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900 門窗木工

丙級

1. (2) 細點劃線(細鏈線)

工作項目 01：識圖與製圖

可表示①剖面線②中心線③隱蔽線④割面線。

2. (3) 如下圖，依第一角法，以下何者為正確之右側視圖？①

②

③

④

。

3. (2) 工作圖上用以表示看不到的結構之斷續線段，稱為①輪廓線②隱藏線③中心線④剖面線。
4. (1) 實木剖面以 45°徒手線表示木材之①橫斷面②縱斷面③弦面④徑面。
5. (1) 下列那種尺寸標記法是正確的？①

②

③

④

。

6. (2) 下列工作物之尺寸標記法，何項是錯誤的？
①

②

③

④

。

7. (4) 下列尺寸標記法中，那一個最為標準？
①

②

③

④

。

8. (2) 一立方體共有幾個正投影視圖？①8②6③4④2。
9. (2) 實木之橫斷剖面，其剖面線角度一般為①30°②45°③60°④75°。
10. (1) 下列畫法何者正確？①

②

③

④

。

11. (3) 下圖符號係表示①先夾邊後貼片，薄片為橫斷面，木心板為縱斷面②先夾邊後貼片，薄片與木心板皆為縱斷面
③先貼片後夾邊，薄片與木心板皆為縱斷面④先貼片後夾邊，薄片與木心板皆為橫斷面。

12. (3) 若一榫接其前視與側視圖如右

，則其俯視圖為①

②

④

。

13. (1) 實線與虛線交接劃法何者為正確？
①

②

③

14. (3) 標準斜式字母之傾斜角度約與水平成幾度？①65°②70°③75°④80°。
15. (1) 若有一工作物其俯視及側視分別為
①

②

③

④

及

則其正視應為

。

16. (1) 門窗常用之工作圖，以哪種比例工作圖最適宜？①1:1②1:5③1:2④1:10。
1

③

④

。

17. (3) 正投影，依 CNS 標準規定使用何種角法繪製？①第二角②第四角③第一及第三角④第二及第四角。
18. (3) 須裝釘成冊之圖紙，釘線位置依 CNS 標準須留多少㎜？①10②15③25④30。
19. (3) 國家標準之 Ao 圖紙尺寸為多少㎜？①851×1189②831×1189③841×1189④821×1189。
20. (1) 繪圖時，以下列何者表示物體的形狀或輪廓？①粗實線②投影線③細實線④尺寸線。
21. (1) 引出線(指線)是用於①記入尺寸或註釋②方向引導③錯誤的更正標明④隱藏部份所用之線段。
22. (2) 製圖比例設為 1：2 即表示按實物①放大兩倍②縮小一倍③放大 0.5 倍④縮小 4 倍。
23. (2) 下列為窗戶縱桿斷面，試問其榫頭何者較為正確？
①

②

③

④

。

24. (3) 下圖為一物體之前視及側視，則其俯視圖應為
①

②

③

25. (3) 圓規用筆尖應削成下列何種形式較佳？①

④

②

。

③

④

。

26. (4) 下列加工尺寸標記何者較理想？
①

27. (2)

②

③

④

。

左圖符號一般表示為①木螺釘②木釘③機械螺絲④螺栓。

28. (2) 製圖時起稿(打草圖)畫線，所用的鉛筆筆心宜用①6H②2H③HB④6B。
29. (1) 圖紙大小 210 ㎜×297 ㎜是表示何種圖紙規格？①A4②A3③B4④B3。
30. (1) 下列製圖用鉛筆筆心，何者為最硬？①2H②2B③HB④F。
31. (2) 繪製剖視圖時，為了易以區別，一般以何種顏色之剖面線表示前視圖？①紅色②黃色(或淺褐色)③綠色④藍色。
32. (1) 需裝訂成冊 Ao 圖紙，圖面尺寸為①821×1154②584×831③410×584④105×148。
33. (2) 比例 2:1 是表示①縮圖②放大圖③現寸圖④工作圖。
34. (3)

(粗點劃線)此種線型用於①中心線②斷裂線③割面線④指示線。

35. (3) 製圖上標記圓的半徑時，一般在尺寸數字之前冠以何種半徑符號？①S②Q③R④P。
36. (3)

左圖之劃法為第幾角劃法？①一②二③三④四。

37. (2) 下列半徑的標示法中那一個是正確的？
①

②

③

④

。

38. (3) 製圖時完稿畫線所用的鉛筆筆心宜用①6H②2H③HB④6B。
39. (3) 虛線使用於下列何種製圖情形？①線條重複時②不規則之曲線③看不見之線段④木材剖面線段。
40. (1) 比例為 2：1 時，是表示按原尺寸①放大為二倍②放大為三倍③縮小為一倍④縮小為二倍
41. (3)

左圖之俯視圖為①

②

③

2

④

。

的圖。

42. (1)

左圖是①第一角畫法②第二角畫法③第三角畫法④第四角畫法。

43. (1) 若為鑽孔加工用所繪之圖，其尺寸標記法下列何者最佳？
①

②

③

④

。

44. (2) 下列之尺寸標記法何者最為正確？
①

②

45. (1)

③

左圖之俯圖應為①

②

④

③

④

。

。

46. (2) 分畫線段專用的儀器為①比例尺②分規③分度器④平行尺。
47. (3) 細實線可使用於下列何種線段？①輪廓線②中心線③尺寸線④割面線。
48. (3) 為表示鉋刀柄斷面形狀，宜選用何種畫法？①半剖面②斷裂剖面③旋轉剖面④移出剖面

來表示較適宜。

49. (1) 木質板(二次加工板)剖面以垂直於板厚輪廓線之短平行細實線表示，各平行細實線之間隔約為板厚的①1/2～1/3
②1/3～1/4③1/4～1/5④1～1/2 之間。
50. (2)

如左圖所示，MDF 之符號是表示①合板②中密度纖維板③粒片板④木心板。

51. (4) 於剖視圖上之鐵釘得以①細實線②粗實線③虛線④中心線

表示其進入方向，而以細實線"＋"符號表示其釘軸

位置。
52. (2) 隱藏線通常是以虛線表示，其畫法為其線段每段約 3 ㎜，線段間隔約①0.5 ㎜②1 ㎜③1.5 ㎜④2.0 ㎜。
53. (2) 尺寸法線應距輪廓線約①0.5 ㎜②1 ㎜③1.5 ㎜④2 ㎜

