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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交通工程與管制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某公路之設計速率為 80 公里/小時，且其超高與路面摩擦係數分別為 0.05 與 0.15，則最小轉彎

半徑為多少公尺？ 

 (A) 126     (B) 252 (C) 504 (D) 1,008  

2. 駕駛人在車流間對其他車輛接近的時間以及彼此所距空間的判斷能力，稱為？ 

 (A)動態視力（dynamic visual acuity）     (B)週邊視界（peripheral vision）  

 (C)視線掃視（eye movement） (D)視覺深度（depth perception）  

3. 依據美國公路及運輸官員協會（AASHTO）有關視距規定，在道路設計速率為 60 公里/小時與

車輛減速度為 3.4 公尺/秒 2之條件下，車輛通過平面交岔路口所需之最短停車視距約為多少公

尺？ 

 (A) 54     (B) 75 (C) 83 (D) 108  

4. 下列何者不屬於巨觀（macroscopic）車流特性之參數？ 

 (A)時間車距（headway）   (B)流量（flow）  

 (C)密度（density）  (D)空間平均速率（space mean speed）  

5. 於辦理都會區整體運輸系統規劃及新闢道路系統時，為蒐集各種旅次所使用之交通工具別，會

運用下列何種交通調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 

 (A)車輛起迄點調查    (B)一般公路交通量調查  

 (C)行人交通量調查  (D)屏柵線交通量調查 

6. 下列何者不屬於尖峰小時因子（peak hour factor）計算考慮之因素？ 

 (A)交通尖峰時間內之最高小時交通量      

 (B)交通尖峰時間內最高 12 分鐘交通量 

 (C)尖峰小時中最高 5 分鐘交通量  

 (D)尖峰小時中最高 15 分鐘交通量 

7. 下列何者為運輸系統管理的策略？①幹道號誌連鎖 ②調撥車道 ③高速公路高乘載管制   

④臺灣高鐵早鳥折扣票 ⑤高速公路開放路肩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②⑤ (D) ①②③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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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下列何者為轉向交通量調查之主要目的？ 

 (A)路口容量分析    (B)舖面設計 

 (C)調撥車道設計 (D)評估道路效率 

9.  1 輛車行駛在平坡公路上，且其路面摩擦係數約為 0.7，若該車輛初速度為 100 公里/小時，在

遇到障礙物採取緊急煞車到停止，請問其煞車距離為何？ 

 (A)約 28 公尺    (B)約 63 公尺 

 (C)約 56 公尺 (D)約 126 公尺   

10. 下列何者為計算交岔路口號誌清道時間時，必須考慮的因素？①駕駛人反應時間 ②平均車速

③車輛減速度 ④交岔路口寬度 ⑤平均車長 

 (A) ①②③     (B) ①②③④  

 (C) ①②④⑤ (D) ①②③④⑤   

11. 下列何者不屬於公路分類考慮之因素？ 

 (A)地域特性     (B)路權型態 

 (C)交通功能 (D)行政系統 

12. 當於某速限為 70 公里之路段進行施工，要將工區速限降為 30 公里時，請問應如何調整速限？ 

 (A)分為 70kph、50kph、30kph 三段降低   (B)直接由 70kph 降為 30kph  

 (C)分為 70kph、60kph、30kph 三段降低 (D)降幅太大不可行，應僅能降為 40kph 

13. 於都市地區當尖峰時間雙向流量差異甚大，其中交通量較大之方向其交通量已接近道路容量

時，可作調撥車道管制，請問三車道以上之雙向行車道路，其 D 係數達多少以上，需做此調

撥管制？ 

 (A) 0.33   (B) 0.55  (C) 0.66 (D) 0.88 

14. 承上題，當為兩車道之雙向道路，且鄰近有平行道路可為替代時，於其 D 係數達多少以上時，

可考慮將此路段改為臨時單向行車以疏導交通？ 

 (A) 0.35 (B) 0.45  (C) 0.65 (D) 0.85   

15. 若某個地點的第 30 高小時交通量為 1,258 PCU/hr，請問這個地點的設計小時交通量最可能為

何？ 

 (A) 1,258×24=30,192  (B) 1,258×2=2,516 

 (C) 1,250 (D)資訊不足，無法判斷   

16. 隧道之照明應視隧道長度作分區設計，並可分為接近區、入口區、漸變區、內部區、出口區與

離去區等段，請問其中入口區及出口區之長度與安全停車視距的關係為何？ 

 (A)入口區及出口區之長度不應小於安全停車視距  

 (B)入口區及出口區之長度應為 2 倍安全停車視距 

 (C)入口區及出口區之長度應為 2.5 倍安全停車視距  

 (D)入口區及出口區之長度與安全停車視距無關   

17. 承上題，離去區長度與停車視距的關係為何？ 

 (A)離去區長度應等於停車視距     (B)離去區長度應為 2 倍停車視距 

 (C)離去區長度應為 2.5 倍停車視距 (D)離去區長度與停車視距無關   

18. 某路段擬採同亮號誌管制，此路段各路口距離約為 600 公尺，平均車速為 48 公里/小時，請問

週期應為多少？ 

 (A) 30 秒 (B) 45 秒 (C) 60 秒 (D) 90 秒   



交通工程與管制3  

19. 承上題，若改為迭亮方式進行連鎖，則週期應為多少？ 

 (A) 30 秒 (B) 45 秒 (C) 60 秒 (D) 90 秒   

20. 於某件交通事故中，測得煞車痕為 17.7 公尺，若事故當時路面狀況估計阻力係數約為 0.8，請

問留下煞車痕的車輛，於開始煞車時的速度約為多少？（假設煞車效率為 100%） 

 (A) 40 公里/小時    (B) 50 公里/小時 

 (C) 60 公里/小時 (D) 70 公里/小時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有關速率研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現點速率可作為擬定公路速限的依據   (B)速率係指單位時間內車輛行駛的距離 

