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鐵路特考)

11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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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級考試
類科組別：場站調車
科
目：鐵路法大意
考試時間：1 小時
  鐵路之土木建築設施、軌道設施、保安與防護設備、電信設施、電力設施及車站設備之修
建、養護，及鐵 路文化資產之維護，除何者依據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餘由交通部定之？
鐵路之土木建築設施、軌道設施之修建、養護
保安與防護設備之修建、養護
電信設施、電力設施及車站設備之修建、養護
鐵路文化資產之維護
  於鐵路橋梁、隧道或鐵路用地內，穿越或跨越鐵路路基設置管線、溝渠者，應備具工程設
計圖說徵得鐵路 機構同意，由何者代為施工或派員協助監督施工？
交通部
鐵路機構
設施使用人
設施所有人
  依鐵路法有關國營、民營鐵路之列車駕駛人員檢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學科檢定業務，交通部得委託台灣高鐵公司辦理
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術科檢定業務，交通部得委託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
民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後，不得駕駛列車
民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後，民營鐵路機構得派任之
  國營鐵路的主要業務，下列何者正確？
鐵路運輸之輪渡運輸
鐵路運輸之汽車接轉運輸








鐵路運輸之客貨運輸
鐵路運輸必需之倉儲
 鐵路行車之鐵路路線、設備、車輛、裝載限制、號誌、號訊、標誌、運轉、閉塞與事故處
理及其他行車應 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何者定之？
鐵路機構
交通部
交通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
 依鐵路法第 40 條，交通部應訂定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重大行車事故、一般行車
事故、嚴重遲延 及異常事件之準則，其內容不包括：
事故事件定義
通報內容
通報方式
財產實況
 已設置之管線、溝渠，因鐵路業務需要而應予拆除或遷移時，所需費用由鐵路機構及該設
施之所有人或使 用人各負擔多少？
鐵路機構 30%、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 70%
鐵路機構 40%、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 60%
鐵路機構 50%、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 50%
鐵路機構 60%、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 40%
 為維護鐵路興建及行車安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鐵路機構得依鐵路特性，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鐵路兩側勘定禁建、限建範
圍
土地權利關係人得依鐵路特性，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鐵路兩側勘定禁建、
限建範圍 交通部得依鐵路特性，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鐵路兩側勘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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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限建範圍
內政部得依鐵路特性，會同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於鐵路兩側勘定禁建、限建範圍
 對於所有人不明之運送物、寄存品或遺留物，鐵路機構應公告招領。經公告多久後仍無權
利人領取時，鐵 路機構即取得其所有權？
 1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1 年
 鐵路興建，其全路或一段工程完竣，應：
先報請交通部派員履勘，經核准後，始得營運
先報請交通部派員初勘，經核准後，始得營運
先報請交通部派員勘驗，經核准後，始得營運
先報請交通部派員初驗，經核准後，始得營運
 鐵路兩側限建範圍公告後，於限建範圍內為建築物之建造，依法須申請建築執照或許可
者，應於申請建築 執照或許可時：
檢附各該管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由各該管主管機關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檢附各該管主管機關及交通部規定之文件，由各該管主管機關會同交通部審查許可後始
得為之
檢附交通部規定之文件，經交通部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檢附各該管主管機關及交通部規定之文件，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審查許可後始得為之
 受委託辦理有關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檢定業務之機關、團體，其資格、條件、責任及監督等
事項之辦法，由 何者定之？
行政院
內政部
交通部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為防護鐵路設施、維護鐵路車、站、沿線秩序與客貨安全，交通部得商准內政部設置：
交通警察
捷運警察
保安警察
鐵路警察
  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而購買鐵路車票、取得訂票或取
票憑證者，應處：
新臺幣 60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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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
按車票張數，每張車票價格之 5 倍至 30 倍罰鍰
 依鐵路法第 21 條，臺灣鐵路管理局經營餐飲、觀光旅遊係屬下列何項？
鐵路運輸之碼頭運輸
鐵路運輸所需設施設備之修護與製造
鐵路建築所需工具、器材之修理及製造
培養、繁榮鐵路運輸及傳承鐵路文化所必需之其他事業
 因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致人死亡、傷害或財物毀損喪失時，其損害賠償、卹金或醫藥補助
費發給基準、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何者定之？
鐵路機構
衛生福利部
交通部
行政院
 鐵路機構因行車事故致人死傷或財物損失之損害賠償，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鐵路機構因行車及其他事故致人死亡、傷害或財物毀損喪失時，負損害賠償責任
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之發生，如能證明非由於鐵路機構之過失者，對於人之死亡或傷
害，仍應酌給卹金
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之發生，如能證明非由於鐵路機構之過失者，對於人之死亡或傷
害，仍應酌給醫藥 補助費
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之發生係出於受害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者，仍應酌給卹金或醫藥補
助費
 鐵路法對民營鐵路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民營鐵路之會計，依鐵路會計制度之規定
有關民營鐵路之運價，由行政院核定，增減時亦同
民營鐵路之興建，應備具所規定文書，申請交通部核准，報請行政院備案後，方得籌辦
民營鐵路機構營運時期之營運狀況，每月報備一次

