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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式選擇題 

題號 題目 選項 

1 
營造業法多涉及人民權利和義務之規定，該

法應屬於下列何項法規位階？ 

A. 憲法。 
B. 法律。 
C. 法規命令。 
D. 行政規則。 

2 
經向中央主管機關辦理許可、登記，從事專

業工程之廠商為下列何者？ 

A. 土木包工業。 
B. 專業營造業。 
C. 綜合營造業。 
D. 工程顧問公司。 

3 
依政府採購法辦理之營繕工程，不得交由經

評鑑為哪一級的綜合營造業或專業營造業承

攬？ 

A. 第一級。 
B. 第二級。 
C. 第三級。 
D. 優良廠商。 

4 
不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

邀請一家廠商議價的招標方式係指下列何

者？ 

A. 公開招標。 
B. 公開評選。 
C. 選擇性招標。 
D. 限制性招標。 

5 

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廠商投

標文件。不合格廠商之審查結果應於審查完

成後，最遲於決標或廢標日後幾日內通知廠

商說明？ 

A. 七天。 
B. 十天。 
C. 十四天。 
D. 三十天。 

6 
新建住宅大樓高度達幾公尺以上，必須實施

環境影響評估？ 

A. 30 公尺。 
B. 50 公尺。 
C. 70 公尺。 
D. 100 公尺。 

7 

依環保署發佈修正之加嚴標準，供住宅使用

為主且需要安寧之地區內，夜間時段、頻率

為 20Hz 至 20kHz 之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值

最大音量(Lmax)為多少？ 

A. 60 分貝。 
B. 70 分貝。 
C. 80 分貝。 
D. 100 分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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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營建工地應於開挖面或堆置場所，舖設足以

防止雨水進入之遮雨、擋雨、導雨設施及沉

砂池。某工地總面積為 4000 平方公尺，試問：

沉砂池總設計容量應為多少？ 

A. 10 立方公尺以上。 
B. 40 立方公尺以上。 
C. 100 立方公尺以上。 
D. 400 立方公尺以上。 

9 
從事挖掘公路施工作業，應依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審查同意的哪一種文件，

設置交通管制設施？ 

A. 路權同意書。 
B. 交通維持計畫。 
C. 勞安衛計畫書。 
D. 品質計畫書。 

10 

對於高度在二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有遇強

風、大雨等惡劣氣候致勞工有墜落危險時，

應使勞工停止作業。「強風」係指十分鐘間之

平均風速在每秒幾公尺以上之風？ 

A. 五公尺。 
B. 十公尺。 
C. 十五公尺。 
D. 二十公尺。 

11 
依建築技術規則之高層建築物係指高度在幾

公尺以上之建築物？ 

A. 三十六公尺以上。 
B. 四十五公尺以上。 
C. 五十公尺以上。 
D. 六十公尺以上。 

12 

依建築技術規則之綠建築要求，建築物應就

設置雨水貯留利用系統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

利用系統，擇一設置。若設置生活雜排水回

收利用系統者，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

應大於多少？ 

A. 10%以上。 
B. 20%以上。 
C. 30%以上。 
D. 40%以上。 

13 
無比例圖樣之比例數，中文應註明「未按比

例」，英文應註明下列何種字樣? 

A. NOD。 
B. NSI。 
C. NIS。 
D. INS。 

14 
從高空中俯視，將所看見的景物投影並描繪

在透明紙上所得之圖，圖中註明各部尺寸、

建築線、境界線與牆中心線等，為下列何圖?

