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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依何法規訂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公路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專用公路管理規則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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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 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四千八百元以下 

新臺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 新臺幣一萬二千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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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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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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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該汽車違規紀錄乙次  記該汽車所有人違規點數 

【4】5.行人在道路上有下列何種情形者，不處以罰鍰？ 

不依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或警察指揮  

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 

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行  

使用行動輔具之身心障礙者，因人行道有障礙物，而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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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在圓環、交岔路口十公尺內，得在不妨害行人通行或行車安全無虞之原則，設置必要之標誌或標線另行規定汽
車之停車處所之機關，不包括下列何者？ 

市議會 警察機關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公路主管機關 

【4】8.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時，駕駛人得有哪些行為？ 

利用路肩超越前車  在加速車道超越前車  

在減速車道超越前車  在外側車道超越前車 

【3】9.依道路交通規則，關於汽車臨時牌照使用期限，下列何者錯誤？ 

駛往海關驗關繳稅之汽車，不得超過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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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汽車，在同一省市不得超過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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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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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依道路交通規則，汽車有下列何種情事，無須申請異動登記？ 

過戶 設定質權 報廢 註銷牌照 

【3】12.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規定，汽車行駛高速公路及快速公路，應依速限標誌指示。但遇有濃霧、
濃煙、強風、大雨或其他特殊狀況，致能見度甚低時，其時速應低於多少公里，或暫停路肩，並顯示危險警告燈？ 

 60公里  50公里  40 公里  30 公里 

【1】13.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行駛於長度四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小型車至少應保持多少公
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 

 50公尺  40公尺  30 公尺  20 公尺 

 

【2】14.關於貨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裝載物品之規定，何者錯誤？ 

裝載之貨物，應嚴密覆蓋、捆紮牢固  

裝載砂石等粒狀物品，除應嚴密覆蓋外，得超出車廂高度 

載運獸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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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關於汽缸總排氣量五百五十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行駛於高速公路，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不得附載座人  不得未依公告允許時段規定行駛 

天色變暗方須開亮頭燈  禁止同車道併駛或超車 

【1】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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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駕駛人應於物品後方多少公尺處設置車輛故
障標誌並即時清除？ 

五十公尺至一百公尺  一百公尺至一百五十公尺 

一百五十公尺至二百公尺 二百公尺至二百五十公尺 

【1】17.關於汽車牌照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不得偽造 得矇領 得借供他車使用 得使用他車牌照行駛 

【2】18.汽車駕駛人，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車輛，吊扣其駕駛執照多久？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一年 

【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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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元 一千五百元 三千元 六千元 

【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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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  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 

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一千八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 

【2】21.下列何者非屬汽車檢驗之種類？ 

申請牌照檢驗 吊銷牌照檢驗 定期檢驗 臨時檢驗 

【2】22.車輛所有人、駕駛人、行人、道路障礙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下列何者非移送機關？ 

該管地方法院檢察署  該管地方法院行政庭  

該管地方法院少年法庭  該管軍事機關 

【3】23.汽車在未劃設慢車道之雙向二車道行駛時，下列規定何者錯誤？ 

均應在遵行車道內行駛   

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 

除準備停車或臨時停車外，亦得駛出路面邊線  

在劃有行車分向線之路段，超車時得駛越，但不能並行競駛 

【4】2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3條關於行車速度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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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關於汽車號牌之形式、顏色及編號，由何人定之？ 

文化部 交通部 法務部 監察院 

【4】26.依道路交通規則，以下定義何者錯誤？ 

車重：指車輛未載客貨及駕駛人之空車重量 載重：指車輛允許載運客貨之重量 

總重：指車重與載重之全部重量 總聯結重量：指曳引車、拖車及特種車之全部載重量 

【4】27.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以下定義何者錯誤？ 

客車：指載乘人客四輪以上之汽車 貨車：指裝載貨物四輪以上之汽車 

客貨兩用車：指兼載人客及貨物之汽車 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四歲兒童之客車 

【3】28.關於繼承人之特留分，下列何者錯誤？ 

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二分之一 

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三分之一 

【2】29.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為要式契約？ 

旅遊契約 人事保證契約 和解契約 合會 

【4】30.依民法規定，下列何者為要物契約？ 

運送 買賣 租賃 消費借貸 

【4】31.偵查或審判中對被告為人別訊問後，應先告知被告之權利不包括下列何種事項？ 

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得選任辯護人 

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得隨時發言 

【3】32.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簡易訴訟程序，其適用之金額門檻為： 

新臺幣七十五萬元以下 新臺幣六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 

【2】33.小朱的母親的哥哥的孫女，與小明之親等為何？ 

直系血親五親等 旁系血親五親等 直系血親三親等 旁系血親三親等 

 



