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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06年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類別: 建築                               節次:第二節 

科目:1.建築結構、構造與施工 2.建築環境控制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6 頁(含 A3 紙 1 張、A4紙 1張)。 

2.可使用本甄試簡章規定之電子計算器。 

3.本試題為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畫記作答，於本
試題或其他紙張作答者不予計分。 

4.請就各題選項中選出最適當者為答案，各題答對得該題所配分數，答錯或畫記多於 1 個
選項者，倒扣該題所配分數 3 分之 1，倒扣至本科之實得分數為零為止；未作答者，不
給分亦不扣分。 

5.本試題採雙面印刷，請注意正、背面試題。 

6.考試結束前離場者，試題須隨答案卡繳回，俟本節考試結束後，始得至原試場或適當處

所索取。  

7.考試時間：90分鐘。 

 

  [A] 1. 下列何項玻璃的隔音效果最好？ 

(A)膠合玻璃5 mm+0.76 mm+5 mm (B)單片玻璃10 mm  

(C)複層玻璃4 mm+Air6 mm+6 mm (D)複層玻璃3 mm+Air6 mm+3 mm 

  [B] 2. 下列有關自充填混凝土(SCC)敘述，何者有誤? 

(A)不需振動，不易發生骨材析離或浮水現象   

(B)凝結與硬固時間較快速，可配合提前拆模 

(C)施工後混凝體表面光滑平整，無須二次粉光 

(D)水密性高，水份不易滲入，鋼筋不易鏽蝕 

  [C] 3. 下列有關地下室連續壁之敘述，何者正確？ 

(A)採用複層牆工法主因是增強結構性，減少地下室外牆龜裂漏水 

(B)防水層施作於連續壁外側，以達最佳效果 

(C)幾乎可在大部份土層施工 

(D)不適用於多角形之閉合開挖平面 

  [D] 4. 設計有接觸室外環境中的鋁窗，如以低成本低維護為考量，下列何項表面處理最佳? 

(A)粉體塗裝 (B)熱浸鍍鋅 (C)氟碳烤漆 (D)陽極處理 

  [A] 5. 下列有關飛灰混凝土與純水泥混凝土敘述，何者有誤？ 

(A)早期強度飛灰混凝土較高 (B)水密性飛灰混凝土較佳 

(C)水化熱飛灰混凝土較低 (D)工作性飛灰混凝土較佳  

  [B] 6. 有一外牆厚為20 cm之清水混凝土構造，下列何者為其熱傳透率U (W/(m
2
.K))值？ 

相關條件如右:外表面熱傳遞率23，內表面熱傳遞率9，混凝土熱傳遞率1.4 

(A) 1.4 (B) 3.36 (C) 3.78 (D) 5.96 

  [B] 7. 一般鋼材在下列何種溫度時，鋼材的降伏強度約為原設計強度一半？ 

(A) 300 ℃ (B) 600 ℃ (C) 800 ℃ (D) 900 ℃ 

  [B] 8. 一般營建工程中有關剩餘土石之流向管制應由下列何者辦理？ 

(A)監造人 (B)承造人 (C)起造人 (D)專案管理人 

  [A] 9. 公共工程所稱三級品管制度不包括下列何者？ 

(A)縣市建管單位 (B)主辦工程單位 (C)工程主管機關 (D)營造廠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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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10. 下列哪一種外牆在受地震影響後最不容易被破壞？ 

(A) 1B厚磚牆開窗  (B) 15公分厚RC牆開窗 

(C)單元式帷幕牆  (D)框架式帷幕牆 

  [B] 11. 下列有關統包(turn-key)敘述，何者有誤？ 
(A)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裝併於同一採購契約辦理招標 

(B)統包團隊之建築師須包含設計及監造之工作，以確認現場有按圖施作 

(C)避免設計標單獨招標以細部設計綁標情形  

(D)業主若專業人力不足，可於統包前先行委託廠商辦理可行性研究或規劃之技術服務 

  [D] 12. 如右圖之銲接標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B) (C) (D) 

 

