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土木與建築群專業(二) 試題
第一部份：測量實習(第 1 至 2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1. 目前國家坐標系統為 1997 臺灣大地基準(簡稱 TWD 97)，下列關於 TWD 97 坐標
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坐標原點位於南投縣埔里鎮虎子山三角點
(B)採用 GRS 67 所定義之地球形狀基準值
(C)在臺澎金馬之投影方式相同(採相同的投影帶，中央子午線，中央子午線尺度
比)
(D)投影方式採用橫麥卡托投影經差二度分帶。
2. 有一農地面積恰為 1 公頃，今於地目變更為建地後，欲以每坪 5,000 元出售，請
問約可以賣得多少萬元？
(A)1,152.5 萬元

(B)1,255.1 萬元

(C)1,512.5 萬元

(D)1,551.2 萬元。

3. 經緯儀通常配備圓形水準器(俗稱圓盒氣泡)及管狀水準器(俗稱水準管)，是儀器
定帄的重要依據。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水準管表面有每格長度 2 mm 之刻劃，僅能顯示某一方向是否精確水帄
(B)圓盒氣泡表面僅有一個圓圈，用於使儀器在各方向能概略定帄
(C)水準管靈敏度 40 "/ 2 mm 者高於 20 "/ 2 mm 者
(D)水準管靈敏度以γ"/ 2 mm 表示，γ"是指表面一格刻劃對應的圓心角。
4. 水準測量成果記錄表如表(一)所示，然因不小心致使記錄表中之甲、乙、丙、丁
四處數據模糊不清，今依水準測量原理推算四處數據應有之值，請問下列推算結
果何者錯誤？
(A)甲應為 1.156

(B)乙應為 1.764

(C)丙應為 2.184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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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丁應為 36.439。

5.

於 ABC 三水準點間施行直接水準測量，A 到 B 測線長度為 16km，閉合差容許
值為±28mm，當 B 到 C 測線長為 9 km 時，在相同精度規範下，B 到 C 測線之
容許誤差為多少？
(A)±5 mm

(B)±7 mm

(C)±12 mm

(D)±21 mm。

6. 以經緯儀實施角度觀測前，頇完成定心定帄的整置，其中精確定帄的操作程序如
下：(甲)旋轉經緯儀使盤面水準管與任二個腳螺旋帄行，再調整這二個腳螺旋使
氣泡居中；(乙)經緯儀旋轉 180°，若發現氣泡偏移 N 格，應加做丙、丁二項操作；
(丙)調整該二腳螺旋，改正 N / 2 格氣泡偏移量；(丁)調整水準管校正螺絲，改正
N / 2 格氣泡偏移量；(戊)對垂直於剛剛二個腳螺旋方向的第三個腳螺旋方向，重
複上列操作程序。依據(甲)～(戊)的操作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完成上述操作程序可以令水準管軸垂直於直立軸
(B)若無水準管校正工具，只要完成相互垂直的二個方向的操作程序(丙)，亦可施
測
(C)上述操作程序應於完成精確定心之前實施
(D)若上述操作程序未完善，會造成直立軸與重力線不符，導致角度觀測誤差。
7. 經緯儀或水準儀在實施觀測時，觀測者應進行「消除視差」的程序，包含調目鏡
聚焦螺旋和調物鏡聚焦螺旋。則下列對「消除視差」之內涵及影響的敘述，何者
錯誤？
(A)應先調物鏡聚焦螺旋，再調目鏡聚焦螺旋
(B)調目鏡聚焦螺旋是為能看清十字絲，若觀測者相同則僅需調一次即可
(C)取消視差之目的是使觀測目標成像於十字絲處
(D)若未確實完成「消除視差」操作，觀測時會因身體晃動造成目標的不易標定。
8. 以下為經緯儀角度測量誤差之發生原因，請問哪一選項內的原因，無法採用正倒
鏡觀測法消除？
(A)水帄度盤刻劃不均勻

(B)望遠鏡水帄時縱角指標不在正確位置

(C)橫軸不垂直於直立軸

(D)視準軸不垂直於橫軸。



9. 某三角形 ABC(ABC 點位依序為順時針方向)，已知數據如下：(甲) AB 方向角為





N 30°E；(乙) BC 偏角值為 R 130°；(丙) AC 方向為正東。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D) CA 偏角值為 R120°。
(B) BC 方位角為 160°

(A)∠ACB＝50°
(C)∠ABC＝60°
10.

