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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列何者前身為「普羅民遮城」，是由荷蘭所興建，現為台灣的一級古蹟？ 
�紅毛城 �赤崁樓 �億載金城 �高雄領事官邸 
【1】2.有關臺灣高速鐵路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軌距 1067 mm  �最小曲率半徑 6250公尺 
�最大坡度 35/1000  �採取 BOT 方式興建與營運 
【2】3.下列何種結構體簡稱 R.C.結構，是目前使用最為廣泛的結構材料？ 
�鋼結構  �鋼筋混凝土結構 
�鋼骨鋼筋混凝土結構  �預力混凝土結構 
【2】4.下列何種結構主要是由桿件與桿件以鉸接接合，構件以傳遞軸向力為主？ 
�懸索結構 �桁架結構 �框架結構 �殼式結構 
【3】5.臺灣常見的加強磚造建築物屬下列何種結構型式？ 
�懸索結構 �桁架結構 �框架結構 �殼式結構 
【2】6.下列何者不屬於結構的內力？ 
�軸力 �反力 �彎矩 �剪力 
【3】7.下列何種樑式橋的支承點是由兩根以上的橋墩所支承，且樑結構體連續跨越數根橋墩？ 
�簡支樑橋 �懸臂樑橋 �連續樑橋 �拱橋 
【1】8.下列何種橋樑的施工方法皆於現場施作，施工簡單，不需特殊機具及施工技術？ 
�就地支撐場鑄工法 �懸臂工法 �支撐先進工法 �節塊先進工法 
【1】9.下列何項基礎型式適用於大跨度建築，地盤支承力大且沈陷量小，屬於直接基礎？ 
�獨立基礎 �聯合基礎 �連續基礎 �筏式基礎 

【4】10.在建築工程功用屬水平構件，承受彎矩作用之撓度構材稱為： 
�柱 �板 �基礎 �樑 

【3】11.有關鋼支承樓板的特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重量輕、強度高、承重大與抗震性好 
�施工簡單快捷，拼裝方便 
�不可作為結構強度的一部分，但可減低材料成本 
�易於配筋、配線、配管之施工 

【3】12.下列何者為門窗框架最外緣兩側之垂直構材，做為門扇開關之制動碰頭，或門框防水之用？ 
�門楣 �中歸樘 �樘梃 �門檻 

【4】13.下列何者是建築物拆模後，並未加以粉刷，而是以混凝土材料直接表現出來？ 
�磚牆舖面  �磁磚舖面 
�水泥砂漿粉刷  �清水混凝土 

【4】14.下列何項玻璃遇火災時可以保護建築物內部，不直接受外部火的侵害，一般用於防火門窗玻璃？ 
�雙層玻璃  �膠合安全玻璃 
�強化玻璃  �網線玻璃 

【4】15.下列何項塗料可賦予建築材料塗裝物表面具有超低表面附著力及化學反應活性，達到自然潔淨的效果？ 
�凡立水 �防鏽塗料 �瓷漆 �奈米塗料 

【4】16.有關水密性混凝土工法之原則性描述，下列何者錯誤？ 
�水泥用量應增加 
�水灰比應降低，坍度應在 12 cm以下 
�盡量一次搗築完成，若不得已需分段澆置，應做好防水接縫 
�澆置時震動搗實須完全，以免孔隙減少而降低水密性 

【1】17.有關建築物的防災設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定溫型探測器之性能應能在室溫 20℃上升至 75℃時，於 7分鐘內動作 
�差動型探測器之裝置點溫度以平均每分鐘上升 10℃時，應能在 4分半鐘以內即行動作 
�偵煙型探測器之裝置點的煙濃度到達 8%遮光程度時，探測器應能在 20秒內動作 
�手提式滅火器的總重量限制為 20 kg以下 

【1】18.欲使河川保持流動速度、砂石不易沈積，採限制河槽的治導方式稱為： 
�斷面縮狹 �防砂工程 �截彎取道 �水土保持 

【1】19.下列何項擋土牆為重力式混凝土牆的一種，由預鑄混凝土構件、木材或金屬構材疊砌而成，適用於地下水位較
高的邊坡？ 
�框架式擋土牆  �三明治擋土牆 
�加勁擋土牆  �前撐式擋土牆 

