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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交通法令何者為命令而非法律： 

交通部組織法  公路法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2 下列那一項行政工作不屬於交通行政的範圍： 

路政 郵政 民政 航政 

3 行政作用不僅應受法律的限制，人民基本權的限制更必須以法律限制，不得以命令為之，這是依據法律的什

麼原則： 

優越原則 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4 交通行政不包括下列那一項內涵： 

交通行政組織及人員之管理 交通事業之監督及經營權之特許 

海峽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修訂 交通事業之制裁及爭議 

5 政府對於公民營交通事業之股份、抵借外債、會計制度、營運概況均須提報主管機關監督管理，此稱為： 

業務監督 技術監督 人事監督 財務監督 

6 我國高速鐵路採取 BOT 模式，其興建與營運的機構為何？ 

由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興建，由臺灣高鐵公司營運 

由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興建並營運 

由臺灣高鐵公司興建並營運 

由臺灣高鐵公司興建，由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營運 

7 交通法規中對於制定或是適用法規，均不得溯及既往發生效力，這是依據下列何種原則： 

保留原則 比例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8 有關大眾捷運系統之運價率，下列敘述何者為錯誤？ 

運價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運價率之計算公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運價由營運機構依運價率計算公式擬訂，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實施 

運價率之變更程序，與擬訂程序相同 

9 交通人員中例如船員雖然是不屬於公務員的交通事業人員，也必須具備公法上的那一項要件？ 

財力 省籍 資格 體力 

10 依據船舶法規定，船舶檢查分為定期檢查、臨時檢查與下列那一項檢查？ 

一般檢查 季節檢查 動態檢查 特別檢查 

11 交通事業取得登記許可證後，需於一定期限內開始營業，是適用下列那一項監督原則？ 

健全事業發展 核定合理運價費率 貫徹事業之目的 維護公眾安全 

12 搭乘火車旅客若未購票上車，經查獲如無正當理由，除補收票款外，並得加收多少票價？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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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國航空器自洛杉磯飛航日本東京，載運客貨進入中華民國境內卸載。請問是屬於那一種航權？ 
第五航權 第四航權 第三航權 第二航權 

14 公路汽車客運業、市區汽車客運業與遊覽車客運業，皆應投保乘客責任保險。未依規定投保乘客責任保險者，

依公路法相關規定，如何處罰？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5 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15 下列何者非屬民用航空法規定之航空人員？ 
保安控管人 地面機械員 航空器駕駛員 維修員 

16 張三委託李四代為購買火車票，李四對臺灣鐵路管理局所為之承諾，其效力如何？ 
不及於張三本人 等同張三之承諾 須待張三確認 自始即無效 

17 郵件在航運發生海難時，不分擔共同海損，此稱為： 
營運優待權 安全維護權 無障礙通行權 營運費收取權 

18 無論火車票、機票之退票，是指交通上利用關係終了的何種原因？ 
利用關係之終止 利用關係之解除 利用關係之排除 利用關係之完成 

19 在交通事業之利用關係上，凡交通法規有規定者，自應依其規定；若無特別規定時，則適用下列何者？ 
私法 慣例 習俗 常規 

20 交通法規中之處罰，以下列那一種制裁最為普遍？ 
秩序罰 懲戒罰 即時強制 行政刑罰 

21 訴願法已刪除下列那一項規定： 
訴願 共同訴願 再訴願 行政訴訟 

22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所訂之處罰，是下列那一種行政制裁方式： 
行政刑罰 秩序罰 強制執行 懲戒罰 

23 公路建設基金之來源，不包括下列那一種稅費？ 
汽車燃料使用費  徵收之車輛通行費 
依法撥用於公路建設之經費 汽車進口關稅 

24 國際商港由主管機關設國營事業機構經營及管理；管理事項涉及公權力部分，依商港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

何者為正確？ 
由交通部航政司執行辦理 由交通部港務局辦理 
由交通及建設部港務公司辦理 由交通及建設部航港局辦理 

25 依商港法相關規定，商港經營事業機構由主管機關設置。現行港務公司之經營，下列何者為正確？ 
港務公司由政府獨資經營 港務公司由公民合資經營 
港務公司由民間經營  港務公司由民間及地方政府合資經營 

26 機關首長不能執行職務，由副首長暫時代行權限，此稱之為： 
指定代理 法定代理 授權代理 全權代理 

27 下列那一種人員是屬於政府委任關係之交通人員？ 
資訊管理師 航港局工程師 郵局郵務士 引水人 

28 我國汽車運輸業之運價制度是屬於下列那一種費率方式？ 
自由費率 法定費率 核定費率 協定費率 

29 依公路法相關規定，公路主管機關得於既有路面內設置可供自行車安全通行之專用道。下列敘述何者為正

確？ 
得經村里長書面之請求設置之 得依自行車行車之需求設置 
非經議會決議，不得設置 非經區長書面請求，不得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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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大型重型機車應停放在下列那一種停車空間？ 

機車停車格 汽車停車格 騎樓 人行道 

31 交通助理人員得逕行執行之稽查項目為下列那一項？ 

所有違反道路交通法規之行為 所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行為 

違規停車之行為  對慢車與行人違規之行為 

32 最新修訂酒後駕車最低的取締標準是吐氣每公升多少毫克？ 

0.15 0.25 0.35 0.55 

33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地區停車需求，核准市中心區高樓私有建築物新建或改建時，投資增設停車

