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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下列農業機械，何者屬於整地機具？ 

插秧機 動力噴霧機 迴轉犁 抽水機 

【2】2.機油為引擎機件之潤滑劑，而機油的 SAE 號數愈高，表示： 

燃點愈高 機油粘度愈高 品質愈好  價格愈高 

【1】3.引擎中做往復運動的機件為下列何者？ 

活塞  化油器  曲軸  飛輪 

【3】4.引擎飛輪的作用為下列何者？ 

增加扭力 增加曳引力 使動力平衡 增加馬力 

【4】5.引擎之汽門間隙太小時，汽門會： 

晚開早關  晚開晚關  早開早關  早開晚關 

【2】6.控制進入引擎各汽缸混合氣大小之機件為： 

阻風門  節流閥  浮子室 文氏管 

【4】7.潤滑油經連桿大端至連桿小端之噴油孔噴出，以潤滑活塞銷及汽缸壁之潤滑方式，稱為：  

撥濺式 混合式  部分壓力式  完全壓力式 

【3】8.電瓶電水自然減少時，應補充下列何者？  

自來水  地下水  蒸餾水  比重 1.26電水 

【4】9.引擎電路系統中之元件會因瞬間電壓增大而燒毀，而能吸收瞬間電流脈波和保護白金接點的是： 

點火線圈  點火開關  分電盤  電容器 

【2】10.為延長引擎壽命，引擎發動後，以何種處理方式最佳？ 

無負荷高速運轉  無負荷中速運轉  高負荷高速運轉 高負荷中速運轉 

【3】11.引擎保養時，更換引擎機油，以哪一種時機最佳？  

引擎冷車時 清晨工作前 引擎熱時 任何時機都一樣 

【2】12.插秧機長期存放時，苗台應如何放置？  

機件左邊位置 機件中心位置 機件右邊位置 任何位置均可 

【4】13.以自然落下式施肥機進行施肥作業，肥料之排出量是由何者來控制？  

肥料顆粒之大小 馬力之大小 行駛速度 肥料箱開口之大小 

【4】14.插秧機的插植爪總成內應填加何種潤滑劑？  

 SAE 20機油   SAE 40齒輪油   SAE 50齒輪油  黃油 

【3】15.一台曳引機裝載一具迴轉犁進行田間碎土作業，若以 5公里∕小時速度作業，迴轉犁作業寬度為 1.8公尺，每日田間作業 8

小時，田間作業效率為 60%，請問每日實際作業量為多少公頃(ha)？(1 ha＝10000 m
2
) 

 3.72   4.02   4.32   4.62 

【3】16.插秧機油壓式自動控制車輪之深淺，依靠下列何種裝置發生感應？  

左車輪 右車輪 浮船 操作把手 

【1】17.點播機種子計量較為精確者為： 

真空吸力式  種子盤式  種子帶式  迴轉盤式 

【2】18.中耕管理機之操作把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做上下，不能做左右操縱 可做上下及左右操縱 

可做左右，不能做上下操縱  無法做上下左右操縱 

【1】19.在使用噴霧機噴灑農藥時，應： 

背向風，逆風噴灑 面向風，逆風作業 背向風，順風作業 風向不必考慮 

【4】20.高壓動力噴霧機的藥液壓力可達多少公斤∕平方公分？  

 5～10  10～15   20～25   30～40 

【2】21.氣壓單瓣式噴霧器又稱為：  

半自動式 全自動式 充液式 背負式 

【2】22.如表選用 125 mm口徑之離心泵抽水機，其輸出水管需 60 m長，其損失水位高度為若干？  

 1.8 m  

 2.1 m  

 2.4 m  

 2.7 m  

 

 

 

 

 

 

 

