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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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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運輸學
一、請舉例說明交通運輸和土地使用之關係，並從該互動關係提出在新市鎮開發時可透過那些措
施避免未來產生交通壅塞問題。（25 分）
《考題難易》★★（偏易）
《破題關鍵》本題前面子題「交通運輸和土地使用之關係」係重要觀念題型，一般程度考生應有
充分準備不難作答 ; 後面子題「新市鎮開發避免未來產生交通壅塞問題」，一般程
度考生不難聯想到採用「大眾運輸導向的都市發展」（TOD）策略，但要論述說明
完整仍有些許難度。
【擬答】
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之關係
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間具有一種循環關係，即土地使用之改變導致增加旅次之發生，旅次
增加造成運輸需求增加，其結果勢必須增加運輸設施以疏導交通需求，並增加可及性，人
潮擁向之處其土地價值日益增加，土地價值一增加其土地使用情形又因時而起變化，如此
形成之循環關係，如下圖所示。
土地使用之改變

增加旅次發生

運輸需求增加

增加土地價值

增加可及性

增加運輸設施

在新市鎮開發時可採用「大眾運輸為導向的都市發展」（TOD）策略，可避免未來產生交
通壅塞問題，茲將 TOD 策略的意義、3D 規劃元素及其相關措施分述如下：
「大眾運輸為導向的都市發展」（TOD）意義：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積極鼓吹「大眾運輸為導向的都市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之理念，係希望建立一個有別於傳統都市發展之規劃方式與程
序，從永續都市發展理念出發，以高效率的大眾運輸系統為都市發展的主幹，全方位
的落實大眾運輸優先觀念，鼓勵搭乘大眾運輸，抑制私人運具使用，使民眾降低對自
用小汽車的倚賴，習慣於使用以大眾運輸系統為主要運輸工具，以期創造高品質之都
市環境，達到永續發展的目的。
換言之，所謂「大眾運輸為導向的都市發展」（TOD），通常係指如何建構大眾運輸
場站附近地區，以善加利用公共運輸並提升其使用率。TOD 之重點在於創造緊密的鄰
里社區，使居住、工作、購物、社區服務、娛樂等活動，都可以透過步行距離內的公
共運輸工具達成旅次目的。
 TOD 的 3D 規劃元素：
高密度發展（Density）：車站方圓一定距離內採中到高強度的土地開發。
土地混合使用（Diversity）：車站周邊土地採多目標使用，包括住宅、商業與娛樂等
項使用目的。.
人本交通設計（Design）：車站周邊的街道、開放空間必須有利於行人或自行車通行
於社區與公共運輸場站之間。
 TOD 相關配套措施：
建全大眾運輸發展環境方面：
包括整合強化大眾運輸服務網路、建構完善大眾運輸接駁轉運中心、有效停車管理政
策等項。
結合大眾運輸與都市生活方面：
包括鼓勵捷運車站周邊地區發展高密度集合住宅、推動大眾運輸優先行駛制度、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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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候車空間設備並加強搭乘宣導等項。
美化都市環境、創造高品質人行空間方面：
包括結合都市設計創造美好都市景觀、建立舒適步行及腳踏車行空間、實施交通寧靜
區（Traffic Caliming District）等項。
全方位思考建立健全合理財源機制方面：
包括宏觀檢討稅費制度應用機制、使用私人運具外部成本內部化、大眾運輸外部效益
內部化、推動聯合開發（Joint Development）等項。
配合道路設計確實落實 TOD 理念方面：
包括落實大眾運輸優先的理念、循序漸進期分區落實發展計畫等項。

