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09 年契約服務員儲備人員甄試筆試試題
科目：監理專業常識測驗(含公文常識)
考試範圍：公路法、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等相關監理法規及公文常識
考試時間：1 小時
※ 注意：1.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共 50 題，答對每題 2 分，答錯不倒扣。
2.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入場證編號：

3.請在答案卷作答，在試題作答不予計分。
4.作答時一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作答，不可用鉛筆，修正時以修正液（帶）為限，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1)1.以下說明何者正確?(1)國道、省道之養護，除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辦理外，得由路線經過之直轄市、縣 (市) 公路主
管機關辦理 (2)縣道、鄉道之養護，由縣(市)公路主管機關辦理；其屬鄉道者，得委託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辦理 (3)
國道、省道之養護，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辦理（4）以上皆非。
(2)2.以下說明何者正確?(1)公路汽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 (2)巿區汽車客運業：在核定
區域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 (3)小客車租賃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者 (4)汽車貨櫃
貨運業：在核定路線內，以聯結車運送貨櫃貨物為營業者。
(4)3.非中華民國國民或法人，不得在中華民國境內投資經營汽車運輸業。但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申請投資經
營?(1)小客車租賃業 (2)小貨車租賃業 (3)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及汽車貨櫃貨運業 (4)以上皆是。
(2)4.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1)三個月 (2)六個月內 (3)九個月 (4)一年內籌備完竣。如因特殊情
形未能如期籌備完成時，得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准予延期，以六個月為限，逾期撤銷其核准籌備。
(2)5.新設立汽車運輸業所領用之車輛牌照，自核發牌照日起(1)半年內 (2)一年內 (3)二年內 (4)三年內，不得辦理繳銷
或過戶轉讓。
(1)6.汽車運輸業營業車輛汰舊換新，應於繳銷牌照之日起一定期間內，以同一車輛種類(1)全新或年份較新 (2)全新 (3)
年份較新 (4)全新或月份較新之車輛 替補；未能於規定期限內替補者，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期，逾期註銷替補。
(1)7.汽車及電車之登記、檢驗、發照、駕駛人及技工之登記、考驗發照，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統一辦理，並得委託(1)直
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或相關法人、團體辦理 (2)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辦理 (3)相關法人、團體辦理 (4)縣市政府辦理。
(2)8.修護汽車，應由領有(1)汽車修護技工執照 (2)汽車修護技工執照或乙級以上汽車修護技術士證 (3)汽車修護技工執
照或甲級以上汽車修護技術士證 (4)汽車修護技工執照或丙級以上汽車修護技術士證之人員為之。
(4) 9.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處新臺幣(1)九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 (2)三萬元以上九十萬元以
下 (3)五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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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吊扣四個月至一年，或吊銷之，非滿二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2)10.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以合作社組織經營者，其籌設程序、核准籌備與廢止核准核備之要件、社員資格條件、設立最低
人數、業務範圍、管理方式及營運應遵守等事項之管理辦法，由(1)交通部會同勞工委員會定之 (2)交通部會同內政
部定之 (3)交通部會同法務部定之 (4)交通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1)11.大型重型機車是指汽缸總排氣量逾(1)二百五十 (2)三百五十 (3)四百五十 (4)五百五十 立方公分之二輪或三輪機
車。
(2)12.電動自行車是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1)一十五公里 (2)二十五公里 (3)三十五公
里 (4)四十五公里 以下之二輪車輛。
(3)13.在正常情況下，下列何者無法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辦理變更登記?(1)燃料種類 (2)頭燈設備或使用性質 (3)軸距規
格(4)汽車車身式樣。
(3)14.大客車分類：軸距未逾四公尺且核定總重量逾三·五噸而未逾四·五噸之大客車是屬於(1)甲類 (2)乙類 (3)丙類 (4)
