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鐵路特考考試試題解答）

110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鐵路人員考試
等 別：高員三級考試
類科別：運輸營業
科 目：運輸經濟學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一、近日關於臺灣鐵路管理局之改革措施中有「車路分離」策略之討論。請說明鐵路營運成本結
構組成，並以要素成本觀點論述「車路分離」策略對鐵路產業經營效率改善之可行性。（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很簡單。
《解題關鍵》：本題命題知能主要係測驗同學對於「車路分離」政策之操作與執行，屬於傳統運輸學鐵
路運輸篇之傳統命題，同學可以依據運輸學相關「車路合一」與「車路分離」相關內容盡量作答即
可。
【擬答】《韓新老師擬答》

 鐵路運輸業成本結構分析：
由於鐵路運輸業係屬車路合一之固有特徵，鐵運業者需投資於鐵路軌道、場站建設等，相
較於公路業者其投入資本相當龐大，因此，鐵路具有高比例固定成本，一般而言，固定成
本占企業總成本的 20%~50%，其中，鐵路鐵軌最具有沉沒成本（sunk cost）特性的成本項
目；一般學者均認為鐵路運輸業為報酬遞減產業；此外，鐵路具有相當高比例的共同成本，
如：客貨運輸成本、道路鐵軌更換成本，或是員工薪水等；在外部成本無法由使用者付費
之下，政府保護或補貼外部效益高的鐵路運輸業係屬正常做法。
 車路分離政策定義與經營效率改善及可行性評估：
「車路分離」政策指將「擁有運輸工具的運送主體」和「擁有運送工具的通路主體」，
透過企業切割模式將其所有權分離，完成政策推動改革目的。
經營效率改善：
國家負責基礎設備更新與維修責任，避免鐵路運輸業者因經營虧損而中止服務，進而
連帶影響社會大眾行的權利。
鐵路運輸基礎設施與設備維管由政府負責，為國家負擔鐵路運輸基礎設施供給賦予正
當地位，可使鐵路與公路競爭條件趨於一致與相同。
就財務面觀察，本項策略推動可減輕鐵路運輸業者財務負擔，更可強化本業競爭力。
 車路分離政策以「德國國鐵改革」模式為例，其透過企業切割模式將其所有權分離之所謂
「車路分離」政策進行改革，由政府負責基礎設備更新與維修責任，以避免企業因經營虧
損而中止服務，成立各種車與路公司，然近年業者仍處虧損，即可證相關改革推動困難度，
此即理論上具可行性，惟於實務操作上仍有相當難處。
資料來源: 韓新(民國 106 年)，鐵路運輸學上課講義書，高雄市，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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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說明何謂「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造成市場失靈的原因，及政府對運輸事業有必
要實施不同程度的管制或干預之理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很簡單。
《解題關鍵》：本題命題知能主要係測驗同學對於「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定義、造成市場失靈
的原因與政府管制運輸事業的理由，屬於傳統運輸經濟學之傳統命題，同學可以參考 98 年地方 3 等
特考試題第三題之「何謂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為何運輸業容易產生市場失靈的現象？政府可
以採取那些手段解決運輸的市場失靈？｣進行作答即可。
【擬答】《韓新老師擬答》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在一般經濟學教科書標準定義為：「當市場機能在充分發
揮下，不能如所原本預期地達成經濟效率的一種現象」，所謂的「市場機能」指的是，經
由市場供需雙方自由引導下所決定均衡的一種狀態，反過來說，傳統自由經濟學者認為，
一個社會中的供給與需求可以構成「完全競爭」的經濟市場。而所謂的完全競爭市場，係
指生產者追求利益極大化且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化，達成 Pareto Optimal 的狀態，此時，
沒有任何人效用受損且資源分配獲得最佳效率，價格像一雙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主導市場內經濟活動，但當該種當市場無法經由價格機能達成均衡的狀態，我們
便可以稱為市場失敗。
 運輸業容易產生市場失靈原因說明如下：
運輸產業多屬不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存在有市場失靈。
運輸產業通常會受到政府的相關管制策略而產生。
運輸業通常受政府補貼具有一定準公共財的角色。
 政府對運輸事業管制原因：由於公共運輸業者具有公共財、外部性存在、資訊不對稱、壟
斷與競爭、規模經濟等許多特性，加上政府政策與所得分配等特性，因此，其經營管理需
受政府管制，可說明如下：
規模經濟之存在：由於運輸業多具有規模經濟，因此，需要由政府對業者數目加以管制，
以避免投資浪費與享受規模經濟之優點。
外部效果（Externalities）存在：當運輸業具有外部成本時，例如：污染、噪音、擁擠時，
必須由政府介入並加以管制以避免過度使用；反之，當具有外部效益，如促進區域發展、
發展觀光或是促進產業發展時，則需由政府介入予以補貼並加以管制。
資訊不對稱或市場不存在：由於運輸業者與消費者間，處於資訊不對稱的狀態，政府必
須提供各項資訊，並對業者實施管制；此外，交易量非常稀少的偏遠地區市場，則須由
政府介入與管制。
聯合壟斷與惡性競爭：為避免運輸業者透過聯合壟斷而剝削消費者，或採自殺式之惡性
競爭，而危及產業生存與消費者權益，必須由政府介入並加以管制。
政府基於國家安全與公眾福利政策：為照顧偏遠地區與國防需求，會由政府透過補貼或
是直接參與運輸業之經營；此外，為照顧弱勢團體，政府需要制定各項運輸管制與補貼
政策。
所得分配問題：基於整體社會公平考量，政府需要透過加重小汽車車主之負擔，進而補
貼大眾運輸之票價等方式，達成所得重分配的社會公平目標。
公共財 （Public goods）：公共財不具有排他性，人人皆想使用而不想付費。運輸產品具
公共財之特性，此時即由政府徵稅而介入生產。
資料來源: 韓新(民國 110 年)，運輸經濟學上課講義書，臺北市，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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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

