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107年度從業職員及從業評價職位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從業評價職位人員－駕駛 

專業科目 2：車輛機械常識、駕駛職業道德  

 

—作答注意事項— 

 

① 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卡(卷)、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

號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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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作答者，不予計分。 

② 答案卡(卷)須保持清潔完整，請勿折疊、破壞或塗改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及條碼，亦

不得書寫應考人姓名、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③ 本試題本為雙面，共100分，答案卡(卷)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未依規定劃記答

案卡(卷)，致讀卡機器無法正確判讀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④ 選擇題限用2B鉛筆作答。請按試題之題號，依序在答案卡(卷)上同題號之劃記答案

處作答，未劃記者，不予計分。欲更改答案時，請用橡皮擦擦拭乾淨，再行作答，

切不可留有黑色殘跡，或將答案卡(卷)汙損，也切勿使用立可帶或其他修正液。 

⑤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 (依考選部公告「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

準」規定第一類：具備+、－、×、÷、%、√ 、MR、MC、M+、M- 運算功能，不

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並不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

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意使用者，該

節扣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⑥ 答案卡(卷)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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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為提高汽缸容積效率，汽門啟閉的時間，常設計為？ 

(A)早開早關 (B)早開晚關 (C)晚開早關 (D)晚開晚關 

2. 汽車引擎機油在長久未定期更換的情況下，下列何種零件較易損壞： 

(A)變速箱 (B)空氣濾清器 (C)引擎內部機件 (D)高壓線 

3. 柴油引擎吸入汽缸的是：  

(A)空氣  (B)混合汽  (C)柴油粒子 (D)依設計而不同 

4. 現今汽車之真空增壓煞車器的真空基本上其真空來源來自於： 

(A)文氏管 (B)排氣歧管 (C)空氣壓縮機 (D)進汽歧管 

5. 若汽門腳間隙調整過大，則下列何種情形不會發生？ 

(A)汽門開啟時間延後 (B)引擎性能變差 (C)汽門燒壞 (D)汽門動作噪音變大 

6. GDI汽油引擎是指： 

(A)汽缸內汽油直接噴射引擎 (B)單點汽油噴射引擎 

(C)進氣口汽油噴射引擎 (D)節氣閥體汽油噴射引擎 

7. 檢查引擎機油時，發覺機油呈現乳白色，則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項元件損壞？ 

(A)活塞環 (B)火星塞 (C)汽缸床墊 (D)汽門油封 

8. 在汽車排氣污染物中，下列哪一種污染氣體是在燃燒溫度極高時產生？ 

(A)NOX (B)HC (C)SOX (D)CO 

9. 電瓶的電水因充放電而自然減少時，應當添加： 

(A)稀硫酸 (B)比重為1.280的電水 (C)礦泉水 (D)蒸餾水 

10. 在汽車冷氣系統中，膨脹閥是裝在： 

(A)蒸發器入口處 (B)冷凝器出口處 (C)儲液筒入口處 (D)壓縮機出口處 

11. 駕駛自排車做長距離下坡時，為了能有較好的引擎剎車效果，排檔桿宜置於： 

(A)Ｄ檔     (B)Ｒ檔    (C)Ｌ檔   (D)Ｎ檔 

12. 真空液壓煞車之汽車在引擎未發動時，先踩下煞車踏板一半，再發動引擎，若煞車踏

板往下沉，則表示該系統有何狀況？ 

(A)分泵漏油 (B)真空門漏氣 (C)大氣門漏氣 (D)正常現象 

13. 調整橫拉桿的長度可以改變車輛的： 

(A)前束 (B)外傾角 (C)內傾角 (D)後傾角 

14. 冷媒在何處由液態變成氣態？ 

(A)冷凝器 (B)蒸發器 (C)膨脹閥 (D)壓縮機 

15. 汽車大轉彎時，兩前輪之轉向角度：  

(A)一樣大   (B)內側輪比外側輪小 

(C)內側輪比外側輪大  (D)不一定   

 



