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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選擇題（共 70 題，每題 1 分，共 70 分） 

(A)1.下列何種刀具可製造出內螺紋 

(A)螺絲攻  (B)鉸刀 (C)鑽頭  (D)螺絲模 

(C)2.工件公稱尺寸為50+0.02
+0.08mm，其公差為 

(A)0.10mm  (B)0.08mm  (C)0.06mm  (D)0.04mm  

(B)3.下列有關塑膠特點的敘述，何者錯誤？ 

(A)比重小，容易加工成形  (B)延展性及耐磨性高  

(C)抗蝕、耐油、耐酸鹼  (D)隔音隔熱效果佳 

(D)4.在銲接作業中，點銲過程可分為四部分，其操作歩驟之順序為何？ 

(A)加壓、銲接、加熱、完成  (B)加熱、銲接、加壓、完成  

(C)銲接、加壓、保持、完成  (D)加壓、銲接、保持、完成 

(B)5.下列有關普通車床構造與操作之敘述，何者正確？ 

(A)以手動方式移動刀具溜座是利用蝸桿與蝸輪進行傳動  

(B)床帷包括自動進刀機構及螺紋車削機構  

(C)主軸一般設計成實心，以增加剛性  

(D)床台通常以構造用鋼銲接而成 

(A)6.車床導螺桿的螺距為6mm，欲車削螺距為2.5mm的工件，則螺紋指示器之蝸輪應選用

齒數為？ 

(A)20  (B)18  (C)24  (D)21  齒 

(D)7.為表明在視圖中並不存在的部位形態或相關位置，常以細鏈線繪製表示，此種視圖稱

為 

(A)局部視圖  (B)中斷視圖  (C)展開視圖  (D)虛擬視圖 

(C)8.利用砂模鑄造時，下列何者不是良好的模砂應具備的要素？ 

(A)透氣性好  (B)保溫性好  (C)流動性佳  (D)耐熱性高 

(A)9.若兩軸的傳動中主動軸與從動軸需隨時連接或分離，則下列何種連接裝置最適合使用？ 

(A)圓盤離合器  (B)萬向接頭  (C)歐丹聯結器  (D)凸緣聯結器 

(D)10.不需借助重力、彈簧力或其他外力作用，而使從動件能回原位的凸輪稱為？ 

(A)反凸輪  (B)平板凸輪  (C)端面凸輪  (D)確動凸輪 

(B)11.使用CNC車床車削錐度，其指令應為下列何者？ 

(A)G00 (B)G01  (C)G02  (D)G32  

(B)12.有關斜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斜面愈長愈省力   (B)螺旋為斜面之應用  

(C)斜面為簡單之機械  (D)斜面愈短愈省力 

(A)13.光學平板主要是用以檢驗下列何者？ 

(A)平面度  (B)垂直度  (C)真圓度  (D)平行度 

(C)14.使用光學比測儀檢驗螺絲時，下列何者無法直接量測？ 

(A)牙角 (B)牙深  (C)節徑  (D)外徑 

(D)15.鉸孔時，進刀與退出之轉向動作為何？ 

(A)先左轉一圈再反轉半圈  (B)先右轉一圈再反轉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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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相反   (D)相同 

