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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 1-40題，每題 1.25分，共計 40題，占 50分】 

【2】1.下列何者屬於機關發布之命令的名稱？ 

通則 準則 條例 法 

【3】2.有關特別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普通法優先於特別法  新普通法優先於舊特別法 

商事法為民法之特別法，優先於民法 民法優先於家事事件法 

【4】3.依憲法規定，法律須經立法院通過，並由何人公布始生效力？ 

立法院長 行政院長 大法官 總統 

【3】4.依憲法規定，法律案通過後，若行政院認為有窒礙難行時，經總統核可後，可移請立法院如何處置？ 

附議 復議 覆議 複決 

【4】5.有關總統、副總統之彈劾案經立法院提起，移送何種法庭審理？ 

智慧財產法院  行政法院交通法庭 

最高法院刑事庭  司法院憲法法庭 

【2】6.有關民法權利能力、行為能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滿 18歲有完全行為能力  權利能力始於出生 

 7歲以下為有限制行為能力 未成年已結婚者有限制行為能力 

【1】7.依刑法規定，條文若有稱以上、以下、以內者，應如何計算刑期？ 

俱連本數或本刑之計算 

均不含本數或本刑 

以上含本數或本刑之計算，以下不含本數或本刑 

以內不含本數或本刑 

【3】8.依刑法規定，下列何者為從刑？ 

死刑 無期徒刑 褫奪公權 罰金 

【2】9.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年齡自出生之日起算 

出生於除夕，過年即滿一歲 

知道月而不知道日者，推定為該月 15日出生 

知道年而不知道月日者，推定為 7月 1日出生 

【2】10.依憲法規定，總統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可以發布何種措施為必要之處

置？ 

授權命令 緊急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計畫 

【1】11.下列何種原則，乃說明命令不得抵觸法律之規定？ 

法律優位 法律保留 誠信原則 比例原則 

【2】12.下列法律何者屬於社會法？ 

刑法 勞動基準法 民法 行政程序法 

【4】13.下列職務何者為終身職？ 

總統 大法官 行政院長 法官 

【2】14.依刑法第 148條規定：「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三百元以下罰金。」，係下列何種處罰方式？ 

易科罰金 專科罰金 選科罰金 併科罰金 

【2】15.依民法規定，民事所適用的法源按順序為何? 

習慣、法律、法理  法律、習慣、法理 

法律、法理、習慣  習慣、法理、法律 

【1】16.依民法規定，非對話為意思表示者（如郵局信件），於何時生效，係採： 

到達主義 瞭解主義 發信主義 表意主義 

【2】17.依刑法規定，法院於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宣告時，其合併刑期最長為幾年？ 

 20年  30年  40年  50年 

【1】18.依民法「期間」起算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日定期間者，始日不算入 以年定期間者，始日算入 

以時定期間，始日不算入  以月定期間者，始日算入 

【3】19.依刑法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是屬於下列何種原則？ 

從舊從輕 從新從輕 罪刑法定 告訴乃論 

【1】20.下列何者屬於我國司法制度之特色？ 

行政法院 法官民選 巡迴法院 陪審制度 

【1】2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以文字或圖案繪製之標牌。是指： 

標誌 標線 號誌 行車資訊告示牌 

【3】2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職業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參加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係指未參加： 

職業駕駛工會 車輛定期檢驗 駕駛執照審驗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1】23.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多少小時經查屬實，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

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 

八小時 九小時 十小時 十二小時 

【3】24.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

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 

新臺幣六百元罰鍰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 

新臺幣三千元罰鍰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4】25.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高、快速公路之內車道超車後，如有安全距離未駛回原車道，致堵塞超車道行車者，處： 

新臺幣三千元罰鍰  新臺幣六千元罰鍰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 

【2】2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除罰鍰外並當場移置保管

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其標準為：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05毫克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15毫克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毫克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55毫克 

【4】27.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規定繫安

全帶者，處駕駛人：. 

新臺幣三百元罰鍰  新臺幣六百元罰鍰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2】28.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用以表示道路上之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規定，告示車輛駕駛人及行人

嚴格遵守的是： 

警告標誌 禁制標誌 指示標誌 輔助標誌 

【4】29.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梅花形白底綠邊黑色阿拉伯數字之標誌為： 

鄉道路線編號標誌  縣道路線編號標誌 

省道路線編號標誌  國道路線編號標誌 

【4】30.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理規則規定，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大型車，下列何者可使用經濟部

驗證合格之翻修輪胎？ 

遊覽車 

國道客運路線營業車輛 

除遊覽車及國道客運路線營業車輛以外之大型車 

除遊覽車及國道客運路線營業車輛以外大型車之非轉向軸 

【4】3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各類車輛所使用輪胎之胎紋深度，應不得磨損至： 

任一點不足 1公厘  任一點不足 1.2公厘 

任一點不足 1.6公厘  任一胎面磨耗指示點 

 



【2】3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停車時，有併排停車之情事者，處汽車駕駛人： 

新臺幣一千兩百元罰鍰  新臺幣二千四百元罰鍰 

新臺幣三千六百元罰鍰  新臺幣四千八百元罰鍰 

【1】33.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駕駛汽車有下列何者情形，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禁止

