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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應檢人須知 

 一、 一般須知： 

1. 本測試所需工具、器材全由測試試場供應，應檢人只需帶書寫之文具(藍

或黑色原子筆、立可白或橡皮擦、尺)，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工

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皆不得攜帶進入考場，違者不予計分。 

2. 應檢人準時至術科測試辦理單位指定報到處辦理報到手續，遲到 15 分

鐘以上者，以棄權缺考論。 

3. 應檢人應按時進場，逾規定檢定時間十五分鐘，即不准進場，並取消該

題計分。 

4. 進場時，應出示術科檢定准考證、身分證明文件，並接受監評人員檢查。 

5. 應檢人進入試場後，檢定使用之材料、設備、器具，應即核對並檢查，

如有疑問，應於測試開始後十分鐘內，當場提出，請監評人員處理。 

6. 應檢人依據檢定位置號碼就位，並應將術科檢定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

置於指定位置，以備核對。 

7. 應檢人應聽從並遵守監評人員講解規定事項。 

8. 檢定時間之開始與停止，悉聽監評人員之鈴聲或口頭通知，不得自行提

前開始或延後結束。 

9. 應檢人應正確操作器具，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10. 應檢人對於器具操作應注意安全，如發生意外傷害，自負一切責任。 

11. 檢定進行中如遇有停電、空襲警報或其他事故，悉聽監評人員指示辦理。 

12. 檢定進行中，應檢人因本身疏忽或過失而致器具故障，須自行排除，不

另加給時間。 

13. 檢定結束時，應由試場工作人員點收器具，試題送繳監評人員收回，監

評人員並在術科檢定准考證上簽章，繳件出場後，不得再進場。 

14. 試場內外如發現有擾亂考試秩序、冒名頂替或影響考試信譽等情事，其

情節重大者，得移送法辦。 

15. 應檢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取消應檢資格，其成績以不及格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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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他人或委託他人代為操作者或作弊者。 

(2) 互換半成品、成品或試卷 

(3) 攜出工具、器材、半成品、成品或試卷。 

(4) 故意損壞器具、設備者。 

(5) 不接受監評人員指導，擾亂試場內外秩序者。 

16. 應檢者每題測試完後，應自行清理工具及場地，始可離開試場，否則扣

分。 

17. 其他未盡事宜，除依考試院頒訂之試場規則辦理及遵守檢定場中之補充

規定外，並由各該考區負責人處理之。 

 二、 專業須知： 

(一) 本職類丙級術科檢定試題共五題，其試題內容，測試時間，滿分如下表： 
 

題 號 試 ˉ ˉ 題 ˉ ˉ 內 ˉ ˉ 容 測 試 時 間 滿 ˉ 分

A 園藝植物識別 

B 園藝資材識別 

合併 1 小時 合併 100 分 

C 農藥計算及噴藥技術 2 小時 100 分 

D 園藝植物繁殖 1 小時 100 分 

E 肥料計算及調配 1 小時 100 分 

 

(二) 術科試題測試時，共有三大組合：ABCD,ABCE,ABDE，其中 AB 大題合併

測試，又分 AB-1,AB-2,AB-3,……,AB-9 九種小組合，C 大題有 C1,C2,C3……

C20 二十種小組合，E 大題有 E1,E2……E20 二十種小組合。 

(三) 試題抽籤方法是先抽出一個大組合，再抽一個小組合。 

(四) 術科測試，評分採扣分方式，每題滿分為 100 分，每題須達 60 分以上（含

60 分）為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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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術科測試，每題皆及格，始為術科及格。如有任何一題不及格（未達 60 分），

術科判定為不及格。 

(六) 應檢人應檢時，應依各試題所訂之測試說明、測試手續、流程進行，並聽

從監評人員之指揮。 

(七) 各試題測試說明及評分項目標準如下： 

 三、 測試方法及流程： 

(一) AB 大題：園藝植物及資材識別，試題編號：13300-900301，13300-900302 

1. 測試方法： 

(1) 本大題為園藝植物及資材識別題（A、B 大題合併測試），共有 184

種，測試時抽出其中 60 種（園藝植物 40 種，園藝資材 20 種），

共 60 小題。 

(2) 每小題測試之識別作答時間為 20 秒。 

(3) 測試時請依被識別物品之編號，填入答案紙相同編號空格內，聞鈴

聲依序更替位置，直至完成所有題目。 

(4) 本題須全部答完，方可離開考場，不得半途退出。 

(5) 答完每小題，如時間未到，亦不得提前移至下一題位置。 

(6) 每小題時限到，如尚未答完，亦須依鈴聲，移至下一題位置。 

(7) 答題不可有左顧右盼，交頭接耳等作弊行為。 

(8) 測試時，應檢人站立作答，且不得破壞測試材料。 

(9) 測試時間：1 小時(含進場說明) 

