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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條，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無人受傷或死亡時，倘汽車尚能行駛，而不儘速將汽車位置標繪移置路邊，致妨礙交通者，不處罰鍰 
致人受傷或死亡者，應即採取救護措施及依規定處置，並通知警察機關處理，不得任意移動肇事汽車及現場痕跡證據 
無人受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4】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肇事逃逸案件，經通知汽車所有人到場說明，若無故不到場說明，將受到何種
處分？ 
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乙次  記該汽車所有人違規點數 
吊扣該汽車所有人之駕駛執照 吊扣該汽車牌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1】3.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18-1條，汽車未依規定裝設行車紀錄器者，處汽車所有人多少罰鍰？ 
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 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 
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四千八百元以下 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 

【3】4.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使用燈光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600 元以上 1,200元以下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 
 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   1,800元以上 5,400元以下 

【2】5.二輛以上之汽車共同在道路上蛇行，或在道路上競駛、競技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罰鍰 
當場禁止其駕駛  吊銷其駕駛執照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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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應於多少公尺間，明顯標
示之？ 
 100 公尺至 300公尺  200 公尺至 1000公尺  300公尺至 1000公尺  500公尺至 1500公尺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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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列何者並非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渡口不依規定者 汽車駕駛人，駕車行經坡道，上坡時蛇行前進 
倒車前未顯示倒車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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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汽車駕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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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駕駛人，按鳴喇叭不依規定，或按鳴喇叭超過規定音量者 
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 
汽車駕駛人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停車 
汽車駕駛人，不在未劃分標線道路之中央右側部分駕車者 

【2】10.小型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處駕駛人新臺幣多少罰鍰？ 
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 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 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 

【2】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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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元 五百元 六百元 三百元 

【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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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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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百元 一千元 一千五百元 三千元 

【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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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汽車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記違規紀錄於三個月內共達幾次以上者，吊扣其汽車牌照一個月？ 
一次 二次 三次 五次 

【2】16.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之日起，逾幾個月不得舉發？ 
 1 月  3 月  6月  12月 

【1】17.疏縱或牽繫禽、畜、寵物在道路奔走，妨害交通者，處所有人或行為人多少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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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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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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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所稱幼童，係指年齡在幾歲且體重在十八公斤以下之兒童？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 

【1】20.汽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手持香菸、吸食、點燃香菸致有影響他人行車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多少元罰鍰？ 
 600 元  900 元  1,000元  1,200元 

【4】21.未滿十八歲之人，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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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者，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或警察機關檢舉，
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幾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5 日  7日  10 日  14日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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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鐘  5分鐘  10 分鐘  15分鐘 

【2】24.下列何者非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定義之車輛？ 
汽車 捷運 機車 慢車 

【3】25.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汽車臨時牌照使用期限，下列何者錯誤？ 
准許過境之外國汽車，應由入境之公路監理機關核發臨時牌照，最多不得超過三個月，並於出境時繳回 
買賣試車時之汽車，不得超過五日 
因出售或進口由甲地駛往乙地時之汽車，在同一省市不得超過五日 
駛往海關驗關繳稅之汽車，不得超過五日 

【2】26.下列名詞，何者未在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加以定義？ 
市區雙層公車 砂石車 特種車 半拖車 

【1】27.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汽車在未領有正式牌照前，下列何者無須申領臨時牌照？ 
因出售或進口由甲地載往乙地時 駛往海關驗關繳稅 
買賣試車時  准許過境之外國汽車 

【2】28.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客車之載運，下列何者正確？ 
公共汽車於尖峰時刻載重未超過核定總重量者，載運乘客仍不得超過核定之人數 
拒載患有傳染、瘋狂病及攜有惡臭物品之乘客 
計程車得任意拒載乘客 
計程車在設有停車上客處標誌之路段，得沿途攬載 

