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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類科：服務佐理－養路工程（原住民） 

測驗科目 1：鐵路工程及鐵路養護作業大意 

 

—作答注意事項— 

① 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

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

者，不予計分。 

② 答案卡須保持清潔完整，請勿折疊、破壞或塗改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及條碼，亦不

得書寫應考人姓名、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③ 本試題本為雙面，共100分，答案卡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未依規定畫記答案

卡，致讀卡機器無法正確判讀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④ 限用2B鉛筆作答。請按試題之題號，依序在答案卡上同題號之劃記答案處作答，未

劃記者，不予計分。欲更改答案時，請用橡皮擦擦拭乾淨，再行作答，切不可留有

黑色殘跡，或將答案卡汙損，也切勿使用立可帶或其他修正液。 

⑤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依考選部公告「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

準」規定第一類，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並不得發

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

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節扣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

後歸還。 

⑥ 考試結束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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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台鐵局對其管轄之路線規格分類規則中，不包括何種等級路線？ 

(A)特甲級 (B)甲級 (C)乙級 (D)丙級 

2. 連結坡度變化點的曲線，被定義作？ 

(A)圓曲線 (B)雙曲線 (C)拋物線 (D)豎曲線 

3. 魚尾鈑(splice plate)在軌道工程作業上，是應用於？ 

(A)連接鋼軌 (B)固定枕木 (C)提供修護指示 (D)標示里程路標 

4. 下列何者不為常見的軌道枕木種類？ 

(A)木枕 (B)鋼枕 (C)預力混凝土枕 (D)強力塑膠枕 

5. 列車由原行駛基線經道岔引導進入分岔線之過程中，首先通過的為道岔的那個部分？ 

(A)岔心 (B)尖軌 (C)翼軌 (D)導軌 

6. 鋼軌鋪設作業原則中，鐵路正線之鋪設應優先採用 

(A)對接式 (B)錯接式 (C)交接式 (D)跳接式 

7. 鐵路軌道設施中，止衝檔通常設計於 

(A)軌道末端 (B)正線下坡起點 (C)正線下坡的末端 (D)曲線軌道之外緣 

8. 道岔之號數設定主要是為了提示何項資訊？ 

(A)閉塞區間距離 (B)合宜運轉速度 (C)列車連結軸數 (D)道岔辨識編號 

9. 下列何者不為鐵路號誌之設置目的 

(A)提高行車速率 (B)確保行車安全 (C)增進路線容量 (D)提升運輸效率 

10. 三位式燈列調車號誌機，當白色燈列呈現向左下斜45度時，代表意義為 

(A)平安 (B)注意 (C)險阻 (D)左方軌道匯入 

11. 鐵路轉轍器（Railway Turnout），一路為直線，另一路以曲線分岔出去，而有分左右兩種

方向。一般而言，經常開通方向稱為「定位」（Normal Position），不經常開通方向稱之

為： 

(A)不定位 (B)側位 (C)正位 (D)反位 

12. 為了節省鐵路後續養護的成本，部分新建的鐵道工程，會選擇使用無道碴的版式軌道，

不過版式軌道相較於傳統道碴的軌道，其最大的缺點為何？ 

(A)施工的成本很高  

(B)施工的技術很難 

(C)施工的變數很大  

(D)施工的時間很長 

13. 依據台鐵規定，現行的16號轉轍器反位，其行車通過的速限為何？ 

(A)25公里/時 (B)35公里/時 (C)45公里/時 (D)60公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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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鐵路裝設兩付轉轍器，對接於平行路軌，可使車輛從原路線穿越至另一平行路線，是