 (C)空間平均速率必大於時間平均速率 (D)時間平均速率大於或等於空間平均速率 

 (E)行車速率係指車輛行駛距離與其全程行駛時間之比   

22. 有關流量、密度與速率三者關係之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車流密度越大，車流速率越小     

 (B)自由車流係指高速率、低密度、高流量之車流狀態 

 (C)最大流量伴隨最大速率發生                                  

 (D)擁擠密度係指低速率、高密度、高流量之車流狀態 

 (E)最大流量伴隨不穩定車流狀態發生 

23. 依據「臺灣地區公路容量手冊」所訂之評估準則，在評估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之服務水準時，所

使用之評估指標有哪些？ 

 (A)平均停等延滯    (B)流量與容量之比值 

 (C)負荷因子 (D)平均速率與速限之差距 

 (E)飽和度   

24. 「基本狀況」為公路容量分析時的重要預設前提，下列何者為一般認知高速公路基本路段的「基

本狀況」？ 

 (A)車道寬為 3.0 公尺    (B)直線路段 

 (C)晴朗天氣及良好鋪面 (D)平常日的車流 

 (E)車流中的車種包括小客車、大客貨車與聯結車等 

25. 下列哪些為平面交岔路口號誌化管制所須考量的因素？ 

 (A)尖峰小時汽車交通量    (B)行人穿越數量 

 (C)路口幾何型態 (D)車種組成 

 (E)肇事紀錄   

26. 有關號誌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車道管制號誌屬於特種交通號誌    (B)盲人音響號誌屬於行人專用號誌 

 (C)交通感應號誌屬於行車管制號誌      (D)交通調整號誌屬於觸動式號誌 

 (E)大眾捷運系統聲光號誌用以警告接近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應暫停讓車輛及行人優先通行   

27. 下列何者是交岔路口槽化的目的？ 

 (A)減少潛在的衝突面積     (B)使駕駛人有足夠距離來適應交通情況 

 (C)以較大角度進行併流 (D)降低車輛交會之碰撞能量 

 (E)確保行人安全   

28. 下列何者是訂定速限的考慮因素？ 

 (A)路邊停車與行人流量     (B)道路兩旁土地使用強度 

 (C)肇事紀錄 (D)警察見警率 

 (E)路邊廣告招牌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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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下列何者屬於路邊停車管理之時間管制策略？ 

 (A)停車延時之限制     (B)裝卸貨物時間限制 

 (C)規劃上下乘客或裝卸貨物區段 (D)規定禁止停車之路段 

 (E)設置計程車招呼站   

30. 下列何者為道路交岔路口整合設計考慮的因素？ 

 (A)土地使用強度 (B)交通運具組成 

 (C)路口型態 (D)天候狀況 

 (E)轉向限制   

31. 下列何者為常見的速率控制方法？ 

 (A)速限區段之設立    (B)漏斗式車道之設計 

 (C)「讓」字或「停」字標誌之設置 (D)連鎖號誌系統之建置 

 (E)區間平均速率執法   

32. 交通寧靜區的設置主要目的是以改變汽機車駕駛人之駕駛行為，最後達到減少通過性交通量的

效果，請問下列規劃原則何者正確？ 

 (A)若在商業區街道應提供特殊卸載貨區域，在時限內提供短時間停車      

 (B)交通寧靜區速限應在 15 公里/小時以下 

 (C)可採用護柱、護欄或樹木等措施保護行人  

 (D)轉移穿越性交通，進入交通寧靜區內的交通則以降速處理 

 (E)仍可設置路邊停車場，但停車位應明確劃設標線，並應與路面其他部分有明顯區別   

33. 承上題，若擬於學區設置交通寧靜區，請問下列適用條件何者正確？ 

 (A)AADT 在 3,000 PCU 以下    (B)穿越性交通量少於 50%或有替代路線 

 (C)交通事故每年 2 次以上 (D)道路為雙向雙車道以下 

 (E)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文教區   

34. 有關定時式號誌設計與控制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需在道路設感應器偵測車輛到達狀況   (B)時制計畫順序係依據過去的交通量變化型態 

 (C)具有最長綠燈時段之設計 (D)適合於每日各時段交通流量十分穩定之道路 

 (E)控制器內建有單位延長時間遞減的功能   

35. 行車管制號誌系統之時制設計，通常以下列哪些原則或指標為設計目標？ 

 (A)整體路網之路口延滯最小    (B)幹道車輛通行有效綠燈帶寬最大 

 (C)整體路網車輛的燃料消耗最低 (D)全部行人可於一次綠燈時間通過機率最大 

 (E)支道車輛的停等次數最少   

36. 臨時停車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 3 分鐘，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之停車情形，但於載運何種對象上、下車時，臨時停車不受 3 分鐘之限制？ 

 (A)載運裝卸危險物品     (B)65 歲以上長者 

 (C)未滿 12 歲之兒童 (D)未滿 7 歲之兒童  

 (E)行動不便之人   

37. 依據我國「交通工程規範」，交通工程設施規劃與設計時，應儘量考慮下列哪些特性？ 

 (A)系統性     (B)相容性 

 (C)醒目性 (D)一致性 

 (E)擴展性 

38. 下列有關告示牌之相關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警告性質告示牌為黃底黑字黑邊    (B)禁制性質告示牌為為紅底白字白邊 

 (C)行車指示性質告示牌為藍底白字白邊 (D)服務設施指示性質告示牌為橘底白字白邊 

 (E)一般指示標誌及輔助標誌之告示牌形狀為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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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有關腳踏自行車道設計，下列何者正確？ 

 (A)於市區道路主要採「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方式設置  

 (B)設計速率得依路段特性調整，分為 10～30 公里/小時 

 (C)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穿越交叉口時，宜與行人穿越道區隔  

 (D)腳踏自行車與行人共用道淨寬以 3.0 公尺以上為宜，最小為 1.5 公尺，且不得有礙行人通行 

 (E)腳踏自行車道與車道之區隔方式可為實體分隔（如緣石）或非實體分隔（如標線輔以交通 

安全設施）   

40. 有關行人穿越道路之交通工程設施設置，下列何者正確？ 

 (A)設有行車管制號誌處，應劃設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以利行人通過 

 (B)路段中應設斑馬紋行人穿越道線，不得劃設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C)交岔路口可設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與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亦可二者同時劃設  

 (D)行人穿越道線是指示標線，目的是引導行人行進方向與路線 

 (E)全日性與時段性之對角線行人穿越道線劃設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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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英文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分；答錯者倒扣 1/3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4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40分) 

1. The program deals with drug ________,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issues related to gang crimes. 

