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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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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營業、場站調車 

科   目：鐵路運輸學大意 

考試時間：1 小時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题,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本科目共 50題，每題 2分，須用 2B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下列那一項不屬於鐵路的附屬事業？ 

鐵路客貨運輸 

鐵路運輸之碼頭及輪渡運輸 

鐵路運輸之汽車接轉運輸 

培養、繁榮鐵路運輸及傳承鐵路文化所必需之其他事業 

  列車從臺北出發，中途停靠桃園、臺中，終點為高雄，各營運起訖點搭乘人數如下表所示，請問

最大乘載區間發生在那一個路段？ 

臺北－桃園 桃園－臺中 臺中－高雄 桃園－高雄 

  下列那些鐵道系統屬於鐵路法規範之系統？①臺灣高鐵 ②臺鐵 ③阿里山林業鐵路 ④台糖鐵路 

②③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③④ 

  發生旅客傷亡之重大鐵路行車事故後，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運安會）必須進行事故調查，

對於運安會的調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進行事故調查的目的是為了究責 

運安會的調查報告可作為有罪判決判斷之唯一依據 

運安會介入調查的事故，司法機關即可不必進行調查 

專案調查小組於調查報告發布後解散 

  在進行鐵道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時，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① 益本比>1相當於淨現值>0② 益

本比>1 相當於折現率> 內生報酬率 ③ 淨現值>0 相當於內生報酬率> 折現率④內生報酬率=折

現率相當於益本比=1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關於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優待票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果，認需人陪伴者，其必要陪伴者得享全票半價優待 

身心障礙者憑我國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應予免費優待 

旅客為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之國民購買優待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鐵路機構不得登錄

旅客姓名及身分證字號 

若為六十五歲以上之身心障礙者，可以申請雙重優待 

  旅客購買臺中到臺北的臺鐵車票，臨時有事提前於板橋站下車，該如何計費？ 

旅客可要求退還板橋至臺北的未乘車區段的車票價金 

旅客不得要求退票但可順利於板橋站出站 

旅客須補板橋至臺北的車資方能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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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須補足板橋至臺北的車資，還要加罰50%的罰金 

  於車站出口查獲旅客無票乘車欲離開時，無法認定其搭乘之起站者，要如何補票？ 

以過去統計數據的平均搭乘距離計算補票金額 

以列車的始發站來計收補票金額 

以列車的前一停靠站來計收補票金額 

以列車的前一停靠特等站來計收補票金額 

  對於安全管理系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建立安全管理系統是監理單位的職責 

建立安全管理系統是鐵路機構的職責 

鐵路機構可以視經營條件及財力決定是否建立安全管理系統 

把事故風險降為零是安全管理系統的目標 

  下列何種事件不屬於鐵路行車規則所定義之異常事件？ 

冒進號誌 列車溜逸 違反閉塞運轉 運轉中斷 

  在路線兩端設有出發號誌機的場站，如何決定路線的有效長？ 

以兩出發號誌機之間的距離計算 

下行出發號誌機至上行方向之警衝標之間的距離 

上行出發號誌機至下行方向之警衝標之間的距離 

兩端警衝標之間的距離 

  臺鐵列車在下列那些號誌顯示時必須限速25 km/h？①引導號誌 ②調車號誌 ③低速號誌④慢速

號誌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兩站之間為單線運轉，其所指意義為何？ 

兩站之間只有一股軌道，允許單向運轉 

兩站之間只有一股軌道，允許雙向運轉 

兩站之間有兩股軌道，每一股軌道只允許單一方向運轉 

兩站之間有兩股軌道，每一股軌道皆允許雙向運轉 

  一般而言，脫軌道岔的定位通常是指下列那一種方向？ 

列車會出軌的方向  列車駛入正線的方向 

由轉轍工視情況決定 由調車員決定 

  臺鐵列車在下列那一種情況下，應於號誌機外方一度停車後以25 km/h 以下速度通過號誌機？ 

進站號誌顯示低速  進站號誌顯示中速 

自動閉塞號誌顯示險阻 出發號誌機顯示低速 

  臺鐵施行溜放調車時，其速度限制是多少？ 

 15 km/h   25 km/h   45 km/h   60 km/h 

  有關鐵路運輸業營運與服務評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評鑑的目的是為了提升鐵路運輸的營運及服務品質 

