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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節以零分計算。  
【3】1.有 AB 二齒輪作變速箱之動力傳導，A 齒輪之轉速為 45 rpm，A 齒輪齒數為 9，B 齒輪齒數為 36，則 B 齒輪
扭力為 A齒輪幾倍？ 
 2  3  4  5 

【4】2.曳引機農具控制形式中兼具拉力反應與位置控制優點，是下列何者控制方式？  
彈力控制 吸引控制 拖力控制 負荷與深度控制 

【3】3.汽缸蓋與引擎本體中間裝汽缸襯墊，其作用是： 
防止曲軸變形  防止汽缸蓋變形  
密封防止漏油漏氣  保持活塞與汽缸壁密封 

【4】4.曳引機利用液壓裝置舉升或降下農具，而藉液壓油舉升農具的元件是： 
流量控制閥 方向控制閥 液壓泵 液壓缸 

【4】5.利用曳引機三點連接播種機，而播種機種子板之動力來源是下列何者機件？ 
引擎之動力 曳引機 PTO 曳引機後輪 播種機之地面輪 

【2】6.循環式乾燥機穀物由下部輸送機經下列何者輸送機構送至頂部？ 
螺旋輸送機 箕斗式輸送機 帶式輸送機 梯板輸送機 

【2】7.插秧機插秧時不可調整下列何者？ 
株距 行距 株數 插植深度 

【2】8.曳引機轉彎時，四車輪的瞬時中心交會於一點，稱為： 
文氏管原理 阿克曼原理 連續原理 白努里原理 

【4】9.柴油引擎的燃油系統中如有空氣，則： 
出油壓力會增高 油氣比過低 噴射泵供油量不足 燃油無法輸出 

【1】10.二行程循環引擎完成一次循環，曲軸需迴轉： 
一圈 二圈 三圈 四圈 

【3】11.化油器在引擎冷車時幫助起動的油路是： 
高速油路 低速油路 阻風門油路 浮子室油路 

【2】12.插秧機加裝安全離合器主要在保護下列哪一機件？ 
秧苗盤 插植爪及分離針 引擎 浮筒 

【3】13.引擎水箱裝壓力式水箱蓋之作用是： 
降低水壓 降低水的沸點 提高水的沸點 預防水結冰 

【1】14.農用引擎較常用下列哪一種調速器？ 
離心重錘式 油壓式 氣壓式 真空式 

【1】15.電瓶中的電水是下列何種液體？ 
稀硫酸 濃硫酸 稀鹽酸 濃鹽酸 

【2】16.水稻聯合收穫機稻穀輸送裝置之流程之二號螺旋輸送器將未完全處理之殘穗與稻草，送經下列何種裝置，再送
回脫穀室處理？ 
一次還原處理裝置 二次還原處理裝置 三次還原處理裝置 四次還原處理裝置 

【2】17.穀類選別機具中，利用風力選別者稱為： 
離心選別法 比重選別法 粒形選別法 大小選別法 

【2】18.佛來銘左手定則，姆指表示： 
磁場方向 導體運動方向 電流方向 磁場強度 

【2】19.冷式火星塞其特性為： 
用於較冷引擎 導熱路徑較短 散熱慢 有一較長的絕緣體 

【4】20.下列哪一項不是管路噴藥設施的功能？ 
冬天防止霜害 施肥 灌溉 除草 

【1】21.具有起動時不需注水特徵的是哪一種泵？ 
往復式泵 離心式泵 臥式泵 立式泵 

 

【3】22.行星齒輪組中，太陽齒輪齒數 15，環齒輪齒數為 40，當環齒輪轉速 300rpm，太陽齒輪固定，行星齒輪架的轉
速與方向為： 
 112.5 rpm，與環齒輪轉動方向一樣 
 187.5 rpm，與環齒輪轉動方向一樣 
 218.2 rpm，與環齒輪轉動方向一樣 
 412.5 rpm，與環齒輪轉動方向一樣 

【4】23.有一抽水機總效率為 65%，揚水量 2 m
3
/min，使用馬達可產生軸動力(shaft horse power) 6 hp，請問總揚程可達

幾公尺？(註︰1 kg∙m /s =9.81W) 
 7.3 m  7.9 m  8.3 m  8.9 m 

【2】24.下列何者為液壓系統的空檔閉路迴路四口三位閥設計？ 

  

  

  

  
【3】25.一鼠籠式 240V三相電動機，極數為 4極，供電頻率為 60Hz，請問在無負載情形下，其轉速為： 
 3,600 rpm  3,200 rpm  1,800 rpm  1,600 rpm 

