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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度獎學就業計畫暨獎學從業人員甄試 

試題卷 

應考科目：機械製造 

考試時間：80 分鐘 

※注意： 

(一) 試題為單選題，共 25題。 

(二) 各題答案須於答案卷上作答，於本試題作答者，不予計分。 

(三)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一、 第一大題：單選題（共 25題） 

說明：每題 4 分，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D 1. 鑄造作業中，下列四種材料常被用來製作模型(Pattern)，在造模完成後，

何者可以不需要從鑄模(Casting mold)中先被移除，即可進行熔融金屬液

澆鑄(Pouring)的步驟？ 

 
(A) 檜木 (B) 鋁合金 

 
(C) 蠟 (D) 聚苯乙烯(PS) 

B 2. 下列有關離心鑄造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適用的鑄件為中空件，但不一定要為對稱件 

 
(B) 長管鑄件使用水平式離心鑄造法要比垂直式離心鑄造法適當 

 
(C) 短管鑄件須有冒口及砂心的設計 

 
(D) 所得到的鑄件組織，其外壁比內部鬆散，且雜質大都存在外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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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 下列有關衝壓加工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生產速度快，適用於大、中、小量生產 

 
(B) 突角式沖床機架適用於圓筒工件邊緣的沖壓工作，如摺縫、鉚合 

 
(C) 從金屬板上衝下所需之胚料稱為衝孔 

 
(D) 級進沖模當衝壓機之衝柱一個上下行程時，模具能同時在同一位置產

生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的加工步驟 

D 4. 下列敘述何者不是用鋼料銲接成之機件，較鑄造者為佳之理由？ 

 
(A) 設備簡單、施工容易 (B) 效率高、產品成本低 

 
(C) 缺陷改正容易 (D) 銲接部位檢查容易 

D 5. 依照美國銲接協會(AWS)的規格，電弧銲銲條數字區分碼為 E－6010 時，

則表示該電焊條施銲後銲道之最低抗拉強度為 

 (A) 60psi (B) 600psi (C) 6010psi (D) 60000psi 

B 6. 下列有關銲接方法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 雷射銲(LBW)接必須在真空的環境中，將平行之單頻雷射束聚焦，使銲

件接合面的母材受熱產生高溫熔化而結合 

 
(B) 摩擦銲接(FRW)是利用銲件高速旋轉，使兩銲件接合面因摩擦生熱，並

在軸向施加壓力，以達成結合作用 

 
(C) 電子束銲接(EBW)大都是在充滿氬氣的環境中，將電子加速成高速的狀

態撞擊銲件，藉由其動能所轉換成的熱能來熔化銲件接合面的母材，以

達成結合作用 

 
(D) 發熱銲接(TW)又稱為鋁熱銲接，是利用電阻所產生的熱將粉末狀鋁粉

熔化於銲件接合面，以達成結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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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7. 下列有關放電加工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電極與工件須直接接觸形成電通路，才能放電加工 

 
(B) 加工原理是利用電能轉成熱能，再以熱能將工件局部蒸發或熔解而得 

 
(C) 電極與工件均須浸泡於絕緣液中以產生放電效應 

 
(D) 放電頻率高，但是金屬移除速度慢 

C 8. 下列何種加工方式，並不適合蜂槽狀薄金屬板的加工？ 

 
(A) 以薄板電極進行放電加工 (B) 加水冷凍後進行鋸切加工 

 
(C) 以薄板刀具進行超音波加工 (D) 以雷射方式進行加工 

C 9. 下列敘述半導體的製造過程何者有誤？ 

 
(A) 長晶程序為融化→頸部成長→晶冠成長→晶體成長→尾部成長 

 
(B) 微影三個主要步驟為光阻塗佈於晶片表面→光阻在光罩下的曝光→光

阻顯影 

 
(C) 以整個超大型積體電路的四大製造流程是微影→薄膜製作→摻雜→蝕

刻 

 
(D) 塑膠構裝中打線接合為例，其步驟依序為晶片切割→黏晶→焊線→封

膠→剪切/成形→印字→電鍍→檢驗 

A 10. 有關半導體及其周邊產業的生產技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化學機械拋光(CMP)技術可使用於晶圓表面拋光加工 

 
(B) 純矽是電的良導體，要加入其他雜質使其成為半導體 

 
(C) 光罩的作用是防止光阻曝光，並保護晶圓避免磨損 

 
(D) 微放電加工使用的電極無法細化，故不屬於微細製造的領域 

B 11. 半導體製程中，一般所謂的 90 奈米製程係指： 

 
(A) 線寬為 0.009μm (B) 線寬為 0.09μm 

 
(C) 膜厚為 0.009μm (D) 膜厚為 0.09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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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2.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將公差分為 20級 

