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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鐵路特考 考前猜題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01 D 下列各組成語前後意思相同的是？ 

(A)總角之交／布衣之交。    (B)口角春風／口蜜腹劍。 

(C)大相逕庭／大謬不然。    (D)冰清玉潔／冰壺秋月。 

02 D 若有人問：「令尊今年貴庚？是否仍在大學執教？」下列選項的應答，何者最正確？ 

(A)唉！先慈去年已經亡故了。 

(B)家母今年五十好幾了，仍舊堅持在杏林服務。 

(C)早就駕返道山，今年準備要過七十大壽了。 

(D)家父年屆六十五，前年就退休在家含飴弄孫。 

03 B 參照各組人物的關係，選出使用錯誤的問候語： 

(A)父親寫信給兒子，可使用「順問 近祺」。 

(B)學生寫信給老師，可使用「敬請 台安」。 

(C)朋友寫信給朋友，可使用「順頌 時綏」。 

(D)兒子寫信給父親，可使用「叩請 金安」。 

04 A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下列選項，何者與引文旨意最為接近？ 

(A)白沙在涅，與之俱黑。    (B)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C)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D)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05 A 李白〈長干行〉：「早晚下三巴，預將書報家。」詩中「早晚」解作「何時」。下列選項中

「早晚」的意涵何者最為相符？ 

(A)嘗聞秦地西風雨，為問西風「早晚」回。（雍裕之〈農家望晴〉） 

(B)母親，您孩兒有些不成器，「早晚」要您照顧咱。（無名氏《隔江鬥智》） 

(C)女孩兒「早晚」呆癡，看小生薄面，看覷女孩兒咱。（關漢卿《竇娥冤．楔子》） 

(D)豔杏夭桃，垂楊芳草，各鬬雨膏煙膩。如斯佳致，「早晚」是讀書天氣。（柳永〈剔銀

燈〉） 

06 B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樓上王孫把扇搖。」上列詩歌意

旨與下列何者相近？ 

(A)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B)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C)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D)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07 B 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脩道而不忒，則天不能禍。故水旱

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下列何者最符合上文意旨？ 

(A)天命無常。   (B)事在人為。     (C)天命難違。   (D)吉人天相。 

08 A 張晉為刑部，時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子以為盜也，瞷其入，撲殺之，取燈視之，

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為父，又不宜誅。獄久不決。晉判曰：

「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竟殺之。張晉最後判子

誤殺其父死刑，下列選項中何者是張晉的主要依據？ 

(A)自己富有卻不和父親同住，方導致父親成為盜賊，故不孝當誅。 

(B)將自己的父親趕出家門，導致父親翻牆回家而誤殺，不孝當誅。 

(C)自己的父親即使夜半來家，也應當能夠辨識，足見屬故意當誅。 

(D)父親到兒子家取物不能稱為盜，兒子即使誤殺亦屬不孝，當誅。 

09 D 下列祝賀類題辭與其使用對象的搭配，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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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祝壽：天賜遐齡。     (B)出嫁：宜室宜家。 

(C)結婚：鴻案相莊。     (D)生女：喜叶弄璋。 

10 D 下列對聯與商家不相應的是？ 

(A)德必有鄰邀陸羽，園經涉足學盧仝－茶行。 

(B)風塵小住計殊得，萍水相逢緣最奇－旅館。 

(C)如用之皆自明也，苟合矣不亦善乎－眼鏡行。 

(D)椿萱並茂交柯樹，日月同輝瑤島春－家具行。 

11 A 下列有關稱謂用語，正確的是？ 

(A)「先考」已離世十年，個人目前與家母共住。 

(B)我與太太情感深厚，夫唱婦隨，可謂「賢伉儷」。 

(C)這位同學為本人「授業」，認真向學，表現良好。 

(D)林先生為我的世交長輩，所以我都尊稱他為「世兄」。 

12 B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

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下列選項何者較接近邾文公的說法？ 

(A)身為國君須為人民樹立典範。  (B)為政之道應以人民福祉為依歸。 

(C)遷都茲事體大，應遵循卜卦的結果。 (D)對百姓有利的事，孤僻的人也會參與。 

13 B 「人生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不也正是這般地在不知不覺間變換著的嗎？」上

文意涵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A)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 (B)浮生恰似冰底水，日夜東流人不知。 

(C)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D)寂寞空庭春欲晚，梨花滿地不開門。 

14 C 「黃粱一夢」的故事，主人翁經歷種種悲欣歡愁、大起大落，頓醒時驚覺一夢，鍋裡騰騰

飯香，不過是煮熟一鍋飯的時間！我常常覺得這故事是對於閱讀作品最好的隱喻。閱讀中，

我們隨喜隨悲，掩卷嘆息，闔上書，面對的仍是自己的人生；閱讀的經歷，如夢，似幻似

真。下列敘述，最符合上文旨意的選項是？ 

(A)掌握作品隱喻意義，是深度閱讀關鍵。 

(B)夢裡集中專注力，有可能使美夢成真。 

(C)閱讀時情思集中的狀態，常恍惚如夢。 

(D)把握當下最重要，因為人生如夢似幻。 

15 D 葉慶炳〈「先生」和「老師」〉：「到了近代，學問越分越細，隔行如隔山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一千多年前韓愈說的那段話，也就更有其意義。」文中「韓愈說的那段話」最有可能是？ 

