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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不屬於施工計畫書的內容？

監造人力配置計畫 假設工程計畫

土方開挖計畫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 關於潛盾工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潛盾機可視作業需求而向後退行

潛盾工法適合於軟弱地盤施工

組立之襯砌環片為臨時支撐，待噴凝土作業完成後便可拆除

在組立襯砌環片之前要完成岩釘之打設

3 下列那一項是隧道工法中簡稱為 NATM 的工法？

鑽炸工法 潛盾工法 新奧工法 管幕工法

4 下列那一項材料須於施工使用前提出無輻射檢驗證明？

室內裝修使用之石材 瀝青材料

鋼筋 避雷及接地設備

5 下列那一個項目在施工時會採用屏風式打樁的方式施工？

全套管基樁 排水砂樁 鋼板樁 反循環基樁

6 在軌道上作業或鄰近軌道之場所從事作業時，為防止軌道機械等碰觸引起之危害，雇主所應辦理之事項，

不包括下列何者？

軌道工作場所中原有之電線、有妨礙工程作業機械施工者，雇主可先自行予以剪接、遷移以確保作業空間

設置於坑道、隧道、橋梁等供勞工通行之軌道，應於適當間隔處設置避難處所

通行於軌道上之車輛有碰觸勞工之虞時，應設置於車輛接近作業人員前，能發出電鈴或蜂鳴器等監視警

報裝置

從事軌道維護作業或通行於軌道機械之替換、連結、解除連結作業時，應保持作業安全所必要之照明

7 位於市區內且鄰近既有的大樓施工，需要避免振動及噪音，又地下室開挖深度大，擋土設施須同時具有良

好的剛性及止水性，請問上述之條件在選用開挖擋土工法時，下列何者最為合適？

水泥攪拌樁 鋼軌樁襯板 預壘排樁 連續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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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全套管基樁施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全套管基樁鑽挖過程中使用穩定液來防止開挖壁面崩塌

鑽掘的施工過程為一面鑽挖土壤並一面利用搖管器將鋼套壓入土層中

與反循環基樁相較，全套管基樁屬於無噪音無振動之工法

施工過程難以避免孔壁崩塌所以施工精度不如反循環基樁

9 下列那一個作業項目不屬於連續壁的施工過程？

施築導溝 打入套管至覆土層後開始挖掘

超音波檢測 吊放鋼筋籠

10 下列何者不屬於鋼結構工程的檢驗、試驗項目？

防火被覆檢驗 壓實度試驗（馬歇爾試驗）

剪力釘錘擊彎曲試驗 高強度螺栓試驗

11 結構體混凝土澆置完成後發現樓版面之表層出現乾縮裂縫，此可能為施工過程中何種程序没有做好？

模板未塗刷脫模劑 混凝土養護不佳

混凝土施工縫處理不佳 鋼筋未加間隔墊

12 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之規定，公共工程查核小組查核結果，有那一項情況時其查核成績應

列為丙等？

未按時提送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

未確實訂定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混凝土完成面平整度不佳、殘留雜物鐵件，妨礙後續作業之施工

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13 下列何者是混凝土材料之檢驗項目？

氯離子含量試驗 鍍鋅量檢驗 無輻射污染檢驗 工地密度試驗

14 下列對於假設工程設施之敘述何者正確？

施工架為臨時設施，故不宜與永久構造物做任何型式的連接以免損傷結構物

模板支撐、施工架之設置不論規模大小，通常依據經驗與慣例來設置，因此無須繪製施工圖說

施工架又稱鷹架，施工時可作為置放施工動力機械及設備之場所

施工構台、懸臂式施工架等臨時設施應由專任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業之技師妥為設計

15 高差超過多少公尺以上之作業場所，有發生墜落危險之情事時，應設置能使勞工安全上下之設備？

 3  2  1.5  2.5

16 下列何者不是公共工程執行過程中監造單位之應辦事項？

執行施工品管自主檢查並填寫自主檢查表

訂定各項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停留點

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查（驗）紀錄表

於契約規定之檢驗項目會同廠商取樣送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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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何者不是公共工程承攬廠商應執行之事項？

在契約規定之期限內提送施工計畫書

在契約規定之期限內提送品質計畫書

督導、稽核施工品質管理工作及工地安全衛生並撰寫品質督導紀錄

依照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所定之項目，執行送審作業

18 有關如何利用網圖之要徑來執行工程進度管理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要徑是網圖的所有路徑中時間最短的，因此需要縮短工期時要從要徑著手

