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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生活科技科 

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總分 100 分 

（A） 1.工場標示「安全」是用何顏色？  

（A） 綠色   （B） 藍色   （C） 白色  （D） 黃色 

（C） 2.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中，國中階段的生活科技課程是以什麼為主軸？ 

（A） 生活應用  （B） 自造教育  （C） 創意設計  （D） 工程設計 

（A） 3.動力行程的終止主要指在以下哪一個時間點？ 

（A） 排氣門開啟時  （B） 活塞在下死點時  （C） 活塞在上死點時  （D） 進氣門開啟時 

（D） 4.自動桌球發射機的種類很多，若依據發球的動力來看，可區分為噴氣式、彈力式與輪轉式，請問輪轉式的自動    

   桌球發射機主要應用的科學原理為何？ 

（A） 作用力與反作用力  （B） 白努利原理  （C） 離心力  （D） 摩擦力 

（B） 5.由螺紋軸線方向看進去，逆時針旋轉而前進時，稱為下列哪一種螺紋？ 

（A） 右螺紋  （B） 左螺紋  （C） 外螺紋  （D） 內螺紋 

（A） 6.2015 年全國生活科技競賽的主題為何？ 

（A） 運送與擊球裝置  （B） 創意骨牌  （C） 鼠夾車  （D）投石機 

（B） 7.跨領域整合的學習是現階段十分受到矚目的重要課題，在九年一貫課程的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 

「科技的發展」為八項重要基本能力之一，請問在科技的發展的第四學習階段中，哪一個項目有助於推動科學、 

科技、工程與數學的整合？ 

（A） 科技的演進   （B） 科技的本質  （C） 科技與社會  （D） 科際的整合 

（C） 8.下列有關雪山隧道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原名大坪林隧道  

（B） 雪山隧道是目前臺灣最長的隧道，也是亞洲第一長的隧道  

（C） 四稜砂岩層成為雪山魔咒  

（D） 雪山隧道的開挖過程並無造成任何生態衝擊 

（B） 9.若以機身重心垂直線為中心，機首與機尾左右的旋轉稱為偏航，而控制哪一個部位可以達到此一效果？ 

（A） 副翼  （B） 方向舵  （C） 起落架  （D）昇降舵 

（D）10.使用氣體檢知器測定之缺點為何？ 

（A） 偵測速度慢  （B） 偵測方式不便  （C） 價格昂貴  （D） 誤差較大。 

（B）11.為求零件斜面的真實形狀，而繪製出該斜面垂直方向的視圖，稱為下列何者？ 

（A） 側視圖   （B） 輔助視圖  （C） 斜轉視圖  （D） 垂直視圖 

（C）12.在某一科技工場中若測得二氧化碳濃度為 0.008%，相當於多少 ppm？ 

（A） 0.04  （B） 0.004  （C） 800  （D） 8000 

（A）13.許多研究發現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專家通常會花最多時間在哪一個步驟？ 

（A） 界定問題  （B） 蒐集相關資料  （C） 尋找解決方法  （D） 設計與製作 

（B）14.在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課程綱要中，所採用的能力指標編碼方式為「a-b-c-d」，其中代表學習階段的編碼 

為何？ 

（A） a  （B） b  （C） c  （D） d 

（D）15. 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中，科技領域在國中階段的必修時數為每週幾節課？ 

（A） 3 節課  （B） 0 節課  （C） 1 節課  （D） 2 節課 

（B）16.電動工具設備上之接地線，常用之顏色為： 

（A） 黑色   （B） 綠色  （C） 紅色  （D） 白色 

（C）17.木材製材後，無法馬上進乾燥窯乾燥，為了防止發霉應如何進行處理？ 

（A） 端部塗漆以防止水氣進入  

（B） 緊密堆積並捆固紮實  

（C） 每層用疊桿隔開  

（D） 利用塑膠帆布蓋上 

（B）18.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中，以下何者並「非」科技的應用中之學習內容？ 

（A） 機構與結構  （B） 產品設計與發展  （C） 電與控制  （D）能源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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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下列有關青藏鐵路之選項何者為非？ 

（A） 鐵路全線經過範圍非地震區故完全不會發生地震  

（B） 採取的設計準則為「主動降溫、冷卻地基、保護凍土」  

（C） 鐵路選線為避開野生動物活動區域，沿途修建了 33 個野生動物遷徙的通道  

（D） 青藏線沿途建立了高壓氧艙，和 17 座製氧站 

（D）20.在製造成本的三要素中，並「不」包含以下哪項費用？ 

（A） 製造  （B） 材料  （C） 人工  （D） 廠房 

（B）21.在鼠夾車的設計製作活動中，若已知驅動軸長度為 a 公尺，輪軸比為 b，且假設驅動軸所帶動的繩長皆可用以 

驅動車輪的話，那麼鼠夾車理論上可以行走的距離為多少公尺？ 

（A） πab  （B） 2ab  （C） πa  （D） 2a 

（C）22.陶瓷刀具是利用以下何種材料磨粒並經型壓、燒結而成？ 

（A） 碳化鎢  （B） 碳化矽  （C） 氧化鋁  （D） 陶土 

（A）23.使用螺旋彈性墊圈防止螺帽鬆動時，應注意： 

（A） 墊圈旋向與螺桿相反  

（B） 墊圈旋向與螺桿相同  

（C） 墊圈與螺桿之旋向無關  

（D） 需再用插銷固定 

（B）24.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有關事業單位勞動場所發生罹災人數在 1 人以上，具需住院治療之職業災害通報時 

