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00 泥水

甲級

工作項目 01：製圖

1. (3)

承商繪製建築施工大樣圖，其比例應大於①1/100②1/50③1/30④1/10。

2. (4)

牆壁門開口尺寸，若標示"MO"則可知此門窗材質不屬①鋁材②鋼材③塑鋼材④木質材。

3. (4)

建築施工圖中，標示 BM 之意義為①水平點②垂直點③中心點④水準基點。

4. (3)

結構圖符號 SRC 是指①鋼筋混凝土造②鋼構造③鋼骨鋼筋混凝土造④預力混凝土造。

5. (3)

繪製施工圖時，尺寸線應用①粗實線②中實線③細實線④細點線。

6. (1)

下述圖面標示準則，何者為不正確？①尺寸須註於尺寸線下方②指示線用直折線或曲線③截斷線用中實線④
輪廓線用粗實線。

7. (3)

通常在金屬門窗之詳圖內，標註之"MO"其代表之意義為①門窗框淨尺寸②按裝間隙尺寸③圬工開口尺寸④門
窗扇淨尺寸。

8. (2)

"ψ"是表示鋼筋①號數②直徑③材質④長度。

9. (3)

使用平行尺及三角板一組，最多可將一圓分成幾等分①12②18③24④32。

10. (2)

五皮柏油油毛氈防水層之圖註，則表示有幾層油毛氈①1 層②2 層③3 層④4 層。

11. (3)

排水及衛生設備之圖號是①Ｅ②Ｆ③Ｐ④Ｗ。

12. (2)

圓形及正六角形柱體，宜用幾個視圖表示？①1②2③3④4。

13. (3)

一組三角板不能繪出下列那一種角度？①345 度②255 度③145 度④15 度。

14. (3)

屋頂突出物之建築符號為①BF②RF③PH④TH。

15. (1)

建築結構圖中，構材基本符號下列何者有誤？①b－構架梁②C－柱③W－牆④S－板。

16. (1)

比例尺 1/200 的圖面上，以鋼尺量得邊長為 6cm 的正方形，其實際的面積約為①43.6 坪②4.36 坪③436 坪④0.
436 坪。

17. (3)

以下的各視圖何者正確？

①

②

③

④

。

18. (4)

工程結構圖繪製，應由下列何者為之？①承包商②小包③業主④建築師。

19. (3)

牆基之符號以何者來表示？①BF②TB③WF④FS。

20. (2)

磚構造之英文符號為①A②B③RC④W。

21. (3)

建築夾層符號為①F②P③M④L。

22. (3)

泥水作業前，欲了解各樓層之工作項目，最好先查閱①平面圖②配置圖③裝修表④配筋圖。

23. (2)

下列建築符號，何者為誤？①FL 地板面線②CL 地盤線③WL 牆面線④W 窗。

24. (2)

電氣設備圖的英文符號是①A②E③F④S。

25. (3)

下圖為那一部位之施工圖①地下層②地面層③屋面層④水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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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

下圖中

表示①粉刷層②瀝青層③混凝土層④隔熱磚層。

27. (2)

下圖中

表示①粉刷層②防水層③裝飾層④隔音層。

28. (3)

下圖中使用泡沫混凝土之功用是①增加強度②美觀③隔熱④防水。

29. (1)

下圖女兒牆混凝土之厚度是①15cm②20cm③30cm④8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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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4)

下圖中與「建築技術規則」之建築物高度有關者為①A②B③C④D。

31. (3)

下圖女兒牆之斜度是①2/41②3/41③5/41④15/41。

32. (4)

下圖中

33. (4)

在下圖中，下列工作項目何者最後施工？①鋼筋混凝土②油毛氈③泡沫混凝土④砌磚。

之材料，通常使用①空心磚②搗擺③磁磚④紅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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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

混凝土強度，其標準試體尺寸(直徑×高)為①10cm×20cm②15cm×30cm③7.5cm×15cm④5cm×10cm。

35. (1)

管材註記符號為 HDPE 管，是指①高密度聚乙烯管②低密度聚乙烯管③聚氯乙烯管④聚丙烯管。

36. (4)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坡道高差為 1m，則其坡道水平長度應大於多少 m？①6②8③10④12。

37. (1)

工程圖中註明「1/3000」時，圖上 1 公分表示實際值為①30 公尺②300 公尺③3 公尺④333 公尺。

38. (3)

工程圖中清水磚牆部份註明「0.5B」，表示磚牆之厚度為①20②14③9.5④5.3

39. (2)

國內之慣例，玻璃面積以①平方公尺②才③坪④開

40. (3)

CNS 規定，建築圖符號「SSP」代表①塑膠管②混凝土管③不銹鋼管④鑄鐵管。

41. (4)

一坪面積約等於幾平方公尺？①21.3②16.6③9.9④3.3。

42. (134) 下列建築製圖圖例，何者正確？①橫拉窗：

公分。

為單位。

②雙拉窗：

③固定窗：

④紗窗：

。

43. (124) 泥水工程作業前應先繪製施工製造圖、工作圖交工程司核可後施做，圖說應包括下列哪些？①製造、裝配、
佈置、放樣圖②完整之材料明細表③製造廠商之報價單④施工規範中所規定之其他圖說。
44. (12) 有關 CNS 國家標準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A 代表建築圖、I 是代表室內裝修圖②剖面標記編號是以大寫
英文字母，順序由左至右、由上而下書寫③結構圖基本符號：S 代表磚構造、RS 是代表加強磚構造④材料構
造圖中，

代表磚牆。

45. (234) 下列選項何者非圖面說明的工法？①磁磚軟底濕式工法②磁磚軟底乾式工法③磁磚硬底乾式工法④磁磚硬底
濕式工法。

46. (124) 有關尺寸之標註，下列何者正確？①尺寸宜標註於視圖外②尺寸標註若在視圖內，數字附近不畫剖面線③可
在虛線上標註尺寸④不可將中心線當作尺寸線用。
47. (234) 圖名如圖所示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A 表示室內裝修圖②7 表示圖號③2

表示圖內之編號④1/50 表示比例尺度。
48. (13) 有關材料構造圖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
材④

表示磚牆②

表示輕質牆③

表示石

表示鋼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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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02：估價

1. (3)

木材才積"1 才"等於①1 寸×1 寸×1 尺②1 尺×1 尺×1 尺③1 寸×1 寸×10 尺④1 尺×1 尺×10 尺。

2. (1)

5 台尺之正方形木板，才積為 50 才(不含鉋損)，則其厚度為幾 cm？①6②9③12④15。

3. (2)

下列單位換算何者為誤①木材 1m3=359.37 才②長度 1 台尺=30.48 公分③土地 1 公畝=100m2④重量 1 公噸=100
0kg。
4

4. (2)

使用 5.2cm×23.8cm 之二丁掛面材舖貼縫為 6mm，若不計損耗，則 1 ㎡約需面材①65 塊②70 塊③75 塊④80 塊。

5. (4)

外牆舖貼馬賽克每 100m2 勾縫水泥量約為①30kg②40kg③50kg④60kg。

6. (2)

工程內含加值稅總價為 567,000 元，若以外含稅計，則工程本身總價應為①500,000 元②540,000 元③520,000
元④560,000 元。

7. (2)

直徑 2m 之 180 度圓弧 1B 磚拱，若拱內緣磚縫為 9-10mm 則此拱宜使用標準磚塊為①40②45③50④55。

8. (4)

1.8cm×3cm 馬賽克以交丁舖貼則 1m2 約需馬賽克①

9. (1)

拌合 1:3 水泥砂漿，若水灰比 3/4，則每次拌合 0.1m 之砂需使用多少水泥量①1/2 包②1 包③1 1/4 包④1 1/2 包。

10. (2)

室內地面面積為長 10m 寬 5m，若舖磨石磚約需幾塊？①525②550③575④600。

11. (2)

下列何者非假設工程作業內容①安全圍籬②範本施工③工程用水電供應④工寮。

12. (1)

門窗之估算單位為①樘②個③只④扇。

13. (2)

水泥砂漿粉刷，依契約圖說所示面積單位多以①cm ②m ③cm ④m 。

14. (3)

一般施工架估算時以①重量②長度③面積④體積

15. (1)

清水磚砌疊之工料分析，較混水磚牆之不需加計者為①磚數②砂漿③砌磚工④小工。

16. (2)

以 19cm×19cm×39cm 之空心磚砌牆，如果灰縫為 1cm，則每㎡所需磚塊數量約為①10 塊②12.5 塊③15 塊④17.

才②

2

2

才③11 才④

3

才。

3

為計算單位。

5 塊。
17. (2)

以 23cm×11cm×6cm 之紅磚砌牆，如果橫縫寬為 0.8cm、豎縫寬 1cm，則砌 1B 厚之磚牆每㎡約需磚塊①120 塊
②124 塊③130 塊④134 塊。

18. (4)

估算時放樣的材料損耗率是①2％②5％③10％④100％。

19. (3)

粉刷 100ｍ 之內牆，厚約需 1cm，約需準備水泥多少包？①3②6③15④30。

20. (4)

室內地坪長 9m×寬 10m，舖貼馬賽克時約需幾才？①450②600③900④1000。

21. (2)

袋裝水泥 50 ㎏裝 11 包，砂量 0.85ｍ ，則其拌合後所成水泥砂漿體積約為幾ｍ ？①0.85②1.0③1.2④1.5。

22. (3)

下列何者不為建築物之假設工程？①安全圍籬②臨時支撐③基樁④施工吊架。

23. (2)

圓錐形之體積為等高圓柱體之①1/2 倍②1/3 倍③2/3 倍④1/4 倍。

24. (1)

以 230mm×110mm×60mm 紅磚，砌築面積為 10ｍ2 之 1/2B 磚牆，約需磚塊①350 塊～450 塊②600 塊～700 塊③

2

3

3

700 塊～800 塊④800 塊～900 塊。
25. (4)

磚尺寸 210mm×l00mm×50mm，砌磚灰縫以 10mm 計，如砌 1B 厚磚牆，則每平方公尺所需磚塊數量約①41 塊
②75 塊③110 塊④150 塊。

26. (3)

直徑 50 公分圓面積約為直徑 10 公分圓面積之①5②10③25④100

倍。

27. (1)

CNS 之 D19 鋼筋，其標稱直徑約等於①0.75②1③1.25④1.5

28. (3)

關於台灣民間通用之玻璃、大理石計算單位「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計算體積，1 台尺×1 台尺×1 台寸

英吋。

=1 才②計算體積，1 台尺×1 台尺×1 台尺=1 才③計算面積，1 台尺×1 台尺=1 才④計算面積，3 台尺×3 台尺=1
才。
29. (2)

某工程使用之木材尺寸如下：1 支為 2 台寸×2.5 台寸×8 台尺，1 支為 4 台寸×2.5 台寸×10 台尺，請問其總材積
為①1.4 才②14 才③36 才④140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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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0. (234) 下列何者為砌築紅磚牆工料分析表中各工項之數量單位﹖①M②M ③M ④式。
31. (123) 單價分析表之製作內容應包含①人工②材料③機具④管理費。
32. (123) 以 20cm×9.5cm×5.3cm 之紅磚砌 1B 厚磚牆，試問砌一道長 330cm，高 200cm 之磚牆，下列選項何者正確？①
約需 1000 塊磚②約需水泥砂漿 0.048 立方公尺③約需砂 0.045 立方公尺④約需 2 包水泥。
33. (134) 估價作業與下列何者有關？①設計圖②工程承攬手冊③投標須知④施工說明書。
34. (23) 設兩柱柱心間距 330cm，兩柱斷面尺寸皆為 30cm×30cm，樑底高為 400cm，則在其間砌一道 1B 磚牆，下列敘
2

