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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式選擇題 

題號 題目 選項 

1 
下列何者不是分項施工計畫書中分項品

質計畫之主要項目？ 

A. 施工要領。 
B. 品質管理標準。 
C. 材料及施工檢驗程序。 
D. 施工機具。 

2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之工

程，其整體品質計畫之內容，除機關及

監造單位另有規定外，必須包括下列何

者？ 

A. 施工要領。 
B.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C. 品質管理標準。 
D. 自主檢查表。 

3 
下列何者不是假設工程計畫之主要內

容？ 

A. 剩餘土石方處理。 
B. 自動檢查標準。 
C. 臨時房舍。 
D. 工區配置。 

4 
下列何者不是施工預定進度圖表之必要

內容？ 

A. 施工項目。 
B. 起迄時程。 
C. 里程碑。 
D. 進度百分比。 

5 下列何者不屬於工程中的間接成本？ 

A. 工務所費用。 
B. 總公司分攤管理費。 
C. 工程材料費。 
D. 印花稅。 

6 
品管學者將在產品製造時，就必須採取

回饋與預防措施的想法的改變，稱做？ 

A. 「品質是檢查出來的」。 
B. 「品質是習慣出來的」。 
C. 「品質是設計出來的」。 
D. 「品質是製造出來的」。 

7 

採購案件的分類中，工資金額佔預算金

額 80﹪以上之勞務工作，如鋼筋施工、

模板施工、混凝土施工、圬工施工、油

漆施工等，交由土木包工業或工程行承

辦，是下列何種案件？ 

A. 作頭案件。 
B. 勞務案件。 
C. 工程案件。 
D. 購料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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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施工界面管理於各工作單位之「權責

分工」相關規定中，工程界面協調應由

下列何者負責辦理？ 

A. 業主。 
B. 設計人。 
C. 監造人。 
D. 承造人。 

9 

下列何者是指「具備經由現代教育或訓

練之培養過程，獲得特殊之學識或技

能，而其所事之業務，與公共利益或人

民之生命、身體、財產等權利有密切關

係者。」？ 

A. 專業。 
B. 專技人員。 
C. 專業倫理。 
D. 一般倫理。 

10 
下列何者不屬禮貌/禮節行為約束性規

範？ 

A. 工程師倫理守則。 
B. 文化。 
C. 環境保護。 
D. 能源問題。 

11 
點位間經由各種觀測，限定新點可能的

候選位置，下列何者是這些候選位置的

連線稱謂? 

A. 圖形強度。 
B. 定位線。 
C. 正交原則。 
D. 自由測站法。 

12 
應用垂線或雷射束對梯間進行垂準作業

時，至少要使用幾條垂線，否則結構旋

轉、扭曲將無法查知。 

A. 一條。 
B. 二條。 
C. 三條。 
D. 四條。 

13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單

排式施工架上設有工作台者，至少應敷

設多少寬度以上的工作台? 

A. 30cm。 
B. 40cm。 
C. 60cm。 
D. 100cm。 

14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以

型鋼之組合鋼柱為橋梁模板支撐之支柱

時，若高度超過 4 公尺時，應至少每隔

幾公尺以內向二方向設置足夠強度之水

平繫條? 

A. 2 公尺。 
B. 3 公尺。 
C. 4 公尺。 
D. 5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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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何者是以鋼軌或 H 型鋼為樁柱，間

隔打入土層依隨開挖作業之進行於樁間

嵌入橫板條，並填土於其背後之擋土樁

設施? 

A. 預壘樁。 
B. 鋼板樁。 
C. 鋼軌樁。 
D. 連續壁。 

16 
搭建宿舍(俗稱工寮)應注意事項，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 房間內每人的淨地板面積(扣除通路、櫥