【3】23.裝置在聯合收穫機前面，適合在穀類倒伏時使用者為下列何者？  

分草桿  稻桿輸送裝置  扶起裝置  撥入輪 

【2】24.水稻聯合收穫機行走部使用履帶式，其主要目的是： 

防止振動 防陷 較耐用 較美觀 

【4】25.曳引機車輪動力傳動系統之流程為下列何者？ 1.離合器 2.差速器 3.變速器 4.最終傳動系統  5.引擎 6.車輪  

 5-4-1-3-2-6   5-2-4-3-1-6   5-3-1-2-4-6   5-1-3-2-4-6 

【2】26.有一曳引機盆型齒輪轉速為 150 rpm，若左輪轉速為 80 rpm，左右輪轉速差數為多少 rpm？ 

 120  140  160  180 

【4】27.李子、梅子之收穫方法是利用： 

挖掘機挖取 螺旋桿挾持 吸氣機吸取 搖動器振搖 

【3】28.曳引機附掛農具之安裝順序，應由何處先裝？  

 PTO傳動軸 上連接桿 左下連接桿 右下連接桿 

【3】29.曳引機田間操作時發生打滑空轉時，應採何種方法？  

使用高速檔，加大油門  使用低速檔，加大油門 

使用最高檔並踩差速器鎖踏板 使用最低檔並踩差速器鎖踏板 

【1】30.稻穀乾燥機其乾燥流程之均化作用目的為何？ 

確保品質 節省金錢 節省燃料 節省勞力 

【3】31.曳引機的煞車控制有手煞車及腳煞車，而腳煞車踏板有兩個，分別煞住左右後車輪，何時使用分開踩單邊煞車？ 

道路行駛轉彎時 下坡時 田間操作轉彎時 上坡時 

【4】32.水稻循環式乾燥機的基本原理是： 

低溫乾燥 固定乾燥 連續乾燥 間歇乾燥 

【2】33.曳引機離合器操作原則為何？ 

快踩快放   快踩慢放 慢踩快放 慢踩慢放 

【2】34.穀類選別機具中，利用穀物通過大小網目者，稱為： 

比重選別法 大小選別法 粒形選別法 離心選別法 

【2】35.曳引機乾式空氣濾清器之濾紙要如何清理？  

用清水洗濾紙  使用空氣噴槍由內往外噴濾紙 

使用空氣噴槍由外往內噴濾紙 用有機溶劑清洗濾紙 

【1】36.安裝引擎汽缸蓋螺帽或柴油引擎噴油嘴之固定螺帽應使用何種扳手？  

扭力扳手 活動扳手 開口扳手 管扳手 

【2】37.電路有穩定電流通過時，電路中之電流大小與電路中之總電阻之關係為何？ 

成正比 成反比 平方成正比 平方成反比 

【4】38.曳引機田間操作時能自動將農具做舉昇或降低之控制為： 

位置控制 定位控制 循跡控制 拉力控制 

【3】39.用離心泵抽水機取池水，若水馬力為 15400 kW，軸馬力為 17500 kW，離心泵之效率為何？  

 86%   87%   88%   89% 

【3】40.二行程汽油引擎，其混合比標示 20：1，則每公升的混合汽油中，應混合多少 c.c.的機油？ 

 25   40   50   100 

口徑（mm） 損失水位高度公尺／100公尺 

40 15 

50 10 

65 9 

75 6.5 

100 4.5 

125 3.5 

150 2.5 

【請接續背面】 



【1】41.目前台灣地區無下列哪一類農產品的批發市場？ 

稻米 花卉 果菜 水產品 

【1】42.假設某企業自西班牙(70%)及義大利(30%)進口原料橄欖，在台灣生產橄欖油，則該產品之產地標示為： 

台灣 西班牙 西班牙及義大利 台灣、西班牙及義大利 

【2】43.有關吉園圃標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環境永續的指標  目前僅適用於安全蔬果 

適用於所有類型的農場、牧場及養殖場 由水利署負責審查、核發使用及管控 

【2】44.下列何者是目前我國對包裝白米分級的品質標準規範？ 

 CAS  CNS  GAP  TAP 

【4】45.下列何者包含在黃金廊道計畫內？ 

新北地區結合黃金博物館，繁榮山村 花東縱谷地區契作稻米之共同品牌 

以金針花為主體發展六級化農產業 彰化雲林高鐵沿線地區發展省水節能農產業 

【4】46.截至民國 104 年底前，我國已與下列哪個國家或地區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或是經濟合作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美國 巴西 東南亞國協 紐西蘭 