2. 測試流程： 

(1) 監評人員點名並檢查准考証照片與應檢人是否相符。 

(2) 應檢人依序入場。 

(3) 第一位應檢人站至第一小題位置，第二位應檢人站在第五小題位

置，第三位應檢人站在第九小題位置，其餘應檢人依序類推，依每

空隔三小題站一人之次序，排列站好。 

(4) 待所有應檢人站妥正確位置後，由監評人員發試卷。 



 4

(5) 利用考前 5 分鐘，應檢人核對試卷上所蓋准考証號碼……等，是否

正確。 

(6) 監評人員說明測試辦法，規則。 

(7) 監評人員定妥時間碼錶，開始計時。 

(8) 監評人員按鈴，應檢人開始答題。 

(9) 每隔 20 秒按鈴一次，應檢人依鈴聲依序移位。 

(10) 測試時間結束，應檢人依原先進場順序，交卷出場。 

(11) 監評人員應注意所交試卷，是否屬該應檢人所有。 

 

(二) C 大題：農藥計算及噴藥技術，試題編號：13300-900303 

1. 測試說明： 

(1) 本測試分計算及實作兩試場進行，應檢人先考計算，後考實作。 

(2) 測試時間：以 2 小時為原則，須全部應檢人測試完畢才結束。其中

計算題測試時間以 10 分鐘為限，時間一到，全部收卷。噴藥實作

測試時間，每人以 15 分鐘為限（含穿戴噴藥安全裝備），未完成

部分不予計分。 

(3) 計算題，須將農藥名稱、計算過程、答案（含單位）書寫於試卷上，

不得只填答案，否則予以扣分。答案無法整除者，應計算至小數點

以下第二位，再以四捨五入法，進位至小數點以下第一位。 

(4) 計算題考完後，應檢人至實作考場準備實作測試。 

(5) 實作測試，依准考証號碼，每三人一組，依測試流程表，循序進行，

不得隨意更動順序，大聲喧嘩及其它有違應檢須知之行為。 

2. 實作測試流程： 

應檢人進入實作試場，依下列程序進行測試。 

(1) 至準備區，穿戴噴藥裝備。 

(2) 至清洗區，清洗噴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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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配藥區，依指定之農藥用量配藥：取 2 公克農藥(以有色粉劑代

替)，加水 2 公升，倒入 16 公升背負式半自動噴霧器內，並背負噴

霧器。 

(4) 至噴藥區進行噴藥(噴藥區所放之風扇吹向代表風向)。 

(5) 噴藥後再回至清洗區清洗噴霧器。 

(6) 歸還器具設備，放回原處，並用肥皂洗手。 

(7) 離場。 

(三) D 大題：園藝植物繁殖，試題編號：13300-900304 

1. 測試說明： 

(1) 本試題測試時間 1 小時為限，有計時扣分。超過 20 分鐘以上交卷

者，依時間長短，予以扣分。(計時扣分，以離場時間為準) 

(2) 實作試場隔分為 15 小區，每位應檢人 1 小區。 

(3) 本試題測試方式係模擬狀態，應檢人應將玫瑰枝條插在“劍山＂

上，操作空中壓條，否則不予計分。 

(4) 每人須完成一個枝條，且須完成全部繁殖手續。 

(5) 工具器材全由試場供應，不得攜帶任何工具器材至試場。測試時每

人須正確選用空中壓條所需之工具器材，否則扣分。 

(6) 應檢人將完成之成品及所有剪下的枝葉，放於桌上，並清理工具、

場地後，須舉手向監評人員報告“完成＂後，即須離開試場。 

2. 測試流程： 

(1) 監評人員點名→ 

(2) 應檢人依序進入試場→ 

(3) 應檢人至操作桌對號入座→ 

(4) 靜待監評人員宣布操作開始→ 

(5) 全部應檢人同時開始操作（依考場所提供之各種空中壓條器材中，

選擇正確器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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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最適合操作空中壓條之枝條 1 枝，直插在劍山上，再行操作空