【1】20.進行隧道施工，若遇隧道上方覆土層較薄，且須考量節省土方開挖量與成本之施工方法為何？ 
�明挖覆蓋工法  �潛盾工法 
�全斷面鑽掘工法  �新奧工法 

【2】21.下列何種開挖工法適用於當基地開挖面不寬裕，採中央部先開挖，於中央部先行施作基礎或地下結構體，再利
用撐樑支承擋土壁體？ 
�擋土壁體支保法  �島式支保法 
�地下連續壁支保法  �地錨支保法 

【2】22.開挖時採用點井排水降低地下水位或利用藥劑灌漿法阻絕水壓滲透，可預防何種開挖事故發生？ 
�地基隆起 �砂湧破壞 �地盤沈陷 �擋土壁體變形 

【1】23.下列基樁中種類，何者屬打入式基樁？ 
�開口鋼管樁 �全套管基樁 �反循環基樁 �預壘樁 

【3】24.下列何種地下水排水工法適用於砂質或沉泥地層，出水量較大的基地，可迅速降低地下水位？ 
�集水井排水工法  �點井排水工法 
�深井排水工法  �砂樁排水工法 

【1】25.下列何項地盤改良工法不適用於砂質地盤？ 
�生石灰樁工法  �壓實砂樁法 
�浮動振實法  �灌漿法 

【4】26.工程營建管理之控制步驟：A.調查(Check)、B.行動(Action)、C.實施(Do)、D.計畫(Plan)，其循環順序為何？ 
� A? B? C? D � B? C? D? A � A? B? D? C � D? C? A? B 

【4】27.配合營建自動化的實施，工程設計的發展方向，下列何者非屬之？ 
�標準化 �規格化 �單一化 �複雜化 

【3】28.依據公共工程細目編碼原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工作項目碼共 10碼 
�機具碼為前置碼 E加 12碼，共 13碼 
�材料碼為前置碼 M加 12碼，共 13碼 
�雜項碼為前置碼 W加 10碼，共 11碼 

【4】29.自然生態工程規劃主要考量之標的內容不包括下列何項層面？ 
�經濟 �保育 �安全 �綠能 

【3】30.進行混凝土配比設計所採用的水泥比重設計值為何？ 
� 3.05 � 3.14 � 3.15 � 3.16 

【1】31.水泥在? 燒成燒塊後，進行研磨時添加石膏的目的與含量為何？ 
�添加 2~4%，作為緩凝劑 
�添加 0.4~1.3%，作為緩凝劑 
�添加 0.4~1.3%，作為速凝劑 
�添加 2~4%，作為速凝劑 

【4】32.下列何者非混凝土材料中膠結材的主要功用？ 
�填充粒料間的空隙  �凝結前的潤滑作用 
�固結後提供水密性  �固結後減少體積變化 

【2】33.適用於停車場、網球場、溫室樓板及舖面等有迅速排水及減輕暴雨浸溢需求的混凝土為何？ 
�再生混凝土  �透水混凝土 
�流動化混凝土  �水中混凝土 

【2】34.有一天然闊葉樹原木長 12公尺，頭端直徑 50公分，末端直徑 40公分，則圓木材積約為多少？ 
� 192才 � 691才 � 875才 � 1080才 

【4】35.有關臺灣目前所採用測量基準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以東經 121°為中央經線 
�採 2度分帶(2°TM)系統 
�可用於 1/5000以上的比例尺製圖 
�橫坐標西移 300000公尺 

【3】36.某段距離量測兩次分別為 100.001公尺與 99.999公尺，請問其量距精度為何？ 
� 1/100 � 1/50000 � 1/100000 � 1/500000 

【3】37.以水準儀觀測 A、B、C三處的水準尺，分別獲得讀數：1.420 m、1.455 m、1.655 m，若 A點高程為 45.145 m，
則下列何者錯誤？ 
� B點高程為 45.110 m 
� A比 B高 0.035 m 
� B比 C低 0.200 m 
� C點高程 44.910 m 

【1】38.使用經緯儀進行縱角觀測獲得正鏡讀數為 92°35'40"；倒鏡讀數為 267°24'30"，則該觀測方向之垂直角為何？ 
� -2°35'35" � -2°35'40" � +2°35'35" � +2°35'40" 

