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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樂廳等空間應用多孔質材料達到吸音目的，而為求美觀常在多孔質材料之上進行表飾處理，下列
材料及使用方式，何者最會降低多孔質材料之吸音效果？
各種網目之金屬網
通氣性大之織物，全面糊貼
開孔板，板薄且開孔率大於 0.4
豎立木肋條，肋條寬度小於 2 cm，肋條中心線間距大於 5 cm
有關建築工程用鋼筋，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箍筋的功能包括防止側向爆裂以及防止縱向挫曲等
圓鋼棒、方型鋼條的握裹應力（bond-stress）均較竹節鋼筋為低
水淬鋼筋的內部強度較表面層高，適用於瓦斯壓接與焊接接合
溫度鋼筋的設置目的為防止溫度變化所造成之混凝土裂縫現象
有關於混凝土水灰比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水灰比越高，混凝土工作性越高
水灰比越高，混凝土強度越低
水灰比越高，水密性越高
水灰比越高，混凝土收縮越大
俗稱「海砂屋」之瑕疵建築物，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發生在使用鋼筋及混凝土材料的構造
引起海砂屋瑕疵破壞之現象稱為中性化
剝離脫落現象是因為水泥中含有的氯離子含量過多造成
剝離脫落現象是因為骨材中含有的鈉離子含量過多造成
混凝土若正確使用緩凝摻料，其初期強度與末期強度之變化為何？
初期強度與末期強度均降低
初期強度與末期強度均提高
初期強度不變，但末期強度提高
初期強度降低，但末期強度不變
有關混凝土材料，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拌和時的水灰比愈大，混凝土硬固後的抗壓強度愈高
同樣配比條件下，濕潤養護後之硬固混凝土抗壓強度較置於空氣中硬固之混凝土抗壓強度小
新拌混凝土之各材料愈容易分離，則愈不容易產生浮水現象
坍度試驗是用來量測新拌混凝土的工作度，量測指標為重力變形量
結構混凝土在配比設計時以下列何者來保障混凝土的耐久性？
骨料比
水膠比
輸氣比
凝固比
防焰材料係指下列何者？
具有防止因微小火源而起火或迅速延燒性能之材料
不因火及熱引起燃燒、溶化之材料
不因火及熱產生有害氣體之材料
在火災初期受高溫時不易著火延燒之材料
周圍溫度上升率超過一定限度時，即會動作之火警探測器，係指下列何種探測器？
定溫式
差動式
光電式
離子式
為使主要結構能達到防火構造要求，有關被覆材料的敘述，何者最不恰當？
高溫下熱傳導率愈小，熱容量愈小者為佳
高溫下強度降低小，熱脹冷縮小，且不發生龜裂和剝離者為佳
落塵量少，且不含石綿者為佳
容許因火熱作用而產生局部的燃燒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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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築材料的病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磁磚黑斑：磁磚之高孔隙率是誘因，裱貼用水泥砂漿含有可溶性鹽遇水產生膠體，表面發霉而形成
混凝土中性化：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滲入與混凝土中的氫氧化鈣起中和作用，造成混凝土材料的鹼
性降低
金屬腐蝕：以化學腐蝕為主，由於屬化學作用，鋼鐵材料等受腐蝕作用後體積不會增加
木材腐朽：主要成因為生物性劣化，且與木材的含水率有關
以下有關材料光學性質的敘述，何者錯誤？
紫外線及高能光對一般外構用之聚合物材料，易造成劣化現象
普通玻璃對於可見光線中接近紅外線部分之電磁波透過率最高
光之電磁波到達材料會產生反射、吸收及透過等三種現象，如有採光之需要則選用材料時宜採高
吸收率者
採用對入射光反射率高之白色表漆，在隔熱上應該有所幫助
在檢討外牆開口採用之玻璃材料時，下列敘述何者最不恰當？
熱線吸收玻璃因對太陽全日射吸收比率高，且吸收後對室內側的再放射比率極低，可以相當有效
降低熱能的入侵
