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建築普考上榜經驗談 

 

前言:  

我目前是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建築組，現在是大四的學生，很順利的在今

年 7 月參加高普考試，第一次就能夠順利地金榜題名。 

原本以為上榜也只是吊車尾的上榜而已，沒想到甚至能夠到全國第七名我

想先說我認為這是我應該拿到的，有付出就應該要有回報，只是看你付出

了多少，因為國家考試絕對是有一定的難度，但是難就只是難在那個難度

而已(我自己也認為真的很難)，但是就等你付出弄懂學會就絕對可以順利的

上榜，不可否認的是一定有所謂的”考運”這種東西，大部分的人都需要一

點考運在機遇才有可能順利的上榜，但是如果你當初是下了一個非常大的

決心去看待這件事情，當你有這份龐大的心意去做一件事情，我相信幾乎

沒有事情能夠難倒你。 

 



以下會介紹的是快速上榜流(3.5 個月) : 只要你有決心及覺悟，一定能夠成

功，筆者在大學三年級的一個學期完全衝刺都能做到了，你一定也可以，

只要你有決心以及身心具備的情況下，一定能夠考到，邊在學邊補習邊自

修的我都能夠空出時間讀書了，我還有學校龐大的建築設計課，都能夠考

到了，你還說你沒時間嗎? 

 

 

在今年 105 年 3 月才得知原來在學學生的身分已經可以考高普考的普通考

試，就趕緊去報名，而且經過我的研究發現，高普考大概是每 3 年一個輪

迴，我就有研究 102 年 簡單、103 年難度中等、104 年題目 難，名額

少(只有 5 個)，而到了 105 年，我就在想是時候該給我變簡單了哈哈哈哈，

而且名額也有 42 個，只是今年剛好是所謂的不足額錄取，只有 

26 個名額，也就是說剩下的人沒有平均 50 分的程度能夠上榜，但是我認

為題目應該是有比較簡單的趨勢。 

 

以下會介紹的是快速上榜流(3.5 個月) : 只要你有決心及覺悟，一定能夠成

功，筆者在大學三年級的一個學期完全衝刺都能做到了，你一定也可以。 

 

我認為世界上 可怕的就是兩種人: 1.有企圖心的人 2. 不怕死的人 

全神貫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時候，慢慢地這種專注會變成一種執著。 

 



當你做了完全準備有了 60~70 分的程度實力，那區區平均分數 50 分數就不

太是件難事，我知道這句話有不公平的成分在，但又是很現實的一件事

情，沒錯只要你有實力，那根本不用怕考試出錯，或是一些意外的插曲發

生，高分的實力給你出錯那也至少能夠到 50 分數及格。  

 

 

進補習班時間與原因 :  

 

筆者在大二下的時候認識了之前的女朋友，因為學校有很多的大陸交換

生，她也是其中一個(是只來一個學期的交換生)，她非常的特別，也算是長

得比較漂亮跟身材姣好的那種，當時為了追她甚至被打槍了 3 次與贏過 2

個競爭者才真正追到，這中間甚至被競爭者所陷害抹黑，我也都撐過來

了， 後才成功，當然之後也度過了一段甜蜜的時光，但是到了暑假我發

現一件事情原本認為的距離不是問題這件事情終究還是發生了，我是一個

非常理性的人，知道什麼是對的跟好的，雖然追求跟放棄這兩件事情都是

由我而起，但是為了不傷害她，讓我們都有更好的方展不耽誤彼此，我也

做出了分手的決定，不是因為之間有任何問題而是因為我希望彼此都能夠

有更好的發展。所以就讓這段感情結束，不要再讓時間消磨彼此，雖然她

是非常的愛我與捨不得，但是我寧願一時痛苦及傷害也不要讓時間破壞原

本美好記憶的質量。 

 



所以當時就下了很大的決心，我必須成為更好的人，當時我是一個沒有任

何實力的一個小伙子，我根本談不起這種高貴的戀愛。 

因為家裡也是做營造的關係，考建築師對以後家裡的幫助也是不錯的，也

可以令我有一個穩定的職業收入，至少餓不死，所以我必須成為建築師，

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家族背景實在太閃耀….爸爸成大建築、媽媽成大外

文、姊姊成大會計，親戚很多不是老師就是醫生，甚至連表弟也都是政

大….所以我必須更加努力突破了。 

 