中壓條。最後將成品及剪下之枝葉留置自己桌上→ 

(7) 應檢人清理器具場地，並將器具歸還原位後，舉手向監評人員報告

“完成＂後，即須離場。 

(四) E 大題：肥料計算及調配，試題編號：13300-900305 

1. 測試說明： 

(1) 本試題測試時間 1 小時為限，有計時扣分。超過 30 分鐘以上交卷

者，會予扣分。(計時扣分，以離場時間為準) 

(2) 本試題測試場分為 15 個小區，供 15 位應檢人測試用。每位應檢人

一個小區，每個小區內放有一套桌椅。 

(3) 本試題分兩部分測試： 

A. 計算肥料：依所發之計算試題測試。須將肥料名稱、計算過程及

答案(含單位)皆書寫於試卷上，不得只填答案，否則予以扣分。

答案無法整除者，應以四捨五入法，答案進位至小數點以下第一

位。 

B. 調配肥料：依所發之實作試題，進行肥料調配，將成品依應檢人

序號，裝於塑膠成品桶內。 

(4) 本試題有計時，應檢人於所有測試流程完成後，應向監評人員報告

「完成」，即須離場。 

2. 測試流程 

(1) 各應檢人於試場外集合點名後，依監評人員指示，按准考證號碼，

進入各小區，進行測試。 

(2) 應檢人就位後，應先核對所發試卷之准考證號碼……等，是否正確

後，即進行肥料計算測試。將肥料名稱、計算過程及答案(含單位)

書寫於試卷上。完成後，即在原地進行下一個肥料調配實作測試。 

(3) 肥料調配實作測試，應檢人依實作試題內容及數據，進行肥料秤重

及調配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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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肥料調配混合完成後，應檢人不得再增減肥料（違規者，“秤重＂

項目以零分計），且應將調配完成之肥料倒入已標示空桶重之塑膠

成品桶內，此成品桶標示有應檢人序號且已依序號統一置於試場中

央，並將試卷放在成品桶上。 

(5) 成品繳交後，將自己使用之彈簧秤，指針歸「零」，調整指針在「零」

位置，否則扣分。 

(6) 最後清理器具、場地，將器具擦拭乾淨，並舉手向監評人員報告「完

成」後，即須離場。 

 四、 評分項目及扣分事項 

(一) A、B 大題（園藝植物及資材識別）評分標準 

1. 本大題共測試識別 60 種園藝植物及資材，共計 60 小題。 

2. 本大題滿分 100 分，評分採扣分法，每錯一小題，扣 2 分。以 100 分扣

除扣分，即為得分。以扣至零分為止。 

3. 所填寫答案名稱，須依公佈給應檢人之正確名稱始給分。 

(1)用俗名、別名或其他名稱者，不給分。 

(2)答案字義與標準答案不符者，不給分。 

(3)若有錯字、簡字或注音符號，錯一字扣 1 分，每小題最高扣滿 2 分止。 

4. 每小題作答時間為 20 秒。 

5. 本大題及格分數為 60 分以上（含 60 分）。 



 8

(二) C 大題（農藥計算與噴藥技術）評分項目 
 

評 分 項 目 配 分 扣 分 事 項

一、農藥計算 20 

1.答案不正確 

2.計算過程不正確或沒有書寫計算過程 

3.單位不正確或沒有書寫單位 

4.答案未進位至小數點以下第一位 

5.農藥名稱不正確或沒有書寫 

 

二、噴藥技術： 

 

