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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為中央組織的三級機關？ 

交通部路政司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 公務人員各職等人員依法應領取之基本給與，稱為： 

俸級 俸點 本俸 年功俸 

3 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此

稱為： 

行政處分 行政命令 行政罰 行政執行 

4 民眾提出行政訴訟時，有關交通裁決事件的第一審由何法院審理？ 

司法院 交通法院 地方法院 高等行政法院 

5 公務人員官等分委任、薦任、簡任，有關委任職等之範圍為何？ 

第六至九職等 第五至八職等 第三至六職等 第一至五職等 

6 客船管理規則中所定義之客船，指非小船且乘客定額超過多少人之船舶？ 

12  30  50  100  

7 依國營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規定，港務公司的業務範圍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商港區域之規劃、建設及經營管理 商港區域海運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 

自由貿易港區之開發及營運 商港服務費費率之擬訂 

8 小型車駕駛執照路考作業要點規定，路考（含場地及道路考驗）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幾分以上者為合

格？ 

50  60  65  70  

9 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由交通部會商那一個部會定之？ 

財政部 內政部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經濟部 

10 依公路法規定，公路修建經費負擔原則，何者為正確？ 

省道由省政府負擔  區道由區公所負擔 

縣道由縣（市）政府負擔 鄉道由鄉鎮公所負擔 

11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時將交通事故分類，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稱為： 

A1 類 A2 類 B1 類 B2 類 

12 目前國內推動的高齡駕駛人駕駛執照管理制度，主要對象為實施日期後屆滿幾歲領有各級普通汽車及機

車駕照之駕駛人？ 

60  65  7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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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所規定的獎勵範圍，不包括下列那項重大交通建設之興建、營運？ 

鐵路 大眾捷運系統 停車場 都市計畫道路 

14 依大眾捷運法規定，大眾捷運系統規劃報告書，最後的核定權為那一個機關？ 

行政院 交通部 立法院 當地地方政府 

15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用於觀光地區指示標誌、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及自行車路線編號

標誌之底色，為何種顏色？ 

紅色 藍色 綠色 棕色 

16 依公路法規定，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幾個月內籌備完竣？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6 個月 

17 標誌、標線、號誌之體形、顏色、大小、圖案、字體、反光、照明及設置位置等之設計，如因特殊需要

必需增減或變更者，應先報請交通部會同那一個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 

內政部 財政部 經濟部 教育部 

18 依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徵收計畫規定，下列何種車輛須徵收通行費？ 

公路管理機關與公路警察機關暨所屬單位因公執勤之公務車輛 

曳引車、兼供曳引大貨車、全聯結車及半聯結車 

掛有或噴有軍字牌照之執行戰備及訓練之國軍編裝車輛 

經公路主管機關核發行駛路線許可之市區或公路客運業營業車輛 

19 有關經營汽車運輸業申請核准籌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路汽車客運業，向縣（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遊覽車客運業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市區汽車客運業屬於直轄市者，向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市區汽車客運業屬於縣（市）者，向縣（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 

20 民用航空運輸業依法解散時，其許可證及航線證書同時失效，並應於幾日內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繳銷之？ 

10  15  20  30  

21 高雄捷運公司目前組織型態為何？ 

行政機關 行政法人 公營公司 民營公司 

22 大眾捷運系統運價，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應幾年檢討 1 次？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23 交通部為審議自由貿易港區發展相關事項，設自由貿易港區跨部會推動小組，其行政幕僚作業由交通部

那一個單位負責？ 

航政司 航港局 民用航空局 路政司 

24 裝載危險物品之船舶，依照規定，日間應懸掛何種顏色的旗？ 

藍色 綠色 白色 紅色 

25 商港區域內治安秩序維護及協助處理違反港務法令事項，由何種機關執行之？ 

港務警察機關 縣市警察機關 交通部航政司 港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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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指提供空運進口、出口、轉運或轉口貨物集散與進出航空站管制區所需之通關、倉儲場所、設備及服務

而受報酬之事業，稱為： 

航空貨運承攬業  航空站地勤業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空廚業 

27 航空站噪音防制工作，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會同那一個機關共同訂定噪音防制工作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國防部 內政部 科技部 