  政府對大眾運輸補貼的方式，若以充實設備或購置車輛的方式辦理，屬於下列那種補
貼？
資本補貼
績效補貼
成本補貼
非金錢補貼
  某鐵路運輸業之生產函數為 Q = f(L，K)，假設生產要素勞力 L 與資本 K 投入量均增加
α 倍時，產出為 β 倍的 Q 產量效果，若 β < α，請問業者處於何種型態？
規模報酬遞增 規模報酬不變 規模報酬遞減 規模報酬不穩定
  捷運公司為維護乘客安全，提案設置防護欄，若估計完工後使用壽命為 15 年，第 1 年
工程完工之費用為 500 萬元，第 2 年起每年維修費用 10 萬元，估計完工後每年可以減
少死亡人數 0.02 人，每人生命價值為 1,000 萬元。假設利率每年約為 1.0%，本案若以
益本比（B/C）概念評估時，請問是否值得投資？
值得投資，因為 B/C > 0
值得投資，因為 B/C > 1
不值得投資，因為 B/C < 0
不值得投資，因為 B/C < 1
  當以平均成本（AC）與邊際成本（MC）的關係式來定義規模經濟時，若 AC <MC 之階
段，則：
具有規模經濟
為固定規模經濟
不具有規模經濟 無法判定
  以不定期船經營業而言，若採論時傭船（T/C）方式，船東主要負擔之成本為？
為變動成本，不包含固定成本
包含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
為固定成本，不包含變動成本
為資本費用，不包含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
  個體旅運需求模式中，假設二項羅吉特模式中的間接效用函數為 Vi
=α1AD+α2CAR+α3OVTT+α4IVTT+α5TC，其中：AD 係小汽車方案為 1，公車為 0 的虛
擬變數；CAR 係具有汽車駕照者指定在小汽車方案為 1 的變數；OVTT 係運具之車外
時間（分）的變數；IVTT 係運具之車內時間（分）的變數；TC 係運具之旅行成本
（元）的變數。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D 為替選方案特定常數，若兩個方案供選擇時，最多僅可指定一個方案為特定常數
 CAR 為共生變數，α2 可為正值或負值
 IVTT 為替選方案特定常數，α4 可為正值或負值
 TC 為替選方案特定變數，α5 可為正值或負值
  承上題，模式構建後，小汽車運具之效用函數為 V（小汽車）= -0.15+1.2CAR- 0.4IVTT0.08TC，請問車內時間價值為何？
 5 元/時
 12 元/時
 300 元/時
 200 元/時
  下列圖形中，請問運輸業某廠商以最大利潤定價法時，價格會訂在那一個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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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鐵路運輸業採折扣優惠的方式，依來回票、月票、半年票、年票之不同數量而有不同
之優惠票價方式，屬於下列那一種定價？
第一級差別定價 第二級差別定價
第三級差別定價 完全差別定價
  下表為運輸業某廠商員工數的總產量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員工數

