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 109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
【農業職群】技藝競賽學科題庫
A 類: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倫理與職業道德 1-60 題
B 類:專業知識學科 61-150 題
01. ( 4 )對於吹哨者保護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1) 勞動檢查機構受理勞工
申訴必須保密 (2) 任何情況下，事業單位都不得有不利勞工申訴人之行為
(3) 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訴人終止勞動契約 (4) 為實施勞動檢查，必要
時得告知事業單位有關勞工申訴人身分
02.( 1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
(1) 會計作業 (2) 粉塵作業 (3) 游離輻射作業 (4) 噪音作業
03. ( 4 )下列那種防護具較能消減噪音對聽力的危害？(1) 耳塞 (2) 碎布球
(3)棉花球 (4) 耳罩
04. ( 2 )依勞動檢查法規定，勞動檢查機構於受理勞工申訴後，應儘速就其申訴
內容派勞動檢查員實施檢查，並應於幾日內將檢查結果通知申訴人？
(1) 14 (2) 60 (3) 30 (4) 20
05. ( 3 )「勞工腦心血管疾病發病的風險與年齡、抽菸、總膽固醇數值、家族病
史、生活型態、心臟方面疾病」之相關性為何？(1) 無 (2) 可正可負 (3)
正 (4) 負
06. ( 4 )石綿最可能引起下列何種疾病？(1) 巴金森氏症 (2) 心臟病 (3) 白
指症 (4) 間皮細胞瘤
07.( 2 ) 不當抬舉導致肌肉骨骼傷害，或工作臺/椅高度不適導致肌肉疲勞之現
象，可稱之為下列何者？(1) 感電事件 (2) 不當動作 (3) 不安全環境
(4) 被撞事件
08. ( 2 )防止噪音危害之治本對策為何？(1) 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消除發生源 (3) 使用耳塞、耳罩 (4) 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09.( 1 ) 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之工作者，因工作性質特殊，就其工作時
間，下列何者正確？(1) 勞雇間應有合理協商彈性 (2) 完全不受限制 (3)
不另給予延時工資 (4) 無例假與休假
10. ( 1 )勞工工作時右手嚴重受傷，住院醫療期間公司應按下列何者給予職業災
害補償？(1) 原領工資 (2) 基本工資 (3) 前 1 年平均工資 (4) 前 6 個
月平均工資
11. ( 3 )下列何者非屬於容易發生墜落災害的作業場所？
(1) 施工架 (2) 梯子、合梯 (3) 廚房 (4) 屋頂
12.( 4 )「勞工於職場上遭受主管或同事利用職務或地位上的優勢予以不當之對待，
及遭受顧客、服務對象或其他相關人士之肢體攻擊、言語侮辱、恐嚇、威脅
等霸凌或暴力事件，致發生精神或身體上的傷害」此等危害可歸類於下列何
種職業危害？(1) 生物性 (2) 物理性 (3) 化學性 (4) 社會心理性
13. ( 4 )下列何者非屬防止搬運事故之一般原則？(1) 採取適當之搬運方法 (2)

以機械代替人力 (3) 以機動車輛搬運 (4) 儘量增加搬運距離
14. ( 1 )下列何者非屬危險物儲存場所應採取之火災爆炸預防措施？(1) 使用工
業用電風扇 (2) 使用防爆電氣設備 (3) 裝設可燃性氣體偵測裝置 (4)
標示「嚴禁煙火」
15. ( 2 )下列何措施較可避免工作單調重複或負荷過重？(1) 經常性加班 (2)
排班保有規律性 (3) 連續夜班 (4) 工時過長
16. ( 2 )職場內部常見之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不包含下列何者？(1) 過度介入勞