櫃)約為 1.0m2 以上為原則。 
B. 搭建於可能有山崩的地方。 
C. 採用雙層床時，上下兩層的空間須為 

40cm 以上。 
D. 同時最少須有 2 處出入口。 

17 
就設計方案可行之施工方法進行評估，

選用最適當之工法，係下列何階段之作

為？ 

A. 工程估價階段。 
B. 工程設計階段。 
C. 施工規劃階段。 
D. 工程施工階段。 

18 下列何者不是連續壁施工之準備作業？ 

A. 導溝施築。 
B. 電力、用水設施設置。 
C. 泥水處理設備。 
D. 集土坑施築。 

19 
每節鋼筋籠之續接處，應儘量置於斷面

應力較小之處。由基樁頂起算多少公尺

以內不得續接？ 

A. 7 公尺。 
B. 8 公尺。 
C. 9 公尺。 
D. 10 公尺。 

20 
混凝土拌合機之分類中，其中重力式係

屬下列何種分類方式？ 

A. 依拌合順序分類。 
B. 依材料種類分類。 
C. 依拌合機制分類。 
D. 依卸料方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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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將箱型樑分成若干單元節塊製造，再以

吊裝工作架配合起重機將節塊吊至橋墩

上依序組裝施拉預力，完成樑體，係何

種橋樑工法？ 

A. 全跨徑吊裝工法。 
B. 預鑄節塊吊裝工法。 
C. 就地支撐工法。 
D. 平衡懸臂工法。 

22 
依據「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

除特殊地質與專業人員計算外，開挖深

度超過多少公尺以上應設置擋土支撐？ 

A. 1.5 公尺。 
B. 2.0 公尺。 
C. 2.5 公尺。 
D. 3.0 公尺。 

23 
下列何種橋梁構造最終能將橋梁之荷重

傳遞至地層？ 

A. 圍堰。 
B. 基礎。 
C. 橋墩。 
D. 帽樑。 

24 
圍堰施工重點需向下列何單位申請許可

方能於河川中施工？ 

A. 工程設計單位。 
B. 交通主管單位。 
C. 水利主管單位。 
D. 工程監造單位。 

25 下列何者非為綠建材之優點？ 

A. 生態材料。 
B. 可回收性。 
C. 高耗能性。 
D. 健康安全。 

26 

於工地將地面整平、滾壓夯實後組裝支

撐架，其上方再組立模版施行梁體之鋼

筋組立、澆置混凝土、施拉預力等作業

以完成之，為下列何種橋梁施工法？ 

A. 節塊推進工法。 
B. 支撐先進工法。 
C. 全跨吊裝工法。 
D. 就地支撐工法。 

27 
下列何者之鑽探取樣所得的土樣適合於

壓密試驗? 

A. 螺旋鑽取樣。 
B. 分裂式取土器取樣。 
C. 薄管取樣。 
D. 試坑開挖取樣。 

28 
下列何者是統一土壤分類系統之 4 號篩

至 200 號篩的土壤? 

A. 砂土。 
B. 沉泥。 
C. 黏土。 
D. 塊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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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列何種儀器是能夠監測建築開挖之擋

土結構變形與傾斜的儀器? 

A. 沉陷觀測釘。 
B. 鋼筋計。 
C. 隆起桿。 
D. 傾度管。 

30 

下列何種改良地層方法是利用預加壓力

及自然或人工排水系統使軟弱黏土之孔

隙水排出，達到快速沉陷及增加土壤強

度的效果? 

A. 排水固結法。 
B. 動力夯實法。 
C. 地層固化法。 
D. 加勁法。 

31 

保留擋土壁內側周圍之土壤，而先將基

地中央部分開挖，構築中央部分之結構

體，並利用該結構體取得反力，架設支

撐後，再將周圍部分之保留土逐段開

挖，為何種工法？ 

A. 順築施工法。 
B. 逆築施工法。 
C. 島區式工法。 
D. 明挖工法。 

32 
依據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重大災害通

報及檢查處理要點」，職業災害類型有多

少種類型？ 

A. 20 種類型。 
B. 21 種類型。 
C. 22 種類型。 
D. 23 種類型。 

33 
下列何者非為構成刑法第 276 條第 2 項

之要件？ 

A. 與災害之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 
B. 應特別注意事項，其有應注意，能注意，

卻疏於注意。 
C. 究責對象為實際從事業務之「關係人」。

D. 設備不符安全規定。 

34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勞工因遭遇職

業災害而致死亡時，雇主應依一次給予

多少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A. 5 個月。 
B. 30 個月。 
C. 40 個月。 
D. 4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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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式選擇題 
有一房屋建案為四邊形，為求四邊形周長，利用測距儀分別對此四邊量測其長度，測距儀測距的中