【1】26.將挖起的壟土利用其曲面繼續抬高，加以二次剪斷，係為板犁犁體中哪一個部位的功能？ 
翻土板 地側板 犁頭板 犁刀 

【2】27.曳引機前輪角度中，下列何者可補償輪胎遇阻力時，部分組件之微小變形情況下，二輪仍保持平行以防止側滑，
並減少磨損？ 
後傾角 (caster-angle) 
內傾角 (toe-in) 
中心銷傾斜角 (kingpin inclination angle) 
外傾角 (camber-angle) 

【3】28.有一四缸汽油引擎，其缸徑為 6 cm，行程為 12cm，單一汽缸燃燒室容積為 30 cm
3，則其排氣量最接近多少？ 

 904.8 cm
3
  1024.8 cm

3
  1357 cm

3
  1477 cm

3
 

【2】29.下列何者為合理的汽油引擎的壓縮比？ 
 4:1  10:1  25:1  40:1 

【2】30.高壓動力噴霧機曲軸箱機油油量檢查，係透過下列何種方式？ 
油尺 油鏡 油孔 油杯 

【4】31. 1.化油器 2.噴射泵 3.油箱 4.濾油杯 5.供油泵。化油器汽油引擎供油流程為： 
 3-5-4-2  3-5-4-1  3-4-5-2  3-4-5-1 

【2】32.中耕機轉向離合器常見型式為：  
離心式 爪式 摩擦片式 皮帶輪式 

【2】33.現行農地搬運車規範中，對引擎馬力與最高時速限制為何？ 
 19 馬力以下，25公里/小時以下 
 19 馬力以下，20公里/小時以下 
 13 馬力以下，25公里/小時以下 
 13 馬力以下，20公里/小時以下 

【2】34.曳引機為何需要差速機構？ 
防止打滑 方便轉彎 確保煞車 維持直行 

【3】35.柴油引擎中波希式(Bosch)噴射泵以下列何種機構控制噴油量？ 
拉桿 齒盤 齒條 連桿 

【3】36.運用下列何種方式可調整耕耘機之耕深？ 
更換耕耘刀之順序 油壓自動控制 調整尾輪 調整行進速度 

【1】37.有關引擎馬力單位換算，下列何者正確？ 
 1 hp=746 W  1 kW=0.746 hp  1 PS=746 W  1 kW=0.746 PS 

【2】38.化油器的原理為： 
虹吸管 文氏管 真空管 畢氏管 

【3】39.汽油引擎阻風門的使用時機： 
氣溫低時起動 
氣溫高時起動 
冷機時起動 
熱機時起動 

【3】40.下列何者不會出現在柴油引擎的性能曲線圖上？ 
轉速 
輸出馬力 
熱效率 
扭矩 
 



【3】41.農場經營借貸所衍生之利息有單利和複利，下列有關利息計算的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單利利息=本金 x 利率 
複利各期本利和=本金 x（1+利率）n-1

 ，n為期數   
單利各期本利和=本金+（本金 x利率）n-1

 ，n為期數 
單利一期本利和=本金 x（1+利率） 

【4】42.農業的內涵包括（甲）糧食生產、（乙）飼料生產、（丙）蔬菜栽培、（丁）園產加工、（戊）特作生產、（己）
庭園設計等，若以農藝及園藝分類，下列哪一個選項配對正確？ 
農藝：（乙）（丙）（己）   園藝：（丁）（戊）（己） 
農藝：（乙）（丁）（己）  園藝：（丙）（丁）（己） 

【3】43.有關農場記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農場經營中最重要的兩種報表為損益表與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係用以表達一農場在某特定時間的經營成果 
損益表又稱為財務狀況表（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資產負債表係用以表達某一農場在特定日期的財務狀況 

【1】44.有關產銷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產銷班以農家為主體，每戶不限制參加的人數 
是一種勞力結合型之共同經營，可解決農村勞力不足 
可經由分工提高專業化程度達到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的效果 
可以透過組織使產銷業務作橫向及縱向整合 

【4】45.下列何者為達成臺灣農業亮起來願景的三生與三力？ 
生殖、生活、生命及人力、活力、競力 生產、生活、生命及創力、動力、競力 
生物、生殖、生態及人力、動力、魅力 生活、生產、生態及活力、創力、魅力  

