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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 下列何者屬於政府採購法適用範圍？
(A)仲裁人之選定
(C)採購生鮮農漁產品

(B)承租辦公廳舍
(D)投資金融商品

[D] 2. 工程採購之採購金額在下列何種金額以上屬於巨額採購？
(A)新臺幣 2,000 萬元 (B)新臺幣 5,000 萬元 (C)新臺幣 1 億元

(D)新臺幣 2 億元

[A] 3. 機關辦理採購金額9,000萬元之工程採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規定廠商有轉包之情形者，其履約保證金(含其孳息)得全部不發還
(B)規定廠商須以金融機構簽發之支票繳納履約保證金
(C)規定廠商必須提出連帶保證廠商
(D)規定廠商須於得標後 10 天內繳納履約保證金
[A] 4. 下列何者非屬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4款所稱「原供應廠商」之範圍？
(A)原訂約廠商之關係企業
(B)原製造廠商
(C)原訂約廠商之分包廠商
(D)原訂約廠商
[C] 5. 有關技術服務採購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得允許共同投標
(B)得允許外國廠商參與投標
(C)不得規定收取押標金及保證金
(D)共通性之需求得簽訂共同供應契約
[C] 6. 機關辦理公開招標，如為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時，其等標期(未提供電子領投標及公開閱覽)
不得少於幾日？
(A) 3 日
(B) 5 日
(C) 7 日
(D) 14 日
[D] 7. 機關辦理委託資訊服務，其服務費用未達公告金額者，下列何者不是得適用之採購方式？
(A)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或企劃書
(B)公開評選
(C)公開招標
(D)統包
[C] 8. 機關採公開招標辦理50萬元之採購，第1次開標至少須有幾家合格廠商投標始可開標？
(A) 1 家且事先簽准 (B) 2 家且簽准
(C) 3 家
(D) 6 家
[C] 9. 機關辦理新臺幣1億元之一般工程採購，不得訂定下列何種投標廠商資格？
(A)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B)廠商信用之證明
(C)廠商具有相當財力之證明
(D)廠商之受雇人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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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採購法規定上級機關應監辦之事項？
(A)審標
(B)比價
(C)議價

(D)驗收

[D] 11. 依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第4條之規定，每一申訴案件之審議費為新臺幣多少元？
(A)依個案認定
(B)不用收費
(C) 5 萬元
(D) 3 萬元
[D] 12. 準用最有利標，有關底價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得不訂定底價
(B)決標前應保密
(C)應參考廠商之報價資料
(D)決標後仍應保密
[B] 13. 保固保證金之額度以不逾契約金額多少為原則？
(A)百分之一
(B)百分之三
(C)百分之五

(D)百分之十

[D] 14. 下列何者非屬政府採購法第36條所稱之特殊採購？
(A)開挖深度在 15 公尺以上之工程
(B)在地面下施工之工程
(C)古蹟構造物之修建
(D)工期緊迫且經機關首長核定之工程
[A] 15. 依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第5條之規定，採購稽核小組之稽核委員，其每一任期為幾年？
(A) 2 年
(B) 3 年
(C) 5 年
(D)不受限制
[B] 16. 政府採購之申訴，招標機關至遲應自收受廠商異議之次日起幾日內為適當之處理？
(A) 10 日
(B) 15 日
(C) 20 日
(D) 30 日
[C] 17. 下列何者非屬未達公告金額採購之特性？
(A)得免收押標金及保證金
(C)得免訂定底價

(B)決標結果得免以書面通知廠商
(D)免通知上級機關監辦

[B] 18. 依政府採購法第93條簽訂之共同供應契約應公開於下列何處供各機關利用？
(A)訂約機關之資訊網站
(B)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C)各適用機關之資訊網站
(D)政府採購公報
[C] 19. 有關共同投標之採購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招標文件中未載明允許廠商共同投標者，廠商採共同投標方式投標，機關仍得接受
(B)共同投標廠商之家數上限，得免於招標文件中載明
(C)允許廠商共同投標之案件，廠商單獨投標並無不可
(D)以聯合技師事務所投標者，亦屬共同投標
[D] 20. 下列何者非屬政府採購行為錯誤態樣？
(A)履約期限為日曆天者未載明特定假日是否計入
(B)以單價決標者，未載明預估數量或採購金額上限
(C)未將選購項目金額計入採購金額
(D)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之資格證明文件，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電子資料替代
[B] 21. 機關採購採最有利標之方式辦理者，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招標前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B)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未公開者，於評選出最有利標後，仍應保密
(C)招標文件內規定評審標準
(D)以不訂定底價為原則
[C] 22. 機關辦理採購，有關招標文件對於廠商資格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機關辦理外國廠商得參與之採購，不得禁止大陸廠商投標
(B)個案採購涉及國家安全，機關於招標文件載明不允許在臺陸資廠商參與投標，屬不當限制
投標廠商資格情形
(C)非適用條約或協定之採購，可於招標文件規定不允許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之廠商參與
(D)依我國法律設立登記之公司或事業，其含陸資成分達 1/2 以上之廠商，視為大陸地區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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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3. 下列何者須於招標文件載明，否則機關不能據以辦理？
(A)辦理部分驗收
(B)逾期違約金之計罰
(C)驗收不符時，改正期限之訂定
(D)減價收受之減價計算方式
[A] 24. 公務機關間依政府採購法第105條第1項第3款取得勞務者，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政府機關得向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採購 (B)須經雙方分別隸屬之上級機關核准
(C)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得向政府機關採購 (D)仍適用監辦規定
[A] 25. 依政府採購法第46條規定，訂定選擇性招標底價之時機，下列何者正確？
(A)資格審查後之下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B)議價前定之
(C)資格審查之開標前定之
(D)比價前定之
[B] 26. 下列何者不是中古世紀市鎮的設計元素？
(A)教堂
(B)皇宮

