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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單單 一一一一 選選 擇擇 題題

（Ａ）▲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其授權

制訂之命令？（Ａ）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Ｂ）道路交通

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Ｃ）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Ｄ

）道路交通違規罰鍰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

解析

（Ａ）公路法。

（Ａ）▲道路交通標誌分為：（Ａ）警告、禁制、指示（Ｂ）警告

及限制（Ｃ）警告及指示（Ｄ）警告、限制、指示。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5款規定。

（Ｂ）▲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在路面或其

他設施上劃設之線條、圖形或文字，稱為：（Ａ）標誌

（Ｂ）標線（Ｃ）標準（Ｄ）號誌。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6款規定。

（Ｄ）▲道路交通號誌是管制：（Ａ）行人及車輛行進（Ｂ）行人

及車輛行進與停止（Ｃ）車輛行進、注意、停止（Ｄ）行

人及車輛行進、注意、停止。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7款規定。

第一章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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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規定：有關道路交通標誌、

標線、號誌之指示、警告、禁制規定、樣式、標示方式、

設置基準及設置地點等事項之規則訂定，授權由何單位會

銜訂定之？（Ａ）交通部會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定之（Ｂ

）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Ｃ）交通部會同內政部營建署

定之（Ｄ）交通部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條第3項規定。

（Ｃ）▲下列何者為交通勤務警察之職權？（Ａ）調撥車道或禁

止、限制車輛或行人通行（Ｂ）指定某線道路禁止停車及

臨時停車（Ｃ）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Ｄ）劃定行人徒步

區。【103警大二技】

解析

（Ａ）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條規定。
（Ｂ）、（Ｄ）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條規定。
（Ｃ）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

（Ａ）▲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堵車，交通警察在道路上執行交

通勤務時，其個人有何交通管理職權？（Ａ）禁止、限制

車輛或行人通行（Ｂ）劃定行人徒步區（Ｃ）禁止停車（

Ｄ）禁止臨時停車。【97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條規定。

（Ｄ）▲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由哪些人員執行之？

（Ａ）交通助理人員（Ｂ）交通勤務警察或憲兵（Ｃ）依

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Ｄ）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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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有關交通助理人員之來源與任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交通助理人員得全面獨自執行交通的稽查（Ｂ）交

通稽查得由交通助理人員協助執行，其稽查項目為違規停

車者，並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執行之（Ｃ）交通助理人

員就是交通義警（Ｄ）交通義警民力之來源對象主要為貨

運業司機。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

（Ａ）▲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執行之執法行為，下列何者屬之？

（Ａ）違規停車稽查（Ｂ）疏導道路交通（Ｃ）排除道路

障礙（Ｄ）違規兩段左轉稽查。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前項稽查，得
由交通助理人員協助執行，其稽查項目為違規停車者，並得

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執行之；其設置、訓練及執行之辦法，

由內政部會同交通部定之。

（Ａ）▲公路主管機關或警察機關對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
之1第1項之檢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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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7日（Ｂ）15日（Ｃ
）30日（Ｄ）45日。【105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110.12.22.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第2項
規定。

（Ｄ）▲對於道路交通違規行為，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

證據資料，向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

但行為終了日起超過多久期間之檢舉案件，應不予舉發？

（Ａ）3日（Ｂ）4日（Ｃ）5日（Ｄ）7日。【104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110.12.22.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之1第2項
但書規定：行為終了日起逾7日之檢舉，不予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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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之酒駕累犯基準，是指汽
車駕駛人於幾年內違反第1項規定2次以上者？（Ａ）3年
（Ｂ）5年（Ｃ）6年（Ｄ）10年。

解析

依據111.01.28.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3項規
定：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條文施行

之日起，汽機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第1項規定者，依
其駕駛車輛分別依第1項所定罰鍰最高額處罰之，第3次以上
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幣9萬元，並均應當
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

講習，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如肇

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

（Ａ）▲警察機關執行酒駕定點攔檢勤務時，需於攔檢點上游擺設

「酒駕攔檢」告示牌，方能對不依指 示停車接受稽查者製
單舉發「拒絕酒測」；其所依據的法令是？（Ａ）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B）警察職權行使法（Ｃ）行政程序法（
D）道路交通安全規則。【107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111.01.28.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規
定：汽機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8萬元
罰鍰，並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及施以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第一項測試檢定之

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

拒絕接受第一項測試之檢定。

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精之物、毒品、迷

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發生交通事故後，在接受第一項測試檢定前，吸食服用含酒

精之物、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及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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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汽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1次違反駕駛汽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
告示執行酒駕測試檢定之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

除依法舉發外，仍可進行何種處分？（Ａ）當場代保管駕

照（Ｂ）當場代保管行車執照（Ｃ）當場代保管汽車牌照

（Ｄ）當場移置保管汽車。【105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111.01.28.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4項規
定。

（Ｃ）▲汽機車駕駛人於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起，10年內第2次拒
絕接受酒精測試之檢定，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如何

處罰？（Ａ）90，000元罰鍰（B）180，000元罰鍰（Ｃ）
360，000元罰鍰（D）1，000，000元罰鍰。

解析

依據111.01.28.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5項規
定：本條例中華民國108年3月26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汽
機車駕駛人於10年內第2次違反第4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6萬
元罰鍰，第3次以上者按前次違反本項所處罰鍰金額加罰新臺
幣18萬元，並均應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吊銷其駕駛執照
及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

片及違法事實；如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

，並不得再考領。

（Ｃ）▲汽車所有人，明知駕駛人有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之情

形，而不予禁止其駕駛者，應如何處罰？（Ａ）罰鍰，並

記違規紀錄1次（Ｂ）罰鍰，並接受安全講習（Ｃ）罰鍰，
並吊扣該汽車牌照3個月（Ｄ）與汽車駕駛人之處罰相
同。【101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111.01.28.最新修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6項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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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重重重重 選選 擇擇 題題

（ＡＢＣＤＥ）▲車輛所有人、駕駛人、行人或其他用路人，違反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者，可據以處罰之

