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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 12500 建築物室內設計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科測試試題  

本試卷有選擇題 80 題【單選選擇題 60 題，每題 1 分；複選選擇題 20 題，每題 2 分】，測試時間為 100 分

鐘，請在答案卡上作答，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單選題：  

1.  (4) 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公室空間室內設計案，其內部盥洗室裝修材料之耐燃材料級數應

①依主管室的空間規定處理②依居室或該使用部分內部裝修材料的規定處理③視為無窗戶居室處

理④依非居室空間的規定處理。  

2.  (1) 如果發現有同事，利用公司的財產做私人的事，我們應該要①應該立即勸阻，告知他這是不對的

行為②未經查證或勸阻立即向主管報告③應該告訴其他同事，讓大家來共同糾正與斥責他④不關

我的事，我只要管好自己便可以。  

3.  (4) 甲公司開發部主管 A 掌握公司最新技術製程，並約定保密協議，離職後就任同業乙公司，將甲公

司之機密技術揭露於乙公司，使甲公司蒙受巨額營業上損失，下列何者「非」屬 A 可能涉及之刑

事責任？①營業秘密法之未經授權洩漏營業秘密罪②刑法之洩漏工商秘密罪③刑法之背信罪④營

業秘密法之以不正方法取得營業秘密罪。  

4.  (4) 有效而正確的節能從選購產品開始，就一般而言，下列的因素中，何者是選購電氣設備的最優先

考量項目？①名人或演藝明星推薦，應該口碑較好②採購價格比較，便宜優先③用電量消耗電功

率是多少瓦攸關電費支出，用電量小的優先④安全第一，一定要通過安規檢驗合格。  

5.  (1)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規定，在建築平面圖說中之門窗符號 表示①雙開窗②雙向門

③雙拉窗④雙開門。  

6.  (3) 「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 3-3 條規定，請問下列何項組別不屬於商業類 (即 B 類)？①娛樂場所②

商場百貨③金融證券④旅館。  

7.  (4) 光波長在 380nm 以下者，稱之為①可視光②紅外光③熱④紫外光。  

8.  (1)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規定，建築或室內設計常用文字簡寫符號"ELEV"代表①昇降梯②地板

線槽③電扶梯④地板裝潢面線。  

9.  (1) 進口木材一批其規格為 12 板呎×1 板呎×1.5 吋共 100 片，其才積應為①1800 板呎②216 板呎③21

60 板呎④180 板呎。  

10. (1) 內徑 100 公厘管之斷面積，約為內徑 50 公厘管之①4②5③2④3 倍。  

11. (3) 灰色的圖形位於黑色的底色上會顯得比實際上①小且黑暗②小且明亮③大且明亮④大且黑暗。  

12. (1) 那一種系統屬於弱電設備？①電話設備②警報設備③空調設備④照明設備。  

13. (3) 下列何種開發行為若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A.開發科學園區；B.新建

