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屆台灣銲接檢驗師規範科-1 

第七屆台灣銲接檢驗師規範科試題及解答 
 

（4） 1.鋼構橋樑施作採 SMA490B 鋼板，以 GMAW 銲接方法，受限翻轉設備能量不足開槽及

填角銲道需具備全姿勢，以下之銲接程序書何者可滿足需求？ 

  2G、3F、4F 3G、3F、4F（3）3G、4G（4）2G、3G、4G 

 

（4） 2.銲工依據檢定合格之全滲透 2G 銲接程序書接受銲工檢定合格，該銲工於施工時允許何

種銲接姿勢？ 

  2G  1G、2G  2G、2F  以上皆是 

 

（2） 3.CNS E7016 銲條開封後經乾燥並自保溫箱(筒)取出中一小時，應放回 120℃保溫箱？ 

 2小時 4小時 1小時 10小時  

 

（2） 4.有一跨徑 40M 鋼構簡支 I型樑，工廠製造完成辦理預裝精經檢查時，依規定於鋼梁中間

位置拱度容許最大誤差為何？ 

  －0mm、＋19mm －0mm、＋38mm －5mm、＋19mm  －5mm、＋38mm 

 

（3） 5.高強度螺栓鎖緊後，以扭力扳手檢測，其檢測之容許誤差為設定值之？ 

±6%  ±8%  ±10%  ±12% 

 

（4） 6.就填角銲道之品質要求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銲道表面最大容許凸度為 3mm 

  為達到理論喉深，銲道應熔入根部 3mm 上 

  ㄧ條銲道中有搭疊長度不得超過銲道長度之 1/10 

  以上皆非 

 

（1） 7.鋼板全滲透銲接試驗之彎曲試驗取樣位置靠近根部者為何？ 

  背彎 面彎 側彎  以上皆非 

 

（3） 8.拉力側之鋼梁與鋼梁銲接全滲透接頭，銲道全長經超音波 100﹪檢查，發現不合格率為

7﹪，試問複檢之比率至少為何？ 

  25﹪ 50﹪ 75﹪ 100﹪ 

 

（2） 9.鋼構件執行表面噴砂除銹，依規定第 1道防銹底漆應於表面處理完成後何時間內辦理？ 

2小時 4 小時 6小時 8小時 

 

（4） 10.塗裝作業除施工程序書或施工補充說明書另有規定外，下列何種情況不得進行塗裝作

業？ 

   相對濕度在 85%以上      鋼材表面溫度少於露點溫度 3℃以上 

   鋼材表面溫度在 50℃以上 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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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鋼構件基座之錨碇螺栓埋設後兩相鄰螺栓群中心距離誤差不的大於？ 

±3mm  ±4mm  ±5m  ±6mm 

 

（3） 12.銲工及銲接操作員檢定試片的彎曲試驗，亦可用那一種非破壞檢測法取代？ 

  目視檢測法  液滲檢測法  射線檢測法  超音波檢測法 

 

（2） 13.有ㄧ鋼構箱型梁腹板（tw=19mm）與翼板（tf=32mm）之 T型填角銲接頭經組立後精度

檢查，有 4mm 間隙，原設計腳長為 10mm 為符合原設計理論喉深，試問實際銲接之腳

長應為多少？ 

 13mm  14mm  15mm  16mm 

 

( 2 ) 14.銲接人員資格檢定，已檢定合格之銲工或銲接操作員，在多少時間內未從事銲接工作

者，應重行檢定其資格 

 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一年 

 

( 1 ) 15.鋼構組配作業防護，每樓層需舖設鋼承板或每 7.5M 應張設安全網，安全網之張掛間距

不得大於幾 cm，下列何者正確？ 

 75    80   90   100  

 

( 4 ) 16.鋼構施工廠商在施工前必須提出施工計畫書，下列何者為施工計畫書的一部份？ 

  製造計畫書 現場安裝計畫書 品質管制計畫書  以上皆是 

 

( 3 ) 17.已檢定合格之 SMAW 銲接程序書改變以下主要參數後無需重新檢定？ 

   由低氫系改為非低氫系  電流電壓非在銲材製造廠建議範圍 

   提高層間溫度          改變開槽型式 

 

( 3 ) 18.鋼結構成品運輸作業須完善計畫，單件重量超過幾公噸之構件應標示重量下列何者是

正確？ 

  1  3  5   7   

 

( 3 ) 19.鋼結構大樓多節柱安裝精度之累積傾斜值，內柱在 20層以下，不得超過幾 mm？ 

  5   15   25   35   

 

