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部公路總局嘉義區監理所 109 年契約服務員(雲林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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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請在答案卷作答，在試題作答不予計分。
4.作答時可使用黑色、藍色原子筆或鋼筆，不可用鉛筆。

(4)1.公路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 (1)為交通部路政司 (2)為交通部公路總局 (3)為行政院 (4)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
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1)2.汽車運輸業(1)變更組織、增減資產、抵押財產、宣告停業或歇業 (2)變更組織、增減資產、宣告停業或歇業 (3)
變更組織、宣告停業或歇業 (4)宣告停業或歇業 應先報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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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汽車運輸業營業車輛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公路主管機關得應受害者本人或其配偶、親屬檢具警察機關
相關證明文件之申請，自交通事故發生日起 (1)半個月內 (2)一個月內 (3)二個月內 (4)三個月內，暫不予核准
屬該業者登記名義全部或部分車輛過戶、繳銷牌照。但受害者本人或其配偶、親屬已向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獲
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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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或電車運輸業，遇有行車事故，致人、客重大傷害或死亡時，除應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及向警察機關報告
外，並應將經過情形向 (1)當地縣市政府 (2)該管公路主管機關 (3)當地鄉鎮區公所 (4)當地村里長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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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電動自行車：指經型式審驗合格，以電力為主，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幾公里以下，且車重不含電池在四十公斤
以下或車重含電池在六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 (1)十五公里 (2)二十五公里 (3)三十五公里 (4)四十五公里。
(2)12.汽車因故停駛期限最多不得超過多久，逾期即將牌照註銷(1)六個月 (2)一年 (3)二年 (4)三年。
(3)13.汽車超車時，如欲超越同一車道之前車時，須先按鳴喇叭多少單響或變換燈光幾次，但不得連續密集按鳴喇叭或
變換燈光迫使前車允讓 (1)按鳴喇叭一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 (2)按鳴喇叭一單響或變換燈光二次 (3)按鳴喇叭二
單響或變換燈光一次 (4)按鳴喇叭二單響或變換燈光二次。
(3)14.汽車交會時應遵循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1)在未劃有分向標線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或不良之道路交會時，
應減速慢行 (2)在峻狹坡路交會時，上坡車尚在坡下而下坡車已駛至坡道中途者，上坡車應禮讓下坡車先行 (3)
在山路交會時，靠道路外緣車輛應讓山壁車輛優先通過 (4)夜間會車應使用近光燈。
(4)15.汽車號牌每車二面，應懸掛於車輛前後端什麼位置 (1)中間位置 (2)左邊位置 (3)右邊位置 (4)明顯適當位置。
(4)16.領有牌照之汽車，其出廠年份，自用小客車未滿幾年者免予定期檢驗 (1)一年 (2)兩年 (3)三年 (4)五年。
(3)17.申請汽車學習駕駛證者，須年滿幾歲，並須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合格 (1)十四歲(2)十六歲(3)十八歲(4)二十歲。
(2)18.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於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得超過多少公
里 (1)二十公里 (2)三十公里 (3)四十公里 (4)五十公里。
(3)19.右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幾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1)十公尺 (2)二十公尺 (3)三十公尺 (4)四十公尺。
(2)20.汽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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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逾多少公分(1)30 公分
(2)40 公分 (3)50 公分 (4)60 公分。
(3)21.小明自詡為正義使者，常檢具他人違規證據資料向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起逾
幾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1)3 日 (2)5 日 (3)7 日 (4)以上皆非。
(4)22.汽車駕駛人下列哪一行為非屬當場不能或不宜攔截製單，而得逕行舉發之違規(1)闖越平交道 (2)不服指揮稽查
逃逸 (3)聽到救護車警號不立即避讓 (4)酒後駕車。
(2)23.自 109 年 3 月 1 日起，汽車駕駛人曾因酒後駕車違規吊銷駕照，未依規定完成下列何種課程或酒癮治療，不得申
請考領駕照(1)危險感知教育 (2)酒駕防制教育 (3)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4)酒精戒斷教育。
(3)24.承上題之汽車駕駛人依規定考領駕照後，不依規定駕駛配備下何項設備汽車者，處新臺幣 6,000 元以上 12,000 元
以下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車(1)全球定位系統 (2)視野輔助系統 (3)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 (4)臉部辨識
系統。

(1)25.老王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不服嘉義區監理所裁決，應於裁決書送達幾日內，向嘉義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
起撤銷訴訟(1)30 日 (2)45 日 (3)60 日 (4)90 日。
(2)26.駕駛人下列哪一項違規行為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1)將駕駛執照借供他人駕車 (2)在 6 個月內違規記點達 6