捷運工程；C.採礦。①BC②AC③ABC④AB。  

14. (3) 下列有關省水標章的敘述何者正確？①省水標章是環保署為推動使用節水器材，特別研定以作為

消費者辨識省水產品的一種標誌②獲得省水標章的產品並無嚴格測試，所以對消費者並無一定的

保障③省水標章能激勵廠商重視省水產品的研發與製造，進而達到推廣節水良性循環之目的④省

水標章除有用水設備外，亦可使用於冷氣或冰箱上。  

15. (3) 下列那一項不是室內設計估價人員應具備的基本知識？①對於工程設計與施工具有專門學識及經

驗②工料供應及工料行情之熟悉③必須具備結構的設計能力④對於設計圖說有完全理解的能力。  

16. (2) 石綿最可能引起下列何種疾病？①心臟病②間皮細胞瘤③巴金森氏症④白指症。  

17. (1) 下列哪一項是我們在家中常見的環境衛生用藥？①殺蟲劑②洗滌劑③體香劑④乾燥劑。  

18. (3) 台灣的磁磚工程常使用於水泥砂漿的添加劑是甲基纖維素 (俗稱海菜粉 )，它的作用是①加速水泥的

初凝時間②增加水泥砂漿的黏著度③延長水泥的初凝時間④增加水泥砂漿的強度。  

19. (4) 在比例為 1/50 的圖面上，一公分長度等於實際長度①5 公分②1 公分③100 公分④50 公分。  

20. (1) 塗裝作業之塗料使用硝化棉材質之透明漆，應使用下列何者來當作稀釋劑？①香蕉水②二甲苯③

松香水④甲苯。  

21. (4) 下列何項不是照明節能改善需優先考量之因素？①照明方式是否適當②照度是否適當③照明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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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否適當④燈具之外型是否美觀。  

22. (1) 使用鑽孔機時，不應使用下列何護具？①棉紗手套②耳塞③防塵口罩④護目鏡。  

23. (1) 依 CNS 國家標準規定，空調及機械設備圖說，如下圖代表①牆上出風口②平頂出風口③檢修口④

平頂回風口。  

 

24. (2) 由光源輸出之光束到達作業面者所佔的百分比，稱為①反射率②照明率③室指數④眩光指數。  

25. (4) 在比例尺為 1/300 的圖面上，以足尺量得 6 公分長度的物體，其實際長度為①20 公尺②180 公分

③200 公分④18 公尺。  

26. (2) 逛夜市時常有攤位在販賣滅蟑藥，下列何者正確？①滅蟑藥是藥，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②

滅蟑藥是環境衛生用藥，中央主管機關是環境保護署③滅蟑藥之包裝上不用標示有效期限④只要

批貨，人人皆可販賣滅蟑藥，不須領得許可執照。  

27. (4) 室內裝潢圖的結構符號中，標示 RC 是表示為①鋼構造②磚造③無筋混凝土④鋼筋混凝土。  

28. (2) 「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所稱之審查人員，係指辦理審核圖說及竣工查驗人員，試問下列何

者非規定之審查人員？①經內政部指定之專業工業技師②營造廠之專任工程人員③審查機構指派

所屬具建築師、專業技術人員資格之人員④直轄市主管建築機關指派之人員。  

29. (2)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下列何者非屬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時，應檢附之室內裝修圖

說？①裝修立面圖②透視圖③裝修平面圖④位置圖。  

30. (4)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建築製圖規定，建築物規模較大，為方便索引起見，平面圖常加註構架

座標號碼之原則為①垂直方向由上而下用數字 1、2、3.. . . . .表示②水平方向由左而右用英文 A.B.C.. .

表示③水平方向由右而左用數字 1、2、3.. . . . .表示④垂直方向由下而上用英文 A.B.C.. . . . .表示。  

31. (2) 當發現公司的產品可能會對顧客身體產生危害時，正確的作法或行動應是①若無其事，置之不理

②立即向主管或有關單位報告③透過管道告知媒體或競爭對手④儘量隱瞞事實，協助掩飾問題。  

32. (4) 防火門之門扇寬×高之尺寸，至少應在幾公分以上：①105×190cm②90×186cm③85×180cm④75×1

80cm。  

33. (3) 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一般居室天花板之淨高度以不得小於下列高度為原則①1.9 公尺②2.5

公尺③2.1 公尺④2.3 公尺。  

34. (1) 插座係指自各分路引出之出線口，以供應各電器電力之裝置，其依結構方式除明插座外及何種插

座？①暗插座②雙插座③普通插座④單插座。  

35. (3) 下列何者為節能標章？① ② ③ ④ 。  

36. (2)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規定，空調及機械設備如下圖表示①消音式風管②風管下彎③回風管④

負壓風管。  

 

37. (3) 當您所承攬的室內裝修個案為供補習班教室使用時，走廊僅單側設有教室者，設計時其走廊寬度

至少應為①160cm②200cm③180cm④240cm。  

38. (3) 一般稱建築單層之樓層高度是指①樓地板上至上層梁下②樓地板上至天花板下③樓地板上至上層

樓地板上④樓地板上至上層樓地板下  之尺寸。  

39. (4) 建築物之分間牆位置變更，增加或減少經審查機構認定涉及公共安全時，應由下列何者簽證負責

①專業設計技術人員②專業施工技術人員③結構技師④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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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 主辦工程招標之機關應備的文件，下列何項為非①工程圖說②工程、材料之規範③參加投標廠商

