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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請以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2. 試題、答案卡及計算用紙均需繳回。 

一、 選擇題：(共 35題，每題 2分) 

1. CNC車床之程式語言通常將橫向進刀軸稱為？ (A)V (B)X (C)Y (D)Z 軸。 
 

2. 銑削時，下列何種情況宜降低切削速度？ (A)夾持較穩定時 (B)不考慮銑刀壽命時 (C)精加工時 (D)刀刃已磨損，但在容許範圍

內時。 
 

3. CNC切削中心機，常用虎鉗夾持工件，適用於何種加工較佳？ (A)小批量 (B)中批量 (C)大批量 (D)以上皆可。 
 

4. 下列何者不是工具機加工能力要項？ (A)主軸速度 (B)進給率 (C)精度 (D)素材。 
 

5. 從事車床工作，下列何種防護具不得使用？ (A)手套 (B)安全眼鏡 (C)安全鞋 (D)耳塞。 
 

6. 數值控制機器比一般單能機械優越之處為？ (A)操作簡便 (B)操作員訓練費用低 (C)加工適應性大 (D)適合大量生產。 
 

7. 對於 CNC車床程式之規劃，以下何者錯誤？ (A)通常奇數刀號加工外徑，偶數刀號加工內徑 (B)刀具補償號碼常規劃與刀具號碼

相同 (C)刀具排列以循序換刀方式，可得最高換刀速度 (D)補償值輸入"22.386"係指車刀的磨耗補償。 
 

8. 控制器螢幕上的絕對座標(Absolute coordinate)是指刀具所在位置與 (A)機械原點 (B)工件程式原點 (C)工件任一參考點 (D)

床台表面 之間的距離。 
 

9. 立式 CNC綜合切削中心機之指令「G92 X100. Y120. Z230.;」係作？ (A)刀具快速移動 (B)刀具切削加工 (C)程式絕對原點設定 (D)

刀具原點回歸。 
 

10. 有關 CNC車床加工，以下指令何者無法車削螺紋？ (A)G75 (B)G76 (C)G33 (D)G34。 
 

11. CNC車床程式指令「G97 S580 G01 X38. Z30. F0.2;」表示？ (A)工件被切削之速度為 580 m/min (B)刀具被快速移動至 X38. Z30.

位置 (C)進給率 0.2 mm/rev (D)正在執行螺紋切削加工。 
 

12.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直接數值控制(DNC)為 NC工具機可透過遙控電腦直接控制加工 (B)電腦數值控制(CNC)為一部電腦直接

架構在機器控制單元來控制工具機 (C)CNC與 DNC最主要差異在遙控的控制方式上，CNC的控制方式是直接將電腦置入工具 (D)

以上皆是。 
 

13. 切削液開啟的指令為何？ (A)M06 (B)M08 (C)M41 (D)M46。 
 

14. 指令『G41 D08』意指端銑刀 (A)向右補償，補償值 8.0mm (B)向右補償，第 8號補償 (C)向左補償，第 8 號補償 (D)向左補償，

補償值 8.0mm。 
 

15. 繪製公制標準正齒輪時，除需註解齒制、節徑、齒數、壓力角等之外，尚須標明 (A)徑節 (B)模數 (C)旋向 (D)導程。 
 

16. 閉迴路系統與開迴路系統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有 (A)回饋系統 (B)控制單元 (C)刀具庫 (D)驅動系統。 
 

17. 以一平面切割直立圓錐，若該平面與圓錐軸線平行，則截面為 (A)圓 (B)拋物線 (C)橢圓 (D)雙曲線。 
 

18. 正八面體表面為八個 (A)正三角形 (B)正四角形 (C)正五角形 (D)正八角形。 
 

19. CNC綜合切削加工機上，欲校正虎鉗固定邊的平行精度，應使用何種量具？ (A)雷射干涉儀 (B)游標卡尺 (C)量錶 (D)分厘卡。 
 

20. 平面上一點座標為 P(3, 5)，對稱於 x軸之點座標為？ (A)(-3, 5) (B)(3, -5) (C)(-3, -5) (D)(5, 3)。 
 

21. 下列哪一個系統，可讓使用者以立體圖、球、圓柱及圓錐等立體模型結合利用布林(Boolean)函數合成另一個目的物體？ (A)構成

實體幾何法(Constructive Solid Geometry,CSG) (B)邊界表示法(Boundary representation,B-REP) (C)掃描法(Sweep) (D)旋轉