 



【2】39.欲進行某路線工程圓曲線段測設作業，若該路線行進方向為順鐘向，已知 BC點為座標(N,E)=(500,400)，曲率半
徑為 500公尺，其 BC 點至 IP 點之切線方位角為 45°00'00"，則此路線曲線段之圓心座標(N,E)為何？ 
� (N,E)=(146.5,46.5)  � (N,E)=(146.5,753.5) 
� (N,E)=(853.5,46.5)  � (N,E)=(853.5,753.5) 

【4】40.一般建築物高度在多少公尺以上者須設置避雷設備？ 
� 10 � 12 � 15 � 20 

【1】41.雇主於擋土支撐設置後開挖進行中，除指定專人確認地層之變化外，下列實施檢查之規定，何者錯誤？  
�每月一次 
�四級以上地震後 
�因大雨等致使地層有急劇變化之虞 
�觀測系統顯示土壓變化未如預期 

【3】42.雇主對於鋼構吊運、組配作業時，吊運長度超過多少公尺之構架時，應在適當距離之二端以拉索捆紮拉緊，保
持平穩防止擺動，作業人員在其旋轉區內時，應以穩定索繫於構架尾端，使之穩定？ 
� 4 � 5 � 6 � 7 

【4】43.有關高塔起重機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作業範圍廣闊  �設備費用高 
�適合高樓作業  �準確度差 

【4】44. #6竹節鋼筋之周長大約為多少公分？ 
� 3 � 4 � 5 � 6 

【2】45.依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不受風雨侵襲且不與土壤接觸之柱，其現場澆置混凝土（非預力）鋼筋之最小保護層
厚度為多少 mm？ 
� 20 � 40 � 50 � 75 

【1】46.有關噴凝土作業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噴射時噴嘴與噴射面之夾角應小於 45度 
�噴射後七天內噴射面必須保持濕潤 
�噴射層之任何一處之完成厚度，均不得小於規定之厚度 
�噴凝土若須分層噴射時，每層之平均厚度不得超過 5公分 

【3】47.高性能混凝土之簡稱為： 
� PC � SC � HPC � HSC 

【2】48.混凝土澆置時，若因面積或數量龐大，無法同一時間澆置完成，而必須分成數個單元澆置，此單元間之接縫即為： 
�冷縫 �施工縫 �收縮縫 �伸縮縫 

【4】49.下列何種地質調查方法，其速度快，但精密度較差，較適用於大規模構造物之初步調查？ 
�試掘法 �鑽探法 �探桿法 �地球物理探測法 

【2】50.有關深井法與點井法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兩者皆須使用馬達抽水  �兩者皆採用重力排水 
�深井法之排水較迅速  �點井法之裝設與設備較複雜 

【4】51.有關島築式工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此法係於開挖區四周先行施築擋土牆，擋土牆內側之邊坡暫時保留，再開挖中央部分 
�中央區無須架設支撐，可節省費用 
�中央區先施築結構體，可避免開挖區之隆起現象 
�適用於小面積之開挖，大面積不適用 

【3】52.有關土壤壓實後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土壤密度增加，承載力會提高 
�土壤體積膨脹收縮之範圍變小 
�土壤孔隙率增高，提高透水性 
�承載力較均勻，可減少差異沉陷 

【1】53.有關鋼材符號，下列何者錯誤？ 
�角鋼：A �鋼板：PL �槽鋼：C �筒鋼：TS 

【4】54.有關焊接符號，下列何者錯誤？ 
�角焊： �槽焊： �平直形對焊： �焊層： 

【1】55.翡翠水庫之壩體為下列何種形式？ 
�拱壩 �懸臂壩 �重力壩 �土石壩 

【1】56.目前市面上使用的不銹鋼，主要是在碳鋼中加入何種金屬以增加其耐蝕性？  
�鎳、鉻 �銅、鎂 �鋅、鋁 �錫、鉛 

【2】57.塑膠製品為延長其使用壽命，通常在其成分中加入： 
�填充劑 �安定劑 �發泡劑 �可塑劑 

【4】58.進行瀝青針入度試驗，若得針入度為 120，則表示儀器上的標準針貫入瀝青試體之深度為多少公分？ 
� 0.0012 � 0.012 � 0.12 � 1.2 

