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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 
下列何者是描述裝置在高壓蒸汽系統上安全閥的運作方式？ 
A. 安全閥先被系統的壓力舉離其閥座，然後被空氣操作的活塞完全打開。 
B. 當系統壓力增加至安全設定值時，壓力會克服加於閥上的彈簧力量，使閥因
而打開。 

C. 安全閥會維持打開的模式，直到系統壓力降低至驅動嚮導閥(Pilot Valve)的設
定值。 

D. 當打開的安全閥將系統壓力降至舉離的設定值時，在氣閥盤上方的空氣和蒸
汽組合壓力會將閥關上。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2 
下列何種閥提供了過壓保護，藉由控制容器內部壓力以保護人員與設備的安全？ 
A. 安全(Safety)閥 
B. 控制(Control)閥 
C. 警戒(Sentinel)閥 
D. 壓力調節(Pressure regulating)閥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3 
下列何者描述反應爐壓力槽安全閥的運作方式？ 
A. 當反應爐壓力降至夠低，使重力和彈簧張力大於施加在主閥盤上的爐壓時，
打開的安全閥就會關上。 

B. 當嚮導閥(Pilot Valve)偵測到爐壓降低並將主閥盤上的反應爐壓力隔離時，打
開的安全閥就會關上。 

C. 當爐壓達到舉離的設定值時，安全閥開始打開，並調整至與爐壓成正比的位
置。 

D. 當爐壓達到舉離的設定值時，一嚮導閥會關上，在主閥盤上產生差壓(∆P)，
使之大於重力與彈簧張力，因而打開安全閥。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4 
一直立的安全閥上面裝有壓縮彈簧裝置，會在閥盤上方施力1200 lbf，以對抗系
統壓力。系統壓力則施加於直徑3英吋的閥盤底面。 
下列何者為讓安全閥打開的大約系統壓力？（忽略大氣壓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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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44 psi 
B. 64 psi 
C. 128 psi 
D. 170 psi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5 
盤面直徑3英吋的直立安全閥上面裝有能施力1000 lbf的彈簧裝置，以對抗系統壓
力。下列何者為讓安全閥開始打開的大約系統壓力？（忽略大氣壓力的影響） 
A. 35 psi 
B. 111 psi 
C. 142 psi 
D. 444 psi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6 
參考一典型安全閥的圖示。（見圖） 
實心箭頭所指的組件是運轉員用來手

動 ··· 
A. 用扳手打開(rachet open)安全閥。 
B. 彈開(pop open)安全閥。 
C. 塞住(gag shut)安全閥。 
D. 確認(determine)安全閥的位置。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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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7 
一直立安全閥上面裝有壓縮彈簧裝置，會在閥盤上方施力2500 lbf，以對抗系統
壓力。系統壓力則施加於直徑5英吋的氣閥盤底面。 
下列何者為讓安全閥打開的大約系統壓力？（忽略大氣壓力的影響） 
A. 32 psi 
B. 127 psi 
C. 159 psi 
D. 500 psi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8 
盤面直徑2英吋的直立安全閥上面裝有能施力2,400 lbf的彈簧裝置，以對抗系統
壓力。下列何者為讓安全閥打開的大約系統壓力？ 
A. 95 psig 
B. 191 psig 
C. 382 psig 
D. 764 psig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9 
假設操作主蒸汽安全閥(MSSV)的壓力條件如下： 
壓力設定值（MSSV開始打開）：1200 psia 
最大壓力（MSSV全開）：1230 psia 
歸位壓力（MSSV完全關閉）：1140 psia 

下列何者為主蒸汽安全閥的沖放(blowdown)百分比： 
A. 2.5% 
B. 5.0% 
C. 7.5% 
D. 10.0%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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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0 
參考兩個具有相同釋壓閥(Relief Valve)保護裝置的相同壓力容器（見下圖）。 
 
容器(Vessel)A內裝滿80oF次冷(Subcooled)
的水，容器B內則為飽和雙相狀態。兩個
容器都在封閉狀態並施予50 psig的壓力。 
如果兩者的釋壓閥同時完全打開，容器

_____在開始時降壓較快；容器_____在開
始時會外釋較多的質量。 
A. A; A 
B. A; B 
C. B; A 
D. B; B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11 
釋壓閥(Relief Valve)開始打開的壓力設定值與完全打開時的壓力差稱為··· 
A. 設定值偏差(Deviation) 
B. 設定值公差(Tolerance) 
C. 蓄壓(Accumulation) 
D. 沖放(Blowdown)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12 
安全閥打開的壓力設定值與其關閉的壓力差稱為··· 
A. 沖放(Blowdown) 
B. 蓄壓(Accumulation) 
C. 設定值公差(Tolerance) 
D. 設定值偏差(Deviation)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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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3 
參考兩個具有相同釋壓閥(Relief Valve)保護裝置的相同壓力容器(Vessel)（見下
圖）。 
兩個容器都在封閉狀態，並施予50 psig的
壓力。容器A內裝滿150oF的水，容器B內
則處於一半容積為蒸汽（100%乾度），一
半容積為水（0%乾度）的飽和狀態。 
如果兩者的釋壓閥同時完全打開，容器

_____降壓較快；如果兩者的釋壓閥都在
40 psig時關閉，容器_____會減少較多的質
量。 
A. A; A 
B. A; B 
C. B; A 
D. B; B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14 
下列何者是典型釋壓閥(Relief Valve)和典型安全閥的差別？ 
A. 釋壓閥的驅動器關閉彈簧處在壓縮的狀態，而安全閥的驅動器關閉彈簧則處
於拉緊的狀態。 

B. 當壓力超過設定值時，釋壓閥會逐漸打開，而安全閥則在壓力達到設定值時
就會完全打開。 

C. 釋壓閥容許被鉗塞(Gag)，而安全閥則不。 
D. 釋壓閥的沖放大於安全閥的沖放。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15 
在比較運轉中系統的閘閥和球形閥間的特性時，球形閥通常在全開時會有較