(A)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B)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C)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D)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16 A 有關公文數字用法，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有關員警服務品質乙節    (B)檢送防疫因應措施 1種 

(C)有關執勤安全一案     (D)檢發專案會議紀錄 1份 

17 B 下列法律統一用字，何者為非？ 

(A)頒「布」法令      (B)身「份」別 

(C)規「劃」講習計「畫」    (D)會議「紀錄」 

18 B 

D 

語詞中常有與服裝相關的習慣用法，如「拂袖」，本意為振動衣袖，但通常用來表示不悅

或憤怒。下列用法，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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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她因與主管理念不合，恥於屈就，「彈冠」求去。 

(B)聽到有捐血的活動，他二話不說，「奮袂」前往。 

(C)你們兩位都是貴賓，若能「連襟」出席再好不過。 

(D)他信任下屬，對於公司管理簡直是「垂衣」而治。 

(E)我本是個「披褐」之人，何必不顧身分高攀權貴。 

19 A 

C 

隨著年歲的增加，與人世滄桑的經歷，發現要父母俱存太難了，總是「子欲養而親不待」，

想教育天下的英才也不容易，別人肯聘你去一流學府任教嗎？只有不愧不怍的自寧之樂，

自己還勉強掌握得住。仔細想想，本心的「不愧不怍」，才是一切快樂的基礎，因為只有

坦蕩蕩的人，到處皆是樂地；而長戚戚的人，觸目皆成愁場，境遇的順逆愁樂，全在人心

的喜嗔明闇中。下列敘述，何者最貼近作者所謂的人生之樂？ 

(A)俯仰無愧，無入而不自得。   (B)行者常至，有志者事竟成。 

(C)胸懷磊落，自能隨遇而安。   (D)無欲則剛，養心莫善寡欲。   

(E)貧賤不移，窮則獨善其身。 

20 B 

C 

D 

E 

有關箋函的用語，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凡商借、答謝、邀約，對任何人都可使用便條。 

(B)書信提稱語用於政界，可用「勛鑒」、「鈞鑒」。 

(C)書信中稱他人親友，稱謂前宜加「令」字，如「令兄」。 

(D)書信末的「頌候敬辭」，對象為軍界，可用「恭請 麾安」。 

(E)對他人稱自己手足，兄姊用「家」，弟妹用「舍」，如「家姊」、「舍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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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鐵路特考 考前猜題 

《公民與英文》 
 

01 

 

B 近期選舉過程中，某些媒體被發現配合特定政治意識形態進行操作甚或散布假訊

息，引發公眾不滿。如果我國要改善這樣的現象，下列哪種做法最為適切？ 

(A)加強商業媒體競爭，使不具競爭力的媒體自然淘汰以提升媒體自律 

(B)成立閱聽人監督團體，加強對各種媒體的監督與施壓 

(C)強化民選官員的權責，授予其權力關閉不適當媒體 

(D)將商業性媒體公共化，禁止私人財團經營 

  (A)若強化市場競爭，媒體將收視率與營運視為唯一考量後可能會降低媒體自律，甚至為了營運

更進一步的配合特定群體。 

(B)成立閱聽人監督團體，可以透過輿論等方式製造壓力驅使媒體節制自律。 

(C)若授權民選官員關閉媒體，將使媒體易受民選官員的要脅而無法有效監督政府。 

(D)如此將無法讓多元民意獲得舒展。 

02 D 下列事件中最合乎公民不服從的基本精神？ 

(A)某男子因不滿司法判決開車衝撞總統府 

(B)因政府強制徵收土地而在家絕食抗議 

(C)某民間團體為反對死刑執行而向立法院陳情請願 

(D)為抗議國會立法自肥而集體拒絕繳稅 

  公民不服從是指公開和非暴力且基於良知的違法行為，目的在促使政府改變不當的政策與作為。

(A)的行為是違法的暴力行為。(B)、(C)兩項皆屬合法之行為。 

03 C 某國新生兒男女比二十年內的平均值為 0.99，但社會上的男女比二十年內的平

均值卻為 1.8，根據上述，下列推測較為可能？ 

(A)該國人喜歡生女兒，所以透過科技在出生前做性別篩選 

(B)該國曾經發生戰爭導致大規模人口滅絕 

(C)該國曾經發生如中國施行一胎化政策後，為了傳宗接代的傳統而在生下女嬰

後將女嬰殺害的行為 

(D)因該國女性人口較少，故地位較為崇高 

  男女性別比為 0.99 屬自然現象，但整個社會男女行別比卻呈現 1.8 男多於女的失衡代表該國有

某些特定原因導致女性出生後卻較易死亡或移出，以致女性人口減少。 

04 A 關於下列有關新移民的論述，何者最為適當？ 

(A)新移民的出現也是一種全球化的人口移動的型態 

(B)新移民與原住民族都是少數族群，共同的法律保障 

(C)台灣的新移民都來自落後國家，我們不需理解他們的文化 

(D)新移民必須融入台灣文化，放棄原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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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敘述都是對新移民的歧視與不尊重。 