【3】46.阿土伯家中種植釋迦，但最近正因許多釋迦經強風豪雨吹落無法賣出而愁眉苦臉，阿丁便將阿土伯農場品質較
差的釋迦收購製成釋迦冰棒，沒想到大受歡迎。小惠知道後便邀請阿丁到她開設的休閒農場教導遊客製作好吃的釋
迦冰棒，果然也讓業績蒸蒸日上。請問小惠的工作在農業經營中是屬於第幾級產業？  
一級 二級 三級 零級 

【2】47.農業經營漸趨企業經營型態，對農場的收支必須有系統記載，下列有關農家記帳的敘述何者正確？ 
單式記帳適合在大農場採用 
複式記帳又稱雙式記帳，採用借貸平衡原理記帳 
記帳的內容主要為提供政府課徵營業稅 
農場簿記是一種傳統的會計制度，新型農場經營已不再採用此法記帳 

【1】48.下列何者在現行法規下不得成為農會的會員？  
合法登記農場之工作人員—阿桃（18歲） 
部分自有、部分租賃土地耕作的農民—阿清（50歲）  
農校畢業，目前在農會從事推廣工作者—阿漢（30歲）  
自耕農—阿明（66 歲） 

【2】49.農業生產區域經常受到土地成本、勞力因素及專業區之形成等影響而有轉移的情況，離都市較近的地區最適發
展為下列何種農業型態？ 
土地利用型 休閒型 運輸型 生產專業區 

【4】50.下列何者非屬我國政府實施農業政策的三大理由？  
農業是最基本的產業  農業是最弱勢的產業 
農業是傳統上被重視的產業 農業是國家經濟收益的主要來源 

【1】51.培養農民農場經營和處理事務的能力，這是農業推廣的哪一種功能？ 
教育性 生產性  經濟性  社會性 

【4】52.某農場於民國 105 年初購買一部 100萬元的曳引機，用於自家農場的整地、耕耘等作業，估計可用 10年，到
時候殘值為 10 萬元，若採直線折舊法，則該曳引機當年使用的折舊費用是多少？ 
 100萬元  90萬元  10 萬元  9萬元 

【2】53.農場經營需要的資本可分為設備資本及經營資本兩種，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購買土地是設備資本  農業機械及禽畜的購買是經營資本 
種籽、農藥是經營資本  儲藏與運輸費用是經營資本 

【2】54.農業合作組織運作的基本精神，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組織管理民主化  組織成員菁英化 
利益分配社會化  實現經濟生活之增進 

【3】55.雜異化經營是指多種作物混合經營，專業化剛好相反，雜異指數（diversity index）乃用以測量農場經營之雜異
化程度，完全專業化之農場，其雜異指數應為何？ 
小於 1 等於 0 等於 1 大於 1  

【4】56.有關農場資金合理運用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資金應投施於農民熟悉的生產事業上 避免將農場資金用於個人或家庭消費上 
將貸款購買的牲畜或設備，予以適當數額的投保 將農場資產全部提供抵押，爭取最高額度之貸款 

【2】57.各種農產品間供給彈性的大小頗有差異，下列何者供給彈性較大？ 
生產期較長者 產量季節變化較小者 易腐敗者 不適於加工者 

【3】58.有關未來農業經營的環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網路資訊為不可或缺的工具 逐漸朝向機械化與自動化作業模式 
漸由設施利用型轉為土地利用型 趨向複雜化及專業化 

 

【1】59.下列何者不是良好農業生產之生產策略？ 
降低複種指數  推行永續農業及有機農業 
推展生物技術  進行產期調節，調節市場供應期 

【2】60.農產品運銷的職能可分為準備、基本及輔助等三項，下列工作何者為輔助職能？ 
運輸、買賣 運銷金融、市場情報 集貨、分級 加工、包裝 

【4】61.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規定，農產品第一次批發交易應在交易當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為之，但有特殊情況不在
此限。請問下列何者非屬前述所謂的特殊情況？ 
農民團體共同運銷直接供應給出口或加工者 當地尚未設農產品批發市場者 
農民以其農產品直接零售者 進口商在當地收購 

【3】62.當農產品滯銷時，有人提出「降價促銷」措施；一般而言，其效果為何？ 
措施有效，因為農產品需求彈性小 措施有效，因為農產品需求彈性大 
措施無效，因為農產品需求彈性小 措施無效，因為農產品供給彈性大 

【3】63.過去 20年來我國耕地面積有逐年減少的現象，也使得耕地占全國總面積之比例隨之下降。請問目前我國耕地
面積占總面積之比例為何？ 
 14%  18%  22%  26% 

【3】64.由於我國黃豆、玉米與小麥等作物之生產成本較高無法與國外進口品競爭，使我國每年大量進口。請問近年來
我國每年進口的黃豆、玉米與小麥的數量約為： 
 400萬公噸  600萬公噸  800 萬公噸  1,000萬公噸 