1.著裝 

5 

1.原穿著服裝不適噴藥者，例如穿高跟鞋、外

套過厚、窄裙、衣物過於寬鬆、不方便噴藥

工作者，視為穿著服裝不適合 

2.噴藥服裝穿著不正確，例如：口罩未蓋住口

及鼻，拉鍊未拉至頂，原著衣物、頭髮露出

防護衣外。防護衣未將手套開口及雨鞋開口

蓋住 

3.著裝動作不熟練 

2.噴藥前之安全與衛生 7 

1.噴藥前未清洗噴藥桶、噴藥桿、噴嘴 

2.清洗動作不正確，噴藥桿在地上拖行，噴嘴

接觸地面，噴藥桿亂噴等視為不正確 

3.清洗動作不熟練 

4.清洗程序不正確，（正確程序為：噴藥前需

將噴藥桶內前殘餘藥水，先倒入廢水桶→加

清水→搖晃→倒出→加清水→加壓→清洗噴

嘴、噴藥桿→餘液倒入廢水桶） 

5.噴藥桶相關物品（例如藥蓋、過濾網、量杯

等）掉落地面或廢水桶內 

3.配藥技術 15 

1.藥量不正確 

2.配藥動作不正確 

3.配藥程序不正確（量杯內需先以少量水，將

藥劑溶解,再加水至定量，且需完全溶解後再

倒入噴藥桶。） 

4.配藥不熟練 

4.噴霧器使用技術 15 

1.未先調整噴霧器具（如噴嘴、背帶） 

2.不會使用噴霧器具，無法噴出藥液 

3.使用噴霧器動作不正確，例如噴藥桿在地上

拖行，噴嘴接觸地面，手持噴藥桿位置錯誤

等 

4.使用噴霧器動作不熟練，姿勢不良 

5.損壞相關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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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分 項 目 配 分 扣 分 事 項

5.風向 10 
1.噴藥行走方向錯誤（未逆風倒退行走） 

2.行走動作不確實 

6.噴藥操作 20 

1.葉面未噴藥 

2.葉背未噴藥 

3.噴藥未遍及全株 

4.三株未全噴完 

5.噴藥量不正確（藥量過多） 

6.噴藥方法不正確（噴出藥劑不成霧狀，向其

它位置亂噴） 

7.噴藥動作不熟練 

7.噴藥後之安全與衛生 8 

1.未清洗噴藥桶、噴藥桿、噴嘴及量杯、手套

等工作 

2.清洗工作不確實，不熟練 

3.清洗程序不正確。 

4.噴藥桿在地上拖行或噴嘴接觸地面 

5.廢液未倒入廢水桶 

6.噴藥桶相關物品掉落地面或廢水桶內 

7.未歸還物品至原位 

8.未清理場地及物品 

8.其他  測試中有不正確處，酌予扣分 

 
評分說明： 

1. 每項扣分，至多以扣完該項配分為止 

2. 噴藥實作，每人限時 15 分鐘內完成（含著裝） 

3. 逾時未完成部份不予計分 

4. 本試題滿分 100 分，及格分數為 60 分以上(含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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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 大題（園藝植物繁殖）評分項目 
 

評 分 項 目 配 分 扣 分 事 項

一、器材使用 5 器材使用錯誤，太多或太少 

二、枝條選擇 5 選擇不適合空中壓條之枝條 

三、枝條處理 10 未妥善處理操作部位之枝條 

四、包紮處理 25 

1.包紮材料之前處理不適當（未先充分浸水） 

2.包紮材料之濕度不適當（過乾或過濕） 

3.包紮材料之用量不適當（過多或過少） 

4.包紮位置不適當（過高或過低） 

5.包紮外觀不適當（形狀不佳） 

6.包紮緊度不適當（過鬆） 

五、環狀剝皮 25 

1.環狀剝皮部位不當（過高或過低） 

2.環狀剝皮技術不當（不平整，不完全，傷到芽）

3.環狀剝皮寬度不當（太寬或太窄） 

4.操作中，轉動劍山 

六、熟練度 20 

1.使用枝條數目，超過一枝 

2.折斷枝條 

3.完成時間在 20 分鐘以上 

4.動作不俐落、不熟練 

七、安全衛生 10 

1.操作中受傷 

2.場地器具未適當清理、維護 

3.操作後，器具未歸還原位 

八、其它  測試中有不正確處，酌予扣分 

九、不予計分  
1.枝條未插在劍山上操作 

2.未於 1 小時時限內完成 

註：1.每項扣分，至多以扣滿該項配分為止。 

2.本試題滿分 100 分，及格分數為 60 分以上(含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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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 大題（肥料計算及調配）評分項目 
 