______的壓降現象，而且比較______用來調節系統流量。 
A. 小；少 
B. 大；常 
C. 小；常 
D. 大；少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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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6 
儲水槽A和儲水槽B完全相同，但是A槽裝有過壓保護裝置的釋壓閥(Relief 
Valve)，而B槽則裝有安全閥。釋壓閥和安全閥均有相同的壓力設定值和設計流
量。 
在兩槽內以釋放/安全閥設計流量的50％等速加入水，在槽內壓力達到兩閥設定
值時，A槽的壓力會_________而B槽的壓力會_________。 
A. 穩定在稍高於壓力設定值；穩定在稍高於壓力設定值 
B. 穩定在稍高於壓力設定值；在壓力設定值上下幾個百分比內晃動 
C. 在壓力設定值上下幾個百分比內晃動；穩定在稍高於壓力設定值 
D. 在壓力設定值上下幾個百分比內晃動；在壓力設定值上下幾個百分比內晃動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17 
容器(Vessel)A和容器B完全相同，但是容器A的過壓保護的裝置為安全閥，而容
器B則為釋壓閥。安全閥和釋壓閥有相同的壓力設定值和設計流量。 
在兩容器內以安全/釋壓閥設計流量的50％等速加入水，在容器內壓力達到兩閥
設定值時，容器A的壓力會_________而容器B的壓力會_________。 
A. 穩定在稍高於壓力設定值；穩定在稍高於壓力設定值 
B. 穩定在稍高於壓力設定值；在壓力設定值上下幾個百分比內晃動 
C. 在壓力設定值上下幾個百分比內晃動；穩定在稍高於壓力設定值 
D. 在壓力設定值上下幾個百分比內晃動；在壓力設定值上下幾個百分比內晃動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18 
如果熱交換器出口的壓力控制閥多打開一些，系統流量會_____________，且系
統水頭損失會_____________。 
A. 增加；減少 
B. 增加；增加 
C. 減少；減少 
D. 減少；增加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19 
下列何者為描述在運轉中的水系統的典型閘閥在開啟過程中流量變化的特性？ 
A.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25%開度所導致的流量改變比後25%小。 
B.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25%開度所導致的流量改變比後25%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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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25%開度所導致的流量改變和後25%差不多。 
D. 打開了25%開度的閘閥盤會導致大約全流量的25%。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20 
當控制閥幾乎完全________時，最有可能因為閥座(Valve Seat)兩側上有相當
________的壓降而產生孔蝕(Cavitation)現象。 
A. 打開；大 
B. 打開；小 
C. 關閉；大 
D. 關閉；小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21 
下列何者為描述在運轉中的水系統的典型球形閥在開啟過程中流量變化的特

性？ 
A.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25%開度所導致的流量改變比後25%小。 
B.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25%開度所導致的流量改變比後25%大。 
C.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25%開度所導致的流量改變和後25%差不多。 
D. 打開了25%開度的球形閥會導致大約25%的全流量。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22 
下列何者為描述典型的球形閥的節流特性？ 
A.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三分之一會導致大約三分之一的全流量。 
B.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三分之一所增加的流量小於過程的後三分之一。 
C.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三分之一所增加的流量大於過程的後三分之一。 
D. 閥盤打開過程的前三分之二所增加的流量大約等於過程的後三分之一。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23 
冷卻水系統圖中的兩個離心泵都在運轉中（見下圖）。 
運轉員將泵B停止，但是泵B的止回閥卻沒有關上。與只有泵A在正常運轉時相
比，泵B的止回閥沒有關閉會使泵A的流量＿＿於正常值；而且熱交換器流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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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常值。 
A. 高；高 
B. 高；低 
C. 低；高 
D. 低；低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24 
參考處於節流狀態的液壓操作閥圖（見下圖）。 
選出在失去液壓系統之壓力後，此閥的位置。 
A. 全開 
B. 不變 
C. 全關 
D. 在一半的位置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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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25 
典型的馬達操作閥(Moter-operated Valve)會在閥的引動器(Actuator)失去電力時
產生何種反應？ 
A. 完全打開 
B. 完全關閉 
C. 保持原狀 
D. 成半開狀態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26 
參考處於節流狀態且裝有彈簧的空氣操作閥(Air-operated Valve)圖（見下圖）。 
如果連接閥的空氣管漏氣而導致閥的引動器(Actuator)壓力降低，閥的位置會是
下列何者？ 
A. 原來位置      
B. 關小一些 
C. 打開更多 
D. 隨系統流量而改變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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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27 
參考處於節流狀態且裝有彈簧的空氣操作閥(Air-operated Valve)圖（見下圖）。 
圖中顯示在正常供氣壓力和賦能的電磁線圈(Solenoid)，如果電磁線圈失去電
力，閥的位置會如何？ 
A. 保持現狀 
B. 打開更多 
C. 關小一些 
D. 隨系統流量而改變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28 
參考電磁線圈(Solenoid)賦能且裝有彈簧的空氣操作閥(Air-operated Valve)圖（見
下圖）。 
如果電磁線圈失去電力，空氣操作閥最後會在什麼位置？ 
A. 半開半關  
B. 關閉 
C. 維持原狀  
D. 打開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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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29 
下列何者正確的描述典型的閘閥或球形閥的流量特性？ 
A. 和剛開啟的25％開度相比，閘閥在最後開啟的25％開度會產生較大的流量改
變。 

B. 和最後開啟的25％開度相比，球形閥在剛開啟的25％開度會產生較大的流量
改變。 

C. 專為節流設計的球形閥必須在剛開啟的25％開度內操作才能控制流量。 
D. 和最後開啟的25％開度相比，閘閥在剛開啟的25％開度會產生較大的流量改
變。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30 
參考裝有彈簧的空氣操作閥圖（見下圖）。 
如果失去氣壓，此閥會… 
A. 全打。 
B. 停留在現在的位置上。 
C. 全關。 
D. 停在半開半關的位置。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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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31 
若要在現場檢查一個閥是否是打開的，下列何者並非一般可接受的方法？ 
A. 觀察現場的流量計。 
B. 檢查現場閥位標示是否在「開」的位置。 
C. 將閥的操作器向「關」的方向操作，確認有一些轉動。 
D. 試著將閥的操作器向「開」的方向操作，確認無法轉動。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32 
為了確認一個正在運轉中的系統的手動閥是關閉的，運轉員應該觀察閥的位置標

示，並將手輪(Handwheel)轉向… 
A. 開的方向，直到聽見流動的聲音，再用正常力量將閥關上。 
B. 關的方向（用正常力量），並確認手輪沒有明顯的轉動。 
C. 關的方向，直到停止，然後在必要時，用力再轉半圈。 
D. 開的方向，直到閥桿(Valve Stem)朝開的方向移動，然後再用正常力量將閥關
閉。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33 
為了確認在一個運轉中的系統的手動閥是在全開的位置，運轉員應該將閥的手輪