法律有哪些？（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Ｂ）

社會秩序維護法（Ｃ）公路法（Ｄ）市區道路條例

（Ｅ）刑法。【104警大二技】

（ Ａ Ｂ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立法目的為何？（Ａ）維

護交通秩序（Ｂ）確保交通安全（Ｃ）加強道路交

通管理與處罰（Ｄ）執行交通處罰（Ｅ）促進交通

人權。【101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1條規定：為加強道路交通

管理，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制定本條例。

（ Ｂ Ｃ Ｅ ）▲下列何者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授權訂定之法規命

令？（Ａ）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Ｂ）交通助理人

員管理辦法（Ｃ）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Ｄ）車輛

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Ｅ）小型車附載幼童

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法。【106警大二技】

解析

（Ｂ）「交通助理人員管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
辦法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第2項規定
訂定之。

（Ｃ）「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條規定：本
辦法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5項規定
訂定之。

（Ｅ）「小型車附載幼童安全乘坐實施及宣導辦

法」第1條規定：本辦法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31條第3項規定訂定之。



新編道路交通法規‧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測驗全真模擬試題68

（ＡＢＣＤＥ）▲下列何者屬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之「道

路」？（Ａ）公路（Ｂ）街道（Ｃ）廣場（Ｄ）

騎樓（Ｅ）走廊。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
詞，定義如下：

道路：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

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

（ＢＣＤＥ）▲「人行道」之範圍，下列何者屬之？（Ａ）行人

穿越道（Ｂ）人行地下道（Ｃ）人行天橋（Ｄ）

行人徒步區（Ｅ）騎樓。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用
詞，定義如下：

人行道：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

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ＡＢＣＤ）▲下列何者符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對「道路」

的定義？（Ａ）巷衖（Ｂ）廣場（Ｃ）騎樓（Ｄ）

走廊（Ｅ）主題樂園內之環園道路。【105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之規定。

（ＡＢＣＤＥ）▲車輛於道路中行駛，下列何者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中所指稱之「車輛」？（Ａ）農耕機（Ｂ）機車（Ｃ）

起重吊車（Ｄ）自行車（Ｅ）馬車。【101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8款規定：「車輛：

指非依軌道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包括機

車）、慢車及其他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本條除將

汽車直接定義外，亦將車輛定義擴大至其他動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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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ＤＥ）▲汽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法規後，下列何者是法定

中其為有利於自己而可採行之作為？（Ａ）當場向

警察陳述理由，表示異議（Ｂ）向警察機關抗告

（Ｃ）裁決前向處罰機關陳述（Ｄ）申請分期繳納

罰鍰（Ｅ）自動繳納罰鍰。【101警大二技】

解析

（Ａ）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6、7條，
均明白規定警察有交通指揮、發布臨時交通管制

命令、實施交通稽查等警察職權，而依警察職權

行使法第29條規定：「義務人或利害關係人對警
察依本法行使職權之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

侵害利益之情事，得於警察行使職權時，當場陳

述理由，表示異議。」

（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條、第87條
規定。

（Ｃ）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40條規定。
（Ｄ）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60條規定。
（Ｅ）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48條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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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
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單單 一一一一 選選 擇擇 題題

（Ｄ）▲下列道路交通法規何者為程序法？（Ａ）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Ｃ）高速公路及快速公

路交通管制規則（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及處理細則。【103警大二技】

解析

實體法：直接規定人的權利義務的實體關係，即規定權利

義務的發生、變更與消滅的法律。

程序法：乃規定為實現實體法上權利義務所應採取的手段

或手續之法律。

如題意中所列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內容規定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罰鍰基準、舉發或輕

微違規勸導、罰鍰繳納、向處罰機關陳述意見或裁決之處理程

序、分期繳納之申請條件、分期期數、不依限期繳納之處理、

分期處理規定及繳納機構等事項，大都是程序或是何時適用，

本身卻鮮少有具體權利義務規定：故應屬程序法殆無疑義。

（Ｅ）▲下列何種法規為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主要程序規

定？（Ａ）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Ｂ）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Ｃ）道路交通案件處理辦法（Ｄ）道路交通標誌、標

線、號誌設置規則（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

基準及處理細則。

解析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
1項規定。

第二章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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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汽缸總排氣量550立方公分以上之大型重型機車，違反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請問其裁罰基準為何？（Ａ）比

照小型車（Ｂ）比照機車（Ｃ）除基準表另有規定外，應

比照小型車（Ｄ）除基準表另有規定外，應比照機車。【97

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2條第
3項規定。

（Ｃ）▲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9條規定：法院受理有關交
通事件文書，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而交通警察取締道

路交通違規行為所填製之違規單，其送達之過程，係依何

種法令之規定？（Ａ）公文書處理規範（Ｂ）警察職權行

使法（Ｃ）行政程序法（Ｄ）行政執行法。【101、98、97警

大二技、94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規
定。

（Ｄ）▲未滿14歲之青少年騎機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警
察當場舉發，於填製道路交通違規通知單時，有關被通知

人欄之勾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Ａ）應填記該名青少

年之身分資料（Ｂ）應填記機車車主之身分資料（Ｃ）應

查填該名青少年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身分資料（Ｄ）沒

有處罰規定：無須舉發。【91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1條
第1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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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駕駛人或行為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時，交通勤務

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於舉發時，除了應當

場告知其違規行為及違反之法規之外，下列哪些事項尚應

當場告知，並記明於違規通知單上？（Ａ）責令改正之事

項（Ｂ）罰鍰之金額（Ｃ）受吊扣或吊銷之處分（Ｄ）是

否受講習之處分。【91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1條
第2項規定：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依
前項規定舉發時，應告知駕駛人或行為人之違規行為及違反

之法規。對於依規定須責令改正、禁止通行、禁止其行駛、

禁止其駕駛者、補換牌照、駕照等事項，應當場告知該駕駛

人或同車之汽車所有人，並於通知單記明其事項或事件情節

及處理意見，供裁決參考。

（Ｂ）▲你是值班員警於某日深夜1時50分接獲民眾檢舉其住家附
近公園旁多部車輛違規停車，下列何種違規行為可施以勸

導，免予舉發？（Ａ）消防栓前停車（Ｂ）交岔路口10
公尺內停車（Ｃ）併排停車（Ｄ）占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