為宜。

54. (2) 徒手畫圓時，先在兩①尺寸線②中心線③延長線④剖面線 上註出半徑之長，然後以短弧線連結各半徑之註點，
而完成該圓。
55. (1) 木釘在側視圖上以圓形虛線表示，則該木釘在前視圖上可看出①長度②材質③外觀④紋理。
56. (1) 正投影側視圖所繪旋轉螺絲①只是代表型式或實際尺寸②縮小尺寸③1 比 2 比例尺寸④放大尺寸。
57. (4) 電腦輔助繪圖軟體的英文縮寫為①ET3②PE3③LOTUS-1-2-3④CAD。
58. (3) 正視圖上在木料中間常畫縱向不規則直線是代表木料的①塗裝情形②著色情形③紋理狀態④乾燥狀態。
59. (4) 劃小圓時，精確又有效率的方法為①小圓規②大圓規③用硬幣代替④圓圈板。
60. (3)

內切正五邊形，邊長與心之間的夾角為①18°②36°③72°④90°。

61. (1) 下列線段中，何者不是木工製圖常用線段？
①

②

③

④

。

62. (3) 下列製圖符號中，何者可表示玻璃斷面？①

②

③

④

。

63. (4) Ａo 圖紙是Ａ 圖紙大小的幾倍？①２②４③６④８。
64. (3) 繪製鑲板結構的木門窗，其鑲板的形狀宜用何種圖表示？①前視圖②等角圖③剖面圖④輔助視圖。
65. (2) 以圓之半徑作為邊長的多邊形，為幾邊形？①5②6③7④8。
66. (2) 粗實線若使用 0.5 ㎜的線組時，虛線應為多少㎜粗細的線段？①0.5②0.35③0.25④0.15。
67. (3)

左圖為二鄰接木材，其鄰接處之短橫線是表示為①釘接②指接③膠接④嵌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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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2) 尺寸標註線應用何種線段表示？①粗實線②細實線③虛線④細點劃線（細鏈線）。
69. (4) 第三角法之左側視圖，應畫在前視圖的①上方②下方③右邊④左邊。
70. (1) 畫線條的第二優先順序為①虛線②中心線③剖面線④實線。
71. (4) 將說明性的註解引至圖面適宜處，加上註解之細實線稱為①尺寸線②尺寸法線③尺寸數字④指線。
72. (2) 木工圖學上，常以那一種圖來表示複雜的內部構造？①立體圖②剖視圖③透視圖④草圖。
73. (3) 下列對尺寸標註的說明，那一項是正確的？①虛線可當尺寸線②數字應標註尺寸線中間③數字應標註尺寸線的
上方④尺寸線與虛線同線組。
74. (2) 尺寸標註上畫短斜線時，其角度應為①30°②45°③60°④75°。
75. (2) 使用丁字尺的製圖桌最基本要求為①四邊等長②有一邊絕對通直③相鄰邊成直角④相鄰邊成直角且每邊須通
直。
76. (3) 工程圖紙的要求為堅韌、不耀目、耐擦拭、不擴散墨水；下列何者適於製圖用紙？①再生紙②瓦楞紙③模造紙、
道林紙④水彩寫生紙。
77. (2) 平行尺與 30 度及 45 度三角板配合後，無法繪出下列何角度？①15°②22.5°③75°④105°。
78. (1) 下列割面線表示法，何者正確？
①

②

③

④

。

79. (2) 線條之起訖與交接，下列何者是錯誤？
①

②

③

④

。

80. (4) 中心線在線組中屬於①粗實線②中虛線③細實線④細鏈線。
81. (3) 為了在製圖上表示門窗複雜榫接結構，常以①草圖②立體圖③剖面圖④透視圖

來表示。

82. (3) 表示兩塊相鄰木材的橫切剖面時，其剖面線①方向一致，間隔不同②方向一致，間隔一致③方向不同，間隔一
致④方向不同，間隔不同。
83. (1) 在製圖上不能用圖示及尺寸表達之資料，可以使用文字加以說明，稱為①註解②符號③圖形④字法。
84. (2) 繪製 1:2 圖時，圖上尺寸標示為 120 ㎜，則此線條繪製長度應為多少㎜？①30②60③90④120。

03900 門窗木工

丙級

工作項目 02：材料

1. (3) 下列何者非屬檜木之特性？①富有香味②木肌細緻③木材堅重④保存期久。
2. (3) ①柳安②楠木③檜木④梧桐

為製做門窗的好材料，其性質耐腐蝕及防蛀。

3. (1) 木材的年輪大或小表示生長的快慢，通常生長較快的季節是①春夏天②秋冬天③夏秋天④冬春天。
4. (3) 以下何者屬於闊葉樹？①鐵杉②肖楠③烏心石④松木。
5. (1) 拉敏木(白木)為何地出產之木材？①南洋產②本省產③非洲產④歐洲產。
6. (1) 下列何者適用於製造室外木門之嵌板？①實木板②木心板③夾板④塑合板。
7. (2) 柳安木來自①本地產②南洋進口③美洲進口④歐洲進口。
8. (3) 台灣扁柏是高級的門窗材料與①樟木②楠木③紅檜④柳安

同為針葉樹。

9. (3) 儲存的板料常在端面塗上油漆，其用途係為①防蟲害②防徽菌③防乾裂④美觀。
10. (4)

左圖材料，在收縮後易變成①向下瓦狀②向上瓦狀③梯形④菱形。

11. (3) 對紅豆杉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木理通直②半環孔材③木理較不規則④闊葉樹材。
12. (1) 下列何種木材為針葉樹材？①檜木②橡木③柳安④樺木。
13. (3) 下列何種木材最容易產生藍斑？①檜木②雲杉③拉敏④樟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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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 一般粒片板之厚度(除非特別訂製)，無下列哪種規格？①4 ㎜②9 ㎜③12 ㎜④15 ㎜。
15. (4) 下列材料中何者之比重較大？①油桐②雲杉③樟木④石櫧。
16. (2) 木材的膨脹原因之一是由於①散發水分②吸收水分③溫度降低④溫度太高

的關係。

17. (1) 肖楠為省產木材中之①一級木②二級木③三級木④四級木。
18. (3) 下列哪種木材較適合製作室外門窗？①鐵杉②楠木③檜木④柳安。
19. (3)

左圖木材收縮最大的方向為①a②b③c④無差異。

20. (4) 下圖木材長厚寬為 a、b、c 之收縮比應為①a＞b＞c②a＜b＞c③a＞b＜c④a＜b＜c。

21. (1) 經過乾燥後之木材，其切削阻力是①增加②減小③不變④視材質而定。
22. (3) 下列何者是木材中，最不易控制的？①腐朽②含水率③翹曲④變色。
23. (1) 一般門窗用料中何項瑕疵可以被接受？①活節②腐朽③蟲蛀④輪裂。
24. (4) 偽年輪之生成是因為①雨水太多②蟲害③水污染④乾旱。
25. (2) 貝殼杉主要是產自①台灣②南洋③美洲④歐洲。
26. (2)

