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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廠商的修護手冊上，汽油引擎的汽門腳間隙規格，一般有熱車汽門腳間隙與冷車汽門腳
間隙二種，試問冷車汽門腳間隙與熱車汽門腳間隙大小之比較為：  

 (A) 冷車汽門腳間隙較大 (B) 熱車汽門腳間隙較大 

 (C) 不一定，視該引擎的結構及材質而定 (D) 冷、熱車汽門腳間隙一樣大 

2. 一般正常的冷車引擎，以下敘述何者不正確？ 

(A) 燃燒室內積碳越多，汽缸壓縮壓力越大 (B) 引擎轉速越高，汽缸壓縮壓力越小 

(C) 汽缸床越薄，汽缸壓縮壓力越大 (D) 氣缸密封性良好，汽缸壓縮壓力較大 

3. 如圖(一)所示，係引擎活塞的典型剖面圖，假設在活塞銷轂方向的尺寸為 A，與活塞銷轂

垂直方向的尺寸為 B，活塞頂部尺寸為 C，活塞裙底部尺寸為 D，假設活塞溫度為 25℃，
下列敘述何者最接近大部份汽油引擎的活塞尺寸關係？  

(A) A<B , C<D (B) A<B , C>D (C) A>B , C>D (D) A>B , C<D 

4. 下列���組零件中，那些零件在組裝前，須要先將同組零件尺寸分等級，同等級的零件
才能組裝在一起：  

 �活塞與汽缸 �活塞環與活塞 �曲軸頸與曲軸頸波司 

(A) ��  (B) ��  (C) ��� (D) �� 

5. 欲更換節溫器，為了使這具引擎達到最好的散熱效果，你會選擇下列表中何種型式的節溫
器？ 
 

 A B C D 

開始作動溫度 [℃] 76.5 ±1.5 82 ±1.5 88 ±1.5 72 ±1.5 

最大開度/最大作動溫度

[mm/℃ ] 
8/90 8/95 8/100 8/90 

(A) A (B) B (C) C (D) D 

6. 在作引擎拆解時，你會看到某些零件相當類似於圖(二)的圖形，請問這是什麼零件的 
部分視圖？ 

(A) 轉子式機油泵 (B) 機油濾清器 (C) 水泵 (D) 齒輪式機油泵 

 

 

 

 

 

圖(二) 圖(一) 

活塞銷轂 

型式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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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7. 對於引擎節溫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只能裝在引擎入水口處 (B) 只能裝在引擎出水口處  

(C) 裝在引擎入水口或出水口處皆有可能   (D) 節溫器是用來調節引擎機油溫度 

8. 圖(三)為引擎汽缸體的部份視圖，假設曲軸旋轉方向如圖中所示，試問動力衝擊面在圖中

A、B、C、D那一個方向？ 

(A) A (B) B (C) C (D) D 

 

 

 

 

 

 

 

9. 老蔡有一輛老舊的車子，已經走了40萬公里，請問這輛車自排氣管中所排出的氣體，以下列
何種物質的濃度最大？ 

(A) 未燃燒的碳氫化合物(HC) (B) 一氧化碳(CO) 

(C) 氮氣(N2)  (D) 二氧化碳(CO2) 

10. 老蔡的車子為符合國內三期排放標準汽車，有一天他心血來潮，將車子定在底盤動力計上，

以50 km/hr定速行駛，並將廢氣分析儀的採樣管接到進氣岐管內(採樣管位置在EGR閥、PCV

閥與活性碳罐管路進入歧管處之下游)，他總共量了 10分鐘，結果他發現第 5分鐘時，CO2濃

度值突然下降，請問他的車子在第 5分鐘時可能發生下列何種狀況： 

�通過 EGR 閥的 EGR量變少 

�通過 PCV閥的曲軸箱吹洩氣(blow-by gas)量變少 

�活性碳罐通往岐管的管路阻塞 

(A) �� (B) �� (C) �� (D) ��� 

11. 有關配有機械式調速器噴射泵柴油引擎卡車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在相同轉速下，引擎有負荷與無負荷運轉時，進氣岐管負壓相差不大  

(B) 在同樣的引擎轉速、負荷、水溫與機油溫的情況下，高海拔的地方所測的進氣岐管真 
    空度較大 

(C) 相較於低海拔地區，高海拔地區，水箱內冷卻水的沸騰溫度較低 

(D) 柴油引擎噴射泵的正時器是用來調整燃油噴射開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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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關機械式調速器柴油噴射引擎之怠速調整項目，以下何者不正確？ 

(A) 須先調整汽門腳間隙 (B) 引擎須到達正常工作溫度  

(C) 調整加速桿上之怠速止動螺絲 (D) 調整加速桿與文氏管蝶形閥上之怠速調整螺絲 

13. 老林在作噴油嘴試驗時，發現噴油嘴試驗器的壓力錶已經損壞不會作動，以下敘述何者正
確？ 

(A) 他仍可以作噴油嘴噴射狀態與噴霧狀態的試驗 

(B) 他仍可以作噴油嘴噴射壓力的試驗 

(C) 他仍可以作噴油嘴氣密的試驗 

(D) 為了符合試驗規範，他不能作任何有關噴油嘴的試驗 

14. 如果轎車左右兩前輪的後傾角角度調整不相同時，可能導致的狀況，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車輛直行時，方向盤置於中立位置後放手，車身拉向一側  

