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與建築群
【示例1】試題與答案
106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在一樓樓地板灌漿前，利用水準儀進行樓地板高程檢核。已知基準點高程為 11.615 m，灌漿後樓地板
設計高程為 12.000 m。水準儀架設完畢後，儀器高 1.605 m，先讀基準點處之水準尺，其讀數為 2.005
m，再讀欲灌漿樓地板處之水準尺。試問未灌漿前樓板處的水準尺讀數應為多少，方能滿足樓地板之
設計高程？( 假設樓地板灌漿厚度 20 cm )
(A) 1.220 m
(B) 1.620 m
(C) 1.820 m
(D) 2.390 m
正答：(C)
【示例1】試題分析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說

明

土建-實-測實-2：具備應用測量儀器完成測量作業之能力，並能以系統思考，進
行測量的規劃與執行。
土建-實-測實-3：了解測算與基本應用，以解決測量實務操作相關問題。
土建-實-測實-C-a：高程測量之認識，含定義、相關名詞與分類等
土建-實-測實-C-c：水準儀之操作與讀數
土建-實-測實-C-d：水準儀測量基本原理及誤差
1. 水準儀的測量及計算。
2. 試題以實務方式命題，理解水準測量理論，進而應用水準儀之技術在灌漿樓地板
高程測設檢核，本試題偏向實作相關的素養導向評量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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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核心素養具體說明呼應表
一、具備土木與建築相 二、具備土木與建築 三、具備測量、繪製及 四、具備電腦輔助製 五、具備對工作職業 六、具備對專業、勞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關專業領域的系統思 實務操作之能力，透 營造之能力，透過先進 圖與數位資訊運用之 安全及衛生知識的理 動法令規章與相關議
考、科技資訊運用及符 過系統思考、分析與 科技與資訊應用，有效 能力，能創新思考、 解與實踐，探究職業 題 的 思 辨 與 對 話 素
號辨識的能力，積極溝 探索，發揮團隊合作 進行分析及反思，將土 規劃與執行，展現設 倫理與環保的基礎素 養，培養公民意識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通互動與協調，以同理 精神，解決專業上的 木與建築融合於自然 計與建築藝術之美。 養，發展個人潛能， 社會責任。
心解決職場上各種問 問題，並培養作品欣 生態，以愛惜生命及重
從而肯定自我價值，
題，並能掌握國內外土 賞、創作與鑑賞的能 視環境生態的胸懷，養
有效規劃生涯。
木與建築產業發展趨 力，將美感展現於專 成社會責任感及環境
面向
項目
具體內涵
勢。
業技術。
保育之意識。
U-A1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A1
探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規劃生涯，並透過自我精進與超
進
越，追求至善與幸福人生。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
A
A2
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
題
題。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作為
變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U-B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
B1
能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理心與他
達
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
B2
媒體之素養，進行各類媒體識讀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
B
養
溝通互動
媒體倫理的議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
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與
B3
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
養
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
分享。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
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品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
識
動參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
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
C
C2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
作
合作的精神與行動。
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C3
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
解
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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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2】試題與答案
102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某大學教授所設計的自宅剖面如圖 ( 一 )所示，有關該圖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圖(一)
(A) 圖中顯示該屋頂的斜度標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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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屋頂的傾斜角度大於 30°

(B) 圖中顯示臥室內有單開窗
(C) 圖中顯示剖到臥室與廁所之間的隔間牆材料為鋼筋混凝土
(D) 圖中顯示廁所有單開門
正答：(A)
【示例2】試題分析
土建-實-製圖-1：了解工程圖學、種類、比例、規格之意義，並能使用製圖儀器
工具，以系統思考方式，繪製各種幾何圖形及視圖，並展現圖形的美感。
土建-實-製圖-2：具備空間概念，並能辨識與應用土木與建築之各種符號，繪製
學習表現

學習內容

說

明

各種視圖後，能進行經驗分享，於溝通與表達中，發展個人潛能，從而肯定自我
價值。
土建-實-製圖-3：具備各種視圖的自主檢查能力，從而發現問題及進行協調溝通，
以解決問題。
土建-實-製圖-G-a：剖視圖之意義及種類
土建-實-製圖-G-b：建築剖視圖之畫法
土建-實-製圖-G-c：建築剖面圖中各種慣用表示法
1. 理解剖視圖的意義與繪製方法及相關符號代表意義。
2. 本試題偏向實作相關的素養導向評量試題，藉由各選項使理解如何判別圖面符號及
其代表意義、剖視圖的畫法、材料的表示方法等相關知識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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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核心素養具體說明呼應表
一、具備土木與建築相 二、具備土木與建築 三、具備測量、繪製及 四、具備電腦輔助製 五、具備對工作職業 六、具備對專業、勞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關專業領域的系統思 實務操作之能力，透 營造之能力，透過先進 圖與數位資訊運用之 安全及衛生知識的理 動法令規章與相關議
考、科技資訊運用及符 過系統思考、分析與 科技與資訊應用，有效 能力，能創新思考、 解與實踐，探究職業 題 的 思 辨 與 對 話 素
號辨識的能力，積極溝 探索，發揮團隊合作 進行分析及反思，將土 規劃與執行，展現設 倫理與環保的基礎素 養，培養公民意識與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
通互動與協調，以同理 精神，解決專業上的 木與建築融合於自然 計與建築藝術之美。 養，發展個人潛能， 社會責任。
心解決職場上各種問 問題，並培養作品欣 生態，以愛惜生命及重
從而肯定自我價值，
題，並能掌握國內外土 賞、創作與鑑賞的能 視環境生態的胸懷，養
有效規劃生涯。
木與建築產業發展趨 力，將美感展現於專 成社會責任感及環境
面向
項目
具體內涵
勢。
業技術。
保育之意識。
U-A1 發展素質，發展個人潛能，
A1
探索自我觀，肯定自我價值，有效
身心素質與自我精
規劃生涯，並透過自我精進與超
進
越，追求至善與幸福人生。
U-A2 具備系統思考、分析與探索
A
A2
的素養，深化後設思考，並積極
自主行動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
面對挑戰以解決人生的各種問
題
題。
U-A3 具備規劃、實踐與檢討反省
A3
規劃執行與創新應 的素養，並以創新的態度與作為
變
因應新的情境或問題。
U-B1 具備掌握各類符號表達的
B1
能力，以進行經驗、思想、價值
符號運用與溝通表



與情意之表達，能以同理心與他
達
人溝通並解決問題。
U-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資訊與
B2
媒體之素養，進行各類媒體識讀
科技資訊與媒體素
與批判，並能反思科技、資訊與
B
養
溝通互動
媒體倫理的議題。
U-B3 具備藝術感知、欣賞、創作
與鑑賞的能力，體會藝術創作與
B3
社會、歷史、文化之間的互動關
藝術涵養與美感素
係，透過生活美學的涵養，對美
養
善的人事物，進行賞析、建構與
分享。
U-C1 具備對道德課題與公共議
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良好
C1
道德實踐與公民意 品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
識
動參與環境保育與社會公共事
務。
U-C2 發展適切的人際互動關係，
C
C2
社會參與 人際關係與團隊合 並展現包容異己、溝通協調及團隊
作
合作的精神與行動。
U-C3 在堅定自我文化價值的同
C3
時，又能尊重欣賞多元文化，具備
多元文化與國際理
國際化視野，並主動關心全球議題
解
或國際情勢，具備國際移動力。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