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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造園景觀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應檢人須知 

一、 本職種檢定測試所需機工具、材料全部由術科辦理單位供應，應檢人只需帶准考

證、身分證及書寫之文具（藍或黑色原子筆、立可白或橡皮擦、尺）及自備茶水及

毛巾，除此以外，其它任何資料、工具、器材、計算機、無線通訊器材等皆不得攜

帶進入檢定場，違者不予計分。 

二、 應檢人應準時至辦理單位指定報到處辦理報到手續，遲到十五分鐘（含）以上者，

以棄權缺考論。 

三、 本職種檢定時應檢人應按時進檢定場，逾規定檢定開始時間十五分鐘（含）以上，

即不准進場，並取消該題計分。丙-A 大題須全部作答完畢，聽候監評人員指示後，

方可離場，未達終場時間，中途無故離場，不予計分。 

四、 進檢定場時，應出示准考證、身分證證件，以供監評人員檢查。 

五、 應檢人進入檢定場後，於測試前應先核對檢查檢定使用之材料、設備、器具，如有

疑問，應於測試開始前十分鐘內，當場提出，請監評人員處理。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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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指定位置，以

備核對。 

七、 應檢人於測試中途放棄、身體不適離場或丙-B 大題提前完成者，應向監評人員報

告，依指示後始可離場，惟離場後不得再進檢定場；如中途無故離場，不予計分。 

八、 檢定時間之開始與停止，悉聽監評人員及試務人員之鈴聲或口頭通知，不得自行提

前開始或延後結束。 

九、 應檢人應正確操作器具，如有損壞，應負賠償責任。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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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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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檢定進行中，應檢人因本身操作疏忽或過失而致器具故障，須自行排除，不另加

給時間。 

十三、 檢定結束時，應由試務工作人員點收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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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應檢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予以扣考，不得繼續應檢，其已檢定之成績以不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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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 

(一) 冒名頂替者。 

(二) 傳遞資料或信息者。 

(三) 協助他人或委託他人代為操作者。 

(四) 互換半成品、成品或試卷者。 

(五) 攜出工具、器材、半成品、成品或試卷者。 

(六) 不繳交試卷或依規定須繳回之試題者。 

(七) 故意損壞器具、設備者。 

(八) 操作題評分後不依指示拆除恢復原狀者。 

(九) 不接受監評人員指導，擾亂試場內外秩序者。違反前項各款情事之一，如其

情節涉及刑責者，由辦理單位向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告發。應檢人雖將證據

湮滅，但經監場人員負責證實者，仍依規定辦理。 

十五、 應檢人於丙-B 大題測試完並經監評人員評分，講解後應自行清理工具及場地復

原工作，始算本大題測試完成，否則依規定扣分。 

十六、檢定開始前一星期內，辦理單位應於適當時間開放檢定場地供應檢人查看，但不

得供為練習。 

十七、 其他未盡事宜，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規定辦理，並由當場次監

評人員及辦理單位負責處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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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造園景觀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 

一、 試題說明： 

(一) 本職類丙級術科檢定試題共分丙-A、丙-B 二大題，其中丙-B 大題分五題，其

題目名稱、試題內容、測試時間、得分配分如下表： 
 

題號 題目名稱 試題內容 配分 測試時間 

丙-A 大題 
（資材識別題） 

13600-940301 
材料工具識別

1. 植物材料 
2. 資材 
3. 施工工具 

100 分 38 分鐘 

丙-B1 題 
13600-940302 

植栽施工 1. 杉木柱路緣 
2 植栽施工 100 分 180 分鐘 

丙-B2 題 
13600-940303 

石材舖面施工

1. 石片舖面 
2. 景石佈置 
3. 植栽施工 

100 分 180 分鐘 

丙-B3 題 
13600-940304 

磚材舖面施工
1. 連鎖磚舖面 
2. 植栽施工 100 分 180 分鐘 

丙-B4 題 
13600-940305 

磚材路緣施工

1. 紅磚路緣 
2. 卵石舖面 
3. 植栽施工 

100 分 180 分鐘 

丙

-B 
大 
題 
︵ 
施

工 
題 
︶ 

丙-B5 題 
13600-940306 

砌磚花台施工

1. 紅磚花台 
2. 石板步道 
3. 植栽施工 

100 分 180 分鐘 

 

