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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汽車號牌之型式、顏色及編號，按其種類由下列哪個單位定之？ 

交通部 警政署 立法院 國稅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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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即將牌照註銷？  

一年 二年 三年 五年 

【4】3.有關汽車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車身、引擎、底盤、電系或其他重要設備變更調換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因交通事故遭受重大損壞，經送廠修復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出廠十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應申請實施臨時檢驗 

檢驗不合格之汽車，責令於兩個月內整修完善申請覆驗 

【2】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領有牌照之汽車，其出廠年份，自用小客車未滿五年者免予定期檢驗，
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十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幾次？ 

一次 二次 三次 四次 

【3】5.國際駕駛執照之型式、顏色及許可駕駛之車類，依下列何者之規定？ 

外交部  經濟部  

國際道路交通公約  和中華民國有建交的國家 

【4】6.下列何者得參加汽車駕駛執照考驗？ 

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尚未屆滿限制報考期限者 患有精神耗弱、目盲、癲癇疾病者 

受吊扣駕駛執照之處分尚未期滿者 患有近視超過八百度者 

【4】7.機車附載人員或物品，應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載物者，小型輕型不得超過二十公斤 

載物者，普通輕型不得超過五十公斤 

載物者，重型不得超過八十公斤 

載物者，高度不得超過駕駛人肩部，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三十公分 

【3】8.有關汽車裝載時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裝置容易滲漏、飛散、氣味惡臭之貨物，能防止其發洩者，應嚴密封固，裝置適當 

載運人客、貨物必須穩妥，車門應能關閉良好，物品應捆紮牢固，堆放平穩 

後車廂之貨物上得附載人員 

框式貨車後車廂不得載人 

【1】9.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交岔路口、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消防栓、消防車出入口幾公尺內
不得臨時停車？ 

五公尺內 六公尺內 七公尺內 十公尺內 

【4】10.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之處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
應即撤除 

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 

發生火災者，應迅予撲救，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 

得依狀況必要，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 

【4】11.有關道路交通事故依其事故車輛所屬機關所為處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事故車輛係軍用車輛者，由憲兵機關處理，警察機關協助 

事故車輛係軍用車輛，且發生於高速公路者，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儘速處理並通知憲兵隊，
事後依其管轄移辦 

事故當事人為軍人者，由警察機關與憲兵機關會同處理 

事故車輛一方為軍用車輛者，由警察機關全權處理 

【3】12.有關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用詞，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職業駕駛人：指以駕駛汽車為職業者 普通駕駛人：指以駕駛自用車而非駕駛汽車為職業者 

車重：指車輛允許載運客貨之重量 客車：指載乘人客四輪以上之汽車 

【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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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以上者，吊扣其汽車牌照多久？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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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二百元以上兩千四百元以下 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 

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 六千元以上兩萬四千元以下 

【4】15.依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正等邊三角形用於一般警告標誌 菱形用於一般施工標誌 

倒等邊三角形用於禁制標誌之「讓路」標誌 梅花形用於指示標誌之「省道路線編號」標誌 

【4】1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汽車所有人具有同一型式之汽車在多少輛以上或汽車修理廠備置新品引
擎者，得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預備引擎使用證？ 

兩輛以上 三輛以上 四輛以上 五輛以上 

【4】17.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新臺幣
多少罰鍰？ 

一千八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 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 

一千八百元以上四千八百元以下 一千八百元以上五千四百元以下 

【1】18.有關汽車報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報廢之汽車，得再行申請登記檢驗領照使用 

廢棄車輛經由警察、環保機關（構）處理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可之環保機構應通知公路監理機關
逕予以報廢登記 

出廠已逾一定年限以上之汽車，經公路監理機關通知汽車所有人確認切結報廢者，由公路監理機關逕
予報廢登記 

汽車報廢，應填具異動登記書，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並同時將牌照繳還 

【3】19.有關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應具有的資格，下列何者正確？ 

應考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六個月以上之經歷 

應考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一年以上之經歷 

應考大貨車普通駕駛執照者，須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一年以上之經歷 

應考大貨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須領有小型車職業駕駛執照兩年以上之經歷 

【4】20.貨車必須附載隨車作業人員者，除駕駛人外，應符合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大貨車不得超過四人 

小貨車不得超過二人 

工程或公用事業機構人員，佩帶有服務單位之證章或其他明顯識別之標記者，搭乘大貨車不得超過二○人 

工程或公用事業機構人員，佩帶有服務單位之證章或其他明顯識別之標記者，搭乘小貨車不得超過五人 

【3】21.有關汽車超車時應遵守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行經設有彎道、陡坡、狹橋、隧道、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鐵路平交道、道路施工地段，不得超車 

在設有學校、醫院標誌或其他設有禁止超車標誌、標線之處所、地段或對面有來車交會或前行車連貫
二輛以上者，不得超車 

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並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變換燈光
迫使前車允讓 