 (A) abortion (B) aggression (C) addiction (D) accountability 

2. The police ________ the road in an attempt to control the traffic flow. 

 (A) blocked (B) backed (C) booked (D) bailed 

3. A variety of ________ measures are now in place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potential damage caused 

by the deadly epidemic. 

 (A) press (B) preventive (C) prevalent (D) persecution  

4. Keep an eye on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beware of ________. 

 (A) shoplifters (B) abductors (C) burglars  (D) pickpockets 

5. The authorities said that the number one cause of death related to fires is smoke ________, not 

burns. 

 (A) hallucination     (B) discrimination    (C) inhalation  (D) distribution 

6. Select the sentence that is correctly written. 

 (A) Last week, the officers had self-defense training. 

 (B) Last week, the officers have self-defense training. 

 (C) Last week, the officers has self-defense training. 

 (D) The officers, last week, have self-defense training. 

7. Criminals can also be called law breakers or ________. 

 (A) lawyers (B) offenders (C) baddies (D) mugger 

8. The witnesses said that ________ staying at a local motel. 

 (A) their (B) they're  (C) there (D) she is 

9. In 2001, Saudi Arabian terrorists led an attack on the USA in which passenger airlines were ________ 

and crashed into buildings. 

 (A) vandalized (B) kidnapped (C) hijacked (D) forged    

10. What kind of criminal is a businessman who imports goods without paying tax? 

 (A) a forger (B) a smuggler  (C) a deserter (D) a gol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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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ere is ________ evidence that the police are only just beginning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true extent of violent crime in this country. 

 (A) growth of (B) grown (C) growing (D) growing up 

 

12-16題，段落填空：請根據前後文，選擇一個最適當的答案。 

    Most theorie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have focused on children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___12___ the fact that children from wealthy homes also commit crimes. The latter may commit crimes 

for lack of adequate parental control. Moreover, more families consist of one parent households or two 

working parents; ___13___, children are likely to have less supervision at home ___14___ was common 

i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system. This lack of parental supervision is thought to be an influence on 

juvenile crime rates. Other causes of offensive acts include frustration or failure in school, the increased 

___15___ of drugs and alcohol, and the growing incidence of child abuse and child neglect. All these 

conditions tend to increase the ___16___ of a child committing a criminal act. 

12. (A) ignoring (B) considering (C) highlighting (D) refusing 

13. (A) simultaneously (B) consequently (C) similarly (D) contrarily 

14. (A) which (B) that (C) as (D) than 

15. (A) allocation   (B) knowledge (C) restriction (D) availability 

16. (A) awareness (B) exposure (C) probability (D) likeness 

17. Betsy had no money to buy food for her kids, so she took it from a supermarket without paying. 

What was her crime? 

 (A) kidnapping (B) being poor  (C) shoplifting (D) mugger   

18. Compare the driving habits of the two groups of drivers, the researcher hopes to find out 

ways to enhance road safety. The underlined section contains a language mistake. Select the 

words or phrases which will correct the mistake. 

 (A) Comparing with (B) In comparison  (C) As compare (D) By comparing  

19. Serious ________ has been reported after the derailmen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among all the 276 

passengers aboard, 89 were killed and 187 were injured. 

 (A) exposure      (B) casualty       (C) firework      (D) speculation   

20. A ________ is a person found guilty of a crime and sentenced by a court to serve a sentence in 

prison. 

 (A) counselor     (B) warden  (C) convict  (D) prosecutor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分，共 60分)   

21. What are the synonyms of “judge”?  

 (A) author   (B) arbitrator  

 (C) employer   (D) umpire   

 (E) referee   

22. What are the synonyms of “justice”? 

 (A) administrative   (B) sentence  

 (C) discussion   (D) equity   

 (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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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For criminal justice data, there is a possible ________ between reported crime and actual crime. 

 (A) gap        (B) differ     

 (C) discrepancy       (D) divergence     

 (E) civilian  

24. Arrest remains an important ________ in controlling repeat domestic violence. 

 (A) distinguish       (B) tool     

 (C) method        (D) extinguish      

 (E) approach  

25. The public police of every country are the ________ of the peculiar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at country. 

 (A) result        (B) steep      

 (C) outcome        (D) consequence      

 (E) hesitation   

26. Cooperative structures that ________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police agencies were first 

establish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gentle      (B) flexible     

 (C) facilitate      (D) enable     

 (E) promote 

27. The witness said the ________ wore a black mask and a wig during the home invasion. 

 (A) perpetrator   (B) offender  

 (C) criminal   (D) wrongdoer  

 (E) law-breaker   

28. The police set up ________ to prevent protestors approaching the city hall. 

 (A) roadblocks   (B) barricades  

 (C) barriers   (D) cartridges  

 (E) badges   

29. It is proper time the police started to ________ illegal aliens in Taiwan. 

 (A) cover up for   (B) crack down on   

 (C) stay the course     (D) clamp down on   

 (E) cross out 

30. She accused ________, even though he denied the charge. 

 (A) him of stealing her car       (B) his stealing her car    

 (C) him that he had stolen her car (D) him with stealing her car  

 (E) him by stealing her car   

31. All of the police officers are willing to ________ their commander’s request as long as it stands to 

reason. 

