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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書寫應考人姓名、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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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卡汙損，也切勿使用立可帶或其他修正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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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選擇題（共 56 題，每題 1.25 分，共 70 分） 

(A)1.某四缸四行程汽油引擎，點火順序為1-3-4-2，當第三缸在排氣行程上死點時，若再將

曲軸順轉180°，請問哪一缸正好在壓縮上死點？ 

(A)第1缸   (B)第2缸  (C)第3缸   (D)第4缸 

(D)2.對於汽油噴射引擎各感知器的安裝位置敘述何者正確？  

(A)空氣流量感知器是裝在節氣門後  (B)歧管絕對壓力感知器是裝在汽缸體上 

(C)含氧感知器是裝在汽缸蓋上  (D)爆震感知器是裝在汽缸體上 

(B)3.造成汽缸失圓的主要原因，技工甲說：因為汽缸上部溫度較高又潤滑不良所造成，技

工乙說：是因為活塞側推力不平均所造成，誰的說法正確？  

(A)技工甲 (B)技工乙 (C)二者都正確 (D)二者都不正確 

(D)4.下列對於潤滑油之敘述，何者錯誤？ 

(A) SAE號數愈大，表示黏度愈大    

(B)黏度SAE 10W中之W，表示更適合冬天使用  

(C) SAE 10W-40是複級黏度潤滑油的表示方式   

(D)行駛於寒帶地區的汽車，應選用黏度較大的潤滑油 

(C)5.一般俗稱的MF電瓶，就是所謂的  

(A)免充電式電瓶   (B)加大電流式電瓶  (C)免保養式電瓶 (D)加大容量式電瓶 

(B)6.下列對於汽油噴射引擎中的二氧化鋯式含氧感知器的敘述何者正確？ 

(A)混合比較濃時，產生的電壓較低    

(B) 利用二氧化鋯管內外兩側的氧濃度差產生電位差   

(C)是由電腦輸出約0.9 V的電壓給二氧化鋯管來作動   

(D) 二氧化鋯管內側與排氣管中的廢氣直接接觸 

(C)7.對迴轉半徑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內輪轉角大時，迴轉半徑大 (B)內外輪角度差約8°～12° 

(C)內與外輪轉角不可超過標準1.5°以上 (D)前輪轉角與迴轉半徑無關 

(A)8.讓電瓶的大電流通過，再送入磁場與電樞線圈的是 

(A)電磁開關 (B)起動開關 (C)抑制開關 (D)起動安全開關 

(B)9.CKPS的Ne信號送給ECM，以 

(A)控制噴射正時 (B)測知引擎轉速 (C)控制點火正時 (D)控制噴射量 

(B)10.在各缸進氣歧管靠近進氣門的進氣口上安裝噴油器，是屬於 

(A)單點噴射式  (B)多點噴射式  

(C)缸內直接噴射式  (D)進氣總管噴射式 

(B)11.下述何種感測器會自己產生電壓輸出？ 

(A)引擎冷卻水溫度 (B)爆震 (C)進氣溫度 (D)節氣門位置 

(D)12.VE型噴射泵，是 

(A)改變測油閥位置  

(B)改變柱塞的旋轉角度 

(C)利用供油泵壓力   

(D)改變柱塞壓縮的有效行程以改變噴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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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下列何項信號非全負荷增量修正的條件？ 

(A)曲軸位置感知器轉速信號 (B)進氣歧管絕對壓力達一定值信號 

(C)強迫換檔開關作用信號 (D)節氣門開關強力接點ON信號 

(C)14.當維修人員在實施汽缸壓縮壓力測試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氣門腳間隙是否有合乎規範，不會影響汽缸壓縮壓力量測  

(B)汽油引擎用的汽缸壓縮壓力錶，可使用於量測柴油引擎的壓縮壓力  

(C)當量測出相鄰兩汽缸壓縮壓力特別低，表示汽缸床墊有漏氣  

(D)測試時，節汽門應保持在全閉位置 

(A)15.關於電瓶保養檢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使用電水比重測量電瓶水比重時，電瓶的每個分電池均需測量  

