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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32類科技師
（含第二次食品技師）、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
（第二階段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記帳士考試、
109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類
科：建築師
科
目：建築環境控制
考試時間： 2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甲、申論題部分：（40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試回答下列問題：
住宅類建築之外殼節能設計指標 Req 之定義為何？（10 分）
臺北與高雄的住宅在 Req 之基準上有何差異？（5 分）
開窗形式對於 Req 之影響為何？（5 分）
二、某大飯店客房層之空調欲採用 FCU 搭配各層外氣空調箱系統。
（每小題10分，共20分）
請繪製客房層之空調系統圖（不需包含熱源側）
。
並請以防音、防振的角度說明各層空調系統在設計上之注意事項為何？
乙、測驗題部分：（60分）
代號：48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40 題，每題1.5 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於某無日射空間中所測定的黑球溫度，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周壁輻射溫度高於空氣溫度且有風時，黑球溫度會比空氣溫度來得低
周壁輻射溫度低於空氣溫度且無風時，黑球溫度會比空氣溫度來得低
周壁輻射溫度高於空氣溫度且無風時，平均輻射溫度會比空氣溫度來得高
依據黑球溫度、空氣溫度與風速，可求取平均輻射溫度
2 有關玻璃之遮陽性能（η 值）與隔熱性能（U 值），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Low-E 玻璃屬於遮陽性能較佳的玻璃
反射玻璃的遮陽性能與其塗膜有關
雙層玻璃是屬於隔熱性能較佳的玻璃
透明清玻璃兼具 η 值小與 U 值小的特性
3 有關熱容量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熱容量大的物體溫度上升時需要吸收大量的熱量
建築物牆面或屋頂採用鍍鋅鐵板時，熱容量較小
混凝土造的建築熱容量大，故室內氣溫變動幅度較小，時滯現象的時間亦較短
鍍鋅鐵板薄壁構造，熱容量小，故容易受外氣溫和日射的影響，室內氣溫升降較快
4 有關建築物隔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一般隔熱材密度愈低隔熱性愈佳
理想的隔熱材最好具有吸濕性
淡色系之建築外表材料，可以防止吸收大量之日射熱
增加玻璃厚度對隔熱效果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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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一般居室之開口或開窗之有效通風面積與室內樓地板面積的百分比，不得小
於多少？
3
5
7
 10
6 有關風力換氣之敘述，何者錯誤？
通風換氣量與開口面積成正比
流量係數與風速成正比
屋面的風壓係數與建築物的外型有關
依據迎風面與背風面的壓差來達成換氣
7 有關換氣計畫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室內人數眾多或有大量污染物發生時，須大量換氣以維持室內空氣品質之穩定
換氣方式依原動力可分為自然換氣和機械換氣兩種
自然換氣是依自然風之風壓力或室內外溫度差造成之浮力而進行換氣
自然換氣和機械換氣，兩者之空氣流動原理不相同
8 有關室內空氣污染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病態大樓症候群」的發生原因之一是室內換氣量不足
所謂的室內空氣污染物質也包括二氧化碳
「退伍軍人症」是由室內建材揮發之化學污染物質所導致
甲醛常被使用於裝潢材料與裝修過程中，是室內常見的空氣污染物質
9 某房間容積為 100 m3，壁面建材之甲醛逸散速率為 4×10-6 m3/h，且若外氣中甲醛濃度為 0 ppm，
室內外無溫度差且室內空氣完全均勻混合，欲將室內甲醛濃度控制在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的基準
0.08 ppm 以下時，所需之必要換氣量為多少 m3/h？
 60
 16.7
 50
 200
10 有關太陽與日照、日射的敘述，下列何者較為正確？
日射係指太陽輻射中的光能
臺灣地區全年日照時數可達 3000 小時以上
臺灣各地區全年的日射量十分接近
冬至日正午時，美國紐約市（緯度約 40）太陽高度角較臺北（緯度約 25）之高度角小
11 晝光率（daylight factor）的計算與下列那個因素無關？
窗面玻璃材質
建築物總寬度
測點到窗口的距離
開窗面積
12 學校教室應設置採光用窗或開口，其採光面積不得小於樓地板面積之比率為何？
 1/2
 1/3
 1/4
 1/5
13 於醫院的設計中，下列各空間的照度基準排列順序何者正確？
辦公室＞手術室＞候診室
手術室＞辦公室＞候診室
手術室＞候診室＞辦公室
辦公室＞候診室＞手術室
14 一座 2 萬席之矩形平面體育館室內無吸音處理，下列何者為最可能出現之音響障害（或稱音響障
礙）？
音影
音焦點或音回走
回音
過度音染色
15 有關餘響（reverberation）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指聲音停止後，聲音不會立即消失的音衰過程
一般將餘響時間定義為聲音停止後，音能衰減百萬分之一之時間
相同室容積下，教會音樂演奏的最佳餘響時間會比一般上課教室來得長
 T60 表示音能衰減歷時 60 秒之意
16 若空氣中之聲音速度為 340（公尺/秒）
，則聲音頻率 100 Hz 之波長與 500 Hz 之波長，兩者波長相
差多少公尺？
 0.68
 2.72