  [D] 13. 下列有關石材之乾式施工和濕式施工之比較，何者有誤？ 

(A)乾式較濕式不受壁體變形影響，耐震性佳 

(B)濕式施工白華出現機率高 
(C)乾式較濕式對應於石材的收縮膨脹較佳 

(D)一般濕式石材厚度大於乾式石材 

  [C] 14. 建築工程相關資料如下：基地附近地質鑽探報告 基本設計圖說 施工詳圖 功能需求及
設計標準 預算及期程 詳細設計圖說 監造計畫書 主要材料規範 品質計畫書，就統
包工程精神而言，招標文件的最低限度需包含上列哪些資料？ 

(A)  (B)  (C)  (D)  

  [A] 15. 下列有關塑性鉸敘述，何者有誤？ 

(A)承載集中荷重的梁，其所產生之塑性鉸處，其降伏範圍由中立軸往上下端，達全斷面降伏
(B)塑性彎矩指斷面全部成為塑性狀態的彎矩 

(C)全斷面降伏後，材料全部進入塑性區域，應力不會增加，只有變形增加 

(D)材料若進入塑性狀態，即使移除外力也不會恢復原狀 

  [B] 16. 下列有關RC補強工法敘述，何者有誤？ 

(A)擴柱補強工法：增加柱剪力強度，同時又可提升撓曲強度、軸向強度，因而對韌性亦有補
強，屬同時提升強度及韌性的補強策略 

(B)翼牆補強工法：在結構物強向增加翼牆的方式進行補強，將既有獨立柱改變為附加RC翼
牆之柱以增加其強度與勁度，提升整體結構韌性表現，屬強度補強的策略 

(C)剪力牆補強工法：可提高整體結構抗側力強度，同時又可改善結構系統，排除軟弱底層之
破壞模式，更可降低因結構平面偏心所造成的扭轉效應，係屬強度補強的策略 

(D)柱鋼板包覆補強工法：可增加柱抗剪能力，同時可提升圍束效果，增加韌性，惟對撓曲強
度補強無效，所以屬韌性補強的策略 

  [D] 17. 有關鋼骨構造防火被覆中，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於鋼鐵表面增加一層不燃材，降低外界熱源傳導速率  

(B)採濕式噴附工法一般會加網噴附以防止被覆之剝落  

(C)膨脹型耐火塗料主要原理是遇熱後形成膨脹碳化層，阻止熱量傳遞 

(D)作為鋼筋混凝土樓版的模板材之鋼承板(deck)，須和鋼骨之梁柱整體施以防火被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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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8. 如右圖所示為一連續梁承受向下均布載重，則下列抗拉鋼筋配置何者

正確？ 

 

(A)  (B) 

 

 

 

 

 

(C)  (D) 
 

 

 
 

  [A] 19. 有關制震結構敘述何者有誤？ 

(A)設計時可刻意增強特定的樓層之剛性或強度，讓地震力集中至這些特定層，而在這些特定
層在設置制震阻尼器，吸收地震能量之構造  

(B)對於形狀較細長的建築物、L型的建築物及ㄇ字型的建築物，可在各建築區塊間設置伸縮
縫且裝設制震阻尼器，利用各區塊結構振動特性不同之特徵，抑制建築區塊間的相對變位 

(C)制震裝置具有吸收能量的性能，所以除了大地震外，亦可減少中小地震或颱風等作用所造
成的振動 

(D)在建築物中設置制震裝置，增加建築物阻尼比以吸收地震能量，達到降低建築物對地震產
生的反應 

  [C] 20. 右圖虛線中與耐震壁接合之梁、柱，其彎矩圖何者正

確？(耐震壁視為不可變形，彎矩圖繪於拉力側) 

 

 

 

 

 

 

 

(A)   (B) 

 

 

 

 

 

(C)   (D) 

 

 

 

 

 

  [A] 21. 右圖承受水平力作用的二層樓結構物，請問其整體的變位δ為何

？第一層的水平勁度為2 K，第二層的水平勁度為 K，梁為剛體

，柱無伸縮的情形。 

(A) 7P/2K (B) 5P/2K  

(C) 3P/2K (D) P/K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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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22. 下圖承受垂直荷重P的桁架A、B、C，各構材為相同材質，斜撐材的斷面積分別為a、2a、3a

，水平構材的斷面積均為a，請問桿件XY內力N之大小關係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NA＞NC＞NB (B) NC＞NB＞NA (C) NA＞NB＞NC (D) NB＝NC＝NA 