位。【100警特三】

解析

（Ａ）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3款規定。
（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5條第1項第2款及第

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
（Ｃ）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6款規定。
（Ｄ）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10款規定。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
第1項第6款規定：深夜時段（零至六時）停車，有本條例第
五十六條第一項之情形。但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

或停車顯有妨礙消防安全之虞，或妨礙其他人車通行經人檢

舉者，不在此限。（Ａ）、（Ｃ）、（Ｄ）選項為此款所排

除，故答案選（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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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重重重重 選選 擇擇 題題

（ Ａ Ｂ Ｅ ）▲查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其法定舉發方式，

下列何者屬之？（Ａ）當場舉發（Ｂ）逕行舉發

（Ｃ）連續舉發（Ｄ）分別舉發（Ｅ）肇事舉

發。【106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第10條第2項規定：前項稽查，查獲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之舉發方式如下：

當場舉發：違反本條例行為經攔停之舉發。

逕行舉發：依本條例第7條之2規定之舉發。
職權舉發：依第6條第2項規定之舉發。
肇事舉發：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或肇事

責任不明，經分析研判或鑑定後，確認有違反本

條例行為之舉發。

民眾檢舉舉發：就民眾依本條例第7條之1規定檢
舉違反本條例之行為，經查證屬實之舉發。

（ Ｂ Ｄ Ｅ ）▲交通違規行為人未滿14歲之舉發案件，處罰其法
定代理人或監護人時，該舉發通知單需另行查填

加註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何種資料？（Ａ）性別

（Ｂ）姓名（Ｃ）出生年月日（Ｄ）身分證統一編

號（Ｅ）地址。【96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

則第11條第1項第3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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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Ｃ ）▲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對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

微之行為，以不舉發為適當者，得施以勸導，免予

舉發，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Ａ）深夜時段（0
至6時）於車道上併排停車（Ｂ）汽車駕駛人因緊
急救護傷患或接送身心障礙者上、下車，致違規停

車（Ｃ）汽車駕駛人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Ｄ）
駕駛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未逾10%
（Ｅ）施以勸導時，應選擇於無礙交通之處實施，

並對其口頭勸告避免再次違反，之後即予放行。

【102警大二技】

解析

（Ａ）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
（Ｂ）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0款規定。
（Ｃ）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
（Ｄ）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1款規定。
（Ｅ）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3項第3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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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單單 一一一一 選選 擇擇 題題

（Ｃ）▲張三開辦安親班，為接送學生而安排「幼童專用車」提供服

務，有關該小客車所搭載的對象，下列何者正確？（Ａ）

任何參加安親班的學生（Ｂ）安親班一、二年級的學生

（Ｃ）安親班未滿7歲的學生（Ｄ）安親班未滿8歲的學
生。【103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6款規定。

（Ｃ）▲下列敘述何者為最適當？（Ａ）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

未滿5歲兒童之客車（Ｂ）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6歲
兒童之客車（Ｃ）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7歲兒童之
客車（Ｄ）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8歲兒童之客車。
【95、94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6款規定。

（Ａ）▲下列何者不是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規定的特種車輛？

（Ａ）拖吊車（Ｂ）灑水車（Ｃ）憲警巡邏車（Ｄ）清掃

車。【103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7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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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指專供牽引其他車輛之汽車，謂之：（Ａ）拖車（Ｂ）全

拖車（Ｃ）曳引車（Ｄ）貨車。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

（Ｄ）▲下列有關車輛之敘述，何者有誤？（Ａ）曳引車指專供牽引其

他車輛之汽車（Ｂ）拖車指由汽車牽引，本身並無動力之車輛

（Ｃ）全拖車指具有前後輪，其前端附掛於汽車之拖車（Ｄ）

半拖車指具有前輪，其前端附掛於曳引車第五輪之拖車。

解析

（Ａ）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
（Ｂ）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9款規定。
（Ｃ）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10款規定。
（Ｄ）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11款規定。

（Ａ）▲重型拖車與輕型拖車的區別，係以總重量多少為區分方式

？（Ａ）750公斤（B）2500公斤（Ｃ）3000公斤（D）
3500公斤。【107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9款規定：九、拖車：指
由汽車牽引，其本身並無動力之車輛；依其重量等級區分，

總重量逾七百五十公斤者為重型拖車，七百五十公斤以下者

為輕型拖車。

（Ｂ）▲指一輛曳引車與一輛重型半拖車所組成之車輛，謂之：

（Ａ）全聯結車（Ｂ）半聯結車（Ｃ）拖車（Ｄ）拖架。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15款規定。

（Ｃ）▲車輛未載客貨及駕駛人之空車重量，謂之︰（Ａ）載重

（Ｂ）總重（Ｃ）車重（Ｄ）淨重。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16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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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重重重重 選選 擇擇 題題

（ Ｄ Ｅ ）▲有關車輛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幼童

專用車：指專供載運未滿8歲兒童之客車（Ｂ）特
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

車輛，包括拖吊車（Ｃ）拖車：指專供拖引其他車

輛之汽車（Ｄ）半拖車：指具有後輪，其前端附掛

於曳引車第五輪之拖車（Ｅ）第五輪載重量：指曳

引車轉盤所承受之重量。【104警大二技】

解析

（Ａ）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6款規
定：幼童專用車：指專供載運二歲以上未滿七歲

兒童之客車。

（Ｂ）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7款規
定：特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

般汽車之車輛，包括吊車、救濟車、消防車、救

護車、警備車、憲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

身心障礙者用特製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

清掃車、水肥車、囚車、殯儀館運靈車及經交通

部核定之其他車輛。

（Ｃ）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9款規
定：拖車：指由汽車牽引，其本身並無動力之車

輛；依其重量等級區分，總重量逾750公斤者為重
型拖車，750公斤以下者為輕型拖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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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Ｅ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中，有關其所用之專有名詞，下