(D)16.五刃面銑刀直徑100mm，若主軸轉速600rpm，每刃切削量為0.1~0.2mm，則下列何者

非為適用之切削進給速率 (mm/min)？ 

(A)300  (B)450  (C)600  (D)750 

(C)17.下列有關熱作和冷作的敘述，何者正確？ 

(A)冷作的加工溫度係在再結晶溫度以上  

(B)熱作改變工件形狀所需之能量較冷作為高  

(C)冷作之工件表面較光滑  

(D)熱作使金屬產生加工硬化 

(A)18.欲將一50N的物體以機器升高20米，此機器做功2000焦耳，請問此機械的機械效率為 

(A) 50% (B) 60% (C) 70% (D) 80% 

(B)19.單式輪系的傳動中，只能改變從動輪的轉向而不改變其轉速的輪稱為？ 

(A)導輪 (B)惰輪 (C)外齒輪 (D)內齒輪 

(A)20.下列何種配合方式為干涉配合？ 

(A) P6/n6 (B) B3/g3 (C) E4/c4 (D) D6/d6 

(C)21.有關各種鑄造的方法說明中，何者正確？ 

(A)二氧化碳模為矽砂混合磷酸樹指後，通以二氧化碳製作而成 

(B)乾砂模製作的過程完全不需要添加水 

(C)砂心配合砂模可製作中空之物件 

(D)真離心鑄造法可製作非對稱之工件 

(D)22.下列關於切削刀具的說明，何者正確？ 

(A)鑽石刀具切削鋼鐵材料可獲得鏡面的效果 

(B) k類碳化物車刀適合切削不鏽鋼等合金鋼材料 

(C)高速鋼材料的紅熱硬性可達攝氏1200度 

(D)CBN刀具適合切削淬火後的硬化鋼材 

(B)23.有一質量30公斤的物體靜置於光滑之水平面上，現若施加90N的水平力使其移動，10

秒後其速度增加為多少m/s？ 

(A) 20 (B) 30 (C) 40 (D) 50 

(B)24.欲鑽削一直徑10mm之孔，麻花鑽頭的切削速度為31.4m/min，則正確的鑽頭轉速應該

使用多少rpm？ 

(A) 2000 (B) 1000 (C) 500 (D) 1500 

(C)25.不鏽鋼餐盤、獎牌等產品，大多採用下列何種方式加工完成？ 

(A)切削加工 (B)鑄造 (C)沖壓加工 (D)焊接加工 

(A)26.加工刀具需研磨各種角度，關於刀角的敘述何者錯誤？ 

(A)陶瓷刀具為了增加強度，其斜角常使用正斜角 

(B)斜角的主要功能為引導排屑 

(C)間隙角越大，則刀具刃口越鋒利 

(D)間隙角的最主要功能是減少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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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如左圖所示，此閥體的正確名稱為？ 

(A)按鈕式自動回復3口2位閥 (B)按鈕式自動回復2口2位閥   

(C)按鈕式自動回復4口2位閥 (D)按鈕式自動回復2口3位閥 

(D)28.當一零件所處的環境溫度越高，鋼鐵腐蝕生鏽的速率會如何改變？ 

(A)越慢 (B)不變 (C)影響不明顯 (D)越快 

(B)29.有一壓力角20度之標準正齒輪，若模數為M，齒根為1.25M，齒深為9mm，外徑為128mm，

試求此正齒輪的齒數為多少齒？ 

(A)35 (B)30 (C)40 (D)45 

(C)30.下列何種離合器屬於確動型離合器？ 

(A)圓盤離合器 (B)電磁離合器 (C)方爪離合器 (D)過速離合器 

(D)31.車床橫向進刀的每格刻度標示ψ0.04mm，若有一工件量測尺寸為ψ35.28mm。若要將

尺寸切削至ψ35mm，應該將橫向進刀的刻度順時針旋轉幾格？ 

(A) 14 (B)28 (C)10 (D)7 

(D)32.下列車床的夾持方式中，何者適合大量生產使用？ 

(A)花盤夾頭 (B)四爪夾頭 (C)雞心夾頭 (D)彈簧套筒夾頭 

(C)33.要讓CNC銑床設備的主軸正轉進行切削，應該使用下列哪一個指令？ 

(A)M02 (B)M04 (C)M03 (D)M05 

(A)34.砂輪製法中，採用的結合劑種類代號為E，其代表使用何者製法？ 

(A)蟲漆 (B)橡膠 (C)樹酯 (D)金屬 

(B)35.兩嚙合漸開線正齒輪傳動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作用弧相等且大於周節，作用角與齒數成反比，模數愈大，齒形愈大 

(B)模數、節徑、周節和壓力角必須相同 

(C)消除干涉現象可以增加兩輪軸中心距離、增加壓力角或增加齒數等方法改善之 

(D)會產生干涉現象，意指有一齒輪的漸開線齒面與另一齒輪非漸開線的齒腹相接觸，

導致齒面切入齒腹現象 

(D)36. 40 mm直徑之軸，以帶輪傳動，帶輪上用一30x20x20 mm之鍵連結於軸上，轉速400 rpm

時可傳達8πPS(公制馬力)，則鍵上所受之力，下列何者是正確的？(設10 g= m/sec2) 

(A)剪應力75
kg

𝑚𝑚2
 (B)剪應力75 MPa  (C)壓應力75

kg

𝑚𝑚2
 (D)壓應力75MPa 

(C)37.螺旋之應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機械利益愈大，則機械效率愈大  

(B)對雙線螺紋而言，沿同一螺紋線迴轉一周，所移動的軸向距離稱為螺距 

(C)將直角三角形的底邊緊靠圓柱，纏繞在圓柱周圍，則直角三角形斜邊在圓柱上所形

成的曲線稱為螺旋線 

(D)複式螺旋的特性是：兩組螺旋之旋向相同，導程相同與否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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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彈簧之應用，下列何者錯誤？ 