2

述何者為正確？①砌磚面積為 13.2M ②砌磚面積為 12.0M ③依 CNS 標準規定用紅磚，若不計損耗則需磚約 1
825 塊④依 CNS 標準規定用紅磚，若不計損耗則需磚約 2010 塊。
35. (12) 如下圖所示，大樓之某一層樓，樓層高度為 350cm，其中一矩形之柱斷面 40cm×60cm，若梁斷面 40cm×60cm，
5

樓板厚度 12cm，粉刷厚度為 2cm，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該柱實際粉刷面積約為 6 平方公尺②需要水泥砂漿
約 0.12 立方公尺③需要砂約 1.5 立方公尺④約需水泥 2 包。

36. (23) 如下圖所示，半徑 45cm、高 420cm 的圓柱，若梁的尺寸為 60cm×80cm，樓板厚度為 15cm，若柱子外表採用
瓷磚舖貼，有關該層圓柱施工之敘述，下列哪些為正確？①只能採用馬賽克瓷磚舖貼②若用 40mm×40mm 馬
賽克約需要 120 才③宜採用硬底鋪貼工法④一般採用 PU 黏著劑作為貼著劑。

37. (234) 如下圖所示，半徑 45cm、高 420cm 的圓柱，若梁的尺寸為 60cm×80cm，樓板厚度為 15cm，粉刷厚度為 1.5cm，
有關該層圓柱施工之敘述，下列哪些為正確？①約需水泥砂漿 1.7 立方公尺②約需砂 0.16 立方公尺③約需水
泥 1.5 包④角柱實際粉刷面積為 10.82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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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03：訂約

1. (1)

公司是屬①法人②自然人③非法人團體④自然法人。

2. (4)

工程保固期間是指①施工前②施工中③驗收前④驗收後。

3. (4)

統包是指①承包整個施工工程②統一承包相同部份工程③土木建築水電等工程都承包④承包工程之規劃、設
計及施工。

4. (4)

契約保證人的保證責任一般期間為①施工前②施工中③從訂約完成到竣工止④從訂約完成到合約終止。

5. (2)

工程比價至少參加比價廠商需幾家①一家②二家③三家④五家。

6. (1)

合約屬於①民法②刑法③商業法④建築法。

7. (3)

具規模性之建設工程合約，一般自然失效因素為①工程完工②工程驗收③工程保固期滿④工程完工並經使用。

8. (2)

自然狀態下的土稱為①泥土②原土③岩石④鬆土。

9. (1)

下列何者不屬於泥水類承攬契約的必要內容？①建築執照②承包之工程範圍③付款辦法及賞罰辦法④供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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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2)

營造綜合險中所稱自負額，此「自」字係指①工人②投（被）保人③受益人④保險公司。

11. (4)

以總價決標，則廠商得標後，其報價單內容下列那一項須經更易調整，以便併入契約簽訂？①名稱項目②單
位③數量④單價。

12. (3)

若屬投標須知內容規定，得標廠商訂約完成後即可向業主請求①仲裁②展延工期③工程預付款④計價款。

13. (4)

泥水作業之承攬合約書中，一般所稱乙方是指①業主②主管機關③設計者④施工者。

14. (4)

對於施工承攬契約，下列何者不是主要之契約文件？①契約條款②施工規範③工程圖說④工程保固書。

15. (2)

建築工程契約書中，一般所稱之甲方為①設計者②業主③施工者④主管機關。

16. (3)

建築工程契約書中，一般所稱之乙方為①監造者②業主③施工者④主管機關。

17. (3)

以下何者不是契約的功能？①法定的功能②履行的功能③習慣的功能④證明的功能。

18. (1)

契約屬於①民法②建築法③刑法④商事法。

19. (4)

一般工程保固期間之起算日為①訂約日②開工日③竣工日④驗收合格日。

20. (4)

一般所謂的「業主」在民法中之定義為①承攬人②建設公司③起造人④定作人。

21. (3)

擬定施工進度表與下列何者無關？①合約工期②施工圖③工程造價④施工規範。

22. (4)

由民間投資、興建、營運，合約期滿之後移轉給政府之公共工程稱為①BOO②OT③PCB④BOT。

23. (1)

完成圖說、規範所定之一切工程所需總價的契約稱為①總價承包契約②單價承包契約③管理承包契約④成本
報酬契約。

24. (2)

一般工程估價那一項佔最大比例？①間接工程費②直接工程費③稅金④管理費。

25. (2)

履約保證金一般佔總工程費的①5%②10%③15%④20%。

26. (4)

緊急工程之工程契約常採用①單價契約②總價契約③成本報酬契約④工料計價。

27. (1)

施工說明書之內容不包括①付款方法②施工進度③施工方法④作業程序。

28. (3)

契約中常有 a.一般條款 b.特別條款 c.經簽認修訂的條款，下列優先順序何者正確？①cab②bac③cba④abc。

29. (3)

依民法規定，工程承攬契約之主體，一方稱定作人，另一方稱作①立約人②付款人③定作人④承攬人。

30. (4)

物價指數波動調整中「物價指數」最主要是在①核定規格②核算面積③工程保固期限④核計價款。

31. (3)

契約內容不一致時以下有關優先順序之敘述何者錯誤？①文件經機關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
②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③施工規範優於施工補充說明書④決標紀錄之內容優於開標或議價紀錄之
內容。

32. (3)

以下關於契約應具備要素之敘述何者錯誤？①要有兩個以上的當事人②當事人是否具備法定行為能力③雙方
有簽約之意圖,不一定達成協議④簽約的主題標的是否具體可行。

33. (1)

建築師受工程業主委託進行建築設計時，常須將部份專業交由其協力顧問(例如：結構、機電、空調、大地、
燈光、景觀)處理；此時，建築師因與協力顧問發生契約關係而須簽署的契約，稱之①工程複委託契約②工程
委託契約③分包契約④小包契約。

34. (2)

業主提出對某專案或工程的需求,而將整個工程從規劃、設計、施工文件、採購、施工、及設備安裝等，甚至
還包括完工後某一定期間的操作與維修等，一次發包由承包廠商完全負責的契約稱作①分包契約②統包契約
③管理契約④聯合承攬契約。

35. (4)

以下何者不是選用分包協力廠商應考慮之條件①工期之控制與能力②敬業之程度③工人之技術層次及技術水
準④工程再轉下包之能力。

36. (124) 工程承攬契約書訂定，下列敘述那些是正確？①契約訂定前，訂約人具有契約內容之審閱權②契約書係須經
業主及承攬人雙方簽字同意後成立③總價契約係指契約總價議定後，可隨數量增減變動結算總價之契約④契
約正本貳份，由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37. (134) 有關施工說明書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將工程之基本要求予以說明之文件②施工說明書是以大樣詳圖為
主，文字敘述為輔③每一個工作項目均應列入，並說明及規定④是以工作性質、施作順序分類後，再分章節
排列。
38. (234) 下列何者是屬於合約的文件？①開工申請書②施工說明書③建築圖及施工圖④單價分析。
7

39. (14) 下列何者不符合限制性招標之規定？①經常性採購②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商，無
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③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且確有必要
者④可以公告方式邀請不特定廠商投標。
40. (123) 工程契約內容不一致時，以下優先順序之敘述，何者正確？①招標文件之內容優於決標文件之內容②文件經
機關審定之日期較新者優於審定日期較舊者③大比例尺圖者優於小比例尺圖者④開標或議價紀錄之內容優於
決標紀錄之內容。

00900 泥水

甲級

工作項目 04：製定工程進度表

1. (4)

擬訂施工進度表與下列何者無關①合約工期②施工說明書③施工圖④都市計劃。

2. (4)

工程進度落後，首先必須①修改工程進度表②增加工人③提早材料進場④查核原因。

3. (4)

工程網圖最大之優點是①簡單易懂②容易計算工作天③節省工料費用④各作業間關係明確。

4. (1)

大規模建築工程中，最容易與施工計劃發生不符者是①基礎工程②裝修工程③磨石子工程④砌磚工程。

5. (4)

工程進度表，下列何者最早使用於工程界①要徑法②曲線法③計劃評核術④橫線法。

6. (3)

承攬泥作部份之下包，其工程進度表之製作應參照①自身工作能力及資金調配②工程大小及重要性③業主合
約④勞動力資源之分配。

7. (1)

箭線式網圖，是將作業名稱置於箭線之①上②下③前④後。

8. (3)

下列網圖中，所需最短工期為①15 天②17 天③19 天④21 天。

9. (4)

下列網圖中，要經作業為①A－B－D－F②A－B－E－F③A－C－D－F④A－C－E－F。

10. (4)

泥水作業施工進度網狀圖，不具下列何種意義？①可顯示施工之步驟與日期②可有效控制材料、機具及人工
之進場③可有效的配合有關工程及控制施工之進度④可顯示工程之品質優劣。

11. (3)

工程進度表採用橫線式進度表時不易表示出①各作業之項目名稱②各項作業實際完工日期③各項作業相互間
之關係④各項作業所需工期。

12. (1)

甘特圖(Bar chart)進度表繪製時，通常橫座標顯示①日程②作業名稱③價格④作業順序。

13. (124) 某一泥水作業計劃網圖，如下圖所示，A 工作需 5 天，B 工作需 4 天，C 工作需 4 天，D 工作需 7 天，E 工作
需 6 天，F 工作需 3 天，G 工作需 3 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此泥水作業只有一條要徑②最早完成之工作
為 B 工作③最後完成之工作為 G 工作④泥水作業完成需 14 天。

14. (124) 製作泥作工程進度表，應依據：①泥作工程內容及工程期限②協調並配合其他相關工程之施工承商，會同製
作工程進度表③因應工程實際進度，自行更改工期④配合工程事實需要，製作趕工計劃書及進度表。
15. (12) 有關桿狀施工進度表(Bar Chart Working Schedule)之優點，下列何者敘述正確？①繪製簡單②可顯示各作業間
之重疊性③可顯示某一工作之延誤④適用大型工程之進度管理。
16. (234) 有關 PERT 及 CPM 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PERT 及 CPM 雖以網路圖形為基礎，具明晰作業邏輯觀念，但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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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作業先後關係的顯示②要徑法通常假設作業時間可被估計，且時間不會變動(單時估計)③計畫評核術一般
針對作業項目所需時間的不確定性，以機率觀念加以考慮，計算並評估如期完工的可能性(三時估計)④提供
時程與成本/資源之整合性規畫管控。
17. (234) 下列說明何者錯誤？①網圖分析最常用的計畫評核術(PERT)及要徑法(CPM)②CPM 網圖為先行式③箭線式網
圖簡稱為 PDM④網圖中最長的路徑為要徑，不可在此趕工。
18. (23) 下列何者不是監工日報表所呈現的內容①起造人、建造人以及承造人②重要施工項目完成數量③出工人數以
及使用機具④單項工程造價。
19. (234) 以下何項是工地進度控制應有的作為？①依工地需求隨機提出採購發包申請②各項工程之施工計畫擬定③每
日工程進度提報與異常反應④依據工程進度表管控工程進行。
20. (12) 進度管理之工期調整(縮短)方法，以下方式何者為不正確？①可逕行改變施工速率較快的工法②③不考慮工
區大小，增加施工資源數量，加大工作編組，也就是使用更多人員、裝備或設備，以縮短作業的時間(3)可平
行施工之作業盡量重疊施工，可有效縮短工期④訂定趕工計畫，以縮短作業時間。
21. (14) 有關網圖作業之表示，下列選項何者為錯誤﹖①

