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海事群專業(一)試題
1. 將飽和蒸汽在壓力不變情況下繼續加熱，此飽和溫度加熱至過熱蒸汽溫度所需
之熱，稱之為：
(A) 過熱蒸汽之潛熱
(B) 過熱蒸汽之顯熱
(C) 飽和蒸汽之潛熱
(D) 飽和蒸汽之顯熱
2. 衝動式蒸汽渦輪機使用下列何種構件，用以將蒸汽之熱能經膨脹作用而轉變為
動能，並用以降低蒸汽之壓力而昇高速度？
(A) 定葉片
(B) 動葉片
(C) 噴嘴
(D) 擴散器
3. 蒸汽渦輪機之轉子上，用以接受蒸汽之動能使軸轉動之裝置為下列何者？
(A) 噴嘴
(B) 推力軸承
(C) 定葉片
(D) 動葉片
4. 蒸汽渦輪機之金屬迷宮迫緊及碳精迫緊兩種衛帶，仍無法完全阻止蒸汽由高壓
洩漏或大氣漏入，故須使用下列何種介質，以加強阻止渦輪機之洩漏？
(A) 衛帶密封空氣
(B) 衛帶密封蒸汽
(C) 衛帶密封淡水
(D) 衛帶密封液壓油
5. 反動式蒸汽渦輪機其平衡衛帶與高壓側轉軸衛帶之間裝設下列何種裝置，以通
至渦輪機之排汽側？
(A) 平衡活塞
(B) 平衡汽缸
(C) 均壓管
(D) 推力軸承
6. 柴油複合循環機 ( dual compound cycle engine )，燃油爆發燃燒之際，氣缸
內係何種複合燃燒順序？
(A) 先定容後定壓燃燒
(B) 先定壓後定容燃燒
(C) 先定壓後定溫燃燒
(D) 先定容後定溫燃燒
7. 某四衝程柴油機氣缸直徑26 cm、行程32 cm，當其於額定轉速720 r / min
時，此機活塞平均速率為多少？
(A) 6.24 m / s (B) 6.68 m / s
(C) 7.24 m / s
(D) 7.68 m / s
8. 某四衝程柴油機其進氣閥於上死點前80 度開啟，於下死點後45 度關，則此進
氣閥開啟角度為多少？
(A) 125 度
(B) 215 度
(C) 305 度
(D)
9. 柴油機活塞作動於上、下死點間之距離，稱之為：
(A) 進氣
(B) 壓縮
(C) 衝程
(D)
10.a何種形式柴油機，其連桿係用以連接活塞與曲柄軸？
(A) 筒形活塞 (B) 十字頭活塞
(C) 對置式活塞
(D)
11.a二衝程柴油機其掃氣方式有多種，下列何種非為其掃氣方式？
(A) 單流掃氣 (B) 對流掃氣
(C) 環流掃氣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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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度
排氣
雙動式活塞
橫流掃氣

12.a二行程柴油機活塞桿填料函裝於缸套殼下層之中心孔中，將活塞下方何者隔開？
(A) 掃氣室和曲軸室
(B) 排氣室和曲軸室
(C) 掃氣室和增壓機
(D) 排氣室和增壓機
13.a螺旋槳葉片於轂部對螺旋槳軸中心線並不成直角，而有約10 ~ 15 度之傾斜
角度，其主要配合下列何者設計？
(A) 艏型
(B) 艉型
(C) 舯型
(D) 船速
14.a船舶推進用螺旋槳設計之要求，應以主機的性能及下列何者為設計之依歸？
(A) 船體之吃水 (B) 船舶的航速
(C) 船舶航行區域 (D) 船殼的阻力
15.a螺旋槳螺距比為螺旋槳的重要參數，其定義為：
(A) 螺旋槳螺距除以螺旋槳直徑