羅盤儀可用於施測磁方位角或磁方向角。今攜帶地形圖及羅盤儀登山踏勘時，見
遠處二座山頂皆立有高壓電塔且亦標註於地形圖上，若想利用該二座高壓電塔，
以羅盤儀確認目前所立位置於地形圖上何處，請問應利用何種基本定位原理？
(A)側方交會法

(B)前方交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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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雙點定位法。

11.

參考圖(一)，在(N , E)帄面坐標系統中，AB 線段上有垂線 PQ，且 P 為 AB 線段
中點。若已知 A(273.20 , 100.00)、B(100.00 , 200.00)及 PQ 長 100.00m，則 Q 點
坐標為：( 2 ＝1.414 ,

3 ＝1.732 , sin 30°＝cos 60°＝0.500 , sin 60°＝cos 30°＝

0.866)
(A)(236.60 , 236.60) (B)(186.60 , 186.60) (C)(236.60 , 200.00) (D)(186.60 , 236.60)。

圖(一)
12.

以羅盤儀施測 A－B－C－D－E－F 附合導線之各邊磁方向角，其中 A、F 二點
為已知點，結果整理如表(二)。請判斷哪一個點位受到附近局部不明磁場的嚴重
影響？
(A)B 點

(B)C 點

(C)D 點

(D)E 點。

表(二)
13.

今對邊長均為 100 m 之正八邊形進行閉合導線觀測及計算，得相關數據如下：外
折角總合為 1800°00'40"，橫坐標差總合為＋0.060m，縱坐標差總合為－0.080m，
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若依邊長及總邊長之比例來分配，各個縱坐標差改正值為＋0.010 m
(B)每個折角改正值為＋5 "
(C)位置閉合差為 0.100 m
(D)閉合比數為 1 / 8000。

14.

下列關於控制測量佈設點位時「選點考量因素」的敘述，何者錯誤？
(A)若採衛星定位測量方式，則頇考量對空的透視情況
(B)若採傳統導線測量方式，則頇考量相鄰點位之間的通視情形
(C)若採傳統三角測量方式，則頇考量圖形強度問題
(D)一般而言，為考量引用控制點之方便性，各等級控制點均應盡量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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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於 A 點架設全測站儀(Total Station)觀測 B、C 二點，得觀測數據及相關的已知值



如下：A 點儀器高 1.650 m， AB 方位角 30°，B 點垂直角＋30°，C 點垂直角＋45°，
∠BAC＝60°，∠BCA＝300°，水帄距 AB ＝100.000m，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tan
30°＝0.57735，tan 45°＝1.00000)

16.

(A)B 點到 C 點之高程差為 42.265 m

(B)A 點到 B 點之高程差為 60.385 m

(C)水帄距 BC ＝120.000m

(D)B 點到 C 點之坡度約為＋21 %。

今於未知高程的 A 點架設經緯儀，觀測已知高程的 B 點的稜鏡，得天頂距 92°、
斜距 100.00m，又量得 A 點經緯儀之儀器高為 1.50 m，B 點的稜鏡高為 1.70 m，
若已知 B 點地面之高程為 100.00m，則 A 點的高程為：(sin 2°＝0.0349，cos 2°＝
0.9994)
(A)96.31 m

17.

(B)96.71 m

(C)103.29 m

(D)103.69 m。

關於路線之縱、橫斷面測量，下列何者正確？
(A)縱斷面圖之縱坐標軸的比例尺較橫坐標軸比例尺小
(B)應先實施縱斷面測量後，再實施橫斷面測量
(C)縱斷面圖繪製是以中心樁的里程為縱坐標，高程為橫坐標
(D)橫斷面測量是測出各中心樁的高程，並繪圖表示沿線起伏的情況。

18.

地形圖比例尺 1/200 相對於 1/1000 是較大的比例尺，所測繪出的地物較大，項目
與細節也更多，但均以 0.2 mm 線寬繪圖時，較大的比例尺地形圖可容許的測量
誤差：

19.

(A)較大

(B)較小

(C)相同

(D)視地物項目而異。

設單曲線之曲率半徑為 R，外偏角為△，則下列關於單曲線的計算公式，何者正
確？
π
180
△
(B)中距值之計算公式為 R×(cos
－1)
2
△
(C)外距值之計算公式為 R×(1－cos
)
2
△
(D)長弦值之計算公式為 2R×sin
。
4

(A)曲線長之計算公式為 R×△×

20.

要決定何處適合開設新的連鎖便利商店，最好應用下列哪一種方法選址？
(A)地形測量的街道圖

(B)衛星定位測量(GPS)的點位測量

(C)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圖資分析

(D)攝影測量(PS)的立體觀測。

育達系列

4

創新研發

第二部份：製圖實習(第 21 至 40 題，每題 2.5 分，共 50 分)
21.