 (A) conform to      (B) comply with   

 (C) act up to   (D) abide by     

 (E) abide to   

32. The gang members in Shelly’s neighborhood tried to ________ her into selling drugs, but she 

refused to be bullied. 

 (A) pay        (B) coerce     

 (C) discourage       (D) gender      

 (E)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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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It is ________ for passengers in the front and back seats to wear seatbelts, or they will be subject to 

a fine. 

 (A) beneficial   (B) mandatory  

 (C) compelling   (D) convertible   

 (E) compulsory   

34. Select the sentences that are written clearly and grammatically correctly. 

(A) Either the gun or the bullets was taken from the evidence locker without permission. 

(B) Either the bullets or the gun was taken from the evidences locker without permission. 

(C) Either the gun or the bullets were taken from the evidence locker without permission. 

(D) Either the gun or the bullets were taken from the evidences locker without permission. 

(E) Either the bullets or the gun was taken from the evidence locker without permission. 

35. Officer Lin absented himself from work ________ illness. Don’t you misunderstand him. 

 (A) on account of    (B) because    

 (C) because of      (D) by reason of    

 (E) owing to 

36. It is often difficult for an officer to determine which evidence is ________ to a case. 

 (A) pertinent   (B) immaterial  

 (C) irrelevant   (D) relevant  

 (E) obsolete 

37. One of the drawbacks of using ________ software is that it may install viruses or malware on a 

user’s computer. 

 (A) pirate        (B) pirated     

 (C) piracy       (D) pirating     

 (E) illegal copied 

38. Which sentence is in the active voice? 

 (A) John wrote the song.  (B) The song was written by John.  

 (C) He drives fast.    (D) John killed his friend.  

 (E) The article is published online.   

39. When polite requests failed to serve the purpose, the demonstrators ________ explicit threats. 

 (A) appealed to   (B) answered to   

 (C) resorted to   (D) turned to    

 (E) attended on   

40. Thousands of people flooded into the city to join the demonstration; as a result, the city’s 

transportation system was almost ________. 

 (A) testified    (B) stabilized  

 (C) dissatisfied   (D) paralyzed   

 (E) fr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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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各系 

科目：國文與憲法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7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下列「」中的用語何者錯誤？ 

 (A)她看著年邁父親的背影，一跛一跛的「彳亍」而去，突然有著辛酸的感覺 

 (B)鄭教授雖然已經退休了，但「老驥伏櫪」之心仍然表現在她想建構新的宋明理學研究體系

之學術論著上 

 (C)文雄出身於「蓬戶甕牖」之子，然卻有如此傑出的成就，真令人敬佩 

 (D)他倆個性興趣相近，相處起來「方枘圓鑿」，意氣相投 

 

 題組（第 2－3 題）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

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

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

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摘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贊》)  

2. 司馬遷到魯國，之所以祗回不能離開的原因為何？ 

 (A)有感於孔子人格道德的偉大，及其禮教影響世人之深遠 

 (B)想要研究孔廟中的車服禮器 

 (C)感動於學生努力學習禮，並想藉此來了解禮的內涵 

 (D)想從孔廟中來尋找孔子的書閱讀 

3. 根據上述引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句中的「折中」其意為「作

為取決的標準」 

 (B)「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中的「鄉往」同「嚮往」 

 (C)「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中的「止」字的用法同於「止於至善」中的「止」 

 (D)《史記》中的「世家」之例，必須是公侯有國者，乃能寫入其中，然孔子是布衣，卻將孔

子放在「世家」之中，這是因為司馬遷尊崇孔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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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白先勇的《台北人》是當代著名的中文小說，裡面這 14 個短篇小說裡，主要角色有兩大共同

點：一、他們都出身中國大陸，且後來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灣。離開大陸時，他們或是年輕

人，或是壯年人，而 15、20 年後在臺灣，他們若非中年人，便是老年人。二、他們都有過一

段難忘的「過去」，而這「過去」之重負，直接影響到他們目前的現實生活。白先勇將這兩個

共同點，把這 14 篇小說串聯在一起，寫出在歷史變動下，人的生命之浮沉與滄桑，對於這樣

的故事結構，白先勇並曾引用詩句來說明他寫作此書的文化底蘊，請問白先勇最有可能引用下

列哪個詩句來主題式的指引說明《台北人》？ 

 (A)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B)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C)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D)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5. 司馬遷《史記‧晏嬰列傳》中言：「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

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

危行。」請問文中「危行」的「危」字之意義與下列哪個選項中的「危」字相同？ 

 (A)危如累卵 (B)危微精一 (C)危行言孫 (D)危言聳聽 

6. 下列各組成語用字完全正確的是？ 

 (A)斑門弄斧／班班可考 (B)罪無可逭／罪魁禍首 

 (C)宵衣旰食／寸陰尺壁 (D)跚跚來遲／居仁由義 

7. 下列各組成語中，哪一組其意義是接近相反的？ 

 (A)周而不比／大公無私 (B)吳牛喘月／杯弓蛇影 

 (C)告朔餼羊／虛應故事 (D)曲突徙薪／臨渴掘井 

8. 晁錯〈論貴粟疏〉中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

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

粟有所渫。」請問文中的「渫」之意義為何？ 

 (A)種植 (B)發散 (C)停歇 (D)除去汙泥 

9. 《韓非子．定法》：「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

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

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

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

不益尺土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

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

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從上

述引文內容，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是錯誤？ 

 (A)商鞅治理秦國主要是注重「法」 

 (B)秦惠王在位時，張儀為了秦國攻打韓、魏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C)穰侯與應侯都是利用秦國的強盛，而成就自己的封地 