點以上，受吊扣駕駛執照 1 個月 (3)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肇事致人受傷記點處分 (4)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車。
(1)27.電動輔助自行車駕駛人附載幼童違反下列哪一項規定，應處新台幣 300 元以上 600 元以下罰鍰(1)駕駛人未滿 18
歲 (2)附載 4 歲且體重 15 公斤以下幼童 (3)附載 6 歲且體重 22 公斤以下幼童 (4)以上皆是。
(4)28.下列哪一項逕行舉發案件，得連續舉發(1)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速限，違規地點相距 6 公里以上 (2)行車速度
低於規定之最低速度，行駛經過一個路口以上 (3)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駕駛人未能將汽車移置，每
逾 2 小時 (4)以上皆是。
(1)29.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25 毫克以上，下列哪一乘客應處新臺幣 600 以上
3,000 元以下罰鍰(1)年滿 18 歲同車乘客 (2)年滿 70 歲同車乘客 (3)心智障礙同車乘客 (4)汽車運輸業乘客。
(3)30.下列有關汽缸排氣量 550 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的敘述，何者正確(1)得於任何時段行駛於高速公路 (2)駕
駛人僅需領有汽缸排氣量 550 立方公分以上大型重型機車駕照 (3)除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另有規定外，比照小
型汽車適用其行駛及處罰規定 (4)以上皆是。
(1)31.汽車運輸業應分類營運，究係分為幾類？(1)9 (2)8 (3)10 (4)7 。
(1)32.經營多元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於消費者叫車時應提供之資訊，何者為是？(1)應提供車輛廠牌、年份、牌照號碼 (2)
無須提供駕駛員之消費者乘車評價 (3)車資現場議價或按計費表計收車資 (4)以上皆是。
(1)33.汽車運輸業除對所屬車輛、駕駛人及僱用之從業人員應負管理責任，故業者派任駕駛人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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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駕照應經監理機關審驗合格？(1)3 (2)1 (3)2 (4)4 。
(4)34.經核准籌備之汽車運輸業，應自核准之日起幾個月內籌備完竣？(1)9 (2)8 (3)7 (4)6 。
(2)35.遊覽車客運業應遵守之規定，何者為是？(1)車輛得外駛個別攬載旅客、開駛固定班車或擅自設置營業所站 (2)承辦
機關、學校或其他團體交通車，應於事前檢具合約書副本報請公路主管機關備查 (3)機關、學校、旅行業及導遊人員
對包租遊覽車依規定所為查核，無須配合 (4)以上皆非。
(2)36.汽車運輸業調派所屬逾 65 歲持有合格大型車職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執行駕駛勤務時，應符合規定。下列何者為是？
(1)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 6 小時 (2)連續駕車 3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休息，休息時間如採分次實施者每次應
不得少於 15 分鐘 (3)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 12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4)以上皆是。
(4)37.汽車貨運業專辦搬家業務者，應遵守下列哪項規定？(1)公司行號名稱應標明「搬家」 (2)業務範圍以從事搬家業務為
限，不得攬載一般貨物 (3)車輛顏色、標識應依遵守規定 (4)以上皆是。
(4)38.營業大客車業者派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令關於工作時間之規定，其調派駕駛勤務並應
符合哪些規定？(1)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 (2)連續駕車 4 小時，至少應有 30 分鐘休息，休息時間如採
分次實施者每次應不得少於 15 分鐘 (3)連續兩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續 10 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4)以上皆是。
(4)39.公路主管機關對汽車運輸業認為經營不善，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得為各項處理，下列何者為是？(1)限令定期
改善 (2)應改善事項，逾期尚無成效，或違抗命令，不為改善時，得停止其部分營業 (3)受停止部分營業處分一年以
上仍未改善者，經交通部核准，撤銷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4)以上皆是。
(3)40.汽車運輸業無須依主管機關規定裝置車機設備，並維持正常運作及納入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建置或指定之動態資訊管理
系統監控列管。下列何者為是？(1)公路汽車客運業 (2)遊覽車客運業 (3)汽車、路線、貨櫃貨運業 (4)市區汽車客
運業。
(1)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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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下列何者非公告之結構：(1)主旨 (2)依據 (3)辦法 (4)公告事項。
(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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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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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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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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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蓋印及簽署應注意事項，下列何者為非：(1)一般公文蓋用機關印信之位置，以在首頁右側偏上方空白處用印為原則，
簽署使用之章戳位置則於全文最後 (2)附件以不蓋用印信為原則，但有規定須蓋用印信者，依其規定 (3)副本之蓋印
與正本同，抄本（件）及譯本必須蓋印，但應分別標示「抄本（件）
」或「譯本」 (4)公文及原稿用紙在 2 頁以上者，
其騎縫處均應蓋（印）騎縫章。
(1)48.速件公文處理時限為：(1)3 日 (2)1 日 (3)6 日 (4)2 日。
(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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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總統與立法院、監察院公文往復時使用：(1)呈 (2)令 (3)咨 (4)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