A. 平面圖。 
B. 立面圖。 
C. 剖面圖。 
D. 結構圖。 

15 
抗壓強度為混凝土品質控制的最重要依據。

試問下列有關進行混凝土抗壓試驗時之敘

述，何者錯誤？ 

A. 試體烘乾狀態比試體飽和狀態者的強度

高。 
B. 直徑 15 cm 高度 30 cm 者比直徑 12 cm 高

度 24 cm 者的強度高。 
C. 加壓速率愈快，強度愈高。 
D. 試驗時溫度愈高，強度會相反的減低。 



3 / 8 
 

16 CBR(加州載重比）試驗之主要目的為何？ 

A. 量測土壤之強度。 
B. 量測土壤之滲透性。 
C. 量測土壤之密度。 
D. 量測土壤之壓縮性。 

17 
當地錨進行拉拔試驗，結果無法承受 1.5 或 2 
倍的設計載重，試問下列變更設計提高拉拔

力常用之方法，何者錯誤？ 

A. 加長錨碇長度。 
B. 增加鋼鍵股數。 
C. 加大地錨鑽孔直徑。 
D. 增加澆置水泥漿水灰比。 

18 
某土樣之最小孔隙比為 0.4，最大孔隙比為

0.8，求孔隙比為 0.7 時所對應之相對密度為

何？ 

A. 10%。 
B. 25%。 
C. 50%。 
D. 75%。 

19 

目前國內鋼結構工程銲接最常使用之銲條編

號為 E7016，俗稱白藥，適用於低合金鋼、中

高碳鋼、鋼板厚度較厚之焊接，目前 A36、
A572、SM400、SM490、SM570 等鋼板銲接

都可使用。試問其被覆銲藥之種類為何？ 

A. 鈦鐵礦系。 
B. 石灰鈦礦系。 
C. 低氫系。 
D. 鐵粉低氫系。 

20 下列何者為正確之拆模順序？ 

A. 柱、牆、梁側板→小梁→樓板→梁底板。

B. 柱、牆、梁側板→樓板→小梁→梁底板。

C. 柱、牆、梁側板→小梁→梁底板→樓板。

D. 柱、牆、梁側板→樓板→梁底板→小梁。

21 
依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03210 章，經常

與水或土壤接觸結構物之基腳，其鋼筋保護

層厚度應為多少？ 

A. 20 mm。 
B. 40 mm。 
C. 50 mm。 
D. 65mm。 

22 下列有關混凝土之澆置順序，何者錯誤？ 

A. 由近而遠，輸送管需以輪胎墊高，以防止

扯拉鋼筋。 
B. 柱部份應視高度分層澆置。 
C. 牆柱澆置應先卸於模板面，再流入牆柱，

以免粒料分離。 
D. 保持平衡，避免集中一處澆置，導致模板

面過度集中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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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W/S（水固比）係控制混凝土之體積穩定性及

長期耐久性等硬固性質之重要因子，試問優

生混凝土之 W/S 應如何控制？ 

A. W/S＞0.10。 
B. W/S＜0.14。 
C. W/S＜0.10。 
D. W/S＜0.07。 

24 
1990 年於中國鋼鐵公司之廠區鐵道「軌枕」

上，有成功應用案例之纖維混凝土，係下列

何種混凝土？ 

A. 玻璃纖維混凝土。 
B. 高分子纖維混凝土。 
C. 鋼纖維混凝土。 
D. 竹纖維混凝土。 

25 下列何者不是應接地之低壓用電設備？ 

A. 低壓電動機之線圈。 
B. 金屬導線管及其連接之金屬箱。 
C. 對地電壓超過 150V 之其他固定設備。 
D. 對地電壓在 150V 以下之潮濕危險處所之

其他固定設備。 

26 

依「建築物汙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污

水處理設施利用生物分解原理之處理方式，

每日平均汙水處理量小於 10 m3 之建築物

污水處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接觸曝氣法。 
B. 批次活性汙泥法。 
C. 標準活性汙泥法。 
D. 分離接觸曝氣法。 

