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 年度臺中區監理所契約服務員進用及儲備候用甄試測驗
歷屆試題僅供參考，正確解答仍請以最新公告法規為準。

科
目：公文製作及監理專業常識
考試時間：70 分鐘


公文製作：
為向下紮根從小培養正確的交通安全觀念，臺中區監理所計畫於 108 年暑假期間辦理交通安全學習營，您現是臺中區監理
所承辦同仁，請試擬函臺中地區各國中小學歡迎踴躍參加，報名期限至 108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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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專業常識：
1. 一般自用小貨車定期檢驗何者正確(1)出廠未滿五年免定期檢驗(2)出廠五年以上未滿十年者每年至少檢驗一次(3)出
廠未滿五年每年至少檢驗一次(4) 十年以上者每年至少檢驗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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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客車係指座位在(1)八人(2)九人(3)十人(4)十一人以上之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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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汽車出廠(1)七年以上(2)八年以上(3)九年以上(4)十年以上過戶應辦理臨時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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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汽車煞車燈何者不正確(1)燈色應為紅色(2)亮度較尾燈明亮(3)採下煞車踏板不得閃爍(4)燈色可以改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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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於一般自用小客車行車執照有效期限何者正確(1)有效期限 2 年(2)有效期限 3 年(3)有效期限 4 年(4)無有效期限無
須定期換發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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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電動自行車最大行駛速率應在每小時(1)15 公里(2)25 公里(3)35 公里(4)45 公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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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職業汽車駕駛人，不依規定期限，參加職業駕駛執照審驗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逾期多久者，逕
行註銷其駕駛執照？(1)一個月以上(2)三個月以上(3)六個月以上(4)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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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持有外國政府、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所發有效之正式駕駛執照並取得經許可停留或居留多久以上之證明者，得於入
境之翌日起依平等互惠原則免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1)三個月以上(2)六個月以上(3)一年以上(4)二年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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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軍人於退役後多久，得憑軍事運輸主管機關發給之軍事專業駕駛證明，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或職業駕駛執照。(1)30 天
內(2)90 天內(3)半年內(4)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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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52-1 條，職業駕駛人，前一年內未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且依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格者，於小
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以每年加註方式延長有效期間，最高可換領至年滿幾歲止？(1)65 歲(2)68 歲(3)70 歲(4)7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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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職業汽車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隔多久審驗一次，並於審驗日期前後一個月內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
審驗，審驗時並應檢附經第六十四條規定體格檢查合格證明。(1)六年(2)三年(3)二年(4)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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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持有互惠國所發有效之國際駕駛執照，在我國境內作多久以內之短期停留者，准予免辦簽證駕駛汽車。((1)30 天內(2)45
天內(3)60 天內(4)90 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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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考領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幾歲，最高年齡不受限制。(1)16 歲(2)18 歲(3)20 歲(4)2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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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2 條，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參加汽車駕駛執照考驗。以下何者為非？(1) 受吊扣駕
駛執照之處分尚未期滿者(2) 受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尚未屆滿限制報考期限者(3)癲癇(4) 語言機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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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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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日。(1)三日(2)五日(3)六
日(4)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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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遊覽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人駕照因故受吊銷或註銷處分時，不得再派任為駕駛員，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並應於
幾日內繳回公路監理機關？（1）7 日；（2）14 日；
（3）30 日；（4）6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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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小客車租賃業應於營業處所標明其公司行號名稱，下列何者非現行法規明定必要懸掛項目？（1）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2）租賃費率表。
（3）汽車出租單樣本。（4）營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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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何種事項汽車運輸業無須先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1）與其他產業合作行銷。
（2）增減資產。
（3）宣告停業或
歇業。（4）變更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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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對於「公路汽車客運業」之定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在核定區域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
客為營業者。（2）在核定路線內，以載貨汽車運送貨物為營業者。（3）在核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
者。（4）在核定區域內，以遊覽車包租載客為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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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有關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除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外，連續 2 個工作日之間，應
有連續 10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但因排班需要，得調整為（1）連續 8 小時以上，一週以 2 次為限；（2）連續 9 小時以
上，一週以 2 次為限；（3）連續 8 小時以上，一週以 1 次為限；（4）連續 9 小時以上，一週以 1 次為限