(B) 螺旋槳螺距除以螺旋槳半徑

(C) 螺旋槳直徑除以螺旋槳螺距
(D) 螺旋槳半徑除以螺旋槳螺距
16.a往復式泵的出口端裝設有一空氣室，其主要的功能為何？
(A) 使泵送的流體，不致因氣塞而中斷
(B) 使泵送的流體，可保持連續不斷
(C) 可以增加泵送流體的速度
(D) 可以增加泵送流體的壓力
17.a一般而言，為防止管路受到腐蝕，使用海水冷卻的冷卻器與海底門內，均安裝
有下列何種防蝕金屬板？
(A) 鋁板
(B) 銅板
(C) 鋅板
(D) 鈦板
18.a空氣壓縮系統中熔塞 ( fusible plug ) 之主要功能為當機艙發生火災時，會自
行熔化而釋放出高壓之壓縮空氣，以確保系統之安全。此熔塞安裝於何處？
(A) 壓縮機之氣缸頭上
(B) 壓縮機之出口管路上
(C) 中間冷卻器上
(D) 收氣器上
19.a水封 ( water seal ) 的功用為防止淨油機於淨油時，油從出水孔流出。請問加
入水封層引水的時機為何？
(A) 於淨油開始前加入
(B) 於淨油中視需要加入
(C) 於淨油結束後加入
(D) 於清洗淨油機前加入
20.a下列有關柴油機飛輪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氣缸數愈多，則所需的飛輪愈大
(B) 轉速愈快，則所需的飛輪愈小
(C) 柴油機尺寸愈大，則所需的飛輪愈小
(D) 飛輪大小與柴油機的缸數、轉速與尺寸無關
21.a一般而言，船舶二衝程柴油機氣缸蓋上，沒有下列哪一裝置？
(A) 進氣閥
(B) 起動閥
(C) 安全閥
(D) 噴油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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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船舶柴油主機於起動前，欲將缸內的殘餘氣體排出時，可藉著開啟下列何者以
驅除之？
(A) 排氣閥
(B) 安全閥
(C) 進氣閥
(D) 指示閥
23.a有關離心式泵的作動原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由泵的中心吸入，從泵殼排出
(B) 由泵的中心一側吸入，從泵中心另一側排出
(C) 由泵殼吸入，從泵的中心排出
(D) 由泵殼的一側吸入，從泵殼的另一側排出
24.a有關空氣壓縮機滑油壓力過高原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滑油過濾器堵塞

(B) 曲軸箱內滑油不足

(C) 滑油泵洩壓閥漏洩
(D) 滑油輸送管線堵塞
25.a淡水機初製成淡水時，可使用下列何種溶液做測試，當未發現有乳白色沉澱
時，則表示製成的淡水已清潔可用？
(A) 碳酸鈉
(B) 硝酸銀
(C) 氯化鈉
(D) 硫酸銀
26.a下列何種起貨機特別適用於裝卸可燃及易燃貨物之船隻，而無發生火災之虞？
(A) 汽油 ( 機 ) 起貨機
(B) 柴油 ( 機 ) 起貨機
(C) 蒸汽 ( 機 ) 起貨機
(D) 電動 ( 機 ) 起貨機
27.a冷凍系統的安全裝置中，高壓切斷開關安裝於何處？
(A) 壓縮機出口 (B) 冷凝器出口
(C) 膨脹閥出口
28.a下列何者屬於燃油系統的安全屬具？
(A) 三通閥
(B) 淨油機
(C) 潔油機
29.a船舶設置艏橫向推進器，其功能為：
(A) 自行靠離碼頭
(B) 減少橫向搖晃

