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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依其使用性質分類，其中座位在二十四座以下之幼童專用車，是屬於下列何

種車種？ 

小客車 大客車 中型客車 大型特種車 

【2】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多久時間，若逾期即將牌照註銷？ 

 6個月  12個月  18個月  24個月 

【3】3.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滿多少年須審驗一次，並於審

驗日期前後一個月內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審驗？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1】4.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理機關，屬國道部分的管理單位為下列哪

個單位？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 縣市政府交通局 縣市政府工務局 

【3】5.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汽車在高速公路行駛途中，因機件故障或其他緊急情況無法繼續

行駛時，應滑離車道，在路肩上停車待援，並在故障車輛後方多少距離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 

 10公尺至 25公尺  25公尺至 50公尺  50公尺至 100公尺  100公尺至 150公尺 

【1】6.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大型車，下列何者不得使用翻

修輪胎？ 

遊覽車 市區客運 大貨車 聯結車 

【4】7.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汽缸總排氣量多少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可行駛於高速公路？ 

 250立方公分  350立方公分  450立方公分  550立方公分 

【3】8.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可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多少

元之罰鍰，並禁止其行駛？ 

 1,500元~3,000元  2,400元~5,000元  3,600元~10,800元  6,000元~15,000元 

【2】9.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行駛若有損毀或變造汽車牌照、塗抹污損牌照，或以安裝其他器具之方

式，使不能辨認其牌號，可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多少元之罰鍰，並責令申請換領牌照或改正？ 

 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  2,400元以上 4,800元以下 

 4,8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  5,000元以上 6,500元以下 

【4】10.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領有機車駕駛執照，卻駕駛小型車，可處新臺幣多少元之罰鍰，並當場禁止

其駕駛？ 

 1,5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  2,400元以上 4,800元以下 

 4,8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  6,000元以上 12,000元以下 

【2】1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若汽車尚能行駛，而不儘速將汽車位置標繪移置

路邊，致妨礙交通者，可處駕駛人新臺幣多少元之罰鍰？ 

 5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   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 

 1,8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  2,0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 

【1】1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在六個月內，若違規記點共達六點以上者，則吊扣駕駛執照多久？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3】13.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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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處駕駛人新臺幣多少元之罰緩？ 

五百元 一千元 一千五百元 二千元 

【3】14.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規定，汽車燃料使用費，營業車於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分季徵

收，請問自用車及機車於每年幾月進行一次徵收？ 

三月 五月 七月 九月 

【1】15.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圓形標誌通常用於下列何種情形？ 

禁制標誌 施工標誌 警告標誌 讓路標誌 

【3】16.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下列何種路況，應設置警告標誌？ 

平坦路段 直線路段 交岔路口 學校周邊 

【2】17.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小型汽車時速 100公里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在正常天候狀

況下，前後兩車間之行車安全距離（最小距離）為何？ 

 40公尺  50公尺  60公尺  70公尺 

【1】18.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可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多少之罰鍰？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  9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 

 1,000元以上 2,600元以下  1,0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 

【4】19.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雙節式大客車不得超過多少長度？ 

 11.25公尺  12.25公尺  15.55公尺  18.75公尺 

【2】20.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請問下列各款情事，何者可參加汽車駕駛執照考驗？ 

患有精神耗弱、目盲、癲癇疾病者 患有高血壓疾病者 

受吊扣駕駛執照之處分尚未期滿者 酒精、麻醉劑及興奮劑之中毒者 

【2】2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交會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會車相互之間隔不得少於半公尺 在峻狹坡路交會時，上坡車應停車讓下坡車先行駛過 

夜間會車應用近光燈  在山路交會時，靠山壁車輛應讓道路外緣車優先通過 

【1】2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三輪以上慢車未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登記，領取證照即行駛

道路者，處所有人新臺幣多少之罰鍰，並禁止其通行？ 

三百元 五百元 一千元 一千五百元 

【3】23.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有關領有牌照之汽車的定期檢驗，下列何者錯誤？ 