 

 

於是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就過來九華補習班了，也是第一次使用這種看錄

影帶上課的方式，我覺得這個方式是適合我的，每個人能專注的時間都不

同，並且能夠隨時暫停做其他的事情，不管是抄筆記、吃飯、上廁所、抽

菸…..等的都可以，就看自己如何去調配時間。 

 

 

暑假(104.7.10~104.9.5)我的進度: 

             1.結構學 15 卷 (課程結束完) 

             2.構造與施工 4 卷 

             3.建築設計 5 卷 (課程結束完) 

             4.敷地計畫與都市設計 6 卷 (課程結束完) 



 

 

建議就算是暑假一天 多 1.5 卷~2 卷也就非常足夠了，看完大概也是 7~8

小時了，回到家還必須約略複習今天上課的進度，回家大概還要抓 2.5~3

小時的複習進度。 

 

但還是先講一下建築普考的科目準備方式 :  

我建議一次一個週期準備 2 種科目就可以， 多到 3 種科目交替複習，再

多真的就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進度。 

 

 

【工程力學】 : 每卷約 3HR，因為之前暑假已經有上過結構學，所以工程

力學程度算是還好，但是建議還是從第 1 卷帶子開始看到完，因為需要理

解及抄筆記 1 卷帶子我大概都必須得看 4~5HR 的時間，千萬不要說為了趕

進度，就囫圇吞棗都不瞭解公式跟題意就一直看帶子，這樣的效果會不好

而且浪費時間，因為這題觀念不懂可能就影響到下面一連續的題型，一定

要弄懂，除非是接續不同類型的題型才可以先放著之後再做一個處理，但

是也是必須弄懂的。  

 

補習就是為了節省時間才來看帶子的，如果自己自修，可能就會花上更多

的時間，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補習好浪費時間，其實是在節省時間，看李奇



謀老師上課的帶子有一個好處，會考的他才教不會考的你就聽他說故事就

可以了，他說會考的你就要全部弄懂。 

基本的桁架、梁、剛架及剪力彎矩圖一定要弄懂也要會分析及畫圖，題型

大致上是那幾種，雖然還是有些變化，甚至實務型的題型(EX:三角拖)但不

至於太複雜，基本觀念有弄懂就可以拿到分數，畢竟題型百百種，至於梁

內應力則是公式要記並且多做一些題型像是容易考一個結構裡面的軸壓力

變形量之類的題目 

 

 

以普考的工程力學來說 :     

  在準備的過程，以考試來講通常會在摻雜一題高中物理的題型，但 105

年並沒有出，所以我算是幸運的~~  

工程力學的帶子約 12 卷的樣子，建議還是每卷都看過，除非之前你有上過

結構學有些能夠跳過，不然還是全部看完為佳。 

因為筆者是在大三下的時候才開始看工程力學的帶子，所以每週就是過著

在學校補修科目(構造與結構學)的日子，每天是下課就從霧峰朝陽衝過來九

華上課，一直到 9 點多才離去(人太少我會害羞，就趕緊回家，看不完隔天

再補看也行)，那每天看完再回家複習大約 40 分鐘到 1 小時的時間(再多也

不想算了，時間也差不多半夜了)，因為隔天常常要接續早上 8 點的課，所

以就必須先休息睡覺了(約 AM 2:00~3:00) 但是到學校並不是每天都是非常

重要的課程，肯定會有些廢課(EX:佛學概論通識課…等)可以利用上課時間繼



續複習昨晚上課的內容，一整天下來大概可以複習 5~6HR，複習完傍晚再

繼續去補習班看新的帶子，這樣子的輪迴是比較緊湊的一個準備方式，但

我認為對我自己也是 有效率的方式。 

【105 年工程力學】:  