前行車減速靠邊或以手勢或亮右方向燈表示允讓後，後行車始得超越 

【1】2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原領有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取得高一級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資格滿
多久者，得換領同級車類之職業駕駛執照？ 

三個月 二個月 一個月 兩週 

 



【2】23.駕駛人駕駛汽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外，並
應遵守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駕駛人駕駛汽車，禁止操作或觀看娛樂性顯示設備 

駕駛人駕駛汽車，得操作行車輔助顯示設備 

駕駛人駕駛汽車，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電腦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消防車及救護車之駕駛人，依法執行任務所必要或其他法令許可者，得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進行
撥接、通話 

【3】24.汽車有下列何種情形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行
駛？ 

經通知而不依規定期限換領號牌，又未申請延期，仍使用 

領用試車或臨時牌照，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牌照 

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與原登記位置或模型不符 

【1】25.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經查屬實，或患病足以影響安全
駕駛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二千二百元以上四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三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四百元以下罰鍰 五千元以上罰鍰 

【4】26.依刑法規定，有關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不能安全駕駛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者 

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者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者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雖達規定標準濃度，但如未肇事即不予處罰 

【1】27.下列何者不屬於刑法處罰之項目？ 

罰鍰 拘役 罰金 沒收 

【2】28.依刑法規定，數罪併罰，宣告多數有期徒刑，各刑期合併執行最長之期限，不得超過多久？ 

 20年  30年  40年  50年 

【3】29.依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有合法條件對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如繼續工作已經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應於多久前預告？ 

 10日  15日  20日  30日 

【3】30.依民法規定，除配偶外，下列繼承之順序何者正確？ 

父母、直系血親卑親屬、兄弟姊妹、祖父母 

父母、直系血親卑親屬、祖父母、兄弟姊妹 

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 

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祖父母、兄弟姊妹 

【4】31.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有關行政處分之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機關所為之決定  單方行政行為之決定 

公法上事件之決定  對於抽象事件之決定 

【1】32.下列何者屬於中央法規標準法所界定之「法律」？ 

通則 綱要 標準 準則 

【2】33.法律條文書寫名稱順序，依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條、款、項、目 條、項、款、目 條、目、項、款 條、目、款、項 

【2】34.依民法規定，「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約付報酬之契約」謂之
為何？ 

僱傭 承攬 委任 運送 

【2】35.依勞動基準法規定，離職後競業禁止之期間，最長為多久？ 

 1年  2年  3年  4年 

【2】36.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屬於「行政罰」違規之裁罰事項，由下列何種機關為之？ 

社會局 警察機關 法院 民政局 

【3】37.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寄存機關對於「寄存送達」之文書，自受寄存起應保存多久？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4個月 

 

【3】38.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時效為多久？ 

 1年  3年  5年 7年 

【3】39.依刑法規定，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箴信函，文書或圖畫者，屬於下列何種罪刑？ 

妨害名譽信用罪 公然侮辱罪 妨害秘密罪 背信罪 

【2】40.依民法規定，繼承之拋棄應於知悉繼承之時起，多久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一個月 三個月 半年 一年 

【3】41.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何？ 

法務部 經濟部 內政部 行政院 

【4】42.依消費者保護法規定，未經消費者要約而對之郵寄或投進商品，消費者之責任為何？ 

七日內負責原物返還 依原價承買 得以半價承買 不負保管義務 

【1】43.下列何者非屬於刑法之「加重強制性交罪」？ 

以催眠術違反其意願之方法犯之 

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對未滿 14歲之男女犯之者 

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4】44.下列何者非屬於行政程序法「比例原則」之規定？ 

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 

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3】45.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有關送達事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對於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 

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應向全部人為之 

對於機關、法人、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機關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 

【4】46.依民法規定，有關意思表示被詐欺或脅迫，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表意人發見被詐欺或脅迫終止後，一年內為之 

被詐欺而為之意思表示，其撤銷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 

詐欺係由第三人所為者，以相對人明知其事實或可得而知者為限，始得撤銷之 

表意人被詐欺或脅迫，自終止後經過十五年，仍得撤銷 

【3】47.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僱主不經預告，得終止勞動契約？ 

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2日者 

無正當理由，一個月內曠工達 5日者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女性受僱者於勞務期間生產 

【2】48.依民法規定，有關遺失物拾得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供公眾往來之交通設備內，由其管理人或受僱人拾得遺失物，仍有報酬請求權 

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其物財產上價值十分之一 

拾得人報酬請求權，因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逾六個月，未經有受領權之人認領者，由保管人取得其所有權 

【4】49.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有關賠償請求權之方法或時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回復原狀為原則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三年不行使而消滅 

自損害發生起，逾十年即消滅 

所需經費，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 

【2】50.依民法規定，有關人事保證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人事保證以口頭亦可 

人事保證之保證人，以僱用人不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者為限，負其責任 

人事保證期間，不得超過 5年，超過 5年縮短為 5年 

人事保證未定期間，保證人即不得隨時終止契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