【2或 4】59.一等磚之吸水率應在多少以下？ 
� 7% � 10% � 13% � 15% 

【3】60.大理石是屬於何種變質而成？ 
�頁岩 �砂岩 �石灰岩 �安山岩 
 

【4】61.下列何者為一般玻璃之主要成分？ 
�礬土 �氧化錳 �氧化鉀 �二氧化矽 

【4】62.下列何種篩號不屬於美國 ASTM之標準篩？ 
� #4 � #16 � #30 � #60 

【2】63.早強波特蘭水泥係指：  
�波特蘭第二型水泥 
�波特蘭第三型水泥 
�波特蘭第四型水泥 
�波特蘭第五型水泥 

【3】64.依 CNS規定，混凝土抗壓試驗之標準圓柱試體大小為： 
�直徑 10 cm，高度 30 cm 
�直徑 30 cm，高度 10 cm 
�直徑 15 cm，高度 30 cm 
�直徑 30 cm，高度 15 cm 

【1】65.若要提高混凝土之抗凍性，可以在混凝土中加入下列何種化學添加劑以達最佳效果？  
�輸氣劑 �減水劑 �緩凝劑 �快乾劑 

【3】66.材料所含有之水量與材料乾燥時重量之比值，稱為： 
�透水率 �吸水率 �含水率 �乾燥率 

【4】67.有關彈性材料之應力-應變曲線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應力為縱座標 
�應變無單位 
�彈性模數=應力/應變 
�彈性模數愈大的材料，受相同拉力時伸長量愈大 

【3】68.利用 GPS衛星定位測量所測得的高程，係屬下列何種高程？  
�力高 �正高 �橢球高 �正常高 

【2】69.一個半徑角約等於多少度？ 
� 20.6296 � 57.2957 � 61.6621 � 83.4818 

【4】70.實施半半校正法的目的，係為使水準儀之水準軸能垂直於下列何軸？ 
�光軸 �水平軸 �視準軸 �直立軸 

【1】71.一百平方公尺相當於幾坪？ 
� 30.25 � 36 � 180.75 � 330.58 

【3】72.若地形圖比例尺為 1:20000，已知圖上兩點間之距離為 5 cm，若兩點間之高程差為 25 m，則兩點間之平均坡度
為多少？ 
� 0.4% � 1% � 2.5% � 5% 

【1】73.若已知 A點高程為 30.157 m，B點高程為 31.166 m，今自 A點施實水準測量測至 B點，得後視讀數和為 16.420 
m，前視讀數和為 15.431 m，則水準閉合差為多少？ 
� -0.020 m � +0.020 m � -0.002 m � +0.002 m 

【3】74.已知一三角形之內角為 C＝40°、B＝75°、A＝65°，而 A、B、C三點係按順時針方向排列，若 AB之方位角為
60°，則 CA之方位角等於多少？ 
� 165 � 240 � 305 � 345 

【3】75.欲檢查經緯儀之橫軸與視準軸是否相互垂直，可使用下列何種方式？  
�分中法 �定樁法 �二次縱轉法 �半半改正法 

【2】76.施工架、活動架板之重疊長度最少應為多少公分？  
� 10 � 20 � 30 � 40 

【2】77.在第三角正投影法中，有關觀察者的位置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觀察者? 目的物? 投影面 
�觀察者? 投影面? 目的物 
�投影面? 目的物? 觀察者 
�投影面? 觀察者? 目的物 

【1】78.有關正投影視圖製圖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繪圖的比例要愈小愈好 
�從最能表示物體特性的視圖開始繪製 
�視圖均衡佈置在圖紙中央為原則 
�可在立體圖上編號，逐點檢視來繪製正投影視圖 

【3】79.若以斷層兩側岩層所發生的相對移動為斷層的分類依據，則當斷層的上盤沿著斷面對下盤相對的向下順勢下滑
移動者，稱為：  
�平移斷層 �摺曲斷層 �正斷層 �逆斷層 

【3】80.有關剛性路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路面無彈性，車輛行駛易震動 
�水密性強 
�不需要伸縮縫與施工縫 
�摩擦力較大，提高行車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