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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同素異形體係指同一元素於變態前後存在兩種不同性質之結構體，以純鐵為例，其同素異形體有幾

種？ 

 2  3  4  5 

【4】2.下列何種爐可煉製合金鋼？ 

轉爐 鼓風爐 熱風爐 電爐 

【2】3.高碳鋼及非鐵金屬材料無明顯的降伏點，一般以橫距法中多少百分比的永久伸長率對應的應力作為

其降伏點？ 

 0.1%  0.2%  0.3%  0.5% 

【2】4.碳鋼的含碳量為下列何者？ 

 <0.02%  0.02%～2.0%  2.0%～4.3%  4.3%～6.67% 

【3】5.以連續鑄造法製造鋼胚，熔融鋼液的冷卻方式是下列何者？ 

水冷式鋼模 氣冷式鋼模 水冷式黃銅模 氣冷式黃銅模 

【4】6.波來鐵(Pearlite)的顯微組織為下列何者？ 

肥粒鐵和沃斯田鐵  肥粒鐵和麻田散鐵 

雪明碳鐵和沃斯田鐵  雪明碳鐵和肥粒鐵 

【4】7.以鋼的組織來劃分，含碳量 0.77%的鋼，即為下列何者？ 

合金鋼 亞共析鋼 過共析鋼 共析鋼 

【2】8.在碳鋼的雜質中，硫的含量只要達 0.017%就會降低鋼的強度，為消除硫之有害影響，可加入下列

何種元素？ 

磷 錳 矽 鉛 

【3】9.將共析鋼加熱至沃斯田鐵狀態，並置於水中冷卻，可得下列何種組織？ 

粗波來鐵 中波來鐵 麻田散鐵 細波來鐵 

【1】10.為消除材料因冷加工或銲接工作所產生的內應力，並適度軟化，應選擇下列何種退火方式？ 

製程退火(process annealing)  

完全退火(full annealing) 

弛力退火(stress relief annealing) 

均質化退火(homogenizing annealing) 

【1】11.有關滲碳法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液體滲碳法之滲碳劑為氰化納 

進行固體滲碳時，碳酸鈉滲碳劑會被反應及消耗 

大量生產時，通常用固體滲碳法 

滲碳後的鋼不需熱處理即可使用 

【4】12.欲將高速鋼材質的端銑刀，於表層產生一層金黃色的氮化鈦，以提高其硬度及耐磨性，應選用下列

何種表面硬化方法？ 

滲碳氮化法  火焰塗佈法  

電漿噴敷法  化學氣相蒸鍍法 

【4】13.下列何者含量過多，鋼會產生熱脆性？ 

磷 矽 錳 硫 

【1】14.鑄鐵的成分除了 Fe以外，另外還包含其它元素，其中具有促進石墨化的功能是下列何種元素？ 

 Si  Mn  Al  Ni 

【3】15.亞共晶鑄鐵與過共晶鑄鐵是以含碳量多少作為分界點？ 

 0.8%  2.0%  4.3%  6.7% 

【2】16.在鑄鐵熔液中加入鎂作為球化劑，矽鐵作為接種劑，可得球狀石墨的組織，此種鑄鐵稱為： 

冷硬鑄鐵  延性鑄鐵  

展性鑄鐵  米漢納鑄鐵 

【2】17.有關鋁合金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杜拉鋁合金主要的添加合金元素是 Cu、Mg、Mn 

杜拉鋁合金常以銲接方式接合 

杜拉鋁合金會用析出硬化處理增加其強度與硬度 

實施陽極氧化處理可預防鋁合金發生腐蝕情況 

【1】18.不銹鋼的表面會生成一層緻密性的防護性被覆，能阻止進一步的侵蝕，此現象稱為： 

鈍化 氧化 催化 銳化  

【1】19.下列何者為碳鋼？ 

 S30C   SC360  

 SS330   SKH10 

【1】20.將材料加熱到再結晶溫度以上，放入兩相反方向迴轉的滾輪間，使材料斷面變小而製成板、條、管

的加工法為： 

滾軋 抽拉 擠製 旋壓 

【3】21.金屬結晶格子主要有三種，相對於 BCC及 HCP，下列何者屬於面心立方格子(FCC)之性質？ 

強度高  硬而脆  

延展性佳  不易加工 

【2】22.合金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之金屬或金屬與非金屬元素結合而成，青銅的鑄鐘為下列何種元素之組