(D) 蒸發器出口
(D) 快關閥

(C) 減少航行阻力
(D) 增加船舶穩度
30.a下列何者僅適用於小管徑及低壓管路的連接方式？
(A) 凸緣接盤 (B) 螺旋配管
(C) 熔接
(D) 硬焊
31.a船上輸送蒸汽管路的標誌顏色是：
(A) 藍色
(B) 灰色
(C) 白色
(D) 銀色
32.a利用高速流體流經喉部，速度大增壓力突降，形成局部真空而帶走被移除的流
體為下列何種裝置？
(A) 正排量泵 (B) 螺旋槳泵
(C) 離心泵
(D) 噴射泵
33.a能將吸入口為負壓的空氣壓送至大氣中排放者為：
(A) 鼓風機
(B) 風扇
(C) 壓縮機
(D) 排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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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a欲啟動需壓縮空氣壓力達25 ~ 35 kg / cm2 的柴油主機，須採用下列何種壓縮
機？
(A) 軸流式
(B) 迴旋式
(C) 往復式
(D) 離心式
35.a理想的冷凍循環過程中，能降低冷房溫度者為：
(A) 等熵膨脹過程
(B) 等熵蒸發過程
(C) 等溫膨脹過程
(D) 等溫蒸發過程
36.a下列有關冷媒特性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A) 蒸發壓力大於大氣壓力
(B) 較高的冷凝壓力
(C) 與滑油不易混合
(D) 溶解於水的能力較高
37.a海水加熱蒸餾時所產生的水垢成份，下列何者為正確？
(A) 高溫蒸發的水垢為氫氧化鎂
(B) 高溫蒸發的水垢為碳酸鈣
(C) 低溫蒸發的水垢為氯化鎂
(D) 低溫蒸發的水垢為氫氧化鎂
38.a渦輪增壓機為引擎的重要裝置之一，就其運作目的而言，下列何者為非？
(A) 可加強排除缸內燃燒過之廢氣
(B) 以較大氣密度高之空氣送入氣缸，使燃油之燃燒效果更好
(C) 容積效率大增，泵損減少
(D) 機械效率及燃油消耗量均減少
39.a柴油機熱力循環當壓縮比與加熱量皆相同之狀況下，關於其熱效率之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
(A) 定壓循環最低
(B) 定容循環最低
(C) 複合循環最低
(D) 定壓循環最高
40.a某船之柴油主機連續最大馬力為3000 BHP，耗油率為158 g / BHP - h，該船
發電用柴油機之連續馬力為200 BHP，耗油率為176 g / BHP - h，設兩種引
擎所用燃油相同，其比重為0.92，現以作十日之航行，試計算應耗用燃油多
少公噸？
(A) 102.6
(B) 122.2
(C) 152.4
(D) 160.8
41.a燃油中硫分過多，燃燒或氧化時形成二氧化硫 ( SO2 )，溶於水汽後形成亞硫酸
( H2SO3 )及硫酸 ( H2SO4 )，以致活塞、缸套、噴油閥、排氣閥等酸性腐蝕，
增加磨耗，尤其在低負荷運轉時，更為顯著，故稱為：
(A) 低溫腐蝕 (B) 低負荷腐蝕
(C) 高溫腐蝕
(D) 排氣腐蝕
42.a熱之基本傳播方法，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傳導
(B) 對流
(C) 擴散
(D) 輻射
43.a任何鍋爐之能量，均受到三種運用上和設計上之限制，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A) 爐水循環極限
(B) 水分攜帶極限
(C) 燃燒之極限
(D) 水鼓及汽鼓容量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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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a關於蒸汽渦輪機之葉片的描述，下列何者有誤？
(A) 定葉片亦稱為固定葉片
(B) 定葉片由其兩葉片間之通路形成噴嘴而兼作噴嘴之用
(C) 在衝動式複速級渦輪機之定葉片，僅作蒸汽方向之變換作用
(D) 動葉片用以接受蒸汽之動能而做旋轉運動，亦有兼作噴嘴之作用
45.a蒸汽渦輪機中欲獲得蒸汽最大之工作量，則在一可完全使蒸汽改變方向之葉片
中，葉片之速度必須為蒸汽流速之：
(A) 1 / 4
(B) 1 / 2
(C) 3 / 4
(D) 5 / 4
46.a蒸汽通過反動式渦輪機動葉片或定葉片時均膨脹，故每排葉片之進出口邊壓力
不同，會造成葉尖漏汽現象，必須設法防止此等之漏汽以提高效率。通常採
用之法，不包括下列何種？
(A) 葉尖削薄法 (B) 端緊法
(C) 密封條法
(D) 填塞法
47.a從蒸汽中移轉熱能或自然的散熱，所冷凝的凝水通稱為疏水。蒸汽機船舶之疏
水，不包含下列何項？
(A) 給水加熱器疏水
(B) 除氧器疏水
(C) 渦輪機疏水
(D) 主蒸汽管疏水
48.a蒸汽主機船舶的給水管路系統，於將冷凝器中之凝水送入鍋爐前須先做處理，
關於原因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 鍋爐耗水量因鍋爐負荷變化，故必須設置膨脹水櫃，以資調節給水供應
(B) 輔機排汽多含有油脂污物，需有除油清潔之設備
(C) 給水中之溶解氧，必須提高，以免腐蝕鍋爐
(D) 爐水需化學藥劑處理，以消除爐水中之有害不純物
49.a按船級協會規定柴油機船舶冷卻海水管路之設備與佈置，下列何者有誤？
(A)
(B)
(C)
(D)

凡非獨立動力之冷卻海水泵，必須增設備用泵
冷卻淡水泵與冷卻海水泵，可共有一台備用泵
壓艙水泵不可作為冷卻海水泵之備用泵
停泊時使用之輔冷卻水泵需配備適當連絡管，可由冷卻海水泵或日用海水

泵提供備用冷卻海水
50.a關於在壓艙水櫃內部分之管路，下列描述何者有誤？
(A) 一般貨輪均採用歧管系統，使各水櫃均能獨立注入或排出壓艙水
(B) 機艙內設有壓艙水泵，泵與歧管間有主管相連，歧管與各壓艙水櫃間有支
管相通
(C) 主管長而管徑大，支管短而管徑小
(D) 各壓艙水櫃內有設一支管或兩支管者，每支管均可兼供排、吸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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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海事群專業(一)試題答案
1.(B)
11.(B)
21.(A)
31.(D)
41.(A)

2.(C)
12.(A)
22.(D)
32.(D)
42.(C)

3.(D)
13.(B)
23.(A)
33.(D)
43.(D)

4.(B)
14.(D)
24.(D)
34.(C)
44.(D)

5.(C)
15.(A)
25.(B)
35.(D)
4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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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16.(B)
26.(C)
36.(A)
46.(D)

7.(D)
17.(C)
27.(A)
37.(A)
4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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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
18.(D)
28.(D)
38.(D)
48.(C)

9.(C)
19.(A)
29.(A)
39.(A)
49.(C)

10.(A)
20.(B)
30.(B)
40.(B)
50.(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