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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7200-940302實戰技巧解題作法

考題說明

網路架設術科考試有四題，仔細觀察其實只差別在於配接 PVC管左右邊，及鏈結網路

編號位置不同，其他接線、測試方法都一模一樣，第二題將以模擬考場，實戰技巧方

式介紹。

建築物施工 (蓋房屋時 )，建築人員事先將 PVC管預埋在鋼筋水泥裡。當大樓主架構鋼筋

水泥都完成後，配線人員利用穿線繩 (穿線器 )拉配網路線。本考題未規定施工順序方式，

所以使用簡易穿線法方式，將 PVC管拆下來配線，省去穿線繩 (穿線器 )使用上的不便，

這種做法是不符合實際施工，但為了節省考試時間，所以可以參考此方式配裝網路線。

一、網路架設考前準備說明

1 請依照准考證通知時間到達指定術科考生報到休息區簽名，並抽考試題號及工作崗

位，再次簽名確認。(簽到表如下圖表 )

 應檢人李成祥抽到考試題目第二題，另抽工作崗位第 8 號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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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計算、填寫和設定網路遮罩及 IP：(10 分鐘 )

李成祥抽到工作崗位 8 號，考題第 2 題，由應檢人代表抽 IP 網路區段 18.112.81.X/27，

伺服器位址 18.112.81.189，經李成祥計算結果，遮罩為  255.255.255.224，IP 為  

18.112.81.168 填寫 IP 和網路遮罩，注意遮罩與 IP 不要填寫錯表格位子。

 ■網路架設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評審表

接著設定個人電腦網路遮罩及 IP。

步驟 1： 桌面選網路上芳鄰，按滑鼠右鍵→點選內容→開啟網路連線工作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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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 點選區域連線按滑鼠右鍵→
點選內容→開啟區域連線內

容區視窗。

步驟 3： 選擇 (TCP/IP)  設定按滑鼠左

鍵點選內容。

步驟 4： 輸入李成祥的 IP 位置為 18.112.81.168，網路遮罩 255.255.255.224將測試

用 IP 改為考試用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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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製作 1 條 3 公尺編號 ⑥ 號網路線，連線伺服器：(10 分鐘 )

應檢人代表李成祥抽籤的 IP 區段適用所有考生，但是不盡然該場次所有考生都會計算 

IP，有可能自己崗位 IP 會被其他考生計算錯誤而鎖住無法連線，也有可能集線器發生熱

當機，還有很多種種原因無法連線伺服器，又依評審表第一項第 3 點「個人電腦在所有

資訊插座皆無法瀏覽指定伺服器網頁屬於重大缺點，以不及格論。」所以建議先裁剪 3 

公尺網路線 1 條製作 ⑥ 號跳線，並記得套上編號 ⑥ 識別環及 RJ45 保護套，製作完成

後用網路測試器測量是否 ⑥ 號網路線 8 芯線都導通。(網路線由最內圈中心開始拿取裁

剪，才不會網路線打結凌亂。)

　

            網路線由最內圈中心開始裁剪                              網路測試器測量 ⑥ 號網路線

將此 ⑥ 號跳線連接伺服器資訊插座和個人電腦，打開 IE 瀏覽器，網址輸入伺服器 IP 位

址，http:// 18.112.81.189。(很多考生因為緊張會不知輸入什麼 IP，記得請看黑板公布的 

IP 位址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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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必須可瀏覽指定伺服器網頁主機網頁，如果無法出現網頁連線成功，請檢查下列是

否正確

a. 編號 ⑥ 號 3 公尺網路線重新測試一次是否 8 芯線都導通正確。

b. 檢查個人電腦 IP、遮罩是否計算正確。

c. 檢查個人電腦區域連線 (TCP/IP)中 IP、遮罩是否設定正確。

d. 檢查瀏覽器網址是否輸入跟黑板一樣。

e. 集線器 HUB 重新開機。

f. 個人電腦重新開機。

g. 關閉防火牆。

h. 檢查區域連線是否啟動正確。

i. 檢查 1394 卡不可以連線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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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步驟 3、製作 5 條網路跳線：(40 分鐘 )

依照考題要求，有 6 條網路線做『設備跳線』，因 3 公尺 ⑥ 號網路線已製作完成，所

以只需再製作 5 條網路線，須全部使用 568B 製作。

動作 1： 將工作桌整理一個空間 (電腦鍵盤暫時移開 )，專心製作 RJ45 壓接，這 5 條

跳接線是整個考試關鍵點，要確實將 RJ45接頭壓接正確。

動作 2： 裁剪 0.5 公尺網路線 4 條，並距離網路線頭處寫上編號 ①②③④。

動作 3： 裁剪 1  公尺網路線  1 條，並距離網路線頭處寫上編號 ⑤。

防止識別環或護套忘記擺放而被扣分，將 5 條網線用電工膠帶纏繞依序號放入 (注意護

套方向 )，護套 (開口朝下 )→識別環→識別環→護套 (開口朝上 )，再依 568B 顏色壓接 

10 個 RJ45 接頭。建議拿椅子坐下，將電腦鍵盤移開，桌面工作空間較大，專心壓接。

桌面選網路上芳鄰，按滑鼠右鍵→點選內容

→開啟網路連線工作區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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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條網路線需逐一用網路線測試器測量是否 8 芯線都導通。

