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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
（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引水人、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
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普通考試地政士、
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類
科：大地工程技師（一）
科
目：鋼筋混凝土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可以使用電子計算器。
甲、申論題部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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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筋混凝土設計」依據及作答規範：內政部營建署「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內政
部 100.6.9 台內營字第 1000801914 號令；中國土木水利學會「混凝土工程設計規範」
（土木 401-100）。未依上述規範作答，不予計分。

一、有一矩形斷面之鋼筋混凝土簡支梁，跨度為 6 m。梁斷面寬度 35 cm，
有效梁深 53 cm，斷面如圖所示。簡支梁全跨度承受均佈使用靜載重（含
自重）3000 kgf/m 與活載重 3500 kgf/m。於剪力設計之臨界斷面處配置
D10 間距 10 cm 的矩形閉合剪力鋼筋，D10 鋼筋之截面積為 0.71 cm2。
混凝土 f c =210 kgf/cm2，剪力鋼筋降伏強度 fyt =2800 kgf/cm2。試檢核於
剪力設計之臨界斷面處配置的剪力鋼筋是否符合規範之規定。
（25 分）

53 cm

35 cm

D10 剪力鋼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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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一鋼筋混凝土單向版，版厚 25 cm，跨度 5 m。單向版承受均佈使用
靜載重（含自重）600 kgf/m2 及活載重 300 kgf/m2。單向版配置 D13 主
筋（撓曲鋼筋）
。單向版於與主筋相垂直方向須配置溫度鋼筋，溫度鋼
筋亦為 D13。混凝土 f c =210 kgf/cm2，鋼筋降伏強度 fy=4200 kgf/cm2。
主筋之混凝土保護層為 2 cm。D13 鋼筋之直徑 db=1.27 cm，截面積
Ab=1.27 cm2。試計算跨度中點處主筋之間距及溫度鋼筋之間距。
（25 分）
溫度鋼筋

主筋

參考資料：

As ,min 

14
0.8 f c
bw d
bwd 但須大於等於
fy
fy

主筋最大鋼筋間距不得大於版厚三倍或 45 cm 之小者。
溫度鋼筋間距不得大於版厚之 5 倍，也不得大於 45 cm。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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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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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 fc′=280 kgf/cm2 之混凝土，規範中等值應力塊的深度為：
0.75 倍壓力區總深度

0.8 倍壓力區總深度

0.85 倍壓力區總深度

0.7 倍壓力區總深度

2 如果一個矩形鋼筋混凝土梁之總深度為 50 cm，保護層為 4 cm，箍筋為#4（直徑 1.27 cm），
主筋為#8（直徑 2.54 cm，面積 5.07 cm2，外側 5 支，內側 2 支，兩排淨間距 2.5 cm）
，則彎
矩計算時之有效深度約為：
43.1 cm

42.0 cm

41.7 cm

41.1 cm

2.2 tf/m3

2.1 tf/m3

3 一般設計所用之鋼筋混凝土單位重為：
2.4 tf/m3

2.3 tf/m3

4 混凝土標稱彎矩強度計算時，混凝土最外緣之應變為：
0.003

0.0025

0.0035

0.002

5 剪力設計時，下列何者錯誤？
混凝土強度公式分簡化式與詳細計算式兩種
當柱內軸力為壓力時，柱斷面至有效深度內之斷面可依據有效深度處之剪力做設計
軸壓力之存在會影響混凝土之抗剪強度
垂直剪力箍筋應考慮剪力之正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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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鋼筋伸展長度之計算，下列何者錯誤？
握裹長度為鋼筋臨界應力斷面至遠端自由端之長度
伸展長度與同排鋼筋之數量與間距有關
伸展長度與保護層厚度有關
伸展長度與混凝土強度有關
7 單向樓板之定義為：
格間的長寬比大於 1.5

格間的長寬比小於 2

格間的長寬比大於 2

格間的長寬比小於 1.5

8 樓板角落加排鋼筋（上層）之排法為：




沿對角





沿長邊

沿短邊

45°

9 樓板角落加排鋼筋（下層）之排法為：






沿長邊

沿對角



沿短邊

45°

10 鋼筋混凝土斷面之撓曲剛度 EI，常以混凝土之 Ec Ig 為主，是因為：
混凝土占大部分面積

混凝土之彈性模數較大

偏好使然

混凝土之單位重較重

11 若擔心無梁版的穿孔剪力破壞，在臨近破壞前下列何者之效果最差？
增加版厚

柱頭版

柱冠

版內埋藏隱形鋼筋混凝土梁

12 柱設計之基本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混凝土之等值應力塊仍可適用

應變為線性變化

鋼筋應力由其對應之應變決定

斷面之壓力總和應等於斷面之拉力總和

13 柱設計之計算強度計算過程中，如下圖所示之中性軸位置，求編號 2 之鋼筋應變值為：
編號2鋼筋

鋼筋中心距斷面外緣為7.5 cm
鋼筋間距皆為等間距
中性軸位於斷面右外緣
斷面最左緣為壓應變最大處

60cm

60cm
0.0012

0.0017

0.0015

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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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柱設計之計算強度計算過程中，如下圖所示之中性軸位置，該斷面之拉應力區之合力為：
鋼筋中心距斷面外緣為7.5 cm
鋼筋間距皆為等間距
中性軸位於斷面右外緣
斷面最左緣為壓應變最大處

