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基隆市公共汽車管理處 107年度儲備駕駛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代碼】：儲備駕駛員【N4001】 

專業科目一：交通法規、法律常識及服務品質(含職業道德)  
 ＊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編號、座位標籤、甄試類別、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
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為一張雙面，測驗題型為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50題，每題 2分，共計 100分。 

選擇題限以 2B 鉛筆於答案卡上作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
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
建程式、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  

答案卡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節成績以零分計算。 

【2】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汽車有下列何種情事，無須申請異動登記？ 

過戶 出借 報廢 註銷牌照 

【2】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多少罰鍰？ 

 300元  500元  600元  1,000元 

【1】3.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機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未依規定者，處駕駛人新臺幣多少罰鍰？ 

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6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罰鍰 

【2】4.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行駛於道路上，其駕駛人、前座或小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
帶者，處駕駛人新臺幣多少罰鍰？ 

 1,200元  1,500元  3,000元  5,000元 

【2】5.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吊扣其駕駛執照幾個月？ 

 1個月  3個月  6個月  1年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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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1,000元  2,000元  3,000元  5,000元 

【4】7.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未滿 18歲之人，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何人應
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僅汽車駕駛人  

僅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汽車駕駛人或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二擇一即可 

汽車駕駛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應同時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2】8.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駕駛人，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車輛，吊扣其駕駛執照幾個
月？ 

 1個月  3個月  6個月  1年 

【1】9.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臨時停車係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幾分鐘，
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3  5  10  15 

【4】10.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申請汽車駕駛執照筆試、路考，經考驗不合格申請再考驗者，距上次考驗之
時間不得少於幾日？ 

 1  3  5  7 

【2】1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汽車停車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汽車所有人不得在道路上停放待售或承修之車輛 

路邊劃有停放車輛線之處所得停車營業 

在設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標誌處所，非身心障礙者用車不得停放 

自用汽車不得於營業汽車招呼站停車 

 

【1】1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關於駕駛慢車之敘述，何者錯誤？ 

慢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若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無需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慢車不得牽引其他車輛或攀附車輛隨行 

慢車超車時，應在慢車道可容超越前車之處，沿前車左邊超越，再駛入原行路線 

慢車在夜間行駛應開啟燈光 

【1】13.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學習駕駛證之學習駕車有效期間，自領證之日起以幾年為限？ 

 1  2  3  4 

【2】14.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列何者得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 

曾犯故意殺人，經判決罪刑確定  

曾犯詐欺取財，經判決罪刑確定 

曾犯恐嚇取財，經判決罪刑確定  

曾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經判決罪刑確定 

【2】15.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汽車迴車時之規定，下列敍述何者錯誤？ 

行經圓環路口，除設有專用迴車道者外，應繞圓環迴車 

在鐵路平交道得迴車 

禁止左轉路段，不得迴車 

聯結車在任何路段均不得迴轉 

【1】1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有關機車附載人員或物品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小型輕型機車得附載人員 

重型及普通輕型機車在駕駛人後設有固定座位者，得附載一人 

載物者，小型輕型不得超過 20公斤，普通輕型不得超過 50公斤 

載物者，重型不得超過 80公斤，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 10公分 

【1】17.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11條之規定，下列何處得臨時停車？ 

陡坡 交岔路口 障礙物對面 消防車出入口 5公尺內 

【4】18.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9條規定，關於汽車臨時牌照使用期限，以下何者原則上得超過 5日？ 

駛往海關驗關繳稅之汽車  

買賣試車時之汽車 

駛往公路監理機關接受新領牌照前檢驗之汽車  

准許過境之外國汽車 

【3】19.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6條，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
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
應如何處理？ 

不加重其刑  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二 

【4】20.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自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1日起，下列車輛之證照何者免申請換發？ 

幼童專用車行車執照  校車行車執照  

救護車行車執照  機車行車執照 

【1】2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疏縱禽、畜、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者，處所有人或行為人新臺幣
多少罰鍰？ 

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6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罰鍰 

【4】2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多少罰鍰？ 

新臺幣 300元以上 6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6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罰鍰 

 



【1】2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1條第 3項所稱幼童所指為何？  

年齡在 4歲且體重在 18公斤以下之兒童  

年齡在 4歲或體重在 18公斤以下之兒童 

年齡在 6歲且體重在 20公斤以下之兒童  

年齡在 6歲或體重在 20公斤以下之兒童 

【4】2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汽車行駛中，駕駛人看到鐵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即將速度減低至時速
多少公里以下？ 

