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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下列何者不是政府採購法所稱採購？
(A)土地之出租
(B)權利之買受

(C)工程之定作

(D)契約工之僱傭

[B] 2. 下列何者無違反政府採購法第6條第1項公平合理原則規定之虞？
(A)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須提供正本型錄
(B)不適用條約協定之採購，限我國廠商投標
(C)預算20萬元之採購，指定廠牌公開徵求廠商提供報價單辦理決標
(D)規定投標廠商必須在投標時取得特定材料供應商之授權同意書
[C] 3. 有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辦理契約變更，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僅適用於工程採購契約
(B)僅適用於非可預見之情形
(C)該條款所稱「必須追加契約以外之工程」之情形，係增加原契約外之工作項目，不包括原
契約項目規格之變更或既有標的數量之增加
(D)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採購之契約變更致原決標金額增加者，該增加之金額，應依政府採
購法第61條或第62條規定辦理公告、彙送
[D] 4. 下列何者情形，非屬政府採購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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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形？
(A)押標金支票連號並由同一人繳交
(B)兩廠商電話、地址相同
(C)投標標封筆跡相同
(D)兩關係企業參與同一標案投標
[A] 5. 機關發現廠商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應將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如廠商未提出異議，機關應即執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宜
(B)如廠商未提出異議，機關應通知主管機關執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宜
(C)如廠商提出異議、申訴及行政訴訟，機關應俟行政法院判決確定再行刊登公報
(D)機關可不通知廠商，直接執行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宜
[D] 6. 下列何者不得為採購案之監辦人員？
(A)機關會計人員
(B)督察單位人員

(C)上級機關人員

(D)採購承辦人員

[B] 7. 機關依據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將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時，應附記廠商如認機關所為之通
知違反政府採購法或不實者，至遲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幾日內，以書面向招標機關提出異
議；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A) 15日
(B) 20日
(C) 30日
(D) 4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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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8. 今年9月政府機關甲依據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規定通知廠商乙違反本法第65條規定轉包(該廠商
曾被其他機關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累計達2次)，經乙提出異議申訴，審議結果指明不違反本法
者，自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次日起至少幾年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
(A)半年
(B) 1年
(C) 2年
(D) 3年
[B] 9. 政府採購法所稱公告金額，係指新臺幣多少元？
(A) 50萬元
(B) 100萬元
(C) 500萬元

(D) 1,000萬元

[A] 10. 有關最有利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所訂底價於決標前應保密
(B)工作小組成員得於進行評選時始成立
(C)辦理最有利標評選，應成立評選委員會，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1/4
(D)價格納入評比者，其所占評選項目權重不得低於百分之十，且不得高於百分之五十
[D] 11.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於招標文件規定優良廠商得予減收押標金等之減收額度以至多不逾原定
應繳總額之若干比例為限？
(A) 5 %
(B) 20 %
(C) 30 %
(D) 50 %
[B] 12. 某機關擬委託廠商提供清潔服務，預算編列1年為100萬元，契約期間為1年，並於招標公告
及招標文件敘明履約情形良好者，將依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續約1年，請問採購金
額為何？
(A) 150萬
(B) 200萬
(C) 300萬
(D) 400萬
[C] 13. 機關辦理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依政府採購法第49條規定公開徵求廠商書面報價或企劃書刊
登招標公告資訊網路，其第1次之等標期(提供有電子領標)至少不得少於幾日？
(A) 15日
(B) 7日
(C) 5日
(D) 3日
[A] 14. 下列何者非屬機關辦理採購，得擇定之基本資格？
(A)具相當財力之證明
(B)廠商具有製造、供應或承作之能力
(C)廠商之受僱人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D)廠商具有維修、維護或售後服務能力之證明
[B] 15.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投標廠商應提出之資格證明文件，除招標文件另有規定外，以影本為原則
(B)廠商資格證明文件影本之尺寸與正本不一致，機關得予拒絕
(C)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履約保證金之繳納期限，應訂定14天以上之合理期限
(D)廠商履行契約所必須具備之財務、商業或技術資格條件，應不以其為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或公營事業所完成者為限
[B] 16. 押標金之額度至多以不逾預算金額或預估採購總額百分之多少為原則？
(A) 1 %
(B) 5 %
(C) 10 %
(D) 20 %
[A] 17. 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辦理公開招標，第一次未達3家流標，請問第2次開標至少須達幾家
合格廠商始能開標？
(A) 1家
(B) 2家
(C) 3家
(D) 4家
[C] 18. 有關機關依政府採購法第56條規定，以「最有利標決標原則」辦理招標，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以不訂底價為原則
(B)如訂有底價應於決標前保密
(C)評定為最有利標後得議減價格
(D)公開招標第1次開標須有3家合格廠商始能開標
[D] 19.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有關「未逾原主契約金額百分之五十者」，其是否逾50 %之計
算，下列何者正確？
(A)單次金額/原主契約金額
(B)追加與追減絕對值之累計金額/原主契約金額
(C)追加與追減之累計金額/原主契約金額 (D)追加累計金額/原主契約金額
[D] 20. 下列何者非巨額採購(單位均為新臺幣)？
(A) 2億元的工程採購
(C) 2,000萬元的勞務採購

