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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四等考試 

類科：土木工程 

科目：營建管理概要與土木施工學概要（包括工程材料） 

 

一、試詳述鋼筋混凝土構造的鋼筋「保護層」之功用及相關施工注意事項為何？（25 分） 

★☆☆☆☆ 

施工學－鋼筋施工 

【擬答】： 

保護層之功用 

鋼筋保護層係指水泥混凝土表面至最外層鋼筋表面之距離，保護鋼筋抵抗天候及其他之侵

蝕。 

鋼筋保護層係為了提升鋼筋水泥混凝土構造體的耐久性，防止水泥混凝土中之鋼筋銹蝕，並

增加水泥混凝土與鋼筋間之握裹力，進而提升構造體整體之耐久性。 

施工注意事項 

鋼筋保護層厚度，即最外層鋼筋外面與混凝土表面間之淨距離，應按設計圖說之規定辦理，

如設計圖說未規定時，可參照下表辦理。 

說   明 

板 牆 梁 柱 基腳 橋墩 隧道 

厚度

225mm 以

下 

厚度大於

225mm 
mm 

（頂底 

及兩側） 

mm 

mm mm mm mm 

不接觸雨

水之構造

物 

鋼筋D19以下 20 20 20 *40 40 40   

鋼筋D22以上 20 20 20 *40 40 40   

受有風雨

侵蝕之構

造物 

鋼筋D16以下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鋼筋D19以上 45 50 50 50 50 50 50 50 

經常與水或土壤接觸

之構造物 
 65 65 65 75 65 75 75 

混凝土直接澆置於土

壤或岩層或表面受有

腐蝕性液體 

50 75 75 75 75 75 75 75 

與海水接觸之構造物 7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受有水流沖刷之構造物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註： *混凝土格柵鋼筋保護層之最小厚度為 20mm。 

若鋼筋防火保護層厚度之規定則須採用較大之值。 

廠製預鑄混凝土及預力混凝土之鋼筋鋼材保護層另詳建築技術規則（CBC）或有關之設計圖。 

為正確保持鋼筋保護層厚度，應以工程司核可之水泥砂漿、金屬製品、塑膠製品或其他經核

可之材料將鋼筋墊隔或固定於正確之位置。如構造物完成後混凝土將暴露於室外，則上述支

墊距混凝土表面 15mm範圍內必須為抗腐蝕或經防腐處理之材料。墊隔水泥砂漿塊之強度至少

須等於所澆置混凝土之強度。 

構造物為將來擴建而延伸在外之鋼筋，應以混凝土或其他適當之覆蓋物保護，以防銹蝕，其

保護方法應事先徵得工程司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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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能確保工程的施工成果可以符合設計及規範，請詳述監造單位應如何建立完整的施工品質

查證系統及派駐現場人員工作重點？（25 分） 

★★★☆☆ 

 

【命中特區】 

書名：營建管理 

作者；陳偉悰  劉明 書編：V109，P2-13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編印委託專案管理模式之工程進度及品質

管理參考手冊 

【擬答】： 

下： 

項目包括： 

 

 

監造單位所派監工人員之資格及人數，並依據監造計畫執行監造作業。其未能有效達

成品質要求時，得隨時撤換之。 

廠商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致機關遭受損害之責任及罰則。 

監造單位之建築師或技師，應依據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規定，於工程查核時到

場說明。 

未依前款規定辦理之處理規定。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 1 人。 

查核金額以上工程，其委託監造者，機關應於招標文件，訂定監造單位應比照公共工程

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第五點之品管人員設置規定，置受訓合格之監工人員。機關辦理

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得比照辦理。其設置人數規定如下：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 1 人。 

巨額採購之工程，至少 2 人。 

監造計畫： 

公告金額以上工程，監造單位應提報監造計畫。 

監造計畫之內容除機關另有規定外，應包括監造範圍、監造組織、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

序、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品質

稽核、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工程具機電設備者，並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測試等抽驗程