 (D)秦國雖經商鞅變法而國富兵強，但歷經數十年而未能稱霸，反而為大臣所利用，主要是人

主缺乏「術」，且「法不勤飾於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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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

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

若而嘆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

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摘自《莊子‧秋水》）根據莊子上述的引文，請問下列哪一選項是正確的？ 

 (A)河伯是在比較孔子與伯夷學識的高下 

 (B)河伯體認到要兼容並蓄，始能成其大 

 (C)「大方之家」是指道德修養極有成就的人 

 (D)此文寓意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1. 大法官在下列哪一號解釋理由書中提出規範密度理論，建立了層級化法律保留體系？ 

 (A)司法院釋字第 251 號解釋    (B)司法院釋字第 443 號解釋 

 (C)司法院釋字第 535 號解釋 (D)司法院釋字第 570 號解釋 

12. 關於《憲法》第 15 條規定之工作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保障人民自主選擇職業之自由 

 (B)保障人民從事相關業務行為之自由 

 (C)國家基於維護他人權益、健全交易秩序、防範違法之逐利行為等公益目的，必要時得以法

律限制之 

 (D)人民從事工作之方法、時間、地點、內容等執行職業自由，屬於絕對的人權 

13. 下列何者非屬《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自由權利？ 

 (A)契約自由權 (B)資訊隱私權 (C)居住自由權 (D)健康權 

1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入出國及移民法》明定：「跨國（境）婚姻媒合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

就以婚姻媒合為其業務內容之個人或團體，係對其從事業務行為得否主動要求或期約報酬之干

預，而屬對其何種基本權利之限制？ 

 (A)工作權 (B)財產權 (C)婚姻權 (D)遷徙自由權 

15. 下列何種事件，不得提起行政訴訟救濟？ 

 (A)不服行政執行之聲明異議決定   (B)不服促轉會之復查決定 

 (C)不服懲戒處分判決 (D)不服交通裁決 

16. 依司法院釋字第 699 號解釋之意旨，人民有駕駛汽車或使用其他交通工具隨時任意前往他方

或停留一定處所之自由，《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

之檢定者，吊銷其駕駛執照，涉及人民何種基本權？ 

 (A)行動自由 (B)遷徙自由 (C)人身自由 (D)職業自由 

17. 《刑事訴訟法》第 33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無辯護人之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

內筆錄之影本」，依司法院釋字第 762 號解釋意旨，該規定未賦予有辯護人之被告直接獲知

卷證資訊之權利，且未賦予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內筆錄以外之卷宗及證物影本之權利，妨害被告

防禦權之有效行使，與《憲法》何種原則意旨不符？ 

 (A)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B)比例原則 

 (C)訴訟經濟原則 (D)法律保留原則 

18. 有關考試委員之員額，係明定於下列何法規範中？ 

 (A)憲法本文 (B)憲法增修條文 (C)考試院組織法 (D)考試法 

19. 關於《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意涵，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相同事物，應為相同對待，不同事物則為不同對待 

 (B)法規範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應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 

 (C)對相同事物，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即屬違反平等原則 

 (D)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受規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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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

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依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之意旨，公務人員得如何救濟？ 

 (A)與一般人民相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 

 (B)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復審、行政訴訟 

 (C)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行政訴訟  

 (D)除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或復審外，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

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下列中國古代書籍之介紹，何者正確？ 

 (A)《三國志》：撰史的立場上選擇以被迫禪讓帝位給晉的曹魏為正統 

 (B)《聊齋誌異》：白話文小說，書中大部分都是浪漫的短篇鬼怪故事 

 (C)《尚書》：記載上古虞、夏、商、周四代的內容，被認為具有言行典範、施政參考的價值，

是中國十三經之一 

 (D)《資治通鑑》：用編年體的方式書寫北宋一朝的斷代史著作 

 (E)《文史通義》：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文藝理論巨著，也是第一部體例完善的文學批評著作   

22. 下列各語句的解釋，何者是正確的？ 

 (A)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

指之不若人也。」（《孟子·告子》）／文中的「信」是指「伸」的意思 

 (B)雍也可使南面（《論語·雍也》）／文中的「南面」是指「做官」 

 (C)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

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呂氏春秋·貴公》）／文中的「上志」是指記事之上古

圖書 

 (D)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論語‧泰伯》）／文中的「穀」是指農事 

 (E)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孟子‧離婁》）／文中的「小人」是指無德者 

23. 下列有關對中國十三經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左傳》、《論語》、《楚辭》都屬於十三經之中 

 (B)《周禮》講的是政府職官組織 

 (C)《左傳》是為《春秋》做註解的書籍 

 (D)《爾雅》是一本訓詁的專書 

 (E)《山海經》亦是十三經之一，所載地理、博物、故事、巫術、神話極為豐富 

24. 下列有關漢語文學的敘述，何者正確？ 

 (A)王國維曾寫作《人間詞話》，這是一本著名的文學批評之作 

 (B)杜甫曾寫作《秋興八首》七言絕句，是他重要的代表詩作 

 (C)張愛玲是崛起於上海的作家，〈金鎖記〉、〈傾城之戀〉及《秧歌》都是她的作品 

 (D)黃春明的小說經常以小人物為主角，是台灣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 

 (E)高行健與莫言是兩位曾以中文創作的文學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25. 原住民是臺灣重要的族群之一，請問下列文學作品何者可以作為我們了解原住民的歷史、文化

與生活的世界？ 

 (A)王禎和〈嫁妝一牛車〉     (B)白先勇〈花橋榮記〉 

 (C)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 (D)亞榮隆‧撒可努《山豬‧飛鼠‧撒可努》 

 (E)鍾肇政《馬黑坡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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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中國文學從六朝的駢儷文體，追求唯美，發展到唐代興起古文運動，主張復古，用散文代替駢

文，認為應該「文以明道」，宋代並賡續這一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形成了所謂唐宋古文八大

