

B 3、 臺灣港務公司目前(2016 年 3 月底) 共成立了多少個子公司?  (A) 1 個 

(B) 2 個 (C)3 個 (D)4 個。 

D 4、 中國於 2015 年 8 月 16 日首發，從中國(福建)自貿試驗區出發，途經成都、

新疆、中亞，直達歐洲的國際火車列車稱為 (A)西伯利亞陸橋 (B) 台廈

歐快鐵 (C)一帶一路快鐵 (D) 廈蓉歐快鐵。 

A 5、 世界銀行公布的物流績效指標是指 (A)LPI  (B)BDI  (C)MSCI  

(D)KPI。 

C 6、 下列那個港口己成為 LME 遞交港？(A)麥寮港 (B)台北港 (C)高雄港 

(D)台中港。 

B 7、 配合國際反恐行動，我國海關於 2016 年 1 月實施貨物進口預報艙

單新制，也就是海運運輸及承攬業者的進口貨物如需在臺灣本島

卸貨者，應在船舶抵港前多久完成預報程序  (A)12 小時  (B) 5 小

時   (C)24 小時  (D)船舶抵港前完成即可。  

A 8、 下列我國那些港口已獲得歐洲海港組織（European Sea Ports Organization）

認證，成為 EcoPorts 生態港? 甲.高雄港；乙.基隆港；丙.台中港; 丁.台北

港; 戊.花蓮港  (A)甲乙丙 (B)甲 (C)甲乙 (D)戊。 

D 9、 高雄港正在進行的深水碼頭貨櫃中心開發計劃是指那個貨櫃中心? (A)第

四貨櫃中心  (B)第五貨櫃中心  (C)第六貨櫃中心  (D)第七貨櫃中心。 

C 10、 依據最新(2015 年)世界十大貨櫃裝卸港口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A)

香港排名已落到前三名之外 (B)第一名是上海港 (C)歐洲只有鹿特丹港

擠進十名內 (D)杜拜港在十名之內。 

A 11、 下列有關於區域整合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 (A)同時參與 TPP (跨太

平洋經濟夥伴協議）及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的成員國包括日

本、南韓及新加坡 (B)TPP是以美國為首 (C)包括多數東南亞國協國家的

是 RECP  (D)我國已有與巴拿馬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TA)。 



A 12、 下列有關目前 (2016 年 3 月 )貨櫃航商策略聯盟的敘述，哪一個是錯

誤的？ (A)東方海外(OOCL) 在 O3 聯盟運作 (B)目前市場佔有率最高的

為 2M 聯盟 (C)日本郵船 (NYK)屬 G6 聯盟  (D)我國的陽明與長榮海

運同屬一個聯盟運作。  

B 13、 下列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A)巴拿馬運河擴建完工後，能通過該運

河的船型上限將從目前5,000 TEU大幅提升至14,000 TEU  (B)中國投資

的克拉運河，預計於2020年完工，將節省大量航運成本 (C)北極航線有

相當高的經濟價值，但一年之中只有7月至12月初的融冰期間才可通航

(D)尼加拉瓜運河開通後可通過40萬噸的大型油輪，船隻不必繞過南美合

恩角(Cape Horn)的困擾，即可經由此運河完成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路程。 

D 14、 有關我國鄰近國家港口行政管理及經營機構定位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

的？(A) 新加坡海事及港務局(MPA)為新加坡港的行政管理機關 (B)上

海國際港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SIPG)為上海港的經營機構 (C)東京港

埠頭株式會社(TPTC)為東京港的經營機構  (D)釜山港灣公社(BPA)是釜

山港的行政管理機關。 

C 15、 下列有關「海運快遞貨物專區」通關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 (A)每件

(袋)貨物的毛重不得超過 70公斤 (B)生鮮產品不得通關 (C)為加速快遞

貨物通關速度，文件及低價類貨物均可適用簡易申報，其核定之通關方式

僅有免審免驗(C1)方式通關  (D)海運快遞貨物專區業者需提供足夠面積

給緝毒犬使用。  

D 16、 有關 SOLAS 中 VI/2 修正案「貨櫃重量驗證」的敘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A)碼頭營運業者有責任在裝船文件中提供重量驗證 (B) SOLAS 規定共

有三種方式來驗證載貨貨櫃重量 (C)貨櫃重量驗證的規定含蓋所有進出

口貨櫃  (D) 此修正案將於今(2016)年 7 月 1 日實施。 

A 17、 有關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A)絲綢之路為一

路 (B)絲綢之路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

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及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 (C)

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 2013年 9月和 10月分別提出的經濟合作概

念 (D)一帶一路的藍圖並沒有納入台灣。 

D 18、 近年航運業景氣低迷，運價跌落谷底，造成貨櫃或散裝航商破產或重

組，下列哪一個敘述是錯誤的？(A)法國達飛 (CMA-CGM)集團買下新

加坡東方海皇集團 (NOL)多數的股權  (B)中遠集團、中國海運集團總

公司已重組而成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公司 (C)散貨航商包括中國大連威蘭

德航運、丹麥船公司 Copenship 均已申請破產保護 (D)南韓政府已成立一

支總額達 12 億美元的航運業振興基金，要求韓國的韓進海運與現代商船

合併，並於今年底會完成。 

B 19、 有關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A)共涵蓋平

潭、廈門及福州等三個片區 (B)主管機關為交通運輸部 (C)為中國四大(其

他包括天津、上海、廣東)自由貿易實驗區之一 (D) 在於發展國際商貿、

航運服務、現代物流、金融服務、新興服務、旅遊服務和高端製造等七大

產業。 

C 20、 有關我國自由貿易港區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A)「自由貿易港區設

置管理條例」是其立法法源  (B)自由港區事業僱用勞工總人數中，應僱

用百分之三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C)範圍包括「五港一空」：基隆港、台北

港、台中港、高雄港、蘇澳港及桃園航空等自由貿易港區 (D)自由港區事

業製造業僱用外國勞工核配比例為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