列何者敘述正確？（Ａ）重型拖車與輕型拖車之區

別係依其重量等級加以區分（Ｂ）1輛曳引車與1輛
輕型半拖車所組成的車輛稱為半聯結車（Ｃ）1輛
汽車與1輛以上之輕型半拖車所組成的車輛稱為全
聯結車（Ｄ）具有後輪，其前端附掛於貨車第五輪

之拖車稱為半拖車（Ｅ）曳引車及拖車之車重與載

重之全部重量稱為總聯結重量。【96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規定。

（ Ａ Ｂ ）▲依現行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規定：幼童專用車可作下

列何種用途？（Ａ）幼兒園學童上放學接送（Ｂ）

幼兒園學童戶外教學接送（Ｃ）7歲以上小學生安
親班接送（Ｄ）7歲以上小學生上放學接送（Ｅ）
假日家族旅遊接送。【103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6款規定。

（ Ｃ Ｄ Ｅ ）▲下列何者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所規定之特種車

輛？（Ａ）拖吊車（B）校車（Ｃ）教練車（D）
清掃車（E）囚車。【109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2條第1項第7款規定：七、
特種車：指有特種設備供專門用途而異於一般汽車之

車輛，包括吊車、救濟車、消防車、救護車、警備

車、憲警巡邏車、工程車、教練車、身心障礙者用特

製車、灑水車、郵車、垃圾車、清掃車、水肥車、囚

車、殯儀館運靈車及經交通部核定之其他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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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

單單 一一一一 選選 擇擇 題題

（Ｃ）▲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的法源是：（Ａ）公路

法（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Ｄ）道路交通管理處理細則。【94警特四】

解析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條規定。

（Ａ）▲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上，指車道中可供汽車直駛之車道，

稱之：（Ａ）主線車道（Ｂ）中線車道（Ｃ）中央分隔道

（Ｄ）內側車道。

解析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3款規定。

（Ｄ）▲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外側車道」係指：（Ａ）主線車

道中之最左側車道（Ｂ）同向三車道中之中間車道（Ｃ）

同向四車道中鄰接外側車道之車道（Ｄ）主線車道中之最

右側車道。

解析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4款規定。

（Ｂ）▲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上，指主線車道中之最左側車道，

稱之：（Ａ）外側車道（Ｂ）內側車道（Ｃ）中外車道

（Ｄ）中內車道。

解析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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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中線車道」，係指：（Ａ）主

線車道中之最右側車道（Ｂ）主線車道中之最左側車道

（Ｃ）指同向三車道或五車道中之中間車道（Ｄ）同向四

車道中鄰接內側車道之車道。

解析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6款規定。

（Ｃ）▲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之「中內車道」，係指：（Ａ）主

線車道中之最左側車道（Ｂ）主線車道中之最右側車道

（Ｃ）同向四車道或五車道中鄰接內側車道之車道（Ｄ）

同向三車道中之中間車道。

解析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8款規定。

（Ｂ）▲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上，指設於上坡路段主線車道外側，

供爬坡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駛之車道，稱：（Ａ）

減速車道（Ｂ）爬坡道（Ｃ）交流道（Ｄ）慢速車道。

解析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15款規定。

（Ｂ）▲下列有關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名詞，何者錯誤？（Ａ）高

速公路指其出入口完全控制，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起

迄點外，並與其他道路立體相交，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

（Ｂ）加速車道指設於主線車道與匝道之間，專供汽車駛

離主線車道進入匝道前減速之車道（Ｃ）交流道指高速公

路與快速公路相互間，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與其他道路連

接，以匝道構成立體相交之部分（Ｄ）匝道指交流道中為

加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他道路間之連接部分。

解析

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條第1項第9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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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重重重重 選選 擇擇 題題

（ Ａ Ｃ ）▲有關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之敘述，下

列何者正確？（Ａ）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

規則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3條第6項規
定訂定（Ｂ）所謂：同向三車道或五車道中之中間

車道，稱為中間車道（Ｃ）所謂：車道中可供汽車

直駛之車道，稱為主線車道（Ｄ）所謂：交流道中

為加減速車道及主線車道與其他道路間之連接部

分，稱為輔助車道（Ｅ）所謂：設於上、下坡路段

主線車道外側，供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駛之

車道，稱為爬坡道。【102警大二技】

解析

（Ａ）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1
條規定。

（Ｂ）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
條第1項第6款規定。

（Ｃ）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
條第1項第3款規定。

（Ｄ）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
條第1項第11款、第14款規定。

（Ｅ）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
條第1項第1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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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Ｄ ）▲對於高速公路與快速公路車道之性質描述，下列何

者正確？（Ａ）高速公路：指其出入口完全控制或

部分控制，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起迄點外，並與

主要道路立體相交、次要道路得平面相交，專供汽

車行駛之公路（Ｂ）主線車道：指車道中可供汽車

直駛之車道（Ｃ）加速車道：指設於匝道與主線車

道之間，專供汽車由匝道駛出主線車道前加速之車

道（Ｄ）輔助車道：指設於主線車道外側，銜接相

鄰兩交流道間加、減速車道，專供車輛進出高速公

路及快速公路使用之車道（Ｅ）爬坡道：指設於上

坡路段主線車道之外側，供爬坡時速高於最低速限

之車輛行駛之車道。【104警大二技】

解析

（Ａ）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高速公路︰指其出入口完全
控制，中央分隔雙向行駛，除起迄點外，並與其

他道路立體相交，專供汽車行駛之公路。

（Ｃ）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

2條第1項第9款規定：加速車道︰指設於匝道與主
線車道之間，專供汽車由匝道駛入主線車道前加

速之車道。

（Ｅ）依據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2
條第1項第15款規定：爬坡道︰指設於上坡路段主
線車道外側，供爬坡時速低於最低速限之車輛行

駛之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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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其他相關法規彙編

單單 一一一一 選選 擇擇 題題

《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Ｄ）▲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制訂之依據為何種法規？

（Ａ）公路法（Ｂ）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Ｃ）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條規定。

