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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試卷一張雙面，四選一單選選擇題共 80 題，每題 1.25 分，共 100 分。限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作
答，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以複選作答或未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儲存程式、文數字編輯、內建程式、
外接插卡、攝（錄）影音、資料傳輸、通訊或類似功能），且不得發出聲響。應考人如有下列情事扣該節
成績 10分，如再犯者該節不予計分。1.電子計算器發出聲響，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2.將不符規定之電子
計算器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制止仍執意續犯者。 

答案卡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節成績以零分計算。 

【1】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對於臨時停車之規定：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為
多久，並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未滿 3分鐘 未滿 5分鐘 未滿 10分鐘 未滿 15分鐘 

【2】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樣式、標示方式、
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會同下列何單位定之？ 

行政院 內政部 立法院 國防部 

【4】3.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道路因車輛或行人臨時通行量顯著增加，或遇突發事故，足使交通陷於停
滯或混亂時，警察機關或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得為特殊執行措施，下列何者錯誤？ 

得調撥車道 禁止車輛通行 限制行人通行 車輛得逕行違規 

【4】4.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汽車不依限期參加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多少罰鍰？ 

 6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罰鍰  6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罰鍰 

 9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罰鍰  9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罰鍰 

【3】5.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汽車駕駛人，允許無駕駛執照之人，駕駛其車輛者，吊扣其駕駛執照幾個月？ 

 1個月  2個月  3個月  6個月 

【1】6.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機車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處駕駛人新臺幣多少罰鍰？ 

 500元罰鍰  600元罰鍰  900元罰鍰  1,200元罰鍰 

【2】7.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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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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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駕駛人新臺幣多少罰鍰？但營業大客車、計程車或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盡告知義務，乘客仍未繫安全帶
時，處罰該乘客。 

 1,500元罰鍰  2,500元罰鍰  3,500元罰鍰  6,500元罰鍰 

【3】9.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
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新臺幣多少罰鍰？ 

 1,000元罰鍰  2,000元罰鍰  3,000元罰鍰  5,000元罰鍰 

【1】10.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汽車駕駛人，連續駕車超過 8小時經查屬實，處新臺幣 1,200元以上 2,400

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駕駛；如應歸責於汽車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車牌照多久時間？ 

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一年 

【2】11.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之情形者，汽
車駕駛人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 12萬元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多久時間？ 

六個月至一年 一年至二年 一年至三年 二年至三年 

【3】12.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
之警號，不立即避讓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多少罰鍰並吊銷駕駛執照？ 

 1,200元罰鍰  2,400元罰鍰  3,600元罰鍰  4,800元罰鍰 

【4】13.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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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元以上罰鍰   8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罰鍰  

 1,2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罰鍰  1,800元以上 5,400元以下罰鍰 

【2】14.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汽車駕駛人，在鐵路平交道超車、迴車、倒車、臨時停車或停車，處新臺
幣 15,000元以上 90,000元以下罰鍰，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多久？因而肇事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2】15.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汽車號牌之型式、顏色及編號，按其種類由下列何單位訂定之？ 

法務部 交通部 教育部 外交部 

【1】16.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檢驗不合格之汽車，責令於多久整修完善申請覆驗？ 

一個月內 二個月內 三個月內 四個月內 

【1】17.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滿幾年審驗一次，並於審驗
日期前後一個月內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審驗？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4】18.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多久，逾期即將牌照註銷？ 

六個月 七個月 九個月  一年 

【3】19.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有關汽車報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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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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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廢之汽車，得再行申請登記檢驗領照使用 

公路監理機關實施定期檢驗或臨時檢驗發現汽車有第 29條第一項之情事經覆驗不合格時，應責令報廢 

【2】20.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汽車牌照登記書或過戶登記書如有遺失，應申請補發 