熱線反射玻璃因反射太陽全日射，雖然可降低熱能的入侵，相對地可視光的取得降低，採光上效
果較差
光線透過乳白套色玻璃及玻璃磚的行為屬於擴散性，適合需要視覺遮蔽但又可採光的設計
調光玻璃可以將可視光線透過率在約 10%至 75%之間變化，但對於紅外線熱能的遮蔽有限
下列何者與鋁窗之 PVC 壓條老化現象有關？①抗拉強度 ②伸長率 ③吸水率 ④硬度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懸臂式擋土牆抗拉鋼筋的配置位置下列何者正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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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①
②
③
④
有關鋼骨構造防火被覆中，下列敘述何者最不適當？
防火被覆漆有室外及室內型之分，主要的差別在於其中塗層的耐候性
作為鋼筋混凝土樓版的模板材之鋼承板（deck），並無施以防火被覆之需要
鋼梁斷面過大時，採濕式噴附工法一般宜加網噴附以防止被覆之剝落
同樣的時效要求條件下，一般柱梁斷面積較大者，柱梁所需之防火被覆厚度較小
有關預力混凝土構造，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先拉式預力混凝土構造需注意預埋套管填漿
握裹力在後拉式預力混凝土構造仍有其重要性
預力混凝土構材製作的長度要考慮變形為潛變變形
後拉式預力混凝土構造可以應用在所有場鑄混凝土梁
鋼浪板下有一層夾板的輕鋼架屋頂，下列何者不屬於通風方式隔熱的構法？
屋脊折板與鋼浪板間不密封形成出氣口
鋼浪板下留設貫通之熱氣通道
鋼浪板在簷口留設進氣口
鋼浪板下貼附發泡隔熱材
誘導縫係指預先在牆面適當間隔設置勾縫，以讓龜裂時裂縫發生在該勾縫上；下列何種施作方式較
不適用於誘導縫？
應將牆面增加與勾縫等深之厚度，以確保鋼筋防銹性能
與勾縫方向垂直之橫筋，於勾縫位置，每隔一根予以切斷
勾縫深度應大於牆厚 15%以上
應以 1：3 水泥砂漿填縫，但勾縫面與牆表面應留設適當距離
有關建築物外殼構造之 DPG（dot point glazing）系統，下列構法何者正確？①以特殊鐵具點支撐玻
璃的系統 ②玻璃採用強化玻璃 ③支撐鐵具以迴轉鉸對應變形 ④以耐候密封材料將玻璃埋入窗框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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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外牆面磚剝落，下列何者為錯誤之對策？
採用純水泥漿黏著面磚
採用有背溝的面磚
牆面磚縫作填縫處理
牆面規劃收縮縫
有關帷幕牆之安裝固定繫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兩向度的調整性，即上下、左右方向可做細部調整
於正確位置上，利用焊接或螺栓固定
具足夠強度，以耐風壓、地震及建築物變形所產生的應力
考慮火災發生時，不致使帷幕牆脫落下墜
有關加強磚造建築物的構法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磚牆端部不可配置加強柱
先豎立加強柱再砌磚壁
先構築梁柱再填砌磚壁
先砌磚壁再澆置加強柱
下列何者為帷幕牆施工，填縫材料應具備的條件？①施工簡便，表面乾固所需時間短，且不沾灰塵
②乾固後仍具橡膠般之彈性 ③乾固後須有優良的耐候性 ④耐用年限必須超過建築物本身的壽命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在永續綠建築計畫中，二氧化碳減量為吾人努力目標，國內生產之下列建材在生產、運輸中，每平
方公尺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量何者最少？
 1/2 B 磚牆
 2 cm 厚實木地板
 6 mm 厚矽酸鈣板
 2 cm 厚 1：3 水泥砂漿粉刷
採用彎折筋的 RC 樓版，柱列帶中央段之上層配筋為 φ13@15，下層配筋為 φ13@30，則樓版中央
下層相同方向的鋼筋量有多少？
 φ13@10
 φ13@15
