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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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題，每題 2分) 

1. 生產高精密切削加工機時，宜採用何種生產方式的佈置較為理想？ (A)定位式佈置(Fixed-Position Layout) (B)程序式佈置

(Process Layout) (C)產品式佈置(Product Layout) (D)群組式佈置(Group Layout)。 
 

2. 量測設備所制定的【校驗週期】通常需要考慮的範圍是：儀器之種類、製造廠的建議、上次校驗之數據、保養及維修等履歷情形、

使用之頻率、環境因素、準確性能之要求及 (A)成本因素 (B)損壞的程度 (C)客戶的要求 (D)以上皆非。 
 

3. 下列何者為可以組合成任何邏輯閘的萬用閘？ (A)OR (B)NOR (C)NOT (D)XOR。 
 

4. 下列何種品質工程的理念和方法，將品質改善之重點由製造階段向前提昇到設計階段？ (A)人因法 (B)田口法 (C)抽樣法 (D)管

制圖法。 
 

5. 下列何者不是 PLC常見的通訊方式？ (A)RS-232 (B)RS-422 (C)RS-449 (D)RS-485。 
 

6. 針對一般系統的步階響應，要減少超調(overshoot)需要以下列何種方式調整 PID控制器？ (A)增加 D項 (B)增加 P項 (C)增加 I

項 (D)以上皆非。 
 

7. 可程式控制器 PLC與傳統配電盤電路控制比較，下列何者有誤？ (A) PLC每配好一種介面電路，只適一種流程與控制動作 (B)PLC

為半導體元件，佔空間小，低消耗功率 (C)PLC配線較簡單，偵錯與維修容易 (D)PLC能與電腦連線操作。 
 

8. 下列有關綜合化的敘述，何者錯誤？ (A)綜合化活動包含設定材料規格 (B)綜合化設計過濾去除增加產品成本但沒有市場價值的

幾何特性與材料規格 (C)綜合化及評估彼此緊密聯繫且互相影響 (D)綜合化設計過濾常採用針對組裝設計與針對製造設計程序。 
 

9. 彈性製造系統(FMS)與彈性製造單元(FMC)最大不同在於 (A)設備複雜性 (B)設備種類 (C)故障診斷能力 (D)工作的複雜性。 
 

10. 頻寬(bandwidth)高的系統一般伴隨者下列何種特性？ (A)較小的穩態誤差(steady-state error) (B)較小的 overshoot (C)較短

的上升時間(rise time) (D)較小的高頻雜訊。 
 

11. 焊接用機器人多為下列何種形式？ (A)直角座標 (B)SCARA (C)關節型 (D)球座標。 
 

12. 可程式化自動化生產的重要特徵，下列何者為非？ (A)比固定式自動化生產率要低 (B)對於產品的變異性具有彈性 (C)最適合多

樣少量的生產 (D)適合少樣多量的生產。 
 

13. 一個有 100hEF的電晶體，若其負載電流為 1A，其基極電流為何？ (A)0.1 (B)1 (C)10 (D)100 mA。 
 

14. 企業規劃的層級中，規劃順序何者正確？ (A)策略規劃、分解計畫、整體計畫 (B)策略規劃、整體計畫、分解計畫 (C)策略規劃、

產能規劃、整體計畫 (D)整體計畫、物料需求計畫、分解計畫。 
 

15. 下列何者不屬於拉式生產的方式？ (A)訂貨型生產(Make-to-Order) (B)備貨型生產(Make-to-Stock) (C)自動販賣機 (D)超級市