（Ｃ）▲標誌之顏色使用原則，下列何者正確？（Ａ）橙色：表示

警告，用於安全方向導引標誌及警告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Ｂ）紅色：表示施工、養護之警告，用於施工標誌或其

他輔助標誌之底色（Ｃ）棕色：表示觀光、文化設施之指

示，用於觀光地區指示標誌之底色（Ｄ）藍色：表示地

名、路線、方向及里程等之行車指示，用於一般行車指示

標誌及行車指示性質告示牌之底色。【92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1條規定。
（Ａ）橙色：表示施工、養護或交通受阻之警告，用於施

工標誌或其他輔助標誌之底色。

（Ｂ）紅色：表示禁制或警告，用於禁制或一般警告之邊

線、斜線或底色及禁制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Ｄ）藍色：表示遵行或公共服務設施之指示，用於省道

路線編號標誌、遵行標誌或公共服務設施指示標誌之底色

或邊線及服務設施指示性質告示牌之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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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標誌之顏色中，紅色的使用原則為何？（Ａ）表示禁制或

警告（Ｂ）表示警告，用於安全方向導引（Ｃ）表示施

工、養護或交通受阻之警告（Ｄ）表示遵行或公共服務設

施之指示。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1條第1款規定。

（Ｄ）▲表示施工、養護或交通受阻之警告，用於施工標誌或其

他輔助標誌之底色是什麼顏色？（Ａ）黑色（Ｂ）紅色

（Ｃ）黃色（Ｄ）橙色。【95、94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1條第3款規定。

（Ｃ）▲下列何者為表示地名、路線、方向及里程等之行車指示

標誌所使用之底色？（Ａ）橙色（Ｂ）藍色（Ｃ）綠色

（Ｄ）棕色。【95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1條第5款規定。

（Ａ）▲一般警告標誌之體形為：（Ａ）正等邊三角形（Ｂ）倒等

邊三角形（Ｃ）菱形（Ｄ）八角形。【95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2條第1款規定。

（Ｂ）▲八角形之標誌屬於何種標誌？（Ａ）警告（Ｂ）禁制

（Ｃ）指示（Ｄ）輔助。【95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2條第5款規定。

（Ｄ）▲用於禁制標誌之「停車再開」標誌是什麼體形？（Ａ）正

等邊三角形（Ｂ）圓形（Ｃ）交叉形（Ｄ）八角形。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12條第5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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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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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單單 一一一一 選選 擇擇 題題

（Ａ）▲下列何者不屬於道路交通事故的構成要件？（Ａ）事故車

輛必須要有實質發生碰撞（Ｂ）事故必須發生在道路上

（Ｃ）事故必須有行駛行為（Ｄ）事故必須有人員受傷、

死亡或財物損壞。【106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道路交通事

故：指車輛、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

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車

輛、財物損壞之事故。

（Ｂ）▲下列何者為交通事故構成之要件？須發生於道路上、

為車輛或動力機械、致有人受傷或死亡之事故、致車

輛、動力機械、財物損壞之事故。（Ａ）（Ｂ）

（Ｃ）（Ｄ）。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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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下列何種道路交通事故之情形，屬重大交通事故？（Ａ）

死亡2人以上者（Ｂ）受傷12人以上者（Ｃ）軍車肇事逃逸
（Ｄ）死亡及受傷10人以上者。【106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處理辦法第2條第2款規定：
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指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死亡人數在3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人數在10人以上，或
受傷人數在15人以上。

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或有毒液（氣）體、放

射性物質洩漏等事故。

（Ｃ）▲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下列何者屬於重大交通事

故？（Ａ）死亡2人（Ｂ）傷亡8人（Ｃ）受傷16人（Ｄ）肇

事車輛運送危險物品。【102警大二技、96、95、92、91警特四】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2款第1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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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重重重重 選選 擇擇 題題

（ Ｂ Ｃ Ｅ ）▲下列何者屬「道路交通事故」？（Ａ）A 因對 B 不
滿，趁 B 返家之際，於路口開車將 B 撞傷（Ｂ）A  
駕車因視線不良追撞停於路邊之 B 車，造成車損
（Ｃ）A 駕車不慎撞及路樹而致車損（Ｄ）A 車於
私人魚塭作業完畢後欲返回住處時，不慎駛入魚塭

而溺斃（Ｅ）A 車因過彎不慎衝出路外，撞及路邊
民宅而造成車輛與民宅之毀損。【103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

（ Ａ Ｄ Ｅ ）▲下列何者符合定義之「道路交通事故」？（Ａ）自

行車行駛於騎樓與行人發生擦撞致行人受傷（Ｂ）

汽車於私有停車場與他車發生擦撞導致車損（Ｃ）

汽車停於路邊停車格內遭掉落物砸毀車頂（Ｄ）汽

車停於路邊停車格內遭另一車輛擦撞受損（Ｅ）汽

車自行失控撞及路樹而受損。【100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及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第8款規定。

（ Ａ Ｂ ）▲下列何者屬重大道路交通事故？（Ａ）死亡人數

在3人以上（Ｂ）受傷人數在15人以上（Ｃ）運送
危險物品車輛肇事（Ｄ）運送有毒液體車輛肇事

（Ｅ）運送放射性物質車輛肇事。【103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2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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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Ｄ ）▲下列何者屬「道路交通事故」？（Ａ）A 車於中央
警察大學校園內與 B 發生碰撞並造成車損（Ｂ）
Ａ  自行車於騎樓撞及 B 行人並造成 B 行人受傷
（Ｃ）A 車停於路邊遭掉落之椰子砸毀車頂（Ｄ）
A、B 二輛自行車於河濱公園發生輕微擦撞，致二
車輕微車損（Ｅ）A 自行車停於河濱公園之自行車
道上，遭奔跑之行人撞倒，致自行車受損及行人受

傷。【103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條第1款、道路交通
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1款規定。

