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英文術語 中文譯名 程度 備註

A0801 absolute orientation 對地定位 進階 力學

A0802 absolute speed 絕對速率 進階 力學

A0803 effective absorption 有效吸收量 進階 工程材料

A0804 water absorption 吸水率 進階 工程材料

A0805 artificial abutment 人造壩座 進階 工程材料

A0806 buttressed abutment 撐式橋臺 進階 工程材料

A0807 abyssal rock 深成岩 進階 工程材料

A0808 acceleration lane 加速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0809 absolute acceleration 絕對加速度 進階 力學

A0810 relative acceleration 相對加速度 進階 力學

A0811 tangential acceleration 切線加速度 進階 力學

A0812 uniform acceleration 等加速度 進階 力學

A0813 access control 通路或出入口管制 進階 力學

A0814 access ramp 出入口坡道 進階 力學

A0815 accumulative rain gauge 累積雨量計 進階 力學

A0816 acreage district 面積區 進階 力學

A0817 mud-pumping action 噴泥作用 進階 力學

A0818 twist action 扭轉阼用 進階 力學

A0819 activity ratio 活性比 進階 力學

A0820 added turning lane 轉向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0821 additional panel 標誌附牌 進階 交通工程

A0822 additive 添加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23 administrative center 行政中心 進階 設計

A0824 adsorbed water 附著水 進階 工程材料

A0825 adsorption water 吸附水 進階 工程材料

A0826 aerial levelling 航空水平測量 進階 測量

A0827 aerial photograph 空照圖 進階 測量

A0828

aerial photographic

surveying
航空攝影測量

進階 測量

A0829 aerial photography 航空攝影術 進階 測量

A0830 aerial survey 航空測量 進階 測量

A0831 aeromechanics 空氣力學 進階 力學

A0832 aeronautical chart 航空圖 進階 測量

A0833 defoaming agent 消泡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34 dispersing agent 分散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35 estate agent 地產代理人 進階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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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36 expansion agent 膨脹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37 foaming agent 發泡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38 gas-foaming agent 造氣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39 surface-active agent 表面活性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0 waterproofing agent 防水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1 water-reducing agent 減水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2 wetting agent 防濕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3 aggregate crusher 碎石機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4 burnt aggregate 燒成骨材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5 gap-graded aggregate 越級配粒料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6 natural aggregate 天然骨材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7 one-sized aggregate 同粒徑骨材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8

structural lightweight

aggregate
結構用輕骨材

進階 工程材料

A0849 aggregated structure 團結結構 進階

A0850 air-dried state 風乾狀態 進階 工程材料

A0851 alkali-aggregate reaction 骨材鹼性反應 進階 工程材料

A0852 allowable bearing power 容許支承力 進階 力學

A0853
allowable bearing pressure 容許承壓力

進階 力學

A0854 american projection 第三象限法(製圖) 進階 圖學

A0855 analysis model 模型分析 進階 力學

A0856 friction circle analysis 摩擦圓分析法 進階 力學

A0857 limit analysis 極限分析 進階 力學

A0858 numerical analysis 數值分析 進階 力學

A0859 settlement analysis 沈陷分析 進階 力學

A0860 simulation analysis 模擬分析 進階 力學

A0861 soil analysis 土壤分析 進階 力學

A0862 tensor analysis 張量分析 進階 力學

A0863 traffic analysis 交通分析 進階 力學

A0864 angle measurement 測角 進階 力學

A0865 angle of deflection 偏角 進階 力學

A0866 angle of twist 扭角 進階 力學

A0867 intersection angle 交角 進階 力學

A0868 shearing angle 抗剪角 進階 力學

A0869 apartment house 公寓住宅 進階 建築法規

A0870 dosing apparatus 分水設備 進階 建築法規

A0871 feeding apparatus 給水設備 進階 建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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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872 arc-welded steel pipe 電焊鋼管 進階 工程材料

A0873 area of artesian flow 湧泉流區 進階 力學

A0874 commercial area 商業區 進階 建築法規

A0875 effective area 有效面積 進階 建築法規

A0876 urban development area 都市開發區 進階 建築法規

A0877 asphalt content 瀝青含量 進階 工程材料

A0878 asphalt covering 瀝青蓋層 進階 工程材料

A0879 asphalt grouting 瀝青灌注 進階 工程材料

A0880 asphalt mortar 瀝青膠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881 asphalt pavement 瀝青路面 進階 工程材料

A0882 asphalt plant 瀝青拌和廠 進階 工程材料

A0883 rock asphalt 岩瀝青 進階 工程材料

A0884 athletic field 體育場 進階 建築法規

A0885 axial force diagram 軸力圖 進階 力學

A0886 axial pressure 軸壓力 進階 力學

A0887 trunnion axis 水平軸 進階 力學

A0888 heigh strength bar 高強鋼筋 進階 工程材料

A0889 tension bar 抗拉鋼筋 進階 工程材料

A0890 base line 基線 進階 圖學

A0891 base white 混凝土底層 進階 工程材料

A0892 base-line measurement 基線測量 進階 測量

A0893 basic plan 基本計劃 進階 設計

A0894
statically-determinate beam 靜定梁

進階 力學

A0895 bearing stratum 承載地層 進階 力學

A0896 bearing strength 承載強度 進階 力學

A0897 quadrantal bearing 方位角 進階 力學

A0898 bending axis 彎矩軸 進階 力學

A0899 bending moment envelope 彎力矩包絡線 進階 力學

A0900 elastic bending 彈性彎曲 進階 力學

A0901 elasto-plastic bending 彈塑性彎曲 進階 力學

A0902 pure bending 純彎曲 進階 力學

A0903 asphaltic bitumen 瀝青 進階 工程材料

A0904 filled bitumen 和粉瀝青 進階 工程材料

A0905 bituminised paper 油毛紙 進階 工程材料

A0906 bituminous emulsion 乳化瀝青 進階 工程材料

A0907 bituminous felt 油毛氈 進階 工程材料

A0908 bituminous stabilization 瀝青穩定 進階 工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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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09 black base 瀝青底層 進階 工程材料