 φ13@30
 φ13@45
隔間牆骨架採用輕量 C 型鋼，面貼矽酸鈣板之構造方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與 RC 柱之接合處須設兩根牆骨立柱
牆骨立柱須以角鐵輔助釘著於樓版
矽酸鈣板間之垂直接縫須在牆骨立柱之位置
矽酸鈣板與 RC 柱之接合處須先用彈性材填縫後再作粉刷
有關建築物防音構造，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建築技術規則僅就住宅分界牆及旅館客房或病房分間牆要求防音構造
防音構造牆應直達上、下層樓地板，但天花板有吸音性能者，分界牆得建築至天花板
磚石造，其本身厚度與粉刷厚度合併在十公分以上，即滿足防音構造要求
防音構造的性能達成主要是靠材料構造對聲音的吸收及反射能力
有關昇降機區劃之構造性能，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直接開向居室之客用一般昇降機，其昇降機於各樓層之外層門應具有防火時效性能
採具防火區劃性能設計之客用一般昇降機梯廳，其昇降機於各樓層之外層門可以不具有防火時效
性能
緊急昇降機之排煙室應具防火區劃性能，且應設置可開向戶外之窗戶，窗戶均應具有防火時效性能
緊急昇降機間及一般昇降機間均應採用耐燃一級材料裝修
設置於露臺、陽臺及平屋頂等之欄杆構造，下列敘述何者最不適當？
金屬製直立桿式，桿間隔 8 公分，高 130 公分，外側襯以鐵絲網玻璃板
金屬製水平桿式，桿間隔 8 公分，高 130 公分，外側襯以鐵絲網玻璃板
金屬製水平桿式，桿間隔 15 公分，高 130 公分，內側襯以鐵絲網玻璃板
內斜 5 度之鋼筋混凝土牆，高 130 公分
建築結構圖中符號 5G3 表示何意？
 5 樓橫向第三跨度的梁
 5 樓縱向第三跨度的梁
 5 樓所有編號為 3 的大梁
 5 樓所有編號為 3 的小梁
室外透水鋪面之剖面，宜採下列何種組合？①連通多孔質地磚層 ②水泥砂漿層 ③細砂層 ④級配層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下列敘述何者不屬於建築物防止結露之方法？
利用通風換氣而將室內之水蒸氣予以排除
利用加熱方式，以防止壁面溫度之降低
壁面內部或屋頂處設置防濕層，以制止濕氣之進入
防濕材料應選用厚度較厚且透濕抵抗大之材料
下列敘述，何者是逆打工法之特性？①擋土的安全性高 ②可縮短工期 ③能有效防止地下工程中
的營建公害，如噪音及振動 ④僅適用於地下平面形狀不規則之建築物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①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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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水密性而言，下列何者擋土措施最佳？
鋼版樁
鋼軌襯板擋土壁
預壘樁
連續壁
有關離心式鋼筋混凝土樁（centrifugal R.C. pile）的特性，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樁體在工廠製造，採用離心機高速迴轉將混凝土中的水分以離心力原理析出，使混凝土密度增大
而提高樁體強度
因屬於預鑄樁，故樁的接合處（接頭）品質不易控制，若樁的接頭有二處以上，則容許支承力將
會降低
在中度硬質地盤（貫入值約為 N = 30）之打入或拔出施工，亦相當容易，不會造成樁頭之損壞
樁打入施工時產生壓縮或拉張作用，易產生環狀裂縫現象，導致鋼筋遭受侵蝕而損及樁的支承力
有關鋼筋混凝土構造物模板的施工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梁及樓版之模板中央部，應提高跨距 1/250～1/500 之預拱
垂直活動模板是利用千斤頂沿著預埋於硬化混凝土中之鋼桿或鋼管向上移動
飛模工法須有吊車配合
電熱模板的原理是利用通電加溫養護，藉以提昇混凝土之流動性
當建築工程之柱、牆、梁、板一體澆置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快速一次澆置到頂
連續分段分別澆置，並充分搗實
