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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03年度港勤子公司儲備船員類從業人員甄試試題 
職務／類科：乙級船員／輪機部 

專業科目：輪機專業知識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 

○1 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卷、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

否則不予計分。 

○2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40題，每題 2.5分，共 100分，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於答案卷上作

答，請選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或複選，不予計分。 

○3 請勿於答案卷書寫姓名、其他任何文字、編號或符號，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4 本科考試不得使用電子計算機，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5 試題卷及答案卷務必繳回，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1】 1.  下列何者不是構成柴油機燃燒室之構件？ 

 ○1  連桿 ○2  活塞 ○3  氣缸蓋 ○4  氣缸套 

【2】 2.  下列何者不是燃油噴油閥霧化不良之原因？ 

 ○1  針閥與閥座接觸不夠氣密 ○2  針閥滑動面間隙過小而鬆動 

 ○3  噴油孔之孔徑變形 ○4  噴油孔之孔徑變大 

【3】 3. 下列何者為柴油主機裝設渦輪增壓機之主要目的？ 

 ○1  穩定排氣壓力 ○2  穩定排氣溫度 ○3  提升馬力輸出 ○4  降低運轉噪音 

【2】 4. 下列何者非為渦輪增壓機渦輪機側過髒之可能原因？ 

 ○1  進渦輪機前之排氣溫度過高 ○2  過給空氣壓力過高 

 ○3  壓縮機波震 ○4  起動時加速太慢 

【1】 5. 運轉中柴油主機之活塞環於其搭口兩端對頂產生彎曲，造成活塞環搭口附近折斷之主要原

因為下列何者？ 

 ○1  搭口間隙過小 ○2  活塞環槽積碳 

 ○3  活塞環徑向脹縮疲勞 ○4  氣缸套環脊(Ridge) 

【1】 6. 下列有關柴油機酸性腐蝕之敘述何者錯誤？ 

 ○1  因燃用含釩量過高之重油所造成 

 ○2  屬於低溫腐蝕 

 ○3  排氣之 SO2 或 SO3 過量易造成酸性腐蝕 

 ○4  低負荷排氣溫度較低時易造成酸性腐蝕 

【4】 7. 電動往復泵為防止工作流體從活塞桿處洩漏，設有下列何裝置？ 

 ○1  活塞環 ○2  刮油環 ○3  止回閥 ○4  填料箱 

【3】 8. 下列何者非為活塞式空壓機排氣溫度過高之主要原因？ 

 ○1  氣閥洩漏 ○2  吸氣溫度過高 ○3  氣缸中積水 ○4  排氣壓力過高 

【1】 9. 下列何者非為冷凍空調系統中存有不凝性氣體所產生之影響？ 

 ○1  冷凍係數提高 ○2  冷凝壓力上升 ○3  冷凝溫度上升 ○4  壓縮機功耗增加 

【3】 10. 下列何者非為冷凍系統中冷媒不足所產生之影響？ 

 ○1  壓縮機吸入壓力降低 ○2  壓縮機排出壓力降低 

 ○3  壓縮機吸氣過熱度降低 ○4  冷凍量降低 

【2】 11. 下列何者可避免鍋爐點火操作時出現回火現象？ 

 ○1  點火前實施暖管作業 ○2  點火前掃氣 

 ○3  降低風油比 ○4  增加風油比 

【1】 12. 下列何者沉澱於鍋爐中熱負荷最大處、傳熱性較差，易使受熱面過熱？ 

 ○1  矽酸鹽水垢 ○2  碳酸鹽水垢 ○3  硫酸鹽水垢 ○4  泥垢 

【2】 13. 下列何者非為造成鍋爐汽水共騰現象之原因？ 

 ○1  爐水品質不良 ○2  汽鼓空間過大 ○3  鍋爐負荷驟增 ○4  鍋爐壓力驟降 

【3】 14. 跨於某電阻之電壓為 V，流經此電阻之電流為 I，則此電阻消耗之功率為何？ 

 ○1  V+I ○2  V-I ○3  V×I ○4  V/I 

【3】 15. 下列何者非為直流發電機無電壓輸出之原因？ 

 ○1  電樞逆轉 ○2  場電路開路 ○3  剩磁過高 ○4  輸出端短路 

【3】 16. 船舶螺槳吸收之功率與其轉速之幾次方成正比？ 

 ○1  一次方 ○2  二次方 ○3  三次方 ○4  四次方 

【4】 17. 螺槳產生之推力經下列何者傳遞至船殼？ 

 ○1  主軸承 ○2  中間軸承 ○3  曲拐軸軸承 ○4  推力軸承 

【2】 18. 下列何者非為離心式泵排液量不足之原因？ 

 ○1  葉輪局部損壞 ○2  轉速高 ○3  吸排閥未開足 ○4  填料函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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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 下列何者非為直流馬達轉速過高之可能原因？ 