　　

                網路線由最內圈中心開始抽取裁剪                        護套→識別環→識別環→護套

　　

  使用 TIA/EIA 568B製做 10個 RJ45接頭                用網路線測試器測量是否 8芯線都導通

步驟 4、依考題做 PVC 管、鏈結網路施工：(40 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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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 試題編號：17200-940302 水平佈線圖

註： 1. 製作 RJ-45UTP 線，須將兩端加套識別環以資識別。

 2. 圖中出線的標號與整合式跳線面板號碼要相互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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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將試題第二題編號：17200-940302 

水平佈線圖，用膠帶貼在木版上方

中間處，隨時可以查看配管位置與

網路線編號是否正確。

 木板側邊會有標示 50cm、100cm，

裁剪網路線可以利用這標示來裁剪

適當長度。

 八角型接線盒 3 邊接上盒接頭，

下方盒接頭連接短的 10 公分 PVC 

管。

 將八角型接線盒用 2 顆螺絲固定，

PVC管距離圓孔 2~5 公分以方便網

路線穿入。

50cm

100cm

步驟 2： 左、右兩邊盒接頭連接短的 10 

公分 PVC 管。 

步驟 3： 左、右兩邊短的 10 公分 PVC 

管 連 接 90o PVC 彎 頭，90o 

PVC彎頭再連接上長 35 公分

的 PVC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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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4： 拆卸右邊 90o PVC 彎管，穿入編號 

號網路線。

步驟 15： 將編號 ❸ 號網路線穿入中間八角型
接線盒右方，與編號 ❶❷❹❺ 號網
路線一起在中間八角型接線盒內。

❸

❶❷❸❹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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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6： 預留穿過木板到整合式面板打線的網
路線長度，所以將編號 ❶❷❸❹❺ 
號網路線一起拉至地面做為預留網路

線長度。

步驟 17： 將編號 ❶❷❸❹❺ 號網路線一起穿
入八角型接線盒下方盒接頭及 10 公

分 PVC 管，再穿過木板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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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8： 依照第二題試題水平佈線圖，安裝桌
上型資訊插座 (垂直面木板上 )，與

埋入式資訊插座 (水平面地上 )，資

訊插座請勿緊貼壓條，應保留適當距

離便於檢查識別環。

 右邊 ❸ 號網路線套識別環並壓接 

RJ45 接頭，左邊 ❹❺ 號網路線套識
別環並壓接 RJ45 接頭，❶ 號網路線

配接到地上埋入式資訊插座，❷ 號

網路線配接到牆壁 (木板 )桌上型資

訊插座。蓋上線槽蓋及資訊插座盒

蓋，第二題佈線完成。

步驟 5、整合式面板打線：(20 分鐘 )

整合式面板配線架，先套上號碼識別環，

建議先從 ❺→❹→❸→❷→❶ 順序配
線。

 

                            編號 4號                        編號 3號

❺ ❹ ❸

❷

❶

編號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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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2號                        編號 1號

注　意

步驟 6、導通測試：(10 分鐘 )

步驟 1： 1樓客戶端網路線迴路測試，網路線 8 芯線都導通。

 網路線測試器→編號 ① 號 0.5 公尺網路線→整合式面板 1 號端子→鏈結 ❶ 
號網路線→ 1 樓客戶端埋入式資訊插座→編號 ⑥ 號 3 公尺網路線→網路線

測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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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2： 4 樓客戶端網路線迴路測試，網路線 8 芯線都導通。

 網路線測試器→編號 ④ 號 0.5 公尺網路線→整合式面板 4 號端子→鏈結 ❹ 
號網路線→ 4 樓客戶端 RJ45 接頭→網路線測試器。 

步驟 13： 將集線器通訊埠上 ④ 號網路線拔取出來，換插入網路線測試器。

4 號線

④

步驟 14： 將編號 ④ 號 RJ45 接頭插入網路線測

試器 。

④



93第三章 術科試題實作說明

步驟 15： 5 樓客戶端網路線迴路測試，網路線 8 芯線都導通

 網路線測試器→編號 ④ 號 0.5 公尺網路線→整合式面板 5 號端子→鏈結 ❺ 
號網路線→ 5 樓客戶 端 RJ45 接頭→網路線測試器。 

步驟 16： 將整合式面板通訊埠上 ④ 號網路線拔出來， 換插入整合式面板通訊埠上 5 號。

4 號線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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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步驟 17： 將編號 ⑤ 號 RJ45 接頭插入網路線測

試器。 

⑤



95第三章 術科試題實作說明

步驟 7、固定 11 個 PVC 管夾，最後總整理 (20 分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