轉向… 
A. 開的方向，直到閥位後座(Backseat)的半圈。 
B. 全關的位置，然後再開到全開的位置。 
C. 關的方向，然後將閥開到原先的位置。 
D. 開的方向，直到閥碰到後座，然後再關到想要的位置。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34 
若要在現場檢查在一個已洩壓的靜態管路系統中的手動閥是否是全關的，下列何

者為一般可接受的方法？  
A. 檢查下游流量計是否為零流量。 
B. 目視觀察氣閥的升桿(Rising-stem)完全顯露出來。 
C. 試著將閥的手輪轉向關的方向，並確認不能再轉動。 
D. 比較上游和下游的壓力計，確定兩者為零壓差。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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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35 
為了確認一個運轉中的系統的手動閥是否為關閉的，運轉員應該觀察閥位標示，

並將閥的手輪轉向… 
A. 開的方向至少一轉，然後再用正常力量將閥關閉。 
B. 開的方向，直到可以觀察到系統有流量，然後再用正常力量將閥關閉。 
C. 關的方向（用正常力量），並確認手輪沒有明顯的轉動。 
D. 關的方向（用正常力量），然後再朝關的方向多轉四分之一轉。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36 
若要在現場確認在一個已洩壓的靜態管路系統中的手動閥是否完全關閉，下列何

者為一般可接受的方式？ 
A. 檢查下游流量計是否指示零流量。 
B. 比較上游和下游的壓力計，確認兩者之間為零壓差。 
C. 試著將閥的手輪轉向關的方向，確認沒有轉動。 
D. 試著將閥的手輪轉向開的方向，確認可以轉動。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2/37 
參考示差壓流量的圖（見下圖）。 
裝了水的壓力計安裝在通風管的一個限流孔的兩側上，用來量測氣流量。壓力計

目前顯示兩邊的水位差為16英吋，此時的氣流量為每分鐘300立方呎 (300 
ft3/min)。 
當這個壓力計兩邊的水位差為4英吋
時，下列何者為當時的大約氣流量？ 
A. 每分鐘75 ft3/min。 
B. 每分鐘125 ft3/min。 
C. 每分鐘150 ft3/min。 
D. 每分鐘175 ft3/min。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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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38 
為了阻止閥桿的輕微洩漏對於一自動閥進行迫緊迫緊格蘭(Packing Gland)並已完
成。則若運轉員將迫緊迫緊旋緊過度，會發生何事？ 
A. 流入閥內部的冷卻流體減少 
B. 閥盤與閥桿會分離 
C. 閥位極限開關(Limit Switch)產生對準偏差(Misalignment) 
D. 從全開到全關的行程(Stroke)時間增加 
答案：D. 
 
科目/題號：291001/39 
對於一有輕微迫緊格蘭洩漏的閥進行迫緊迫緊格蘭(Packing Gland)後，運轉員試
圖操作該閥，但發覺閥被卡住。最可能的原因為何？ 
A. 因為迫緊迫緊過緊而導致閥盤與閥桿分離 
B. 運轉員在調整迫緊迫緊時將閥設於錯誤位置 
C. 於迫緊迫緊格蘭時閥在關閉方向受到的扭力過大 
D. 維修運轉員將迫緊迫緊格蘭過緊，導致閥桿卡住 
答案：D. 
 
 
科目/題號：291001/40 
參考有兩個進水管(Suction Source)的供水泵圖（見下圖），所有馬達操作閥
（MOVs）目前都是關閉的。 
下列哪一個MOV的連鎖會讓泵從廠房集水坑或蓄水槽之一抽水，而不會讓兩者
互通？ 
A. 除非MOV-3是全關的，否則MOV-1與MOV-2都不能打開。 
B. 除非MOV中至少有一個是全關的，否則沒有任何一個MOV可以打開。 
C. 除非MOV中至少有兩個是全關的，否則沒有任何一個MOV可以打開。 
D. 除非MOV-1(MOV-2)是全關的，否則MOV-2(MOV-1)不能打開。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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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41 
當將一個自動/手動的閥的控制器置於手控模式時，為何運轉員要特別注意？ 
A. 閥的手動控制不如自動控制來的穩定。 
B. 閥位不再隨著系統參數的變化而改變。 
C. 在手控時，閥位只能在現場決定。 
D. 在手控時，閥只能在現場操作。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42 
將一個閥的控制器由手動模式切換至自動控制模式時，閥控制器自動模式的輸出

訊號應該＿＿閥控制器手動模式的輸出訊號。 
A. 等於 
B. 大於 
C. 小於 
D. 跟著（手動控制器）增加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43 
當一個典型的閥的控制器由自動控制切換為手動時，為什麼控制器的手動和自動

輸出訊號需要互相一致？ 
A. 為了避免在切換時產生突發的閥位變動。 
B. 為了要滿足控制器的切換連鎖設定。 
C. 為了在切換前讓閥位移到新位置。 
D. 為了避免因訊號的偏差大而讓控制器被鎖定。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44 
在核能電廠常用的兩種止回閥(Check Valve)的型式為： 
A. 球形(Globe)閥和閘(Gate)閥。 
B. 球(Ball)閥和閥塞(Plug)閥。 
C. 擺動(Swing)閥和提升(Lift)閥。 
D. 針(Needle)閥和角(Angle)閥。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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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45 
在手動調定馬達操作閥的閥位時，為何要特別注意操作閥的關緊與後座時不能用

太大的力量？ 
A. 極限開關(Limit Switch)設定可能會變動。 
B. 閥可能無法依指令運作。 
C. 馬達可能無法重新咬合(Reengage)。 
D. 扭力開關設定可能會變動。 
答案：B. 
 
