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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式選擇題 

題號 題目 選項 

1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下列何

者不符合得採用限制性招標之情形？ 

A. 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但無合格標，且以

原定招標內容及條件未經重大改變者 
B. 委託專業服務或技術服務，經公開客觀

評選為優勝者 
C. 屬獨家製造或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

標的者 
D. 其他經主辦機關認定者 

2 
下列何者不列入於專業營造業登記之

專業工程項目 

A. 地下管線工程 
B. 裝修工程 
C. 庭園、景觀工程 
D. 環境保護工程 

3 
工地主任遭停止執行營造業務處分期

間累計達多少年者，則廢止其工地主任

執業證？ 

A. 2 年 
B. 3 年 
C. 4 年 
D. 5 年 

4 
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

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稱為 

A. 公開招標 
B. 選擇性招標 
C. 限制性招標 
D. 共同投標 

5 下列敘述何者為錯誤？ 

A. 專業營造業選擇登記二項以上專業工程

項目者，其資本額以金額較低者為準 
B. 營造業自領得營造業登記證書之日起，

每滿五年應申請複查 
C. 勞務採購得免收押標金 
D. 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得免收押標金

6 下列有關政府採購敘述何者為錯誤？ 

A. 未訂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且在預算數額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

廠商 
B.  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

定，且在預算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

C.  訂有底價之採購，廠商之總標價低於底

價 80 者稱之總標價偏低 
D. 機關辦理決標，合於決標原則之廠商無

需減價或已完成減價或綜合評選程序

者，得不通知投標廠商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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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據營造業法，下列敘述何者為不正

確？ 

A. 專業營造業登記之專業工程項目包括防

水工程 
B. 土木包工業應設專任工程人員 
C.  按日填報施工日誌為工地主任之職責 
D. 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為工地主

任應負的職責 

8 

依據管理績效查核作業參考基準，下何

項未列於「施工查驗紀錄」綱要基準之

中？ 
 

A. 具有各樓層工程測量紀錄 
B. 具有安衛檢查紀錄 
C. 具有各項支撐工檢驗紀錄 
D. 具有各批次預伴混凝土出廠紀錄 

9 
下列何者並非「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

則」所定之勞工安全衛生人員？ 

A. 勞動檢查員 
B. 勞工衛生管理師 
C. 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D. 勞工安全管理師 

10 下列何者不為品管人員之工作重點？ 

A. 訂定品質計畫，據以推動實施 
B. 執行內部品質稽核 
C.  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提出

及追蹤改善 
D. 其他提升工程進度之事宜 

11 
起造人領得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除

下列何者情事以外應向主管建築機關

備案？ 

A. 變更起造人 
B. 變更承造人 
C. 變更工地主任 
D. 變更監造人 

12 

土木工程圖中，標示工程所在位置，從

圖上可了解工程座落地點、工程與鄰近

相關道路、河川及主要建築物相對關係

之圖，為下列何者？ 

A. 平面圖 
B. 立面圖 
C. 位置圖 
D. 結構圖 

13 
依交流電壓分類台灣目前有 345kV、

161kV、69kV、22.8kV、11.4kV、380V、

220V 及 110V，下列何項敘述不正確？

A. 超高壓係指 345kV 輸電電壓，此為台灣

目前最高的輸電電壓，其線路上的損失

較大 
B. 161kV 和 69KV 皆屬特別高壓，161kV 又

稱一次輸電電壓，69KV 又稱二次輸電電

壓 
C. 特別高壓若依架設方式區分，可分為架

空線路和地下電纜 
D. 22.8kV 及 11.4kV 等級的電壓皆屬普通高

壓，此級電壓主要作為普通高壓電力用

戶的配電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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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國工程圖標準圖紙規格採用下者何

種系列？ 

A. A1 
B. A2 
C. A3 
D. A4 

15 
建築之結構平面圖均須標示柱之縱向

及橫向中心線並編號。其編法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縱向自圖面之左方至右方依序用英文字

母 A、B、C、、、、編號 
B.  縱向自圖面之右方至左方依序用英文字

母 A、B、C、、、、編號 
C.  橫向自圖面之下方向上方依序用英文字

母 A、B、C、、、、編號 
D. 橫向自圖面之上方向下方依序用英文字

母 A、B、C、、、、編號 

16 
下列何者不是 CNS 規定之混凝土材料

檢測項目？ 

A. 水泥 
B. 砂石 
C. 摻料 
D. 握裹強度 

17 
對熱處理鋼筋（水淬鋼筋）的敘述，何

者較正確？ 

A. 單價較便宜 
B. 品質較穩定 
C. 高韌性較抗震 
D. 銲接車牙無影響 

18 
磁磚類裝修材料之檢測一般不需要作

哪一項？ 

A. 吸水率 
B. 厚度 
C. 凸翹曲 
D. 抗壓強度 

19 
有關土壤夯實試驗，下列何項敘述不正

確？ 

A. 夯實試驗有標準夯實試驗、修正夯實試

驗及現地夯實。 
B.  其目的是測定土壤含水量與乾土單位重

間之關係，進而決定最大乾單位重及最

佳含水量作為填土工程之壓實控制之依

據 
C.  其效用為減少土密度，進而加強土壤的

承載力及抗剪強度 
D. 其效用為使土壤的膨脹性、壓縮性及滲

透性減少至最低程度 

20 
依規定模板均要為四層模，一般施工時

常忽略哪一層？ 

A. 縱大格柵 
B. 襯版 
C. 橫大格柵 
D. 小格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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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模板材料被認為係臨時性之設施，其容
許應力可較永久性構造之容許應力為
高，試問模板之容許應力依日本建築基
準法施行令規定可較永久性構造之容
許應力提高多少倍？ 

