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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新進從業人員招募甄選試題 

甄選類組【代碼】：行政管理-一般行政-事務員【R2608】、身心障礙-一般行政-事務員
【R2626】、身心障礙-一般行政-佐理員【R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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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卷一張雙面，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50題，每題 2分，共 100分。限用 2B鉛筆在「答案卡」
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
內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
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成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
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節成績以零分計算。 

【4】1.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有關航空人員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包含航空器駕駛員、空服員、飛航管制員 包含航空器駕駛員、飛航工程師、空服員 

包含飛航工程師、簽派員、機場航務員 包含航空器簽派員、航空器維修工程師、飛航管制員 

【3】2.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有關航空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指任何藉空氣之反作用力，得以飛航於大氣中之器物，所以火箭是航空器 

指任何藉空氣之反作用力，而非藉空氣對地球表面之反作用力，得以飛航於大氣中之器物，所以火箭是航空器 

指任何藉空氣之反作用力，而非藉空氣對地球表面之反作用力，得以飛航於大氣中之器物，所以熱氣球是
航空器 

指任何藉空氣之反作用力，得以飛航於大氣中之器物，所以翼地效應船是航空器 

【3】3.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民用航空運輸業係指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報酬之事業，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直升機從山腳下吊掛機具至山頂並收取報酬，是民用航空運輸業的範疇 

航空業者載客從機場起飛至風景區環繞一圈後回到原機場的業務，是民用航空運輸業的範疇 

零元機票也是取得報酬的一種樣態 

商務專機屬於民用航空運輸業 

【3】4.下列何者不是民用航空法制定之目的？ 

為保障飛航安全  健全民航制度，符合國際民用航空標準法則 

促進航空工業發展  促進民用航空之發展 

【4】5.有關航空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國際與國內航空站的差別在於多了入出境證照查驗 

國內機場的必要條件是 C.I.Q.S 

入出境證照查驗的單位屬於海關管轄 

國內航線班機可以轉降至國際機場 

【4】6.有關航空站噪音防制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航空站噪音防制工作，由民航局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共同訂定噪音防制工作計畫 

航空站，屬於國營者，其噪音防制工作，由民航局辦理，並得由民航局委辦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非屬國營之航空站，其噪音防制工作，由經營人辦理 

航空站噪音補償，僅限於機場興建前已設籍之居民，興建後遷入之居民不得補償 

【2】7.有關場站設施使用收費後之款項使用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各項費用中，場站降落費應按各航空站徵收之比率，每年提撥 8%做為該航空站回饋金 

噪音補償金，不得以現金發放之方式辦理航空站附近地區噪音補償作業 

國營航空站所收經費之分配及使用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航空站回饋金經費分配及使用辦法，由航空站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2】8.有關機場四周安全維護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占有人應防止其牲畜、飛鴿及鳥類侵入航空站、飛行場或助航設備區域 

對已侵入之牲畜、飛鴿及鳥類，顯有危害飛航安全者，航空站、飛行場或助航設備之經營人、管理人應商
請動保單位捕殺或驅離之 

牲畜、飛鴿及鳥類，其有侵入之虞者，並得在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採取適當措施 

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禁止飼養飛鴿或施放有礙飛航安全之物體。但經民航局核准者，
不在此限 

【4】9.有關機場屬性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清泉崗機場屬軍民合用機場 松山機場屬軍民合用機場 

小港機場屬民用機場  桃園機場屬民營民用機場 

【3】10.下列情事，何者除處罰鍰外，航空站經營人並得會同航空警察局強制其離開航空站？ 

於航空站遊蕩或滯留   

攜帶裝於寵物籠的動物進入航空站 

於航空站攬客   

經許可於航空站向乘客或公眾募捐、銷售物品或其他商業行為 

【1】11.有關場站設施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航空站及飛行場，非經權責機關核可，不得兼供他用。借用軍用航空站及飛行場，交通部應會同國防部後
公告之 

國境內助航設備之設置、變更及廢止應先經申請民航局核准後始得為之 

助航設備設置人，應依民航局之規定管理其各項設備 

為維護飛航安全，民航局對航空站、飛行場及助航設備四周之建築物、其他障礙物之高度或燈光之照射角
度，得劃定禁止或限制之一定範圍，報交通部會商內政部及有關機關後核定，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公
告之 

【4】12.有關民航運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民航運輸業航線證書，不得轉移，且持有人不得認為已取得專營權 

已領有航線證書之民航運輸業，或經停我國境內之航空器，應依郵政法規定，負責載運郵件 

航空函件及郵政包裹運費應低於一般航空貨物運價 

民航運輸業對航空函件，應在客貨運送無虞後運送 

【4】13.有關飛航管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在塔臺工作，對航機的起降、離到場，以及航行作隔離管制，避免碰撞或接近 