先澆置支承之柱牆，並稍做停頓再澆置梁板
先澆置支承之柱牆，並等無塑性再澆置梁板
有關混凝土施工冷縫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氣溫高於 25℃時，若澆置混凝土停頓 100 分鐘以上，會發生冷縫
混凝土會產生冷縫之處應規劃為施工縫，且選擇剪應力較小之處設置施工縫以因應結構安全問題
冷縫會造成混凝土應力傳遞不良
施工縫宜與主鋼筋垂直，且所有穿過施工縫之鋼筋必須截斷，不得連續，周邊輔以斜向鋼筋補強
鋼筋混凝土柱主筋續接為避免接頭過密排筋的困擾，宜採下列何種方式？
搭接
瓦斯壓接
榫接
鋼筋續接器
混凝土乾縮為導致龜裂主要原因之一，下列何種方法無助於混凝土龜裂之減少？
提高水灰比，提升工作度，使澆置作業更容易
配置適度之溫度鋼筋
混凝土澆置完成後，以濕治方式，保持混凝土表面潤濕狀況
混凝土表面設置適當之收縮縫
在樓層高度較大的鋼筋混凝土工程，常可看到柱或牆模板上，在高 2 m 至 3 m 處設置臨時開口，其
主要目的為何？
檢查鋼筋
清除雜物
澆置混凝土
綁紮繫條
工地現場結構混凝土工程保持水分之養護甚為重要，試問不與模板接觸之混凝土表面在完成澆置及
修飾後，下列何種養護方法較不適用？
施以高壓蒸氣
覆蓋保濕性媒材
覆蓋不透水材料
持續性的灑水
鋼筋混凝土梁預力先拉法之施工步驟為何？①澆置混凝土 ②鋼鍵先施預力 ③組合模板鋼筋隔板
④切斷預力鋼鍵
③①②④
③②①④
③②④①
②③①④
有關鋼筋標示與用法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D10@15 cm 指的是直徑 10 mm 的鋼筋間距 15 cm
 8-D25 指的是 8 支#8 鋼筋
 D10 等同於#3 鋼筋，又稱 3 分鋼筋
鋼筋之號數愈大直徑愈細
鋼構件焊接後母材產生龜裂現象的主要原因是：
熱應力
殘留應力
剪應力
疲勞破壞
鋼構造建築物施工時，其構材接合以焊接及螺栓接合最為常用。試問在高強度螺栓安裝的一般規定
中，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高強度螺栓之預拉力須超過其降伏拉力
高強度螺栓之安裝，應先以鎚擊入孔以利鎖緊
高強度螺栓之螺牙，若有傷痕銹蝕，清除後方可使用
高強度螺栓之安裝，不得以動力鎖緊器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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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防火被覆工程中，有關成形防火板張貼工法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於柱、梁斷面的角隅處配置筋條，再將既製成形防火板以釘栓固定於筋條，構成空心箱式型態的
方法，稱為箱式張貼法
預先在柱、梁斷面的表面敷設一層底板再將防火板貼置其上，以減少熱量直接傳導的方法，稱為
間接張貼法
直接張貼法係指將防火板直接貼置於柱、梁表面的方法，一般以釘栓固定為主，不得以無機性膠
黏劑張貼
 ALC 板（輕質泡沫混凝土板）、矽藻土板、矽酸鈣板等，均為常用之成形防火板
有關外牆裝修磁磚，下列敘述何者最不適當？
磁磚之模版先貼工法比傳統現場張貼工法在防止磁磚剝落上更有效
張貼用水泥砂漿之配比，一般水泥與砂之體積比約為 1：3
山區等寒冷地域採用之外裝磁磚，一般而言陶質磁磚比瓷質磁磚更適合
張貼外牆磁磚之際，應保持內面之水泥砂漿無間隙狀態
某建築健診團隊欲針對某大樓外牆二丁掛磁磚的黏著狀況實施檢查時，不需要使用何種檢測工具
（或儀器）？
反彈錘（Rebound Hammer）
鐵鎚或圓球鎚
 紅外線熱顯像儀
磁磚拉拔試驗器
帷幕牆安裝之正確施工順序為何？ ① 安裝帷幕牆、防水填縫處理 ② 放樣作業、安裝固定繫件
③排水處理 ④清洗養護
①②③④
②①③④
③②①④
②③①④
有關屋頂防水工程施作，下列敘述何者最不適當？
瀝青防水施工時，保持基底的濕潤是極重要的施工條件
防水層上打設混凝土時，原則上每 3-4 公尺間隔宜設置伸縮縫
防水工程用之瀝青，即使在相對低溫，長時間持續熔融易造成品質的降低，熔融後宜迅速施作
防水層中間使用之合成纖維織物，在防止防水層破裂上有相當好的效果
混凝土於施工過程中加入適量減水劑，最主要目的為何？
提升工作性