( 1 ) 20.下列何種鋼材於材料規範中對降伏強度之上限及厚度方向斷面收縮率加以限制？ 

  SN400C  SN490B  SM400B  SMA490C 

 

（3） 21.施工計畫書、品質計畫書及相關送審資料文件，承造者需依契約規定期限送審，考慮

工程進度及甲乙雙方權益，除契約另有規定外，審核單位審查期限應不超過？ 

   7天 10天 14天  2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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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2.下列何種鋼材於材料規範中並未對化學成分中之碳含量予以限制，並不適用於需銲接

之主要結構？ 

   SM400  SMA400  SN490  SS490 

 

（2） 23.鋼構組立前，連接表面及沿銲縫每邊多少範圍內的鐵鏽、毛邊、油污等必須清除乾淨？ 

   20㎜ 50 ㎜ 70㎜  90㎜ 

 

（3） 24.銲工及銲接操作員檢定試片的彎曲試驗，亦可用那一種非破壞檢測法取代？ 

  目視檢測法  液滲檢測法  射線檢測法  超音波檢測法 

 

（3） 25.依鋼結構之製圖規定，構材符號”G ”代表 

柱  基腳  大樑  樑 

 

（3） 26.鋼結構建築及橋樑對於地震，可利用下列鋼材何種特性吸收及消散其地震能量？ 

  高降伏強度  高伸長率  低降伏比 高彈性模數 

 

（4） 27.一般鋼材整形及彎曲加工溫度不得超過 650℃，經過熱處理之鋼材原則不得熱加工，若

經監造者同意惟不得超過 600℃，下列何者鋼材加熱溫度不得超過 600℃？ 

   SM490-TMCP 製程  A517  SHY685  以上皆是 

 

（1） 28.鋼板依設計外觀需求採機械冷彎加工時其內側彎曲半徑應大於該鋼板厚度幾倍，且其

內外側應適當加熱以消除內應力？ 

   2倍  2.5 倍  3倍  3.5倍 

 

（1） 29.鋼構箱梁採用板厚 10mm 非熱處理鋼材，於組立銲接（點銲）時，以下何種施作方式

正確？ 

   銲道長為 60mm                            銲道尺寸為 3mm 

   考量翻轉、搬運之組立精度維持應於端部銲接  以上皆是 

 

（2） 30.鋼樑翼板對接板厚為 35mm 接 45mm 允許錯開偏差量為？ 

  2mm  3mm  3.5mm  4mm 

 

（1） 31.兩片鋼板採搭接方式接合，銲道為斷續銲道並其軸向與應力方向平行，單側填角銲道

腳長為 6mm 銲道長度為 20mm，試問該有效銲道面積為何？ 

 21mm
2   
42mm

2
  84mm

2
  120mm

2 

 

（4） 32.除非銲接程序書及檢定試驗報告經設計單位核定或經實際試驗認可，一般塞孔或塞槽

銲不得採用於以下何種鋼材？ 

SS540  SM570  SMA570  SHY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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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兩片 20mm 鋼板對接採單邊開 35°斜槽，根部間隙為 10mm，依預檢定銲接程序接頭

B-U4a-GF，試問其允需銲接姿勢為何 

 1G  1G、2G  2G、3G  全姿勢 

 

（1） 34.下列何種銲接方法非適用預檢定銲接方法？ 

   GMAW-短弧移行   GMAW-球滴移行 

   GMAW-噴弧移行   GMAW-立銲下行 

 

（3） 35.斜接 T型接頭若擬採預檢定接頭之兩面夾角不得小於？ 

   45°  40°  30°  25° 

 

（3） 36.已檢定合格之銲工或銲接操作員雖其從事銲接工作均未中斷超過 6 個月，惟若其銲接

不良率一般以超過多少百分比，可要求重新檢定資格？ 

 2﹪ 3﹪5﹪ 10﹪ 

 

（4） 37.下列何種鋼材若要求做衝擊試驗時其衝擊值不得小於 0℃-27J？ 

   SM490A  SM490C  SN490A  SN520B 

 

（2） 38.鋼板對接全滲透銲接程序檢定其檢定合格厚度為 20mm，試問允許銲接厚度為？ 

  20mm(含)以下 3mm~40mm  40mm(含)以下 不限制 

 

（4） 39.銲接程序檢定或銲工檢定試驗採用射線或超音波檢測前應先採用何種檢驗合格後再予

執行？ 

  硬度試驗  液滲檢測  磁粉檢測 目視檢測 

 

（1） 40.銲工及銲接操作員檢定彎曲試驗須採側彎時其檢定板厚至少為何？ 

  10mm 以上  20mm  25mm  30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