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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 下列何者不是政府採購法所稱之採購？
(A)影印機之租用
(B)工程之定作

(C)權利之買受

(D)呆料之標售

[C] 2. 下列何者屬政府採購法明定應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之情形？
(A)新臺幣2,500萬元工程採購之開標
(B)新臺幣3,000萬元工程採購之驗收
(C)新臺幣1,200萬元勞務採購之開標
(D)新臺幣1,200萬元財物採購之驗收
[A] 3. 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廠商不得為無正當理由之差別待遇」，下列何者不會有違
反之虞？
(A)不適用條約協定之採購，限我國廠商投標
(B)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須為製造廠之代理商
(C)新臺幣50萬元之採購，指定廠牌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報價單辦理決標
(D)規定投標廠商須於招標機關之所在地轄區有實際工作經驗
[B] 4. 機關辦理適用世界貿易組織(WTO)政府採購協定(GPA)之採購，下列何者非屬GPA規定應辦理
事項？
(A)依GPA規定之等標期
(B)提供英文招標文件
(C)允許GPA會員廠商投標
(D)刊登英文摘要公告
[B] 5. 廠商對於機關辦理之採購提出異議逾法定期限時，機關對於異議之處置，何者正確？
(A)應為實體審查
(B)應不予受理
(C)送上級機關
(D)移送受理申訴之機關
[C] 6. 機關辦理工程採購，有部分先行使用之必要或已履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下列處理方
式何者有誤？
(A)就該部分辦理分段查驗供未來驗收之用
(B)就該部分先辦理驗收
(C)就該部分先辦理驗收者，未來仍應針對該部分再辦理驗收
(D)不論就該部分辦理驗收或分段查驗供驗收之用，均得就該部分支付價金及起算保固期間
[D] 7. 下列敍述何者正確？
(A)政府採購法第61條所稱決標後一定期間，為自決標日起20日
(B)依政府採購法第55條規定採行協商措施者，審標程序應公開進行
(C)統包採購之性質及於工程、財物及勞務採購
(D)機關辦理驗收，廠商未依通知派代表參加者，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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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 下列何種廠商得為採購之分包廠商？
(A)提供該採購專案管理服務之廠商
(C)被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不良廠商