  [B] 23. 右圖承受荷重之結構，其彎矩圖何者正確？(彎矩圖繪於拉力側) 

 

 

 

 

(A) (B) (C) (D) 

 

 

 

 

  [D] 24. 下圖的構架A、B、C，梁為剛體，柱全為相同材質、斷面，基本週期分別為TA、TB、TC，其

大小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 

 

 

 

 

 

 

 

 

(A) TA＞TC＞TB (B) TC＞TA＞TB (C) TC＞TA＝TB (D) TA＝TC＞TB 

  [D] 25. 下圖長度和構材端支承條件各異的柱A、柱B、柱C(柱全為相同材質、斷面)，彈性挫屈荷重

分別為PA、PB、PC，其大小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 

(A) PA＞PB＞PC (B) PB＞PA＞PC (C) PC＞PB＞PA (D) PA＝PB＝PC 

【請另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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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6. 下列何種外牆構造的熱傳透率(W / (m
2
.K) )最低？ 

(A) 1 B厚紅磚牆 (B) 6 mm厚單層玻璃 (C) 15 cm厚RC外牆 (D) 12 cm厚RC外牆 

  [B] 27. 下列何種熱負荷，不屬於建築外殼熱負荷？ 

(A)玻璃輻射熱 (B)間隙風傳透熱 (C)壁體傳透熱 (D)引入之新鮮外氣熱負荷 

  [C] 28. 建材的隔熱性能與熱阻係數(m.K / W)、熱傳透率(W / (m
2
.K))、材料厚度等有關，如擬採用具

有較佳隔熱性能之建材，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熱阻係數越大  (B)同材料厚度越大  (C)熱導係數越大 (D)熱傳透率越小 

  [A] 29. 有關吸音構造對於中、高、低頻率吸音效果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穿孔板結合多孔性材料對於各頻域之吸音效果均提高 

(B)穿孔率之多寡不影響中、高頻率之吸音效果 

(C)板狀材料，如石膏板、合板，其吸音率在高頻域部分較高 

(D)多孔性材質，如玻璃棉，其吸音率在低頻域部分較高 

  [C] 30. 一般住宅之污水處理設備採用氧化槽方式時，其處理順序為何？ 

(A)氧化槽→沉澱槽→過濾槽→腐敗槽 (B)過濾槽→沉澱槽→腐敗槽→氧化槽 

(C)腐敗槽→沉澱槽→過濾槽→氧化槽 (D)腐敗槽→沉澱槽→氧化槽→過濾槽 

  [D] 31. 有關大空間室內幾何音響計畫其吸音材料之配置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音源處側壁採用高反射材 (B)音源處天花板採用高反射材  

(C)中間部分使用普通吸音材 (D)觀眾席後側採用高反射材 

  [B] 32. 為維持良好室內照明品質，一般辦公室照明密度約為多少？ 

(A) 5~10 W / m
2
 (B) 15~20 W / m

2
 (C) 25~30 W / m

2
 (D) 35~40 W / m

2
 

  [C] 33. 下列何者非屬基地保水指標中常用保水設計？ 

(A)綠地、草溝設計 (B)透水鋪面設計 (C)滲透側溝設計 (D)花園土壤雨水截留設計 

  [D] 34. 空調系統冰水主機選用COP值較高的機組之主要目的為下列何者？ 

(A)提高空氣品質 (B)再生能源利用 (C)減少外氣負荷 (D)提高設備效率 

  [D] 35. 依建築技術規則之定義，有關外周區(AFp)的敘述何者有誤？ 

(A)外周區是受到外界氣候影響空調耗能量的範圍  

(B)外牆中心線起算5公尺深度內的區域為外周區  

(C)屋頂突出物所佔部分之屋頂層面積，不計入外周區  

(D)緊接鄰棟建築物或使用共同壁時，該部分樓地板應計入外周區 

  [C] 36. 關於等價開窗率(Req)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 Req在南部地區可容許的實際開窗率小於北部地區  