1

2

3

4

5

6

總產量

 

 

 

 

 

 

 

8
20
30
38
38
32
僱用第 2 個員工的邊際產量為 10
僱用第 5 個員工與第 4 個員工的邊際產量相同
僱用第 1 個員工之邊際產量最大
員工數為 3 時，邊際產量等於平均產量
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採購飛機的機型朝多樣化，提供多機種多元化的飛航服務
使用城市周邊的小型機場，節省機場使用費
空勤及地勤員工有些改以約聘（契約）方式僱用，降低人事成本
減少租用機場內較昂貴的設施，如取消登機橋改為安排接駁車輛和小型登機梯
假設國道客運與臺鐵運具互為替代品，若因部分員工罷工使臺鐵供給減少，則對國道客
運市場有何影響？
價格上升，交易量減少
價格下降，交易量增加
價格下降，交易量減少
價格上升，交易量增加
有關獨占市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生產者所面對之需求曲線即為市場需求曲線
生產者可自由進出市場
生產者所銷售之商品有許多替代商品
生產者為價格接受者，不能決定市場價格
有關運輸供給特性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具有資本密集的特性
需接受公共管制之特性
運輸之產出與銷售單位不同的特性
營運方面具有龐大增量成本的特性
假設運輸市場需求函數為 Qd = 80−10P，供給函數為 Qs = 20+5P，P 為價格。下列何者正
確？
若政府實施價格上限管制為 6 時，市場均衡不受影響
若政府實施價格上限管制為 3 時，市場上有超額供給
若政府實施價格下限管制為 6 時，市場上有超額需求
若政府實施價格下限管制為 3 時，市場上有超額供給
有關臺灣 BOT 交通建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減少政府財政支出
創造國內就業機會
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工程興建時程較長
下列何者不屬於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理念？
將綠色運輸系統與土地使用加以整合
透過 BOT、都市更新及聯合開發等方式籌措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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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場站周邊都市土地使用密度
規劃場站步行距離範圍通常為半徑 600 公尺以上
若甲運具與乙運具的交叉彈性為零，則：
甲運具與乙運具無關
甲運具與乙運具為正常品
甲運具與乙運具為替代品
甲運具與乙運具為互補品
近年來交通建設都被要求進行稅收增額融資 TIF 評估，請問下列那一項不是此一政策之
目標？
提高建設之自償率
增加建設融資擔保
降低營造工程成本
課徵土地增值利益
已知觀光客由臺中至日月潭之交通工具為小汽車與臺灣好行觀光巴士，假設兩種交通工
具之運具選擇效用函數為：VA = - 0.04TCA -0.06 IVTTA - 0.08OVTTA（小汽車），VB= 0.05 TCB -0.06 IVTTB - 0.07OVTTB（觀光巴士），其中 TC 係旅行成本（單位為元）；
IVTT 係車內旅行時間（單位為分鐘）；OVTT 係車外旅行時間（包括停車或等車與步
行時間，單位為分鐘），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在車外時間價值方面，小汽車高於觀光巴士
在車內時間價值方面，觀光巴士高於小汽車
觀光巴士的車內時間價值為 1.2 元/分鐘
小汽車的車外時間價值為 2 元/分鐘
運輸業者經常會採取尖離峰需求差別定價進行經營，下列有關適用差別定價規則之敘述
何者錯誤？
業者對於該市場有獨占能力
差別定價通常無法增加營收
各市場之消費需求難以轉移
各市場之消費需求彈性不同
有關生產函數的研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Shepherd’s Lemma 是透過對生產要素價格之一次偏微分而得到生產要素之需求函數
Cobb-Douglas 生產函數假設生產要素間之替代彈性為 1
長期邊際成本 LMC 高於長期平均成本 LAC，代表產業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特性
長期邊際成本 LMC 等於長期平均成本 LAC，代表產業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特性
下列何者不是航空公司之主要營收管理策略？
超額訂位
差別定價
需求預測
維修排班
有關道路擁擠稅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課徵擁擠稅可以改善交通堵塞
課徵擁擠稅有助於減少碳排放
課徵擁擠稅容易形成都市蔓延
課徵擁擠稅可兼顧公平與效率
有關運輸費率與服務管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保障弱勢族群 防止市場失靈 增加業者收益 維護分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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