05 A 當國會與總統大選後，國會多數黨與總統分屬不同政黨，此時總統任命國會多數

黨黨魁為內閣總理。由上述訊息推測該國政治體制運作，下列敘述何者最為可能

發生？ 

(A)最高行政首長為總理   (B)中央政府體制為總統制 

(C)內閣總理向總統負責   (D)政黨體制應屬於兩黨制 

  由敘述判斷該國為雙首長制，總理為最高行政首長，向國會負責。(D)則無法由題意中判斷。 

06 A 所謂政策合法化乃是指為使政策方案獲得合法地位所歷經的法定程序。下列關於

政策合法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除了立法與行政部門，司法及考試等部門亦有政策合法化功能 

(B)與外國簽訂的條約，由行政部門呈請總統批准即可 

(C)地方政府由於層級較低，其推動的政策不須經過議會同意 

(D)政策合法化的任務，主要是立法部門的職責，與行政部門無關 

  (B)條約案必須經過立法院二讀通過。 

07 C 下列何者最能說明「責任政治」的意涵？ 

(A)某政務官:「出事後怖須道歉，繼續把事情做好才是負責的行為」 

(B)某國因研究室病毒外洩導致國際傷亡慘重，後以指責他國防議不利卸責 

(C)某市消防局局長因颱風夜在家睡覺被媒體披露而下臺 

(D)網紅因失言而公開道歉 

08 D 「萬能政府」與「有限政府」是對政府應擔負功能的兩種不同看法，關於上述名

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自由市場達到經濟效益最高屬於萬能政府的概念 

(B)義務教育實施是屬於有限政府的概念 

(C)政府發行消費券是屬於有限政府的概念 

(D)設立就業服務站推動一例一休屬於萬能政府的概念 

  萬能政府強調政府積極運作的效能，而有限政府則強調最少干預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09 B 某地方政府為發展當地觀光，經議會通過後逕行決定將原住民族傳統埋葬區強制

遷葬，以開發為公園與休憩設施。本開發案引發部落不滿，認為此舉有違《原住

民族基本法》尊重原住民族自治的精神，決定展開圍堵與阻擋，抵抗強制遷葬以

捍衛信仰。從多元文化的積極涵義解讀該項爭議事件的本質，下列哪項敘述最適

當？ 

(A)屬於多元社會公益與私利間的衝突 

(B)地方議會決議呈現多數決的缺點 

(C)反對遷移傳統埋葬區屬於「鄰避」行為 

(D)源自於《原住民族基本法》的立法不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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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此屬於多元社會中公益與公益之間的衝突。 

(B)為了發展當地觀光，地方議會採取多數決通過強制遷葬的決議忽略少數原住民族的聲音，形

成多數暴力，突顯地方議會多數統治所衍生的缺點。 

(C)原住民族認為其埋葬區是祖靈地，就其傳統文化而言並不是嫌惡設施，甚至反對地方政府遷

移傳統埋葬區，因此不屬於「鄰避」行為。 

10 B 假設警察在疫情嚴重時到舞廳臨檢，同時將所有在舞廳尋歡的客人全部強制送

檢。對此尋歡客提出抗議，主張警方不得強制檢驗是否感染武漢肺炎，而警方則

主張行為合法。抗議者表示，雖然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

別條例》可強制採檢，但尋歡客不在此範圍內且全面採檢行為既不必要，也過度

侵害人權。請問警方與抗議者上述的主張各強調何種原則？ 

(A)警方強調罪刑法定，抗議者強調法律優越 

(B)警方強調法律優越，抗議者強調比例原則 

(C)警方強調比例原則，抗議者強調法律優越 

(D)警方強調罪刑法定，抗議者強調比例原則 

  (A)(D)此提為行政處分，與罪刑法定原則無關。 

11 C 憲法保障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基本權利。下列有關人民依法得提起權利救

濟的方式，何者正確？ 

(A)不服收到超速罰單，得向法院提出請願 

(B)向就業服務處申請失業救濟金遭駁回，得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C)不服交通裁決單位所作裁決，得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訴訟 

(D)主張《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不合理，得向法院提起訴訟 

  (A)(B)行政處分應先向上級主管機關提出訴願，不服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D)主張《公民投票法》之規定不合理，應以請願的方式為之。 