【2】34.下列何者不是阻卻違法事由？ 

正當防衛   行為時因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者 

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依法令之行為 

【3】35.依刑法規定，至少幾歲以上之人為完全責任能力人？ 

 14歲  16歲  18 歲  20 歲 

【2】36.偽造文書罪的「偽造」行為係指： 

無權製作者竄改文書內容 無權製作者以他人的名義作成文書 

有權製作者竄改文書內容 有權製作者製作內容不實之文書 

【1】37.依刑法規定，下列何人之行為，不罰？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 

滿八十歲人之行為  瘖啞人之行為 

【1】38.人之權利能力，始於： 

出生 取得身分證後 成年 結婚後 

【3】39.婚約是否可以強迫履行？ 

可以 婚約經公證後就可以 不可以 視個案情形而定 

【2】40.依行政程序法，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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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為稱為: 

行政契約 行政處分 法規命令 行政規則 

【2】41.夫妻之一方收養他方之子女時，其與被收養人之年齡差距應至少為幾歲？ 

 14  16  20  25 

【1】42.約定週年利率，超過年利率多少者，債權人對於超過部分之利息，無請求權？ 

 20  18  15  12 

【3】43.下列何者非民親屬編之親屬？ 

血親之配偶 配偶之血親 血親之配偶之血親 配偶之血親之配偶 

【2】44.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小額訴訟程序，其適用之金額門檻為： 

 5 萬元以下  10萬元以下  25 萬元以下  30 萬元以下 

【1】45.對於法院尚未確定之判決不服所提起之救濟，在民事訴訟法上稱為： 

上訴 抗告 再審 非常上訴 

【4】46.依憲法本文規定，何者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立法院 總統 司法院 行政院 

【4】47.下列何者非屬憲法規定之基本權？ 

言論自由 生存權 選舉 服兵役 

【3】48.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下列何者解釋之？ 

立法院 總統 司法院 行政院 

【2】49.立法院制定法律後，由下列何者公布？ 

立法院 總統 司法院 行政院 

【2】50.小明看到隔壁同事的杯子很可愛，便趁沒人的時候，偷偷順手牽羊帶回家自己用，請問小明的行為可能構成什
麼罪？ 

強盜罪 竊盜罪 搶奪罪 海盜罪 

【4】51.阿哲騙阿婆的錢，可能觸犯刑法的什麼罪？ 

侵占罪 搶奪罪 重利罪 詐欺罪 

【1】52.阿明過世後，其遺產由阿明之何人先繼承？ 

子女 父母 兄弟姊妹 祖父母 

【3】53.有關行為能力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限制行為能力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1】54.二人以上同時遇難，不能證明其死亡之先後時，如何認定死亡先後？ 

推定其為同時死亡  推定年紀長者先死亡  

推定年紀小者先死亡  推定體型較小者先死亡 

【3】55.使用單導向輪胎車子在定期調換車輪時，下列方法何者正確？ 

可將左前車輪與右前車輪對調 可將左前車輪與右後車輪交叉對調 

可將左前車輪與左後車輪對調 使用單導向輪胎車輪，不可調換車輪 

【4】56.手排車的離合器踏板自由間隙過大會有什麼影響？ 

造成跳檔 影響引擎動力輸出 造成離合器打滑 換檔困難 

【3】57.關於大型車輛使用的空氣煞車系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空氣煞車系統管路漏氣，煞車會自動煞住，無法行駛以確保行車安全 

連續踩放煞車系統，會加速耗減儲氣筒內壓縮空氣 

空氣煞車系統儲氣筒不需要排放積水 

煞車壓力警告燈亮起時，要盡速至車廠檢修 

【4】58.關於自排車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排車發動車子時，可以撥在 P檔及 N檔以外的檔位發動 