A0910 bolt sleeve 螺桿套管 進階 力學

A0911 fitting-up bolt 固定螺栓 進階 力學

A0912 high-tensile bolt 高拉力螺栓 進階 力學

A0913 bolted joint 螺栓接合 進階 力學

A0914 border pen 粗線筆 進階 圖學

A0915 borehole sample 鑽取土樣 進階 工程材料

A0916 cased borehole 套管鑽孔 進階 工程材料

A0917 earth borer 鑽土器 進階 工程材料

A0918 breaking strength 破斷強度 進階 力學

A0919 compound breakwater 混合防波堤 進階 工程材料

A0920

concrete monolith

breakwater
整體混凝土防波堤

進階 工程材料

A0921 concrete bridge 混凝土橋 進階 工程材料

A0922 continuous girder bridge 連續梁橋 進階 工程材料

A0923
reinforced concrete bridge 鋼筋混凝土橋

進階 工程材料

A0924 building bulk control 建築容積管制 進階 建築法規

A0925 building bulk district 建築容積區 進階 建築法規

A0926 building bulk ratio 建築容積比 進階 建築法規

A0927 building bulk restriction 建築容積限制 進階 建築法規

A0928 buttressed retaining wall 撐式擋土墻 進階 營建工程

A0929

buttressed type retaining

wall
外支式擋土檣

進階 營建工程

A0930 cadastration 地籍測量 進階 測量

A0931 breakthrough capacity 貫穿能力 進階 力學

A0932 design capacity 設計容量 進階 設計

A0933 gross capacity 總容量 進階 設計

A0934 practical capacity 實際交通容量 進階 交通工程

A0935 cast-in-place concrete 場鑄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36 cast-in-place pile 場鑄樁 進階 工程材料

A0937 cast-in-sit 就地灌注 進階 工程材料

A0938 cement fondu 高鋁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39 cement paint 水泥漆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0 blast-furnace cement 高爐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1 expanding cement 脹性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2 expansive cement 脹性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3 fly ash cement 飛灰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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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44 grout cement 灌水泥漿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5 high-alumina cement 高鋁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6

high-early-strength

portland cement
早強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7 hydrophobic cement 防水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8 injecting cement 注入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49 low-heat portland cement 低熱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50 non-hydraulic cement 氣硬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51 silica cement 矽酸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52 slow setting cement 緩凝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53 supersulphated cement 抗硫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54 white portland  cement 白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0955 central island 中央島 進階 交通工程

A0956 centre of figure 形心 進階 力學

A0957 centre of twist 扭轉中心 進階 力學

A0958 civil engineering 土木工程 進階 營建工程

A0959 grain-size classification 粒徑分類法 進階 工程材料

A0960 clay deposit 黏土層 進階 工程材料

A0961 expansive clay 膨脹性粘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62 over consolidated clay 過壓密黏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63 quick clay 液性黏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64

coarse graded asphaltic

concrete
粗級配瀝青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65 collecting well 集水井 進階 工程材料

A0966 column shear 柱剪力 進階 力學

A0967
combined footing foundation 聯合基腳

進階 營建工程

A0968 relative compaction 相對密實 進階 力學

A0969 proportional compass 比例規 進階 圖學

A0970 component of couple 偶力分量 進階 力學

A0971 composition of forces 力之合成 進階 力學

A0972

concrete agitating

equipment
混凝土拌送設備

進階 工程材料

A0973 concrete caisson 混凝土沈箱 進階 工程材料

A0974 concrete pavement 混凝土路面 進階 工程材料

A0975 concrete road-bed 混凝土底層 進階 工程材料

A0976 aerated concrete 輸氣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77 cast-in-place concrete 場鑄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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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78 expansive concrete 脹性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79 fireproof concrete 防火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0 refractory concrete 耐火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1 rolled concrete 壓實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2 vibrated concrete 震實混凝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3 figure condition 圖形條件 進階

A0984

saturated surface-dry

condition
面乾飽水狀態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5 surface-dry condition 面乾狀態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6

consolidated immediate

shear test
壓密快速剪力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7

consolidated quick shear

test
壓密快剪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8 consolidated quick test 快速壓密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0989

consolidated slow

compression test
壓密緩壓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0990

consolidated undrained

shear test

壓密不排水剪力試

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0991
consolidated undrained test 壓密不排水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0992 consolidation ratio 壓密比 進階 工程材料