 
科目/題號：291001/46 
當一馬達操作閥之手動離合桿被推離其正常位置時，會與馬達

______________ ，同時與手輪______________ 。 
A. 咬合；咬合 
B. 咬合；脫離 
C. 脫離；咬合 
D. 脫離；脫離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47 
一個典型的Limitorque®馬達操作閥安裝在一緊急爐心冷卻系統(ECCS)中。ECCS
的起動信號會使閥的馬達通電，並將該閥開啟。此閥通常是開啟的，但是會因應

偵測試驗程序書之要求而由運轉員在現場以手動的方式關閉。若該閥的離合桿已

被放開，同時該閥正經由操作閥的手輪而在關閉中。 
如果此時接收到ECCS的起動信號，則此閥所受影響為何？ 
A. 手輪會脫離，而閥會自動開啟。 
B. 手輪會脫離，而閥會維持在目前位置。 
C. 手輪會維持咬合，而閥會自動開啟。 
D. 手輪會維持咬合，而運轉員可以繼續關閉該閥。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48 
在一緊急爐心冷卻(ECCS)系統中，對Limitorque®馬達操作閥(MOV) 正進行一項
偵測試驗的程序。離合桿已被操作及釋放，而閥目前由某位運轉員以手動方式在

現場開啟。此MOV之斷路器因偵測試驗程序之需要而閉合。在閥手輪操作過程
中，若收到ECCS的起動信號時，通常會使閥的馬達通電，以關閉該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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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動信號會使此閥所受影響為何？ 
A. 手輪會脫離，而閥會自動關閉。 
B. 手輪會脫離，而閥會維持目前位置。 
C. 手輪會維持咬合，而閥會自動關閉。 
D. 手輪會維持咬合，而運轉員可以繼續開啟該閥。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49 
當手動關閉某馬達操作閥時，為何運轉員要避免過度鎖緊？ 
A. 此閥可能會卡住，而導致馬達在後續的遙控操作中負荷過重而跳脫。 
B. 此閥之作動離合器可能會受損，而無法進行後續遙控操作。 
C. 此閥桿的極限開關(Limit Switch)可能會受損，而導致遠端閥位指示不正確。 
D. 此閥引動器的位置指示器可能會受損，而導致現場的閥位指示不正確。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50 
一個典型的馬達作動閥(MOV)已經從主控制室被開啟，而此MOV的斷路器也被
開啟。一個電廠運轉員收到指示，在現場關閉此MOV，以做偵測試驗。 
如果此運轉員在沒有先操作離合桿的情況下，試圖以順時鐘方向轉動此MOV的
手輪，則會發生下列何事？ 
A. 手輪不會轉動，而閥桿不會移動。 
B. 手輪會轉動，但閥桿不會移動。 
C. 手輪會轉動，同時閥桿會朝著關閉方向移動，因為當手輪轉動時，離合器會
自動咬合。 

D. 手輪會轉動，而閥桿會朝著關閉方向移動，因為當斷路器開啟時，離合器會
自動咬合。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51 
當馬達引動器處於無法運作狀態下，需要許多種形式的閥均具備現場手動關閉之

能力。 
下列何種大小類似的閥的閥桿需要手動轉動最多圈，才能將閥從全開轉到全關？

（假設每個閥都具有非上升閥桿。） 
A. 球閥 
B. 閘閥 



 18

C. 旋塞閥 
D. 蝶閥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52 
一個普通的馬達操作閥在完整翻修過閥及引動器後恢復運轉。此閥以遙控方式開

啟與關閉以驗證其可用性。量測閥每個方向的行程時間是十五秒，較正常時間長

25％。 
下列何者是導致此時間增加的原因？ 
A. 其閥位極限開關(Limit Switch)被取下，而未被重新裝回。 
B. 閥之扭力極限開關(Torque Limit Switch)被錯誤調整，使得在正常設定點一半
時便開啟。 

C. 此閥的迫緊被更換摩擦係數較低的材料。 
D. 閥桿的迫緊格蘭(Packing Gland)更換後，新的迫緊格蘭鎖得太緊。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53 
止回閥(Check Valve)通常用於 
A. 預防非操作系統管線與元件過壓。 
B. 預防非運轉中的元件或流徑(Flowpath)的逆流。 
C. 靠提供一固定背壓而預防產生泵的脫羈(runout) 。 
D. 藉助維持非運轉系統滿水，預防泵的孔蝕作用。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54 
關斷止回閥(Stop Check Valve)為止回閥的一種型式而⋯ 
A. 無法由遠端關閉 
B. 能用以防止流體雙向流動 
C. 同時包含閘閥盤與止回閥(Check Valve)盤 
D. 能手動開啟而允許雙向流動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55 
下列何種閥是用來控制流體流經某系統之方向並防止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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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蝶閥 
B. 閘閥 
C. 球形(globe)閥 
D. 止回閥Check Valve)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56 
一般的止回閥(Check Valve)設計用以 
A. 僅允許流體單向流動。 
B. 預防系統壓力過大。 
C. 隔離系統元件。 
D. 進行自動的泵溢氣(Vent)。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57 
下列何者描述了手動閥的後座(backseat)的功能與用途？ 
A. 移除來自於迫緊函(Stuffing Box)之壓力，通常用以隔離迫緊函以進行閥之重
新迫緊 

B. 移除來自於迫緊函之壓力，通常用於當有隔離迫緊洩漏之需要時 
C. 作為主閥座(primary seat)洩漏時替代之用，通常用於為了保護人員所進行的
系統隔離 

D. 作為主閥座(primary seat)洩漏時替代之用，通常用於當有防止主閥座嚴重洩
漏之需要時。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58 
一名運轉員試圖關閉一全開的直立手動閘閥，以便將冷卻水系統上的一已經冷卻

的泵隔離，以便進行維修。然而，該運轉員無法朝關閉方向轉動手輪。 
下列何者會導致此現象？ 

A. 在閥盤下方產生液鎖(hydraulic lock) 
B. 在閥盤與迫緊迫緊格蘭(Packing Gland)間的閥蓋產生液鎖 
C. 閥盤的兩瓣膨脹而卡住閥座(Valve Seat) 
D. 閥桿與閥蓋(Bonnet)間的熱收縮不一致，導致閥盤卡住上密封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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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59 
將運轉中的系統的手動閥鎖緊後座(backseating)的目的是 
A. 將系統壓力隔離於閥桿迫緊之外，以將通過閥桿的洩漏減到最低。 
B. 將閥盤完全隔離於流動流體外，以將系統的水頭損失減到最低。 
C. 藉由驗證閥盤依附在閥桿上而確保閥處於全開。 
D. 藉由將閥盤隔離於流動流體外而降低閥盤磨損。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60 
參閱閥之圖示（見下圖）。 
下列何者說明圖示中閥之種類？ 
A. 升桿(Rising-stem)球形閥 