(B) 車輛直行時，踩煞車，車身會拉向一側 

(C) 當左右前輪後傾角角度相差太大時，車輛行進時會前輪上下振動 

(D) 輪胎胎面的中心磨耗 

15. 在四汽缸柴油引擎噴射泵的噴油量試驗中，老林正確地量出各缸噴油量分別是 10㏄、9㏄、 

8㏄和 9㏄，那麼該引擎的噴油不均率(%)，最接近下列那一項？ 

(A) 9% (B) 11% (C) 12% (D) 13% 

16. 圖(四)係電瓶充電之接線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充電機電壓為三個電瓶電壓之和且充電機電流與各電瓶電流均相等 

(B) 充電機電壓為三個電瓶電壓之和且充電機電流為三個電瓶電流之和 

(C) 充電機電壓與各電瓶電壓均相等且充電機電流為三個電瓶電流之和 

(D) 充電機電壓與各電瓶電壓均相等且充電機電流與各電瓶電流均相等 

17. 圖(五)係起動馬達之接線圖，若將點火開關開路並使用歐姆錶一端接 S接頭，另一端接 
搭鐵，則所量得之電阻為何？ 

(A) 吸入線圈之電阻   

(B) 吸住線圈之電阻 

(C) 馬達線圈之電阻   

(D) 吸入線圈、磁場線圈與電樞線圈三者串聯， 
    再與吸住線圈並聯之總電阻 

 

 

 

 

 圖(五)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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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如圖(六)所示，此動作是在進行發電機的何種試驗 ？ 

(A) 轉子線圈的導通試驗 

(B) 轉子線圈的斷路試驗 

(C) 轉子線圈的搭鐵試驗  

(D) 靜子線圈的導通試驗 

 

 

 

19. 圖(七)係一 IC式充電系統電路，當圖中電晶體 Tr1導通時，F點的電壓接近 

(A) 電瓶電壓 (B) 搭鐵電壓 (C) L點的電壓 (D) S點的電壓 

20. 如圖(七)所示，係一 IC式充電系統電路。有關故障情形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L線頭斷路或脫落，則充電警告燈 ON，但不充電 

(B) 充電警告燈燒毀時，將使充電電壓過低 

(C) 稽納二極體 ZD故障，且充電警告燈正常，則會過度充電 

(D) 當 Tr1與 Tr2 ON時，磁場線圈無磁場產生，且發電機無輸出 

 

 

 

 

 

 

 

 

 

 

21. 如圖(八)所示，此拆卸動作是將煞車增壓器總成 
的那一個部分拆除下來？ 

(A) 前殼   

(B) 後殼  

(C) 膜片回拉彈簧   

(D) 膜片活塞及膜片回拉彈簧 

 圖(八) 

轉子磁極 

銅環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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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部裝有動力輔助轉向系統的汽車，經路試後發覺轉向時方向盤特別沈重，試問此原因只

需檢查下列那幾項即可？�動力輔助油量 �輪胎胎壓 �方向盤的中立位置 �方向
盤的轉向扭力 �轉向系統的油封 

(A) ���� (B) ���� (C) ���� (D) ����� 

23. 欲將一部轎車駛入車庫內停車時，發現從右邊轉動方向盤，車子就可一次進入車庫，相反
地，若從左邊轉動方向盤，車子卻無法一次就進入車庫內，如此先處置下列那一項最為合

理？ 

(A) 更換左右避震器  (B) 檢測方向盤的空檔間隙 

(C) 重新調整前束  (D) 檢測方向盤的中立位置 

24. 有關非分散型紅外線(NDIR)廢氣分析儀檢測引擎排放廢氣之使用情形，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廢氣分析儀於開機後，需暖機數分鐘，且在使用後應立即關機，以維持正常的使用壽命 

(B) 所測得之各排放廢氣的濃度值單位為 ppm或 % 
(C) 對符合國內三期排放標準汽車來說，當空氣過剩率小於 1時，所測得之 2O 值會很低 

(D) 所測得之 2CO 濃度值很低時，有可能是分析儀的量測系統管路有漏氣 

25. 有關電瓶充電方法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通常充電工場均採用串聯充電法，而其充電電流量為最小電瓶電容量的十分之一安培小 
    時，且充電電壓會隨電瓶的電壓上升而增加 

(B) 等壓充電法可將電壓不相同的電瓶作並聯充電 

(C) 快速充電法之最大充電電流量，一般皆以電瓶電容量的一半為準 

(D) 汽車上發電機的充電方式為並聯充電法 

26. 進行起動馬達負荷試驗時，若發現耗電量過大且馬達不轉動的情形，下列那一項故障原因較 
不可能？ 

(A) 電樞卡死  (B) 磁場線圈搭鐵  

(C) 電刷磨耗過多  (D) 磁場開關線圈短路 

27. 有關封閉型積極式曲軸箱 PCV閥的保養與檢測，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用手指蓋住 PCV閥的一端(搖臂蓋端)再移開手指，應感覺歧管真空的存在，方有作用 