左圖弦面板經乾燥收縮後易變成①向下瓦狀②向上瓦狀③菱形④不變。

27. (1) 開列木材之材料單，習慣以①長×寬×厚＝數量②長×厚×寬＝數量③寬×厚×長＝數量④厚×長×寬＝數量 方式開
列。
28. (1) 鐵杉的比重為 0.5，赤皮的比重為 0.774；一般而言木材的強度與比重成何種關係？①正比②反比③分比④無關。
29. (4) 有關邊材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邊材含水率比心材含水率大②邊材的硬度比心材的硬度小③邊材之色澤較
淺④樹木生長中邊材較心材易腐朽。
30. (3) 約束水（吸著水）是存在於木材的①細胞腔②細胞間隙③細胞壁④細胞腔和細胞間隙
31. (2) 購買木薄片是以①片②才③體積④重量

內之水分謂之。

為計值單位。

32. (3) 木材在某種溫度與濕度下其所含之水分和空氣達成平衡狀態時，稱之為①纖維飽和點②溫濕度平衡點③平衡含
水率④水分飽和點。
33. (4) 理論上指含水率在纖維飽和點以上之木材，稱為①氣乾材②爐乾材③空乾材④生材。
34. (3) 生材乾燥後含水率減少而強度增加，強度開始增加之含水率約為①50％②40％③30％④20％。
35. (4) ①

②

③

④

何者為捩狀翹曲。

36. (3) 有關木材收縮率的敘述，下列何者是錯誤的？①木材的收縮率，隨樹種部份及材質之不同而異②一般邊材之收
縮常較心材為大③具有交錯木理之木材較通直④弦向收縮約為徑向收縮之二倍。
37. (4) 下列何者非人工乾燥法？①熱氣②蒸氣③煙燻④浸水

乾燥法。

38. (1) 木材發生白蟻蛀蝕，使用下列何種藥品可將其驅除？①煤焦油②草酸③蚊香④硫酸。
39. (1) 斷面如圖

的木材其收縮變形為①

②

③

④

。

40. (3) 談論木材含水量時，常提到〝Ｅ.Ｍ.Ｃ〞它是代表下列哪項名詞？①比重②纖維飽和點③平衡含水量④生材含
水量。
41. (4) 木材進行人工乾燥時，先行蒸發的水分為①結合水②結晶水③約束水④自由水。
42. (1) 硬度高的木材①耐磨性亦高②比重亦低③強度亦低④含水量亦高。
43. (2) 木材的①弦切面②徑切面③橫斷面④斜切面

是沿著髓心鋸切而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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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 影響木材壽命的主要因素為①溫度②木節③表面僵化④腐朽。
45. (3) 下列何者不是木材乾燥時所發生的缺點？①變色②表面僵化③節瘤④潰陷。
46. (3) 比重越高之木材，其①乾燥越快②浮力越大③硬度越高④強度越小。
47. (3) 樹幹能繼續肥厚增長，主要是依賴①樹②皮髓線③形成層④生長點。
48. (2) 對於木材的鋸切法，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①鋸路與年輪成切線方向者，叫做徑鋸法②徑鋸法板料較不易變形
③徑鋸法板料較便宜（指工資）④弦鋸法損失較多。
49. (1) 選用門窗建材時，下列因素何者較不列入考慮？①耐磨擦性②耐候性③耐朽性④塗裝性。
50. (4) 菌對木材的危害最嚴重的為①使木材產生異味②使顏色改變③產生小傷孔④影響木材強度。
51. (1) 戶外門窗用夾板宜選用①防水②耐水③防潮④普通

夾板。

52. (1) 未經處理的生材，何處水分的散失最快？①端面②徑面③弦面④依樹種而變化。
53. (1) 硬質纖維板分為①標準、加強、輕②重、中、輕③Ａ、Ｂ、Ｃ級④一等、二等、三等
54. (4) ①台灣櫸木②黑胡桃木③桃花心木④柚木

三種類之硬質纖維板。

以上何者其膨脹收縮率最小。

55. (4) 下列有關材料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①徑面板較穩定②徑面板呈現平直之紋理③弦面板較易得瓦狀翹曲④弦
向收縮較徑向收縮小。

03900 門窗木工

丙級

工作項目 03：手工具

1. (3) 平鑿與打鑿主要差別在①刀刃質料②刀刃寬度③刀刃厚度④刀刃角度。
2. (2) 打鑿的刀刃最好研磨成①

②

③

④

。

3. (2) 手工平鉋刀的刀墊(壓鐵)，如果距離刀片刃口愈近，則使用上①較省力②較費力③無差異④視體力而異。
4. (3) 當框鋸的鋸片鬆弛時，應①更換鋸片②更換鋸框③撐緊中檔④修改鋸片。
5. (1) 在厚度 27 ㎜的材料上劃取 9 ㎜的中央榫時，量具的尺寸應調整成為①9 ㎜及 18 ㎜②9 ㎜即可③18 ㎜即可④9 ㎜、
18 ㎜及 27 ㎜。
6. (3) 1 英寸換算成公制約等於幾公分？①3.333②3③2.54④25.4。
7. (3)

讀出左圖精度 1/20 ㎜之游標尺箭頭所指之刻度尺寸？①8.15②9③9.15④10.15。

8. (1) 使用最方便的量具為①捲尺②鋼尺③鉛錘④折尺。
9. (3) 測量一個工作物是否垂直可用①捲尺②鋼尺③鉛錘④折尺。
10. (4) 檢視直角規是否直角，最佳方法為①利用三支直角規②利用三角板③利用畢氏定理④在一個板上，靠同一平直
邊緣，以直角規正反兩面劃線，兩線是否重合即知。
11. (3) 鉋削曲面所用鉋刀是①內外圓鉋②槽鉋或邊鉋③彎鉋④立鉋。
12. (1) 劃取等缺榫之榫頭及榫孔時①用劃線刀靠同一基準面調整劃取②用劃線刀靠兩側劃取③用鉛筆徒手劃取④在
圖面上描取。
13. (1) 各種鑿子的刃角與手鉋的刃角同樣重要，鑿削及鉋削質軟木材的刃角約為①20°～25°②30°③35°④45°。
14. (3) 下列何項不是鑿削手工具？①平鑿②修鑿③角鑿④圓鑿。
15. (3) 鑿子規格是以①斜口寬②厚度寬③刃口寬④柄長