(二) 術科測試共測試二大題，其中丙-A 大題為資材識別題（測試時間約 38 分鐘），

丙-B 大題為施工題（每題測試時間 180 分鐘），抽選其中一題與丙-A 大題合

組二大題為術科測試題。 

(三) 應檢人應檢時，應依各試題所訂之測試說明、測試程序、流程進行測試，並

聽從監評人員及試務人員之指揮說明。 

(四) 術科測試，丙-A、丙-B 大題評分採扣分法，每大題滿分為 100 分，每一大題

及格分數為 60 分。 

(五) 術科測試，丙-A、丙-B 大題皆及格，始評定為術科及格；其中一大題不及格

（未達 60 分），術科評定為不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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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丙-A 大題檢定說明 

(一) 試題編號：13600-940301 

(二) 檢定範圍：造園景觀材料工具識別，分丙-A1 植物材料、丙-A2 資材、丙-A3

施工工具三大項，共 234 種，依比例原則抽出 75 種測試。 

(三) 檢定時間：測試時間 38 分鐘，另加抽籤、試場準備、試題說明、試題測試、

收卷級收題原共約需 60 分鐘。 

(四) 檢定說明： 

1.考題抽題：本大題使用依試題規定分配比例所組合之 20 套（編號：A1－A20）

PowerPoint 數位彩色照片題庫播放軟體辦理測試；於測試當日監評協調會

時，由監評長自編號 A1－A20 之籤條中抽出任 1 組供測。每一題識別單題

作答時間為 30 秒，75 題總測試時間含試場準備、試題說明、試題測試及收

卷共約需 60 分鐘，每場次可測試 15 人。 

2.丙-A 大題試題抽題組合分配比例原則： 

(1) 丙-A1 題部份共測試識別 45 題造園常用植物材料，抽測 A1-1 喬木、

A-1-3 草花類各 15 題，A1-2 灌木類 8 題，混合 A1-4 地被、A1-5 水生

及 A1-6 蔓藤植物類合抽 7 題。 

(2) 丙-A2 題部份共測試識別 20 題造園常用資材，抽測 A2-1 土木資材及

A2-2 水電資材合抽 10 題，A2-3 植栽資材 5 題，A2-4 飾景資材 5 題。 

(3) 丙-A3 題部份共測試識別 10 題，內容為常用施工工具，混合抽土木、

植栽、水電工具合抽 10 題。 

3.抽題方式與程序： 

(1) 於測試當日監評協調會時，由監評長自編號 A1－A20 之籤條中抽出任 1

組，將籤號用信封彌封後，交試務人員於是日下午攜至資材識別室準備

施測作業。 

(2)下午資材識別題施測前 30 分，由試務人員將該彌封信封袋，會同當場次

監評人員，於資材識別室現場拆封後，安裝並測試播放儀器；佈置時

應檢人與閒雜人等不得進入試場，監評人員與試務人員應當配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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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試場四周門窗等均應關閉，試場佈置完成後資材識別室應予管制，

待測試前 10 分鐘再開放進場。 

4. 檢定場場地佈置：請參閱本試題第一部分第 8 頁有關檢定場佈置細則說明。 

5. 測試方法：本大題檢定場應備有響鈴、長條桌及黑（白）板，測試時術科

測試辦理單位應派試務人員及服務人員，協助監評人員辦理測試事宜。 

6. 作答方式：應檢人作答時，可採用藍、黑色之原子筆、鋼筆等用具作答，

惟須字體清晰端正，並寫入規定之格子內，答案超出格子二分之一以上或

不在規定之格子上均不於計分，寫錯可畫線塗改或用修正液(修正帶)塗改，

但仍不可寫出格子二分之一以上。所填寫答案須依公佈給應檢人之試題答

案為標準，正確填入始給分。 

7. 評分方式與扣分事項： 

(1) 本大題共測試識別 75 種造園植物材料、資材與工具。 

(2) 本大題滿分 100 分，採扣分法，每錯一小題扣 2 分，以 100 分減去扣

分，即為得分；以扣至零分為止。 

(3) 所填寫答案名稱之規定： 

A. 須依公佈給應檢人之試題中文名稱為標準，正確填入者始給分。 

B. 非本試題公佈之俗名、別名或其他名稱者，不給分。 

C. 答案字義與標準答案不符者不給分。 

D. 若有錯別字、簡字或注音符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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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秒。 

(5) 本大題及格分數為 60 分，丙-A、丙-B 兩大題皆應及格，術科始為及格。 

8. 測試流程： 

(1) 本測試須有 3 名監評人員，一名負責督導時間管控，其餘二名負責考

試規則、考題佈置審查及維持檢定場秩序等事宜；另術科測試辦理單

位須有 2 名（含）以上試務人員及服務人員，協助檢定場事務性工作

如施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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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試務人員將事先已填妥應檢人姓名等欄位資料之試題卷，交監評人員

