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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屬切削時，有關刀具所受的切削力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切削速度愈高，切削力愈大 進給量愈大，切削力愈大 

斜角、間隙角愈大，切削力愈小 使用切削液，可減低切削力 

2 有關磨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利用低速旋轉磨輪加工 所用磨輪屬於單鋒刃刀具 

用於加工精度較低之粗加工 可磨削硬脆材料 

3 有關數值控制（CNC）機台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皮帶式馬達之主軸適合超高速加工 自動刀具交換裝置為切削中心機之特色 

CNC 車床以 Z 軸表示刀具作軸向進給 閉環式系統具有回饋功能而精度較佳 

4 有關砂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高硬度砂輪製法是以銅或鎳等作為結合劑與磨粒混合 

結合度 T～Z 屬於極硬砂輪 

碳化矽磨粒的硬度低於立方氮化硼（cBN） 

砂輪磨粒的號數越大，代表磨粒越粗 

5 製作鑄造用砂模的流路系統中，下列何者具有補充收縮、排氣、除渣、檢視金屬液是否充滿的功能？ 

流道（runner） 冒口（riser） 通氣孔（vent） 溢流道（flow through） 

6 鑄造過程中，金屬凝固時體積收縮產生裂痕最常發生於： 

溫度最高處 溫度最低處 斷面最大處 斷面最小處 

7 純金屬之再結晶溫度約為熔點之幾倍？ 

0.2 0.4 0.6 0.8 

8 關於冷鍛及熱鍛工作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冷鍛可維持工件的尺寸精度 冷鍛可消除工件內部的殘留應力 

熱鍛可使工件材料的結晶細微化 熱鍛易使工件的表面平滑度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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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電阻點焊的熔接過程是： 

先加壓後通電流 同時通電流及加壓 只通電流不加壓 先通電流後加壓 

10 關於電弧熔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電弧的最高溫度約在攝氏 3000 度以內 

電弧是在高電流及低電壓下產生之一種放電現象 

直流電弧焊接機之成本較交流電弧焊接機低 

交流電弧焊接機之電弧較直流電弧焊接機之電弧穩定 

11 下列那一種熔接法適宜兩實心軸端面的快速接合？ 

雷射熔接 超音波熔接 電子束熔接 摩擦熔接 

12 使用下列何種量具時易產生阿貝（Abbe）誤差？ 

樣規 環規 游標卡尺 螺旋微測器 

13 下列何項檢測工作不宜使用量錶？ 

表面粗糙度檢測 直角度檢測 真圓度檢測 平行度檢測度 

14 雷射干涉儀常被用於檢驗工具機的何項誤差？ 

真圓度 圓筒度 同心度 垂直度 

15 選用之光學尺材料應特別注意其： 

抗拉強度 彎曲強度 熱膨脹係數 熱傳導係數 

16 氣焊時最常被使用的氧氣與乙炔的混合比例為： 

1：1 1：2 1：3 2：1 

17 下列何種成型加工，在模具設計時須考慮回彈量？ 

冷鍛成型 熱鍛成型 彎折成型 擠製成型 

18 關於表面硬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滲碳法適用於含碳量在 0.2%以下的低碳鋼機件 

氮化法適用於含有鉻鉬錳釩等元素的合金鋼機件 

高週波硬化法適用於含碳量在 0.3%至 0.6%間的中碳鋼機件 

電漿焰噴佈僅適用於高強度的合金鋼機件 

19 下列那一種方法施作熔接時，工件所受到外力最小？ 

超音波熔接 電阻點焊 雷射熔接 摩擦熔接 

20 關於金屬製管方法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抽製法係使用一減縮模佐以一固定心軸，令實心桿穿刺成中空圓管 

對接法係將二圓管端面熔接，形成單一的有縫管 

穿孔法係使用二圓柱狀滾輪佐以一固定心軸，令實心桿穿刺成中空圓管 

使用斜置的二錐形滾輪佐以一固定心軸，可令管徑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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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工作機械，何者使用單刃刀具？ 