表示。

16. (2) 下列橫斷鋸的齒形為
①

②

③

④

17. (3) 一般量測榫頭厚度，以下列哪種量具最準確？①曲尺②捲尺③游標卡尺④鋼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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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 整修鋸片之鋸路時，所用之鎚子為①尖鐵鎚②大鐵鎚③小鐵鎚④橡皮鎚。
19. (3) 在 30 公分鋼尺的分刻刻度上，最小一格為①1cm②1 ㎜③0.5 ㎜④5 ㎜。
20. (2) 用以榫孔及榫頭劃線，榫孔之兩邊可以一次畫出是為①自由角規②劃榫規③角規④分規。
21. (3) 精細鋸切之操作，最好選用①框鋸②雙面鋸③夾背鋸④折合鋸。
22. (4) 測量門窗是否垂直，可用①角尺②自由角規③丁字尺④水平儀。
23. (2) 最適合敲擊木面而不易受損之搥類工具為①木搥②橡皮搥③尖鐵搥④大鐵搥。
24. (4) 精確度最高之度量工具為①捲尺②角尺③鋼尺④游標卡尺。
25. (1) 下列何項是手鉋刀之壓鐵的功能？①捲折鉋花②控制進刀量③增加鉋身重量④保護鉋刀片。
26. (3) 標準麻花鑽錐角度為①98°②108°③118°④128°。
27. (2) 鉋削長工作物要使其平直，應以①槽鉋②長鉋③短鉋④彎鉋

為之。

28. (3) 溝槽鉋之割刀與鉋刀之調整應①割刀與鉋刀等高②割刀略低於鉋刀③割刀略凸於鉋刀④割刀必須拆除。
29. (3) 鉋刀或鑿刀之刀刃斜面寬度，一般應為刀厚之①1～1 1/2 倍②1 1/2～2 倍③2～2 1/2 倍④2 1/2～3 1/2 倍。
30. (3) 量測所鉋出之木材面是否平直，一般以①捲尺②折尺③鋼尺④水平儀

量測之。

31. (3) 手工鋸切寬板，應選用以下何種工具較佳？①框鋸②夾背鋸③雙面鋸④線鋸。
32. (3) 油石的粗細是以①顏色②厚度、長度、寬度③粒度④石材種類

來區分。

33. (3) 通常手工具刀刃的材質為①低速鋼②中碳鋼③高碳鋼④低碳鋼

製成。

34. (2) 單從精密度而言，劃線精度最高的是①鉛筆線②刀線③墨斗線④原子筆線。
35. (3) 鐵鎚之手柄應用下列何種木材較佳？①冷杉②檜木③赤皮④白柳安。
36. (4) 下列何種手鋸鋸切榫頭橫斷面最為精細？①雙面鋸②折合鋸③台式框鋸④夾背鋸。
37. (3) 下圖係一弓形鑽之鑽頭，a 為先刀(割刀)，b 為進刀螺紋，c 為鑽頭刀刃，當鑽頭不銳利時，應先研磨①c②b③a
內側④a 外側。

38. (4) 下圖鑽頭之先刀(割刀)其作用為何？①旋入木理②剷去木屑③定中心④割斷木理。

39. (2) 一般之手鉋，其刀刃角以何種角度較為常用？①5°～15°②25°～30°③35°～45°④45～55°。
40. (4) 用於長距離劃線，最佳之工具為①折尺②捲尺③角尺④墨斗。
41. (1) 使用框鋸縱鋸切時，以何時施力為正確？①推②拉③推拉一致④視材質而定。
42. (3) 如下圖，為游標尺刻度，游標尺最小讀數為 1/20 ㎜，試問其讀數為多少㎜？①51.52②3.55③2.45④25.45。

43. (1) 手鋸上鋸齒之鋸路應由齒高(齒尖算起)多少距離，開始左右撥齒？①1/3②1/2③2/3④1/4。
44. (1) 劃線刀（規）之刀片應磨成下列何者較佳？①

②

③

④

。

45. (1) 細手工平鉋刀刃口與壓鐵的距離應控制在①0.3 ㎜以下②0.6～1 ㎜③1～3 ㎜④3～5 ㎜。
46. (4) 下列何種手鉋適用於鉋平木材表面？①花線鉋②小鉋③邊鉋④長鉋。
47. (1) 鑿刀之刃口應磨成①平直②略有凸形③略有凹形④略有傾斜。
48. (2) 測量角度之量具是①游標卡尺②分度規③分規④圓規。
49. (3) 下列何種劃線工具，可用於劃出較大的圓弧？①分規②自由角規③長徑規④角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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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3) 鋸切等缺榫最好的手鋸為①框鋸②雙面鋸③夾背鋸④折合鋸。
51. (3) 測量圓孔之內徑值，如測量數次後，應選何值較正確？①最小值②中間值③最大值④平均值。
52. (4) 鉋削木材產生逆紋撕裂時，此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是錯誤？①刀刃口與壓鐵距離過大②鉋削量太多③鉋身刀口太
大④鉋刀太鋒利了。
53. (3) 鋸片或鋸條都有鋸路，此鋸路之作用為①增加摩擦②減少撕裂木材③利於鋸屑之排出④保護木材。
54. (2) 下列有關木工手鋸的敘述，何者為正確？①齒深通常約為鋸寬的三分之一②鋸身的厚度度愈大，切削抗力亦愈
大③鋸切材的厚度愈大，切削抗力愈小，成反比關係④兩齒間的水平距離稱為齒喉。
55. (4) 鉋刀之切削原理中，切削的關係角度含前滑角、刃角及切削角，三者之和為①60°②70°③80°④90°。
56. (1) 內圓鉋之誘導面縱長平直，橫向成圓弧形凹入，作圓溝形，又稱為①外圓底鉋②內圓底鉋③槽鉋④彎鉋。
57. (3) 橫斷用手鋸的齒喉角，角度約為幾度？①5°②7°③20°④40°。
58. (3) 量榫孔的深度宜選用游標卡尺之①外卡②內卡③深度桿④先用細木棒探測深度做記號，再用游標卡尺來量測。
59. (2) 手工鉋刀之刃角通常為 25°～30°，而斜口之斜面寬為刀身厚度的２倍時，則為 30°，若 2.5 倍時，則刃角約為①1
5°②25°③35°④45°。
60. (2) 使用手鋸鋸切木材時，總是偏向單側的主要因素？①鋸路（齒張量）不夠寬②左右鋸齒一邊利一邊鈍③鋸條張
力不足④材料較硬不均勻。
61. (4)