(B)相同開窗型式，高樓層通風修正係數較低樓層通風修正係數小  

(C) Req是用來評估住宿類建築物的外殼構造隔熱性能  

(D)利用遮陽板設計可以改善開窗面積的限制 

  [C] 37. 為維持室內空氣新鮮度，下列何者不屬於自然通風的主要原動力？ 

(A)溫度差 (B) 重力加風壓力 (C)水蒸氣壓 (D) 風壓力 

  [D] 38. 台灣地區建築物地處濕熱氣候區，其增加自然通風的最主要目的為何？ 

(A)增加空氣濕潤度 (B)排除病菌及灰塵 (C)增加新鮮空氣 (D)排除濕氣及熱氣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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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39. 有關建築物結露現象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空氣中水蒸氣含量越大，露點溫度越高，越容易產生結露現象  

(B)夏季白天在空調空間窗玻璃的結露通常發生於室內側  

(C)減少室內水蒸氣量之發生可防止結露  

(D)在外牆內的隔熱層於水蒸氣壓較高之一側張貼防溼層，可防止結露 

  [C] 40. 依現行每人每日之用水量標準（每戶平均人數為4人），某住宅公寓大廈共計52戶，試問此

棟住宅公寓每日之用水量約為多少立方公尺（m
3）？ 

(A) 94 (B) 73 (C) 52 (D) 42 

  [B] 41. 下列何種室內空間，其一氧化碳濃度較高？ 

(A)廁所 (B)地下停車場 (C)空調機房 (D)茶水間 

  [A] 42. 有關T5螢光燈管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為不含水銀之節能燈管 (B)光束投射控制性佳，燈具效率高  

(C)採高效率三波長螢光粉，演色性佳 (D)用高頻電子式安定器，可使用於調光系統 

[A或B或D] 43. 建築物應就各部份使用性質設置消防設備，惟下列房間，何者得免裝設撒水頭？ 

(A)室內太平梯間 (B) 貯存鎂粉倉庫 (C)車庫 (D)防火構造之電梯機械室 

  [D] 44. 有關建築物室內環境指標之設計對策，下列何者正確？ 

(A)儘量採用高反射玻璃或重顏色之色板玻璃，以減少室內熱負荷 

(B)居室空間進深可以儘量深長，以節約空調耗能  

(C)室內環境指標以「健康性」與「節能性」的角度來評量室內居住環境 

(D)室內裝修建材應多採用低逸散性、低污染性、可循環利用並獲得認證之建材 

  [D] 45. 下列各種關於遮陽之敘述，何者有誤？ 

(A)外遮陽係數Ki值越小，遮陽效果越好 (B)相同遮陽深度，格子遮陽效果優於水平遮陽 

(C)建築南向立面較適合水平遮陽 (D)百葉內遮陽的節能效果優於外遮陽 

  [A] 46. 有關建築物設置雨水貯留利用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者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雨水供水管路之外觀應為淺藍色，且每隔五公尺標記雨水字樣 

(B)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水等供水管之外觀應為深綠色 

(C)儲水槽之設計均須覆蓋以防止灰塵、昆蟲等雜物進入 

(D)應於明顯處標示名稱、用途或其他說明標示 

  [A] 47. 有關綠建築解說與評估手冊中「廢棄物減量指標」管制內容，下列何者不包括在內？ 

(A)施工之排放水 (B)施工空氣污染 (C)施工廢棄物 (D)拆除廢棄物 

  [A] 48. 有關建築給水設備產生水錘現象(Water Hammer)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水錘現象是管內急速升降的空氣壓力所造成  

(B)水錘現象會造成噪音干擾，也會影響或損壞器具正常功能  

(C)水錘現象可以裝置水錘吸收器、緩衝器來解決  

(D)低樓層之水錘現象較高樓層明顯 

  [C] 49. 有關建築物內之各項應接至緊急電源的設備，下列何者有誤？ 

(A)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B)出口標示燈 (C)空調主機設備 (D) 緊急廣播設備 

  [D] 50. 有關無障礙廁所之相關內容，下列何者有誤？ 

(A)公眾場所必需設置一處以上供坐輪椅者使用之廁所或盥洗室  

(B)馬桶座面的高度以40公分至45公分為宜，馬桶的兩側應設置扶手 

(C)廁所之大小需考慮由入口直接到達便器，並確保輪椅能迴轉之空間150公分 

(D)出入口及通道之有效寬度為80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