60cm

fc′=280 kgf/cm2
單支鋼筋面積=5.07 cm2

60cm

21.3 tf

fy=4200 kgf/cm2

0 tf

42.6 tf

857 tf

15 柱設計時，斷面內力點與交互影響面（strength interaction diagram）之檢查原則，下列何者錯誤？
內力點位於交互影響面以內代表不會發生破壞
交互影響面上的每一個點皆代表一組發生破壞的內力組合
內力點之發展過程假設為自原點至該點之直線路徑
交互影響面為單軸彎矩之交互影響線對縱軸旋轉所得出
16 如下圖所示之單筋 T 形梁，已知 fc′=280 kgf/cm2，fy=4200 kgf/cm2，標稱彎矩強度計算時之中
性軸位置為：
版厚15cm

有效翼緣寬300cm

總深60cm
As總面積20cm2，距下緣7.5cm
腹版寬40cm
距頂緣 1.18 cm

距頂緣 1.38 cm

距頂緣 8.82 cm

距頂緣 10.4 cm

17 扭力設計時之排筋，下列何者錯誤？
縱向鋼筋只需排在上下兩排
扭力形成的裂縫呈現 S 形
平衡扭矩不管數值為何皆須考慮設計
諧和扭矩若超過開裂扭矩則僅需依照開裂扭矩設計

代號：10330
頁次：8-5
18 設計載重組合中，有下列兩種組合：U1=1.2D+1.0E+1.0L 及 U2=0.9D+1.0E，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兩者皆有控制的可能，視斷面所在位置

側向力與垂直力可能形成反向的內力

U2 將控制

規範需考慮各種可能之不利情況

19 環箍筋與獨立之橫箍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兩者之設計最大軸力強度有所不同
兩者提供之圍束效果有所不同，破壞的模式亦有所不同
規範對兩者之強度折減係數有所不同
前者用於圓形柱，後者用於矩形柱
20 設計中，於#3，#4，#5 號鋼筋使用較小之 fy，而於#6 及以上之鋼筋號數用較大之 fy，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小號鋼筋常用於箍筋需要加以彎折
與搬運時之負重有關
永久變形亦伴隨著殘餘應力之發生
較高之 fy 需要較高之彎折彎矩以形成永久變形
21 鋼筋混凝土設計時，下列何者錯誤？
鋼筋在裂縫發生後發揮控制裂縫之作用

混凝土不容許有裂縫發生

鋼筋只有在裂縫發生後才會有大量的變形 鋼筋可避免脆性破壞之發生
22 梁設計時，最小鋼筋量的要求是基於：
產生更好的圍束效果
為控制裂縫之大小
為保證拉力控制的破壞形式
避免混凝土開裂時，瞬間移轉之力量造成鋼筋即時的降伏
23 有關 RC 梁配置壓力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需增加梁構件斷面之深度

需增大混凝土受壓面之承載面積

會增大混凝土受壓面產生之潛變及收縮

可減小 RC 梁構件承載後產生之長期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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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簡支 RC 矩形梁斷面為 30 cm × 50 cm，有效深度 d = 45 cm，配置 2 支 D25 拉力鋼筋；若
已知混凝土強度 fc′ = 280 kgf/cm2；在計算此梁撓度時，若忽略鋼筋的影響，則其開裂彎矩 Mcr
最接近下列何值？

4.2 tf-m

5.2 tf-m

6.2 tf-m

7.2 tf-m

25 承上題之梁，此梁承受扭力時的開裂扭力 Tcr 最接近下列何值？
1.5 tf-m

2.5 tf-m

3.5 tf-m

4.5 tf-m

26 臺灣地區混凝土彈性模數偏低，依最新（土木 401-109）混凝土設計規範對常重混凝土彈性模
數已修正為 Ec = 12000

f c kgf/cm2。此修正將對 RC 構件分析之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實際之彈性模數比 n 會減小
RC 梁計算之撓度值會減小
RC 梁在彈性階段若鋼筋承受相同應力時，相鄰握裹之混凝土應力會減小
混凝土柱受壓之臨界挫屈載重會增大
27 一 RC 梁構件鋼筋及混凝土握裹良好情況下，已知混凝土強度 fc′ = 350 kgf/cm2，鋼筋彈性模
數為 2.04 × 106 kgf/cm2；若在鋼筋應力為 180 kgf/cm2 時，則與鋼筋相鄰之混凝土應力約為何
值？（假設混凝土彈性模數 Ec =12000
15 kgf/cm2