評 分 項 目 配 分 扣 分 事 項

一、肥料計算 30 

1.肥料名稱不正確或沒有書寫 

2.答案不正確 

3.計算過程不正確或沒有書寫計算過程 

4.單位不正確或沒有書寫單位 

5.答案未以四捨五入法，至小數點以下第一位 

二、秤  重 40 

1.秤取肥料重量不正確 

2.調配混合後，違規再行增減肥料（違規者，“秤

重＂項目以零分計） 

三、粉  碎 5 
1.未粉碎 

2.粉碎不完全 

四、均 勻 度 5 
1.未攪拌 

2.攪拌不均勻 

五、熟 練 度 5 未在 30 分鐘內完成 

六、安全與衛生 15 

1.使用後未清理器材（塑膠小勺、塑膠盤、塑膠

盆、秤） 

2.使用後，彈簧秤未歸「零」 

3.未清理場地 

4.操作中，肥料散落。 

七、其它  測試中有不正確處，酌予扣分 

註：1.每項扣分，至多以扣滿該項配分為止。 

2.本試題滿分 100 分，及格分數為 60 分以上(含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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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術科測試試題 

 一、 試題說明： 

(一) 本職類丙級術科檢定試題共五題，其試題內容，測試時間，總分如下表： 
 

題 號 試 ˉ ˉ 題 ˉ ˉ 內 ˉ ˉ 容 測 試 時 間 滿 分

A 園藝植物識別 

B 園藝資材識別 

合併 1 小時 合併 100 分 

C 農藥計算及噴藥技術 2 小時 100 分 

D 園藝植物繁殖 1 小時 100 分 

E 肥料計算及調配 1 小時 100 分 

 

(二) 術科測試試題，共有三大組合：ABCD,ABCE,ABDE，其中 AB 大題合併測

試 ， 又 分 AB-1,AB-2,AB-3, … … ,AB-9 九 種 小 組 合 ， C 大 題 計 算 題 有

C1,C2,C3……C20 二十種小組合，E 大題計算題有 E1,E2……E20 二十種小組

合。 

(三) 試題抽籤方法是先抽出一個大組合，再抽小組合。 

(四) 術科測試，評分採扣分方式，每題滿分為 100 分，每題及格分數為 60 分以

上（含 60 分）。 

(五) 術科測試，每題皆及格，始為術科及格。如有任何一題不及格（未達 60 分），

術科判定為不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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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試題內容： 

(一) A 大題：試題編號 13300-900301，園藝植物識別 

認識下列園藝植物(果樹、蔬菜、觀賞植物)共 121 種： 

1. 蔬菜類：40 種；(全部以食用部分測試) 

豇豆、四季豆(敏豆)、萊豆(皇帝豆)、豌豆(荷蘭豆)、花椰菜(花菜)、芹

菜、葉萵苣(萵仔菜)、菠菜、甘藍(高麗菜)、莧菜、青花菜、青梗白菜、

蕹菜(空心菜)、洋蔥、芋頭(芋)、大蒜(青蒜)、胡蘿蔔、薑、蘿蔔、西瓜、

冬瓜、胡瓜(刺瓜；黃瓜)、茄子、番茄、甜椒、金針菇、洋菇、黑木耳、

草莓、甜瓜（香瓜）、黃秋葵、草菇、蔥、綠蘆筍、綠豆芽、蓮藕、馬

鈴薯、茭白筍(茭白)、香菇、金針菜。 

2. 果樹類：21 種，(其中柳橙、椪柑、葡萄柚、酪梨、獼猴桃(奇異果）、

鳳果(山竹)、火龍果（紅龍果）以果實測試，其餘採用不帶果實之植株

部分）： 

楊桃、芒果(檬果)、荔枝、鳳梨、番木瓜(木瓜)、柳橙、番石榴、椪柑、

葡萄柚、蓮霧、龍眼、鳳果(山竹)、李、葡萄、梅、獼猴桃（奇異果)、

桃、梨、酪梨、枇杷、火龍果（紅龍果）。 

3. 觀賞植物類：60 種(以全株或其部分測試) 

