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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字 字義 單字 字義 單字 字義 單字 字義 

ability 能力 equipment 設備 measure 測量 save 儲存/拯救 

active 主動的 execute 執行 monitor 螢幕 screen 螢幕 

adjust 調整 exit 退出 move 移動 select 選擇 

alarm 鬧鐘\警報 fault 錯誤 new 新的 service 服務 

alike 相似的 find 找 normal ㄧ般的 sheet 表單 

automatic 自動的 floor 樓層 note 註解 stage 階段/舞台 

average 平均 focus 焦點 notice 注意 stamp 郵票 

bank 銀行 full 滿的 number 號碼 show 秀 

base 基本 function 功能 office 辦公室 skip 跳過 

break 破損的 gas 瓦斯 output 輸出 source 來源 

cancel 取消 glass 玻璃 page 頁數 speed 速度 

card 卡片 group 團體 password 密碼 standard 標準 

center 中心 handle 處理 perfect 完美 standby 待命 

change 改變 heavy 重的 plan 計畫 start 開始 

check 檢查 helmet 安全帽 point 重點 step 步驟 

choose 選擇 help 幫忙 power 電源/力量 success 成功 

clean 清理 hold 暫停/扣留 practice 練習 super 超級 

clear 清楚 hot 熱的 prepare 準備 support 支持 

color 顏色 improve 改進 press 壓 switch 開關\轉換 

collect 收集 information 資訊 preview 預覽 system 系統 

complete 完整 international 國際的 price 價格 target 目標 

computer 電腦 interview 面試 print 列印 technician 技術員 

confirm 確認 job 工作 process 過程 telephone 電話 

control 控制 label 標籤 protect 保護 temperature 溫度 

copy 拷貝 leader 領導者 push 推 thick 厚的 

count 計算 level 層級 quality 品質 time 時間 

customer 顧客 lift 舉起 quantity 數量 title 標題 

cycle 循環 light 光亮 rate 比率 top 頂 

data 資料 line 線 record 紀錄 trend 趨勢 

delay 延遲 link 連結 remove 移動 view 視野 

delete 刪除 list 列出\表單 repair 修復 wafer 晶片 

document 文件 load 載入 report 報告 wait 等待 

driver 司機 lock 上鎖 right 對的/右邊 warn 警告 

dry 乾 lose 落失 rule 規則 wet 溼的 

emergency 緊急 machine 機器 run 跑 window 窗戶\視窗 

engineer 工程師 mark 記號 safe 安全 write 寫 

enter 進入 material 材料 same 相同 zero 零 

        



英文試題 

Air 空氣 Idle 閒置 Scrap 報廢 

Alarm 警報 Implant 佈值區 Search 搜索 

Attention 注意 Inspection  檢查  Show 顯示 

Audit 稽核 Instruction 操作指南 Smoke 煙霧 

Automatic 自動的 Interface 界面 Spin  旋轉  

Batch 組批 Keyboard 鍵盤 Split  分歧  

Block  區域  Laser  雷射  Stage  基座  

Buffer 緩衝區 Lifter  升降梯  Status 狀態 

Car 汽車 Line  線  Stop 停止 

Check 檢查 Lot Id 批號 Ten 十 

Chemical 化學的 Main  主要的  Test  測試  

Chip  片  Mask  光罩  Thin Film 薄膜區 

Clean Room 潔淨室 Menu  目錄  Three 三 

Close 關閉 Merge  合併  Thursday 星期四 

Combine  合併  Metal  金屬  Transfer  傳送  

Computer 電腦 Mistake 錯誤 Type  種類  

Contact  接觸  Monday 星期一 Utility  能源裝置  

Control 控制 Monitor 監控 Wafer 晶圓 

Cover 覆蓋 Move 移動 Water 水 

Delay 延期 Nine 九 Wednesday 星期三 

Delete 刪除 Normal 正常的 Wet  溼 

Diffusion 擴散區 Open 打開 

 
 

Dry  乾  Operation  操作  

Edge  邊緣  Panel  面板  

Eight 八 Paper 紙 

Engineer 工程師 Plan 計劃 

Error 錯誤 Power  電源 

Etch  蝕刻  Practice 實施 

Experiment  實驗  Priority Class 優先等級 

Fabrication 晶圓製造區 Product 產品 

Fail 失敗 Quality 品質 

Five 五 Recipe  配方  

Floor 層 Reject 拒絕 

Flush  沖洗  Repair  修理  

Follow 遵從 Reset  重新設定  

Furnace 爐管區 Rework 修改 

Gas 氣體 Right 右邊 

Gown Room 監控室 Robot  機械手臂  

Group 群組 Run 跑 

Hold 握住 Scan  掃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