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 試題評析
一、分數預估與去年相去不遠，高標 70、均標 58、低標 48。
二、出題方向偏重閱讀，在總題數 38 題中，廣義的閱讀題目佔有 30 題，比重將近八成，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三、
「甲、乙文」題型，仍屬閱讀範疇。題數增多，考驗學生閱讀理解與統整的能力。
四、題型統計：小學 2 題，成語 1 題，文義、詩義理解 4 題，國學常識 1 題，廣義閱讀能力 30 題。(詳見總表)
五、作文題目：「心動」與「行動」的關係。題目貼近日常，易於發揮。援引自身經驗的事例，夾敘夾議，易
獲高分。
六、題目設計的誘答性，處處埋伏。考生宜謹慎思考。
七、答題的速度與正確，左右分數的高低。有賴平時的訓練。
八、出題範圍：課內課外皆有，白話文言兼具，不可偏廢。
九、圖表題目增多，考驗學生分析能力，宜勤加練習。
十、未來因應：
(1)閱讀，開啟統測國文高分之門。
(2)寫作，多思考，勤練習。
(3)降低 3C 誘惑，回歸紙本書籍，深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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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國文 試題
一、選擇題
(A) 1.

下列文句，何者用字完全正確？ (A)大轟炸帶來大逃亡，校長站在半截斷壁上，望著駁雜的人流發呆
(B)掌櫃怕我嗣候不了長衫主顧，但外面的短衣主顧，愛撈叨的也不少 (C)姨娘不像母親那樣自甘淡
博，一朝失去依傍，空虛落寞應剩於母親吧 (D)巡警專揖拿小民的細故，日常生活的一舉一動，都在
法律的取諦範圍中。
解：(B)嗣→侍、撈→嘮；(C)博→泊、剩→勝；(D)揖→緝、諦→締。
(C) 2. 下列文句畫底線的詞語，何者使用正確？ (A)透過多種投資工具，使他退休後能長期維持寅吃卯糧，
不致空乏 (B)他如今已是美國大聯盟強投，老戰友們只能望其項背，自嘆弗如 (C)此位名人因醜聞
受媒體關注，一言一行動輒得咎，處境十分艱難 (D)這裡的遊客量已大不如前，從萬人空巷的街道，
可知當地的蕭條。
解：(A)寅吃卯糧：比喻入不敷出，預支以後的用項。顯然不符合語境；(B)望其項背：意謂程度與之
接近。但是這個成語必須在前面加上「無法」或「難以」。該選項並未加上此否定語，故不選；
(C)動輒得咎：指人處境困難，極易遭到罪責。使用正確；(D)萬人空巷：形容擁擠、熱鬧的盛況。
與語境的「遊客量已大不如前」、「蕭條」不符。
(B) 3. 下列文句中的「辭」，何者與「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辭」意思不同？ (A)臣死且不避，卮酒安
足「辭」 (B)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C)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D)莫「辭」更
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解：題幹：推卻、不接受；(B)敘述、說明的語言文字；(A)(C)(D)：推卻、不接受。
(A) 4. 綜括下圖訊息，最適合的標題為何？ (A)搶救看不見的浪費，把剩食減到最低量 (B)落實廚餘回收，
讓有機資源循環再利用 (C)省下一個便當的錢，捐助世界饑餓貧童 (D)穩定市場供需，改善農作生
產過剩問題。

解：從圖表的訊息，可知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糧食被丟棄，臺灣一年耗損 373 萬噸的食物。以上都屬
於浪費食物的例子。法國量販店打七折販售賣相不佳但仍新鮮可口的蔬果，則是屬於正向的做法，
因此選(A)；至於(B)並未提到廚餘回收再利用的內容；再者，外型醜陋，賣向不好的蔬果並非廚
餘，故不選；(C)(D)均未見於引文材料之中，故不選。
(A) 5. 下列文句皆敘寫蟬聲，關於畫底線處的解說，何者正確？

甲、好風緩緩吹過，知了乍停而續，又停了。我聽見四處鳥聲，細碎嚶嚀，短暫卻似永恆，知了
復起，把亭午的太陽光吵得更烈了。(楊牧〈十一月的白芒花〉)
乙、就像一條繩子，蟬聲把我的心紮捆得緊緊地，突然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鬆了綁；於是我的一
顆心就毫無準備地散了開來。(簡媜〈夏之絕句〉)
(A)甲試圖以聽覺的感受「吵」
，來強化溫度上感受的「烈」 (B)乙將「蟬聲」用「繩子」來形容，結
合聽覺與視覺感受 (C)甲用「陽光」、乙用「繩子」
，皆凸顯蟬聲溫和悠長 (D)甲用「烈」、乙用「紮
捆」
，皆強調蟬聲令人陶醉。
解：(A)這是屬於形象化的寫作手法，夏天知了鳴叫高分貝的刺耳，令盛夏的陽光更加熾烈。作者將「太
陽光很烈」具體化，讓感官(眼睛)產生鮮明的印象；(B)作者以明喻的修辭手法，來表示作者深深
受到蟬聲的吸引，就像被繩子捆得緊緊地，並未以繩子來形容蟬聲，只有聽覺感受，並未結合視
覺意象；(C)甲的「蟬聲」用以強化陽光熾烈的感受；乙的「繩子」用以表現蟬聲對作者的吸引力；
(D)甲文的「烈」形容陽光熱烈，並非形容蟬聲；乙文的「紮捆」可用以強調蟬聲令人陶醉。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2

國文

(D) 6.

下列敘述，何者符合下文對宗教儀式的看法？

從歷史來看，許多傳染病都是從港口由船帶進來的，於是發展出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燒王
船」儀式，由道士替大家懺悔，請瘟神離開。時至今日，許多瘟疫已受到醫學控制，但曾發生車
禍、意外的地點，還是會透過宗教儀式趕走災厄。有人類學家以「社會劇場」和「受難儀式」來
解說這類看似迷信的儀式，其實是在回顧當地的悲情，驅逐不平安，或讓民眾面對自己的痛苦。
(改寫自林婷嫻〈人們為何在神明面前發誓〉)
(A)當代祭典逐漸以喜慶取代悲情 (B)醫學比宗教更具安定人心之效 (C)是否迷信應依參與者心態而
定 (D)有助於人們從創傷記憶中恢復。
解：(A)引文並未如此表述；(B)引文只提到許多瘟疫已受到醫學控制，也就是醫學已經進步到可以治
癒瘟疫。但並未談到醫學是否比宗教更能安定人心的內容；(C)引文中只談到人類學家對東港迎王
平安祭典這個「看似迷信的儀式，其實是在回顧當地的悲情，驅除不平安，或讓民眾面對自己的
痛苦。」並未提到被選答案所說的「是否迷信應依參與者心態而定」；(D)從「回顧當地的悲情，
驅除不平安，或讓民眾面對自己的痛苦。」可知。
(A) 7. 依據下文，AI 與 IA 的最主要區別為何？

2018 年世足賽啟用 VAR(影像輔助裁判)，減少許多誤判。這樣的科技不是 AI(人工智能)，而
是初級的 IA(智能放大)。AI 研究是希望通過電腦的計算能力，模擬人類智能，讓機器可以接近人
腦思維模式，例如近期極受關注的自駕車(用機器取代人)；IA 研究則是希望通過電腦及其他設備，
讓人類強化本有的智能，例如電影中鋼鐵人(人穿上機器)的人機共生想像。
(A)AI 是機器主控，IA 是人類主控 (B)AI 是民生資源，IA 是軍事資源 (C)AI 是生命科學，IA 是應
用科學 (D)AI 是尖端科技，IA 是初階科技。
解：(A)從原文中的「AI 研究是希望通過電腦的計算能力，模擬人類智能，讓機器可以接近人腦思維
模式」
，可知「AI」是由機器主控；
「IA 研究則是希望通過電腦及其他設備，讓人類強化本有的智
能」
，可知「IA」是由人類主控；(B)引文並未如此說明；(C)「IA」是生命科學，「AI」是應用科
學；(D)都是尖端科技。
(A) 8. 下列選項，何者說明下文「在儒家價值體系中早有明確的分劃」？

知識份子的立身處世之道，在儒家價值體系中早有明確的分劃，那就是兼善或獨善──將自
己置身於政治漩渦之中，一伸治平之志；或蟬蛻於塵囂之中，自致於寰區之外，和政治保持某種
程度的疏離。(改寫自逯耀東《且做神州袖手人》)
(A)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B)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C)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D)政者，
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解：引文中的「兼善」
、
「獨善」就是儒家價值體系的兩種劃分。(A)「用之則行」就是引文中的「兼善」、
「將自己置身於政治漩窩之中」；「舍之則藏」就是引文所說的「獨善」、
「蟬蛻於塵囂之中，自致
於寰區之外」；(B)君子跟小人的差別，在於能否判斷「義」和「利」；(C)見到賢能的人，主動向
他學習、看齊；見到不賢能的人，就自我反省，以其為鑒；(D)上行下效，風行草偃。
(A) 9. 若以「→」代表由因到果的關係，符合下文脈絡的示意圖為何？

「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
之，然後為「成體之文」。
(A)

(D)

(C)10.

(B)

(C)

。

解：題目可看出「義」即「言有物」是相等關係；「法」即「言有序」也是相等關係，因為「即」的
意思為「就是」
。此外，義以為經，而法緯之，可看出義、法是如同經緯的交織關係，並沒有因果
關係，因此同等重要，屬於並列關係，由此推知，選項(A)最適合。
依據甲、乙兩首談論蘇軾詞的詩作，下列何者不符合論者對蘇軾詞的看法？

甲、雪堂繞枕大江東，入夢蛟龍氣未平。千載才流學豪放，心頭莊釋筆風霆。
乙、捋青擣麨俗偏好，曲港圓荷儷亦工。莫道先生疏格律，行雲流水見高風。
麨：米、麥炒熟後磨粉製成的乾糧。
(A)流露佛道思想

(B)淺俗工麗兼具

(C)多寫山水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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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開啟豪放詞風。

(B)11.

解：(A)甲詩的莊釋(莊子、佛教)對應到本選項「流露佛道思想」；(B)乙詩的「俗偏好」、
「儷亦工」對
應到本選項的淺俗工麗兼具；(C)無可對應者；(D)甲詩的「千載才流學豪放」對應到本選項的「開
啟豪放詩風」。
甲、乙、丙、丁分屬兩副題詠古代名人的對聯，依據「上下聯依序組合」與「人物事蹟」
，下列組合何
者正確？

甲、困貶永州書八記；乙、道濟天下三朝相；丙、文留世間一醉翁；丁、忍看江雪坐孤翁
詠柳宗元聯

詠歐陽脩聯

(A)

甲＋丙

乙＋丁

(B)

甲＋丁

乙＋丙

(C)

乙＋丙

甲＋丁

丁＋甲
丙＋乙
(D)
解：請看清楚，題目是「兩副對聯」而非一副對聯，所以甲、丁一組，上聯末字必須是仄聲，故順序
應是甲、丁。同樣的道理，另外一聯應是乙、丙，故選(B)。
▲閱讀下文，回答第 12－13 題
那沉默的樹，暗中伸展它的根，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但是，這世界上還有別的
東西，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柏油一里一里鋪過來，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
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被連根拔起。只有那樹被ㄧ重又ㄧ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連根
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經過速成的建築物襯托，綠得很深沉。公共汽車在樹旁插
下站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入夜，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跌進樹葉裡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
洩漏了秘密，很溼、也很詩。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裡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任他依然綠著。(王鼎鈞
〈那樹〉)
(D)12.

依據上文，「那沉默的樹」主要遭受何種威脅？ (A)綠建材不受重視 (B)消費者意識高漲 (C)居民
缺乏公德心 (D)都市高密度開發。
解：從「柏油一里一里鋪來」
、
「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
、
「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可知為了
建構房子而把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剷除，故選(D)。
(A)13. 下列關於上文寫作手法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用「灰白色、灰色」對比「翠、綠」，凸顯樹在惡劣
環境中依然強韌自守 (B)用「下車的人」對比「工務局裡的科員」，強調路人對城市景觀的漠不關心
(C)用「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對比「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
，暗指資源浪費如流水 (D)用「一公分一
公分」對比「一里一里、一千碼一千碼」，諷刺道路維修工程缺乏妥善規劃。
解：(B)下車的人受到樹的庇蔭，才能夠從容地撐傘。
「工務局的科員」表示計畫砍樹的人，二者(下車
的人、工務局科員)並未形成對比，也並未強調「路人對城市景觀的漠不關心」
；(C)「毛毛雨比貓
步還輕」和「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確實形成對比，但只在強調雨點大小而已，敲響路面的雨是
由毛毛雨匯聚而成的。與題幹所言「浪費資源」無涉；(D)「一公分一公分」對比「一里一里，一
千碼一千碼」，說明樹木所能庇蔭的面積速度，遠遠比不上都市開發的速度。
▲閱讀下文，回答第 14－15 題
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棋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
者視焉，為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歐陽脩《新五代史‧周臣
傳》)
語譯：治理國家就如同下棋一般，知道某個棋子的用處而放在對的位置就會贏，不知道棋子的用處而放在錯
的位置就會失敗。失敗的棋手面對棋子，整天擔心(不知道如何下棋)；讓擅長下棋的棋手來看(同樣的棋局)。
替不擅下棋的人改換棋的位置就會贏了這場局。下棋成功的人所用的是下棋失敗者的棋子；振興國家的人所用
的是使國家滅亡的大臣。(換言之，國君會不會用人才是國家置亂興衰的關鍵)
(B)14.

上文「治國譬之於奕」，旨在提醒執政者應： (A)心無二用 (B)知人善任 (C)恩威並用 (D)樂天知
命。
解：(B)整篇文章就是用下棋來比喻用人，懂得把棋子放在對的位置的人，就能輕而易舉地贏得棋局，
反之亦然。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4

國文

(D)15.

上文結尾：
「勝者所用，敗者之棋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前半以棋局為比喻，用來說明後半的
政治之道。下列文句，何者也是以〔〕為比喻，用來說明【】的道理？ (A)〔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 (B)〔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
【樂盤游，則思三驅以為度】
(C)〔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
【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D)〔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解：本題所考的是譬喻修辭，這樣的考法非常新鮮有趣，饒富創意。(A)(B)(C)前後文是並列的關係，
並無譬喻；(D)前半段是喻依，後半段是喻體，符合題目要求。
▲閱讀下文，回答第 16－17 題
【甲】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
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史
記‧管晏列傳》)
【乙】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
「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
「公
誰欲與？」公曰：
「鮑叔牙。」曰：
「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
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莊子‧徐無鬼》)
(A)16.

依據乙文，管仲不推薦鮑叔牙，是因他認為鮑叔牙： (A)不喜歡能力比自己差的，又對別人犯錯十分
介意 (B)不喜歡能力比自己差的，又對自己犯錯十分介意 (C)不喜歡能力比自己好的，又對別人犯
錯十分介意 (D)不喜歡能力比自己好的，又對自己犯錯十分介意。
解：乙文的重點在於「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他對於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會非常不屑，也就是看不起比
自己差的人)；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一聽到別人犯錯，一輩子都記得)；換言之，對於別人犯
錯十分在意。故選(A)。
(B)17. 依據甲、乙二文，能否支持下列①、②兩項推論？

①齊桓公頗器重鮑叔牙，故聽其言用管仲，也想選他繼管仲為相。
②鮑叔牙與管仲昔日有好交情，但同朝為官後，兩人便漸行漸遠。
能支持 ① 的推論嗎？

能支持 ② 的推論嗎？

(A)

√

√

(B)

√

X

(C)

X

√

(D)
X
X
解：甲文所記的是鮑叔牙推薦管仲給齊桓公當宰相，乙文則是桓公探訪病危中的管仲，齊桓公心中已
有屬意人選鮑叔牙，但是管仲提出反對意見。從乙文「公曰：
『鮑叔牙』」可看出桓公器重鮑叔牙。
從甲文「鮑叔遂進管仲」可知桓公「聽其言用管仲」。所以甲、乙均能支持(1)的論點。而甲、乙
兩文中並無(2)的說法，故選(B)。
▲閱讀下文，回答第 18－20 題
螺絲螺帽有多重要？一輛自行車大概需要 50 顆，一輛轎車大概需要 2000 顆，一架波音 767 飛機大概需要
1800000 顆。螺絲堪稱「工業之米」，家具的木螺絲、馬桶水箱的塑膠螺絲、鐵軌螺絲、電力螺絲……，種類
千變萬化，專業分工的程度遠超乎想像，例如臺北 101 大樓使用的建築扭力控制螺絲，就是鋼結構中不可或缺
的扣件。
臺灣 2017 年的螺絲出口值高達 43 億美金，是全球第二大出口國。高雄岡山、路竹一帶有著全球最密集的
螺絲產業聚落，從成型、熱處理、電鍍、包裝到運輸出口一氣呵成，上、中、下游構成完整體系，客戶來到這
20 多公里的螺絲窟，就有辦法一次滿足。在其他國家，一旦模具或機臺需要微調，總要等上幾天甚至數週，
但經這裡的老師傅判斷，一兩小時就能完成。1960 年代，臺灣只有「春雨」一家螺絲工廠，故業界約有六成
人力從春雨開枝散葉，雖然各廠專業不同，但彼此交流技術，形成魚幫水、水幫魚的默契，讓岡山出品的螺絲
深受國際肯定。
始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螺絲產業，在鄰近國家提供低廉土地與勞動成本的衝擊下，產線智慧化與產品
高值化將是下一階段的發展方向，許多廠商也開始轉型。有的專注於車用扣件，打入特斯拉、福斯等知名品牌
供應鏈；有的跨足人工牙根市場，在醫療螺絲上表現傑出；有的則運用優異的金屬粉末射出成型技術，研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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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腕掌關節、頸椎骨板等醫療器材。
「以前賣螺絲是論斤賣，現在賣人工牙根是論根賣。」黑手公司和白色巨塔的結合，將朝「醫療器材矽谷」
邁進。(改寫自《經貿透視》雙周刊，〈螺絲螺帽產業聚落放眼全球再起風華〉)
(A)18.

依據上文，下列何者不是臺灣螺絲產業的特徵？ (A)日治時期肇興，歷史悠久 (B)人才優質資深，
反應迅速 (C)工廠匯聚成系，方便採購 (D)各廠術業專攻，彼此交流。
解：(A)引文中的第三段第一句話「始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元 1945 年)，而非日治時期(1895〜
1945)；(B)對應原文第二段「這裡的老師傅判斷，一兩小時就能完成」
；(C)對應原文第二段「構成
完整體系，客戶來到這 20 多公里的螺絲窟，就有辦法一次滿足」
；(D)對應原文第二段「雖然各廠
專業不同，但彼此交流技術。」
(D)19. 下列關於上文寫作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50」、
「2000」
、
「1800000」強調螺絲種類繁多
(B)以「臺北 101 大樓」比喻臺灣螺絲產量居世界之冠 (C)以「春雨」為例說明臺灣螺絲工廠如何積
極投入轉型 (D)以「論斤賣」到「論根賣」凸顯螺絲產品高階化的價值。
解：(A)以「50」
、
「2000」
、
「1800000」強調螺絲「數量」眾多；(B)以「臺北 101 大樓」比喻所需要的
螺絲數量(注意！不是產量)非常龐大；(C)本文的「春雨」是臺灣唯一一家螺絲工廠，並非表示臺
灣螺絲工廠的投入轉型；(D)原本用途局限於機器的螺絲，發展到與醫學相關的人工牙根、關節、
頸椎骨板等醫療器材，價格自然水漲船高，所以(D)選項正確。
(D)20. 上文若增加下表來輔助說明，下列何者最能直接而切當的敘述「表中的訊息」？ (A)受國際原物料價
格波動影響，2016 年的產值一度滑落低點 (B)外銷量到 2018 年再創新高，晉升為全球最大的螺絲出
口國 (C)五年來產量年年擴增，至 2018 年已超過一千四百六十億顆 (D)產業以出口為導向，外銷值
一向在生產值中佔相當高的比重。
年

生產值(千元)

直接外銷值(千元)

2014

129,682,466

107,757,725

2015

127,295,884

107,418,483

2016

121,575,405

101,779,721

2017

126,831,854

106,002,622

2018
146,322,711
122,442,282
解：(A)2016 年的產值確實一度滑落低點，但是從引文中看不出是否因為受國際原物料價格波動的影
響；(B)從圖表可看出 2018 年外銷量再創新高，但是無法據此判斷是否已晉升為全球最大的螺絲
出口國。因為圖表只有 2014 年〜2018 年的臺灣出口數據，並沒有其他各國數據可供比較；(C)至
2018 年已超過一千四百六十億「元」(注意！不是「顆」)；(D)從圖表中明顯可以看出此種傾向。
▲閱讀下文，回答第 21－23 題
【甲】
風箏曾無拘無束，享受著風的安撫，卻不知在何時，被線緊緊拽住：「去迎接更多的挑戰，離天空更近一
步！」風箏不知道那條與自己最親密相連的線，為什麼會變得如此殘酷。即使飛向高空不是它的理想，它還是
乖乖順服。
但強風呼嘯，並沒有讓它飛得更高。
搖搖欲墜的它說服線，將主導權交給一個小孩，隨心所欲地飛，迎向新的未來。(改寫自陳冠曄〈風箏〉)
【乙】
母親只買回了七尺布，我悔恨得很，為什麼不敢自己去買。
我說：
「媽，七尺是不夠的，要八尺才夠做。」母親說：
「以前做七尺都夠，難道你長高了嗎？」我一句話
也不回答，使母親自覺地矮了下去。
母親仍按照舊尺碼在布上畫了一個我，然後用剪刀慢慢地剪，我慢慢地哭，啊！把我剪破，把我剪開，再
用針線縫我，補我，……使我成人。(蘇紹連〈七尺布〉)
解析：
甲詩以風箏比喻孩子，以風箏線比喻家長對孩子的束縛控制。風則是暗指孩子的成長環境，原本無拘無束，而
後被強迫著需飛向高空、迎接挑戰。此詩描述孩子與家長之間的矛盾，家長對孩子極高的期待及控制權，使雙
方關係產生矛盾。而孩子違背自己理想、乖乖順服父母的結果，竟使之搖搖欲墜。後來孩子透過溝通，說服家
長找回人生主導權，以迎向自主嶄新的未來。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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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詩以裁衣布的尺寸認知差異，寫出母親與孩子之間的想法落差及對成長認知的不同，後以母親「剪破、縫補」
來比喻家長對孩子長期的教育塑造。
(B)21.

若甲、乙二文所敘寫的皆是「與家長互動」的成長經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皆在遭受挫折後
尋求家長協助 (B)皆嘗試與家長溝通內心的想法 (C)皆在溝通後獲得自由發展機會 (D)皆對自己曾
經的任性感到後悔。
解：甲文由「搖搖欲墜的它說服線」可看出孩子試圖說服家長，與家長溝通。乙文由「媽，七尺是不
夠的，要八尺才夠做。」得知孩子嘗試對家長表達己見。
(D)22. 「藉事託寓」是甲、乙二文的重要表現手法。下列敘述，何者最恰當？ (A)「風箏享受風的安撫」借
指孩子對溫暖親情的渴望 (B)「風箏將主導權交給小孩」借指童年回憶總是美好 (C)「買的布料長
度不夠」借指小孩缺乏看未來的眼光 (D)「把布上的我剪破、縫補」借指家長對孩子的塑造。
解：以「剪破、縫補」來暗指對孩子的教育、塑造，或關係的衝突及修復。
(B)23. 加入詞語修飾有助於文意表現。下列關於「」內詞語的解說，何者不恰當？ (A)被線「緊緊」拽住：
強調督促的嚴厲 (B)「搖搖欲墜」的它：強調自主的後果 (C)用剪刀「慢慢地」剪：強調長期用心
(D)「仍按照舊尺碼」畫：強調愛的執念。
解：
「搖搖欲墜」是孩子乖乖順服父母的結果，並非自主的後果。
▲閱讀下文，回答第 24－26 題
【甲】
舊志誤謬，文采不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烏
乎！此非舊史氏之罪歟？且府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九年，臺、鳳、彰、淡諸志，雖有續修，侷促一隅，無關全局，
而書又已舊。苟欲以二三陳編而知臺灣大勢，是猶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其被囿也亦巨矣。(連橫〈臺灣通史
序〉)
【乙】
《閩海紀要》為清代禁書，而鄭氏之信史也，故余喜而刊之。某君讀後語人曰：「此書所載，多與臺灣府
志不同，雅堂校刊時，何不改之？」余曰：「此書之價值正與臺灣府志不同。夫府志為清代官書，其載鄭氏辭
多誣蔑，而此為私人著作，據事直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此其所以可寶也。」余謂讀史當多讀野史，考證
異同，辨析是非，方不為官書所囿。(連橫《連雅堂文集》)
(D)24.

作為《臺灣通史》的「作者自序」
，甲文的寫作策略為何？ (A)指出臺灣雖有歷朝「斷代史」卻無「通
史」 (B)檢討臺灣舊史書散佚的原因，呼籲保存歷史 (C)回顧歷來的臺灣史書典範，希望能繼承傳
統 (D)以臺灣向來缺乏優質史書，凸顯該書的必要。
解：從「舊志誤謬」
、
「文采不彰」
、
「闕而弗錄」等語可看出舊有史書不夠優質，宜重新著作使之完善。
(C)25. 依據甲、乙二文，何者符合作者的看法？ (A)《閩海紀要》因扭曲鄭成功，遭官方查禁 (B)清代臺
灣僅府志數度續修，縣志皆未更新 (C)清代臺灣官史固然立場偏頗，仍有其價值 (D)凡官方正史皆
不可信，唯有野史方為信史。
解：由「讀史當多讀野史，(與官史)考證異同，辨析是非，方不為官書所囿。」知官史的價值可供參
考。
(D)26. 若撰述者背景必然影響史書敘寫的措辭、口吻，下列文句與「可能撰述者」的配對，何者最不適宜？
文句

可能撰述者

(A) 五月庚辰，明招討大將軍延平王晉封潮王國姓成功殂於東都
(B)
(C)

我皇上好生如天，以普天之下皆吾赤子，奚忍獨遺？二十一年，
特命靖海將軍施公率師討平，郡縣其地
五十一年，林爽文之亂，縣內衙署被毀。五十三年，林逆平，遂
移駐鹿仔港焉
偽藩鄭克塽遣小船前來接引入港，偽侯劉國軒、偽伯馮錫範率領

《閩海紀要》作者
《臺灣府志》纂修者
《彰化縣志》纂修者

《臺灣通史》連橫
各文武官員到軍前迎接
解：由「偽藩鄭克塽」、
「偽侯劉國軒」、
「偽伯馮錫範」等言可知撰述者不承認鄭氏為臺灣政權，而認
清廷為執政者。由此推知，作者應非連橫。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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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27－29 題
【甲】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諸葛亮〈出
師表〉)
【乙】
蜀漢建興四年，諸葛亮持續投入準備北伐的忙碌中。五月，曹丕病逝，經驗告訴他，新皇舊主交替之際經
常引爆朝中積壓已久的矛盾，正是發動征伐的好機會。還好去年親自領兵，不到一年便平定南中。
「思惟北伐，
先宜入南」是既定戰略，但若南征陷入久戰，激起民族仇恨，專力北伐就只是夢想，遑論「出其金銀、丹漆、
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為五部，所當無前，號為飛軍」。
為了爭取孫吳支持，諸葛亮於建興五年約孫權東線出兵：「曹賊篡逆，蔓延及今，皆思巢滅，未遂同盟。
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敢不竭力盡忠。今大兵已會於祁山，狂寇將亡於渭水，伏望執事以同盟之義，命將北
征，共靖中原，同匡漢室。」此次出征，既不同於韓信，也不同於周武王。他是蜀漢最高決策者，不只要考慮
戰場因素，更要顧及國家全局；他面對的也不是商紂，而是國力強盛的曹魏。再者，劉禪平庸，剛培養的人才
未曾獨挑大樑，他也不可能像當年劉備入蜀般，對後方毫無牽掛。於是他妥善安排人事，在〈出師表〉提醒：
「
」
，期望劉禪能因律臣以賢而勵己親賢，發揮人謀的作用。(改寫自朱大渭、梁滿倉《一代軍師諸
葛亮》)
(D)27.

依據甲、乙二文，
「五月渡瀘」的主要目的為何？ (A)打探曹丕逝後魏國敵情 (B)引進水源改良貧瘠
土地 (C)運用焦土政策滅絕南中 (D)取南中資源為北伐後盾。
解：由甲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可看出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最主要是獲得兵甲，為北伐提供軍
資及糧草。由乙文「思惟北伐，先宜入南」可知平定南方是為北伐準備，故選項(D)最適合。
(B)28. 比較甲文與乙文「諸葛亮約孫權出兵的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二者均對蜀、吳長期未能結盟
深表惋惜 (B)二者均提及不負寄託的使命感與匡復漢室的目標 (C)信寫於劉備在位時，故稱劉備「昭
烈皇帝」而非「先帝」 (D)甲文的「駑鈍」表示謙抑；信中的「執事」則有要對方讓步之意。
解：甲文：「興復漢室」、「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等語得知。
乙文：
「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命將北征，共靖中原，同匡漢室」等語得知。
」內，最適合填入的甲文文句為何？ (A)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 (B)先帝知臣謹
(C)29. 乙文「
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C)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褘、允等之慢 (D)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
解：引號後文期望劉禪發揮人謀作用，「律臣以賢」、
「勵己親賢」等，皆強調親近賢臣、勉勵自己的
重要性，故選項中「興德之言」最符合題意。
▲閱讀下文，回答第 30－32 題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
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
其門之限，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期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
(劉基《郁離子》)
(C)30.

依據上文，「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的意思為何？ (A)讓買家隨意挑選，再依據買家的
態度好壞決定價格 (B)由買家隨意喊價，再隨機拿出優劣不一的產品敷衍 (C)看買家願意花多少
錢，再提供合乎價格條件的產品 (D)請買家說明產品需求，再看自己能不能接這項訂單。
解：
「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意思是「看買家願意花多少錢，再提供合乎價格條件的
產品」
，故選(C)。
(B)31. 依據上文，最符合第三個賣藥者的敘述為何？ (A)耐心回答消費者的各種疑問 (B)掌握群眾愛買便
宜貨的心理 (C)高價販售劣質商品牟取暴利 (D)大量進貨壓低上等藥材成本。
解：從「一人不取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得知此商人專取廉價、下等的貨源，並大量進貨，以
低廉的價格賣出。把價格壓低，主要是掌握消費者愛買便宜商品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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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

小資現階段想買間低價的房子，屋況較差沒關係，未來存夠了錢，再換購優質好屋。若上文三個賣藥
者的銷售型態，依序即是甲、乙、丙三個房仲公司的銷售型態，下列建議，何者最不適合小資？
(A)現階段可從乙、丙兩公司找物件 (B)無論現階段或未來，都可從乙公司找物件 (C)現階段應從甲
公司找物件，未來可從乙公司找物件 (D)現階段應從丙公司找物件，未來可從甲公司找物件。
解：小資想買低價房子，且現階段可以接受品質不佳的物件，適合選擇文中描述的第二或第三位賣藥
者之商品，也就是乙公司或丙公司。而後若手邊有資金，可再向甲公司購買優質物件，或從乙公
司搜尋優質物件，故選項(C)不符合題意。
▲閱讀下文，回答第 33－35 題

十八世紀以前，英國只有貴族才能旅遊；但十六世紀的晚明，庶民也流行旅遊。庶民的主要旅遊形式為節
慶廟會與進香團。晚明的進香團會在船上掛著「朝山進香」的旗幟，也有專門接待進香客的旅行社「牙家」，
協助旅客吃喝玩樂。商業化的旅遊活動製造許多就業機會，也代表民生富裕。
各種精緻工具也因旅遊興盛而產生，例如美觀而具不同功能的畫舫、放食物的提盒、烹茶煮酒的提爐等，
還有陪伴出遊的僮僕與歌妓。由於商人在貿易行程中會順便觀光，原本供商人選擇交通參考的「路程書」，如
《士商類要》、
《天下水陸路程》等，也開始附上旅遊景點介紹。
晚明出版的文集幾乎都有遊記，這個集體書寫現象反映當時的風氣。景點一經文人敘述，其他文人也會跟
著尋訪並書寫，所以，景點是被塑造出來的，透過詩文不斷建構美感。當時的文人多在江南旅遊。江南是晚明
的文化中心，文人到此社交、撰文，以爭取更多曝光和認可。有些文人不親自旅遊，而是派僮僕前去察看，再
據僮僕見聞杜撰遊記，並以寫了多少遊記來彰顯身分地位。晚明由於商人階層崛起，社會地位提高，引起士大
夫內心的焦慮，於是士大夫藉著遊道論述、雅俗之辨等，企圖與商人做出區隔，展現不同凡俗的品味。(改寫
自王怡蓁〈晚明古人瘋旅遊，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
(B)33.

依據上文，下列關於晚明文人旅遊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發掘奇僻景點爭取同儕肯定 (B)藉發
表江南旅遊經驗提高聲望 (C)經營文人導覽行程與庶民區隔 (D)透過與商業旅遊合作拓展生計。
解：從文中末段「並以寫了多少遊記來彰顯身份地位」推知晚明文人藉發表江南旅遊經驗提高聲望。
(C)34. 下列關於晚明旅遊書寫的敘述，何者符合上文觀點？ (A)庶民、商人、文人有各自的路程書 (B)路
程書與文人遊記會併成一冊出版 (C)遊記蔚然成風與文人自我意識有關 (D)有少數文人遊記敘寫的
是虛構景點。
解：從文中「晚明由於商人階層崛起，社會地位提高，引起士大夫內心的焦慮」及企圖與商人區隔出
雅俗等，可看出與文人自我意識有關。
(D)35. 上文提到：
「景點是被塑造出來的，透過詩文不斷建構美感」。下列蘇軾與張岱的詩文，最可能與哪一
篇文章共同建構景點美感？
(1)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
：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2)張岱〈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
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
(A)王羲之〈蘭亭集序〉 (B)柳宗元〈始得西山宴遊記〉 (C)范仲淹〈岳陽樓記〉 (D)袁宏道〈晚遊
六橋待月記〉。
解：袁宏道〈晚遊六橋待月記〉寫作背景於西湖，與蘇軾、張岱的詩文可共建構景點美感。
▲閱讀下文，回答第 36－38 題
凡遊不能刻期，以江上多惡風也。是日，風日清和，遂同客往。過龔遴甫書舍，呼與同去。時吳生長統，
從新安至，亦偕焉。登舟順流而下，頃之抵洲上。予立舟頭語曰：
「此舟極有靈驗，往年初春遊此，得佳石者，
一年百事皆如意。」於是舟人及稚子輩，皆踴躍而上，至洲覓石，各求奇者。凡得一枚，即以呈予。予大詫曰：
「佳！汝今年必有好事。」其人喜，復往覓，以次呈予，為殿最，仍還之，而取其尤者。已而復謂之曰：「此
中小石，止堪澄水，無大用，須得可用者。」復命尋求得數石，皆可作筆格，或可作鎮紙，或可作硯山者。大
抵凡僮僕之巧慧者，必得佳石；其餘稍癡，所得者多頑陋無足取。舟人輩不知妍媸，各負數大石堪作砧者登舟。
予大笑。(袁中道《遊居柿錄》)
(B)36.

請再次參閱前一題組的〈晚明古人瘋旅遊，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
，並研判袁中道這篇遊記所敘
寫的經驗，符合前文指出的何種情況？ (A)庶民以進香團為主要旅遊形式 (B)士大夫想展現不同凡
俗的品味 (C)文人依據僮僕的見聞撰寫遊記 (D)使用美觀畫舫與其他精緻工具。
解：由〈晚明古人瘋旅遊， 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中：「士大夫藉著遊道論述、雅俗之辨等，
企圖與商人做出區隔，展現不同凡俗的品味。」可看出作者十分重視雅俗之辨，而挑選石頭的過
程是佳或陋正是強調雅俗之辨。又，作者與眾人遊玩未強調吃喝玩樂，乃風雅挑石，更可與一般
遊客區隔，故選(B)。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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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7.