自排車電瓶電力不足時可以推車發動 

可在車輛行走時直接打入 P檔 

若配置有超速傳動檔（OD檔），可用於高速行走時，降低油耗 

【1】59.關於柴油引擎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相同排氣量引擎，汽油引擎車較柴油引擎車省油 柴油引擎所使用的燃料具有潤滑效果 

柴油引擎重負荷或是急加速時容易排出黑煙 柴油引擎一般安裝預熱塞改善冷車起動不易的問題 

【3】60.關於汽油引擎車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冷車起動時，排氣管滴水是正常現象 汽油引擎重負荷時容易造成爆震 

汽油引擎車排放黑煙是正常現象 空氣濾芯長期不更換易造成耗油及引擎馬力降低 

【1】61.駕駛自排車連續下坡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打入低速檔下坡 應打入空檔下坡 應隨時踩著煞車踏板 將手煞車拉起一半下坡 

【2】62.拖吊車輛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拖吊四輪驅動車可使用全載台拖吊 僅需將車輛打入空檔，任何輪落地皆可 

拖吊車輛時，驅動輪應離地 拖吊車輛可將落地輪裝置輔助輪 

【3】63.車輛載重貨物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載重貨物時，所需煞車距離較長 車輛起步所需扭力較大 

載重貨物時，應將輪胎胎壓降低 長期載重貨物會加速輪胎磨耗 

【1】64.行車前檢查發現水箱水呈現乳白色，應如何處置？ 

可能是機油滲入冷卻系統中，應請汽車維修廠檢修 此屬於正常現象，不須特別處置 

冷卻水髒汙，僅需將水箱水替換 添加水箱精清潔即可 

【2】65.充填引擎冷卻水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主水箱充填 由副水箱充填 拆開上水管直接充填 不需檢查冷卻水 

【2】66.關於防鎖死煞車系統(AB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防鎖死煞車系統可以加大煞車力道 緊急煞車時，降低車輛打滑的機率 

駕駛配備 ABS的車輛，可不需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防鎖死煞車系統只適用於鼓式煞車系統 

【2】67.檢查引擎機油時發現油量過低，應如何處置？ 

此為正常現象，不須理會 回車廠檢修引擎 

拿機油補滿後繼續行駛  改用黏度較低的機油 

【3】68.一般汽機車維修場所，稱呼四分頭的大小為多大的尺寸？ 

 1/4 吋  1/8吋  1/2 吋  1/3吋 

【4】69.如果發現汽車電瓶沒電，使用三用電錶量測電瓶，應切換到下列何種檔位量測？ 

歐姆檔位 電流檔位 交流電壓檔位 直流電壓檔位 

【1】70.拆裝螺帽時，為避免螺帽從工具上滑脫，依優先順序應先選用下列何項工具？ 

梅花板手 開口板手 管鉗板手 活動板手 

【4】71.四行程往復活塞式引擎，單一汽缸產生一次動力，曲軸須旋轉幾度？ 

 90 度  180度  360度  720度 

【2】72.一般汽油會添加染色劑作為汽油號數的區分辨識，請問目前國內 98無鉛汽油是什麼顏色？ 

黃色 紅色 藍色 黑色 

【1】73.在車輛引擎中，coil 的英文代表意思為下列何項？ 

點火線圈 汽油泵 引擎 火星塞 

【2】74.車輛輪胎規格標示 185-60-R16，其中 16代表下列何種意思？ 

輪胎寬度 鋼圈直徑 扁平比 輪胎線層數 

【1】75.若在車輛底部發現粉紅色液體洩漏，請問最有可能為下列何種油脂？ 

自動變速箱油 煞車油 黃油 機油 

【3】76.火星塞在正常燃燒的情況下，中央電極的顏色應為何種顏色？ 

深黑色 深紅色 淺灰色 深紫色 

【3】77.汽缸總容積與燃燒室總容積之比稱為： 

排氣量 馬力  壓縮比 扭力 

【1】78.引擎在運轉時，溫度較高的機件為下列何者？ 

排氣門 進氣門 連桿 凸輪軸 

【1】79.下列何者為引擎排氣管放炮之原因？ 

混合汽太濃 油壓過低 混合汽太稀 漏氣 

【3】80.下列何者非屬汽車駕駛人不得駕車之條件？ 

已連續駕車超過八小時   

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Ｏ‧二五毫克 

駕駛人近視 

患病影響安全駕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