(A)數個彈簧串連使用，則其總彈簧常數等於各彈簧常數之倒數和 

(B)彈簧常數為彈簧之負荷與變形量之比值，常數愈小，彈簧愈容易變形 

(C)彈簧指數為平均直徑與線徑之比值，指數愈大，彈簧愈容易變形 

(D)螺旋彈簧承受負荷時，彈簧內側之剪應力大於外側處之剪應力 

(D)39.公制壓力角20°全深齒制齒輪齒數100，節15.7 mm，則其齒頂圓直徑為多少 mm？ 

(A)250 mm  (B)500 mm (C)505 mm (D)510 mm 

(B)40.制動器材料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制動器材料需具備耐磨耗、抗腐蝕的特性及良好之散熱能力 

(B)所有的制動器皆是靠摩擦力來達到剎車效果 

(C)鼓式制動器之煞車鼓，主要材料是鑄鐵及陶瓷材料  

(D)碟式制動器之來令片，主要材料來源為石棉及合成纖維 

(C)41.切削速度的決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A)硬材料較軟材料適用低切削速度 

(B)軟質刀具較硬質刀具適用低切削速度 

(C)工件外徑愈大愈適用低切削速度 

(D)進刀量大較進刀量小之切削適用低切削速度 

(A)42.劃線工作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游標高度規上用於劃線之劃線刀，其材質為高速鋼 

(B)一般劃線的第一步驟是尋求基準面  

(C)鑄鐵件或具有氧化鏽皮表面之工件在劃線前宜塗上粉筆 

(D)工件上劃曲線並利用刺衝衝孔作記，曲線彎曲程度大，衝孔間距小 

(Ｄ)43.螺旋之應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多線螺旋可以使螺栓快速拆裝 

(B)差動螺旋的設計目的要得到較大的機械利益  

(C)螺旋角與導程角的和，必為定值 

(D)螺旋之導程角愈大，愈能達到省力的效果 

(C)44.電弧銲接（電銲）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交流電弧銲接機構造比直流電弧銲接機複雜 

(B)使用直流正極性電路銲接時，電極接正極，熱量大部分集中於電極上，熔填速率快 

(C)可用消耗性或非消耗性電極 

(D)厚被覆式銲條之銲劑有去除氧化物，增加銲件冷卻速率的功效 

(C)45.熱作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端壓鍛造可製造螺栓頭 

(B)旋轉式滾軋鍛造可製造火車車輪 

(C)擠製法可製造H型鋼 

(D)引伸法可製造氣體鋼瓶 

(B)46.表面織構符號如右圖所示，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a單一表面織構要求 (B) b加工裕度 

(C) c加工方法和相關資訊 (D) d表面紋理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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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7.錐度長度50mm，二端直徑分別為55和50mm，則其錐度比為 

(A) 1/10 (B) 1/8  (C) 1/5 (D) 1/4 

(A)47.下列有關使用手工具之敘述，何者正確？ 

(A)鑿子鑿切操作時應戴防護眼鏡 (B)工件鋸切快鋸斷時的速度宜快 

(C)大螺絲釘應選用較小起子 (D)切割物體時的刀口應對著自己 

(B)49.以導螺桿節距6 mm之車床，車削M20x2單線螺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單邊進刀深度約1.3 mm  

(B)柱齒輪與導螺桿齒輪之齒數比為30：60 

(C)螺紋指示器壓合次數為無限多次，可在任何位置吻合 

(D)工件轉3圈、導螺桿轉1圈 

(D)50.軸承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表面充以石墨或其他固體潤滑劑作為襯套之軸承稱為無油軸承  

(B)四部軸承是屬於滑動軸承的一種 

(C)為防止螺旋齒輪軸受軸向負荷時產生移動，使用止推軸承最適當 

(D)軸承主要用於轉軸之支撐固定，屬於定位及支撐元件，且身兼傳遞動力的功用 

(B)51.聯軸器連結傳動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脹縮接頭允許有軸向位移 (B)歐丹聯軸器允許兩軸有角度差 