依應檢人准考證座位序號分發。（監評人員作業） 

(3) 測試前 10 分鐘應檢人依序（准考證號序）入場坐定位，並請核對試題

卷上所列准考證號碼及姓名是否正確。（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單

位作業） 

(4) 監評人員說明測試辦法、規則及注意事項。（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

理單位作業） 

(1) 服務人員按鈴，並按下播放簡報軟體，應檢人開始答題。（術科測試辦

理單位作業） 

(2) 監評人員點名並檢查准考證及身分證照片與應檢人是否相符，如有不符

或證件未帶者，視同放棄檢定資格。（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

業） 

(7) 待答完 75 題後，應檢人依序交卷出場。（監評人員作業） 

(8) 監評人員應檢核所交試卷，是否屬該應檢人所有。（監評人員作業） 

(9) 本場次測試完成。 

9. 評分計算： 

(1) 術科測試，丙-A 大題評分採扣分法，本大題滿分為 100 分，及格分數

為 60 分。 

(2) 術科測試，丙-A、丙-B 大題皆應及格，術科始為及格；其中一大題不

及格者(未達 60 分)，術科即為不及格。 

10. 注意事項： 

(1) 應檢時電子通信器材不可帶入檢定場或須關機，若有響聲即刻請出

場，該場測試以零分計算。 

(2) 作答時答案須正確寫在規定之格子內，寫錯格子不予計分。 

(3) 作答時不可左顧右盼或與人交談，否則以作弊論處。 

(4) 未盡事宜請參考「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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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術科測試丙-A 大題試題（試題編號：13600-940301） 

1. 測試題數：測試時依抽題比例原則由丙-A1、丙-A2、丙-A3 各類中抽出 75

題測試。 

2. 試題內容（共 234 題） 

 

(1) 丙-A1.植物材料共153種（採數位彩色照片投影方式測試）  

   

A1-1喬木類：45種  

   

1.羅漢松 2.肯氏南洋杉 3.小葉南洋杉 4.龍柏 5.樟樹 6.相思樹 

7.千頭木麻黃 8.麵包樹 9.印度橡膠樹 10.榕樹 11.竹柏 12.茄苳 

13.福木 14.大葉桉 15.白千層 16.火焰木 17.黑板樹 18.阿勃勒 

19.鳳凰木 20.木棉 21.美人樹 22.黃脈刺桐 23.楓香 24.青楓 

25.垂柳 26.菩提樹 27.欖仁 28.台灣欒樹 29.小葉欖仁 30.大花紫薇 

31.羊蹄甲 32.豔紫荊 33.海芒果 34.桃 35.梅 36.櫻花 

37.大王椰子 38.酒瓶椰子 39.羅比親王海棗 40.黑松 41.金絲竹 42.垂榕 

43.黃槐 44.水黃皮 45.馬拉巴栗  

   

A1-2 灌木類：35種  

   

1.偃柏 2.黃金側柏 3.玫瑰 4.蘇鐵 5.木槿 6.朱槿 

7.黃金榕 8.紅葉鐵莧 9.杜鵑 10.茶花 11.變葉木 12.七里香 

13.聖誕紅 14.茉莉花 15.野薑花 16.夾竹桃 17.梔子花 18.桂花 

19.石榴 20.仙丹花 21.六月雪 22.福祿桐 23.金葉木 24.馬纓丹 

25.細葉雪茄花 26.洋繡球 27.錫蘭葉下珠 28.鵝掌藤 29.葫蘆竹 30.南天竹 

31.鳳凰竹 32.春不老 33.樹蘭 34.金露花 35.黃蝴蝶 

   

A1-3 草花類：45種  

   

1.一串紅 2.大波斯菊 3.黃波斯菊 4.千日紅 5.三色堇 6.五彩石竹 

7.孔雀草 8.瓜葉菊 9.百日草 10.向日葵 11.金魚草 12.鳳仙花 

13.非洲鳳仙花 14.醉蝶花 15.雞冠花 16.蔦蘿 17.金盞花 18.金蓮花 

19.彩葉草 20.美女櫻 21.葉牡丹 22.非洲菊 23.長春花 24.福祿考 

25.松葉牡丹 26.大理花 27.長壽花 28.水仙 29.鬱金香 30.風信子 

31.彩葉芋 32.火鶴花 33.海芋 34.薰衣草 35.矮牽牛 36.紫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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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韭蘭 38.四季秋海棠 39.天竺葵 40.麒麟花 41.天堂鳥 42.美人蕉 

43.萬壽菊 44.武竹 45.白鶴芋  

   

A1-4 地被植物類：9種  

   