 ○1  磁場電流過低 ○2  磁場電路開路 ○3  電樞繞組短路 ○4  負載過低 

【4】 20. 主機轉向不變，藉由使用下列何裝置，船舶依然可以正、倒航行？ 

 ○1  油浴式艉軸套 ○2  推力軸承 ○3  飛輪 ○4  可變葉距螺槳 

【4】 21. 使用鑽床鑽孔中折斷鑽頭可能的原因為 

 ○1  間隙角太大 ○2  間隙角太小 ○3  切速太快 ○4  進刀太快 

【2】 22. 常用手提電鑽規格是以下列何者稱呼 

 ○1  電壓與轉數 ○2  能夾持鑽頭之大小 

 ○3  長度與重量 ○4  電功率(省電) 

【1】 23. 我國 CNS 採用之標準螺紋為 

 ○1  螺紋角 60 度 ○2  螺紋角 30 度 ○3  螺紋角 45 度 ○4  螺紋角 15 度 

【3】 24. 砂輪機裝置砂輪後，為確認是否裝妥，應靜置空轉多久 

 ○1  30 秒 ○2  30 - 45 秒 ○3  2-3 分 ○4  5–60 秒 

【3】 25. 電氣設備外殼接地線，應如何處理 

 ○1  收藏起來,測量時再連接 ○2  不得任意拆除 

 ○3  用塑膠袋包紮 ○4  可拆掉不用 

【4】 26. 壓力表應為該裝備最大使用壓力之刻度 

 ○1  1 倍 ○2  1.2 倍 ○3  1 - 1.25 倍 ○4  1.5 - 2 倍 

【3】 27. 調完壓力調節器後,使用氣焊時，為安全起見，應先開 

 ○1  火 ○2  空氣 ○3  乙炔 ○4  氧氣 

【3】 28. 一個大氣壓力約等於 

 ○1  14.7 KG/CM2 ○2  14.7 G/CM2 ○3  1.033 KG/CM2 ○4  1.333 KG/CM2 

【1】 29. 通稱 1 馬力等於 

 ○1  746 瓦 ○2  1000 瓦 ○3  100 瓦 ○4  74.6 瓦 

【4】 30. 港勤船柴油機煙囪排氣突然冒黑煙，最大可能原因為 

 ○1  油溫過低 ○2  進氣壓力太高 ○3  油料含水 ○4  過荷運轉 

【4】 31. 港勤船用推進柴油機為 

 ○1  可變衝程柴油機 ○2  定速柴油機 ○3  常速柴油機 ○4  限荷柴油機 

【1】 32. 新型港勤船之前進與倒退是靠 

 ○1  改變俥葉螺距 ○2  改變離合器 ○3  柴油機正/反轉 ○4  柴油機俥葉轉速 

【2】 33. 冰機(冷氣機)運轉時之油壓力通常為 

 ○1  = 低壓 ○2  = 低壓 + 1 至 1.5kg/cm2 

 ○3  = 高壓 - 1 至 1.5kg/cm2 ○4  = 高壓 

【4】 34. 港勤船上蓄電池其主要功能為 

 ○1  直流充電用 ○2  日常照明及通訊用 

 ○3  通道照明用 ○4  緊急時通訊及照明用 

【2】 35. 一部 6 缸 4 衝程柴油機，其發火順序通常為 

 ○1  1-4-6-5-3-2 ○2  1-5-3-6-2-4 ○3  1-3-4-6-2-5 ○4  1-3-6-5-2-4 

【1】 36. 一部 6 缸 4 衝程柴油機，其噴油角度通常相隔 

 ○1  120 度 ○2  60 度 ○3  45 度 ○4  90 度 

【4】 37. 預防火災，機艙大多使用何種火災偵測器 

 ○1  超高頻 ○2  全頻式 ○3  雷射式 ○4  煙霧式 

【4】 38. 常用三用電表用來測量 

 ○1  直流電壓/電流 交流電流，電阻Ω 

 ○2  直流電壓/電流 交流電壓/電流，電阻Ω 

 ○3  交流電壓/電流 直流電流，電阻Ω 

 ○4  交流電壓，直流 電流/電壓，電阻Ω 

【1】 39. 為保護馬達，大型馬達之啟動/與運轉方式為 

 ○1  Y 啟動後△運轉 ○2  △啟動後 Y 運轉 

 ○3  手動啟動後改為自動運轉 ○4  壓力式啟動 

【2】 40. 下列數據何者表示真空 

 ○1  1000 mmHg ○2  680 mmHg ○3  980 mmHg ○4  800 mmH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