以今年 105 年的力學來講，第一題(拿 20 分)，是考靜定梁附內連接的題

型，只要切開內連接，並做力矩平衡就能夠算出答案，第 2 題(拿 25 分)，

考對稱型的 K 型桁架，只要一步一步慢慢解，也能夠把所有的桿件內力解

出來(千萬別嫌麻煩，就是花時間解也能解出來) 

第 3 題的考梁的變位，因為我也不會哈哈 所以暫時不講~~ 但是把所有有

關梁變位的公式寫出來，至少我也拿了 2 分墨水分，所以公式還是好好背

~~ 

第 4 題也是一樣把公式寫出來，很神奇的是我居然都不會解，純粹寫公式

還能夠拿到 8 分!! 

 

 

 

【施工估價概要】 : 

在九華這科只有 3 卷，所以還是需要全部看完，老師會介紹基本估價概

念，以及整個流程對估價的一整個需要注意的事項。 

例如工程的一整個生命週期以及單價分析表的列表分析，這些也都是考

點。 



但是若以考試的題型來分析的話，主要來考還是以構造及施工為主，第 2

題通常是考所謂的施工工法及材料的解析之類的，曾經考過的逆打工法、

或是一些天花板的裝修工程都曾經出過， 好也都有一些基本的涉獵。 

 

筆者是剛好在寫完近 6 年的考古題之後，自己在做分析去猜測今年會考怎

麼樣的一個題型，當時是猜地下連續壁及預力混凝土，結果剛好今年 

就是考出愈力混凝土的優點及特性，所以考古題做到後面就是必須得自己

猜測考題，運氣好猜中就是你的，考生該做的事情不單單只是讀課本上的

東西，更要分析所謂的考點在哪裡，再火力全開去弄懂。 

當然基本的構造內容一定要熟悉，推薦「吳卓夫的營造法與施工」總共有

上下兩本，再配合補習班的構造講義，以及考古題，這些東西就非常足夠

了。 

 

讀構造這科是這樣的，看過 1 遍，有圖就畫圖一定要手畫練習增加記憶，

再來就是用嘴巴再念 1 次複習，這樣一個循環是讀書的第 1 遍，那通常我

需要 2~3 個輪迴我才有辦法把這個部分做一個算是長期的記憶。 

一天大約 2.5HR 後可以換力學或是其他科目，不然容易疲乏跟造成記憶困

難。 

 

當施工估價的部分都有了基本觀念後才開始複習構造與施工的部分 

這科其實考的量跟題目範圍其實真的蠻廣的，從地質鑽探、改良、混凝土



各種特性及優缺點與試驗方式到各種構造與施工都有。 

 

這科可能花的時間會比較多，建議如果要求快速與考點的話，先從考古題

開始觀察與著手也可以，我指的是看考古的題型去找到那一部分的章節去

特別讀，才有辦法慢慢地去觸類旁通。 

 

再來就是補習班提供的考古題，其實考試是這樣的，高考的難度通常比較

難，但是他可以出簡單的題目，反之普考的話就是不太能夠出太過於難及

刁鑽的題目，所以在讀的時候，筆者是沒有往高考的題目去做練習，只有

將普考的題目以及地方特考三等及四等的題目做完(近 6 年) 

並且盡量每一題都有了解過後，並有自己的想法，不然如果只是背完並且

照本宣科把答案寫上去也不一定會比較高分，而且那麼多字你也寫不完，

要有自己的想法轉化後再去寫出合適自己能夠記憶的答案，畢竟咱們考的

是申論題並不是選擇題寫個 ABCD 就解決的。 

 

考試 90 分鐘，答題就是要精確，筆者從頭到尾 90 分鐘手是沒有停過的，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哈哈，若能列表答題更加能顯示出自己的程度，而且必

須條列分明，繪圖不用到非常精緻漂亮，以能表達出題目耀球就可以了，

讓閱卷老師能夠有舒服的改題空間，一步一步照著邏輯來改。 

 

 



【營建法規概要】 : 