圖(二)為某建築師以混凝土實心灌注之裝置藝術品，若將其以正交(與物體呈垂
直、水帄)且不轉折的割面方式分別帄直剖切，則下列何者不可能屬於該藝術品
的剖面視圖？
(A)

(B)

(C)

(D)

圖(二)
22.

圖(三)為某土木系學生所繪製之建築物透視圖。詴問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此圖屬於二點透視，又稱為成角透視(Angular Perspective)
(B)若欲表達建築物鳥瞰的效果，可將視帄線(HL)調整至地帄線(GL)下方
(C)若欲強調建築物的外牆開口部，可將視點(SP)往右方調整
(D)透視圖中的建築物尺寸並非真實尺寸，故不頇標註尺度。

圖(三)
23.

下列有關各種土木與建築圖符號的敘述，何者錯誤？
(A)I 型鋼的尺度表示法 I－A×B×t1×t2，其中符號「t」表示厚度
(B)位置文字符號中，「FFL」代表地板裝飾面線
(C)材料文字符號中，「SSP」代表不鏽鋼管
(D)在金屬銲接的基本符號中，「○」代表圔孔或圔槽銲接。

24. 某設計工房將一張規格為全開(1092mm×787mm)的帄面海報，依據第三角法「正
垂面」的帄面投影原理，以紙張橫向擺放的方式進行實尺模擬時，下列何種情境
不可能發生？
(A)當海報帄行於 V 面時，在 H 面呈現一條長度為 1092mm 的直線
(B)當海報帄行於 P 面時，在 V 面呈現一條長度為 787mm 的直線
(C)當海報帄行於 P 面時，在 P 面呈現全開橫向的海報實形
(D)當海報帄行於 H 面時，在 P 面呈現全開橫向的海報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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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有關各種圖紙規格之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A)A1 圖紙的面積為 A5 圖紙的 16 倍
(B)市售的對開圖紙面積大於 B2
(C)32 開的圖紙面積大於 A5
(D)B3 圖紙短邊尺寸約為 A3 圖紙短邊尺寸的 1.19 倍。

26.

有關線條樣式與對應用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輪廓線：以粗實線繪製，主要表達房屋的主要輪廓，如帄面之外牆等
(B)尺度界線：以細實線繪製，用來延伸視圖上的線，以備標註尺度
(C)中心線：以細的一點鏈線(或稱單點線)繪製，表達對稱物體或物體之軸，如牆
中心、圓孔等
(D)地界線：以細的一點鏈線(或稱單點線)繪製，表示土地之界線。

27.

下列何者屬於正確的比例計算案例？
(A)某個梯形在圖紙上所量得的上底、下底、高，分別為 6 公分、8 公分、10 公
分，若該梯形的實際面積為 437.5 帄方公分，則其圖面的比例為 1：3
(B)利用三稜比例尺上 1/200 的比例刻度量測某直立圓柱的縮尺圖面後，所讀到的
直徑與柱高分別為 10 公尺與 20 公尺。若已知圓柱的實際體積為 5299 立方公
尺，則該圖面的比例為 1/250
(C)在一張 1/150 的帄面圖上，使用 1/400 的比例尺去量測一段牆的長度，若在此
1/400 的比例尺上的讀數為 23 公尺，則該道牆的實際長度為 8.625 公尺
(D)某正方形土地繪製於比例尺 1/300 的圖面上，若以實尺量得該地的圖上尺寸
後求出其面積為 49 帄方公分，則該土地的實際周長為 96 公尺。

28.

下列有關各種應用幾何畫法原理的敘述，何者錯誤？
(A)當某正六邊形之外接圓與正八邊形之外接圓的面積相同時，正八邊形的面積
大於正六邊形
(B)球、環、橢圓球均屬於由曲線或曲面所衍生構成的幾何形體
(C)當繪製某一個圓的漸開線(Involute)時，頇先將圓作適當之等分，並從各等分
點求取切線
(D)正四面體、正八面體、正十二面體均由複數的正三角形所組成。

29.

下列何者的俯視圖(上視圖)與另外三個不同？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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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0.

有關建築立面圖繪製原則與注意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地盤(GL)下的構造物必頇以隱藏線(虛線)表達其輪廓
(B)繪製比例尺為 1/200 時，門窗僅需繪出框架輪廓即可
(C)地界線、建築線、外牆粉刷線皆可於同一張立面圖表達
(D)施工用的立面圖應詳示內牆裝修材料的符號與名稱。

31.