家，請問下列作家，屬於這一古文運動八大家的是那些？ 

 (A)韓愈    (B)柳宗元 

 (C)歐陽修 (D)蘇軾 

 (E)王安石 

27. 白將軍一生戎馬生涯，歷經中國的北伐、對日抗戰及國共內戰，建立很多的軍功，然不幸於上

週歸真，請問下列何者可以作為敬輓他的題辭？ 

 (A)天不假年    (B)國失干城 

 (C)陶朱風高 (D)浩氣長存 

 (E)英烈千秋  

28. 下列各文句出自中國各學派的思想主張，何者正確？ 

 (A)「直而無禮則絞。」／法家 

 (B)「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儒家 

 (C)「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道家 

 (D)「嘗察亂自何起？起自不相愛」／墨家 

 (E)「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

勇。」／法家 

29.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中言：「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

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非謂班朝，布令，養老，恤孤，訊馘，大師旅

則會將士，大獄訟則期吏民，大祭祀則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蓋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

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

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請從上述的引文，選出下列何項敘述正確？ 

 (A)文中的「辟雍」是指科舉考試 

 (B)文中的「閭閻」是指民間 

 (C)文中認為天子不能決定天下是非之標準 

 (D)文中認為天下之是非標準應該由學校來決定 

 (E)黃宗羲的思想對傳統中國王權專制化有所質疑 

30.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

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

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司馬遷《史

記‧太史公自序》）從以上引文，請問下列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孔子是在受到諸侯、大夫的阻撓陷害，心中有所鬱結之下，方才寫作《春秋》 

 (B)孔子修《春秋》是欲藉歷史以教人，而思於世道人心有所裨益 

 (C)《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

子認為他寫作《春秋》會受到批評怪罪，是因為他藉寫《春秋》行褒貶之權，這會僭越了

本分 

 (D)司馬遷的《史記》在是非歷史事件與人物，「以為天下儀表」方面，是與《春秋》同其精神的 

 (E)《春秋》寓褒貶之意，顯示出孔子的歷史觀無疑是人文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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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指出，相關法令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

員）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設定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連續休息

最低時數及超時服勤適當評價與補償事項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

性規範，不符《憲法》之保護要求。相關機關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 3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

討修正。下列哪些法令屬之？ 

 (A)消防法     (B)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 

 (C)公務人員保障法 (D)警察人員人事條例 

 (E)公務員服務法  

32. 對人身自由之限制是否牴觸《憲法》之審查標準，依歷來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人民身體之自由乃行使《憲法》所保障其他自由權利之前提，應享有充分之保障 

 (B)拘束人民身體於特定處所，而涉及限制其身體自由者，僅涉及刑事處罰者，方須以法律明定  

 (C)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公權力措施，均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D)契約自由屬於財產權之內涵 

 (E)契約自由屬《憲法》未例示之基本權 

33. 下列有關立法院之敘述，何者正確？ 

 (A)立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 1人，由立法委員互選產生 

 (B)停開院會期間，遇重大事項發生時，經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恢復開會 

 (C)立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2 條之規定，得設修憲委員會 

 (D)立法委員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非經立法院許可，不得逮捕或拘禁 

 (E)除秘密會議外，立法院應透過電視、網路等媒體通路，全程轉播本院會議、委員會會議及

黨團協商實況，並應全程錄影、錄音 

34.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下列何者應優先編列？ 

 (A)社會保險支出    (B)社會救助支出 

 (C)國民教育經費 (D)國民就業支出 

 (E)醫療保健經費 

35. 依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之職責包括下列哪些事項？ 

 (A)掌理各種訴訟之審判     (B)統一解釋法令 

 (C)解釋憲法 (D)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 

 (E)組成憲法法庭審理總統、副總統之懲戒  

36. 依《憲法》及《國家賠償法》規定，有關國家賠償責任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個人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    

 (B)被害人民因國家公權力行為所受損害，得依法律向國家請求賠償 

 (C)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人身自由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D)公用設施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管理時，因管理欠缺致人民權利受損害者，受託者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 

 (E)於開放之山域、水域等自然公物，經管理機關、受委託管理之民間團體或個人已就使用該

公物為適當之警告或標示，而人民仍從事冒險或具危險性活動，國家不負損害賠償責任  

37. 下列哪些基本人權屬於受益權性質？ 

 (A)選舉權     (B)生存權 

 (C)創制複決權 (D)訴訟權 

 (E)工作權 

 

 

 



國文與憲法7  

38. 下列哪些機關具有中央二級獨立機關地位？ 

 (A)公平交易委員會    (B)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C)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D)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E)中央選舉委員會 

39. 下列何者屬於立法院之職權？ 

 (A)追認緊急命令。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B)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 

 (C)總統、副總統均缺位時，由立法院院長代行其職權 

 (D)解決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 

 (E)提出憲法修正案  

40. 下列各機關之隸屬關係，何者正確？ 

 (A)立法院設議政博物館     (B)行政院設國立故宮博物院 

 (C)總統府設國家人權委員會 (D)教育部設國史館 

 (E)內政部設中央選舉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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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0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交通學系 

科目：道路交通法規與事故處理 

注

意

事

項 

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

確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

黑。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

分；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5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高速公路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肩者，應在事故地點後方多少

公尺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A) 50     (B) 80 (C) 100 (D) 300  

2. 下列哪一種交通違規行為的處罰機關為警察機關？ 

 (A)汽車違規超速   (B)大貨車違規超載  

 (C)行人不依規定擅自穿越車道  (D)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 

3. 龜山分局於 5 月 23 日接獲張三檢舉 AB-1234 自用小客車於文化二路口闖紅燈，經檢視所附行

車影像紀錄，該自小客車確實於 5 月 13 日有闖紅燈行為，以下處置何者適切？ 

 (A)直接製單舉發 AB-1234 自用小客車所有人 

 (B)通知 AB-1234 自用小客車所有人到案查證屬實製單舉發 

 (C)通知 AB-1234 自用小客車所有人到案查證何人駕駛再予製單舉發 

 (D)超過告發期間不予舉發 

4. 下列何者不屬於道路交通事故之「當事人」？ 

 (A)肇事人     (B)被害人 (C)乘客 (D)見證人 

5. 有關肇事逃逸現場輪胎痕跡特性之比對，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滑痕可協助研判行駛方向  (B)胎紋可協助研判煞車時的速度 

