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人員招募 

公開招考甄試試題 

應試類科 B02助理工程員(機械類) 

應試科目 06專業科目-機械原理(機械工程概論、工程材料) 

考試時間 60分鐘 

注意事項 

1. 本試卷共 4頁，採雙面印刷，請注意正、反面皆有試

題。  
2. 本試卷共40題單選題，每題2.5分，共100分。  
3. 每題有 4個選項，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答

案，並須畫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答對者，

該題得2.5分；答錯、未作答或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

計分。  
4. 限使用2B黑色鉛筆畫記；更正時，應以橡皮擦擦拭，

切勿使用修正液（帶），未依規定畫記或汙損答案卡

等情事，致光學閱讀機無法辨認者，其責任自負，不

得提出異議。  
5. 可使用符合「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第一類

及第二類型號之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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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純鐵是指含碳量在幾%以下的Fe-C合金？  
(A)0.02% (B)0.2% (C)2.0% (D)4.3% 

2. 以下何者不是銷的主要功能？  
(A)小動力傳達機件之聯結  
(B)保護工件表面  
(C)防鬆  
(D)機件位置之定位  

3. 皮帶傳動中之帶輪，常製成中央圓弧形隆起之形狀，主要目的為  
(A)防止皮帶脫落  
(B)增加傳送馬力  
(C)減少皮帶磨損  
(D)增加接觸面積  

4. 一壓縮彈簧，受壓縮力由20 N增加至32 N時，彈簧長度由18 cm被壓縮至  
12 cm，試問彈簧之自由長度為？  
(A)48 (B)28 (C)24 (D)22 

5. 金屬之塑性加工可分為熱加工與冷加工，是以下列何者為界線？  
(A)結晶溫度 (B)熔點 (C)變態點 (D)再結晶溫度  

6. 一機件在空間運動，最多有幾個獨立自由度？  
(A)6 (B)5 (C)4 (D)3  

7. 同平面共點力系之平衡方程式有幾個？  
(A)5 (B)4 (C)3 (D)2                          

8. M20Ｘ 1.5之螺栓中，1.5表示：  
(A)外徑 (B)螺距 (C)牙深 (D)螺紋等級  

9. 鋼鐵組織成分中，強度與硬度最低者為   
(A)麻田散鐵 (B)肥粒鐵 (C)波來鐵 (D)雪明碳鐵  

10. 鎳與鉻均能增加鋼件之硬度外，尤能增加其  
(A)熱脆性 (B)冷脆性 (C)延性 (D)耐磨性、耐蝕性  

11. 無聲鏈傳動之所以無聲，係由於  
(A)弦線作用之關係 (B)可調節磨損誤差 (C)鏈距較大 (D)潤滑較多  

12. 純鐵加熱至變態點時，原子排列由BCC變成FCC，體積將  
(A)縮小 (B)膨脹 (C)不變 (D)不一定  

13. 製造機械，如希望機械之抗震能力(Damping Capacity)佳，應選用  
(A)碳鋼 (B)合金鋼 (C)鑄鐵 (D)高速鐵  

 
 

【請翻頁繼續作答】  



                                          代碼：06專業科目 

第 2 頁/共 4 頁                    

14. 有一閥之把手如下圖所示，以10kg之力轉動之，轉動10轉才能將閥關閉，試問

關閉此閥所作之功為多少N-m？   

(A)125.6 (B)200 (C)251.2 (D)1200 

15. 如下圖所示，一桿AB，B端以水平繩索拉之，釘於垂直牆上C點，另懸掛一重

物，則AB桿之壓力及BC繩索之拉力為  

 
(A)TBC = 46.2 N，FAB = 92.3 N    
(B)TBC = 34.6 N，FAB = 85.4 N    
(C)TBC = 27.3 N，FAB = 78.2 N    
(D)TBC = 18.4 N，FAB = 64.2 N 

16. 在游標卡尺的原理中，本尺每刻劃間隔為0.5 mm，取本尺24.5 mm（即49刻
劃）分為25等分，因此本尺與副尺每一刻劃值的差為？  
(A)0.02 mm (B)0.01 mm (C)0.05 mm (D)0.25 mm 

17. ψ20±0.002或26 . 的尺寸，應以下列何種加工法較適當  
(A)精密鑽削 (B)精密車削 (C)精密磨削 (D)精密銑削                                      

18. 在切削加工中，何種不是冷卻劑的功用? 
(A)增加工件表面的光平度  
(B)減少摩擦  
(C)摻入合金元素於工件  
(D)阻止屑片因摩擦而熔接刀具上  

19. 進行熔接時，若採用TIG法其常用的保護氣體為何？  
(A)氫氣 (B)空氣 (C)氬氣 (D)乙炔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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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金屬材料抵抗周期性負載，如覆變應力（即受一拉一壓之外力）的能力稱為  
(A)衝擊強度 (B)潛變強度 (C)降伏強度 (D)疲勞強度  