工私人事宜 (2) 使勞工執行與能力、經驗相符的工作 (3) 強求勞工執
行業務上明顯不必要或不可能之工作 (4) 脅迫、名譽損毀、侮辱、嚴重辱
罵勞工
17.( 4 )對於染有油污之破布、紙屑等應如何處置？(1) 應蓋藏於不燃性之容器
內 (2) 應分類置於回收桶內 (3) 無特別規定，以方便丟棄即可 (4) 與
一般廢棄物一起處置
18. ( 1 )若廢機油引起火災，最不應以下列何者滅火？(1) 水 (2) 砂土 (3)
乾粉滅火器 (4) 厚棉被
19. ( 3 )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新僱勞工所接受之一般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不得少於幾小時？(1) 0.5 (2) 2 (3) 3 (4) 1
20. ( 3 )若勞工工作性質需與陌生人接觸、工作中需處理不可預期的突發事件或
工作場所治安狀況較差，較容易遭遇下列何種危害？(1) 多發性神經病變
(2) 組織內部不法侵害 (3) 組織外部不法侵害 (4) 潛涵症
21. ( 4 )對於職業災害之受領補償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 勞工若離職將
喪失受領補償 (2) 須視雇主確有過失責任，勞工方具有受領補償權 (3)
勞工得將受領補償權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 (4) 受領補償權，自得受
領之日起，因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22. ( 2 ) 未答
於營造工地潮濕場所中使用電動機具，為防止感電危害，應於
該電路設置何種安全裝置？(1) 高容量保險絲 (2) 高感度高速型漏電
斷路器 (3) 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4) 閉關箱
23. ( 4 )下列何者非屬防止搬運事故之一般原則？(1) 以機動車輛搬運 (2) 以
機械代替人力 (3) 採取適當之搬運方法 (4) 儘量增加搬運距離
24. ( 2 )以下對於「工讀生」之敘述，何者正確？(1) 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少
於 8 小時 (2) 國定假日出勤，工資加倍發給 (3) 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
資之 80％ (4) 屬短期工作者，加班只能補休
25. ( 1 ) 未答
以下對於「例假」之敘述，何者有誤？(1) 須給假，不必給
工資 (2) 出勤時，工資加倍及補休 (3) 工資照給 (4) 每 7 日應休息
1日
26. ( 4 ) 未答
對於吹哨者保護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1) 勞動檢查機構
受理勞工申訴必須保密 (2) 事業單位不得對勞工申訴人終止勞動契約
(3) 任何情況下，事業單位都不得有不利勞工申訴人之行為 (4) 為實施
勞動檢查，必要時得告知事業單位有關勞工申訴人身分
27. ( 1 )下列何者非屬應對在職勞工施行之健康檢查？(1) 體格檢查 (2) 特定

對象及特定項目之檢查 (3) 一般健康檢查 (4) 特殊健康檢查
28. ( 4 )對於脊柱或頸部受傷患者，下列何者非為適當處理原則？(1) 向急救中
心聯絡 (2) 速請醫師 (3) 不輕易移動傷患 (4) 如無合用的器材，需
2 人作徒手搬運
29. ( 4 )我國中央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1) 經濟部 (2) 內政部 (3) 勞工保險局 (4) 勞動部
30. ( 1 )「勞工腦心血管疾病發病的風險與年齡、抽菸、總膽固醇數值、家族病
史、生活型態、心臟方面疾病」之相關性為何？(1) 正 (2) 可正可負 (3)
無 (4) 負
