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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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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師
考試暨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記帳士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類
科：建築師
科
目：建築構造與施工
考試時間：2 小時

座號：

※注意：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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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共80題，每題1.25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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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在纖維飽和點以下時，有關其各方向之膨脹率，下列排序何者正確？
纖維方向＞徑向＞弦向
徑向＞纖維方向＞弦向
弦向＞徑向＞纖維方向
徑向＞弦向＞纖維方向
有關 Low-E 玻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Low-E 是指低輻射（Low Emissivity）的意思，Emissivity 是指物體吸收了熱量之後再將能量輻射出
去的能力
遮蔽係數愈低，代表玻璃建材阻擋外界太陽熱能進入建築物之輻射能量越高
 Low-E 複層玻璃是以真空濺射方式將玻璃表面濺鍍多層不同材質的鍍膜
 Low-E 複層玻璃鍍膜，其中鍍銀層對紅外線光具有高反射功能，及具有高熱阻隔的功能
在臺灣的建築物外牆設計上，下列何者方式可最有效提高隔熱性能？
於外牆增設遮陽板，減少直接日射
於外牆內側增設隔熱材，提高牆體隔熱性能
增設雙層玻璃帷幕牆，降低輻射熱進入
在外牆面增設明度低之表面材，以降低反射率
下列何項不是新建建築物在選擇「屋頂防水」的材料及工法的主要考量因素？
有多少人會在屋頂行走
施工時的天氣及素地面的濕度條件
水壓側或背水壓側
屋頂構造種類及素地面的材料
某建築師欲以六種吸水率不同的陶瓷面磚，選用於某河濱公園設計案的戶外地坪。若以 CNS 9737
「陶瓷面磚」對於吸水率的區分規定，下列組合中何者全部屬於 II 類？①吸水率 14% ②吸水率 5%
③吸水率 18% ④吸水率 12% ⑤吸水率 2% ⑥吸水率 7%
④⑥
①③
②⑥
②⑤
針對路易士康（Louis Kahn）在印度管理大學的磚拱細部設計（如圖所示）
。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磚是形成拱圈的良好材料
既有磚拱，何須 RC 過梁
 RC 過梁的加入，免除了磚拱原本需要的加厚牆體
 RC 過梁既有承受磚拱外推力的作用，同時成為立面的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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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何者不是木構造防火設計？
木構造梁柱構架構材之最小斷面應依防火時效設計，於時效內燃燒之殘餘斷面須符合結構設計承載
能力所需之最小斷面尺寸規定
木構材接合部位以金屬扣件接合時，應使用適當之防火被覆材或將金屬扣件設置於規定防火時效之
安全斷面內，以確保接合部之強度
以框組壁式組合之木構造，在牆壁、天花板、樓板及屋頂內中空部位等相互交接處，應設置阻擋延
燒構造，避免火燄之竄燒蔓延
經由表面碳化處理過之原木構架，因已具有不易燃燒的殘餘斷面，故符合木構造防火性能設計
關於鋼材的性質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鋼材適合作為單獨承受壓力的構材
應用於 SRC 構造的鋼骨柱因為以後會灌在混凝土裡，所以就算柱表面有些輕微生鏽也沒關係
水淬鋼筋是一種高拉力鋼筋，通常應用於使用鋼筋續接器的情況
一般常用的「C 型鋼」是以俗稱為不鏽鋼的熱浸鍍鋅鋼捲片以冷軋方式成型，所以本身具有良好的
防鏽能力
目前塗料在建築及室內使用日漸廣泛，關於塗料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依使用機能不同，塗料可分為耐候、耐火、光學、防銹、防霉等種類
塗料的耐候性優劣，主要來自原料中之樹酯種類成分不同而有所差異
溶劑型塗料中易含有揮發性有機物（VOC），使用上有影響健康之疑慮
塗料為液態狀材料，應直接施作於不平整面可增加附著度及耐久性
某鋁窗依據 CNS3092「鋁合金製窗」規定進行如下圖之試驗規劃，試問該鋁窗所進行的試驗為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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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力試驗