(B)屬政黨關係企業之廠商
(D)負責人由該招標機關首長兼任之廠商

[C] 9. 下列何者非屬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應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情形？
(A)偽造、變造投標、契約或履約相關文件 (B)擅自減省工料情節重大者
(C)重整程序中之廠商
(D)得標後無正當理由而不訂約者
[A] 10. 下列何者正確？
(A)機關辦理限制性招標，邀請3家廠商比價，如有2家廠商投標，即得進行比價
(B)機關辦理減價或比減價格結果與底價相同時，仍得洽該廠商再減價1次
(C)採議價方式辦理採購，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減價次數不得逾3次
(D)選擇性招標之經常性採購，應建立3家以上合格廠商名單
[B] 11. 依政府採購法第65條規定，得標廠商應自行履行勞務契約，下列何者正確？
(A)得轉包、不得分包
(B)不得轉包、得分包
(C)不得轉包、不得分包
(D)得轉包、得分包
[B] 12. 公開招標廢標後大幅修改招標文件後再行辦理招標，必須多少家以上廠商投標始得開標？
(A) 1家
(B) 3家
(C)由機關決定
(D)視招標文件之規定
[D] 13. 機關辦理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93條之1規定辦理電子領標並於招標公告敘明者，等標期得
縮短A日，但縮短後不得少於B日，請問下列何者正確？
(A) A=2日；B=7日 (B) A=2日；B=5日 (C) A=3日；B=7日 (D) A=3日；B=5日
[C] 14. 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5款所稱「不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異常關聯者」，
不包括下列哪種情形？
(A)廠商電子郵件網址相同者
(B)押標金由同一人繳納或申請退還者
(C)分包廠商為同一廠商者
(D)投標文件內容由同一人繕寫或備具者
[A] 15. 機關允許共同投標時，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不得對同一採購另行提出
投標文件或為另一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但有下列何種情形不在此限？
(A)該採購涉及專利，擁有此等專利之廠商得為不同共同投標廠商之成員
(B)採最有利標決標者
(C)該採購涉及統包，以增加廠商競爭者
(D)其他經上級機關認定者
[B] 16. 廠商得書寫照底價承製之情形，下列何者有誤？
(A)議價案
(B)屬優先減價廠商之權利
(C)比減價格時僅餘1家廠商
(D)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僅有1家
[D] 17. 下列何者非屬投標廠商之特定資格？
(A)具有相當經驗或實績者
(B)實收資本額之規定
(C)投標廠商現有與承包招標標的有關之專業或一般人力證明
(D)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做能力之證明
[A] 18. 廠商未於投標文件外標封標示名稱及地址之情形，下列何者正確？
(A)無效標，並不得列入家數計算
(B)無效標，但得列入家數計算
(C)得於開標前補正
(D)得於開標後補正
[C] 19. 委託技術服務廠商之服務費用，得於契約規定於訂約後預付一部分，以不逾契約價金總額或
契約價金上限之百分之幾為原則？
(A)百分之二十
(B)百分之五十
(C)百分之三十
(D)百分之十
[A] 20. 機關與廠商因採購履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
(A)調解
(B)申訴
(C)仲裁
(D)訴訟
[D] 21. 下列何者非政府採購法明定須報請主(會)計及有關單位監辦之情形？
(A)開標
(B)議價
(C)驗收
(D)估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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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2. 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56條規定採最有利標決標者，下列何者正確？
(A)議價程序不得免除
(B)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其投標文件無效
(C)不論金額大小，均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D)評選委員會置委員4人，其中外聘專家學者2人
[D] 23. 機關辦理採購，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預算金額新臺幣120萬元之採購，詢價結果只需新臺幣90萬元，以公開取得書面報價方式辦理
(B)財物採購預算金額新臺幣90萬元，決標金額新臺幣60萬元，廠商不履約，機關通知該廠商
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廠商只能提出異議，不能提出申訴
(C)機關承辦採購單位之主管不得為所辦採購之主驗人
(D)機關辦理限制性招標，其得以比價方式辦理者，優先以比價方式辦理
[C] 24. 選擇性招標之底價應於何時訂定？
(A)議價前定之
(C)資格審查後之下一階段開標前定之

(B)於比價前定之
(D)資格標開標前定之

[A] 25. 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任何契約均應記載固定金額之總價
(B)契約文字應以中文書寫，其與外文文意不符者，除契約另有規定者外，以中文為準
(C)各類採購契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
(D)採購契約要項內容，由機關依採購之特性及實際需要擇訂於契約
[A] 26. 關於成長管理理論，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環境保護重於經濟發展
(C)以都市均衡成長為目標

(B)避免都市蔓延問題
(D)以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為實施基礎

[D] 27. 關於開發許可制的內涵，下列何者有誤？
(A)動態彈性管理
(B)先審議後開發

(C)受益課徵、受損補償(D)由政府單位主導開發

[B] 28. 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規定，都市計畫範圍內屋齡30年以上5層樓以下之公寓大廈合
法建築物辦理重建，下列何項不是放寬容積之條件？
(A)採綠建築設計
(B)設置無障礙空間 (C)納入綠色能源
(D)提高建築物耐震性能
[C] 29. 衝擊分區管制可整合環境資源對於土地使用容受力與地方社經計畫之需求，由決策者主導分
析衝擊工作，協助業者於適當地點開發並持續督導。下列何者為衝擊分區管制的土地使用管
理方法？
(A)運用質化標準
(B)採負面限制
(C)運用量化標準
(D)採用先買權
[D] 30. 下列何者不屬於基地保水設計中的「直接滲透設計」？
(A)透水鋪面設計
(B)綠地或草溝設計 (C)滲透側溝設計