法規這一科，至少要把 15 堂的帶子全部看完一遍，因為上課除了會講解基

本的各種法規之外，還會再講解比較重要法規的案例，可以透過陳老師自

身遇過的經驗來了解法規的實際案例，在背的時候就會有印象能夠更加深

記憶。  

普考的話不外乎最重要的就是採購法、營造業法、建築法、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建築技術規則這六大法，但是近年來偏向考所謂的智慧綠建

築方面及候選綠建築標章的題型，可以將這方面的定義以及八大指標熟

記，以防萬一新類型的考題出現。 

採購法: 

熟記各類招標規則，公開招標、限制性招標、選擇性招標…等定義跟適用

都要熟記。對各式公務人員的獎懲及查核金額、公告金額、巨額採購….等

的內容也都需熟記，細部的更分成財務採購、勞務採購、工程採購…等，

最好是能夠清楚明白適用的類型及情況是最好的。 

 

營造業法:  

專業營造業、綜合營造業及甲乙丙級的分工與資本額也都要熟記，還有設

置工地主任的條件與工作內容，像是設置的條件有建築物高度、橋梁跨

距、建築地下室開挖深度及工程造價 5000 萬…等的規則。 

區域計畫法:  

各種用地，甲乙丙丁用地及建蔽率等等，還有其他用地的設置及名稱都得



略知一二，再來就是申請區域計畫的流程也要大概清楚。 

都市計畫法:  

近年來考得比較多的像是都市更新裡的權利變換要弄清楚，定義及適用的

案例，最好上網看一些相關的案例及處理方式。都市計畫法裡的定義、主

要計畫、細部計畫…等裡的細項也要清楚，記憶的方式可以背第一個字，

但就是要清楚背的順序是背哪個名詞的第一個字。 

建築法:  

建築法第五章的施工管理規範跟建築師法、室內裝修、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也都必須熟記。 

之後與我們最相關的建築師法內的一些開業條件、獎懲內容…等的 

清楚室內裝修的定義與設計施工的不同，建築師負責的部分、營造廠負責

的部分、室內裝修業者負責的部分都各有分工要弄清楚。 

建築技術規則:  

這個部分就真的是我的罩門了，我承認真的很難記哈哈哈哈，因為我目前

也還只是個學生完全沒有實務經驗，而且這部分又都是比較偏向數字的記

憶部分，只能說能硬背就硬背吧~~ 

 

【建築圖學概要】 :  

圖學的話基本圖例都要熟記，就連水電空調也大概要記一些，有可能考到

的部分也包刮技術規則的一些東西，像是車道的內曲半徑或是甲乙種防火

門的防火時效之類的，再來就是剖面大樣的部分，包括屋頂屋瓦的剖面大



樣、伸縮縫、屋頂落水頭、石材大樣….等的都要記，補習班講義裡面都有

範本都得練習畫過，劃過一次，並了解構造才有辦法連多重引線的中文註

解都寫進去，不然分數不高。 

 

【105 年建築圖學概要】 : 

今年考的題型配分真的變更很大，讓我有一種被陰到的感覺，原本 1 題 4

分的填充題，今年改成 1 題 1 分，真的是讓人無言了，原本 好拿分的題

目變成 吃力的一道題型，原本我就是預計拿個 10 題 40 分基本分的，結

果居然只拿到 9 題 9 分，反而配分全部分到了另一題 20 分的法規綜合題

去，只能說運氣不好哈哈。 

在第一部分的三視圖，如果以前高中或大學是建築類科的應該不太是問

題，但如果不是就還必須去加強這個部分的視圖能力才有辦法繪出(以前普

高的我也是特別練習一下的~)，第二題則是平面圖陰影的部分，也是跟第

一部分一樣需要練習的。 

後一個部分，也就是樓梯剖面的部分，則真的需要有基礎的繪圖能力才

有辦法在有限的時間內，分配寫題目的量去把 後的繪圖題畫完，如果無

法畫完或是漂亮的解決，那倒不如換個策略去保全剩下的四個部分，分數

可以拿得比較齊全。 

 

【共同科目國文】 :  