邊料強度試驗
抗風壓性試驗
氣密性試驗
木材在進行含水率測試時，常用絕乾法進行。絕乾法為將試片置於烘箱中乾燥至恆量之過程。若有一
試片乾燥前質量（m1）為 500 g，乾燥後之質量（m0）為 450 g，試問本結構用木材之含水率為何？
 9%
 10%
 11%
 12%
低輻射鍍膜玻璃或稱 Low-E 玻璃，其放射率（輻射率）ε 值須達到 CNS15833 規定為何？
小於 0.2
小於 0.3
大於 0.2
大於 0.3
關於外牆磁磚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現行 CNS 將磁磚分為 Ia、Ib、II、III 四大類，其分類是根據磁磚原料的成分
低吸水率的外牆磁磚在鋪貼完成後很容易清潔，所以適合採用「抹縫」作為填縫的工法
馬賽克磁磚因為沒有「背溝」，無法改善黏著性不佳的問題，所以非常不適合使用於外牆
俗稱的「二丁掛磁磚」指的是一種特定尺寸的磁磚
下列何者不是混凝土表面（不與模板接觸面）在完成澆置及修飾後可選用之養護方法？
持續灑水、噴霧或滯水
覆以保濕性媒介材料，如吸水性織物或細砂等以保持潮濕
施以不超過 65℃低壓蒸汽
使用透水覆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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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建築技術規則，建築物應使用綠建材，建築物室內裝修材料、樓地板面材料及窗，其綠建材使用
率應達總面積百分之多少以上，但窗未使用綠建材者，得不計入總面積檢討？
 30%
 45%
 50%
 60%
關於國內再生綠建材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利用回收材料，經再製過程生產符合經濟效益之建材
目前分類為金屬、石質及混合材質之再生建材
可對應綠建築評估中二氧化碳減量及廢棄物減量之要求
可廣泛大量回收材料製成，以達再利用之目的
MHL 工法的地下連續壁其施工順序為何？①澆置混凝土 ②以挖掘斗挖掘壁溝 ③設置導牆與導溝
④吊放鋼筋籠
③②①④
②④③①
②③①④
③②④①
一棟有地下室並採用直接基礎的建築物，下列何者對於防止土壤液化問題較無助益？
採用筏式基礎
採用連續壁工法
地盤改良
增加基礎深度至非液化層
有關鋼構造的各種柱斷面形狀與構造特性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當柱斷面為 H 或 I 型鋼，斷面性能受到方向的控制
當柱子採用圓鋼管時，柱與梁的接合須採用全銲接施工
箱型（口字型）柱斷面若以鋼板組成，銲接長度較短，較具經濟性
十字型的柱斷面接合部的施工容易，但斷面加工較複雜
下列關於鋼骨鋼筋混凝土（SRC）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矩形斷面之 SRC 構材至少應於斷面四個角落各配置一根主筋
 SRC 梁之主筋不得配置於鋼梁翼板之上下方
主筋與鋼骨鋼板面平行時，其淨間距應保持 15 mm 以上
如需在鋼梁腹板上開設鋼筋貫穿孔，除應避開銲道之外，應距銲道邊 15 mm 以上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壁式預鑄鋼筋混疑土造之建築物，其簷高最高不得超過多少公尺？
 15
 16
 18
 20
使用結構用木材來進行木造建築施工時，在木材之選擇上，下列何者錯誤？
結構用木材應採用乾燥木材，其平均含水率在 19%（含）以下
受彎構材中央附近應避免選用有缺點之木材
應盡量使用未成熟比例較高之木材
使用鐵件接合之部位，應避免選用角隅缺損之木料
下列何者不是中空樓板優點？
增強樓板剛性
降低樓板厚度
降低樓層間噪音傳導
可加大樓板跨度
混凝土裂縫原因甚多，從設計、材料及施工面上，關於裂縫之防範對策何者正確？
增加水泥量補強
考量配置溫度鋼筋補強
混凝土不可使用摻合劑
凝結初期不應澆水影響強度
「混凝土鋼承板樓板」是鋼構造常用的組合樓板構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若鋼承板只充作混凝土的底模之用，不計入樓板的結構強度，則鋼承板可以不必施加防火被覆
鋼承板樓板灌漿時不必施加樓板下支撐，並且具有大跨距的特性，一般而言可以減少樓板小梁的數量
鋼承板可以用點焊、剪力釘植焊以及火藥擊釘等方式固定在鋼梁上
鋼承板樓板在結構設計上常為單向板，底層鋼筋可以只配單向鋼筋
關於木質構造的特性，下列何者錯誤？
木材無明顯之降伏點，伸縮量亦小，意謂較易發生脆性破壞
構件接合部除利用膠合者外，以其他接合扣件接合者，或多或少均會變形
構件接合部若能採用初期剛性低的作法，可提高木質構造的韌性
具有扣件接合部的木質構造體，其變形量包含木材之變形與接合部之變形
帷幕牆依使用之主要材料分類，下列何者錯誤？
金屬帷幕牆
預鑄混凝土帷幕牆
玻璃帷幕牆
純石材帷幕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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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四種運動場地標準作法的大樣圖，何者錯誤？
黏土層