【1】29.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個人名義申請機車新領牌照登記，如係委託機車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代辦，不需要下列何者？ 
車主國民身分證正本  當地機車商業同業公會開具之證明書 
代辦業者之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代辦人身分證正本 

【3】30.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滿幾年審驗一次？ 
 1 年  2年  3 年  5年 

【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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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2年  3 年  4年 

【3】3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汽車交會時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未劃有分向標線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或不良之道路交會時，應減速慢行 
在山路交會時，靠山壁車輛應讓道路外緣車優先通過 
會車相互之間隔不得少於一公尺 
夜間會車應用近光燈 

【2】33.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如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多少單響或變換燈光幾次？  
按鳴喇叭一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 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 
按鳴喇叭一單響或變換燈光二次 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二次 

【1】3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汽車迴車時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行經圓環路口，除設有專用迴車道者外，應繞圓環迴車 
得於在設有彎道、坡路、狹路、狹橋、隧道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迴車 
得於禁止左轉路段迴車 
聯結車得迴轉 

【3】35.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列何者非屬汽車檢驗之種類？ 
申請牌照檢驗 臨時檢驗 吊銷牌照檢驗 定期檢驗 

【3】3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起，機車出廠幾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10 年  6年  5 年  3年 

【2】37.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領有牌照之自用小客車，其出廠年份 10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幾次？ 
 1 次  2次  3 次  4次 

【4】38.依道路交通交通安全規則第 93條行車速度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 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五十公里 
應依減速慢行之標誌、標線或號誌指示行駛 
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仍應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 

【4】39. 依道路交通交通安全規則，下列定義何者錯誤？ 
客貨兩用車：指兼載人客及貨物之汽車 
貨車：指裝載貨物四輪以上之汽車 
代用客車：指不載貨時代替客車使用之貨車 
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四歲兒童之客車 

【4】40.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下列何者車輛之證照免申請換發？ 
校車汽車行車執照 幼童專用車汽車行車執照 救護車汽車行車執照 機車行車執照 

【3】4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七月一日起，新領或未逾七十五歲駕駛人已領有之普通駕駛執照有效期
間至年滿七十五歲止，其後應每滿幾年換發一次？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2】4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汽車牌照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得矇領 不得偽造 得借供他車使用 得使用他車牌照行駛 
 

 
【請接續背面】 



【3】43.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有關車輛車身顏色及加漆標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救護車漆白色並應於車身兩側標示紅十字 消防車漆大紅色 
汽車車身顏色得與警用巡邏車相同  
大型客貨兩用車應於兩邊車門或顯明位置標示牌照號碼、乘客人數及載重噸位 

【1】4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汽車丈量量計方法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後懸：最後軸中心點與車尾間之距離，保險桿亦計在內  
輪距：左右輪胎中心線之距離，雙輪者以左右雙輪中心線之距離為準 
車長：自前保險桿至車尾最末端之長度 
車高：自地面至車身最高點之高度 

【2】45.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下列何者非屬計程車設置車頂廣告看板架者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檢驗及變更之登記文件？ 
經交通部認可之專業機構審驗合格之車頂廣告看板架型式審驗報告 
駕駛執照 
異動登記書二份 
汽車新領牌照登記書 

【1】4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幾年，逾期即將牌照註銷？ 
 1 年  2 年  3年  5年 

【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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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3 日  5日  7日 

【2】48.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小型汽車置放架，如裝置於車輛後側，其長度不應超過後側車身外多少公分？ 
 60 公分  50 公分  40公分  30公分 

【2】49.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貨車之裝載，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算起，大型車不得超過多少公尺？ 
 3 公尺  4 公尺  5公尺  6公尺 

【4】50.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聯結車輛之裝載，下列何者錯誤？ 
半聯結車裝載之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曳引車及半拖車核定之總聯結重量 
全聯結車裝載之總聯結重量，不得超過兼供曳引大貨車核定之總聯結重量 
裝載之貨物及貨櫃不得伸出車尾以外，裝載貨櫃時，並應與拖車固定聯結 
不符合規定之傾卸框式半拖車得裝載砂石、土方 