成？ 

銅和鎳  銅和錫  

銅和鉻  銅和鋅 

【4】23.關於一般金屬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純金屬有固定熔點，其中以鎢(W)之熔點 3410°C最高 

一般金屬不透明、有特殊金屬光澤和反射光線之能力 

比重多大於 1，而比重小於 4者稱為輕金屬，例如鎂、鈹 

為電與熱之良導體，導電率由高至低為銅(Cu)>金(Au)>銀(Ag)>鋁(Al) 

【1】24.高速鋼中 6-6-4-2型之鉬系高速鋼，其主要元素成分與含量比率為何？ 

含鎢 6%、鉬 6%、鉻 4%、釩 2% 

含鉻 6%、釩 6%、鉬 4%、鎢 2% 

含鎢 6%、鉬 6%、釩 4%、鎳 2% 

含釩 6%、鉻 6%、鈷 4%、鎢 2% 

 
【請接續背面】 



【2】25.當純鐵常溫狀態下時為體心立方體肥立體（α-Fe，BCC 結構），當加熱溫度超過多少時，結晶組

織則會變態為面心立方體沃斯田體（γ-Fe，FCC結構）？ 

 723°C  910°C  1147°C  1390°C 

【2】26.工件做電鍍加工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電鍍時通以直流電  欲鍍之工件接於陽極 

常用之鍍層金屬有鎳、鉻、鋅等 鍍銅在鋼鐵件上，可做為鎳、鉻之底層 

【4】27.關於碳化物刀具之敘述與應用，下列何者正確？ 

 P類刀具之刀柄塗藍色，適合用於切削不鏽鋼、延性鑄鐵等 

碳化物刀具為刀片製好後，以錫銲之方式將刀片銲在刀柄上 

碳化鎢之主要成分為碳(C)、鎢(W)粉末並混入鉻(Cr)粉作為結合劑 

碳化鎢之耐熱溫度約為 1200°C，而粉末冶金之燒結溫度為 1500°C 

【3】28.關於高速鋼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鉬系（M系）高速鋼的韌性特別好，適合用於鑽頭、絞刀之製作 

高速鋼在 1300°C淬火並於 550~600°C回火，則可提高硬度與耐磨性 

高速鋼具有紅熱硬性，可耐熱至 900°C刀口不軟化而保持原有的硬度 

鈷系高速鋼是在普通高速鋼中加入鈷元素，以增加刀具之切削性與硬度 

【1】29.材料編號 SAE4225，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為鉬鋼  含碳量為 25%  

為德國工業標準  平均含鉬量 0.2% 

【2】30.飛輪、衝床的曲柄軸、機械底座大多以鑄鐵製成，其主要是利用鑄鐵何種性質？ 

硬度 制震能 耐磨耗性 抗拉強度 

【1】31.下列何者為英國國家標準規格之名稱？ 

 BS  NF  JIS  DIN 

【2】32.欲改善鋼之切削性，可加入何種元素而得易切削鋼？ 

釩(V) 硫(S) 鎳(Ni) 鉬(Mo) 

【4】33.碳鋼各種組織依硬度大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吐粒散鐵>雪明碳鐵>糙斑鐵>波來鐵>肥粒鐵 

雪明碳鐵>糙斑鐵>麻田散鐵>吐粒散鐵>肥粒鐵 

吐粒散鐵>麻田散鐵>雪明碳鐵>糙斑鐵>肥粒鐵 

雪明碳鐵>麻田散鐵>吐粒散鐵>糙斑鐵>波來鐵 

【3】34.下列何種熱處理方法，可消除鑄件之內應力與軟化而改善切削性？ 

淬火 回火 退火 正常化 

【1】35.下列何種成形法是將塑料放置模具中，以壓縮空氣吹脹與模壁相貼，常製成瓶罐類？ 

吹製成形法 壓模成形法 擠製成形法 射出成形法 

【4】36.鑄造材料常用之鑄鐵，其含碳量範圍為何？ 

 0%~0.02%  0.3%~0.6%  0.02%~2.0%  2.0%~6.67% 

【3】37.鐵碳平衡圖上之各種組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肥粒鐵成白色富延展性，為碳鋼組織中最軟的組織 