如左圖所示為鉋刀切削示意圖，其中Ａ角稱之為①刀刃角②切屑角③切削角④前滑角。

03900 門窗木工

丙級

工作項目 04：基本木工機械

1. (2) 帶鋸機鋸條的鋸齒形狀與①橫斷鋸②縱開鋸③圓盤鋸④鋼鋸
2. (1) 手壓鉋機的切削深度通常為：①1～3②4～5③5～7④7～9

其鋸齒相同。

㎜。

3. (1) 能鉋削木材直角邊之機械為①手壓鉋機②平面自動鉋機③砂光機④雙面鉋機。
4. (1) 手提電動圓鋸機的規格是以①鋸片直徑②馬力大小③體積④重量

來區分的。

5. (2) 砂輪機的切削速度是決定於①操作時的推進速度②砂輪的圓周③砂輪的重量④砂輪的寬度。
6. (1) 手壓鉋機鉋削深度決定於①進料台面②出料台面③材料厚薄④刀片高度。
7. (3) 測定手壓鉋機的刀刃高度最好是①目測刀背線②使用游標卡尺③使用定規④依經驗判斷。
8. (2) 使用手提式電鉋來鉋削木材，如遇到順逆紋交錯時，應如何處理？①推進速度加快②推進速度放慢③調換方向
④更換刀片。
9. (1) 平鉋機僅能鉋平木板平面，所鉋之板厚是調整①平台②刀片③滾輪④刀軸。
10. (1) 平鉋機所能鉋削之最短材料為①進出料滾筒距離再多 50 ㎜②進出料滾筒距離再少 50 ㎜③不得少於 150 ㎜④與
進出料滾筒距離相等。
11. (4) 帶鋸機鋸切曲線所用鋸條的寬度為 12 ㎜，所能鋸切之最小圓弧之直徑為①25 ㎜②30 ㎜③50 ㎜④75 ㎜。
12. (2) 帶鋸機之鋸帶安裝於無橡皮包覆之輪上位置，何項為正確？①齒尖與輪沿平齊②鋸路突出輪沿③鋸帶在輪中央
④鋸帶中心對準輪沿。
13. (1) 使用圓鋸機定長度時，應選擇何種鋸片？①橫鋸片②縱鋸片③帶鋸片④溝鋸片。
14. (1) 下列有關平鉋機之敘述，何者是錯誤的？①進料與出料滾筒皆為齒輪狀②下方滾筒無動力帶動③進料滾筒之定
位須稍低於刀飛線④出料滾筒之定位須稍低於刀飛線。
15. (3) 鑽水泥牆所用之鑽頭為①麻花鑽尖②木釘鑽頭③碳化端鑽頭④木螺釘鑽頭。
16. (1) 變形的材料在手壓鉋機上鉋削時應何面朝下？①凹面順紋②凸面順紋③凹面逆紋④凸面逆紋。
17. (1) 在圓弧面上鑽孔，不致有鑽頭偏滑現象應①先在中心點錐引孔②變換鑽頭種類③夾緊工作物④劃中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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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3) 使用平鉋機會產生木材尾端碎裂之可能原因為①滾軸壓力太重②滾軸太高③逆紋進料④床台傾斜。
19. (1) 手壓鉋機欲準確鉋削，出料台與刀飛線之最高頂點須①同高②較低③較高④無關。
20. (1) 手壓鉋機的規格是以①台面的寬度②台面的高度③皮帶輪直徑④重量

決定之。

21. (4) 若手押鉋機之轉速為 3000R.P.M，其軸上裝有三片刀之刀頭，則其每分鐘切削次數為①1000②3000③6000④9000
次。
22. (2) 平鉋機之規格係以①台面長度②台面寬度③馬達大小④台面高度

決定之。

23. (3) 在 16 吋鑽床，可以鑽的圓板面半徑為①6 吋②7 吋③8 吋④9 吋。
24. (2) 下列那一種機械最適宜做嵌槽工作？①帶鋸機②立軸機③懸臂鋸機④線鋸機。
25. (3) 一般帶鋸機之上、下輪直徑比為①2:1②1.5:1③1:1④1:1.5。
26. (2) 18 吋帶鋸機之鋸條收存，應捲成①2 圈②3 圈③4 圈④6 圈。
27. (1) 以下何者是鑽床之主要工作？①鑽孔②拉槽③作榫④銑花線。
28. (1) 砂磨機專用砂帶，平常應存放於①乾燥處②陰涼處③潮濕處④具有噴水處。
29. (2) 立式鑽床之皮帶輪有大、中、小三種不同直徑，設馬達的皮帶輪直徑為一定，則鑽頭之皮帶輪愈大時，其轉速
愈①快②慢③不變④沒關係。
30. (4) 手壓鉋機之鉋削量應調整①刀軸②靠板③出料台④進料台。
31. (3) 木工用麻花鑽錐角度為①135°②118°③82°④48°。
32. (2) 手壓鉋機的進料台面愈高，則①切削深度愈大②切削深度愈小③切削深度不變④刀軸轉數提高。
33. (1) 平鉋機鉋削寬板時，每次鉋削之最大極限以①1.5 ㎜②3 ㎜③4.5 ㎜④6 ㎜
34. (2) 一般帶鋸機之鋸條在工廠折放時，以①2 圈②3 圈③4 圈④6 圈

以內為宜。

為宜。

35. (4) 帶鋸機之下輪為①可前後調整②可左右調整③前後、左右皆可調整④固定不可調整。
36. (2) 操作手壓鉋機切削時，若噪音太大，可能是①鉋刀太利②鉋刀太鈍③皮帶太緊④皮帶太鬆。
37. (1) 帶鋸機在每天下班前，一定要①放鬆鋸條②注黃油③取下鋸條④將護蓋打開。
38. (1) 劈刀之厚度應①略小於②略大於③等於④二倍於

鋸路之厚度。

39. (3) 使用圓鋸機鋸切塑合板時，最佳之鋸齒材料為①高碳鋼②低碳鋼③鎢碳鋼④不銹鋼。
40. (1) 表示每分鐘轉速的英文縮寫為①r.p.m②s.p.m③r.m.p④H.m.P。
41. (3) 砂帶機上之砂帶，其接合方式何者為正確？
①