（ＡＢＣＤＥ）▲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或肇事人應先為之處

置作為，何者正確？（Ａ）事故地點在車道或路

肩者，應在適當距離處豎立車輛故障標誌或其他

明顯警告設施，事故現場排除後應即撤除（Ｂ）

有受傷者，應迅予救護，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

（Ｃ）不得任意移動肇事車輛及現場痕跡證據。

但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或有人受傷且當事

人均同意移置車輛時，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

痕跡證據後，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同

時，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之標繪，於無人傷

亡且車輛尚能行駛之事故，得採用攝影或錄影等

設備記錄（Ｄ）通知警察機關，並配合必要之調

查。但無人受傷或死亡且當事人當場自行和解

者，不在此限（Ｅ）發生火災者，應迅予撲救，

防止災情擴大，並儘速通知消防機關。

解析

依據110年2月22日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第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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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

單單 一一一一 選選 擇擇 題題

（Ｂ）▲下列何者符合道路重大交通事故之規定？（Ａ）軍車與軍

車之事故造成2人當場死亡7人重傷（Ｂ）軍車碰撞幼稚園
車輛造成二車司機重傷及幼童13人擦挫傷（Ｃ）貨櫃車於
加油站附近撞擊機車後油料外溢之事故（Ｄ）執行勤務中

之開導車撞擊大貨車之事故。【94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民國107.10.31.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6
款或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2款規定。

（Ａ）▲下列何者是屬於警政署規定之A1類道路交通事故？（Ａ）
造成人員24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Ｂ）造成人員超過24小
時死亡之交通事故（Ｃ）造成人員受傷之交通事故（Ｄ）

僅有財物損失之交通事故。【93、91警特四】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7款第1目規定。

（Ｂ）▲超過24小時死亡之道路交通事故，係屬於下列哪一類？
（Ａ）A1 類（Ｂ）A2類（Ｃ）A3 類（Ｄ）重要類。
【102、92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7款第2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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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下列何者為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中A3類交通事故之定
義？（Ａ）輕微事故（Ｂ）財物損失5千元以內事故（Ｃ）
無人傷亡之財損事故（Ｄ）當事人自行和解事故（Ｅ）不

必照相的事故。【91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7款第3目規定。

（Ｄ）▲若以民國104年為計算基準，我國發生A1類、A2類與A3類
等事故之總件數約多少件？（Ａ）24萬（Ｂ）34萬（Ｃ）
44萬（Ｄ）54萬。【105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之規定：民國104年 A1、A2、A3 類之事
故總計為54萬。

（Ｄ）▲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警察處

理事故之任務？（Ａ）維持交通秩序（Ｂ）現場調查蒐證

（Ｃ）肇因分析研判（Ｄ）肇事責任鑑定。【101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民國95.7.13.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1款規定；
另參蘇志強著，2003，《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務》，中央
警察大學，頁4～8。

（Ａ）▲有關地區性交通事故之權責劃分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Ａ）各直轄市、縣（市）轄區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由各

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分局負責處理（Ｂ）經指定

派駐之機場區域內發生者，由航空警察局處理（Ｃ）國營

及特定事業機構區內發生者，由保安警察第二總隊處理

（Ｄ）港區內發生者，由各該港務警察總隊處理。

解析

依據110.04.29.最新修正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點
第1款規定：各直轄市、縣（市）轄區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由
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負責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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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有關地區性交通事故之權責劃分，國營及特定事業機構

區內發生者，由何機關處理？（Ａ）保安警察第一總隊

（Ｂ）保安警察第二總隊（Ｃ）保安警察第四總隊（Ｄ）

保安警察第七總隊。

解析

依據110.04.29.最新修正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點
第1款規定：國營及特定事業機構區內發生者，由保安警察第
二總隊處理。

（Ａ）▲對於連續發生之交通事故，導致有數個現場且牽連數個轄

區時，下列何者錯誤？（Ａ）各現場事後移由最後現場

管轄單位彙辦（Ｂ）各現場可由該管權責單位先行處理

（Ｃ）可由發生地與結果地管轄單位會同處理（Ｄ）損害

情節較重大者移由該情節重大之單位彙辦。【101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點第6款規定。

（Ａ）▲交通事故案件其「發生地」與「結果地」分屬不同管轄時，應

由何者主辦？（Ａ）發生地管轄單位（Ｂ）結果地管轄單位

（Ｃ）接受報案單位（Ｄ）先抵達現場單位。【106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點第7款規定：交通
事故案件其發生地（撞擊點）與結果地（最終位置）分同管

轄，由發生地與結果地管轄單位會同處理，並由前者主辦。

（Ａ）▲有關一案數轄之交通事故，由發生地與結果地管轄單位會

同處理，並由何單位主辦：（Ａ）發生地（Ｂ）結果地

（Ｃ）由上級機關指派（Ｄ）先到達現場者。【95警特四】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點第7款規定。



新編道路交通法規‧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測驗全真模擬試題280

（Ｄ）▲交通事故案件其「發生地」與「結果地」分屬不同管轄

時，係屬何種交通事故？（Ａ）一事數轄（Ｂ）他轄事故

（Ｃ）牽連管轄（Ｄ）一案數轄。【93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點第7款規定。

（Ａ）▲處理交通事故之原則有五，下列哪一種是正確的？（Ａ）

公正、完整、正確、迅速、安全（Ｂ）救護傷者、保持現

場、詳作記錄、追查責任、安全（Ｃ）迅速、謹慎、救

護、細心、安全（Ｄ）保持現場、通報聯繫、救護傷者、

逮捕逃犯、安全。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4點規定。

（Ａ）▲民眾報案請求警察機關處理交通事故，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Ａ）應立即受理並填具受（處）理案件證明單（Ｂ）

應記明報案時間、報案人身分（Ｃ）詢明報案人姓名、聯

絡電話、發生時間、地點、車種及牌號、傷亡狀況、現場

概況及是否為當事人或見證人等；以電話報案者，請其在

現場等候或作其他必要之措施；屬肇事逃逸案件者，設法

詢明肇事人及車輛之車號、車種、車色、特徵及逃逸方向

等線索（Ｄ）報案人為當事人，事故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

行駛者，宜提醒其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

再將車輛移置不妨礙交通之處所，標繪得採用攝影或錄影

等設備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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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依據110.04.29.最新修正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7點
規定：民眾報案，應立即受理並填具受理報案紀錄，記明報

