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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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有一游標卡尺，在共取長度 12mm 內，主尺分為 24格，游尺分為 25 格，則此游標卡尺之最小讀數為何？ (A)0.01 (B)0.02 (C)0.04 

(D)0.05 mm。 
 

2. 圓周某段弧長等於該圓之半徑時，其所對應的圓周角為？ (A)1度 (B)1分 (C)1秒 (D)1弧度。 
 

3. 耐磨塊規為一消耗品，其由何種材料製成？ (A)不繡鋼 (B)碳化鎢 (C)石英 (D)高碳鋼表面鍍鉻。 
 

4. 感測器的磁滯誤差(hysterisis error)？ (A)與輸入信號振幅無關 (B)與輸入信號反覆次數無關 (C)隨輸入信號反覆次數增加而

變大 (D)隨輸入信號反覆次數增加而減少。 
 

5. 下列何者不是國際度量衡的基本單位？(A)m公尺 (B)oK凱氏溫度 (C)mol物質量 (D)g公克。 
 

6. 孔之尺寸為φ10−0.02
+0.04mm，軸之尺寸為 φ10±0.01mm，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其最大干涉量為 0.05mm (B)其最小餘隙為 0.02mm (C)

此種配合為干涉配合(Interference fit) (D)其最大餘隙為 0.05mm。 
 

7. 作為量具室之參考，及提供高精密量測儀器校準使用的塊規，應選用下列何種等級較適宜？ (A)00 (B)0 (C)1 (D)2 級。 
 

8. 下列幾何公差符號的圖型，何圖可表示「位置度」的符號？ (A)  (B)  (C)  (D) 。 

 

9. 以光學平鏡與單色光源(波長λ)檢測分厘卡之鉆座平坦度，若觀察到 6條平行的直線干涉條紋，則平行度誤差若干？ (A)鉆座完

全平坦無誤差 (B)鉆座中央隆起，平坦度誤差 3λ (C)鉆座中央凹陷，平坦度誤差 3λ (D)鉆座中央隆起，平坦度誤差 6λ。 
 

10. 若以公稱尺寸為100mm的正弦桿量測角度為30°的工件，若其中一端放置高度20mm塊規，則另一端須墊高的塊規高度為多少？ (cot 

30°=1.732,tan 30°=0.577,cos 30°=0.866, sin 30°=0.500) (A)193.2 (B)106.6 (C)77.7 (D)70 mm。 
 

11. 下列哪一個英文名稱是指游標卡尺？ (A)Indicator (B)Block Gauge (C)Vernier Caliper (D)Micrometer (micron)。 
 

12. 均方根粗糙度(Root-mean-square roughness,Rq)相較於中心線平均粗糙度(Roughness average,Ra)，二者關係為？ (A)Ra較 Rq

大 11% (B)Ra 較 Rq大 21% (C)Rq 較 Ra大 11% (D)Rq較 Ra大 21%。 
 

13. 下列對環形樣圈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通過端上有切槽作標記 (B)通過端直徑較不通過端直徑大 (C)通過端上有壓花紋作標記 

(D)通過端長度較不通過端長度短。 
 

14. 齒輪游標卡尺可分別調整垂直及水平游尺的位置，其主要的量測參數為何？ (A)弦齒頂 (B)弦齒厚 (C)跨齒厚 (D)周節。 
 

15. 下列何項量測方式，不適合量測表面粗糙度？ (A)光學投影法 (B)光線切斷測定法 (C)探針斷面測定法 (D)光波干涉測定法。 
 

16. 下列哪種投影倍率在光學投影機上常使用？ (A)5x、20x、50x、100x (B)5x、10x、50x、100x (C)10x、20x、50x、100x (D)10x、

50x、150x、200x。 
 

17. 下列何種不屬於光學平板(Optical flat)的應用？ (A)平面度檢驗 (B)平行度檢驗 (C)尺寸量測 (D)表面粗糙度量測。 
 

18. 當顯微鏡頭的放大倍率為 4.5倍時，若選用 640×480像素、尺寸為 1/2英吋的 CCD感測晶片(6.4mm x 4.8mm)，則每個像素點所對

應的實際長度約為？ (A)2.2 (B)1 (C)0.5 (D)0.01 mm。 
 

19. 評估真直度最常採用且簡單的儀器為 (A)雷射干涉儀 (B)自動視準儀 (C)雷射準直儀 (D)表面輪廓量測儀。 
 

20. 下列哪一種量具對圓孔的量測精度最高？ (A)卡儀型內側分厘卡 (B)三點式內徑分厘卡 (C)棒型內側分厘卡 (D)游標卡尺。 
 

21. 雷射具有單色性(monochromaticity)是指雷射光束具有一定的 (A)電場 (B)光強度 (C)波長 (D)速度。 
 

22. 下列何者的線性位移量測精度最高？ (A)直線電位計(Line Potentiometer) (B)線性差動變壓器(Linear Variable Differential 