②

③

④

。

42. (3) 手提線鋸機最主要的功能為①鋸榫頭②鋸厚板③鋸內外曲線④精密鋸切斜面。
43. (1) 手壓鉋機最主要的功能是①鉋平面、直角②鉋定厚③鉋長度④鉋曲面。
44. (4) 使用平鉋機鉋削之木材，其最短限制是根據①刀軸②轉速③台面長度④進料與出料滾筒距離加 5 公分。
45. (2) 手壓鉋機鉋削木材時，發生鉋削面尾端凹陷的情形，是因為①出料台面比刀飛線高②出料台面比刀飛線低③進
料台面比刀飛線高④進料台面比刀飛線低。
46. (4) 圓鋸機不適鋸切何種加工情況？①鋸斜角②定寬③作槽④鋸弧角。
47. (3) 用圓鋸機鋸切塑合板及夾板時應選用①橫斷鋸②縱開鋸③縱橫兩用④溝鉋刀。
48. (1) 卸下刀具夾頭或螺絲帽時，扳手應①順刀轉方向②逆刀轉方向③順逆皆可④與轉向無關。
49. (3) 平鉋機上方出料滾筒之高低定位是與鉋削面①等高②略高於 0.2～0.3 ㎜③略低於 0.2～0.3 ㎜④略低於 1～2 ㎜。
50. (1) 手電鋸的規格是以①鋸片直徑②馬力大小③機體重量④電壓大小。
51. (3) 下列機器何者能加工出最平直之面？①平鉋機②圓鋸機③手壓鉋機④帶鋸機。
52. (3) 操作鼓筒式砂輪機時，應選操作者①後上方區②後下方區③前下方區④前上方區。
53. (3) 對於操作圓鋸機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鋸切短料應使用導板②鋸片露出材料越多越省力③鋸切一定長度的
短料，可利用輔助靠板④曲線不大，可在圓鋸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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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4) 手壓鉋機主要功用為①鉋花邊②鉋厚度③鉋寬度④鉋基準面及直角面。
55. (3) 木材在平鉋機二次鉋削，偶而有停滯現象，其處理方式為①降低檯面②關掉開關檢查③再用力推木材試一試④
頭低下來看一看。
56. (1) 帶鋸機的上鋸輪，如果向前傾時，則產生①鋸帶向前滑行②鋸帶向後滑行③鋸切會前後振動④鋸切會偏向左方。
57. (4) 生產大量等寬之木材宜選用①圓鋸機②帶鋸機③平鉋機④自動縱開機(Rip Saw)。
58. (2) 砂輪機的使用何者不恰當？①護罩與砂輪之距離不大於 6 ㎜②利用砂輪側面來磨鉋刀之鋼面③刀架與砂輪面之
距離勿大於 3 ㎜④一片砂輪只限一人使用，不得同時多人磨削。
59. (3) 帶鋸機調整後操作時，鋸條後滑與導輪磨擦出火花，應如何調整？①將左右導輪向後調整②加緊鋸條張力不使
滑動③將上鋸輪前傾④將下鋸輪前傾。
60. (1) 懸臂鋸的正當操作程序為①木料靠依板→啟動鋸片→拉鋸片向操作者②啟動鋸片→木料靠依板→拉鋸片向操
作者③拉鋸片向操作者→木料靠依板→啟動鋸片→將鋸片推離工作者鋸斷木料④啟動鋸片→木材置於工作檯
中央→推或拉動鋸片。
61. (1) 使用單面自動鉋光機時，下列何者敘述為正確？①如須鉋去大量木材，應兩面平均施鉋②為方便起見，一次單
面鉋大量木材即可③如木材開始鉋削一端有切痕可能為壓桿定位過高④如鉋刀撕裂木材可能進材太慢關係。
62. (2) 圓鋸規格大小依①工作檯面規定②鋸盤直徑大小③馬達大小④機座大小

決定之。

63. (1) 圓鋸機鋸片傾斜調整手輪的作用是①調整鋸盤作角度鋸割②換鋸片時使用③調整鋸盤使檯面升高或降低④便
於保養清潔。
64. (2) 有關帶鋸操作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的？①切勿容許任何人站立於鋸之右方②鋸條應有適當緊度，鋸齒應向上
③調整導桿使上方導引裝置約在材面上 1/4"處④不可將鋸割木材向後拉，以免鋸條脫離轉輪。
65. (4) 手壓鉋機之大小是以①手壓鉋機之依板長度②鉋檯的長度③刀軸直徑大小④能鉋木材之最大寬度
66. (3) 使用平鉋機鉋削角材時應將材料先在①砂光機②圓鋸機③手壓鉋機④立軸機

加工成直角為宜。

67. (2) 路達機有高低兩速之變速裝置，其變速原理是應用①頻率②極數③電壓④電流
68. (1) 若欲使用帶鋸機鋸切半徑為

吋的曲線時宜選用①1/2 吋寬②3/4 吋寬③1 吋寬④

03900 門窗木工

丙級

表示。

的改變。
吋寬

的鋸條。

工作項目 05：接合

1. (3) 下列四種木螺釘哪種比較長？①1/2"②3/8"③3/4"④5/8"。
2. (2) 鐵釘的長度選擇要依板子厚度為準，通常是選擇板子厚度的①2 倍②3 倍③4 倍④5 倍

長。

3. (2) 使用尿素膠膠合時，其硬化時間(在常溫下)須①半小時以內②1～2 小時③6～24 小時④48 小時以上。
4. (3) 以 10 ㎜厚度的實木板製作等缺榫接合時，榫頭長度應該取①6～7②10③11～12④15～18
5. (2) 哪一種黏著劑的膠接面一經接觸就不能再移動？①白膠②強力膠③尿素膠④六麻膠。
6. (4) 燕尾榫(鳩尾榫)的角度約為幾度？①45°②55°③65°④75°。
7. (3) 一般適用於室外的門窗，其膠合劑為①強力膠②牛皮膠③尿素膠④白膠。
8. (1) 榫接接合時，榫孔深度應比榫頭長度多幾公厘(㎜)為宜？①2②4③6④8。
9. (1) 颱風板或百葉門縱桿與橫桿之接合，下列最正確的是
①

②

③

④

。

10. (1) 下列各種膠合劑中，何者屬於熱硬化性膠合劑？①尿素膠②白膠③牛皮膠④強力膠。
11. (1) 白膠是屬①熱可塑性②熱脆化性③熱硬化性④熱揮發性

之膠合劑。

12. (3) 曲木成型之膠合劑，宜選用何種？①強力膠②白膠③尿素膠④牛皮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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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 木材板面併接時，下列何種方法為正確？
①

②

③

④

。

14. (2) 木釘的直徑應該以材料厚度之①1/2②小於 1/2 大於 1/3③1/3④1/4 為宜。
15. (2) 一般膠合劑最適合之木材含水率約為①15～30%②5～15%③5～3%④3～0%。
16. (2) 一般榫孔之寬度，約為材料厚度的①1/2②1/3③1/4④2/3