③

④

②「

」表示作業進行，方向由左到右

。

22. (124) 任何作業可以延遲或有餘裕的時間數量，而不致影響整個工程的完工時限稱為浮時，可分為哪些？①總餘裕
時間(TF)②自由餘裕時間(FF)③停損餘裕時間(TT)④干擾餘裕時間(IF)。
23. (124) 下列何者是屬於一般假設工程之內容？①動力、給排水、照明等臨時設備②圍籬門扇、工地事務所、倉庫、
員工宿舍③泥水作業④工作架、工作台、施工通道。
24. (12) 製作工程網圖規劃可以哪些項目為主導原則？①成本②工期③品質④美觀。
25. (123) 如下圖所示，箭線式網狀圖上之「虛作業」的敘述，哪些為正確？①表達作業間的關係②作業 A 的後續作業
為作業 C 及作業 D③作業 B 的後續作業為作業 D④作業 D 的先行作業為作業 B。

00900 泥水
1. (4)

甲級

工作項目 05：工程管理

某工程正常施工期為 20 天成本 80,000 元，若提早 8 天完成，則成本增加 60,000 元，則其成本斜率為①4,500
元②5,500 元③6,500 元④7,500 元。

2. (3)

某一泥作工程正常 10 天完工．需工資 10 萬元，若趕工提早二天完工則工資增加 2 萬元，其成本斜率為①2
千元②5 千元③1 萬元④2 萬元。

3. (1)

電力公司供應一般住宅用電電壓為①110 或 220V②220 或 330V③3300V④33000V。

4. (2)

每ｍ3 之紅磚約重多少 kg？①1200②1900③2400④3000。

5. (4)

樓版加舖 2cm 磨石子則每ｍ 載重增加多少 kg？①15②25③30④40。

6. (3)

依規定，1B 磚牆之每ｍ 之重量為多少 kg？①120②220③440④600。

7. (2)

混凝土材料自拌合完成後，其輸送至工地之時間不宜超過多少小時？①1②1.5③3④4。

8. (3)

台灣地區供電之頻率為①50 赫②55 赫③60 赫④65 赫。

9. (2)

1 馬力等於多少瓦(w)？①550②746③1000④1746。

10. (2)

1 度電等於多少?①0.1wh②1kwh③10vh④10wh。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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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電壓為 110V 容量為 50A 之電源開關，其可接用之機具最大耗電量應小於多少 KVA①0.55②5.5③27.5④55。

12. (3)

普通混凝土單位重量約為多少 kg/ｍ3①1700②2000③2300④3200。

13. (4)

KW 是下列何者之單位？①電壓②電阻③電容④電功率。

14. (3)

雇主僱用外勞應向下列哪個單位辦理合法申請？①外交部②警政署③勞動部④經濟部。

15. (3)

依「營造業評鑑辦法」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營造業評鑑證書，其有效期限為①一年②二年③三年④四
年。

16. (2)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營造用物料之儲存、堆積及排列不得儲存於距庫門或升降機①一公尺②
二公尺③三公尺④四公尺

17. (4)

範圍以內或足以妨礙交通之地點。

依「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39 條規定，雇主對於無法藉梯子或其他方法安全完成之高處營造作業，應設
置適當之①安全網②起重機③升降機④施工架。

18. (3)

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中型營建用提升機係指導軌或升降路之高度在①未滿 10 公尺②10 公尺以上
未滿 20 公尺③20 公尺以上未滿 30 公尺④30 公尺以上未滿 40 公尺

19. (2)

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雇主為確認中型營建用提升機安全性而實施之荷重試驗，係指將相當於該提
升機積載荷重①0.6 倍②1.2 倍③1.8 倍④2.4 倍

20. (3)

之荷重置於搬運器上，實施升降動作之試驗。

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雇主對於營建用提升機，如瞬間風速有超過每秒①15 公尺②25 公尺③35 公
尺④45 公尺

21. (4)

之營建用提升機。

之虞時，應增設拉索以預防其倒塌。

依「營造業法」，經向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許可、登記，綜理營繕工程施工及管理等整體性工作之廠商稱之為
①專業營造業②土木包工業③統包營造業④綜合營造業。

22. (2)

依「營造業法」，基於工程特性，將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安裝等部分或全部合併辦理招標稱之為①聯合
承攬②統包③轉包④分包。

23. (1)

有關營造業法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①專業營造業分為甲、乙、丙三等②營造業分為綜合營造業、專業
營造業及土木包工業③聯合承攬係指二家以上之綜合營造業共同承攬同一工程之契約行為④依「政府採購法」
辦理之營繕工程，不得交由評鑑為第三級之綜合營造業或專業營造業承攬。

24. (2)

依「營造業法」，營造業承攬工程，應依其承攬造價限額及工程規模範圍辦理；其一定期間承攬總額，不得
超過淨值之①十倍②二十倍③三十倍④四十倍。

25. (4)

依「營造業法」，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於施工前或施工中，如發現工程圖樣或施工說明書內容在施工上顯
有困難或有公共危險之虞時，應即時向①主管機關②營造業公會③定作人④營造業負責人

26. (4)

依「營造業法」，營造業資本額中，現金、不動產及機具設備，合計應占①百分之六十②百分之七十③百分
之八十④百分之九十

27. (4)

報告。

以上。

依「營造業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技術士應於工地現場依其專長技能及作業規範進行施工操作或品質控管，
違反本條規定情節重大者，依同法第 53 條予以①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②處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③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執行營造業業務④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停止執行營造業業
務

28. (3)

之處分。

依「政府採購法」，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代為履行者稱之為①分包②統
包③轉包④發包。

29. (4)

依「營造業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每逾①一年②二年③三年④四年

應再取得規定

期間內回訓證明，始得續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
30. (2)

施工說明書與工程設計圖不符時，應依據下列何者施工？①依施工說明書②依工程設計圖③依較減省工料者
④依較嚴格要求者。

31. (3)

依「建築法」，下列何者為依法登記開業之營造廠商？①起造人②設計人③承造人④監造人。

32. (1)

依「建築法」，若承造人因故未能於建築期限內完工時，須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展期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得申請展期一年，以一次為限②得申請展期一年，以二次為限③得申請展期二年，以一次為限④得申請展
期二年，以二次為限。

33. (2)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工作場所發生死亡災害、罹災人數在三人以上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
害時，雇主應於①四小時②八小時③二十四小時④七十二小時
10

內報告檢查機構。

34. (4)

密閉或局限空間（如地下室）之工作環境，須注意通風與氣體檢測，內部氧氣濃度若低於①12%②14%③16%
④18% 時，對勞工之健康及安全有危害。

35. (3)

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勞工噪音暴露工作日八小時日時量平均音壓級在①75 分貝②80 分貝③8
5 分貝④90 分貝

36. (3)

以上之作業場所，應每六個月測定噪音一次以上。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室內裝修圖說之平面圖、立面圖、剖面圖之比例尺不得小於①1/30②1
/50③1/100④1/500。

37. (2)

依「建築法」規定，建築工程發生損壞鄰房事件時，主管機關於接獲陳情後，應以書面通知相關人員查明及
副知受損戶，其中相關人員不包括①起造人②設計人③監造人④承造人。

38. (1)

下列何者為正確之土木施工先後順序？①規劃、設計、施工、使用維護②設計、施工、規劃、使用維護③規
劃、施工、設計、使用維護④施工、設計、規劃、使用維護。

39. (124) 下列何者為工程日報表填寫的內容﹖①人員進出管制②材料進出管制③估驗計價明細④工作內容記載。
40. (123) 泥水甲級技術士應具備工程管理能力，要能夠 1①依據泥作工程項目及數量，配合施工計劃及進度表，調配
人力、材料、機具適時適量進場作業②協調工作介面有關承商會同配合施工作業③進行整體有關泥作人工、
材料、機具之考工及內部稽核工作④會同參與工程驗收及修訂承攬契約。
41. (123) 下列各項作業中，何者與泥水作業有介面之關係？①木作工程②水電工程③油漆工程④鋼筋工程。
42. (123) 以下何者屬於工地主任應負責辦理的工作為？①工地之人員、機具及材料等管理②依施工計畫書執行按圖施
工③工地勞工安全衛生事項之督導、公共環境與安全之維護及其他工地行政事務④施工各步驟品質及材料之
自主檢驗交付給予協力廠商自行辦理。
43. (123) 成本、工期與品質的關聯性，下列圖示何者為正確﹖①

②

③

④

。

44. (23) 工程規劃一般均以５M 的生產手段達成５R 的整體性規畫目標，下列何者不是５R 的內容？①適當的產品②
適當的方法③適當的機械④適當的品質。
45. (234) 泥水作業假設工程計畫，應合乎下列哪些？①永久性構造或設備②反覆使用之原則③單元化加工原則④材料
強度的確認及接合之安全原則。

00900 泥水

甲級

工作項目 06：泥水作業

1.

(3)

下列所列舉的材料中，何者不屬水硬性材料①水泥②石膏③石粉④早強水泥。

2.

(1)

將建築物的靜荷重及活荷重傳遞到地盤的是①基礎②柱③梁④樓板。

3.

(2)

加強磚造紅磚牆，應砌築在下列何者之上①RC 地板②RC 繫梁③放大磚基腳④卵石基腳。

4.

(2)

混凝土空心磚承重墻最小厚度應①15cm②19cm③20cm④23cm。

5.

(3)

下列那一種窗的規格可用於空心磚墻①90cm×90cm②90cm×140cm③100cm×120cm④100cm×150cm。

6.

(3)

建築物用之混凝土材料強度依要求為 210(kgw/cｍ )就是一般所稱①2000psi②2500psi③3000psi④3500psi。

7.

(3)

加強磚造之加強梁中，使用主筋之直徑最少應為①10 公厘②13 公厘③16 公厘④19 公厘。

8.

(3)

依「建築物磚構造設計及施工規範」之規定，磚造圍牆之牆身高度不得超過①1m②1.3m③1.7m④2.5m。

9.