A. 1 倍 
B. 1.5 倍 
C. 2 倍 
D. 2.5 倍 

22 有關高強度混凝土的特性敘述，下列何
者錯誤？ 

A. 高強度混凝土之水膠比(W/B)甚低 
B. 因添加高性能減水劑(強塑劑)，高強度混

凝土可達成高工作性配比 
C. 高強度混凝土的砂通常採取 FM=2.7~3.1

之粗砂，以降低粒料之總表面積，降低
漿量之需求性 

D. 高強度混凝土之配比規定水膠比(W/B)
應大於 0.4 

23 鋼結構之非破壞性檢驗人員分成幾級
列管？ 

A. 二級 
B. 三級 
C. 四級 
D. 五級 

24 

每位電銲工除應具備合格的資格外，尚
需連續從事電銲工作，如果停頓電銲工
作超過規定時間以上，則必須再度接受
資格檢定。下列何者為規定的時間？ 

A. 三個月 
B. 六個月 
C. 十二個月 
D. 十八個月 

25 依經濟部頒「屋內線路裝置規則」第 24
條，下列哪一項無需接地？ 

A. 電氣設備之外殼非帶電金屬 
B. 電氣設備內之帶電金屬元件 
C. 電力系統 
D. 避雷器與避電針 

26 
下列建築物內各項設備中，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7 條規定，哪一項設
備可以不必接至緊急電源？ 

A. 緊急廣播設備 
B. 出口標示燈 
C. 電梯 
D. 地下室排污水抽水機 

27 某建築其電梯速度為 35m/min，請問此
電梯最適合歸類於下列哪一類電梯？ 

A. 低速電梯 
B. 中速電梯 
C. 高速電梯 
D. 超高速電梯 

28 

根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92 條
（風管）有關機械通風設備及空氣調節
設備之風管構造之規定：垂直風管貫穿
整個樓層時，風管應設於管道間内，三
層以下建築物，其管道間之防火時效不
得小於 X 小時，四層以上者，不得小於
Y 小時。請問(X, Y)值為多少？ 

A. (1, 2) 
B. (1, 4) 
C. (2, 4) 
D.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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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火警受信總機應符合國家標準總號
8877 規定，某建築在各空間設有火警
偵煙式探測器，下列幾個裝置位置，何
者最為不正確？ 

A. 探測器裝置在設有出風口之天花板上，
距離最近之出風口 2.2 公尺 

B. 探測器裝置在沒有出風口之天花板上，
但附近之牆在天花板往下算起 1 公尺處
設有出風口，探測器距離該出風口 1.8
公尺 

C. 探測器裝置在沒有出風口之天花板上，
但附近之牆在天花板往下算起 1.8 公尺
處設有出風口，探測器裝置由牆算起 1
公尺處（探測器與出風口之距離未測量）

D. 探測器裝置在設有排氣口（或回風口）
之天花板上，偵煙式探測裝置於距排氣
口 2 公尺處

30 下列何者不符合公共工程業主停止估
驗計價之規定？ 

A. 未履行契約應辦理事項，經通知仍延不
履行者 

B. 履約瑕疵經書面通知改正而逾期未改正
C. 廠商履約人員不適任，經通知更換仍延

不辦理 
D. 進度超前

31 有關公共工程物價指數調整, 下列敘述
何者不正確？ 

A. 可依營造工程物價總指數漲跌幅超過
2.5%之部分做調整 

B. 可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中分類項目（例
如金屬製品）指數漲跌幅超過 5%之部分
做調整 

C.  可依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個別項目（例如
水泥）指數漲跌幅超過 10%之部分做調
整 

D. 規費、管理費及保險費依各單項比例調
整

32 

廠商延誤履約進度案件，如施工進度已
達多少以上，機關得經評估後，同意廠
商及分包廠商共同申請採監督付款方
式，由分包廠商繼續施工？ 

A. 50% 
B. 60% 
C. 75% 
D. 80% 

33 有關公共工程工程之延期，下列何項情
形機關不應給予承攬廠商展延工期？ 

A. 機關應辦事項未及時辦妥，導致無法施
工 

B. 機關要求全部停工 
C. 機關要求部分停工致影響進度網圖要徑

作業之進行 
D.機關要求增加工程數量或項目，但未影響

進度網圖要徑作業之進行 

34 下列何者為無限射頻自動辨識工地安
全管理系統之英文簡稱 

A. RFID 
B. FIDR 
C. RIFD 
D. RI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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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選擇題 
熟悉與營建有關之政府法令，有助於工地主任執行業務。若你（妳）為一名工地主任，針對