何種系統？ 

(A)交叉橫渡線（Double Crossover）  

(B)橫渡線（Single Crossover） 

(C)雙K型交叉（Double K Type Crossing） 

(D)單K型交叉（Single K Type Crossing） 

15. 平交道號誌的感應系統，乃是利用鐵道軌條作為電路傳送的一部份，依車軸的短路作

用控制繼電器 Relay，該種電路系統的正確名稱為何？ 

(A)平交道感應電路  (B)軌道電路 (C)軌道繼電器 (D)軌道感應器 

16. 下列何者不為鐵路調車場最主要的工作項目？ 

(A)上下旅客 (B)編組列車 (C)分解列車 (D)列車維護 

17. 下列哪一種軌道運輸系統採用標準軌距？ 

(A)台糖業鐵路（五分車線）  (B)台灣高鐵  

(C)傳統臺灣鐵路   (D)阿里山林業鐵路 

18. 鐵道工程專業領域的組織與分工，極為複雜又精細，遍及各種技術科系，請問下列哪

一項不屬於鐵道工務工程部門的分工及執掌範疇？ 

(A)軌道路線   (B)橋梁、隧道及土建結構物  

(C)車站建築   (D)通訊、電車線設備 

19. 「無碴道床」，也稱無碴軌道、或混凝土整體道床，其特點是： 

(A)完全沒有道碴   (B)只有少量道碴  

(C)道碴鋪設的厚度減少  (D)道碴鋪設的寬度減少 

20. 當兩種不同斷面形狀的鋼軌必須連接時，特別於兩種不同的鋼軌間插入一小節變斷面

鋼軌，稱為： 

(A)魚尾鈑  (B)連接軌  (C)異形軌  (D)異常軌 

21. 當鐵道路線經過彎道時，將外軌鋪設成高於內軌，稱為「外軌超高」，其主要作用為何？ 

(A)平衡列車經過彎道時的離心力  

(B)平衡列車經過彎道時的載重垂直力  

(C)平衡列車經過彎道時的鋼軌軸向力 

(D)減少鋼軌所受的摩擦力 

22. 台北市擁有木柵線貓空纜車，請問是由哪個機構負責經營管理？ 

(A)台北市捷運工程局  (B)木柵貓空纜車公司  

(C)台北市捷運公司   (D)交通部 

23. 臺灣鐵路局養護組織最基層的單位是： 

(A)工務段   (B)道班   

(C)車站   (D)分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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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原出廠之標準長度的鋼軌，稱為： 

(A)標準鋼軌  (B)定尺鋼軌  (C)短鋼軌  (D)長鋼軌 

25. 長度在二百公尺以上而能在中央產生不動區間之連續焊接鋼軌，稱為： 

(A)長焊鋼軌  (B)焊接鋼軌  (C)長鋼軌  (D)加長鋼軌 

26. 在舖定長焊鋼軌工作中，預期最高鋼軌溫度與最低鋼軌溫度之中間值，稱為： 

(A)中間溫度  (B)設計溫度  (C)舖定溫度  (D)最終溫度 

27. 依臺鐵規定，道班仍需按時以步行方式巡查路線，請問下列哪一項不屬於其路線巡查

時必須回報的重點任務？ 

(A)鋼軌斷裂 (B)枕木碎裂 (C)扣件鬆脫 (D)電纜槽淤積 

28. 臺灣鐵路管理局依「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四條之規定，將路線區分為乙級、甲級、

特甲級等三種。下列何者不是特甲級線的限制條件？ 

(A)道碴厚度250mm   

(B)每公尺鋼軌重量50kg以上  

(C)最小曲線半徑800m   

(D)路基面寬度（自軌道中心至路肩外緣）2.6m以上 

29. 鋼軌與鋼軌間預留的間隙即為軌縫；軌縫太小，則夏季軌溫昇高時，將因鋼軌內部累

積太大的軸壓力，而造成何種缺失？ 

(A)因輪錘作用而造成鋼軌頭部潰傷 

(B)因鋼軌軸拉力太大而拉斷鋼軌接頭魚尾鈑或魚尾螺栓 

(C)將軌道向側方推擠，造成軌道挫屈 

(D)因列車垂直載重，造成接頭沉陷 

30. 鋼軌本身受扣件束制而不能隨溫度變化產生冷縮熱脹變形，致在內部形成內應力，此

內應力若未能及時消除，將累積擴大，並與外部之軸向作用力疊加，易造成何種事故？ 

(A)鋼軌挫屈  (B)斷軌  (C)鋼軌扭曲  (D)聯結扣件鬆脫 

31. 使道床頂面產生單位沉陷時所必須施加於道床頂面單位面積上的壓力，稱為： 

(A)鋼軌基礎彈性模數  (B)道床係數   

(C)鋼軌彈性模數   (D)軌枕撓曲係數 

32. 曲線軌道上輪軌之間的橫向力與垂直輪重之比值，稱為： 

(A)剛比係數  (B)鋼軌基礎彈性模數 

(C)輪軌摩擦係數  (D)脫軌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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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為使裝有多個輪對的車輛能安全平順地通過曲線，避免單一個輪對歪斜，造成車輛顛