【3】65.大宗蔬菜因產量多在市場上的交易量也多，因此大宗蔬菜的交易情況往往對蔬菜價格漲跌有影響。請問下列何
者為我國大宗蔬菜？A.甘藍 B.茼蒿 C.花椰菜 D.結球白菜 E.馬鈴薯 
 ABCDE 僅 ABCD 僅 ACD 僅 AD 

【4】66.依據 105 年農產品貿易統計資料顯示，當年度出口值由高至低依序為何？A.美國 B.日本 C.中國大陸 D.澳洲 E.
韓國 
 CABDE  CABED  CBADE  CBAED 

【2】67.對農產業而言，下列哪些為契約產銷(契作)之優點？A.穩定農民收入 B.擴展銷售通路 C.避免產銷失衡 D.增加
種植面積 E.可做生產規劃 
僅 ABCD 僅 ABCE 僅 ABD 僅 ABE 

【2】68.依據 105 年農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下列何者正確？ 
我國名目農業生產毛額占國內生產毛額之比例不到 1% 
我國以熱量計算之綜合糧食自給率約為 32% 
目前我國平均每戶每年農家所得約 120萬元 
我國農戶中有近一半的比例其耕地面積介於 0.5-1公頃之間 

【3】69.政府規劃未來全國國中小學的學校午餐食材須使用「四章一 Q」，請問下列哪些屬於「四章一 Q」？ A.吉園
圃 B.有機農產品 C.CAS D.無毒農產品 E.產銷履歷 
 ABCDE 僅 ABCD 僅 ABCE 僅 ABC 

【2】70.我國稻米生產成本偏高，而無法與國外同品質進口米競爭，而在我國稻米生產成本結構中，下列哪一項費用所
占比例最高？ 
種苗籽費 工資 農藥費 設算地租或佃租 

【1】71.我國種植面積最廣的作物為稻米，請問我國主要種植的稻米種類為： 
梗稻 秈稻 爪哇稻 糯稻 

【4】72.我國政府為降低農民因天然災害而產生損失，自 2015 年開始積極協助國內產物保險公司開發農作物保險商品，
請問首次推出試辦農產品為何？ 
芒果 稻米 釋迦 高接梨 

【3】73.政府為推動對地綠色給付，農政單位選定幾個地區進行試辦，請問試辦作物品項為何？ 
硬質玉米 黃豆(大豆) 稻米 綠肥作物 

【1】74.我國農政單位近年來積極推動「六級產業化」，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是第 1級產業+第 2級產業+第 3級產業 「六級產業化」一詞源自於日本 
必須以一級產業之農業為基礎 可帶動地區發展 

【4】75.下列哪些屬於我國農會組織四大部門？A.信用 B.經銷 C.供銷 D.保險 E.推廣 
 ABCD  ABCE  ABDE  ACDE 

【1】76.台糖公司早期雖以糖業為發展主軸，但近年來力行多角化經營，在蘭花與養豬事業亦有不錯發展，請問兩個事
業分別屬該公司何事業部？ 
精緻農業事業部與畜殖事業部 生物科技事業部與畜殖事業部 
休閒遊憩事業部與畜殖事業部 量販事業部與畜殖事業部 

【3】77.我國某些農產品因產銷失衡而導致價格慘跌的情況時有所聞，事實上為平衡農產品產銷問題，我國農政單位實
施「計劃性生產」措施。請問下列哪些屬於容易產銷失衡的農產品？A.柳丁 B.大蒜 C.香蕉 D.紅蘿蔔 E.硬質玉米 
 ABCDE 僅 ABCD 僅 ABC 僅 ABD 

【2】78.政府為吸引年輕人務農，提出「百大青農」的輔導措施，下列哪些屬於其提供的輔導措施？A.陪伴師輔導 B.
青年從農低利貸款 C.設施設備補助 D.農民學院或國內外研習課程 E.保證收購 
 ABCDE 僅 ABCD 僅 ABCE 僅 ABC 

【3】79. 2015 年我國黃豆第二期作每公頃之銷售收入為 8.6 萬元，生產成本為 8.2萬元，請問其每公頃毛利率為何？ 
 2.33%  2.38%  4.65%  4.88% 

【1】80.要提高農產品獲利的方式之一是創造產品差異化，下列哪些為創造產品差異的方式？A.品種改良 B.生產方式
改善 C.加工改良 D.包裝創新 
 ABCD 僅 ABC 僅 ABD 僅 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