  徵得鐵路機構同意，於鐵路橋梁、隧道或鐵路用地內，穿越或跨越鐵路路基設置管線、溝
渠者，其工程興 建及管線、溝渠養護費用，由何者負擔？
設施所有人
鐵路機構
地方政府
交通部
  依鐵路法第 33 條規定，民營鐵路經營之限制，何者正確？
以兩合公司為限 以無限公司為限 以有限公司為限 以股份有限公司為限
  對於旅客未能準時送達者，應依遲延情形訂定其賠償基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交通部訂定，報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由交通部訂定，報行政院備查後公告實施
由鐵路機構訂定，報交通部核定後公告實施
由鐵路機構訂定，報交通部備查後公告實施
  行人在鐵路路線上行走或於隧道內通行之行為，應處：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7,500 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罰鍰
  內容應包括現場處置、通報作業、旅客訊息公告、旅客疏散或接駁、人員救護、運轉調
度、搶修救援之人 力調度與器材備置的鐵路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應變計畫由何者訂定？
鐵路機構
內政部
交通部
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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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機車及車輛之檢修，鐵路機車與車輛檢修之種類、方式、項目與週
期、使用規定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何者定之？
行政院
交通部
內政部
鐵路機構
  在鐵路軌道或有關設備上堆積、放置或拋擲物品足以妨害行車安全，應處：
新臺幣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7,500 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鐵路兩側禁建、限建範圍之劃定、公開展覽、公告、變更、廢止、禁建範圍之禁止行為、
拆除補償、限建 範圍之管制行為、管制規範、申請、審查、管理及處分等相關事項之辦
法，下列何者正確？
由鐵路機構會同交通部定之
由鐵路機構會同地方政府定之
由交通部徵詢地方政府後會同內政部定之
由內政部徵詢地方政府後會同交通部定之
  鐵路旅客、行李、包裹、貨物運送責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何者定之？
鐵路機構
內政部
交通部
行政院
  鐵路禁建、限建範圍經勘定並繪製地形圖或地籍圖後，應送請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辦理公聽會及公 開展覽多少日後公告實施，不受相關土地使用管制法令規定之限制？
 15
 30
 45
 60
  臨近鐵路之公路高於鐵路之地段，應在其臨近鐵路之一邊設置護欄，由何者設置？
鐵路之興建機構
鐵路之營運機構
該公路之主管機關
該建築之主管機關
  依鐵路法，除有特別情事經交通部核准者外，鐵路軌距定為：
 762 公釐
 1067 公釐
 1435 公釐
 1676 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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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鐵路法第 46 條，旅客或物品運送契約，因何者承諾運送而成立？
地方政府
鐵路機構
交通部
行政院
  有關臺灣鐵路管理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營運地方政府經營之鐵路
以鐵路興建為業務之公營機構
如環境或情形特殊者，其得規定較低運價
其材料，以分區供應，統籌管理為原則
  依鐵路法第 12 條，有關鐵路連接跨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鐵路遇有須與其他鐵路連接或跨越時，經交通部備查者，各該鐵路機構不得拒絕
鐵路遇有須與其他鐵路連接或跨越時，經交通部核定者，各該鐵路機構不得拒絕
鐵路遇有須與其他鐵路連接或跨越時，經內政部備查者，各該鐵路機構不得拒絕
鐵路遇有須與其他鐵路連接或跨越時，經內政部核定者，各該鐵路機構不得拒絕
  下列那一事項非由交通部所核定？
國營鐵路機構得辦理附屬事業之申請程序、核准條件、營業、會計、督導視察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規則
鐵路機車與車輛檢修之種類、方式、項目與週期、使用規定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
鐵路行車之路線、設備、車輛、裝載限制、號誌、號訊、標誌、運轉、閉塞與事故處理
等應遵行事項之 規則
臺中古蹟車站之修建、養護所依循之相關規則
  下列那一條鐵路軌距，為 1,067 公釐？
台灣高鐵全線
臺鐵轄下的南迴線阿里山林業鐵路 台中捷運綠線
  為防止列車撞擊路線旁之構造物而所定之界線稱之為？
車輛界線
安全界線
行車界限
建築界限
  台灣高鐵公司因業務需要聘請一位法國籍之專業人員來訓練本國之列車駕駛員，應報請那
一機關核准？
外交部
衛生福利部
交通部
勞動部
  臺灣鐵路管理局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向交通部提出當年度安全管
理報告，其內容 不包括下列事項？
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職場霸凌及性騷擾之統計與分析
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某瓦斯公司計畫埋設管線穿越鐵路而向臺灣鐵路管理局申請時，下列那一項正確？
臺灣鐵路管理局應拒絕其申請
臺灣鐵路管理局可同意其申請且穿越之深度由瓦斯公司自行決定即可
臺灣鐵路管理局可同意其申請且埋管工程施工可由臺灣鐵路管理局代為施工
臺灣鐵路管理局可同意其申請且埋管施工費用由瓦斯公司及臺灣鐵路管理局各半分攤
#  臺灣鐵路管理局目前有派人看守且負責柵欄升降之平交道是何種平交道？
第一種平交道
第二種平交道
第三種平交道
半封閉平交道
  有關鐵路運價，下列何者正確？
台灣高鐵運價由交通部核定
臺鐵各車種運價率之計算公式由行政院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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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林業鐵路之運費由農業委員會核定
台中捷運運價由立法院審定
  縣市政府所管轄之新設道路，若要跨越臺鐵路線而設置鐵路平交道應向那一機關申請？
臺灣鐵路管理局 交通部公路總局 交通部
營建署
  臺鐵自強號列車 高鐵列車 台北捷運文湖線列車 阿里山森林鐵路列車，以上各列
車依最高之 行駛速度排序：












