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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曲線建築界線須加寬，今之車輛轉向架中心距離為 14 公尺，在轉彎半徑為 600 公尺之處，其車輛中央偏

移尺寸即加寬為： 

 60.7 公厘  50.5 公厘  32.0 公厘  40.8 公厘 

2 軌道不整中，其中何者為錯誤？ 

軌距不整，排水不整  水平不整，高低不整  

方向不整，平面不整  複合不整，軌距不整 

3 在清朝時代，奏請在臺興建鐵路，並於 1891 年完成臺北至基隆段之路線之人物為： 

丁日昌 沈葆楨 李鴻章 劉銘傳 

4 決定適當軌縫的因素當中，最容易受路線維修人員疏忽的是下列那一項？ 

軌溫 魚尾鈑拘束力 鋼軌長度 容許軌縫 

5 長軌焊接方法中，下列那一種方法是直接以鋼軌母材壓接使品質相對比較可靠？ 

瓦斯壓接法 封閉式電弧焊法 熱劑焊接法 鋁熱焊法 

6 一般而言，鋼軌之斷面可分為頭部、腹部與底部三大部分，而其重量之分布比率約為： 

 30：30：40  40：40：20  40：30：30  40：20：40 

7 降低橋梁伸縮對橋上長焊鋼軌產生異常縱向軸力的措施中，下列何者錯誤？ 

採用無縱向阻力之扣件  設置護軌 

超過 25 公尺之鋼梁應避免鋪設長鋼軌 設置伸縮接頭 

8 目前臺鐵在西部走廊正線之號誌系統是採用何種方式控制閉塞區間？ 

僅軌道電路  僅計軸器 

部分軌道電路，部分計軸器 軌道電路與計軸器並用 

9 下列對於警衝標的描述，何者正確？ 

路線兩端警衝標間的距離稱為「路線有效長」  

為防止列車追撞同線路前方列車 

設置於平交道附近，預警司機員注意闖越人車  

預防司機員超速或未按號誌行駛之設施 

10 鋼輪與鋼軌之間黏著係數，一般而言，在何種組合時其黏著係數最大？ 

撒砂與濕潤時 不撒砂與乾燥時 不撒砂與濕潤時 撒砂與乾燥時 

11 軸重大，鋼軌面所受之壓力也大，臺鐵目前規章規定機車在停止時，特甲級線軸重不得大於下列那一限制？ 

 12 公噸  16 公噸  18 公噸  2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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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列車通過曲線時，如何從線形設計上減低輪軌壓力影響軌距、減少磨耗及行駛阻力？ 

使用硬頭鋼軌 降速通過 設置超高度 軌距加寬 

13 線形設計對於乘車舒適感的控制因素包括左右振動加速度、左右振動加速度變化率，以及下列那一項？ 

上下振動加速度 坡度變化率 滾動角速度 車速變化率 

14 在列車運轉曲線圖，其中由圖形中無法直接讀到，下列何者正確？ 

里程，彎道 坡度，時間 速度，時間 加速度，速度 

15 彈性扣件的彈性功能，主要目的為何？ 

緩衝鋼軌振動 方便養護維修 降低離心加速度 提高扣夾力 

16 何謂路線有效長度？ 

路線兩端警衝標間的距離謂之 車站內可以停最長列車的長度謂之  

月台之有效長度謂之  車站內最長的軌道謂之 

17 高速鐵路列車，車速越快，噪音也越大，請問下列何者正確？ 

速度每提高 10 公里／時，噪音水平就提升 1 分貝 

速度每提高 20 公里／時，噪音水平就提升 1 分貝 

速度每提高 10 公里／時，噪音水平就提升 2 分貝 

速度每提高 30 公里／時，噪音水平就提升 1 分貝 

18 軌枕兩端之石碴寬度一般需有 40 公分，主要原因何在？ 

提供軌枕底部組構的摩擦力 提供足夠的排水空間 

提供養路工作良好的工作面 提供軌枕兩端足夠的側向阻力 

19 下列對於支配坡度的敘述，何者正確？ 

支配坡度係指運轉區間內之最陡之坡度 機車牽引定數與支配坡度之運轉速度無關 

支配坡度係指需要最大牽引力之坡度 貨物列車通過支配坡度之重量通常低於客運列車 

20 在軌縫理論中，其理論基礎為： 

避免軌溫上升時之軌道挫曲，與避免軌溫下降時之軌道斷裂 

避免軌溫下降時之軌道挫曲，與避免軌溫上升時之軌道斷裂 

避免軌溫下降時之軌道挫曲，與避免軌溫下降時之軌道斷裂 

避免軌溫上升時之軌道挫曲，與避免軌溫上升時之軌道斷裂 

21 下列何者是軌枕常見的合理配置？ 

每公里 900 根 每公里 1200 根 每公里 1800 根 每公里 2000 根 

22 軌溫發生變化的初期階段，軌縫並不會立即發生改變的原因為何？ 

鋼軌對溫度不敏感  受到接頭魚尾鈑的束制 

軌縫預留過大所導致之現象 軌道線形偏差 

23 有關貨車調車場功能，下列何者描述錯誤？ 

收集、分類、編組  編組、出發、檢修  

空車留置、貨物裝卸、洗車 空車留置、貨物裝卸、收集 

24 目前臺鐵在平時養護時，對於動態軌距之養護容許公差為： 

+10 公厘，-5 公厘 -10 公厘，+5 公厘 +7 公厘，-4 公厘 -7 公厘，+4 公厘 

25 下列何種不屬於路基結構之組成部分？ 

下上方填方 軌枕 橋梁 路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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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條件相同又承受相同溫差的 50 公斤鋼軌之軸力與 60 公斤鋼軌之軸力比較，下列何者正確？ 