12 A A先生向電視購物臺購得一洗衣機，貨物送到家門口發現洗衣機太寬無法搬進家

中，故打算退貨。若依《消費者保護法》的立法意旨與相關規定來分析 A先生之

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的修正，則 A先生可以在 7天內主張無條件退貨 

(B)電視購物臺若能夠舉證自身無過失，則買賣契約成立，A先生無法退貨 

(C) A先生收到訂購的洗衣機後，有權在三十天的審閱期間內決定是否購買 

(D)電視購物臺若拒絕 A先生退貨，則 A先生可以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申訴 

  因郵購買賣消費者無法檢視商品，告消保法規定消費者若不喜歡或不滿意，得於收受商品 7 

日內退回且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 

13 A 關於個人資料引用與隱私權保障的敘述，何者正確？ 

(A)個人資料的保護亦屬憲法人格權的保障範圍 

(B)媒體報導揭露個人資料，可推理出當事人，但不提及姓名是合法的 

(C)在網路打卡標誌友人涉及有人的人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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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個人的犯罪前科會影響公司未來營運，故不受隱私權保障 

  (C)他人的行蹤資訊亦屬於個人資訊的一環。 

14 C 某社區舉辦中秋晚會，計畫以雷射燈光秀進行慶祝，其他社區雖可欣賞到但亦遭

受燈光秀所造成的光害與噪音汙染，若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考慮，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與最大社會福祉對應之汙染比較，此時社區的傷害偏少 

(B)與最大社會福祉對應之汙染比較，此時社區造成的汙染偏多 

(C)因其他社區可欣賞到燈光秀，所以考慮社會效益下的需求線位於該社區需求

線上方 

(D)因其他社區遭受汙染，所以考慮社會成本下的供給線位於該社區供給線下方 

  (A)(B)所造成的污染與效益單從題意無法證明何者較大。 

15 C 在經歷雷曼兄弟的金融危機後，關於政府提出的下列哪一項措施最能於景氣衰退

時提振經濟？ 

(A)協助國內廠商赴外國設廠   (B)提高金融機構存款利率 

(C)增加國內公共建設支出   (D)呼籲民間減少消費 

16 D 若台灣自美國及德國兩國進口汽車之關稅原本分別為 20％、30％，當三國均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台灣對美、德兩國進口汽車之關稅均訂為 15％。根

據上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美國原本適用較低之關稅，符合最惠國待遇原則 

(B)對不同國家課以相同關稅，符合國民待遇原則 

(C)對美國的關稅維持不變，符合國民待遇原則 

(D)對德國的關稅調降至 15％，此即最惠國待遇原則 

  最惠國待遇原則就是不歧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是指國外的產品或服務進入國內後，就享有與本

國產品或服務相同的待遇。 

17 D 英國費邊社會主義者反對將價值的創造獨歸功於特定階級，而在社會分配問題

上，主張對不勞而獲的部分課徵重稅。下列哪些稅賦的課徵是符合此一學說的精

神？ 

(A)遺產稅、薪資所得稅    (B)機會中獎稅、契稅 

(C)營業稅、房屋稅     (D)贈與稅、土地增值稅。 

  (D)的兩項稅收為資本利得，是社會主義認為不勞而獲的項目。 

18 A 若中央銀行透過貨幣政策擴大整體社會的貨幣流通數量，請問下列何者為將會出

現的結果？ 

(A)造成貨膨脹，提高物價的水準 

(B)大量貨幣可提高貨幣的購買力 

(C)民眾持有貨幣增加，對於商品看不上眼而降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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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央行可能出現大筆虧損而破產。 

  市面上流通的貨幣數量增加，會造成物價上漲，而降低貨幣的購買力。一般民眾會因為手頭擁有

的貨幣增加，而提高對商品的需求。 

19 D 下列社會現象與失業率之間的關聯，何者正確？ 

(A)少子化會增加失業率，因為勞動力減少 

(B)少子化會減少失業率，因為勞動力減少 

(C)日間在公司上班，晚上開 Uber能有效降低失業率，增加 GDP 

(D)大學入學率提高會減少失業率。 

  少子化會讓勞動力減少，但卻無法單純有此判斷與失業率的關聯。 

(C)身兼數職會使的工作機會減少而增加失業率。 

(D)因學生不屬於勞動力人口，故提高大學入學率會降低失業率。 

20 A 過去以物易物必須考量商品本身是否容易腐敗的特性，現在有貨幣制度後便可解

決這樣的問題，這是因為貨幣的哪一種功能？ 

(A)價值的儲存功能     (B)共同的記帳單位 

(C)約定延期支付的標準    (D)解決商品需求不一致。 

21 D Molly asked her roommate to turn down the ______ of the music because she was 
trying to concentrate on her history report due the next morning. 
(A) campus  (B) fountain   (C) journal   (D) volume 

  考名詞。Molly 因為試著專心寫隔天早上要繳交的歷史報告,所以請她室友將音樂的音量關小。 

(A)校園   (B)噴泉   (C)日記；期刊  (D)音量 

22 A It's______ for these students to whine about the heavy burden of their studies since all 
their teachers have just simultaneously assigned ton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for the 
weekend. 
(A) normal   (B) casual   (C) desirable   (D) inferior 