汽車檢驗分為申請牌照檢驗、定期檢驗兩種 

汽車檢驗應按指定日期將車輛駛往公路監理機關檢驗場所接受檢驗 

汽車檢驗應按指定日期將車輛駛往公路監理機關指定地點接受檢驗 

【4】21.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汽車牌照不得偽造、變造或矇領，並不得借供他車使用或使用他車牌照行駛 

汽車行車執照、拖車使用證應隨車攜帶，以備查驗 

汽車號牌遺失者，應檢附警察機關車牌遺失證明單  

汽車行車執照、拖車使用證每五年換發一次 

【4】22.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汽車在未領有正式牌照前，應申領臨時牌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領有正式牌照前，駛往海關驗關繳稅，應申領臨時牌照 

未領有正式牌照前，駛往公路監理機關接受新領牌照前檢驗，應申領臨時牌照 

未領有正式牌照前，買賣試車時，應申領臨時牌照  

領用臨時牌照之車輛，得短期載運客貨收費營業 

【1】23.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學習駕駛證之學習駕車有效期間，自領證之日起以二年為限 

學習汽車駕駛，以在駕駛學習場內學習駕駛為原則 

學習大型車汽車駕駛，應領有小型車駕駛執照  

學習小型汽車駕駛，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領學習駕駛證 

【4】24.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者，其應考科目為筆試及路考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考驗路考未及格者，得於下次申請考驗時免考筆試，其免考期限為一年 

申請汽車駕駛執照筆試、路考，經考驗不合格申請再考驗者，距上次考驗之時間不得少於七日 

路考之評分基準表由內政部另定之 

【3】25.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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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當事人或事故車輛一方為軍人或軍用車輛者，一律由憲兵機關處理 

警察機關於事故地點發現有疑似身心障礙者時，應即時通知當地社政主管機關予以協助 

【1】26.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而未依規定處置者，處新臺幣 800元以上罰鍰 

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無人受傷或死亡逃逸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個月 

汽車駕駛人，利用汽車犯罪，經判決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汽車牌照，經吊銷或註銷者，非經公路主管機關檢驗合格，不得再行請領 

【3】27.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有關計程車駕駛人，辦理執業登記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未向警察機關辦理執業登記，領取執業登記證，即行執業者，處新臺幣 1,500元以上 3,600元以下罰鍰 

不依規定辦理執業登記，經依處罰仍不辦理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不依規定期限，辦理執業登記事項之異動申報，或參加年度查驗者，處新臺幣 1,200 元罰鍰；逾期三個月以上
仍不辦理者，廢止其執業登記 

不依規定期限，辦理執業登記事項之異動申報，廢止執業登記者，未滿一年不得再行辦理執業登記 

【3】28.依憲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人民之權利，也是義務？ 

選舉 服兵役 受國民教育 應考試服公職 

【2】29.依憲法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幾歲後，有依法選舉之權？ 

 18歲  20歲  23歲  25歲 



【4】30.張志明與王春嬌婚後生下一子，依民法規定，應如何決定小孩出生登記的姓氏？ 

從父姓張 從母姓王 由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 依志明與春嬌的書面約定而定 

【2】31.甲因病死亡，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甲的法定繼承人？ 

甲的姐姐 甲的前妻 甲的父母 甲的祖母 

【2】32.依民法之規定，約定利率若超過下列何者，債權人就超過部分的利息，沒有請求權？ 

年利率 18% 年利率 20% 年利率 25% 年利率 30% 

【2】33.依民法第 745條之規定「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
償」。前開保證人之抗辯權，稱為下列何者？ 

時效抗辯權 先訴抗辯權 妨訴抗辯權 不安抗辯權 

【4】34.依民法之規定，繼承人若欲拋棄繼承權，應於何時以書面向法院為之？ 

被繼承人死亡時起二個月內 被繼承人死亡時起三個月內 

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二個月內 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 