(D)地下礫石儲集滲透設計

[C] 31. 下列何者為辦理主要計畫通盤檢討時應擬具的生態都市規劃策略？
(A)地區風貌發展及管制原則
(B)建築基地細分規模及地下室開挖限制
(C)自然及景觀資源之管理維護策略或計畫 (D)環境保護設施及資源再利用設施配置
[B] 32. 依都市更新條例規定，都市更新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不包括下列何者？
(A)實施方式及費用分擔
(B)環境衝擊分析
(C)都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D)財務計畫
[A] 33.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開發單位取得開發許可後逾3年始實施開發行為，應如何處理？
(A)提出環境現況差異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 (B)重新進行環境影響評估
(C)依原核定計畫開發
(D)進行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B] 34.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下列何者非環境影響說明書的內容？
(A)環境保護對策及替代方案
(B)綜合環境管理計畫
(C)執行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
(D)開發行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B] 35. 關於「仕紳化(gentrification)」之描述，下列何者正確？
(A)源於1980年代都市蔓延情形
(B)移入者經濟地位高於移出者
(C)移出者經濟地位高於移入者
(D)又稱「濾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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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6. 下列何者屬於生態水循環的都市防災政策？
(A)淹水區墊高自家基地
(B)設置緊急馬達以排除積水
(C)基地內設置雨水儲集水池
(D)基地開發降低建蔽率、增加地下室開挖率
[B] 37. 下列何者不是人車共存道系統相關之街道傢俱或設施物？
(A)植栽槽
(B)陸橋、地下道
(C)十字路口駝峰

(D)交叉型路邊停車位

[D] 38. 依都市計畫法規定，下列何種公共設施不是以閭鄰單位作配置原則？
(A)市場
(B)中小學校
(C)消防
(D)停車場
[A] 39. 下列何項公共設施多目標使用之用地類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應受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之附表限制？
(A)立體停車場
(B)建築物設置太陽能等發電相關設施使用
(C)公共自行車租賃系統
(D)氣象觀測站
[C] 40. 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規定，於都市計畫地區內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及其輸變電相
關設施者，其建蔽率上限為何者？
(A) 50 %
(B) 60 %
(C) 70 %
(D)依該地區建蔽率規定
[C] 41. 以可居性及寧適性為導向，評估都市發展過程中居民在環境價值、都市景觀、生活品質與休
閒機能的態度與期望，屬於何種容受力分析？
(A)環境容受力
(B)社會容受力
(C)感官容受力
(D)設施容受力
[B] 42. 1992年柯比意描繪「現代都市」模型，下列何者非其規劃概念？
(A)超大街廓
(B)高建蔽率、街廓細小密集劃分
(C)超高層建築物簇群規劃
(D)集中留設大型開放空間
[D] 43. 凱文‧林區(Kevin Lynch)所探討都市意象的實質形式，不包括下列何者？
(A)自明性
(B)結構
(C)意象
(D)技術
[A] 44. 下列何者為文藝復興時期反映人們追求烏托邦理想城市的範型？
(A)幾何圖形式星型城市
(B)屠能圈模型圖
(C)同心圓模型圖
(D)中地理論六角模型圖
[A] 45. 關於中國城市空間原型的特性，下列敘述何者有誤？
(A)城市尺度上有明確的對應軸線關係
(B)採「順天」的斜屋頂形式
(C)強調主題隱藏且客體包圍主體
(D)常運用「牆」的空間元素
[D] 46. 下列何者為都市設計作業過程中民眾參與的時機？
(A)都市設計環境規劃作業階段
(B)都市設計準則擬定及法制化作業階段
(C)都市設計審議作業階段
(D)以上皆是
[A] 47. 兩個或兩個以上獨立的城市，在功能上互補，爭取合作，並藉由快速、可信賴的運輸與通訊
設施廊道，達成顯著的經濟規模，為下列哪一類城市？
(A)網絡城市
(B)資訊城市
(C)智慧城市
(D)衛星城市
[B] 48. 都市蔓延為近代都市空間發展現象之一，都市蔓延的評估指標不包括下列何者？
(A)密度
(B)容受力
(C)連續性
(D)多樣性
[D] 49. 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範圍內夾雜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零星土地，符合下列何種情形始得納
入興辦事業計畫之申請範圍？
(A)通過環境影響評估
(B)夾雜地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C)夾雜地變更編定為生態保護用地
(D)夾雜地面積未超過基地開發面積之百分之十
[C] 50. 績效分區管制運用於環境敏感地的管理，績效分區管制的管制指標不包括下列何者？
(A)開放空間比率
(B)不透水表層比例 (C)綠覆率
(D)容積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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