1.台北草 2.百慕達草 3.條紋鈍葉草 4.玉龍草 5.南美蟛蜞菊 6.馬齒牡丹 

7.法國莧 8.地毯草 9.假儉草  

   

A1-5 水生植物：5種  

   

1.荷花 2.睡蓮 3.水芙蓉 4.香蒲 5.輪傘莎草 

   

A1-6 蔓藤植物：14種  

   

1.九重葛 2.炮仗花 3.蒜香藤 4.龍吐珠 5.紫藤 6.使君子 

7.大鄧伯花 8.牽牛花 9.爬牆虎 10.珊瑚藤 11.薜荔 12.金銀花 

13.洋凌霄 14.雲南黃馨  

   

(2) 丙-A2.資材共44種（採數位彩色照片投影方式測試）  

   

A2-1 土木資材：11種  

   

1.植草磚 2.圍牆磚 3.導盲磚 4.石英磚 5.丁掛磚 6.紅磚 

7.火頭磚 8.擋土牆磚 9.空心磚 10.竹節鋼筋 11.連鎖磚 

   

A2-2水電資材：7種  

   

1.接管彎頭 2.沉水馬達 3.噴頭 4.凡爾 5.噴燈 6.雙心軟線 

7.庭園燈   

   

A2-3 植栽資材：12種  

   

1.鑄鐵穴蓋 2.不織布植袋 3.植生帶 4.泥炭土 5.炭化稻殼 6.蛇木屑 

7.樹皮 8.刨木屑 9.複合肥料 10.尿素 11.黑軟盆 12.素燒盆 

   

A2-4 飾景資材：14種  

   

1.蛇紋景石 2.奇石 3.黑石板 4.鐵平石 5.三仙石 6.砂岩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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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花崗岩石板 8.火山花砂岩 9.黑卵石 10.白卵石 11.版岩 12.石燈籠 

13.舖面分隔板 14誘鳥箱  

   

(3) 丙-A3.施工工具：共37種（採數位彩色照片投影方式測試）  

   

A3-1 土木工具：15種  

   

1.平鏟 2.桃形鏝刀 3.木抹刀 4.墨斗 5.氣泡水準器 6.連通水準器 

7.勾縫刀 8.鉛垂 9.磚工鎚 10.平土器 11.紮筋鉤 12.鋼筋切斷器

13.鐵押棒 14.拌合板 15.鋼角尺    

   

A3-2 植栽工具：17種  

   

1.背式割草機 2.高枝剪 3.剪定鋏 4.修枝剪 5.移植鏝 6.噴霧器 

7.鋤頭 8.圓鍬 9.鏈鋸 10.修剪機 11.PH測試器 12.穴盤 

13.鑽穴機 14.肥料定比器 15.挖土機 16.中耕機 17.鏟土機 

   

A3-3水電工具：5種  

   

1.三用電表 2.手弓鋸 3.電工鉗 4.電鑽 5.銼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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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丙-B 大題檢定說明 

(一) 試題編號：13600-940302～6 

(二) 檢定範圍：丙-B1 題：植栽施工、丙-B2 題：石材舖面施工、丙-B3 題：磚材

舖面工、丙-B4 題：磚材路緣施工、丙-B5 題：磚砌花台施工，共 5 題施工題。 

(三) 檢定時間：測試時間 180 分鐘，另加抽籤、試題說明、檢查工具材料、監評

人員評分、講評及場地復原等共約需 4 小時。 

(四) 檢定說明： 

1. 考題抽題及組合方式： 

丙-B 大題（試題編號：13600-940302～6）為施工題，須於評鑑合格之「造

園景觀丙級術科檢定場」測試，術科測試辦理單位應於測試前依照丙-B 大

題之場地機具設備表、工具表、材料表，佈置五個題目重複三次共 15 個單

位檢定場以供測試，術科測試辦理單位應事先準備丙-B1、丙-B2、丙-B3、

丙-B4、丙-B5 五題重複三次共 15 號之籤號，並於檢定場標示與籤號相同之

對應檢定場，測試前 30 分鐘由應檢人依准考證號碼順序自行抽題，依自己

抽中之題號至相同題號之檢定場測試。每題測試操作時間為 3 小時整，另

加試題抽籤、試題說明、工具材料檢查及測試後之解說講評及場地復原等，

共約需 4 小時，每場次測試 15 人。 

2. 抽題程序： 

(1) 試務人員集合當場次應檢人。 

(2) 點名、檢查准考證及核對照片是否相符，如有不符或證件未攜帶者，

視同放棄檢定資格。 

(3) 試務人員將丙-B 大題 5 小題每小題重複 3 次，以竹籤或紙籤製作編號

後放入籤筒內。 

(4) 當場次監評人員 1 人（含）以上，會同試務人員做試題抽籤說明及示

範，必要時得請應檢人代表檢查籤筒，以示公平。 

(5) 依序唱名，並逐一至籤筒抽題，抽出後交由監評人員亮籤並唱號；惟

應檢人均應親自抽題，不得委請代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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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亮籤唱號並確定後，試務人員應將籤號、應檢人姓名、場次、題號等

