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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請問 1 kW等於多少熱量？ 

 700 kcal/hr   760 kcal/hr 

 800 kcal/hr   860 kcal/hr 

【4】2.請問 2公制冷凍噸等於： 

 3024 kcal/hr   3320 kcal/hr 

 6048 kcal/hr   6640 kcal/hr 

【1】3.將 10kg的水由 7°C升溫至 12°C，需吸收多少熱？ 

 50 kcal   100 kcal  

 50 kJ   100 kJ 

【4】4.下列何者為焓的單位？ 

 kW   kJ/kg-K  

 kJ/hr   kJ/kg 

【2】5.冷凍空調系統中低壓錶代表何者的壓力？ 

毛細管  蒸發器  

冷凝器  膨脹閥 

【2】6.蒸發器所吸收之熱量較冷凝器所散出之熱量為： 

高  低  

相等  不一定 

【3】7.感溫式膨脹閥主要功能是： 

調節冷媒流量  調節冷媒壓力 

調節冷媒過熱度  調節冷媒蒸發溫度 

【4】8.在一簡單冷凍循環中，冷媒流經壓縮機後，變為何種狀態？ 

高溫低壓液態  高壓常溫液態 

低溫低壓氣態  高溫高壓氣態 

【4】9.有關冷凍循環的毛細管，下列何者錯誤？ 

限制冷媒流量  降低冷媒壓力 

成本低  適用於大型的冷凍系統 

【2】10. R134a冷媒鋼瓶的顏色為： 

白色  淺藍色 

綠色  紫色 

 

【1】11.下列何種為自然冷媒？ 

 NH3   R410A  

 R22   R134a 

【2】12.開頭號碼為 4為何種冷媒？ 

共沸冷媒  非共沸冷媒 

無機化合物冷媒  有機化合物冷媒 

【3】13.若冷媒狀態在等質線 x=0.4時，表示冷媒液態含量為： 

 20%   40%  

 60%   80% 

【4】14.下列何種為常用的二次冷媒？ 

 R12   R22  

 R134a  滷水 

【3】15.在一理想冷凍循環中，冷媒在冷凝器出口為： 

過熱氣體  飽和氣體  

過冷液體  飽和液體 

【4】16.若一台 R134a之冷凍機，當其冷凝溫度為 38°C，蒸發溫度為-12°C，則此冷凍機之 COP值最高為： 

 4.92   5.02  

 5.12   5.22 

【1】17.若冷媒蒸發器的飽和蒸發溫度為 6°C，在蒸發器之出口溫度為 10°C，冷凝器的飽和蒸發溫度為

40°C，在冷凝器之出口溫度為 35°C，則其過熱度為： 

 4°C   5°C  

 6°C   10°C 

【2】18.若電冰箱使用單相 110 V之電壓，1.32 kW之功率，當功率因數為 0.8，其電流為多少？ 

 12 A   15 A  

 18 A   21 A 

【3】19.電冰箱在一般常溫下運轉，如果壓縮機外殼結霜，其可能原因為： 

系統阻塞  冷媒不足  

冷媒過多  正常現象 

【1】20.冷卻水塔能力，會隨外氣濕球溫度降低而： 

增加  減少  

不變  不一定 

【1】21.下列何者不屬於容積式壓縮機？ 

離心式  往復式  

螺旋式  渦卷式 

【1】22.當冷凍負荷固定時，若膨脹閥開度太小時，冷媒回流之過熱度會： 

增加  減少  

不變  不一定 

【4】23.如何評估一個冷凍系統的效率？ 

蒸發潛熱  冷凍能力 . 