砂質壤土植草
碎石透水層

碎石透水層

(A)

(B)
原土夯實
不織布
透水管

原土夯實
不織布
透水管

草皮
彩色面塗層
瀝青混凝土

31
32

33

合成材面層
點焊鋼絲網

(D)

原土夯實
不織布
碎石透水層

30

砂土

瀝青面層
瀝青整平層

(C)

29

粉土攙細砂表層
清碎石 細石

瀝青

混凝土
碎石級配
原土夯實

合成材

圖 A：草皮
圖 B：砂土
圖 C：瀝青
圖 D：合成材
下列關於屋頂防水工程的敘述，何者錯誤？
進行瀝青油毛氈防水工程時，為使油毛氈與屋頂面妥善黏著，宜先使屋頂混凝土面保持濕潤
屋頂防水層施作完成後，必須做淹水試驗，確認無滲漏水之虞後，才施作隔熱層
女兒牆底部與屋頂面之轉角處，宜以圓角或三角處理
採用塗膜防水工法時，如採用張貼式補強材料，其疊接長度約保持 5 公分即可
下列有關外牆貼面磚鋪貼施工，何者錯誤？
打底之水泥砂漿粉刷前，應先將牆面妥善處理，再將施工面掃淨，充分保持濕潤或塗布吸水調整材
打底之水泥砂漿粉刷前，若混凝土結構體上，已有預留龜裂誘發縫或伸縮縫時，水泥砂漿粉刷層亦
應於其相對位置上預留伸縮縫，該伸縮縫應以彈性密封材料填充
於面磚鋪貼二天後，應進行檢查，如有鼓起或鬆脫現象，工程司應即要求拆除重做
經現場拉拔接著強度試驗不合格，工程司應即要求拆除重做
下列何者不是水電、消防材料之檢測方法？
估驗計價
性能測試
竣工檢驗
廠測
某建築師接受業主委託，執行企業總部大樓地上第十八層的招待所之室內設計，而所選用的各種室內
材料如①～⑦所示，
①設置於舞台，提供簡報或發表用之投影布幕
②鋪設於出入口，面積 1.5 平方公尺的門墊地毯
③垂掛於室內，展示企業形象的廣告合板
④放置於展示區的絨布製企業吉祥物，高 1.1 公尺
⑤安裝於窗邊的布製橫葉式百葉窗簾
⑥供來賓使用之真皮沙發與吧台區的布製椅墊高腳椅
⑦鋪設於室內造景區之人工草皮，面積 8 平方公尺
若依據消防法施行細則所訂定之「防焰性能認證實施要點」，下列何者組合均不屬於被規範的室內防
焰物品？
①②③
④⑤⑦
①③⑥
②④⑥
下列何種銲道非破壞性檢測，檢測時間過長時對人體較有危害？
目視
染色探傷檢驗
磁粉探傷檢驗
放射線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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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Masago」的油壓長壁挖掘機，是國內開挖連續壁最普遍應用的機具之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挖掘機的垂直度是依靠 1.8～2.5 m 深的導溝牆來約束，所以連續壁體通常必須離地界或鄰房
25～30 cm 以上
如果挖掘的垂直度偏差超過規範值，於開挖後打除凸出的壁體即可
大粒徑的卵礫石或安山岩塊可能造成挖掘機抓斗過度損耗，難以挖掘
如果挖掘時發生坍孔，應回填碎石級配再重新開挖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有關架空吊車所受橫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架空吊車行駛方向之剎車力，為剎止各車輪載重百分之十，作用於軌道頂
架空吊車行駛時，每側車道樑承受架空吊車擺動之側力，為吊車車輪重百分之十，作用於車道樑之
軌頂
架空吊車斜向牽引工作時，構材受力部分之應予核計
地震力依吊車重量核計，作用於軌頂，不必計吊載重量
有關各種地盤改良工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砂墊法係將基地內上層較軟弱的土層全部挖除，再填上緊密的砂土層並將其壓實，其適用於砂質地
盤且施作深度可超過 20 公尺
生石灰樁工法主要利用生石灰的吸水、蒸發乾燥、膨脹及吸著等反應達成排水效果，適用於砂質地
盤但施工深度在 10 公尺以內