(1)

磚造結構較適宜承受下列何種類型荷重？①壓力②拉力③橫力④地震力。

10. (1)

2

依規定隔間磚牆之最小厚度應砌①1/2B②1B③1 1/2B④2B。
11

11. (2)

依規定兩層之磚造樓房樓上承重磚牆厚度不得少於多少 cm？①11②23③35④47。

12. (3)

依規定三層樓之加強磚造牆壁最小厚度，第一層應為多少 cm？①11②23③35④47。

13. (1)

承重磚牆在結構上最利於①抗壓②抗拉③抗剪④抗震。

14. (3)

空心磚造圍牆之牆身高度不得超過①1m②2m③3m④4m。

15. (4)

CNS 標準紅磚寬度應為①23cm②22cm③11cm④9.5cm。

16. (4)

拱圈之疊砌方式，下列何者不宜使用①立砌②豎砌③立砌與豎砌並用④順砌。

17. (1)

下列有關混凝土空心磚造之敘述，何者為錯誤？①牆身長度及高度均應為 10CM 之倍數②混凝土空心磚，砌
造時應保持乾燥狀態，且不澆濕③混凝土空心磚孔中須用豎向鋼筋，其間距不得大於鋼筋直徑 200 倍④牆之
交接、接頭、開口及牆身長每 6m 處，均應設置寬 1cm 之控制縫。

18. (3)

鋼筋 90 度圓彎時，其彎勾應加鋼筋直徑幾倍長之延伸？①4 倍②8 倍③12 倍④16 倍。

19. (3)

樑及柱之主筋及箍筋其混凝土之保護層應為幾 cm？①2②3③4④5。

20. (2)

地坪粉刷厚度每增加 1cm，其樓地板靜荷重每ｍ 約增加多少 kg？①10②20③30④40。

21. (2)

磚牆開口上方設置拱圈，其主要目的為①美觀②承載上方之荷重③增加抗震力及其他剪力④抵抗拉力。

22. (4)

為防止磁磚牆面遭到門扇上之鎖把碰撞，泥作者宜建議門扇裝設①彈簧鉸鏈②門弓器③地鉸鏈④門止。

23. (3)

竹節鋼筋之直徑是指①節部之直徑②兩節之間竹身之直徑③標稱之直徑④節部直徑加竹身直徑之和，再除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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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4. (3)

加強磚造之承重牆，以那一種層數之建築物之最底層承重力最大①一層②二層③三層④四層。

25. (1)

下列所舉的材料，何者非不燃材料？①石膏板②礦棉③石棉④陶磚。

26. (3)

下列那一項欄杆，可直接以紅磚砌築①屋頂②陽台③樓梯扶手④壓簷牆。

27. (2)

加強磚造其加強柱之主筋，不得少於①4-13ψ②4-16ψ③8-13ψ④8-16ψ。

28. (4)

CNS 規定「一種磚」之抗壓強度約為①100②170③210④300

29. (4)

ＲＣ建築物，外牆承載重量以①底層最大②最上層最大③不一定④各層理應為零。

30. (4)

ＳＲＣ是代表①加強磚造②混凝土造③鋼筋混凝土預鑄造④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31. (1)

「建築技術規則」第 142 條規定，砌石構造，牆身之最小厚度應為多少 cm？①40②50③60④70。

32. (3)

一層以上的木構造，支柱自底層貫通至頂層上下貫通的整根木柱稱為①管柱②牆骨③通柱④立柱。

33. (1)

木板條夾於兩塊單板間，經加壓膠合而成者稱為①木心板②塑合板③壓縮板④鑽泥板。

34. (1)

預力混凝土，其水灰比以多少為宜？①0.4 以下②0.5③0.6④0.7 以上。

35. (4)

大放腳的作用與下列何者相同？①柱②梁③牆④基礎。

36. (1)

剪力牆的功用為①抵禦橫力作用②節省空間③增加垂直載重④減少工料費。

37. (1)

油毛氈是作為①防水②防熱③防音④防滑。

38. (3)

下列何者屬不燃材料？①塑膠浪板②強化壓克力板③玻璃纖維板④耐燃合板。

39. (2)

加強磚造之樑柱配筋，最少為幾根？①2②4③6④10。

40. (2)

磚構造之設計與施工，應依①營造業管理規則②建築物磚構造設計及施工規範③技師法④技能檢定法。

41. (4)

下列有關油毛氈之說明，何者為誤？①1 號每捲 22kg②2 號每捲 30kg③3 號每捲 35kg④4 號每捲 38kg。

42. (4)

磚牆牆身之開口寬度大於 1.5m 時，應設計使用①石平拱②磚圓拱③磚尖拱④鋼筋混凝土楣梁。

43. (2)

磚造承重牆，其牆身長度，依規定不得超過牆厚之幾倍？①10②20③30④40。

44. (3)

以花格磚或玻璃磚疊砌之牆，不得承受載重，最大面積不得超過多少 m ？①1②5③10④20。

45. (2)

磚構造之牆壁中門窗及開口其總長度不得大於牆身長度①1/2②2/3③3/4④4/5。

46. (4)

有關混凝土空心磚牆控制縫之設置位置，下列敘述何者有誤？①承重牆與非承重牆之接頭處②牆與柱接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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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f/cm 以上。

③牆中開口處④牆身長每 10m 處。
47. (2)

加強磚造之高度限制為①2 層②3 層③5 層④6 層。

48. (1)

磚拱兩端起拱點之水平距離稱為①跨度②拱高③拱心④拱弧。

49. (3)

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就地澆置混凝土直接澆於地上與土壤接觸者，其鋼筋保護層至少應為多少 cm 以
12

上？①4.5②5.5③7.5④10。
50. (3)

臨海地區建築使用之門窗為防海風鹽分侵蝕宜採用①鋁門窗②鐵門窗③塑鋼門窗④鋼門窗。

51. (3)

木構造不能用以承載，下列何種材料構築之靜載重？①膠合木②塑膠製材③磚石材④鋼材。

52. (1)

地下室埋設貫通牆壁之管路，下列作法何者為非？①為求埋設位置正確宜俟設備安裝後再打鑿埋管②管路必
須使用含止水環之管件③管路必先預埋④應避免採用易銹蝕材料。

53. (4)

下列何者不是建築防水用塗膜材料試驗項目？①拉伸試驗②撕裂試驗③加熱伸縮試驗④抗壓試驗。

54. (2)

大理石常因吸收水泥中的鹼份而損及其表面之光澤及美觀，所以牆面貼大理石時，背面宜用何物填充之？①
水泥砂漿②石膏泥漿或樹脂砂漿③飛灰砂漿④純砂漿。

55. (1)

防火材料一般屬①無機性②有機性③強酸性④強鹼性。

56. (2)

加強磚造之紅磚牆施工方式屬①帷幕牆施工法②濕式施工法③乾式施工法④預鑄式施工法。

57. (2)

室外承受風吹雨淋的牆面，其貼石固定鐵件須具防止生銹腐蝕的功能，宜採用①鍍鋅鐵件②黃銅或不銹鋼製
品③洋釘④鋼棒或鋼索。

58. (2)

加強磚造之牆柱基腳間，均須用鋼筋混凝土基腳連成一體成①倒Ｖ狀②倒Ｔ狀③正Ｖ狀④正Ｔ狀。

59. (1)

將防火被覆材料與黏著劑混合攪拌後，利用低壓噴鎗直接噴出附著於柱梁表面者稱為①直接噴著法②箱式噴
著法③粉刷法④澆置覆藝法。

60. (2)

50m 長捲尺經檢定比真尺長 5 mm，若以此捲尺量得 426.23m，則實長應為多少 m？①426.39②426.47③426.56
④426.68。

61. (2)

一菱形之對角線長度比為 3 m 及 4 m，則邊長應為①1.5 m②2.5 m③3.5 m④5 m。

62. (1)

正六邊形足尺放樣，可以以六邊形之重心為圓心繪一外接圓，其圓半徑與正六邊形邊長之比為①1:1②1:2③2:
1④3:1。

63. (1)

欲於地坪放正三角形足尺大樣，可以三角形重心為圓心，繪一外接圓，其半徑與正三角形高之比為①2/3②3
/4③1/1④3/2。

64. (4)

較大長度之測量，以那一種量具之精度較高①曲尺②折尺③布捲尺④鋼捲尺。

65. (4)

放樣時，須定高程及方向、角度則應使用下列何者儀器？①水準尺②水準儀③垂球④經緯儀。

66. (3)

在圖面上計算基地面積為 25cｍ ，若圖之比例尺為 1:200 時，則實際面積為多少ｍ ？①25②50③100④200。

67. (1)

等腰三角形，兩腰長為 5m，而兩腰所成之夾角點做一高為 4m，則三角形底邊應為多少 m？①6②8③9④12。

68. (3)

平板儀架設應先①定向②定位③定平④定心。

69. (4)

平板測量中，欲測人所不能到達之點，可用①三點法②量距法③平行線法④交會法。

70. (3)

一測線之方位角與該測線之反方位角相差①0 度②90 度③180 度④360 度。

71. (2)

水準測量中，一測點兼做後視及前視者稱為①中間點②轉點③同視點④共同點。

72. (1)

同一圓之內接正四邊形與外切正四邊形之面積相差①二倍②四倍③六倍④八倍。

73. (4)

50cm×50cm 之ＲＣ柱須貼面材，則其標示之尺寸為①下部踢腳面部份②面材完成面③粉刷打底面④混凝土完

2

2

成面。
74. (2)

下列有關定水平之方法，何者為錯誤？①水管中不得有氣泡②水管中應裝入細石以保持重心③雙眼須平視管
內水平面④二人分持水管，其中一人將管內水平面對準基準點。

75. (4)

大面積之水平與垂直定線，應使用①連通管水準器②水準尺③水準儀④經緯儀。

76. (3)

下列何者不是水準測量必備的工具？①箱尺②水準儀③角尺④鐵墊。

77. (4)

面材舖貼放樣與下列何者無關？①門窗位置②磁磚規格③磚縫大小④磚縫深度。

78. (4)

測定道路邊線應依據當地政府指定之？①建築線②牆面線③水準點基樁④道路中心樁。

79. (3)

水池內側防水飾面，以下列何種施工較佳①水泥砂漿②磨石子③粉石子④貼磁磚。

80. (2)

下列何項務須以交丁法施工①混凝土空心磚②紅磚③二丁掛④馬賽克。

81. (2)

袋裝水泥 1 包加入同體積之水，則其水灰比約為①1②0.67③0.5④0.33。

82. (1)

同時拌合之水泥砂漿，若分別粉刷於一吸水率低及吸水率高之磚牆，則此兩道牆之粉刷面結合強度(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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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材強度)為①吸水率底磚牆之粉刷強度較高②兩道牆之粉刷強度相同③吸水率高之磚牆之粉刷面強度較高
④其兩者強度之比較與水泥砂漿混合比例有關。
83. (2)

同一牆面上分別以相同厚度接續之面材、磨石子、洗石子裝修，則其施作順序宜以何者為最先①面材②磨石
子③洗石子④均可。

84. (4)

水與水泥其容積比為 1，則水灰比約為①2②1.5③1④0.33。

85. (3)

下列有關砌築弧磚拱之敘述，下列何者為錯誤？①模型應堅固並較開口寬度略小②砌磚時，應使每塊磚之中
心線對準弧之圓心③豎縫應對準弧之圓心，並保持一公分寬④必須由兩端同時砌向中央，且磚塊數為奇數。

86. (4)

為防止印製完成之水泥線腳斷裂，宜使用何種材料補強①麻絲②玻璃纖維③矽砂④鐵絲。

87. (1)

水泥線腳，不宜使用何種材料黏結固定於牆角或天花板？①石灰②純水泥漿③1:1 水泥砂漿④銅絲或螺栓。

88. (1)

下列有關粉刷材料之敘述，何者為錯誤①石灰係水硬性材料，須很長的時間才能硬化②使用石膏作粉刷材料
時，宜設法減緩其凝結時間，以便配合粉刷及抹光的工作③石灰凝結時體積會縮小，石膏則有膨脹的特性④
石灰或石膏粉刷，可使用於室內，水泥粉刷則不受限制。

89. (2)

粉刷水泥砂漿內加入何者最具防水效果？①生石灰②矽酸鈉③石膏④漂白粉。

90. (1)

水泥與水拌合，在某一段時間內可保持其可塑性，之後漸開始失去其可塑性稱作①初凝②初融③終凝④凝固。

91. (2)