其駕駛？ 

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按鳴喇叭不依規定，或按鳴喇叭超過規定音量者 

不依規定使用燈光 

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 

【1】34.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須停車觀察，認為安全時，方得再開。設於安全停

車視距不足之交岔道路次要道路口。此為： 

停車再開標誌  停車檢查標誌  

讓路標誌  車道遵行方向標誌 

【2】35.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 

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罰鍰 

【3】3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欲轉彎時，應距路口幾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 

十公尺 二十公尺 三十公尺 五十公尺 

【4】37.汽車所有人、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應繳納罰鍰而不繳納者，得： 

公路主管機關逕行註銷汽車牌照 沒入車輛 

吊銷駕駛執照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3】38.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交岔路口闖紅燈者，

處： 

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一萬二千元罰鍰 

【1】39.依道路安全交通規則規定，汽車檢驗分為三種，下列何者錯誤？ 

年度檢驗  申請牌照檢驗  

定期檢驗  臨時檢驗 

【2】40.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行駛於隧道路段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行駛於長度 4公里以上之隧道，小型車應保持 5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 

行駛於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大型車應保持 7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 

行駛於隧道內，應開亮頭燈 

如因故致隧道車速低於時速 20公里時，所有車輛應保持 20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 

第二部分：【第 41-65題，每題 2分，共計 25題，占 50分】 

【4】41.大型柴油車電路系統大多使用： 

 110V  220V  12V  24V 

【1】42.前進檔中，扭力最大的檔位為： 

一檔 二檔 三檔 超比檔 

【3】43.汽油引擎排氣顏色為黑色，表示： 

引擎燃燒機油  完全燃燒  

燃燒不完全  燃燒水分 

【3】44.徑向層輪胎規格 205/60 R15，其中 205表示： 

輪胎高度 205mm  輪胎高度 205cm 

輪胎寬度 205mm  輪胎寬度 205cm 

【2】45.汽車儀表板上的溫度表，是指何處的溫度？ 

汽缸燃燒室  引擎水套水  

進氣歧管  排氣岐管 

【4】46.汽車發電機是由下列何者傳動？ 

傳動軸 曲軸 鏈條 皮帶 

【1】47.為了增加汽缸容積效率，會以下列何者達成目的？ 

進汽門早開晚關  進汽門晚開早關 

排汽門早開晚關  排汽門晚開早關 

【3】48.排氣管排藍白煙，原因是汽缸內：. 

混合氣太濃  混合氣太稀  

有機油燃燒  火星塞火花微弱 

【3】49.現今汽車空調系統使用的冷媒是： 

 R12  R22  R134a  R410a 

【3】50.柴油引擎行駛時冒黑煙的原因可能是： 

燃燒系統有空氣  燃料系統有水分 

噴油嘴噴射不良  缸內燃燒機油 

【1】51.影響迴轉半徑最大的因素為： 

軸距 輪距 方向機 胎寬 

【4】52.四缸四行程引擎，點火順序為 1－3－2－4，當第 3缸在動力行程，則第 1缸為： 

進氣行程 壓縮行程 動力行程 排氣行程 

【3】53.汽車某一個車輪如果咬死，最可能的故障原因為何？ 

煞車踏板 煞車總泵 煞車分泵 煞車蹄片 

【4】54.踩下離合器踏板時，下列何種機件沒有動力？ 

釋放軸承 飛輪 離合器壓板 離合器片 

【4】55.踩下煞車踏板，會有跳動現象，主要原因為： 

煞車油洩漏  煞車油太多 

煞車油管中有空氣  煞車鼓失圓 

【4】56.一般鋼與鑄鐵的分別，通常含碳量在多少%以上稱為鑄鐵？ 

 0.02%  0.8%  1.0%  2.0% 

【1】57.碳鋼熱處理方法中，下列何者可以使材料變硬、強度增加？ 

淬火(Quenching)  回火(Tempering) 

退火(Annealing)  正常化(Normalizing) 

【3】58.黃銅是銅與哪種元素的合金？ 

矽(Si) 鐵(Fe) 鋅(Zn) 錫(Sn) 

【4】59.鋁(Al)不易被腐蝕是因為表面與氧作用後，產生什麼樣薄膜而不再繼續被氧化？ 

 AlO2  Al2O2  Al3O2  Al2O3 

【4】60.孔與軸的尺度與公差分別為 、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孔最大尺度為 27.99  軸最大尺度為 27.97 

兩者都是單向公差  孔的公差為 0.06 

【1】61.若施行外徑、內徑、深度、階級等的量測，游標卡尺可以量測的有幾種？ 

 4  3  2  1 

【2】62.有一雙線螺紋，轉一圈前進 10mm，請問螺紋節距為多少 mm？ 

 2  5  10  20 

【3】63.依 CNS標準齒輪，採用何種壓力角？ 

 14.5
0 

 15
0 

 20
0 

 22.5
0 

【2】64.若圖面量測皆為 10mm，下列哪一比例之物體實際長度最長？ 

 1：2  1：5  2：1  10：1 

【1】65.依第三角投影法規定，右側視圖應放在前視圖的什麼方位？ 

右方 左方 前方 後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