紙帶排水工法乃是利用透水性良好的紙帶，利用專用紙滲機（Card Board Machine）埋入土壤中排
水的工法，適用於砂質地盤及有裂縫的岩盤
灌注法係利用各種凝結材料（如水泥、白皂土、瀝青、水玻璃及藥液等）灌入地盤內，使土粒增加
強度固結或達成防止漏水的工法
下列何種地質狀況於地震時最可能發生液化之現象？
砂性地層地下水位低
砂性地層地下水位高
粘性地層地下水位低
粘性地層地下水位高
下列何者為地下室開挖擋土牆設施一般常用最經濟方式？
鋼板樁
靜壓鋼板樁
預壘樁
連續壁
以鋼構造柱梁系統為例，何者不是增加水平勁度（抗風或抗震）的有效方式？
增加梁的深度或於梁的中間段銲加勁板
增加柱梁接點的剛度
配置對角斜撐
配置抗風柱
一般集合住宅採用預鑄混凝土工法時，其施工順序何者較為合理？（以其中一層標準層的作法為例）
①梁柱接頭封模 ②梁與版構件吊裝 ③柱接頭無收縮水泥灌注 ④澆置混凝土 ⑤柱構件吊裝
⑤②①④③
⑤①②④③
⑤①②③④
⑤③②①④
下列何者不是 CNS3299-12「陶瓷面磚試驗法-第 12 部：防滑性試驗法」進行各種面磚樣品的防滑性
能測試規定？
試驗及測試原理係為測定滑片在面磚表面上，滑動時之防滑係數，以評定面磚的防滑性能
可同時模擬步行者穿鞋與赤腳時的面磚防滑係數
屬於在試驗室進行的測試，其室溫條件設定在 23  5℃
係利用 BPN 擺錘式防滑試驗機以進行測試，面磚試體的尺寸不受限制
建築物施工場所除利用電梯孔、管道間清運垃圾外，應設置夾板或金屬板之垃圾清除滑落孔道，並應
防止垃圾自上落下時四處飛散。滑落孔道至少為：
 50 公分見方以上
 60 公分見方以上
 70 公分見方以上
 80 公分見方以上
關於地基調查的相關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就工作需要而言，如以探查承載層或岩盤深度為目的之調查，可採用衝鑽法，以節省工期及經費
就地盤條件而言，對臺灣山區之軟岩及硬岩，可選擇岩石鑽心取樣方法來進行調查
淺基礎基腳之調查深度應達基腳底面以下至少二倍基腳寬度之深度，或達可確認之承載層深度
關於地基調查密度，原則上，基地面積每 600 平方公尺或建築物基礎所涵蓋面積每 300 平方公尺
者，應設一處調查點，且每一基地至少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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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門窗的性能，以 CNS 11526 門窗抗風壓性試驗法進行試驗。其抗風壓性能，允許門窗變形範圍內所
能承受的荷載能力，分為五個等級。下列何者不是等級範圍？
 240 kgf/m2
 280 kgf/m2
 360 kgf/m2
 480 kgf/m2
木構造之防火設計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最不適當？
構材之防火設計應依防火時效設計，時效內之殘餘斷面須符合結構設計承載能力所需之最小斷面
需求
在壁體及樓板兩側覆蓋 9 mm 之耐燃一級石膏板，與壁內填充厚度 50 mm 以上密度 30 kg/m3 以上
之岩棉所構成的壁體，防火時效認定為 1 小時
防火被覆板材之接縫處理，應於規定防火時效內能維持板材間接縫密合狀態外，並於接縫內側須設
置能阻擋延燒之材料
牆壁、天花板、樓板及屋頂內中空部位等相互交接處，應設置阻擋延燒構造
下列何者不是「高性能節能玻璃綠建材」規範範圍？
遮蔽係數 Sc 值≦0.35
可見光反射率≦0.25
熱傳導係數 U 值≦0.25
可見光穿透率≧0.5
下列何者係屬於變質岩之天然裝修石材？
花崗岩
安山岩
砂岩
大理石
營造工地偶遇拆除結構物遇到既有的油氣管，考量安全防護與災害擴大，其施工的順序以下列何者為
優先作業？
停止供氣與抽排氣體並封閉管線
逕為拆解
放火澈底燃燒之
開放居民抽管來環保回收
下列鋼構造柱梁接合圖中，何者屬於剛接之接合方式？





