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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構發生自鎖的現象是由於： 

驅動力太小 生產阻力太小 機械效率為負值 摩擦力太小 

2 一雙線螺旋的節圓直徑為 4 mm，導程角為 45°，則其螺距應為： 

2π mm 3π mm 4π mm 6π mm 

3 下列何者不為螺旋應用於機械內的功用？ 

連接機件 傳達運動或動力 減少摩擦 可作量測尺寸之用 

4 有一轉動之圓軸，承受 400 N-m 的扭矩，且其轉速為 150 rpm，則此圓軸傳送的功率為： 

π kW 2π kW 3π kW 4π kW 

5 一壓縮彈簧受壓力由 25 N 增至 40 N 時，彈簧長度由 75 mm 被壓縮至 60 mm，則彈簧係數為： 

0.5 N/mm 1.0 N/mm 1.5 N/mm 2.0 N/mm 

6 兩根平行且中心距很小的旋轉軸，當兩旋轉軸的角速度須絕對相等時，則應使用下列何種聯結器？ 

歐丹聯結器 撓性齒輪聯結器 鏈條聯結器 凸緣聯結器 

7 一個交叉皮帶傳動機構，其中主動輪的直徑為 20 cm，轉速為 1200 rpm 順時針方向，從動輪的直徑為 30 cm，

則從動輪的轉速與方向應為： 

800 rpm，逆時針方向  800 rpm，順時針方向 

1800 rpm，逆時針方向  1800 rpm，順時針方向 

8 如圖所示為一搖臂急回機構，曲柄 BC 長 20 cm，中心連線 AB 長 40 cm，若曲柄之轉速為 2 rpm，則搖臂

AE 的回程時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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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知平面四連桿組的固定桿長為 20 cm，輸入桿長為 30 cm，耦桿長為 80 cm，輸出桿長為 50 cm，則該四連

桿組為： 

無法組成四連桿組  雙搖桿連桿機構 

雙曲柄連桿機構  曲柄搖桿連桿機構 

10 應用於牛頭鉋床的惠式急回機構 （Whitworth mechanism）屬於下列何種機構？ 

雙搖桿機構 雙曲柄機構 平行連桿機構 迴轉滑塊曲柄機構 

11 下列何種機構能提供將主動軸輸入的單向連續轉動變換成具有停歇轉動輸出的功能？ 

曲柄搖桿機構  日內瓦輪機構 

棘輪機構  擺動從動件盤形凸輪機構 

12 在棘輪機構中，止動爪的功用為： 

減少無效之擺動時間  驅動棘輪作單向迴轉 

增加傳動力  防止棘輪逆轉 

13 一對相等的五級塔輪，主動輪每分鐘迴轉圈數為 100，從動輪每分鐘最低迴轉圈數為 20，則從動輪的最高轉

數與最低轉數之比值為： 

5 16 25 36 

14 下列何者為最適合提供具有連續變化之傳動（轉速）比的傳動機構？ 

塔輪機構 鏈輪機構 齒輪機構 摩擦輪機構 

15 有一回歸齒輪系，如圖所示，四個齒輪的模數均相同，齒輪 2 為輸入齒輪，齒輪 2 與齒輪 3 的齒數分別為

20 齒與 80 齒，該齒輪系的輪系值為 1/12，則齒輪 5 的齒數為： 

 

3

2

4

5

 

 

 

 

 

 

100 齒 80 齒 75 齒 60 齒 

16 下列何種齒輪傳動機構於傳動時不會對齒輪之轉軸產生軸向推力？ 

兩平行軸之螺旋齒輪組  兩平行軸之人字齒輪組 

兩垂直軸之蝸桿蝸輪組  兩垂直軸之蝸旋線斜齒輪組 

17 有一根雙線蝸桿與一個 60 齒的蝸輪作傳動，若蝸桿的轉速為 900 rpm，則蝸輪的轉速為： 

15 rpm 25 rpm 30 rpm 45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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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一裝設差速器（Differential）的後輪驅動汽車，當直行於平坦的路面時，左右後輪的轉速都是 360 rpm。若