複習這一科的話，除了把歷年的考古題做完後，再把 重的作文與公文部



分做加強，公文的格式一定要背得清楚，格式清楚至少有 6~10 分，剩下的

就是個人的語文造詣了，作文的部分，我想應該要有段落分明，在根據題

意去做呼應，這是 重的部分，在配合時事去作出回答，這是一個手法。 

【憲法與英文】 : 

主要是把補習班的講義全部看完，上課也把 6 堂課都給上完，會對考點比

較有清楚的概念，憲法的部分建議要看快一點，筆者當初大約是花 5 天把

整本瀏覽過一次，並把題目全部做完，錯很多沒關係是正常的，但至少基

本的印象有，只要讀有可能考的地方，那些太艱澀的部分真的就可以略

過，到後面再用題庫去充實你的記憶就可以了。  

英文的話，程度大概是高中的程度，這個就真的得看個人的語文造詣了，

單字的話一定要多背，可以把考古題的單字全部背起來，真的有機會會重

複考到。 

 

 

最後附上我準備這次考試的總時數表  

從 105.3.5~105.7.12  

105.3.5~105.6.25(我放暑假) : 期間是以上課看帶子，法規 15 卷 

施工估價 3 卷、建築圖學 3 堂卷、國文 3 卷(6 卷看 3 卷)、憲法 6 卷、工

程力學 12 卷 這些光是撥放約 126HR，我自己看完大約需要 150HR，甚

至以上，因為中間可能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交通、吃飯….等的，這

150HR 只是光看帶子的時間，當然不含自己看書複習的時間，所以總讀書



時數大概可能 700~800HR 也有可能(在學校一天我可以讀 6~8HR)，因為

筆者我真的是拿出性命在念書了，學校又要兼顧設計真的是頗困難，所以

唯有豁出全部。 

 

當然在這中間一定都要有所謂的讀書計畫，我認為都是以週計畫為主，每

個禮拜的計畫肯定都會變動的，例如 1 天看 1 卷帶子或是 1.5 卷帶子，一

次性週期建議以 2 門課程為主就可以了，或是看 2 門課程的錄影帶，複習

這兩門再+1 門額外的科目(EX: 工程力學+施工估價+國文)，可以帶一科比

較容易的科目。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月衝刺的時間 105.6.25~7.12 大約 18 天的時間，因為

其實光是前段時間根本不夠我把書看完，(因為筆者本身程度真的不夠好底

子很差，大一大二 4 個學期幾乎都是墊底的)，所以最後的時間衝刺我是主

要放在補習班考古題的部分，下面介紹的就是不推薦大家使用的讀書方

法，因為這真的是對某些事情執著到一種瘋狂的程度才會這樣，而且會很

傷身體，若不是真的急著要上榜真的不推薦。 

 

因為本身是建築系，生理時鐘就很容易亂掉了，常常熬夜已經是家常便

飯，甚至不睡個 2 天都是正常的 

在這 18 天中，筆者是每天下午 1 點起床，買午餐跟咖啡(重拿鐵)，讀書到

6 點買晚餐，再讀到 11 點咖啡店(85 度 C)關門前，再去買一杯咖啡跟紅



牛，在通霄讀到早上 6 點，然後再睡到下午 1 點(起床頭會痛..會暈眩，可

能就吃普拿疼之類的)，然後每天是這個週期，感覺每天都像是地獄一樣，

雖然中間有時候還是會打 1~2 小時線上遊戲哈哈，可還是會再看書，最後

已經是一種執著逼迫著我必須要做，所以就狂衝刺。 

最後衝刺考古題的時候，只要是背科，有背到的就是你的，也不是說都不

理解，但是背的成分絕對是占大部分 70~80%，把所有考古題的類型，普

考/地方特考/鐵特員級，這三種考題都做好做滿近 5~6 年的考古題就差不

多了。 

筆者當初一天是寫約 12000~16000 字份量的申論題，可以試著去買高普考

格式的答案本，不貴的幾十塊錢的東西卻可以讓你有體驗答案本的寫法。 

 

後感謝九華補習班的 Anne 姊跟 Anna 姊，每次都幫我服務看錄影帶跟輔

導我有關考試方面的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