 (C)軸距可協助研判車型或車種  (D)輪胎寬度可協助研判輪胎規格 

6. 某汽車以約 30KPH 的速度撞擊 1 棵路樹，撞擊前，該車在車道路面（摩擦係數約 0.70）與路

肩（摩擦係數約 0.40）分別留有 7 公尺及 3 公尺之煞車痕，該車開始煞車時之車速約為多少？ 

 (A) 40KPH (B) 50KPH  (C) 60KPH (D) 80KPH 

7. 查獲駕駛人酒後駕車肇事涉有違反《刑法》第 185 條之 3 公共危險罪案件，駕駛人吐氣所含酒

精濃度達每公升多少毫克者，移送檢察機關時無須檢附測試觀察紀錄表？ 

 (A) 0.05     (B) 0.10 (C) 0.15 (D) 0.25 

8. 有關交通違規受處分人不服處罰裁決救濟程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以警察機關為被告  (B)向管轄地方法院提起聲明異議 

 (C)向管轄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D)於裁決後 30 日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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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汽車駕駛人經處分終身不得考領駕駛執照者，若符合特定條件，得於所定期間後，申請考領駕

駛執照，其中有關肇事致人重傷案件，受處分人經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執行，已逾多少年者可申

請考領駕駛執照？ 

 (A) 5 年 (B) 8 年 (C) 10 年 (D) 15 年 

10. 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其使用之輪胎，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四輪以上汽車輪胎任一點胎紋深度須達 1.6 公釐 

 (B)大型重型機車輪胎任一點胎紋深度須達 0.6 公釐 

 (C)遊覽車不得使用翻修輪胎 

 (D)所有大型車，其轉向軸之車輪均不得使用翻修輪胎 

11. 張三駕駛車輛，由南向北行經某一無號誌管制交叉路口，臨近路口前也未發現有任何交通標

誌，適有李四駕駛車輛由西向東駛至，試問誰有優先通行路權？ 

 (A)無法判斷 (B)先到路口的一方 (C)張三 (D)李四 

12. 某小客車駕駛人在道路上行駛，遇前方 100 公尺設有酒駕交通稽查，經警察上前稽查，拒絕開

門受檢，警察於完成告知程序後，汽車駕駛人仍緊閉車門及車窗拒絕接受稽查，下列處理方式

何者適當？ 

 (A)直接以拒絕酒測告發 (B)直接以拒絕停車接受稽查告發 

(C)直接破窗開門促使其下車接受稽查 (D)直接實施強制力促使其下車接受稽查 

13. 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9 條規定之行車紀錄器紀錄內容，機械式行車紀錄器應具備幾支

刻針？ 

 (A) 1 (B) 2 (C) 3 (D) 4 

14. 駕駛汽車在道路上發生故障不能行駛，依規定應在後方適當距離樹立車輛故障標誌，所謂「適

當距離」主要判斷依據為何？ 

 (A)路段上行駛速率 (B)路段上交通流量 (C)路段上速限 (D)路段上之視線 

15.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下列何者為扣留車輛的條件？ 

 (A)駕駛人經測試檢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標準  

 (B)駕駛人無照駕駛 

(C)汽車引擎、底盤、電系、車門損壞  

 (D)肇事車輛車上痕跡證據尚須鑑定者 

16. 警車在高速公路執法彎，測得 1 部大貨車車速 120 公里，警察人員示意其停靠路肩接受稽查，

該車未停逕行加速駛離，經尾隨迫使其停車接受稽查，警車最適當的停放位置為何？ 

 (A)緊接在大貨車前方  (B)緊接在大貨車後方 

(C)在大貨車後方 50 公尺 (D)在大貨車前方 50 公尺 

17. 有關高速公路三車道路段，大型車走外線利用中線車道車超車，小型車走中線、外線左側車道

為超車車道之規定，其行駛車道劃分目的為何？ 

 (A)提升行車效率 (B)提升行車安全 (C)落實行車管理 (D)有利明確執法 

18.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 條第 3 項規定，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是指一般駕駛人的視

野範圍至少需幾度？ 

 (A) 120 度 (B) 150 度 (C) 180 度 (D) 240 度 

19. 車輛碰撞過程在鈑金間隙留下刮痕特徵，可運用光線移動的哪一種原理判斷車輛移動的特徵？ 

 (A)折射原理 (B)反射原理 (C)漫射原理 (D)鏡射原理 

20. 在某一事故現場，發現機車車身向左倒地往右前方滑行出去，其「往右前方滑行」的特徵，主

要受下列哪一因素影響？ 

 (A)倒地前的慣性 (B)行駛速度 (C)撞擊作用力 (D)駕駛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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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因交通事故所引發的行政責任，下列何者屬於行政罰之種類？  

 (A)吊銷駕駛執照    (B)拘役  

 (C)罰金  (D)講習  

 (E)計點    

22. 下列哪一種情形，其應到案處所是行為地處罰機關？ 

 (A)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者    (B)以汽車駕駛人為處罰對象者  

 (C)汽車肇事致人傷亡者  (D)抗拒稽查致傷害者  

 (E)汽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 條規定 

23. 有關撞擊滑痕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長度較其他滑痕為長     (B)產生的條紋方向與其撞擊合力方向平行  