Transformer,LVDT) (C)光學尺(Optical scale) (D)雷射干涉儀(Laser Interferometer)。 
 

23. 以光學平板檢驗塊規的真平度時，真平度與明暗干涉條紋的何種性質有關？ (A)亮度 (B)粗細 (C)曲率 (D)角度。 
 

24. 以超音波測速器發出超音波測量移動中的物體的速度，請問此測速器是利用下列何種工作原理？ (A)頻率變化 (B)飛行時間(time 

of flight) (C)相位角 (D)干涉。 
 

25. 下列組合式角度塊規敘述何者不正確？ (A)組合式角度塊規片數較長度塊規片數少 (B)扭合方式可用旋轉法扭合 (C)等級分為工

作級、檢驗及與參考級三種 (D)角度只能疊加，因為片數較少所以角度變化也較少。 
 

26. 下列量具，何者最適合量測工件的輪廓形狀？ (A)自動視準儀 (B)雷射準直儀 (C)游標卡尺 (D)工具顯微鏡。 
 

27. 下列何種量測方法適合狹溝內錐孔錐度量測？ (A)光學投影機 (B)角度塊規 (C)正弦桿 (D)鋼球與深度分厘卡。 
 

28. 下列何者不能將位移信號轉換為電信號？ (A)電容 (B)細腰管 (C)LVDT (D)電位計。 
 

29. 下列何種裝置能藉由量測位移求得速度？ (A)游標卡尺 (B)指示量表 (C)線性可變差動變壓器(LVDT) (D)自動視準儀

(Autocollim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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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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在光電式轉速計(Optical tachometer)的轉盤上等角度貼上 2片反射片，則受光元件的每一脈波所代表的角度為何？ (A)180° 

(B)360° (C)540° (D)720°。 
 

31. 下列何種溫度感測器是屬於被動型，須外加電源？ (A)電阻式 (B)熱膨脹式 (C)雙金屬式 (D)形狀記憶合金式。 
 

32. 一個 120 齒之電磁式角位移感測器，五秒內得 20pulse，求待測物之轉速 rpm？ (A)1 (B)2 (C)3 (D)4。 
 

33. 最適合表示真空度的常用壓力單位為？ (A)Torr (B)Bar (C)atm (D)kgf/cm2。 
 

34. 有一銅(Cu)質元件在 0°C 時阻值為 50Ω，試問 100°C 時之阻值為何？已知銅的電阻溫度係數為 0.0038 (1/°C) (A)69 (B)31 

(C)49.62 (D)50.38 Ω。 
 

35. 下列何者非角度的絕對量測儀器？ (A)萬能量角器 (B)正弦桿 (C)水平儀 (D)角度編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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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測不確定度通常以標準差來估算，當設為正負 1倍標準差時則其正確性為 68.26%，若設為正負 ____________ 倍標準差時則其

正確性為 99.73%。 
 

2. 在量測軸與待測表面成一定傾斜角度時所造成的誤差稱為 _______________。 
 

3. 當孔徑的實際尺寸為最小，或軸徑的實際尺寸為最大時，所具備最多的材料稱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10Bits的圓盤編碼器之解析度為 ____________ 度/digital value。 
 

5. 某量具之精度標示為(3.0+L/250)，若量測 200mm長之尺寸時，其量測不確定度(Uncertainty)為± _____________ μm。 
 

6. 常用來作為小角度之量測儀器有： 雷射干涉儀、自動視準儀、及 ______________ 等。 
 

7. 角度 24.51°乃單純以「度」為單位表示之，若是以「度、分、秒」表示之則應為 ___________。 
 

8. 刻度尺中用於檢驗投影機之放大倍率精度者，謂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大平面之真平度量測，主要有使用直規、雷射干涉儀、自動視準儀和 __________ 等四種儀器來量測。 
 

10. 雷射都卜勒位移器是由 ___________、光電系統 、反射器、接收器、處理器、顯示器等所組成。 
 

11. 在雷射干涉儀的光路中，雷射光由雷射頭發出後，經由 _______________，將光束一分為二，分別射向固定反射鏡和可移動反射

鏡，以形成參考和量測路徑。 
 

12. 光柵間距為 20μm之線性編碼器(Linear Encoder)，每秒可得 100 個脈衝(pulses)，則待測物的速度為 ___________ mm/s。 
 

13. 利用雷射都卜勒測速儀測量流體的速度，因雷射的 __________ 甚窄，所以精確度很高，測量範圍可從每秒零點幾毫米到每秒幾

百公尺。 
 

14. 超音波測速器測量移動中的物體速度時，是利用 ____________ 工作原理。(提示：頻率、波長或速度變化) 
 

15. 電阻式溫度感測之電路中常有 Wheatstone Bridge(惠斯頓電橋)，如圖所示，其輸出電壓 Vout= ___________________ V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