 
(B) 工件於加工時容許之尺寸變化量稱公差 

 
(C) IT01～IT4 用於塊規量具或高精度範圍者 

 
(D) 設計一個尺寸時，僅於某一個方向，正向或負向付予公差，此公差稱

之為雙向公差 

D 13. 一尺寸配合為ψ20H7/g6，則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孔徑公差為 7 級，軸徑為 6 級 

 
(B) 孔徑公差域為 H，軸徑為 g 

 
(C) 為一餘隙配合 

 
(D) 採用基軸制 

A 14. 下列何者為非包模鑄造法？ 

 
(A) 瀝鑄法 (B) 脫蠟鑄造法 

 
(C) 陶瓷殼模法 (D) 殼模法 

C 15. 下列表面硬化法何者為非化學法？ 

 
(A) 滲碳法 (B) 氮化法 

 
(C) 高週波硬化法 (D) 滲硼法 

D 16. 下列敘述切屑及切削力何者正確？ 

 
(A) 延展性高工件易產生不連續切屑 

 
(B) 刀具斜角小時易產生連續切屑 

 
(C) 切削速度較高易產生積屑刃緣 

 
(D) 刀具之斜角及隙角大，其切削力會變小 

D 17. 下列何項適合兩頂心間的工作？ 

 
(A) 鑽孔 (B) 鉸孔 

 
(C) 攻絲 (D) 車削長形工件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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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8. 下列那一種設備整合了自動化生產機器、工業機器人及無人搬運車，進行

數種不同零件的加工？ 

 
(A) 電腦輔助設計及製造系統(CAD/CAM) 

 
(B) 電腦數值控制系統(CNC) 

 
(C) 固定型自動系統 

 
(D) 彈性製造系統(FMS) 

B 19. 常見切削工具之硬度比或切削速度高低比依序，下列何者正確？ 

 
(A) 塗層刀具＞陶瓷＞碳化鎢 

 
(B) 立方氮化硼＞塗層刀具＞鑄造鈷合金 

 
(C) 陶瓷＞高速鋼＞鑄造鈷合金 

 
(D) 鑽石＞碳化鎢＞陶瓷 

A 20. 下列鑄件檢驗之敘述何者有誤？ 

 
(A) 音響檢驗乃以小木鎚輕敲鑄件，若音質清脆響亮表示鑄件有缺口或裂

紋 

 
(B) 螢光滲透液可檢查出鑄件表面上是否有裂痕 

 
(C) 磁粉檢驗可探測鑄件表面裂紋和一定深度之孔隙部位及大致形狀 

 
(D) 放射線法檢驗乃利用χ、γ射線顯示鑄件內部是否有裂痕或缺陷 

D 21. 下列鍛造敘述何者正確？ 

 
(A) 開模鍛造比閉模鍛造之鍛件尺寸精確，生產速度高 

 
(B) 壓力鍛造法運動速度快且壓力大又均勻，加工效果良好 

 
(C) 端壓鍛造受擠壓部分之桿料長度不得超過其直徑之 0.5 倍，否則將產

生彎曲而不能加粗 

 
(D) 滾軋鍛造係將短形棒材，作漸縮和錐形操作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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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2. 有關磨床的砂輪選用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粗磨削用粗粒，細磨削用細粒 

 
(B) 硬材料用細粒，軟材料用粗粒 

 
(C) 軟材料用軟砂輪，硬材料用硬砂輪 

 
(D) 粗糙工件表面用硬砂輪，光滑面用軟砂輪 

C 23. 下列有關螺紋的敘述，何者有誤？ 

 
(A) 雙線螺紋之導程為節距的兩倍 

 
(B) 三線螺紋的螺旋線端面有三個互成 120°的缺口 

 
(C) 節徑上螺旋線與軸線所構成之夾角稱為導程角 

 
(D) M20×2-6H 表示公稱直徑 20mm，節距為 2mm 之陰螺紋 

D 24. 下列表面硬化法敘述何者有誤？ 

 
(A) 固體滲碳法滲碳時，不滲碳部位先予以鍍銅 

 
(B) 氮化法加熱溫度較低，故機件變形少，氮化後不必再淬火 

 
(C) 一般機件應先淬火、回火再經磨削後才做滲硫處理 

 
(D) 滲硼法之硼化層硬度優於碳化，但比硫化及氮化層差，不須再作回火

處理 

C 25. 外徑 100mm 之銑刀，以切速 157m/min 銑削 35 齒之齒輪，若每齒進刀量為

0.2mm，銑刀之刀刃數為 1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銑刀每分鐘迴轉速為 600rpm 

 
(B) 銑刀每分鐘進給量為 600mm/min 

 
(C) 銑刀每一轉之進給量為 2.0mm/rev 

 
(D) 以白朗式第 2 板之分度板，相鄰每齒間之銑削其曲柄應轉 1 圈又在第

28 孔圈上第 7 個孔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