下列關於這篇遊記「覓石」的敘述，何者正確？ (A)作者認為虔誠祝禱必覓得佳石 (B)眾人沿江搜
羅並暗中私藏美石 (C)眾人為求好運而棄小石取大石 (D)作者因眾人協尋而得賞玩奇石。
解：由文中「舟人及稚子輩，皆踴躍而上，至洲覓石，各求奇者。凡得一枚，即以呈予。」可知眾人
助作者一起尋找佳石。
(A)38. 這篇遊記以「作者大笑」結尾，意在寄託何種想法？ (A)石有別趣，慧者方知 (B)石無小大，必有
所用 (C)取石為砧，功虧一簣 (D)點石成金，筆底生花。
解：由「凡僮僕之巧慧者，必得佳石；其餘稍癡，所得者多頑陋無足取。」可看出作者對石頭的佳、
陋挑選頗有見解，並從眾人的選石過程中產生趣味，故大笑以為樂。選項(A)「石有別趣，慧者方
知」意為有慧眼之人方有挑選石頭之審美觀。

二、寫作測驗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原是廣告金句，今天已廣泛運用於日常生活。
其實，「心動」和「行動」之間，距離可從 0 到無限大，因人、因事、因時而異。於是，「心動……行動」
可能衍生出幾種觀點，例如：
A.「心動是不夠的，最好馬上行動」
B.「心動就好，其實不用行動」
C.「心動可能只是衝動，不應馬上行動」
請結合你的生活經驗與觀察，探討「心動」與「行動」的關係，寫一篇完整的文章。你可以參採廣告金句
或 A、B、C 的觀點，也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文章不用訂題目。
【寫作技巧】
第一段：闡釋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第二段：舉他人事例說明行動的巨大力量。
第三段：舉個人「心動卻未行動」的慘痛教訓。
第四段：以「天才，都是行動家。」做全文的總結。
【參考範文】
射門，球不進的機率是百分之五十；不射門，球不進的機率是百分之百。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耳熟能詳，
婦孺皆知。空有心動，行動卻付之闕如，徒留「思想巨人，行動侏儒」之譏，終究淪為空想。俗語有云：「不
怕慢，只怕站。」一切的成就，都應當來自於「說做就做」的果敢行動力吧！
台灣民間行動派的人物，不勝枚舉。舉凡侯武忠醫生二十多年來穿梭澎湖行醫，自學開船，奔波海上，往
返望安、七美、白沙各島行醫，被封為「白沙鄉守護神」。彰化鹿港黃玉枝阿嬤，拆屋拓路，幫助鄰居郭嚴阿
嬤進出方便，義行感動村人，紛紛響應，因此有「愛心巷」的誕生。莊朱玉女阿嬤，在高雄販賣十元便當，數
十年如一日，賠本生意沒人做，她卻甘之如飴，只為提供工人、街友一頓溫飽。楊明玉技正利用下班時間，驗
出食品添加塑化劑問題嚴重，公諸於世，守護國人健康，因而有「雞婆公務員」之譽。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最大的力量是行動力。善行義舉都不是舌燦蓮花，口惠實不惠，而是痌瘝在抱，劍及履及。愛的力量不是在嘴
邊吟詠，而是在手中傳遞。電視上看到所謂的政論「專家」──「專門騙人家」，言多必失，多言賈禍。婆娑
之洋，美麗之島，最不欠缺的職業叫做「名嘴」。而台灣民間最可貴的卻是慷慨解囊，予人玫瑰，留下餘香的
溫馨行動力。
心動而不行動，自身就是血淋淋的例證。我曾經坐在台下，仰望羨慕台上分享考上第一志願的學長，神采
飛揚，意氣風發，侃侃而談大學生活的美好。在分泌旺盛的腎上腺素後，回到家中，與父母夸夸其詞，立下宏
願。慎始卻無法敬終，三分鐘熱度，旋即冷卻。關起房門依然與「神魔」共舞，意圖創造「傳說」
，手遊桌遊，
細大不捐，高遠夢想，拋諸腦後。距離競爭對手，難以望其項背，更遑論車尾燈。如今面對統測，踽踽獨行，
四顧茫然。果真「沒有困境，就順著惰性」一切敗給懶惰，好逸惡勞，人之情也。天道酬勤，人道仇惰。「空
有心動，而無行動」，真是斲喪鬥志的罪魁禍首。
據說，每天走三小時，七年可以走完地球一周。歷經十八載春秋的我，扣除襁褓時期，不僅可以周遊列國，
更早已把地球逛了兩圈吧！而現實人生，卻是殘酷，我依舊是學校教官口中的：「原地踏步走。」上帝給每隻
小鳥食物，但是祂不會把食物丟到牠的巢裡。夢想，不是拿來想像，而是拿來實現與享受。目標的追尋是否成
功，關鍵在於行動力。「天才，都是行動家。」想成為人人稱羨的天才，那就行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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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英文 試題評析
綜觀 108 年統測英文試題，和往年一樣，分成字彙、對話、綜合測驗、閱讀測驗共 41 題，佔 82 分，再加
上 18 分的非選擇題，整體難易度和前兩年大同小異，但是作答還是要小心謹慎，有些題目還是要注意前後文
和上下句，以免掉入陷阱，平白無故被扣分數，錯失高分機會。
一、選擇題
I.字彙題：
今年題數一樣為 11 題，劃線找同義字有 4 題，但出題不像去年那麼平均，光動詞就佔了 6 題，名詞 2 題，
形容詞 2 題，副詞 1 題，而今年的單字題，大多都是平常上課，還有考前一再強調的，例如 reject(拒絕)，
overcome(克服)，impression(印象)，prevent(阻止)等，而今年的一大亮點是片語題佔了 4 題，較往年多，例如
divide〜into〜(分成)，appeal to〜(吸引)，from time to time(有時)，put up with〜(忍受)，今年單字題偏重要題，
少基本題，難易適中。
II.對話題：
難度與前兩年差不多，一樣要注意上下文，以免答錯，而今年題目中，一樣有許多單字穿插，例如 stain(污
點)，receipt(收據)，spill(灑)，marathon(馬拉松)，dorm(宿舍)，recommend(建議)，swollen(腫的)等，還有應用
到片語 make it(趕得上)，out of business(停業)，一大亮點是出現慣用語 You're telling me(我早知道了)，You can say
that again(你說得沒錯)等，所以單字、片語、慣用語的多寡與對話變得息息相關。
III.綜合測驗：
今年考題和去年一樣偏文法，除了三題片語外，其他都是文法，而且今年文法較偏動詞、分詞用法，這是
往年少見的，整體來說，小心作答，大多可迎刃而解。
IV.閱讀測驗：
今年兩篇文章都與生活相關，一篇是因應水污染而發明的智慧水瓶，另一篇是近年漸漸興起的背包客旅
行，給予的建議，與去年大同小異，但今年題目比較重推論與思考，這也會是閱讀測驗未來出題的趨勢。
二、非選擇題
一樣為填充、句子重組和中翻英，今年填充只有名詞和形容詞，沒有單複數問題，都是基本單字和片語，
而重組和翻譯，也是按主詞、動詞順序，沒有太大變化，小心寫即可得到分數。
結論：
只要配合補習班上課教材，面面俱到，配合每天單字測驗，定期模考，按步就班，一定可以得到高分，
Trust us, you can make it!

【101～108 年 英文 出題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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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彙
二、對話
動名詞當主詞
動名詞與不定詞
使役動詞
情緒動詞
介係詞 when after before 之後
平行對等類
主詞動詞一致類
主動被動類
時態類
分詞類
形容詞子句類
連接詞／介係詞類
轉折性副詞類
名詞子句片語類
介係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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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英文 試題
一、選擇題(第 1 至 41 題，每題 2 分，共 82 分)
Ⅰ.字彙題：第 1 至 7 題，每題均有一空格字詞，請選擇最適合的答案，以完成該英文句子。第 8 至 11 題，每題均有
一個劃底線的字詞，請在四個選項中，選擇一個與劃底線的字詞意義最接近的答案。

(B) 1.

When teaching a large class, the teacher has to
the class into small groups to help students to learn.
(A)arrive
(B)divide
(C)hire
(D)ignore
解：在大班級上課，老師得把學生分成小小的團體，以利學生學習。 (A)v.到達 (B)v.分開
(C)v.雇用 (D)忽略

(A) 2.

I have to
your idea of selling our products to Europe because shipping them out there is too
expensive.
(A)reject
(B)shine
(C)toast
(D)visit
解：我得婉拒把東西賣到歐洲的想法，把東西運到歐洲太貴了。 (A)v.拒絕 (B)v.閃耀 (C)v.烤
(D)v.拜訪

(D) 3.

My parents are really
to me. They have always supported me in whatever I have wanted to do.
(A)changeable
(B)doubtful
(C)medical
(D)precious
解：我的父母對我而言很珍貴，他們總是很支持我想做的一切。 (A)adj.善變的 (B)adj.懷疑的
(C)adj.醫藥的 (D)adj.珍貴的

(B) 4.

is the
Emily enjoys try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traveling to different places, for she believes that
spice of life.
(A)quarrel
(B)variety
(C)wagon
(D)zipper
解：艾蜜莉喜歡嘗試新的事情，到不同的地方旅遊，她覺得多點不同能增添生命的精彩。 (A)n.爭吵
(B)n.多樣性 (C)n.四輪貨運馬車 (D)n.拉鍊

(C) 5.

Instead of being defeated, the tennis player finally
the obstacles she faced in the game.
(A)awoke
(B)hatched
(C)overcame
(D)tickled
解：沒被打敗，這位網球選手最後克服了比賽中遇到的困難。 (A)v.醒來 (B)v.孵化 (C)v.克服
(D)v.搔癢

(D) 6.

is very important.
When it comes to job interviews, making a good first
(A)confusion
(B)depression
(C)explosion
(D)impression
解：提到工作面試，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A)n.困惑 (B)n.沮喪 (C)n.爆炸 (D)n.印象

(A) 7.

The student has been working part time in order to earn
money to cover his college expenses.
(A)sufficient
(B)tropical
(C)vacant
(D)weary
解：這位學生一直在打工，為了賺取足夠的錢來支付大學的支出。 (A)adj.足夠的 (B)adj.熱帶的
(C)adj.空缺的 (D)adj.虛弱的

(D) 8.

For the domestic pork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effort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African swine fever.
(A)cause
(B)melt
(C)risk
(D)stop
解：對國內的養豬業，政府已經做了努力來預防非洲豬瘟的擴散。 (A)v.造成 (B)v.融化 (C)v.冒險
(D)v.阻止

(B) 9.

The Taiwan Lantern Festival appealed to foreign tourists this year for its beautiful lantern shows.
(A)advised
(B)attracted
(C)edited
(D)envied
解：今年台灣的元宵節因為燦爛好看的燈會吸引了很多外國遊客。 (A)v.建議 (B)v.吸引
(D)v.羨慕

(C)10.

(D)11.

Even though Nancy is busy at work, she still goes fishing from time to time on weekends.
(A)always
(B)generally
(C)sometimes
(D)usually
解：雖然南西工作很忙，她還是偶爾會在周末去釣魚。 (A)adv.總是 (B)adv.一般而言
(D)adv.經常

(C)v.編輯

(C)adv.偶爾

Sam is not easy to get along with. I do not know how his friends can tolerate him without any complaints.
(A)break up with
(B)catch up with
(C)keep up with
(D)put up with
解：山姆很難相處，我不知道他的朋友怎麼能毫無怨言忍受他。 (A)v.分手 (B)v.追趕上；得知某人
的近況 (C)v.跟上資訊；保持聯絡 (D)v.忍受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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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對話題：第 12 至 21 題，請依對話內容選出一個最適合的答案，使其成為有意義的對話。
(A)12.

Susan: Excuse me, may I exchange this shirt?
Clerk: What's the problem, ma'am?
Susan: No, the size is OK. But there's a stain on its back.
Clerk: Oh, sorry about that. Let me get you a new one.
(A)Is it too big for you?
(B)Do you have it in red?
(C)Is this your final price?
(D)Do you have the receipt?
解：Susan：請問我可以換這件襯衫嗎？
店員：這位女士，有什麼問題嗎？ __________
Susan：不是，衣服尺寸可以。但是背後有個汙點。
店員：喔，很抱歉。我拿件新的給你。
(A)太大或太小嗎？
(B)你有紅色的嗎？
(C)這是你的最終價格嗎？
(D)你有收據嗎？

(D)13.

Sally: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Jimmy.
Eric: What did he do this time?
Sally: This morning I found milk spilled all over the floor.
He's only four.
Eric:
(A)It's nice of him to help you.
(B)You must be jealous of him.
(C)He's grown into a young man.
(D)Please don't be so hard on him.
解：Sally：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帶 Jimmy。
Eric：這次他又做了什麼？
Sally：今天早上我發現牛奶灑的整個地板。
Eric：__________ 他才四歲。
(A)他要幫你真好。
(B)他一定很忌妒你。
(C)他已經變成大人了。
(D)請不要對他這麼嚴格。

(C)14.

Alison: Would you like to join the charity marathon this weekend?
Peter: I don't really like running.
Alison: Could you please give it a try? It's for a good cause.
Peter: All right, I'll do it.
(A)Let me join you.
(B)I go jogging daily.
(C)Let me think about it.
(D)I like long-distance races.
解：Alison：你這星期要參加慈善馬拉松比賽嗎？
Peter：我真的不喜歡跑步。 ________
Alison：可以請你試一試嗎？這是個你可以參加的好理由。
Peter：好吧，我去。
(A)讓我也加入妳吧。
(B)我喜歡每天慢跑。
(C)讓我考慮一下。
(D)我喜歡長距離的比賽。

(A)15.

Edward: How do you like living in the school dorm?
Laura: I like it a lot!
Edward:
Laura: I can walk to the classroom in five minutes and never be late for classes.
(A)What's the best thing about it?
(B)What does the dorm look like?
(C)How often do you walk to school?
(D)How much do you pay for the rent?
解：Edward：你覺得住在學校宿舍如何？
Laura：我好喜歡!
Edward：_________
Laura：我五分鐘就可以走到教室而且從不會遲到。
(A)最棒的部分是什麼？
(B)宿舍看起來如何？
(C)你多久走去學校一次？
(D)你租金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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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英文

(D)16.

Lina: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the shoes section.
Clerk: It's next to the escalator. Let me take you over there.
Lina: Thanks a lot. Also,
Clerk: Sure, they're right beside the shoes.
(A)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olor?
(B)what style would you recommend to me?
(C)could you tell me what time the store closes?
(D)do you happen to know where the socks are?
解：Lina：不好意思，我在找鞋子部門。
店員：就在手扶梯旁我帶你去那裡吧。
Lina：多謝了。還有，________
店員：當然，就在鞋子部門旁。
(A)你認為顏色如何？
(B)你會推薦什麼款式呢？
(C)你可以告訴我鞋子部什麼時候關嗎？
(D)你會不會也碰巧知道賣襪子的在哪嗎？

(B)17.

Doctor: Hi! I'm Dr. Chen. What's the problem?
Cindy: I fell down some steps and hurt my wrist.
Doctor: Let me take a closer look.
Can you move it at all?
Cindy: It hurts too much!
(A)You'll get over the flu.
(B)It looks pretty swollen.
(C)I see something I like.
(D)This drug has side effects.
解：Doctor：你好！我是陳醫師有什麼問題嗎？
Cindy：我在樓梯跌倒傷到手腕了。
Doctor：讓我看仔細點。 _______ 你可以移動一下嗎？
Cindy：真的太痛了！
(A)你流感會好的。
(B)看起來很腫。
(C)我看到我喜歡的了。
(D)這個藥有副作用。

(C)18.

Bill: What did you think of the movie?
Paul: I couldn't wait for the movie to end. It was putting me to sleep.
Bill:
It was the best movie I've ever seen in years.
Paul: Well, everyone has different tastes.
(A)You're telling me!
(B)You've got a deal!
(C)You must be joking!
解：Bill：你認為這部電影如何？
Paul：我等不及要看結尾了。搞得我快睡著了。
Bill：_______ 這是我這幾年來所看的電影最棒的一部了。
Paul：是喔，每個人品味不同。
(A)用的著你說！
(B)就這麼說定了！
(C)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吧！
(D)你說的沒錯！

(A)19.

(D)You can say that again!

Clerk: Front desk. How may I help you?
John: Hello. This is John Wang. The light in my bathroom doesn't work.
Clerk: Mr. Wang, what's your room number, please?
John: Room 1016. Thanks.
(A)I'll have a repairman go up there in a minute.
(B)I'll have the bellman take your bags up for you.
(C)I'll have the receptionist give you a wake-up call. (D)I'll have a waiter bring you a menu up right away.
解：Clerk：櫃台，有什麼可以效勞的嗎？
John：你好我是 John Wang。我浴室的燈壞了。
Clerk：王先生，請問你的房號是多少呢？_____________
John：1016 號房。謝謝。
(A)我會叫修理的人一分鐘內上去。
(B)我會請房務人員把你的背包拿上去。
(C)我會請櫃檯人員給你晨喚電話。
(D)我會馬上請服務生給你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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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

Brian: Did you watch the World Cup final match last night?
Jordy: No, I couldn't make it.
Brian: Too bad!
Jordy: What was the score at the end of the game?
(A)You've got a point here.
(B)I'm not very good at sports.
(C)You shouldn't have missed it.
(D)I don't like to play soccer at all.
解：Brian：你昨晚有看世界盃決賽嗎？
Jordy：沒有耶，我來不及看。
Brian：太可惜了！ _________
Jordy：比賽最後得分是多少？
(A)你說到重點了。
(B)我對運動不在行。
(C)你不應該錯過的。
(D)我一點也不喜歡踢足球。

(B)21.

Jack: Do you want to have dinner at that steakhouse on Main Street?
Jill: It just went out of business this Friday.
Jack: I beg your pardon?
Jill: I mean
(A)it's open on Fridays.
(B)it closed down already.
(C)it offered very good food.
(D)it only serves business customers.
解：Jack：你想要去 Main Street 上的牛排館吃晚餐嗎？
Jill：這星期五才結束營業的。
Jack：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Jill：我的意思是說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它都星期五才開。
(B)它已經結束營業了。
(C)它有供應很好的食物。
(D)它只供應商業的客人。

Ⅲ.綜合測驗：以下兩篇短文，共有 10 個空格，為第 22 至 31 題，每題有四個選項，請依各篇短文文意，選出
一個最適合該空格的答案。
▲下篇短文共有 5 個空格，為第 22－26 題，請依短文文意，選出一個最適合該空格的答案。
Have you ever imagined that you can chat with a robot instead of a real person? The techniq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22.
become mature. Many companies, such as Google, Amazon, and Apple, have created smart
voice assistants that can understand what you say, search for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and complete some tasks
23.
on your instructions. More recently, chatbots, which are computer programs with AI techniques on apps, have
been developed in order to present useful information whenever users request 24.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usiness, replacing humans
25.
chatbots can save money. As a result, many companies nowadays want to
develop their own chatbots. Therefore, people might lose their jobs due to the 26.
of chatbots. At the same time,
many new companies which build chatbots have sprung up, and this will create many new job opportunities.
翻譯：
你曾經想像過和機器人聊天而不是一個真實的人嗎？(AI)人工智慧的技術已經逐漸成熟。許多公司像是谷
哥、亞馬遜和蘋果已經創造智慧語音助理來了解你所說的話，尋找你問題的答案，並且按照你的指令去完成某
些任務。最近，在 apps(應用服務)人工智慧技術的電腦程式的聊天機器人已開發，為了呈現出有用的資訊，當
使用者無論何時使用他們。從商業的觀點來看，以聊天機器人來代替人類可以節省金錢支出。因此，目前許多
公司都想要開發他們自己的聊天機器人。所以，由於這些聊天機器人的發明，人們可能會失去他們的工作。同
時，許多新興的聊天機器人公司的出現，也造就了許多新的工作機會。
(C)22.

(A)has
(B)has been
(C)have
解：主詞為 the techniques，故要用複數動詞→have＋V-p.p. → have become
(連綴動詞 become 無被動語態，不可以選 have been become)

(D)have been

(B)23.

(A)base
(B)based
(C)to base
解：~ and complete some tasks which are based on your instruction.

(D)are based

→ ~ and complete some tasks based on your instruction.
→ 形容詞子句簡化成分詞片語的用法
(A)24.

(A)it
(B)its
(C)their
解：whenever users request it →指前面的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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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hem

(D)25.

(A)besides
(B)during
解：~ replace …. with ~ 以…代替

(C)towards

(D)with

(C)26.

(A)create
(B)created
(C)creation
(D)creative
解：the N of chatbots → creation 為名詞
▲下篇短文共有 5 個空格，為第 27－31 題，請依短文文意，選出一個最適合該空格的答案。
Many people celebrate their birthdays with a cake and candles. But, have you ever wondered how the birthday
celebration started? According to some historians, putting candles on the cake
27.
in Ancient Greece. The
lit
Greeks would make moon-shaped cakes to honor Artemis, the goddess of the moon. On top of the cake 28.
candles representing the glow of the moon. The smoke from the candles was believed to serve the dual purpose of
preventing
29.
evil spirits, and carrying prayers and wishes to the heavens. Today, birthday cakes with lit candles
on top have become a popular way of birthday celebration. The number of candles usually represents the age of the
person
30.
celebrated. He or she will make wishes including a silent one and then 31.
all the candles in
one breath. As a modern tradition, the silent wish would not be told to anyone else, or it would never be realized.
翻譯：
許多人用蛋糕和蠟燭來慶生。但是，你可曾想過慶生是如何開始的呢？根據歷史學家，將蠟燭放在蛋糕上
慶生是在古希臘時就開始了。希臘人製作月亮形狀的蛋糕去供奉月亮女神－阿耳特彌斯。將蠟燭放在蛋糕上
代表月亮的光輝。一般相信蠟燭(吹熄)的煙有著雙重的目的—防止惡靈的到來和帶著許願者的願望到天堂。今
日，在生日蛋糕上點蠟燭慶生變成是一種很普遍的方式。蠟燭的數量(數字)通常代表著被慶生者的年齡。他或
她許願並且包含一個未說出的願望，然後一口氣吹熄所有的蠟燭。在現代的傳統，沒有說出的願望不可以告訴
任何人，否則，它將永遠不會實現。
(B)27.

(A)begin
(B)began
(C)begun
解：時間為 in Ancient Greece，故動詞為過去式 began

(D)28.

(A)have
(B)is
(C)was
(D)were
解：地方副詞＋V＋S
On the top of the cake＋were lit＋ candles →主詞 candles 為複數
(蠟燭要被點燃，故用被動語態 were lit )
light (vt,vi,使明亮、點燃)動詞變化有二種： light – lit – lit； light – lighted – lighted

(C)29.

(A)at
(B)down
解：prevent from (ph) 阻止；制止

(B)30.

(A)be
(B)being
(C)had
解：~ the age of the person who is being celebrated. ~

(C)from

(D)beginning

(D)off
(D)has

→~ the age of the person being celebrated ~
→形容詞子句簡化成分詞片語的用法
(A)31.

(A)blow out
(B)break into
(C)take off
(D)turn on
解：吹蠟燭 blow out the candles
(A)吹(蠟燭)
(B)闖入
(C)脫掉
(D)打開
Ⅳ.閱讀測驗：以下有兩篇短文，共有 10 個題目，為第 32 至 41 題，請於閱讀短文後，選出最適當的答案。
▲閱讀下文，回答第 32－36 題
Water pollu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Unsafe levels of toxic chemicals linked to cancer have
been found in the drinking water of 33 stat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Eric Li, the founder and CEO of Ecomo, has
developed the world's first smart water bottle.
It took Li about two years to develop the water bottle that is very easy to use. After filling water from a tap, lake,
or even toilet, all you need to do is shake, twist, and drink. In less than five seconds, the filter, the bottle's
water-cleaning mechanism, removes 99 percent of bacteria, pesticides, petroleum products, and heavy metals. If the
water is clean, the word "Good" appears on the LED monitor with a green light flashing. If it is still undrinkable, a
yellow or red light and the word "Fail" or "Bad" will appear on the monitor at the same time.
Ecomo, which is the name of the bottle and is short for "eco-monitor," has other features that consumers will
enjoy. The bottle weighs just 0.37 kilograms, but it can store almost 600 milliliters of water. Furthermore, it can keep
water hot for 12 hours or cold for 24 hours. Customers are warned, however, not to fill the bottle with other kinds of
liquids because these will damage the b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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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other notable aspects of the product are the app and Bluetooth wristband that the product works with. The
app sends a notice to users when it is time to change the filter. In addition to measuring temperature, the Bluetooth
wristband records users' daily activities, calculates their water needs, and monitors their water intake.
翻譯：
水汙染在美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 33 各州當中，在飲用水裡面，發現了跟癌症有關的不安全的化學物
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Eric Li，也就是 Ecomo 的創辦人兼執行長，研發出了世紀第一個智慧水瓶。
這個花了他大概兩年的時間來研發出這個容易使用的水瓶。在從水龍頭、湖裡或甚至是馬桶裝水了以後，
你需要做的就是搖，轉一下，然後再喝。在不到五秒鐘的時間，這個濾嘴，也就是這個水瓶的淨水裝置，會移
除百分之九十九的細菌、殺蟲劑、石油製品還有重金屬。如果水有處理乾淨，"好"這個字會顯示在一個有綠燈
閃的 LED 螢幕上。如果仍然不能喝，黃燈或紅燈還有"失敗"跟"差的"這樣的字眼會同時出現在螢幕上。
水瓶的名字 Ecomo 是由"eco-monitor"簡寫來的，它還有其他消費者會喜歡的特色。這水瓶只有 0.37 公斤，
但是它可以裝差不多 600 毫升的水。再者它可以保熱 12 小時，或是保冷 24 小時。但是消費者也被警告不要裝
其他種類的液體因為這些東西會損害瓶子。
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應用程式跟藍芽腕帶，這兩樣都是搭配這個產品運作的。要換濾嘴的時候，這個
應用程式會傳送通知給使用者。除了測量溫度，這個藍芽腕帶含會記錄使用者的日常活動，計算他們所需的水
分，然後監測他們水分的攝取量。
(B)32.

(D)33.

(C)34.

What is the passage mainly about?
(A)To show the process of making clean water.
(C)To examine how much water to drink per day.
解：這篇文章主要是關於什麼？
(A)來展示製造乾淨水的過程。
(C)來檢視每天喝多少水。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does Eric Li do?
(A)He teaches chemistry.
(C)He writes news articles.
解：根據本文，Eric Li 做了什麼？
(A)他教化學。
(C)他寫了新文章。

(B)To introduce a product that keeps water clean.
(D)To describe the ways to protect water sources.
(B)來介紹一種使水乾淨的產品。
(D)來形容保護水來源的方法。
(B)He sells LED monitors.
(D)He develops new products.
(B)他賣 LED 螢幕。
(D)他研發了新產品。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is the water bottle, Ecomo, smart?
(A)Because it has a blue light.
(B)Because it has a cheap monitor.
(C)Because it uses a Bluetooth device.
(D)Because it uses a big capacity bottle.
解：根據本文，為什麼這個 Ecomo 水瓶聰明呢？
(A)因為它有藍光。
(B)因為它有便宜螢幕。
(C)因為它使用藍芽裝置。
(D)因為它使用大容量的水瓶。

(A)35.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true about Ecomo?
(A)Its filter removes unwanted substances fast.
(B)It can change any liquid into drinking water.
(C)Its filter tells users to change the LED monitor.
(D)It can be used to store water, juice, or coffee.
解：下列哪一個關於 Ecomo 的敘述是對的？
(A)它的濾嘴可快速移除我們不要的物質。
(B)它可把任何的液體變成飲用水。
(C)它的濾嘴會告訴使用者來換 LED 螢幕。 (D)它可以用裝水、果汁跟咖啡。
(D)3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ferences can be drawn from Ecomo?
(A)Users can easily get the weather report through the bottle.
(B)Users can use it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ith their doctor.
(C)Users can use it to find various water drinking sites nearby.
(D)Users can decide how much water they should drink daily.
解：我們可以從 Ecomo 做成下列哪一個推論？
(A)使用者可以很容易地從水瓶得知天氣報導。
(B)使用者可以用它來跟醫生預約。
(C)使用者可以用它來找到附近不同的喝水地點。
(D)使用者可以決定他們一天要喝多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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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下文，回答第 37－41 題
With summer vacation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many people are planning to travel abroad. Some of them take an
overseas trip with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while others join package tours to visit foreign countries. Nowadays, many
young people prefer a backpacking trip abroad. Since backpacking is a new form of tourism and getting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experienced travelers h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ose would-be backpackers.
First, plan your budget and prepare the required travel documents. You need to figure out in advance how much
your trip may cost you. Remember to check with banks and find out the usage of ATM cards and the exchange rate so
that you have enough money before the trip. Then, make sure to have travel documents such as a passport and visa on
hand. It is also good to leave a copy of these documents to a family member whom you can contact in case of
emergency.
Second, choose accommodation that is close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for example, backpackers can
easily travel by using such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s trains, buses, the High Speed Rail, and the Mass Rapid
Transit in major cities.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backpackers can save their time and energy to move from
nearby stations to hotels, hostels, or tourist attractions.
Third and finally, do not be shy; try to make friends, taste the local food, and visit sightseeing spots when you
arrive at a destination. In this manner, your adventures will help you experience more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thus helping you feel refreshed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Go ahead and take on the backpacking challenge. It is certainly a chance for you to prove yourself ready for this
new style of tourism.
翻譯：
隨著暑假的到來，很多人計畫要出國旅行。有些人跟朋友和家人去國外旅行而有些人跟團去外國玩。在現
今，很多年輕人偏好背包客的旅行。因為背包客旅行是一種新形式的旅遊而且越來越受到年輕人的青睞，比較
資深的旅行家對這些準背包客有一些建議。
第一，計畫一下你的預算還有準備必要的旅行文件。你必須事先了解你的旅行會花你多少錢。記得跟銀行
確認還有提款卡的使用還有匯率，如此一來你在旅行前才有足夠的錢。然後，你要確認有旅行文件像是護照跟
簽證在手邊。把你的這些證件留一份影本給家人也是好的，這家人是要在緊急時你能聯絡的人。
第二，選擇離大眾運輸近的住宿。例如，在台灣，背包客在主要的城市可以藉由使用像是火車、公車、高
鐵或是捷運這樣的大眾運輸系統就可以輕鬆旅行。有了便利的交通運輸，背包客可以節省從附近的車站移動到
他們的飯店、背包旅館或是景點的精力跟時間。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點，不要害羞；當你到目的地，試著交朋友、品嚐當地美食還有參訪景點。在這個夏天，
你的探險會有助於幫你體驗更多的文化跟生活方式，進而幫你在身心上都能舒緩。
勇敢前進接下背包客的挑戰。這一定會是讓你自己更好的機會，準備好來迎接這個新的旅遊形式吧。
(B)37.

(C)38.

What 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ssage?
(A)To give safety tips for all travelers.
(C)To introduce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解：本文主要的目的是？
(A)給所有旅行者安全的秘訣。
(C)介紹外國的文化跟生活方式。

(B)To offer useful advice to backpackers.
(D)To pick the best places for backpackers to visit.
(B)提供背包客有用的忠告。
(D)挑選出背包客拜訪的最佳地點。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backpacking?
(A)It has been a form of travel since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B)It takes more time to backpack in the summer than in the winter.
(C)It is one option for young people to spend their summer vacation.
(D)It requires students to work and support themselves while traveling.
解：根據本文，下列哪一個關於背包旅行是正確的？
(A)它是自從 20 世紀晚期後的一個新的旅遊模式。
(B)在夏天自助旅行比冬天花的時間久。
(C)這對很多年輕人來說是一個選擇。
(D)這需要學生在旅行時要工作來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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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suggested for would-be backpackers to do in the passage?
(A)Buy a prepaid phone card for emergencies only.
(B)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enough spending money.
(C)Try to know how to use their ATM cards overseas. (D)Give a copy of the travel documents to their family.
解：下列哪一個沒有在本文中對準背包客作的建議？
(A)買個只有在緊急可使用的預付卡。
(B)確認他們有足夠可以花費的錢。
(C)試著知道如何在國外使用提款卡。
(D)把旅遊的文件副本給他們的家人。
(A)40. Why is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mportant for backpackers?
(A)Because they can get to the places they want easily.
(B)Because they will stay abroad for as long as they wish.
(C)Because they plan how much money they will spend daily.
(D)Because they need a part-time job with free accommodations.
解：為什麼方便的交通對背包客來說重要？
(A)因為他們可以輕易地去他們想去的地方。 (B)因為他們會在國外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C)因為他們計畫每天花費多少錢。
(D)因為他們需要一個打工換宿的工作。
(D)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nferences can be drawn from the passage?
(A)Young people choose package tours because of the low cost.
(B)Countries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re not the choices for travelers.
(C)Learning about foreign cultures and lifestyles is not possible for backpackers.
(D)Backpacking trips offer young people some challenging tasks to accomplish.
解：我們可以從文章中做成下列哪一個推論？
(A)年輕人選擇自助旅行因為花費低。
(B)有方便交通的國家不是旅行者的選擇。
(C)知道外國文化跟生活方式對背包客來說是不可能的。
(D)背包旅行提供了年輕人有挑戰性的任務。

二、非選擇題(第 I 到第 III 題，每題 6 分，共 18 分)
I .填充
說明：
▲請依據中文提示，將試題內空格、答案之完整單字(含提示之字首)，分別作答於答案卷之作答欄、
之指定範圍內以完成句子。
▲請勿抄題，每格限填一字，超過一字者視為錯誤，不予計分。
1.

幸福的感覺就是讓每個小小的願望成真。

The f 
of being happy is about having each tiny wish come t 
參考解答：feeling；true
II.句子重組

.

說明：
▲請將題中 5 段提示字詞重組成一完整句子，並於句尾加上適當標點符號。
▲請將重組後的句子寫在答案卷之「非選擇題作答區」指定範圍內，答案中不能增減字詞或修改變化字詞，
請勿抄題。
2.

people avoid / that laughing / mental illness / Studies show / can help
參考解答：Studies show that laughing can help people avoid mental illness.
III.中譯英
說明：
▲請將以下中文句子譯成正確、通順、達意的英文，並將答案寫在「非選擇題作答區」之指定範圍內，請
勿抄題。
3.

我喜歡在網路上張貼與分享我的照片。
參考解答：(1)I love posting and sharing my photos on the Internet.
(2)I love to post and share my photos over the Internet.
(3)I like to post and share my photos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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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數學(C) 試題評析
(一)今年考題為近十年命題水準最佳的一次，印證數學為"工業之母"的重要性。從 108 新課綱內容與單元可觀
察出，亦在考前告知育達工科考生〜題目會轉難。
(二)去年"選項複算"與"單元混合"皆未出現，今年再次考出印證育達趨勢分析是正確的，107 年度"向量"與"拋
橢雙"皆未命題，在去年分析中也提醒同學這是最好掌握的單元〜一定考〜在今年度(108 統測)向量考了 1
題，拋橢雙考了 2 題(都是單元混合題)
分析項目

題號

題數

選項複算

11、16

2

單元混合

17、22、23

3

非常態解法

13

1

靈活題
19
1
(三)今年度題數分配恰當，107 年度工科已轉難，今年(108)整體得分較去年(107)約下降 8〜12 分，要拿滿分實
屬不易。
明年度(109 統測)準備方向：方位移動的"空間測量"及"解題速度"為重點，難易度應會維持(108)水平，配合
育達專業師資群授課即"勝券在握"。

【101～108 年 數學(C) 各單元出題比重】
C卷

卷別年度
單 元
直線方程式(含直角坐
標)
三角函數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4

2

1

1

1

1

2

2

2

2

0

1

3

2

1

2

三角函數應用

2

1

2

3

1

2

3

1

向量

1

1

2

1

1

1

0

1

指對數

1

2

2

2

2

2

2

2

數列級數

1

0

2

1

1

1

1

1

式的運算(含方程式)

2

2

1

3

2

2

2

2

不等式(含線性規劃)

2

0

2

3

1

1

1

1

排列組合

2

2

2

1

1

1

2

2

機率

1

1

1

1

2

1

1

1

統計

102 增考

2

1

1

1

1

1

1

圓

2

0

0

0

1

1

2

1

二次曲線

1

2

1

1

1

1

0

2

102 增考

3

3

1

2

3

2

1

微積分

3

4

3

4

4

4

4

4

複數

1

1

2

1

1

1

1

1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行列式(含方程組)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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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數學(C) 試題
數學 C 參考公式
1. 三角函數的和角公式：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cos(α＋β)＝cosαcosβ－sinαsinβ
－b
c
2. 若α、β為一元二次方程式 ax2＋bx＋c＝0 的兩根，則α＋β＝
、αβ＝ 。
a
a
3. 若一複數 z 其極式為 z＝r(cosθ＋i sinθ)，其中 r＝|z|，則 zn＝rn(cos nθ＋i sin nθ)，其中 n 為正整數。
1 2
4. 扇形面積 A＝
r θ且周長 L＝2r＋rθ，其中 r 為扇形的半徑，θ為扇形的圓心角。
2
5. 拋物線方程式(y－k)2＝4c(x－h)：頂點(h , k)，焦點(h＋c , k)，準線 x＝h－c。

( x－h ) 2
( y－k ) 2
＋
＝1，a≧b＞0：中心(h , k)，焦點(h±c , k)，其中 c＝ a 2－b 2 。
a2
b2

6.

橢圓方程式

7.

雙曲線方程式

8.

( x－ h ) 2
( y－k ) 2
－
＝1：中心(h , k)，焦點(h±c , k)，其中 c＝ a 2＋b 2 。
a2
b2
n!
n!
相異物的直線排列數 Pkn＝
，不可重覆的組合數 C nk＝
。
( n－k )!
k!(n－k )!
n

 ( x i－x ) 2

i＝1

9. 設有一組抽樣資料 x1 , x2 ,…, xn，其算術平均數為 x ，則樣本標準差為 S＝
(B) 1.











已知 u ＝(1 , 1)， v ＝(x＋4 , y－1)及 w ＝(2x , y)。若 u 與 v 垂直且 u 與 w 平行，則下列何者正確？
(A)x＝1 (B)y＝－2 (C)y＝1 (D)x＝－2。
解：(1) u ⊥ v
 u ‧ v ＝0  1(x＋4)＋1(y－1)＝0  x＋y＝－3

 
 
(2) u // w

 



1
1
＝
y
2x

x＋y＝－3
 y＝2x

由(1)(2) 

(C) 2.

