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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1. 請先核對考試科目與報考類別是否相符。 

2. 本試題共 25題，每題 4分，共 100分，請依題號順序作答。 

3. 本試題均為單一選擇題，每題都有 (A)、(B)、(C)、(D) 四個選項，請

選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然後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相對位置方格內，用

2B鉛筆全部塗黑。答錯不倒扣。 

4. 有關數值計算的題目，以最接近的答案為準。 

5. 本試題紙空白處或背面，可做草稿使用。 

6. 請在試題首頁准考證號碼之方格內，填上自己的准考證號碼，考完後將

「答案卡」及「試題」一併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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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市面上一般汽車利用含氧感知器進行混合比控制的主要目的為何？ 
(A) 增加三元觸媒轉換器之效率   (B) 省油   
(C) 增加馬力    (D) 避免熄火 

某一常開型 (normal open) 繼電器上面印有「12V / 3A」的規格，則下列有關此繼電器的
敘述，何者正確？   
(A) 需提供電磁鐵線圈 3安培的電流，才能使此繼電器的開關導通   
(B) 此繼電器的開關導通後，開關接點之兩端僅能耐電壓 12伏特   
(C) 此繼電器的線圈消耗功率為 36 W 
(D) 需提供電磁鐵線圈 12伏特的電壓，才能使此繼電器的開關導通 

環保署積極推動柴油引擎所使用的柴油需降低硫 (S) 的含量，這種措施對使用線列式噴
射泵之影響是： 
(A) 噴射泵柱塞的潤滑情況變差  (B) 噴射泵凸輪潤滑情況變差 
(C) 噴射泵調速器飛重的潤滑情況變差  (D) 對噴射泵的潤滑情況沒有影響 

下列那一種車子最有可能裝置中間冷卻器？ 
(A) 自然進氣汽油車   (B) 自然進氣柴油車 
(C) 高增壓比的渦輪增壓柴油車  (D) 低增壓比的渦輪增壓柴油車 

下列有關汽車懸吊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懸吊系統的彈簧 (spring) 會吸收大部分因車輪受震動而上下移動所產生的能量   
(B) 平衡桿 (stabilizer bar) 會吸收大部分因車子轉彎而使車身傾斜移動所產生的能量   
(C) 車身受到震動後產生之上下移動的動能，主要靠避震器 (absorber) 吸收   
(D) 因路面不平而使車身震動所產生的動能，大部分會被輪胎所吸收 

接通起動馬達欲起動引擎時，若起動馬達小齒輪碰到飛輪又立即跳回，則表示：  
(A) 起動馬達電磁閥之吸入線圈故障   
(B) 起動馬達電磁閥之吸住線圈故障   
(C) 起動馬達超速小齒輪 (over-running clutch) 彈簧卡死   
(D) 起動馬達超速小齒輪軸承卡死 

兩個同為 12V 40AH的電瓶並聯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總電壓為 12 V，電容量為 80 AH   (B) 總電壓為 12V，電容量為 40 AH   
(C) 總電壓為 24 V，電容量為 80 AH    (D) 總電壓為 24V，電容量為 40 AH 

 

 
 
 

共 8 頁                   第 2 頁 



車輛工程類 專業科目(二) 

第 3 頁     

8. 

9. 

10. 

11. 

有關電阻之量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負溫度係數之引擎冷卻水溫度感知器，其電阻值隨冷卻水溫度之增加而增加 
(B) 火星塞高壓線之電阻值，隨長度之增加而減少 
(C) 銅導線之電阻值，隨溫度之增加而增加 
(D) 發火線圈中一次線圈之電阻值，分別隨線圈圈數與線圈直徑之增加而減少 

下列有關汽油雷式 (Reid) 蒸氣壓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雷式蒸氣壓過低，會導致冷車起動不易，過高則熱車時易發生氣阻   
(B) 雷式蒸氣壓過低，熱車時易發生氣阻，過高則會導致冷車起動不易   
(C) 雷式蒸氣壓過高，熱車時易發生氣阻，且冷車起動不易  
(D) 雷式蒸氣壓過低，熱車時易發生氣阻，且冷車起動不易 

圖(一)所示為某種汽車點火系統示意圖，其中夾於火星塞高壓線之夾頭，為引擎示波器之
二次電壓感應夾，C1為裝置於感應夾內之電容值，C2為感應夾夾在高壓線上時之電容值，

VC1和 VC2分別為 C1和 C2所對應的電容兩端之電壓差，其中 VC1為示波器所測得之電壓，

而 Vs為實際的二次電壓。若 C1遠大於 C2且不考慮正負號，則下列關係何者正確？ 
(A) VC1≈ Vs (C1/C2)    (B) VC1≈ Vs (C2/C1)   
(C) VC1≈ Vs (C1C2)     (D) VC1≈ Vs / (C1C2) 

如圖(一)所示之汽車點火系統示意圖，當功率晶體 Tr由導通切換成不導通的瞬間，一次
線圈與二次線圈將分別產生感應電壓，若各線圈兩端感應電壓之極性分別以 a, b, c, d表
示，則下列何者正確？ 
(A) (a, b, c, d) 為 (+, −, +, −)   (B) (a, b, c, d) 為 (−, +, −, +)   
(C) (a, b, c, d) 為 (+, −, −, +)    (D) (a, b, c, d) 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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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圖(二)為簡易普羅尼 (Prony) 引擎馬力試驗機示意圖，於測試時，利用調整螺栓 B使煞
車片以 F kgf之力量，夾住半徑為 R m之引擎飛輪，因而帶動長度為 L m之力臂旋轉壓
向磅秤，而測出該引擎之馬力與扭力。若磅秤顯示力量為 W kgf，此時引擎之輸出扭力為 
T kgf-m，則下列何者正確？  
(A) T = LW   
(B) T = LW/R   
(C) T = 2π WR   
(D) T = 2π LW /R 