誤差為±2cm。試問：         

題號 題 目 選項 

35 
若每邊量測 1 次求得距離值，請問四邊周長

的中誤差為何？ 

A.  ±1cm。 
B.  ±2cm。 
C.  ±4cm。 
D.  ±8cm。 

36 
若每邊量測 4 次求得平均值，請問單邊長的

中誤差為何？ 

A.  ±1cm。 
B.  ±2cm。 
C.  ±4cm。 
D.  ±8cm。 

37 
若每邊量測 4 次求得平均值，請問四邊周長

的中誤差為何？ 

A.  ±1cm。 
B.  ±2cm。 
C.  ±4cm。 
D.  ±8cm。 

某營造有限公司承包一公共工程，其承包金額為新台幣三千萬元。試問：      

38 
依據三級品管架構，下列何者不是該營造有

限公司負責之工作項目？ 

A. 訂定品質管理標準。 
B. 執行矯正與預防措施。 
C. 抽驗材料設備品質。 
D. 建立文件紀錄管理系。 

39 該工程是否應設置專任品管人員？ 

A. 無需設置品管人員。 
B. 僅需設置兼任品管人員。 
C. 應設置專任品管人員。 
D. 應由工地主任擔任品管人員。 

40 
該工程之品質計畫架構應含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理作業要點規定之基本內容至少幾

項？ 

A. 至少 2 項。 
B. 至少 4 項。 
C. 至少 6 項。 
D. 至少 9 項。 

41 

因工程規模未達查核金額，可視個案工程需

要，適當調整縮減計畫內容。下列何者不是

該公司於此工程中必須撰寫之整體施工計

畫內容章節？ 

A. 工程概述。 
B. 開工前置作業。 
C. 施工作業管理。 
D. 緊急應變及防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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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甲承包一簡單工程，工程可分為三個作業項目：A、B、C。A 作業項需時 10 天，B 作業項需時 15
天，C 作業項需時 8 天。然而，C 作業項須在 A 作業項完工 5 天後，且 B 作業項完工 2 天後方可開

始施作。A、B 作業項同時開始施工且相互間無干擾。請回答下面問題：       

42 關於此工程之要徑，何項作業不在要徑上？

A. A 作業。 
B. B 作業。 
C. C 作業。 
D. 沒有任何作業。 

43 此工程工期最少需要幾天？ 

A. 18 天。 
B. 23 天。 
C. 27 天。 
D. 25 天。 

44 
此工程中，A、C 作業項間的施作順序邏輯

關係代號為下列何者？ 

A. F.F。 
B. S.S。 
C. F.S。 
D. S.F。 

1988 年英、法兩國簽訂投資協議興建之英倫海峽施築海底隧道，試問：       

45 英倫海峽施築海底隧道，係下列何種工法？

A. NATM（新奧） 工法。 
B. 傳統鋼支堡工法。 
C. 推管工法。 
D. 全斷面隧道鑽掘機工法。 

46 
下列何者不是英倫海峽施築海底隧道隧道

環片之尺寸需考量因素？ 

A. 設計荷重。 
B. 整圈環片重量。 
C. 隧道曲率半徑。 
D. 材料強度。 

47 能將ＴＢＭ向岩磐頂進之設備為何？ 

A.切削機構 。 
B.出碴設備。 
C.推進系統。 
D.附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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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營造廠的工地主任負責工地的基礎開挖工地，回答下列問題:         

48 下列何種基地狀況不適宜採用邊坡式開挖?

A. 基地為一般平地地形。 
B. 基地周圍地質狀況不具有地質弱帶。 
C. 高地下水位且透水性良好之砂質地層。

D. 基地地質不屬於疏鬆或軟弱地質。 

49 

下列何者之基地開挖工法，是採用保留擋土

壁內側周圍之土壤，而先將基地中央部分開

挖，構築中央部分之結構體，並利用該結構

體取得反力，架設支撐後，再將周圍部分之

保留土逐段開挖之一種工法? 

A. 逆築施工法。 
B. 島區式施工法。 
C. 壕溝式工法。 
D. 地錨工法。 

50 
粗粒土層之基地作淺基礎挖掘時，在基礎的

底面挖掘集水坑，是屬下列何種排水法? 

A. 點井排水法。 
B. 深水泵排水法。 
C. 壓密排水法。 
D. 集水坑排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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