 

n－1

 y＝2x

 x＋2x＝－3

 x＝－1，y＝－2

若 3＜log0.5(2x＋1)＜4，則 x 的範圍為何？

x＜－

7
16

(D)－

1
2

減1

 －

7
3
＜x＜－
16
8

(B)－

1
＜ log
8

1
2

1
2

 x＞－

 log

(2)3＜log0.5(2x＋1)＜4
 log

3
1
＜x＜－
8
4

31
15
＜x＜－
。
64
32
 2x＋1＞0

解：(1)真數＞0

(A)－

1
2

(

1 3
) ＜ log
2

(2 x＋1) ＜ log

7
15
＞2x＞－
8
16

1
2

－

1
16

1
2

(2 x＋1) ＜ log



1
2

(

1 4
)
2

1
1
＞2x＋1＞
8
16

7
15
＞x＞－
16
32

由(1)∩(2)：
∴－

(B) 3.

15
7
＜x＜－
32
16

有兩條直線 L1：3x－5y＝2、L2：x＋2y＝3 將平面分成四個區域，
如圖所示，試問區域 A 可用哪一組不等式表示？

3x－5 y ≧ 2
(A) 
x＋2 y ≧ 3

3x－5 y ≦ 2
(B) 
x＋2 y ≧ 3

3x－5 y ≧ 2
(C) 
x＋2 y ≦ 3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3x－5 y ≦ 2
(D) 
。
x＋2 y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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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5
＜
32

解：A 區域

(0 , 0)代入L1須合理
 
(0 , 0)代入L 2 須不合理

3x－5 y ≦ 2
 
x＋2 y ≧ 3

3x－4 y＋z＝4
2 x＋3y－2z＝a
(B) 4. 已知下列兩個聯立方程組有相同的解(x , y , z)，試問 a 的值為何？ 
、
5x＋2 y－2z＝3 4 x＋5 y－3z＝1
(A)－1 (B)0 (C)1 (D)2。
3x－4 y＋z＝4 (1)

解：解 5x＋2 y－2z＝3(2)
4x＋5y－3z＝1(3)


由(1)×2＋(2)：11x－6y＝11  77x－42y＝77…(4)
(1)×3＋(3)：13x－7y＝13  78x－42y＝78…(5)
由(5)－(4)：x＝1 代入(4) y＝0 代入(1) z＝1
代(1 , 0 , 1)到 2x＋3y－2z＝a ∴a＝2＋0－2＝0

(D) 5. 已知扇形的面積為 1 且其周長為 5，試問此扇形的半徑為何？ (A)
1 2
r ‧θ＝1  r2‧θ＝2
2
(2)2r＋rθ＝5  rθ＝5－2r 代入(1)
r2‧θ＝r‧rθ＝r(5－2r)＝2  5r－2r2＝2
1
 r＝
or
r＝2…代回(1)
2
1
θ＝8(弳)(不合)；θ＝ (弳)
2

2
5

(B)

1
2

(C)1

(D)2。

解：(1)A＝

2
 2r －5r＋2＝0

 (2r－1)(r－2)＝0

(C) 6. 有一梯子斜靠於牆上，且梯子、地面及牆面構成一個 30°、60°、90°的直角三角形。若梯子沿牆面下滑

1
2

公尺時，則梯子、地面及牆面構成一個 45°、45°、90°的直角三角形。試問梯長為多少公尺？

3＋ 2
2

(A)

(B)

解：

由：畢氏定理
 3h2－ 3 h＋

6＋ 2
2
(1)

(C) 3 ＋ 2

(2)

1 2
1
) ＋( 3 h－ )2＝(2h)2
2
2
1
2
 h － 3 h＋
＝0
4

 ( 3 h－

1
＝2h2
4

－(－ 3 )  (－ 3 ) 2－4．1．

∴h＝

(D) 6 ＋ 2 。

2

1
4

＝

 ( 3 h－

1 2
) ＝2h2
2

3  2
2

故梯長＝2h＝ 3 ± 2 (負不合)
(D) 7. 已知 f(x)與 g(x)均為多項式，若以 x2－3x＋2 除 f(x)所得餘式為 3x－4，以 x－1 除 g(x)所得餘式為 5，
則以 x－1 除 f(x)＋g(x)所得餘式為何？ (A)－4 (B)－3 (C)3 (D)4。
解：f(x)＝(x2－3x＋2)Q1(x)＋(3x－4)…f(1)＝－1
g(x)＝(x－1)Q2(x)＋5…g(1)＝5
x－1 除 f(x)＋g(x)之餘式＝f(1)＋g(1)＝－1＋5＝4

(A) 8. 已知

x 2＋5x＋6
Bx＋C
A
＝
＋
，其中 A、B 與 C 為實數，則 A＋2B＋3C＝？ (A)－5 (B)0
x－2
x 2＋1
( x－2)( x 2＋1)

(C)8 (D)10。
解：通分去分母：x2＋5x＋6＝A(x2＋1)＋(Bx＋C)(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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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4

代 x＝2：20＝5A
2

比較 x 項：1＝A＋B

 B＝－3

A＋2B＋3C＝4－6－3＝－5
常數項：6＝A－2C  C＝－1
(B) 9. 已知坐標平面上三直線 L1：3x＋3y＝2、L2：2x－3y＝3、L3：x－ay＝－2，且這三直線將平面分成六
3
個區域，則 a 不可以是下列哪一個值？ (A)
(B)1 (C)－1 (D)－9。
2
3
解：
L1：3x＋3y＝2  m1＝－ ＝－1
3
1
交點(1 , － )
2
2
3
＝
L2：2x－3y＝3  m2＝－
L3：x－ay＝－2

－3
3
1
1
 m3＝－
＝
－a
a

將平面分成六個區域

(1)L1//L3

(2)L2//L3

∴a＝－1

∴a＝

(3)L3 通過交點(1 , －

3
2

 1－a(－


1
)
3

1
)＝－2
3

a
＝－3
3

 1＋

a
＝－2
3

 a＝－9

(A)10. 某次啦啦隊競賽規定，每隊組隊人數 8 人且男、女生均至少 2 人。某班共有 4 名男生與 6 名女生想參
加啦啦隊競賽，若由此 10 人中依規定選出 8 人組隊，則共有多少種組隊方式？ (A)45 (B)60 (C)75
(D)90。
解：2 男 6 女 or 3 男 5 女 or 4 男 4 女＝ C 42 ‧ C 66 ＋ C34 ‧ C56 ＋ C 44 ‧ C 64 ＝6＋24＋15＝45
(C)11. 下列何選項的值為組合數 C83 ？ (A)「由 8 人中選 3 人分別擔任班長、副班長與康樂股長」所有的可
能情形 (B)(x－1)8 展開式中，x3 項的係數 (C)「AAABBBBB 共 8 個字母任意排列」所有的可能情形
(D)「8 枝相同的筆全部分給 3 人且每人至少得到 1 枝筆」所有的可能情形。
解：(A) P38 ；(B)(x＋(－1))8

r
 C8r ‧ x 8－r ‧(－1)

－ C83 ；(C)AAABBBBB 排列＝

(A)12.

代 r＝5

3
5
 x 項係數＝ C85 ‧(－1) ＝－ C85 ＝

8!
＝56＝ C83 ；(D) H 35 ＝ C57 ＝ C 72
3!‧5!

利用簡單隨機抽樣，從 10 位同學中選取 2 位同學參加比賽，若選中 2 位同學均為男生的機率小於

(A)

7
15

(B)

 C 2x ＜

9
2

 最大 x＝3

則選中 2 位女生機率的最小值為何？

8
15

(C)

3
5

(D)

1
，
10

2
。
3

男有x人
女有(10－x )人

解：設 10 位同學 

P(2 男)＝

C 2x
C10
2

＝

C 2x
1
＜
45
10

故 P(2 女)的最小值＝

(C)13.

C72
C10
2

＝

男生最多3人
 
女生最少7人

21
7
＝
45
15

已知{an}為等差數列且滿足 a1＞0、a5＝3a12。則當 n 為多少時，an 開始為負數？
(D)17。
21
解：(1)a5＝3a12＝3(a5＋7d)＝3a5＋21d ∴a5＝－
d
2
21
29
(2)a5＝a1＋4d  －
d＝a1＋4d  a1＝－
d＞0 ∴d＜0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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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B)15 (C)16

29
31
d＋(n－1)d＝(n－
)d
2
2
31
31
31
除以d
 (n－
)d＜0   n－
＞0  n＞
2
2
2

(3)an＝a1＋(n－1)d＝－
an＜0
(D)14.

已知 F(x)＝

d
x
[ 1 ( t 2＋1)dt ]，則 F(1)＝？ (A)－1 (B)0 (C)1
dx

 n 最小為 16

(D)2。

x

x

解：(1)  1 ( t 2＋1)dt ＝ (

x3
x3
1
4
t3
＋t ) ＝(
＋x)－( ＋1)＝
＋x－
3
3
3
3
3
1

x3
d
4
(2)F(x)＝
(
＋x－ )＝x2＋1
dx
3
3

(3)F(1)＝12＋1＝2
(B)15. 已知函數 f(x)的導函數為 g(x)＝x2－4x＋2，則 lim

x 1

f ( x )－f (1)
＝？
x－1

解：f '(x)＝g(x)＝x2－4x＋2
f ( x )－f (1)
lim
＝f '(1)＝g(1)＝12－4‧1＋2＝－1
x 1
x－1
(D)16. 若點 P(x , y)為有向角θ終邊上一點且 xy≠0，則下列何者正確？
cotθ＞0 (D)y cscθ＞0。
解：θ  ⅠorⅡorⅢ均須判斷  省略
θ  Ⅳ時

(C)17.

 sinθ＜0

cosθ＞0
 
 cotθ＜0
cscθ＜0

P(x , y)

(A)－2

(B)－1 (C)1 (D)2。

(A)x sinθ＞0 (B)y cosθ＞0 (C)x

x＞0
 
 y＜0

故：(A)x sinθ＜0；(B)y cosθ＜0；(C)x cotθ＜0；(D)y cscθ＞0
cos B＋i sin B
在△ABC 中，若
為實數其中 i＝ －1 ，則△ABC 必為何種三角形？
(cos A＋i sin A)(cos C＋i sin C)
等腰三角形
解：(1)

(B)銳角三角形

(A)

(C)直角三角形 (D)鈍角三角形。

cos B＋i sin B
＝cos(B－A－C)＋i．sin(B－A－C)  R
(cos A＋i sin A)(cos C＋i sin C)

∴sin(B－A－C)＝0  B－A－C＝0  B＝A＋C
(2)A＋B＋C＝180°  180°－B＝A＋C
由(1)(2)：B＝180°－B  B＝90°  直角三角形
(C)18. 下列為四個班級某次數學測驗的成績分組資料，若以各組的組中點取代該組資料的原始數據，則何者
的成績標準差最小？
(A)
(B)

(C)

(D)

解：選項(C)人數多數落於 50〜70

(D)19.

 離差平方和"多數很小"，故成績標準差最小

2
3
與－
，且直線
3
2
L 被 L1 與 L2 所截出的線段長為 26，則此三直線所圍成的三角形面積為多少平方單位？ (A)39 (B)52
(C)78 (D)156。
已知坐標平面上三直線 L、L1 與 L2，若直線 L 為水平線，L1 與 L2 的斜率分別為

解：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24 數學(C)

三角形面積＝

(A)20.

26‧12
＝156
2

已知 log4(4x－2x＋52)＝x＋1，試問 log(x2‧5x)＝？ (A)2 (B)3 (C)4 (D)5。
 4 x＋1 ＝4x－2x＋52

解：(1)log4(4x－2x＋52)＝x＋1

 4‧(2x)2＝(2x)2－2x＋52
13
 (3‧2x＋13)(2x－4)＝0  2x＝－
(不合) or 2x＝4＝22
3

 3(2x)2＋(2x)－52＝0

(A)21.

(2)log(x2‧5x)＝log(22‧52)＝log102＝2log10＝2
3
1
1 n
k
計算 lim
(B)1 (C)
(1＋ )＝？ (A)

n   n k＝1
n
2
2
解： lim

n 

1
n

＝ lim

n 

＝ lim

n 

(D)22.

n

(D)

 x＝2

1
。
8

1
1
2
3
n
[(1＋
)＋(1＋
)＋(1＋
)＋…＋(1＋
)]
n
n
n
n
n

k

 (1＋ n ) ＝ nlim


k＝1

1
1＋2＋3＋＋n
1
[n＋
]＝ lim
[n＋
n
n
n  n
3n＋1
1
3n＋1
3
‧
＝ lim
＝
n
2
n 
2
2n

n (n＋1)
1
n＋1
2
]＝ lim
(n＋
)
n
n  n
2

x2
( y－1) 2
＋
＝1 的焦點及短軸。若以直線 L 為準線及點 F 為焦點所
25
9
作出拋物線的方程式為 4c(x－h)＝(y－k)2，則|chk|＝？ (A)12 (B)8 (C)6 (D)4。
已知點 F 及直線 L 分別為橢圓

解：

x2
( y－1) 2
＋
＝1
25
9

 中心(0 , 1)，a＝5，b＝3

利用 a2＝b2＋c2
2

2

2

 c ＝a －b ＝16，c＝4

(1)

(2)

h＝2
 
 k＝1
|c|＝2  c＝±2(取正)
|chk|＝|2‧2‧1|＝4

h＝－2
 
k＝1
|c|＝2  c＝±2(取負)
|chk|＝|(－2)(－2)‧1|＝4

頂點(2 , 1)

(B)23. 已知 F1、F2 為橢圓

頂點(－2 , 1)

x2
y2
x2
y2
＋
＝1 的焦點，且 F3、F4 為雙曲線
－
＝1 的焦點。若 P 點為上
169
144
16
9

述橢圓與雙曲線之交點，則下列何者正確？

(A) PF1 ＋ PF2 ＝24 (B) PF3 ＋ PF4 ＝26

(C)| PF1 － PF2 |

＝6 (D)| PF3 － PF4 |＝6。
解：橢圓：

x2
y2
＋
＝1
169
144

x2
y2
雙曲線：
－
＝1
16
9

 中心(0 , 0)，a＝13，b＝12，c＝5

 焦點(5 , 0)，(－5 , 0)

相同
 中心(0 , 0)，a＝4，b＝3，c＝5

 焦點(5 , 0)，(－5 , 0)

故 PF1 ＋ PF2 ＝ PF3 ＋ PF4 ＝2a＝26；| PF3 － PF4 |＝| PF1 － PF2 |＝2a＝8

(A)24.

已知 O(0 , 0)、P(－3 , 4)與 Q(x , y)為坐標平面上三點。若以 O 為圓心， OP 為半徑，逆時針方向轉動

30°後，P 點與 Q 點重疊，則下列何者正確？ (A)x＝
(D)y＝

－3 3 －4
2

4 3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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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

－3 3 ＋4
2

(C)y＝

4 3 －3
10

解：

4
5
3
cosθ＝
5

sinθ＝

x1
5

cos(θ－30°)＝

 x1＝5‧cos(θ－30°)

＝5‧(cosθ‧cos30°＋sinθ‧sin30°)
＝5(

3
‧
5

＝5‧

4
3
1
＋ ‧ )
5
2
2

3 3 ＋4
3 3 ＋4
＝
10
2

由對稱：x＝－x1＝－

－3 3 －4
3 3 ＋4
＝
2
2

(C)25. 小明設計了一款迴力鏢，已知將此迴力鏢擲出後，迴力鏢過了時間 t 秒後與小明的距離為 f(t)＝
公尺，若在 t0 秒時，迴力鏢離小明最遠，則 t0＝？ (A)1 (B)2 (C)3
解：f(t)＝

f '(t)＝

100t
t 2＋9

(D)4。

100 t
t 2＋9
(100 t )' ( t 2＋9)－( t 2＋9)' (100 t )

極值發生在

( t 2＋9) 2
 f '(t0)＝0

＝

100( t 2＋9)－2 t (100 t )
( t 2＋9) 2
2

 －100t0 ＋900＝0

2

＝

 t0 ＝9

－100t 2＋900
( t 2＋9) 2
 t0＝3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機械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機件原理(第 1 至 2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A) 1. 有關螺栓與螺帽相互接觸產生運動的接觸方法與性質，下列何者正確？ (A)自鎖對、低對 (B)力鎖
對、高對 (C)完全對偶、高對 (D)不完全對偶、低對。
(C) 2. 一螺旋的螺旋角為θ，導程角為β，下列何者正確？ (A)tanθ＋tanβ＝1 (B)cotθ－cotβ＝1
(C)cotθ×cotβ＝1 (D)tanθ/tanβ＝1。
(D) 3. 下列哪一種螺帽常用於汽車輪圈鎖緊及具有自動對正中心的作用？ (A)槽縫螺帽 (B)環首螺帽
(C)墊圈底座螺帽 (D)錐形底部螺帽。
(B) 4. 一帶輪以寬 5mm、長 20 mm 之鍵裝於直徑 50mm 的軸上，鍵的容許剪應力為 2MPa，容許壓應力為
5MPa，在鍵傳遞動力達到最高容許剪應力時，則鍵需要的最小高度應為多少 mm，使鍵不至於受到壓
應力破壞？ (A)3 (B)4 (C)5 (D)6。
(D) 5. 一彈簧受到 20N 負荷作用時，伸長量為 4cm，而彈簧線圈平均直徑 5cm，彈簧線徑 0.5cm，則下列何
者為其彈簧指數？ (A)0.1 (B)0.2 (C)5 (D)10。
(B) 6. 有關軸承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滾珠軸承徑向負載容量與滾珠數目及滾珠直徑成正比
(B)單列止推滾珠軸承可承受軸向負載，適用於高速運轉 (C)滾子軸承比滾珠軸承強度強，因此能承
受更大負載 (D)單列斜角滾珠軸承接觸角愈大，可承受止推負載也愈大。
(D) 7. 同一平面的兩平行軸，具有大小兩輪的皮帶傳動裝置，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開口皮帶輪傳動，
兩帶輪轉向相同 (B)開口皮帶輪傳動，皮帶緊邊應在下方 (C)交叉皮帶輪傳動的皮帶長度大於開口
皮帶傳動 (D)交叉皮帶輪傳動大小兩輪的接觸角和恰為 360°。
(D) 8. 利用滾子鏈輪與鏈條傳動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鏈條與鏈輪之接觸角應該在 120°以下 (B)鏈
條與鏈輪傳動時，上方為鬆邊，下方為緊邊 (C)鏈條節數一般使用奇數 (D)傳動時若弦線作用愈大，
產生之振動與噪音愈大。
(A) 9. 下列有關摩擦輪傳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A)摩擦輪傳動之功率與主動輪和從動輪接觸處之正壓力成
正比 (B)摩擦輪傳動之功率與主動輪和從動輪接觸處之材料無關 (C)內切圓柱形摩擦輪之主動輪軸
與從動輪軸平行且迴轉方向相反 (D)外切圓柱形摩擦輪兩輪每分鐘之轉速與其半徑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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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0. 兩圓柱形摩擦輪傳動，若無滑動發生，主動輪之轉速為 90rpm，從動輪之轉速為 30rpm，主動輪軸與
從動輪軸之中心距離為 40cm，則當兩摩擦輪外切時與內切時，主動輪與從動輪之直徑和各為多少 cm？
(A)外切時為 40；內切時為 80 (B)外切時為 80；內切時為 160 (C)外切時為 160；內切時為 80
(D)外切時為 80；內切時為 40。
(A)11. 下列有關齒輪傳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A)螺旋齒輪傳動時，兩螺旋齒輪之螺旋角需相同 (B)正齒
輪傳動時，主動齒輪軸線與從動齒輪軸線相交成一角度 (C)兩相嚙合之正齒輪其工作深度為齒根的兩
倍 (D)為保持兩嚙合齒輪之角速度維持一定之比值，兩齒輪接觸點之公切線必經過節點。
(D)12. 下列有關輪系之敘述，何者正確？ (A)依照各輪軸固定與否，可分為單式輪系和複式輪系 (B)輪系
值 e，|e|＜1 之輪系為增速輪系，|e|＞1 之輪系為減速輪系 (C)在單式輪系中，首輪與末輪之迴轉方向
相反時，輪系值為正值 (D)在單式輪系中，輪系值與所有惰輪之齒數無關。
(B)13. 如圖(一)之輪系，齒輪 A、B、C 及 D 之齒數分別為 30 齒、60 齒、20 齒及 40 齒，若主動輪 A 轉速 100
rpm 順時針方向迴轉，則此輪系之輪系值 e 為多少及 D 輪之轉速 ND 為多少 rpm？ (A)e＝－0.25；ND
＝25 逆時針 (B)e＝＋0.25；ND＝25 順時針 (C)e＝－4；ND＝400 逆時針 (D)e＝＋4；ND＝400 順
時針。

圖(一)
圖(二)
圖(三)
(C)14. 兩互相嚙合之外接正齒輪，主動輪之齒數為 40 齒，模數為 12，兩輪之中心距離為 600mm，則從動輪
之齒數(T2)為多少齒及節圓直徑(D2)為多少 mm？ (A)T2＝30；D2＝360 (B)T2＝50；D2＝600 (C)T2
＝60；D2＝720 (D)T2＝80；D2＝960。
(C)15. 一塊狀制動器尺寸如圖(二)所示，若輪鼓順時針旋轉，轉速 1200rpm，傳送功率 P 為 1kW，制動器摩
擦係數μ為 0.25，求其施力 F 最少須為多少 N？ (A)150/π (B)250/π (C)500/π (D)650/π。
(A)16. 下列有關凸輪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壓力角愈大傳動摩擦愈小 (B)在總升程相同條件下，基圓直
徑愈大壓力角愈小 (C)凸輪從動件運動方向與接觸點公法線所夾角度稱為壓力角 (D)凸輪之周緣傾
斜角愈小其壓力角愈大。
(A)17. 下列何者四連桿機構運動中沒有死點存在？ (A)牽桿機構 (B)雙搖桿機構 (C)曲柄搖桿機構
(D)曲柄滑塊機構。
(B)18. 下列何者四連桿機構可用於汽車車輪轉向機構？ (A)平行相等曲柄 (B)不平行相等曲柄 (C)雙搖桿
機構 (D)曲柄搖桿機構。
(C)19. 一滑車組如圖(三)所示，求其機械利益 M 為多少？ (A)3 (B)4 (C)5 (D)6。
(C)20. 下列何者屬於反向運動機構？ (A)日內瓦機構 (B)多爪棘輪 (C)圓盤與滾子摩擦輪 (D)錨型擒縱
器。

第二部份：機械力學(第 21 至 4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機械力學所需四個基本要素的單位，下列哪一個是正確的？ (A)力量：kg－m/s2 (B)質量：km
(C)長度：kg (D)時間：N－s/m。
(D)22. 如圖(四)所示的組合樑，BD 為繩索，在平衡狀態下，試求 C 支承的負荷為多少 N？ (A)80 (B)90
(C)100 (D)110。

(A)21.

圖(四)
圖(五)
(B)23. 一力 F 作用於一剛體三角形零件上，此零件與一錐形面緊密貼合，如圖(五)所示。如果將此作用力 F
＝260N 分解成兩個分量，一分量 Fp 與 AB 線方向平行，另一分量 Fv 與 AB 線方向垂直，則下列敘述
何者為正確？ (A)Fp＝240N (B)Fv＝240N (C)Fp＝120N (D)Fv＝120N。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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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4. 如圖(六)所示，堆高機的重量為 W，負載貨物的重量為 F。已知堆高機重心與負載貨物重心各距離前
輪 B 點為 1.5m 與 1m，而當 W＝15000N，在保持所有輪胎均貼地的狀況下，該堆高機所能起重負載
貨物的最大重量 F 為多少 N？ (A)10000 (B)15000 (C)22500 (D)32500。

圖(六)
圖(七)
(A)25. 如圖(七)所示的組合空心截面，其截面尺寸參數為：H、R、V、W，x－y 座標系原點如圖示 O 點，令
此截面的形心位置座標為( x , y )，其中 x ＝0，則下列 y 的表示式何者正確？

1 2
1 2
V W－4H 2 W＋πHR 2
V W＋4H 2 W＋πHR 2
3
3
(A) y ＝
(B) y ＝
VW＋4HW－πR 2
VW＋4HW－πR 2
1 2
1 2
V W  4H 2 W＋πHR 2
V W＋4H 2 W－πHR 2
3
3
(C) y ＝
(D) y ＝
。
VW＋4HW＋πR 2
VW＋4HW－πR 2
(B)26. 如圖(八)所示，所有接觸面的靜摩擦係數為 0.25，而動摩擦係數為 0.2。物體 C 重 1000N，且用水平繩
索 AB 固定；物體 D 重 1500 N。試求欲移動物體 D 所需的最小水平作用力 P 為多少 N？ (A)825 (B)875
(C)925 (D)975。

圖(八)
圖(九)
圖(十)
(D)27. 如圖(九)所示的均質梯子 AB 長度為 3m，其質量為 10kg，斜靠一光滑垂直牆上。如果一位質量為 45kg
的人由 A 端緩慢地往上爬，為了確保此人爬至梯子頂端 B 點仍不使梯子滑動，則梯子與地面間的靜摩
擦係數至少應為多少？[cos(60°)＝0.5，sin(60°)＝0.866] (A)0.225 (B)0.325 (C)0.425 (D)0.525。
(B)28. 大型機場經常使用人行輸送帶協助旅客移動，當某旅客靜止站立於輸送帶上，從左端入口移動到右端
出口所需的時間為 72 秒；當該旅客以等速度 V 步行於此運轉中的輸送帶上移動相同距離，需時為 24
秒。如果沒有輸送帶的輔助，則此旅客以等速度 V 步行移動相同距離需要多少秒？ (A)30 (B)36
(C)48 (D)60。
(D)29. 如果人造衛星於高度 9000 m 處自由落下，其垂直落點剛好是砲彈發射處。在人造衛星開始下落同時用
砲彈垂直射出以攻擊且粉粹人造衛星於高度 4500 m 處。試問砲彈初速度需為多少 km/h？(g＝10m/s2)
(A)300 (B)540 (C)900 (D)1080。
(C)30. A 和 B 兩棟皆為 10 層相同高度的大樓，其間隔相距為 15m，現有某一物體以 10 m / s 的水平速度，從
A 棟 10 樓的樓頂水平方向被扔到 B 棟。如果每層樓的高度皆為 3m，請問此物體會落在 B 棟的第幾層？
(g＝10m/s2) (A)3 (B)5 (C)7 (D)9。
(D)31. 兩個物體質量皆為 M，連結在定滑輪繩子的兩端，如圖(十)所示。如果不考慮摩擦力與繩子質量，請
問該繩子的張力為多少？(g：重力加速度) (A)(Mg/2)sinθ (B)(Mg/2)(1＋sinθ) (C)(Mg/2)cosθ
(D)(Mg/2)(1＋cosθ)。
(C)32. 有一水平圓弧彎道半徑為 50m，其地面是水平的，地面摩擦係數為 0.4，欲使汽車以等速度 V 行駛於
此彎道而不致側滑，請問此時的最大速度 V 為多少 m/s？(g＝10m/s2， 2 ＝1.414)
(C)14.14 (D)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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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14 (B)7.07

(A)33.

有一垂直彈簧被壓縮 10cm，其彈簧係數為 2N/mm，在壓縮彈簧上方處放置一顆 10 公克的圓形鋼珠，
當壓縮彈簧瞬間釋放後，鋼珠被彈出而可以垂直上升的最大高度為多少 m？(g＝10m/s2) (A)100
(B)10 (C)1 (D)0.1。
(C)34. 有一人從高度為 10 m 且夾角為 30°的斜坡滑水道下滑至地平面滑水道，如圖(十一)所示。在斜坡下滑
過程中會有能量損失，其機械效率為 0.9；當此人進入地平面滑水道滑行時，其表面動摩擦係數為 0.1。
為了避免讓人滑出水道，則地平面滑水道長度 S 至少要設計為多少 m？ (A)30 (B)60 (C)90
(D)120。

圖(十一)
有關應力或應變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正方形截面的桿件受 100N 拉力作用，截面每邊長
20mm，則桿件所受的張應力為 250kPa (B)就延性材料而言，安全因數為極限應力與容許應力的比值
(C)原始長度為 200mm 的圓桿，受軸向壓力作用後，長度變為 198mm，則此桿的軸向應變為－0.01mm
(D)蒲松氏比為橫向應變與縱向應變的比值，其值介於 0.5 與 1 之間。
(B)36. 如圖(十二)所示為低碳鋼拉伸試驗所得的應力－應變圖，下列有關該圖的敘述，何者正確？ (A)A 點
為應力與應變成比例的最大值，A 點稱為彈性限度，OA 區域稱為彈性區 (B)C 點應力為降伏應力，
CD 區域為完全塑性區 (C)E 點為應力最大值，稱為破壞應力或破壞強度，EF 區域為應變硬化區
(D)夾角θ符合虎克定律，其值稱為彈性係數。

(A)35.

圖(十二)
圖(十三)
(B)37. 以衝床衝切如圖(十三)所示的板面元件，已知板料厚度為 2mm，而板料的抗剪強度為 200MPa。如果
想要順利完成衝切，則衝頭至少應施加多少 kN 的力？(π＝3.14) (A)92.8 (B)185.6 (C)371.2
(D)556.8。
(C)38. 如圖(十四)所示的組合空心截面，試求該截面對 x－y 座標系原點 O 的極慣性矩為多少 cm4？(π＝3.14)
(A)163.72 (B)327.44 (C)654.88 (D)680。

圖(十四)
圖(十五)
(D)39. 如圖(十五)所示的外伸樑，如果不計樑本身重量，則外伸樑 D 點的彎曲力矩為多少 kN－m？ (A)38
(B)50 (C)68 (D)76。
(A)40. 設計一外徑為 30mm 且長度為 650mm 的空心圓軸用以承受 314N－m 的扭矩作用。已知材料的剪力彈
性係數為 32GPa，如果該軸的最大剪應力不能超過 60MPa，試求其內徑的最大值為多少 mm？(π＝3.14)
(A)10 (B)15 (C)20 (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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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機械群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機械製造(第 1 至 13 題，每題 2.5 分，共 32.5 分)
(A) 1.
(C) 2.
(B) 3.

(D) 4.
(A) 5.
(B) 6.
(D) 7.

(B) 8.

(D) 9.

(C)10.

(A)11.

(D)12.

(A)13.

有關加工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淬火可增加鋼材硬度 (B)退火可增加鋼材硬度 (C)冷作
不能改變材料性質 (D)熱作不能改變材料性質。
有關機械材料與加工性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純銅的切削性比黃銅佳 (B)碳鋼的鑄造性比鑄
鐵佳 (C)純鋁的鍛造性比鋁合金佳 (D)鑄鐵的銲接性比碳鋼佳。
有關砂模的澆冒口系統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豎澆道主要功用為輸送金屬液 (B)冒口一般設
置在金屬液最快凝固處 (C)溢放口一般設置在離澆口最遠處 (D)通氣孔主要功用為避免鑄件產生氣
孔。
有關衝壓加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衝壓加工通常不需要製作模具配合 (B)壓床速度高，常
用於剪切、衝孔加工 (C)衝床速度慢，常用於彎曲、抽製加工 (D)彎曲加工需考慮回彈角設計。
工業上常用於電路板及食品罐頭摺縫密封的銲接方法為何？ (A)錫銲 (B)銅銲 (C)氬銲 (D)潛弧
銲。
下列何者不是無電電鍍(化學鍍)的優點？ (A)鍍層均勻且孔隙率少 (B)鍍層厚度沒有限制 (C)耐蝕
性比電鍍層佳 (D)可進行複合鍍層。
如圖(一)所示，若使用長度(L)200mm 正弦桿測量錐度 1：5 的工件，則組合塊規高度(H)應為多少 mm？
(A)200 (B)100 (C)80 (D)40。

圖(一)
有關車削加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刀具切邊角 60°較 30°形成的切屑厚 (B)刀具刀鼻半徑愈
大得到的加工表面粗糙度愈小 (C)提高切削速度可明顯降低刀具的切削力 (D)不連續切屑造成的刀
具磨損大都在刀尖後方的刀頂面上。
有關工作機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面銑刀外徑較大適用於臥式銑床 (B)拉刀上前後段刀齒
大小及高度一般皆相同 (C)鑽削鋁合金採用的鑽唇間隙角較鑽削合金鋼小 (D)砂輪磨粒 100 號較 20
號適用於硬材工件磨削。
有關工作機械及螺紋與齒輪製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車床導螺桿導程為 6mm，欲車削導程
為 3mm 之螺紋，如主軸齒輪用 40 齒，則導螺桿齒數為 20 齒 (B)以尾座偏置法車削大小徑分別為 30mm
及 15mm 且錐度長度為 150mm 之錐度工件，則尾座偏置量為 5mm (C)分度頭使用簡式分度法銑削 10
齒的正齒輪，則每銑一齒搖桿曲柄應旋轉 4 圈 (D)無心外圓磨床操作時，調整輪與磨輪間之傾斜角愈
大，則工件進給速度愈小。
有關非傳統加工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粉末冶金的粉粒形狀品質，樹枝狀較球狀結合強度大
(B)鐵基粉末冶金製品若須切削加工，適用水溶性切削劑 (C)壓縮模成形法，塑料置於模具加熱及加
壓成形，主要用於熱塑性塑膠成形 (D)線切割放電加工，原理與放電加工相同，但電極導線通常使用
高速鋼線。
有關非傳統加工及電腦輔助製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電化研磨加工時，工件材料的去除主要
靠磨料切除，次要靠電解作用 (B)數值控制機械的座標軸，C 軸表示繞 X 軸旋轉的轉軸 (C)直線切
削機能(G01)屬於 CNC 程式的輔助機能 (D)化學切胚(化學下料)適合薄板狀材料加工，加工後板片不
會扭曲變形。
有關新興製造技術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晶粒封裝的順序，先黏晶再銲線然後再封膠 (B)摻
雜是在矽基板上的氧化矽層植入摻雜原子 (C)晶圓元件密度不斷增加，線寬也不斷縮小，目前已進步
到微米技術 (D)矽原子有 5 個外層電子，所以電子不能在固體中自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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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機械基礎實習(第 14 至 27 題，每題 2.5 分，共 35 分)
(D)14.

有關手工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小型螺絲起子的規格一般以刀桿直徑大小表示 (B)梅花板
手常使用於內六角螺帽的裝卸工作 (C)鋼錘(硬錘)的規格一般以手柄長度表示 (D)使用扳手拆裝
時，施力方向應拉向操作者較為安全。
(A)15. 以內徑分厘卡進行量測，如圖(二)所示，正確讀值為多少 mm？ (A)12.42 (B)12.84 (C)17.42
(D)17.84。

(D)16.

(D)17.

圖(二)
欲在一工件平面上以組合角尺劃一角度線，劃線分解成下列五個步驟：(1)在工件欲劃線處做記號；
(2)調整組合角尺至所需角度；(3)手壓緊組合角尺貼緊工件，劃線針往劃線方向劃線；(4)將工件、組合
角尺及平板擦拭乾淨；(5)將組合角尺貼緊於工件之基準邊，下列何種操作順序比較合適？ (A)(4)→(5)
→(2)→(3)→(1) (B)(2)→(5)→(1)→(4)→(3) (C)(1)→(2)→(3)→(4)→(5) (D)(4)→(2)→(1)→(5)→(3)。
有關虎鉗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規格以最大可夾持距離表示 (B)鉗口製成齒型紋路的作用為

(C)為增加夾緊工作物的力量，一般可增加套管於手柄上增加力矩 (D)裝置最佳高度約與

增加硬度

操作者手臂彎曲後的手肘同高。

(A)18.

鑽頭鑽削工件的最佳鑽削速度為 12m/min，欲以 20mm 的高速鋼鑽頭鑽削不鏽鋼工件，則主軸轉速約
為多少 rpm？

(A)19.

(A)190 (B)240 (C)750

有關手弓鋸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D)1000。
(A)鋸切時添加切削劑或潤滑油，可避免鋸屑阻塞並提高鋸切

品質 (B)常用的鋸條鋸齒數目規格有 14、18、24、32 齒等四種
一般應用鋸條長度 80%以上進行鋸切

(C)20.
(C)21.

有關螺絲攻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8.8 (B)9.0 (C)9.8 (D)10。

(A)手工螺絲攻一組有三支螺絲攻

(C)順序螺絲攻的第二攻切削負荷最小

(B)螺絲攻是用來製造內

(D)須依序使用三支等徑螺絲攻來攻盲孔。

車床刀具溜座組由兩部份組成，其中那一部份包含有縱向進給手輪、橫向自動進給與縱向自動進給機
構、螺紋切削機構等機構？

(C)23.

(D)鋸切厚板料，鋸片前傾約 10°〜15°可減少鋸切阻力。

欲使用鉸刀鉸削一直徑 10mm 的內孔，需先鑽削直徑多大 mm 的孔？
螺紋的工具

(D)22.

(C)鋸切行程越長，鋸切效率越高，

(A)床鞍(Saddle)

(B)床軌(Rail) (C)床台(Bed) (D)床帷(Apron)。

以砂輪研磨車刀，在檢視砂輪外觀、調整扶料架、調整安全護罩後，尚包括下列五個步驟：(1)開啟電
源啟動砂輪機；(2)清潔砂輪機上的粉塵與切屑；(3)雙手握著待研磨車刀進行研磨；(4)如砂輪片有鈍化
則使用修整器修銳；(5)關閉砂輪機電源，下列何者為五個步驟正確的操作順序？

(3)→(5)
(A)24.