【2】47.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與下列哪一個組織共同組成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世界銀行(WB) 世界衛生組織(WHO) 世界貿易組織(WTO) 國際消費者聯盟(CI) 

【1】48.某肉品生產業者以自有品牌販售具國產安全驗證標章之肉品，並強調其產品僅在其直營專賣店販售，並無其他銷售

管道，請問業者所採取的目標市場選擇策略較為符合下列哪一項？ 

集中式行銷 差異化行銷 無差異行銷 置入性行銷 

【4】49.整體而言，我國近五年來農家肉豬生產成本結構中，比例最高的是下列何者？ 

人工費 醫療費 幼畜費 飼料費 

【3】50.我國目前對稻米進口採取的措施是： 

僅限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地區進口 進口配額 

關稅配額  零關稅 

【2】51.有關共同運銷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農業生產運銷合作社之成員始得加入供貨 農民團體共同運銷之農產品，農產品批發市場應優先處理 

主要目的為建立家庭農場之個別品牌 直接與量販店及超市契作生產為主 

【1】52.假設某農產品 C之進口關稅由 25%降為 0，此時對各利害關係者的影響，何者正確？ 

國內消費者有機會以較低的價格購得 C 農產品 國內生產 C 農產品之競爭產品者，獲利會增加 

國內以 C農產品為原料生產加工品者，遭受損失 出口 C 農產品之國家，其消費者得以用較低的價格購得 C農產品 

【3】53.某農場以現金 62萬元購置田間除草機，預計可使用 10年，殘值 2萬元。在這項交易發生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該農場立即產生損失 6萬元 該農場之資產減少 60萬元 

該農場之資產不變  該農場之負債增加 60萬元 

【2】54.某農場在 104 年初取得租用農地 10 公頃之 5 年期租約，並約定以現金支付該年度租金，每公頃為 10 萬元，就該筆

交易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權益增加 500萬元 費用增加 100萬元 資產減少 500萬元 負債減少 100萬元 

【4】55.今有 A 與 B 農場皆出售蔬菜。農場 A 之銷貨淨額為 80萬元，銷貨成本 60萬元，農場 B之毛利率為 32%，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農場 A的獲利能力較高  農場 B 的存貨週轉率較高 

農場 A的短期償債能力較高 農場 B 的獲利能力較高 

【2】56.某農業產銷班班長想了解該班在 5月 31日的財務狀況，請問下列哪一個財務報表較為適合？  

綜合損益表 資產負債表 現金流量表 基金收支表 

【3】57.某有機農場以訂單生產為主要營運方式，客戶須於至少兩個月前下訂單，支付 25%的貨款，並約定在取貨後立即付

現。客戶下訂單並支付部分貨款時，依權責原則，該交易產生： 

預付貨款，屬於資產項 銷貨收入，屬於收益項 預付貨款，屬於負債項 存貨增加，屬於收益項 

【4】58.某有機農場採行訂單生產方式經營，客戶須於至少兩個月前下訂單，支付 25%的貨款，並約定在取貨後立即付現。

期末結帳時已完成交付客戶產品並取得全部貨款，則在報表呈現： 

存貨增加 負債增加 預付貨款增加 銷貨收入增加 

【1】59.某農場在生產期以賒帳購買種子與有機肥，預計在產品收成取得貨款後支付之。依權責原則，該交易產生： 

應付帳款 預收貨款 累計攤銷 應收收益 

【3】60.某農場為建立其生產的產品之辨識度，設計圖形文字向主管機關登記核准取得商標權，屬於哪一種資產？ 

流動資產 固定投資 無形資產 應收帳款 

【1】61.根據民國 104年之農產品貿易統計顯示，我國自以下哪一國進口最多農產品？ 

美國 紐西蘭 日本 巴西 

【4】62.根據民國 103年農業統計年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農家對農業的依存度高於 50% 農牧戶中，專業農比例約 68% 