(B)電瓶表面清洗，可使用硫酸  

(C)電瓶水為稀硫酸，正常使用後電水不足，應添加稀硫酸  

(D)電瓶樁頭清理乾淨後，裝上電瓶線接頭前，應先在電瓶樁頭上均勻塗抹黃油後，再

將電瓶線接頭裝上以防止氧化 

(C)16.有關於前輪傳動之車輛，前進時正常，而在轉彎時發生異音，其故障原因為  

(A)剎車蹄片咬死  (B)車輪磨損  

(C)傳動軸萬向接頭磨損  (D)剎車間隙太大 

(C)17.一部四行程四汽缸電子燃料噴射汽油引擎，其噴油脈衝為噴射週期的6%，當引擎轉速

在1200rpm時，試問示波器上所量取的噴油脈衝時間應為  

(A) 2ms  (B) 3ms  (C) 6ms  (D) 8ms 

(B)18.關於汽車冷氣系統，利用真空泵浦及高低壓表做冷媒充填工作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抽真空時，壓縮機必須保持運轉   

(B)發動引擎，使壓縮機運轉，並將氣態冷媒從低壓側充填  

(C)發動引擎，使壓縮機運轉，並同時將液態冷媒從高低壓二側同時一起充填  

(D)若是要執行液態冷媒充填時，則壓縮機保持運轉，並從高壓側充填 

(C)19.有一輛汽車在平坦之路面上高速行駛，右後輪持續而明顯地上下震動，則下列那一項

是最可能的故障原因？  

(A)平衡桿失效  (B)避震器損壞  

(C)車輪平衡不良或鋼圈變形  (D)避震器彈簧彈力太弱 

(B)20.六缸四行程汽油引擎，其進氣門早開10度晚關28度，排氣門早開38度晚關26度，則動

力重疊幾度？  

(A) 16度  (B) 22度  (C) 32度  (D) 34度 

(D)21.引擎機油之黏度指數愈高，代表機油 

(A)黏度愈高   (B)黏度愈低 

(C)黏度因溫度之變化而變化越大 (D)黏度因溫度之變化而變化越小  

(C)22.使用汽車廢氣分析器無法檢測出下列何項性能是否正常？ 

(A)HC之含量 (B)混合氣濃度 (C)混合氣量 (D)燃燒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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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關於OBD-II(On-Board Diagnosis II)下列敘述何者為最正確？ 

(A)OBD-II為TOYOTA汽車之專門診斷儀器 

(B)OBD-II為FORD汽車之專用診斷儀器 

(C)OBD-II為一種標準，符合該標準之汽車必須具備自我監測廢氣排放控制效率的能力 

(D)OBD-II為德國廢氣排放標準 

(A)24.車用電子節氣門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節氣門的開度僅由引擎負荷訊號決定 

(B)電子節氣門主要是由節氣門、驅動馬達及節氣門位置感知器所組成 

(C)引擎電腦會監測電子節氣門的動作以避免作用不正常 

(D)節氣門之開啟速度、開度可隨操作狀態、引擎負荷而改變 

(B)25.下列有關檢查動力方向盤轉動阻力測試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應先檢查輪胎胎紋及胎壓是否正常 