(B)(1)→(3)→(4)→(2)→(5)

(C)(1)→(4)→(3)→(5)→(2)

如圖(三)所示高速鋼外徑車刀的幾何形狀，下列何者為各刃角正確的對應名稱？

(2)切邊角；(3)邊間隙角；(4)前間隙角

(A)(1)→(2)→(4)→

(D)(1)→(2)→(5)→(3)→(4)。
(A)(1)刀端角；

(B)(1)切邊角；(2)刀端角；(3)前間隙角；(4)邊間隙角 (C)(1)

前間隙角；(2)邊間隙角；(3)切邊角；(4)刀端角

(D)(1)邊間隙角；(2)前間隙角；(3)刀端角；(4)切邊角。

圖(三)
外徑車削時，工件直徑變成原來的 2 倍，但車床主軸的轉速維持不變，則新的切削速度會變成原來的
多少倍？ (A)0.5 (B)1 (C)2 (D)4。
(B)26. 某公司生產二類機件，甲類：不需配合機件之公差；乙類：精密規具之公差；配合二種不同公差等級：
第一級：IT01〜IT4；第二級：IT5〜IT10，下列何種選用方式較適合？ (A)甲類：第一級 (B)乙類：
第一級 (C)甲類：第二級 (D)乙類：第二級。

(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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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

一般機械加工程序，從詳閱工作圖、選擇適當尺寸的材料，直到完成製品，尚包括四項工作：(1)決定
加工方法與步驟；(2)檢測與組合；(3)加工基準面；(4)劃線與加工，下列何者為此四項工作的正確順序？
(A)(1)→(2)→(3)→(4) (B)(1)→(3)→(4)→(2) (C)(1)→(2)→(4)→(3) (D)(1)→(4)→(2)→(3)。

第三部份：製圖實習(第 28 至 40 題，每題 2.5 分，共 32.5 分)
(D)28.

有關工程用圖紙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A0 圖紙如須裝訂成冊，則裝訂邊離圖紙左側 10mm
(B)A1 圖紙可裁剪成 5 張之 A3 圖紙 (C)描圖紙厚薄之規格單位為：g/mm2 (D)A 規格圖紙長邊為 b、

短邊為 a，其關係為 b＝a 2 。
(C)29. 有關製圖設備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普通圓規常用於繪製半徑 25〜120mm 之圓或圓弧
(B)鉛筆筆心硬度由大至小次序為 2H、H、F、HB (C)分規結構類似於圓規，其主要用途為畫圓與圓
弧 (D)15 度線可使用一組三角板配合丁字尺繪製而獲得。
(B)30. 有關工程圖之線條交接繪製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
(B)
(C)
(D)

(B)31.

圓錐體工件之長度為 120mm、大端直徑 60mm、小端直徑 40mm，下列何者為正確錐度？ (A)1：8
(B)1：6 (C)1：5 (D)1：4。
(A)32. 有關徒手畫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徒手畫等角圖，先由等角軸線開始繪製 (B)在製造業應用
最廣泛之徒手畫立體圖為二等角圖 (C)徒手繪製圖形與文字時，宜用 2B 或 3B 級鉛筆 (D)徒手繪製
水平與垂直線條時，眼睛應看線之起點。
(C)33. 如圖(四)所示一物體的前視圖和俯視圖(第三角投影法)，下列何者為正確的右側視圖？

(C)34.

(A)

(B)

(C)

(D)

圖(四)
圖(五)所示的工件，有相同表面織構要求的平面共有幾個？

(A)1 (B)4 (C)7 (D)9。

圖(五)
有關剖面視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一個物體以一個切割面為原則，不可同時進行多個剖面產
生多個剖視圖 (B)相鄰兩物體，其剖面線的間隔距離可相同，但繪製方向應相反或不同 (C)移轉剖
面又稱旋轉剖面，乃將剖面原地旋轉 90°後繪出之剖視圖 (D)全剖面視圖僅可應用於對稱物體，非對
稱物體不應使用。
(A)36. 有關習用畫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虛擬視圖應使用假想線繪製，並可於虛擬視圖上標註尺度
(B)習用畫法為共同約定的製圖標準，且須完全遵守投影原理 (C)第三角法中，俯視圖採半視圖表示
時，若前視圖為非剖面視圖，則俯視圖應畫後半部 (D)因圓角而消失的稜線為了呈現原有之輪廓，應
使用粗實線繪製。
(C)37. 圖(六)所示的軸件公差標註，其軸實際直徑為 19.980mm，根據最大實體原理，則允許的中心軸線真直
度公差為多少 mm？ (A)  0.025 (B)  0.035 (C)  0.045 (D)  0.062。

(B)35.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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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

某一軸孔配合如圖(七)所示，下列何者為該配合之最大間隙？
－d (D)e＋f＋c。

(A)a－c＋f＋e (B)b＋c＋f

(C)a＋b

圖(七)
圖(八)
圖(八)為某物體的三視圖(第三角投影法)，則該物體具有幾個單斜面和複斜面？ (A)一個單斜面和一
個複斜面 (B)一個單斜面和二個複斜面 (C)二個單斜面和二個複斜面 (D)二個單斜面和一個複斜
面。
(B)40. 根據 CNS 工程製圖規範，下列各圖的尺度標註，何者正確？
(B)
(A)

(D)39.

(D)

(C)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動力機械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應用力學(第 1 至 2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A) 1.

有一隻螞蟻沿著直尺從初始位置 2cm 處向左移動 5cm，而後再向右移動 8 cm，這隻螞蟻的位移為多少
cm？ (A)3 (B)5 (C)13 (D)15。
(A) 2. 有兩輛機車從 O 點同時出發，如圖(一)所示，若 A 車以 12m/s 之速度朝北行駛，B 車以 8m/s 之速度東
朝北 30°行駛，試問 A 車相對於 B 車之速度方向為何？ (A)北朝西 (B)南朝西 (C)北朝東 (D)東朝
南。

(B) 3.

圖(一)
車輛在平面圓形跑道以固定速率進行定圓運動，那麼車輛在跑道上的任一點所作的運動為何？
(A)等速度運動 (B)變速度運動 (C)拋物線運動 (D)等加速度運動。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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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向量與純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向量具有大小且有方向 (B)純量只有大小而沒有方向
(C)動能與位能皆為純量 (D)質量與重量皆為向量。
(B) 5. 一個同平面力系其合力為零，合力矩不為零，則該力系最終可化簡為何？ (A)一個單力 (B)一個力
偶 (C)一個單力與一個力偶 (D)無任何單力與無任何力偶。
(B) 6. 如圖(二)所示，該組碟式煞車系統中，每塊來令片對碟煞盤施加正向力為 1000N，摩擦係數為 0.25，
若其煞車作用距輪心為 0.2m，試求該組煞車來令片對碟煞盤施加之扭矩為多少 N－m？ (A)50
(B)100 (C)200 (D)400。

(D) 4.

(B) 7.
(D) 8.

(A) 9.
(D)10.
(C)11.
(C)12.
(C)13.

(D)14.

(A)15.

圖(二)
圖(三)
如圖(三)所示，砝碼 D 與砝碼 F 的質量皆為 5kg，若忽略繩索與滑輪重量，並不計摩擦力，試問在力
平衡下，砝碼 E 質量為多少 kg？ (A)5 (B)6 (C)8 (D)10。
若一列火車由靜止出發，開始時以等加速度進行直線運動，15sec 後其速度為 90 m/sec，而後維持等速
度運動，試問從出發至 25sec 這段時間內，此列火車之平均速度為多少 m/sec？ (A)45 (B)51 (C)57
(D)63。
若一具有撓性傳動特性之皮帶輪其有效張力為 150 N，總張力為 1050N，則其緊邊張力 T1 與鬆邊張力
T2 的比值 T1/T2 為何？ (A)4/3 (B)3/2 (C)5/3 (D)5/2。
某一起重機其機械效率為 80%，若藉此起重機以 10sec 的時間，將 300kg 的物品提升 20m，則此起重
機需要輸入的功率為多少 kW？(重力加速度 g＝10m/sec2) (A)1.0 (B)3.6 (C)6.0 (D)7.5。
質量 5kg 之物體放置於水平面上，接觸面之靜摩擦係數為 0.2，若該物體承受一 5N 水平推力，其摩擦
力為多少 N？(重力加速度 g＝10m/sec2) (A)0 (B)1 (C)5 (D)10。
某人在地面上以初速度 10m/sec、仰角 30°的方向拋射一個球體，試求此球體在到達最高點時之速度為
多少 m/sec？(重力加速度 g＝10m/sec2，sin30°＝0.5，cos30°＝0.866) (A)0 (B)5 (C)8.66 (D)10。
在一光滑的平面上，一個質量 2.5kg 的物體，最初以 2m/sec 的速度進行等速直線運動，若受到沿著相
同運動方向 10N 的推力並持續作用 3sec，試問該推力對此物體所作的功為多少焦耳(J)？ (A)60
(B)180 (C)240 (D)360。
一塊重量 1kgw 的壁磚貼於摩天大樓的 50m 處，因受地震影響致使該壁磚掉落地面，若不計空氣阻力
作用，則該壁磚接觸地面瞬間的動能為多少焦耳(J)？(重力加速度 g＝10m/sec2) (A)10 (B)50 (C)100
(D)500。
如圖(四)所示，高度 75cm 的桌面上有一微小球體，以 3cm/sec 速度沿著桌面水平方向被推出桌面，若
不計空氣阻力作用，試問該球體被推出桌面後 0.3sec，此時其距離地面高度為多少 cm？(重力加速度 g
＝10m/sec2) (A)30 (B)45 (C)70 (D)74。

圖(四)
圖(五)
圖(六)
(C)16. 如圖(五)所示，某越野賽車手從高度 4m 斜坡處以仰角 30°的方向進行飛車表演，若其離開斜坡到觸地
時間為 2sec，試求其駛離斜坡時速度為多少 m/sec？(重力加速度 g＝10m/sec2，sin30°＝0.5，cos30°＝0.866)
(A)9 (B)12 (C)16 (D)20。
(B)17. 如圖(六)所示，m1＝25kg，m2＝20kg，若忽略繩索與滑輪重量，並不計摩擦力，當將輕扶 m1 的手迅速
往下移開後，則此時 m2 的加速度大小為多少 m/sec2？(重力加速度 g＝10m/sec2) (A)1.25 (B)2.5
(C)5.0 (D)7.5。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34 動力機械群專業(一)

(A)18.

如圖(七)所示，一個 5kg 的燈飾受到一條繩索 AC 與一根彈簧 AB 所支撐造成力平衡，若該彈簧未變形
時長度為 0.4m，彈性係數 kAB＝433N/m，試求該彈簧於力平衡時長度為多少 m？(重力加速度 g＝
10m/sec2，sin30°＝0.5，cos30°＝0.866) (A)0.6 (B)0.7 (C)0.8 (D)0.9。

圖(七)
(D)19. 如圖(八)所示，m1＝10kg，m2＝10kg，m3＝20kg，斜面傾角為θ，m1、m2 兩物體與斜面間的摩擦係數
為 0.25，若不考慮滑輪與繩索間的摩擦力及其重量，則連結 m3 的繩索張力 T 為多少牛頓(N)？(重力加
速度 g＝10m/sec2) (A)160 (B)175 (C)180 (D)195。

圖(八)
(C)20. 一部從 1 樓上升至 14 樓的電梯，整個運動過程的速度與時間關係如圖(九)所示，一個體重 60 公斤重
的人站在該電梯內的磅秤上，則該磅秤在第 1 秒時與第 5 秒時的讀數分別為 W1 與 W2，試求 W1：W2
為何？(重力加速度 g＝10m/sec2) (A)2：3 (B)1：1 (C)6：5 (D)3：2。

圖(九)

第二部份：引擎原理及實習(第 21 至 4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D)21.

(A)22.

如圖(十)所示，萬能鉗(固定鉗)尾端調整螺絲的作用為何？
夾緊作用 (C)調整萬能鉗施力長度 (D)調整鉗口大小。

(A)當工件夾緊後鎖緊固定 (B)解除工件

圖(十)
某四行程引擎，若 N 代表缸數，S 代表活塞行程，D 代表汽缸直徑，CCV 代表燃燒室容積，此引擎排
氣量可如何表示？

(A)

π 2
D ×S×N
4

(B)(

π 2
D ×S＋CCV)×N
4

(C)(

π 2
D ×S×N)/2
4

(D)[(

π 2
D
4

×S＋CCV)×N]/2。
有關橢圓形活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材質以鑄鐵為主，因其熱膨脹係數較大 (B)活塞裙部製
成橢圓形，以控制活塞膨脹 (C)活塞銷孔方向的直徑最大 (D)衝擊面方向活塞與汽缸的間隙最大，
以利活塞熱膨脹。
(B)24. 在引擎汙染排放上，將排氣門晚關來增加氣門重疊角度，會與下列何種污染防治裝置的作用效果最相
近？ (A)蒸發排放控制裝置 (B)排氣再循環裝置 (C)曲軸箱通風裝置 (D)二次空氣供給裝置。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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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引擎燃油噴射系統中，進氣歧管絕對壓力感知器(MAP)的使用目的與下列何種感知器相同？
(A)大氣壓力感知器 (B)節氣門位置感知器 (C)曲軸位置感知器 (D)空氣流量感知器。
(B)26. 下列哪一種元件不是安裝在電腦控制燃油噴射引擎進氣系統上？ (A)MAP(Manifold Absolute Pressure

(D)25.

Sensor) (B)ECT(Engine Coolant Temperature Sensor) (C)ISC(Idle Speed Control Valve)
(D)TPS(Throttle Position Sensor)。
(D)27. 如圖(十一)中圖(a)所示曲軸銷量測，在 A 處的 X 與 Y 方向量測值相同如圖(b)所示，在 B 處的 X 與 Y
方向量測值分別如圖(b)與圖(c)所示，該曲軸銷的斜差與失圓度分別為多少 mm？ (A)0 , 0.10 (B)0 ,
0.01 (C)0.10 , 0.10 (D)0.01 , 0.01。

(C)28.

圖(十一)
甲生與乙生分別以圖(十二)中圖(a)與圖(b)兩個量錶，進行兩支凸輪軸的彎曲度測量，結果顯示量錶的
指針在圖中 A 與 B 之間擺動，則甲生與乙生所測量的凸輪軸的彎曲度分別為多少 mm？ (A)0.080 ,
0.02 (B)0.040 , 0.01 (C)0.040 , 0.10 (D)0.030 , 0.075。

圖(十二)
(C)29. 進行 OHC 引擎組合時，針對以下零組件：(1)正時鏈條或皮帶；(2)曲軸；(3)活塞總成；(4)汽缸蓋總成；
(5)機油濾網；(6)油底殼，請問組裝這些零組件時之先後順序，下列哪一項正確？ (A)2→3→1→4→5
→6 (B)3→2→1→4→6→5 (C)2→3→5→6→4→1 (D)2→3→4→1→6→5。
2 的螺絲鎖緊扭力為 7kg－m，技師乙說：
(D)30. 如圖(十三)所示修護手冊引擎零件圖，技師甲說：組合時零件○
3 組合時須塗密封膠，技師丙說：零件○
5 組合時須塗機油，鎖緊扭力為 65in－lb，針對技師們的
零件○
說法，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技師是對的，丙技師是錯誤的 (B)乙、丙技師是對的，甲技師是
錯誤的 (C)甲技師是對的，乙、丙技師是錯誤的 (D)乙技師是對的，甲、丙技師是錯誤的。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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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B)32.
(B)33.

(A)34.

(A)35.

(C)36.

(A)37.

(C)38.

(D)39.

(A)40.

油壓調整器對油管內油壓的作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引擎怠速時，真空度大，油壓低 (B)引
擎加速時，真空度降低，油壓會升高 (C)引擎運轉中，將真空管拔掉時，油壓會降低 (D)引擎熄火
狀態，油管會保持一定的殘壓。
一般汽油引擎燃料噴射系統，噴油量多寡是由電腦控制通往噴油嘴電磁線圈的下列哪一項所決定？
(A)脈波頻率 (B)通電時間 (C)通電電流 (D)通電電壓。
有關引擎潤滑系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機油壓力調整閥功用是防止機油泵送出壓力過高
(B)機油濾清器主要功能是過濾機油中的水分及酸鹼性物質 (C)引擎運轉中若機油壓力警示燈亮起，
可能是機油壓力過低 (D)機油尺是用來檢查引擎機油量，其高度應保持在油尺上下限記號間。
有關引擎冷卻系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節溫器上的鉤閥其主要作用是讓引擎水套內空氣排出
(B)節溫器主要功能是提升冷卻水的沸點 (C)引擎運轉中，當水箱蓋上的壓力閥被開啟時，副水箱的
水會流向水箱 (D)水箱壓力試驗器可用來檢測水箱蓋上的真空閥。
若引擎常處於過熱狀態下運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提高進氣容積效率，使引擎輸出馬力升高
(B)混合氣容易發生預燃現象而產生爆震 (C)機油因高溫而黏度降低，造成潤滑效果不良 (D)引擎機
件壽命可能降低。
有關引擎的基本點火正時調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車上進行基本點火正時之檢查與調整時，
所有電器負載需在開啟狀態 (B)檢查基本點火正時，不需要進行引擎溫車 (C)若一廠家規定的基本
點火正時標示為 BTDC10°/700rpm，係表示引擎轉速 700rpm 時，點火位置在上死點前 10 度 (D)面向
皮帶盤，曲軸為順時針旋轉，點火正時記號在正時蓋上的刻度愈往左側表示提前角度愈小。
進行壓縮壓力測試時，下列哪一項操作是正確的？ (A)所有火星塞須全拆下，並在節氣門全開下搖轉
引擎 (B)僅測試缸之火星塞拆下，並在節氣門全開下搖轉引擎 (C)所有火星塞須全拆下，並在節氣
門關閉下搖轉引擎 (D)僅測試缸之火星塞拆下，並在節氣門關閉下搖轉引擎。
有關進行汽缸漏氣試驗操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進行試驗前，引擎須先溫車 (B)進行試驗前，
須拆下欲測試缸火星塞，並安裝試驗器 (C)進行漏氣試驗的汽缸，其活塞是在排氣行程上死點位置
(D)此試驗可檢測進排氣門及氣門座是否磨損或燒蝕。
對於引擎真空測試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正常狀態下，汽油引擎在怠速時之真空值約為 5
〜10cm－Hg (B)在急加速瞬間(節氣門全開瞬間)，引擎真空值會拉高 (C)若進氣歧管內的真空值太
低，不會影響到引擎性能及剎車性能 (D)若怠速時引擎真空值偏低且穩定，有可能是汽缸磨損。
有關動力平衡測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引擎缸數較多者，於測試時其動力損失百分比(轉速變
化率)通常會較低 (B)轉速降低較多之汽缸，表示該缸產生的動力性能較差 (C)要將測試缸的動力消
除，作法是先將該缸的火星塞拆除，然後再進行測試 (D)若某一缸於測試時，引擎轉速無變化，表示
該缸動力正常。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動力機械群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電工概論與實習(第 1 至 2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A) 1.

一碳膜電阻的色環依序是橙橙棕銀，使用數位電表量測時，最可能得到的電阻值是多少？
姆 (B)363 伏特 (C)258 安培 (D)330 庫侖。

(A) 2.

下列何者為可變電容之符號？

(B) 3.

圖(一)為引擎冷卻水溫度感知器電路，感知器電阻 RTHW 在 0℃、20℃、40℃、60℃及 80℃時的電阻分
別為 6kΩ、3kΩ、1.5kΩ、0.6kΩ及 0.3kΩ，若傳給電腦的電壓 VTHW 為 2V 時，則冷卻水溫度會在下
列哪個範圍內？ (A)0℃至 20℃ (B)20℃至 40℃ (C)40℃至 60℃ (D)60℃至 80℃。

(A)

(B)

(C)

(A)310 歐

(D)

圖(一)
(D) 4. 有一 12V/60W 的鎢絲頭燈，常溫未通電狀態下，量測其鎢絲電阻值為 0.2Ω；則接至 12V 電瓶並到達
工作溫度時，鎢絲電阻值最接近下列何者？ (A)0.2Ω (B)0.8Ω (C)1.6Ω (D)2.4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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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5.

下列有關圖(二)電路的電壓方程式，何者滿足克希荷夫電壓定律？ (A)V1－V3＝0 (B)V1＋V2＝VCC
(C)V2＋VBE＋V4＝0 (D)V3＋VBE＋V4＝VCC。

圖(二)
圖(三)
一電阻網路如圖(三)所示，電流 Ix 應為多少？ (A)2A (B)3A (C)4A (D)5A。
有 3 個電阻值相同的電阻器，串聯時總電阻為 A，並聯時總電阻為 B，則 A/B 等於多少？ (A)3 (B)1/3
(C)9 (D)1/9。
(C) 8. 在一磁場中放一通電導線，當磁場與電流方向垂直時，該通電導線將受力而產生運動，最適合描述這
個現象的是下列哪個定則或定律？ (A)佛萊明右手定則 (B)庫侖磁力定律 (C)佛萊明左手定則
(D)法拉第感應定律。
(B) 9. 有關磁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陶瓷與玻璃是常見的磁性物質 (B)每個磁鐵都有 N 極和 S 極
(C)磁力線是開放曲線 (D)磁極具有同性相吸，異性相斥之特性。
(C)10. 圖(四)為磁電式曲軸位置感知器的構造，以數位電表 ACV(交流電壓)檔及 Hz(頻率)檔量測拾波線圈輸
出電壓 v，當引擎轉速增加時，下列何者正確？ (A)ACV 讀數不變，Hz 讀數升高 (B)ACV 讀數不變，
Hz 讀數降低 (C)ACV 讀數升高，Hz 讀數升高 (D)ACV 讀數升高，Hz 讀數降低。

(D) 6.
(C) 7.

圖(四)
(D)11. 一般汽車起動馬達不包括下列何種元件？ (A)定子 (B)轉子 (C)電刷 (D)軸編碼器。
(A)12. 一車用起動馬達當起動時轉速是 10πrad/s，輸出轉矩為 20N－m，此時該馬達的輸出功率為何？
(A)628W (B)314W (C)200W (D)100W。
；有關 RC 交流電路中功率的敘述，下列何者
(B)13. 定義「平均功率」為「在一週期內，瞬時功率之平均值」
正確？ (A)視在功率等於電容 C 的平均功率 (B)有效功率(實功率)等於電阻 R 的平均功率 (C)虛功
率(無效功率)等於電容 C 的平均功率 (D)視在功率等於電阻 R 平均功率及電容 C 平均功率的和。
(A)14. 一交流電路中負載的電流落後其電壓 30°，則此負載可能為下列何者？ (A)電阻與電感串聯 (B)電阻
與電容串聯 (C)純電容 (D)純電感。
(B)15. 圖(五)電路中電源 vS 的電壓為交流 100V，且電源的頻率使得電感及電容的阻抗大小分別為 25Ω及 25
Ω，請問電源電流 iS 的大小為多少？ (A)2/3A (B)1A (C)7.5A (D)9A。

圖(五)
(D)16. 一 RL 串聯交流電路，電源為交流 100V，電阻 R 為 40Ω，功率因數為 0.8，則此電路的總阻抗大小為
多少？ (A)30Ω (B)32Ω (C)72Ω (D)50Ω。
(A)17. 一理想點火線圈的一次側與二次側線圈皆使用相同材質的銅線，且其截面積與電流成正比，二次側線
圈匝數為 15k 匝，跳火時一次側電壓為 300V，二次側電壓為 30kV，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一次
側線圈電阻較小 (B)一次側線圈線徑較小 (C)一次側線圈匝數為 600 匝 (D)一次側線圈匝數為
1500k 匝。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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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一般三相交流發電機中性線的產生，下列何者正確？ (A)將靜子(定子)的三組線圈以Δ方式連
接，再由任兩組線圈的連接點拉出 (B)將轉子的三組線圈以Δ方式連接，再由任兩組線圈的連接點拉
出 (C)將靜子(定子)的三組線圈以 Y 方式連接，再由三組線圈的共接點拉出 (D)將轉子的三組線圈以
Y 方式連接，再由三組線圈的共接點拉出。
(C)19. 一理想變壓器的一次側線圈有 500 匝，二次側線圈有 100 匝，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一次側功率為
220W，則二次側功率為 1100W (B)一次側功率為 1100W，則二次側功率為 220W (C)一次側電流為
10A，則二次側電流為 50A (D)一次側電壓頻率為 60Hz，則二次側電壓頻率為 12Hz。
(D)20. 如圖(六)所示電路，若要量測通過 18Ω電阻之電流，應將數位電表的 10A 插孔及 COM 插孔分別接於
下列何者的 a 點及 b 點？

(C)18.

(A)

(B)

(C)

(D)

圖(六)

第二部份：電子概論與實習(第 21 至 4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D)21.

電路銲接時，欲清潔烙鐵頭上的污垢，下列何種方式最適當？ (A)使用銼刀用力刮除污垢 (B)使用
吸錫器將污垢吸走 (C)將烙鐵頭浸泡水中，使污垢冷卻剝落 (D)將烙鐵頭在沾水的耐熱海綿上擦拭。
(C)22. 想要表達一電路，當開關按下時，發光二極體(LED)會點亮起來，下列電路的接法及 LED 符號，何者
(B)
(C)
(D)
正確？ (A)

(D)23.

有一運算放大器電路如圖(七)，請問其輸出電壓 Vo 為多少？
(D)接近 12V。

(A)－5V (B)5V (C)接近－12V

圖(七)
為了測試一個 NPN 電晶體，把指針型電表撥在 R×1 檔，接電表 COM 孔的黑色測棒固定接觸電晶體
一腳，另以接電表＋孔的紅色測棒輪流接觸其餘兩腳，結果指針都有明顯移動，則與黑色測棒接觸之
接腳為下列何者？ (A)集極 (B)基極 (C)射極 (D)無法判定。
(D)25. 下列電路的邏輯閘輸入 A、B、C 及 D 分別代表汽車 4 個車門是否關妥，0 為已關妥，1 為未關妥；邏
輯閘輸出 Y 則送至警示燈電路，Y＝0 會使警示燈點亮，Y＝1 會使警示燈不亮。若想要當任一車門未
關妥時，警示燈點亮，則要使用下列哪個電路？

(B)24.

(A)
(C)26.

(B)

(C)

(D)

功率增益 AP 之分貝(dB)值公式為：
AP(dB)＝10 log10|AP|
已知某一雙極性接面電晶體小訊號放大電路，其電壓增益 Av 為 500，而電流增益 Ai 為 20，請問其功
率增益之分貝值是多少？ (A)10,000dB (B)4dB (C)40dB (D)8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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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

圖(八)電晶體放大電路於輸入訊號 Vin＝0.1sin 1000tV 時的電壓增益為－20，請問下列 Vin 與輸出訊號
Vout 的關係，何者正確？ (A)若 Vin＝0.1sin 1000tV，則 Vin 與 Vout 相位差為 0 度 (B)若 Vin＝0.1sin
1000tV，則 Vin 與 Vout 相位差為 90 度 (C)若 Vin 為 0.1V 的直流電壓，則 Vout＝0V (D)若 Vin 為 0.1V
的直流電壓，則 Vout 為－2V 的直流電壓。

圖(八)
(B)28. 一標示為 0 至 30V 可調，0 至 3A 可調之直流電源供應器，若分別以 VOLTAGE 及 CURRENT 旋鈕調
至 12V 及 2A，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不論負載大小，輸出電壓及輸出電流分別固定為 12V 及 2A
(B)輸出電壓固定為 12V，輸出電流則隨負載大小而定且不得超過 2A (C)輸出電壓固定為 12V，輸出
電流則隨負載大小而定且需在 2 至 3A 間 (D)輸出電壓及輸出電流均隨負載大小而定，且分別不得超
過 12V 及 2A。
(A)29. 汽車充電系統是由三相交流發電機及二極體所組成，若以單相交流發電機及二極體組成充電系統，則
(B)
(C)
(D)
下列電路何者正確？ (A)

(A)30.

以圖(九)左側之邏輯電路模擬右側之互斥或(XOR)閘，其中閘 1 與閘 2 相同，請問應該是下列哪一種邏
輯閘？ (A)

(B)

(C)

(D)

圖(九)
有一矽質電晶體偏壓電路如圖(十)，請問流過 10kΩ電阻的電流為多少？ (A)1mA (B)4.5mA
(C)8mA (D)0.43mA。
(A)32. 有一理想的運算放大器電路如圖(十一)，當 Vin 端電壓為 1V 時，運算放大器＋端輸入與－端輸入的電
壓差為多少？ (A)0V (B)1V (C)－1V (D)2V。

(D)31.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A)33. 有一運算放大器電路如圖(十二)，使用＋12V 及－12V 電源，當輸入電壓 Vin 為 0.3V 時，輸出電壓 Vout
為多少？ (A)－3V (B)3.3V (C)接近－12V (D)接近＋12V。
(B)34. 使用示波器量測一交流電路中兩元件之電壓，所得波形如圖(十三)，若兩波形的垂直刻度均設定為 5
V/DIV，則下列何者正確？ (A)振幅較小的電壓相位領先較大者 45° (B)振幅較小的電壓相位領先較
大者 90° (C)振幅較小的電壓相位落後較大者 45° (D)振幅較小的電壓相位落後較大者 90°。

圖(十三)
(B)35. 若一最小值為 0V，最大值為 5V，工作週期為 80%，頻率為 1kHz 的方波接至直流電壓表，則電表讀
數為何？ (A)5V (B)4V (C)2.5V (D)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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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6.

圖(十四)電路可將弦波信號轉換成方波信號，其中稽納二極體的稽納電壓為 10V，忽略所有二極體順
向壓降值及流入斯密特觸發器的電流值，若 v1 的波形如圖中所示，則 v2 的波形為何？
(B)
(C)
(D)
(A)

圖(十四)
(C)37. 圖(十五)電路中的電源為交流 12V/60Hz，電容為 4.7mF，電路工作一段時間後，以示波器量測 v 的波
形，應為下列何者？ (A)
(B)
(C)
(D)

(D)38.

圖(十五)
圖(十六)噴射引擎的噴油嘴電路中，引擎控制電腦輸出電壓 v1 不是 0V 就是 5V，當 v1＝5V 期間，以
示波器量測 v2 的波形，結果呈一直線，且為 12V，若僅有電晶體的集極與射極間可能發生故障，則下
列對噴油嘴是否會噴油及原因的判斷，何者正確？ (A)噴油嘴會噴油，因電晶體集極與射極間正常導
通 (B)噴油嘴會噴油，因電晶體集極與射極間有短路故障 (C)噴油嘴不會噴油，因電晶體集極與射
極間有短路故障 (D)噴油嘴不會噴油，因電晶體集極與射極間有斷路故障。

圖(十六)

(A)39.

若矽控整流器(SCR)的電路符號及腳位標示為

(A)
(C)40.

(B)

，則下列何者可表示 SCR 結構？

(C)

(D)

圖(十七)機車用的電容放電式點火電路中，線圈 A 及線圈 B 隨發電機轉動而產生感應電壓，請問下列
何者可控制矽控整流器(SCR)開始導通的時間？ (A)電容放電時的電流 (B)點火線圈的跳火電壓
(C)延時迴路的輸出訊號 (D)線圈 A 感應電壓經二極體整流後的電壓。

圖(十七)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電機與電子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電子學(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C) 1.

若正弦波電壓信號 v(t)＝0.1sin(1000πt)V，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0.05V (C)頻率為 500Hz
(A) 2.

(A)有效值為 0.1V (B)平均值為

(D)時間 t＝0.01 秒時，其電壓值為 0.1V。

下列有關電子伏特(eV)之敘述，何者正確？

(A)為能量單位

(B)為功率單位 (C)為電壓單位

(D)為電阻單位。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41 電機與電子群專業(一)

(C) 3.

假設矽二極體在 25℃時，其順向電壓降為 0.65V，則當溫度上升至 65℃時，其順向電壓降約為何？

(A)0.75V (B)0.65V (C)0.55V (D)0.25V。
單相橋式全波整流電路，若其整流二極體視為理想，則輸出電壓漣波百分率約為何？ (A)121%
(B)48% (C)21% (D)0%。
(B) 5. 有一二極體半波倍壓電路，假設二極體與電容器皆視為理想，輸入交流電源電壓之峰值為 Vm，若要得
N 倍之輸出電壓(N×Vm)，則至少需有幾組的二極體與電容器？ (A)0.5N (B)N (C)2N (D)3N。
(D) 6. 如圖(一)所示之截波電路，若 D1 為理想二極體，則 Vi 與 Vo 之轉移曲線為何？
(B)
(C)
(D)
(A)
(B) 4.

圖(一)
(D) 7. 有關雙極性接面電晶體(BJT)射極(E)、基極(B)、集極(C)特性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寬度：
B＞E＞C (B)寬度：E＞B＞C (C)摻雜濃度比：B＞E＞C (D)摻雜濃度比：E＞B＞C。
(C) 8. 如圖(二)所示之電路，若電晶體之β＝100，VBE＝0.7V，VCE(sat)＝0.2V，則集極電流大小為何？
(A)0.43mA (B)0.92mA (C)9.8mA (D)43mA。

圖( 二)
圖(三)
(A) 9. 如圖(三)所示之放大器電路，MOSFET 之 IDSS＝12mA，夾止電壓(pinch－off voltage)VP＝－2V，其工
作點之 ID＝3mA，則此放大器之小信號電壓增益 Av＝vo/vi 及其輸出電阻 Ro 各約為何？ (A)Av＝7.5，
Ro＝1.25kΩ (B)Av＝12.5，Ro＝1.25kΩ (C)Av＝7.5，Ro＝2.5kΩ (D)Av＝12.5，Ro＝2.5kΩ。
(D)10. 如圖(四)所示之放大器電路，JFET 之 gm＝40mA/V，則此放大器之小信號電壓增益 Av＝vo/vi 約為何？
(A)－0.5 (B)0.5 (C)－1 (D)1。

圖(四)
圖(五)
(B)11. 如圖(五)所示之理想運算放大器(OPA)電路，輸入電壓信號 vs 為對稱方波，且電路操作於未飽和狀態
下，則其輸出電壓 vo 應為何種波形？ (A)突波 (B)三角波 (C)弦波 (D)方波。
(C)12. 如圖(六)所示之電路，欲使電壓增益為－11，且輸入電阻為 30kΩ。則 R1 及 R2 之值各約為何？ (A)R1
＝2.5kΩ，R2＝27.5kΩ (B)R1＝27.5kΩ，R2＝2.5kΩ (C)R1＝30kΩ，R2＝330kΩ (D)R1＝30kΩ，
R2＝2.73kΩ。

圖(六)
圖(七)
(B)13. 如圖(七)所示之電路，已知 V1＝1V，V2＝2V，V3＝4V，則 Vo 為何？ (A)5V (B)7V (C)9V (D)11V。
(D)14. 利用運算放大器及 RC 相移電路來設計振盪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直流供電，產生交流信號輸
出 (B)回授網路之相移為 180 度 (C)迴路增益|βA|≧1 (D)RC 相移形成負回授特性。
(D)15. 有關正回授電路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可增加系統穩定度 (B)可增加系統頻寬 (C)可降
低雜訊干擾 (D)可產生週期性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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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如圖(八)所示之理想振盪器電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vo 之波形為三角波 (B)電路可產生週期性
信號 (C)電容 C 兩端之電壓波形近似三角波 (D)vo 之頻率與電阻 R 及電容 C 有關。

圖(八)
有關 NPN 電晶體共射極組態電路，直流工作點之設計，當輸入適當之弦波電壓信號測試時，則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理想之工作點位置通常設計於負載線之中間 (B)工作點位置若接近截止區時，當
輸入電壓信號波形為負半週時之輸出信號波形會失真 (C)工作點位置在負載線之中間時，輸出電壓信
號波形與輸入電壓信號波形反相 (D)工作點位置若接近飽和區時，會使得輸出電壓信號波形之正半週
發生截波失真。
(C)18. 如圖(九)所示之電路，若 VCC＝12V，RC＝1kΩ，β＝100，VBE＝0.7V，電晶體飽和電壓 VCE(sat)＝0.2V，
vi 為 5V 電壓，則此電路操作於飽和區時之最大電阻 RB 約為何？ (A)18.2kΩ (B)26.5kΩ (C)36.4k
Ω (D)42.2kΩ。

(D)17.