資料正確登錄於抽題記錄表及評審表上，並依序整理後交監評人員。 

3. 檢定場地佈置： 

(1) 操作須於室外進行，每單位測試區面積為 3m×4m，試題操作區面積為

2m×3m，備料區面積為 2m×3m。中間不得有高於 45 公分之結構物分

隔阻礙。 

(2) 操作檢定場設置規定： 

A. 測試區：每單位 3m×4m，至少須設置 15 區（含）以上。 

B. 操作區：2m×3m，地面為深 40cm（含）以上砂壤土。 

C. 備料區：2m×3m，地面為 1m×3m 砂壤土地面及 1m×3m 水泥地或連

鎖磚舖面相連組合而成，供放置工具及材料，內設供水水龍頭 1 組。 

D. 通道區：每測試區須設置 1m（含）以上之通道區，地面為水泥地

或磚材舖面，供運料及人員通行。 

E. 兩操作區間，地上部須以遮光網分隔，遮光網需穩固，為長 3m、

高度 1.5m（含）以上；地面以紅磚或水泥磚或混凝土或木材寬 3 公

分（含）以上砌固分隔，以應檢人相互不妨礙及不侵占 3m×3m 操

作區操作為原則。 

F. 備料區與通道區間須於地面劃出寬度 5cm 直線標示區分，並應標示

檢定題號。 

G. 15 格操作區須位於同一區域，不可分隔兩地。 

H. 檢定場須設置防雨及防日曬棚架及排水設施，以不妨礙應檢人操作

為原則。 

I. 得設風扇及照明設施，使檢定場通風。 

(3) 檢定場四周 3m 內應以黃色繩線圍界，並於出入口位置設置警示牌，以

防止測試受干擾。 

(4) 每單一操作區均須以 A3 規格紙板標示題號、名稱及應檢人籤號，以供

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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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每操作小題重覆 3 次，即丙-B1 至丙-B5 共 5 題×3 次＝15 題，相同小

題不得鄰接佈置測試，至少須相隔 1 格（含）以上。 

(6) 檢定場應設時鐘、計時器、響鈴、黑（白）板及長條桌椅供作業使用。 

(7) 檢定場請參考「丙-B 大題檢定場參考圖」圖說設置。 

4. 評分方式及扣分事項： 

(1) 本大題每場次測試 15 人，5 個題目重複三次，共計 15 個施工題，監評

人員三人，監評人員評分分配方式可採同題號監評、不同題號監評、

及交叉互評等方式，其方式由三位監評人員於測試前協調決定。 

(2) 本大題滿分為 100 分，採扣分法，依據評審表之“扣分參照事項＂欄

參照勾選扣分。 

(3) 評審得依據各項目操作過程與操作結果逐項評定，於“扣分上限＂範

圍內參照扣分，並登記於“扣分欄＂。累計該項目“扣分欄＂分數即

為該項目“扣分＂數，並依該項目之“配分＂－“扣分＂＝“實得分

數＂方式計分，累計各項目“實得分數＂即為得分。 

(4) 每題操作時間為 3 小時，採累計時間。 

(5) 本大題及格分數為 60 分（含）以上。並須丙-A、丙-B 兩大題皆及格，

始為術科及格。 

5. 測試流程： 

(1) 集合當場次應檢人於預備區（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2) 點名，檢查核對准考證及身分證證件（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

作業） 

(3) 試題抽籤並佩帶題號牌（術科測試辦理單位及監評人員作業） 

(4) 試題發放（含材料表，工具表及圖說等表件：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5) 試題及准考證固定放置於檢定場，資料袋、包等個人用具應放置預備

區（應檢人作業）。 

(6) 試題說明及檢定場、工具、材料檢核，無誤後填具檢查單（監評人員

及應檢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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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欠缺或破損之工具與材料處理（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8) 應檢人就試場操作區位置就位，試務及服務人員就管制及分配位置就

位。(監評人員作業) 

(9) 應檢人依規定穿戴安全帽、手套等。（應檢人作業） 

(10) 司鈴與計時開始（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11) 測試開始，累計時間 3 小時整，監評人員評分，術科測試辦理單位得