防止乾縮
提高水密性
縮短硬化時間
工地安全監測系統中設置觀測井主要是為了解工址地下水之何種特性？
水位變化
水流方向
水質變化
水壓變化
有關建築與機電設備工程等介面問題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每層澆置混凝土後，應進行水管試壓，避免影響後續作業
垂直管道間至少每間隔 2 層樓設置一處維修口
天花板內之水管或消防管應避免設於匯流排或電氣管槽上
配電匯流排與消防及給排水等設施，設於同一垂直管道間內，必須加以標示區別，以免混淆
鋼構件加工過程中為確保構件安裝之精密度，必須進行精度矯正作業，有關此項作業的敘述，下列
何者正確？
加熱矯正須配合加壓方式處理
常溫矯正是使構件組織內之應力重新分配以達到矯正精度的要求
加熱矯正是使構件產生塑性變形，進而改善構件的變形條件
此項精度矯正又稱之為整形，而其作業流程是在進行模擬安裝之前
下列何者為非破壞檢測方式？①超音波試驗 ②彈性反彈錘 ③透地雷達 ④鑽心試驗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近年來，國際標準組織發展出 ISO 系列品質保證模式，成為一種通用之品質管制制度。國內營造廠
業務不包括工程設計，通常採用下列何種品質系統？
 ISO9001
 ISO9002
 ISO9003
 ISO9004
有關建築工程施工現場之生產力評估方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建築工程施工現場若單以「施工進度控制」與「財務報告」相關數據，無法有效量度現場的生產力
工地效率評估法在觀察量測時常用「工作」、「非工作」或「從事於」、「非從事於」兩大分類，
對整體工區作業評估
短時效率評估法係用來觀察某一工作小組而非工地整體之效率。因此精度較為粗略
以工地效率評估法進行量測時，須注意至少觀察 50%之工區才具評估之意義
吾人在基本設計完成，尚未進行詳細設計之前，可組另一專業團隊，就該專案機能深入探討，在維
持原方案主要機能前提下，尋找降低成本之替代方案。此管理技術為：
風險管理
財務分析
價值工程
專案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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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廠商的施工計畫主要是依據何種上位計畫擬定？
業主的工程契約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品管計畫
監造建築師的監造計畫
設計建築師的施工圖
有關施工計畫，下列敘述何者最不適當？
假設工程與模板工程等工項，由於機械化困難，施工計畫的良否所造成的施工費用差異不大
施工期間短的場合，在同樣揚升能力下，一般使用卡車式吊車會較使用高塔式吊車經濟
網狀分析由於可以定量地把握餘裕時間，是可以使勞務計畫及材料計畫順暢推進的手法
一般在計算工程用電力的受電容量上，所採之工程用照明同時使用係數會較焊接機同時使用係數大
依現行三級品管制度，施工自主檢查表應由何單位負責執行？
主辦單位
營建專業顧問（PCM）單位
監造單位
施工單位
施工網圖分析時，產生作業浮時之原因為何？
作業工期估計之誤差
作業有最早與最遲開始時程之差異
為作業施工延誤之預備時間
作業進度快速而超前
有關工程進度表，下列敘述何者最不適當？
橫桿圖工程進度表，具有簡單易懂的優點
建築工程的進度表在實際實施上，最終仍必須進行與設備工程的工程調整
由於防水工程及塗裝工程等的施工段落較多，進度表上應考慮餘裕大的充分工期
在進度表的工期估算上，上部結構工程應較其他工程留有較大的餘裕
設計變更所造成之工期展延，主要係依據下列何種基準來計算？
主辦單位績效的要求
監造單位的自由心證
要徑網圖
承包商下游協力廠商之配合度
下列何者為建築物興建工程的直接成本？①假設工程費 ②材料費 ③機電設備費 ④規劃、設計、
監造費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③④
①②④
圖示為女兒牆泛水之詳圖；針對該詳圖，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1:3 水泥砂漿粉刷