倍左右。

17. (4) 鋸裂口榫頭時鋸路應①上寬下窄②下寬上窄③線內平直④線外平直。
18. (3) 強力膠的稀釋劑為①水②香蕉水③甲苯④酒精。
19. (2) 用於木工榫接最為方便的是那一種膠合劑？①尿素膠②白膠③強力膠④牛皮膠。
20. (3) 旋緊平頭木螺釘時應和板面①多出 2 ㎜②低於 2 ㎜③與板面平齊或低 0.5 ㎜④愈深愈好。
21. (2) 設材料厚度為 T，則單添榫(三等缺榫)榫頭之厚度以①T/2②T/3③T/4④T/5

為佳。

22. (1) 門斗之榫接以何者為佳？①鳩尾榫接②三缺榫接③釘接④木釘接。
23. (2) 下列膠合劑中，何者之耐水性較差？①尿素膠②白膠③瞬間膠④A.B 膠。
24. (3) 下列膠合劑中最具耐水性的是①動物膠②強力膠③尿素膠④白膠。
25. (1) 上鐵釘時，為了增加二材料之結合強度必須①互成一夾角②每支皆垂直③每支皆傾斜同一邊④半數垂直，半數
傾斜。
26. (4)

左圖係一鳩尾槽結構，試問 α 角應為幾度？①30°②45°③60°④75°。

27. (1) 鳩尾槽之深度應為板厚之①1/3②1/2③2/3④1/4。
28. (4) 製作框架，鉋溝槽嵌入木板，在組合工作時①溝槽需上膠②鑲板需上膠③二者皆需上膠④二者皆不需上膠。
29. (2) 使用 0.4 ㎜的木薄片貼面時最好用①強力膠②白膠③尿素膠④牛皮膠。
30. (2) 45°斜接在木材繼續收縮時將造成①外角開口②內角開口③直線開口④不會開口。
31. (4) 加工時影響刀具易鈍化的膠合劑為①強力膠②熱溶膠③白膠④尿素膠。
32. (4) 製作於室外門的鑲板，下列何種材料最適宜？①夾板②木心板③密迪板（纖維板）④實木板。
33. (2) 必須等兩接合件的膠乾燥，才能接合的膠合劑為①白膠②強力膠③尿素膠④ＡＢ膠。
34. (3) 木釘直徑若為 Ｄ 時，則木釘長度為多少較適宜？①６Ｄ②５Ｄ③４Ｄ④２Ｄ。
35. (3) 使用木釘為接合結構，其正確的裝配為①先裝入淺孔且上膠②先裝入深孔且不必上膠③先裝入深孔且上膠④兩
邊同時裝入且上膠。
36. (3) 從接著劑調配到不能使用為止之時間，稱為①閉鎖②開放③可使用④待乾

時間。

37. (2)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按裝鉸鍊門框不挖槽，則縫隙大，私密性差②門扇與門斗配合時，越緊密越好③按裝大
扇門時，門扇下方稍留空隙④按裝摺扇伸縮門時，拉門下方須考慮鋪地磚、地毯的預留空間。
38. (4) 兩支木料在端部縱向接合時，何著較不恰當？①木釘②指接③鳩尾榫④膠接。
39. (3) 俗稱３分榫是指①榫長②榫寬③榫厚④榫肩。
40. (1) 膠合時，須兩面佈膠的膠合劑為①強力膠瞬間加壓型②熱溶膠③白膠④尿素膠。
41. (1) 鋼製釘子可以被覆其他的材料來防止釘子的腐蝕，最常用的材料為①鋅②鐵③銅④銀。
42. (2) 大部份所用的螺釘在釘頭上開有一字槽或十字槽，其目的在①方便製螺釘機機具加工②用以承放螺釘起子③方
便電鍍④因製作牙螺紋關係。
43. (1) 強力膠濃度太高不易塗佈時，可以加入何種稀釋劑？①甲苯②香蕉水③松香水④無鉛汽油。
44. (2) 與金屬親和性最佳膠合劑為①白膠②環氧樹脂③尿素膠④強力膠。
45. (1) 玻璃固定最佳膠合劑為①矽利康（矽膠）②白膠③強力膠④環氧樹脂。
46. (1)

製作如左圖燕尾榫時，ａ:ｂ 為多少為宜？①1:6②1:5③1:4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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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 按裝門斗時，下列何者較不是注意事項？①平行②直角③尺寸④整潔。
48. (3)

左圖榫接型式適合用於實木門之何處？①上橫桿②中橫桿③下橫桿④縱桿。

49. (1)

左圖榫接型式適合用於實木門之何處？①上橫桿②中橫桿③下橫桿④縱桿。

50. (2)

左圖榫接型式適合用於實木門之何處？①上橫桿②中橫桿③下橫桿④縱桿。

51. (4) 下列何種接合法應用於量產木門，其強度佳、精度夠及快速的是①木榫接②鐵釘接③木螺釘接④木釘接。
52. (4) 製作門扇框時，如材厚為 35 ㎜，其榫接合之榫厚應製作多少㎜為佳？①9②10③11④12。
53. (3) 製作門窗組合上膠時，下列何者較不重要？①平行②密合③表面處理④直角。

03900 門窗木工

丙級

工作項目 06：五金配件

1. (2) 安裝普通鉸鏈要選擇①圓頭②平頭③半圓頭④六角頭

木螺釘。

2. (2) 一般房門之門鎖高度，由地面至手把之中心位置約為多少㎜？①900～1000②1000～1050③1100～1200④1200～1
500。
3. (3) 下列何種門框(斗)與門扇結構，最好是採用阿努巴活葉？
①

②

③

④

。

4. (4) 下列何項不是門窗常用之五金配件？①戶車②鉸鏈③鎖④隔板釘。
5. (4) 滑動式窗之軌道，以下列何種材料為最佳？①塑膠②鐵皮包塑膠③鐵④銅。
6. (1)

左圖為阿努巴活葉，下列敘述何項錯誤？①須用木螺釘固定②為可卸拆式活葉③適用於槽扣式門④不適
用於端扣式門。

7. (3) 門鎖、活葉之規格與形式決定之時機是在①施工中②按裝時③設計時④試裝後再決定。
8. (2)