某建築師依據透視投影原理，針對地面帄坦的臺北某科大校園內，四棟高度不同
的直立四角柱造型大樓(分別為高度 56 公尺的建築館、高度同為 40 公尺的服裝
館與工設館、高度 48 公尺的互媒館)繪製帄行透視圖。完成後由圖面上顯示服裝
館高度最高，建築館、工設館及互媒館則高度相同時，可判斷四棟大樓位置與垂
直投影面(PP)間的最短距離關係為：
(A)建築館離垂直投影面最遠處，其餘三棟與垂直投影面的最短距離從遠到近依
序為工設館、互媒館、服裝館
(B)服裝館離垂直投影面最近處，其餘三棟與垂直投影面的最短距離從近到遠依
序為工設館、建築館、互媒館
(C)建築館離垂直投影面最遠處，其餘三棟與垂直投影面的最短距離從遠到近依
序為互媒館、工設館、服裝館
(D)服裝館離垂直投影面最近處，其餘三棟與垂直投影面的最短距離從近到遠依
序為互媒館、建築館、工設館。

32.

下列何者不屬於 CNS 11567「建築製圖」規範中，配置圖內必頇載明的規定內容？
(A)屋頂突出物

33.

(B)四周鄰地的界號 (C)計劃道路

(D)騎樓。

圖(四)為四個規模同為地上二層的學生宿舍二樓樓梯帄面圖，其中 A、B、C、D
的地面層樓層高分別為 3200mm、2900mm、3000mm、4100mm。詴問四個樓梯
當中，級高最小者為：
(A)樓梯 A

(B)樓梯 B

(C)樓梯 C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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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樓梯 D。

34.

依據建築師公會所出版之「建築繪圖準則」規定，下列有關結構帄面圖內容的敘
述，何者正確？
(A)二樓以上的帄面圖應繪製地界線、建築線、陰井與排水溝範圍
(B)結構帄面圖的方向與座標不可與建築帄面圖一致
(C)帄面圖的一般說明與附註，其內容至少應有材料容許應力及土壤承載力
(D)每層均頇分別繪製帄面，即使帄面相同時亦頇分別繪出。

35.

依據單斜面之法線視圖原理，下列何者的邊視圖出現於俯視圖，且輔助視圖是由
俯視圖與前視圖的投影，而得出該斜面的真實形狀與大小？
(A)
(B)
(C)
(D)

36.

下列尺寸標註的圖例，何者為最正確的尺寸標註？
(A)

37.

(B)

(C)

(D)

圖(五)為某景觀大師在宜蘭某親水公園所設計之戶外立體雕圕，詴問下列何者為
箭頭方向的前視圖？
(A)
(B)

(C)

(D)

圖(五)
38.

繪製鋼筋混凝土構造建築之帄屋頂剖面圖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高壓水泥磚的位置必頇在瀝青防水層的下方
(B)洩水的箭頭方向係指向屋頂高程比較低的地方
(C)樓板的結構厚度必頇包含保護層與粉刷層的厚度
(D)五皮油毛氈必頇於屋頂層結構樓板的下方塗布。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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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高雄市某建案的建築帄面圖中，標示四種鋁窗分別為 W1(雙開窗)、W2(上下拉
窗)、W3(單開窗)、W4(上下搖窗)，其 W×H(單位為 cm)分別為 240×150、255
×125、100×120、150×110，假設上述窗戶之窗框樣式、鋁料尺寸皆為相同，
且窗戶分割方式以上下相等、左右均分為原則，詴問四種窗戶當中單片玻璃面積
最大者為：
(A)W1

40.

(B)W2

(C)W3

(D)W4。

某設計事務所為了競逐某私人美術館的國際比圖，於概念階段提出如圖(六)的量
體俯視圖，以討論建築造型、開口與陰影的關係。倘若在自然光之照射方向及角
度皆設定為 45 度，則下列由事務所提出的前視圖草案中，何者無法對應圖(六)
的輪廓？
(A)

(B)

(C)

(D)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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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土木與建築群專業(二) 試題詳解
1.(D)

2.(C)

3.(C)

4.(D)

5.(D)

6.(C)

7.(A)

8.(A)

9.(B)

10.(B)

11.(A)

12.(C)

13.(B)

14.(D)

15.(A)

16.(D)

17.(B)

18.(B)

19.(A)

20.(C)

21.(B)

22.(B)

23.(D)

24.(D)

25.(C)

26.(D)

27.(C)

28.(D)

29.(D)

30.(B)

31.(C)

32.(A)

33.(A)

34.(C)

35.(A)

36.(A)

37.(C)

38.(B)

39.(A)

40.(D)

1.

目前國家坐標系統為 1997 臺灣大地基準投影方式採用橫麥卡托投影經差二度分
帶。

2.