31.( 1 )下列何者為營業秘密法所肯認？(1) 丙公司與丁公司共同研發新技術，
成為該營業秘密之共有人 (2) 債權人 A 聲請強制執行甲公司之營業秘密
(3) 乙公司以其營業秘密設定質權，供擔保向丙銀行借款 (4) 營業秘密
共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同意授權他人使用該營業秘密
32. ( 2 ) 如果發現有同事，利用公司的財產做私人的事，我們應該要(1) 應該
告訴其他 同事，讓大家來共同糾正與斥責他 (2) 應該立即勸阻，告 知他
這是不對的行為 (3) 未經查證或勸阻立即向主管報告 (4) 不關我的事，
我只要管好自己便可以
33. ( 1 ) 專利權又可區分為發明、新型與新式樣三種專利權，其中，發明專利
權是否有保護期限？期限為何？(1) 有，20 年 (2) 有，50 年 (3) 有，5
年 (4) 無期限，只要申請後就永久歸申請人所有
34. ( 3 ) 行（受）賄罪成立要素之一為具有對價關係，而作為公務員職務之對
價有「賄賂」或「不正利益」
，下列何者「不」屬於「賄賂」或「不正利益」？
(1) 送百貨公司大額禮券 (2) 免除債務 (3) 開工邀請公務員觀禮 (4)
招待吃米其林等級之高檔大餐
35.( 3 )下列何者行為非屬個人資料保護法所稱之國際傳輸？(1) 將個人資料傳送
給法國的人事部門 (2) 將個人資料傳送給美國的分公司 (3) 將個人資
料傳送給經濟部 (4) 將個人資料傳送給日本的委託公司
36. ( 4 ) A 受雇於公司擔任會計，因自己的財務陷入危機，多次將公司帳款轉入
妻兒戶頭，是觸犯了刑法上之何種罪刑？(1) 工商秘密罪 (2) 侵害著作權
罪 (3) 違反公平交易法 (4) 侵占罪
37. ( 3 ) 有關菸害防制法規範，「不可販賣菸品」給幾歲以下的人？
(1) 17 (2) 20 (3) 18 (4) 19
38. ( 3 )小禎離開異鄉就業，來到小明的公司上班，小明是當地的人，他應該：
(1) 不關他的事，自己管好就好 (2) 小禎非當地人，應該不容易相處，不
要有太多接觸 (3) 多關心小禎的生活適應情況，如有困難加以協助 (4)
小禎是同單位的人，是個競爭對手，應該多加防範
39. ( 4 ) 因故意或過失而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秘密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該損
害賠償之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幾年間不行使就
會消滅？
(1) 10 年 (2) 5 年 (3) 7 年 (4) 2 年

40. ( 2 )在公司內部行使商務禮儀的過程，主要以參與者在公司中的何種條件來
訂定順序(1) 年齡 (2) 職位 (3) 性別 (4) 社會地位
41. ( 1 ) 下列關於營業秘密的敘述，何者不正確？(1) 受雇人於非職務上研究
或開發之營業秘密，仍歸雇用人所有 (2) 營業秘密所有人得授權他人使用
其營業秘密 (3) 營業秘密不得為質權及強制執行之標的 (4) 營業秘密得
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
42.( 1 )非公務機關利用個人資料進行行銷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 若
已取得當事人書面同意，當事人即不得拒絕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2) 於首
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行銷之方式 (3) 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
銷時，應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 (4) 倘非公務機關違反「應即停止利用其個
