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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交通相關業務，受理民眾的陳情申訴案件，首先要進行的工作為何？ 
報告長官 查明事實 處分被投訴的承辦人 向投訴者致歉 

2 依據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採計年資對照表，交通行政人員委任第五職等相當於交通事

業人員那一資位？ 
高員級 員級 佐級 士級 

3 直轄市、縣（市）政府針對轄內交通自治事項，訂定地方自治法規，主要的依據為何？ 
憲法本文 憲法增修條文 地方制度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 

4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了推動轄內道路交通安全事務，設有什麼「平台」負責進行溝通、協調、決策？ 
道安顧問會議 道安工作小組 道安會報 道安委員會 

5 有關汽車交通違規的處罰，是下列那一機關的權責？ 
警察機關 公路主管機關 交通主管機關 司法機關 

6 電化鐵路架空電車線，在平交道上之高度，應容許道路車輛裝載高度為何？ 
 3.6 公尺  4.2 公尺  4.6 公尺  5.2 公尺 

7 國營鐵路之運價，係由下列那一單位核定實施？ 
臺灣鐵路管理局 交通部 行政院 立法院 

8 有關高速鐵路的營運管理，應依照下列那一項交通管理法規之規定？ 
高速鐵路法 鐵路法 軌道運輸法 大眾捷運法 

9 船舶於國際商港出港，船舶所有人或其代理人應據實填具船舶出港預報表，該表應於幾小時前送航港局

查核？ 
 3 小時  6 小時  12 小時  24 小時 

10 捷運系統之路線營運前，應由下列那一單位完成履勘後核准營運？ 
交通部 縣市政府 捷運局 捷運公司 

11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行駛共用通行道路，違反道路標誌、標線、號誌管制規定，依下列那一項法規處罰？ 
大眾捷運法 發展大眾運輸條例 公路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12 以動力船舶從事客貨運送，而受報酬為營業之船舶運送業，其動力船舶的總噸位下限是多少？ 
 20 噸  50 噸  100 噸  120 噸 

13 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維護費用之經費來源為何？ 
由航港局編列政府預算  由商港營業收入支付 
由商港服務費收入支付  由航港建設基金支付 

14 有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事項，辦理機關的法源依據為何？ 
公路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15 「市區道路」和「公路」 大的差異是什麼？ 
設計要項 所在區位 主管機關 行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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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為期多久？ 
 6 月  1 年  2 年  3 年 

17 綜合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道路交通安全講習的本質為何？ 
安全教育 違規處罰 政令宣導 強制處分 

18 在路段上劃設禁止停車與禁止臨時停車標線，進行停車管制之條件， 關鍵的差異為何？ 
交通危害 停車需求 管理差異 地點特性 

19 停車管理收費方式，採取累進費率管理 主要的目的為何？ 
提高轉換率 增加停車供給 抑制停車需求 增加停車費收入 

20 對於違規停車的管理措施，何者 能達到交通管理目的？ 
現場舉發 照相逕行舉發 逕行拖吊 提高罰款 

21 對於車輛擅自增、減、變更原有規格的改裝行為加以管理，主要的理由為何？ 
與原廠裝置不符 違反法令規定 執法作為實施 影響行車安全 

22 捷運場站內之通道配置有 3 座電扶梯，電扶梯運作座數、方向，主要取決下列何種因素？ 
列車到站班次 乘客人數 用電情形 保養週期 

23 公路路線系統之編號原則與方法，主要依照下列那一項法令之規定？ 
公路法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  公路路線編號辦法 

24 公路路線編號，自 101 號起編，至 200 號止，所代表的是那一等級的道路？ 
國道 省道 縣道 鄉道 

25 辦理各項業務需要檢索相關法令規定，可上網查詢「全國法規資料庫」，試問此一資料庫係由下列那一

單位管理維護？ 
交通部 法務部 司法院 立法院 

26 規劃「公車專用道」時，對於鄰近主次要道路之幾何條件及車流特性分析進行評估，應涵蓋範圍多大？ 
 100 公尺  200 公尺  500 公尺  1,000 公尺 

27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所稱之民間機構，係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其有政府或公營事業出資或捐助

者，其出資或捐助不得超過該公司下列何者之百分之二十？ 
年營業總額 流動資產總額 固定資產總額 資本總額 

28 航空站經營人為維護安全及運作之需求，應劃定部分航空站區域為管制區。人員、車輛及其所攜帶、載

運之物品進出管制區，應接受何者檢查？ 
航空警察局人員 航空站地勤人員 機場公司人員 民用航空局監理人員 

29 下列關於我國對於外籍航空器或外籍民用航空運輸業之規定敘述，何者正確？ 
外籍航空公司，即使從事非營利性之飛航活動，亦不得在我國境內兩地之間載運客貨、郵件 
外籍航空貨運承攬業未依規定設立分公司營運者，不得委託國內之航空貨運承攬業，代為執行或處理

業務 
外籍航空公司依條約或協定，或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可定期飛航往返於我國境內一地與境外機場，按

有償方式載運客貨、郵件 
民用航空局派員檢查在國境內起降之外籍航空器之各項人員、設備及其有關文件時，機長得依國際慣

例予以拒絕 
30 機長於起飛前，應確認航空器已具備之文書，為下列何者？ 

飛航日記簿  航空器適航證書 
載客時乘客名單、貨物及郵件清單 航空器無線電臺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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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關設置停車場作業基金，下列那一項並非法定財源？ 