康乃馨(香石竹)、非洲菊、金魚草、非洲堇、滿天星、菊花、千日紅、

金盞花、非洲鳳仙花、長壽花、雞冠花、五彩石竹、大波斯菊、一串紅、

矮牽牛。美人蕉、水仙花(水仙)、晚香玉(夜來香)、大岩桐、姬百合、

孤挺花、大理花(大麗花)、彩葉芋、唐菖蒲(劍蘭)。文心蘭、嘉德麗亞

（雅）蘭、虎頭蘭(東亞蘭)、蝴蝶蘭、報歲蘭、秋石斛蘭(秋石斛)。木

棉、黃椰子、黑板樹、馬拉巴栗、榕樹、樟樹、台灣欒樹。玫瑰(玫瑰

花)、馬纓丹、朱槿(扶桑)、繁星花、月橘（七里香）、仙丹花、桂花、

杜鵑(杜鵑花)。地錦(爬牆虎)、九重葛、軟枝黃蟬。睡蓮、荷花(蓮花)。

冷水花、吊蘭、鵝掌藤、袖珍椰子、黃金葛、竹芋、福祿桐、西瓜皮椒

草、蝦蟆海棠、虎尾蘭。 



 14

(二) B 大題：試題編號 13300-900302，園藝資材識別：識別之項目如下表： 
 

項目 名 稱 項目 名 稱

1 水苔 33 修枝剪 

2 岩棉 34 解剖刀 

3 泥炭土 35 剪定鋏 

4 雜草抑制蓆（註：園藝用，黑色不透光） 36 移植鏝 

5 真珠石(珍珠石) 37 
移植袋(美植袋) (註：園藝用，一般供

木本植物假植用） 

6 蛇木屑 38 選果機 

7 發泡煉石 39 包裝袖套(註：切花、盆花包裝用) 

8 蛭石 40 誘蟲盒 

9 椰子殼屑 41 誘蟲粘(黏)板 

10 稻殼 42 噴水壺 

11 除刺器（註：玫瑰切花除刺用） 43 動力噴霧機 

12 樹皮 44 噴藥車 

13 鋸木屑 45 搬運車 

14 素燒盆 46 鐮刀 

15 瓷盆 47 酸鹼值測定器(pH 值測定器) 

16 蛇木柱 48 殺菌釜 

17 黑軟盆 49 解剖顯微鏡 

18 塑膠盆 50 無菌操作台 

19 八爪滴頭 51 芽接刀 

20 盆花端盤 52 水耕用海棉塊 

21 防蟲網 53 穴盤 

22 浪板 54 綠海棉 

23 透明塑膠布 55 肥料稀釋定比器 

24 黑色遮蔭網 56 亮光劑 

25 管鋏 57 椰纖棒 

26 噴水帶 58 電子秤 

27 噴嘴 59 銀黑色塑膠布 

28 錏管 60 糖度計 

29 尿素 61 立式容器（註：裝切花之容器） 

30 彈簧夾(註：溫網室建造之零件) 62 時間控制器（定時器） 

31 
魔帶（註：園藝用，外裏綠色塑膠，供

綑綁固定用） 
63 壓條線(註：固定塑膠布溫網室用) 

32 切接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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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 大題：試題編號 13300-900303，農藥計算與噴藥技術 

1. 計算題：依指定之農藥稀釋倍數，計算出所需農藥劑量。將農藥名稱、

計算過程及答案(含單位)，書寫於試卷，以四捨五入法，答案至小數點

以下第一位。 

2. 實作題：依指定之配藥用量：取 2 公克接觸性農藥藥劑（觸殺劑，以有

色粉劑代替），加水稀釋成 2 公升，倒入 16 公升背負式半自動噴霧器

內，實際進行噴藥工作。實作題操作時間，每人限時 15 分鐘(含穿戴噴

藥裝備)。 

(四) D 大題：試題編號 13300-900304，園藝植物繁殖(空中壓條繁殖法) 

1. 依指定之作物進行空中壓條繁殖方法，每人完成一個枝條，且須完成全

部繁殖手續。 

2. 本試題有計時扣分，超過 20 分鐘以上交卷者，依時間長短，予以扣分。 

(五) E 大題：試題編號 13300-900305，肥料計算及調配 

1. 計算題：將三種單質肥料，依指定比例及重量調配成混合肥料。肥料名

稱、計算過程、答案及單位均須書寫於試卷上，以四捨五入法，答案至

小數點以下第一位。 

2. 實作題：取三種單質肥料，依指定之重量，實際秤重並調配成混合肥料。 

3. 本試題有計時扣分，超過 30 分鐘以上交卷者，熟練度評分項目予以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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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計算試題抽籤參考題卡 