人資料行銷」之義務，未於限期內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2 萬元以上 20 萬元
以下罰鍰
43.( 1 )根據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下列何者正確?(1) 對婦
女的歧視指基於性別而作的任何區別、排斥或限制 (2) 傳統習俗應予
保護及傳承，即使含有歧視女性的部分，也不可以改變 (3) 只關心女
性在政治方面的人權和基本自由 (4) 未要求政府需消除個人或企業對
女性的歧視
44. ( 1 )以下哪一項員工的作為符合敬業精神？(1) 謹守職場紀律及禮節，尊重
客戶隱私 (2) 未經雇主同意擅離工作崗位 (3) 利用正常工作時間從
事私人事務 (4) 運用雇主的資源，從事個人工作
45. ( 2 )下列何者「非」屬公司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之原則？(1) 維護社會公
益 (2) 加強個人資料揭露 (3) 落實公司治理 (4) 發展永續環境
46. ( 3 )請問下列何者非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所規範之當事人權利？
(1)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2) 查詢或請求閱覽 (3) 請求刪除
他人之資料 (4) 請求補充或更正
47. ( 3 )甲公司之受雇人 A，因執行業務，觸犯營業秘密法之罪，除依規定處罰
行為人 A 外，得對甲公司進行何種處罰？(1) 褫奪公權 (2) 拘役 (3)
罰金 (4) 有期徒刑
48. ( 4 )下列何者符合專業人員的職業道德？(1) 利用雇主的機具設備私自接單
生產 (2) 未經雇主同意，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事務 (3) 未經顧客意，
任意散佈或利用顧客資料 (4) 盡力維護雇主及客戶的權益
49. ( 2 )公司訂定誠信經營守則時，不包括下列何者？(1) 禁止行賄及收賄 (2)
禁止適當慈善捐助或贊助 (3) 禁止提供不法政治獻金 (4) 禁止不誠
信行為
50.( 2 ) 對電子煙的敘述，何者錯誤？(1) 會有爆炸危險 (2) 可以幫助戒菸
(3) 含有尼古丁會成癮 (4) 含有毒致癌物質
51. ( 4 )請問下列何者非為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所規範之當事人權利？(1) 查
詢或請求閱覽 (2) 請求補充或更正 (3)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4) 請求刪除他人之資料
52. ( 3 )下列何者是錯誤的「戒菸」方式？(1) 參加醫院或衛生所所辦理的戒菸

班 (2) 撥打戒菸專線 0800-63-63-63 (3) 自己購買電子煙來戒菸 (4)
求助醫療院所、社區藥局專業戒菸
53.( 3 ) 個資法為保護當事人權益，多少位以上的當事人提出告訴，就可以進行
團體訴訟︰(1) 15 人 (2) 5 人 (3) 20 人 (4) 10 人
54.( 1 ) 小張獲選為小孩學校的家長會長，這個月要召開會議，沒時間準備料，
所以，利用上班期間有空檔，非休息時間來完成，請問是否可以：
(1) 不可以，因為這是私事，不可以利用上班時間完成 (2) 可以，因
為他能力好，能夠同時完成很多事 (3) 可以，只要不要被發現 (4) 可
以，因為不耽誤他的工作
55. ( 3 )下列關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1) 不管是否使
用電腦處理的個人資料，都受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 (2) 身分證字號、
婚姻、指紋都是個人資料 (3) 公務機關依法執行公權力，不受個人資
料保護法規範 (4) 我的病歷資料雖然是由醫生所撰寫，但也屬於是我
的個人資料範圍
56( 2 ) 某離職同事請求在職員工將離職前所製作之某份文件傳送給他，請問下