備





 臺灣鐵路管理局目前各鐵路電氣化行車路線電車線電力系統所使用之高壓電為何？
 750 伏特/直流電
 750 伏特/交流電
 25,000 伏特/直流電
 25,000 伏特/交流電
 下列何者為鐵路法所稱之專用鐵路？
台北捷運
台灣高速鐵路
高雄輕軌
阿里山森林鐵路
 鐵路警察之職掌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破壞鐵路設施之調查
平交道事故之調查
處理旅客之暴力攻擊行為
取締車站周邊道路違規停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列車行駛中，攀登、跳車或攀附隨行 擅自設置平交道者
對行駛中之鐵路列車投擲或發射物品 拒絕鐵路站車人員查票
 鐵路法第 71 條規定未經許可在車廂或站區內向旅客或公眾募捐、銷售物品或散發廣告物
品，不聽勸阻可處？
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7,500 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新臺幣 1,000 元以上 7,500 元以下罰鍰
 南迴鐵路之輸電系統必須通過大武鄉之私人土地，如因工程鉅大者且所有人不同意損失之
補償應由那一機 關裁決？
交通部
內政部
臺東縣政府
地方法院
 國內各鐵路業者中，那一鐵路機構有經營貨物運輸？
臺灣鐵路管理局 台灣高鐵公司
台北捷運公司
高雄捷運公司
註： 第 40 題答Ａ或Ｂ或 AB 者均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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