第 2頁，共 5 頁 

16. 小客車的起動馬達，作起動負載試驗時，其搖轉電壓（Cranking Voltage）最少應在多

少伏特以上表示電瓶電量正常？ 

(A)6V (B)9.6V (C)10.5V (D)12V 

17. 若剎車總泵後端防塵套處有剎車油滲出，可能原因為？ 

(A)總泵回油孔堵塞  (B)總泵防止門損壞 

(C)總泵第一皮碗損壞  (D)總泵第二皮碗損壞 

18. 假若將二個12V50AH的電瓶串聯時，則其電壓與電容量會變為多少？  

(A)12V50AH (B)12V100AH (C)24V50AH (D)24V100AH 

19. 觀察輪胎胎面磨損狀況，發現輪胎中央部份磨損最為嚴重，其最可能的原因為？ 

(A)輪胎胎壓太低  (B)輪胎胎壓太高 

(C)外傾角太大  (D)避震器故障 

20. 下列何種燈須經點火開關才會作用？ 

(A)危險警告燈 (B)小燈 (C)方向燈  (D)煞車燈 

21. 火星塞的電極溫度太低時，則： 

(A)跳火電壓較低 (B)較易點燃混合汽 (C)電極容易燒蝕 (D)電極容易積污 

22. 引擎冷卻系統中節溫器的最主要目的為： 

(A)防止熱水倒流  (B)使引擎能夠快速達工作溫度 

(C)保持水箱溫度  (D)提高冷卻水的沸點，減少蒸發 

23. 輪胎型號205/55 R16 95H，其中表示輪胎寬度的是： 

(A)205    (B)55    (C)16    (D)95 

24. 柴油引擎行駛時冒黑煙，其下列何者為可能原因？ 

(A)燃料混有水份 (B)空氣濾清器阻塞 (C)噴射壓力太高 (D)噴射過遲 

25. 汽油引擎之混合汽太濃時，則排出的廢氣是： 

(A)藍色 (B)淡黃色  (C)白色  (D)黑色 

26. 行車應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安全距離指的是？ 

(A)與前車保持適當距離，當前車緊急煞車時我能在不減速的情況下從他身旁閃過 

(B)與前車保持適當距離，當前車緊急煞車時我能有足夠的距離完成煞車或輕易地脫離 

危險，不會追撞前車 

(C)與前車保持適當距離，以防前車能從後視鏡窺看我在車內的一舉一動 

(D)無論車速多少與前車保持10公尺距離就是安全距離 

27. 車輛進入長隧道如遇交通事故或災變而發生壅塞時應靠行隧道？ 

(A)兩側 (B)左側 (C)右側 (D)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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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下列何者是具備駕駛道德的觀念？ 