評鑑的方法可採問卷調查 

每年都應辦理乙次評鑑 

評鑑前執行單位應提出評鑑計畫並召開學者、專家、受評業者的座談會 

  一般而言，鐵路的需求價格彈性比較可能落在那一個區間？ 

小於1  等於1  介於1~2 之間 大於2 

  政府目前正在推動臺鐵公司化，下列那一項並不是政府推動臺鐵公司化的目的？ 

讓臺鐵可以企業化經營 增加臺鐵用人的彈性 

避免臺鐵員工罷工  減少行政及立法對臺鐵的干擾 

  下列何者是鐵路運輸系統的特色？①低能源密集度 ②大量運輸 ③高營運可及性 ④高沉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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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①②③④ 

  為提高列車過彎速度及乘車舒適性，彎道上通常會鋪設超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曲率愈大，平衡過彎速度愈低 

相同超高度及半徑之下，軌距愈大列車平衡過彎速度愈高 

相同軌距及半徑之下，超高度愈高，平衡過彎速度愈高 

列車過彎時超過平衡速度會發生超高不足的現象 

  為了減少月台與車廂地板的高差，近年來臺鐵持續進行月台加高的無階化工程，請問下列有關曲

線內側月台的敘述何者正確？ 

加高前後月台的界線維持不變 

加高後的月台會略為向外延伸以減少月台間隙 

加高後的月台會略為向內退縮以免車輛撞擊月台 

最大月台間隙發生在車廂的中央 

  關於鐵路路線坡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為避免發生車輛溜逸，嚴格規定站內坡度為0%② 臺

鐵特甲級線的最大坡度限制為25‰ ③ 762 mm 軌距之最大路線坡度限制為62.5‰④臺北高運量

捷運正線上的最大路線坡度限制為30‰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下列關於道岔的敘述，何者正確？①基本軌與曲導軌軌距線之間隙太小時，行駛於基線之列車車

輪可能會卡住 ②道岔號數愈大，岔心交角也愈大 ③背向岔心運轉若道岔開通錯誤可能會發生擠

岔④列車過岔的速限低於相同半徑之曲線速限 

①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③④  ②③④ 

  下列何種路線屬於鐵路的正線？①出發線 ②到達線 ③通過線 ④機迴線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①②③④ 

  側式月台的捷運折返車站通常會設置站後橫渡線，最主要的理由為何？ 

若橫渡線設置於車站前方，由於列車交替使用月台，旅客有走錯月台的困擾 

橫渡線設置在車站後方可節省建造及營運費用 

站後折返所需時間較短 

不讓旅客看到列車折返的過程 

  下列有關列車緊急逃生以及緊急救援的敘述，何者正確？ 

一發現列車有高溫冒煙情況，應立即停車就地疏散旅客 

如有可能，應將列車駛往鄰近車站再疏散旅客 

臺北高運量捷運系統於隧道內的逃生方式為側門逃生 

臺鐵車輛是採用端門逃生 

  相較於E400 電力機車牽引非動力客車，下列對於電聯車的敘述何者錯誤？ 

電聯車的編組彈性較大 

電聯車其中一個馬達車故障後，列車仍有辦法運轉 

電聯車折返不需要摘掛車頭 

電聯車是鐵路旅客列車的發展趨勢 

  下列有關列車牽引力的敘述，何者正確？①速度愈高，特性牽引力愈小 ②重量愈輕，黏著牽引

力愈大③啟動牽引力若大於黏著牽引力會發生動輪空轉 ④牽引馬達牽引力會大於動輪周的牽引

力 

①②③  ①②④  ①③④  ①②③④ 

  下列有關臺鐵供電系統的敘述何者錯誤？ 

採用25 kV 直流供電電壓 採用集電弓汲取電力 

變電站距離約40 公里 採用架空線供電 

  下列對於行車制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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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線區間一定是採用人工閉塞制 