（測試時交由監評人員公開抽出測試） 

（本題卡之數據只供參考，實際測試時，可由監評人員另訂數據測試） 

 一、 C 大題計算題參考題卡，試題編號：13300-900303 

 

C-1 請配製 50%培丹粉劑 1000 倍及 33%鋅錳乃浦水懸劑 500 倍，裝滿於 300 公

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 

C-2 請配製 2％阿巴汀乳劑 1000 倍及 40％銅快得寧可濕性粉劑 500 倍，裝滿於

16 公升之噴霧器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C-3 請配製 24％納乃得溶液 1000 倍及 70％甲基多保淨可濕性粉劑 2500 倍，裝

滿於 2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

試卷上。 

C-4 請配製 40％銅快得寧可濕性粉劑 500 倍及 2％阿巴汀乳劑 1000 倍，裝滿於

3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C-5 請配製 80％鋅錳乃浦可濕性粉劑 600 倍及 25％歐殺松乳劑 750 倍，裝滿於

16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 

C-6 請配製 9.6％益達胺溶液 1500 倍及 50％免賴得可濕性粉劑 3000 倍，裝滿於

2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C-7 請配製 50％免賴得可濕性粉劑 3000 倍及 25％歐殺松乳劑 750 倍，裝滿於

3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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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請配製 40.64％加保扶水懸劑 800 倍及 40％銅快得寧可濕性粉劑 500 倍，裝

滿於 16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

卷上。 

C-9 請配製 2％阿巴汀乳劑 1000 倍及 65％鋅乃浦可濕性粉劑 400 倍，裝滿於 2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 

C-10 請配製 50％馬拉松乳劑 800 倍及 70％甲基多保淨可濕性粉劑 2500 倍，裝滿

於 3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

卷上。 

C-11 請配製 9.6％益達胺溶液 1500 倍及 85％加保利可濕性粉劑 1000 倍，裝滿於

16 公升之噴霧器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C-12 請配製 25％歐殺松乳劑 750 倍及 50％免賴得可濕性粉劑 2000 倍，裝滿於

2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C-13 請配製 40％銅快得寧可濕性粉劑 500 倍及 43％佈飛松乳劑 4000 倍，裝滿於

3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C-14 請配製 3％阿納寧可濕性粉劑 2000 倍及 10.5％平克座乳劑 4000 倍，裝滿於

16 公升之噴霧器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C-15 請配製 33％鋅錳乃浦水懸劑 500 倍及 2％阿巴汀乳劑 1000 倍，裝滿於 2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 

C-16 請配製 80％快得寧水懸劑 2000 倍及 90％納乃得可濕性粉劑 3000 倍，裝滿

於 3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

卷上。 

C-17 請配製 50％培丹可濕性粉劑 1000 倍及 25％歐殺松乳劑 750 倍，裝滿於 16

公升之噴霧器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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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 請配製 50％馬拉松乳劑 800 倍及 70％甲基多保淨可濕性粉劑 2500 倍，裝滿

於 2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

卷上。 

C-19 請配製 85％加保利可濕性粉劑 1000 倍及 80％快得寧水懸劑 2000 倍，裝滿

於 300 公升之藥桶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

卷上。 

C-20 請配製 23％亞托敏乳劑 4000 倍及 90％納乃得可濕性粉劑 3000 倍，裝滿於

16 公升之噴霧器內，將所需兩種農藥之劑量的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

上。 

 

 二、 E 大題計算題題卡，試題編號：13300-900305 

 （本題卡之數據只供參考，實際測試時，可由監評人員另訂數據測試） 

E-1 某花園長 10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0-10-10 式複合肥

料 100 公斤，問該花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2 某花園長 20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2-8-20 式複合肥料

200 公斤，問該花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

％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3 某花園長 30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5-10-8 式複合肥料

150 公斤，問該花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

％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4 某花園長 20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5-10-10 式複合肥

料 100 公斤，問該花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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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5 某正方形鳳梨園每邊長 2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6-4-16 式複合肥