，並不得連

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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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汽車客運業應在各車站揭示章則圖表，下列何者非屬應揭示項目？（1）營運路線圖。
（2）
行李運費。（3）各站間距離里程表。（4）票價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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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路汽車客運業營運班車在市區行經路線之設站地點，其間隔原則上不得少於幾公尺？（1）400公尺。（2）500公尺。
（3）600公尺。（4）70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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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汽車運輸業對於站、車內所有人不明之運送物、寄存品或遺留物，應公告招領之；公告逾多少期間仍無權利人領取時，
取得其所有權？（1）3個月。（2）6個月（3）1年。
（4）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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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依公路法第75條規定，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欠繳金額累計達新臺幣九百元以上者，處以多少罰
鍰並停止其辦理車輛異動或換發牌照?(1) 300元以上600元以下(2)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 (3) 300元以上1,800元以下
(4) 300元以上3,0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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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依公路法第 75 條規定，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欠繳金額累計達新臺幣九百元以上者，處新臺幣三
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並停止其辦理下列何種業務?(1)停止其辦理車輛檢驗
其辦理車輛異動或換發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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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停止其考領駕駛執照

(3) 停止

(4)沒有限制 。

26. 依公路法第 77 條規定，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多久?(1)一個月至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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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個月至六個月

(3) 四個月至一年

(4)六個月至一年。

27. 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 4 條規定，下列何款車輛，非屬免徵汽車燃料使用費之車輛?(1)身心障礙者車輛
(2)計程車 (3)電動汽車 (4)戰列部隊編制裝備內之軍用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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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 4 條規定，設籍離島地區車輛以多少百分比來計徵汽車燃料使用費？(1)3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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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4)90%。

29. 依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第 5 條規定，機車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如何徵收?(1)機車不必繳納燃料費

(2)於每

二年換發行車執照時一次徵收二年 (3)同營業車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分季徵收 (4)同自用車於每年七月一
次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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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規定，汽車駕駛人，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駕駛汽車
者，除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外，應處多少罰鍰?(1)6,000 元以上 12,000 元以下
以上 30,000 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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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5,000 元以上 90,000 元以下

(2) 15,000 元

(4) 30,000 元以上 90,000 元以下 罰鍰。

31.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者，處多少罰
鍰?(1)1,800 元以上 5,400 元以下
以上 5,400 元以下罰鍰。

(2) 1,800 元以上 7,200 元以下

(3) 1,800 元以上 3,600 元以下

(4) 3,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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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3 條第 2 項規定，汽車駕駛人，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紅燈右轉行為者，處多
少罰鍰?(1) 1,800 元以上 3,600 元以下

(2) 1,800 元以上 5,400 元以下

(3) 900 元以上 1,800 元以下 (4) 600 元

以上 1,800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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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2-1 條規定，汽缸總排氣量多少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在公告開放其行駛之高速
公路路段及時段，不受第十九條第一項第四款不得行駛及進入高速公路之限制?(1)250 立方公分
(3)650 立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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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50 立方公分

(4)都不可以。

34. 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15 條規定，汽車在行駛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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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離車道時，應先顯示方向燈逐漸減速駛進路肩，車身或所載貨物突出部分，須全部
離開車道。待援期間除顯示危險警告燈外，並在故障車輛後方多少公尺處設置車輛故障標誌警示之?(1)30 公尺至 50 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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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公尺至 100 公尺

(3) 50 公尺至 100 公尺

35. 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16 條規定，汽車行駛於長度四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小型車應保
持幾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1)3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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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公尺至 100 公尺 。

(2)50 公尺

(3) 80 公尺(4) 100 公尺 。

36. 依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16 條規定，汽車行駛於長度四公里以上或經管理機關公告之隧道，大型車應保
持幾公尺以上之行車安全距離?(1)30 公尺

(2)50 公尺

(3) 80 公尺(4) 100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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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車輛逾期檢驗罰鍰(1)500 元至 1,000 元(2)800 元至 1,600 元(3)900 元至 1,800 元(4)1,200 元至 1,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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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車輛夜間行駛於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時，同向前方(1)三十公尺(2)五十公尺(3)一百公尺(4)以上皆非

內有車輛行

駛，不得使用遠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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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參加汽車駕駛人、汽車修護技工、汽車檢驗員、汽車駕駛考驗員之考驗或檢定者，自被查獲
日起(1)2(2)3(3)4(4)5 年內，不得參加該類證照之考驗或檢定，並撤銷其取得之該類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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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汽車行經高速公路於服務區、休息站內停放逾(1)3(2)4(3)5(4)6 小時，應予拖吊、移置、保管、處理外，並應予以舉
發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