(A)思考如何才能最快到達目的地 

(B)駕駛中思考如何進行防禦行為 

(C)不作傷害自己或他人用路安全之駕駛行為 

(D)預先發現危險並即時反應 

29. 汽車轉彎或變換車道時，駕駛人要養成將頭左右擺動查看的習性，是因為要： 

(A)查看前方來車  (B)注意照後鏡的視野死角 

(C)避開擋風玻璃的反光 (D)查看後方來車 

30. 車輛行駛於長下坡路段時應如何操作以確保安全？ 

(A)將車輛熄火，利用重力自然滑下可減少油耗 

(B)持續踩下煞車減速，以免車速過快影響安全 

(C)拉起手煞車減速，並提高注意力 

(D)應使用低速檔利用引擎煞車減速，必要時再踩煞車降低車速 

31. 在雙向車道上「欲」超前行車，發現對向有來車，你應該： 

(A)立即減速放棄超車  (B)加速搶先超越 

(C)鳴喇叭，使來車避讓 (D)閃遠燈，強行切入 

32. 夜間行車遇來車開遠光燈且不切換為近光燈時應如何處理？ 

(A)我也開遠光燈照回去 (B)立即停車搖下車窗並大聲斥責 

(C)長按喇叭提醒來車  (D)不和對方一般見識並減速慢行，安全至上 

33. 駕車行經泥濘或積水地段正有行人行走時應： 

(A)按鳴喇叭，慢速通過 (B)加速衝過積水 

(C)減速慢行，避免污水濺及行人 (D)大鳴喇叭促使行人走避 

34. 駕駛於高速公路上應注意： 

(A)車輛行駛於中線車道的車速至少為最低速限，並勿佔用內側車道 

(B)內側車道為超車道，當小型車於不堵塞行車的狀況下得以最高速限行駛於內側車道 

(C)以最低速限行駛時只要不佔用內側車道就一定不會被取締 

(D)高速公路最低速限的寬限值為10公里 

35. 不幸發生交通事故，應： 

(A)立即停車保持現場跡證 (B)靠邊停車 

(C)打電話報警及檢查對方受傷情形協助送醫(D)找人助勢 

36. 駕駛車輛時遇後方有大貨車開遠光燈快速駛近，欲逼你讓道時，該如何處理？ 

(A)不理他，保持現況繼續前進  

(B)急踩煞車，表示不滿 

(C)注意附近車況安全後變換車道，讓大貨車超車通過 

(D)在原車道減速行駛，並示意大貨車從隔壁車道超車 

37. 車輛行經交岔路口時應注意： 

(A)交通號誌為綠燈時仍應注意安全，稍作減速通過 

(B)綠燈時發現斑馬線上仍有行人應長按喇叭示意行人快速通過，以免影響交通 

(C)遇黃燈亮時應立即大踩油門快速通過 

(D)見前方路段塞車時應跟緊前車，以免變紅燈時無法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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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平穩駕駛，就是要求： 

(A)速度慢一點  (B)早一點煞車，慢一點變換車道 

(C)晚一點煞車，早一點換車道 (D)減少換檔 

39. 汽車行駛中欲變換車道時應作何處置？ 

(A)先踩煞車再變換車道 

(B)按住喇叭待變換完畢後放開 

(C)因後方車輛會禮讓，可以直接變換車道 

(D)應先顯示切換方向之方向燈，確認後方車輛安全再變換車道 

40. 關於爆胎防衛性駕駛觀念，下列何者不正確？ 

(A)放鬆油門  (B)雙手抓穩方向盤 

(C)急踩煞車  (D)開啟方向燈向右方路側停靠 

41. 下列何者不是一位駕駛應該有的行為？ 

(A)飲酒後須確認自己還能開車再上路 

(B)變換車道先打方向燈並確認安全時再變換 

(C)依照道路速限行駛車輛 

(D)依照交通號誌行駛車輛 

42. 汽車駕駛人對乘客或貨主最優良的服務是安全、舒適、快捷，如果三者難以兼顧時，

應以何者為優先： 

(A)舒適 (B)快捷 (C)方便 (D)安全 

43. 下列何者不是駕駛該具備的觀念？ 

(A)一定遵重自己與他人的生命 (B)隨時要有互讓的精神 

(C)有高超的駕駛技術等於絕對的行車安全 (D)務必在身心良好的狀態下駕駛 

44. 山區駕駛要領，下列何者不正確？ 

(A)遵守規定開頭燈 

(B)靠山谷的車輛應該禮讓靠山壁的車輛先行 

(C)勿太靠近路肩邊溝行駛 

(D)急速下坡或長距離下坡時，絕不可以用空檔行駛 

45. 為避免自己的駕駛死角而發生危險，駕駛應該要怎麼做？ 

(A)每次變換車道一定要打方向燈 (B)僅需專注於前方路況 

(C)隨時注意後照鏡看是否有後方來車追撞 (D)與前方車輛保持安全車距即可 

46. 在深夜郊外道路上，空曠無車無人的情況下： 

(A)閃黃燈快速行駛  (B)可以超速行車 

(C)仍應按規定速限內行駛 (D)可以稍微超過限制，但不宜太快 

47. 開車行經路口轉彎處時遇到行人欲通過路口應如何處理？ 

(A)按喇叭警告行人快速通過 (B)停車禮讓行人優先通過 

(C)不予理會直接轉彎  (D)閃大燈後即可開車轉彎 

48. 在狹路與他車交會時應： 

(A)搶先前進迫使對方讓路  

(B)閃超車燈示意對方讓路 

(C)大鳴喇叭，警告對方避讓 

 (D)預先估計有足夠位置儘量靠邊停讓他車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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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超速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之一，駕駛員應： 

(A)規畫行車路線，避免趕時間而超速 

(B)調整車輛油門裝置，避免超速 

(C)行經無速限標示之路段即可高速行駛 

(D)改裝煞車裝置，增加煞車性能就可以避免超速肇事 

50. 下列何者為不道德的駕駛行為？ 

(A)大型車行駛外側車道 (B)依規定裝載 

(C)定期保養減少污染空氣 (D)行經積水或泥濘路段不減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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