  考形容詞。這些學生抱怨功課負擔沉重是正常的，因為他們所有老師同時指派大量的閱讀與寫作

要在週末完成。 

(A)正常的   (B)休閒的   (C)想要的   (D)較劣的 

23 C Kevin is a sloppy computer nerd, whose apartment is always in a mess, with books and 
clothes ______all over the floor. 
(A) reserved   (B) vanished   (C) scattered   (D) dodged 

  考動詞。Kevin 是個進遢的電腦宅男，他的公寓總是亂七八糟，書本和衣服散落在地板上。 

(A)保留、預約  (B)消失   (C)散開   (D)躲避 

24 D On the wedding ceremony, the groom, a highly praised poet, recited a ______ from his 
own collection, and the bride was moved to t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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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issue   (B) hint    (C) riddle   (D) verse 

  考名詞。在婚禮上，新郎身為倍受讃揚的詩人，朗誦了一段來自自己選集的詩句，新娘如此感動

以至於哭了。 

(A)組織；面紙  (B)提示   (C)謎語   (D)詩，韻文 

25 B On the wedding ceremony, the groom, a highly praised poet, recited a ______ from his 
own collection, and the bride was moved to tears. 
(A) tissue   (B) hint    (C) riddle   (D) verse 

  考名詞。Jessica 雙主修政治學與俄語,她希望有一天能代表她國家在莫斯科當大使。 

(A 木匠   (B)大使   (C)經銷商   (D)旅店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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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鐵路特考 考前猜題 

《機械原理大意》 
 

01 D 在直交的兩軸間，若使用一對齒數相同的直齒斜齒輪，做轉速 1：1 的傳動時，

稱為  

(A)角度斜齒輪 (B)冠狀斜齒輪 (C)內斜齒輪  (D)斜方齒輪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在直交的兩軸間，若使用一對齒數相同的直齒斜齒輪，做轉速 1：1 的

傳動時，稱為斜方齒輪或等比傘形齒輪。 

02 D 有關螺紋之運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用於動力傳輸的螺紋應具有高效率的特質。 

(B)一種其中底部圓柱形部分凹陷退縮以承接固鎖螺釘的尖端的鎖定裝置，稱為

圓形螺帽。 

(C)鋸齒形螺紋僅可在單一方進行動力傳輸。 

(D)堡型螺帽的凹槽個數隨尺寸的增加而增加。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堡型螺帽的凹槽個數有六個，不隨尺寸的增加而增加。 

03 D 有關槓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炭火鉗是第三種槓桿的應用。 

(B)第二型槓桿負載是在支點與施力點中間。 

(C)內燃機中的搖臂是第一型槓桿。 

(D)鐵路警示信號鐘的敲槌是第三種槓桿的應用。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鐵路警示信號鐘的搖臂是第一型槓桿。 

04 C 25 mm堡型螺帽有幾個槽？ 

(A)2   (B)4   (C)6   (D)8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堡型螺帽不管尺寸大小共有 6 槽，25 mm 是騙你的。 

05 C 右圖所示之行星齒輪系，齒輪 2、3、4齒

數分別為 87、58、29齒，若齒輪 2正轉 4

圈，行星臂逆轉 3圈，則齒輪 4轉幾圈？ 

(A)6   (B)12 

(C)18   (D)24 

  
𝒆𝒆 = 𝐓𝐓𝟐𝟐∙𝑻𝑻𝟑𝟑

𝑻𝑻𝟑𝟑∙𝑻𝑻𝟒𝟒
= 𝟖𝟖𝟖𝟖∙𝟓𝟓𝟖𝟖

𝟓𝟓𝟖𝟖∙𝟐𝟐𝟐𝟐
= 𝟑𝟑 = 𝝎𝝎𝟒𝟒−𝝎𝝎𝒂𝒂

𝝎𝝎𝟐𝟐−𝝎𝝎𝒂𝒂
= 𝝎𝝎𝟒𝟒−(−𝟑𝟑)

𝟒𝟒−(−𝟑𝟑)
 所以𝝎𝝎𝟒𝟒 = 𝟏𝟏𝟖𝟖 

06 B 若齒輪 2不動 齒輪 3正轉 30圈 試求行星臂轉動幾圈？ 

(A)6   (B)12   (C)18   (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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𝒆𝒆 = −

𝑻𝑻𝟐𝟐
𝑻𝑻𝟑𝟑

= −
𝟖𝟖𝟖𝟖
𝟓𝟓𝟖𝟖

= −
𝟑𝟑
𝟐𝟐

=
𝝎𝝎𝟑𝟑 − 𝝎𝝎𝒂𝒂

𝝎𝝎𝟐𝟐 − 𝝎𝝎𝒂𝒂
=
𝟑𝟑𝟑𝟑 − 𝝎𝝎𝒂𝒂

𝟑𝟑 − 𝝎𝝎𝒂𝒂
==> 𝝎𝝎𝒂𝒂 = 𝟏𝟏𝟐𝟐 

07 C 如下圖有一長 500 mm之槓桿，作用於桿端之力為 300 N，利用一鍵與半徑 30 mm

之軸連結，若鍵的正方形橫斷面邊長為 5 mm，其中鍵長 20 mm，則鍵能承受之許

可剪應力為多少 MPa？  

(A)3   (B)12   (C)50   (D)200 

 