列回應方式何者正確？(1) 視彼此交情決定是否傳送文件 (2) 可能構
成對於營業秘密之侵害，應予拒絕並請他直接向公司提出請求 (3) 由
於該項文件係由該離職員工製作，因此可以傳送文件 (4) 若其目的僅
為保留檔案備份，便可以傳送文件
57. ( 4 )對電子煙的敘述，何者錯誤？(1) 含有尼古丁會成癮 (2) 會有爆炸危
險 (3) 含有毒致癌物質 (4) 可以幫助戒菸
58. ( 4 )受雇者因承辦業務而知悉營業秘密，在離職後對於該營業秘密的處理方
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 自離職日起 3 年後便不再負有保障營業秘
密之責 (2) 聘雇關係解除後便不再負有保障營業秘密之責 (3) 僅能
自用而不得販售獲取利益 (4) 離職後仍不得洩漏該營業秘密
59. ( 3 ) A 受雇於公司擔任會計，因自己的財務陷入危機，多次將公司帳款轉入
妻兒戶頭，是觸犯了刑法上之何種罪刑？(1) 侵害著作權罪 (2) 工商秘
密罪 (3) 侵占罪 (4) 違反公平交易法
60. ( 1 )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著作，如果沒有特別以契約約定，其著作人為
下列何者？(1) 受雇人 (2) 雇用公司或機關法人代表 (3) 由雇用人
指定之自然人或法人 (4) 雇用人

61.(D)絲瓜、胡瓜、西瓜是屬於那一種科名蔬果？ (A)十字花科 (B)茄科 (C)天
南星科 (D)葫蘆科。
62.(C)下列那一種果樹屬於草本果樹？ (A)荔枝 (B)龍眼 (C)香蕉 (D)蓮霧。
63.(B)栽培白蘆筍時，特別著重 (A)灌水 (B)培土 (C)畦面覆蓋 (D)摘心。
64.(C)植物因低溫誘導或促進抽苔開花的現象稱為 (A)光週期效應 (B)光合作用
(C)春化作用 (D)呼吸作用。
65.(A)下列何種蔬菜應直播栽培？ (A)蘿蔔 (B)番茄 (C)甘藍 (D)西瓜。
66.(A)普通較大粒或較珍貴的種子多採用何種播種方式？ (A)點播法 (B)條播法
(C)撒播法 (D)床橎法。
67.(B)水草對營養鹽之吸收作用，在水溫低於幾度時即有明顯受到抑制？ (A)2
℃ (B) 4℃ (C) 6℃ (D)10℃ 。
58.(C)西瓜宜種植在 (A)河砂 (B)黏質壤土 (C)砂質壤土 (D)泥炭土。
69.(A)草花育苗栽培，目前使用較多的容器是 (A)黑軟盆 (B)素燒盆 (C)塑膠盆
(D)陶 盆。
70.(B)栽培白蘆筍時，特別著重 (A)灌水 (B)培土 (C)畦面覆蓋 (D)摘心。
71.(B)鳳梨的繁殖體由果柄上生出者為 (A)吸芽 (B)裔芽 (C)冠芽 (D)珠芽。
72.(B)水草對營養鹽之吸收作用，在水溫低於幾度時即有明顯受到抑制？ (A)2
℃ (B) 4℃ (C) 6℃ (D)10℃ 。
73.(D)園藝作物永久種植在園地上，使其開花結果稱為 (A)移苗 (B)假植 (C)育
苗 (D)定植。
74.(C)種子何部位先突出種皮？ (A)胚芽 (B)胚軸 (C)胚根 (D)子葉。
75.(B)香菇採收過遲，會引起何處開裂老熟？ (A)菌柄 (B)菌褶 (C)菌傘 (D)菌
絲。
76.(B)山葵是屬於那一種科蔬菜？ (A)藜科 (B)十字花科 (C)旋花科 (D)莧科。
77.(B)下列那一種蔬菜屬於花菜類？ (A)大蒜 (B)青花菜 (C)菠菜 (D)芹菜。
78.(B)臺灣南部冬季洋香瓜多採用何種方式栽培？ (A)玻璃溫室 (B)隧道式網室
(C)遮光網
(D)塑膠棚。
79.(D)種植深根性的作物，其耕犁深度宜在 (A)5 公分以下 (B)5-10 公分
(C)10-20 公分
(D)20 公分以上。
80.(A)麥桿菊原產地位於何處？ (A)澳洲 (B)地中海沿岸 (C)北美洲 (D)墨西哥
高原。
81.(C)美女櫻為理想的花壇植物，它屬於那一科的草花？ (A)薔薇科 (B)摩蘿科
(C)馬鞭草科
(D)菊科。
82.(A)本省大蒜一般常採用何種種苗栽植？ (A)蒜瓣 (B)塊根 (C)根莖 (D)種
子。
83.(B)栽培白蘆筍時，特別著重 (A)灌水 (B)培土 (C)畦面覆蓋 (D)摘心。

