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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訓練學生精熟技能檢定之學科試題，蒐集 96 至 102 年之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

題，計 530 題選擇題型。於本校行動學習平台（http://ilms.csu.edu.tw）建置線上模擬測

驗系統，以本系首頁（http://civil.csu.edu.tw）為測驗入口網站。線上模擬測驗之選項包

括「1.年度」、「2.章節」。 
擁有本校帳號者可於登入後進行具名之模擬測驗，測驗過程與結果將納入記錄，並

進行統計分析。校外訪客則不需以帳號登入，可直接進行不具名之模擬測驗，測驗過程

與結果將不納入記錄。 
本線上模擬測驗網站將視使用情形擴充內容，納入「地籍測量技術士」、「佐級鐵路

特考-測量學大意」等具選擇題型之相關考題。 

關鍵詞：線上模擬測驗、測量、技能檢定 

Abstract 
In order to train students who can be familiar with skill certification, we download past 

test of class B for engineering surveying from 2007 to 2013. Established a website with 530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to provide online mock exams. The portal site address is 
http://civil.csu.edu.tw. There are 2 options for the online mock exams: year of test, chapter of 
textbook. 

Those who own accounts of http://ilms.csu.edu.tw can sign in and take mocks with them. 
All process will be recorded and analyzing statistic. The visitors can anonymous take mocks; 
the process will not be recorded. 

The online website will expand more test with multiple choice questions. Cadastre 
surveying and railway class C test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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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機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部辦公室（以下簡稱勞委會）為增進專業人員之技術水準，多

年來大力推廣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截至 102 年 6 月底為止，已辦理並核發各級技術士

證照逾 602 萬張，如表 1 所示。（勞委會，2013） 

表 1 民國 63 年至 102 年 6 月核發技術士證照數（單位：張） 
職類別 合計 甲級 乙級 丙級 

180 個職類總計 6,024,331 15,422 616,728 5,375,115 

近年來隨著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科技校院亦撥出部份入學名額辦理「技優甄審」，

促使高職學校積極輔導學生考取乙、丙級證照。在營造類技術士證照中，雖然丙級證照

數以「建築製圖」居冠，但在攸關甄審成敗之乙級證照數，則以測量為最大宗，也最為

高職土建學群所重視。如表 2、圖 1 所示。 

表 2 民國 63 年至 102 年 6 月核發營造類技術士證照數（單位：張） 
職類別 合計 甲級 乙級 丙級 

18. 鋼筋 5,078 4 4,242 832 
19. 模板 6,581 30 5,471 1,080 
41. 建築製圖 76,254 176 3,855 72,223 
42. 測量 53,013 436 11,981 40,596 
43. 測量儀器修護 9 - 9 - 
69. 建築工程管理 4,616 470 4,146 - 

125. 建築物室內設計 1,805 - 1,805 - 
126. 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管理 4,516 - 4,516 - 
148. 建築塗裝 1,255 - 755 500 
159. 電腦輔助建築製圖 16,698 - 797 15,901 
171. 裝潢木工 3,787 - 2,640 1,147 
174. 營建防水 1,517 - - 1,517 
175. 混凝土 3,806 - - 3,806 
180. 營造工程管理 979 886 93 - 
211. 建築製圖應用 4,641 - 200 4,441 

營造類總計 184,555 2,002 40,510 142,043 

 
圖 1 乙級測量佔營造類乙級證照數之百分比 



在丙級學科測驗中，勞委會已編列題庫上網公告，並提供線上模擬測驗系統；而乙

級卻未公佈題庫。因此本文擬蒐集近年來之乙級學科考古題，編輯線上模擬測驗系統，

供應考者練習，同時也可在學校教學、練習、評量時使用。 

二、現有網站 

勞委會已開發「技術士技能檢定即測即評及發證等丙級（單一級）學科測試服務

網」，網址為 https://www.etest.org.tw/evta/Web/，供各職類丙級學科測驗練習。如圖 2 所

示。 

 
圖 2 勞委會即測即評線上模擬學科測試服務網 



除勞委會外，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也開發「丙級檢定線上測驗」，網址

為 http://onlinetest.slhs.tp.edu.tw/。操作步驟如下：（士林高商，2013） 

（一）進入網站並點選職類（例如「測量」）： 

 
圖 2 臺北市士林高商丙級檢定線上測驗系統（首頁） 



（二）選擇單元（例如「第 2 類組 距離測量」）： 

 