丁類 之大客車。
(3)15.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起，機車出廠幾年以上辦理轉讓過戶者必須實施臨時檢驗?(1)十年 (2)六年 (3)五
年 (4)三年。
(2)16.汽車學習駕駛證之學習駕車有效期間，自領證之日起以(1)半年 (2)一年 (3)一年半 (4)二年 有效。
(4)17.考領大型重型機車駕駛執照須年滿二十歲，最高年齡為(1)六十歲 (2)六十五歲 (3)七十歲 (4)不受限制。
(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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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 (2)二年 (3)三年 (4)四年。
(3)19.汽車裝載貨物高度自地面算起，大型車不得超過(1)三·八公尺 (2)三·九公尺 (3)四公尺 (4)四·二公尺。
(3)20.汽車臨時停車時，應依車輛順行方向緊靠道路邊緣，其前後輪胎外側距離緣石或路面邊緣不得逾(1)40 公分 (2)50
公分 (3)60 公分 (4)70 公分。
(3)21.「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依照廣義法律的位階高低分類，屬於哪個位階？(1)憲法(2)命令(3)法律(4)規則 。
(4)22.下列何者非屬危險駕駛行為之規範?(1) 在道路上蛇行或二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2)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
時速六十公里(3) 驟然變換車道迫使他車讓道(4) 除罰鍰外並吊扣該汽車牌照二個月。
(4)23.汽車所有人辦理車輛檢驗前，應繳清下列何項費用?(1)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章、第三章之罰鍰(2)積欠之
汽車燃料使用費(3) 違反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事件之罰鍰(4)以上皆非。
(2)24.下列何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事件，車輛不予沒入?(1) 報廢登記之汽車仍行駛(2) 使用偽造、變造或矇領之
牌照行駛(3)未領用牌照且未依規定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而行駛(4) 拼裝車輛未經核准領用牌證行駛。
(3)25.行政院核定自 108 年 7 月 1 日施行酒駕處罰，其實施項目下列何者不正確? (1) 同車乘客也要連坐處罰(2) 酒駕再
犯、拒檢（測）及再犯，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得沒入車輛(3) 汽車駕駛人經酒駕處罰，依規定考領駕駛執照後，應
駕駛配備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之汽車(4) 酒駕、拒檢（測）
、再犯，罰鍰累加「無上限」。
(2)26.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肇事後處理不當之處罰，下列何者不正確?(1) 肇事雖無人受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扣其駕駛執照
一個月至三個月 (2)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3) 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依刑法第 185-4 條
規定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4) 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2)27.受處罰人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若不服舉發事實，下列何者不正確? (1)應於三十日內，向處罰機關
陳述意見(2)受處分人不服處罰之裁決，應以舉發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3)提起撤銷訴訟，應於裁決書送達後
三十日之不變期間內為之(4)提起訴訟之機關為管轄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4)28.有關汽車駕駛人酒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正確? (1) 汽車駕駛人飲酒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不得駕車(2) 汽車駕駛人經檢測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處三萬元以上
十二萬元以下罰鍰。(3) 機車駕駛人於五年內第二次酒駕規定者，處九萬元罰鍰(4) 汽、機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
濃度檢測者，處新臺幣十六萬元罰鍰。
(2)29.駕駛人違規遭逕行舉發，其連續舉發何者不正確?(1)於高速公路超速行駛，其違規地點相距六公里以上(2) 在禁止
臨時停車處所停車而駕駛人不在場超過一小時 (3)汽車行駛經過一個路口以上(4) 違規時間相隔六分鐘以上。
(3)30.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自行為成立之日起，逾期多久不得舉發?(1)一個月(2)二個月(3)三個月(4)六個
月。
(3)31.遊覽車客運業車輛出租時，應據實填載派車單及簽訂書面租車契約，其派車單及租車契約並應至少保存多久時間供
公路監理機關查核？(1)五年 (2)二年 (3)一年 (4)三年。
(4)32.「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者」係指下列那一項業別？(1)計程車租賃業