84.(D)促使種子種皮軟化最常用處理的方法為 (A)低溫冷藏 (B)硫酸浸種 (C)種
子刻傷 (D)種子浸水。
85.(C)下列何種水草屬於漂移植物，會遮蔽魚缸的光線？ (A)紅柳 (B)百葉 (C)
水芙蓉 (D)水。
86.(B)海水等鞭金藻 (Isochrysis) 細胞運動能力 (A)差、不會動 (B)緩慢 (C)
快 (D)原地打轉。
87.(C)通常需採用直播栽培的蔬菜為 (A)花椰菜 (B)番茄 (C)四季豆 (D)結球白
菜。
88.(B)就病蟲害控制而言，番茄不宜與下列何種蔬果進行連作？ (A)甘藍 (B)甜椒
(C)豌豆 (D)茭白筍。
89.(B)一般園藝作物於冬季生育遲緩是因為 (A)水分過少 (B)地溫太低 (C)日照
過低 (D)氧氣不足。
90.(A)將甘蔗、甘藷植於水稻之行叢間是一種 (A)間作 (B)複作 (C)連作 (D)混
作。
91.(C)種子何部位先突出種皮？ (A)胚芽 (B)胚軸 (C)胚根 (D)子葉。
92.(A)普通較大粒或較珍貴的種子多採用何種播種方式？ (A)點播法 (B)條播法
(C)撒播法 (D)床橎法。
93.(D)種子發芽時，需先吸收何種物質，胚內酵素才能活動？ (A)醣類 (B)蛋白
質 (C)脂肪 (D)水分。
94.(A)下列那一種果樹屬於常綠果樹？ (A)芒果 (B)梨 (C)桃 (D)梅。
95.(C)馬鈴薯屬於那一種莖菜類蔬菜？ (A)根莖 (B)鱗莖 (C)塊莖 (D)球莖。
96.(A)大王椰子主要採用何種方法繁殖？ (A)種子 (B)分株 (C)扦插 (D)嫁接。
97.(B)下列何種蔬菜對光強度之需求較高？ (A)菠菜 (B)西瓜 (C)萵苣 (D)蘆
筍。
98.(A)下列何者為短命種子？ (A)馬拉巴栗 (B)西瓜 (C)金魚草 (D)豌豆。
99.(B)下列何種蔬菜在相對較高溫及強光下生長較好？ (A)芹菜 (B)蕹菜 (C)茼
蒿 (D)菠菜。
100.(A)光質中，以那二種光對光合作用影響最大？ (A)紅光、藍光 (B)綠光、黃
光 (C)綠光、橙光 (D)黃光、紫光。
101.(D)最節省用水的灌溉方式為 (A)地表灌溉 (B)噴灑灌溉 (C)地下灌溉 (D)滴
水灌溉。
102.(C)下列那一種灌溉方法可同時進行葉面施肥？ (A)地下灌溉 (B)地表灌溉
(C)噴灑灌溉 (D)滴水灌溉。
103.(C)在同一土地上，依季節輪流種植不同作物的方法稱為 (A)間作 (B)連作 (C)
輪作 (D)雜作。
104.(D)下列何者不適合做為盆花之介質？ (A)壤土 (B)泥炭土 (C)椰纖 (D)石
灰。
105.(C)兔子消化生理與下列何種動物接近？ (A)豬 (B)鵝 (C)天竺鼠 (D)鴨。
106.(A)吐根堡山羊原產於 (A)瑞士 (B)德國 (C)美國 (D)荷法國。
107.(C)鴨品種中，臉部有紅色粗糙隆起皮膚疣是 (A)菜鴨 (B)北京鴨 (C)正番

鴨(D)綠頭鴨。
108.(D)荷蘭乳牛母牛體重達 (A)200 (B)240 (C)280 (D)350 Kg 以上即可以
配種繁殖。
109.(A)台灣常見毛色黑白相間之乳牛為以下何品種？ (A)荷蘭牛 (B)娟姍牛 (C)
更賽牛 (D)愛爾夏牛。
110.(C)老鼠的耳朵立起來的時候則表示何狀態？ (A)開心 (B)肚子餓 (C)警
戒 (D) 興奮。
111.(B)狗的懷孕期為 (A)35 天 (B)65 天 (C)半年 (D)1 年。
112. (B)長毛臘腸犬的特色為何？ (A)黑色四目 (B)短腿 (C)毛很長 (D)花
色分佈對稱。
113. (D)鳥類一般染色體數目為 (A)80 (B)12 (C)24 (D)39-41 對。
114.(D)試舉出鵝隻的平均受精持續時間？ (A)1 天 (B)2 天 (C)3 天 (D)6
天。
115.(D)舉出下列綿羊中，何者為最佳之品種？ (A)三福 (B)雷色斯特 (C)杜色特
(D) 美利奴。
116.(B)一般寵物鼠的壽命大概多久？ (A)1 年 (B)1-3 年 (C)3-5 年 (D)5-8
年。
117.(D)鴿子孵化期為 (A)21 天 (B)18 天 (C)24 天 (D)30 天。
118.(C)飼料配量中，蝦紅素適合何種犬食用？ (A)馬爾濟斯 (B)約克夏 (C)紅貴