法(Revolution)。 
 

22. 就被切削工件材質，何種材質是用粗切削速度較高？ (A)高速鋼 (B)不銹鋼 (C)鑄鐵 (D)中碳鋼。 
 

23. 空間之一直線沿一軌跡所建構出的曲面稱為 (A)自由曲面 (B)直紋曲面 (C)可展開曲面 (D)以上均是。 
 

24. 空車測試 DRY RUN的主要用意是測試？ (A)工具路徑及切削狀態 (B)機器潤滑是否良好 (B)主軸溫度 (D)刀具是否銳利。 
 

25. 銑削二次元(2D)內輪廓時，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先粗銑削 (B)可先鑽孔以利端銑刀銑削 (C)使用適當切削劑，沖除切屑 (D)

先精銑削輪廓。 
 

26. 應用電腦輔助製造軟體進行工件加工路徑設計時，下列何者不須考慮？ (A)CNC加工機控制器種類 (B)加工範圍 (C)工件材質 (D)

加工刀具種類與尺寸。 
 

27. 程式 G83 X_Y_Z_R_Q_F_；下列何者錯誤？ (A)每次鑽削 Q距離後提刀至 R點 (B)Q值為正值 (C)每次鑽削 Q距離後提刀至起始點 (D)

提刀值由參數設定。 
 

28. 三軸銑削加工中，以下何項設定不會影響加工精度？ (A)最大切削間距 (B)弦差 (C)切削層深 (D)提刀位置 設定。 
 

29. 以 CNC加工進行無人化曲面加工時，需以何種設備換刀？ (A)刀具檢測系統 (B)ATC系統 (C)DNC系統 (D)照明系統。 
 

30. 度量外螺紋節徑最理想的量具是 (A)樣柱 (B)鋼尺 (C)節距規 (D)螺紋分厘卡。 
 

31. 車床切斷加工選用切削液，最主要之目的在於 (A)防止振動 (B)保護刃口 (C)切削流暢 (D)增加表面粗糙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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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請以 2B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 

         2. 試題、答案卡及計算用紙均需繳回。 

 

32. 下列哪一項不是空壓三點組的功能？ (A)濾水 (B)壓力調整 (C)潤滑 (D)溫度調整。 
 

33. 車削加工單節 NC程式為：G71P100Q300U0.3W0.1F0.2，其外徑精車預留量為 (A)0.2 (B)0.1 (C)0.3 (D)30。 
 

34. 刀具在刀具運動之垂直方向的加工深度稱為切削深度；加工時，決定切削深度之兩大因素中，第一個為切削刀具與機器剛性，另

一個因素為 (A)主軸馬力 (B)進給速度 (C)刀具大小 (D)加工刀具溫度。 
 

35. 在 MDI操作模式中，下列何者無法操作？ (A)更改系統參考座標值 (B)以手輪控制床台移動 (C)更改位置顯示值 (D)更改刀具補

正值。 
 
 

二、 填充題：<<以下為填充題，請用原子筆在答案紙作答，勿直接填入試卷的空格內>>(共 15題，每題 2 分) 

1. CNC之標準座標系，以右手拇指之指向為 _________ 軸。 
 

2. 二進位數中「1011.101」，轉換成十進位數，應為 _____________。 
 

3. 依 CNS規定，輪廓線是使用粗實線，尺度線是使用 ____________ 線。 
 

4. G02指令碼係代表車削 ________________ 機能。 
 

5. CNC操控面板上，壓按"POS"鍵，能夠顯示 ______________。 
 

6. 能將工件正確、快速的固定及定位在工具機及工作台上之夾持裝置稱為 _____________。 
 

7. 車床程式中為呼叫副程式機能的指令為 ________。 
 

8. 空間中的一個點至少需投影於互相垂直的 ________ 個面上才能確定其位置。 
 

9. CNC切削中心機，第一工作座標系統設定用 __________ 指令表示。 
 

10. 圓方程式(x − 𝑎)2 + (y − b)2 = r2；則此圓圓心座標為 _______________。 
 

11. 端銑刀可分為二刃、三刃與四刃等三種形式，通常粗加工採用 __________ 刃端銑刀。 
 

12. 銑削斜溝槽時，如溝槽斜度為 1：2，銑床工作台移動 10mm，則以量錶測量時，最高與最低之差值為 ____________ mm。 
 

13. 錐銷之錐度為：1/___________。 
 

14. 圓弧如以半徑標註時，則指此圓弧所對的圓心角未超過 ___________ 度。 
 

15. 若六刃銑刀進給率 80mm/min、轉速為 500rpm，則每刃每轉之進給量為 _________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