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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梳棉工程的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錫林與刺輥之間的分梳作用具有開纖與除塵效果 
(B) 錫林與針板之間的剝取作用具有開纖與除塵效果 
(C) 錫林與道夫之間的移行率愈大愈能提高棉網品質 
(D) 錫林與針板之間的踵足作用可使纖維所受之損傷減少 

2. 有關併條工程的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棉條非週期性的紗斑大多是牽伸波造成的 
(B) 增加併合條數可改善輸出棉條之均勻度 
(C) 羅拉牽伸區域隔距的設定宜等於平均纖維長度 
(D) 羅拉牽伸的作用係將輸入棉條的纖維拉細 

3. 有關粗紗加撚的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為了使細紗工程牽伸順利，粗紗撚度愈大愈好 
(B) 纖維表面摩擦係數愈大，粗紗撚度愈應該需要大些 
(C) 纖維長度愈長細度愈小，粗紗撚度愈應該需要大些 
(D) 紡出的粗紗支數愈高，粗紗撚度愈應該需要大些 

4. 於三對羅拉式牽伸系統中，使用粗紗為每 30碼 125格林，欲紡出 Ne 80支細紗，如果 
初牽伸使用 1.25倍，則主牽伸區域的牽伸倍數為多少？  
(A) 16.0 (B) 24.0 (C) 32.0 (D) 64.0 

5. 有關一般工廠紡出之 OE紗與環錠紗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Ne 10支 OE紗的強力比 Ne 10支環錠紗的強力大 
(B) Ne 5支環錠紗的強力比 Ne 10支 OE紗的強力小 
(C) Tex 60支環錠紗的強力比 Tex 30支 OE紗的強力大 
(D) Tex 120支環錠紗的強力比 Tex 60支 OE紗的強力小 

6. 品管員取一管紗搖了 80圈 (每圈 1.5碼)，秤其重得 10格林，其為 Ne多少支？ 
(A) 100 (B) 50 (C) 25 (D) 10 

7. 有關一般工廠其各種精紡機紡出的細紗，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以環錠式精紡機所能紡出的紗支最細 
(B) 以螺陀式開端精紡機所能紡出的紗支最具挺性 
(C) 以摩擦式精紡機所能紡出的紗支最受市場歡迎 
(D) 以噴氣式精紡機所能紡出的紗支最具蓬鬆性 

8. 有關棉紡紡紗工程的管理，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清花工程混用回棉時，為維持品質，以總給棉量之 5 %至 10 %較適宜 
(B) 精梳工程之落棉率，為維持輸出棉條品質，一般以 l %至 2 %較適宜 
(C) 粗紡工程常使用之牽伸倍數，為維持粗紗品質，一般以 20至 40倍較適宜 
(D) 精紡工程常使用之牽伸倍數，為維持細紗品質，一般以 4至 10倍較適宜 

9. 有關紡紗各道工程的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清花工程中寇辛納式打手其分梳作用不佳，因此很少使用 
(B) 併條工程的作用除了併合與牽伸之外，還可以進行加撚作用 
(C) 粗紡工程的作用為牽伸、加撚與捲取之外，還有升降與成型 
(D) 細紡工程中一般採用皮圈裝置控制初牽伸區域的浮遊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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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紡紗工程的安排，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為確保混紡效果，嫘縈與聚酯混紡時，一般在清花工程進行 
(B) 進行聚酯 ／ 棉混紡工程時，一般其併條道數應該採用二道為宜 
(C) 為確保精梳棉條品質，一般精梳準備工程應該採用三道為宜 
(D) 梳棉紗的正常紡紗流程為清花→梳棉→精梳→併條→粗紗→細紗 

11. 有關整經工程的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消除經紗的粗細節與棉粒 
(B) 增加經紗的強力與伸度 
(C) 調整經紗的支數與均勻度 
(D) 控制經紗的張力與長度 

12. 有一圓編機其半徑為 10吋且總針數為 1256針，則其圈距 (gauge) 為多少？ 
(A) 20 (B) 40 (C) 63 (D) 125 

13. 有關針織機使用的舌針與鬚針，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鬚針需藉由導片動作將舊紗圈滑出針鉤 
(B) 鬚針是使用於一般的橫編與圓編針織機 
(C) 舌針需藉由針舌將紗圈作滑出與套入的動作 
(D) 舌針是使用於較好較寬的經編針織機 

14. 有關織布機各種開囗型式，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上開囗其經紗常靜止於上端之靜止線上 
(B) 中開囗其經紗常靜止於中央之靜止線上 
(C) 半開囗其經紗常分別靜止於上下二靜止線上 
(D) 全開囗其經紗常靜止於下端之靜止線上 

15. 有關橫編、圓編、經編與梭織等織機，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各式織機中以圓編織機的產量最大 
(B) 噴水織機適用於聚酯絲與蠶絲 
(C) 橫編織機使用的織針包括舌針與鬚針 
(D) 拉斜爾經編織機適合製織大花樣及夾花設計 

16. 有關一般經紗彈性較小之絲織機，其常採用之打緯時機，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梭囗全開時打緯  (B) 梭囗尚未全閉時打緯 
(C) 梭囗全閉時打緯  (D) 梭囗稍開時打緯 

17. 有關各種織造與其準備工程之採用，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噴氣織機在織造工程上不採用穿綜工程 
(B) 經編針織機在織造工程上不採用絡緯工程 
(C) 圓編針織機在織造工程上需採用整經工程 
(D) 非織物在織造工程上需採用漿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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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關經緯紗之敘述，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 使用人造絲織造時緯紗通常要上漿 
(B) 使用雙股紗織造時經紗通常不上漿 
(C) 在 100 %的長絲織物，經紗通常比緯紗挺硬 
(D) 在 100 %的機紡紗織物，緯紗通常比經紗挺硬 