(C)廣場

(D)街道

[A] 27. 文藝復興時期，亞伯堤(Leon Battista Alberti)提出「理想城市」(Ideal City)，城市平面為星形，
以教堂、皇宮為城市中心，運用輻射式街道突顯中央建築物的地位，此星形城市是因下列何
者因素而形成？
(A)戰爭
(B)交通
(C)貿易
(D)工業
[B] 28. 下列何者非屬生態社區評估系統的5大範疇？
(A)社區機能
(B)汽車持有率
(C)治安維護

(D)節能減碳

[C] 29.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2條規定，停車場用地面積不得低於計畫區內車輛預估
數百分之多少的停車需求？
(A) 10
(B) 15
(C) 20
(D) 25
[A] 30. 下列何者不是「計畫單元整體開發」(Planning Unit Development)的特點？
(A)多為小區域的住宅單元
(B)可應用在商業區、工業區的開發上
(C)允許相容使用的混合發展
(D)開發時程是長期的，一般採用逐段開發方式
[C] 31. 有關容受力分析的假設，下列何者有誤？
(A)自然資源所能承受人口成長的容受力不是固定的，可經由人為因素介入而改變
(B)某一種資源對都市成長的極限容受力，最終只是一種主觀判斷
(C)臨界的人口門檻是不可被確定的
(D)自然環境所能承受之都市成長或土地開發是有極限的
[A] 32. 「偏重於描繪未來的理想狀態或願景，僅提供後續共同行動方向的指導，而欠缺明顯的達成
目標的行動步驟」以上敘述屬於哪一種規劃方式？
(A)藍圖式規劃
(B)漸進式規劃
(C)理性規劃
(D)策略式規劃
[D] 33. 下列何者不是洽賓(Chapin)對商業區規模的劃分？
(A)區域商業中心(Regional Business Centers) (B)社區商業服務中心(Community Centers Serving)
(C)閭鄰商業中心(Neighbourhood Centers)
(D)都會中心商業區(Metropolitan, C.B.D)
[A] 34. 下列何者非屬於實施權利變換時應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A)市場
(B)道路
(C)停車場

(D)鄰里公園

[B] 35. 「以累加環境衝擊的方式，估算供養人類所需之生物物理資源及吸收廢棄物所需之儲存地面
積」是哪一種永續發展應用工具之內涵？
(A)永續發展指標
(B)生態足跡
(C)環境空間
(D)生態效率分析
[C] 36.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辦理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時，應擬定下列哪一種生態都市規劃原則？
(A)自然及景觀資源之管理維護
(B)都市水資源及其他各種資源之再利用
(C)地區風貌發展及管制
(D)綠色運輸之都市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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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7.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體育場所之檢討，應考量實際需要設置，其面積之
二分之ㄧ，可併入哪一種公共設施用地計算？
(A)綠地
(B)廣場
(C)兒童遊樂場
(D)公園
[C] 38. 下列何者非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規定之環境敏感地區？
(A)天然災害敏感地區 (B)資源生產敏感地區 (C)文化資產敏感地區 (D)生態敏感地區
[C] 39.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申請變更都市計畫，申請人應自行管理、維
護之公共設施用地，其比例至少應占變更都市計畫土地總面積的多少？
(A) 10%
(B) 20%
(C) 30%
(D) 40%
[A] 40. 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公共設施用地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下列何
者占用土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全部計畫面積10%？
(A)兒童遊樂場
(B)道路
(C)學校
(D)停車場
[D] 41. 依區域計畫法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區域計畫應表明之事項？
(A)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
(B)城鄉發展模式
(C)自然資源之開發及保育
(D)主要上下水道系統
[B] 42. 下列何者不是全國國土計畫應表明之內容？
(A)國土防災策略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B)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C)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原則
(D)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
[A] 43.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商業區總面積占都市發展用地總面積之比例，下列何者正確？
(A)區域中心之直轄市不得超過 15%
(B)次區域中心不得超過 12%
(C)地方中心不得超過 8%
(D)農村集居中心不得超過 5%
[D] 44. 下列地區何者非屬國土計畫法規定，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進行復育工作？
(A)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B)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C)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D)斷層帶經過之地區
[B] 45.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辦理都市設計，勿需納入
細部計畫之地區為何？
(A)新市鎮
(B)快速道路兩側 1 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C)新市區建設地區
(D)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建築物之周圍地區
[C] 46. 下列何者非雷特朋計畫(Radburn Planning)之規劃理念？
(A)棋盤式街廓替代鄰里單元
(B)超大街廓
(C)人車合流
(D)塑造現代化的居住環境
[B 或 C]

47. 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非都市土地」的18種使用地編定？
(A)停車場用地
(B)交通用地
(C)墳墓用地
(D)市場用地

[A] 48. 光輝城市(Radieves)是由下列何者提出？
(A)科比意(Corbusier) (B)萊特(Wright)

(C)豪斯曼(Haussmann)(D)霍華德(Howard)

[D] 49. 對都市設計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保障都市房地產價值
(C)塑造環境意象

(B)連接都市計畫與建築管理的落差
(D)不涉及都市活動

[B] 50. 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規劃公共設施用地項目、位置與面積時，勿需考量之因素為何？
(A)土地使用
(B)土地權屬
(C)人口
(D)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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