所謂水灰比就是①水泥重／石灰重②用水重／水泥重③石灰重／水泥重④水泥重／用水重。

92. (2)

砌平磚拱時，其預拱宜為開口寬度之①1/10②1/50③1/500④1/1000。

93. (3)

水泥是一種①自硬性材料②氣硬性材料③水硬性材料④火硬性材料。

94. (3)

下列有關疊砌磚拱應注意事項中，何者為錯誤？①每塊磚之中心線須對準磚拱之圓心②由磚拱之左右邊同時
起拱③灰縫須使用灌漿法確實填滿④拱心石須最後砌入。

95. (2)

砌磚之 1:3 水泥砂漿，如加入石灰其比值是①0.1②0.25③0.5④1.0。

96. (4)

嵌格條之墨線彈繪時機是①底地處理前②底地處理後③底層粉刷前④底層粉刷後。

97. (3)

乾砂之重量估計每立方公尺約為①100kg②1000kg③1700kg④2500kg。

98. (1)

水泥砂漿中，適度加入那種材料可增加其工作度？①矽灰②木屑③防水劑④發泡劑。

99. (2)

地坪粉刷厚度每增加一公分，其地板載重每平方公尺增加①10kg②20kg③30kg④40kg。

100. (3)

磚牆產生白華，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①可用稀鹽酸清洗②與使用之砂質有關③表面如粉刷則可不清洗④是
無機鹽類。

101. (4)

石灰應於使用前浸水消化，其浸泡時間不得少於①1 天②3 天③5 天④7 天。

102. (3)

石灰硬化屬①水化作用②風化作用③氣化作用④冷卻作用。

103. (2)

黑煙宜加入何種溶液調和①水②煤油③松香水④機油。

104. (3)

材料含水時重量 60kg，乾燥後重量為 50kg，則其含水率為①1.2%②10%③20%④30%。

105. (3)

外竹磚適合舖貼於①外牆平面②地面③陽角處④陰角處。

106. (3)

一般面材的強度性質以何者最強①抗彎②抗張③抗壓④抗剪。

107. (3)

調配紫色顏料為①紅、黑②黑、綠③紅、藍④紅、橙。

108. (4)

砌磚工程屬於①土工②水工③污工④圬工。

109. (3)

整體粉光意指①地坪和牆一次粉光②底層和中層和面層一次粉光完成③以拍漿粉光④天花板、地坪和牆面均
為粉光施作。

110. (2)

排卵石磚基礎，若排卵石完成後，應接續施做①砌磚②夯實③舖設水泥砂漿④舖設混凝土。

111. (1)

磨石子地完成後，在打腊之前，應先抹拭①草酸②鹽酸③醋酸④硫酸。

112. (3)

磨石機馬力愈大，其轉速①愈大②愈小③不變④與石料有關。

113. (1)

粉刷金鋼砂止滑條，金鋼砂料施工前應拌合①水泥②河砂③石子④海菜粉。

114. (1)

1/6B 標準磚規格為①3cm×11cm×6cm②21/6cm×11cm×6cm③22/6cm×11cm×6cm④23/6cm×11cm×6cm。

115. (4)

油毛氈防水層若有鼓脹情形，而其上尚須水泥粉刷，則須將鼓脹部份①拆除重做②切開灌入柏油③切開以防
水粉刷補實④切開灌入柏油，再加舖油毛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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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2)

人造面材舖貼一般均需設灰縫，而天然石材則否，其因為①美觀②膨脹係數不同③配合施工需要④人造材較
薄天然材較厚。

117. (2)

使用以合成樹脂預先填設於面材邊縫之施工法稱①片裝工法②才裝工法③壓著工法④乾式工法。

118. (4)

下列何種材料砌築前應先濕潤？①混凝土空心磚②耐火磚③花格磚④石塊。

119. (2)

磁磚圓形鋸，其用於乾鋸及濕鋸的鋸片有所不同，其主要不同之部份為①鋸齒②散熱溝③轉速④濕鋸具有水
管裝置。

120. (3)

弧拱之拱心角，下列角度以何者承載力最佳？①90 度②120 度③180 度④210 度。

121. (1)

砌 100cm 之平磚拱，其拱中央部分應提高多少公分以上？①2 公分②3 公分③5 公分④10 公分。

122. (4)

施工用之動力馬達為三相電力，若發生馬達反轉現象時，則表示①電力不足②電壓不符③電流過大④相位不
對。

123. (3)

洗石子所用的木隔條間隔以多少 cm 為宜？①60②75③90④110。

124. (3)

舖貼馬賽克時，應於何時抹縫較佳？①面磚舖貼整直後②面磚舖貼整直之同時③馬賽克舖貼泥漿硬化後④舖
貼泥漿終凝前。

125. (4)

水中澆置混凝土，為考慮混凝土在水中流失，水泥砂漿含量需增加多少？①10％②20％③30%④40%。

126. (4)

砌磚的方式影響牆的耐震力，以下何式構造耐震力較佳？①英式、法式②美式、荷蘭式③英式、美式④英式、
荷蘭式

127. (3)

砌法。

磚牆之砌疊方式，下列說明何者有誤？①法式砌法外形較美觀②美式砌法造價較不費工③英式砌法美觀但構
造強度不佳④荷蘭式砌法費工，構造強度佳。

128. (2)

下列對水泥細度之敘述，何者錯誤？①細度愈大，水化作用速度較快②細度愈小，收縮性較大③細度愈小，
顆粒愈粗④細度愈大，易產生龜裂。

129. (1)

空心磚內的填充混凝土，由於孔洞不大，宜每多少高度以內填充？①3 皮②4 皮③5 皮④6 皮。

130. (3)

空心磚重質者多為何種材料製造？①煤渣②黏土③混凝土④砂石。

131. (4)

砌造磚牆有清水磚及渾水磚兩種，其砌造方式中，何者不構成井字縫①美國式②露額式③法國式④荷蘭式。

132. (1)

清潔磚塊，須待砂漿達至①初凝②終凝③假凝④硬化。

133. (3)

關於磚塊砌築之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①得以全磚取代切磚砌築②磚塊築砌砂漿不得太過飽滿③磚牆調整
應於該皮砂漿尚未初凝時為之④與現有磚牆銜接時，應將舊牆敲成鋸齒狀接口。

134. (4)

下列敘述何者為非？①空心磚裝運時，應綑紮於棧板上②磚塊搬運，應防止斷角及破裂③骨料應堆放於不致
造成變質及摻雜雜物之場所④空心磚可直接存放在泥土地面上。

135. (3)

一般混凝土自澆築後 14 天強度可達設計強度之①65～70％②75～80％③85～90％④95～100％。

136. (1)

海砂中何種離子對混凝土影響最大？①氯離子②氧離子③氫離子④鈣離子。

137. (2)

混凝土之坍度與何者關係最大？①級配②用水量③拌合④澆置。

138. (4)

下列何者可減少水泥砂漿之用水量？①快乾劑②速凝劑③著色劑④輸氣劑。

139. (2)

天花板披土之材料通常使用①泥土②水泥漿或石灰③橡膠④砂漿。

140. (1)

木門窗框在粉刷前之空隙填補，一般使用①水泥砂漿②木塊③磚塊④碎石。

141. (2)

川砂中含有下列那一項雜質，易造成水泥砂漿凝結後之龜裂？①細石②黏土③矽灰④礦砂。

142. (2)

砂之色澤反應試驗法，可測下列何者？①粉泥含量②有機物含量③比重④吸水率。

143. (4)

利用水洗法來潔淨骨材，無法去除的是？①鹽類②沈泥③有機物④油漬。

144. (3)

在低溫下，欲使水泥砂漿加速硬化，可加入①矽灰②石膏③速凝劑④緩凝劑。

145. (1)

建築塗料除有裝飾作用外，還可對建築物有①保護作用②加強結構作用③無作用④防震作用。

146. (2)

粉刷層一般由底、中及面層組成，面層粉刷主要為裝飾，為免裂紋產生應較底層為①厚②薄③同厚④均可。

147. (1)

高級粉刷為使裝飾效果好，且不產生乾縮裂紋，通常採用①石膏漿②水泥砂漿③骨粉④金鋼砂漿。

148. (1)

外牆高層粉刷，為求牆面平整一般採用①由上往下粉刷②由下往上粉刷③不規則方式粉刷④自由選擇施工方
式粉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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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3)

磚牆與木隔牆相接處粉刷，牆面應舖設①纖維網②不織布③金屬網④磁石。

150. (2)

平頂噴塗砂漿稠度一般為①4～6cm②10～12cm③15～20cm④25～30cm。

151. (2)

釉面磁磚鑲貼完成，清理刷洗一般使用①清水②稀鹽酸③硫酸鹽④硝酸鹽。

152. (3)

下列有關粉刷工程之一般規定，何者為非？①含霜之表面，不得進行粉刷工作②粉刷現場宜有適量之通風③
圬工表面於粉刷前，應保持乾燥④粉刷工作不得在氣溫 4℃以下進行。

153. (2)

外牆粉刷，凡遇有挑出部分，如雨蓬、窗台、壓頂等處之下端，均應施做①護角線②滴水線③外牆線④踢腳
線。

154. (1)

粉刷材料應以工廠原包裝袋運送，儲存不受氣候影響之室內，且離地面至少多少 cm？①40②30③3④1。

155. (4)

水泥粉刷其打底與面層施工間隔至少應為多少小時？①1②3③5④24。

156. (3)

斬假石與粉刷表面之分格，係採用①黃銅條②鋁條③木條④金屬格網。

157. (1)

磨石子粉刷，其隔條可用①黃銅條②玻璃條③木條④金屬格網。

158. (4)

斬石子面層厚度約為①1～3mm②2～4mm③3～5mm④5～8mm。

159. (1)

磨石子踢腳板之厚度約為①1cm②2cm③3cm④4cm。

160. (3)

鋼筋之規格用 2800kgf/cm ，是指其①抗壓強度②抗拉強度③降伏強度④抗彎強度。

161. (1)

磚構造承重牆所使用之材料，下列何者有誤？①抗壓力 100kg/cm 以上②吸水率 15％以內③砂漿抗壓力 50kg

2

2

2

/cm 以上④水泥與砂之配比不低於 1：3。
162. (4)

砌混凝土空心磚時，若分間牆與承重牆交接時，其交接處應①相互重疊密實②砌磚柱③於基礎部分做成大放
腳④各自獨立砌築，留設控制縫。

163. (1)

室內地坪，分別以磨石子、洗石子、斬石子及貼面材進行水平面之飾面工作，若不考慮底層粉刷，而僅就磨、
洗、斬及貼工作而言，下列那種施工順序較適宜？①磨→貼→洗→斬②貼→洗→斬→磨③洗→斬→貼→磨④
斬→磨→貼→洗。

164. (1)

採用磨石子地坪施工時，下列何種材料不需使用到？①海菜粉②水泥③石粉④寒水石。

165. (3)

嵌格條磨石子作業欲安裝格條時，係在基準墨線旁放置押尺做為格條之臨時支撐，再以下列何種方式固定格
條？①以粘著劑塗於格條底部，以接著固定於底層上②沿格條一側以純水泥漿固定③沿格條兩側以純水泥漿
固定④以鐵釘釘入來固定。

166. (4)

砌築半圓拱磚體時，在組立拱模板後即予疊砌拱磚，其疊砌之順序應為：①由一側底部起順著拱形逐塊砌築
②先砌拱心石再由其兩側同時往底部砌築③先砌拱心石再由拱之兩端底部同時往上疊砌④由拱之兩側底部
同時往上疊砌，最後再砌拱心石。