當網圖中出現二條以上之要徑時，則應以總浮時較多者為主要徑，總浮時較少者為次要徑

要徑是網圖的所有路徑中時間最長的，因此要徑上的任何作業延誤都會使總工期延長

要徑上的作業成本通常較為昂貴，因此欲縮短工期時應儘量避開要徑作業以免增加成本

19 對於混凝土施工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混凝土澆置因為施工有先後的關係所以難免會有冷縫產生，此為正常現象施工時不需要特別處理

混凝土澆置後養護不佳會產生塑性收縮而造成裂縫，一般稱之為伸縮縫

混凝土完成面之檢查首重垂直及水平之平整度，而其表面殘留之鐵件與模板則依慣例由後續裝修作業

來處理

預拌混凝土材料進場時應依照規定進行坍度與氯離子含量試驗

20 鋼筋施工時常見掛於柱、牆鋼筋上的輪型間隔墊，其有何功用？

確保主筋與箍筋的間距 確保鋼筋之錨定空間

確保預留筋之留設空間 確保鋼筋保護層之厚度

21 施工前在數位虛擬空間進行碰撞檢查，預先發現與解決每區域 200 處以上的衝突點，配合施工順序及屋

頂施工步道等模擬，有效提升施工階段的效能，此種技術稱為：

 BIM  CLSM  PCCES  SCC

22 結構用混凝土新澆置後至少多少天內，應保護混凝土不受天候侵害，包括雨水、過度日曬及過高或過低

溫度？

 7  14  21  28

23 隧道噴凝土使用材料，下列何者較少被使用？

飛灰 粗粒料 速凝劑 鋼纖維

24 隧道施工現場所裝設之通風系統，需能確保工作人員所吸入之空氣在施工機械設備運轉中，含氧量不得少

於多少%？

 15  17  19  21

25 邊坡穩定監測系統中常見之監測儀器，不包括下列何項設施？

水位觀測井 全測站儀 荷重計 傾斜計

26 公共工程採三級品管制度，請問監造單位是屬於第幾級品管？

一級 二級 三級 依工程規模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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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工地現場如因搭接將使鋼筋淨距不能符合規定時，經徵得下列何者之同意後，得使用銲接或鋼筋機械式續

接，使鋼筋在同軸方向對接？

工地主任 工程司 專任工程人員 監造單位

28 鐵道工程之橋梁，若橋墩經常與水或土壤接觸時，依規範該鋼筋保護層厚度至少須大於？

 55 mm  65 mm  75 mm  85 mm

29 鋼筋符號 SD280W，其中 280 數值主要與鋼筋的那一項性質有關？

降伏強度 鋼筋長度 鋼筋號數 彈性模數（楊氏係數）

30 採購之招標方式中，若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以上廠商比價或僅邀請一家廠商議價為下列何者方式？

公開招標 限制性招標 異質採購最低標 選擇性招標

31 下列那一型水泥較適用於巨積混凝土？

Ⅱ Ⅲ Ⅳ Ⅴ 

32 政府採購法增列第 70 條之 1 規定，機關於辦理工程那一階段，應依工程規模及特性，分析潛在施工危險，

編製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之安全衛生圖說及規範，並量化編列安全衛生費用：

可行評估 規劃設計 施工規劃 變更設計

33 工程採購之查核金額為新臺幣多少元以上？

 100 萬  1000 萬  5000 萬  1 億

34 混凝土自加水攪拌開始，經過若干分鐘後，仍未澆置者即不得使用？

 30  60  90  120

35 鋼筋機械式續接依其性能分為 SA 級及 B 級機械式續接。SA 級續接後與鋼筋母材相近性質不包含下列何者？

尺寸直徑 強度 延展性 韌性

36 吊掛作業使用移動式起重機需檢查一機三證，其中三證不包含下列何者？

起重機檢查合格證 吊掛人員合格證 交通指揮人員合格證 操作人員合格證

37 假設工程如施工構臺、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等，其設計、施工圖說、簽章確認紀錄及查驗等相關

資料，應妥存備查。請問相關資料何時可以銷毀？

假設工程設施拆除後即可銷毀 完工後保存 6 個月

完工後保存 1 年 完工後保存 3 年

38 臺灣工地（營造業）下列何種職業災害類型發生率最高？

中毒缺氧 倒塌崩塌 感電 墜落

39 勞動檢查時，勞工進工地未戴安全帽，最低罰款為新臺幣多少元？

 600  3,000  10,000  30,000

40 下列何種橋梁工法，乃採用日本所開發之新技術，克服傳統式邊坡保護的不適性，尤其適用於都會區之丘

陵地形，可避免大量開挖並提高施工安全性及減低對工址環境衝擊？

支撐先進工法 竹削工法 場鑄懸臂工法 節塊推進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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