鋼構件有防火需求時，常用的防火工法或材料不包含下列那種？
外覆矽酸鈣板等包板
含水泥的噴附式被覆
包覆玻璃纖維並以樹脂黏著
塗覆防火漆
關於金屬鋁包板及玻璃欄杆施作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⑤→④→③→②→①
⑤→④→②→①→③

②→①→⑤→④→③
②→①→③→⑤→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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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某國小校園之透水鋪面詳圖，地坪材料為連鎖磚，其透水性能主要由磚與磚的乾砌間隙達成，
而下方的基層則由透水性良好的砂石級配構成。若依據綠建築評估手冊（2019 年版）規定，該鋪面要
達到「基地保水」指標，其基層本身可依孔隙率 0.05 與體積計算其保水量，但基層厚度以多少公分為
上限？
鋪面層
表層
墊砂層
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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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配層

 15 公分
 20 公分
 25 公分
 30 公分
框組壁式工法（亦稱為 2 × 4 工法）為常見於北美的一種木構造工法，其特徵為各木構件均以規格化
之斷面尺寸進行施工及設計，試問臺灣此工法常見之構件尺寸為何？
 5 cm × 10 cm
 3.8 cm × 8.9 cm
 10.5 cm × 10.5 cm
 12 cm × 12 cm
下列何者屬於典型的框組壁式工法？