167. (4)

磚構造部位之施工，下列何者不可使用混凝土？①磚構造基礎②混凝土空心磚磚孔③加強磚造之梁柱及版④
磚縫。

168. (4)

面材舖貼作業時，最需密切協調配合之工種為①模板工②鋼筋工③混凝土工④水電工。

169. (3)

拌合 1：3 水泥砂漿時，如水灰比要求為 0.6，則每立方公尺用水量約為①100 公升②200 公升③300 公升④40
0 公升。

170. (2)

鋼筋混凝土梁之底模拆除時間依規定至少①一星期②二星期③三星期④四星期。

171. (3)

鋼筋規格為"D16"以英制表示則為①#3②#4③#5④#6。

172. (3)

水泥與水產生之水化作用是一種①物理作用②溶解作用③化學作用④力學作用。

173. (1)

水泥砂漿在下列那種狀況下，即開始產生水化作用？①初凝前②初凝後③終凝前④終凝後。

174. (3)

新鮮水泥的比重約為①1.00②2.05③3.15④5.45。

175. (4)

砂中所含的粉泥雜質含量，是指通過幾號標準篩者而言？①4 號②30 號③100 號④200 號。

176. (1)

木門、窗框裝釘線板應於①粉刷底層前②粉刷面層後③粉刷面層前④粉刷底層後。

177. (4)

整體粉光一般應用於①平頂粉刷②牆面粉刷③樑柱粉刷④地坪粉刷。

178. (2)

整體粉光必須在下列何種時機完成？①初凝前②終凝前③拆模後④拆模前。

179. (1)

白水泥之收縮率比普通水泥為①大②小③相同④不一定。

180. (2)

磁磚品質優劣與下列何者無關？①吸水率②面積③耐磨度④抗壓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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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2)

在多水潮濕之地坪，選用地磚首應考慮①色彩②止滑③圖案④尺寸。

182. (3)

外牆舖貼磁磚時，下列何者較為正確？①不留縫②牆角不須定線③面磚愈大磚縫愈大④由下往上貼。

183. (4)

浴室牆體貼磁磚，一般不採用①壓著法(硬底)②漿砌法(軟底)③灌漿法④預鑄法。

184. (4)

硬底施工法之優點是①省工料②省工期③可減少磁磚之破損率④磁磚與水泥粉刷底層之間密實，不易產生白
華現象。

185. (4)

磁磚之黏著強度良好與否與下列何者無關？①黏著材料②施工技術③磁磚品質④舖貼面積大小。

186. (2)

牆面粉刷考慮防火功能時，應加何種材料最具效果？①石膏②矽酸鹽類③生石灰④白水泥。

187. (3)

下列何種不是粉刷使用之主要材料？①水泥②石膏③皂土④寒水石。

188. (3)

依美國材料試驗協會之規定，第Ⅲ種波特蘭水泥為①改良水泥②抗硫水泥③早強水泥④低熱水泥。

189. (3)

下列何者不屬面層防水施工？①油毛氈舖設②防水水泥粉刷③止水帶舖設④塗膜防水。

190. (1)

在我國同一材質及規格之磁磚，因色系不同其價格也迥異，而其迴異區別之加註符號一般均以下列何者表示
之？①特②甲③Ａ④Ｃ。

191. (2)

依 CNS61 規定，袋裝水泥儲存當地倉庫幾個月以上者，使用前應先加以試驗？①2②3③4④5。

192. (3)

FM2.70 的細砂 10 ㎏與 FM3.10 的粗砂 15 ㎏混合後，其細度模數為①2.86②2.90③2.94④3.00。

193. (3)

石膏之主要成分為①氧化鈣②碳酸鈣③硫酸鈣④矽酸鈣。

194. (4)

若混凝土之水泥用量固定，則其坍度與水灰比之關係為①無關②坍度大者，水灰比小③水灰比大，坍度小④
坍度大，水灰比亦大。

195. (1)

以天然矽砂或磨細矽砂與石灰均勻調合用機械壓製成型，經高壓蒸氣處理而製成的磚稱為①矽灰磚(白磚)②
耐火磚③花磚④異形磚。

196. (2)

製磚原料的粘土應選用①含礦物有機質者②不含鹽類無機質者③含硫化物者④含鹽類有機質者。

197. (3)

一承重磚牆若欲於砌疊完成後第二天即施行接續上部灌漿作業則砌磚用之水泥宜使用波特蘭水泥①Ⅰ型②
Ⅱ型③Ⅲ型④Ⅳ型。

198. (4)

以拌合機拌合混凝土，裝入拌合料需時 5 分鐘，拌合完成傾料時間為 3.5 分鐘，若不計其他耗損時間，則 1
小時可拌合混凝土料幾次？①3 次②4 次③5 次④6 次。

199. (1)

混凝土拌合材料，下列何者與氯離子含量無關？①水泥②砂③石子④水。

200. (2)

一般磚造建築物中，高於 4 公尺之分間牆之厚度不得小於①12cm②24cm③36cm④48cm。

201. (2)

就袋裝水泥之儲存要則而言，下列何者錯誤？①水泥倉庫應設在拌合場附近②水泥倉庫應盡量維持空氣通暢
以保新鮮③倉庫內地面應高於外面地面至少 30cm④上下層須縱橫交錯疊放。

202. (4)

下列表面裝修與水泥砂漿粉刷的組合，何者為不適當？①塑膠地磚舖貼→鋼鏝刀鏝光地坪②陶瓷地磚舖貼→
木鏝刀鏝平地坪③岩綿噴塗→木鏝刀鏝平牆面④調合漆塗裝→拉毛牆面。

203. (1)

加強磚牆常以鋼筋補強以砌造牆身，牆身內砌成口形開孔，於孔中放置①10~13mm②13~16mm③16~19mm④1
9~22mm

204. (2)

之垂直鋼筋，並以混凝土填滿。

一般針對大弧度垂直牆面舖貼二丁掛磁磚打底，應要求粉底工人①先做垂直灰誌②先做曲面灰誌③垂直及水
平灰誌同時施做④垂直及水平灰誌交錯施做。

205. (4)

施工時欲避免牆面粉刷發生剝落之最有效辦法為①採用高水泥含量之水泥砂漿②降低水泥砂漿的水灰比③
提高水泥砂漿的水灰比④粉刷前先將底層濕潤，每次粉刷不宜過厚。

206. (3)

關於洗石子施工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所用水泥大都為普通水泥②水泥砂漿粉刷至中度後，保留 6~7
mm 的厚度③水泥、石子的混合物抹平後，即可以噴霧器洗除表面水泥漿④洗後 7~l0 天將接縫條取出再以 l：
1 水泥砂漿勾縫。

207. (2)

關於斬石子施工法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柱與牆面之邊緣約 1.5cm 寬不能斬琢②斬琢時斬紋以垂直方向
為原則③粉刷後 1 至 2 天斬琢較省工④斬紋寬度不宜過大。

208. (4)

下列關於嵌銅條磨石子施工方法之敘述，何者錯誤？①粉刷打底為增強黏著，宜先以水泥漿塗刷於底地②上
度面層後用滾筒滾壓增加石粒的密實③石粒料徑約 9~12mm④上度粉刷經 3、6 天硬化後用磨石機磨過一次
後即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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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4)

混凝土內的水化產物 Ca(OH)2 在含有 CO2 及水的環境下會生成白色的碳酸鹽，吐出混凝土表面，俗稱①骨材
鹼質反應②硫酸鹽侵蝕③酸鹼侵蝕④白華。

210. (4)

請指出下列哪項為正確之砌磚施工順序：1.擺放磚塊 2.放樣 3.拉垂直線 4.重複摔砂漿，抹平，擺放磚塊動作
5.拉水平線 6.摔第一層砂漿，再用砌磚鏝刀撥漿 7.用竹掃把將溢出砂漿清掃平整，已硬化砂漿應用鏝刀刮除
①2135647②2135674③2356174④2356147。

211. (3)

在水泥水化反應中，何者為主要早期強度之提供者(1-7 天)①C2S②C3A③C3S④C4AF。

212. (3)

有關水泥混凝土維修，下列何者為錯誤？①鬆動之混凝土須清除乾淨②維修面須打毛，以利膠結性③維修材
料無須壓實④須依材料說明書施工。

213. (4)

有關蜂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蜂窩是存在於混凝土內的大孔隙，主要因充填粗粒料間孔隙的砂漿流失
所致②搗實不理想的混凝土也會產生蜂窩③蜂窩、龜裂、剝離等瑕疵通常都與析離有關④蜂窩影響外觀而對
結構體耐久性影響不大。

214. (4)

有關舖面用石材之敘述，何者為錯誤？①材料搬入時，承包商應確實查核其種類、規格、品質及數量並留下
紀錄備查②室外以濕式工法舖貼後，應以防水布遮蓋保護③嵌縫用之灰漿應為白水泥，加入適量之黏著化學
摻料使成糊狀稠度適當④地坪鋪石材地磚通常採用硬底工法施工。

215. (2)

有關面材嵌縫之敘述，何者錯誤？①嵌縫料之色樣應依設計圖之規定，並經業主核可後方得使用②嵌縫應於
舖貼隔日後，使用依配比摻拌均勻之砂漿，按設計圖規定之嵌縫方式確實施作，務使嵌縫砂漿填滿磚縫③舖
貼後應配合嵌縫料、黏著劑之硬化強度，並依據核准之技術資料及施工手冊規定，進行後續工作④嵌縫後磚
面上應擦抹乾淨，不得留有泥漿，凡遇有管洞之處，必須按照管洞形式開鑿(孔)後鑲入。

216. (2)

面材嵌縫深度不得大於地磚厚度多少①1/4②1/2③3/4④1。

217. (3)

有關斬石子準備工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①將混凝土表面異物清除，必要時以清潔劑清洗表面，再以清
水沖洗②於適當間隔或重要位置先作高低基準灰誌，以利於控制粉刷厚度③施工面宜乾燥，以減少其自粉刷
料中過量吸收水份④必要時將光滑之混凝土面打毛，並按製造廠商之規定塗黏著劑。