以下各種情事，請問該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 

題號 題 目 選項 

35 
下列何者不屬於營造業法第三十條所

定施應置工地主任之工程金額或規

模？ 

A. 建築物高度 36 公尺以上之工程 
B. 建築物地下室開挖 10 公尺以上之工程 
C. 橋樑柱跨距 25 公尺以上之工程 
D. 公告金額以上之工程 

36 
下列何者並非「建築技術規則」有關高

層建築物之規定？ 

A. 高層建築物係指高度在 50 公尺以上或

樓層在 16 層以上之建築物 
B. 瓦斯管之管道間應單獨設置。但與給水

管或排水管共構設置者，不在此限 
C. 應另設置室內供消防隊專用之連結送水

管，其出水口應為單口形 
D. 每一樓層均應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其十一層以上之樓層以設置偵煙型探測

器為原則 

37 
營造業之事業單位設勞工安全衛生人

員之規定，以下敘述何者為錯誤？ 

A. 勞工人數未滿 30 人，應置乙種勞工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 
B. 勞工人數未滿 30 人，應置丙種勞工安全

衛生業務主管 
C. 勞工人數 30 人以上未滿 100 人，應置乙

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勞工安全衛

生管理員各 1 人 
D. 勞工人數 100 人以上未滿 300 人，應置

甲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勞工安全

衛生管理員各 1 人 

38 
有關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

第十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

者」之規定，以下敘述何者為正確？  

A. 機關不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 
B. 於巨額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 10%以上

C. 非屬巨額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 10%以

上，或日數達 10 日以上 
D. 非屬巨額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 20%以

上，或日數達 10 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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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機關依採購法第 101 條規定將其事實及

理由通知廠商時，應附記廠商如認為機

關所為之通 知違反採購法或不實者，

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幾日內，以書面

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者，

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A. 30 日 

B. 20 日 

C. 15 日 

D. 10 日 

40 
下列何者不為承包商一級品管之作業

項目？ 

A. 訂定施工要領 

B. 訂定品質計畫並據以推動實施 

C. 訂定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並據以執行 

D. 執行品質稽核 

瀝青混凝土鋪面為我國最常用之鋪面，每年新鋪與汰舊重鋪者十分多，如果您今天負責一瀝

青混凝土鋪面工程，您會注意事項為 

41 
瀝青混凝土鋪面包含基底面層，通常其

中何者最厚？ 

A. 砂石混合料基層 

B. 級配粒料底層 

C. 瀝青處理底層 

D. 密級配瀝青面層 

42 
國內的瀝青混凝土配比設計通常採用

哪一種方法？ 

A. 緻密配比法 

B.  ACI 配比法 

C. 馬歇爾法 

D. 強度設計法 

43 
瀝青針入度實驗為常用之測試，下列何

者為最佳答案？ 

A. 針入度越大，瀝青材料越軟 

B. 針入度越大，瀝青材料越硬 

C. 溫度越高，使用之針頭重量越大 

D. 溫度越高，針入同深度時間越長 

44 瀝青混凝土鋪面施工最佳時機為何？ 

A. 晴天，溫度高於 10℃ 

B. 鋪面基層略微潮溼 

C. 霧天 

D. 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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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為鋼筋混凝土構造之成型鑄造模，雖是臨時性的工程假設構造物，但其對混凝土建築軀

體的形狀、品質、精度等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試回答下列問題。 

45 
傳統模板的主要構造，直接置於樓版板

模或樑底板模下之水平構材稱為何？ 

A. 格柵 

B. 貫材 

C. 支撐 

D. 內背撐材 

46 

若預留筋放樣不正確或錯誤，協力廠商

應負責重新依圖示位置以原設計的配

筋量派員植筋，下列何者為最適當的協

力廠商？ 

A. 預拌混凝土協力廠商 

B. 鋼筋協力廠商 

C. 水電協力廠商 

D. 模板協力廠商 

47 
採用木材之模板在設計計算時之容許

應力與容許撓度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 木材容許剪應力為 400 kgf/cm2 

B. 木材容許彎曲應力為 160 kgf/cm2 

C. 一般模板容許撓度為 L/400 cm 

D. 清水模板容許撓度為 L/240 cm 

某建築工程之給排水工程已初步完成，管路通水後所承受最高水壓設計為 8 kg/cm²，負責該工

程之張主任準備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28 條進行水壓試驗。 

48 
進行水壓試驗時，若希望能採用符合技

術規則之最低水壓，則張主任應該將試

驗水壓設為多少？ 

A. 10 kg/cm² 

B. 12 kg/cm² 

C. 15 kg/cm² 

D. 20 kg/cm² 

49 
進行水壓試驗時，至少應保持上述水壓

持續多久而無滲漏現象始為合格？ 

A. 1 小時 

B. 2 小時 

C. 12 小時 

D. 24 小時 

50 
貯水槽安裝清潔後，亦應於滿水狀態放

置至少多久以上無滲漏現象始為合

格？ 

A. 6 小時 

B. 12 小時 

C. 24 小時 

D. 7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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