圖(九)
(B)19. 下列有關 BJT 放大器小信號模型分析之敘述，何者正確？ (A)輸入耦合電容應視為開路 (B)混合π
模型之 rπ參數可由直流工作點條件求出 (C)T 模型之 re 無法由直流工作點條件求出 (D)射極旁路電
容應視為斷路。
(C)20. 如圖(十)所示操作於作用區(active region)之電路，若 RB1＝120kΩ，RB2＝60kΩ，RE＝1kΩ，β＝119，
π模型參數 rπ＝1.25kΩ，則交流輸入電阻 Ri 約為何？ (A)18.2kΩ (B)24.3kΩ (C)30.1kΩ
(D)36.5kΩ。

圖(十)
圖(十一)
如圖(十一)所示操作於作用區之電路，若工作點之基極電壓 VB＝2.2V，VBE＝0.7V，熱電壓(thermal
voltage)VT＝25mV，RE＝1kΩ，RC＝3.3kΩ，β＝119，則電壓增益 vo/vi 約為何？ (A)－196.4
(B)－168.8 (C)－141.2 (D)－121.4。
(A)22. 一理想三級串級放大器電路，第一級電壓增益為－100，第二級放大器電壓增益為 20dB，第三級放大
器電壓增益為 10dB。則此放大器之總電壓增益為何？ (A)70dB (B)50dB (C)10dB (D)－10dB。
(C)23. 如圖(十二)所示操作於作用區之電路，若直流偏壓電流 IE＝1.25mA，熱電壓 VT＝25mV，β＝150，負
載喇叭阻抗 RL＝30Ω，則電壓增益 vo/vi 約為何？ (A)－149 (B)－14.9 (C)14.9 (D)149。

(A)21.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如圖(十三)所示之 JFET 電路，VDD＝12V，RG1＝600kΩ，RG2＝120kΩ，RD＝4.7kΩ，RS＝3kΩ，若汲
極電壓 VD＝6V，則 G、S 兩端之電壓 VGS 約為何？ (A)－1.83V (B)－0.64V (C)0.24V (D)1.22V。
(B)25. 如圖(十四)所示之增強型 MOSFET 電路，其臨界電壓(threshold voltage)VT＝2.25V，參數 K＝0.8mA/V2，
VDD＝15V，RG1＝900kΩ，RG2＝300kΩ，RD＝3.3kΩ，則 VDS 約為何？ (A)10.14V (B)9.06V (C)7.56V
(D)4.12V。

(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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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基本電學(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A)26.

如圖(十五)所示之電路，若所有電容之初值電壓皆為零，開關與電容皆視為理想，Ca 為 0〜10μF 之可
變電容器。若將 Ca 調整在 4μF，開關 SW 打開時 Vab＝40V，而開關 SW 閉合時，Vab＝80V。當開關
SW 閉合狀態下，若欲使 Vab 與 Vbc 相同，則電容 Ca 之值應調整為多少μF？ (A)8 (B)4 (C)2 (D)1。

圖(十五)
圖(十六)
圖(十七)
(A)27. 如圖(十六)所示之平行板電容器 C，已知兩極板之面積為 10m2，間距 d＝1mm，介質相對介電係數εr
＝100/8.85。若此電容器初始儲能為零，則當開關 SW 閉合後 0.1 秒時，電容器兩極板間之電場強度(V/m)
約為何？(e  2.718) (A)6320 (B)3680 (C)2880 (D)1440。
(C)28. A、B 兩線圈相鄰放置，線圈 A 有 800 匝，線圈 B 有 1000 匝。控制線圈 A 之電流在 1 秒內線性增加
10A，使得線圈 B 之磁通量因而由 0.8Wb 線性增加至 0.9Wb，則線圈 B 之互感應電勢大小為何？
(A)1000V (B)800V (C)100V (D)10V。
(D)29. 若流經一理想電感器的電流為一脈動直流電流，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感器沒有儲存能量
(B)電感器兩端之感應電壓恆為零 (C)電感器兩端之感應電壓恆為正 (D)電感器兩端之感應電壓可能
為正或負。
(A)30. 如圖(十七)所示之電路，電路之時間常數為τ，若電容之初值電壓為零，在 t＝0 時將開關 SW 切入位
置 1，並在 t＝5τ時，再將開關 SW 切回位置 2。則 t＝0 之後 vR(τ)＋vC(τ)＋vR(6τ)＋vC(6τ)之值為
何？ (A)E (B)0.5E (C)0.368E (D)0.144E。
(B)31. 如圖(十八)所示之電路，開關 SW 閉合一段時間達穩態後，在 t＝0 時將開關 SW 切離，則切離瞬間電
感器兩端之電壓 vL 為何？ (A)10V (B)20V (C)40V (D)50V。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C)32. 有一 60 Hz 之弦波電壓源，當 t＝100/9 毫秒時電壓達到最小值－110V，則當 t 為下列何者時，此電壓
源之瞬間電壓為零？ (A)0 秒 (B)1/115 秒 (C)1/144 秒 (D)1/181 秒。

(B)33.

如圖(十九)所示之電路，若 v(t)＝20 2 sin(5t)V，則電路總電流 i(t)為何？ (A)2sin(5t＋45°)A

(B)2sin(5t－45°)A (C)2 2 sin(5t－45°)A (D)2 2 sin(5t＋45°)A。
(C)34. 如圖(二十)所示之電路，若 R、XL、XC1、XC2 之阻抗值皆為 2Ω，則電路中電感抗 XL 兩端之電壓大小
為何？ (A)5V (B)15V (C)20V (D)30V。
(A)35. 如圖(二十一)所示之電路，已知電路之功率因數為 0.6，XL＝6Ω，則電路之 R 為何？ (A)8Ω (B)12
Ω (C)15Ω (D)18Ω。

圖(二十一)

(D)36.

圖(二十二)

有一交流電源 v(t)＝100 2 sin(377t－10°)V 供應某負載，若負載電流 i(t)＝10 2 sin(377t＋50°)A，則
此負載的平均功率 P 及虛功率 Q 分別為何？ (A)P＝1000W，Q＝500VAR(電感性) (B)P＝1000W，Q
＝866VAR(電感性) (C)P＝500W，Q＝500VAR(電容性) (D)P＝500W，Q＝866VAR(電容性)。

如圖(二十二)所示之 RLC 負載電路，若 v(t)＝100 2 sin(377t)V，負載 R＝6Ω，XL＝8Ω，XC＝5Ω，
則負載的平均功率 P 與虛功率 Q 分別為何？ (A)P＝600W，Q＝1200VAR(電容性) (B)P＝866W，Q
＝1600VAR(電容性) (C)P＝600W，Q＝600VAR(電感性) (D)P＝866W，Q＝866VAR(電感性)。
(C)38. RLC 串聯電路，當電路發生諧振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路之消耗功率為最小 (B)若 L/C 為
定值時，當電路電阻愈大，則頻率響應愈好，選擇性愈佳 (C)若電路電阻為定值時，當 L/C 之比值愈
大，則電感器元件之端電壓會愈大 (D)當電路之工作頻率大於諧振頻率時電路呈電容性。
(B)39. 有一 RLC 並聯電路，並接於 v(t)＝10sin(1000t)V 之電源，已知 R＝5Ω，C＝20μF，欲使電源電流得
到最小電流值，則電感 L 應為何？ (A)5mH (B)0.05H (C)0.5H (D)0.8H。

(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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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

(D)41.

(C)42.
(D)43.

(A)44.

(C)45.

(B)46.

(B)47.

(A)48.

有一 RLC 串聯諧振電路，接於交流電源，若此電路的諧振頻率為 1kHz，頻帶寬度為 50Hz，當電路於
截止頻率時之平均消耗功率為 500W，則電路在諧振時之平均消耗功率為何？ (A)250W (B)500W
(C)1000W (D)2000W。
有一三相平衡電源，當接至平衡三相 Y 接負載時，負載總消耗功率為 1600W，若外接電壓與負載每相
阻抗不變之下，將負載改為Δ連接，且負載仍然能正常工作，則負載總消耗功率為何？ (A)1600W
(B)2400W (C)3200W (D)4800W。
在一均勻電場中，將一基本電荷由 a 點移至 b 點需作功為 2 電子伏特(eV)，若 a 點電位為 2.5V，則 b
點電位為何？ (A)1.5V (B)3V (C)4.5V (D)6V。
在一均勻電場中，若要在 0.05 秒內將一基本電荷由 a 點等速移至 b 點，其中 a 點電位為 10V，b 點電
－
位為 20V，且 a、b 相距 5 公分，則所需之力和功率各為何？ (A)1.6 牛頓，1.6 瓦特 (B)1.6×10 19
－19
－17
－17
牛頓，1.6×10 瓦特 (C)3.2 牛頓，3.2 瓦特 (D)3.2×10 牛頓，3.2×10 瓦特。
有一內裝 10 公升水之電熱水器，額定規格為 100V/10A，水溫為 10℃，若以額定送電加熱 60 分鐘後，
則水溫變為幾℃和消耗多少度電？ (A)96.4℃，1 度電 (B)96.4℃，5 度電 (C)86.4℃，5 度電
(D)86.4℃，1 度電。
如圖(二十三)所示之電路，當開關 SW 打開(off)時之 a、b 兩端電壓 Vab(off)與 SW 閉合(on)時之 a、b 兩
端電壓 Vab(on)之關係為何？ (A)Vab(off)＝12Vab(on) (B)Vab(off)＝4.5Vab(on) (C)Vab(off)＝Vab(on) (D)Vab(off)
＝0.5Vab(on)。

圖(二十三)
如圖(二十四)所示之電路，則 E 和 I 之值各為何？
(D)54V，36A。

圖(二十四)
如圖(二十五)所示之電路，則 I1 與 I2 之關係為何？

(A)36V，54A (B)36V，36A (C)54V，54A

(A)I1＝12I2 (B)I1＝6I2

(C)I1＝3I2 (D)I1＝I2。

圖(二十五)
如圖(二十六)所示之電路，則由 a、b 兩端看入之戴維寧等效電路之電壓 Eth 和電阻 Rth 各為何？ (A)Eth
＝－18V，Rth＝10Ω (B)Eth＝24V，Rth＝10Ω (C)Eth＝－18V，Rth＝24Ω (D)Eth＝24V，Rth＝24Ω。

圖(二十六)
(D)49. 如圖(二十七)所示之電路，若於 a、b 兩端接 24Ω之負載，則此負載消耗之功率為何？
(B)48.5W (C)62.8W (D)73.5W。

(A)50.

(A)36.0W

圖(二十七)
圖(二十八)
如圖(二十八)所示之電路，求 Rx 為多少時可由電源獲得最大功率及所獲得的最大功率 Pmax 為何？
(A)Rx＝4Ω，Pmax＝100W (B)Rx＝10Ω，Pmax＝100W (C)Rx＝4Ω，Pmax＝120W (D)Rx＝10Ω，Pmax
＝1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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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電工機械(第 1 至 20 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C) 1.

(D) 2.

(D) 3.

(A) 4.
(B) 5.

(B) 6.

(C) 7.
(A) 8.
(A) 9.

(B)10.

(A)11.

(D)12.

(C)13.

(D)14.

(B)15.

有甲、乙及丙三個截面積及磁路長度都一樣的環形鐵心材料，其中相對導磁係數分別為μr ,甲＝3000、
μr ,乙＝4000 及μr ,丙＝5000。若三個鐵心材料都施加一樣大小的磁動勢，在未飽和情形下，何者的磁通
量最大？ (A)甲鐵心 (B)乙鐵心 (C)丙鐵心 (D)三者一樣大。
某 8 極直流發電機，當電樞繞成單分疊繞，其感應電勢為 200V、電樞電流為 150A。在電樞導體數固
定下，若改成雙分波繞，則感應電勢及電樞電流分別為何？ (A)50V、600A (B)100V、300A
(C)300V、100A (D)400V、75A。
有 A、B 兩部直流分激發電機作並聯供電一負載，A 機之電樞電阻為 0.1Ω、磁場電阻為 110Ω、無載
感應電勢為 235.5V；B 機之電樞電阻為 0.05Ω、磁場電阻為 220Ω、無載感應電勢為 227.4V，則並聯
端電壓在 220V 時之負載功率為何？ (A)40kW (B)48kW (C)60kW (D)66kW。
下列直流發電機，在正常轉速下，何者在無載時不能成功建立感應電勢？ (A)串激式 (B)分激式
(C)他(外)激式 (D)複激式。
某一直流電機在轉速 600rpm 時，其渦流損為 400W，假設將轉速升高且磁通量增加為原來的 1.1 倍，
此時的渦流損若為 1936W，則此時直流電機的轉速為何？ (A)900rpm (B)1200rpm (C)1800rpm
(D)2400rpm。
某一直流分激發電機之電樞電阻為 0.05Ω，轉速為 1500rpm，端電壓為 240V，電樞電流為 200A。今
400
改為電動機使用，若端電壓不變，電樞電流變為原來的一半，則電動機的轉矩約為何？ (A)
牛
π
500
600
1000
頓－米 (B)
牛頓－米 (C)
牛頓－米 (D)
牛頓－米。
π
π
π
有一額定容量為 1200kVA 之單相變壓器，滿載時銅損為 100kW，鐵損為 25kW，若此變壓器最大效率
為 0.9，則在最大效率下之負載功率因數為何？ (A)0.85 (B)0.80 (C)0.75 (D)0.70。
某單相變壓器，若二次側的滿載電壓為 220V，且電壓調整率為 5%，則二次側的無載電壓為何？
(A)231V (B)213V (C)123V (D)77V。
如圖(一)所示之理想變壓器電路，若變壓器匝數比 N1：N2＝1：3，則電壓 VL 為何？ (A)720V (B)600V
(C)480V (D)360V。

圖(一)
有 A 及 B 兩台額定電壓相等的變壓器，A 之額定容量為 160kVA，其百分率阻抗為 6%；B 之額定容量
為 240kVA，其百分率阻抗為 3%，且兩變壓器之等效電阻與等效電抗之比值相等。若將兩變壓器並聯
運轉供應 300kVA 的負載，則變壓器 A 及 B 的分配負載量 SA 及 SB 分別為何？ (A)SA＝65kVA，SB＝
235kVA (B)SA＝75kVA，SB＝225kVA (C)SA＝100kVA，SB＝200kVA (D)SA＝105kVA，SB＝195kVA。
有一部三相 6 極、380V、60Hz 之感應電動機，在滿載運轉條件下，若轉子轉速為 1140rpm，滿載轉子
銅損為 300W，機械損為 200W，則該電動機之軸端輸出功率為何？ (A)5500W (B)5800W (C)6000W
(D)6500W。
有一部三相 12 極、220V、60Hz、10 馬力之感應電動機，在滿載運轉條件下，已知其機械損為 140W，
滿載轉子銅損為 400W，則該電動機之滿載轉子轉速為何？ (A)450rpm (B)500rpm (C)530rpm
(D)570rpm。
下列有關三相繞線式感應電動機轉子繞組外加電阻之敘述，何者正確？ (A)外加電阻越大，效率越高
(B)外加電阻越大，起動電流越大 (C)改變外加電阻可以改變轉速 (D)改變外加電阻可以提高最大轉
矩。
下列有關分相式單相感應電動機定子主繞組與輔助繞組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主繞組匝數較少，線
徑較細 (B)為避免輔助繞組於運轉時燒毀，因此其匝數較多，線徑較粗 (C)輔助繞組因其匝數較多，
故置於線槽底部 (D)輔助繞組之電流相位超前主繞組電流相位。
電容起動式單相感應電動機的輔助繞組與電容器串聯後，再與離心開關串聯，其主要目的為何？
(A)提高起動電流 (B)提高起動轉矩 (C)提高運轉速度 (D)防止主繞組燒毀。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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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

下列有關三相同步發電機無載飽和特性曲線之敘述，何者正確？ (A)為發電機在飽和激磁電流下，轉
速與輸出端短路電流之關係曲線 (B)為發電機在飽和激磁電流下，轉速與輸出端開路電壓之關係曲線
(C)為發電機在額定轉速下，激磁電流與輸出端短路電流之關係曲線 (D)為發電機在額定轉速下，激
磁電流與輸出端開路電壓之關係曲線。

(A)17.

有一部三相 4 極、220 3 V、60Hz、Y 接之隱極式同步發電機，其每相同步電抗為 10Ω，電樞電阻可

忽略。若發電機在額定電壓下供應一負載，並得知每相感應電勢為 260V，功率角為 30°，則此時發電
機之三相輸出功率為何？ (A)8580W (B)14280W (C)14861W (D)25669W。
(C)18. 一部三相同步電動機之軸端連接一固定機械負載且運轉於欠激磁下，此時將激磁電流由小至大改變，
則有關此同步電動機電樞電流及功率因數之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樞電流將由大變小，達
到最低值時再變大；功率因數將由超前變為滯後 (B)電樞電流將由小變大，達到最高值時再變小；功
率因數將由滯後變為超前 (C)電樞電流將由大變小，達到最低值時再變大；功率因數將由滯後變為超
前 (D)電樞電流將由小變大，達到最高值時再變小；功率因數將由超前變為滯後。

(B)19.

一部三相 12 極、220 3 V、60Hz、Y 接之同步電動機，其每相同步電抗為 5Ω，電樞電阻可忽略。若
此同步電動機外加額定電壓，並調整其激磁電流讓電樞電流與相電壓同相位，此時測得電樞電流為 44

A，則電動機電樞之每相反電勢為何？ (A)200 2 V (B)220 2 V (C)240 2 V (D)260 2 V。
(C)20. 有一可變磁阻型步進電動機，其定子繞組為三相激磁，若轉子之步進角度為 7.5°，則轉子齒數為何？
(A)32 (B)24 (C)16 (D)8。

第二部份：電子學實習(第 21 至 35 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A)21.

電源線路、電動機具或變壓器等電器設備因過載、短路或漏電所引起之火災，在電源未切斷時，不適
合使用下列何種裝置滅火？ (A)泡沫滅火器 (B)ABC 乾粉滅火器 (C)BC 乾粉滅火器 (D)二氧化碳
滅火器。
(C)22. 如圖(二)所示之理想二極體電路，在正常工作下，則 vab 之最大值為何？ (A)Vm (B)2Vm (C)3Vm
(D)4Vm。

圖(二)
(A)23. 使用指針型三用電表判別 NPN 電晶體接腳時，若已知基極接腳，將電表撥至歐姆檔×1k，以手指接觸
基極與假設的集極，再以電表黑棒及紅棒交替接觸量測集極和射極。當電表指針大幅度偏轉(低電阻)
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黑棒接觸的接腳為集極 (B)黑棒接觸的接腳為射極 (C)紅棒接觸的接
腳為集極 (D)無法判別接腳。
(D)24. 如圖(三)所示之理想二極體電路，vi 頻率為 1kHz，時間常數 RC＞10ms，則輸出電壓 vo 的最大值 vo(max)
和最小值 vo(min)分別為何？ (A)vo(max)＝7 V，vo(min)＝1V (B)vo(max)＝3V，vo(min)＝－3V (C)vo(max)＝
0V，vo(min)＝－6V (D)vo(max)＝－1V，vo(min)＝－7V。

(B)25.

圖(三)
如圖(四)所示之整流電路及輸入與輸出波形，經檢測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路 (B)D2 或 D4 故障開路 (C)D1 或 D3 故障開路 (D)D3 及 D4 皆故障開路。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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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1 及 D2 皆故障開

(C)26.

如圖(五)所示之電路，若電晶體之切入電壓 VBE＝0.7V，VCE(sat)＝0.2V，β＝100，則 IC 為何？ (A)0mA
(B)2.5mA (C)4.9mA (D)9.3mA。

圖(五)
圖(六)
(B)27. 如圖(六)所示之電路，R1＝10kΩ，R2＝5kΩ，RE＝3.3kΩ，若電晶體之切入電壓 VBE＝0.7V，熱電壓
VT＝25mV，β＝99，則輸入阻抗 Zi 約為何？ (A)5kΩ (B)3.3kΩ (C)1.67kΩ (D)25Ω。
(D)28. 如圖(七)所示之電路，R1＝20kΩ，R2＝10kΩ，RC＝2.5kΩ，RE＝3.3kΩ，若電晶體之切入電壓 VBE＝
0.7V，熱電壓 VT＝25 mV，β＝99，則電壓增益 vo/vi 約為何？ (A)1 (B)25 (C)50 (D)100。

圖(七)
圖(八)
(D)29. 如圖(八)所示之放大器電路，實驗時若改變 R4 電阻值，且兩電晶體都維持在作用區工作，則下列何者
不會改變？ (A)電壓增益 vo1/vi (B)電壓增益 vo/vi (C)電流增益 io/ii (D)輸入阻抗 Zi。
(A)30. 如圖(九)所示之電路，當開關(SW)閉合且 VGG 由 0V 逐漸調到 4V 時，ID 將逐漸降到 0 安培；當 SW 切
開時 ID＝4mA；則當 SW 閉合且 VGG＝2V 時，ID 為何？ (A)1mA (B)2mA (C)4mA (D)8mA。

圖(九)
圖(十)
(C)31. 如圖(十)所示之放大器電路，VDD＝12V，JFET 之截止電壓 VGS(off)＝－2V，IDSS＝3 mA，汲源極交流等
效電阻 rd＝∞，汲極直流偏壓電流 ID＝0.9 mA；若輸入小訊號 vi 為峰對峰值 50mV 之弦波時，量測得
vo 之峰對峰值為 300mV，則 RD 值約為何？ (A)1.74kΩ (B)2.53kΩ (C)3.64kΩ (D)4.72kΩ。
(B)32. 如圖(十一)所示之理想運算放大器電路，則 Vo 為何？ (A)－9V (B)－3V (C)6V (D)9V。

圖(十一)

(C)33.

圖(十二)

圖(十三)

如圖(十二)所示之理想運算放大器電路，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路工作如同積分器

(B)當 vi 的頻率 f

1
時，電
2πR SC

1
時，電路工作如同積分器 (C)當 vi 的頻率 f
2πR SC

1
時，電路工作如同微分器 (D)當 vi 的頻率 f
2πR SC
(B)34.

(A)當 vi 的頻率 f

1
時，電路工作如同非反相放大器。
2πR SC

如圖(十三)所示之電路，運算放大器之輸出正、負飽和電壓分別為＋10V 和－10V，假設 vo 轉態之下臨
限(界)電壓為 2.6V，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R1＝6kΩ (B)上臨限電壓為 4.6V (C)遲滯電壓為 4V
(D)vi＝6V 時，vo＝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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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

如圖(十四)所示之振盪電路，兩運算放大器之輸出正、負飽和電壓分別為＋15V 與－15V，電路在正常
工作下，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vo 為頻率 10 Hz 之三角波 (B)vo 為頻率 10 Hz 之方波 (C)vo 之
最大值為 9V (D)vo 之最小值為－12V。

圖(十四)

第三部份：基本電學實習(第 3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B)36.

關於直流電流的量測，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電流表使用時必須與待測負載串聯 (B)應選用直流
電流表，不須考慮其極性 (C)電流表的選用，其內阻愈小愈佳 (D)測量時電流表的滿刻度值必須大
於待測值。

(D)37.

如圖(十五)所示之實驗電路，其中 及
為電流表， 及 為電壓表，且各有其指示值。當開關 S
閉合，各電表有新的指示值(與開關閉合前的指示值不同)，則各電表指示值在開關閉合前後的變化如
何？ (A)

的指示值變小

(B)

的指示值變大

(C)

的指示值變小

(D)

的指示值變小。

圖(十五)

(C)38.

有三個電路如圖(十六)所示，其中○
A 為電流表。若(a)電路的電流表指示值為 1A；改接成(b)電路後，
其電流表指示值為 3A；再改接成(c)電路，則其電流表指示值為何？

(A)4A (B)3A

(C)2A (D)1A。

圖(十六)
(A)39. 如圖(十七)所示，以電壓表測得 a、b 兩端的電壓為 12V，以電流表接於 a、b 兩端時的指示值為 3A。
現若將一 4Ω的電阻接於 a、b 兩端，則此電阻兩端電壓及消耗功率大小為何？ (A)6V、9W (B)6V、
12W (C)9V、9W (D)9V、12W。
圖(十七)
(C)40. 關於導線連接的絕緣處理，PVC 電線使用 PVC 絕緣膠帶纏繞連接部分，使與原導線之絕緣相同，纏
繞時以 PVC 絕緣膠帶寬度二分之一重疊交互纏繞，且須掩護原導線之絕緣外皮多少 mm 以上？ (A)5
(B)10 (C)15 (D)20。
(D)41. 為了防止感電事故，住宅的浴室插座分路須裝設下列何種漏電斷路器？ (A)額定感度電流 50mA、動
作時間 0.5 秒以內 (B)額定感度電流 50mA、動作時間 0.1 秒以內 (C)額定感度電流 30mA、動作時
間 0.5 秒以內 (D)額定感度電流 30mA、動作時間 0.1 秒以內。
(B)42. 如圖(十八)所示為單相三線式配線，若中性線 n 斷線(×表示斷線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燈
泡 A 及燈泡 B 持續發亮 (B)燈泡 A 及燈泡 B 不再發亮 (C)燈泡 A 持續發亮、燈泡 B 不再發亮
(D)燈泡 A 不再發亮、燈泡 B 持續發亮。

圖(十八)
關於接地系統的接地極裝設，若以鐵管或鋼管作接地極，其內徑應在多少 mm 以上？ (A)19 (B)16
(C)13 (D)11。
(A)44. 使用 LCR 表量測一標示為 102 J 之陶瓷電容器，量測前已將電容器放電完畢，則可能的量測值為何？
(A)1020pF (B)102pF (C)10.2μF (D)1.02μF。

(A)43.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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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5.

如圖(十九)所示之電路，VB＝12V，R1＝R2＝2kΩ及 R3＝1kΩ，C＝1μF，C 之初始電壓為 0，t＝0 s
時開關閉合，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電路之充電時間常數為 1ms

6V (C)t＝1s 時，流過 R2 電流約為 1mA

(B)t＝1s 時，電壓 vC(t)約為

(D)t＝0s 時，流過 R3 電流約為 1mA。

圖(十九)

(B)46.

如圖(二十)所示之電路，R＝1kΩ、L＝100mH、C＝0.1μF，電壓源有效值為 10V，當電路諧振時，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效值為 0A

(A)諧振頻率為 10kHz

(B)電壓源流出之電流有效值為 10mA (C)流過 C 之電流

(D)流過 L 之電流有效值為 1mA。

圖(二十)
(C)47. 利用二只單相瓦特表量測一交流 220V 三相三線負載，若接線無誤，二只瓦特表讀值均為 508W，則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該負載之有效功率為 508W (B)該負載之功率因數為 0.866 (C)該負載之無效
功率為 0VAR (D)該負載之有效功率為 1524W。
(D)48. 下列對於間接加熱式電鍋之敘述，何者錯誤？ (A)煮飯電熱線由溫度自動開關控制 (B)其溫度自動
開關可用雙金屬材料製成 (C)煮飯電熱線產生電功率會大於保溫電熱線產生之電功率 (D)煮飯電熱
線之電阻會大於保溫電熱線之電阻。
(D)49. 如圖(二十一)之交流三相感應馬達控制電路圖，其中 GL 為綠色指示燈、RL 為紅色指示燈、BZ 為蜂
鳴器、MC 為電磁接觸器、TH－RY 為積熱電驛與 F1，F2 為保險絲，在正常運轉情形下，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若馬達過載使 TH－RY 動作後 RL 燈亮 (B)馬達運轉時按下 OFF 按鈕後 RL 燈亮
(C)馬達運轉時 BZ 會響 (D)ON 按鈕並聯一 MC 之 a 接點，此電路稱為自保持電路。

(C)50.

圖(二十一)
下列有關 61F－G1 液位控制器的電極棒式液位控制系統之敘述，何者正確？ (A)接點 E1'、E2'及 E3'
為給水源之水位偵測電極棒接點，E1'電極棒是偵測低水位 (B)接點 E1、E2 及 E3 為給水源之水位偵
測電極棒接點，E2 電極棒是偵測低水位 (C)接點 E1、E2 及 E3 為水塔之水位偵測電極棒接點，E2 電
極棒是偵測低水位 (D)接點 E1'、E2'及 E3'為水塔之水位偵測電極棒接點，E1'電極棒是偵測低水位。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數位邏輯(第 1 至 13 題，每題 2 分，共 26 分)
(A) 1.

十六進制數值 1C9(16)，其加三碼(Excess－3 Code)為下列何者？ (A)011110001010(XS－3)
(B)110001110011(XS－3) (C)010001111100(XS－3) (D)010011111100(XS－3)。
(A) 2. 時序圖(一)中 ABC 為輸入邏輯信號，X 為經一邏輯閘運算後的輸出，則該邏輯閘應為下列何者？

(A)

(B)

(C)

(D)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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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

請從下列邏輯閘的輸入和輸出邏輯值關係圖中，判斷下列哪個邏輯閘運算正常？
(B)
(C)
(D)
(A)

(D) 4.

布林代數表示式 AB＋( A ＋ B )C＋AB 簡化後結果為下列何者？
(D)AB＋C。

(D) 5.

布林代數表示式 A＋BC＋CD＋BC ＝X，下列何者為其積之和(SOP)的最簡式？

(A)AB (B)AB＋ C

(C) AB ＋C

(A)X＝A B ＋CD

(B)X＝A B C＋CD (C)X＝ A BC＋D (D)X＝ A B＋BC。
(B) 6. 布林代數表示式 A＋BC，若再使用卡諾圖簡化，可表示為下列何者？ (A)BC＋ A

(B)CB＋A

(C) B C＋A (D)B C ＋ A 。
(C) 7. 並列加法器電路及其輸入邏輯值如圖(二)，經一段運算時間後其輸出Σ4Σ3Σ2Σ1 結果應為下列何者？
(A)Σ4Σ3Σ2Σ1＝1110 (B)Σ4Σ3Σ2Σ1＝1010 (C)Σ4Σ3Σ2Σ1＝1100 (D)Σ4Σ3Σ2Σ1＝1000。

圖(二)
(C) 8. 圖(三)為已接妥電源的 IC 7447 七段顯示解碼器電路，輸入信號 A0 A1 A2 A3 時序如圖(三)左側波形，於
時間 t0 t1 t2 t3 t4 t5 t6 t7 該七段顯示器顯示的數字分別對應為 S0 S1 S2 S3 S4 S5 S6 S7，則 S0 至 S7 應為下列何
者？ (A)8 8 8 8 8 8 8 8 (B)0 0 0 0 0 0 0 0 (C)0 1 6 9 4 4 4 8 (D)0 8 6 9 2 2 2 1。

圖(三)
(C) 9. 圖(四)電路屬於下列何種類型的暫存器？ (A)串列輸入串列輸出(SISO)
(C)並列輸入並列輸出(PIPO) (D)並列輸入串列輸出(PISO)。

(B)串列輸入並列輸出(SIPO)

圖(四)
圖(五)
圖(五)為邊緣觸發 JK 正反器，當 CLK 輸入適當準位之 10kHz 方波，則輸出 Q 信號應為下列何者？
(A)一直為邏輯 1 (B)一直為邏輯 0 (C)10kHz 方波 (D)5kHz 方波。
(C)11. 下列有關組合邏輯電路之敘述何者錯誤？ (A)解多工器(Demultiplexer)可利用解碼器(Decoder)來實現
(B)解多工器(Demultiplexer)又稱為資料分配器(Data Distributor) (C)若編碼器(Encoder)有 m 條輸入線
與 n 條輸出線，則該編碼器可稱為 m 對 n 編碼器，其中 m≧2n (D)多工器(Multiplexer)可由數個輸入
線中選擇一組輸入信號傳送至輸出端，又稱為資料選擇器(Data Seletor)。
(A)12. 圖(六)電路為使用 JK 正反器組成之計數器，若 D2 D1 D0 的初始狀態為 001 且 CLK 適當觸發，則輸出
序列(D2 D1 D0)以十進制數值表示為下列何者？ (A)1→4→3→5→7→6→… (B)1→3→5→7→4→2
→… (C)1→6→7→5→2→4→… (D)1→5→3→6→2→7→…。

(D)10.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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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3.

圖(七)為一循序邏輯電路，關於其功能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此電路屬於偶數模強森計數器
(Johnson Counter) (B)此電路屬於奇數模強森計數器(Johnson Counter) (C)此電路可能輸出的 D0 D1
D2 D3 序列為 0001→0011→0111 (D)此電路可能輸出的 D0 D1 D2 D3 序列為 1000→0100→0010。

圖(七)

第二部份：數位邏輯實習(第 14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24 分)
(A)14.

下列對於數位 TTL 與 CMOS IC 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相同的＋5V 電源供應下 CMOS 會比 TTL
的雜訊邊限(Noise Margin)大 (B)標準 TTL 與 CMOS IC 的工作電壓範圍為＋3V 至＋18V (C)CMOS
電路為雙極性電晶體組合而成故電路具高輸入阻抗 (D)一般單極性 TTL 邏輯族比雙極性 CMOS 邏輯
族的工作速度快。
(A)15. 火災分類依據燃燒物性質可分四類，對於火災分類的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A)A 類火災又稱普通火
災，它是由可燃性紙張、油脂塗料等引起的火災 (B)金屬火災用特種乾粉式滅火器撲滅 (C)D 類火
災又稱金屬火災 (D)由可燃性液體如酒精所致的火災為 B 類火災。
(B)16. 如圖(八)之電路中 5V 電壓之 TTL NOR 閘欲推動 12V 電壓 CMOS NAND 閘，在電路中電阻 R 已適當
選用下，此時兩邏輯閘之間的緩衝器 X 最合適採用哪一種類型？ (A)開基極緩衝器 (B)開集極緩衝
器 (C)開源極緩衝器 (D)開閘極緩衝器。

圖(八)
(C)17. 小美在麵包板上實驗一個 TTL 8 對 3 優先編碼器如圖(九)，並以單蕊線透過麵包板接到該優先編碼器，
結果發現 I0 至 I7 不論輸入是 0 或 1，ABC 輸出均為 111，其最有可能的原因為何？ (A)I0 腳空接 (B)I0、
I1 兩腳短路 (C)I0、I7 腳空接 (D)I0、I3 腳空接。

(C)18.

(D)19.

(B)20.

(B)21.

(B)22.

圖(九)
示波器在觸發部份(TRIGGER)有一個 LEVEL 旋鈕，對它功能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控制輸入
觸發信號的阻抗 (B)控制輸入信號垂直電壓範圍 (C)控制水平時基線與輸入信號的同步 (D)控制輸
入觸發信號頻寬。
邏輯電路實驗時，為了確保所接的電路功能正常並能正確量測到結果，下列做法何者錯誤？ (A)先以
三用電錶檢查所使用到的被動元件 (B)依據相關使用手冊調校儀器 (C)仔細比對電路圖與接線
(D)先使用 IC 測試器將 IC 功能修復。
某邏輯實驗需將兩個 TTL IC 的輸出腳連接在一起成為一個輸出端，下列做法何者正確？ (A)採用具
開集極輸入端 IC，並在其輸出端接提升電阻 (B)採用具開集極輸出端 IC，並在其輸出端接提升電阻
(C)採用具開集極輸出端 IC，並在其輸入端接提升電阻 (D)採用具開集極輸入端 IC，並在其輸入端接
提升電阻。
邏輯實驗連接多顆 IC 時，需注意到 IC 輸出端的驅動能力。而 IC 輸出端能驅動下一級同型邏輯閘的最
多輸入端數稱為下列何者？ (A)疊接(Cascode)數 (B)扇出(Fan－out)數 (C)串級(Cascade)數 (D)扇
入(Fan－in)數。
一般邏輯實驗用的函數波信號產生器(Function Generator)有一 AMPLITUDE 旋鈕，其功能為下列何者？
(A)設定輸出信號之相位 (B)設定輸出信號振幅 (C)設定輸出信號的工作週期 (D)設定輸出阻抗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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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關於數位 CMOS IC 未使用到的輸入腳，下列處置方式何者最佳？ (A)將其連接到 IC 中已使用的輸出
腳

(B)將其連接到 IC 中未使用的輸出腳

(C)依電路邏輯需要接到電源端或接地端

(D)一律接到電

源端。

(B)24. 如圖(十)電路之功能為下列何者？

(A)全加器

(B)全減器 (C)主從式正緣觸發 D 型正反器

(D)主從

式正緣觸發 RS 正反器。

圖(十)

(C)25. 承上題，已先測得圖(十)中所用到的 XOR, OR, AND, NOT 閘傳輸延遲分別為 25 ns , 8 ns , 8 ns , 5 ns，
若在時間 t＝0 的時候，X , Y , Z 同時輸入理想邏輯信號，則至少要多久時間後，同時去提取 O1 , O2 的

(A)40 ns (B)46 ns (C)50 ns (D)55 ns。

值才能得到電路完整運算結果？

第三部份：電子學實習(第 26 至 37 題，每題 2 分，共 24 分)
(C)26. 一雙極性接面電晶體操作在工作區(Active Region)時，若其集極(Collector)電流＝5.95 mA，射極(Emitter)
電流＝6.0mA，請問電流增益(β)為多少？

(A)27.

有關雙極性接面電晶體放大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極放大器輸入電壓信號與輸出電壓信號反相
反了，整體電路特性仍然不變

(A)28.

(A)99 (B)109 (C)119

(D)129。

(A)共基極放大器電流增益大約為 1 (B)共集

(C)共集極放大器實驗時，即使將電晶體的射極與集極接

(D)共射極放大器可用來放大電壓信號，並有低輸出阻抗的特性。

小明做二極體特性實驗時，量測並繪得二條 I－V 曲線，如圖(十一)所示之實線與虛線，則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逆向偏壓時，曲線中斜率較大的部分其內阻較大 (B)若分別是矽與鍺二極體的量測，

則曲線(1)是鍺二極體

(C)順向偏壓時，曲線中斜率較大的部分其內阻較小 (D)若是同一矽二極體在

不同工作溫度下的量測，則曲線(1)比曲線(2)溫度高。

圖(十一)

(C)29. 實驗中一增強型 MOSFET 操作在飽和區，閘－源極電壓(VGS)與臨界電壓(VT)之差為 1V 時，汲極電流
為 2mA。若改變 VGS 電壓與 VT 之差為 1.2V，而 MOSFET 仍操作在飽和區，則此時的汲極電流變為多
少？

(A)30.