 (C)通常有 2 條                         (D)碰撞過程、方式及角度不會影響其長度 

 (E)最靠近撞擊點的輪胎較易形成   

24. 有關不服稽查取締事實之認定，除須經攔停稽查且應有下列哪一項情事之一者，方得舉發？ 

 (A)拒絕停靠路邊接受稽查者 

 (B)以消極行為，不服從稽查者 

 (C)在稽查中藉故叫囂，尚未達妨礙公務程度者 

 (D)警察以警鳴器、警笛、喊話器呼叫路邊停車，仍不靠邊停車接受稽查或逃逸者 

 (E)拒絕出示駕照、行照或其他足資稽查之文件 

25. 有關機車附載人員或物品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小型輕型機車得附載 1 人     (B)附載坐人不得側坐 

 (C)載物者，小型輕型不得超過 20 公斤     (D)載物者，重型不得超過 50 公斤 

 (E)載物者，寬度不得超過把手外緣 10 公分   

26. 有關煞車滑痕之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滑動但未轉動在路面所形成之輪痕    (B)輪痕一般較為平直 

 (C)後輪之煞車痕較前輪明顯             (D)滑痕之外緣通常較中間部分明顯 

 (E)滑痕條紋清楚，且與輪痕平行   

27. 有關速限管制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無速限設施，但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 40 公里 

 (B)無速限設施，在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路段，時速不得超過 30 公里 

 (C)駕駛人看到鐵路平交道標誌或標線後，應即將速度減至時速 25 公里以下  

 (D)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路段，行車時速不得超過 50 公里 

 (E)行經無速限設施，但設有彎道標誌之路段，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  

28. 下列哪些行為若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情節輕微，交通勤務警察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A)因閃避突發之意外狀況而導致違規者     

 (B)駕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未逾 10% 

 (C)因客觀具體事實，不得已而違規者   

 (D)深夜時段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 

 (E)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值未逾每公升 0.025 毫克   

29. 舉發汽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有關移送處罰機關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未領有駕駛執照者，移送其車籍地    (B)以汽車所有人為處罰對象者，移送其車籍地 

 (C)汽車肇事致人傷亡者，移送其駕籍地  (D)以駕駛人為處罰對象者，移送其駕籍地 

 (E)舉發道路障礙，由行為地警察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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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汽車聞有消防車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警號時，有關避讓行駛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A)警備車等執行任務時，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 

 (B)在雙向僅有一車道之路段，應即減速慢行向右緊靠道路右側避讓，不用暫時停車 

 (C)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行經交岔路口時，同向以外未進入路口車輛應減速暫停 

 (D)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得利用相鄰二車道間之車道線行駛 

 (E)不立即避讓者，得對汽車所有人逕行舉發   

31. 查獲汽車有下列何種情形，除處罰鍰並禁止其行駛外，還要沒入車輛？ 

 (A)未領用牌照行駛  (B)拼裝車未經核准領用牌證行駛 

(C)已領用牌證而變更原登檢規格 (D)拼裝車未依規定路線行駛  

 (E)報廢登記後仍行駛   

32. 駕駛人有下列何種狀況會被違規記點「三點」？ 

 (A)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肇事致人受傷者  

 (B)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肇事致人死亡者 

(C)闖紅燈違規行為   

 (D)紅燈右轉違規行為  

 (E)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 50 公里  

33.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欲進行轉彎時，應距交岔路口 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或手勢，試問「30 公

尺」主要跟下列哪些因素有關？ 

 (A)駕駛人反應時間  (B)緊急反應時間  

 (C)設計用反應時間  (D)車輛行駛速度  

 (E)道路速限規定   

34. 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必須遵守「道路優先權」規定，下列哪些判斷基準欠缺用路人本位考量？ 

 (A)左右方關係  (B)先來後到關係  

 (C)道路寬度關係  (D)車道數多寡關係 

 (E)街路名稱關係   

35. 在依法執行任務駕駛汽車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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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哪幾類駕駛人不受限制？ 

 (A)警備車  (B)消防車  

 (C)救護車  (D)工程救險車 

 (E)化學災害應變車   

36. 在事故現場內線車道發現甲自小客車煞車痕跡具有大角度的彎折特徵，試問此一特徵造成的原

因為何？ 

 (A)外力介入點  (B)兩車碰撞點  

 (C)最大車損點  (D)路權侵犯點 

 (E)煞車減速點   

37. 下列何種事故現場跡證，可用來判斷駕駛人事故發生時有無注意車前狀況？ 

 (A)路面遺留煞車痕  (B)兩車車損距地高度高低差  

 (C)肇事後放射狀的行駛軌跡 (D)行車影像紀錄  

 (E)路口監視影像紀錄 

38. 發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應維持事故現場之完整，遇有下列何種情況發生之虞，可與運安

會調查官協商後對事故現場進行必要之清理？ 

 (A)對道路交通安全有重大影響 (B)影響檢察官進行相驗 

(C)影響媒體進行事實報導 (D)發生二次災害  

 (E)引發環境污染   



道路交通法規與事故處理5  

39. 肇事重建工作項目有：①人車運行方向重建  ②碰撞型態重建  ③碰撞地點重建  ④碰撞過程

重建  ⑤事故現場圖比例重建  ⑥交通行為因果關係比對等，為了完成事故原因分析，其進行

的程序可能會有哪些組合？ 

 (A) ①②③④⑤⑥  (B) ①②③④⑥  

 (C) ⑤①②③④⑥  (D) ⑤②③①④⑥  

 (E) ⑤①③②④⑥   

40. 某甲駕車自撞路旁固定物，為了申請丙式車損險理賠，與在保險公司服務的理賠人員朋友乙合

意布置成追撞交通事故，讓不知情的丙警處理，取得事故處理資料向保險公司申請出險理賠，

本案可能觸犯的罪名為何？ 

 (A)偽造公文書  (B)詐欺 

 (C)瀆職  (D)背信 

 (E)故意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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