(C)萬向接頭使用副軸時允許有軸向位移  (D)套筒連軸器不允許兩軸有角度差 

(A)52.車床切削速度的單位為什麼？  

(A) m/min  (B) mm/min  (C) m/sec  (D) mm/sec 

(C)53.車床心軸與尾座軸孔錐度為什麼？ 

(A) 1：10  (B) 1：30  (C)莫氏錐度  (D)公制錐度 

(D)54.手攻內螺紋時，通常每將扳手轉一圈，必須要逆轉1/4圈，其主要作用為：  

(A)排出潤滑油   (B)加深螺紋   

(C)磨銳螺絲攻   (D)折斷與排出切屑 

(B)55.工件大徑28mm，小徑24mm，錐度1：20的錐柄長為多少？  

(A) 128  (B) 80  (C) 64  (D) 32 mm 

(B)56.直徑18公厘之錐柄鑽頭，其莫氏錐度是多少號？  

(A) 1  (B) 2  (C) 3  (D) 4  

(C)57.有關金屬電極電弧銲使用銲條之銲劑塗層的功能，下列敘述那一項是錯誤的？ 

(A)穩定電弧   (B)產生保護性的氣體  

(C)增加熔融金屬的濺散   (D)除去氧化物以及其他雜質 

(C)58.凡兩機件係面接觸，且兩機件間同時具有直線與迴轉運動者，稱為什麼？  

(A)滑動對  (B)迴轉對  (C)螺旋對  (D)高對 

(A)59.一對五級的相等塔輪，主動軸轉速為240rpm，若從動軸的最低及次低轉速各為60及

120rpm，則從動軸其他三個轉速為多少rpm？ 

(A) 960，480，240 (B) 540，270，180 (C) 240，360，480  (D) 180，240，300  

(D)60.下列有關機件、機構與機械之敘述，何者錯誤？ 

(A)機構為機件之集合體 (B)機械為機構之集合體  

(C)軸承為一種固定機件  (D)機件必定為剛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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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1.任何一力皆必須具備三要素為何？  

(A)大小、方向、指向    (B)大小、方向、空間   

(C)大小、時間、空間    (D)大小、方向、作用點 

(A)62.碳鋼含多少碳時，切削性最好？ 

(A) 0.3%   (B) 0.7%   (C) 0.5%   (D) 0.1% 

(B)63.凸輪與從動件相接觸點之公法線與從動件軸線間之夾角，稱之為何？ 

(A)導程角  (B)壓力角  (C)傾斜角  (D)公切角 

(D)64.含碳量為2.0～6.67％的鐵－碳合金稱為：  

(A)中碳鋼  (B)共析鋼  (C)合金鋼  (D)鑄鐵 

(B)65.如圖所示之正確俯視圖是： 

                                      (A)   (B)  

 

 

                                      (C)   (D)  

 

 

(A)66.精密研磨碳化物外徑車刀刀片時，通常選用何種砂輪？  

(A)鑽石砂輪  (B)氧化鋁砂輪  (C)立方氮化硼砂輪  (D)綠色碳化矽砂輪 

(C)67. 36H7與36h7之比較何者正確？  

(A)36H7的上偏差大於36h7的下偏差  

(B)36H7的下偏差大於36h7的上偏差  

(C)36H7的下偏差與36h7的上偏差的值相等  

(D)以上皆非 

(B)68.欲攻製M14 2 之螺紋，須先行鑽孔，則應選用之鑽頭直徑為：  

(A) 11.5  (B) 12  (C) 12.5  (D) 13 mm 

(C)69.錐度為" 1:5 ± 0.0015 " ， 若25 m m長， 兩端直徑差5 m m，則公差為何？  

(A) ±0.0015    (B) ± 0.0250    

(C) ±0.0375    (D) ±0.0500  m m  

(C)70.車削加工中下列何種方式無法獲得更好的表面粗糙度 

(A)降低進給率  (B)提高切削速度  (C)減小刀鼻半徑  (D)添加切削劑 

 

第二部分：填空題（共 10 格，每格 3 分，共 30 分） 

1. 節圓直徑為16cm，齒數為32齒之正齒輪，其周節為多少   (1) 5ℼ   mm。 

 

2. 如右圖所示，A、B兩正齒組成之周轉輪系，A齒輪為30齒，

且固定不動，B齒輪為10齒，旋臂m之轉速為順時針鐘10rpm，

則B齒輪之轉速為   (2) 40    rpm。（答案必須畫出順逆

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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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雙線蝸桿與一30齒之蝸輪相嚙合，蝸桿節圓直徑10cm，蝸輪節圓直徑60cm，欲使蝸輪

每分鐘轉3轉，則蝸桿轉速為多少   (3) 45  rpm。 

4. 碳鋼之鐵碳平衡圖中，共析鋼的含碳量為   (4) 0.8%  。 

5. 表面粗糙度的表示法中，十點平均表面粗糙度英文代號為   (5) RZ  。 

6. 已知依英制螺紋規格 
3

8
" − 18𝑈𝑁𝐶 − 2𝐴，其中UNC表示   (6) 統一標準粗牙  。 

7. CNC：電腦數值控制、CAM：電腦輔助製造、CAE：電腦輔助工程、MIS：   (7) 管

理資訊系統  、APT：自動程式刀具系統。 

8. 彈簧的功用：吸收振動、力的量度、   (8) 產生作用力  及儲存能量等四種功能。 

9. 依據泰勒刀具壽命公式 (Taylor’s formula)，影響刀具壽命的最主要因素是：   (9) 切

削速度(V)  。 

10. 己知孔的尺寸為80−0.01
+0.04，軸之尺寸為50−0.04

+0.02，當兩者配合時試問其最大餘隙為 

   (10) 0.08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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