案時間、報案人身分及辦理下列事項：

詢明報案人姓名、聯絡電話、發生時間、地點、車種及牌

號、傷亡狀況、現場概況及是否為當事人或見證人等；以

電話報案者，請其在現場等候或作其他必要之措施；屬肇

事逃逸案件者，設法詢明肇事人及車輛之車號、車種、車

色、特徵及逃逸方向等線索。

報案人為當事人，事故無人傷亡且車輛尚能行駛者，宜提

醒其應先標繪車輛位置及現場痕跡證據後，再將車輛移置

不妨礙交通之處所，標繪得採用攝影或錄影等設備記錄。

（Ａ）▲交通事故處理人員於事故現場勘察之同時，先行標繪及現

場攝影存證，以便趕快恢復交通狀況，係符合下列何種要

求？（Ａ）迅速確實原則（Ｂ）先行處理原則（Ｃ）完整

無誤原則（Ｄ）保全跡證原則。【101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13點第1款規定：標繪
及攝影存證：現場必須變動時，將未移動前之人、車、物狀

態標繪及攝影存證。封鎖交通前，將情況較單純之一側，先

行攝影、測繪、記錄；迅速恢復單邊交互通行。

（Ｄ）▲警察機關處理夜間發生之交通事故時，現場概況之勘察，下列

何者最應查明注意？（Ａ）傷亡之嚴重性（Ｂ）鋪面平整狀況

（Ｃ）刮地痕之長度（Ｄ）現場照明情形。【109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110.04.29.最新修正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14點
第1款第13目規定：現場勘察，應就肇事現場且與肇事相關的跡
證、現象、設施等逐一查驗，注意下列事項：（一）現場概況

之勘察：13.屬夜間交通事故者，查明光線明暗及照明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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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重重重重 選選 擇擇 題題

（ Ｂ Ｅ ）▲有關重大交通事故之定義及其書面檢討報告函送和

內容項目等描述，下列何者正確？（Ａ）死亡2人以

上屬於重大交通事故（Ｂ）肇事原因研判及查證屬

書面檢討報告項目之一（Ｃ）受傷人數10人以上屬

於重大交通事故（Ｄ）肇事人為外國使節之事故屬

於重大交通事故（Ｅ）重大交通事故發生後10日內

，應檢附書面檢討報告函送警政署。【108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2款及最新修正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6款規定：重大交通
事故：指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死亡人數在三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人數在十人

以上，或受傷人數在十五人以上。

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或有毒液（氣）

體、放射性物質洩漏等。

（ Ｂ Ｄ Ｅ ）▲下列何者為鐵路平交道交通事故？（Ａ）汽車與汽

車於鐵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Ｂ）汽車與火車

於鐵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Ｃ）汽車與行人於

鐵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Ｄ）火車與行人於鐵

路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Ｅ）火車與火車於鐵路

平交道發生之交通事故。【100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3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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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Ｃ ）▲下列有關交通事故案件，何者屬於道路交通事故處理

辦法中規定的「重大交通事故」？（Ａ）民國95年「

中山高南下 48K 公路警察撞路邊拋錨車案」（Ｂ）

民國95年「梅嶺遊覽車翻車案」（Ｃ）民國96年「陽

明山仰德大道遊覽車翻車案」（Ｄ）民國98年「517

中正一分局巡邏車撞民眾案」（Ｅ）民國98年「交通

警察製造假車禍真搶劫案」。【98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6款規定：

重大交通事故是指道路交通事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死亡人數在3人以上，或死亡及受傷人數在10人以
上，或受傷人數在15人以上。

運送之危險物品發生爆炸、燃燒或有毒液（氣）

體、放射性物質洩漏等事故。

（ＡＢＤＥ）▲下列何者符合交通事故當事人之要件？（Ａ）事故

之肇事人（Ｂ）事故之被害人（Ｃ）目睹事故經過

之見證人（Ｄ）於事故中受傷之乘客（Ｅ）於事故

中受傷之行人。【100、93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11款規定。

（ Ａ Ｂ Ｃ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下列何者係導致傷、亡或財物

損失之關係人？（Ａ）當事人（Ｂ）被害人（Ｃ）

肇事人（Ｄ）見證人（Ｅ）代理人。【102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2點第11款規定。



295第二章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

（ＡＢＤＥ）▲處理肇事逃逸案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致

財物損失或普通傷害案件，由該管警察局偵辦（Ｂ

）致人重傷或死亡案件，比照重大刑案通報、列管

（Ｃ）高速公路肇事逃逸之事故，由國道公路警察

局偵辦（Ｄ）處理疑似肇事逃逸案件，應填報疑似

肇事逃逸追查表，再移由相關單位繼續偵查（Ｅ）

涉及刑案之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

到場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107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點第2款規
定：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由國道公路警察局處理，

必要時地方警察機關應予協助。發生軍車交通事

故，應儘速處理並通知憲兵隊，事後再依其管轄移

辦。肇事逃逸之事故，由國道公路警察局會同地方

警察機關刑事單位偵辦之。

依據110.04.29.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1
點第3款規定：處理疑似肇事逃逸案件，應填報疑似
肇事逃逸追查表，再移由相關單位繼續偵查辦理。

肇事逃逸案件已查知車號或肇事人身分者，得通知

車輛所有人或肇事人到場說明。涉及刑案之肇事逃

逸案件犯罪嫌疑人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者，得報請檢察官核發拘票。

依據110.04.29.最新修正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第31
點第4款規定：肇事逃逸致財物損失或普通傷害案
件，由該管警察分局偵辦，致人重傷或死亡案件，

比照重大刑案通報、列管，由該管警察局全力偵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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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交通事故處理實務與偵查