B. 非升(Nonrising-stem)桿球形閥 
C. 升桿閘閥 
D. 非升桿閘閥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61 
比較蝶閥與球閥，______閥在高壓應用中一般較不易發生洩漏；而______閥於全
開時，一般呈現較低的系統壓降。 
A. 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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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球；蝶 
C. 蝶；球 
D. 蝶；蝶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62 
在相同的液體流程系統中，比較球閥與蝶閥，在全關以及高差壓情況下能夠允許

較多洩漏的是______閥，而當全開時會導致較高系統壓降的是______閥。 
A. 球；蝶； 
B. 球；球 
C. 蝶；蝶 
D. 蝶；球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63 
在相同的液體流程系統中，比較球閥與蝶閥，在全關以及高差壓情況下具有較高

密封性的是______閥，而當全開時會導致較高系統壓降的是______閥。 
A. 球；蝶 
B. 球；球 
C. 蝶；蝶 
D. 蝶；球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64 
下列何種閥最可能與節流定位器(positioner)一起使用？ 
A. 關斷閥 
B. 球形閥 
C. 閘閥 
D. 蝶閥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65 
某些閥定位設備具有停在全開與全關之間之節流功能。下列哪一種閥具有最佳的

節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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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關斷閥 
B. 球閥 
C. 閘閥 
D. 蝶閥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66 
球閥比閘閥適於節流，乃因為 
A. 球形閥的流量控制比閘閥較為線性 
B. 全開球形閥所生之水頭損失比全開閘閥之水頭損失為小 
C. 在中間位置的閥位指示上，球形閥較閘閥為可靠 

D. 球形閥之馬達操作器(operators)之適用力較閘閥為佳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67 
閘閥最常用在 
A. 藉由釋放過量壓力而保護系統完整性。 
B. 在運轉中的系統中改變流體流動方向。 
C. 在運轉中的系統中隔離流體流動。 
D. 在運轉中的系統中控制流體流動速率。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68 
閘閥不應使用於流體的節流，因為 
A. 通過閘閥體的彎曲流動路徑，使得流量控制困難 
B. 閘閥必須要全關並加上上密封(backseated)方能防止閥桿洩漏 
C. 半開閘閥所產生的擾流流動會導致對於閥座(Valve Seat)的沖蝕(Erosion)損害 
D. 大尺寸閘閥盤需要大型的引動器方能正確定位閥盤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69 
閘閥通常不適用於節流流體的流量，因為 
A. 半開閘閥所生之擾流會導致對閥的損害 
B. 通過閘閥體的彎曲流動路徑，使得流量控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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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過量的閥桿洩漏會發生，除非閘閥處於全開或全關 
D. 因節流閘閥所生之水頭損失會導致系統流量不可接受的降低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70 
閘閥與球形閥相比，閘閥 
A. 在節流上較為有效。 
B. 作為壓力調節閥較為有效。 
C. 當全開時產生較大的壓降。 
D. 在大的差壓下，需要較大的力量才能開啟。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71 
在對有輕微迫緊洩漏之閥，進行迫緊格蘭(Packing Gland)之後，運轉員試圖操作
此閥，但發現閥被卡住。最可能的原因為何？ 
A. 因為迫緊格蘭過緊而導致閥盤與閥桿分離 
B. 調整迫緊格蘭時運轉員將閥置於錯誤閥位 
C. 在迫緊格蘭時，閥在關閉方向的受到扭力過大 
D. 維修運轉員將迫緊格蘭調整過緊，導致閥桿卡住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72 
在冷卻水系統中，相對於球形閥而言，下列何者是使用閘閥節流的不利之處？ 
A. 通過節流的閘閥體的彎曲流動路徑，使得流量控制困難。 
B. 閘閥會發生閥桿洩漏，除非閘閥處於全開並施以後座(backseated) 。 
C. 由節流閘閥所產生的擾流會導致對於閥座(Valve Seat)沖蝕(Erosion)損害。 
D. 全開之閘閥所生之系統水頭損失較全開之球形閥為大。 
答案： C. 
 
 
科目/題號：291001/73 
在同樣的應用中，比較均為全開之一般的閘閥與球形閥，閘閥有____________
壓力降，同時通常用於____________流量應用上。 
A. 較大；節流 
B. 較大；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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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較小；節流 
D. 較小；開／關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74 
比較應用於相同運轉中的冷卻水系統的三吋閘閥與三吋球閥，如果兩閥均處於全

開，則球形閥產生____________水頭損失，以及____________的流量。 
A. 較大；較大 
B. 較大；較小 
C. 較小；較大 
D. 較小；較小 
答案： B. 
 
 
科目/題號：291001/75 
比較應用於相同之運轉中的冷卻水系統的三吋閘閥與三吋球形閥，如果兩閥均處

於全開，則閘閥產生____________水頭損失，以及____________的流量。 
A. 較小；較大 
B. 較大；較小 
C. 較小；較小 
D. 較大；較大 
答案： A. 
 
 
科目/題號：291001/76 
比較在同一應用中的球形閥與閘閥，當全開時閘閥具有____________壓降，同時
對於節流是____________選擇 
A. 較高；較佳 
B. 較低；較佳 
C. 較高；較差 
D. 較低；較差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77 
比較球形閥與閘閥，球閥 
A. 對於節流效果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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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為壓力調整閥效果較差。 
C. 當全開時產生較小的壓降。 
D. 在大的差壓下，只要較小的力量便能開啟。 
答案： D. 
 
 
科目/題號：291001/78 
閘閥通常不用在調節水流，因為 
A. 通過閥時流動方向快速變化會導致無法回復的高水頭損失 
B. 閘閥會發生閥桿洩漏，除非處於全開或全關 
C. 半開的閘閥所生的擾流會導致閥座(Valve Seat)以及閥盤的過度磨損 
D. 通過閘閥的流量與通過閥兩端的差壓不成正比 
答案： C. 
 