A0993 primary consolidation 主壓密 進階 工程材料

A0994 construction road 施工道路 進階 工程材料

A0995 cement content 水泥含量 進階 工程材料

A0996 continuous footing 連續基腳 進階 工程材料

A0997 contour map 等高線圖 進階 測量

A0998 contract document 契約合同 進階 營建工程

A0999 contract work 承包工程 進階 營建工程

A1000 cost-plus-fee contract 成本加酬契約 進階 營建工程

A1001 general contract 總契約 進階 營建工程

A1002 provisional contract 草約 進階 營建工程

A1003 separate contract 分包 進階 營建工程

A1004 contraction coefficient 收縮係數 進階 力學

A1005 contraction in area 斷面縮減 進階 力學

A1006 control point 控制點 進階 測量

A1007 control point surveying 控制點測量 進階 測量

A1008 correction for pull 張力改正 進階 力學

A1009 correction for sag 垂度改正 進階 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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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10
correction for temperature 溫度改正

進階 力學

A1011 counter line 等高線 進階 測量

A1012 cross-sectional view 剖視圖 進階 測量

A1013 cross-sectional surveying 橫斷面測量 進階 測量

A1014

grain size accumulation

curve
粒徑累積曲線

進階 工程材料

A1015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curve
粒徑分布曲線

進階 工程材料

A1016

cylindrical compression

test
圓柱體壓力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017 permanent deformation 永久變形 進階 力學

A1018 building density 建築密度 進階 建築法規

A1019 design capacity 設計容量 進階 力學

A1020 design criteria 設計準則 進階 力學

A1021 design of mix proportion 配比設計 進階 力學

A1022 elastic design 彈性設計 進階 力學

A1023 limit design 極限設計 進階 力學

A1024 plastic design 塑性設計 進階 力學

A1025 urban design 都市設計 進階 建築法規

A1026 detail planning 詳細規畫 進階 建築法規

A1027 detail surveying 細部測量 進階 測量

A1028 disorder of cross-level 水準偏差 進階 測量

A1029 dispersion structure 分散結構 進階 力學

A1030 radial displacement 徑向變位 進階 力學

A1031 relative displacement 相對變位 進階 力學

A1032 transverse displacement 橫變位 進階 力學

A1033 vertical displacement 垂直位移 進階 力學

A1034 virtual displacement 虛變位 進階 力學

A1035 normal distribution 正常分布 進階 力學

A1036 pressure distribution 壓力分布 進階 力學

A1037

exclusive industrial

district
工業專用區

進階 建築法規

A1038

exclusive residential

district
住宅專用區

進階 建築法規

A1039 height district 限高區 進階 建築法規

A1040 irrigation district 灌溉區 進階 建築法規

A1041 land improvement district 土地改良區 進階 建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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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42 division of land 土地分割 進階 建築法規

A1043 drafting machine 製圖儀 進階 圖學

A1044 drawing pape 繪圖紙 進階 圖學

A1045 drawing pen 繪圖筆 進階 圖學

A1046 assembly drawing 裝配圖 進階 圖學

A1047 perspective drawing 透視圖 進階 圖學

A1048 piping drawing 管線圖 進階 圖學

A1049 dynacore section 空心斷面 進階 力學

A1050 dynamics 動力學 進階 力學

A1051 fill earth 填土 進階 營建工程

A1052 economic model 經濟模型 進階 營建工程

A1053 compaction effort 夯實能量 進階 力學

A1054 elastic bending 彈性彎曲 進階 力學

A1055 elastic load 彈性載重 進階 力學

A1056 elastic modulus 彈性模數 進階 力學

A1057 elastic range 彈性範圍 進階 力學

A1058 elastic shrinkage 彈性收縮 進階 力學

A1059 elastic strain 彈性應變 進階 力學

A1060 elastic theory 彈性理論 進階 力學

A1061 end of circular curve 圓曲線終點 進階 測量

A1062 coastal engineering 海岸工程學 進階 營建工程

A1063 earthquake engineering 地震工程學 進階 營建工程

A1064 failure envelpoe 破壞包絡線 進階 力學

A1065 equidistance projection 等距投影法 進階 圖學

A1066 compaction equipment 夯實設備 進階 營建工程

A1067

distance measuring

equipment
測距設備

進階 測量

A1068 grading equipment 整地機具 進階 營建工程

A1069 equipotential 等位線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0 equipotential Surface 等勢面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1 erosion control work 防蝕工程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2 estate 不動產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3 estimate sheet 估價單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4 evaluation system 評估方式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5 potential evaporation 晞量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6 excavation and filling 挖填調配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7 earth excavation 挖土 進階 營建工程

A1078 execution of work 工程執行 進階 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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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79 expansion agent 膨脹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1080 express road 快速道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081 eyepoint 視點 進階 測量

A1082 water supply facility 給水設施 進階 營建工程

A1083 facing brick 面磚 進階 工程材料

A1084 fatigue failure 疲勞破壞 進階 工程材料

A1085 general failure 一般性破壞 進階 力學

A1086 general shear failure 全剪破壞 進階 力學

A1087 sliding failure 滑動破壞 進階 力學

A1088 fatigue failure 疲勞破壞 進階 力學

A1089 feeding apparatus 給水設備 進階 營建工程

A1090 fire demand rate 消防用水量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1 fire hazard 火災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2 fire plug 消防栓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3 fire pressure 消防水壓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4 fire prevention district 防火區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5 fire protection wall 防火牆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6 fire-resisting 耐火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7

fire-resisting construc-

tion
耐火構造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8 first order bench mark 一等水準點 進階 建築法規