(B) 1億元的財物採購
(D) 5,000萬元的工程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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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1. 某機關辦理最有利標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共16人，請問決議時出席委員至少須幾人？
(A) 8人
(B) 7人
(C) 6人
(D) 5人
[C] 22. 有關採購申訴要件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採購申訴得僅就書面審議之
(B)申訴經撤回後，不得再行提出同一之申訴
(C)不予發還或追繳押標金之爭議，其申訴之提出亦受公告金額以上之限制
(D)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辦理審議，得先向廠商收取審議費等必要之費用
[B] 23. 下列何者非屬契約文件？
(A)契約本文
(B)廠商拒絕往來名單 (C)招標文件

(D)投標文件

[C] 24. 採購申訴審議判斷之效力為何？
(A)視同仲裁判斷
(B)視同確定判決

(D)視同調解成立書

(C)視同訴願決定

[D] 25. 與職務或利益有關廠商餽贈之禮物，其價值至多在新臺幣多少元以下，如不接受反不符合社
會禮儀或習俗者，得予接受？
(A) 3,000元
(B) 2,000元
(C) 1,000元
(D) 500元
[B] 26. 下列何者非屬依法得申請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之條件？
(A)取得綠建築銅級以上
(B)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為最低等級
(C)完整街廓面積達3,000 平方公尺以上
(D)辦理保存範圍內紀念建築
[C] 27. 下列何者非屬國土空間成長管理策略應載明事項？
(A)未來發展地區
(B)城鄉發展總量及型態
(C)經濟發展機會
(D)發展優先順序
[A] 28. 「可節省公共設施成本，保留更多開放空間且讓具有特殊的地景得以保存」，請問上述為何
種分區管制制度的優點？
(A)簇群分區管制
(B)大基地分區管制 (C)條件式分區管制 (D)績效分區管制
[A] 29. 同心圓理論、扇形理論及多核心理論為描述都市空間結構的理論代表，請問下列何者並非上
述理論區位分布之共通點？
(A)高所得住宅區離工作地點較近
(B)低所得住宅區位於輕重工業區等就業點附近
(C)主要商業區位於都市中心地區
(D)高所得住宅區分佈於都市邊緣或郊區
[B] 30. 請問下列何項國際性公約，為人類歷史首次以法規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
(A)蒙特婁議定書
(B)京都議定書
(C)斯德哥爾摩公約 (D)維也納公約
[D] 31.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下列何者不符合劃定策略性更新地區條件？
(A)港灣周邊適合高度再開發區
(B)位於捷運場站一定範圍
(C)有都市防災必要
(D)建築外觀未能與地區建設融合
[A] 32. 「舊市區經過更新改建後，房租及房價上漲，並吸引高收入者遷入」，請問上述係指都市發
展過程中的何種現象？
(A)仕紳化現象
(B)都市化現象
(C)郊區化現象
(D)集中化現象
[D] 33. 「以直線道路聯繫構成都市主要路網，並在都市空間景觀的據點上設置有建築物或紀念性尖
塔，強調地標及端景設計」，此描述為西方何時期之都市空間特性？
(A)羅馬時期
(B)中古時期
(C)希臘時期
(D)文藝復興時期
[D] 34. 請問「規劃上偏重建築設計及土地使用等空間形式計畫，僅提供後續共同行動指導方案，缺
少明顯達成目標的行動步驟」，是屬於下列何種土地規劃理念？
(A)理性規劃
(B)漸進調整式規劃 (C)策略式規劃
(D)藍圖式規劃
[A] 35.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規定，下列何種計畫變更無需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A)計畫產能提高5 %
(B)降低環保設施處理等級
(C)路線延伸10 %以上
(D)計畫變更影響範圍內之保護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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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36. 關於都市設計制度的描述，下列何者有誤？
(A)都市設計以執行環境管理為目的
(B)促使都市計畫與建築管理更加緊密
(C)應於建築許可後辦理都市設計
(D)屬於3度空間的都市規劃與設計
[C] 37. 依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規定，工業區申請變更為住宅區使用，應捐贈之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不得低於變更土地總面積之比率為何？
(A) 20 %
(B) 25 %
(C) 30 %
(D) 37 %
[A] 38. 有關現行都市計畫法之規定，下列何者有誤？
(A)指定優先發展區必須5年內開發建設
(B)為適應經濟發展需要時可迅行辦理變更
(C)可採容積移轉方式保存歷史建築
(D)實施新市區建設得採區段徵收方式取得土地
[D] 39. 下列何者非屬策略性更新地區之都市更新計畫應表明事項？
(A)都市計畫檢討構想 (B)財務計畫概要
(C)開發實施構想