空間，開放供公眾使用。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仍受建築法令有關高度及容積率之限制 仍受建築法令有關高度但不受容積率之限制 

不受建築法令有關高度及容積率之限制 不受建築法令有關高度但仍受容積率之限制 

34 捷運路網全部或一部工程完竣，決定開始營運前，依大眾捷運法相關規定，如何處理？ 

報請總統剪綵試乘  臺北市政府派員試乘履勘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辦理通車典禮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履勘，非經核准，不得營運 

35 航業法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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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敘述

何者為正確？ 

該船舶運送業得請求海岸巡防署派員上船保護 

該船舶運送業得請求海軍派艦隨行保護 

該船舶運送業得僱用私人武裝保全人員 

該船舶運送業得請求海軍派艦隨行保護或海岸巡防署派員上船保護 

36 國際鐵路協會制定 1.435 mm 軌距（等於英制 4 呎 8 吋半），通稱為標準軌或是國際軌距，我國鐵路法對鐵

路軌距的規定原則何者正確？ 

鐵路法未規定鐵路軌距 

鐵路法規定之原則，鐵路軌距，定為 1 公尺 4 公寸 3 公分 5 公釐 

鐵路法規定之原則，鐵路軌距，定為 1 公尺 0 公寸 6 公分 7 公釐 

鐵路法規定之原則，鐵路軌距，併定為 1 公尺 0 公寸 6 公分 7 公釐及 1 公尺 4 公寸 3 公分 5 公釐 

37 依商港法相關規定，商港公共基礎設施之興建維護費用，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由國家預算支付 由國家稅捐支付 由國家規費支付 由航港建設基金支付 

38 交通部主管全國交通行政及交通事業。依交通部組織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交通部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執行本部主管事務之過失，有懲戒之責 

交通部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執行本部主管事務之過失，有糾正之責 

交通部就主管事務，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提經行

政院會議議決後，變更之 

交通部就主管事務，對於各地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提經行

政院會議議決後，停止或撤銷之 

39 依發展大眾運輸條例規定，主管機關對大眾運輸事業資本設備投資及營運虧損，得予以補貼；其補貼之對象

為何？ 

限於身心障礙人士  限於偏遠、離島地區之居民 

限於偏遠、離島或特殊服務性之路（航）線業者 限於都會區小型社區服務性之路（航）線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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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大眾運輸票價，除法律另有規定予以優待者外，一律全價收費。依法律規定予以優待者，其票價差額所造成

之短收，由政府部門編列預算予以補貼，其對象為何？ 

限於 65 歲以上及身心障礙人士 限於偏遠、離島地區之居民 

偏遠、離島之路（航）線業者 其差額所造成短收之大眾運輸業者 

41 公路汽車運輸，分自用與營業兩種。自用汽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汽車應依規定，分類營運。下列規定

何者為正確？ 

公路汽車客運業：在核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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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巿區汽車客運業：在核定路線內，以公共汽車運輸旅客為營業者 

遊覽車客運業：在核定路線內，以遊覽車包租載客為營業者 

42 下列何種業別不適用民用航空法之規定？ 

普通航空業 民用航空器租賃業 空廚業 航空站地勤業 

43 依停車場法相關規定，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之收費，位於市中心區或商業區者，下列收費方式何者為正確？ 

得採計時不累進方式收費。採計時收取，得以 30 分鐘為計費單位 

得採計時不累進方式收費。採計時收取，得以 20 分鐘為計費單位 

得採計時累進方式收費。採計時收取，得以 30 分鐘為計費單位 

得採計時累進方式收費。採計時收取，得以 20 分鐘為計費單位 

44 國營鐵路之會計，依鐵路法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依國營事業會計制度之規定 依民營事業會計制度之規定 

依鐵路會計制度之規定  依交通事業會計制度之規定 

45 交通法規中針對特定事項之「許可執照」由主管機關撤回時，此稱為： 

吊銷 繳銷 撤銷 註銷 

46 依鐵路法相關規定，電化鐵路輸電系統之線路，得於空中、地下、水底擇宜建設。地價或租費處理原則為何？ 

地價或租費免付  地價或租費折半給付 

地價全額給付或租費折半給付 地價折半給付或租費全額給付 

47 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機構之組織，下列敘述何者為正確？ 

以依交通部組織法設立之有限公司為限 以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以國有公營為限  以公有公營為限 

48 大眾運輸事業決定其運價之方式為何？ 

自行擬訂票價公告實施，調整時，亦同 

在主管機關核定之上下限運價範圍內，得自行擬訂票價公告實施，調整時，亦同 

在主管機關核定之運價範圍內，得自行擬訂票價公告實施，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調整時，亦同 

在主管機關核定之運價範圍內，應自行擬訂票價，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公告實施，調整時，亦同 

49 適用發展大眾運輸條例之大眾運輸事業有 7 種，不包括下列那一事業？ 

市區汽車客運業 計程車客運業 鐵路運輸業 公路汽車客運業 

50 下列何者非屬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或違規紀錄之執行者？ 

公路主管機關  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交通助理人員  交通勤務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