場的貨物展示櫃。 
 

16. 在連續路徑之數值控制產生一直線路徑，線性插補法是最基本的應用方法，假若工件程式 G01 X10.0 F120.0；若數控工具機差值

運算時間為 5ms，假設伺服馬達接受一脈波(Pulse)，滾珠螺桿驅動床台前進 1微米，控制器必須在 5ms內送多少脈波給伺服馬達

驅動器，才能使床台進給率獲得 60mm/min進給速率？ (A)2 (B)4 (C)6 (D)10 脈波。 
 

17. 撰寫「數值控制程式」必須先了解機器的坐標系統，下列有關「數值控制車床」的坐標系統的敘述，哪一項為正確？ (A)以 x軸

表示車刀作橫向移動，以 z軸表示車刀作縱向移動 (B)以 y軸表示車刀作橫向移動，以 x軸表示車刀作縱向移動 (C)以 x軸表示

車刀作橫向移動，以 y軸表示車刀作縱向移動 (D)以 z軸表示車刀作橫向移動，以 x軸表示車刀作縱向移動。 
 

18. 增量式光學編碼器(Optical Encoder)的輸出端一般包含 A與 B兩個方波，此兩端訊號並不同步而有所偏差，相差角度為何？ (A)45 

(B)90 (C)135 (D)180 度。 
 

19. 下列何者最不可能是 GT 與單元製造可支持的贏得訂單準則？ (A)更短的前置與準備時間 (B)減少加工中工件與製成品的庫存 (C)

更少的物料管理 (D)更高的彈性。 
 

20. 以下的生產策略分類何者不適合？ (A)飛機屬於針對訂單設計(Engineering to order, ETO) (B)個人電腦屬於針對庫存製造(Make 

to stock, MTS) (C)汽車屬於針對訂單組裝(Assembly to order, ATO) (D)電腦記憶體屬於針對訂單製造(Make to order, MTO)。 
 

21. 指令 G20與 G21轉換時，下列何者不受影響？ (A)手輪刻度的單位 (B)轉速 (C)進給率 (D)各種補正量。 
 

22. G90 G02 X50.0 Z30.0 I25.0 F0.3 ; 單節中「I」的意義表示為何？ (A)圓弧直徑值 (B)圓弧半徑值 (C)圓弧角度 (D)從圓弧起

點至圓心 X軸之距離。 
 

23. 企業內的每個區域網路經由交換器連接至 (A)Internet (B)伺服器 (C)骨幹 (D)工作端。 
 

24. 下列何者不為控制與資訊協定的成員？ (A)DeviceNet (B)DesignNet (C)Ethernet/IP (D)Contro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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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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如圖為一具備自保持功能順序啟動之 PLC階梯圖與時序圖，若 X0~X3輸入皆為非自保持型按紐開關，下列何者有誤？ (A)依時序

圖Ｘ0輸入應接啟動開關之常開(NO)接點 (B)依時序圖Ｘ1輸入應接啟動開關之常開(NO)接點 (C)依時序圖Ｘ2及 X3輸入應接重

置開關之常開(NO)接點 (D)依時序圖Ｘ2及 X3輸入應接重置開關之常閉(NC)接點。 

      
 
 

二、 問答/計算題：<<以下為問答/計算題，請用原子筆在答案紙上清楚標示大題號與小題號>>(共 50 分) 

1. 一工廠內有許多 CNC車床機器，利用加工程式之控制進行零件之半自動加工。若有相當數量之 CNC 車床可生產相同的零件，其加

工時間=3.75分鐘。每個加工循環結束後，需要一位工作人員進行上下料操作，這樣的工作會花 35 秒的時間。假設人員於機器間

行走的時間平均為 25秒，而且沒有機器閒置的時間。請問(a)一位工作人員可以服務多少台機器？(b)每一循環週期內，工作人員

空閒的時間為多少秒？(本題 12 分) 
 

2. 試列出 5種近接感測器。(本題 8分) 
 

3. 在某一成批製造工廠內，假設零件製造平均須通過 6部機器，每週有 20批不同零件要生產。若工廠的相關資料如下:平均作業時

間=6分鐘；平均整備時間=5小時；平均批量大小=25個零件；平均每批次的非操作時間=10小時。又工廠內有 18部機器，工廠每

週平均運作 70個工時，則平均每個零件的製造前置時間為？(本題 10分) 
 

4. 試使用等候比值，計算圖中工廠訂單的排程順序，其中所有的時間單位皆為日，且今天的日期為 118。(本題 12分) 

 
 

5. 請說明單工、全雙工與半雙工傳輸方式的差異。(本題 8分) 
 
 

工單編號 A B C

到達日期 115 114 117

交付日期 124 122 125

剩餘前置時間 6 10 8

剩餘作業時間 3 3 6

剩餘作業 4 5 3

標準排定等候 3 2 4

下一個作業時間 6 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