f c kgf/cm2）

20 kgf/cm2

25 kgf/cm2

30 kgf/cm2

28 有關 RC 房屋結構之邊梁設計敘述，何者正確？
邊梁需進行扭力分析及設計
邊梁懸出之有效翼版寬度不得超過該梁跨度的 1/8
邊梁懸出之有效翼版寬度不得超過翼版厚度的 8 倍
邊梁懸出之有效翼版寬度不得超過該梁與鄰梁間之淨距的 1/3
29 有關 RC 梁混凝土之剪力強度敘述，何者正確？
梁上混凝土提供的剪力強度，不受梁中鋼筋的影響
梁上每一處斷面混凝土的剪力強度，不受該處所承受彎矩的影響
RC 梁若另外承受到軸壓力作用時，則其混凝土剪力強度會因而變大
梁之混凝土剪力強度，可以 0.50

f c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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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一鋼筋混凝土梁受荷載作用產生撓曲裂縫，如圖示。有關圖中二裂縫 A 及 B 間之應力分布，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裂縫 A 或裂縫 B 處混凝土之握裹應力最小
裂縫 A 或裂縫 B 處之鋼筋應力最小
裂縫 A 及裂縫 B 中間之 C 處混凝土之握裹應力最大
裂縫 A 及裂縫 B 中間之 C 處之鋼筋拉應力最大
31 一巨積混凝土梁使用 3 支 D32 鋼筋成三角形束筋，則此束筋在計算其受拉延伸長度時之等值
直徑 db 最接近何值？

32 mm
44 mm
55 mm
64 mm
32 一 RC 方形柱斷面為 50 cm × 50 cm，已知有效深度為 43.5 cm；混凝土強度 fc′ = 280 kgf/cm2，
鋼筋降伏強度為 fy = 4200 kgf/cm2，若此柱承受軸壓力及彎矩作用，且其中性軸位置 c = 18 cm；
則此柱在此時之強度折減因子為何？
0.66
0.72
0.78
0.84
33 一方形 RC 横箍柱，若承載之軸力及彎矩，恰好落在軸力-彎矩（Pn-Mn）互制圖之 AB 線的
中點 D；則此時此柱偏心距 e 最接近何值？

10 cm
15 cm
20 cm
34 承上題之方形 RC 柱之軸力-彎矩互制圖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25 cm

規範規定此柱的最大設計承載軸力為 364 tf
此柱在同時承受一彎矩 Mn = 60 tf-m 及一軸力 Pn = 480 tf 時會破壞
此柱在承受一彎矩及軸力，落在 AB 線段時，則此柱必為壓力控制斷面
此柱在承受一彎矩及軸力，落在 BC 線段時，則此柱必為拉力控制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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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 2 m × 3 m 之矩形基腳，如圖示。若經計算其短向鋼筋總量為 As = 45 cm2，則其中央帶 AB
範圍內需分配的短向鋼筋量應為何？
A

25 cm2

28 cm2

B

32 cm2

36 cm2

36 對於懸臂式擋土牆設計，下列規定何者正確？
應按撓曲構件之規定設計
一般最少量垂直鋼筋斷面積為牆之水平總斷面積乘以 0.0012
一般最少量水平鋼筋斷面積為牆之垂直總斷面積乘以 0.0015
若經檢核需配置剪力筋時，不可以加厚牆體方式取代
37 現場澆置之牆或墩柱之縱向鋼筋與基腳介面之處理時，下列何者錯誤？
可以插接筋設計處理
牆或墩柱之縱向鋼筋可直接延伸進入支承之基腳
牆穿過基腳交接面之鋼筋面積不得小於被支承構材總斷面積的 0.15%
墩柱穿過基腳交接面之鋼筋面積不得小於被支承構材總斷面積的 0.3%
38 一 3 m × 3 m 之獨立方基腳，若此基腳上之柱承受一偏心軸力 Pu 作用，則該軸力在其中一邊
的方向之偏心距 e 在超過何值之外，此基腳將開始有部分面積將不會承受到地盤之反力作用？
30 cm

40 cm

50 cm

60 cm

39 一方形基腳厚度為 50 cm，且基腳底在地面下 1.5 m 處。若其上有 40 cm × 40 cm 之柱，承受
一靜載重 DL = 200 tf 及一活載重 LL = 100 tf；地盤之容許土壓力為 25 tf/m2，另混凝土與覆
土層之平均單位重為 2.0 tf/m3，則此基腳尺寸之邊長至少應為何？
3.0 m

3.7 m

4.4 m

5.0 m

40 一邊長 5 m × 5 m 之基腳，其有效深度為 50 cm，其上承受一 50 cm × 50 cm 方柱之載重；若
已知柱之混凝土強度 fc′ = 280 kgf/cm2，基腳之混凝土強度 fc′ = 210 kgf/cm2，則柱與基腳接合
處的設計軸力計算強度 Pn 約為何值？
396 tf

465 tf

595 tf

893 t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