二、請舉例說明無縫運輸中之服務無縫和資訊無縫之內涵。並從服務無縫和資訊無縫角度，說明
如何強化臺鐵與地區公路客運或公車間之優質轉乘服務。（25 分）
《考題難易》★★（偏易）
《破題關鍵》本題前面子題「無縫運輸」係都市運輸章節的重要理論，一般程度考生應有充分準
備不難作答 ; 後面子題「強化臺鐵與地區公路客運間之優質轉乘服務」屬實務應用
題型，一般程度考生雖擁有不少素材可供發揮，但要論述說明清楚仍有一定難度。
【擬答】
「無縫運輸」之意義：
所謂「無縫運輸」（Seamless Transportation）的概念，係指整合鐵路、公路、捷運等運
輸系統之營運方式（含路線、班表、票證）及實體設施（含導引指標、轉乘設施），以
提升公共運輸系統之整體效率，並妥善規劃「最後一里」之接駁運具（含公車、中型公
車、九人座車、計程車、公共自行車），另輔以先進技術及智慧化服務（如動態資訊、
電話叫車、車輛共乘），以期能解決「最後一里」（last mile）的運輸問題，達到「端點
至端點」（end-to-end）全程「無隙縫」（seamless）目標之「及門運輸服務」（door-todoor transportation service）。
完整「無縫運輸」應達到下列五大維度之目標及內涵：
空間銜接無縫：旅客能在可接受步行距離內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時間銜接無縫：旅客能在可接受等待時間內搭乘公共運輸工具。
運輸資訊無縫：旅客能迅速便利地取得所需交通資訊。
運輸服務無縫：公共運輸服務品質符合旅客預期。
運輸財務無縫：具有穩定財源推動得以永續經營，如建立大眾運輸發展基金、進行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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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票乘客差額補貼等項。
從服務無縫和資訊無縫角度，說明強化臺鐵與地區公路客運或公車間之優質轉乘服務如
下：
臺鐵與地區公路客運（或公車）之運具定位：
臺鐵之定位部分
臺鐵高級列車擔任西部各大都會區間之中短程客運服務。
臺鐵區間車擔負高鐵車站接駁至西部各城鎮之短程客運服務。
臺鐵高級列車擔負高鐵車站接駁至南迴、北迴、花東等線之中長程客運服務。
臺鐵環島觀光列車及三條觀光支線發展觀光旅遊服務。
地區公路客運（或公車）之定位部分
公路客運車擔負鐵路車站接駁至西部沿海或偏遠地區之客運服務。
公路客運車擔負鐵路車站接駁至東部地區之客運服務。
公路客運車擔任鐵路車站至市區之接駁客運服務。
公路客運接駁鐵路車站至觀光旅遊地區之客運服務。
從服務無縫及資訊無縫角度建議強化優質轉乘服務如下：
針對場站內旅客在不同運具間轉乘時，應在大廳及候車室等主要駐足區域，適當地以
各種資訊顯示設備提供充分之時刻表等整合資訊。
場站內主要通道、出入口及場站外重要通道等則為旅客快速通過之區域，應著重在場
站設施與轉乘地點之方向導引及必要之諮詢服務，
場站內提供整合指示系統之規劃設計，應包括場站之導引指標、配置圖、各運具動態
顯示器及相關服務。
針對相關轉乘設施進行整合規劃，其整合項目包括提供舒適之步行設施、統一之車輛
及路線標誌、服務資訊系統的整合等項。
應妥善整合公共運輸（包括高鐵、臺鐵、捷運、公路客運、市區公車、計程車等）之
各項智慧化服務，以利旅客在行前充分掌握各項行旅資訊。
應藉由 LED 動態資訊顯示器、智慧型站牌、自動電話語音及網際網路，提供候車資訊
及旅行中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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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運輸政策白皮書之城際鐵道發展現況中提到︰「高鐵通車營運初期客座利用率僅 35%