(A)2mA

(B)2.4mA (C)2.88mA (D)3.46mA。

如圖(十二)電路，已知雙極性接面電晶體操作在工作區(Active Region)，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電容

CC 主要作為穩壓用途，使 VC 保持不變
可穩定電路的負回授效果

(B)此電路為共射極(Common Emitter)放大器

(C)電阻 RE 具有

(D)當溫度升高時，集極－射極間電壓 VCE 下降。

圖(十二)

(C)31. 有關串級放大器實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串級放大器可用來達到較大的電流增益需求 (B)達
靈頓電路屬於直接耦合串級放大器
固定比例下降

(D)32.

(C)以同一放大器串接成串級放大器，其頻寬依串級數的增加而以

(D)串級放大器可用來達到較大的電壓增益需求。

下列有關振盪器的敘述何者正確？

(A)RC 相移振盪器不包含負回授的電路架構 (B)石英晶體的壓

電效應使石英晶體振盪電路產生振盪，不需滿足巴克豪生準則
成，故方波產生器又稱多諧振盪器

(C)方波是由正弦波與偶次諧波所組

(D)弦波振盪器的啟動信號為雜訊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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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實驗時，使用主級線圈與次級線圈比例為 110：24 之變壓器裝配如圖(十三)所示之全波整流電路，若
二極體順向導通時兩端的電壓為零。下列選用的二極體之額定峰值逆向電壓(Peak Inverse Voltage)，何
者較為適當？

(A)28V (B)30V (C)32V (D)34V。

圖(十三)

(A)34.

實驗圖(十四)之電路，運算放大器進行線性放大功能，則輸出電壓 Vo 與輸入電壓間之表示式，下列何
者正確？

(A)Vo＝－V1－V2＋3(V3＋V4＋V5)/4 (B)Vo＝－V1－V2＋2(V3＋V4＋V5)

(C)Vo＝－V1－

V2＋V3＋V4＋V5 (D)Vo＝－V1－V2＋3(V3＋V4＋V5)/2。

圖(十四)

(D)35.

如圖(十五)所示電路中增強型 MOSFET 操作在飽和區，若其轉導 gm 為 5mS，則電路的電壓增益為下
列何者？

(A)＋10V/V (B)＋5V/V (C)－10V/V (D)－5V/V。

圖(十五)

(D)36.

如圖(十六)，放大器 A 的輸出阻抗為 160 歐姆，而喇叭阻抗為 10 歐姆。變壓器一次側與放大器輸出連
接，二次側與喇叭連接。若欲達成阻抗匹配，變壓器一次側線圈與二次側線圈之匝數比應為多少？

(A)1：16 (B)16：1 (C)1：4 (D)4：1。

圖(十六)

(B)37. 小明做如圖(十七)之二極體電路實驗，若二極體為理想二極體。當輸入電壓 Vin 為介於＋10V 至－10V
之正弦波時，輸出電壓 Vo 之最大值為 15V，最小值為－5V，則 a、b 節點間電路方塊 X 最可能為下列
(B)
(C)
(D)
何者？ (A)

圖(十七)

第四部份：計算機概論(第 38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26 分)
(C)38. 小明在某家電子公司擔任工程師設計一顆邏輯 IC，當他要撰寫這個 IC 的資料說明書(Data Sheet)時，
請問他最好使用下列什麼工具進行編輯？

(A)SQL(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B)C Complier

(C)Microsoft Word (D)Assembler。
(B)39. 下列哪種記憶體元件，通常當做筆記型電腦的輔助記憶體(Auxiliary Memory)？ (A)DDR 4
SDRAM(Double Data Rate Fourth－generation 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
(B)SSD(Solid－state Drive) (C)SRAM(Static Random－access Memory) (D)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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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0.

某些手機 APP 使用語音輸入功能前須先連上網路才能進行，下列何者是最可能的原因？
雲端進行語音辨識運算

(B)連上網路後麥克風才能啟動

(A)為了在

(C)為了在雲端將語音資料加密 (D)為了在

雲端將語音資料壓縮。
(C)41. 著名的社群通訊軟體 Line，加入了行動支付的功能，下列何者不是行動支付交易時必備的技術？
(A)加密與解密技術 (B)網路通訊技術 (C)擴增實境技術 (D)身份識別技術。
(D)42. 小明想設計一個六旋翼飛機，他使用了美工軟體繪製該飛機的外觀，然後他想要輸出一動畫圖檔來觀
看動態影像，請問下列何種圖檔格式可以實現？ (A)BMP 圖檔 (B)JPG 圖檔 (C)TIF 圖檔 (D)GIF
圖檔。
(B)43. 小明設計一個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程式，當他儲存該文件後，此文件之原始資料格式為
下列何者？ (A)點陣圖檔(Bit Map File) (B)文字檔(Text File) (C)壓縮檔(Compressed File) (D)批次
執行檔(Batch Executive File)。
(C)44. 小明在家中使用 Windows 個人電腦，瀏覽器設定啟動快取功能且首頁設定為
https://www.google.com.tw/，當開啟首頁時，於搜尋欄位輸入 1.414＋1.732 之後，按下 Enter 鍵。其輸
出結果，下列何者不可能發生？ (A)會出現網頁版本的計算機，並獲得兩個數字相加的答案 3.146
(B)會出現 1.414 或 1.732 這兩個數字相關的網頁連結 (C)會連線到 IP 位址 1.414 和 1.732 的電腦執行
計算並獲得答案 3.146 (D)出現「無法連線至此網頁」的錯誤訊息。
(A)45. 關於直譯式程式語言，例如 Python，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與編譯、組譯式程式相比，直譯式程式
執行速度較慢，但程式偵錯與測試較方便 (B)必須用直譯器(Interpreter)將人類撰寫的程式讀取兩次以
上才能完整翻譯 (C)因為採用直譯器(Interpreter)將高階語言逐行翻譯為機器語言指令，程式中不能有
兩層以上的迴圈 (D)因為採用直譯器(Interpreter)將高階語言逐行翻譯為機器語言指令，程式中不能進
行多個檔案的開啟或關閉。
(C)46. 大部分當紅的手機對戰遊戲，為了使遊戲過程中畫面精緻且流暢，下列哪一項技術或手機零組件不是
必須的？ (A)APP 的程式設計技術 (B)無線行動通訊技術 (C)VISA 驗證技術 (D)手機中的繪圖處
理器(Graphic Processing Unit)。
(B)47. 下列對於一般的 LCD 顯示器與 OLED 顯示器的敘述何者正確？ (A)LCD 顯示器通常比 OLED 顯示器
薄 (B)OLED 材質可自發光，故 OLED 顯示器不需要背光板 (C)OLED 顯示技術是透過液晶來控制
顏色的變化 (D)LCD 的反應時間比 OLED 快。
(D)48. 彩色印表機所使用的 CMYK 色彩模式，指的是哪四種顏色？ (A)棕(Coffee)、黃(Mellow)、藍(Navy)、
紅(Brick) (B)紅(Red)、綠(Green)、藍(Blue)、黑(Black) (C)紅(Chilli)、藍(Marine)、灰(Gray)、黑(Smoke)
(D)青(Cyan)、洋紅(Magenta)、黃(Yellow)、黑(Black)。
(D)49. 請問圖(十八)的 Visual Basic 程式碼執行完後，變數 x 的值為何？ (A)1001 (B)55 (C)641 (D)89。

(A)50.

圖(十八)
下列對於 QR Code 之敘述，何者錯誤？ (A)QR Code 的 QR 是 Quality Regulation 的縮寫 (B)QR Code
是一種二維條碼 (C)QR Code 之容錯性與抗損性均優於 Barcode (D)QR Code 圖上的定位圖案，可讓
使用者不需準確的對準掃描，仍可正確讀取資料。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化工群專業(一) 試題
(B) 1. 進行混合物選擇性分離純化之程序時，若憑藉溶質在不同溶劑中的溶解度差異，而特意採用某一特定
溶劑，而將可溶解的溶質由混合物中分離出來。下列何者為最符合以上敘述的分離法？ (A)分餾法
(B)萃取法 (C)昇華法 (D)結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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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室溫時，欲配製體積莫耳濃度為 0.200M 的碳酸鉀水溶液 0.500 公升，則需要取碳酸鉀約多少公克，加
水溶解、並稀釋至 0.500 公升？(原子量：C＝12，O＝16，K＝39) (A)9.90 公克 (B)13.8 公克 (C)17.7
公克 (D)55.2 公克。
(D) 3. 在 1 大氣壓、25℃下，取 60.0 公克的氫氣和 320.0 公克的氧氣進行反應，反應式如下：
H2(g)＋

1
O2(g)→H2O(l)
2

△H＝－68.32kcal

若完全反應後，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原子量：H＝1，O＝16) (A)氫氣會殘留 40 公克 (B)需要消
耗 1366.4kcal 的熱量 (C)氫氣本身進行還原反應 (D)可生成水 360 公克。
(A) 4. 在 1 大氣壓、25℃下，若依據赫斯定律(Hess' law)及下列數據：
2C(s)＋H2(g)→C2H2(g) △H＝54.19kcal
1
H2(g)＋ O2(g)→H2O(l) △H＝－68.32kcal
2

C2H2(g)＋

(C) 5.

(A) 6.

(C) 7.

(B) 8.

(B) 9.

5
O2(g)→2CO2(g)＋H2O(l)
2

△H＝－310.6kcal

則同溫同壓下，反應：C(s)＋O2(g)→CO2(g)的反應熱△H 約為多少仟卡(kcal)？ (A)－94.04 (B)－162.4
(C)－188.1 (D)－324.7。
關於密閉容器內理想氣體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一定體積下，一莫耳某理想氣體的壓力
與絕對溫度成反比 (B)同溫同壓下，不同理想氣體的擴散速率與其分子量之平方根成正比 (C)定壓
下，一莫耳某理想氣體的體積與絕對溫度成正比 (D)定溫下，一莫耳某理想氣體的壓力與其體積成正
比。
室溫下，在一 10.0 公升容器中有氣體 A，壓力為 4.5atm，而另一 5.0 公升容器中有氣體 B，壓力為 9.0atm，
當打開連通兩容器間之活栓，使 A、B 兩氣體均勻混合，且兩容器的體積不變。若兩氣體均為理想氣
體，且兩者間不會反應，則同溫下，達平衡時混合氣體之壓力為多少大氣壓(atm)？ (A)6.0 (B)7.0
(C)9.0 (D)13.5。
關於純水特性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純水的沸點，會隨著外界大氣壓力之增大而降低 (B)純
水的飽和蒸汽壓，會隨著溫度的升高而變小 (C)純水的凝固點，會隨著外界大氣壓力之增大而降低
(D)1 大氣壓下，純水在 4℃時密度最小，若水溫上升會使水的密度變大。
一大氣壓下，關於重量莫耳濃度均為 0.01m 之葡萄糖、硝酸銀、硫酸鈉等三種水溶液的沸點高低順序
比較，下列何者正確？(若上述各物質之水溶液均視為理想溶液) (A)葡萄糖＞硝酸銀＞硫酸鈉
(B)硫酸鈉＞硝酸銀＞葡萄糖 (C)硝酸銀＞硫酸鈉＞葡萄糖 (D)上述三種水溶液的沸點皆相同。
在 37℃時，已知人體血液的滲透壓為 7.7atm，進行血管注射時，為了使注射之葡萄糖水溶液的滲透壓
和人體(37℃)血液的滲透壓相同，則該葡萄糖水溶液 1.0 公升中約含有葡萄糖多少公克？(分子量：葡
萄糖＝180；氣體常數 R＝0.082

atm‧L
)
mol‧K

(A)3.6 (B)55 (C)460 (D)590。

(B)10. 鉻中性原子(24Cr)的基態(能量最低)電子組態中，填充在所有 s 軌域上的電子總數為多少(個)？ (A)6
(B)7 (C)8 (D)24。
(B)11. 關於化合物的共價鍵結，下列化合物的中心原子與氫原子結合時，中心原子所使用之混成軌域種類，
何者正確？ (A)氫化鈹的鈹原子是 sp2 (B)水的氧原子是 sp3 (C)甲烷的碳原子是 sp (D)氨的氮原子
是 dsp3。
(A)12. 如圖(一)分子中具有多少個σ鍵及π鍵？ (A)11 個σ鍵，4 個π鍵 (B)13 個σ鍵，2 個π鍵 (C)14
個σ鍵，1 個π鍵 (D)15 個σ鍵，0 個π鍵。

(C)13.

圖(一)
已知反應：4HBr(g)＋O2(g)→2Br2(g)＋2H2O(g)的反應機構如下：
HBr＋O2→HOOBr
(慢)
HOOBr＋HBr→2HOBr (快)
HOBr＋HBr→Br2＋H2O (快)
關於上述反應與其反應機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反應的總級數為 5 (B)速率決定步驟是
HOBr＋HBr→Br2＋H2O (C)在反應機構中，會被生成又消耗掉的物質是 HOOBr 和 HOBr (D)反應的
反應速率定律式 R＝k[HOOBr][HBr]，k 為速率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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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溫度下，已知反應：A2＋2B 2AB 的平衡常數(Kc)為 0.20，則同溫下，4AB 2A2＋4B 之平衡常數
(Kc)為何？ (A)－0.20 (B)0.20 (C)5.0 (D)25。
－
(C)15. 常溫常壓下，在體積莫耳濃度為 0.10M 的 Pb(NO3)2 水溶液中，PbI2 的溶解度為 1.4×10 4M，則同溫同
－5
－5
－9
－
壓下，PbI2 的溶度積常數 Ksp 約為多少？ (A)2.8×10
(B)1.4×10
(C)7.8×10
(D)1.1×10 11。
(D)14.

(D)16.

已知純水的解離反應：H2O(l)

－
H＋
( aq ) ＋OH ( aq ) 為一吸熱反應，在 25℃時，其平衡常數(Kc)為

1.8×10 16，且[H2O]＝55.6M，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純水的離子積常數 Kw＝[H ][OH ]) (A)在 25
－
－
℃時，純水的離子積常數 Kw＝3.2×10 16 (B)在 80℃時，純水的離子積常數 Kw＜1.0×10 14 (C)在
80℃時，純水的 pH＞7 (D)在 10℃時，純水的 pOH＞7。
－
(A)17. 已知 25℃時，醋酸在水中的解離常數(Ka)為 1.8×10 5，同溫下，將 0.40M 醋酸水溶液 50.0 毫升與 0.20M
＋
－
氫氧化鈉水溶液 50.0 毫升混合作用，則上述混合溶液的[H ]約為多少(M)？ (A)1.8×10 5 (B)4.2×
－4
－3
－3
10
(C)1.3×10
(D)2.7×10 。
－

(C)18.

＋

－

＋
－
2＋
平衡下列方程式：a MnO －
4(aq ) ＋b H ( aq ) ＋c Cl ( aq ) →2Mn ( aq ) ＋d Cl2(g)＋e H2O(l)，其中 a、b、c、d、e

為平衡方程式的係數，則 a＋b＋c＋d＋e＝？ (A)36 (B)38 (C)41 (D)43。
以 10 安培之電流電解稀薄的硫酸水溶液，共歷時 32 分 10 秒，則在陰極會產生多少重量的何種氣體？
(原子量：H＝1，O＝16；1 法拉第＝96500 庫侖) (A)0.2 公克的氫氣 (B)0.4 公克的氫氣 (C)1.6 公
克的氧氣 (D)3.2 公克的氧氣。
(D)20. 關於鹼土金屬元素中 Ca、Ba、Mg 性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第一游離能大小：Ba＞Ca＞Mg
(B)原子半徑大小：Mg＞Ca＞Ba (C)常壓下，熔點高低：Mg＞Ca＞Ba (D)還原能力大小：Ba＞Ca
＞Mg。
(C)21. 青銅合金的組成最主要包含銅和下列何種金屬？ (A)Zn (B)Ni (C)Sn (D)Fe。
(A)19.

(D)22.

(A)23.

(A)24.

(B)25.

(B)26.

(D)27.

(B)28.

(A)29.

已知放射性元素鈾(U)的蛻變過程：一個 238
92 U 分裂產生一個α粒子及元素 X，元素 X 的原子核又放出
兩個β粒子及產生元素 Y，然後元素 Y 再分裂產生 5 個α粒子與元素 Z，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元素 X 的原子序為 94 (B)元素 Y 的電子數為 88 (C)元素 Y 的質量數為 236 (D)元素 Z 的中子數
為 132。
關於符合分子式為 C5H12O 之所有同分異構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所有符合該分子式的同分
異構物，總共有 14 種 (B)總共有 5 種同分異構物為一級醇 (C)總共有 4 種同分異構物為二級醇
(D)總共有 2 種同分異構物為三級醇。
碳化鈣(CaC2)與水反應產生乙炔，反應方程式為：
CaC2(s)＋2H2O(l)→Ca(OH)2(aq)＋C2H2(g)
若完全反應後，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原子量：H＝1，C＝12，O＝16，Ca＝40) (A)當 2 莫耳乙炔
生成時，將同時產生 148 公克氫氧化鈣 (B)當 2 莫耳碳化鈣與 10 莫耳水反應，可產生 260 公克乙炔
(C)當 3 莫耳乙炔生成時，需消耗 54 公克水 (D)當 3 莫耳碳化鈣與足量水反應，可產生 222 公克乙炔。
關於聚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酚甲醛樹脂或稱為酚樹脂，是由酚及福馬林於酸或鹼催化聚
合而成的熱塑性塑膠 (B)達克綸(Dacron)是由乙二醇與對苯二甲酸聚合而成的聚酯纖維 (C)保麗龍
(Polylon)是由氯乙烯單體聚合而成的塑膠 (D)新平橡膠(Neoprene)或稱為紐普韌橡膠，是由異戊二烯
單體聚合而成的橡膠。
已知甲為鹽酸水溶液，乙為硫酸水溶液，丙為醋酸水溶液。在 25℃下，三種水溶液的重量百分率濃度
均為 10%。在相同溫度下，有關此三種水溶液的重量莫耳濃度(m)大小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分子
量：鹽酸＝36.5，硫酸＝98，醋酸＝60) (A)丙＞乙＞甲 (B)甲＞丙＞乙 (C)乙＞甲＞丙 (D)甲＞乙
＞丙。
在 25℃下，下列各種均勻混合水溶液，何者具有最強的緩衝能力？ (A)0.1M 100 毫升鹽酸水溶液＋
0.1M 100 毫升氫氧化鈉水溶液 (B)0.02M 100 毫升鹽酸水溶液＋0.01M 100 毫升氫氧化鈉水溶液
(C)0.02M 100 毫升鹽酸水溶液＋0.02M 100 毫升氫氧化鈉水溶液 (D)0.2M 100 毫升醋酸水溶液＋0.1M
100 毫升氫氧化鈉水溶液。
在 25℃時，於 HF 水溶液中加入 NaF 固體，完全溶解後，HF 及 NaF 在此水溶液中的濃度均為 0.1M。
在相同溫度下，有關此水溶液中各種離子的濃度關係，下列何者正確？(氫氟酸的酸解離常數 Ka＝6.5
－
＋
－
＋
＋
－
－
＋
×10 4) (A)[H ]＞[F ] (B)[HF]＞[H ] (C)[Na ]＝[HF]＋[F ] (D)[OH ]＞[H ]。
在 25℃下，於 1M H2SO4 水溶液中，有關各種離子濃度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H2SO4 的酸解離常數
－
－
＋
－
－
＋
－
Ka 極大，HSO4 的酸解離常數 Ka＝1.0×10 2) (A)[H ]＞2[SO42 ] (B)[SO42 ]＝[H ] (C)[HSO4 ]＝
－
＋
2－
[SO4 ] (D)[HSO4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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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0.

(C)31.

(C)32.

(C)33.

(B)34.

(B)35.

(C)36.

(A)37.

(C)38.

(D)39.

(D)40.

關於氧化還原反應以及氧化劑與還原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氧化還原反應中，還原劑本身被
氧化，使別的反應物還原 (B)氧化還原反應中，氧化劑會得到電子，使別的反應物氧化 (C)氧化還
原反應中，被氧化之物質會失去電子 (D)氧化還原反應中，還原半反應為失去電子的反應。
將 25 公克的 CuSO4‧5H2O 完全溶解於純水中，再加入純水稀釋至總體積為 250 毫升，則該水溶液的
體積莫耳濃度為多少(M)？(原子量：Cu＝64，S＝32，O＝16，H＝1) (A)0.10 (B)0.20 (C)0.40
(D)0.80。
有關以 NaOH 標準溶液滴定醋酸濃度的定量分析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使用不同的指示劑，
不會影響滴定的結果 (B)到達當量點時，溶液呈中性 (C)配製 NaOH 標準溶液，可使用鄰苯二甲酸
氫鉀(KHP)進行標定實驗 (D)到達滴定終點時，酸與鹼的重量相等。
將沉澱物溶解有許多不同方法，下列何種方法最容易將 0.1 公克的 BaCrO4 固體沉澱物溶解？ (A)由
25℃降低溫度至 10℃ (B)逐滴滴入 0.1M K2CrO4 水溶液 (C)逐滴滴入 3M 鹽酸水溶液 (D)逐滴滴入
0.1M (NH4)2SO4 水溶液。
取 HgS、PbS、CuS 及 CdS 四種沉澱物各 0.1 公克，分別放入四根試管中，在四根試管中分別滴入 10
滴 4M HNO3 水溶液後，四根試管分別於水浴中各加熱 3 分鐘，並均勻攪拌。其中三根試管中的沉澱物
完全溶解，僅有一根試管中仍存在有沉澱物。則此試管中原來最可能放入下列何種沉澱物？ (A)PbS
(B)HgS (C)CuS (D)CdS。
＋
有關陽離子定性分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在含有 0.1M Bi3 的 5 毫升水溶液中，滴入 3 滴濃
＋
＋
＋
氨水並充分反應後，不會產生氫氧化鉍沉澱，僅有氨鉍錯離子形成 (B)分別僅含有 Al3 、Cr3 、Fe3
其中一種陽離子，且濃度均為 0.1M 的三個水溶液。各取 5 毫升水溶液分別放入不同試管中，於每根
試管分別滴入 3 滴同時含 0.1M NH3 與 0.1M NH4Cl 的水溶液，並充分反應後，此三根試管皆會產生氫
＋
氧化物沉澱 (C)在含有 0.01M Ca2 的醋酸水溶液中，滴入 3 滴 0.01M 二鉻酸鉀水溶液，並充分反應後，
會產生鉻酸鈣沉澱 (D)在含有第五屬陽離子的水溶液中，滴入 3 滴 0.1M Na3Co(NO2)6 水溶液，並充分
＋
反應後，若產生黃色沉澱，則可確認水溶液中有 Mg2 的存在。
＋
＋
某一水溶液試樣僅含有 Ag 和 Hg22 兩種第一屬陽離子，其濃度均為 0.1M。當進行陽離子分析時，滴
入 3 滴 3M HCl 水溶液於此水溶液試樣後，所產生的白色沉澱物之後續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離心分離後，此白色沉澱物加入 6〜7 滴熱水，置於水浴鍋加熱 3 分鐘並攪拌，再經離心分離，其
上澄液加入 3 滴 1M K2CrO4 會產生黃色沉澱物 (B)此白色沉澱物加入 6〜7 滴熱水，置於水浴鍋加熱
3 分鐘並攪拌，白色沉澱物會再完全溶解 (C)離心分離後，此白色沉澱物加入 6〜7 滴熱水，清洗兩次
並倒掉上澄液。所得沉澱物滴入 10 滴濃氨水，則白色沉澱物會部份被溶解 (D)離心分離後，此白色
沉澱物加入 6〜7 滴熱水，清洗兩次並倒掉上澄液。所得沉澱物滴入 10 滴濃氨水，則白色沉澱物轉變
為紅色沉澱物。
－
－
兩種水溶液試樣分別僅含有 S2 、SO42 中的一種陰離子，濃度均為 0.1M。每種水溶液試樣分別各取 2
毫升，分別置入兩根試管中。每根試管各滴入 2M 醋酸鋇[Ba(CH3COO)2]水溶液 5 滴，則下列敘述何者
－
－
正確？ (A)含有 SO42 之試管，會生成 BaSO4 沉澱 (B)含有 S2 之試管，會生成 BaS 白色沉澱
(C)兩根試管都沒有沉澱生成 (D)兩根試管都生成黃色沉澱。
在重量分析法中，當進行實驗數據的計算時，常先將沉澱物過濾、洗滌、烘乾或灼燒成一定組成的化
合物，秤得此化合物重量，再將此化合物重量乘以一重量(分析)因數(gravimetric factor)，以求得待測成
分的重量。若化合物 AgCl 的待測成分為 Ag，而重量(分析)因數為 X；化合物 Al2O3 的待測成分為 Al，
而重量(分析)因數為 Y；化合物 Fe2O3 的待測成分為 Fe3O4，而重量(分析)因數為 Z。則下列重量(分析)
因數的大小排序，何者正確？(原子量：Ag＝108，Cl＝35.5，Al＝27，O＝16，Fe＝56) (A)Y＜Z＜X
(B)X＜Z＜Y (C)Y＜X＜Z (D)Z＜Y＜X。
有一樣品僅含化合物甲(CaCO3‧H2O)和化合物乙(CaCO3)，取 518.0 毫克此樣品進行熱重分析實驗，起
始溫度為 25℃，結果顯示在 25℃至 500℃之間，重量由 518.0 毫克降為 500.0 毫克。繼續升溫，結果
顯示在 500℃至 900℃之間，重量由 500.0 毫克降為 280.0 毫克。則此樣品中化合物甲與化合物乙之莫
耳數比(莫耳數甲：莫耳數乙)為何？(原子量：Ca＝40.0、H＝1.0、C＝12.0、O＝16.0) (A)2：1 (B)1：
1 (C)1：2 (D)1：4。
某試樣僅含有 Na2CO3 及 NaHCO3，將此試樣均勻溶於純水中，配製得到一試樣水溶液甲。取此水溶液
50.0 毫升，以 0.100M 的鹽酸水溶液，進行雙指示劑滴定法滴定，滴入 0.100M 的鹽酸水溶液 20.0 毫升，
恰好到達酚酞滴定終點。當要到達甲基橙滴定終點時，另需再滴入 0.100M 的鹽酸水溶液 30.0 毫升。
則上述試樣水溶液甲中，NaHCO3 的體積莫耳濃度為多少(M)？ (A)1.00 (B)0.06 (C)0.04 (D)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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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B)42.

(D)43.

(A)44.

(A)45.

(C)46.

(C)47.

(A)48.

某亞鐵離子試樣用少量純水沖入 100.0 毫升量瓶中，並加入約 50 毫升純水，再滴入 3 毫升 3M 硫酸水
溶液，搖盪使亞鐵離子試樣完全溶解後，再滴入純水到達標線，搖盪使量瓶中亞鐵離子試樣水溶液均
勻混合，配製得到試樣水溶液乙。取試樣水溶液乙 50.0 毫升，置於錐形瓶中，酸化、並加入適當指示
劑，混合均勻。以 0.010M 的二鉻酸鉀標準溶液滴定(若此亞鐵離子試樣水溶液中，無其他會與二鉻酸
根離子反應的物質存在)，滴入 25.0 毫升二鉻酸鉀標準溶液時，恰到達滴定終點。則上述試樣水溶液乙
－
－
－
中，亞鐵離子的體積莫耳濃度為多少(M)？ (A)3.0×10 2 (B)1.5×10 2 (C)1.0×10 2 (D)5.0×
－
10 3。
使用莫爾法(Mohr method)測定水中氯離子含量，實驗中以硝酸銀標準溶液進行沉澱滴定氯離子含量，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使用黃色的二氯螢光黃為指示劑 (B)Ag 與 K2CrO4 生成 Ag2CrO4 沉澱，做
為滴定終點的判斷 (C)反應產生之沉澱物為紅色的 AgSCN (D)分析時須控制溶液的 pH 值小於 6，以
避免 Ag2O 產生。
已知 EDTA 分別與金屬陽離子甲及金屬陽離子乙均以 1：1 莫耳數比結合。取僅含有金屬陽離子甲及
金屬陽離子乙的 A 水溶液樣品 10 毫升，加入緩衝溶液，再加入 0.1M 的 EDTA 50 毫升，使 EDTA 與
金屬陽離子甲及金屬陽離子乙完全結合(EDTA 過量)。加入 EBT 當指示劑，過量的 EDTA 需以 0.1M 的
金屬陽離子乙 20 毫升滴定，恰到達滴定終點。然後加入足量 NaF，使 EDTA 與金屬陽離子甲所形成的
錯合物完全再分解(EDTA 與金屬陽離子乙形成的錯合物不會分解)。所有 EDTA 與金屬陽離子甲所形成
的錯合物再分解的 EDTA 需再以 0.1M 的金屬陽離子乙 15 毫升滴定，恰到達滴定終點。計算未加入緩
衝溶液前僅含有金屬陽離子甲及金屬陽離子乙的 A 水溶液樣品 10 毫升中，含有金屬陽離子甲及金屬
陽離子乙的毫莫耳數，下列何者正確？ (A)含有金屬陽離子乙 3.0 毫莫耳 (B)含有金屬陽離子乙 2.5
毫莫耳 (C)含有金屬陽離子甲 3.0 毫莫耳 (D)含有金屬陽離子甲 1.5 毫莫耳。
朗伯－比爾定律(Lambert－Beer's law)(或比爾－朗伯定律)是光譜分析法或儀器常用於定量分析的重要
原理，但下列何種分析方法或儀器的定量分析，不是使用朗伯－比爾定律的原理？ (A)原子發射光譜
法 (B)原子吸收光譜法 (C)紫外線與可見光吸收光譜儀 (D)可見光分光光度計。
在有機化合物的紫外線與可見光吸收光譜分析中，當有機化合物的發色團上結合某些帶有未鍵結電子
對的原子或原子團，可使發色團的最大吸收波長向較長波長處偏移(紅位移)及增加吸收強度(助色作用
或增加顏色)。下列何者不屬於此類帶有未鍵結電子對的原子或原子團？ (A)－CH3 (B)－NH2
(C)－OH (D)－Cl。
有關原子吸收光譜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僅適用於金屬元素的定性分析，不適用於金屬元素
的定量分析 (B)僅適用於非金屬元素的定量分析 (C)可利用吸光度與濃度的正比關係，建立標準檢
量線進行定量分析 (D)誘導耦合電漿(或感應耦合電漿，ICP)為原子吸收光譜儀常用的激發裝置。
有關液相層析法之原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正相層析法中，其固定相(靜止相)的極性大於移
動相的極性 (B)逆相層析法中，其移動相的極性大於固定相(靜止相)的極性 (C)正相層析法中，沖提
順序為強極性分析物先被沖提出來，弱極性分析物較慢被沖提出來 (D)逆相層析法中，被分析物的停
滯時間會因其極性大小差異而有不同。
含有化合物甲和化合物乙的均勻混和溶液，利用液—液相(分配)層析法(LLC)將化合物甲和化合物乙完
全分離，且化合物甲之滯留時間較化合物乙之滯留時間為短，則下列何者正確？(分配係數＝
固定相中試樣的濃度
)
移動相中試樣的濃度

(A)化合物甲的分配係數一定小於化合物乙的分配係數

(B)化合物甲的極性

一定小於化合物乙的極性 (C)化合物甲的分子量一定小於化合物乙的分子量 (D)化合物甲的濃度一
定小於化合物乙的濃度。
(C)49. 已知番茄醬裡含有橙紅色番茄素與黃橙色胡蘿蔔素兩化合物，使用薄層色層分析法(TLC)將兩化合物分
離之。以毛細管將兩化合物混合試樣，點在 TLC 片的原點，經展開液展開後，發現黃橙色的點較橙紅
色的點離原點更遠些，則下列何者正確？ (A)薄層色層分析法是氣相層析法的一種 (B)薄層色層分
析法的固定相是吸附於矽膠上的水分液體 (C)Rf 為該物質的阻滯因素(retardation factor)，或稱移動
率。則此實驗中，番茄素之 Rf 值小於胡蘿蔔素之 Rf 值 (D)兩化合物是利用離子交換作用分離。
(B)50. 在紅外光吸收光譜中，下列何者最可能為 C＝C 有機官能基的特徵波數(紅外光吸收特性頻率)的波數
－
(cm 1)範圍？ (A)1385〜1365 (B)1680〜1600 (C)2260〜2100 (D)2260〜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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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化工群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基礎化工(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D) 1.

(A) 2.

(D) 3.

(B) 4.

(C) 5.

(D) 6.

(A) 7.

(C) 8.

(B) 9.
(B)10.

(C)11.

將 10 莫耳乙烷(C2H6)和過量 20mol %的空氣輸入燃燒室進行完全燃燒反應，反應後無乙烷殘留並獲得
氣體產物 CO2 和 H2O，之後所有氣體由燃燒室出口離開進入一冷凝室，在此使反應所產生的全部 H2O
完全冷凝而分離，其餘氣體則由冷凝室上方離開。下列有關此程序的敘述，何者正確？(原子量：H＝1、
C＝12、O＝16，假設空氣中只含氧氣與氮氣且氧氣的莫耳分率為 0.21) (A)輸入燃燒室的進料空氣量
為 167 莫耳 (B)可收集 30 公克的冷凝水 (C)離開燃燒室的氣體總莫耳數為 210 莫耳 (D)離開冷凝室
的氣體中，CO2 莫耳分率為 0.108。
反應物 A 以每小時 10 莫耳輸入連續絕熱反應器中，進行 A(g)→2B(g)的分解反應，A 進入反應器的溫度
為 298K。當反應達到穩定狀態時，出料溫度維持在 498K，若該反應在 298K 時的莫耳反應熱△H°298K
－
－
為－20kJ‧mol 1，則 A 的轉化率為多少%？(已知 A 和 B 的平均定壓莫耳熱容量分別為 30J‧mol 1‧
－1
－1
－1
K 和 15J‧mol ‧K ，假設反應器無加熱、無冷卻及無熱損失，莫耳反應熱與溫度無關) (A)30 (B)35
(C)40 (D)45。
已知二氧化碳在溫度 77℃及絕對壓力 570mmHg 下，可視為理想氣體，求在此條件下該氣體的密度為
－
－
－
－
－
－
多少 mg‧L 1？(氣體常數 R＝8.314J‧mol 1‧K 1＝0.082atm‧L‧mol 1‧K 1＝1.987cal‧mol 1‧
－
K 1) (A)556 (B)732 (C)956 (D)1150。
有一 0.5L 的密閉容器，裝有溫度為 127℃的二氧化碳 22 公克，若該氣體遵守凡得瓦狀態方程式，其
－
－
絕對壓力為多少 atm？(二氧化碳的凡得瓦常數 a＝3.59 L2‧atm‧mol 2，b＝0.0427L‧mol 1) (A)3.0
(B)30.7 (C)32.8 (D)34.3。
已知 A、B、C、D 四種氣體均遵守凡得瓦狀態方程式，且其臨界壓力(PC)、臨界溫度(TC)和臨界莫耳
a
8a
、TC＝
和 V C ＝3b 的函數關係。表(一)為四
體積( V C )與凡得瓦常數(a、b)分別都有 PC＝
27 bR
27 b 2
種氣體的臨界溫度和臨界壓力值，則氣體間的臨界莫耳體積大小關係，下列何者正確？(R 為氣體常數)
(A)A＞B＞C＞D (B)B＞D＞A＞C (C)C＞D＞B＞A (D)D＞C＞A＞B。

表(一)
下列有關液體蒸氣壓的敘述，何者正確？ (A)液體蒸氣壓的對數值(logP)與絕對溫度(T)呈線性關係
(B)藉由液體蒸氣壓與絕對溫度的關係，可利用波以耳定律求得液體的莫耳汽化熱 (C)定溫下，液體
的蒸氣壓與容器形狀和體積大小有關 (D)定溫下，液體在密閉容器中會與其蒸氣達平衡狀態，此時液
體的蒸氣在氣相中所呈現的壓力稱為該液體於此溫度的飽和蒸氣壓。
－
將半徑 0.015cm 的毛細管插入 A 液體(密度 0.90g‧cm 3)中，A 在毛細管內的上升高度為 4.00cm；若
－3
將同一支毛細管插入 B 液體(密度 0.80g‧cm )中，B 在毛細管內的上升高度變為 3.60cm。已知 B 液
－
－
體的表面張力為 24.0dyne‧cm 1，A 液體的表面張力為多少 dyne‧cm 1？(假設液體 A 與 B 在管壁上
－2
的接觸角都為 0°，g 為重力加速度 980cm‧s ) (A)30.0 (B)24.3 (C)23.7 (D)19.2。
下列有關固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離子固體的化學鍵結具方向性，固態時導電性佳 (B)乾冰為
網狀固體，其分子間以庫倫靜電引力相結合 (C)網狀固體的熔點高、質硬，但大多不導電 (D)金屬
固體內的原子是以連續共價鍵結合，故展延性差。
下列有關鑽石的敘述，何者正確？ (A)鍵結軌域為 sp2 (B)鍵角為 109.5° (C)碳原子之配位數為 3
(D)碳原子形成六元環結構。
下列有關界面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液體在固體上的接觸角接近 180°時，表示液體可完全潤濕
固體表面 (B)如果液體會在固體表面形成一薄膜，這是因為液體與固體間的附著力大於液體分子間的
內聚力 (C)肥皂可以增加液體的表面張力，使得水和油之間分離 (D)A 的表面張力為 72.75 dyne‧
－
－
－
cm 1，B 的表面張力為 26.8dyne‧cm 1，A 和 B 間的界面張力之測定值為 45.1 dyne‧cm 1，因此 A 和
B 兩者可以互溶。
下列何者屬於膠體溶液無法沉澱的主要因素之一？ (A)廷得耳效應(Tyndall effect) (B)吸附現象
(Adsorption) (C)布朗運動(Brownian motion) (D)蓮葉效應(Lotus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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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98K 時，純丙酮的飽和蒸氣壓約為 30.61kPa，純氯仿的飽和蒸氣壓約為 25.91kPa。當兩者在此溫
度下混合並達成氣液平衡時，液相的丙酮莫耳分率為 0.70，氣相的總壓為 24.61kPa。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此混合溶液為正偏差溶液 (B)此混合溶液之體積小於原純液體之體積總和 (C)此溶液的混
合過程為吸熱程序 (D)此混合溶液的丙酮和氯仿之分子間引力小於丙酮和丙酮之分子間引力或氯仿
和氯仿之分子間引力。
(D)13. 下列有關理想氣體之熱力學特性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在絕熱系統中真空環境下進行自由膨脹，其
系統溫度必不變 (B)以可逆絕熱壓縮後，其溫度必升高 (C)在相同初始狀態下進行膨脹程序，假設
最終體積相同，則可逆恆溫膨脹功必大於可逆絕熱膨脹功 (D)系統對外界作功，其溫度必降低。
(C)14. 若 3 莫耳單原子理想氣體於可逆定壓下加熱，溫度由 27℃上升至 127℃所需之能量為 A 焦耳；則利用
A 焦耳之能量在可逆定壓下對 2 莫耳雙原子理想氣體加熱，溫度可由 50℃上升至多少℃？ (A)137
(B)147 (C)157 (D)167。
▲閱讀下文，回答第 15－16 題
水－乙醇的氣液平衡相圖如圖(一)所示，回答下列兩個問題。
(A)15. 當某濃度之水－乙醇系統被加熱，在 85℃時形成第一個氣泡，則此時液相中水的莫耳分率約為何？
(A)0.86 (B)0.52 (C)0.48 (D)0.14。

(B)12.