A1099 first order level 一等水準 進階 測量

A1100 first order levelling 一等水平測量 進階 測量

A1101

first order plotting

instrument
一等作圖儀

進階 測量

A1102 first order staff 一等標桿 進階 測量

A1103 first order triangulation 一等三角測量 進階 測量

A1104

first order triangulation

station
一等三角點

進階 測量

A1105

first order triangulation

supplementary station
一等三角補點

進階 測量

A1106 fixed bearing 固定支承 進階 力學

A1107 fixed moment 固定力矩 進階 力學

A1108 fixed support 固定支座 進階 力學

A1109 flat slab construction 平版構造 進階 力學

A1110 flexible structure 柔性結構 進階 力學

A1111 flexible support 柔性支承 進階 力學

A1112 flexural member 抗彎構材 進階 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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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13 flexural rigidity 抗彎剛度 進階 力學

A1114 flood plain 洪水平原 進階 營建工程

A1115 flood protection work 防洪工程 進階 營建工程

A1116 flooding area 淹水面積 進階 營建工程

A1117 fondu 高鋁水泥 進階 工程材料

A1118 force method 力法 進階 力學

A1119 force system 力系 進階 力學

A1120 active force 作用力 進階 力學

A1121 reaction force 反力 進階 力學

A1122 seismic force 地震力 進階 力學

A1123 spring force 彈力 進階 力學

A1124

statically-indeterminate

force
靜不定力

進階 力學

A1125 wracking force 水平側向力 進階 力學

A1126 co-planar force 同平面力系 進階 力學

A1127
co-planar concurrent force 同平面交會力系

進階 力學

A1128

co-planar non-concurrent

force
同平面不交力系

進階 力學

A1129 pile driving formula 打樁公式 進階 力學

A1130 buoyant foundation 浮式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1 circular foundation 圓形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2
combined footing foundation 聯合基腳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3 deep foundation 深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4
earthquake proof foundation 耐震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5 footing foundation 放腳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6

individual footing

foundation
獨立放腳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7 pad foundation 獨立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8 rigid foundation 剛性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39 shallow foundation 淺基 進階 營建工程

A1140 sheet pile foundation 板樁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141 frame plane 構架平面 進階 力學

A1142 free traverse 不閉合導線 進階 測量

A1143 frequency of traffic 交通頻率 進階 交通工程

A1144 friction circle analysis 摩擦圓分析法 進階 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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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45 frictional force 摩擦力 進階 力學

A1146 full face cutting 全面開挖 進階 營建工程

A1147 full line 實線 進階 圖學

A1148 galvanised steel 鍍鋅鋼 進階 工程材料

A1149 general condition 一般條件 進階 營建工程

A1150 general contract 總契約 進階 營建工程

A1151 geodetic surveying 大地測量 進階 營建工程

A1152 geologic map 地質圖 進階 測量

A1153 geologic profile 地質縱斷面圖 進階 測量

A1154 geological formation 地層 進階 測量

A1155 geological map 地質圖 進階 測量

A1156 geological survey 地質調查 進階 測量

A1157 geopotential 地勢 進階 測量

A1158 geosphere 大地 進階 營建工程

A1159 built-up girder 組合梁 進階 營建工程

A1160 cantilever girder 懸臂梁 進階 營建工程

A1161 glass wool 玻璃纖維 進階 工程材料

A1162 cellular glass 氣泡玻璃 進階 工程材料

A1163 fibrous glass 玻璃纖維 進階 工程材料

A1164 foamed glass 氣泡玻璃 進階 工程材料

A1165 milky glass 乳色玻璃 進階 工程材料

A1166 sheet glass 平板玻璃 進階 工程材料

A1167 grading instrument 測斜儀 進階 工程材料

A1168 grading work 整地工程 進階 營建工程

A1169 gap grading 越級配 進階 營建工程

A1170 land grading 整地 進階 營建工程

A1171

grain size accumulation

curve
粒徑累積曲線

進階 工程材料

A1172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curve
粒徑分布曲線

進階 工程材料

A1173 graphic statics 圖解靜力學 進階 工程材料

A1174 graphical solution 圖解法 進階 力學

A1175 graphical traversing 平板導線測量 進階 測量

A1176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國內生產毛額 進階 營建工程

A1177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國民生產毛額 進階 營建工程

A1178 gross population density 總人口密度 進階 營建工程

A1179 ground water 地下水 進階 營建工程

A1180 ground water basin 地下水域 進階 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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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81
ground water contamination 地下水污染

進階 營建工程

A1182 guide sign 指示標誌 進階 營建工程

A1183 gunite lining 噴漿襯砌 進階 營建工程

A1184 gunite-shooting 噴漿 進階 營建工程

A1185 hardometer 硬度計 進階 營建工程

A1186 health service 衛生設施 進階 營建工程

A1187 instrument Height 儀器高 進階 測量

A1188 true height 標高 進階 測量

A1189 hidden line 虛線 進階 圖學

A1190 highest high water-level 最高水位 進階 營建工程

A1191 high-level road 高架道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192 highway crossing 公路交口 進階 交通工程