料 200 公斤，問該鳳梨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6 某鳳梨園長 30 公尺，寬 2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0-8-8 式複合肥

料 150 公斤，問該鳳梨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7 某菜園長 15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0-20-15 式複合肥

料 10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8 某長方形菜園長 15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5-5-10 式複

合肥料 20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

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9 某長方形鳳梨園長 20 公尺，寬 15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4-7-14

式複合肥料 150 公斤，問該鳳梨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

酸鈣及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

(10 公畝＝1000 平方公尺)。 

E-10 某長方形鳳梨園長 20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20-5-10

式複合肥料 100 公斤，問該鳳梨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

酸鈣及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

(10 公畝＝1000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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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 某菜園長 30 公尺，寬 2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0-10-10 式複合肥

料 20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12 某菜園長 20 公尺，寬 15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2-8-20 式複合肥料

15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

％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13 某正方形木瓜園每邊長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5-10-8 式複合肥

料 100 公斤，問該木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14 某木瓜園長 20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5-10-10 式複合

肥料 200 公斤，問該木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

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15 某長方形菜園長 30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6-4-16 式複

合肥料 15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

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16 某長方形菜園長 20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0-8-8 式複

合肥料 10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

含 60％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17 某菜園每邊長 2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0-20-15 式複合肥料 20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K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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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1000 平方

公尺)。 

E-18 某菜園長 30 公尺，寬 2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5-5-10 式複合肥料

15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

％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19 某菜園長 15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14-7-14 式複合肥料

10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

％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E-20 某菜園長 15 公尺，寬 10 公尺，其施肥量按 10 公畝施用 20-5-10 式複合肥料

200 公斤，問該菜園須施含 N21％之硫酸銨，含 18％P2O5 過磷酸鈣及含 60

％K2O 之氯化鉀各多少公斤，將計算過程及答案書寫於試卷上(10 公畝＝

1000 平方公尺)。 

 

註： 以上 C1～C20，E1～E20 計算試題之數據，只供參考，實際測試時，可由監

評人員另定數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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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評分總表 

 

姓 名  檢 定 日 期  考 場 及 場 次  

准 考 證 

號 碼 
 應檢人序號  

監 評 人 員

簽     名 (請勿於測試結束前先行簽名)

 

評     分     總     表 

AB 大題 C 大題 D 大題 E 大題 
實 得 分 數 

分 分 分 分

術 科 檢 定 結 果 □及 格     □不及格     □缺 考 

一、說明： 

1. 術科測試，每題滿分 100 分。評分採扣分方式計分。 

2. 測試之每一題，得分皆達 60 分以上（含 60 分）者，術科檢定結果成績為及格。於

「及格」欄打 。 

3. 測試之任何一題，分數未達 60 分者，術科檢定結果判定為「不及格」。於「不及

格」欄打 。 

 

 

二、不予計分原因： 

 

 

三、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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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園藝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時間配當表 

※每一檢定場，每日排定 2 測試場次。 

時 間 內 容 備 註

07：30-08：00 
1.監評前協調會議（含監評檢查機具設備） 
2.應檢人報到完成  

08：00-08：20 

1.應檢人抽題及工作崗位 
2.場地設備及供料、自備機具及材料等作業說

明。 
3.測試應注意事項說明。 
4.應檢人試題疑義說明。 
5.應檢人檢查設備及材料。 
6.其他事項。 

 

08：20-12：20 
第一場測試（ABCD,ABCE 組合 4 小時；

ABDE 組合 3 小時） 

共 有 三 大 組 合 ：

ABCD,ABCE,ABDE 
時間為 3 或 4 小時 

12：20-13：00 
1.監評人員休息用膳時間 
2.第二場應檢人報到完成  

13：00-13：20 

1.應檢人抽題及工作崗位 
2.場地設備及供料、自備機具及材料等作業說

明。 
3.測試應注意事項說明。 
4.應檢人試題疑義說明。 
5.應檢人檢查設備及材料。 
6.其他事項。 

 

13：20-17：20 
第二場測試（ABCD、ABCE 組合為 4 小時；

ABDE 組合為 3 小時） 

共 有 三 大 組 合 ：

ABCD,ABCE,ABDE 
時間為 3 或 4 小時 

17：20-18：00 監評人員進行評審及成績彙總過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