(B) 進入曲軸箱之新鮮空氣是來自空氣濾清器，故重負荷時無空氣污染的問題 

(C) 應在引擎慢車運轉下，檢查 PCV閥，且務必將空氣濾清器、機油蓋及量油尺裝妥 

(D) 拔取 PCV閥的一端(搖臂蓋端)並堵住 PCV閥，若發現引擎轉速下降超過 150 rpm時， 

    其可能之故障原因為 PCV閥堵塞 

28. 有一四汽缸電子燃料噴射汽油引擎，其噴油脈衝為噴射間隔的 8%，引擎每轉兩轉各缸噴

油一次，當引擎轉速在 2400 rpm時，試問示波器上所量取的噴油脈衝時間應為？ 

(A) 2 ms (B) 3 ms (C) 4 ms (D) 6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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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如圖(九)所示，此動作是在偵測電子燃料噴射汽油引擎的什麼聲音？ 

(A) 噴油嘴的作動噪音 (B) 燃油管路中壓力脈衝的聲音 

(C) 引擎爆震的聲音  (D) 汽門搖臂的響聲 

30. 如圖(十)所示，此係後軸總成拆裝分解的動作，試問此動作的目的為何？ 

(A) 做記號  (B) 切除軸承內襯環  

(C) 切除檔圈（軸環） (D) 切除油封圈內座 

31. 如圖(十一)所示，此係利用引擎示波器所量到的點火系統波形。圖中箭頭所示之處，跳火
線嚴重向上斜，可能故障原因為下列那一項？ 

(A) 高壓線斷路  (B) 高壓線不良  

(C) 分電盤蓋或分火頭不良 (D) 混合氣太稀 

 

 

 

 

 

 

  

 

 

 

32. 檢查發電機的工作情形，將引擎轉速加速至廠家規定的轉速，再使用一電壓錶量得電瓶端

的電壓為 11.6 V，而發電機輸出端與搭鐵端間的電壓為 14 V，試問此可能之故障原因為下
列那一項？ 

(A) 電瓶內部短路   

(B) 發電機內整流二極體斷路 

(C) 輸出線電阻過大   

(D) 電壓錶的正端與發電機輸出端間，未使用跨接線連接的關係 

33. 有關手動變速箱跳檔之故障原因，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同步器性能不良或損壞 (B) 齒輪磨損 

(C) 軸承磨損  (D) 連鎖機構磨損 

圖(十) 

聽診器 

進汽岐管 
圖(九)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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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關電子燃料噴射汽油引擎上各感知器徵兆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當進氣溫度低時，會使噴油量減少，以控制較佳之混合比 

(B) 水溫感知器線端脫落時，會導致混合比過濃，且冷卻風扇不停的轉動 

(C) 當進氣溫度低時，進氣溫度感知器的電阻降低，訊號電壓也降低 

(D) 當觸媒轉換器前後含氧感知器故障，ECU仍會修正混合比到理論混合比附近，以保 
    護三元觸媒轉換器 

35. 將水箱壓力試驗器安裝在水箱加水口處，發動引擎後，當引擎水溫未達工作溫度時，就發
現試驗器上壓力錶的讀數上升，試問此時最有可能故障情形為下列那一項？ 

(A) 汽缸床破損  (B) 冷卻系統水套阻塞 

(C) 冷卻系統內有空氣 (D) 節溫器不良 

36. 一般鑽孔加工用中心衝的尖端角度為幾度？ 

(A) 30度 (B) 45度 (C) 60度 (D) 90度 

37. 量測轉向齒輪機之蝸桿軸承預負載時，應使用下列那種量具最正確？ 

(A) 彈簧磅秤 (B) 扭力扳手 (C) 扳手及螺絲起子 (D) 厚薄規 

38. 電子燃料噴射汽油引擎之燃料系統中，有關燃油調壓器設計功能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不論引擎負荷如何改變，噴油嘴的噴射壓力差永遠為一定 

(B) 引擎在怠速時，燃油管路內的壓力較節氣門全開時為低 

(C) 隨引擎負荷的改變，調節燃油管路內的壓力 

(D) 可改變引擎怠速及節氣門全開時之單位時間內的噴油量 

39. 有關並聯式預熱塞之檢測及故障原因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可直接在電路中用試驗燈或歐姆錶來判斷各預熱塞有無斷路 

(B) 若預熱指示器燒紅時間太快，則可能是有預熱塞短路 

(C) 若預熱指示器燒紅時間太久，則可能是有預熱塞斷路 

(D) 若預熱指示器不會燒紅，則可能是預熱塞線路中有斷路 

40. 下列那一個輪胎胎面的磨耗特徵，是由於輪胎胎壓不足所引起？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