左圖為普通活葉，下列敘述何項不對？①須用木螺釘固定②為可拆卸式活葉③為不可拆卸式活葉④按裝
活葉嵌槽須門與框對等挖鑿。

9. (1) 防風效果最差的門為①彈簧(擺動)門②拉門③單開門④子母門。
10. (1) 適合做鉸鍊之銅合金為①黃銅②青銅③鐵皮鍍銅④白銅。
11. (3) 按裝普通蝴蝶鉸鍊，門框及門斗挖槽之總厚度，若大於鉸鍊之厚度時，有何現象？①門無法閉合②門無法開啟
③門開啟數次後，鉸鍊螺釘鬆脫或變形而自動關閉④門扇無法裝上門斗。
12. (3) 按裝鉸鍊的木螺釘太大，致使釘帽外露相衝突時有何現象？①門開啟後自動關閉②使門扇與門斗的間隙減小③
門不易完全關閉④螺釘粗大可增加門的牢固性。
13. (2) 固定不能開啟的窗稱為①氣窗②採光窗③拉窗④旋轉窗。
14. (3) 下列何者在釘接時容易彎曲？①環紋不銹鋼釘②水泥鋼釘③銅釘④鐵釘。
15. (1) 採用普通活葉之門，按裝時下列門扇與門框之裝配結果下列何者較佳？
12

①

②

③

④

。

16. (3) 按裝戶車(滑輪)時，其輪緣高低位置應如何？①與窗戶下緣之溝深平齊②與窗戶下緣平齊③比窗戶下緣之溝深
略凸出約 2～3 ㎜左右④比窗戶下緣略凸出 2～3 ㎜左右。
17. (3) 銅製五金配件，保養時可用下列何者擦拭較佳？①亮光腊②機油③桐油④透明漆。
18. (4) 下列何者不是拉式窗用五金？①戶車(滑輪)②拴③滑軌④活葉。
19. (2) 較重的拉式窗，按裝戶車（滑輪）時應考慮使用幾個較佳①1②2③3④4。
20. (3) 內外皆可開啟的雙開門，應選用下列何種活葉？①阿努巴活葉②普通活葉③擺動式活葉④Ｈ型活葉。
21. (4) 下列何種活葉不適用於大門？
①

②

③

④

。

22. (3) 採用普通活葉按裝門時，其活葉與門扇上下緣之距離應如何較佳？①相等②上大於下③下大於上④剛好與上下
緣齊。
23. (3) 磁鐵式門檔按裝時，其位置應在門下緣何處較佳？①靠近活葉處②門寬中心③靠手把處④由活葉算起，門寬 2/
3 之處。

03900 門窗木工

丙級

工作項目 07：表面處理

1. (3) 填眼工作最有效的方法是①噴塗②刷塗③手擦法④浸塗。
2. (3) 一度底漆是為了要達到①光澤②塗膜厚度③膠固木面④著色
3. (1) 通常塗料稀釋是以①黏度②亮度③硬度④色度

的目的。

為辨別的標準。

4. (2) 180#砂紙較 240#砂紙為①細②粗③長④短。
5. (1) 硝化纖維素塗料所用之稀釋劑為①香蕉水②松節油③酒精④汽油。
6. (2) 木門完成後，在鑲板上做砂磨處理時，砂磨方向應與木理①垂直②平行③斜向④交叉。
7. (3) 處理木材端面較佳的方式為①手工砂磨②鋸切③盤式砂磨機砂磨④手提砂磨機砂磨。
8. (1) 用手工砂磨木材表面應①順木理②橫木理③斜木理④交叉木理

方向。

9. (2) 一般室外門窗之表面處理的效果要求，何者最重要？①色彩②耐候性③光澤④美觀。
10. (1) 一般砂紙編號為 1/2，其顆粒粗細，相當於①60#②120#③150#④240#。
11. (1) 硝化纖維素油漆的俗名叫①拉卡②洋干漆③生漆④柚木油。
12. (3) 油性水泥漆所調配之稀釋劑是①香蕉水②松香水③甲苯④亞麻仁油。
13. (2) 砂紙的粒號愈大表示砂粒①愈粗②愈細③愈寬④愈長。
14. (4) 洋干漆的稀釋劑為①松香水②香蕉水③甲苯④酒精。
15. (2) 硬毛刷一般用①狼豪②豬鬃③獾毛④綿羊毛

製作。

16. (4) 以下何種砂紙，所砂磨工作物之表面，細度最佳？①#80②#120③#180④#220。
17. (2) 塗膜發生白化的原因之一為①空氣太乾燥②空氣太潮濕③溶劑發揮太慢④黏度過高。
18. (1) 木面整理時最難清除的是①油污②殘膠③砂痕④手印。
19. (2) 調合漆之稀釋劑為①香蕉水②松香水③酒精④凡立水。
20. (4) 塗裝前成品表面砂光，宜選用幾號砂紙？①60②80③100④180。
21. (3) 油漆作業程序下列敘述何項正確？①先填補再油漆再砂磨②先砂磨再填補再油漆③先填補再砂磨再油漆④先
油漆再砂磨再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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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 手工塗裝時為避免污染地板及其他器物，最佳的方法為①少加稀釋劑，提高漆的濃度，便不會滴落②熟練正確
的塗裝技術③用小支的刷子④將器物用報紙膠帶被覆。
23. (4) 雕花大門不適合①噴塗②刷塗③絨毛滾塗④平面滾塗。
24. (1) 底塗後，面漆前須砂光，砂光時砂紙會黏漆則表示①漆膜未完全乾②空氣溼度高③漆的品質不良④砂光時太用
力。
25. (4) 著色後須等較長時間乾燥之著色劑為①化學性②酒精性③油性④水性。
26. (3) 噴塗時，塗面上的塗料中心薄，而積滯於外圍形成流滴是因①氣壓太高②漆太稀薄③槍口太靠近噴塗面④槍口
部分阻塞。
27. (1) 松香水是用於①調和漆②PU 漆③NC 拉卡④洋干漆

的稀釋劑。

28. (3) 緩乾稀釋劑又稱為①凡立水②香蕉水③防白水④松香水。
29. (3) 塗裝俗稱的“肉身”是指①塗料濃度②稀釋劑濃度③乾後塗膜厚度④木材厚度。
30. (4) 使用的稀釋液其蒸發速度不適切時，塗膜會發生各種缺陷，蒸發過遲則會發生①橘皮現象②自化現象③超噴現
象④垂流與流塗現象。
31. (4) 噴塗一次後，再重疊噴塗時，其塗料粒子不能十分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塗膜無光澤形成粗糙之表面，此種現象
謂之①乾噴現象②白化現象③超噴現象④橘皮現象。
32. (4) 木製門窗加工最後一道手續（白身）為①防腐②塗裝③膠合④砂磨。
33. (1) 木材染色後，底漆的施工方式何者較適宜？①噴塗②排筆塗刷③絨布塗抹④兔毛刷刷塗。
34. (4) 噴漆作業時，那一項個人防護器具最為需要？①耳塞②安全眼鏡③安全鞋④防毒口罩。
35. (3) 塗料加稀釋劑，主要為①降低成本②增加份量③易於噴塗作業④可減少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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