218. (134) 依據建築物磚構造設計及施工規範規定有關清水磚牆砌築之嵌縫工作，下列何者敘述正確﹖①應先以 5%鹽
酸溶液洗刷牆面，然後再用清水洗淨②嵌縫用漿應為 1：3 水泥砂漿另加防水劑③嵌水泥砂漿應較牆面縮進
2 公釐至 3 公釐④清水紅磚牆其內牆面與外牆面要求相同。
219. (13) 依據建築物磚構造設計及施工規範規定，有關混凝土空心磚牆砌築，下列何者敘述正確﹖①砌磚時各接觸面
應塗滿水泥砂漿，每塊磚拍實擠緊②每日所砌高度不得超過 1 公尺③砌築之混凝土空心磚牆應於 48 小時內
養護④砂漿終凝後才可清潔磚塊，清潔磚塊前，應將磚面鄰近可能被清潔劑損傷之表面加以保護。
220. (124) 面磚鋪貼時，應考量的是①水泥砂漿之伸縮率、吸水率②施作完成後若與實體樣品不符，承包人應敲除重作
③地坪施工不必考慮洩水坡度之方向④面磚舖貼完竣後 48 小時方可嵌縫。
221. (12) 有關水泥砂漿粉刷施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粉刷灰誌可控制粉刷面之精準度及平整度②施工面於水泥
粉刷前應予充分潤濕③以重量比 1：3 水泥砂漿填滿刮平至規定之厚度④水泥砂漿應隨拌隨用，拌和超過三
十分鐘者不得使用。
222. (14) 有關壁磚舖貼中薄漿(硬底)工法之施工步驟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施工面清理(洗)乾淨、灑水潤濕後，先
鋪佈一層接著劑或濃稠之水泥漿液②依瓷磚厚度選用適當之木鏝刀，將砂漿依單一方向舖佈、刮勻於施工面
上③在面磚背面將砂漿均勻刮佈於其上，施工面及面磚背面之接著砂漿的刮紋應互相平行④壁磚舖貼如無特
殊規定，應自中間基準線向左右兩邊舖貼，並予以適當調整。
223. (124) 有關粉刷作業灰誌之設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立柱如為整排，須先整排拉水平(出入)線，再於每柱面之
施設垂線後設置灰誌②立柱四個立面上、中、下均需設置灰誌③僅需設置一點灰誌④立柱四個隅角以塑膠角
條施作灰誌點。
224. (24) 地坪舖設大片(80cm×160cm)拋光石英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可採用軟底濕式工法②舖設拋光石英磚可不
用考慮厚度及尺寸③整理施作面→鋪設磁磚前需依基準點抓水平高程→彈射水平線(雙向)→形成基準面(洩
水坡度)→依基準點抓水平將半乾半濕之水泥砂舖平→拌合黏著料→將黏著料均勻塗佈於水泥砂層→將拋光
石英磚安裝定位→以敲槌工具輕敲至黏合並校正其平整度→將拋光石英磚沿基準面依序舖貼完成→用填縫
劑將磁磚間的間隙填平→將完成面多餘填縫劑擦拭乾淨，舖貼完成④不得使用硬底乾式工法施作。
225. (13) 下列有關紅磚的說明，何者正確？①紅磚依 CNS 磚之品質規定分為 1 種磚、2 種磚及 3 種磚②砌磚時應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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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同時並進，每日砌築高度不得超過 1.5 公尺，收工時需砌成階梯型接頭③結構牆用磚其吸水率應在 13%④
圖上如未特別註明，所用磚牆一概用荷蘭式砌法，即一皮丁磚一皮順磚相間疊砌。
226. (23) 砌磚之灰縫作用為①抵抗剪應力②均勻傳遞載重③防止雨水滲入④增加抗拉力。
227. (123) 下列相關噴洗石子作業的敘述何者正確？①作業中所產生的廢漿體，應集中收集沉澱處理，不得隨意排放②
若有脫層、顏色不一、石粒脫落應打除重做③施工中若突遇天雨應即停止，經雨淋沖刷部分應即鏟去，待天
晴重做④水泥摻用色料應分多次摻合，以免剩料太多，造成浪費。
228. (13) 磚造建築物之結構牆牆身厚度依建築物之樓層數與該牆壁之長度而定 。有關牆身之最小厚度(不含粉刷層)
之敘述何者正確？①平房牆身長度 5m 以下，最小牆厚 20 ㎝②平房牆身長度超過 5m 但 10m 以下者，最小牆
厚 40 ㎝③二層樓以上牆身長度 5m 以下，最小牆厚 29.5 ㎝④二層樓以上牆身長度超過 5m 但 10m 以下者，
最小牆厚 60 ㎝。
229. (134) 磚結構中牆開口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楣梁兩端伸入牆壁長度應在 20 公分以上，且其強度至少須
能承受由開口兩側向上內收 45 度角以內之重量②單片牆壁牆身開口長度之總和不得超過該牆身長度三分之
一③開口長度在 1 公尺以下者，開口部上緣可改為平拱或弧拱④平拱或弧拱之砌疊方法應由兩端往中央端施
作。
230. (13) 泥水作業放樣，有一個等腰三角形，順時鐘方向排列 ABC，已知 A 為頂點，∠A 之外角為 100∘，∠CAB
為 80∘則①∠ACB=50∘②∠ACB=100∘③∠CBA=50∘④∠CBA=80∘。
231. (23) 有一特殊磚塊試體，其面乾內飽和重 500 公克，完全浸入水中稱重得 400 公克，經 110±5℃烘乾 24 小時後，
3

重量為 430 公克，則下列對於該試體的敘述，何者錯誤？①特殊磚塊密度為 5g/㎝ ②含水量=17.5%③試體體
3

積=70 ㎝ ④面乾內飽和比重=5.0。
232. (234) 下列何者為磁磚材料的優點？①脆性低則不容易破裂②硬度大耐久性良好③吸水率低能抵抗化學腐蝕④色
彩不變富美觀性。
233. (123) 有關砌磚方式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①英式砌法係使用一皮順磚，一皮丁磚疊砌②順砌法係各皮均為順磚③
順砌法因強度不佳，僅用在 0.5B 磚墻，隔間或圍墻④美式砌法強度最大。
234. (123) 粉刷面膨脹鼓起的原因與下列何者有關？①底地沒潤濕②底地沒清乾淨③砂質含泥量大④砂顆粒較粗。
235. (13) 下列有關地面磨石子「面層磨光」的敘述，何者錯誤？①面層磨光包括粗磨、細磨以及面層打蠟②粗磨是指
磨石子面以滾筒滾壓後經 48 小時，以附有金剛石之磨石子機均勻研磨表面，使隔條露出，並以清水清洗磨
石子面清潔乾淨③在粗磨完成面上披上一層純水泥漿，重覆邊磨邊清洗乾淨，是為細磨④細磨通常以附有#
30 以上金剛石施作。
236. (134) 下列有關磁磚的敘述哪些為正確？①石質磚就是半磁化磚②馬賽克磁磚(俗稱網仔才)尺寸為 4 台分×8 台分③
石英磚屬於全瓷化磚④燒製磁磚使用滾軸窯、超大型成型機及電腦溫控而有全瓷化大型磚。
237. (14) 下列有關石材安裝工法的說明，哪些為正確？①地坪工法屬軟底舖貼②(傳統)濕式工法是厚石板最早被採用
的安裝工法③乾式工法是將石材利用金屬繫件直接固定，石材與壁體間需再充填入水泥砂漿④帷幕牆預貼工
法(GPC)以石材預先嵌入預鑄混凝土構件上，亦即石材與預鑄構材一體進行灌漿混凝土的工法。
238. (134) 下列哪些屬於石材病變現象？①白華②熱漲冷縮③填縫污染④污斑。
239. (134) 有關斬假石(斬石子)施工的敘述，下列哪些為正確？①施工前承包人應依其設計圖紋式或顏色作成 30 公分
見方樣品，送業主及建築師核定，並存工地②斬石子施工底層砂漿需以一份水泥加三份篩過石粉加適量水混
合③待底層乾後，灑水潤濕，並塗刷純水泥漿一層，然後以一份水泥，二份碎大理石適量石粉及礦物質顏料
拌合施作面層④面層適度乾硬後，始得選取適當斬斧斬砍表面。
240. (13) 下列斬假石(斬石子)施作應注意事項的敘述，下列哪些為正確？①斬石子的斧、鑿要鋒利，斬石面才會漂亮
②一包水泥配石粒 50 公斤③手工斬假石時，不宜摻入石粉④斬石面層下料前粉刷底層不用潤濕。
241. (123) 下列何者為有關飛灰性質之敘述，哪些為正確？①飛灰為玻璃質球形微粒，可減少拌合之水量②拌合混凝土
時，其流動性良好③可提高混凝土晚期強度④會降低混凝土水密性。
242. (124) 依據施工規範，有關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磚(ALC 磚)在材料搬運、準備及施工時之敘述，下列哪些
為應注意的事項？①ALC 磚需置於棧板上搬運②ALC 磚儲存時應保持乾燥及清潔③砌築完成之 ALC 磚牆應
灑水養護三天以上④ALC 磚及專用黏著劑應為同一廠商提供。
243. (124) 依據施工規範，有關高壓蒸氣養護輕質氣泡混凝土磚(ALC 磚)與各介面之處理方式敘述，下列哪些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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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ALC 磚牆與 RC 柱、牆接合部位，需預留 1.5 ㎝伸縮縫，並每隔一層以伸縮鐵件連接補強②ALC 磚牆與梁
底、樓板底接合部位、需預留 1.5 ㎝伸縮縫③門窗上緣需直接砌築 ALC 磚④木門框應選擇背面有凹槽者，以
利專用黏著劑填塞黏著，並須每層磚上用 50 ㎜×50 ㎜×1.5 ㎜補強鐵件固定。
244. (123) 下列有關混凝土空心磚的敘述，應注意的事項有？①混凝土空心磚須俟乾縮後才能使用②混凝土空心磚砌築
時，外緣四周須滿漿③符合規範所定抗壓強度以上的空心磚可用於結構牆之砌築④混凝土空心磚砌築時，含
水量須保持面乾內飽和的狀態。
245. (124) 砌磚施作過程中，下列應注意的事項有？①磚造牆身開口處頂部之楣梁，其寬度不得小於牆壁厚度②鋸齒狀
折牆放樣時，應注意角度之正確及各轉折之頂點是否在一直線上③磚牆頂部內置木磚時，應選用吸水性較高
者④屋頂和陽台的欄杆，不得單獨使用磚砌造。
246. (34) 下列哪些不是英式砌磚方法？
①

②

③

④

。

247. (234) 有關灰縫的形式何者具有較佳的立體感？①平縫②上斜縫③V 形縫④下斜縫。
248. (134) 有關灰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灰誌又稱「標準餅」、「摸吉」或「麻糬」②為控制砌磚之進度而製作
③施工前應先做控制用粉刷灰誌，地坪需配合洩水坡度④亦可考量做灰誌條以控制品質。

00900 泥水
1. (4)

甲級

工作項目 07：自主檢查

有關 PDCA 品質管理循環中，下列那個項目不包含於自主檢查項目之內①檢驗設備是否失準②不合格原因調
查③品質變異原因分析④品管組織分析。

2. (2)

為落實現場施工人員掌握施工過程及項工作之品質狀況，依據施工品質管理標準訂各項工程施工表格化之管
制表稱為①進度計劃管制表②自主檢查表③安全管理表④成本控制表。

3. (4)

施工品質自我評核中何者須立即改進①無進度管制圖或不符實況②工地髒亂，垃圾、雜物未清理③水電瓦斯
等管線保護不良④下包廠商未做市調。

4. (3)

砌磚施作過程，何者工法是錯誤的①磚造牆身開口處頂部之楣梁，其寬度不得小於牆壁厚度②鋸齒狀折牆放
樣時應注意角度之正確及各轉折之頂點是否在一直線上③磚牆頂部內置木磚時，應選用吸水性較高者④屋頂
和陽台的欄杆，不得單獨使用磚砌造。

5. (3)

工程施作前之放樣工程，放樣結束後那些是必須檢查事項？①建築線依指示(定)圖現場引測無誤②基地施工
標高引測無誤③機電設施位置與實測圖標示相符④建物按核准圖於場現場放樣無誤。

6. (2)

有關鋼筋材料規格及品質之查核，那一項是可免除檢查事項？①強度試驗報告書②氯離子試驗報告書③無輻
射鋼筋證明書④出廠證明書。

7. (3)