【3】35.甲向乙借款，屆期未清償，若甲乙間並未約定遲延利率，則乙依民法之規定，得向甲請求依下列何項利率計
算遲延利息？ 

年利率 3% 年利率 4% 年利率 5% 年利率 6% 

【4】36.當事人對於未確定的第一審民事判決不服，得以下列何種方式救濟？ 

抗告 訴願 再審 上訴 

【3】37.依刑法之規定，年滿幾歲之人具有完全的刑事責任能力？ 

 14歲  16歲  18歲  20歲 

【3】38.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告訴乃論之罪的告訴期間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算多久？ 

三個月 四個月 六個月 十二個月 

【3】39.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至遲應於幾小時之內，將犯罪嫌疑人移送該管法院審問？ 

 12小時  16小時  24小時  36小時 

【2】40.一對男女訂定婚約後，其中一方日後得否強迫他方履行該婚約？ 

可以 不可以 若以書面訂定婚約即可 若該對男女皆已成年即可 

【1】41.依民法之規定，關於一定的數量，同時以文字和號碼表示，而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時，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
為當事人的原意時，應以何者為準？ 

以文字為準 以號碼為準 以數額小者為準 以數額大者為準 

【2】42.甲未經乙之同意，即將乙的創作張貼在網路上供公眾閱覽、下載，請問甲已侵害乙的何種權利？ 

人格權 著作權 商標權 專利權 

【2】43.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至少滿多少期間後，得享有特別休假？ 

三個月 六個月 九個月 十二個月 

【4】44.依民法之規定，除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外；一般請求權，原則上最長為多久？ 

二年 五年 十年 十五年 

【4】45.選民甲以自己所屬選區之民意代表乙，違背競選時所提出之政見，而發動連署提案罷免民意代表乙，請問甲
行使的是憲法所保障之何種人民基本權利？ 

平等權 受益權 自由權 參政權 

【4】46.春嬌與志明是夫妻，請問春嬌與下列何者之間，非屬民法規定之姻親關係？ 

志明的哥哥 春嬌的嫂嫂 志明的嫂嫂 春嬌嫂嫂的哥哥 

【3】47.依法律之規定，任何人不得販賣、交付或供應菸、酒、檳榔予年齡未滿幾歲之人？ 

 12歲  16歲  18歲  20歲  

【4】48.依民法之規定，下列何種契約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受僱人將來因職務上之行為而應對他方為損害賠
償時，由其代負賠償責任？ 

委任契約 租賃契約 買賣契約 人事保證契約 

【4】49.下列何種事件，不得向鄉、鎮、市公所之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 

過失傷害  勞資爭議 租約糾紛 業務侵占 

【4】50.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有關勞工退休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勞工工作 25年以上者，得自請退休 勞工工作 15年以上年滿 55歲者，得自請退休 

勞工工作 10年以上年滿 60歲者，得自請退休 勞工年滿 62歲以上者，僱主得強制其退休 

【1】51.有關立法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立法院常會會期每年 3次  每年立法院的會期自 2月開始 

立法院院長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 立法委員由人民直接選出，連選得連任 

【4】52.依刑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主刑？ 

死刑 拘役 罰金 褫奪公權 

【2】53.大法官負責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依憲法增修條文之規定，有關大法官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大法官隸屬於司法院  大法官任期 8年，連選得連任 

大法官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大法官共 15人，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 

【4】54.依民法之規定，有關房屋租賃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租賃期間最長為二十年   出租房屋之房屋稅仍應由出租人負擔  