(B)引擎熄火時方向盤須位於中立位置下檢查  

(C)於前輪定位實施完成後才可檢查 

(D)若轉向阻力過大，可能為轉向機齒條彎曲變形或蝸桿軸承預負荷過大所造成 

(B)26.將同電壓、同容量的兩個電瓶並聯時，其情況為 

(A)電壓、容量均不變  (B)電壓不變，容量加倍 

(C)電壓、容量均加倍  (D)電壓加倍，容量不變 

(A)27.技師甲與技師乙分別對柴油引擎噴射系統中，輸油門吸回活塞的功能提出看法。技師

甲說：使高壓油管內柴油壓力降低，防止噴油嘴滴油（後滴）的現象。技師乙說：產

生緩衝作用，增加輸油門的壽命。兩人的說法，何者正確？ 

(A)甲對，乙也對 (B)甲對，乙錯 (C)甲錯，乙對 (D)甲錯，乙也錯 

(C)28.下列對於冷卻系統的敘述何者錯誤？ 

(A)節溫器在冷時關閉，熱時打開  

(B)節溫器能縮短引擎的溫車時間 

(C)節溫器關閉時，冷卻水在水套內不流動  

(D)節溫器上的鈎閥安裝時需朝上 

(B)29.連桿機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插床之急回機構為雙曲柄機構的應用 

(B)攪拌機為比例運動機構的應用 

(C)摺布機為雙搖桿機構的應用 

(D)手壓抽水機為固定滑塊曲柄機構的應用 

(A)30.銼刀選用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銼削木材、黃銅等材料宜選用曲切齒銼刀  

(B)工件的材質較硬時應使用細銼，較軟時則使用粗銼  

(C)一般不套木柄的銼刀稱為什錦銼刀，又稱鼠尾銼刀或組銼 

(D)有關曲面銼削，內圓弧以半圓銼圓弧齒面銼削，外圓弧銼削則以半圓銼平面齒先將

工件銼成多邊形 

(D)31.下列何種方法可以測量出螺紋節徑數值？ 

(A)螺紋環規 (B)盤式分厘卡 (C)三溝分厘卡 (D)三線測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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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有關量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游標卡尺之本尺一格 1 mm，取 39 mm 在游尺等分 20 格，精度為 0.05 mm 

(B)公制外徑分厘外套筒旋轉兩圈，測軸前進或後退 1 mm  

(C)規格100 mm的正弦桿，兩圓柱下方塊規高度相差 30 mm，該正弦桿傾斜角度為 30 

(D)一般指示量錶的精度為 0.01 mm 

(B)33.安裝砂輪於平面磨床，首先應 

(A)修整砂輪  (B)檢查砂輪  

(C)磨削磁性座  (D)安裝鑽石砂輪修整器 

(A)34.鍵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半圓鍵其形狀為完整的半圓   

(B)栓槽鍵能承受極大負荷 

(C)鞍鍵僅靠摩擦力傳送動力，故所能承受之負荷極小 

(D)方鍵之鍵寬等於鍵高，等於四分之一軸徑 

(B)35.以下何種螺紋的螺紋角非60度？ 

(A)公制螺紋 (B)惠式螺紋 (C)統一標準螺紋 (D)美國標準螺紋 

(C)36.對於平鍵規格18x12x60的敘述中，以下何者正確？ 

(A)寬度為12mm (B)高度為18mm (C)長度為60mm (D)寬度為120 

(D)37.下列各種硬度試驗法中，何者為的試驗方法採用動態試驗？ 

(A)洛式硬度試驗 (B)勃式硬度試驗 (C)維克式硬度試驗 (D)蕭式硬度試驗 

(D)38.以下何者不能稱之為機件？ 

(A)齒輪 (B)軸承 (C)彈簧 (D)車床 

(A)39一螺紋規格 L-3N-M10x2-6h7g，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A)導程為6mm  (B)節徑公差為7g   

(C)右手螺紋  (D)螺紋大徑為8mm 

(D)40.有關自動化工廠的設備規劃中，何者為不常用的設備？ 

(A)ROBOT (B)AGV (C)CIM (D)QU 

(C)41.有關於尺度標註的各種符號說明，何者為非？ 

(A)Sψ球面直徑符號 (B) 斜度符號 (C) 錐度符號 (D) 弧長符號 

(A)42.游標卡尺每一刻度為1mm，取主尺39mm長在游尺上劃分為20等分，則此游標卡尺精

度為多少mm 

(A)0.05  (B)0.04  (C)0.02  (D)0.01 

(C)43.下列有關珠擊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機件表面產生殘留壓縮應力  (B)可用於機件之表面清潔處理  