～38%，……，107 年 12 月之月均客座利用率更達 70%。」請說明客座利用率之定義及主
要功用，並詳細說明營運機構可以透過那些策略提升客座利用率。（25 分）
《考題難易》★★（偏易）
《破題關鍵》本題前面子題「客座利用率」係鐵路運輸章節的重要專有名詞，一般程度考生應有
充分準備不難作答 ; 後面子題「營運機構可透過那些策略提升客座利用率」屬實務
應用題型，一般程度考生只要具有搭乘高鐵經驗即可發揮，但要論述具體完整仍有
一定難度。
【擬答】
客座利用率之定義及主要功用
所謂「客座利用率」係指「延人公里占客座公里之百分比」。其中，「延人公里」指某
特定期間內所運送旅客之運程總和；「客座公里」指鐵路旅客列車聯掛之客車車輛數乘
其客車座位數再乘行駛里程之積。
「客座利用率」之主要功用
作為「服務有效性」之評估指標
「客座利用率」代表運輸系統的「平均承載率」，可作為「服務有效性」之評估指標。
所謂「服務有效性」為探討業者為提供服務所投入的資源與消費者消費之間關係，其
衡量指標係「服務消費統計量」除以「服務投入統計量」而得，屬於「使用率」指
標。
作為「營運收入」之績效分析指標
城際運輸系統之客運票價訂定大都採用「標準里程費率制度」（或稱距離比例制），
指對於每延人公里之運價採固定費率制，亦即每位旅客收取票價與其搭乘距離成正比
關係。另由於業者提供之運能（即客座公里）係屬固定，故當客座利用率愈大時，代
表載運旅客的延人公里數愈多，亦可推得業者的「營運收入」愈多。
作為「運具舒適性」之績效分析指標
城際運輸系統之「客座利用率」代表運輸系統的「平均承載率」，可作為「運具舒適
性」之績效分析指標。通常尖峰時段車輛呈擁擠狀態，其「客座利用率」愈高，代表
「運具舒適性」愈低；反之，離峰時段車輛之「客座利用率」愈低，亦即代表「運具
舒適性」愈高。
營運機構可透過相關策略提升客座利用率，茲分述如下：
推動尖離峰差別定價策略
高鐵公司可就平日及假日期間劃分尖峰、次尖峰及離峰等不同時段，依據「營收管理」
理論，並因應尖峰、離峰的高低需求，實施不同時段不同車廂的優惠票價措施，期提高
列車平均承載率，以追求最大營收目標，並達到「移峰填股」之效果，。
實施早鳥優惠之促銷策略
高鐵公司為鼓勵乘客早日訂票，推出限量的「早鳥優惠折扣票」，其依平假日尖離峰之
列車標準車廂乘載率而定出不同配額，包括「早鳥 65 折」、「早鳥 8 折」及「早鳥 9
折」等早鳥優惠車票，係自乘車日（含）前 28 日起開始限量發售。
實施大學生返鄉等優惠促銷策略
高鐵公司特別為學生族群規劃多樣化的專屬優惠，如針對大學生暑期返鄉需求，持續提
供原大學生指定車次 5 折、75 折或 88 折優惠；另在暑假期間針對 12 歲（含）以上國內
各級學校在學學生推出「暑期優惠專案」，每週提供多班次適用 5 折、75 折或 88 折優
惠。
擴大多元售票管道之通路行銷策略
高鐵公司除現場臨櫃。自動售票機等傳統購票方式外，又續推出電話語音訂票、便利商
店售票據點、手機網路訂票及行動支付等智慧型通路服務，藉由開拓售票管道之多樣
性，優化票務服務便利性。另為維持購票交易的公平性，更導入防堵機器人大量搶票機
制。
加強與異業合作進行策略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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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公司與數家發行信用卡銀行進行異業合作，推出「標準車廂信用卡購票優惠」，並
推出「乘客使用信用卡購票可逕以現金加購或現金搭配紅利點數方式升等商務艙」促銷
活動；另該公司亦與多家四星或五星級飯店進行異業合作，推出「高鐵+飯店」（即
「交通」加「住宿」）之異業結盟行銷策略。
推動精進會員制管理之行銷策略
高鐵公司推動「精進會員制」，會員每次高鐵購票或參加高鐵假期消費都能賺取點數
（每 20 元累積 1 點，會員生日當日搭乘高鐵可享紅利點數 2 倍贈），且會員有諸多獨享
權益，透過 TGo 眾多合作夥伴及多元化兌換管道（含交通，餐點，旅遊，購物等），來
鞏固高鐵乘客之忠誠度。

