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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鐵路行車人員之定義、應實施之訓練、技能檢定、體格與精神狀態檢查、實施之方式、

項目、週期、合格基準與不合格時之處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哪個單位定之？ 

(A)臺灣鐵路管理局  (B)交通部    

(C)行政院     (D)立法院 

2. 依據鐵路法第7條所示，鐵路需用土地徵收時，其所根據的法律依據是？ 

(A)財政收支劃分法   (B)都更法  

(C)地方自治法   (D)土地法 

3. 依照法律所及的範圍為標準，鐵路法應被歸類為？ 

(A)行政命令  (B)施行細則  

(C)特別法  (D)一般法 

4. 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機車及車輛之檢修。前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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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哪個單位定之？ 

(A)臺灣鐵路管理局  (B)交通部      

(C)行政院     (D)立法院 

5. 依鐵路法第69條，擅自設置平交道者，除責令拆除外，處多少元之罰鍰？ 

(A)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 

(B)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千五百元以下 

(C)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D)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 

6. 鐵路法規定，國營鐵路之材料供應與管理應以何種模式為原則？ 

(A)統籌供應，集中管理 (B)分區供應，各自管理  

(C)統籌供應，分區管理 (D)分區供應，統籌管理 

7. 鐵路法規定，鐵路路線邊坡內及距軌道中心多遠距離以內，嚴禁放牧牲畜？ 

(A) 3公尺  (B) 5公尺  

(C) 8公尺  (D) 10公尺 

8. 鐵路行車規則中定義，在軌道左右或上方之構造物與軌道間，保持一定空間，不致妨

礙列車或車輛運轉之界限，稱為？ 

(A)安全淨空  (B)建築界限  

(C)安全界限  (D)淨空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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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營運時期之營運狀況，依規定應多久向交通部報備一次？ 

(A)一個月       (B)二個月       (C)三個月         (D)六個月 

10. 鐵路法第40條，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機構遇有重大行車事故或嚴重遲延，應立即通報

交通部，並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其一般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亦應多久彙報？ 

(A)按日彙報     (B)按月彙報    

(C)按季彙報     (D)按年彙報 

11. 國營鐵路之運價，按國營鐵路運價率公式計算，其核定實施的程序為何？  

(A)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  

(B)由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報請交通部核定實施  

(C)由交通部報請立法院核定實施  

(D)由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 

12. 下列有關地方營及民營鐵路運價之說明何者正確？  

(A)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報請交通部備案，增減時亦同  

(B)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由交通部核定，增減時亦同  

(C)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由行政院核定，增減時亦同  

(D)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報請行政院備案，增減時亦同 

13. 為防護鐵路設施、維護鐵路沿線、站、車秩序及客貨安全，並協助鐵路法執行事項，

權責單位得向何種單位商准設置鐵路警察？ 

(A)內政部  (B)國防部  (C)交通部   (D)地方政府 

14. 根據鐵路法第13條之規定，鐵路軌距寬度為？ 

(A)1435公釐 (B)1067公釐 (C)762公釐 (D)並無具體規定 

15. 鐵路行車規則所稱重大行車事故，不包括下列何項？ 

(A)正線衝撞事故  (B)正線火災事故  

(C)正線出軌事故  (D)正線兇殺事故 

16. 依照鐵路法規定，民營鐵路之經營組織以何種公司型態為限？ 

(A)無限公司  (B)兩合公司   

(C)有限公司  (D)股份有限公司 

17. 下列關於鐵路法之名詞定義，何者正確？ 

(A)電化鐵路：指以交流或高壓電力為行車動力之鐵路   

(B)國營鐵路：指國有而由中央政府經營之鐵路 

(C)地方營鐵路：指由地方民間企業經營之鐵路 

(D)專用鐵路：指由專門提供軍事設施運輸用之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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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鐵路機構應根據前一年度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檢討結果，於每年何時向交通部提出當年