A1193 highway crossing signal 公路交叉號誌 進階 交通工程

A1194

highway freight

transportation
公路貨運

進階 交通工程

A1195 highway grade crossing 公路平面交叉 進階 交通工程

A1196 highway grade separation 公路立體交叉 進階 交通工程

A1197 highway lighting 公路照明 進階 交通工程

A1198 highway network 公路網 進階 交通工程

A1199 circumferential highway 環狀公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0 dual type highway 雙層式公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1 elevated highway 高架公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2 express highway 高速公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3 major highway 主要公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4 multi-lane highway 多車道公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5 national highway 國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6 public highway 公路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7 hollow clay block 空心磚 進階 交通工程

A1208 horizontal reaction 水平反力 進階 工程材料

A1209 horizontal shear 水平剪力 進階 力學

A1210 impervious 不透水性 進階 力學

A1211 land improvement 土地改良 進階 力學

A1212
indirect distance surveying 間接距離測量

進階 測量

A1213 indirect load 間接載重 進階 營建工程

A1214

individual footing

foundation
獨立基腳

進階 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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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15 infiltration method 滲入法 進階 營建工程

A1216 influence chart 影響圖 進階 營建工程

A1217 initial setting time 初凝時間 進階 營建工程

A1218 surveying instrument 測量儀器 進階 測量

A1219
intensity curve of rainfall 雨量強度曲線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0

intensity frequency of

rainfall
雨量強度頻率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1 intercepting drain 截水溝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2 intercepting system 截流系統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3 internal work 內功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4 spray irrigation 噴灑灌溉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5 water-saving irrigation 節水灌溉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6 job site 工地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7 joint box 開關箱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8 bolted joint 螺拴接頭 進階 營建工程

A1229 kinetics 動力學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0 laminate 疊合板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1 laminated board 膠合板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2 laminated plastic 疊合塑膠板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3 land conservation 土地保護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4 land use 土地使用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5 land use control 土地使用管制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6 land use map 土地使用圖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7 land use plan 土地利用計畫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8 land use planning 土地利用計畫 進階 營建工程

A1239 land use survey 土地使用調查 進階 營建工程

A1240 landscape design 景觀設計 進階 營建工程

A1241 landscape plan 景觀計畫 進階 營建工程

A1242 landscape planning 景觀規畫 進階 營建工程

A1243 landscape preservation 景觀保護 進階 營建工程

A1244 lane indicating signal 車道指示號誌 進階 交通工程

A1245 lane load 車道載重 進階 交通工程

A1246 lane marking 車道線 進階 交通工程

A1247 lane separator 車道分隔帶 進階 交通工程

A1248 lane width 車道寬度 進階 交通工程

A1249 acceleration lane 加速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0 added turning lane 轉向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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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51 center-line lane 中心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2 centre lane 中央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3 critical lane 臨界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4 curb lane 緣側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5 deceleration lane 減速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6 first lane 第一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7 kerb lane 外側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8 left turn lane 左轉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59 middle lane 中間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60 nearside lane 外側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61 rapid-vehicle lane 快速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62 right lane 右側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63 right-turn lane 右轉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64 second lane 第二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65 lateral intersection 側方交會法 進階 交通工程

A1266

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能量守恆律

進階 力學

A1267 law of inertia 慣性律 進階 力學

A1268 law of motion 運動律 進階 力學

A1269 law of thermodynamics 熱力學定律 進階 力學

A1270 water-cement ratio law 水灰比律 進階 力學

A1271 leading mark 導航標誌 進階 交通工程

A1272 leak detector 測漏器 進階 營建工程

A1273 leak finder 檢漏器 進階 營建工程

A1274 leak prevention 防漏 進階 營建工程

A1275 leak stoppage 止漏 進階 營建工程

A1276 leakage test 漏水試驗 進階 營建工程

A1277 left turn lane 左轉車道 進階 交通工程

A1278 levee coastal 海岸堤防 進階 交通工程

A1279 ground level 地基高程 進階 營建工程

A1280 limit analysis 極限分析 進階 力學

A1281 limit design 極限設計 進階 力學

A1282 limit of proportionality 比例限度 進階 力學

A1283 limiting range of stress 應力極限範圍 進階 力學

A1284 chalk line 墨線 進階 圖學

A1285 barrier line 界限線 進階 圖學

A1286 border line 輪廓線(製圖) 進階 圖學

A1287 break line 虛線 進階 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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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88 chain line 短畫線 進階 圖學