租期逾一年之租約未訂立書面，視為不定期租賃 

出租人將承租人占有中的出租房屋轉讓予他人，該租賃契約除經受讓人同意者外，當然終止 

【1】55.量測 35 0.06mm的內孔尺寸，使用何種量具較適宜？ 

游標卡尺 分厘卡 塊規 鋼尺 

【3】56.下列何種扳手規格是以開口寬度來表示？ 

管鉗扳手 六角扳手 開口扳手 棘輪扳手 

【2】57.鉗工虎鉗加裝鉗口罩之目的在保護精光工件，其鉗口罩應以何種材質製成？ 

合金鋼 銅合金 不銹鋼 高速鋼 

【1】58.選用手弓鋸條最重要的考慮因素為下列何者？ 

鋸條齒數 鋸條長度 鋸條厚度 鋸條顏色 

【3】59.檯式鑽床之主軸進給，一般是利用何種機構達成？ 

斜齒輪 鏈條及鏈輪 齒條及齒輪 傘形齒輪 

【2】60.一般孔徑大小為 8.5mm，應使用何種規格的螺絲攻攻牙較為合適？ 

 M8×1.25  M10×1.5  M12×1.5  M12×1.75 

【3】61.攻盲孔螺紋時，欲使不完整螺紋數最少，最後一定要使用： 

第一攻 第二攻 第三攻 第四攻 

【2】62.尖端向上之三角形在工業安全標示之意義為下列何者？ 

禁止 警告 指示 提示 

【4】63.一般砂輪使用前會作音響檢查，其主要功用為下列何者？ 

是否有平衡 偏心度 尺寸是否正確 是否有裂痕與氣孔 

【2】64.固定扳手的開口和手柄中心線成幾度？ 

 5°  15°  20°  25° 

【1】65.下列何者不是砂輪的主要規格？ 

顏色 磨料 粒度 結合度 

【1】66.下列機件中，何者非靠摩擦力傳動？ 

鏈輪 摩擦輪 平皮帶輪 繩輪 

【4】67.一般小型汽車所使用之制動器大多為下列何者？ 

電磁式制動器 空壓式制動器 帶式制動器 碟式制動器 

【2】68.在一般常須鬆卸之處所採用的螺帽為下列何者？ 

環首螺帽 翼形螺帽 堡形螺帽 蓋頭螺帽 

【1】69.機械工廠以吊車吊起車床時，應以下列何種螺栓鎖在車床上，再以吊車吊起？ 

環首螺栓 帶頭螺栓 貫穿螺栓  T形螺栓 

【3】70.汽車傳動系統中，最常使用下列何種聯結器？ 

鏈條聯結器 凸緣聯結器 萬向接頭聯結器 歐丹聯結器 

【2】71.彈簧在比例限內，其所受的外力和變形量成下列何者關係？ 

反比 正比 平方根成正比 平方成正比 

【3】72.制動器接觸面上的材料必須優先考慮為下列何者？ 

摩擦係數 耐磨耗 散熱 無臭味發生 

【3】73.汽車引擎中，曲柄、連桿及活塞間之運動機構為下列何者？ 

固定滑塊曲柄機構 迴轉滑塊曲柄機構 往復滑塊曲柄機構 擺動滑塊曲柄機構 

【2】74.平皮帶傳動中之帶輪，常做成中央圓弧形隆起之形狀，其主要目的為下列何者？ 

增加帶輪強度 防止皮帶脫落 提高傳達馬力 減少皮帶磨損 

【1】75.螺旋彈簧如在兩端磨平，其主要用途為承受下列何種負載？ 

壓力 拉力 扭力 彎曲力矩 

【2】76.汽車鼓式油壓煞車，係藉油壓作用，車輪圓筒內之活塞受油壓迫後形成下列何者？ 

煞車塊相互摩擦 煞車塊向外打開 煞車塊回縮 煞車塊固定 

【3】77.我國中央標準局制定齒輪的壓力角為下列何者？ 

 14.5°  15°  20°  25° 

【2】78.下列螺紋中，何者具有較高的傳動精度、速度及效率？ 

 V形螺紋 滾珠螺紋 梯形螺紋 圓螺紋 

【4】79.一般滅火器及軍用手榴彈上所使用的銷為下列何者？ 

開口銷  U形銷 定位銷 快釋銷 

【3】80.若鉸削速度為 10  m/min，以 8mm之機械鉸刀切削鋁合金，其主軸轉數約為多少？ 

 80  rpm  625 rpm  1,250 rpm  2,500 r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