關於無障礙昇降機入口處引導標誌相關尺寸（公分）規定，何者正確？

 A：180~190

 B：135

 C：75~85

 D：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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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獨棟或連棟建築物另有規定外，依據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下列有關室外通路之規定何者錯誤？
地面坡度不得大於 1/15
通路淨寬不得小於 120 公分
若有突出物時，應維持 200 公分之淨高
如需設置水溝格柵時，其格柵之開口不得大於 1.3 公分
有關木製材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合板是以偶數層之薄木板黏著加壓製成
合板因木材紋理交錯，故可做任何方向的裁切
塑合板因由木屑熱壓而成，故吸水率比一般木製合板高
木材常用壓接及指接方式接合
有關 SRC 施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矩形斷面之 SRC 構材至少應於斷面四個角落各配置一根主筋
頂層柱之柱主筋頂端僅可以標準彎鉤錨定之
 SRC 柱中之主筋間距不得大於 300 mm，若主筋間距大於 300 mm 時，則須加配 D10 以上之軸向補
助筋，且補助筋亦須錨定
主筋與鋼骨鋼板面平行時，須考量混凝土之填充性與鋼筋之握裹性等，其淨間距應保持 30 mm 以
上，且不得小於粗骨材最大粒徑之 1.30 倍，若間距太小則無法發揮鋼筋之握裹力
下列針對鋼結構「全滲透開槽銲」與「填角銲」之比較，何者錯誤？
全滲透開槽銲成本較高
全滲透開槽銲技藝等級較高
填角銲焊材用量較多
填角銲安全性較高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基樁以整支應用為原則，樁必須接合施工時，其接頭應不得在基礎版面
下多少公尺以內，樁接頭不得發生脫節或彎曲之現象？
3
4
5
6
依「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下列對於鋼筋的敘述何者正確？
大於 D36 之鋼筋，除另按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規定者外，不得搭接
鋼筋彎曲的最小內（直）徑須為 5 倍的鋼筋直徑
高溫可能影響鋼筋材質，因此彎曲和鋼筋裁切均須在常溫下進行
鋼筋排置的許可差，依規範全部可以在一定的正負值內
依「結構混凝土施工規範」，下列關於混凝土品質管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混凝土產製單位必須提供 30 組以上的試體送測強度並求取標準差 s
為確保結構安全，混凝土的配比目標強度（f'cr）須不小於規定的抗壓強度（f'c）加 1 個標準差 s
粗粒料的標稱最大粒徑受模板間的寬度、混凝土版厚度及鋼筋間距等因素控制
為了確保強度、體積穩定及耐久性，在適合的施工條件下拌和水應越多越好
關於冷軋型鋼構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冷軋型鋼結構上的螺栓接合，除可採用普通螺栓外也可以使用高強度鋼螺栓
修補元件與構材之連接物至少為＃8 以上（含）之螺絲，其螺絲間距不得超過 30 mm
框組架與屋架應平放堆置，以避免發生扭曲與彎曲之損害
斷面肢材間轉角處之內彎半徑須大於板厚，一般取鋼材厚度的 2～2.5 倍
依據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第 9310 章「鋪貼壁磚」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無論用何種接著劑作為面磚貼著之材料，業主可要求面磚貼著後隔日進行取樣以實施拉拔試驗
於施作水泥砂漿打底層或塗布水泥基材面磚接著劑前，為避免水分急遽被施工面過度吸取，造成水
化作用不完全接著力不足現象，可考慮事先塗布吸水調整材
打底之水泥砂漿粉刷前，若混凝土結構體上，已有預留龜裂誘發縫或伸縮縫時，水泥砂漿粉刷層亦
應於其相對位置上預留伸縮縫，該伸縮縫應以空縫方式處理，不得用彈性密封材料填充
施工於外牆打底之水泥砂漿，抹、勾縫材料等若不使用防水劑時，可採用 1：3 防水砂漿打底來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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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基地開挖若採用邊坡式開挖，其基地狀況通常必須具有之各項條件，
下列何者最不適宜？
基地為一般平地地形
基地周圍地質狀況不具有地質弱帶
基地地質不屬於疏鬆或軟弱地層
高地下水位且透水性良好之砂質地層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辦公室或類似應用之建築物，如採用活動隔牆，應按每平方公尺多少公
斤均佈活載重設計之？
 50
 100
 150
 200
