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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 

【3】1.軸與軸承間的運動，屬於下列何種對偶？ 

高對  螺旋對 

迴轉對  滑動對 

【4】2.下列何者非屬螺紋的功用？ 

連接或固定機件 

調節距離或測量 

傳達動力或運動 

產生作用力，維持機件接觸 

【2】3.下列何種彈簧應用於健身器材、機車和腳踏車的固定器？ 

動力彈簧 拉伸彈簧 壓縮彈簧 疊片彈簧 

【1】4.下列何者為動力傳達鏈中最常用，且可用於腳踏車上？ 

滾子鏈 無聲鏈 平環鏈 鉤節鏈 

【4】5.下列何種軸承是以粉末冶金法製造而成，又稱為自潤軸承？ 

階級軸承 套環軸承 無油軸承 多孔軸承 

【4】6.下列何種齒輪常用於減速機的傳動機構中？ 

針齒輪 螺旋齒輪 冠狀齒輪 蝸桿與蝸輪 

【1】7.下列何種凸輪不需藉由重力、彈簧張力或其他外力的作用，可使從動件在凸輪迴轉時能再次回到原
來的位置？ 

確動凸輪 平面凸輪 立體凸輪 圓錐形凸輪 

【4】8.有一複式螺旋的兩個螺桿之螺紋導程分別為 L1=8mm、L2=6mm，當螺桿旋轉一圈，螺帽所移動的距

離為多少 mm？ 

 2mm  8mm  10mm  14mm 

【3】9.有關無聲鏈之特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傳動時沒有噪音 

可自動補償磨損 

僅適用於較小的負荷之場合 

適用於高速動力傳輸的場合 

【4】10.有一急回機構之切削角 α為 300°和回程角 β為 60°，若往復一次需 60秒，請問切削行程需多少時間？ 

 10秒   25秒 

 35秒   50秒 

【2】11.有一雙線蝸桿與 20齒的蝸輪相嚙合，若蝸桿的轉速為 50rpm，請求蝸輪的轉速為何？ 

 3rpm   5rpm 

 10rpm   15rpm 

 

【4】12.有關螺旋齒輪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傳達動力大為其優點 

螺旋角一般約 15°~25°較佳 

製作困難、無互換性為其缺點 

易生軸向推力，應採用冠狀齒輪來消除 

【2】13.機械中的單一零件，稱為機件，一般在研究時都將機件視為下列何種物體？ 

變形體 剛體 塑性體 流體 

【3】14.有一螺紋標註 L-3N M12X2X10-5g6h，請問此螺紋旋轉一圈前進多少 mm？ 

 2mm  5mm  6mm  10mm 

【4】15.一般手弓鋸架用以鎖緊鋸條螺帽稱之為何？ 

方螺帽 

環螺帽 

錐形底部螺帽 

翼形螺帽 

【3】16.常用於軟金屬、塑膠及薄板之連接工作，螺釘前端先將工件鑽孔，接著自動攻螺紋後再鎖緊，此螺
釘稱之為何？ 

木螺釘 

肩螺釘 

自攻螺釘 

固定螺釘 

【2】17.下列何種鍵是用於傳動時可使轉軸與輪轂作旋轉與軸向運動，可傳達極大之扭矩，廣用於汽車或其
他需要傳達大扭力之場合？ 

方鍵 

栓槽鍵 

斜鍵 

鞍鍵 

【4】18.軸承(bearing)俗稱培林，係屬於下列何種機件？ 

結合機件  控制機件 

流體機件  固定機件 

【2】19.有一個三線蝸桿與 45齒蝸輪配合，若蝸桿轉速為 300rpm，則蝸輪轉速為多少 rpm？ 

 10rpm  20rpm  50rpm  100rpm 

【2】20.下列何者不是連接兩軸平行的齒輪？ 

螺旋齒輪 

斜方齒輪 

人字齒輪 

齒條與小齒輪 

【3】21.有一斜面長 4m，高 1m，如欲將物重 100N物體推至頂端，不考慮摩擦損失，則機械利益為何？ 

 0.25  1  4  25 

【3】22.有兩彈簧 K1=10 N/mm，K2=20 N/mm，則並聯後總彈簧常數為多少 N/mm？ 

 
20

3
 N/mm  15 N/mm  30 N/mm  60 N/mm 

【2】23.下列何種傳動方式能使從動件產生某種特定不規則運動之最簡捷而準確方法？ 

皮帶 凸輪 鏈條 摩擦輪 

【4】24.有關齒輪各部名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節點為兩相嚙合齒輪與節圓之相切點 