A1289 continuous line 實線 進階 圖學

A1290 fiducial line 基線 進階 圖學

A1291 full line 實線 進階 圖學

A1292 object line 虛線 進階 圖學

A1293 cutting list 鋼筋切截表 進階 工程材料

A1294 material list 材料表 進階 工程材料

A1295 load of prestress 預力負載 進階 力學

A1296 load surcharge 加荷載重 進階 力學

A1297 design wheel load 設計輪重 進階 力學

A1298 elastic load 彈性載重 進階 力學

A1299 friction load 摩擦載重 進階 力學

A1300 tensile load 抗拉載重 進階 力學

A1301 test load 試驗載重 進階 力學

A1302 locational theory 區位理論 進階 營建工程

A1303

l-shaped type retaining

wall
L型擋土牆

進階 營建工程

A1304 lump-sum contract 總價契約 進階 營建工程

A1305 macadam aggregate 碎石 進階 營建工程

A1306 maintenance system 保養制度 進階 營建工程

A1307 basic map 基準圖 進階 營建工程

A1308 cadastral map 地籍圖 進階 測量

A1309 compiled map 圖集 進階 圖學

A1310 geologic map 地質圖 進階 營建工程

A1311 soil map 土壤分布圖 進階 營建工程

A1312 surveying marker 測量標記 進階 測量

A1313 temporary marker 臨時標記 進階 測量

A1314 holding position marking 停止位置標誌 進階 交通工程

A1315 informative marking 指示標線 進階 交通工程

A1316 longitudinal marking 縱線標誌 進階 交通工程

A1317 number marking 數字標誌 進階 交通工程

A1318 object marking 障礙標線 進階 交通工程

A1319
pedestrian crossing marking 行人穿越道線

進階 交通工程

A1320 prohibitory marking 禁制標線 進階 交通工程

A1321 master plan 主要計畫 進階 交通工程

A1322 subbase course material 基層材料 進階 交通工程

A1323 vitreous material 玻璃質材料 進階 工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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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24 waterproof material 防水材料 進階 工程材料

A1325 filter material 透水料 進階 工程材料

A1326 brittle material 脆性材料 進階 工程材料

A1327 ductile material 延性材料 進階 工程材料

A1328 maximum bending moment 最大彎矩 進階 工程材料

A1329 maximum load 最大載重 進階 力學

A1330

maximum probable

precipitation
最大可能降水量

進階 營建工程

A1331 mechanical energy 機械能 進階 力學

A1332 structural mechanics 結構力學 進階 力學

A1333 meridian transit 子午儀 進階 測量

A1334 azimuth method 方位角法 進階 測量

A1335
non-destructive test method 非破壞試驗

進階 力學

A1336 numerical method 數值法 進階 力學

A1337 slip circle method 滑動圓弧法 進階 力學

A1338 minimum cement content 最少水泥含量 進階 工程材料

A1339 mix proportion 配合比 進階 工程材料

A1340 job mix 工地配料 進階 工程材料

A1341 modal split 交通工具分配 進階 交通工程

A1342 modal split of trip 交通型式區分 進階 交通工程

A1343 modulus of section 斷面模數 進階 力學

A1344 elastic modulus 彈性模數 進階 力學

A1345 plastic modulus 塑性模數 進階 力學

A1346 moisture test 含水量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347 carry-over moment 傳遞力矩 進階 力學

A1348 distributed moment 分配力矩 進階 力學

A1349 maximum bending moment 最大彎矩 進階 力學

A1350 moment-area theorem 彎矩面積定理 進階 力學

A1351

moment-curvature

relationship
曲度與力矩關係

進階 力學

A1352 monotube pile 鋼管樁 進階 營建工程

A1353 curvilinear motion 曲線運動 進階 力學

A1354 intermittent motion 間歇運動 進階 力學

A1355 linear motion 線性運動 進階 力學

A1356 lower motion 下部轉動(經緯儀) 進階 測量

A1357 upper motion 上部轉動(經緯儀) 進階 測量

A1358 plane motion 平面運動 進階 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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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59 rotational motion 旋轉運動 進階 力學

A1360
uniform accelerated motion 等加速運動

進階 力學

A1361 net sectional area 淨斷面積 進階 力學

A1362 noise control 噪音管制 進階 營建工程

A1363 abatement noise 噪音防治 進階 營建工程

A1364 visual observation 目測 進階 測量

A1365 ordinance survey map 正式測量圖 進階 測量

A1366 original bench-mark 水平基點 進階 測量

A1367 outlet capacity 出水容量 進階 營建工程

A1368 outlet conduit 出水管 進階 營建工程

A1369 over consolidated clay 過壓密黏土 進階 營建工程

A1370 overcompaction 超夯實 進階 營建工程

A1371 pad foundation 獨立基礎 進階 營建工程

A1372 reflectorised paint 反光漆 進階 工程材料

A1373 rust-preventing paint 防銹漆 進階 工程材料

A1374 painting 油漆 進階 工程材料

A1375 painting area 油漆面積 進階 工程材料

A1376 drawing paper 繪圖紙 進階 工程材料

A1377 parking capacity 停車容量 進階

A1378 parking demand 停車需求 進階 交通工程

A1379 parking duration 停車時間 進階 交通工程

A1380 precast concrete pavement 預鑄混凝土路面 進階 交通工程

A1381

prestressed concrete

pavement
預力混凝土路面

進階 工程材料

A1382

reinforced concrete

pavement
鋼筋混凝土路面

進階 工程材料

A1383 peak time 尖峰時間 進階 工程材料

A1384 peak traffic 尖峰交通量 進階 交通工程

A1385 peak-hour 尖峰小時 進階 交通工程

A1386 percentage of compaction 夯實百分比 進階 交通工程

A1387 sand percentage 含砂率 進階 工程材料

A1388 permafrost 永久凍土 進階 工程材料

A1389 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滲透係數 進階 工程材料

A1390 petrography 岩石學 進階 營建工程

A1391 physical prospecting 物理探查 進階 工程材料

A1392 pile driving formula 打樁公式 進階 力學

A1393 pile pier 樁橋墩 進階 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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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94 cast-in-situ pile 場鑄樁 進階 營建工程