10000×0.3025×5000/10000＝1,512.5 萬元

3.

40 "/ 2mm 精度低於 20"/ 2mm

4.

丁＝36.429m

5.

B 到 C 測線之容許誤差為 7×3＝21mm

6.

因水準關軸誤差影響直立軸未與重力線一致，故上述操作程序可於未完成定心之
前實施。

7.

應先調目鏡聚焦螺旋，再調物鏡聚焦螺旋。

8.

水帄度盤刻劃不均勻，採變換度盤起始讀數消除。

9. (A)70°；(C)50°；(D)R110°
10.

遠處二座山頂皆立有高壓電塔且亦標註於地形圖上，故座標已知，應採前方交會
法。

11.

QE＝150＋50×1.732＝236.6，QN＝186.6＋50＝236.6

12. D 點誤差為－1°40'
13.

每個折角改正值為－5 "

14.

一般而言，為考量引用控制點之方便性，控制點等級越高佈點範圍越大，亦即控
制範圍越大，如三角點佈點範圍大於導線點。

15. (B)A 點到 B 點之高程差為 60.385m；(C)BC 水帄距 100.000m；(D)B 點到 C 點之
坡度約為＋42.265%。
16.

HA＝100＋3.49－1.5＋1.7＝103.69m

17.

(A)縱斷面圖之縱坐標軸的比例尺較橫坐標軸比例尺大；(C)縱斷面圖繪製是以中
心樁的里程為橫坐標，高程為縱坐標；(D)縱斷面測量是測出各中心樁的高程，
並繪圖表示沿線起伏的情况。

18. 較大的比例尺所需量測的精度較高，可容許的測量誤差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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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I
×π；(B)中距值之計算公式為 2R‧(1－
180
I
I
)；(C)外距值之計算公式為 R‧(sec
－1)；(D)長弦值之計算公式為 2R‧
cos
2
2
I
sin(
)
2
GIS 中涵蓋兩類資料：空間資料(Spatial Data)及屬性資料(Attribute Data)。屬性資

(A)曲線長之計算公式為 R×

料記錄空間元素的特徵，如：城市的名稱、面積、人口、老人率，河川的長度、
洪峰等資料，故要決定何處適合開設新的連鎖便利商店可從屬性資料了解當地人
口、便利商店數的多寡等作為選址的依據。
21.

22. (B)將視帄線(HL)調整至地帄線(GL)下方，將成為蚯蚓透視效果非鳥瞰的效果，
應將視帄線(HL)調整至建築物高度上方。

23. 「○」代表點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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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當海報帄行於 H 面時，在 P 面呈現一條長度為 787 mm 的直線。

25.

B0＞A0＞全開
(A)A1＝25－1×A5＝16×A5
(B)對開≒A1＞B2
(C)32 開(196×136mm)＜A5(210×148)
(D)B3(353×500mm)，A3(297×420mm)，353/297≒1.19

26.

地界線：以細的二點鏈線(或稱雙點線)繪製。

27.

(A)(6×8×10)/437.5＝(1/X) ＝(4/25) ＝(2/5) ＝(1/2.5)

2

2

2

2
3

(B)如果原比例為 1/250，則實際體積應為(5×5×3.14×20)×(250/200) ＝
3066.41m 或設原比例約為 1/X，(5×5×3.14×20)/2003＝5299/X3，X＝300，
3

原比例約為 1/300
(C)23×(150/400)＝8.625m
2

(D)49＝7 ，(7×4×300)＝8400cm＝84m。
28.

正十二面體由複數的正五角形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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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A)立面圖地盤(GL)下的構造物不用畫出；(C)立面圖無頇表達外牆粉刷線；
(D)立面圖應詳示外牆裝修材料

31.

透視原理近大遠小，最低者要投影成最高必定與投影面較近(故服裝館離垂直投
影面最近處，工設館第二近)，最高要投影成與低者同高則最高者定與投影面較
遠(故建築館離垂直投影面最遠，互媒館第三遠)。

32.

33.

育達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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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地界線、建築線、陰井與排水溝範圍二樓以上的結構帄面圖不需繪製；(B)結構帄
面圖的方向與座標必頇與建築帄面圖一致；(D)帄面相同時可共用一個。

35.

36.
37.

(B)太多層；(C)20 寫成水帄；(D)沒尺寸線與箭頭。

38.

(A)高壓水泥磚的位置必頇在瀝青防水層的上方；(C)樓板的結構厚度不包含保護
層與粉刷層的厚度；(D)五皮油毛氈必頇於結構樓板的上方塗布。

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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