自用小客車其出廠年份未滿五年者免予定期檢驗 

自用小客車其出廠年份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 

自用小客車其出廠年份十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 

租賃期一年以上租賃自用小客車或租賃自用小客貨兩用車未滿三年者免予定期檢驗 

【4】2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當汽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須申請異動登記？ 

復駛 停駛 過戶 故障排除 

【3】25.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違規肇事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 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 

在人行道上臨時停車，迫使他車讓道 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 

【2】26.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乃針對多元計程車方案進行法令修正，該攸關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之法令，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多元化計程車不得巡迴攬客或於計程車招呼站排班候客 

多元化計程車得使用與計程車同車身顏色 

多元計程車駕駛人應包括有效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之顯示、消費者乘車評價 

多元化計程車接受消費者提出之乘車需求以預約載客為限 

【2】27.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除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

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外，其調派駕駛勤務連續駕車四小時，至少應有多少時間休息？ 

 15分鐘  30分鐘  45分鐘  60分鐘 

【3】28.法律須經立法院何種程序，再由總統公布才會發生效力？ 

一讀程序 二讀程序 三讀程序 覆議程序 

【4】29.依憲法之規定，國民年滿幾歲者，得被選為總統？ 

 20歲  23歲  30歲  40歲 

【2】30.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行政院長之產生方式為何？ 

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總統直接任命 

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 總統提名經監察院同意後任命 

【4】31.依刑法之規定，滿幾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60歲  65歲  70歲  80歲 



【1】32.已著手於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者，屬於何種犯罪類型？ 

未遂犯 過失犯 不能犯 中止犯 

【3】33.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中之易刑種類？ 

易科罰金 易以訓誡 褫奪公權 易服勞役 

【1】34.下列何者非刑事訴訟法中之當事人？ 

律師 檢察官 自訴人 被告 

【4】35.下列何者，任何人得逕行逮捕之？ 

通緝犯 詐欺犯 故意犯 現行犯 

【2】36.對於法院未確定前之裁定不服所提起之救濟程序，在民事訴訟法上稱為： 

上訴 抗告 再審 訴願 

【1】37.依民法第 13條之規定，下列何者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剛滿 18歲之人 滿 18歲已結婚之人 滿 20歲之人 滿 80歲之老人 

【2】38.依民法之規定，利息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為幾年？ 

 2年  5年  15年  20年 

【4】39.下列何者不屬於民法中之不動產？ 

農用土地 商業大樓 臺鐵軌道 流動廁所 

【1】40.依民法之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多少？ 

 5%  10%  15%  20% 

【3】41.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行使下列何種權利？ 

終止權 解除權 撤銷權 撤回權 

【4】42.下列何者屬於民法中之無償契約？ 

買賣契約 租賃契約 僱傭契約 贈與契約 

【3】43.張三因車禍死亡，下列何者不是其法定繼承人？ 

張三的太太 張三的祖母 張三的繼母 張三的養母 

【1】44.下列何者既是人民的權利，也是人民的義務？ 

受國民教育 受高中教育 受大學教育 受補習教育 

【1】45.人民除下列何者外，不受軍事審判？ 

現役軍人 現任公務員 現任老師 現任警察 

【2】46.甲向乙承租房屋一棟，該屋之地價稅與房屋稅，應由誰繳納？ 

甲 乙 甲乙以平均分擔 無須繳納 

【4】47.民法之保證人依法具有何種抗辯權？ 

不安抗辯權 時效抗辯權 窮困抗辯權 先訴抗辯權 

【3】48.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稱為： 

所有權 農育權 普通地上權 抵押權 

【1】49.下列何者不是兩願離婚之法定要件？ 

法院之裁判 應以書面為之 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 應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 

【3】50.依民法之規定，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幾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6個月 

【2】51.甲 12歲時犯罪，依法應施以何種保安處分？ 

監護處分 感化教育 驅逐出境 禁戒處分 

【4】52.依憲法之規定，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 

總統府 考試院 監察院 立法院 

【1】53.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 8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幾小時？ 

 40小時  48小時  54小時  60小時 

【4】54.有關司法院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司法院設大法官 15人  大法官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司法院大法官全部均適用有關法官終身職待遇之規定 