賓 (D)吉娃娃。
119.(D)一般泌乳牛之乾乳期，通常在預產期前何時進行？ (A)10 天 (B)20 天
(C)30 天 (D)60 天。
120.(C)盤克夏豬俗稱「六白豬」，請問原產於 (A)美國 (B)德國 (C)英國 (D) 義
大利。
121.(D)一般離乳之架仔牛為幾日齡？ (A)30-60 天 (B)60-90 天 (C)90-120 天
(D)120-150 天。
122.(D)飼料如果有何現象就不該再食用？ (A)長蟲 (B)出油 (C)氣味改變
(D)以上皆是。
123.(B)造成爛鰓病的原因，以下何者正確？ (A)水質不良 (B)溶氧不足 (C)寄生
蟲大量寄生 (D)病毒感染。
124.(C)下列何種魚類具有迷器？ (A)草魚 (B)鱸魚 (C)鬥魚 (D)吳郭魚。
125.(D)娃娃魚（中國大鯢）是屬於 (A)硬骨魚類 (B)軟骨魚類 (C)軟體動物
(D)兩棲類。
126.(C)鴨品種中，臉部有紅色粗糙隆起皮膚疣是 (A)菜鴨 (B)北京鴨 (C)正番
鴨 (D)綠頭鴨。
127.(D)鳥類一般染色體數目為 (A)80 (B)12 (C)24 (D)39-41 對。
128.(B)動物發生營養性貧血可能是缺乏何種營養素？ (A)硒 (B)鈷 (C)鈣
(D)磷。
129.(B)小貓大概多久會開眼？ (A)3-5 天 (B)5-14 天 (C)20-25 天 (D)30 天
後。

130.(A)吐根堡山羊原產於 (A)瑞士 (B)德國 (C)美國 (D)荷法國。
131.(D)狗成年時期係指何時？ (A)10 個月以上 (B)1-3 歲 (C)1-5 歲 (D)1-6
歲。
132.(B)小型幼犬正常體溫範圍是 (A)38-39 (B)38.5-39 (C)37.5-38
(D)37.5-38.5 °C。
133.(C)北京母鴨成孰體重約為 (A)2.5-3.0 (B)3.0-3.5 (C)3.5-4.0 (D)
4.0-5.0 Kg。
134.(A)老鼠儲藏食物的地方稱為 (A)頰囊 (B)下巴 (C)肚子 (D)口袋。
135.(D)幼貓通常係指 (A)30 天 (B)3 個月 (C)6 個月 (D)1 歲 以下之小
貓。
136.(C)貝茨維爾小型白色火雞之原產地為 (A)法國 (B)德國 (C)美國 (D)荷
蘭。
137.(C)火雞品種中簡稱 B.B.B.為 (A)波旁紅種 (B)白色荷蘭種 (C)廣胸青銅
種 (D)拿拉賽
138.(C)就溫帶鹿種而言，例如台灣梅花鹿都在何時期進入配種期？
(A) 春天 (B)夏天(C)秋天 (D)冬天。
139.(B)長毛臘腸犬的特色為何？ (A)黑色四目 (B)短腿 (C)毛很長
(D)花色分佈對稱。
140.(A)以下何者不為牧羊犬？ (A)威爾斯柯基犬 (B)邊境牧羊犬 (C)古代牧
羊犬 (D)喜樂蒂。
141.(C)兔子性成熟期為幾週齡？ (A)12 (B)14 (C)16 (D)18。
142.(B)一般寵物鼠的壽命大概多久？ (A)1 年 (B)1-3 年 (C)3-5 年
(D)5-8 年。
143.(D)蘭乳牛母牛體重達 (A)200 (B)240 (C)280 (D)350 Kg 以上即
可以配種繁殖。
144.(D)舉出下列綿羊中，何者為最佳之品種？ (A)三福 (B)雷色斯特 (C)
杜色特 (D)美利奴。
145.(A)藍瑞斯豬繁殖力與母性優；請問原產於 (A)丹麥 (B)德國 (C)加拿
大 (D)義大利。
146.(D)一般泌乳牛之乾乳期，通常在預產期前何時進行？ (A)10 天 (B)20 天
(C)30 天 (D)60 天。
147.(A)一般動物缺水量達 (A)10% (B)20% (C)30% (D)50% 以時，
則易導致死亡。
148.(B)下列何種魚隻非台灣本土魚種？ (A)蓋斑鬥魚 (B)草魚 (C)青鱂
魚 (D)馬口魚。
149.(D)下列何者非鳥類常見介卵傳染？ (A)白血病 (B)腦脊髓症 (C)白
痢症 (D)白冠症。
150.(C)臺灣櫸為榆科植物，是著名綠陰樹，樹形優雅，樹冠呈 (A)尖塔形 (B)圓
柱形 (C)中圓傘形 (D)圓頭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