A1395 prepacked concrete pile 預壘混凝土樁 進階 工程材料

A1396 prestressed concrete pile 預力混凝土樁 進階 工程材料

A1397 general plan 總計畫 進階 工程材料

A1398 official plan 透視圖 進階 圖學

A1399 plane stress 平面應力 進階 力學

A1400 plane structure 平面結構 進階 力學

A1401 plane surveying 平面測量 進階 測量

A1402 plane triangle 三角板 進階 圖學

A1403 plane truss 平面桁架 進階 力學

A1404 critical plane 臨界面 進階 力學

A1405 neutral plane 中性面 進階 力學

A1406 edge planer 倒角 進階 營建工程

A1407 land use planning 土地利用計劃 進階 營建工程

A1408 plastic design 塑性設計 進階 力學

A1409 plastic fracture 塑性破壞 進階 力學

A1410 plastic hinge 塑性鉸 進階 力學

A1411 plastic moment 塑性矩 進階 力學

A1412 plastic section modulus 塑性斷面模數 進階 力學

A1413 poor drainage 排水不良 進階 營建工程

A1414 permissible soil pressure 土壤許可承壓力 進階 力學

A1415 pore pressure 孔隙壓力 進階 力學

A1416 saturation pressure 飽和壓 進階 力學

A1417 eccentrical prestress 偏心預力 進階 力學

A1418 effective prestress 有效預力 進階 力學

A1419 initial prestress 初始預力 進階 力學

A1420 internal prestress 內在預力 進階 力學

A1421 transfer prestress 預力傳遞 進階 力學

A1422
principal moment of inertia 主慣性矩

進階 力學

A1423 principal of strain 應變主軸 進階 力學

A1424

principal radii of

curvature
主曲率半徑

進階 力學

A1425 principal stress major 最大主應力 進階 力學

A1426 principal stress minor 最小主應力 進階 力學

A1427 principle axes 主軸 進階 力學

A1428 principle of lever 槓桿原理 進階 力學

A1429 principle of linearity 線性原理 進階 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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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30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比例原理

進階 力學

A1431 geotechnical process 土工技術方式 進階 營建工程

A1432

conical orthomorphic

projection
等角圓錐投影法

進階 圖學

A1433

cylindrical equal-area

projection

等面積圓柱體投影

法 進階 圖學

A1434

cylindrical equidistance

projection

等距離圓柱體投影

法 進階 圖學

A1435 globular projection 球狀投影法 進階 圖學

A1436 equidistance projection 等距投影法 進階 圖學

A1437 pure bending 純彎曲 進階 力學

A1438 pure shear 純剪 進階 力學

A1439 rainfall intensity 降雨強度 進階 營建工程

A1440 maximum probable rainfall 最大可能雨量 進階 營建工程

A1441 ratio of closure 閉合比 進階 力學

A1442 ratio of reinforcement 鋼筋比 進階 力學

A1443
dry density moisture ration 乾密度與含水量比

進階 力學

A1444 overconsolidation ratio 過壓密比 進階 工程材料

A1445 horizontal reaction 水平反力 進階 力學

A1446 normal reaction 垂直反力 進階 力學

A1447 percentage reduction 除去百分率 進階 營建工程

A1448 reference dimension 參考尺寸 進階 營建工程

A1449 regional development 區域發展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0 rubblestone 塊石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1 rural landscape 田園景觀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2 core sample 鑽心樣本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3

saturated surfacedry

condition
面乾飽水狀態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4 diminishing scale 縮尺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5 scarfing 嵌接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6 screw stage 螺旋梯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7 sea bank 海堤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8 section steel 型鋼 進階 營建工程

A1459
geologic columnner section 地質柱狀圖

進階 工程材料

A1460 seepage flow 滲流 進階 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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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61 seepage pressure 滲流壓力 進階 力學

A1462 seepage surface 滲流面 進階 力學

A1463 seepage water 滲流水 進階 力學

A1464 seismic force 地震力 進階 力學

A1465 seismic prospecting 震波探查 進階 力學

A1466 seismic sea wave 地震海嘯 進階 力學

A1467 seismic wave 震波 進階 力學

A1468 seismic zone 地震帶 進階 力學

A1469 highway grade separation 公路立體交叉 進階 交通工程

A1470 y grade separation Y形立體交叉 進階 交通工程

A1471 false set 假凝 進階 交通工程

A1472 flash set 閃凝 進階 工程材料

A1473 setting final 終凝 進階 工程材料

A1474 setting time 凝結時間 進階 工程材料

A1475 initial setting 初凝 進階 工程材料

A1476 settleability test 沈降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477 settlement of ground 地盤沈陷 進階 工程材料

A1478 sewage work 污水工程 進階 營建工程

A1479 shear center 剪心 進階 力學

A1480 shear slide 剪滑動 進階 力學

A1481 pure shear 純剪 進階 力學

A1482 shearing force diagram 剪力圖 進階 力學

A1483 shearing test 剪力試驗 進階 力學

A1484 estimate sheet 估價單 進階 營建工程

A1485 shore line 灘線 進階 營建工程

A1486 shore protection 護岸 進階 營建工程

A1487 drying shrinkage 乾燥收縮 進階 力學

A1488 elastic shrinkage 彈性收縮 進階 力學

A1489 side form 側模 進階 營建工程

A1490 side view 側視圖 進階 圖學

A1491 backward sight 後視 進階 測量

A1492 site investigation 現場調查 進階 營建工程

A1493 site plan 基地計畫 進階 營建工程

A1494 site planning 配置規畫 進階 營建工程

A1495 site weld 工地銲接 進階 營建工程

A1496 size effect 有效尺寸 進階 營建工程

A1497 size reduction 尺寸減縮率 進階 營建工程

A1498 graphical solution 圖解法 進階 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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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99 critical speed 臨界速率 進階 交通工程