(B)16.

(C)17.

(B)18.
(B)19.

(C)20.

(A)21.
(C)22.

(C)23.
(D)24.

圖(一)
若水－乙醇系統的液相中水的莫耳分率為 0.6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此系統被加熱時，產生第
一個氣泡時溫度約為 88℃ (B)當此系統被加熱產生第一個氣泡時，氣相之水的莫耳分率約為 0.38
(C)根據水－乙醇相圖，水－乙醇溶液為負偏差溶液 (D)若使用蒸餾法並經過多次蒸發和冷凝以分離
水和乙醇時，可以完全分離水和乙醇。
2 莫耳單原子理想氣體於 300K 下，由 5atm 可逆恆溫膨脹至 2atm，其內能變化量(△U)為 A 焦耳，膨
脹過程之熱量(q)為 B 焦耳，則(A＋B)為多少焦耳？(ln 2.5＝0.92) (A)－10825 (B)0 (C)4589
(D)10825。
有一卡諾循環在 527℃及 27℃間操作，若每一循環在高溫端吸熱 8000 卡，則每一循環對低溫端放熱多
少卡？ (A)410 (B)3000 (C)4000 (D)5000。
某一級反應在 328K 下之反應速率常數為在 298K 下之反應速率常數的 8 倍，此反應在 298K 下之半生
期為 6.93 分鐘，若 5M 之反應物於 328K 下進行此一級反應，需多少分鐘可使濃度降至 1.25M？(ln 2
＝0.693) (A)0.87 (B)1.73 (C)3.46 (D)6.93。
－
－
若 A 轉化為 B(反應式：A→B)之反應速率常數為 0.2mol‧L 1‧min 1，則 5M 之 A 反應 10 分鐘生成 x
－
－
M 之 B；若 B 轉化為 C(反應式：B→C)之反應速率常數為 0.05L‧mol 1‧min 1，則 x M 之 B 經過 10
分鐘反應後，C 之生成濃度為多少 M？(假設反應體積固定) (A)0.2 (B)0.4 (C)1.0 (D)1.2。
－
－
在密閉容器內，理想氣體 A 於 300K 下進行零級反應，反應速率常數為 2mol‧L 1‧min 1，若氣體 A
初壓為 2.46atm，則半生期為多少分鐘？ (A)0.025 (B)0.05 (C)0.1 (D)0.2。
有關工業測量儀器相關原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西貝克效應(Seebeck effect)是熱電偶式溫度
計之感溫原理 (B)光學高溫計(optical pyrometer)之設計依據為維恩定律(Wien's law) (C)質量流量計
(mass flowmeter)是依據白努利定律(Bernoulli's law)製作而成 (D)浮筒液位計(displacement level gauge)
是利用阿基米德原理製作而成。
在管線儀器流程圖中，需使用下列何種儀器符號，表示安裝於「現場的傳送器」？ (A)
(B)
(C)
(D) 。
有關回饋控制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1)屬於一種開路式控制系統；(2)控制器是系統構成的必要
元件；(3)需有感測器(或量測元件)量測程序變數值；(4)無法縮小量測值與目標值間的誤差。

(B)34 (C)23

(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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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D)25.

有一批產品生產之抽樣測量值，分別為 50、50、48、48、51、52、53、47、49、51、51。這批產品的
抽樣測量之平均數為 M，眾數為 N，變異數為 X，標準差為 Y，這些數值大小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A)M＞N＞X＞Y (B)M＞N＞Y＞X (C)N＞M＞Y＞X (D)N＞M＞X＞Y。

第二部份：化工裝置(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B)26.

下列有關單位轉換等式，何者正確？(1kg＝2.2lbm，1m＝3.28ft＝39.4in)

(A)

1b ‧ft
g
＝1 m2
gc
s

lb m
g
kg
(C)1kgf＝9.8×104dyne (D)1
＝100 3 。
ft‧s
cm 3
m
(D)27. 有兩根相同管長不同直徑的水平圓管(管 1 和管 2)，將水各別輸送流過兩根圓管時，其進出口壓力降相
等，假設摩擦係數相同，並忽略管子之入口及出口效應以及入口摩擦損失。若兩根圓管直徑的關係為
 、V
 )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1.50.5＝1.225) (A) V

D1＝1.5D2，則此時流經兩管之水流體積流率( V

(B)1Pa‧s＝0.67

1


＝1.225 V
2
(C)28.

 ＝1.5 V

(B) V
1
2

 ＝2.25 V

(C) V
1
2

2

1

 ＝2.76 V
 。
(D) V
1
2

圖(二)為 5 個水平截面為圓的開放式容器，各容器垂直高度相同，皆裝滿水放置於平台上。容器 a，d，
e 為水平截面積均一的柱體，b，c 為體積及形狀相同但互為倒置的錐狀柱體，且底面積大小關係為 b
＞a＝c＝d＞e，若忽略容器重量，則各容器作用於平台接觸面之平均壓力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平
均壓力＝流體重力/容器與平台接觸面積) (A)a 至 e 皆相同 (B)b＞c (C)d＞b (D)e＜a。

圖(二)
(A)29. 有一上方為密閉且底部有一水平圓形排水管之水槽，如圖(三)所示。若排水管之內徑為 5cm，排水口
低於水槽液面 10m，水槽液面上方空氣之絕對壓力為 2 大氣壓，假設不計摩擦損失，且排水時儲水槽
－
液面下降可忽略，求此時排水口排至大氣(1 大氣壓)之水流平均流速約為多少 m‧s 1？(水的密度為 1g‧
－
cm 3，1 大氣壓＝101325Pa) (A)20 (B)22 (C)24 (D)26。

圖(三)
(A)30. 下列有關管、管件及閥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公稱管徑相同的鋼管，其管外徑相等 (B)凸緣接合
適用於 2 吋以下管之接合，此接合法密封度可靠 (C)全開的閘閥(gate valve)比全開之球閥(globe valve)
有較大的型態摩擦之相當管長與管徑比(Le / D) (D)鼓風機(blower)提供的風壓小於風扇(fan)。
(C)31. 下列有關流體流量量測裝置的敘述，何者正確？ (A)孔口流量計為一種面積式流量計 (B)浮子流量
計為一種差壓式流量計 (C)一皮托管(計)安裝於一內徑 300mm 直管之管中心處，若讀出之壓力差為
－
2000Pa 且直管中流體密度為 1000kg‧m 3，皮托管係數(流量係數)為 1，則管中心流體之流速為 2m‧
－1
s
(D)同一流體流經一孔口流量計，若壓差變為原來的 2 倍，且放洩(流量)係數為定值，則管中流量
為原流量的 2 倍。
(A)32. 一圓直管，內半徑和外半徑分別為 a 和 2a，管外包覆一層厚度為 2a 的保溫材料，如圖(四)所示。當達
熱傳穩定時，管內壁、管外壁及保溫材料外表面之溫度分別為 100℃、75℃及 25℃，則管子和保溫材
料之熱傳導係數 k1：k2 為何？ (A)2：1 (B)1：1 (C)1：2 (D)2：ln2。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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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下列有關熱輻射的敘述，何者錯誤？ (A)黑體溫度越高，最大輻射強度之波長越長 (B)在相同溫度
下，物體吸收率與放射率相等 (C)灰體的吸收率不隨輻射波長而改變 (D)溫室內溫度較高是因為室
內紅外線大部分無法穿透出溫室，使屋內累積熱能。
(D)34. 下列有關熱交換器的敘述，何者錯誤？ (A)板式熱交換器具有體積小、高總括熱傳係數的優點
(B)對熱敏感的流體適合以順流式的方式操作 (C)U 管式殼管熱交換器不適合用於管側易積垢之流體
(D)1－2 殼管熱交換器，殼側流體入口和出口在熱交換器的同一端。
(C)35. 一雙套管熱交換器，熱流體為水蒸汽，入口和出口溫度皆為 125℃，20℃冷水以質量流率為ω流入此
熱交換器，出口溫度為 40℃，因流體溫度變化不大，可以算數平均溫度差取代對數平均溫差來計算熱
流速率。若 20℃冷水質量流率變成 2ω，假設總括傳熱係數和冷水比熱維持不變，水蒸汽入口和出口
溫度皆保持為 125℃，則冷水出口溫度為多少℃？(算數平均溫度差＝(水蒸汽入出口溫度和－冷水入出
口溫度和)/ 2) (A)29.5 (B)30 (C)30.5 (D)60。
(C)36. 某生由文獻查得純水和 30 wt % NaOH 水溶液在不同壓力下的沸點，如表(二)所示，根據杜林法則，表
中 30 wt % NaOH 水溶液在 55.6 kPa 下的沸點約為多少℃？ (A)98 (B)99 (C)100 (D)101。

表(二)
下列有關結晶的敘述，何者正確？(1)在溶解度曲線以下的穩定區，晶體會穩定成長；(2)影響晶癖的因
素可能為溶劑、溫度、攪拌；(3)四方晶系的單位晶胞，三個邊長相等；(4)蒸發法為結晶方法之一，適
合溶解度隨溫度變化小的物質；(5)食鹽屬於共價晶體。 (A)12 (B)24 (C)35 (D)45。
(C)38. 在 A－B 二成分系中，若 A 對 B 的相對揮發度大於 1，則 A 為輕成分，B 為重成分，圖(五)為乙醇－
水共沸混合物的氣液平衡關係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 xA＜xA*時，水是輕成分；當 xA＞
xA*時，乙醇是輕成分 (B)無論組成為何，乙醇都是輕成分 (C)當 xA＜xA*時，乙醇是輕成分；當 xA
＞xA*時，水是輕成分 (D)無論組成為何，水都是輕成分。

(B)37.

(D)39.

(A)40.

(B)41.
(B)42.

(D)43.

圖(五)
混有硝酸、醋酸、硫酸的工業級廢酸，是具強烈腐蝕性液體，需要進行少量純化再利用，考慮使用蒸
餾操作，下列何種蒸餾裝置最適用於此純化工作？ (A)驟沸蒸餾塔 (B)層板蒸餾塔 (C)簡單蒸餾裝
置 (D)填充蒸餾塔。
連續式精餾裝置層板塔的通孔設計，通常型式有三種：泡罩板、篩板、閥板，下列有關此三種板的敘
述，何者正確？ (A)泡罩板構造複雜，板效率高 (B)閥板適用流量的範圍窄 (C)篩板造成的壓降大
(D)造價高低：閥板＞泡罩板＞篩板。
王大仁同學將一罐可樂的拉環拉開，立刻有大量氣泡從可樂液體內部湧出，此現象為何？ (A)吸收
(B)氣提 (C)吸附 (D)脫附。
下列有關吸附的敘述，何者正確？ (A)物理吸附為單層或多層分子吸附，具不可逆性 (B)物理吸附
為單層或多層分子吸附，具可逆性 (C)化學吸附為多層分子吸附，具可逆性 (D)化學吸附為單層分
子吸附，具可逆性。
100 公升的水中含有 80 公克碘，利用 150 公升四氯化碳進行一次萃取，萃取後，若 100 公升水萃餘相
含有 10 公克碘，則碘對四氯化碳與水的分配係數(K＝ C CCl4 / C H 2O )為何？ (A)3.33 (B)3.67 (C)4.33

(D)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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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4.

將空氣加熱，再以冷水噴淋入空氣(絕熱冷卻)，然後再加熱此空氣。此空氣調節過程中，在圖(六)濕度

(A)II→IV→III→I

圖之路徑為何？

(B)II→III→IV→I

(C)I→IV→III→II

(D)I→III→IV→II。

圖(六)

(B)45.

下列何種乾燥裝置是利用結凍再昇華原理達到乾燥目的？
波乾燥器

(A)46.

(A)真空乾燥器

(B)冷凍乾燥器 (C)高週

(D)流體床乾燥器。

下列有關固體性質的敘述，何者正確？(1)礦石的硬度大小順序，石英＞方解石＞滑石；(2)一特定材料
之固體粉末其粒徑愈大，比表面積愈小；(3)符合史托克斯定律的條件下，若粒徑變為兩倍，粒子之終
端速度變為原來之四倍；(4)泰勒標準篩其網目數愈大，篩網孔徑也愈大；(5)一容器中含有乾燥之粒狀
物料，則其整體密度大於顆粒密度

(C)47.

(A)123 (B)135 (C)234 (D)345。

下列有關固體輸送裝置的敘述，何者正確？(1)以動力來源可區分成機械式和氣動式兩大類；(2)惰輪具
有動力，帶動皮帶運轉；(3)裝載角會比靜止角大約 5〜15°；(4)梯板運送機適合坡度大的物料運送；

(5)氣動式運送機適合輸送路程有多處轉彎、上下的場合
(B)48.

下列何種分離機械最適用於固－液分離？

(A)振盪篩

(A)135 (B)234 (C)145
(B)板框壓濾機

(D)235。

(C)耙式類析器

(D)袋(纖維)

濾機。

(A)49.

下列捏和(kneading)裝置，何者不適合用於高黏度物料的捏合？
輪混合機(muller mixer) (C)混合輥輪機(mixing roll)

(B)50.

下列有關反應裝置的敘述，何者錯誤？

(A)帶式混合機(ribbon mixer) (B)轉

(D)雙臂捏和機(double arm kneader)。

(A)連續式反應器適合反應速率快、生產規模大的場合

(B)流體化床觸媒反應器屬於批次式操作 (C)管式反應器適合氣相反應

(D)生物反應器可在常溫常壓

下進行反應。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土木與建築群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工程力學(第 1 至 2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A) 1.

下列何者為三力平衡之必要條件？

(A)三力必共面

(B)三力必共線 (C)三力必平行 (D)三力必成

一閉合正三角形。

(D) 2.

下列何者不是力偶三要素？

(A)力偶矩的大小

(B)力偶作用面之方位(傾度)

(C)力偶的轉動指向

(D)力偶的合力為零。
(C) 3.

對共平面非共點非平行力系而言，其平衡之條件方程式數目為幾個？

(A)1 個

(B)2 個 (C)3 個

(D)4 個。
(A) 4.

在 x－y 直角座標系之 x 軸及 y 軸分別作用一力大小為 F，方向皆在 x 軸及 y 軸之正方向，其合力大小
為： (A) 2 F

(A) 5.

(B)

2
F
2

(C)F (D)2F。

在 x－y－z 直角座標系之 x 軸、y 軸及 z 軸之正方向，分別作用一大小為 F 之力，且皆作用在座標原
1
1
－
－
－
) (B)tan 1(
) (C)cos 1( 3 )
點，其合力與 z 軸之正方向夾角為： (A)cos 1(
3
3

(D)tan 1(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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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在 x－y－z 直角座標系有一正立方體(邊長為 L)上施加一力大小為 F，作用在 A 點指向 B 點，如圖(一)
所示；此作用力對 z 軸之分力矩大小為：

(A)

1
FL
3

圖(一)
(D) 7. 下列平面桁架中，何者不是簡單桁架(simple truss)？
(A)
(B)
(C)

(D) 8.

(B)

3
FL
3

(C)

1
2

FL

(D)

3
FL。
2

(D)

有一桁架受負荷 P，如圖(二)所示，試求桿件 CE 之受力(拉為正、壓為負)為：
(C)＋2P (D)－2P。

(A)＋P (B)－P

圖(二)
下列有關摩擦之敘述，何者正確？ (A)有摩擦力處一定會有因摩擦之能量損失 (B)乾滑動摩擦為庫
倫摩擦，流體摩擦則不是庫倫摩擦 (C)當接觸面為完全光滑時，摩擦係數為 0，當接觸面為完全粗糙
時，摩擦係數等於 1 (D)在物體靜止狀態下，接觸面之摩擦力固定為正向力乘以摩擦係數，方向平行
於接觸面。
(B)10. 下列有關物體重心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物體的重量集中於重心，所產生的外效應，會和分別考
慮由物體各質點的重量產生者一致 (B)只有當物體是非均質的，重心才會與質心不相同 (C)在均勻
重力場中且物體是均質時，重心與形心相同 (D)一均質等厚度的三角形平板，其重心位於距底邊三分
之一高度處。

(B) 9.

(C)11.

有一圓形面積，下方挖除一圓孔，如圖(三)所示，其陰影面積之面積慣性矩 Ix 為： (A)

(B)

15πr 4
64

(C)

11πr 4
64

(D)

πr 4
4

πr 4
。
64

圖(三)
(B)12. 有一均質、等向、線彈性材料之圓柱，圓截面積為 2.0×104mm2，承受軸向壓縮負荷為 5.0×105N。設
－
材料之彈性係數為 25.0GPa、蒲松比為 0.3，則此時在直徑方向之應變為： (A)－3.0×10 4 (B)＋3.0
－
－
－
×10 4 (C)－1.0×10 3 (D)＋1.0×10 3。
(A)13. 如圖(四)所示，兩塊鋼板由四根直徑為 20mm 的螺栓接合，若其作用拉力 P＝2000πkgf，則每支螺栓
所受之平均剪應力大小為： (A)500kgf/cm2 (B)1000kgf/cm2 (C)1500kgf/cm2 (D)2000kgf/cm2。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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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

下列有關靜不定問題之敘述，何者不正確？ (A)一般建築結構中的鋼筋混凝土柱，在求其軸向變形
時，屬靜不定問題 (B)在合成桿軸向受力變形一致性之靜不定問題，如圖(1)，彈性係數大的材料承受
應力較大 (C)在固定桿變形一致性之靜不定問題，如圖(2)，離外負荷施力點距離較遠之端點反作用力
較大 (D)在變形量呈正比之靜不定問題，如圖(3)，C 桿件之受力最大。

有一均質、等向、線彈性材料之圓形截面的桿件，長為 50cm，截面直徑為 4cm，在桿件兩端分別承受
一均勻軸向拉力 2000πkgf 的作用，長度增加 0.04cm，截面直徑縮短 0.0008cm，則該桿件之剛性模數
G 為： (A)625000kgf/cm2 (B)250000kgf/cm2 (C)50000kgf/cm2 (D)500kgf/cm2。
(D)16. 有一承受分佈負荷之簡支梁如圖(五)所示，在梁中點 C 處之剪力 VC 與彎矩 MC 的大小為： (A)VC＝0、
1
1
1
1
MC＝0 (B)VC＝0、MC＝ qoL2 (C)VC＝ qoL、MC＝ qoL2 (D)VC＝ qoL、MC＝0。
8
8
8
8

(B)15.

(A)17.

圖(五)
有一承受負荷之懸臂梁如圖(六)所示，其最大彎矩之危險斷面發生在何位置？
(C)C 處 (D)D 處。

(A)A 處

(B)B 處

圖(六)
(D)18. 有一水平簡支梁承受垂直荷重後，在其橫斷面上會產生彎曲應力與剪應力，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中立軸上彎曲應力與剪應力均為零 (B)上下表面的彎曲應力最大、剪應力不為零 (C)在橫斷面上
之剪應力呈均勻分布且不為零 (D)中立軸的長度不會改變。
(B)19. 有一懸臂梁 AB(本身重量不計)如圖(七)所示，長為 100cm、斷面寬為 20mm、斷面高為 60mm，在 BC
段承受 4kN/cm 的均佈負荷，試求梁 D－D 斷面 C 點處之剪應力τC 為： (A)0MPa (B)160MPa
(C)250MPa (D)320MPa。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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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

有一掛勾(本身重量不計)如圖(八)所示，L＝60cm、r＝10cm，吊掛一物重 W＝1500kgf，其斷面為 20mm
×20mm，求固定端 D－D 斷面 A 點處之正向應力為：
力)

(C)11625kgf/cm2(拉應力)

(A)375kgf/cm2(拉應力)

(B)375kgf/cm2(壓應

(D)11625kgf/cm2(壓應力)。

圖(八)

第二部份：工程材料(第 21 至 4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D)21.
(C)22.
(D)23.

(A)24.

(A)25.
(A)26.

(A)27.
(C)28.
(D)29.
(C)30.

(B)31.

(A)32.

有關材料柏松比(poisson's ratio)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柏松比通常為正值 (B)柏松比單位為
無因次 (C)一般材料的柏松比上限值為 0.5 (D)其橫向應變大於軸向應變。
有關碳鋼之特性，下列何者不正確？ (A)含碳量越低，鋼韌性越高 (B)含碳量越高，鋼強度越高
(C)含碳量越低，鋼越脆 (D)含碳量越高，鋼的熔點越低。
有關水泥比重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一般水泥比重在 3.05 以下時，表示其風化程度嚴重
(B)水泥比重試驗係以李氏比重瓶測定 (C)一般新鮮水泥的比重為 3.14〜3.16 (D)水泥比重試驗使用
的液體是蒸餾水。
近年來國內橋梁，多朝高橋墩與長跨度發展，加上耐震需求，使得橋梁結構之鋼筋量普遍增加，造成
橋梁工程之混凝土澆置困難性提高，因此，為了提高混凝土工作性，且使其表面平整、無蜂窩與無缺
損情況，最適合採用下列何種混凝土？ (A)自充填混凝土(簡稱 SCC) (B)控制性低強度混凝土(簡稱
CLSM) (C)透水混凝土(簡稱 PC) (D)纖維加強混凝土(簡稱 FRC)。
花蓮縣和平地區盛產何種石材，在工程上常作為製造水泥之主要原料，且在煉鐵過程中作為助熔劑？
(A)石灰岩 (B)花崗岩 (C)砂岩 (D)石英岩。
有關瀝青材料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依據 CNS 2260 K5030 標準將瀝青針入度範圍分為四個
等級 (B)瀝青刨除料加再生劑後，可作為熱拌再生瀝青混凝土 (C)油溶地瀝青依溶劑揮發性，可分
為慢凝、中凝與速凝油溶地瀝青三類 (D)依據 CNS 2260 K5030 標準中瀝青溶解度試驗，所使用的溶
劑為三氯乙烯。
木材含水率與木材加工效果有密切關係，現地古蹟工程木構件含水率以下列何者效果最佳可組裝上架
與試驗，方能保持木構件的穩定性、強度及外觀？ (A)15% (B)25% (C)35% (D)45%。
塑膠可分為熱硬性塑膠及熱塑性塑膠，下列何者為熱塑性塑膠？ (A)矽素樹脂 (B)環氧樹脂 (C)壓
克力樹脂 (D)酚(甲)醛樹脂。
有關油漆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假漆俗稱凡立水 (B)展色劑包括有溶劑、稀釋劑及乾燥劑
等三部分 (C)油漆主要物質有展色劑與顏料 (D)油漆之稀釋劑為一種不易揮發性的液體。
針對 CNS 61「卜特蘭水泥」標準中之第 III 型水泥運用範圍，下列何者最適合？ (A)需要抵抗硫酸鹽
侵蝕的港灣工程 (B)需考量水合熱的巨積混凝土工程 (C)需要提早拆除模板的工程 (D)無特殊要求
的一般混凝土工程。
水泥製造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需經過生料研磨、煅燒及熟料細磨三個階段 (B)熟料
細磨階段需添加無水石膏以預防緩凝作用 (C)生料配料比例不當或煅燒不完全，容易產生多量的游離
氧化鈣 (D)生料研磨後送至旋窯進行高溫煅燒。
有關混凝土體積變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自生收縮主要是因為拌和用水量過低所造成的
(B)混凝土水灰比小於 0.42 會產生塑性收縮 (C)乾燥收縮主要是發生在新拌混凝土階段 (D)碳化收縮
主要是因為環境風速太大及溫度太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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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C)34.

(C)35.
(D)36.
(D)37.

(B)38.
(B)39.

(B)40.

依據 CNS 1230「試驗室混凝土試體製作及養護法」及 CNS 1232「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檢驗法」
標準進行混凝土試體製作及強度試驗，下列何者不正確？ (A)圓柱試體直徑與高度的比例為 1：2
(B)抗壓機加載速率為 1.5〜3.5kgf/m2 (C)試體拆模後須放置飽和石灰水中養護 (D)為使試體能均勻
承壓，試驗前須將承壓面蓋平。
下列何者為民國 96 年修訂後的 CNS 382「普通磚」標準？ (A)建築用普通磚尺寸為 230mm×110mm
×60mm (B)磚依品質可區分為 1 種磚、2 種磚、3 種磚及 4 種磚 (C)依據磚的吸水率及抗壓強度來
區分磚的品質等級 (D)磚的形狀可區分為實心磚和開孔數目有規定的開孔磚兩種。
下列何種玻璃的機械抵抗力低，且對化學抵抗力差，最不適合做為門窗玻璃？ (A)鈉鈣玻璃 (B)網
線玻璃 (C)水玻璃 (D)平板玻璃。
下列何種高分子材料具強韌性、耐磨性，硬化後收縮性小且具有較佳黏著性，在工程上常使用於新舊
混凝土接著面或裂縫修補等？ (A)發泡劑 (B)尿素甲醛樹脂 (C)聚乙烯 (D)環氧樹脂。
下列何者為 CNS 560「鋼筋混凝土用鋼筋」標準中 SD420W 鋼筋的機械性質？ (A)竹節鋼筋，降伏
強度 420〜540kN/m2 (B)可焊的竹節鋼筋，降伏強度 420〜540kN/m2 (C)竹節鋼筋，降伏強度 420〜
540N/mm2 (D)可焊的竹節鋼筋，降伏強度 420〜540N/mm2。
普通混凝土的單位重約為多少？ (A)1300kgf/m3 (B)2300kgf/m3 (C)3300kgf/m3 (D)4300kgf/m3。
根據 CNS 10090「瀝青物針入度試驗法」標準，針入度定義為：在已知載重、時間及溫度條件下，以
標準針垂直穿入該瀝青質之深度。請問針入度單位為何？ (A)0.01mm (B)0.1mm (C)1.0mm
(D)10.0mm。
下列何者不是木材腐蝕的主要原因？ (A)細菌作用 (B)表面碳化 (C)乾濕反覆作用 (D)蟲害。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土木與建築群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測量實習(第 1 至 2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A) 1.

(D) 2.
(D) 3.

(A) 4.
(C) 5.

下列有關高程控制測量之敘述，何者正確？ (A)臺灣目前水準點之高程是採用正高系統 (B)目前臺
灣水準原點位於基隆市海門公園內 (C)附合水準測量適用於一個已知高程控制點 (D)臺灣設置之水
準原點採單一水準原點設計。
某一導線測量合約規定，在測距精度要求為 1/50,000 條件下，則承攬廠商使用儀器施作角度測量，角
度誤差上限為多少秒，才能達到合約測距精度之要求？ (A)10" (B)8" (C)6" (D)4"。
以經緯儀觀測前方上坡路燈，已知路燈高度(底部到頂部)為 3 m，當觀測路燈頂部時，測得垂直角為
60°；當觀測路燈底部時，測得垂直角為 45°，試問經緯儀到路燈的水平距離大約有多遠？(tan60°＝
1.732，tan45°＝1) (A)10m (B)8m (C)6m (D)4m。
某一直線段堤防的等斜坡坡面之相鄰等高線，最接近下列何種線型？ (A)平行線 (B)垂直線 (C)弧
線 (D)拋物線。
某工程探勘人員在圖(一)中，由 A 點攀爬至 B 點，試問此一路徑平均坡度接近多少？(圖中等高線及比
例尺之距離單位為 m) (A)33.3% (B)66.6% (C)300% (D)600%。

圖(一)
(A) 6. 某道路工程的土方工程，因為要將土方整平至設計高程，需進行水準儀高程測設，試問水準儀視準軸
高程定義，下列何者正確？ (A)已知點高程＋後視讀數 (B)已知點高程－後視讀數 (C)已知點高程
＋前視讀數 (D)已知點高程－前視讀數。
(A) 7. 有關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最初設計是源於美國空軍導
彈系統 (B)衛星定位原理與天文定位類似，但並不相同 (C)民間應用全球衛星定位系統中，以使用
美國 GPS 系統應用最為廣泛 (D)衛星定位計算的基準為已知衛星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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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8.
(C) 9.

(D)10.

(B)11.
(D)12.

(B)13.

有一測線之磁方向角為 S 30°W，且其真方位角為 212°，則該地當時磁偏角(磁北與真北所夾之角度)為
何？ (A)1°偏東 (B)1°偏西 (C)2°偏東 (D)2°偏西。
依據外業測量結果得到 a 測線方位角為 300°，b 測線方向角為 N 60°W，c 測線方向角為 S 60°E，d 測線
方位角為 30°，如果 a、b、c、d 測線的起點，都是在(N，E)座標的原點(0，0)上，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
確？ (A)a 與 b 方向相同 (B)b 與 c 方向相反 (C)d 與 c 方向不垂直 (D)a 位於第四象限中。
某科學園區新設道路排水系統中，A、B、C 三點在同一直線上，欲測設自 A 點往 B 點到 C 點方向排
水高程，且洩水坡度為 5%，已知 A 點的高程 84.500m，A 點設計高程為 85.000m，AB 水平距離為 50m，
BC 水平距離為 100m，整置水準儀可同時觀測 A、B 及 C 點，若 A 點水準尺讀數為 1.200m，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測設 A 點設計高程，應自 A 點地表，往下開挖 0.500m (B)C 點設計高程為
80.000m (C)B 點設計高程基準線，應比視準軸高度低 2.500m (D)C 點設計高程基準線，應比視準軸
高度低 8.200m。
已知 AB 測線方位角為 230°，AC 測線方位角為 30°，若於 A 點整置經緯儀，前視照準 AB 測線後，角
度歸零，順時針旋轉θ測設 AC 測線，則此θ為何？ (A)130° (B)160° (C)200° (D)260°。
有一展開導線，導線點依序為 A、B 及 C，其中，已知 AB 導線方位角為 120°，置經緯儀於 B 點，後
視 A 點，順時針旋轉照準 C 點，測得水平夾角為 14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B 點偏角為 40°偏
右 (B)BA 導線方位角為 140° (C)BC 導線方位角為 40° (D)CB 導線方位角為 260°。
已知某工程的導線點 A 及 B 之坐標，分別為(NA，EA)及(NB，EB)，而△N＝NB－NA，△E＝EB－EA，
若導線點 B 遺失，欲在導線點 A 測設導線點 B，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若△E 為正，且△N 為正，
－1

則 AB 測線方向角為 NθE，(其中θ＝tan
－1

為 SθE，(其中θ＝tan
－1

＝tan

△N
)
△E

△E
)
△N

△N
)
△E

(B)若△E 為正，且△N 為負，則 AB 測線方向角

(C)若△E 為負，且△N 為正，則 AB 測線方向角為 NθE，(其中θ
－1

(D)若△E 為負，且△N 為負，則 AB 測線方向角為 SθE，(其中θ＝tan

△E
)。
△N

(C)14.

有關三角高程測量，若 A 點為測站，A 點高程 HA，B 點高程 HB，AB 水平距離 S，利用經緯儀在測站
A，測得 B 點覘標之垂直角α，儀器高 i，覘標高 z，AB 兩點的高程差△h＝HB－HA，如果α不等於零，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儀器中心高程＝HA＋z (B)覘標高程＝HB＋i (C)△h＝S×tanα＋i－z
(D)HB＝HA＋i－z。
(B)15. 如圖(二)所示，A、B、C、D 為同一直線上之順序四點，以布卷尺測量距離，記錄如表(一)，則下列各
選項敘述組合何者完全正確？ (A)甲＝10.345，乙＝10.333，丙＝70.339，丁＝70.573 (B)甲＝10.333，
乙＝10.345，丙＝70.339，丁＝70.573 (C)甲＝10.345，乙＝10.333，丙＝70.339，丁＝70.105 (D)甲
＝10.333，乙＝10.345，丙＝70.339，丁＝70.105。
布卷尺量距紀錄
布卷尺長：30m
布卷尺與標準尺比較實長：30.1m

測段

往

返
表(一)

距離(m)

A→B

30.000

B→C

30.000

C→D

甲

D→C

乙

C→B

30.000

B→A

30.000

總距離(m)

最或是值

改正後總距離

A→D(m)

A→D(m)

丙

丁

70.333

70.345

圖(二)
(D)16. 甲採用 50m 之卷尺(與標準尺比較實長為 49.950m)，量測 A 點與 B 點距離，讀數結果得 200.000m，乙
採用另一 50m 之卷尺(與標準尺比較實長為 50.020m)複測。若 A 點與 B 點實際距離為 D，乙複測結果
讀數為 R，則下列選項何者完全正確？ (A)D＝200.200m；R＝200.120m (B)D＝199.800m；R＝
199.880m (C)D＝200.200m；R＝200.280m (D)D＝199.800m；R＝199.7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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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7.

有某一建築豪宅客廳室內面積為 100 平方公尺，每一坪欲使用 19 片地磚鋪設，地磚包裝每一箱有十五
片，在不考慮實際損耗與庫存下，何者為最經濟合理的採購？ (A)訂貨 37 箱地磚 (B)訂貨 419 箱地
磚 (C)訂貨 39 箱地磚 (D)訂貨 420 箱地磚。
(B)18. 某新建吊橋為確認主索各夾具點位高程，進行閉合水準路線的逐差水準測量，表(二)為逐差水準測量
記錄表，甲為閉合差，乙、丙分別為 TP1、TP2 改正後高程，請問以下組合，何者完全正確？
(A)甲＝＋0.003m，乙＝10.138m，丙＝9.033m (B)甲＝＋0.003m，乙＝10.138m，丙＝9.031m (C)甲
＝－0.003m，乙＝10.140m，丙＝9.035m (D)甲＝－0.003m，乙＝10.140m，丙＝9.031m。
尺上讀數(m)
測點
改正後高程(m)
後視前視距離(m)
後視
前視

BMA

1.227

9.508

TP1

0.496

0.596

乙

TP2

1.685

1.602

丙

100
100

100
BMA
1.207
9.508
表(二)
(B)19. 配合工地高程監測，為了提高水準測量成果精度，某顧問公司，針對同一台水準儀，施行定樁法(木樁
法)校正視準軸，如圖(三)所示，依據下列步驟(1)(2)(3)操作。試問 b2'，f2'應為下列何者？
(1)在空曠平坦地中，釘設相距 50m 之甲、乙兩樁。將水準儀設置於甲、乙兩樁中間 S1，觀測甲樁水準
尺讀數得後視(b1)1.320m，乙樁水準尺讀數得前視(f1)1.653m。
(2)於兩樁同一直線上，距甲樁後 5m 處(與乙樁反方向)設站 S2，觀測甲樁水準尺讀數得後視(b2)1.625m，
乙樁水準尺讀數得前視(f2)1.970m。
(3)接續(2)，以測站 S2 處之水準儀調整十字絲上下校正螺絲，使橫十字絲對準乙樁水準尺之校正讀數(f2')
的刻畫，鎖住校正螺絲，再以甲樁水準尺的刻畫(b2')檢核。 (A)b2'＝1.626m，f2'＝1.983m (B)b2'
＝1.624m，f2'＝1.957m (C)b2'＝1.624m，f2'＝1.983m (D)b2'＝1.626m，f2'＝1.957m。

圖(三)
(C)20. 某吊橋南北橋台測站間，使用尚未校正之同一台水準儀，施作水準測量，水準儀與南橋台測站之直線
距離約 90m，水準儀與北橋台測站之直線距離約 100m，已知南橋台測站高程為 360.463m，後視南橋
台測站水準尺讀數為 1.453m，前視北橋台測站水準尺讀數為 1.657m，其後儀器送校正，才發現該水準
儀有視準軸誤差，視準軸上仰(每 10m 差 3mm)，則北橋台實際高程為下列何者？ (A)360.256m
(B)360.667m (C)360.262m (D)360.664m。

第二部份：製圖實習(第 21 至 4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B)21.