19. 有關織物組織之特性與應用，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平紋組織其交錯點最少，其織物柔軟但不耐磨 
(B) 緞紋織物具柔軟性，強力佳又耐磨 
(C) 一般襯衫布料其使用的組織為緞紋組織 
(D) 一般牛仔褲布料其使用的組織為斜紋組織 

20. 織造經密 × 緯密為 120 × 96之棉布，假如布機速度 600 rpm，效率 100 %，則此三班制工
廠每天每台布機產量為多少碼？ 
(A) 200 (B) 250 (C) 7200 (D) 9000  

21. 有關棉織物正常的染整加工流程，下列何者較為合理？ 
(A) 絲光加工→退漿精練→漂白→染色  
(B) 退漿精練→絲光加工→漂白→染色 
(C) 退漿精練→漂白→染色→絲光加工  
(D) 退漿精練→漂白→絲光加工→染色 

22. 羊毛織物精練時，最常使用的鹼劑是： 
(A) NaOH (B) Na2CO3 (C) Na2SiO3 (D) NaHCO3 

23. 下列織物的乾熱定型，依定型溫度的需求，其高低順序為： 
(A) 耐隆 66＞耐隆 6＞特多龍 (B) 特多龍＞耐隆 6＞耐隆 66 
(C) 特多龍＞耐隆 66＞耐隆 6  (D) 耐隆 6＞耐隆 66＞特多龍 

24. 有關含氯漂白劑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NaClO2在處理過程中會生成氣體有利漂白 
(B) NaClO在酸性浴中漂白 
(C) NaClO2適合於毛織物的漂白 
(D) NaClO之漂白設備必須使用鈦金屬製成 

25. 螢光染料會吸收日光中的下列何種光而使織物增白？ 
(A) 黃色光 (B) 紫外線光 (C) 綠色光 (D) 紅外線光 

26. 下列染料中，何者對纖維的染色係靠還原作用而達成的？ 
(A) 甕染料 (B) 分散染料 (C) 含金屬酸性染料 (D) 反應性染料 

27. 利用染料固著於纖維構造中之－SO3H，則此纖維可能為下列何種纖維？ 
(A) 羊毛 (B) 蠶絲 (C) 彈性纖維 (D) 壓克力纖維 

28. 直接染料對棉織物進行染色，在染浴中加入 NaCl，其目的在於： 
(A) 調整 pH值 (B) 緩染 (C) 促染 (D) 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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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布疋染色機中，下列何者在染色時布被驅動水也被驅動？ 
(A) 捲布染色機 (Winch) (B) 經軸染色機 (Beam) 
(C) 交捲染色機 (Jigger) (D) 液流染色機 (Liquid Flow) 

30. 正常條件下，下列何種染料在酸性浴中進行染色？ 
(A) 反應性染料染棉  (B) 鹽基性染料染壓克力纖維 
(C) 士林染料染嫘縈  (D) 硫化染料染棉 

31. 分散性染料染聚酯纖維 (PET) 後的還原洗，通常使用下列何者為還原劑？ 
(A) Na2SO4 (B) Na2S2O3 (C) Na2S2O4 (D) NaHSO3 

32. 有關平板式自動網板印花機，下列敘述何者較為不正確？ 
(A) 較滾筒印花機能生產細線而複雜的圖案 
(B) 圖案重覆單位尺寸可較滾筒印花機長 
(C) 梭織布及針織布皆可使用 
(D) 可快速改變網板的印花圖樣 

33. 轉移印花最適用的染料為：  
(A) 酸性染料 (B) 反應性染料 (C) 鹽基性染料 (D) 分散性染料 

34. 棉織物防皺加工，主要與下列何種結合的產生關係最大？ 
(A) 離子結合 (B) 凡得瓦爾力 (C) 氫鍵結合 (D) 交鏈結合 

35. 下列加工中，何者可藉氧化作用而達到加工目的？ 
(A) 棉織物防皺加工  (B) 羊毛防縮加工  
(C) 聚酯織物減量加工 (D) 蠶絲織物脫膠 

36. 棉織物樹脂加工時會產生表面樹脂現象，下列何者加工條件較能防止？ 
(A) 預乾時使用紅外線烘乾機 (B) 提高預乾含水率 
(C) 提高預乾溫度  (D) 降低加工液 pH值 

37. 織物防火加工利用溴化物，其加工係基於下列何種原理？ 
(A) 脫水理論 (B) 吸熱理論 (C) 氣體理論 (D) 被覆理論 

38. 有關織物撥水加工，下列敘述何者較為不正確？ 
(A) 將織物的臨界表面張力提升至 72.8 dyne/cm以上 
(B) 將織物對水的接觸角提升至 90o以上 
(C) 可利用氟碳樹脂 (Floro Carbon Resin) 進行加工 
(D) 可依壓吸法進行加工 

39. 織物加工用親水劑構造中，含有下列何種官能基時，其對水分子之配價數最高？ 
(A) －OH (B) －COOH (C) －NH－ (D) －NH2 

40. 有關山芙萊茵加工 (Sanforizing)，下列敘述何者較為不正確？ 
(A) 屬一種物理加工 
(B) 加工皮帶其厚度愈薄，加工效果愈大 
(C) 加工時織物必須加熱 
(D) 主要用於纖維素織物的加工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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