重點攝影紀錄。（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12) 測試終止前 1 小時司鈴一次提醒應檢人，測試終止前 30 分鐘司鈴一次

提醒應檢人，測試終止司鈴，應檢人應停止操作，並聽從監評人員指

揮依序離場。（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13) 評分、解說與講評（監評人員作業） 

(14) 試場復原（應檢人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15) 評審表等測試文件整理，監評人員簽名並繳回試務人員（監評人員及

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16) 本場測試完成 

(17) 場地及工具整理（應檢人及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18) 下一場場地及工具材料準備。（術科測試辦理單位作業） 

6. 評分計算： 

(1) 術科測試，丙-A、丙-B 大題採扣分法，每題滿分 100 分，每題及格分

數為 60 分（含）以上。 

(2) 術科測試，丙-A、丙-B 大題皆及格，始為術科及格，其中一題不及格

（未達 60 分），術科判定為不及格。 

7. 注意事項： 

(1) 本試題測試方式須於評鑑合格之檢定場基地內採室外單人操作。 

(2) 應檢人須依試題之圖示、文字說明內容及圖說及施工規定等完成施工

要求。 

(3) 應檢人應於測試前 10 分鐘完成試題內容、施工材料、機具等設備之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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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如有問題應立即舉手向監評人員報告，俟監評人員處理。於測試

期間，應檢人不得再以任何藉口與監評人員交談發問，否則依規定扣

分。 

(4) 應檢人於測試期間不可有左顧右盼，與鄰位應檢人交談行為，電子通

信器材不可攜入檢定場或開機，否則依規定扣分。 

(5) 施工材料、工具全由試場供應，本試題無自備工具。 

(6) 應檢人於測試時宜穿著工作服、工作鞋操作並注意儀容整齊不可奇裝

異服，且不可赤腳操作，否則依規定扣分。 

(7) 施工提早完成後，須向監評人員報備登錄後方可提前離場。 

(8) 施工期間遇有天然災變或突發事件，應聽監評人員指揮，不可擅自離

場，否則不予計分。 

(9) 應檢人於施工期間有身體不適狀況，應向監評人員報告，並聽從指示。

而其丙-B 大題成績評審則由該場所有監評人員研議評分方式，應檢人

不得有異議。 

(10) 應檢人中途放棄者，可准其提前離場，並令其在場外靜候，禁止與他

人交談，以維公平良好之檢定場秩序；而其丙-B 大題成績評審則由該

場所有監評人員研議評分方式，應檢人不得有異議。 

(11) 本試題施工測試時間為 3 小時，採累計方式，其中不含試題說明及材

料與工具檢查約 20 分鐘，考試完畢後之 30 分鐘，應檢人必須自行清

理復原場地，否則依規定扣分。 

(12) 本試題無自備工具，不得攜帶任何工具器材進入試場。 

(13) 工具使用後應清理乾淨，物歸原位否則依規定扣分。 

(14) 測試期間，應檢人如發現所使用工具有嚴重損壞，應舉手向監評人員

報告處理，並由該場三位監評人員研議處理方式，並應詳實記錄，以

供查核。 

(15) 應檢人限於個人測試區空間內操作，測試期間不得跨越分區，或使用

其他應檢人測試區空間，或於他人測試區空間上放置工具、材料，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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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依規定扣分。 

(16) 本試題測試前材料佈置、測試期間及過程、測試後成品，術科測試辦

理單位得於場地重點部分攝影記錄，並妥為保管備查。 

(17) 本試題抽題方式、檢定場佈置及測試方法說明等未盡詳列之處，由當

場次監評人員研議之，並於測試前試題說明時將處置方式詳告於應檢

人遵守操作。 

(18) 未盡事宜請參考「技術士技能檢定學術科測試試場規則」辦理。 

(五) 術科測試 丙-B 大題試題（p.16～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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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造園景觀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試試題術科測試評審項目 

試題名稱：丙-B1 題  試題編號：13600-940302 

說明： 1. 測試場預先舖設之合板及場地邊緣分隔僅做為界線用途，不做為高程之參考

點。 

 2. 各扣分事項之扣分權重由監評人員依扣分參照事項及配分之範圍內酌予扣分。 
 

項目 扣分參照事項 

1. 放樣準確度 
(一) 放樣 

2. 放樣工具使用 

1. 是否依圖整地 

2. 是否依圖整出地形 (二) 整地 

3. 清除土中雜質 

1. 埋設深度處理 

2. 埋設直立性處理 

3. 埋設密接性處理 
(三) 埋設杉木柱 

4. 埋設穩固性處理 

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2. 是否施有機肥 

3. 種植處理 

4. 立支架處理（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四) 種植喬木 

5. 直立性處理 

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2. 是否施有機肥 

3. 種植處理 

4. 修剪處理 

(五) 種植灌木 

5. 觀賞面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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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直立性處理  