名冊④契約樣稿。  

41. (1) 下列何種患者不宜從事高溫作業？①心臟病②遠視③重聽④近視。  

42. (2)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建築製圖規定，建築圖號及圖例文字簡寫符號 FL 代表①天花板線②地板面

線③地盤線④水平線。  

43. (1) 綠建材標章中對於綠建材評定內容的定義：能有效防止噪音影響生活品質的建材是①高性能綠建

材②再生綠建材③生態綠建材④健康綠建材。  

44. (2) 排煙設備之防煙垂壁材料，應採用下列何種材料？①石膏板②金屬網玻璃③耐燃合板④木絲水泥

板。  

45. (2) 依色相環的關係中黃色的補色是為①藍色②紫色③紅色④綠色。  

46. (3) 台灣傳統木造建築與木製家具，大都以哪一種接合方式為主？①膠接②熔接③榫接④滑接。  

47. (1) 對於染有油污之破布、紙屑等應如何處置？①應蓋藏於不燃性之容器內②無特別規定，以方便丟

棄即可③與一般廢棄物一起處置④應分類置於回收桶內。  

48. (4) 按「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規定，開放式自動撒水設備，設有自動啟動裝置時，其感

知器應設在裝置面距樓地板面高度下列何者以下，且能有效探測火災處①三公尺②四公尺③六公

尺④五公尺。  

49. (4) 設計高層建築防災中心之隔間時，其構造之防火時效要求需為①無規定②一小時③三小時④二小

時。  

50. (1) 臺灣地狹人稠，垃圾處理一直是不易解決的問題，下列何種是較佳的因應對策？①垃圾分類資源

回收②向海爭地掩埋③蓋焚化廠④運至國外處理。  

51. (4) 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 G 類供辦公用途之建築物其走廊之設置規定，於單

側有居室時，走廊寬度至少為①100 公分②110 公分③90 公分④120 公分。  

52. (1) 一般辦公室之平均照度應達到多少 (Lux)？①300～700②1500～3000③700～1500④150～300。  

53. (2) 物體顏色受到不同的光源照射時，會產生不同的色彩變化，有時卻感覺色彩不變，這是由於顏色

的感覺不單是靠眼睛來記錄，同時也受心理的影響，產生視覺的調整作用，這種現象稱為色彩的

①可變性②恆常性③光變性④傳達性。  

54. (2) 當紅色上面的橙色會偏黃，而黃色上面的橙色偏紅時，是因為何種緣故所產生？①色相移轉②互

相比較③彩度交錯④視覺殘像。  

55. (1)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受理室內裝修圖說

文件之審核，應於收件之日起①七日②九日③十日④八日  內指派審查人員審核完畢。  

56. (4)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規定，電氣設備圖說， 代表①接地專用單連插座②雙連插座

③單連插座④接地型雙連插座。  

57. (4) 描述色彩變化的三種特性是指①灰度、明度、飽合度②色相、飽合度、彩度③彩度、飽合度、明

度④色相、彩度、明度。  

58. (2) 依「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下列何者非為室內裝修從業者①營造業②包工業③開業建築師

④室內裝修業。  

59. (1) 貪污治罪條例所稱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所稱之「餽贈財物」，其最大差