以 16 層樓以上的集合住宅為例，完工後始進行室內裝修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消防管線如噴水口與感應器等應拉至新作的天花板以下
廚房的門可依室內設計的需求置換材質
所有建材皆需符合逸散率和防火時效的要求
所有木質板材皆需經防腐處理
有關環氧樹脂砂漿地坪 Expoxy 之施工方式，下列何者錯誤？
施工前應檢查施工面至可施工狀況後，如表面仍有碎塊、油漬、瀝青、膠類等物質，必須使用電動
磨石機及輪機磨除突出處及水泥鏝刀接痕，並使太過光滑細緻之區域打磨成粗糙表面
地坪混凝土面若有小裂縫及凹洞部分須用水泥補平，並經研磨平整方可施作環氧樹脂砂漿
環氧樹脂砂漿一般型（流展砂漿型）共分為底圖層、砂漿層及面塗層三層，其中砂漿層至少須為
2 mm 以上，三層完成後之總厚度至少須為 3 mm 以上
環氧樹脂砂漿厚塗型（乾式砂漿型）共分為底圖層、接著層、砂漿層、密封層及面塗層五層，其中
砂漿層至少須為 4 mm 以上，三層完成後之總厚度至少須為 5 mm 以上
一棟 7 樓 RC 公寓欲進行外柱鋼板補強，下列何種補強策略兼顧安全與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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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交通道路建設時對自然環境及生物棲息地造成衝擊，採用下列四項規劃原則的優先順序應
為何？
迴避→最適化→最小化→補償
最小化→最適化→迴避→補償
迴避→最小化→補償→最適化
最小化→補償→最適化→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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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那項構造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中二小時以上之防火時效要求？
厚度在 10 公分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牆壁
厚度在 7 公分以上之鋼骨鋼筋混凝土造牆壁
短邊寬度達 30 公分之鋼筋混凝土柱
高溫高壓蒸氣保養製造，且厚度達 10 公分之輕質泡沫混凝土板
下列何者不是綠化屋頂之主要效益？
隔熱節能
減少屋頂違建
增加休憩空間，創造屋頂農園
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依據我國「住宅性能評估制度」之規定，何者不屬於新建集合住宅「住宅維護性能」評估基準 A 級至
C 級的規定檢討項目？
污水排水管的設置位置與管子是否埋設在結構體內
管道間檢修口的門之材質
水系統與電系統的管道間是否各自獨立
電氣幹管在管道間內的排列方式與管道間的檢修口尺寸
根據懸吊式輕鋼架天花板耐震施工指南之燈具安裝，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重量超過 25 公斤的燈具應以經核可的懸吊鉤具直接連接上方的結構體作支撐
得以硬式電線管固定燈具
自懸式燈具吊件應使用直徑 3.8 公釐（#9）的懸吊線直接固定至上方結構體作支撐
使用重型懸吊式輕鋼架天花板等級系統，且為 120 公分以下模矩者，不須懸吊措施（燈具每個角落
75 公釐內加#12 懸吊線）
有關地基調查報告，採地下探勘方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五層以上建築物之地基調查，應進行地下探勘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地基調查，應進行地下探勘
四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基地，且基礎開挖深度為 6 公尺以內者，得引用鄰地既有可靠之地
下探勘資料設計基礎
建築面積 600 平方公尺以上者，應進行地下探勘
下列何者為價值工程（VE）最佳使用效益？
成本降低，品質提高
品質不變，成本降低
成本不變，品質提高
品質提高，成本提高
依我國現況，下列對於木質材料或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有 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認證的結構材屬於環境友善的材料
國產結構材的成本通常比進口結構材低
國產結構材的應用有助於推動相關供應鏈
部分建築類型可以不受木建築樓層高或簷高的限制
下列何者為計畫評核術（P.E.R.T.）與要徑分析（C.P.M.）之共同點？①尋求要徑觀念 ②尋求最佳工
期 ③合理資源分配 ④顯示各作業相互關係 ⑤調整成本費用
①②④
②④⑤
①③④
③④⑤
配比設計時，決定最經濟用漿量的方法，通常為下列何者？
經驗規則
試誤法
篩分析
骨材比重試驗
預鑄工法相較於一般現場澆灌工法的最大優勢為何？
製造與營建的成本較低，造成的環境污染也較低
應用範圍更為廣泛
預鑄構件本身的品質較為可靠
對生產商而言進入門檻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