自動閉塞制只能用在複線區間 

容許閉塞制中同一閉塞區間僅容許一列車通行 

人工閉塞制通常採用絕對閉塞制 

  為避免列車超速或冒進號誌，臺鐵列車裝設自動列車保護系統（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 

ATP），請問列車在正線上運轉過程，列車移動授權（Movement Authority）的依據為何？ 

車載ATP  道旁號誌 由列車長決定 由司機員決定 

  臺鐵兩站之間設置有兩支自動閉塞號誌機，當先行列車越過第1 閉塞號誌機後，後方車站主正線

的出發號誌機應顯示何種號誌？ 

平安號誌 注意號誌 險阻號誌 緩速號誌 

  鐵路法第26 條規定國營鐵路運價率之計算公式，由交通部擬定，報請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定

之；變更時亦同。至於國營鐵路之運價，按前項公式，由何者核定後實施？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交通部鐵道局 

交通部  行政院 

  對於鐵路運送契約，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營業時間、票價、列車時刻表應揭示於相關車站明顯處所及鐵路機構網站 

運送契約應載明鐵路機構名稱、服務電話及消費者客服專線 

旅客遺失車票，經向鐵路機構報備，補購車票乘車，事後尋獲車票，一年內均可請求退還80%

以下之票價 

運送契約必須記載免除或限制鐵路機構責任的除外條款 

  「前瞻基礎建設-軌道建設」於民國106 年3 月23 日提行政院第3541 次會議報告。依未來30 年

軌道運輸發展願景，就未來4 年內可完成或可啟動之軌道計畫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請問下列何者

不是前瞻基礎建設之軌道計畫推動主軸？ 

鐵路立體化或通勤提速 中南部觀光鐵路 

臺鐵升級及改善東部服務 臺鐵整體購置及汰換車輛計畫 

  所謂「複合運輸」係指託運人將貨物交給運送人送達收貨人的運送過程，透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

運具，採用單一費率或聯合計費的方式，由所有運送人共同負擔全部運送責任，請問下列何者不

是常見的複合運輸類型？ 

母船與駁船聯運 鐵路與水路聯運 鐵路與空運聯運 鐵路與公路聯運 

  2020 年版運輸政策白皮書是以行政院揭櫫的「做實事，接地氣、讓民眾有感」為最高施政目

標，在運輸政策白皮書重要議題中，請問下列何者不是鐵道運輸安全單元內容？ 

鐵道列車出軌等高風險事故頻傳，應強化鐵道安全監理及營運機構自我管理功能 

為強化指揮協調機制，應提升道安組織至行政院層級，並推動國家級道安計畫與預算的法制化 

為實踐主動式及預防式改善安全方式，須推動鐵道安全法規與制度變革 

為強化數據管理，須整合鐵道安全及維修資料並進行智慧化分析及管理 

  鐵路運輸在世界地面運輸之歷史已達百年之久，其所具有之特性，不是現今其他運具所能取代，

這些特性有不可取代之優點，請問下列何者不是鐵路運輸之優點項目？ 

有效使用土地  受氣候限制小且污染性較低 

運量大、運價低廉且運送距離長 為最快速的運輸工具 

  鐵路法第3 條規定鐵路以國營為原則，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之興建、延長或經營等，應經何

者核准？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交通部鐵道局 交通部 行政院 

  鐵路修建養護規則中，有關鐵路保安及防護之設備，應在軌道之末端設置何種設施？ 

設置險阻號誌 設置止衝檔 設置安全護軌 設置防脫護軌 

  在車場調車之方法共有①推送調車法 ②桿式調車法 ③重力調車法 ④駝峰調車法等，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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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使用重力之調車法： 