農家儲蓄傾向低於 15%  農業所得對農家消費支出之充足率不足 35% 

【1】63.有關在台南之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內銷為導向之生產基地   建立從上游到下游整合的產業鏈  

以蝴蝶蘭栽培業者進駐家數最多  是全球最大的蘭花溫室聚落  

【2】64.目前我國農業產值結構，依產值高低排列依序為何？ 

農耕產品、林產、漁產、畜禽產品 農耕產品、畜禽產品、漁產、林產 

漁產、畜禽產品、農耕產品、林產 畜禽產品、農耕產品、漁產、林產 

【3】65.目前我國經驗證的有機生產面積，最大的為下列何者？ 

果樹 茶 稻米 水產動物 

【4】66.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2 年編「農業及農食鏈」衛星帳，其統計範圍包含哪些？ A 初級農林漁牧業 B 食品飲料

製造業 C 食品飲料批發業 D 食品飲料零售業 E 餐飲業 

僅 BCD 僅 ABC 僅 ACDE  ABCDE 

【2】67.以自動販賣機販售鮮花束，此銷售方式之主要限制為何？ 

店面租金低 產品具易腐性 所需坪數大 具購物便利性 

【4】68.有關生鮮處理中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主要從事生鮮食品的集貨、加工、分級、包裝、儲藏、運送等  

主要銷售對象為超級市場、量販店、大消費戶等 

可一次處理大量生鮮食品及多家零售商之商品 

皆附屬於批發市場，由批發市場經營 

【3】69.某果園以自有資金經營，因年初遭遇前所未見之嚴重寒害，造成歉收，該經營者主要面臨的是下列何種風險？ 

價格風險 財務風險 營運風險 季節風險 

【1】70.農業經營者往往以自有資金經營，其主要原因是為避免以下哪種風險？ 

財務風險 營運風險 價格風險 氣候風險 

【3】71.我國於民國 102年中全面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以下何者不是此政策實施的主要原因？ 

改善市場衛生環境 強化食品安全 預防口蹄疫 預防禽流感 

【4】72.我國第一階段自由經濟示範區之農業加值計畫在下列哪一個園區推行？ 

新竹科學園區 台中工業區 台南生技園區 屏東農業科技園區 

【1】73.為肯定農民的優秀表現，政府每年皆進行優秀農民的選拔，此獎項稱為： 

神農獎 農金獎 金穗獎 金推獎 

【4】74.養牛場為因應市場對產品溯源的需求，較有可能在牛隻身上使用的資訊流運用工具是： 

銷售時點管理系統 POS 電子資料交換系統 EDI 電子訂貨系統 EOS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FID 

【1】75.農委會推動「新農業運動」，其構面不包含下列何者？ 

產力農藝 活力農民 魅力農村 創力農業 

【4】76.物料管理，是農場經營極為重要的一環，關於其管理要訣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農用物料的需求，如採共同採購，可大幅降低採購價格  

物料應採定量、定容、定位管理 

物料應藉由清點物料的現存數量來確認存量與帳務是否一致 

物料進、出倉庫均有依據，並做到「後進先出」  

【2】77.一般而言，現場佈置是透過工作流程與現場合理化規劃以促進作業效率，下列何種分析不適合應用於現場佈置作業？ 

品質數量分析 部門區隔分析 作業流程分析 部門關聯分析 

【4】78.依中國生產力中心的定義，關於農場管理三件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5S 顏色管理 看板管理 多角化管理 

【1】79.台糖公司成立之農業經營處，服務範圍不包括下列何者？ 

協助農民處理農地買賣事宜 農產品之產銷 芻料糧食作物之產銷 造林輔育 

【3】80. Taisuco 蝴蝶蘭是台糖公司精緻農業事業部的主要產品之一。有關該項產品之經營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台糖公司在加拿大和美國各投資一蝴蝶蘭盆花生產基地 

台南市的種苗中心負責供應實生苗和分生苗給其他四個生產場 

埔里蘭場主要生產蝴蝶蘭盆花供應日本市場，以及生產花梗苗供應國內市場 

牛埔仔蘭場主要生產火鶴切花及文心蘭切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