【4】55.下列何者為車輛一般定期保養的工作項目？ 

更換避震器 更換發電機 更換引擎 更換引擎機油 

【2】56.下列何者不是使用於引擎規格與性能的主要表示方式？ 

排氣量 冷卻速度 馬力 壓縮比 

【1】57.下列何種駕駛情形可能會於短時間裡，造成車輛大量排放黑煙？ 

重負載急加速行駛 穩定等速行駛 等速下坡行駛 行駛中車輛暫停路邊 

【3】58.有關輪胎標示 225/50 R17規格，下列何者錯誤？ 

 225表示輪胎胎面寬度  50代表輪胎扁平比  R代表輪圈半徑  17之單位為英吋 

【2】59.造成汽車輪胎壽命減損最大的因素為： 

車輛經常停放於室內  行駛胎壓值常過低或過高 

常行駛於直線路程  高速公路使用定速行駛 

【3】60.自動排檔汽車之倒車檔位為： 

 P檔  N檔  R檔  D檔 

【1】61.依美國汽車工程協會(SAE)分類，下列哪一型號機油黏度較高？ 

 SAE 40W  SAE 30W  SAE 20W  SAE 10W 

【4】62.下列哪一系統的功用為操控汽車行駛方向？ 

煞車系統 充電系統 點火系統 轉向系統 

【3】63.下列何者為二行程循環引擎之優點？ 

油耗較高  排放氣體較易造成空氣汙染  

引擎構造較簡單、重量較輕 機油消耗量較大 

【2】64.一般俗稱為煞車的裝置是指： 

致動器 制動器 摩擦輪 離合器 

【1】65.下列哪一量具主要用來測量間隙大小？ 

厚薄規 外徑分厘卡 游標高度規 螺旋測微儀 

【3】66.在通風不良的車庫或地下室溫車或熱車，要特別注意哪種情況？ 

酒精濃度過高 二氧化碳濃度過高 一氧化碳濃度過高 氧氣濃度過高 

【4】67.軸承為機械軸上的支撐機件，其別名可稱為： 

墊圈 銷 鍵 培林 

【2】68.汽、機車避震器之主要功用為： 

儲存能量 吸收震動 力的度量 分離或結合機件 

【3】69.梅花扳手之規格以下列何者表示？ 

全長 重量 雙頭鉗口徑 開口寬度 

【2】70.為維持傳統式電瓶之壽命，當電瓶水量過低時建議添加： 

機油  蒸餾水 雨水 齒輪油 

【4】71.部分越野腳踏車以鈦合金材料製造車身，此材料分類應屬於： 

非金屬材料 無機質材料 鐵金屬材料 非鐵金屬材料 

【1】72.下列何種扳手的開口是可以調整大小的？ 

活動扳手 開口扳手 梅花扳手 六角扳手 

【2】73.汽車之擋風玻璃使用下列哪一種成型方法製造？ 

射出成型 強化成型 吹製成型 擠製成型 

【2】74.下列何者不屬於游標卡尺可直接檢測某個零件的項目？ 

長度 角度 外度 內徑 

【1】75.喇叭聲音強弱的程度稱為音量，其單位為： 

分貝 功率 赫茲 牛頓 

【1】76.車輛上配置的消防滅火器，使用何種銷於保險栓，能方便且快速拆卸？ 

快釋銷 定位銷 開口銷 錐形銷 

【4】77.一般免保養電瓶是指於使用期間不需另添加下列何種物質？ 

二氧化碳 齒輪油 機油 蒸餾水 

【2】78.下列何者不是引擎之空氣濾清器未定期更換可能造成之情形？  

進氣阻力增加 引擎性能提升  耗油率增加 容積效率降低 

【2】79.一般所稱的白鐵皮是在鋼鐵表面鍍上何種金屬？ 

鋁 鋅 銅 銀 

【3】80.有關碟式煞車與鼓式煞車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碟式煞車之構造較複雜，需作煞車間隙調整 碟式煞車之構造包括煞車鼓、煞車底盤、煞車來令片等 

與鼓式煞車比較，碟式煞車於長下坡時安全性較高 碟式煞車散熱性較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