7. 株高整齊度處理 

1. 是否施有機肥 
(六) 種植草花 

2. 種植處理 

1. 是否施有機肥 

2. 回填土處理 (七) 種植草皮 

3. 草皮鋪植處理 

1. 澆水處理 

2. 水壓處理 (八) 澆水 

3. 清洗處理 

1. 工具使用 

2. 施工順序 (九) 工具使用及施工順序 

3. 清理收拾處理 

1. 器材愛惜 

2. 監評人員服從 

3. 工具故障 

4. 工具歸置 

(十) 工作態度與習慣 

5. 工作態度 

備 
註 

1.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七任一項目全部未施作者，扣 40 分。 
2.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七任一項目施作未達該項目 1/2 者，該項目得分

以零分計算。 
3. 其他本表扣分參照事項未列之事項，其扣分之評定由當場次監評人員討論決

定之，並於附註欄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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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名稱：丙-B2 題  試題編號：13600-940303 

說明： 1. 測試場預先舖設之合板及場地邊緣分隔僅做為界線用途，不做為高程之參考

點。 

 2. 各扣分事項之扣分權重由監評人員依扣分參照事項及配分之範圍內酌予扣分。 
 

項目 扣分參照事項 

1. 放樣準確度 
(一) 放樣 

2. 放樣工具使用 

1. 是否依圖整地 

2. 是否依圖整出地形 (二) 整地 

3. 是否清除土中雜質 

1. 水泥砂漿處理 

2. 舖貼石片處理 

3. 平整性處理 

4. 收邊處理 

5. 填縫處理 

6. 清洗處理 

(三) 鐵平石舖設 

7. 高差處理 

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2. 是否施有機肥 

3. 種植處理 

4. 立支架處理（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四) 種植喬木 

5. 直立性處理 

1. 立石處理 

2. 伏石處理 

3. 穩固性處理 
(五) 景石擺置 

4. 觀賞面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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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2. 是否施有機肥 

3. 種植處理 

4. 修剪處理 

5. 觀賞面處理 

(六) 種植灌木 

6. 直立性處理 

1. 是否施有機肥 
(七) 種植草花 

2. 種植處理 

1. 是否施有機肥 

2. 回填土處理 (八) 種植草皮 

3. 草皮鋪植處理 

1. 澆水處理 

2. 水壓處理 (九) 澆水 

3. 清洗處理 

1. 工具使用 

2. 施工順序 (十) 工具使用及施工順序 

3. 清理收拾處理 

1. 器材愛惜 

2. 監評人員服從 

3. 工具故障 

4. 工具歸置 

(十一) 工作態度與習慣 

5. 工作態度 

備 
註 

1.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八任一項目全部未施作者，扣 40 分。 
2.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八任一項目施作未達該項目 1/2 者，該項目得分

以零分計算。 
3. 其他本表扣分參照事項未列之事項，其扣分之評定由當場次監評人員討論決

定之，並於附註欄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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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名稱：丙-B3 題  試題編號：13600-940304 

說明： 1. 測試場預先舖設之合板及場地邊緣分隔僅做為界線用途，不做為高程之參考

點。 

 2. 各扣分事項之扣分權重由監評人員依扣分參照事項及配分之範圍內酌予扣分。 
 

項目 扣分參照事項 

1. 放樣準確度 
(一) 放樣 

2. 放樣工具使用 

1. 是否依圖整地 

2. 是否依圖整出地形 (二) 整地 

3. 是否清除土中雜質 

1. 整地處理 

2. 舖砂處理 

3. 連鎖磚及路緣處理 

4. 平整性處理 

5. 路緣穩固性處理 

6. 高差處理 

7. 位置處理 

8. 填縫處理 

(三) 連鎖磚舖設 

9. 壓實處理 

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2. 是否施有機肥 

3. 種植處理 

4. 立支架處理（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四) 種植喬木 

5. 直立性處理 

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五) 種植灌木 

2. 是否施有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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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種植處理 

4. 修剪處理 

5. 觀賞面處理 

 

6. 直立性處理 

1. 是否施有機肥 
(六) 種植草花 

2. 種植處理 

1. 澆水處理 

2. 水壓處理 (七) 澆水 

3. 清洗處理 

1. 工具使用 

2. 施工順序 (八) 工具使用及施工順序 

3. 清理收拾處理 

1. 器材愛惜 

2. 監評人員服從 

3. 工具故障 

4. 工具歸置 

(九) 工作態度與習慣 

5. 工作態度 

備 
註 

1.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六任一項目全部未施作者，扣 40 分。 
2.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六任一項目施作未達該項目 1/2 者，該項目得分