21. 有關電化學研磨的敘述，下列何種錯誤？  
(A)電解液具有腐蝕性  
(B)工件須為導體  
(C)工具和工件間應噴絕緣油  
(D)切削應力小  

22. 欲在車床上以碳化鎢刀具切削直徑60 mm之黃銅棒，經查表得知切削速度應在

200~300 m/min之間，則車床主軸轉速應為若干？  
(A)1061~1592 rpm 
(B)1.061~1.592 rpm 
(C)61~592 rpm 
(D)2161~3159 rpm 

23. 齒輪在設計上有所謂的齒隙，其是為了  
(A)考慮齒輪製造及安裝上的誤差  
(B)防止傳動的震動  
(C)使齒輪傳動時有壓力  
(D)防止兩齒輪囓合的撞擊  

24. 在機構原理中當四連桿機構之從動曲柄與浮桿形成一直線時，此位置稱之為  
(A)動點 (B)共點 (C)死點 (D)切點  

25. 鋁合金（屬於可以析出硬化型），在析出硬化後之性質的改變，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A)硬度上升  
(B)電阻係數下降  
(C)強度上升  
(D)帶電載體的遷移率會下降   

26. 金屬材料在受力及加熱且經長時間的變形之性質稱為  
(A)彎曲 (B)潛變 (C)疲勞 (D)韌性  

27. 鑄鐵在含有何種元素較多時會產生熱脆性  
(A)磷 (B)錳 (C)矽 (D)硫  

28. 下列何種機構屬於間歇運動機構？  
(A)牽桿機構 (B)滑塊機構 (C)日內瓦機構 (D)直線運動機構  

29. 通常為了預防螺旋齒輪軸受軸向負荷時產生移動現象，則下列何種軸承最適

用？ 
(A)多孔軸承 (B)止推軸承 (C)徑向軸承 (D)對合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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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下列哪種符號表流量控制之可變節流閥？  

(A)  (B)  (C)  (D)  

31. 鋼為了增加強硬度而採取焠火處理，試問焠火處理主要得到的組織為何? 
(A)波來鐵 (B)雪明碳鐵 (C)麻田散鐵 (D)肥粒鐵  

32. 鑄鐵在高溫條件下通常會產生何種現象，使機械性能降低？   
(A)鑄鐵之成長 (B)鑄鐵之碳化 (C)鑄鐵之季化 (D)鑄鐵之球化  

33. 凸輪從動件總升距為何？  
(A)最大半徑和最小半徑的乘積  
(B)最大半徑和最小半徑的平均值  
(C)最大半徑和最小半徑的和  
(D)最大半徑和最小半徑的差  

34. 高速鋼中主要合金元素為  
(A)鎳鋼 (B)碳鋼 (C)鎢鉻 (D)銅鋅  

35. 何謂冷作加工？  
(A)金屬在再結晶溫度以上做滾軋  
(B)金屬在高溫加熱中做滾軋  
(C)金屬在再結晶溫度以下做滾軋  
(D)金屬在常溫中做滾軋  

36. 有一圓盤離合器，若其摩擦係數為0.2，圓盤外徑為8 cm，內徑為4 cm，欲傳動

扭矩600 N-cm時，則所需之軸向推力為多少？  
(A)1000 N (B)750 N (C)500 N (D)250 N 

37. 一對相等五級塔輪，主動軸每分鐘迴轉數為100，從動軸每分鐘最低迴轉數為

20，則從動軸最高轉速與最低轉速之比為  
(A)15:1 (B)20:1 (C)25:1 (D)30:1 

38. 下列對於高強度低合金鋼的描述何種有誤  
(A)高強度低合金鋼可在平爐、轉爐或電爐冶煉  
(B)低錳鋼、低矽錳鋼為高強度低合金鋼  
(C)在鋼中錳量11～14%稱為是高錳鋼，具強磁性，性質堅硬又富有韌性  
(D)常採用高溫回火、正常化與調質等金屬熱處理方法  

39. 材料在特定的腐蝕介質中同時又受到外力作用時，所出現的脆性開裂稱為何種腐蝕現

象？ 
(A)間隙腐蝕 (B)沖蝕腐蝕 (C)疲勞腐蝕 (D)應力腐蝕 

40. 一偏心凸輪，當凸輪軸以等速旋轉時，其從動件作 
(A)等加速運動 (B)簡諧運動 (C)修正等速運動 (D)等速運動 

 
 

【本試卷到此結束】



 

 

題號  答案  題號  答案  

1 A 26 B 

2 B 27 D 

3 A 28 C 

4 B 29 B 

5 D 30 A 

6  B 31 C 

7 D 32 A 

8 B 33 D 

9 B 34 C 

10 D 35 C 

11 B 36 A 

12 A 37 C 

13 C 38 C 

14 A 39 D 

15 A 40 B 

16 A   

17 C   

18 C   

19 C   

20 D   

21 C   

22 A   

23 A   

24 C   

25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