27 
設於車廂出入口門(Hatch Door)，必須使升降

機停在該樓時開啟，否則必須使用鑰匙由外

部開啟，屬於下列何者機械安全裝置？ 

A. 門連鎖裝置。 
B. 安全裝置。 
C. 車廂門開關。 
D. 緩衝器。 

28 
依空調設備系統組成，空氣冷卻器(Cooling 
Coil)及空氣加熱器(Heating Coil)係屬下列何

者空調設備裝置？ 

A. 空調處理裝置。 
B. 熱搬運裝置。 
C. 熱源裝置。 
D. 自動控制裝置。 

29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差動式侷限型、補償式

侷限型及定溫室侷限型探測器下端，應裝設

在裝置面下方幾公分範圍內？ 

A. 15。 
B. 30。 
C. 45。 
D. 60。 

30 下列何者不屬於人身保險？ 

A. 意外保險。 
B. 健康保險。 
C. 責任保險。 
D. 年金保險。 



5 / 8 
 

31 

綜合營造業保險中，某設備契約單價為 120
萬元，實際購入價格為 150 萬元，因事故全

損後花費 200 萬元重建。若不考慮調整保險

金額，亦無自負額，應可申請多少理賠金額？

A. 120 萬元。 
B. 150 萬元。 
C. 200 萬元。 
D. 無法理賠。 

32 
廠身建造的特徵、設施設備的操作程序屬緊

急應變管理計畫製作流程之下列何項步驟？

A. 資訊收集。 
B. 資訊分析。 
C. 資訊的整合。 
D. 審查與演練。 

 
 
情境式選擇題 

AA 營造有限公司參與國工局主辦之國道橋梁工程標案，該工程預算金額為三億八仟六佰萬元整，橋

梁主跨為鋼拱橋、橋墩中心間距 55 公尺，橋面寬 24 公尺；總施工面積 30000 平方公尺，預定工期為

20 個月。請回答下面問題： 

題號 題 目 選項 

33 

依據營造業法各類營造業承攬造價限額計算

方式與工程規模範圍之相關規定：AA 營造有

限公司必須符合下列何者條件，才具備承攬

該工程之基本資格？ 

A. 資本額 2000 萬元之乙等綜合營造業。 
B. 資本額 3000 萬元之甲等綜合營造業。 
C. 資本額 4000 萬元之甲等綜合營造業。 
D. 資本額 3000 萬元之鋼構專業營造業。 

34 
若 AA 營造有限公司得標，則依營造業法於工

地置工地主任之相關規定，應指派何人擔任

該工程之工地主任？ 

A. 橋梁工程師。 
B. 具工地主任執業資格者。 
C. 工務經理。 
D. 專任工程人員。 

35 
若 AA 營造有限公司得標，則依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管理作業要點之品管組織相關規定，應

至少指派幾人擔任品質管理人員？ 

A. 一人。 
B. 二人。 
C. 三人。 
D. 四人。 

36 
本工程屬於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

辦法所規定之第幾級營建工程？ 

A. 第一級營建工程。 
B. 第二級營建工程。 
C. 第三級營建工程。 
D. 特殊級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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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本工程屬於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暨檢查辦法

所規定之哪一類危險性工作場所？ 

A. 甲類。 
B. 乙類。 
C. 丙類。 
D. 丁類。 

某政府機關發包工程以施工說明書來說明設計圖之要求事項。請回答下面問題： 

38 有關施工說明書亦稱為何? 

A. 施工規則。 
B. 施工準則。 
C. 施工規範。 
D. 施工要點。 

39 下列何者非圬工作業之要求項目? 

A. 水泥砂漿。 
B. 高黏度乳膠砂漿。 
C. 砌紅磚。 
D. 管線配置。 

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乃是將鋼筋與混凝土二者合而為一的複合材料，簡稱 RC。由於兩者

間具有適當的黏著力，可防止鋼筋對混凝土產生相對之滑動﹔優良品質混凝土可形成有效的防火被

覆，且使鋼筋表面產生鈍態保護膜，可防止鋼筋腐蝕。其中混凝土為一脆性材料，而鋼筋為高韌性材

料。請回答下面問題： 

40 

鋼筋一般為圓形，但為了增加鋼筋與混凝土

間之握裹作用，通常使用竹節鋼筋。依 CNS 
560 之規定，下列有關鋼筋節之尺度要求何者

正確？ 

A. 節距平均值規定最大值，節高規定最大

值，單一間隙寬度規定最大值。 
B.節距平均值規定最小值，節高規定最小值，

單一間隙寬度規定最小值。 
C. 節距平均值規定最大值，節高規定上下

限，單一間隙寬度規定最大值。 
D. 節距平均值規定上下限，節高為規定小

值，單一間隙寬度規定最大值。 

41 
下列有關典型之碳鋼的拉伸試驗中所得之σe 
-εe（工程應力－工程應變）曲線的敘述，何

者正確？ 

A. 曲線中之最大應力處即為降伏強度之所

在。 
B. 彈性模數反應材料剛度或勁度。 
C. 曲線中的應力與應變成正比之關係延續至

抗拉強度處。 
D. 由此曲線無法獲知與延性有關之材料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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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鋼筋依加工處理方式分為熱軋鋼筋與熱處理