【1】5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曳引車牽引拖架時，下列何者錯誤？ 
裝載物之長度未達十公尺以上者，得使用拖架  
裝載後全長不得超過十八公尺 
裝載物品之長度自曳引車第五輪中心線至裝載物品前端間之距離不得超過一公尺 
裝載物品後不得超過曳引車核定之總聯結重量及拖架核定之總重量 

【3】5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9條，關於汽車行駛時使用燈光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夜間應開亮頭燈  行經隧道、調撥車道應開亮頭燈 
遇濃霧、雨、雪、天色昏暗或視線不清時，應開亮頭燈及霧燈 
非遇雨、霧時，不得使用霧燈 

【1】53.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右側，但單行道應緊靠路邊停車。其右側前後輪
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多少公分？ 
六十公分 五十公分 四十公分 三十公分 

【3】5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汽車停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或汽車修理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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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停車營業 
在設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標誌處所，非身心障礙者用車亦得停放 
不得併排停車 

【2】55.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駕駛慢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慢車行經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穿越時，無論有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或號誌指示，均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 
慢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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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關於慢車行駛至交岔路口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直行時，應順其遵行方向直線通過，得蛇行搶先 
行駛於二車道以上之單行道左側車道或左側慢車道者，應採兩段方式右轉 
行駛於同向二車道以上之單行道右側車道或右側慢車道者，應依兩段方式進行左轉 
在設有交通島劃分行車方向或快慢車道之道路行駛，不得左轉 

【3】57.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遇有濃霧、濃煙、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狀況，
致能見度甚低時，下列處理方式何者錯誤？ 
暫停路肩  顯示危險警告燈  
時速應低於五十公里  執行任務之消防車應依規定裝置明顯警示標識 

【1】58.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有關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屬省道部分為下列何者？ 
交通部公路總局 交通部快速公路局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交通部高快速公路管理局 

【3】59.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有關名詞之釋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中央分隔帶指隔離雙向行車之中間界區 主線車道指車道中可供汽車直駛之車道 
匝道指設於車道之外側，路面邊線與護欄或邊溝間之部分 
中內車道指同向四車道或五車道中鄰接內側車道之車道 

【4】60.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在交通不壅塞時，有關較慢速小型車，應行駛於外側車道，並得暫時利用緊臨
外側車道之車道超越前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快速公路最高速限每小時六十公里以上之路段，行駛速率低於每小時五十公里 
在快速公路最高速限每小時七十公里以上之路段，行駛速率低於每小時六十公里 
在高速公路最高速限每小時八十公里以上之路段，行駛速率低於每小時七十公里 
在高速公路最高速限每小時九十公里以上之路段，行駛速率低於每小時八十公里  

【1】61.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有之行為，不包括下列何者？ 
拖拉故障車輛，使用鋼質連杆 跨行車道、迴轉、倒車或逆向行駛 
擅自開啟或穿越中央分隔帶分向設施 在路肩上行駛，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或倒車 

【4】62.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汽車在行駛途中，變換車道或超越前車時，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其不
得有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驟然或任意變換車道 未依規定使用方向燈 未保持安全距離及間隔 按鳴喇叭使前車讓道 

【2】63.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汽車因故停於路肩，停駐路肩原因排除後駛入主線車道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先利用路肩逐漸增加車速 應自路肩快速駛入內側車道  
應判明交通情況確達安全距離 應遵守交通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 

【2】64.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行經隧道路段，應遵守之規定，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開亮頭燈  如汽車因機件故障無法繼續行駛時，應立即加速並駛往緊急停車彎待援 
駕駛人因緊急情況無法繼續行駛時，應先顯示方向燈逐漸減速緊靠路側停車待援 
待援期間應將車輛熄火並顯示危險警告燈 