跛，通常將兩個或三個輪對，聯結固定在同一個剛性架構上，稱為： 

(A)轉車盤 (B)車廂地板 (C)底盤 (D)轉向架 

34. 鐵路車輛在直線軌道上正常位置時，其各部份不得在左右上下超出的界限，稱為： 

(A)車輛界限  (B)建築界限  (C)行車動態包絡線  (D)擴大物運送界限 

35. 依據一般對「軌道」採取的定義，下列何者不屬於組成軌道的部分元件？ 

(A)鋼軌、枕木  (B)道碴  (C)電桿基礎  (D)聯結扣件 

36. 請問下列哪一條路線不是臺鐵的「乙級線」？ 

(A)平溪線  (B)集集線  (C)內灣線  (D)屏東線 

37. 道床橫向阻力由軌枕的兩側及底部與道床接觸面之間的摩阻力和軌枕端部道床的抗剪

力組成。下列幾項影響因素，何者與道床橫向阻力無關？ 

(A)道碴的飽滿程度  (B)道碴的肩寬  (C)道碴的肩部堆高  (D)枕木重量 

38. 為了合理分配人員與機具，臺灣鐵路局養護組織總計區分為幾個工務段？ 

(A)五個工務段  (B)六個工務段  (C)七個工務段  (D)八個工務段 

39. 在臺鐵的「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中，將鐵路車輛定期檢修分為幾級？ 

(A)三級  (B)四級  (C)五級  (D)六級 

40. 為了加快軌道交通的建設，推動市區鐵路立體化計畫，若採用高架方案比較地下化有

何相對優勢？ 

(A)造價較低、建設速度快  (B)噪音低、景觀佳  

(C)使用年限較久   (D)土地再利用價值高 

41. 下列何者不會是造成路線軌道劣化變形的主要原因？ 

(A)列車往復載重長期作用   

(B)道碴承載力不足  

(C)路線線形不良    

(D)年降雨量太少 

42. 相對比較下列措施，哪一種對防止軌道挫屈最有效？ 

(A)在冬季到來之前進行應力解除   

(B)在夏季到來之前進行應力解除  

(C)儘量採取機械砸道   

(D)抽換、補充道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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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臺灣鐵路管理局路線及建築物繪圖規則」中，站場內路線名稱主要區分為： 

(A)東正線及西正線兩種  

(B)正線及側線兩種  

(C)上行線及下行線兩種  

(D)主正線、副正線及側線三種 

44. 長焊鋼軌之焊接作業，以何種方法品質最佳，應最優先考慮？ 

(A)電阻火花焊接法  (B)瓦斯壓接法  (C)熱劑焊接法  (D)綜合藥劑焊接法 

45. 依據鐵路建設作業程序第11條規定，正線上直線與曲線間，除道岔外，應以何種路線連接？ 

(A)直線  (B)介曲線  (C)大半徑圓曲線  (D)平滑曲線 

46. 經列車往復載重長期作用下，軌道必然會出現垂直與水平方向上的動態差異彈性變形

以及殘餘累積的永久變形，在軌道養護作業實務上統稱之為？ 

(A)軌距不整  (B)水平不整  (C)高低不整  (D)軌道不整 

47. 軌道上所行駛之車輛在運行時伴隨而生左右搖動、上下震動現象，整個車體斷面亦隨

之搖晃，其外緣最大位移點連線，稱為： 

(A)車輛界限  (B)建築界限  (C)行車動態包絡線  (D)擴大物運送界限 

48. 設置外軌超高，雖然能平衡離心力，但各國鐵道規範均有不得超過「最大超高度」之

限制，其考量因素是： 

(A)列車傾倒安全   (B)老舊車輛性能不佳  

(C)路線保養作業缺失  (D)剛好平衡全部離心力 

49. 依據臺鐵「鐵路修建養護規則」規定，房屋、天橋出入口、地道出入口、候車室、及

廁所等建築物，距月台邊緣，應為多少？ 

(A) 1m以上   (B) 1.5m以上   

(C) 2m以上   (D)可視現場狀況調整 

50. 列車通過道岔時的速度，以下各項敘述，何者正確？ 

(A)列車通過道岔分岐側時無需限速 

(B)列車通過道岔分岐側時皆需限速 

(C)道岔號數愈大，列車通過速限愈低 

(D)道岔號數愈大，即表示岔心角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