 50公里以下  40公里以下  30公里以下  15公里以下 

【1】25.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於行駛路肩之違規行為，採用固定或非固定式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
證明者，於一般道路應於多少距離間，明顯標示之？  

 100公尺至 300公尺   200公尺至 1,000公尺  

 300公尺至 1,000公尺   500公尺至 1,500公尺 

【3】26.下列何者不是我國憲法明文保障之人民參政權？ 

選舉 罷免 訴願 複決 

【2】27.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
之親友，並應於下列何種時限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12小時  24小時  36小時  48小時 

【3】28.公務員之懲戒屬於下列何者之職權？ 

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監察院 

【2】29.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其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時，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
事人之原意，民法規定應以下列何者為準？ 

以號碼為準  以文字為準 以最低額為準 以最高額為準 

【3】30.依我國刑法規定，行為人年滿幾歲後，須負完全之刑事責任？ 

 14歲  16歲  18歲  20歲 

【4】31.下列何者不是我國刑法規定之主刑？ 

死刑 拘役 罰金 罰鍰 

【4】32.下列何者不是民事糾紛的解決方式？ 

仲裁 調解 訴訟 訴願 

【2】33.乘坐轎車時，如果是由司機駕車，依乘車禮儀，應以何者為首位？ 

前座右側 後排右側 後排中間 後排左側 

【3】34.下列何者不是增進良好職場溝通的方式？ 

認真地傾聽對方陳述  

簡單清楚的表達  

得理不饒人的態度   

開放的心態 

【2】35.下列何者非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基本原則？  

尊重當事人之權益   

依照迅速及有效之方法 

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  

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3】36.職業道德與敬業精神的最佳展現場所為下列何者？ 

學校 家庭 職場 運動場 

【4】37.職業道德不包括下列何者？ 

公私分明 誠實信用 守時守禮 急功近利 

【4】38.當員工發現公司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可能對顧客造成危害時，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若非關個人之工作範圍，即毋庸處理  

為避免影響公司之營業，應對外保密 

可秘密通知同業，以爭取跳槽機會  

應立即通報主管或有關單位 

【3】39.依我國憲法規定，下列何者不是人民應盡之義務？ 

納稅 服兵役 服公職  受國民教育 

【1】40.下列有關立法委員之敘述，何者錯誤？ 

立法委員之任期為 4年，連選得連任 

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內所為之言論及表決享有免責權 

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立法委員不得兼任官吏 

【2】41.李小明 18歲已婚，向 20歲的王小華購買機車，請問兩人間買賣契約之效力如何？ 

無效   

有效  

效力未定   

須經李小明之法定代理人承認，始生效力 

【2】42.業務人員王大偉藉收取公司帳款之便，挪用款項炒作股票，獲利後再補回給公司。關於王大偉之行
為，下列何者正確？ 

公司並無金錢損失，故王大偉不構成犯罪 王大偉已構成業務侵占 

王大偉成立詐欺罪  王大偉成立竊盜罪 

【4】43.李四擔任公司之採購人員，利用職務向供應商索取回扣，導致公司受有相當於回扣金額之價差損失，
試問李四可能成立下列何罪？ 

詐欺 侵占 搶奪 背信 

【4】44.下列何者不會創設親屬關係？ 

出生 收養 結婚 死亡 

【3】45.下列有關著作權之敘述，何者錯誤？ 

著作權毋庸登記即得享有 

著作財產權，除著作權法另有規定者外，存續於著作人之生存期間及其死亡後 50年 

侵害著作權有刑事責任，且為非告訴乃論之罪 

受僱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以該受僱人為著作人 

【2】46.下列何者不受我國著作權法之保護？ 

外國人之著作  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  

電腦程式  學校期中考之考題 

【3】47.依營業秘密法之規定，關於侵害他人營業秘密之責任，下列何者正確？ 

僅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須負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 

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刑事責任  

須負民事損害賠償責任及行政責任 

【4】48.下列何者符合職業道德之表現？  

於上班時間從事私人事務   

下班時間利用公司客戶資料拓展人脈 

利用公司資源私下兼職，增加收入  

公私分明且兼顧公司與客戶利益 

【3】49.下列有關職業安全衛生法之敘述，何者錯誤？ 

其立法目的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 

依該法規定，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健康檢查 

依該法規定，健康檢查發現勞工有異常情形者，即得資遣勞工 

依該法規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 

【4】50.若執行職務時，發現公司有違反公共利益之不法情事時，下列何者正確？ 

公司之利益優先，故不得對外聲張 

先確認自己是否有責任，若無責任，則保持沉默 

若自己可能受牽連，應儘速離職，以免惹禍上身 

儘速向權責單位提出檢舉，並協助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