壓縮機功率   COP值 

 

 
【請接續背面】 



【3】24.某一出風口之有效面積為 0.1 m
2，若量測到之平均風速為 0.2 m/s，則其出風量為： 

 0.02 CMM   0.2 CMM  

 1.2 CMM   2 CMM 

【1】25.一水泵的初始功率為 3.2 kW，若控制其轉速之變頻器由原來的 60 Hz降至 30 Hz，則其功率將為： 

 0.4 kW   0.8 kW  

 1.6 kW   2.4 kW 

【2】26.如何計算全壓？ 

靜壓減動壓  靜壓加動壓 

大氣壓加動壓  被壓加動壓 

【2】27.根據風車定律，當風車的轉速變為原來的 2倍時，其風量為原來的： 

 1倍   2倍  

 4倍   8倍 

【3】28.若一冰水機需將 100 L/min之 12°C的水冷卻為 7°C，當冷媒之冷卻效果為 50 kcal/kg時，所需要的

冷媒循環量為： 

 250 kg/hr   500 kg/hr  

 600 kg/hr   900 kg/hr 

【2】29.一冷凍機每一公制冷凍噸約需 0.8 kW動力，若需有 50,000 kcal/hr之冷凍能力時，其所需動力約為： 

 10 kW   12 kW  

 14 kW   16 kW 

【1】30.一般空氣內之水蒸氣壓力與在同一溫度下之飽和水蒸氣壓的比值稱為： 

相對濕度  絕對濕度  

飽和度  乾度 

【2】31.依國內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一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應不超過： 

 0.08 ppm   0.56 ppm  

 1 ppm   5.6 ppm 

【3】32.冷凍系統在相同的冷凝溫度下，蒸發溫度越低，性能係數(COP)： 

不變  越高  

越低  不一定 

【3】33.某防凍劑溫度為-10°C，等於多少°F？   

 22   18  

 14   12 

【1】34.冷凍循環系統中的排熱元件為： 

凝結器  蒸發器  

壓縮機  毛細管 

【1】35.冷凍循環系統中的儲液器設置於： 

凝結器出口  蒸發器出口 

壓縮機出口  膨脹閥出口 

【3】36.冷凍系統中的控制調溫膨脹閥開啟之溫度為： 

蒸發器內的溫度   蒸發器入口溫度  

蒸發器出口溫度   膨脹閥出口溫度 

 

 

【2】37.冷凍系統的冷凍容量隨凝結溫度上升而： 

增加    下降  

不變   先增後降 

【1】38.若一冷凍系統使冷房維持 3°C，且將熱排入 33°C的大氣，則其卡諾冷凍循環的性能係數為多少？ 

 9.2   11   

 0.09    10.3 

【1】39.冷凍庫之所以會結霜，是因： 

庫內有水氣產生或滲入  使用冰水循環  

凝結器溫度太低   蒸發器壓力太高 

【1】40.對於二次冷媒（副冷媒）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會相變   容易腐蝕  

可於 0°C以下操作   可用於一般熱交換器 

【4】41.下列何者非為理想冷媒之特性？ 

臨界溫度高  潛熱值大 

比容小   蒸發溫度高 

【1】42.當壓縮機正常運轉時，冷凍負載增加會使蒸發溫度： 

上升   下降 

不變   不穩定 

【3】43.冷凍系統中，下列何者不需要保溫？ 

低壓冷媒管   庫體  

壓縮機出口段   蒸發器入口段 

【1】44.下列何種儀器是用來量測流體溫度？ 

熱電偶   孔口板  

文氏管    皮托管 

【1】45.冷媒流經毛細管時，經歷何種熱力過程？ 

等焓   等熵  

等溫   等壓 

【2】46.運轉中凝結器之凝結溫度一定比凝結器之出水溫度： 

一樣  高 

低  不一定 

【4】47.蒸發器之蒸發壓力上升，感溫式膨脹閥之感溫筒溫度不變時，開度會： 

不變  增加 

不一定  減少 

【4】48.溫度一定時，氣體之體積與壓力成反比，即 PV＝常數，此為： 

氣體定律  查理定律 

道爾頓定律  波義耳定律 

【1】49.冷凍循環系統中，當通過壓縮機的質量流率增加，其體積流率： 

增加  減少 

不變  不穩定 

【4】50.標準蒸氣壓縮循環的壓縮過程為： 

等焓過程  等壓過程 

等溫過程  等熵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