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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00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入學招生考試試題 

 考試科目： 商業數學 
 

 系所名稱： 進航管航管一、進航管資管一 

 1.答案以橫式由左至右書寫。2.請依題號順序作答。

選擇題，每題 5 分，答錯不倒扣 

1. 橢圓方程式 016432 22  yxyx 的長軸長為(A) 2 3 (B)2 2 (C) 4 3  (D) 4 2 。 

 

2. 某考生期中考之成績如下表，已知加權平均為 75 分，以上課時數為權數，求國文成績 

科目 國文 英文 數學 歷史 地理 

成績 ? 75 80 90 60 

上課時數 6 6 6 3 3 

 (A) 83 (B) 70 (C) 78 (D) 88。 

 

3. 假設方程式 2x + 12 x =4 之二個根為 a 與 b，則 a+b= (A)-1(B)0(C)1(D)2。 

 

4. 設 32  之正小數部份為 x ，則
x1

x 2


為(A)-3 (B) -2 (C) 2 (D) 3。 

 

5. 設 α，β為 012 2  xx 之二根，則 33   =(A)11/8 (B)9/8 (C) 7/8 (D)5/8。 

 

6. 點(sin10000,cos10000)在第幾象限？(A)一(B)二(C)三(D)四 

 

7. 設 3x2xf(x) 2  ，則 f(x)之最小值為(A)2 (B) 4 (C) 3/2 (D) 3/4 

 

8. 已知平面方程式為 x-2y+2z+5=0，球面方程式為 x2+y2+z2-2x+6y-4z+13=0 

   則球心至平面的距離為(A) 13/3 (B) 14/3 (C) 16/3 (D) 17/3。 

 

9. 設一等差級數其首項 a，公差 d ，且首 n項之和為 nnS 43 2  ， 

則  da (A)11  (B)12  (C)13  (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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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甲、乙、丙三人練習打飛靶，甲命中機率為 2/3，乙命中機率為 1/3，丙命中機率為 1/2，

今有一飛靶飛入三人射程之內，三人同時各發一槍，求飛靶中彈的機率  

(A) 8/9 (B) 7/9 (C) 6/9 (D) 5/9。 

11. 試求方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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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yx

z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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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x=-3, y=3, z=1 (B) x=3, y=-3, z=1 (C) x=1, y=1, z=-1 (D) x=-1, y=1, z=1 。 

12. 設有一圓之方程式為 0126422  yxyx ，而此圓之圓心座標為( ), kh ， 

則  kh (A) -2 (B) -1 (C) 1 (D) 2。 

13. 下列何者是 11 的倍數(A ) (169)2 (B)162-42 (C) (196)3 (D) 55271469。 

14. 試求 f(x)=|x+1|+|x+2|+|x+3|+|x+4|+…..+|x+200|之最小值 

(A) 9000 (B) 10000 (C) 7000 (D) 8000。 

15. 方程式 0134 234  XXXX 在下列那兩個整數之間有實數根? 

(A) 0 與 1 之間(B)-1 與 0 之間 (C)-1 與-2 之間 (D)-2 與-3 之間  

16.有一軍隊，人數在七千與八千之間，今將此軍隊排成若干個同樣的方陣，發現以 88 或

1212 方陣，都恰好排盡，此軍隊人數有多少? (A) 7488 (B) 7688 (C) 7188 (D) 7388。 

17. 50log9log
2

1
32log 1032  = (A)7 (B)7+ 2log

2

1
10  (C)7- 2log

2

1
10 (D) 6。  

18. 將行列式

x

x

x

21

21

21

展開得到多項式 f(x)。下列有關 f(x)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 f(x)是一個三次多項式 (B) f(-3)=0 (C) f(2)=0 (D) f(-1)=0。 

19. 假設 A(8,2), B(4,5), C(1,1)為座標平面上三點，下列何者為△ABC 的一個內角 

(A)120 (B) 60 (C) 45 (D) 30。 

20. 已知 1i ，則 12)1( i =？(A) -64 i  (B) 64 i  (C)-64 (D)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