世界各國都是由民航政府機關從事管制 

在塔臺進行航空器的安全隔離工作，也要肩負跑、滑道的設施維護 

為防止航空器間、航空器與障礙物間於航空站跑、滑道滑行時之碰撞及加速飛航流量並保持有序飛航所提
供之服務 

【3】14.有關空域之劃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空域之運用及管制區域、管制地帶、限航區、危險區與禁航區之劃定，由空軍定之 

空域之運用及管制區域、管制地帶、限航區、危險區與禁航區之劃定，由民航局會同空軍定之 

空域之運用及管制區域、管制地帶、限航區、危險區與禁航區之劃定，由交通部會同國防部定之 

空域之運用及管制區域、管制地帶、限航區、危險區與禁航區之劃定，由民航局定之 

【1】15.有關航空器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中華民國國民、法人及政府各級機關，均得依民用航空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享有自備航空器之權利，但交通
部對其得限制之 

中華民國國民須以公司法人形式方得依民用航空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享有自備航空器之權利 

政府各級機關得享有自備航空器之權利，交通部不得限制之 

政府各級機關得享有自備航空器之權利，包含國防部購置戰機在內，交通部不得限制之 

【4】16.有關飛航安全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航空器飛航中，不得投擲任何物件、噴灑、拖曳航空器及其他物體或跳傘 

航空器不得飛越禁航區 

航空器及其裝載之客貨，均應於起飛前降落後，依法接受有關機關之檢查 

基於飛航安全、救助任務或經民航局核准，航空器得投擲任何物件、噴灑、拖曳航空器及其他物體，但軍
事任務外不得跳傘 

【1】17.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有關民用航空運輸業之管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為股份有限公司組織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總數逾 50%為中華民國之國民、法人所有，其董事長及董事逾半數為中華民國國民，
且單一外國人持有之股份總數不得逾 25% 

有限公司之資本總額逾 50%為中華民國之國民、法人所有，其代表公司之董事為中華民國國民 

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票者，其股票應記名 

【2】18.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有關民航運輸業應按期送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備查之文件項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關營運與財務者   

股本 2%以上股票持有者 

民航局於必要時，得檢查其營運財務狀況及其他有關文件 

有關航務與機務者 



【1】19.有關飛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指航空器之起飛、航行、降落及起飛前降落後所需在航空站、飛行場之滑行 

指航空器之起飛、航行、降落過程 

指航空器在大氣間之航行過程 

指航空人員之起飛、航行、降落及起飛前降落後所需在航空站、飛行場之滑行過程 

【3】20.有關場站設施使用收費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用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及相關設施，應依規定繳納使用費、服務費或噪音補償金 

使用國營航空站、助航設備及相關設施之收費標準，由交通部定之。非屬國營之航空站、飛行場之收費費

率，由經營人擬訂，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核定 

基於社會公平，民航局經報請交通部同意後，僅得減徵國營航空站國內航線使用費 

各機場之場站設施收費標準，會依不同機場而有差異 

【3】21.有關航空保安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交通部為辦理國家民用航空保安事項，應擬訂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航空警察局為各航空站之航空保安管理機關，應擬訂各航空站保安計畫，報請民航局核定後實施 

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應訂定其航空保安計畫，報請民航局核定後實施 

民用航空運輸業及普通航空業，應依國家民用航空保安計畫擬訂其航空保安計畫，報請民航局核定後實施 

【1】22.我國國際航權分配及包機之審查綱要，由下列何單位定之？ 

交通部 外交部 行政院 民航局 

【4】23.下列何者不屬於特種飛航？ 

航空器試飛 故障維護飛航 特技飛航 拖靶勤務飛航 

【2】24.依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民用航空運輸業以飛機經營國際或國內航線定期航空運輸業務者，使

用之飛機至少幾架？ 

至少二架 至少三架 至少四架 至少五架 

【3】25.依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民用航空運輸業對其運輸中使用之乘客機票票根、乘客艙單等文件或

其電子檔，應自起飛之日起至少保存幾年，以備民航局查核？ 

半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2】26.依民用航空法規定，國營與民營航空站及飛行場，若有需求需兼供他用時，核可的權責機關為何？ 

內政部營建署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經濟部工業局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 

【2】27.下列何種行業非屬民用航空法規範下的民航六業？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航空站地勤業  普通航空業 

【2】28.依民用航空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航空站地勤業之業務？ 

機場運送行李、貨物之業務 機場機票售票之業務 

機場機艙清潔之業務  機場空橋操作之業務 

【1】29.有關民航六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普通航空業：指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報酬之事業 

空廚業：指為提供航空器內餐飲或其他相關用品而於機坪內從事運送、裝卸之事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指以航空器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報酬之事業 

航空貨運承攬業：指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民用航空運輸業運送航空貨物及非具有通信性質之