  𝐓𝐓𝐓𝐓𝐓𝐓𝐓𝐓𝐓𝐓𝐓𝐓 = 𝟑𝟑𝟑𝟑𝟑𝟑 ∗ 𝟓𝟓𝟑𝟑𝟑𝟑 = 𝐅𝐅 ∗ 𝟑𝟑𝟑𝟑 𝐅𝐅 = 𝟓𝟓𝟑𝟑𝟑𝟑𝟑𝟑𝟓𝟓 剪應力 = 𝐅𝐅/𝐀𝐀 𝟓𝟓𝟑𝟑𝟑𝟑𝟑𝟑/𝟓𝟓/𝟐𝟐𝟑𝟑 = 𝟓𝟓𝟑𝟑𝟓𝟓𝟓𝟓𝟓𝟓 

08 D 滾珠軸承配有保持架其功用為：  

(A)減少摩擦      (B)有利滾珠的滑動 

(C)避免潤滑劑流出    (D)維持滾珠分開一定距離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滾珠軸承配有保持架其功用是維持滾珠分開一定距離。 

09 A 鐵氟龍使用在軸承的製造是因為： 

(A)低的磨擦係數     (B)良好的散熱性 

(C)質量非常輕可以節省大量材料  (D)強度很堅硬耐磨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鐵氟龍使用在軸承的製造是因為其低的磨擦係數。 

10 D 如下圖所示之彈簧系統，K1＝10 N/mm，K2＝15 N/mm，K3

＝15 N/mm，則組合後總彈簧常數為多少 N/mm？ 

(A)7.5  

(B)17.5  

(C)25  

(D)40 

  三條彈簧並聯 𝐊𝐊 = 𝟏𝟏𝟓𝟓 + 𝟏𝟏𝟓𝟓 + 𝟏𝟏𝟑𝟑 = 𝟒𝟒𝟑𝟑 

11 A 有一徑向凸輪，其從動件在何種方向移動？ 

(A)與凸輪軸相垂直    (B)與凸輪軸相平行 

(C)與凸輪軸方向無關    (D)與凸輪軸心同軸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徑向凸輪，其從動件在與凸輪軸相垂直方向移動。 

12 B 下列有關於皮帶輪傳動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用相同的摩擦係數、接觸弧和皮帶允許的張力，V 形皮帶傳輸的功率小於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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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帶 

(B)V 形皮帶傳動適用於較大中心距離 

(C)V 形皮帶可按任意一方向操作，皮帶的緊側可位於頂部或底部 

(D)V 型皮帶驅動之張力的高於平皮帶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V 形皮帶傳動適用於較小中心距離，鍊條適用於較大中心距離。 

13 A 下列何者決定漸開線齒輪的背隙大小 

(A)模數   (B)接觸比  (C)齒型   (D)材料 

  此題考觀念衍伸：為一齒輪的齒間與其相嚙合齒輪的齒厚間之空隙，或稱齒隙，即齒間減去齒

厚，是為了使齒輪圓滑迴轉起見及齒輪或嚙合中心距離誤差之修正，且背隙為製造潤滑油膜所必

須，可吸收運轉時因熱所產生的變形，也可以讓潤滑油得以進入，才不至於在運轉時造成卡死。

漸開線齒輪的背隙大小為齒間減齒厚，而齒間與齒厚與模數有關。 

14 A 有關滾動與滑動軸承的比較敘述，何者錯誤？ 

(A)與滑動接觸軸承相比，滾動接觸軸承具有較大的尺寸 

(B)組裝時滾動軸承有較精準的軸對心要求 

(C)滾動軸承具有較小的起動阻力 

(D)高速運轉時，滑動軸承的阻力較大 

  此題考觀念衍伸：與滑動接觸軸承相比，滾動接觸軸承具有較小的尺寸  

15 B 下列何種條件造成螺紋有自鎖效應？ 

(A)磨擦角小於螺旋角    (B)磨擦角大於螺旋角 

(C)磨擦角等於螺旋角    (D)螺紋的效率達 100% 

  此題考觀念衍伸：當磨擦角大於螺旋角時有自鎖效應。 

16 C 一對相等五級塔輪，主動軸之轉速為 240 rpm，而從動軸的最高轉速為 360 

rpm，則從動軸之最低轉速為多少 rpm？  

(A)80   (B)120   (C)160   (D)200 

  𝟐𝟐𝟒𝟒𝟑𝟑 ∗ 𝟐𝟐𝟒𝟒𝟑𝟑 = 𝟑𝟑𝟑𝟑𝟑𝟑 ∗ 𝟓𝟓 𝟓𝟓 = 𝟏𝟏𝟑𝟑𝟑𝟑 

17 D 有關鍵的敘述，何者正確？ 

(A)埋頭方鍵是無推拔 

(B)埋頭方鍵可以是矩形或橫截面方形 

(C)鞍鍵是一個據推拔狀的鍵，平放在軸上 

(D)以上皆是 

  此題考觀念衍伸：埋頭方鍵是無推拔鍵，埋頭方鍵可以是矩形或橫截面方形，鞍鍵是一個據推拔

狀的鍵，平放在軸上。 

18 D 今有一螺旋千斤頂，其於螺旋頂所測螺旋之直徑 5cm，螺距 1.3cm，摩擦係數

0.02，把手長 80cm，若以力 12kg迴轉此把手，則昇起重量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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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16kg  (B)3344kg  (C)3475kg  (D)3730kg 