(C)可提高機件之抗拉強度  (D)製品表面會增加硬度及疲勞強度 

(B)44.機件組合時，用於螺栓與螺帽間之彈簧墊圈的主要作用為何？ 

(A)易於拆卸螺帽   (B)增加螺帽回鬆阻力  

(C)調整承接面   (D)增加螺栓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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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5.有關尺度標註與註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更改尺度時，新數字旁加註的更改符號為▽  

(B)輪廓線與中心線皆可作為尺度線之用  

(C)圖上指引註解說明所用之指線可替代尺度線使用  

(D)未依比例尺度之標註，應在該尺度數值下方加畫底線 

(D)46.下列何者不是生產自動化的目的？ 

(A)提升企業生產力   (B)提高作業環境安全  

(C)縮短製造前置時間  (D)完全取代人力 

(B)47.下列何項屬於破壞性檢驗？ 

(A)超音波檢驗  (B)金相顯微檢驗  (C)磁粉檢驗  (D)敲擊檢驗 

(A)48.造成疲勞破壞最可能的原因是下列何者？ 

(A)反覆應力  (B)反覆硬度  (C)施力不均  (D)工件尺寸過大 

(A)49.摩擦輪功率換算中，1公制馬力等於？  

(A)735 N-m/sec  (B)550 ft-lb/sec  (C)4500 kg-m/sec  (D)75J 

(D)50.向下銑削法又稱順銑法，其缺點為何？   

(A)工件夾持不易   (B)工件易振動  (C)銑刀易脫落   (D)銑刀易受損 

(C)51.車削進給率一般用什麼來表示？ 

(A)R.P.M  (B)m/min  (C)mm/Rev (D)mm/min 

(C)52.一般游標卡尺無法直接測量工件的什麼？ 

(A)內徑 (B)深度 (C)錐度 (D)階級差 

(D)53.如圖所示之右側視圖是？ 

                                      (A)  (B)  

 

 

                                      (C)  (D)以上皆是 

 

 

(B)54.砂輪規格的大小，其表示的順序為何？  

(A)外徑孔徑厚度 (B)外徑厚度孔徑 (C)厚度外徑孔徑 (D)孔徑外徑厚度 

(A)55.金屬材料於製程中，使用熱處理加工方法的主要目的為何？   

(A)改變材料的機械性質  (B)改善產品的表面粗糙度  

(C)結合材料   (D)改變材料的形狀 

(C)56.間歇運動機構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無聲棘輪不使用驅動爪，是利用摩擦力來傳動，特性為傳動時安靜無聲 

(B)拉緊電線、排球網或網球網的網繩所採用的機構為棘輪機構 

(C)常用於手錶內的擒縱器為錨形擒縱器，可藉發條之能量而不停的擺動，使縱脫輪作

間歇性雙向旋轉 

(D)一般日內瓦機構之從動件為四槽星輪，主動件旋轉一周時，從動件旋轉1/4周，達到

間歇運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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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答 
案

第二部分：填空題（共 10 格，每格 3 分，共 30 分） 

1. 汽油噴射引擎空氣流量計依空氣量檢測方法有 (1)質量式 、 (2)密度式 兩種。 

2. 柴油引擎VE噴油泵之熄火控制方法，乃利用 (3)熄火電磁 閥切斷燃油進入壓力室之通

路，使噴油泵無法噴油。 

3. OBD-II的診斷故障碼中，代表動力傳動碼的第一個英文字母為  (4) P  ，代表網路碼

的第一個英文為  (5) U  。 

4. 確閉鎖緊裝置可分為： (6)開口銷 、堡形螺帽、彈簧線鎖緊及上彎墊圈等四種方式。 

5. CNS鋼鐵編號S (40)C，其中40表示 (7)抗拉強度（40N/mm
2） 。 

6. 工件直徑75mm，粗車的切削速度為120m/min，精車時需提高50%的切削速度，則精車

時的主軸轉速約為  (8) 764  rpm（四捨五入取至整數）。 

7. 多孔軸承是以 (9)粉末治金 製造的軸承，亦稱自潤軸承。 

8. 自動化加工中，彈性製造系統的英文簡稱為 (10) FMS 。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