大理石施工留縫誤差超過標準，下列何者不是主要檢查項目①施工前放樣基準線是否核對無誤②放樣儀器如
經緯儀等是否有儀器誤差或人為失誤③粉刷層厚度是否足夠④安裝大理石帷幕牆前宜再次量測尺寸是否合乎
規範要求。

8. (4)

混凝土工程完成面檢查，那一項是可免除檢查事項？①無蜂窩現象②無龜裂、冷縫之情形③外牆進出精度是
否合乎要求④屋頂防水工程無漏水之情形。

9. (2)

水泥粉刷工程自主檢查，那一項是可免除檢查事項？①粉刷面施工前清潔處理②裂隙縫之批土作業③灰誌位
置及數量④水電管線、門框及窗框先行安裝。

10. (2)

磁磚舖貼工程自主檢查，那一項是可免除檢查事項？①貼磁磚面先行打設墨線②砂紙磨光次數③磁磚、黏著
劑散料批號數量核對④進行磁磚敲實及調整灰縫，瑕疵磁磚剔除。

11. (1)

有關粉刷工程施作過程下列敘述何者為錯誤？①自地面高度 6 公尺以上投下垃圾或其他容易飛散之物體時，
應用垃圾導管或其他防止飛散之有效設施②防火門之門扇高度應在 180 公分以上，寬度應在 75 公分以上③混
凝土灌注完成後，灑水養護之目的為防止混凝土水分快速蒸發④柱之箍筋間距不得大於 16 倍主筋直徑或 48
倍箍筋直徑或柱之最小邊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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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舖貼面磚施工，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柱梁或牆轉角處應求美觀，其切割面可外露②舖貼後以木槌或橡膠槌
輕敲，調整面磚位置及縫寬，同時增加其黏著力③面磚裁切應使用動力切具裁切，切口應平順整齊④一般規
定最後不足 1 塊而需裁切者，裁切後不得小於 1/4 塊。

13. (1)

面磚舖貼完成有關計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①填縫料及崁縫料、清潔與保護必須計量②打底、整平、粉刷、
黏貼崁縫按平方公尺計算③踢腳磚則按不同高度以公尺計量④牆面及地面磚按平方公尺計算。

14. (1)

石材施工使用黏著材及填縫劑工作檢查，下列何者不適宜？①契約規格所選用之石材面磚/地磚應使用業主提
供黏著劑、添加劑及填縫劑之組配方式②防水填縫材料時，應使用不污染石材面磚/地磚之防水填縫材料③室
2

2

外石材面磚/地磚黏著劑部份需達到下列標準：剪力黏結強度≧10kgf/cm 且抗壓力強度≧210kgf/cm ④嵌縫用
之灰漿應為水泥，加入適量之黏著添加劑使成糊狀稠度適當後施工。
15. (234) 施工自主檢查表中所列主要裝修工程指的是①基礎工程②泥水粉刷工程③牆面砌築紅磚工程④牆面油漆工
程。
16. (13) 施工自主檢查表中所列之簽章欄，需簽章之人員為？①工地負責人②起造人③承造人④設計人。
17. (234) 自主檢查表的內容應載明：①工程造價及概要②事業單位及工程名稱③檢查日期及檢查人員④檢查結果。
18. (123) 有關砌磚工程中，砌築作業施工之自主檢查，下列何者正確﹖①磚塊於砌築前充分濕潤②磚牆縫交錯疊砌③
磚縫塗滿水泥砂漿④查驗磚塊檢驗報告。
19. (234) 以下項目何者是自主檢查常見的缺失？①檢查項目涵蓋契約訂定之主要施作項目②實際檢查值可量化者未量
化，或僅打勾或寫合格③檢查項目之期程跨越一週以上，如一週才填一張表④檢查標準比契約、施工規範規
定值較為寬鬆。

00900 泥水

甲級

工作項目 08：作業相關法令

1. (1)

泥水作業所造成的空氣污染物，最主要是①懸浮微粒②二氧化碳③一氧化碳④二氧化硫。

2. (4)

粉刷工程常見之主要公害為①水污染②土壤污染③廢氣污染④粉塵。

3. (1)

磨石子作業中造成的水污染，主要成份①懸浮固體物②酸鹼度③油脂④重金屬。

4. (3)

下列何者為建築工程污染最主要者？①土壤污染②水污染③廢棄物、噪音及灰塵污染④水污染及土壤污染。

5. (1)

於「廢棄物清理法」中，建築廢棄物屬①一般事業廢棄物②特殊事業廢棄物③國防事業廢棄物④重工業廢棄
物。

6. (2)

勞工被保險者，若發生一般性傷害，可請求保險單位①現金給付②醫療給付③資遣費④退休金給付。

7. (1)

工作台活動板之支撐點至少應有三處以上，架板端突出支撐點之長度不得大於板長 1/18，但不得小於①10cm
②20cm③30cm④40cm。

8. (3)

1219 型門型鋼管施工架，其 1219 是指施工架①高度②長度③寬度④管徑。

9. (4)

下述那一項法規條文與砌磚工本身權益無直接關係①勞動基準法②勞工保險條例③建築技術規則④建築法。

10. (2)

磨石機之閘刀開關保險絲燒毀原因，下列敘述何者為誤①磨石機之電纜線徑不足②起動電流過大③超載④短
路。

11. (2)

有害作業環境測定記錄一般均保持①一年②三年③五年④六年。

12. (3)

有害作業環境測定記錄保存五年者為①高溫②噪音③粉塵④有機溶劑

13. (2)

職業安全標示顏色中，會發生立即危險的設施及場所，應標示①紅色②橙色③黃色④綠色。

14. (4)

下列有關竹材施工架之敘述，何者為錯誤？①須使用末梢外徑 4cm 以上之孟宗竹②立柱間距不得大於 1.8m

作業環境。

並須防止柱腳之滑動或下沈③橫檔應搭接在節點處④踏腳桁以使用竹材為限。
15. (4)

施工架上使用木板做工作台，其厚度應為①1cm 以下②1cm～2cm③2cm～3.5cm④3.6cm 以上。

16. (1)

施工架上設置坡道，其與地面之夾角應為①30°以下②30°～40°③40°～50°④50°以上。

17. (4)

施工架上放置坡道如兼為運送材料用，則其寬度應為①30cm 以下②30cm～50cm③45cm～60cm④60cm 以上。

18. (1)

施工架工作台設置活動板時下列何者有誤？①板料寬度不得大於 20cm②長度不得小於 3.5m③支撐點應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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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上④厚度應大於 3.6cm。
19. (2)

中央主管勞工安全衛生業務的機關為①內政部②勞動部③經濟部④經建會。

20. (4)

下列何種材質不得做為施工架之構材？①竹②木③不銹鋼管④鑄鐵管。

21. (4)

使用施工安全帶，應繫於人體之何處？①腰前②腰後③胸前④胸後。

22. (2)

事業單位僱用勞工未滿多少人時，其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得由事業經營負責人擔任？①10②30③50④100。

23. (4)

職業安全標示中，表示禁止之幾何圖形為①三角形②方形③矩形④圓形。

24. (1)

職業安全標示中，表示警告之幾何圖形為①三角形②方形③矩形④圓形。

25. (3)

不得從事高架作業之男女作業勞工年齡為①超過 50②未滿 20③未滿 18 或超過 55④未滿 16 或超過 60

26. (3)

在高溫場所工作之勞工，僱主不得使其每日工作時間連續超過幾小時?①2②4③6④8。

27. (1)

施工井主要是機具材料的①垂直運輸②水平運輸③垂直與水平運輸④地面運輸。

28. (4)

為實施勞動檢查，貫徹勞動法令之執行，維護勞雇雙方權益，安定社會，發展經濟，所制定之法令稱之為①

歲。

職業安全衛生法②勞動基準法③勞工保險條例④勞動檢查法。
29. (4)

下列何者非勞基法規範之範疇？①每週工時②請假規則③資遣④公會組織。

30. (1)

現行我國對工地違反環保法令中，罰鍰最重者為違反①空氣污染防製法②水污染防治法③噪音管製法④廢棄
物清理法。

31. (234) 依據營造業法之規定，下列何者為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理之工作？①綜理各工程款項之規劃及給付
②於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③查核施工計畫書，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④督察按圖施
工、解決施工技術問題。
32. (124) 依職業訓練法所訂職業訓練之實施，分為：①養成訓練②進修訓練③高階訓練④技術生訓練。
33. (134) 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停車空間之規定，為？①雙車道寬 5.5m 以上②單車道寬 3m 以上③坡度不得大於 1/6④樓
層淨高不得小於 2.1m。
34. (134) 雇主依規定設置之護欄，應依下列規定辦理①應設有高度 90 公分以上之上欄杆②以鋼管構成之上欄杆、中間
欄杆及杆柱之直徑均不得大於 3.8 公分③以木材構成者，腳趾板高度應在十公分以上④以金屬網、塑膠網遮
覆上欄杆、中欄杆與樓板或地板間之空隙者，得不設腳趾板。
35. (23) 有關物料儲存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不得儲存於距庫門或昇降機一公尺範圍內②袋裝材料之儲存不得超
過十層③袋裝材料之儲存至少每二層交錯一次④磚、瓦等類似材料堆積高度不得超過一點五公尺。
36. (24) 有關勞工健康檢查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①雇主於僱用勞工時，應施行健康檢查②對於從事特別危害
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行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③健康檢查費用由雇主與勞工各半負擔④健康檢查應建立健
康檢查手冊，發給勞工。
37. (124) 雇主對捲揚裝置應於每日作業前就其①制動裝置②安全裝置③電路系統④控制裝置及鋼索通過部分狀況實施
檢點。
38. (23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內容有關檢查之項目應包括①工程進度②重點檢查③作業檢點④現場巡視。
39. (24) 依據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規定，雇主為保持袋裝儲存之穩定，下列作法何者正確？①堆放高度不得超過十
五層②至少每二層交錯一次方向③超過十層以上部分應向內退縮，以維持穩定④交錯方向易引起材料變質
者，得以不影響穩定之方式堆放。
40. (234) 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規定，雇主設置傾斜路代替樓梯時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傾斜路之坡度可
大於 30 度②傾斜路之表面應以粗糙不滑材料製作③不得有妨礙工作人員通行之障礙物④具有堅固的構造。
41. (234) 於工地使用電器設備，下列行為何者正確？①安裝接地線是防止雷擊的最佳方法②拔卸電器插頭，應自插頭
處拔卸③手足潮濕避免操作電動機具④使用絕緣良好的工具修理電動機具。
42. (234) 依採購法規定，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廠商須繳納押標金；得標廠商須繳納保證金或提供
或併提供其他擔保。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①勞務採購，皆應繳交押標金及保證金②未達公告金
額之工程、財物採購，得免收押標金、保證金③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得免收押標金④依市場交易慣例或
採購案特性，無收取押標金、保證金之必要或可能者。
43. (123) 若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所稱室內裝修指的是下列哪些行為？①固著於建築物構造體之天花板裝修②內
部牆面裝修③分間牆變更④壁紙、壁布、窗簾、家具、地氈等之黏貼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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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134) 高處施工作業時雇主設置之安全網，應依下列哪些規定辦理？①安全網材料、強度須檢驗合格②工作面至安
全網架設平面之攔截高度，不得超過 3 公尺③使用於結構物四周之安全網時，應依規定延伸適當之距離④結
構物外緣牆面可以設置垂直式安全網者。
45. (23) 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工資之給付是①經由勞雇雙方議定之，可以低於基本工資②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
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③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
上④雇主對勞工得因性別而有差別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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