①與②  ②與③  ③與④  ①與③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參酌歐盟、日本等先進國家，發展出適用我國鐵道營運的「安全管理系統」

（SMS）通用架構，以提昇我國鐵道運輸系統安全水準。臺灣鐵路管理局亦於民國107 年12 月

成立「營運安全處」專責營運安全事務，同時參考前項我國鐵道營運的「安全管理系統」通用架

構，分3 階段著手逐步推動臺灣鐵路管理局的SMS。請問下列何者不是鐵道運輸SMS 的12 要項

內容？ 

安全教育訓練與適任性管理 穩健的經營與財務管理 

事件、事故通報與調查 稽核、審查與評估 

  為確保鐵路駕駛人員及行控人員於執勤服務期間身體狀況正常，而不影響勤務之執行，依據鐵路

行車規則第10 條鐵路機構應訂定駕駛人員及行控人員自主健康管理之相關規定，其內容何者錯

誤？ 

用藥須知 快篩須知 就醫須知 血壓管理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18 條規定車輛有若干情形之一時，鐵路機構非經檢查及試運轉，並確認得

安全運轉者，不得使用，下列何者非其所述之內容？ 

新製、改造或修理完成者 颱風、強震過後未檢測完成者 

發生行車事故者  停用後，恢復使用前 

  為確保鐵路駕駛人員及行控人員於執勤服務期間對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之處理得宜，依據鐵路行

車規則第68 條規定鐵路機構就旅客及貨運列車之行車運轉、列車監控及維修保養紀錄，應有效

保存；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其規定之保存項目？ 

列車進入正線運轉前之車況檢查紀錄 行車調度無線電通聯紀錄 

列車長對旅客之服務紀錄 機車車輛檢修紀錄 

  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三章鐵路路線之養護，下列相關規定何者敘述錯誤？ 

第58 條：軌道之軌距應保持正確，其在曲線上之加寬度，由各鐵路機構依曲線半徑之大小規

定之 

第61 條：鋼軌接頭間應保持適當接縫，接縫大小及其允許公差，由鐵路機構按溫度高低及路

線等級規定 

第62 條：在易於腐蝕地點之鋼軌及其配件，應施以適當之防鏽 

第63 條：正線與側線上均應視坡度大小及運輸繁簡情形，加裝鋼軌防爬裝置 

  為確保鐵路行車供電安全，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85 條與第86 條電車線應施行查驗並應予換

新，請問第86 條相關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接觸線之截面積如耗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時，應予換新 

電纜之芯線斷線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或電纜之截面積耗損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時，應即將該電纜換

新，或用其他適當方法恢復該電纜之負載能力 

主吊線為五十平方公厘青銅電纜者，如有一芯線斷線時應即加裝一段新線，新線兩端以夾頭與

原線疊接 

各類夾頭之夾面有燒毀痕跡有破裂損壞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時，應予換新 

  確保高速鐵路行車安全，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五章高速鐵路養護第一節路基、軌道及橋

涵）規定，請問下列相關規定何者敘述錯誤？ 

第143 條：道岔之尖軌及岔心之活動軌，應與正軌及翼軌保持密合，不得有過大之間隙 

第144 條：對於有脫軌疑慮之區間，或鄰接線有防護必要之處所，應校正調整之 

第147 條：在隧道、橋臺背後、平交道、道岔及鋼軌接頭附近等處之道碴，鐵路機構應加強搗

固，確實養護，並使排水暢通 

第148 條：鐵路機構在路基及道碴應依規定養護，對於下沉、鬆軟或排水不良之處，鐵路機構

應採用適當方法改善或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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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交通部鐵道局對於高鐵宜蘭端站址方案地方說明會中說明高鐵宜蘭端選址考量因素，請問下

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旅客需求：儘快到達宜蘭各主要地點、便利轉乘臺鐵 

重大課題：對國土空間發展（高鐵日後延伸花蓮）之影響、有無開發效益挹注營運 

地方發展：經濟效益、聯外交通 

整體成本：建設成本（越往南路線長成本高）、用地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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