序及標準。 

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機關得依工程規模及性質，縮減其監造計畫內容。 

其他應建立之機制： 

查核金額以上工程，監造單位應於開始監工前，將其受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訓練合格

之監工人員之登錄表，經機關核定後，由機關填報於工程會資訊網路備查；監工人員異

動或工程竣工時，亦同。 

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工程，應於工程及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分別訂定下列事項，自

辦監造者，應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鋼筋、混凝土、瀝青混凝土及其他適當檢驗或抽驗項目，應由符合 CNS 17025

（ISO/IEC 17025）規定之實驗室辦理，並出具檢驗或抽驗報告。 

前款檢驗或抽驗報告，應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 

 

應負責審查廠商所提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並監督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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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廠商提出之材料設備之出廠證明、檢驗文件、試驗報告等之內容、規格及有效日期應依工

程契約及監造計畫予以比對抽驗，並於檢驗停留點（限止點）時就適當檢驗項目會同廠商取

樣送驗。抽驗結果應填具材料設備品質抽驗紀錄表。 

對各施工作業應依工程契約及監造計畫實施抽查，並填具施工品質抽查紀錄表。 

依規定填報監工日報表。 

發現缺失時，應即通知廠商限期改善並採取矯正措施。 

其他工程事宜。 

 

 

 

三、依據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在那些情況下，廠商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若其已發還者應

予追繳？（25 分） 

★★★☆☆ 

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押標金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府採購法第 31 條 

【擬答】：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31 條，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納之押標金，不予發還；其未依招

標文件規定繳納或已發還者，並予追繳： 

一、以虛偽不實之文件投標。 

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或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 

三、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 

四、得標後拒不簽約。 

五、得標後未於規定期限內，繳足保證金或提供擔保。 

六、對採購有關人員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 

七、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 

前項追繳押標金之情形，屬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追繳金額依招標文件中規定之額度

定之；其為標價之一定比率而無標價可供計算者，以預算金額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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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追繳押標金之請求權，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前項期間，廠商未依招標文件規定繳納者，自開標日起算；機關已發還押標金者，自發還日起

算；得追繳之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在後者，自原因發生或可得知悉時起算。 

追繳押標金，自不予開標、不予決標、廢標或決標日起逾十五年者，不得行使。 

 

四、試詳述自充填混凝土（Self-CompactingConcrete,SCC）與傳統混凝土之材料及各種性質之比

較。（25 分） 

★★☆☆☆ 

工程材料－水泥混凝土－特殊混凝土 

【擬答】： 

SCC具有施工澆置時免振動搗實、高流動性暨通過鋼筋間隙及充填模板之能力，以達到確保混

凝土構造物之品質與可靠度之目的。故自充填混凝土的工程效益可歸納如下： 

用於混凝土搗實困難之結構物：如預力箱型梁、橋墩、梁柱系統、剪力牆及隧道襯砌等不易

施工或無法振動搗實之構造物。 

混凝土充填密實有效提昇結構之可靠性：由於水密性佳，可作為地下結構物防水材料，以節

省防水工程設施。 

用於巨積混凝土以減少勞力及縮短工期：因免搗實，可減少施工勞力；並應持續施工，可縮

短工期。 

減少工地噪音符合環保：免搗實之故，無振動機械之噪音產生，亦可適用於夜間安靜施工。 

用於預鑄製品：可應用於預鑄製品，以達到混凝土施工之自動化、合理化。 

用於當作修補材料：可應用於混凝土構造物遭局部損壞致需部分敲除重作而澆置及搗實不易

之處。 

SCC與流動混凝土、傳統混凝土之各種性質之比較： 

◎自充填混凝土(SCC)與普通混凝土(NC)流動混凝土(FC)之比較： 

 流動性 抗離析性 填充性 間隙通過性 搗實 

SCC 良好 良好 良好 良好 毋須 

FC 良好 尚可 不良 不良 部分需要 

NC 不良 良好 不良 不良 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