此汽車不減速進行右轉彎，已知此時右後輪的轉速為 180 rpm，則左後輪的轉速為多少？ 

180 rpm 360 rpm 540 rpm 600 rpm 

19 製圖桌上的懸臂式萬能繪圖儀應用下列何種機構？ 

雙搖桿機構  雙曲柄機構 

雙滑塊機構  平行連桿機構 

20 想要將主動軸的等角速度運動轉換成從動件的週期性直線往復運動，一般採用下列何種機構？ 

摩擦輪傳動機構 齒輪機構 凸輪機構 棘輪機構 

21 一質量 1 kg 的物體做半徑 2 m 的等速率圓周運動，若頻率為 3 cycle/sec，則其向心力約為多少牛頓？ 

610 710 810 910 

=yσ =xyσ=xσ22 有一平板內一點的應力態為 20 MPa， -10 MPa， 20 MPa 之平面應力，求其最大主應力為多

少 MPa？ 

15 20 25 30 

23 有一方塊置於粗糙斜面上，當逐漸增加此斜面與水平面之夾角至 20°時，方塊恰好開始滑動，則方塊之斜面

間之靜摩擦係數約為： 

0.22 0.3 0.36 0.42 

24 一直徑為 1 cm，長為 10 cm 之圓柱桿子受拉力而伸長 0.01 cm，而其直徑收縮 0.0002 cm，則此桿子之浦松

比（Poisson’s ratio）為： 

0.15 0.2 0.25 0.3 

25 螺栓的規格標註 M10×2×45 中，10 代表： 

螺栓長度 內徑 螺距 外徑 

26 用螺旋起重機，手柄半徑為 40 cm，舉 500 kg 重之物體，螺旋之導程為 1 cm，假設不計摩擦力，則舉起該

物件應出之力量約為多少公斤？ 

1 1.5 2 2.5 

27 一軸之直徑為 100 mm，傳遞之扭力為 30 N-m，安裝一鍵其高度為 5 mm，長度為 30 mm，寬度為 10 mm，

則此鍵產生之剪應力為多少N/mm2？ 

1 2 3 4 

28 將質量為 m 之物體懸吊在上方固定之螺旋彈簧下，彈簧之係數為 k，將物體下拉距離 y 後，任其自由振動，

其振動頻率 f 與系統常數的關係，下列何者正確？ 

f 與 k 的平方根成正比  f 與 k 的平方根成反比 

f 與 m 成正比  f 與 m 的平方根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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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兩彈簧以串聯方式懸吊 15 kg 之負載，一彈簧之彈簧係數為 15 kg/cm，另一彈簧之彈簧係數則為 10 kg/cm，試

問其變形量約為多少 cm？ 

0.6 1.0 2.0 2.5 

30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滑動軸承之軸與軸承間為面接觸，而滾動軸承之軸與軸承間為點或線接觸 

滑動軸承之適用軸徑較小，而滾動軸承之適用軸徑較大 

滑動軸承之適用轉速較低，而滾動軸承之適用轉速較高 

滑動軸承之適用荷重較大，而滾動軸承之適用荷重較小 

31 主動輪直徑 16 cm，從動輪直徑 20 cm，兩軸間距 50 cm，以皮帶來傳動，試求開口皮帶長約為多少 cm？ 

120 140 160 180 

32 某蝸桿與蝸輪組，蝸輪模數為 5 mm，節徑為 150 mm，蝸桿螺旋線數為 3，節徑為 30 mm，若桿螺轉數為

300 rpm，桿輪轉數為多少 rpm？ 

10 20 30 40 

33 一齒輪模數為 4，齒數 25 齒，壓力角 20°，則基圓直徑約為多少 cm？ 

90 95 100 110 

34 油壓系統中，設流量每秒 0.4 公升，電動機轉數為 600 rpm，請問油壓幫浦（pump）每轉動一周之排油量為

多少 c.c.？ 

30 40 50 60 

35 水壓機的大活塞直徑 200 mm，小活塞直徑 20 mm，今大活塞欲舉起 2 ton 的重量，小活塞應施力多少 kgf？ 

10 15 20 25 

36 可變容式輪葉幫浦（vane pump）如何改變轉一圈之輸出容量（volume）？ 

調整轉子偏心量  控制輪葉開關 

改變斜板角度  調整轉數 

37 質量為 200 g 之棒球，以 20 m/s 之速度飛來，經打擊手擊出反向 30 m/s 之球速，若作用時間為 0.2 s，則擊

球時平均作用力為多少牛頓？ 

50 100 150 200 

38 下列何者為向量？ 

質量 速率 力矩 溫度 

39 有一個無偏位之滑塊曲柄機構，若滑塊之衝程（Stroke）為 60 cm，則曲柄的長度應為： 

20 cm 30 cm 40 cm 60 cm 

40 下列何者最適合將輪轂連結於軸上，使車輪與轉軸結成一體，不致發生相對迴轉運動？ 

凸緣 輪胎 鍵 墊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