 

26 

 

科目/題號：291001/1 (2016新增) 

知能類：K1.01〔3.4/3.5〕K1.02〔3.4/3.6〕 

序號：B4201 (P4201) 

 

 

一座滿水的儲水槽用一只正排量泵(PDP)以10 gpm穩定流量率注水進入該槽執行

100 psig的靜水壓測試。該槽設置排放至大氣的一只安全閥及一只釋壓閥作為過

壓保護，各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105 psig，最大額定排放流量率為6 gpm。測

試中，當儲水槽壓力達到100 psig 時，該正排量泵不經意任其持續運轉。 

當該泵運轉至穩定狀態時，儲水槽壓力會_______105 psig；同時比較大的排放

流量率是從_______閥排出。 

A.停留在；安全 

B.超過；安全 

C.停留在；釋壓 

D.超過；釋壓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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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2 (2016新增) 

知能類：K1.01〔3.4/3.5〕 

序號：B4401 (P4401) 

 

 

假設某安全釋壓閥的壓力條件如下： 

壓力設定值(SRV開始開啟) = 1,200psia 

最大壓力(SRV全開) = 1,242psia 

回座壓力(SRV全關) = 1,152 psia 

下列何者為該安全釋壓閥的蓄壓(accumulation)百分比： 

A. 2.5% 

B. 3.0% 

C. 3.5% 

D. 4.0%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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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3 (2016新增) 

知能類：K1.01〔3.4/3.5〕K1.02〔3.4/3.6〕 

序號：B4701 (P4701) 

 

 

一座滿水的儲水槽用一只正排量泵(PDP)以8 gpm穩定流量率注水進入該槽執行

200 psig的靜水壓測試。該槽設置排放至大氣的一只釋壓閥及一只安全閥作為過

壓保護，各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均為205 psig，最大額定排放流量率為6 gpm。

測試中，當儲水槽壓力達到200 psig 時，該正排量泵不經意任其持續運轉。 

當該泵運轉至穩定狀態時，釋壓閥會_______；同時安全閥會以約_______的流

量率排放至大氣。 

A.部份開啟；6 gpm 

B.部份開啟；2 gpm 

C.全開；6 gpm 

D.全開；2 gpm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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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4 (2016新增) 

知能類：K1.01〔3.4/3.5〕K1.02〔3.4/3.6〕 

序號：B5201 (P5201) 

 

 

參考兩座相同的儲水槽(見下圖)，A槽以一只釋壓閥作過壓保護，而 B槽以一

只安全閥作過壓保護，各閥的開啟設定值均為 205 psig，最大額定排放流量率

為 8 gpm。此二儲水槽各用一只正排量泵(PDP)，都以 2 gpm穩定流量率注水進

入對應的儲水槽執行 200 psig的靜水壓測試。測試中，當儲水槽壓力達到 200 

psig時，這兩只正排量泵均不經意任其持續運轉。 

在這兩只正排量泵持續運轉的情況下，安裝於儲水槽上的釋壓閥與安全閥之狀

態為何？ 

 

 釋壓閥之狀態 安全閥之狀態 

A. 部份開啟 部份開啟 

B. 部份開啟 在全開與全關間反覆動作
(Cycling) 

C. 在全開與全關間反覆動作 部份開啟 

D. 在全開與全關間反覆動作 在全開與全關間反覆動作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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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5 (2016新增) 

知能類：K1.01〔3.4/3.5〕K1.02〔3.4/3.6〕 

序號：B6101 (P6101) 

 

 

一座滿水的儲水槽用一只正排量泵(PDP)以8 gpm穩定流量注水進入該槽執行200 

psig的靜水壓測試。該槽設置排放至大氣的一只釋壓閥及一只安全閥作為過壓

保護。各閥的特性如下： 

  釋壓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200 psig，蓄壓(accumulation)百分比為5% 

  安全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240 psig，沖放(blowdown)百分比為5% 

  兩只閥的最大排放流量率均為6 gpm 

當儲水槽壓力達到200 psig 時，該PDP不經意任其持續運轉。 

當該泵運轉至穩定狀態時，釋壓閥會_______；同時安全閥會以約_______的流

量率排放至大氣。 

A.部份開啟；6 gpm 

B.部份開啟；2 gpm 

C.全開；6 gpm 

D.全開；2 gpm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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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6 (2016新增) 

知能類：K1.01〔3.4/3.5〕K1.02〔3.4/3.6〕 

序號：B6201 (P6201) 

 

 

某主蒸汽系統採用安全閥與釋壓閥的組合作為過壓保護。 

下列何者敘述為在此系統中同時安裝安全閥及釋壓閥的主要設計考量？ 

A.安裝安全閥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正常運轉期間釋壓閥產生反覆開關的現象 

B.安裝安全閥的目的，主要是當蒸汽壓力出現暫態變化時防止釋壓閥非必要的

開啟 

C.安裝釋壓閥的目的，主要是防止正常運轉期間安全閥產生反覆開關的現象 

D.安裝釋壓閥的目的，主要是當蒸汽壓力出現暫態變化時防止安全閥非必要的

開啟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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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7 (2016新增) 

知能類：K1.01〔3.4/3.5〕K1.02〔3.4/3.6〕 

序號：B7671 (P7671) 

 

 

一座滿水的儲水槽用一只正排量泵(PDP)以8 gpm穩定流量率注水進入該槽執行

200 psig的靜水壓測試。該槽設置排放至大氣的一只釋壓閥及一只安全閥作為過

壓保護。各閥的特性如下： 

  釋壓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220 psig，蓄壓(accumulation)百分比為5% 

  安全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260 psig，沖放(blowdown)百分比為5% 

  兩只閥的最大排放流量率均為6 gpm 

當儲水槽壓力達到200 psig 時，該PDP不經意任其持續運轉。 

該PDP繼續運轉幾分鐘後，釋壓閥會排放約_______的流量率至大氣；同時安全

閥會_______。 

A.2 gpm；部份開啟  

B.6 gpm；部份開啟 

C.2 gpm；在全開與全關間反覆動作(Cycling) 

D.6 gpm；在全開與全關間反覆動作(Cycling)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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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8 (2016新增) 

知能類：K1.02〔3.4/3.6〕 

序號：B6402 (P6401) 

 

 

一座滿水的儲水槽用一只正排量泵(PDP)以6 gpm穩定流量率注水進入該槽執行

200 psig的靜水壓測試。該槽設置排放至大氣的二只釋壓閥作為過壓保護。此二

釋壓閥的特性如下： 

  A釋壓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200 psig，蓄壓(accumulation)百分比為1.5% 

  B釋壓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200 psig，蓄壓(accumulation)百分比為3.0% 

  各閥之開度與流量率具線性關係，最大排放流量率均為6 gpm 

當儲水槽壓力達到200 psig 時，該PDP不經意任其持續運轉。 

當儲水槽壓力穩定且PDP繼續運轉時，這兩只釋壓閥的排放流量率為何？ 

 

 A釋壓閥      B釋壓閥  

A. 1 gpm         5 gpm  

B. 2 gpm         4 gpm  

C. 3 gpm         3 gpm  

D. 4 gpm         2 gpm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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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9 (2016新增) 