28 民用航空法規規定，有關超輕型載具之描述，何者錯誤？ 

最大起飛重量不逾 600 公斤 含操作人之總座位數不逾 2 個 

單一往復式發動機  設有機艙者，機艙應為可加壓式 

29 航空器之特種飛航，應先向那一個機關申請核准？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交通部 行政院 當地地方政府 

30 民用航空法規定，為照顧離島地區居民，對於往返居住地或離島與其離島間，搭乘航空器者，應予票價

補貼；請問澎湖縣馬公機場航線、金門縣尚義機場航線，其補貼票價標準為何？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31 交通標線依其型態分類，下列何者錯誤？ 

黃虛線設於路段中，用以分隔對向車道 

黃實線設於路側者，用以分隔對向車流 

紅實線設於路側，用以禁止臨時停車 

雙白實線設於路段中，用以分隔同向車道，並禁止變換車道 

32 下列何者不是航空站劃分等級的依據？ 

航線種類 飛機起降架次 場站面積大小 客貨運量多寡 

33 公路路線編號主要根據下列那一項法規規定之方法與原則進行編號？ 

公路法  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交通工程手冊 

34 依現行停車場法規定，路邊停車場採累進方式收費或限制停車時間，主要考慮因素為何？ 

停車位供需 停車延時長短 交通狀況 停車管理成本 

35 下列那一種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的處分是針對車輛駕駛人實施？ 

禁止行駛 禁止駕駛 禁止通行 記次制度 

36 依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徵收計畫規定，小客車、小貨車在國道高速公路每日行駛多少公里以內可以免費？ 

20  30  40  50  

37 船舶於商港區域外因海難事故致擱淺或故障漂流，船長及船舶所有人未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必要時何

者得逕行採取應變或處理措施？ 

商港經營事業機構 港務警察機關 交通部航港局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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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下列何者不是商港服務費的計費項目基準？ 

入港船舶總噸位  離境之上下客船旅客人數 

裝卸之貨物計費噸量  入港後產生廢棄物計費噸量 

39 國營鐵路運價率計算公式，是由下列那一機關審定？ 

交通部 審計部 行政院 立法院 

40 臺灣地區高速鐵路之建築、管理、監督、運送及安全，主要受下列那一項法規規範？ 

高速鐵路法 鐵路法 大眾捷運法 軌道法 

41 高雄市興建營運的輕軌捷運系統，車輛行駛在共用通行道路，駕駛人有爭道行駛行為，可依下列何種法

規處罰？ 

大眾捷運法  鐵路法 

輕軌捷運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42 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經營計程車客運業，應向下列那一機關申請核准？ 

中央公路主管機關 縣市公路主管機關 縣市警察機關 各地監理機關 

43 在道路上漆繪紅色禁止臨時停車標線所考慮的最基本因素為何？ 

重要路口附近 10 公尺  交通管理需求 

停車有安全疑慮  便於執法有據 

44 違規人不服拒絕酒測之裁決結果，應採取那一種救濟管道？ 

聲明異議 行政訴訟 訴願 請願 

45 都市計畫公共停車場用地，除作停車場使用外，並得作立體多目標使用，其最基礎法源為何？ 

都市計畫法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 

停車場法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46 現行法令規定機車在什麼樣的條件下，要實施兩段方式左轉？ 

同向三快車道以上道路  內側車道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 

T 型交叉路口  無左轉保護時相路口 

47 駕駛 42 公噸以上之動力機械行駛於道路時，駕駛人必須領有下列何種駕駛執照？ 

小型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大貨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聯結車以上之駕駛執照  動力機械專用駕駛執照 

48 公路主管機關為公路養護、修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得徵收下列那一種費用支應？ 

汽車牌照稅 汽車燃料使用費 汽車貨物稅 汽車登記辦理規費 

49 交通部設置負責加強全國道路交通安全事務之協調、監督及推動的單位名稱為何？ 

道路交通安全聯席會報  道路交通安全委員會 

道路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 道路交通安全主管會報 

50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交通事項制定自治法規，其程序與型式主要依據為何？ 

中華民國憲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 地方制度法 省市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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