【3】65.汽車行駛於長度四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如因隧道內道路壅塞、事故導致車速低於每小時二十公里或停
止時，所有車輛應保持幾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 
一公尺 十公尺 二十公尺 五十公尺 

【3】66.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大型重型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隧道路段，因機件故障無法繼續行
駛時，應遵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顯示危險警告燈  牽移離開車道 
在故障車輛後方五十公尺處設置故障警示設施 該故障警示設施應可於夜間距離二百公尺處辨識 

【1】67.下列何者不得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 
市區雙層公車 跑車 聯結車 大客貨兩用車 

【3】68.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快速公路，應遵守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禁止同車道超車  駕駛人及附載座人均應戴安全帽 
僅得於外側車道併駛  全天開亮頭燈 

【2】69.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三輪汽車或馬達三輪車不得行駛於快速公路 汽車駛離高速公路擬進入交流道時，應循路肩逐漸降低速率行駛之 
汽車行駛快速公路，不得在指定場所以外之路段裝卸貨物或上下乘客 
貨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 裝載之貨物，應嚴密覆蓋、捆紮牢固 

【1】70.貨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有關其裝載物品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裝載砂石等粒狀物品，如超出車廂高度，應嚴密覆蓋 
載運家畜、魚類之車輛，應有防止滲漏及盛裝排泄物之裝置 
裝載超長物品，其後伸部分，不得遮擋車後燈光、號牌 
載運獸類之車輛，不得滲漏或任意傾倒其排泄物 

【4】71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前，應妥為檢查車輛，在行駛途中不得有下列何種情形？  
A.缺水、缺電、缺燃料 B.車輪、輪胎膠皮或車輛機件脫落 C.輪胎胎面磨損至 CNS 1431 汽車用外胎標準  
僅 A 僅 AB 僅 AC  ABC 

【2】72.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有關載重之貨車、客貨兩用車、聯結車進入地磅站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應依標誌、標線、號誌指示行駛 駛至地磅上應緊急煞車 
依服務人員或號誌之指示停車或開車 裝載貨物不得超過核定之總重量 

【1】73.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載重之貨車、聯結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總聯結重量逾百分之多
少而無法當場卸貨分裝者，經舉發後，未依責令改正繼續行駛者，得連續舉發處罰？ 
二十 三十  五十 六十 

【2】74.汽車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停放車道外側路肩之故障車輛逾幾小時者，除應予拖、吊、移置、保管、處理外，並
應予以舉發處罰？ 
一小時 二小時 三小時 六小時 

【3】75.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停放服務區、休息站內之車輛逾幾小時者，除應予拖、吊、移置、保管、
處理外，並應予以舉發處罰？ 
十二小時 八小時 四小時 二小時 

【3】76.汽車行經高速公路，違反「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應予拖、吊、移置、保管、處理，並予以舉發
處罰之情形，下列何者非屬之？ 
交通事故損壞之車輛妨害交通者 違規停車未能依規定迅即移離 
因執行任務停放於隧道內之車輛  
行駛中車輛機件發生故障，妨害交通未能即時移置於無礙交通處所者 

【1】77.車輛拖、吊、移置、保管、處理之費用，由下列何者負擔？ 
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 保險公司 公路管理機關 轄管警察機關 

【1】78.有關汽車行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載運物品散落於車道或路肩時之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汽車駕駛人應於物品後方十公尺至三十公尺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 
即時清除 
無法即時清除時，應即通知該管公路管理機關協助處理之 
所需費用由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負擔 

【3】79.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經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登記許可之拖、吊車輛，不得擅自在其沿線路權範圍內營業 
經警察機關核准者，在高速公路執行交通稽查之交通勤務警察得攜帶稽查證實施便衣交通稽查 
在快速公路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應穿著便服，或攜帶識別證 
在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上執勤之車輛，應有明顯之標識 

【1】80.高速公路之交通事故由下列何者處理？ 
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 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當地公路監理機關  所轄縣、市政府交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