知能類：K1.02〔3.4/3.6〕 

序號：B6701 (P6701) 

 

 

一座滿水的儲水槽用一只正排量泵(PDP)以6 gpm穩定流量率注水進入該槽，執

行180 psig的靜水壓測試。該槽設置排放至大氣的二只釋壓閥作為過壓保護。此

二只釋壓閥的特性如下： 

  A釋壓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180 psig，蓄壓(accumulation)百分比為5% 

  B釋壓閥的開啟壓力設定值為200 psig，蓄壓(accumulation)百分比為5% 

  各釋壓閥之流量具線性特質，最大排放流量率均為4 gpm 

當儲水槽壓力達到180 psig 時，該PDP不經意任其持續運轉。PDP繼續運轉時，

該儲水槽壓力將穩定於何值？ 

A.190 psig 

B.195 psig 

C.205 psig 

D.210 psig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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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0 (2016新增) 

知能類：K1.02〔3.4/3.6〕 

序號：B7611 (P7611) 

 

 

一座滿水的儲水槽用一只正排量泵(PDP)以4 gpm穩定流量率注水進入該槽，執

行200 psig的靜水壓測試。該槽設置一只排放至大氣的釋壓閥作為過壓保護。此

釋壓閥的特性如下： 

 開啟壓力設定值為200 psig，蓄壓百分比為5% 

 閥之開度與流量率具線性關係，最大額定排放流量率為8 gpm 

當儲水槽壓力達到 200 psig 時，該 PDP不經意任其持續運轉。當 PDP繼續運

轉時，該儲水槽壓力將穩定於何值？ 

A.190 psig 

B.195 psig 

C.205 psig 

D.210 psig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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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1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3.4/3.6〕 

序號：B2205 (P405) 

 

 

考量一只典型的閘閥與一只典型的球型閥同時安裝在同一個水系統內。由於球

型閥全開時通常會產生________的壓降，一般比較_______用在系統流量的節

流。 

A.比較小；少 

B.比較大；常 

C.比較小；常 

D.比較大；少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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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2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4103 (P4101) 

 

 

下列何者尺寸相似的閥安裝在運轉中的水系統，當該閥全開時產生最小的摩擦

水頭損失？ 

A.球閥 

B.球型閥 

C.蝶閥 

D.擺動止回閥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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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3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4802 (P4801) 

 

 

參考某離心泵的運轉曲線與二條系統水頭損失曲線圖(見下圖)。此曲線適用於

使用單一轉速離心泵出口流經一只流量控制閥的開放式冷卻水系統。其中一條

曲線是流量控制閥開度為 25%時的系統水頭損失曲線，另一條曲線則是流量控

制閥開度為 100%時的系統水頭損失曲線。此泵初始運轉其流量控制閥開度為

25%，泵出水流量率為 800 gpm。倘若流量控制閥最終全開，則泵出口流量率

大約是多少？ 

A.400 gpm 

B.1,200 gpm 

C.1,600 gpm 

D.3,200 gpm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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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4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4901 (P4901) 

 

 

考量一只6-inch球型閥和一只6-inch閘閥安裝在一水系統內。一般而言，從全關

到全開的過程中，閥盤移動之行程最大的是_______；當閥全開時造成最小壓降

的閥是_______。 

A.閘閥；閘閥 

B.閘閥；球型閥 

C.球型閥；閘閥 

D.球型閥；球型閥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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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5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6001 (P6001) 

 

 

次冷水流經一只節流閥，其初始參數如下： 

進口壓力 = 60 psia 

出口壓力 = 50 psia 

流量率 = 800 gpm 

若將該節流閥全開，則參數變成： 

進口壓力 = 60 psia 

出口壓力 = 55 psia 

請問流經此全開節流閥的流量率大約為何？ 

A. 400 gpm 

B. 566 gpm 

C. 635 gpm 

D.數據不足無法估算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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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6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6601 (P6601) 

 

 

在一開放式系統中，次冷狀態的水流經一只節流閥，該節流閥的初始穩定狀態

參數如下： 

進口壓力 = 60 psia 

出口壓力 = 44 psia 

流量率 = 800 gpm 

4小時後，該節流閥當時的穩定狀態參數變成： 

進口壓力 = 63 psia 

出口壓力 = 54 psia 

流量率 = 600 gpm 

下列何者是造成節流閥的初始穩定狀態參數與 4小時後的穩定狀態參數有所落

差的原因？ 

A.該節流閥的開度變大 

B.該節流閥的開度變小 

C.位於該節流閥上游的另一只閥門的開度變小 

D.位於該節流閥下游的另一只閥門的開度變小 

 

答案： D 

  



 

42 

 

科目/題號：291001/17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7302 (P7302) 

 

 

在一開放式系統中，次冷狀態的水流經一只節流閥，該節流閥的初始穩定狀態

參數如下： 

進口壓力 = 60 psia 

出口壓力 = 44 psia 

流量率 = 800 gpm 

4小時後，該節流閥當時的穩定狀態參數變成： 

進口壓力 = 62 psia 

出口壓力 = 40 psia 

流量率 = 600 gpm 

下列何者是造成節流閥的初始穩定狀態參數與 4小時後的穩定狀態參數有所落

差的原因？ 

A.該節流閥的開度變大 

B.該節流閥的開度變小 

C.位於該節流閥上游的另一只閥門的開度變小 

D.位於該節流閥下游的另一只閥門的開度變小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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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8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7601 (P7601) 

 

 

參考下圖運轉中的冷卻水系統，其中 A閥與 B閥為完全相同的閥門。A閥開度

為半開，而 B閥為全開。倘若將 A閥全開，則 B閥進出口間的壓差(D/P)會： 

A.增加，增加的量與 A閥進出口間壓差變化的絕對值相同. 

B.增加，增加的量比 A閥進出口間壓差變化的絕對值還小. 

C.減少，減少的量與 A閥進出口間壓差變化的絕對值相同. 

D.減少，減少的量比 A閥進出口間壓差變化的絕對值還小. 