 1.7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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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有關建築構造之隔音，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使用雙層構材，儘量減少音橋現象
使用氣密構造，慎重檢討構造之氣密性，利用填塞材料，減少漏音
使用輕質材料，依質頻法則，面密度小，隔音值也高
使用阻尼材料，利用橡膠、鉛板等附著在板構上，增加薄板構造之阻尼作用，減少共振
18 下列何種建築用途之每人每日用水量最大？
旅館客房
劇場
小學
辦公室
19 下列何種存水彎破封的原因，無法藉由加裝通氣管而解決？
迴壓作用（又稱背壓作用）
自行虹吸作用
蒸發作用
誘導虹吸作用
20 有關排水系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排水系統於大氣中隔斷分開後，再排向一般排水系統之受水容器或排水器具中之排水方式稱為
錯接排水
與衛生器具所附屬或內藏之存水彎相接續之排水管稱為器具排水管
雜排水為除大小便器及其類似用途之器具外，其他器具之排水，但雨水及特殊排水不包含在內
污水指的是從大小便器及其他類似用途之器具所排出之水
21 有關容易發生水槌現象（水擊現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配管轉彎處
泵浦揚水管容易引起水柱分離（cavitation）處
管內壓力低或流速較小處
水流經常瞬間開啟或關閉者
22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中，安全梯與特別安全梯的主要差異為何？
入口處防火門的標示燈
排煙室的設置
緊急照明設備
緊急廣播設備
23 消防設備中，初期滅火設備不包括下列何項設備？
室內消防栓
泡沫滅火器
撒水頭
送水口
24 為防止建築物內發生火災時之火勢延燒，下列有關裝修材料敘述何者錯誤？
應優先使裝潢材料、傢俱等物品不燃化
耐火板係指符合耐燃一級之材料
混凝土、磚或空心磚、瓦等建材屬不燃材料
建築物 11 層以上部分，每 500 平方公尺內有防火區劃之部分，居室應採用耐燃一級的內部裝
修材料
25 下列何種空調方式者較不適宜？
在一個大型辦公空間的開放式辦公區使用可變風量中央空調系統
在一個大型表演場中使用 FCU（fan coil unit）系統
在機場的挑高大廳使用地板輻射併用近樓地板面置換式（或做氣移換式）送風的冷房系統
在一個小型餐廳使用箱型冷氣併用風管之系統
26 中央式空調箱（air handling unit）中，不包括下列那一個裝置？
送風機
冰水盤管
冷卻水管
空氣過濾器
27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高層建築物專章之建築設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高層建築物每超過 70 公尺者應設置中繼幫浦
連結送水管 3 支以下時，中繼幫浦出水口之水量不得小於 1400 公升／分
設置室內供消防隊專用之連結送水管，其管徑應為 50 公厘以上，出水口應為雙口形
連結送水管出水口之出水壓力不得小於 3.5 公斤／平方公分
28 空調節能在換氣系統方面之考量，下列何者錯誤？
避免過多的外氣引入及停止不必要之換氣
將大容量之送風機分成數台小容量送風機進行台數控制
利用外氣冷房之方式
變電室使用空調時應導入外氣

代號：80140
頁次：4－4
29 有關無障礙垂直通路使用之昇降機，下列設置要求何者錯誤？
昇降機出入口之樓地板應無高差，且坡度不得大於 1/50
昇降機出入口應留設不得小於直徑 1.2 公尺之淨空間
關門時間：梯廳昇降機到達門開啟至關閉之時間，不應少於 10 秒鐘
機廂尺寸：昇降機門的淨寬度不得小於 90 公分，機廂之深度不得小於 135 公分
30 具有經濟部節能標章認證的室內照明燈具，下列何者不是產品型錄上應標示的項目？
色溫
燈具效率
演色性指數
功率因數
31 有關接地工程（grounding）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配線設計的接地是為了保障設備及線路使用上的安全
設備接地指的是將高低壓用電設備非帶電金屬部分接地
內線系統接地通常安裝於接戶開關及電度表之附近適當位置
將設備與內線系統整合成共同接地會增加工程費用
32 某室內每平方公尺之平均照度為 500 lx，燈具發光效率為 50 lm/W，照明率為 0.8，維護率為 0.5，
則該空間的用電密度為多少 W/m2？
 100
 50
 25
 15
33 建築物設置受變電設備的電氣室時，其設置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變壓器具有發熱之特性，故必須考量換氣或空調設備之建置
應設於建築物負載中心附近，以減少電壓降及減少電力損失
考量台電與建築物戶間的責任區分與外線引入，電氣室須設置於地下最下層
通道寬度與室內淨高應考量機器的搬運與日後的維修
34 臺灣近 10 年來之平均日照時數統計，那個城市最低？
高雄
臺中
臺北
臺東
35 有關日射與外殼節能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造成夏季冷房負荷的主要日射成分為遠紅外光
寒帶與溫帶氣候建築需要優於熱濕氣候區建築的外牆隔熱性能
 Low-Ｅ玻璃主要性能為隔絕日射之可見光成分
遮陽板主要功能在於隔絕間接日射
36 依據綠建築評估手冊，有關空調節能技術評估，下列何者不屬於熱源系統節能技術？
冰水主機台數控制系統
變風量系統
全熱交換器系統
外氣冷房系統
37 依據綠建材設計技術規範，下列那些標章的產品得列入綠建材使用率之計算？①綠建材標章
②環保標章 ③節能標章 ④省水標章
僅①②
僅①②③
僅①③④
①②③④
38 有關透水性鋪面之設計，下列何者錯誤？
透水性鋪面係能使雨水通過人工鋪築之多孔隙鋪面直接滲入地下，而具有使水還原於土地者
透水性鋪面可減輕排水道負擔及延緩洪峰流量
塊狀鋪面，鋪面間有較大之間隙可填入砂土，鋪面下採用透水性底層如礫石及砂土層
透水性鋪面為考量透水成效，避免孔隙阻塞，鋪面應設於滲透係數低之黏土層
39 一般建築的碳足跡，在生命週期中的那個階段最高？
生產階段
施工階段
使用階段
廢棄階段
40 某小學教室設計之考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教室照明迴路應以平行窗戶點滅為原則
教室前方講台牆面應以反射材裝修以防止回音
桌面照度不得低於 500 lux
窗簾不阻擋氣窗，以利通風採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