四、請說明何謂通用計程車？為何我國需要推動通用計程車？政府應如何透過政策工具引導業者
投入通用計程車市場？（25 分）
《考題難易》★★★（難易適中）
《破題關鍵》本題前面子題「通用計程車」係公路運輸章節的專有名詞，一般程度考生可從有關
「無障礙計程車」或「復康巴士」基本認識進行推論作答 ;另後面子題「政府透過
政策工具引導業者投入通用計程車市場」屬實務應用題型，其中「政策工具」係公
共政策的專有名詞，若考生未研讀過「交通政策」或「公共政策」科目，平日亦未
涉獵過「通用計程車」相關實務或新聞報導，則要進一步論述說明之難度頗高。
【擬答】
通用計程車之意義及推動理由
「通用計程車」係從原「無障礙計程車」轉型而來，緣係交通部為提供高齡者及行動不
便者更多元、無障礙之運輸服務，並彌補「復康巴士」服務之不足，經修法將原計程車
車輛需使用四門轎式小客車之規定，開放設置輪椅區之車輛，得使用廂式或旅行式小客
車。雖「通用計程車」係主要提供給使用輪椅之身障者計程運輸服務，可增加計程車服
務範疇，但服務對象不侷限於輪椅使用者，一般民眾亦可搭乘。另使用設置輪椅區計程
車提供服務之駕駛人，需先參加訓練後始得提供服務。
「通用計程車」係依據「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概念進行其車輛設計，該車輛
符合公平使用、彈性使用、簡易及直覺使用、容易理解的資訊、省力、容許錯誤、適當
的尺寸及空間供使用等七項原則，不僅身心障礙者能使用，高齡者或短期失能者亦可使
用。
有鑑於提供身心障礙者之「復康巴士」服務常有供不應求且其服務時段受限等情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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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團體屢次向交通主管機關陳情其搭車之運輸需求，另交通部為提供行動不便者
更多運輸工具之選擇，基於計程車為公共運輸工具之一，前於 101 年 11 月 9 日修正發布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放寬「通用計程車」之車型得使用廂式或旅行式小
客車，並規定「通用計程車」由各地方政府自行招標辦理，由得標之計程車車隊負責營
運。
通用計程車與復康巴士之比較
「通用計程車」搭乘對象並未限定身心障礙者，所有民眾皆可搭乘，通用（無障礙）計
程車除可接受臨時預約外，其服務範圍、營運時間（24 小時營運）亦較無限制，惟優先
提供行動不便者預約派車。「通用計程車」依一般計程車費率收費，不額外加收費用。
另如臺北市民若持有敬老愛心之悠遊卡搭乘，並以悠遊卡刷付車資，可比照該市敬老愛
心車隊模式享有單趟車資補助 50 元優惠。
另「復康巴士」則僅可服務領有身障證明之身心障礙者，並須按身障級別提前數日預
約，且其服務範圍、營運時間多有侷限。又推動辦理「復康巴士」相關服務屬於社會福
利政策，通常由地方政府委外經營並給予經營業者營運費用之補助，另搭乘「復康巴
士」乘客的負擔車資費用為一般計程車費用的 1/3。
政府應透過政策工具引導業者投入通用計程車市場
所謂「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係指政府機關為執行政策以達成目標，可自由選
擇應用的多種技術總稱，亦可說是將政策目標轉化成具體政策行動所使用的工具或機
制。「政策工具」類型包括權威型工具、誘因型工具、能力型工具、學習型工具、象徵
型工具等種類。建議可採行「象徵型工具」及「誘因型工具」來引導業者投入通用計程
車市場。
所謂「象徵型工具」指執行機關利用某些象徵性的價值，諸如正義、公平、平等、合
理、公道，民主、繁榮等，爭取民眾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支持與配合，使政策易於貫
徹。以推動「引導業者投入通用計程車市場」之政策為例，建議政府可搬出「貫徹社會
福利政策」為推動前提，鼓勵各地計程業者發揮愛心投入「通用計程車」市場，以提供
身心障礙者、高齡者或短期失能者之就醫或社交等旅次服務。
所謂「誘因型工具」指執行機關利用課稅方式或補助方式，誘導民眾的行為符合政府的
政策要求。以推動「引導業者投入通用計程車市場」之政策為例，目前交通部係提供業
者購置「通用計程車」之車輛補助款（每輛車最高 40 萬元）；另考量「通用計程車」營
收及虧損係由業者自行負擔，對於載運行動不便者趟次達地方政府規定門檻，將可申請
「營運獎勵金」，其相關補助經費係來自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相關計畫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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