Bob , Kevin , Lucy , Maggie，四位感情要好的高職同學同時進入某科技大學建築系擔任新生。當他們彙
「圖紙
整筆記給高職的學弟妹準備考試，發現其中一人的筆記內容有誤，下列何者不正確？ (A)Bob：
的計量單位(規格)以每一平方公尺之克重(g/m2)表示」 (B)Kevin：
「30 度×60 度的三角板與平行尺配
「書寫阿拉伯數字時，行與行的間隔為字高的 2/3」
合運用，最多可將一個圓作 24 等分」 (C)Lucy：
(D)Maggie：「3H 與 F 均為中質筆蕊的鉛筆」。
(B)22. 暑假在事務所實習的 Lucy，嘗試將一張圖面上 1/200 的基地作換算，倘若這塊基地在圖上的面積為 16
平方公分，則這塊基地的實際面積為： (A)80 平方公尺 (B)64 平方公尺 (C)32 平方公尺 (D)16 平
方公尺。
(B)23. Maggie 在大一的建築設計課，依據「Solid」的概念，發展出四種多面體。下列何種多面體的組成面不
正確？ (A)正六面體以六個正方形所組成 (B)正二十面體以二十個正方形所組成 (C)正十二面體以
十二個正五角形所組成 (D)正八面體以八個正三角形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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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Lucy 在一張 1/300 的平面圖與立面圖上，使用 1/500 的比例尺量測圖上某實心正立方體單邊的長度，
若在此 1/500 比例尺的讀數為 25 公尺，則該正立方體的實際體積為： (A)1728 立方公尺 (B)3375 立
方公尺 (C)5832 立方公尺 (D)15625 立方公尺。
(C)25. Lucy 擔任大一圖學助教時，彙整有關第一象限法與第三象限法的投影視圖排列模式如圖(四)所示，下
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1 與 12 是仰視圖 (B)3 與 10 是前視圖(正視圖) (C)4 與 11 是右側視圖
(D)5 與 8 是後視圖。

圖(四)
圖(五)
圖(五)是 Kevin 在大三建築設計所製作的某中型辦公大樓外觀輪廓，今欲完成其斜面的真實形狀之輔
助視圖，構圖時 Kevin 需以何種「視圖」，放置一與「視圖」垂直之輔助投影面？ (A)俯視圖 (B)後
視圖 (C)仰視圖 (D)右側視圖。
(D)27. Maggie 設計一個主題為「Struggle」的雕塑作品如圖(六)所示，今為了實體製作必須繪製各項剖面視圖。
假設該作品以正交(與物體呈水平或垂直)且不轉折的割面方式分別平直剖切，則下列何者不可能是該
作品的剖面視圖？

(D)26.

(A)

(B)

(C)

(D)

圖(六)

(C)28.

Bob 在繪製三視圖時，誤將其他不相關的視圖混在圖面當中。請依據圖(七)所提供的俯視圖與正視圖之
資訊，在下列選項中找出正確的右側視圖：
(A)
(B)
(C)
(D)

圖(七)
元宵節的晚上，Bob 跟 Kevin 討論如何用輔助視圖的方式來把自己的花燈完美的呈現，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依據斜面與投影面不同可分為單斜面、複斜面與多斜面三種 (B)單斜面輔助視圖因主要
視圖位置不同，分為前視圖、俯視圖與側視圖 (C)輔助視圖因為是運用投影法，故無法得知真實大小
形狀 (D)參考面及基本平面簡稱 PP，作為量取視圖上線段長度之基準。
(A)30. 臺灣某科大建築系大二生 Bob 暑假至工地打工，工地主任拿了一套圖給 Bob 確認圖中標註的方式，請
選出全部正確的組合： (A)甲、乙 (B)丙、丁 (C)戊、己 (D)丙、戊。

(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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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

Kevin 回母校輔導高職學弟妹課業時，以一張上視圖如圖(八)所示，讓學生們繪製可能的等角圖，下列
何者不正確？
(A)
(B)
(C)
(D)

圖(八)
(A)32. 如圖(九)所示，對於透視圖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下列室內透視圖為一點透視 (B)兩點透視圖的畫
法相當多，二消失點法、斜角法、基線法等都可繪出 (C)PL 是畫面線，GL 是地面線 (D)視點離畫
面越近則視角越大。

圖(九)
圖(十)
(C)33. 如圖(十)所示，危老建築探勘時建築師繪製一張圖，屬於何種透視圖手法？
視 (C)三點透視 (D)平行透視。
(D)34. 下列有關高字樓的建築陰影表達，何者不正確？

(A)

(A)35.

(B)

(C)

(A)一點透視

(B)二點透

(D)

Lucy 的圖學筆記中紀錄各類建築圖符號，下列圖例組合何者全部正確？ (A)(1)(2)(4)(8)(10)
(B)(2)(3)(4)(7)(9) (C)(1)(2)(5)(7)(10) (D)(3)(5)(6)(8)(9)。

Lucy 要繪製一套完整建築圖與 Kevin 討論，下列圖面繪製內容的敘述，何者全部正確？
(1)面積計算表應載明基地面積、建築面積、容積率、建蔽率、停車空間及防空避難設備檢討；(2)現況
圖應載明四周現有巷道、道路、防火間隔，房間層數，構造及排水方向；(3)平面圖應載明都市計畫地
籍套繪圖，包含四周鄰地、地號、界線、計畫道路；(4)立面圖及剖面圖皆須含建築線及高度限制線、
建築物高度、簷高、外表材料；(5)繪製平面圖時，可於一樓平面圖加註鄰房現況、現有道路等並著色；
(6)日照平面圖中，日照不足一個半小時範圍內應著色 (A)123 (B)346 (C)125 (D)456。
(D)37. 工地主任拿了一張無窗戶建築物平面圖給 Kevin，如圖(十一)所示，請他完成建築圖面繪製及面積計算
表，已知從柱心至柱心量測，其短邊與長邊的尺寸標註分別為 290cm 及 590cm，柱子為 40cm×40cm，
牆厚為 20cm。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註：本題開口部的門檻不計入室內裝修面積計算) (A)繪製平面
圖時，應繪製以結構系統為主的座標(軸)系統 (B)依座標系統繪製，牆心線尺度標註符號為
(C)36.

(C)該空間之建築面積為 17.11m2

(D)該空間之樓地板面積減去室內裝修面積(亦即淨面積)為 2.76m2。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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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8.

Kevin 想繪製剖面圖來表達建築物內部空間及結構，下列建築圖面表現，何者不正確？ (A)總剖面圖，
是將建築物整個垂直切開，畫出全部之剖面投影圖
突出物高度、天花板淨高等
須以中線加繪粉刷線

(B)39.

(B)剖面圖應載明建築物高度、簷高、層高、屋頂

(C)繪製大比例之剖面詳圖時，被剖切到部分須以粗線繪出輪廓線外，尚

(D)剖面詳圖作為施工依據，必須詳細表示建築物各部構造尺度、材料之圖面。

Lucy 想繪製某建築物立面圖作為外部裝修依據。試問有關繪製建築立面圖應注意事項，何者全部正
確？(1)繪製立面圖的比例尺原則上使用 1/50、1/100 或 1/200；(2)立面圖應載明各向立面外形、門窗開
口位置及外部材料；(3)建築物樓層高度係指該樓層地板至上一樓地板之高度；(4)用比例尺 1/100 繪製
門窗表現程度上，只須畫出框架輪框即可；(5)施工用之立面圖應詳細標示外牆裝修材料之符號、名稱
及建築物陰影；(6)設計圖用之立面圖可加繪配景、陰影或著色，使其更具立體表現效果

(A)1234

(B)1236 (C)1256 (D)3456。
(A)40.

Lucy 依據指導教授某老師的等角視如圖(十二)所示，繪製下列三視圖何者不正確？
(A)
(B)

(C)

(D)

圖(十二)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工程與管理類專業(一) 試題
第一部份：基礎物理(第 1 至 25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B) 1.
(D) 2.

(C) 3.

(A) 4.
(D) 5.

有一方程式 x＝kamtn，其中 x 為位置大小，a 為加速度大小，t 為時間，k 為不含單位的常數，則下列
何者正確？ (A)m＝1，n＝1 (B)m＝1，n＝2 (C)m＝2，n＝1 (D)m＝2，n＝2。
一輛作直線運動的機車，從靜止啟動以加速度＋2.6 公尺/秒 2 行駛。當它行駛了 120 公尺後，再以－1.5
公尺/秒 2 的加速度慢下來，直到速度變成＋12 公尺/秒，求前述整個過程位移的大小為多少公尺？
(A)40 (B)160 (C)200 (D)280。
有一物體靜置於一無摩擦力的水平地板，用固定的水平力 F 推動物體使其在△t 時間內移動，其最後
的速率為 v。若使用 2F 的水平力量來重新進行實驗，試問需要花多少時間才能使物體達到相同的末速
△t
△t
率 v？ (A)2△t (B)△t (C)
(D)
。
2
4
一木箱靜置於一卡車載物檯的水平底板上，若卡車加速向東行駛，而木箱並沒有在卡車上滑動，則卡
車底板對木箱所施的摩擦力方向為何？ (A)向東 (B)向西 (C)向上 (D)向下。
一系統含有 A、B、C 三個質點，置於一直角三角形的頂點上，A 質點質量為 2 公斤，位置為(0 , 0)公
尺；B 質點質量為 1 公斤，位置為(3 , 0)公尺；C 質點質量為 4 公斤，位置為(3 , 4)公尺。求系統質心
3
4
6
8
10
12
15
16
,
)公尺 (B)(
,
)公尺 (C)(
,
)公尺 (D)(
,
)公
的位置為何？ (A)(
7
7
7
7
7
7
7
7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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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6.

在光滑無摩擦的水平面上，一質量為 m 公斤的物體以 v0 公尺/秒的速度前進，其受一水平定力 F 牛頓
作用，且施力的方向和位移同向，若物體受 F 作用，前行了位移 S 公尺時，則此物體的末速為多少公
尺/秒？ (A) v 0 2＋

(C) 7.

FS
2m

(B) v0 2－

FS
2m

(C) v 0 2＋

2FS
m

(D) v 0 2－

2FS
。
m

有一豎立於地上之彈簧，其力常數 k＝64 牛頓/公尺，又有一質量為 0.8 公斤的靜止物體，它從距離彈
簧頂 0.5 公尺的高度處自由落下，恰巧落到豎立於地上之彈簧頂，求彈簧被壓縮的最大距離為多少公
尺？(設 g＝10 公尺/秒 2，且忽略空氣阻力)

(B) 8.

(A)0.2 (B)0.4 (C)0.5 (D)0.8。

把質量為 0.4 公斤的球擲向石牆，它撞擊牆的速度為水平向西 30 公尺/秒，球反彈的速度為水平向東

20 公尺/秒，試求在撞擊期間，球所受之衝量大小為多少牛頓．秒？
(C) 9.

(A)4 (B)20

(C)80 (D)100。

在一光滑無摩擦的水平面上，將一 A 球以 v0 的速度擲向一大小相同的靜止 B 球，且 B 球的質量為 A
球的 2 倍，兩球作一維完全彈性碰撞，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碰撞前的動量大小，A 球小於 B 球

(B)碰撞前的動量大小，A 球等於 B 球 (C)碰撞後的動量大小，A 球小於 B 球 (D)碰撞後的動量大小，
A 球等於 B 球。
(A)10.

下列關於轉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表，就是引擎的平均角速度

(A)等速率圓周運動屬於等角速度運動

(B)汽車儀表板上的轉速

(C)等角速度運動時，旋轉半徑的大小並不影響其向心加速度 (D)剛體

的轉動，其切線加速度與角加速度無關。

(C)11.

有密度皆大於水的 A、B 兩不同的物體，在空氣中具有相同的重量，其體積分別為 VA 及 VB，且 VA＞

VB。將兩物體置於水槽內，設物體的尺寸遠小於水槽內水所分佈的空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水中兩物體所受的浮力相等 (B)A 物體有一部份體積在水面上，另外一部份在水面下 (C)在水
中的重量，A 物體小於 B 物體

(B)12.

(D)B 物體的重量等於浮力。

U 型管氣壓計內盛有水銀，左管側與不溶於水銀的待測氣體相接，右側暴露於大氣中，當時大氣的壓
力為 75 公分水銀柱。若右側水銀面低於左側 6.6 公分水銀柱，求待測氣體的壓力為多少大氣壓？

(A)1.07 (B)0.9 (C)0.5 (D)0.1。
(D)13.

質量相等的 A、B、C 三種物質，吸收相同的熱量。假設沒有發生相變化，溫度變化量依序為△TA、
△TB 及△TC，且△TA＞△TB＞△TC，下列何者正確？
最大 (C)A 物質的比熱最大

(C)14.

(A)三種物質熱容量相等

(B)B 物質的熱容量

(D)C 物質的比熱最大。

兩條不同的繩子相連接，脈波由重繩進入輕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顛倒 (B)反射波的振幅與入射波相等

(A)反射波的波形與入射波上下

(C)透射波的波長比入射波大 (D)透射波的波速與入射波相

同。

(B)15.

兩端固定張緊的弦線長度為 1.5 公尺，下列哪一個波長(單位為公尺)可在此弦上形成駐波？

(A)2

(B)3 (C)5 (D)6。
(D)16.

光由某介質進入空氣，設某介質的折射率為

5
，試求產生全反射的臨界角為幾度？
4

(A)30

(B)37

(C)45 (D)53。
(A)17.

當白色的太陽光經過三稜鏡時，經折射後形成彩色光帶。其中紅光的偏向角最小，紫光的偏向角最大。
試問下列各種顏色的光，在玻璃中的折射率，何者最小？

(C)18.

(A)紅光

在 x－y 平面上，在座標(2 , 0)公尺與(－2 , 0)公尺處各放置一個點電荷 Q，測得座標為(0 , 2)公尺之 A
點處的電場強度為 3 伏特/公尺，則 A 點之電位為多少伏特？

(D)19.

(B)黃光 (C)藍光 (D)紫光。

(A)6 (B)9 (C)12

(D)15。

若一個平行板電容器之平行板面積為 A，兩平行板之間距為 d，則下列有關改變 A 與 d 皆會使平行板
電容器的電容值變大的敘述，何者正確？

(A)減少 A，減少 d (B)減少 A，增大 d

(C)增大 A，增大

d (D)增大 A，減少 d。
(A)20.

將 1 歐姆與 2 歐姆的電阻並聯，再與一個 4 歐姆的電阻串聯後接上電源，若 1 歐姆電阻消耗的電功率
為 2 瓦特，則 4 歐姆電阻消耗的電功率為多少瓦特？

(D)21.

(A)18 (B)16

(C)12 (D)9。

一條在水平面上通有由南向北流之電流的長直導線，則此載流長直導線在其正上方產生之磁場方向指
向哪一個方向？

(A)上方

(B)下方 (C)西方 (D)東方。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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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將具有相同動能的質子與α粒子垂直射入一相同的均勻磁場中做圓周運動，測得質子旋轉週期為 T，
則α粒子的旋轉週期為何？(α粒子為氦原子核)

(B)23.

電磁爐的應用原理，是依據下列哪一個定律？
－沙伐定律

(C)24.

(A)2T

(B)4T (C)8T

(D)16T。

(A)克希荷夫定律 (B)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 (C)必歐

(D)庫侖定律。

依據德布洛伊(L . de Broglie)的波動特性，速率相同之下列各質點，何者的物質波波長最短？

(A)中子

(B)質子 (C)α粒子 (D)電子。
(B)25.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光

(A)電漿顯示器是氣體分子在發光

(C)液晶顯示銀幕是利用電場激發液晶分子使其發光

(B)發光二極體是利用電子與電洞結合後發
(D)太陽是因為氣體分子受熱能激發而發

光。

第二部份：基礎化學(第 26 至 50 題，每題 2 分，共 50 分)
(D)26.
(B)27.
(B)28.

(A)29.

(C)30.

(C)31.
(A)32.

使用下列何種方法可將水分子(H2O)分解成氧氣(O2)和氫氣(H2)？ (A)燃燒 (B)昇華 (C)水解
(D)電解。
＋
＋
－
－
一水溶液中含 Ca2 、Mg2 、Cl 及 SO42 等離子，則下列方法何者最不適合用來降低該水溶液之硬度？
(A)陽離子交換 (B)煮沸 (C)逆滲透 (D)加入碳酸鈉。
下列關於大氣對流層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可調節地表溫度，使地球成為適合居住的星球
(B)因為空氣上下混合，因此整個對流層氣壓均相同 (C)藉由氣流移動，可協助地球水循環 (D)可減
少地球受隕石撞擊的傷害。
下列各方法所產生的氣體，何者不適合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A)電解濃食鹽水時陽極所產生的氣體
(B)加熱亞硝酸鈉與氯化銨混合物所產生的氣體 (C)二氧化錳催化下加熱氯酸鉀所產生的氣體 (D)大
理石加入濃鹽酸所產生的氣體。
下列關於土壤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土壤成分以無機物為主，含量最多的是氧化鐵 (B)植物生長
主要利用土壤之心土層 (C)不當使用化學肥料可能導致土壤鹽化 (D)欲中和鹼性土壤，可於土壤中
添加碳酸鈣。
下列有關同位素 12C 與 13C 的比較，何者正確？ (A)質子數：12C＜13C (B)質量數：12C＝13C (C)電
子數：12C＝13C (D)中子數：12C＝13C。
＋
鋁(Al)的原子序為 13，下列有關鋁離子(Al3 )的電子能階示意圖，何者正確？
(B)
(C)
(D)
(A)

(D)33.

下列何者為甲烷(CH4)的電子式？(原子序：C＝6，H＝1)
(B)
(C)
(D)
(A)

(A)34.

就原子序 1 至 20 的元素而言，每一個原子的質量範圍大約為多少公克？
－8

〜10

(C)35.

－24

(A)10

－22

〜10

－10

(B)10

(C)1〜20 (D)1〜40。

下列水溶液中，何者的導電度最大？

(A)0.03M 醋酸 (B)0.02M 硝酸

(C)0.02M 硫酸

(D)0.01M 乙

醇。

(B)36.

於 25℃下，下列哪一個水溶液的 pH 值約為 9？

(A)1×10 9M HCl
－

(B)1×10 5M NaOH
－

(C)1×10 9M Ca(OH)2 (D)1×10 5M H2SO4。
－

(B)37.

下列硝酸銀水溶液與氯化鈉水溶液混合作用的淨離子反應式，何者正確？
＋

(B)Ag
(D)38.

－

－

(aq)＋Cl (aq)→AgCl(s)

＋

(C)Na

－

(s)＋NO3 (g)→NaNO3(l)

＋

(D)Na

＋

(A)Ag
－

(aq)＋NO3 (aq)→NaNO3(s)。

化石燃料所含成分元素中，下列何者於燃燒後，其產物對氣候的影響最大？

(D)C。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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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B)O (C)S

(C)39.

下列各項措施，何者目的與其他三者不同？
基鉛

(A)40.

(C)42.

(B)43.

(D)44.

(B)45.

(C)46.

(B)汽油添加四乙

(C)液化石油氣中添加硫醇 (D)煉製汽油以提高辛烷值。

若 x 莫耳 C3H8 及 y 莫耳 CH4 完全燃燒，且已知 x 莫耳 C3H8 之 CO2 排放量為 y 莫耳 CH4 的三倍，則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C)41.

(A)汽油添加甲基三級丁基醚(MTBE)

(A)C3H8 與 CH4 莫耳數相同(x＝y)

(B)x 莫耳 C3H8 質量為 y 莫耳 CH4 之三倍 (C)x

莫耳 C3H8 之 O2 消耗量為 y 莫耳 CH4 之三倍 (D)x 莫耳 C3H8 之 H2O 產生量為 y 莫耳 CH4 之三倍。
下列關於「煤炭隔絕空氣加熱」程序的敘述，何者正確？ (A)此程序稱為乾餾，是一種類似蒸餾的物
理變化 (B)此程序產生氣態煤炭，稱為煤氣 (C)此程序會生成苯、萘等液態產物 (D)將此程序之氣
態產物加水，即所謂水煤氣。
下列關於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A)回收再利用的電池稱為二次電池 (B)利用 H2 與 O2 反應產生
光和熱的電池稱為氫氧燃料電池 (C)乾電池的成分中仍含有水分 (D)利用電能產生化學能的電池稱
為電化電池。
下列有關果糖、麥芽糖、蔗糖、葡萄糖、乳糖、澱粉及纖維素的敘述，何者正確？ (A)題目中單醣類
共有 3 種 (B)題目中雙醣類共有 3 種 (C)麥芽糖是雙醣類，水解後可得到葡萄糖及果糖 (D)澱粉是
多醣類，人體無法消化吸收。
下列有關蛋白質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甘油和胺基酸的聚合物 (B)蛋白質加鹼會變性，可加酸
中和而恢復蛋白質原狀 (C)蛋白質碰到碘液會顯現藍色，是用來檢測蛋白質的快速方法 (D)蛋白質
中含有許多醯胺基(－CONH－)，稱為肽鍵。
利用 1,6－己二醯氯及 1,6－己二胺製備耐綸－66(Nylon－66)的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實驗時
在兩溶液介面下層的是 1,6－己二醯氯之正己烷溶液 (B)將 1,6－己二胺配製在氫氧化鈉的溶液中，是
為了中和反應時產生的 HCl (C)耐綸的製備是一種加成聚合反應 (D)聚合反應會產生乳白色的耐
綸，以及另一個小分子產物 H2O。
圖(一)為合成清潔劑分子，下列有關此清潔劑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可由油脂與氫氧化鈉水溶液加
＋
＋
熱反應生成 (B)可抓住硬水中的 Ca2 、Mg2 ，使硬水軟化 (C)分子結構中 R 端為親油端，S 端為親
水端 (D)此清潔劑分子為軟性清潔劑，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圖(一)

(D)47.

下列有關奈米技術的敘述，何者錯誤？
導性和導電性

(A)奈米碳管含有石墨的結構

(B)奈米碳管具有良好的熱傳

(C)將陶瓷表面經奈米處理，可產生蓮花效應，有自潔的效果 (D)奈米碳管是藉由碳

與氫原子形成六邊形環狀結構所組成的聚合物。

(D)48.

下列關於藥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病毒感染

(A)盤尼西林可止痛退燒

(B)抗生素不但可殺菌，也能有效治療

(C)阿斯匹靈是抑制胃酸的制酸劑 (D)治療鏈球菌感染可使用磺胺類藥物。

(A)49.

液晶顯示器是受到下列何者的影響而改變液晶分子的排列？

(A)50.

下列有關現代產業的敘述，何者正確？
天然高分子聚合物

(A)電壓 (B)磁場 (C)溫度 (D)壓力。

(A)精密陶瓷可作為太空梭外殼的耐熱材料

(B)脂肪是一種

(C)液晶分子經通電而發光，為液晶螢幕的光源 (D)通訊傳輸所使用的光纖是石

油化學工業的產物。

108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工程與管理類專業(二) 試題
(A) 1.

下列何者與「3C」產品最不相關？ (A)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B)消費性電子(Consumer
Electronics) (C)通訊(Communication) (D)電腦(Computer)。
(C) 2. 資訊時代中的許多工作能透過各式電腦來進行操控，下列何者與嵌入式電腦(Embedded Computer)的應
用最不相關？ (A)行動電話晶片 (B)智慧型冰箱 (C)氣象預測與分析的電腦 (D)汽車的 ABS 煞車
系統。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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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

(B) 4.
(C) 5.
(D) 6.

(C) 7.

(A) 8.

(D) 9.
(B)10.

(A)11.
(D)12.

(C)13.

許多網路地圖，會利用大數據(Big Data)技術綜合分析車速，以標識某個路段是否塞車。下列哪個技術
的應用，最適合協助取得車速資訊？ (A)VR(Virtual Reality) (B)GPRS(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C)POS(Point Of Sale) (D)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下列關於行動條碼(QR Code)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屬二維條碼 (B)外觀呈長條形 (C)具快速連
結網址的能力 (D)其如同「回」字的圖案是辨識定位標記。
關於結構化程式設計的敘述，下列何者在流程控制中最不建議使用？ (A)選擇(條件)敘述 (B)重複敘
述 (C)跳躍敘述 (D)循序敘述。
有關電腦容量的計算敘述，下列何者最不正確？ (A)4GB 的隨身碟大概可以存 800 首 5MB 的歌曲
(B)1TB 的硬碟大概可以備份 125 個 8GB 的隨身碟內容 (C)1000 個半形英文字母的文章存在記事本大
概會有 1KB 的大小 (D)8GB 的記憶卡大概可以存 1000 張 800KB 的相片。
下列關於 D－Sub、DVI、HDMI 螢幕連接埠的訊號傳輸形式的敘述，何者為真？ (A)D－Sub、DVI、
HDMI 均是以類比形式傳輸 (B)D－Sub、DVI、HDMI 均是以數位形式傳輸 (C)D－Sub 是以類比形
式傳輸，DVI、HDMI 是以數位形式傳輸 (D)D－Sub、DVI 是以類比形式傳輸，HDMI 是以數位形式
傳輸。
下列關於 CPU 的敘述，何者正確？ (A)暫存器是 CPU 內部的記憶體 (B)CPU 內部快取記憶體使用
Flash Memory (C)具有 32 條控制匯流排排線的 CPU，最大定址空間為 4GB (D)CPU 時脈頻率的單位
是 MIPS。
下列何者不是滑鼠傳輸資料的技術？ (A)USB (B)PS / 2 (C)藍芽 (D)SATA。
下列關於傳統硬碟與固態硬碟的敘述，何者正確？ (A)傳統硬碟較固態硬碟省電 (B)傳統硬碟較固
態硬碟怕晃動 (C)固態硬碟讀寫頭較傳統硬碟多 (D)固態硬碟 RPM(Revolutions Per Minute)值較傳
統硬碟大。
下列何種電腦週邊設備的解析度以 DPI 為單位，可搭配 OCR 軟體辨識字符？ (A)掃描器(Scanner)
(B)點陣式印表機(Dot Matrix Printer) (C)顯示器(Display) (D)網路攝影機(Webcam)。
下列關於常見作業系統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Windows Server 2008 是個人電腦普遍使用的作業系
統 (B)Windows 作業系統是行動裝置普遍使用的作業系統 (C)Windows 作業系統的視窗，其縮小視
窗功能在左上角 (D)Chrome OS 是以 Linux 為核心的作業系統。
有一 Windows 磁碟中的目錄結構如圖(一)所示。其中，A、C、D、F 是資料夾，B、E、G、H 是檔案。
假設使用者目前的工作資料夾是 F，若想要使用相對路徑存取 D 資料夾中的檔案 H，下列路徑標示何
者最正確？ (A)A\D\H (B)..\A\D\H (C)..\..\D\H (D).\.\D\H。

圖(一)

(A)14.

有關 Windows 作業系統的操作，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按下 Alt＋Esc 組合鍵，會結束使用中的

程式 (B)按下 Alt＋Tab 組合鍵，可以用來切換工作視窗

(C)預設情況下，按下 Ctrl＋Shift 組合鍵會

依序切換已安裝的輸入法

(B)15.

(D)按下 Ctrl＋A 組合鍵，會選取資料夾中的所有檔案。

下列關於應用軟體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報，例如 Microsoft Office 與 OpenOffice.org

Skype 與 MSN Messenger
與 PowerDVD

(A)辦公室應用軟體讓使用者可以製作報告、試算表與簡
(B)網頁瀏覽軟體可以讓使用者存取各項網路資源，例如

(C)影音播放軟體可以讓使用者播放影音檔案，例如 Windows Media Player

(D)影像編輯軟體可以檢視影像檔案內容與進行編輯工作，例如 PhotoImpact 與

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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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

下列哪一個軟體會連同程式原始碼一併釋出？ (A)CorelDRAW (B)FireFox (C)Illustrator
(D)WinZip。
(C)17. 下列關於 OpenOffice.org 軟體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Base 是資料庫管理軟體 (B)Calc 是試算表
軟體 (C)Draw 是簡報設計軟體 (D)Writer 是文書處理軟體。
(B)18. 下列 Visual Basic 程式執行後，變數 S 的值為何？ (A)70 (B)71 (C)72 (D)73。

Dim S , C , I As Integer
S=5：C=3
While C<=8
For I=1 To C
S＝S＋2
Next I
C＝C＋1
(D)19.

End While
下列 Visual Basic 程式執行後，變數 result 的值為何？ (A)4

(B)3 (C)2

(D)1。

Dim operation , result As Integer
operation＝5 * 2 Mod 2 * 3＋6 / 2
Select Case operation
Case 7
result=1
Case 3
result=2
Case 2
result=3
Case 18
result=4
End Select
(D)20. 圖(二)所示，是一常見的直譯器運行步驟。下列哪些處理程序，填入圖中的(1)→(2)→(3)最為適當？甲、
翻譯成機器碼；乙、讀入一個敘述；丙、存成執行檔；丁、執行；戊、讀入全部程式

(B)戊→丙→丁

(C)乙→甲→丙 (D)乙→甲→丁。

圖(二)
(B)21. 下列何者是代表「迴圈」之流程圖符號？
(B)
(C)
(A)

(D)22.

(A)戊→甲→丙

(D)

執行下列 Visual Basic 程式片段後，變數 S 的值為何？

(A)45

(B)46 (C)54 (D)55。

Dim A , B , S As Integer
S=0
For A=1 To 10
For B=11 - A To 1 Step -1
S=S + 1
Next B
Next A
育達系列．精心提供

78 工程與管理類專業(二)

(D)23.

下列關於 Google Docs 的敘述，何者最不正確？
可以更新所編輯之文件內容

(C)24.

(A)編輯的檔案透過網路就可以存取

(B)只要上網就

(C)可以多人協同合作編輯文件 (D)只能純文字編輯，不能插入圖片。

下列關於 HTML 的敘述，何者正確？

(A)<table cellpadding＝...>為調整表格的外框尺寸 (B)<table

border＝...>為調整表格欄位內元素與邊框間的距離

(C)<hr>為加入一條水平線

(D)<body bgcolor

＝...>為設定表格欄位背景顏色。
(A)25. 在 HTML 文件中，<u>12</u><i>34<u>56</u>78</i>可在網頁上顯示之效果為何？ (A)12345678
(B)12345678 (C)12345678 (D)12345678。
(A)26. 在 HTML 文件中，下列何者可產生我國教育部網站之文字超連結？ (A)<a href＝"
https://www.edu.tw">教育部</a> (B)<address href＝" https://www.edu.tw">教育部</address> (C)<href
address＝" https://www.edu">教育部</href> (D)<href a＝" https:// www.edu.tw">教育部</href>。
(C)27. 在 Microsoft Word 中，移動圖(三)中箭頭所指之 圖示，可以改變下列何種設定？ (A)左邊縮排
(B)右邊縮排 (C)首行縮排 (D)末行縮排。

圖(三)

(A)28.

下列關於 Microsoft Word「頁首/頁尾」功能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只能插入文字，不能加入圖片

(B)可插入文字藝術師 (C)除頁碼外，還可以顯示頁數 (D)可以插入日期和時間。
(B)29.

下列何者與 Microsoft PowerPoint 檢視投影片的方式最不相關？

(A)備忘稿

(B)整頁模式

(C)投影

片瀏覽 (D)標準模式。

(D)30.

假設目前 Microsoft PowerPoint 的預設投影片標題字是「黑色，細明體」。依序操作下列甲→乙→丙的
編輯步驟，步驟甲所新增的投影片，其標題字的顏色與字體為下列何者？甲、新增一頁「標題及物件」
的投影片，並停留在這一頁；乙、在標題區輸入文字，並改變標題文字字體為「標楷體」
；丙、編輯投
影片母片，將整份投影片的標題字改為「紅色，微軟正黑體」，並離開母片編輯模式
正黑體

(A)31.

(B)黑色，細明體 (C)黑色，標楷體 (D)紅色，標楷體。

在 Microsoft PowerPoint 中欲一次列印含有兩頁的投影片共三份時，下列何種設定會讓所列印出來之頁
次順序為 1 , 2 , 1 , 2 , 1 , 2？ (A)自動分頁

(C)32.

(B)未自動分頁 (C)從長邊翻頁 (D)從短邊翻頁。

下列關於點陣圖(Bitmap)的敘述，何者正確？
縮小都不會有鋸齒狀

(D)33.

(A)紅色，微軟

(A)影像放大與縮小都不會有失真現象

(B)影像放大與

(C)由像素(Pixel)所組成 (D)以數學方程式來定義影像中的點與線段。

下列關於 PhotoImpact 軟體的功能敘述，何者最不正確？
域 (B)「滴管」工具可以選擇影像中的顏色

(A)「魔術棒」工具可以選取相同色彩的區

(C)「修容」工具可以消除影像人臉的青春痘 (D)「剪

裁」工具可以將影像縮放或旋轉。

(B)34.

若甲影像是未壓縮之全彩影像，其長、寬各為 400 像素，乙影像是未壓縮之 256 色灰階影像，其長、
寬各分別為甲影像的長、寬乘以 2，則下列何者為甲影像儲存空間與乙影像儲存空間之比？

(A)3：2

(B)3：4 (C)3：8 (D)1：4。
(C)35.

下列哪一種軟體可對錄影檔進行影片剪輯？

(A)PhotoImpact

(B)Visual Studio (C)VideoStudio

(D)Audacity。
(C)36.

小明使用錄音筆錄下開會討論的內容，以便製作會議紀錄。下列哪一個檔案格式，最不適合作為錄音
筆支援的存檔格式？

(C)37.

(A)MP3 (B)WMA (C)MIDI (D)MP4。

下列有關聲音格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WAV』透過取樣方式將聲音記錄下來，支援串流功能

(B)『MP3』使用無失真性壓縮技術，支援串流功能

(C)『WMA』是由 Microsoft 所開發，支援串流功

能 (D)『MIDI』支援真人音效與串流功能。

(B)38.

下列哪一項代表網路卡實體位址(MAC Address)？ (A)https://tw.yahoo.com (B)00:16:E6:5B:58:60

(C)140.111.34.147 (D)2001:DB8:2DE::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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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9.

OSI 通訊標準中，下列哪一層最靠近應用層？ (A)網路層 (B)表達層 (C)傳輸層 (D)會議層。

(A)40.

下列哪一項網路設備適合用來建構無線區域網路？

(A)Access Point (B)Router

(C)Gateway

(D)Bridge。
(B)41.

假設在搜尋蛋糕食譜時，指定的條件如下：
甲、尋找「紅絲絨蛋糕」
；乙、不要含有「麵包」的相關內容；丙、只在烘焙專業網域(mycookie.idv.tw)
上找
依照上述條件，下列哪一個 Google 的搜尋字串最為適切？

(A)紅絲絨蛋糕 XOR 麵包

web:www.mycookie.idv.tw (B)紅絲絨蛋糕-麵包 site:mycookie.idv.tw (C)紅絲絨蛋糕~麵包
@mycookie.idv.tw (D)(紅絲絨蛋糕-麵包)%www.mycookie.idv.tw。
(C)42.

在「IMAP、HTML、SMTP、FTP、POP3」中有幾項與內收郵件伺服器通訊協定有關？

(A)4 (B)3

(C)2 (D)1。
(C)43.

下列有關「Google 圖片」搜尋功能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可以用特定字詞或詞組來搜尋圖片

(B)可設定封鎖含有限制級內容的搜尋結果

(C)無法以圖片來反向搜尋含有該圖片的網站 (D)可以用

圖片來搜尋外觀與該圖片相似的圖片。

(B)44.

下列關於部落格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部落格是一種讓網友可以隨時更新文章的日記型態網頁

(B)網友可以透過 CSS 服務訂閱部落格訊息

(C)網友可以在社群網站中建立部落格與其他網友互動

(D)部落格上的網友可以分享與討論彼此的感想。
(D)45.

假設有一網頁伺服器(web server)的 IP 是 192.168.3.10，透過 8080 埠號(port)提供網頁服務。若要請求
這網頁伺服器的網頁服務，下列哪一個請求服務的格式是正確的？

(A)http://192.168.3.10/8080/index.html (B)http://192.168.3.10+8080/index.html
(C)http://192.168.3.10/index.html@8080 (D)http://192.168.3.10:8080/index.html。
(A)46.
(A)47.

下列哪種軟體是 P2P 檔案交換軟體？

(A)eMule (B)Exchange (C)FileZilla (D)RSS。

對資通安全防護而言，下列何者為不正確的措施？
結及登入未經確認的網站

(A)不管理維護使用頻率很低的伺服器 (B)不連

(C)不下載來路不明的免費貼圖 (D)不開啟來路不明的電子郵件及附加檔

案。

(B)48.

(A)49.

下列何者是創用 CC(Creative Commons)之「相同方式分享」標章？
(A)
(B)
(C)
(D)

小美很喜歡電影，下列哪種行為最符合網路素養與倫理？
觀看心得

務平台，販賣國外購買的光碟備份

(D)50.

(A)在部落格推薦好看的電影，分享電影的

(B)將院線電影剪輯成 5 分鐘小段並附上評論，放在 YouTube 供大家欣賞

(D)將電影內容自行改編成小說，讓大家付費觀看。

下列關於網路交友的敘述，何者最可能避免網路危險？
面與金錢往來

(C)透過電子商

(C)方便的話就搭網友便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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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常收網友致贈的禮物 (B)與網友單獨見

(D)時時注意個人基本資料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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