度安全管理報告？ 

(A)第一季結束前   (B)第二季結束前   

(C)第三季結束前     (D)第四季結束前 

19. 臨近電化鐵路之各項設施，應依相關規定進行各項防護措施，其相關防護辦法，由何

機關定之？ 

(A)內政部     (B)交通部    

(C)文化部    (D)鐵路營運機構 

20. 交通部訂定了下列那一項規則，以規範鐵路旅客、行李、包裹、貨物運送，鐵路機構

責任以及旅客或托運人責任等事項？ 

(A)鐵路運送規則  (B)鐵路車輛檢修規則 

(C)鐵路行車規則  (D)鐵路行車事故損害賠償辦法 

21. 鐵路法規定，鐵路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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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內容不包括？ 

(A)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B)異常事件發生之緊急災損基金設置 

(C)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D)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22. 臺灣高鐵公司為作為民營鐵路機構，其費率與票價之制訂規則為？ 

(A)由公司決定  (B)由經濟部核定  

(C)由交通部核定  (D)視市場機制調整 

23. 下列有關我國鐵路事業經營之敘述，何者正確？ 

(A)民營鐵路宣告停業不需經交通部核准 (B)民營鐵路之運價不需經交通部核定 

(C)不得拒絕託運人之貨物 (D)不得拒絕經交通部核定之其他鐵路連接 

24. 依鐵路法第65條，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圖利者，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

票價格多少倍之罰鍰？ 

(A)五倍至三十倍    (B)二倍至十倍    

(C)三倍至十五倍     (D)十倍至五十倍 

25. 依鐵路法規定，下列違法情形之敘述，何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 

(A)無故躺臥於車廂內或月台上之座椅，不聽勸阻 

(B)任意操控鐵路站、車設備，或以他法妨害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C)對行駛中之鐵路列車投擲或發射物品  

(D)未經允許，攜帶危險或易燃物進入鐵路路線、場、站或車輛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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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請問鐵路運送物遇有喪失毀損，其屬行李、貴重品、動物及已繳保償費之運送物時，

損害賠償依什麼規定？ 

(A)商事法    (B)實際協商     (C)契約       (D)憲法 

27. 依鐵路法第14條，鐵路與道路相交處，主要考慮何項因素，而設置立體交叉或平交道？ 

(A)視當地地形與土地使用情形 (B)視通過交通量之多寡 

(C)視相交的角度  (D)視政府財政狀況 

28.  依鐵路法第60條，電化鐵路架空電車線，在平交道上之高度，應容許裝載多高之道路

車輛安全通過？ 

(A)四點二公尺 (B)四點六公尺 (C)四點九公尺  (D)五點一公尺 

29. 根據鐵路法第42條指出，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全年純益超過實收資本總額多少百

分比時，超過部分應擴充改良設備？ 

(A) 5%  (B) 15%  (C) 25%   (D) 35% 

30. 下列何者是鐵路法第44條所定，有關專用鐵路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者，其營運應準用

之規定？  

(A)聘僱外籍員工應先報請勞動部核准  

(B)鐵路機構非攤提全路建築及設備折舊後，不得分配盈餘  

(C)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證照，鐵路機構不得派任 

(D)交通部應定期或視需要派員視察附屬事業之經營 

31. 下列何者是鐵路法第44條之1所定，有關國營鐵路之監督應準用之規定？  

(A)鐵路運輸上必要之設備，交通部認為不適當時，得定期通知改正  

(B)營運時期之營運狀況，每三個月向交通部報備一次  

(C)聘僱外籍員工應先報請核准 

(D)駕駛人員未經監理站檢定合格並發給證照，不得派任 

32. 鐵路法第55條之1指出，鐵路旅客、行李、包裹、貨物運送、鐵路機構責任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而該項規則規範之鐵路機構不包含？ 