鋼筋兩種。甲：高拉力熱軋竹節鋼筋因添加

少量合金元素，使材料析出強化，晶粒細化

提高鋼筋的強度，此類鋼筋市面俗稱「水淬

鋼筋」﹔乙：將鋼筋進行研磨、拋光、酸蝕

後，試片中心出現回火麻田散鐵組織者，可

證明為線上熱處理鋼筋﹔丙：兩種鋼筋在機

械性質要求是相同的，但兩種製程之竹節鋼

筋製品之化學成份要求則有稍許不同之處﹔

丁：熱處理鋼筋之品質變異性較大，且銲接

性及車牙續接性通常比較不利。請問以上四

種選項正確者為何？ 

A. 甲乙。 
B. 乙丙。 
C. 甲丙。 
D. 丙丁。 

電銲為鋼結構施工中最具高度技術之工作，鋼結構品質好壞全部取決於電銲工之技術，故電銲工之資

格應予嚴格管制。電焊工應具有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機構或其他具公信力之專業機構檢定合格，領有

執照。按製造廠提送之電焊工名冊及證照資料，逐一核對電焊工身份、焊接方法、焊接位置等是否符

合要求。請回答下面問題： 

43 
小陳具備合格資格，但如果中途因故停頓電

銲工作超過多少時間以上時，則必須重新接

受資格檢定？ 

A. 2 個月。 
B. 4 個月。 
C. 6 個月。 
D. 12 個月。 

44 
鋼橋之電銲大多為直線之銲道，其電銲工資

格分為四種等級。小陳具備 1G 資格，試問「G」
係代表何種銲接形式？ 

A. 長孔銲。 
B. 塞銲。 
C. 角銲。 
D. 槽銲。 

45 
焊接位置直接影響焊接品質，小陳具備 1G 資

格，則小陳被允許施銲的姿勢為何？ 

A. 立銲。 
B. 平銲。 
C. 橫銲。 
D. 仰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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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為電機技師，負責某建案之電氣配線設計。請回答下面問題： 

46 
為防止電力公司中性線斷路時電器設備被燒

毀，其接地位置通常在接戶開關之電源側與

瓦時計之負載側間，此係何種接地方式？ 

A. 設備接地。 
B. 內線系統接地。 
C. 低壓電源系統接地。 
D. 系統共同接地。 

47 接地系統施工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接地極應為埋設管、棒或板等人工接地

極，接地引接線連接點應加焊接或以特製

之接地夾子妥接。 
B. 接地引接線應藉焊接或其他方法使其與人

工接地極妥接，在該接地線上應加裝開關

及保護設備。 
C. 銅板作接地極，其厚度應在 0.7mm 以上，

且 與 土 地 接 觸 之 總 面 積 不 得 小 於

900cm2，並應埋入地下 1.5m 以上。 
D. 鐵管或鋼管作接地極，其內徑應在 19mm 

以上。 

48 
避雷針針尖與地面所形成之圓錐體，即為避

雷針之保護範圍，危險物品倉庫之保護角不

得超過幾 度？ 

A. 15。 
B. 30。 
C. 45。 
D. 65。 

台北市政府欲進行某市立國民小學新建工程，某甲負責承包工程，某乙負責監造，某丙為分包廠商。

請回答下面問題： 

49 
該工地之工地主任受傷時應可申請何項保險

理賠？ 

A. 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B. 工程財物損失險。 
C.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D. 雇主意外責任險。 

50 
該工地發生下列何種損失最可能申請工程財

物損失險獲得理賠？ 

A. 工程構造物意外毀損需要修復或重建。 
B. 核子放射汙染損失。 
C. 清盤點短少財物。 
D. 在施工處所外之路人自用轎車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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