共析鋼從高溫沃斯田鐵在空氣中冷卻至 650°C可得糙斑鐵 

吐粒散鐵由高溫沃斯田鐵淬火冷卻而得針葉狀組織，硬度極高 

含碳量 4.3%之粒滴斑鐵為沃斯田鐵與雪明碳鐵之共晶混合物 

【2】38.冷卻速度對鋼的變態影響極大，共析鋼各種冷卻方式所得組織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水中冷卻可得吐粒散鐵組織 爐中冷卻可得粗波來鐵組織 

油中冷卻可得麻田散鐵組織 空氣中冷卻可得細波來鐵組織 

【3】39.下列何種合金性質為重量輕，且為航空機械的重要架構材料，又稱為杜拉鋁？ 

鋁錳系合金  鋁鎂系合金  

鋁銅鎂錳系合金  鋁銅鎂錳鋅系合金 

【1】40.關於塑性加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冷作加工後結晶顆粒會變形，所以電阻增大、相對於熱作加工尺寸精度較差 

冷作加工使材料強度和硬度提高，且材料內會產生殘留應力 

熱作加工時所需作用力較冷作為低，但設備和維護費用較高 

材料受外力變形時，當外力移除後無法恢復原狀之狀態稱為塑性變形 

【1】41.下列壓鑄材料中，何者屬於冷室法所用之低熔點合金？ 

鎂(Mg) 鉛(Pb) 鋅(Zn) 錫(Sn) 

【4】42.下列何者為鎳(Ni)之性質？ 

顏色為青白色金屬   

硬度高、延展性差 

結晶組織為六方密格子(HCP)  

為電熱器中電阻絲的主要成分 

【2】43.鋼之表面硬化處理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火焰硬化法所使用之火源為氧乙炔裝置 

氮化法後表面硬度不高，需再做熱處理硬化 

固體滲碳法之滲碳劑為木炭加上碳酸鋇或碳酸鈉 

感應電熱硬化法是利用週波感應電流進行加熱處理 

【1】44.一般 18-8型不鏽鋼具有質軟、易加工之特性，而其標準成分含量為何？ 

鉻含量為 18%、鎳含量為 8% 

鎳含量為 18%、鉻含量為 8% 

鎢含量為 18%、鎳含量為 8% 

鉻含量為 18%、鉬含量為 8% 

【4】45.塑膠依其性質分類，下列何者屬於熱固（硬）性塑膠？ 

聚乙烯(PE) 聚丙烯((PP) 聚苯乙烯(PS) 酚醛樹脂(PF) 

【1】46.合金元素對鋼性質之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鎳(Ni)能降低鋼之淬火溫度和增加鋼之韌性 

錳(Mn)含量多時會提升鋼之淬火溫度和硬化深度 

鎢(W)與鋼中之碳所形成的碳化鎢會降低鋼之強度 

鉻(Cr)使鋼具耐高溫，但會降低耐磨耗性、抗腐蝕性 

【3】47.亞共析鋼淬火時，需把碳鋼加熱到何種變態點上方 30°C ~50°C溫度範圍？ 

 Ac1  Ac2  Ac3  Acm 

【1】48.下列何種表面硬化法適合用於低碳鋼之硬化？ 

滲碳硬化法 氮化硬化法 火焰加熱硬化法 感應電熱硬化法 

【1】49.關於鉛、錫、鋅之低熔點非鐵金屬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鍍鋅之鐵皮俗稱為馬口鐵 

鉛可作為 X射線護具和隔音設備 

鉛的結晶組織為面心立方格子 

鋅可作為乾電池和其他電極之材料 

【2】50.在高溫狀態下，將鋁滲入鋼表面而形成一層氧化鋁的保護層，使鋼在高溫中不易氧化，為下列何種

防蝕處理法？ 

陽極處理法 滲鋁防蝕法 發藍處理法 金屬噴敷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