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事故發生後  

（B） 明知或可得而知事實起 8 小時內  

（C） 事故發生後 12 小時內  

（D） 明知或可得而知事實起 24 小時內 

（D）25.大多數變壓器的故障原因多發生於何處？ 

（A） 套管  （B） 外殼  （C） 鐵心  （D） 線圈 

（A）26.波特蘭水泥加入石膏之主要目的為何？ 

（A） 調整水泥凝結時間  （B） 改善水泥強度  （C） 改善水泥水化熱  （D） 增加水泥潤滑性 

（A）27.鋼筋混凝土樑中，箍筋是用以抵抗下列何種力？ 

（A） 剪力  （B） 壓力  （C） 拉力  （D） 彎曲力 

（D）28.石材中之大理石係屬於？ 

（A） 花崗岩  （B） 凝灰岩  （C） 玄武岩  （D） 變質岩 

（C）29.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與十二年國教科技領域課程綱要草案中，兩者在學習內容中最大差異為何？ 

（A） 新增跨域學習的概念，如 STEM  

（B） 新增科技本質的認識與理解  

（C） 刪除四大學習領域  

（D） 刪除有關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A）30.小宜最近在宜蘭買了一棟透天別墅，這棟別墅的土地面積為 40 坪、房屋的投影面積為 80 平方公尺、花園為 

10 坪、總樓地板面積為 250 平方公尺、總陽台面積為 10 坪，請問此一透天別墅的容積率約為何？ 

（A） 189%  （B） 60.5%  （C） 625%  （D） 200% 

（D）31.下列有關建築的敘述何者為「非」？ 

（A） 隔震器可用於減少橫向移動  

（B） 建築結構所受到的剪力屬於內力  

（C） 隔震器能夠有效吸收能量、降低破壞  

（D） 建築管線的配置應配置於樑柱中，以避免受到破壞 

（D）32.下列何者是手提線鋸機的鋸條固定方式？ 

（A） 手動螺絲固定鋸片  

（B） 四角螺絲固定鋸片  

（C） 八角螺絲固定鋸片  

（D） 卡榫快速固定鋸片 

（B）33.在一般細木工使用的鋸切工具中，其齒鋸最小的為何？ 

（A） 鼠尾鋸  （B） 夾背鋸  （C） 橫斷鋸  （D） 縱開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8E%E7%94%9F%E5%8A%A8%E7%8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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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4.下列哪一種機器最適合開槽？ 

（A） 線鋸機  （B） 帶鋸機  （C） 圓鋸機  （D） 手壓鉋機 

（D）35.以下何種加工方法屬於改變材料物理性質的加工方法？ 

（A）鑄造法  （B） 熱作法  （C） 焊接法  （D） 電鍍 

（A）36.下列何種方法無法降低屋頂熱流量？ 

（A） 鋪設磁磚  （B） 裝設屋頂通風扇  （C） 綠屋頂  （D） 雙層屋頂 

（D）37.電容的單位為何？ 

（A） 安培  （B） 伏特  （C） 亨利  （D） 法拉 

（C）38.有一游標卡尺，本尺最小刻度為 1mm，副尺 39mm 分成 20 等分，則此游標卡尺之最小讀數為何？ 

（A） 0.1 mm  （B） 0.5 mm  （C） 0.05 mm  （D） 0.02 mm 

（C）39.若使用三用電錶來測量未知電壓時，應先選擇從何處開始測量？ 

（A） 中間檔  （B） 最低檔  （C） 最高檔  （D） 任一檔 

（A）40.下列哪一種元件不適合作為感測器？ 

（A） 加熱線圈  （B） 熱電耦  （C） 光電晶體  （D） 光編碼器 

（D）41.在電動機控制中，無熔絲開關的主要目的為何？ 

（A） 過熱保護  （B） 過載保護  （C） 過電壓保護  （D） 過電流保護 

（D）42.下列哪一項傳統加工工作不須配戴安全眼鏡？ 

（A） 銑床  （B） 研磨工作  （C） 車床  （D） 銼銷工作 

（A）43.以下有關風力發電的敘述何者為「非」？ 

（A） 風能與風速的兩次方成正比  

（B） 風能與風葉掃撂面積成正比  

（C） 風力機主要藉由空氣的氣動力作用轉動葉片  

（D） 風力機將風能轉換為電能的輸出效率約 20~40% 

（B）44.手壓鉋機的鉋銷量調整，應該從下列哪一方面著手？ 

（A） 刀片高低  （B） 進料台面  （C） 出料台面  （D） 刀軸高低 

（C）45.除了核能之外，以下何種發電方式的發電成本較為低廉？ 

（A） 燃氣  （B） 陸上風力  （C） 燃煤  （D） 太陽能 

（C）46.以下何者是科技問題解決流程與工程設計思考流程的主要差異？ 

（A） 界定問題  （B） 發展解決方案  （C） 建模  （D） 執行解決方案 

（B）47.在建築物中的 RC 結構應屬於下列何種材料？ 

（A） 多元聚合物  （B） 複合材料  （C） 鋼骨  （D） 水泥 

（D）48.下列有關生態工法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尊重自然環境原有之多樣性  

（B） 依照現存之自然條件，建設一個良好水循環及安全的溪流環境  

（C） 積極的使自然環境再生，創造出水與綠之生態網  

（D） 增設水泥排水溝並加蓋以確保排水順暢，且需做好環境綠化 

（C）49.在進行科技教室規劃時，首件要務為何？ 

（A） 爭取經費  （B） 聯繫廠商  （C） 思考教什麼  （D） 思考買哪些機具 

（A）50.木材含水率與木材塗裝效果有密切關係，下列何者效果最佳？ 

（A） 10%  （B） 20%  （C） 30%  （D） 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