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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內鐵路地下化工法如採明挖覆蓋時，開挖期間，主要採用下列何項擋土設施？

連續壁 鋼板樁 鋼軌樁 重力式擋土牆

2 鋼結構非破壞檢測採用 UT 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液滲檢測 磁粒檢測 超音波檢測 目視檢測

3 水泥混凝土地面，設置縱向和橫向切縫之目的，下列何者正確？

隔離縫 收縮縫 美觀性 安全性

4 粒料篩分析採用#200 篩，此篩號所代表意義，下列何者正確？

孔徑為 200 cm 孔徑為 200 mm 1 英吋內有 200 個篩孔 1 公分內有 200 個篩孔

5 瀝青混凝土路面鋪築時，下列何項不屬於監造範圍？

溫度 厚度 稠度 壓實度

6 路基填築需分層填築，各層滾壓之鬆方厚度範圍，下列何者正確？

20 -30 cm 50-60 cm 70-80 cm 90-100 cm

7 混凝土配比設計選用之水灰比為 0.5，若此批混凝土共計使用 400 公斤之拌合水，此批混凝土共需使用幾

包水泥？

15 16 17 18

8 鐵路路基鋪設時，下列何項注意事項正確？

路基內部排水，防止流水外溢 無須滾壓，避免壓碎級配

多摻碎石，增加承載力 單層滾壓，快速省工

9 地下連續壁之施作優點，下列何者錯誤？

連續壁基地地界清楚 連續壁止水性優良 連續壁壁體剛性高 連續壁施工輕便簡易

10 圍堰之功能，下列何者正確？

作為地盤固化改良 可應用於水工工程 保持水分於工區內 施作可以疏通航道

11 國內瀝青混凝土路面，主要採用下列何項級配鋪設？

密級配 越級配 開放級配 均勻級配

12 道路工程路面結構由頂部開始，下列何項順序正確？

底層、面層、路基 面層、路基、底層 底層、路基、面層 面層、底層、路基

13 粒料如採用六分石，其標稱最大粒徑尺寸，下列何者正確？

9.5 mm 12.5 mm 19.0 mm 2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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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施工區域之交通維持計畫依車流行進方向，下列何項擺設順序正確？

前置警示區、前漸變段、緩衝區、工作區、後漸變段前漸變段、前置警示區、緩衝區、工作區、後漸變段

前置警示區、緩衝區、前漸變段、工作區、後漸變段前置警示區、前漸變段、工作區、緩衝區、後漸變段

15 下列何項不屬於框式施工架組成單元？

交叉拉桿 延伸座 下拉桿 水平踏板

16 預力水泥混凝土之優點，下列何者正確？

可以增加梁之跨度 使用流動性混凝土 防火性能相當優良 鋼筋錨定無預力損失

17 鋼結構表面光滑，與混凝土接觸之介面必須借重下列何項材料作為結合用？

黏層 剪力釘 透層 封層

18 模板工程需設置支撐系統，下列何項設置說明不正確？

建築模板工程可採鋼管支撐架 橋梁模板工程可採重型支撐架

支撐系統只於縱向設置水平繫條 支撐系統需於墊底之墊木應穩固

19 進行吊裝作業時，下列何項危害因子之暴露機率最低？

飛落 翻覆 感電 燙傷

20 進行水泥混凝土澆置時，下列何項因素可能導致敗模情形？

模板細部接合緊密良好 水泥混凝土澆置速度快 支撐架間距依規定設置 支撐架強度達設計要求

21 依據營造業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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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列何者的

責任？

營造業負責人 主任技師 工地主任 甲方監造工程師

22 甲方監造工程師若對於施工架之安全性有疑慮，應該向乙方的那一個職務人員諮詢？

營造業負責人 營造廠主任技師 工地主任 甲方設計工程師

23 下列有關「坍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坍度越高表示混凝土流動性越好 坍度越高表示拌合水越不足

坍度越高表示強度越高 坍度越高表示握裹力越強

24 下列有關公共工程「三級品質管理」制度之敘述，何者正確？

第一級是指承包商之「品質保證」

第二級是指監造單位之「品質管制」

第三級是指專案管理顧問之「品質督導」

第三級是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工程主管機關之「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25 依據「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公共工程標案金額新臺幣多少元以上時，至少需設置一名合格

之品管人員？

2 億 5,000 萬 2,000 萬 100 萬

26 下列有關工程施工規範目的之敘述，何者錯誤？

做為設計者展現設計創意之工具 做為營造商之估價依據

做為設計者監督施工過程之品質標準依據 做為營造商及施工人員施工時依循之依據

27 進入工地之所有人員皆應配戴：

安全護欄 安全帽 安全帶 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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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對於墜落危險之預防設施，下列敘述何者較為妥適？

在外牆施工架等高處作業應儘量使用繫腰式安全帶 安全帶應確實配掛在低於足下之堅固點

高度 2 m 以上之邊緣之開口部分處應圍起警示帶 高度 2 m 以上之開口處應設護欄或安全網

29 下列何項工地情境可能具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

勞工於 1.5 m 之施工架施工時未配戴防墜設備

於高差 2 m 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使用高空工作車，或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臺

高差一層樓之鋼構建築，未張設安全網

使用對地電壓在 100 伏特移動式電動機具，未設置適合其規格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30 水泥混凝土之粒料細度模數（FM）所代表意義，下列何者正確?

 FM 越大具有較高比例的細顆粒  FM 越大可改善工作性和修飾性

 FM 越小具有較高比例的粗顆粒  FM 越小具有較高比例的細顆粒

31 下列擋土工法中，正常情況下水密性最高者為何？

鋼板樁 連續壁 鋼軌樁 水泥砂漿樁

32 混凝土 28 日齡期試體合格之認定標準為何？

全部均不得小於規定強度

平均值不得小於規定強度即可

3 次連續強度試驗結果均不小於規定強度，且單一試驗結果不少於 35 kg/cm2

均須大於規定強度之 1.15 倍

33 下列有關混凝土性質之說明，何者正確？

強度與水灰比成反比 耐久性與水灰比成正比 工作度與水灰比成反比 水密性與水灰比成正比

34 下列有關要徑法中「要徑」之敘述何者正確？

只能有一條 必定是工作項目最多的路徑

要徑需時即專案預估需時 要徑作業之「總浮時」不一定為零

35 下列鋼材符號組合中，請指出何者錯誤？

P ：鋼板 H：寬緣工字型鋼 L：角鋼 I：標準工型鋼

36 當你發現廠商自主檢查表檢查項目—「模板表面」—之檢驗標準為「目視平順」，則此一檢驗標準為何？

合乎要求 檢查標準未訂量化値 簡單明瞭 容易執行

37 在緊鄰構造物之鋼板樁拔樁時，其空隙中應以何種材料充填並澆水使其密實，視情形而予灌漿，以避免發

生沉陷？

卵石 原土 砂 級配料

38 有關下列品管自主檢查表之敘述何者錯誤？

由承包商監工填寫 由工地主管複核

依工程項目類型每日填寫 檢查標準要力求精確不可有容差

39 工地文件中那些不需要專任工程人員親自簽名或蓋章？下列那一項答案最適當？

施工計畫書查核紀錄 開工、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報表

檢驗停留點之工程查驗文件 工程契約

40 施工廠商之工地進度報告應該多久提送一次？

每週 每雙週 每月 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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