 

 

 

 圖(二) 

承接第 12題，若煞車片與飛輪間之摩擦係數為µf，引擎之轉速為 n rpm，此時引擎之輸
出馬力為 P kgf-m/s，則下列何者正確？ 
(A) P = (2π / 60) LW    (B) P = (n / 60) LW  
(C) P = (2π n / 60) LW     (D) P = (2π n / 60) µf LW 

下列有關車輛材料鋁合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鋁合金表面易形成氮化鋁 (AlN) 化合物，因此耐蝕性高 
(B) 鋁金屬的密度約為鋼的 1/3，因此鋁合金為車輛輕量化材料 
(C) 鋁合金鑄造件較鍛造件密實，熱傳導係數亦較高 
(D) 鋁-矽合金為時效硬化 (age hardening) 合金 

有關車輛行駛時輪胎與地面間產生之作用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滾動阻力與車輛總重量成反比 
(B) 制動及驅動時，輪胎與路面間的摩擦力於滑動比 (slip ratio) 為零時最高 
(C) 轉向時，地面對車輪的側向力 (cornering force) 大小與側滑角成反比 
(D) 車輪外傾軸向力 (camber thrust) 隨著胎壓降低而增加 

下列有關 ZrO2含氧感知器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可用於自引擎廢氣中量測燃燒時空氣與汽油之混合比過濃或過稀  
(B) 含氧感知器受污染時之典型反應為反應時間增長 
(C) 固態電解質 ZrO2中添加安定化劑 Y2O3之主要目的為降低工作溫度 
(D) 動作時需要導入外界參考空氣 (氧分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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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圖(三)為一前輪麥花臣式獨立懸吊系統之前視圖，那一點代表車身相對於地面之滾動 
(側傾) 中心 (roll center)？  
(A) A (B) B (C) C (D) D 

 輪胎中心線 
車輛中心線  

 D C
 

 
 
 
 
 

B

 
圖(三) 

下列有關自動變速箱之敘述，何者正確？  
(A) 自動變速箱換檔時機之主要依據參數為引擎轉速及引擎負荷
(B) 車輛急加速時，自動變速箱切換高速檔之時機提前 
(C) 扭力變換離合器 (TCC) 之主要功能為控制強迫降檔 
(D) 在正常情況下，當自動變速箱油從低溫升至高溫時，變速箱
    液位高度亦將增加 

下列有關煞車油特性之敘述，何者正確？  
(A) DOT 3與 DOT 5煞車油成份相同，但沸點不同 
(B) DOT 5煞車油之吸水性較 DOT 3煞車油為高 
(C) 所標示之濕沸點 (wet boiling point) 為煞車油含水 20 % 時之
(D) 煞車油吸水後，其沸點會降低並且具有腐蝕性 

有關四輪定位角度之檢測與調整，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前輪麥花臣式懸吊系統避震彈簧之彈性經長時間後衰減，則
    正方向增加 (positive camber) 
(B) 前束為定位角度中最嚴重之磨損角度，因此一般車輛均不設
(C) 執行定位角度調整時，後輪應較前輪先行調整 
(D) 四輪定位平台 (rack) 上之後輪滑板，其主要功能為維持車身
 
 
 

                         【背面尚有試題】 

第 5 頁         
A

 

油尺所量得之變速箱油 

沸點 

前輪外傾角傾向於往 

置前輪前束之調整機構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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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如圖(四)所示之前輪麥花臣式獨立懸吊系統中之偏心螺栓，可用以調整下列那一定位 
角度？  
(A) 前束 
(B) 外傾角 
(C) 後傾角 
(D) 轉向軸內傾角 

偏  

圖(四)
 

 

有關碟式煞車之故障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左右車輪煞車力不平均，是造成煞車時車輛拉向單邊之可
(B) 煞車油管中存有空氣，是造成煞車踏板行程過度減少之可能
(C) 煞車碟片偏位 (runout) 過度或厚度不均勻，是產生煞車踏
(D) 煞車來令磨損，是造成煞車總泵儲油筒液位降低之可能原

23. 

24. 

在引擎沒有產生失火 (misfire) 的情況下，有關點火系統二次波
間 (burn time)，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汽缸壓縮壓力愈高，則火星塞維持跳火時間愈長 
(B) 火星塞線電阻愈高，則火星塞維持跳火時間愈長 
(C) 混合比愈稀，則火星塞維持跳火時間愈長 
(D) 火星塞維持跳火時間愈長，則火星塞跳火電壓與火星塞維

下列何者不是一般電腦輪胎平衡機 (off-car wheel balancer) 於執
使用之數值？  
(A) 輪胎鋼圈與輪胎平衡機特定點之距離 (B) 輪胎鋼圈寬度
(C) 輪胎鋼圈直徑  (D) 輪胎高寬比 

25. 一般電子控制可變動力方向盤，係依下列那一種訊號而改變其
(A) 車速 (B) 引擎負荷 (C) 引擎轉速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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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螺栓
能原因 
原因 
板脈動之可能原因 
因 

形中之火星塞維持跳火時

持跳火電壓亦愈低 

行輪胎平衡計算時所需

 

輔助動力大小？  
(D) 方向機油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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