國際貿易商業文件而受報酬之事業 

【1】30.下列何項非屬民用航空法定義的航空產品？ 

航空座椅 航空器 航空發動機 螺旋槳 

【3】31.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之籌設、興建、營運，應由： 

桃園市政府報經交通部核准後，始得為之 民用航空局報經經濟部核准後，始得為之 

民用航空局報經交通部核准後，始得為之 航空警察局報經內政部核准後，始得為之 

【2】32.依民用航空法規定，若金門縣政府擬辦理縣立航空站之籌設、興建、營運，應由： 

民用航空局報經經濟部核准後，始得為之 

金門縣政府申請民用航空局核轉交通部核准後，始得為之 

民用航空局報經交通部核准後，始得為之 

金門縣政府報經交通部核准後，始得為之 

【4】33.以排定規則性日期及時間，沿核定之航線，在兩地間以航空器經營運輸之業務稱之為下列何者？ 

包機  飛機運輸業務  

不定期航空運輸業務  定期航空運輸業務 

 

【4】34.民用航空運輸業使用之客運飛機，機齡不得超過 26年之法規依據為何？ 

民用航空法  航空器飛航安全相關事件處理規則 

民營飛行場管理規則  民用航空運輸業管理規則 

【3】35.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有關航空器失事、重大意外事件及意外事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航空器失事指航空器運作中所發生之事故，直接對他人或航空器上之人，造成死亡或傷害，或使航空器遭
受實質上損害或失蹤 

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指發生於航空器運作中之事故，有造成航空器失事之虞者 

為飛航目的之遙控無人機失事不屬於航空器失事範疇 

航空器意外事件指於航空器運作中所發生除航空器失事與航空器重大意外事件以外之事故 

【1】36.從事維修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之維修廠，應向民航局申請檢定；檢定合格者，發給下列何者？ 

維修廠檢定證書  維修廠適航證書 

維修廠營業證書  維修廠執業證書 

【2】37.有關超輕型載具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超輕型載具所有人及操作人應加入活動團體為會員，始得從事活動 

超輕型載具可於夜間飛行 

超輕型載具應經註冊，並經檢驗合格，發給超輕型載具檢驗合格證後，始得飛航 

超輕型載具操作人應以目視飛航操作超輕型載具 

【1】38.以強暴、脅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者，最高可處下列何種刑罰？ 

死刑 無期徒刑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2】39.包機業務是指下列何者？ 

指以飛機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報酬之業務 

指以航空器按時間、里程或架次為收費基準，而運輸客貨、郵件之不定期航空運輸業務 

指以直昇機直接載運客、貨、郵件，取得報酬之業務 

指以排定規則性日期及時間，沿核定之航線，在兩地間以航空器經營運輸之業務 

【1】40.民用航空運輸業申請新闢或增加航線，應先取得下列何者？ 

航權 機場使用許可 航管飛行許可 通航證書 

【4】41.具備供航空器載卸客貨之設施與裝備及用於航空器起降活動之區域稱之為下列何者？ 

機坪 跑道 棚廠 航空站 

【1】42.依民用航空法規定，航空器登記後，應將中華民國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標明於下列何處？ 

航空器上顯著之處 駕駛艙 客艙內 機翼 

【3】43.航空器在飛航中，下列何者為負責人，並得為一切緊急處置？ 

航空公司總經理 航管人員 機長 簽派員 

【1】44.有下列何種行為者，航空站經營人並得會同航空警察局強制其離開航空站？ 

於航空站隨地吐痰、檳榔汁、檳榔渣，拋棄紙屑、菸蒂、口香糖、其他廢棄物或於禁菸區吸菸 

於航空站無故滯留、睡覺 

於航空站吸菸區吸菸 

經許可在航站內張貼或散發宣傳品 

【2】45.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民用航空運輸業，何時應將航空器機齡、飛航時數、最近一次重大維修紀錄及航空
器駕駛員飛航時數分布等資料交由民航局公布，作為乘客選擇之參考？ 

每月 每季 半年 一年 

【4】46.下列何者不是航空器飛航時應具備之文書？ 

航空器登記證書  航空器無線電臺執照 

貨物及郵件清單  飛航路線圖 

【1】47.提供空運進口、出口、轉運或轉口貨物集散與進出航空站管制區所需之通關、倉儲場所、設備及服務而
受報酬之事業稱之為下列何者？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航空站地勤業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航空貨運承攬業 

【3】48.以自己之名義，為他人之計算，使民用航空運輸業運送航空貨物及非具有通信性質之國際貿易商業文件
而受報酬之事業稱之為下列何者？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航空貨運承攬業  航空站地勤業 

【1】49.依民用航空法規定，因航空器失事，致其所載人員失蹤，其失蹤人於失蹤滿幾個月後，法院得因利害關
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6個月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2】50.依民用航空法規定，普通航空業經營商務專機業務，應以座位數幾人以下之飛機或直昇機提供單一客戶
專屬客運服務，不得有個別攬客行為？ 

 9人  19人  30人  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