圖 3 臺北市士林高商丙級檢定線上測驗系統（選擇單元） 



（三）線上作答： 

 

圖 4 臺北市士林高商丙級檢定線上測驗系統（線上作答） 
 



（四）繳卷： 

 

圖 5 臺北市士林高商丙級檢定線上測驗系統（繳卷） 



（五）即時評分： 

 

圖 6 臺北市士林高商丙級檢定線上測驗系統（即時評分） 



三、工程測量乙級學科考古題線上練習 

高職土建學群積極輔導學生考取乙級證照，因乙級證照以測量為最大宗；而乙級測

量證照中之工程與地籍兩類，又以工程測量佔大多數。所以現蒐集民國 96 至 102 年之

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編輯線上模擬測驗。 
在 96 年以前（含），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試題之組成為是非與選擇各 50 題；而在 97

年以後（含），則為 80 題單選題。計民國 96 至 102 年共有 530 題單選題，經編輯建置

後，使用者可選擇各年度考古題來練習。 
為配合學校教學使用，另將題目依教學章節重新編排，使用者可以章節來選擇試

題。為使題數均衡，分成以下 6 個單元，如表 3 所示： 

表 3 依照教科書章節編排之線上測驗單元 
單元 單元內容 
單元一 1.測量總論+2.基本幾何 
單元二 3.測量儀器 
單元三 4.測量計算 
單元四 5.應用測量 
單元五 6.測量平差+7.3S 科技 

本線上模擬測驗係建置於本校（正修科技大學）行動學習平台，網址為： 
http://ilms.csu.edu.tw。並以本系（土木與空間資訊系）首頁為測驗之入口網站。網址為：

http://civil.csu.edu.tw。 
擁有本校行動學習平台帳號者可於登入後進行具名之模擬測驗，測驗過程與結果將

納入記錄，並進行統計分析。校外訪客則不需以帳號登入，可直接進行不具名之模擬測

驗，測驗過程與結果將不納入記錄。操作步驟如下： 



（一）進入本系首頁並點選「技能檢定專區」： 

 
圖 7 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線上測驗系統（入口網站） 



（二）選擇「測量選擇題線上測驗」： 

圖 8 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線上測驗系統（選擇「測量選擇題線上測驗」） 
  



（三）選擇乙級工程測量 102 年考古題： 

 

圖 9 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線上測驗系統（選擇單元） 



（三）線上作答： 

 

圖 10 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線上測驗系統（線上作答） 



（四）即時評分：  

 

圖 11 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線上測驗系統（即時評分） 



（五）若為本校學生則可在測驗結束後調閱「我的考卷」：  

 

圖 12 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線上測驗系統（調閱考卷） 



（六）訪客可進入網站並進行模擬測驗，但測驗過程將不紀錄，也無法調閱「我的考卷」： 

 

圖 13 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線上測驗系統（訪客畫面） 



四、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近年來科技校院撥出部份入學名額辦理「技優甄審」，促使高職積極輔導學

生考取乙、丙級證照。在營造類技術士乙級證照數中，以測量為最大宗，也最為

高職土建學群所重視。 
為訓練學生精熟技能檢定之學科試題，勞委會與士林高商已於網路上建置丙

級學科之線上模擬測驗網站，可供應試丙級之考生練習；然乙級試題尚付之闕

如。現蒐集 96 至 102 年之乙級工程測量學科考古題，計 530 題選擇題型。於本

校行動學習平台建置線上模擬測驗系統，以本系首頁（http://civil.csu.edu.tw）為

測驗之入口網站。線上模擬測驗之選項包括「1.年度」、「2.章節」。 
擁有本校帳號者可於登入後進行具名之模擬測驗，測驗過程與結果將納入記

錄，並進行統計分析。校外訪客則不需以帳號登入，可直接進行不具名之模擬測

驗，測驗過程與結果將不納入記錄。 

（二）建議 
本線上模擬測驗網站將視使用情形擴充內容，納入「地籍測量技術士」、「佐

級鐵路特考-測量學大意」等具選擇題型之相關考題。期能提供考生練習、學校

教學所用。 
目前之線上模擬測驗系統僅能對具有本校帳號者進行測驗練習之記錄與統

計分析；如能增添作業平台之訪客登入系統功能，將可對全部參與之測驗練習記

錄，統計分析之資料將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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