  由𝐐𝐐 = 𝟐𝟐𝐅𝐅𝟐𝟐/𝐝𝐝 = (𝟐𝟐 ∗ 𝟏𝟏𝟐𝟐 ∗ 𝟖𝟖𝟑𝟑)/𝟓𝟓 = 𝟑𝟑𝟖𝟖𝟒𝟒𝟑𝟑𝟑𝟑 

上升時由𝐐𝐐 = 𝐖𝐖 ∗ (𝛍𝛍𝛍𝛍𝐝𝐝 + 𝐩𝐩)/(𝛍𝛍𝐝𝐝 − 𝛍𝛍𝐩𝐩) 

𝟑𝟑𝟖𝟖𝟒𝟒 = 𝐖𝐖 ∗ (𝟑𝟑.𝟑𝟑𝟐𝟐 ∗ 𝟑𝟑.𝟏𝟏𝟒𝟒 ∗ 𝟓𝟓 + 𝟏𝟏.𝟑𝟑)/(𝟑𝟑.𝟏𝟏𝟒𝟒 ∗ 𝟓𝟓 − 𝟑𝟑.𝟑𝟑𝟐𝟐 ∗ 𝟏𝟏.𝟑𝟑) 

∴ 𝐖𝐖 = 𝟑𝟑𝟖𝟖𝟑𝟑𝟑𝟑𝟑𝟑𝟑𝟑 

19 B 下列何種機件因為受力的特性被稱作桁桿？ 

(A)軸向張力      (B)軸向壓力 

(C)切線力       (D)只要承受力量即稱之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桁桿承受軸向壓力。 

20 C 齒輪齒的側面(flank)是： 

(A)尺的上部端面     (B)齒在節圓通過的上半部  

(C)齒在節圓通過的下半部   (D)齒在節圓通過的上下半部統稱 

  此題考基本定義與說明：齒輪齒的側面(flank)是齒在節圓通過的下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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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鋒公職 109 鐵路特考 考前猜題 

《機械製造學大意》 
 

01 C 有關 18-4-1 型高速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18表示鋼基中含有 18%的鎢  (B)4表示鋼基中含有 4%的鉻  

(C)1表示鋼基中含有 1%的鉬  (D)為鎢系高速鋼 

  18-4-1 型高速鋼為鎢系高速鋼，鋼基中含有 18%鎢、4%鉻、1%釩。 

02 A 下列哪一種刀具具有最高的硬度？  

(A)鑽石   (B)高速鋼  (C)碳化物刀具  (D)立方氮化硼 

  硬度比較： 

鑽石 > 立方氮化硼 > 陶瓷 > 瓷金 > 碳化鎢 > 非鐵鑄合金(亮金) > 高速鋼 > 高碳鋼。 

03 B 下列之材料特性中，何者不是一般陶瓷材料的優點？  

(A)高硬度   (B)良好導電性 (C)耐高溫   (D)耐腐蝕 

  一般陶瓷材料不具有良好導電性。 

04 B 下列各項切削加工中，何者之加工製程錯誤？  

(A)車削加工方式為工件旋轉，刀具移動 

(B)銑削加工方式為工件旋轉，刀具移動 

(C)鑽削加工方式為工件固定，刀具旋轉 

(D)研磨加工方式為工件移動，砂輪旋轉 

  銑削加工方式為工件移動，刀具旋轉。 

05 A 下列各項切削刀具之敘述，何者正確？ 

(A)淬火後之鋼材，欲施以車削加工，一般會使用氮化硼車刀 

(B)陶瓷刀具主要成分為氧化鋁，常用在斷續切削加工 

(C)碳化鎢刀具使用數字分類標號，標示數字愈小，愈適合低速粗切削加工 

(D)鑽石硬度很高，常用來切削鐵系材料 

  陶瓷刀具主要成分為氧化鋁，但不能用在斷續切削加工。 

碳化鎢刀具使用數字分類標號，標示數字愈大，愈適合低速粗切削加工。 

鑽石不適合切削鐵系材料。 

06 D 呋喃模是以矽砂與呋喃樹脂混合，並加入哪一種催化劑攪拌，所製作而成之鑄

模？ 

(A)矽酸   (B)鉻酸   (C)鹽酸   (D)磷酸 

  呋喃模是以矽砂與呋喃樹脂混合，並加入磷酸作為催化劑攪拌，所製作而成之鑄模。 

07 D 下列有關鑄造冒口之功用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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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幫助排出砂模內之氣體  