(D)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C] 40. 為保育天然資源，應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基地劃設必要之保育區，其面積扣除不可開發區面積
後，不得小於剩餘基地面積之比率為何？
(A) 15 %
(B) 20 %
(C) 30 %
(D) 40 %
[A] 41. 對於促進土地資源永續利用對策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鼓勵高等則農地轉為他用
(B)土地容受力應正確控制
(C)環境品質成本應合理計算
(D)推廣無汙染交通工具使用
[D] 42. 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規定，實施都市更新地區辦理容積移轉，接受基地可移入
之容積，不得超過該基地基準容積之比率為何？
(A) 15 %
(B) 25 %
(C) 30 %
(D) 40 %
[C] 43. 有關都市智慧成長管理(smart growth management)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土地混合使用
(B)創造友善步行空間
(C)強調單一運具選擇的發展環境
(D)引導開發與社區發展結合
[C] 44. 都市設計審議經常涉及都市文化資產空間保存議題，請問「建築樣式風格特殊，並具有歷史
或科學價值之建築群落或街區」，屬於下列何種文化資產？
(A)歷史建築
(B)文化景觀
(C)聚落建築群
(D)紀念建築
[B] 45. 關於開發許可制(planning permission)理念的描述，下列何者有誤？
(A)尊重市場機制
(B)毋須明確的作業規範
(C)較傳統分區管制更具彈性
(D)政府具有最終准否權
[A] 46. ①界定分析地區使用現況及預期使用型態②研擬發展潛力及限制分析之評估方法及準則③適
宜性疊圖分析及評估④分析土地使用類別與自然、人文、社會環境之關聯。請問正確的土地
適宜性分析流程，何者正確？
(A) ①④②③
(B) ④②①③
(C) ①②④③
(D) ②①③④
[C] 47. 有關都市蔓延(urban sprawl)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為一種去中心化的發展型態
(B)依賴汽車運輸
(C)土地使用強度偏低但集中
(D)土地使用型態單一
[B] 48.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基地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施時，開發計
畫須表明之事項？
(A)建築高度管制
(B)綠建築類別
(C)透水率管制
(D)景觀及植栽綠化
[A] 49. 下列何者非屬國家公園土地使用分區種類？
(A)特殊管制區
(B)史蹟保存區
(C)特殊景觀區

(D)遊憩區

[D] 50. 關於中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中地中心性越高，階層越低
(B)階層越高之中地，人口數越少
(C)中地數目越少，彼此間隔越近
(D)中地數目越少，互補區域面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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