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應試類組 應試類科 人數
消防工程 北區 工務處 26
貨運服務 北區 貨運服務總所 84
資訊 北區 資訊中心 76

企劃研析 北區 企劃處 80
地政管理 北區 企劃處 138
都市計畫 北區 企劃處 66

北區 台北運務段 2,276
中區 台中運務段 1,685
南區 高雄運務段 2,800

宜蘭運務段 328

花蓮運務段 686

運務(原住民) 東區 花蓮運務段 219
土木工程 北區 工務處 71

北區 台北工務段 28
中區 台中工務段 19
南區 高雄工務段 43
北區 材料處 91
南區 南區供應廠 89
北區 台北服務所 133
中區 台中服務所 98
南區 高雄服務所 237
東區 花蓮服務所 70

會計 北區 主計室 438

秘書室 52

人事室 310

台北運務段 14

綜合調度所 5

勞工安全衛生室 19

中區 台中運務段 24
南區 嘉義工務段 51
東區 宜蘭運務段 7
北區 台北機廠 86

北區 新竹機務段 12

南區 高雄機廠 66

南區 高雄機務段 20

南區 高雄檢車段 19

東區 花蓮機廠 8

東區 花蓮機務段 44

機械(原住民) 東區 花蓮機務段 17
北區 台北機廠 37

北區 新竹機務段 18

南區 高雄機廠 32

南區 高雄機務段 10

南區 高雄檢車段 8

東區 花蓮機廠 2

東區 花蓮機務段 40

電機(原住民) 東區 花蓮機務段 10

北區 台北運務段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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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統計表
分發單位

電機

機械

運務

東區

北區

北區營運員

營運專員

運務

消防工程

材料管理

貨運服務

事務管理

勞安管理

服務員



北區 客服中心 36

中區 台中運務段 1,202

南區 高雄運務段 1,824
東區 宜蘭運務段 191
北區 台北運務段 52
南區 高雄運務段 64
東區 宜蘭運務段 30

東區 花蓮運務段 64

運務(原住民) 東區 花蓮運務段 174
北區 台北工務段 17
中區 台中工務段 49
南區 嘉義工務段 28

南區 高雄工務段 65

東區 宜蘭工務段 17

東區 花蓮工務段 33

東區 台東工務段 29

北區 台北電務段 123
中區 彰化電務段 138
南區 高雄電務段 173
東區 花蓮電務段 58
北區 台北電力段 25
中區 彰化電力段 54
南區 台南電力段 87
東區 花蓮電力段 20

東區 宜蘭電力段 17

材料管理 北區 材料處 60
北區 台北貨運服務所 56

中區 台中貨運服務所 71
北區 企劃處 211

北區 秘書室 221

事務管理(原住民) 東區 花蓮貨運服務所 32
東區 七堵機務段 2
北區 台北檢車段 6

北區 餐旅服務總所 13

中區 台中工務段 25
南區 嘉義工務段 22

南區 高雄檢車段 51

東區 宜蘭工務段 2

東區 花蓮工務段 3

東區 台東工務段 6

北區 台北機廠 42

北區 新竹機務段 18

南區 高雄機廠 88

南區 高雄機務段 12

南區 高雄檢車段 7

東區 花蓮機廠 6

東區 花蓮機務段 22

東區 花蓮機廠 3

東區 花蓮機務段 11

北區 台北機廠 11

北區 新竹機務段 5

南區 高雄機廠 6

運務

運務(身障)

土木工程

電務

電力

服務員

餐貨服務

事務管理

勞安護理

機械

機械(原住民)

電機



南區 高雄機務段 1

南區 高雄檢車段 1

東區 花蓮機廠 1

東區 花蓮機務段 10

東區 花蓮機廠 0

東區 花蓮機務段 6

北區 台北運務段 494

北區 客服中心 13

中區 台中運務段 527
南區 高雄運務段 1,066
東區 宜蘭運務段 158

運務(原住民) 東區 花蓮運務段 114
北區 台北工務段 140
中區 台中工務段 368

南區 嘉義工務段 243

南區 高雄工務段 651

東區 宜蘭工務段 63

東區 花蓮工務段 169

東區 宜蘭電力段 9

北區 台北工務段 16

北區 台北機務段 46

北區 台北機廠 8

北區 七堵機務段 7

北區 新竹機務段 16

北區 台北檢車段 1

北區 電訊中心 11

北區 台北電務段 5

北區 台北電力段 4

中區 彰化電務段 20

中區 彰化電力段 14

南區 嘉義工務段 54

南區 高雄檢車段 24

南區 高雄電務段 19

南區 台南電力段 20

東區 宜蘭工務段 17

東區 台東工務段 13

東區 花蓮機務段 16

東區 花蓮機廠 6

東區 宜蘭電力段 2

東區 花蓮電力段 2

東區 花蓮電務段 2

東區 花蓮工務段 6

東區 台東工務段 27

北區 台北工務段 79
中區 台中工務段 89
南區 嘉義工務段 106

南區 高雄工務段 244

東區 宜蘭工務段 175

東區 花蓮工務段 89

東區 台東工務段 154

東區 花蓮工務段 37

東區 台東工務段 46

事務管理(原住民)

養路工程

服務佐理

服務員

電機

養路工程(原住民)

電機(原住民)

運務

事務管理

事務管理(身障)



北區 台北機廠 7

北區 新竹機務段 8

南區 高雄機廠 27
東區 花蓮機廠 2

東區 花蓮機務段 23

東區 花蓮機廠 0

東區 花蓮機務段 5

機務

(原住民)

服務佐理

機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