(B)提供鑄件凝固收縮時所需補充之金屬液 

(C)幫助排除鑄造過程中所形成之殘渣  

(D)為了提高冒口之補充能力，通常在冒口頂端或四周放置冷激塊   

  冷激塊功用：加速冷卻。一般用於冒口補給不易或鑄造厚薄不均的地方。 

08 C 下列有關鑄造過程中之澆鑄作業敘述，何者錯誤？  

(A)若澆鑄溫度太高，鑄件凝固後易產生裂痕 

(B)鑄件厚度愈厚，澆鑄時間就可以愈長 

(C)適當的澆鑄溫度為金屬熔點之 40%-50% 

(D)若澆鑄溫度太低，則鑄件易產生缺陷 

  適當的澆鑄溫度為金屬熔點之 10%-20%。常見金屬材料之澆注溫度： 

鋁合金 700 ℃、青銅 1200 ℃、鑄鐵 1300 ℃、鑄鋼 1450 ℃。 

09 B 下列有關石膏模鑄造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A)石膏耐熱性差，故只適合低熔點金屬的鑄造  

(B)石膏價格昂貴，故鑄模通常會重複使用，以節省成本  

(C)石膏模乾燥時會留下許多透氣孔，故鑄件中不容易出現氣孔  

(D)產品尺寸及表面精確度佳 

  石膏價格昂貴，且石膏鑄模無法重複使用。 

10 C 下列有關鑄造之模型製作材料，何者常用來製作可消失模型？ 

(A)木材   (B)蠟   (C)聚苯乙烯  (D)鋁合金 

  聚苯乙烯常用來製作可消失模型。 

11 A 有關冷作加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增加延展性     (B)金屬晶粒發生破裂或畸變 

(C)增加硬度      (D)產生殘留應力 

  冷作加工會降低材料延展性。 

12 B 有關熱作加工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改變材料形狀所需的能量低於冷作加工  

(B)尺寸精度容易控制  

(C)設備成本及維護費用高 

(D)可消除材料內部大部份的孔隙 

  熱作加工件易氧化生鏽，故精度不佳。 

13 B 關於高能率成形(HERF)，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爆炸成形是藉由炸藥爆炸的能量成形，成形速度快  

(B)磁力成形之壓力均勻，故常用於形狀複雜的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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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電液壓成形是藉由火花間隙放電，瞬間釋放能量，並產生高速震動波 

(D)爆炸成形之材料成形後，幾乎不會發生彈回的現象 

  磁力成形之壓力均勻正確，但無法用於製造形狀複雜工件。 

14 C 在機械加工上，欲使材料產生永久變形，所需要之最小應力為：  

(A)極限強度  (B)抗拉強度  (C)降伏強度  (D)疲勞強度 

  在機械加工上，欲使材料產生永久變形，所需要之最小應力為降伏強度。 

15 D 有關衝壓床工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從金屬板上將廢料切除，此動作為衝孔  

(B)高效率的加工法，適合大量生產 

(C)操作簡單，不需仰賴技術熟練之人員。 

(D)衝壓床衝柱一個上下行程，模具能完成兩種以上不同的加工步驟，稱為連續

模 

  衝壓床衝柱一個上下行程，模具能完成兩種以上不同的加工步驟，稱為複合模。 

16 A 在機械加工上，材料發生變形時，應力與應變的關係為下列何種定律？  

(A)虎克定律  (B)能量守恆定律 (C)摩擦定律  (D)彈性定律 

  在機械加工上，材料發生變形時，應力與應變的關係為虎克定律。 

17 C 有關金屬板彎曲加工所產生的彈回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彎曲半徑愈大，回彈量愈大  (B)板材厚度愈大，回彈量愈小 

(C)降伏強度愈小，回彈量愈大  (D)彎曲角度愈大，回彈量愈大 

  降伏強度愈小，回彈量亦愈小。 

18 B 有關塑性加工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材料會產生變形 

(B)熱作製成的產品，可獲得良好的工件表面光滑度 

(C)屬於無屑加工的一種 

(D)材料會發生塑性變形是由剪應力(Shear stress)所引起 

  熱作加工件易氧化生鏽，故無法得良好的工件表面光滑度。 

19 D 下列有關螺紋滾軋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可節省材料  

(B)生產速度快，適用於大量生產  

(C)只能夠生產外螺紋，無法生產內螺紋 

(D)用於螺紋滾軋的材料硬度一般會高於 HRC37 

  用於螺紋滾軋的材料硬度一般不能高於 HRC37。 

20 A 下列有關氧乙炔氣體銲接與切割的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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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點火時應先打開氧氣 

(B)若採用氧乙炔火焰切割工件時，應將火焰調整至中性焰 

(C)氧氣為助燃氣體 

(D)氧氣鋼瓶，外表為黑色 

  氧乙炔氣體銲接與切割，點火時應先打開乙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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