交通違規停車罰鍰 汽車燃料使用費 地方政府一般財源 公益彩券收入 

32 下列那一項並非停車場作業基金之法定用途？ 

獎助民間機構營運路外公共停車場 取締違規停車之作業支出 

違規車輛拖吊業務費用支出 道路養護費用 

33 因應地區性交通需求，地方政府提出國道增設交流道規劃，經中央政府核准後，其所需工程經費應由誰

負擔？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負擔 國道建設基金 

34 下列那項敘述，並非管線機構進行道路開挖，施工埋設管線時，應具備之正確作為： 

申請公路機關許可，並繳交許可費 

緊急搶修只須事前通報即可，事後無須補正許可程序 

交通維持計畫須送所在地之地方政府審查，經同意後方可施工 

須擬訂挖掘施工期間之交通維持計畫 

35 下列關於汽車運輸業之敘述，何者正確？ 

公路之同一路線，公路主管機關不得核准二家以上公路汽車客運業經營之 

客、貨運運價，由汽車運輸業同業公會與相關工會按客、貨運價準則共同擬訂，須報請該管公路主管

機關核定 

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汽車運輸業，得徵收公路營運費，撥充運輸獎助之用，但不得用於公路養護 

輔導汽車運輸業發展公路與鐵路、水運、航空及公路與公路之聯運或聯營業務，並非公路主管機關權責 

36 下列關於公路安全管理之敘述，何者錯誤？ 

公路主管機關得依自行車與行人之需求，另以替代道路方式，設置可供自行車及行人安全通行之專用道 

公路主管機關為維護公路行車安全，得會同當地地方政府於公路兩側勘定範圍，公告禁止或限制公、

私有廣告物 

廣告物有礙行車安全者，得商請當地建築主管機關限期修改或強制拆除，且不須給予補償 

公路主管機關於公路發生災害或修護期間，得公告限制或禁止車輛通行該路段 

37 下列關於大眾捷運系統建設之敘述，何者錯誤？ 

大眾捷運系統路線穿越河川，其築墩架橋或開闢隧道，應與水利設施配合，並均應商得水利主管機關

同意 

大眾捷運系統因工程上之必要穿越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之上空或地下，如未對建築物結構造成損害，

則不須支付補償 

因舖設大眾捷運系統地下軌道，致土地所有人無法附建法定停車空間時，得免予附建法定停車空間 

土地所有人因無法附建法定停車空間所受之損害，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構應予以補償，或興建停車場

以資替代 

38 依大眾捷運法，下列何種情形，可處行為人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7,500 元以下罰鍰： 

妨礙車門、月台門關閉或擅自開啟 於站區內大聲喧嘩吵鬧 

在捷運車廂內哺育母乳  於大眾捷運系統周邊區域飲食 

39 下列那項運輸事業，並非發展大眾運輸條例所稱之大眾運輸業： 

鐵路運輸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 船舶運送業 遊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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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為提升大眾運輸服務品質，主管機關應輔導大眾運輸系統間之運輸服務之整合，並得獎助之，但不包括： 
票證整合系統建置補助  轉運票價優惠差額補助 
行旅資訊系統建置補助  場站無障礙設施之補助 

41 依據航業法，下列那項違規行為，航政機關得處業者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經營固定航線業務，未辦理航線登記、航線變更登記 
未依規定投保營運人責任保險、旅客傷害保險 
外國籍船舶運送業僱用私人武裝保全人員，未事先報請航政機關備查 
外國籍船舶運送業未經主管機關特許，在中華民國各港口間運送客貨 

42 下列道路交通管理法規，何者為程序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高速公路及快速路交通管制規則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43 依據鐵路法，下列那項違規行為，得處行為人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列車行駛中，攀登、跳車或攀附隨行 
對行駛中之鐵路列車投擲或發射物品 
列車行駛中，坐立出入臺階或妨礙關閉或擅自開啟車門不聽禁止 
不按規定處所出入車站或上下車，不聽勸阻 

44 下列關於航業法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 
船舶運送業經營之中華民國籍船舶航行於受海盜或非法武力威脅高風險海域者，該船舶運送業得僱用

私人武裝保全人員 
船舶運送業經營國內固定客運航線，得視需求狀況減班或停航 
船舶運送業經營國內固定航線申請實施聯營者，可先行營運，再向航政機關核備 
船舶運送業經營國內、國際固定航線客貨運送，得視需求狀況隨時調整運價，不須備查 

45 電化鐵路輸電系統之線路，必須通過私人土地或建築物，因工程鉅大而所有人不同意時，由那一單位裁

決？ 
交通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 地方法院 地方政府 

46 因應政府組織改造，下列何者為目前已裁撤之交通部機構？ 
觀光局 電信總局 公路總局 航港局 

47 目前唯一不具備公司法人身分之交通部附屬事業機構為何者？ 
臺灣鐵路管理局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48 下列何者並非交通部任務編組之機構？ 
高速鐵路工程局 鐵路改建工程局 國道新建工程局 運輸研究所 

49 通過直轄市之省道，如係快速公路系統，其管轄權通常屬於： 
省政府公路主管機關  中央政府公路主管機關 
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直轄市與省政府協調共管 

50 下列關於公路監理業務之敘述，何者正確？ 
汽車及電車之考驗發照，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統一辦理，不得委託相關法人、團體辦理 
汽車檢驗及汽車駕駛考驗人員之考核及監督管理等事項之辦法，得由地方政府自行訂定之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之設立，經地方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籌設並立案後，始得對外招生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之管理辦法，由交通部會同教育部定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