(A)國營鐵路  (B)地方營鐵路 

(C)民營鐵路  (D)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用之專用鐵路 

33. 日前發生震驚社會之列車殺警命案，該案例中當事嫌犯未經允許攜帶具危險性之刀械

乘車，依照鐵路法規定其罰金範圍為？ 

(A)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  

(B)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C)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D)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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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民眾於列車通過前故意躍入軌道尋短而致死者，根據鐵路法對其補償之規定為？ 

(A)酌給家屬卹金 (B)給予喪葬補助費 (C)比照員工撫卹辦理  (D)不予補償 

35. 以交流或直流電力為行車動力之鐵路，是指下列何者？ 

(A)電化鐵路    (B)輸電系統     

(C)供電鐵路     (D)電業鐵路 

36. 旅客無票乘車或持用失效乘車票，應補收票價；如無正當理由者，得加收原票價之? 

(A)100%  (B)75% 

(C)50%  (D)25% 

37. 鐵路法中之「限高門」係指下列何者？ 

(A)限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度之設施  

(B)限制鐵路貨運裝卸高度之設施  

(C)限制列車車輛安全運轉之最小空間     

(D)限制輸送鐵路電力線路之門架設施 

38. 運送物逾交付期間多久仍未交付時，託運人得視同喪失，向鐵路機構請求賠償？ 

(A)六個月       (B)三個月     

(C)二個月    (D)一個月 

39. 依鐵路法第18條指出，已設置之管線、溝渠，因鐵路業務需要而應予拆除或遷移時，

該設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其所需費用應如何負擔？  

(A)由設施之所有人負擔  (B)由鐵路機構負擔  

(C)由鐵路機構及該設施所有人各半負擔  (D)由交通部負擔 

40. 鐵路法規定，鐵路機構應負責鐵路相關設施及設備之修建、養護，其中不包括？ 

(A)餐飲服務  (B)土木建築設施 

(C)電信設施  (D)車站設備 

41. 依鐵路法規定，交通部對於國營鐵路負有何種責任？ 

(A)管理  (B)監督  

(C)提供諮詢  (D)行政支援 

42. 鐵路建築與車輛製造之技術規範，依鐵路法規定由哪一個機構核定？ 

(A)經濟部  (B)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C)工業技術研究院  (D)交通部 

43. 下列何者並非鐵路法之明文列定之專章？ 

(A)營運  (B)管理  

(C)安全  (D)監督  



第 6頁，共 6頁 

44. 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人員之哪些狀況，施行派任前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 

(A)家世背景  (B)精神狀態  

(C)交友狀況  (D)人格特質 

45. 民營鐵路業者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未經許可宣布停止營運，根據鐵路法之罰則為？ 

(A)不需處罰，依照民法清算股東權益後自然解散 

(B)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C)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D)沒入公司所有資產 

46. 國營、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會計制度，應依相關法令、會計制度規範及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擬訂，報哪個單位核定？ 

(A)臺灣鐵路管理局     (B)交通部     

(C)行政院      (D)立法院 

47. 有關全國鐵路網計畫推動，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由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擬訂，報請交通部核定公告，分期實施 

(B)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分期實施 

(C)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核定公告，分期實施 

(D)由交通部鐵路工程局擬訂，報請行政院工程委員會核定公告，分期實施 

48. 鐵路於規劃興建或拓寬時，應勘定路線寬度，商同何機關單位編為鐵路使用地？ 

(A)內政部營建署  (B)交通部  

(C)當地地政機關  (D)當地縣市議會 

49. 交通部審核國營鐵路機構辦理附屬事業，下列何項規定非必要符合的？ 

(A)有助於鐵路運輸及建設工程之需要者  

(B)有足夠經營資金者 

(C)確能增進公眾便利者  

(D)有助於增加國庫收入者 

50. 國營及民營鐵路列車駕駛執照，依規定是由何單位所核發駕駛列車之許可憑證？ 

(A)內政部  (B)交通部  

(C)鐵路機構  (D)委辦駕訓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