填縫材

滴水線
1:2 防水水泥砂漿粉刷
點焊鋼絲網
1:3 水泥砂漿保護層
伸縮縫

填縫材
砌磚

排水坡度(1/50~1/100)

3000psi
混凝土保護層
厚 10cm
倒角粉刷

防水層

樓版混凝土整體粉光

剖面圖
砌磚部分之主要功能在支撐女兒牆泛水
混凝土保護層應在適當距離留設伸縮縫，以防止龜裂
混凝土保護層應維持 1/100 以上之坡度，以防止積水
泛水底部外緣四周，應留設滴水線

0

10

Scale:1/10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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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為花崗岩外牆剖面詳圖；針對該詳圖，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花崗岩

RC 牆

花崗岩外牆剖面圖

70

本工法為一次構件方式，結構體精準度要求高
五金繫件應使用不銹鋼產品
由於石材背面留有空間，一旦產生地震、收縮等結構體變形時，對石材較不會有直接影響
石材交接面可不填縫
如圖所示之磚牆屬於何種砌法？

71

荷蘭式砌法
法國式砌法
英國式砌法
美國式砌法
如圖所示甲、乙兩種隔間牆之面板、填充材及牆厚均相同條件下，何者隔音性能較佳？

甲
72

乙

甲
乙
相等
不一定
如圖所示高層建築進行垂直豎穴防火區劃設計時，下列有關各開口部位防火性能之敘述，何者最適當？
緊急昇降機
部位 1、2、3、4 均應具有防火時效
一般昇降機
部位 2 及部位 3 應具有遮煙性
部位 1 應具有防火時效性能，可以不具阻熱性
部位 4 應具有防火時效性能，可以不具阻熱性
③

②
①

④
dow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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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鋼骨工程之各種焊接後檢查方法（焊道檢驗），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焊道外觀目視檢查乃是主要針對焊道表面的狀態及焊接尺寸是否適當進行檢查
以超音波探傷法檢查焊道時，主要以特殊底片作為判斷之依據，故不能立即得知結果
實施 X 線透過試驗法（放射線法）檢查焊道時，必須考量現場有輻射的產生
磁粉探傷法對焊道表面的缺陷有很高之檢出度，但無法檢出焊道內部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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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築用石材施工中注意事項，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石材表面若沾污泥漿時，應使用鐵片或鋁合金片刮除，並以毛刷及破布擦拭
施工前貼上膠布或膠製保護，並於完工後以酒精或丙酮等溶劑清掃處理
石材於起吊安裝過程中，應以布片、木塊等軟質材料加以保護，以免碰撞受損
石材表面於施工前可塗敷剝離性之合成樹脂，以形成一層薄膜防護，待完工後再行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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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築工程之分層回填土作業，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每層厚度約 30 cm 須進行夯實

每層厚度約 60 cm 須進行夯實

每層厚度約 90 cm 須進行夯實

每層厚度不限

有關基礎施工災害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開挖面底部若為淺薄之黏土層，且其下為受壓水層，則可能因黏土層自重不足，而造成開挖面隆起
開挖面砂湧之災害可能發生在砂土層
開挖面塑性流隆起之災害可能發生在砂土層
擋土壁管湧之災害可能發生在砂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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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土壤改良工法，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砂墊法乃是將軟弱黏土替換或加填砂層壓實的工法，施工可能深度較其他地盤改良工法為淺
砂井（砂樁）排水法為利用砂樁縮短排水距離提高排水效率的工法，適用於黏土地盤
紙帶排水工法係以透水性良好的紙帶，利用專用紙滲機埋入砂質地盤中排水的工法
浮動振實法係利用振動機器，藉由貫入→夯實→填補砂石等步驟，壓密原本鬆散的砂質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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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鋼構造柱腳錨栓之施工要領，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柱腳基板應填滿無收縮水泥砂漿，否則基板須作刨平處理
錨栓須以焊接方式固定處理，而非使用雙重螺帽旋緊，以防鬆動
錨栓埋設須具適當的錨定長度，一般約為 30～40D
錨栓過於接近混凝土基座邊緣時，錨頭附近混凝土可能產生向外爆開之現象

79

有關浮式地板（floating floor system），下列構造之敘述何者最適當？
樓版上先鋪厚 20 mm 泡棉等緩衝材，其上鋪設厚 25 mm 合板後，表面裝修 10 mm 木質地板
樓版上先鋪厚 20 mm 泡棉等緩衝材並沿牆立起 60 mm，其上鋪設厚 40 mm 鋼絲網混凝土後，表面
裝修地毯
樓版上立高 100 mm 具防震橡膠墊之角支撐，其上鋪設厚 25 mm 合板後，表面裝修 10 mm 木質地板
樓版上立高 100 mm 木角材架構，其上鋪設厚 25 mm 合板後，表面裝修 10 mm 木質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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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狀木質地板材為進口建材，有調節室內溫濕度功效，但若施工不當，或使用過程遇日晒、水淋，
即有隆起或脫落現象。下列構造方式何者最容易引起隆起或脫落現象？
先於 RC 樓版以角料及夾板架設毛地板（Sub-foor），再將條狀木質地板材釘著於夾板上
先於 RC 樓版上鋪防潮布，以角料及夾板於防潮布上架設毛地板，再將條狀木質地板材以楔口接合
方式固著於夾板上
直接以膠料將條狀木質地板材黏著於乾燥之 RC 樓版上
安裝條狀木質地板材時，應與牆面保持約 1.5 cm 距離，並以踢腳板收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