單單 一一一一 選選 擇擇 題題

〈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務導論〉

（Ｄ）▲一般俗稱之「車禍」，下列何者不是法規或政府機關之正

規用語？（Ａ）道路交通事故（Ｂ）汽車交通事故（Ｃ）

機動車交通事故（Ｄ）運輸交通事故。【102警大二技】

解析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道路交通
事故：指車輛、動力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

，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動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

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

（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在最近20年（民國83年～102年）
內，歷經多次修法，於嚴正執法後，每年死於「機動車交

通事故」之人數已於民國幾年降至歷史新低？（Ａ）102年
（Ｂ）96年（Ｃ）91年（Ｄ）86年。

解析

每年死於「機動車交通事故」之人數，依據衛生福利部公布

民國102年死因統計年報表12得知：民國102年為3129人，故
歷史新低年為民國102年。
參〈民國103年死因統計年報〉，衛生福利部統計處，http://
www.mohw.gov.tw/cht/DOS/Statistic.aspx?f_list_no=312&fod_
list_no=5488（2015/10瀏覽）。



新編道路交通法規‧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測驗全真模擬試題324

（Ｃ）▲於民國86至91年間，每年死於「機動車交通事故」之人數
原本一路下降，但於民國92年因發生駕駛人駕車衝撞交通
部、基隆交通警察隊之事件，而造成該年「機動車交通事

故」死亡人數略有回升，民國93年又再回升約350人。從該
回升事件中，意涵著交通稽查取締除了為維護交通安全之

外，最應兼顧下列哪一事項？（Ａ）交通秩序（Ｂ）交通

便利（Ｃ）交通人權（Ｄ）交通經濟。【101警大二技】

解析

民國91年以前，政府沉醉於「強力取締、嚴正執法，對交通
安全改善很有效」之迷思中，因而形成侵害民眾交通基本權

的取締行為，使民眾對政府尤其是對警察不滿的特殊情形。

於民國92年5月民眾駕車衝撞交通部、基隆交通警察隊2件案
例，駕駛人的訴求均是「政府（警察）嚴正交通執法過於嚴

苛」。顯見交通稽查取締隱含著「既能維護交通安全、順暢

與秩序，但也可能侵害交通人權」之問題。

參陳家福著，2010，〈警察交通執法倫理課題與案例研析〉
，《「警察倫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117～125。

（Ａ）▲現代車輛普遍都配備有 GPS 裝置，下列對 GPS 的描述，何
者正確？（Ａ）是一種衛星定位系統（Ｂ）是一種行車記

錄系統（Ｃ）是一種電子導航系統（Ｄ）是一種無線傳播

系統。【103警大二技】

解析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為全球定位系統，又稱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它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分地區（98%）
提供準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時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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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 重重重重 選選 擇擇 題題

〈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務導論〉

（ＡＢＣＥ）▲警察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時，其職權係依據下列哪項

法律？（Ａ）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Ｂ）警察職

權行使法（Ｃ）刑事訴訟法（Ｄ）公路法（Ｅ）強

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解析

（Ａ）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7條第1項規
定。

（Ｂ）依據警察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1項規定。
（Ｃ）依據刑事訴訟法第88條第1項規定。
（Ｅ）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50條第1項規
定。

（ Ａ Ｂ ）▲下列何者屬影響交通事故「行前事件」之原因？（

Ａ）駕駛人之身體狀況（Ｂ）車輛超載（Ｃ）開車

使用行動電話（Ｄ）發現危險狀況不願採取閃避行

動（Ｅ）開車時查閱地圖。【93警大二技】

解析

「行前事件（Pre-trip Events）」，係指旅次開始
進行以前即已存在或已發生的各種狀況，即車輛

或駕駛人的背景條件。

（Ｃ）、（Ｄ）、（Ｅ）則屬交通事故發生前過

程分析之「駕駛事件（Trip Event）」，指旅次發
生後臨時所發生的各種人、車狀況。

參蘇志強著，2 0 0 3，《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
務》，中央警察大學，頁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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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現場通報與管制〉

（ＡＢＣＤＥ）▲對於交通事故現場管制範圍決定之原則，下列何者

正確？（Ａ）應絕對保障現場所有人員之安全（Ｂ

）不能影響現場跡證之保全（Ｃ）儘量維持車輛通

行（Ｄ）應考量該路段視覺障礙狀況（Ｅ）考量交

通事故之嚴重性。【101警大二技】

解析

管制範圍之確定，必須符合下列3項準則：
能儘量維持車輛通行。

能不影響現場跡證之保全。

能絕對保障現場所有人員之生命安全。

基於上述準則，在決定現場管制範圍前，必須考

慮下列現場因素：

視覺障礙。

鄰近公路或街道系統。

車速。

交通因素。

交通事故之嚴重性。

現場可利用空間。

參蘇志強著，2 0 0 3，《交通事故偵查理論與實

務》，中央警察大學，頁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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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現場調查蒐證〉

（ Ａ Ｂ Ｄ ）▲血液中酒精濃度值0.04%，相當於下列何者之酒
精濃度值？（Ａ）0.4 g/L 血液中酒精濃度（Ｂ）
40 mg/dL 血液中酒精濃度（Ｃ）4 mg/dL 血液中
酒精濃度（Ｄ）0.20 mg/L 呼氣酒精濃度（Ｅ）
0.20 mg/dL 呼氣酒精濃度。【103警大二技】

解析

抽血檢驗酒精濃度（mg/dL）換算百分比濃度公
式：

抽血檢驗酒精濃度（mg/dL）
1000 ＝ X（%）

⇒抽血檢驗酒精濃度（mg/dL）
1000

＝0.04

⇒ 抽血檢驗酒精濃度（mg/dL）＝0.04×1000

⇒ 40（mg/dL）
又 1g＝ 1000mg，1L＝ 10dL

⇒ mg/dL＝ 0.001g/0.1L

⇒ 40（mg/dL）＝ 0.4（g/L）
抽血檢驗酒精濃度與呼氣酒精濃度的換算方式：

抽血檢驗酒精濃度（mg/dL）
200

＝呼氣酒精濃度

（mg/L）

⇒ 所求＝
40（mg/dL）

200 ＝0.2（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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