以零分計算。 
3. 其他本表扣分參照事項未列之事項，其扣分之評定由當場次監評人員討論決

定之，並於附註欄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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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名稱：丙-B4 題  試題編號：13600-940305 

說明： 1. 測試場預先舖設之合板及場地邊緣分隔僅做為界線用途，不做為高程之參考

點。 

 2. 各扣分事項之扣分權重由監評人員依扣分參照事項及配分之範圍內酌予扣分。 
 

項目 扣分參照事項 

1. 放樣準確度 
(一) 放樣 

2. 放樣工具使用 

1. 是否依圖整地 

2. 是否依圖整出地形 (二) 整地 

3. 是否清除土中雜質 

1. 直立性處理 

2. 平整性處理 

3. 高度處理 
(三) 排設紅磚路緣 

4. 夯實處理 

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2. 是否施有機肥 

3. 種植處理 

4. 立支架處理（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四) 種植喬木 

5. 直立性處理 

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2. 是否施有機肥 

3. 種植處理 

4. 修剪處理 

5. 觀賞面處理 

(五) 種植灌木 

6. 直立性處理 

(六) 種植草花 1. 是否施有機肥 



29 

 2. 種植處理 

1. 整平處理 

2. 止草布處理 (七) 卵石舖設 

3. 舖設處理 

1. 澆水處理 

2. 水壓處理 (八) 澆水 

3. 清洗處理 

1. 工具使用 

2. 施工順序 (九) 工具使用及施工順序 

3. 清理收拾處理 

1. 器材愛惜 

2. 監評人員服從 

3. 工具故障 

4. 工具歸置 

(十) 工作態度與習慣 

5. 工作態度 

備 
註 

1.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七任一項目全部未施作者，扣 40 分。 
2.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七任一項目施作未達該項目 1/2 者，該項目得分

以零分計算。 
3. 其他本表扣分參照事項未列之事項，其扣分之評定由當場次監評人員討論決

定之，並於附註欄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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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名稱：丙-B5 題  試題編號：13600-940306 

說明： 1. 測試場預先舖設之合板及場地邊緣分隔僅做為界線用途，不做為高程之參考

點。 

 2. 各扣分事項之扣分權重由監評人員依扣分參照事項及配分之範圍內酌予扣分。 
 

項目 扣分參照事項 

1. 放樣準確度 
(一) 放樣 

2. 放樣工具使用 

1. 是否依圖整地 

2. 是否依圖整出地形 (二) 整地 

3. 是否清除土中雜質 

1. 水泥砂漿處理 

2. 砌磚處理 (三) 花台施工 

3. 填縫及清洗處理 

1. 穩定性處理 

2. 平整性處理 

3. 方向處理 
(四) 踏石舖設 

4. 間距處理 

1. 是否正確掘穴（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2. 是否施有機肥 

3. 種植處理 

4. 立支架處理（依丙-B 大題施工詳圖規定） 

(五) 種植喬木 

5. 直立性處理 

1. 是否施有機肥 
(六) 種植草花 

2. 種植處理 

1. 是否施有機肥 (七) 種植草皮 

2. 回填土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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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草皮鋪植處理 

1. 澆水處理 

2. 水壓處理 (八) 澆水 

3. 清洗處理 

1. 工具使用 

2. 施工順序 (九) 工具使用及施工順序 

3. 清理收拾處理 

1. 器材愛惜 

2. 監評人員服從 

3. 工具故障 

4. 工具歸置 

(十) 工作態度與習慣 

5. 工作態度 

備 
註 

1.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七任一項目全部未施作者，扣 40 分。 
2. 本題各［項目］由第一至第七任一項目施作未達該項目 1/2 者，該項目得分

以零分計算。 
3. 其他本表扣分參照事項未列之事項，其扣分之評定由當場次監評人員討論決

定之，並於附註欄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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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造園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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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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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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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0-12：00 B 大題(施工)測試 測試時間 180 分鐘

12：00-14：00 監評人員及應檢人休息用膳時間 

1.含應檢人梳洗 

2.本時段可視情況

於 1.5-2 小時內彈

性運用 

14：00-15：00 A 大題(資材識別題)測試 38 分鐘 

15：00-16：30 

1.監評人員進行評審及成績彙總過錄工作 

2.檢討會（監評人員及術科測試辦理位單視需

要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