無法比較  軸力相同  

 50 公斤鋼軌軸力較大   60 公斤鋼軌軸力較大 

27 一般在軌縫管理之季節多在： 

冬天、春天 夏天、秋天 春天、秋天 夏天、冬天 

28 在軌道管理與維修作業中，會使用一軌道不整之 P 值，請問此 P 值之定義為何？ 

±2 公厘以上軌道不整所占之百分比 ±3 公厘以上軌道不整所占之百分比 

±4 公厘以上軌道不整所占之百分比 ±5 公厘以上軌道不整所占之百分比 

29 直軌中心線與建築界限之距離＝甲，直軌中心線與車輛界限之距離＝乙，曲軌中心線與建築界限之距離＝丙，

下列何者正確？ 

丙＞乙＞甲 甲＞乙＞丙 甲＞丙＞乙 丙＞甲＞乙 

30 目前臺灣在鐵路平交道中，何種類型的平交道最多？ 

第一種平交道 第二種平交道 第三種甲平交道 第三種乙平交道 

31 臺鐵規定特甲級線通過山岳區正線上之坡度不得大於下列那一個數值？ 

 85‰  10‰  85%  10% 

32 鐵路路線遭遇坡度變化設置豎曲線之半徑，需考慮的因素當中，不包含下列那一項？ 

乘車舒適感  與建築界限及車輛界限之關係 

最大坡度限制  行車安全性 

33 所謂自動軌距變化系統之使用主要目的為何？ 

增加旅客載客量  讓列車可以在不同之軌距路線運轉 

減少軌距之磨耗  增加列車之使用壽命 

34 規劃鐵路客車調車場時，下列何種路線不在考慮之選項？ 

到達線 洗車線 分編線 待避線 

35 何謂背軌距？ 

道岔岔心部分自護軌外側到鼻軌軌距之距離 道岔尖軌部分自護軌外側到尖軌軌距之距離 

道岔岔心部分自護軌內側到鼻軌軌距之距離 道岔岔心部分自護軌外側到護軌內側軌距之距離 

36 下列何者是正確的脫軌係數定義？ 

輪軌摩擦係數與接觸角度之比值 輪軌接觸側向力與垂直力之比值 

輪緣角與踏面錐度之比值 輪軸行進方向與鋼軌之夾角 

37 臺鐵特甲級線之運轉速度上限為何？ 

 130 公里／時  110 公里／時  90 公里／時  60 公里／時 

38 下列對路盤的功能敘述，何者正確？ 

容許雨水滲透，以便排水 須能提供適當彈性 

自身承載能力小，變形大 須能分散路床傳來的荷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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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目前世界各國車路分離之作法不一致，如以德國之作法為： 

車屬於私部門，路屬於公部門  

車屬於公部門，路屬於私部門 

在鐵路事業集團內，成立各種車與路之自主公司 

路屬於獨立經營，但仍隸屬營運單位 

40 下列對於設置豎曲線的敘述，何者正確？ 

確保乘客舒適度的條件為垂直離心加速度  

常見的豎曲線線型有正弦半波長曲線及三次拋物線 

列車通過凸型豎曲線容易導致連結器壓縮  

臺鐵目前工務規章並無強制規定豎曲線半徑 

41 在設計路盤排水設施時，其表面橫向坡度一般採用之設計為多少？ 

 2%  3%  4%  5% 

42 鐵路路線半徑大小對營運影響甚大，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大半徑曲線需要增加架空線桿數量 路線半徑大小不致影響軌道受力與軌道結構設計 

大半徑曲線增加路線運轉成本 曲線半徑愈小，鋼軌磨耗愈大，養護成本大增 

43 車站內之正線路線，下列何者不是正確選項？ 

出發線 到開線 分類線 通過線 

44 下列何種不是長軌焊接之方法？ 

瓦斯壓接法 閃電對頭焊法 熱劑焊接法 開放式電焊法 

45 下列關於曲線整正的敘述，何者正確？ 

曲線整正不需經緯儀等繁雜技術，只需一條細線及一支鋼尺 

必須借助衛星定位確認所在位置 

備齊線形資料及計算工具之重要性更甚於現地測設 

若測得之弦長與設計弦長不同，表示需要進一步調查修正 

46 彈性扣件之主要功能為何？  

結合鋼軌與墊片  結合墊片與電車線  

結合軌枕與鋼軌  結合軌枕與道釘 

47 強化軌道結構有利於減少那一類行駛阻力？ 

軸承摩擦阻力 雜阻力 空氣阻力 輪軌阻力 

48 一般鋼軌在曲線與道岔部分為減少鋼軌磨耗，多加入何種成分以增加其抗拉力與耐磨性？ 

碳 矽 錳 磷 

49 臺鐵在正線上反曲線間（道岔除外）應於介曲線之外，插入至少多長之直線，以減少車輛通過時之搖晃？ 

 10 公尺  20 公尺  30 公尺  40 公尺 

50 在半徑小之曲線上，為防止其中一軌因離心力作用，而產生偏磨耗，需鋪設防止磨耗鋼軌，其鋪設位置為

何？ 

外軌之外側 外軌之內側 內軌之外側 內軌之內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