A1500 design speed 設計速率 進階 交通工程

A1501 limited speed 限制速率 進階 交通工程

A1502 dry spell 枯水期 進階 營建工程

A1503

spherical rectangular

coordinate
球面直角坐標

進階 測量

A1504 split spoon 劈管 進階 營建工程

A1505 spring compass 彈簧小圓規 進階 圖學

A1506 permeable spur 透水丁壩 進階 營建工程

A1507 solid spur 不透水丁壩 進階 營建工程

A1508 earth spurdyke 土丁壩 進階 營建工程

A1509 target staff 箱尺 進階 測量

A1510 standard bod 標準生化需氧量 進階 工程材料

A1511 standard penetration test 標準貫入試驗 進階 營建工程

A1512 standard sea level 基本水準面 進階 工程材料

A1513 static loading test 靜載重試驗 進階

A1514 static penetration test 靜態貫入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15
statically determinate beam 靜定梁

進階 工程材料

A1516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靜不定 進階 力學

A1517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force
靜不定力

進階 力學

A1518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beam
靜不定梁

進階 力學

A1519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reaction
靜不定反力

進階 力學

A1520

statically unstable

structure
靜不穩結構

進階 力學

A1521 statics 靜力學 進階 力學

A1522 graphic statics 圖解靜力學 進階 力學

A1523 relative stiffness 相對勁度 進階 力學

A1524 frame stiffness 剛架勁度 進階 力學

A1525

uncofined compression

strengh
無圍壓縮強度

進階 力學

A1526 biaxial stress 雙軸應力 進階 力學

A1527 breaking stress 破壞應力 進階 力學

A1528 deviator stress 軸差應力 進階 力學

A1529 diagonal tensile stress 斜拉應力 進階 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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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30 triaxial stress 三軸應力 進階 力學

A1531 supplementary control 圖根點 進階 測量

A1532 hinged support 鉸支承 進階 力學

A1533 fixed support 固定支座 進階 力學

A1534 roller support 輥軸支承 進階 力學

A1535 town-planning survey 都市計畫調查 進階 營建工程

A1536 planimetric surveying 平面測量 進階 測量

A1537

topographic control

surveying
圖根測量

進階 測量

A1538 subsidence tank 沈澱池 進階

A1539 open tendering 競標 進階 營建工程

A1540 tensor analysis 張量分析 進階 力學

A1541 cone penetration test 圓錐貫入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42 confined compression test 圍限壓縮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43

consolidated immediate

shear test
壓密快剪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44 consolidated quick test 快速壓密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45

consolidated quick shear

test
壓密快剪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46 consolidated slow test 緩速壓密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47

consolidated slow

compression test
壓密緩壓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48
consolidated undrained test 壓密不排水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49

consolidated undrained

shear test

壓密不排水剪力試

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50 tydrantflow test 消防水量試驗 進階 工程材料

A1551 theorem of least work 最小功定理 進階 力學

A1552 theory of structure 結構理論 進階 力學

A1553 elastic theory 彈性理論 進階 力學

A1554 house trap 存水彎 進階 營建工程

A1555 traverse line 導線 進階 測量

A1556 traverse net 導線網 進階 測量

A1557 traverse point 導線點 進階 測量

A1558 fixed traverse 確定導線 進階 測量

A1559 free traverse 不閉合導線 進階 測量

A1560 traversing 導線測量 進階 測量

A1561 trial mix 試拌 進階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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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62 trial pit 試驗坑 進階 工程材料

A1563 true height 標高 進階 測量

A1564

unified soil classification

system
統一土壤分類法

進階 測量

A1565 unit-cost contract 單價承包 進階 工程材料

A1566 perspective view 透視圖 進階 營建法規

A1567 daily-average volume 平均日交通量 進階 圖學

A1568 water duty per unit area 單位用水量 進階 交通工程

A1569 water equivalent 含水當量 進階 工程材料

A1570 waterproofing agent 防水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1571 waterreducing agent 減水劑 進階 工程材料

A1572 modernism 現代主義 進階 測量

A1573 post 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進階 設計

A1574 minimalism 極簡主義 進階 設計

A1575 mediterranean style 地中海風格 進階 設計

A1576 victorian style 維多利亞風格 進階 設計

A1577 bali style 峇里島風格 進階 設計

A1578 china style 中國風格 進階 設計

A1579 desonstruction 解構主義 進階 設計

A1580 classicalism 古典主義 進階 設計

A1581 neo-classicalism 新古典主義 進階 設計

A1582 europe royal 宮廷皇家 進階 設計

A1583 minimal & luxury 簡約奢華 進階 設計

A1584 wild west 原野風采 進階 設計

A1585 new Asian atyle 新亞洲風格 進階 設計

A1586 baroque style 巴洛克風格 進階 設計

A1587 rococo 洛可可 進階 設計

A1588 gothic 哥德式 進階 設計

A1589 symmetry 對稱 進階 設計

A1590 doric 多利克柱式 進階 設計

A1591 ionic 愛奧尼克柱式 進階 設計

A1592 corinthiam 科林斯柱式 進階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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