異在於下列何者之有無？①對價關係②利害關係③隸屬關係④補助關係。  

60. (1) 下列何者不是常用的玻璃工程估價的單位①坪②尺③才④式。  

複選題：  

61. (234) 布料長度計算，下列敘述哪些為錯誤？①1 碼約=3 英呎②3 碼=1 尺③1 呎=10 吋④1 呎=25.4 公分。 

62. (234)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或審查機構應就下列哪些項

目加以審核？①居住成員與人數②不得妨害或破壞防火避難設施、防火區劃及主要構造③裝修材

料及分間牆構造應符合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④申請圖說文件應齊全。  

63. (234) 一建築物長 50 公尺，以比例尺換算繪於圖紙，下列敘述哪些為正確？①以 1/20 繪製，長為 1000

公分②以 1/100 繪製，長為 50 公分③以 1/50 繪製，長為 100 公分④以 1/200 繪製，長為 25 公分。 

64. (23) 今有一長 12 尺，寬 12 尺，高度 7.3 尺空間，將於牆面下方釘 0.3 尺高踢腳板，踢腳板上方貼明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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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考慮損耗、開口及梁柱等情形下，則需①明鏡 30.24 平方尺②明鏡 336 才③明鏡 336 平方尺

④明鏡 9 坪。  

65. (123) 下列有關牆面面材舖貼，下列哪些敘述為正確？①馬賽克不適合用軟底貼法②硬底法可加海菜粉

③軟底貼法不必加海菜粉④軟底貼法之防水性較硬底法為佳。  

66. (14) 請問下列哪些為正確？一坪等於①3.3058M2②12 平方台尺③3M2④36 平方台尺。  

67. (1234)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室內裝修施工從業者應依照核定之室內裝修圖說施工；

如於施工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應依本辦法申請辦理審核。但不變更下列何者，得於竣工後，

備具相關圖說，一次報驗？①不降低原使用裝修材料耐燃等級②防火避難設施③防火區劃④分間

牆構造之防火時效。  

68. (234) 工地放樣打墨線時，下列哪些為正確？①可放樣出各種弧線②墨線彈在壁面或地上③可畫出各種

直線④使用墨斗並加添墨汁。  

69. (24)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建築製圖規定，下列對「電器設備符號」哪些為正確？① 壁式白

熾燈② 嵌頂白熾燈③ 吊頂白熾燈④ 吸頂白熾燈。  

70. (123) 今有長 3.6 公尺寬、2.4 公尺地坪空間，將以 30cm×60cm 磁磚滾邊，滾邊寬度 30 公分(以整磚鋪貼)，

中央以木地板鋪設，則下列敘述那些為正確？①木地板 5.4M2②滾邊需磚 18 片③木地板 1.63 坪④

滾邊磚 20 片。  

71. (13) 依 CNS 國家標準建築製圖規定，中實線的用途為何？①一般外形線②中心線③截斷線④隱藏線。 

72. (124) 依建築法規定，下列哪些屬於建築物設備？①電力②消雷③冷凍④消防。  

73. (234) 依據「建築物室內裝修管理辦法」規定，室內裝修圖說經審核合格，領得許可文件後，建築物①

施工人員②所有權人③使用人④起造人  應將許可文件張貼於施工地點明顯處，並於規定期限內

施工完竣後申請竣工查驗。  

74. (12) 室內裝修業從事室內裝修設計及施工業務者，需設置：①專業設計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各一人以

上②兼具專業設計及專業施工技術人員身分一人以上③設計師及監工人員各一人以上④不須設置

直接開業即可。  

75. (13)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建築製圖規定，中雙點線的用途為何？①地界線②中心線③配線④隱藏

線。  

76. (134) 下列哪些屬於建築之弱電設備？①電器時鐘設備②低瓦數照明設備③自動火警探測設備④電話設

備。  

77. (234) 下列哪些材料可以在裝修現場由施工者自行貼合使用？①美耐皿②壓克力③塑鋁板④美耐版。  

78. (123) 下列哪些敘述為木材變形的原因？①堆積不當②水分蒸發③木理不順④發生褐色。  

79. (134) 有關砌築紅磚牆時，下列哪些做法為正確？①確認所有管線開孔及埋設物的位置②磚塊砌築時應

保持乾燥③清除施工面之污物、油脂及雜物④砌牆位置須按圖先彈畫線於地上，並逐皮繪於尺規

(皮數桿)上，然後據以施工。  

80. (123) 依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規定，消防設備符號下列哪些為正確？① 代表「消防水

管」② 代表「播音管線」③ 代表「火警系統管線」④ 代

表「弱電管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