鉋床 拉床 鑽床 磨床 

22 下列車床車刀的刃角，何者會影響切屑厚度？ 

前隙角 側隙角 刀端角 切邊角 

23 關於電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係一種無機塗層法  工作物與純金屬掛於酸性的介質液槽內 

純金屬離子由陽極游離至陰極 在鋼鐵工作物上鍍鋅係為增其耐磨性 

24 關於粉末冶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燒結溫度範圍廣，溫度容易控制 

金屬粉末具燃燒的危險性，不易儲存 

可得精度高、表面光滑的產品 

可製多孔性的產品，但不易製造形狀複雜的產品 

25 關於品質管制中，用以瞭解一對資料的相對應關係的圖為何者？ 

柏拉圖 直方圖 散佈圖 管制圖 

26 關於超大型積體電路的製造流程中，用以製作有形電路與導線的製程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薄膜製作→微影→蝕刻→摻雜 微影→薄膜製作→摻雜→蝕刻 

蝕刻→摻雜→微影→薄膜製作 摻雜→蝕刻→薄膜製作→微影 

27 關於電弧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電弧長度與電流成正比 

電弧長度與電壓成正比 

正極性連接法係將工作物接正極，電焊條接負極的一種連接法 

正極性連接法所產生的熱量工作物較電焊條為少，電焊條消耗快 

28 關於焊接所造成的缺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焊接件的殘留應力係因熱應力所引起 焊接件的變形係因熱應力所引起 

焊接件的多孔性係因熱應力所引起 焊接件的裂紋係因熱應力所引起 

29 關於金屬板在壓床彎曲工作時的彈回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金屬板較厚者回彈量較大 金屬板較硬者回彈量較大 

彎曲半徑較大者回彈量較大 彎曲角度較大者回彈量較大 

30 關於開模鍛造製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開模鍛造製程適合製造形狀簡單的鍛件 開模鍛造的鍛件尺寸不精確 

開模鍛造的人工技術需求低 開模鍛造製程適合生產量少的鍛件 

 



代號：4906
頁次：4－4 

31 關於一般金屬所鑄造成的鑄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可直接切削加工製成零件 

可直接以閉模鍛造加工製成零件 

可直接冷作加工製成零件 

須經熱作製成桿、管、板等形狀，始能加工製成零件 

32 關於金屬塑性加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金屬塑性加工須將金屬材料施以大於降伏強度的外力，始能產生永久變形 

金屬材料塑性變形能力隨溫度上升而增大 

金屬冷作加工可使晶粒組織結構細化 

金屬熱作加工可使金屬材料的強度得以改善 

33 鑄造時，金屬熔液的流動性影響填滿模穴的能力，關於該流動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金屬熔液黏性越高，流動性越低 

金屬熔液的表面張力越大，流動性越高 

鑄模的表面粗糙度越大，金屬熔液的流動性越低 

金屬熔液的過熱度越大，流動性越高 

34 設計精密鑄件的消散式模型時，下列何者模型裕度必須考慮？ 

收縮裕度 加工裕度 拔模裕度 搖動裕度 

35 關於無心外圓磨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法加工具平面的圓柱  無法加工具數種直徑的階級桿 

無法確保空心工作物的內外圓同心 無法加工具錐度的桿件 

36 在銑削一硬度超過 60HRC 的模具時，使用直徑 6mm、四刃的端銑刀，並以切削速度 113m/min、切削深

度 12mm、切削寬度 0.18mm、每齒進刀 0.015mm 等參數加工，則下列何者正確？ 

每分鐘主軸轉速約 24,000 轉 每分鐘進給量約 360mm/min 

每分鐘材料移除體積為 77.7cm3/min 材料移除率與刀刃數目無關 

37 下列圓孔加工作業，何者精度最差？ 

鑽孔 搪孔 鉸孔 搪磨 

38 下列何種材料不適合使用鑽石刀具切削？ 

鋁合金 碳鋼 玻璃纖維 灰鑄鐵 

39 下列何種情境比較不會發生加工顫震（chatter）？ 

尖銳的刀具 比較大的切削力 比較大的切深 不足量的切削液 

40 下列何種機台其加工程序類似鉋床加工？ 

車床 銑床 搪床 拉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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