 

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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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19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7641 (P7641) 

 

 

考量一只 6-inch球型閥和一只 6-inch閘閥安裝在一水系統內。一般而言，從全

關到全開的過程中，閥盤移動行程最小的是_______；當閥全開時造成最大壓降

的閥是_______。 

A.閘閥；閘閥 

B.閘閥；球型閥 

C.球型閥；閘閥 

D.球型閥；球型閥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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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20 (2016新增) 

知能類：K1.03〔2.7/2.8〕 

序號：B7661 (P7661) 

 

 

在一開放式系統中，次冷狀態的水流經一只節流閥，該節流閥的初始穩定狀態

參數如下： 

進口壓力 = 60 psia 

出口壓力 = 44 psia 

流量率 = 800 gpm 

4小時後，該節流閥當時的穩定狀態參數變成： 

進口壓力 = 51 psia 

出口壓力 = 42 psia 

流量率 = 600 gpm 

下列何者是造成節流閥的初始穩定狀態參數與 4小時後的穩定狀態參數有所落

差的原因？ 

A.該節流閥的開度變大 

B.該節流閥的開度變小 

C.位於該節流閥上游的另一只閥門的開度變小 

D.位於該節流閥下游的另一只閥門的開度變小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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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21 (2016新增) 

知能類：K1.04〔2.7/2.8〕 

序號：B5002 (P5002) 

 

 

參考氣動閥圖(見下圖)。圖上所顯示的驅動器可能有或沒有引進施壓空氣。 

下列何者為說明所示閥的類型，以及驅動器失去施壓空氣後該閥的失效位置： 

 閥的類型 閥的失效位置 

A. 閘閥 開啟 

B. 閘閥 關閉 

C. 球型閥 開啟 

D. 球型閥 關閉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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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題號：291001/22 (2016新增) 

知能類：K1.04〔2.7/2.8〕 

序號：B5301 (P5302) 

 

 

參考下圖中的 4只氣動閥，圖上所顯示的驅動器可能有或沒有引進施壓空氣。 

已知： 

 當這些閥打開時，系統流體是從閥的左邊流向右邊 

 除了閥盤與閥座的定位不同外，各閥的內部組件完全相同 

 當施壓空氣進入這些閥的驅動器時，對驅動器所連結閥桿施加相同的力量 

若將每個驅動器的施壓空氣排掉，何者的閥盤是以最大的力量來維持在關閉的

位置？ 

A. A 

B. B 

C. C 

D. D 

 

答案： C 

 
  



 

48 

 

科目/題號：291001/23 (2016新增) 

知能類：K1.04〔2.7/2.8〕 

序號：B5502 (P5502) 

 

 

參考下圖中的 4只氣動閥，圖上所顯示的驅動器可能有或沒有引進施壓空氣。 

下列那些閥門顯示目前在失效(即無空氣壓力施加於驅動器)位置？ 

A. A及 B 

B. B及 C 

C. C及 D 

D. D及 A 

 

答案： B 

 
  



 

49 

 

科目/題號：291001/24 (2016新增) 

知能類：K1.04〔2.7/2.8〕 

序號：B5902 (P5901) 

 

 

參考氣動閥圖(見下圖)。圖上所顯示的驅動器可能有或沒有引進施壓空氣。 

下列何者為說明所示閥型，以及驅動器失去施壓空氣後該閥的失效位置？ 

 閥的類型 閥的失效位置 

A. 球閥 開啟 

B. 球閥 關閉 

C. 球型閥 開啟 

D. 球型閥 關閉 

答案： D 

 

  



 

50 

 

科目/題號：291001/25 (2016新增) 

知能類：K1.05〔2.9/2.8〕 

序號：B7621 (P7621) 

 

 

在現場檢視一只 12-inch手動操作的閘閥時，發現閥桿從該閥的手輪伸出 1-

inch。整支閥桿的外露部分都有螺紋，只有在閥桿要進入閥的迫緊格蘭前 1-inch

長的那一段是光滑的。 

下列何者為描述該閘閥的閥位？ 

A.該閥全開或幾乎全開 

B.該閥全關或幾乎全關 

C.由於該閥屬上升閥桿之閘閥，因此無法確認閥位 

D.由於該閥屬非上升閥桿之閘閥，因此無法確認閥位 

 

答案： B 

  



 

51 

 

科目/題號：291001/26 (2016新增) 

知能類：K1.05〔2.9/2.8〕 

序號：B7651 (P7651) 

 

 

在現場檢視一只 3-inch手動操作的閘閥時，發現閥桿與手輪的上部表面平齊。

在手輪與迫緊格蘭之間可見 2-inch長無螺紋的閥桿。手輪是安裝在閥體與閥桿

上，所以手輪可以雙向轉動，但是不能改變其軸向位置。 

下列何者描述為該閘閥的閥位？ 

A.該閥全開或幾乎全開 

B.該閥全關或幾乎全關 

C.由於該閥有上升閥桿，因此無法確認閥位 

D.由於該閥無上升閥桿，因此無法確認閥位 

 

答案： D 

  



 

52 

 

科目/題號：291001/27 (2016新增) 

知能類：K1.09〔2.7/2.7〕 

序號：B7631 (P7631) 

 

 

一只典型的馬達操作閥在完整維修閥及驅動器後回裝使用。當此閥以遙控方式

開啟與關閉以驗證其可用性時，兩個方向的行程時間都是15秒，比該閥正常行

程時間還短。 

下列何者是導致此較短行程時間的原因？ 

A.其閥位極限開關被拆下，但未裝回 

B.閥之扭力極限開關調整不良，需正常設定值二倍的扭力才會開啟 

C.此閥的迫緊改用摩擦係數較低的材質 

D.閥桿的迫緊格蘭更換後，新的迫緊格蘭鎖得太緊 

 

答案： C 

  



 

53 

 

科目/題號：291001/28 (2016新增) 

知能類：K1.11〔3.2/3.2〕 

序 

 

 

比較安裝於同一個冷卻水系統內的球閥與蝶閥，在高壓差情況下將閥全關會有

較大閥座洩漏量的是______閥，而當閥全開時會有較低水頭損失的是______

閥。 

A. 球；蝶 

B. 球；球 

C. 蝶；蝶 

D. 蝶；球 

 

答案： D 

 

  



 

54 

 

科目/題號：291001/29 (2016新增) 

知能類：K1.12〔2.6/2.8〕 

序號：B1505 (P1302) 

 

 

考量一只 3-inch閘閥與一只 3-inch球型閥分別安裝在兩個相同且運轉中的水系

統。倘若此二閥均全開，則閘閥會產生________的水頭損失，以及________的

流量率。 

A.較小；較大 

B.較大；較小 

C.較小；較小 

D.較大；較大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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