壓力角為作用線與節圓公切線間之夾角 

作用弧是指在節圓上作用角所對的弧長 

模數是每吋節圓直徑所含有的齒數 

【1】25.有一種銷其頭部常帶有環圈，目的是便於拆卸，用於滅火器及軍事手榴彈等，此銷稱之為何？ 

快釋銷  

開口銷 

定位銷 

錐形銷 

 



貳、複選題 

【13】26.下列何者屬於連接用螺紋？ 

 V形螺紋 梯形螺紋 惠氏螺紋 滾珠螺紋 

【34】27.下列何者屬於徑向滑動軸承？ 

套環軸承 階級軸承 整體軸承 四部軸承 

【123】28.下列哪些屬於確動凸輪？ 

面凸輪 等徑凸輪 等寬凸輪 圓錐形凸輪 

【234】29.下列何者為墊圈之功用？ 

鎖緊機件 

獲得適當接觸面 

保護機件表面不受損 

增加摩擦面以防止螺帽鬆脫 

【123】30.有關切線鍵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又稱為路易氏鍵 

常使用於有衝擊負荷的地方 

由兩個形狀相同的斜鍵組合而成 

鍵的對角線須在軸的周緣上以承受壓力 

【124】31.當凸輪的基圓半徑變大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傾斜角變大 壓力角變小 側壓力變大 傳動速度變慢 

【23】32.有一公制標準齒之正齒輪，齒冠等於模數，齒根為 1.25倍模數，假設齒深為 13.5mm，外徑為 132mm，
請求模數(M)與齒數(T)為何？ 

 M=3mm  M=6mm  T=20齒  T=42齒 

【124】33.下列何者為彈簧的主要功用？ 

吸收振動 儲存能量 快速定位 產生作用力 

【23】34.制動器材料必須具備下列哪些特性？ 

散熱能力差 耐磨性 耐高溫 低摩擦係數 

【13】35.於間歇運動機構中，下列何者屬於搖擺運動所產生的間歇運動？ 

棘輪機構 日內瓦機構 擒縱器機構 凸輪機構 

【134】36.對偶依兩機件間接觸性質不同可分為「高對」與「低對」，下列何者屬於「低對」？ 

螺栓與螺帽間運動 

滾珠軸承 

滑塊在導路間運動 

活塞在汽缸內運動 

【34】37.有關撓性聯結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凸緣聯結器是屬於撓性聯結器 

軸環聯結器是屬於撓性聯結器 

兩軸可以有小量軸向移動 

兩軸間可以允許有微量中心偏差 

【14】38.下列何者屬於確閉鎖緊裝置？ 

開口銷  開槽螺帽 

鎖緊螺帽  翻上墊圈 

【1234】39.下列何者是可以消除漸開線齒輪干涉方法？ 

縮小齒冠圓 

齒腹向內凹陷 

增加壓力角 

增加中心距離 

【13】40.有關凸輪周緣形狀對壓力角與傳動速度之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凸輪與從動件之壓力角愈小，則側壓力愈小 

壓力角大小是由凸輪的節圓決定 

凸輪與從動件之壓力角愈小，上升力愈大 

凸輪與從動件之壓力角愈小，傳動效率愈差 

 

參、非選擇題二大題（每大題 10分） 

第一題： 

A、B、C、D、E組成一周轉輪系如【圖一】所示，B輪為內、外齒輪，B、D兩齒輪為同軸心且 D輪

固定，m為旋臂，如果 A、B、C、D各輪的齒數分別為 30、120、15、30，而 A輪轉速為 6 rpm逆時針，

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旋臂 m之轉速與轉向為何？【5分；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二）C輪之轉速與轉向為何？【5分；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第二題： 

有一鍵尺寸為 12x8x20mm，裝於直徑 50mm之軸上，軸作動為每分鐘 500rpm，承受 300N-m之扭轉力

矩，請回答下列問題： 

（一）該鍵所承受剪應力為多少Mpa？【5分；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二）該軸所傳遞功率為多少 kw？【5分；未列出計算過程者，不予計分】 

 

【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