(2)小客車租賃業

(3)

小客車客運業 (4)計程車客運業。
(3)33.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營業大客車業者每隔多少時間應對所屬駕駛人辦
理一次以上之行車安全教育訓練？(1)一年 (2)二年 (3)半年

(4)三個月。

(1)34.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遊覽車客運業，應僱用持有大客車職業駕駛執照者，除駕駛專辦交通車外，駕駛甲類
大客車應具備受僱於公路、市區汽車客運業或其他駕駛大客車等多久時間的實際經歷？(1)二年以上 (2)四年以上
(3)一年以上 (4)三年以上。
(2)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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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逾多久期限，仍無權利人領
取時，取得其所有權？(1)三年

(2)一年 (3)二年 (4)六個月。

(1)36.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其調派駕駛勤務原則上若連續駕車四小
時，至少應有多少時間休息，若休息時間採分次實施者，則每次應不得少於多少時間休息？(1)30 分鐘；15 分鐘
(2)45 分鐘；15 分鐘

(3)15 分鐘；20 分鐘 (4)25 分鐘；10 分鐘。

(2)37.汽車運輸業經核准籌備後，如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籌備完成時，得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准予延期，以多少時間為
限？(1)一年

(2)六個月 (3)一個月 (4)三個月。

(3)38.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規定，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前，應確認所屬駕駛人幾年內已接受公路主管機關辦理之
定期訓練或職前專案講習？(1)一年內 (2)二年內 (3)三年內 (4)五年內。
(3)39.計程車牌照應依照下列何項條件發放？(1)縣、市人口及汽、機車數量成長比例 (2)縣、市人口及就業人口數成長比
例 (3)縣、市人口及使用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縣、市車輛及使道路面積成長比例。
(4)40.計程車客運業為因應特定消費型態所需，得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針對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意旨以網際
網路平臺，整合供需訊息，提供下列何種類型之計程車服務？(1)排班候客 (2)巡迴攬客 (3)共乘服務 (4)預約
載客 。
(4)41.公文「函」的結構，通常分為「主旨」、
「說明」、
「辦法」三段，關於其相關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為正確？
(1)「說明」不得分項條列 (2)「主旨」可分段完成 (3)「說明」應力求具體扼要，勿作較詳細之敘述 (4)「辦法」
可因內容改用「建議」、
「請求」
、「擬辦」等名稱。
(3)42.依公文程式之類別，下列何者為「公布法律、任免、獎懲官員，總統、軍事機關、部隊發布命令時用之」?
(1)呈 (2)函 (3)令 (4)公告。
(1)43.「函」
：各機關處理公務有下列情形之一時使用，下列何者為非?
(1)各機關就主管業務或依據法令規定，向公眾或特定之對象宣布周知時使用 (2)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求或報
告時 (3)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交辦、批復時 (4)民眾與機關間之申請與答復時。
(2)44.依文書處理手冊，公文夾區分下列何者錯誤?
(1)最速件用紅色 (2)速件用綠色 (3)普通件用白色 (4)機密文書用黃色或特製之保密封套。
(4)45. 檔案歸檔案件，下列何者為非?
(1)歸檔案件以原件為原則，有附件者，每一種以一份為限 (2)文件產生日期之先後順序，早者在下，晚者在上，依
序編寫頁碼 (3)附件頁碼之編寫，除已編有頁碼或為書籍型式或難以隨文裝訂者外，應併同其本文連續為之 (4)機
關名義對內部單位行文，各受文單位辦畢後得不歸檔。
(1)46.速件公文處理時限為?
(1)3 日 (2)1 日 (3)6 日 (4)2 日。
(1)47.依分層負責之規定處理文書，如遇特別案件，必須為緊急之處理時：
(1)次一層主管得依其職掌，先行處理，再補陳核判 (2)次一層主管不得得依其職掌，先行處理 (3)次一層主管得依
其職掌，逕行處理，不必再補陳核判 (4)次一層主管得依其職掌，不得處理。
(1)48.欲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檔案時應：
(1)以書面敘明理由為之 (2)以電話通知敘明理由為之 (3)以 E-mail 通知敘明理由為之 (4)以上皆可 。
(2)49.來文如有誤投，應退還原發文機關，其有時間性者應?
(1)代為轉送即可 (2)代為轉送，並通知原發文機關 (3)退回原發文機關 (4)予以銷毀並告知原發文機關。
(1)50.其他機關需使用國家機密者，應經下列何者同意?
(1)原核定機關 (2)原核定機關之上一級機關 (3)檔案中央主管機關 (4)以上逐級皆要取得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