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7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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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養路工程 
科 目： 鐵路養護作業大意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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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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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號：4910 
頁次：4－1 

1 軌距量測方式為自鋼軌頭內面起，向下多少距離位置之內側面間最短距離？ 
 14mm  10mm  18mm  ±6mm 

2 方向不整與高低不整都是以特定弦長進行量測。請於下列選項選出臺鐵使用之弦長： 
 10m  20m  1m  40m 

3 關於靜態軌道不整與動態不整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量測儀器移動所測得為動態不整 
靜態不整係在無車輛荷載之下所測得 
人工量測之結果為動態不整 
每次量測之結果在合理範圍內變異，稱為動態不整 

4 鋼軌斷裂主要原因包括成分不良、製造缺陷及下列那一項？ 
扣夾力過大 車輪蛇行動 接頭衝擊 安裝或焊接不當 

5 對於鋼軌預防性研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控制鋼軌接觸疲勞的先進觀念 主要用來消除車輪擦傷、輪緣裂角 
因一次磨削量較大，應節制研磨次數 在曲線路段研磨為非對稱斷面 

6 鋼軌頂面研磨深度一般為： 
 2-5mm  0.05-0.075mm  0.5-1mm  10-15mm 

7 關於軌縫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是鋼軌爬行而產生的現象 若軌縫閉合遇到低溫，有軌道挫屈之風險 
必要時應調整軌縫使其分布均勻 是鋼軌因疲勞產生之裂紋 

8 下列何者為「軌道左右兩鋼軌高度不正確」的名稱？ 
高低不整 方向不整 水平不整 平面性不整 

9 關於噴泥的敘述，那一項是正確的？ 
概分為路基噴泥、道碴噴泥 貨運落塵是主要的噴泥來源 
改善排水降低水位防制效果不佳 常發生於以砂土為主的路基 

10 於路線分岔處，為防止車輛遭鄰線車輛撞擊，於兩路線相距特定距離處設置之標誌稱為？ 
路線界標 警衝標 止衝擋 路權標 

11 曲線整正所必須量測的「正矢」指的是下列那一項？ 
量測線長  量測線與曲線長度之差值 
量測線中點與軌道之距離 量測點間之軌道弧長 

12 傾斜式列車行駛於曲線軌道上車輛因傾斜功能向內方傾斜 5∘，這 5∘的傾斜相當於在外軌上增添了多少超

高度？（車輛懸吊彈簧壓縮不考慮） 
 Sin 5∘×軌距  Cos 5∘×軌距  Tan 5∘×軌距  Sec 5∘×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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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軌距加寬攸關列車通過曲線的難易度與安全性，加寬量的計算與下列那一項無關？ 
軌距 軸距 曲線半徑 滾動半徑 

14 鐵路直線軌距為 1067 公厘軌距者，反向曲線間限於地形不能插入多少長度以上直線時，應用曲線遞減法

將兩曲線直接連接為連續介曲線？ 
 1000 公尺  20 公尺  200 公尺  80 公尺 

15 鐵路修建養護規則中對於超高度的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曲線之超高度，應將外軌提高半數  1067mm 軌距鐵路，超高度不得大於 105mm 
超高度應在介曲線與圓曲線內增減各半 應避免超高不足量設計 

16 為使對鋼軌縱向移動發生阻力，可於鋼軌底部加裝下列那一項設備？ 
軌撐 拉桿 護軌 防爬器 

17 關於鋼軌接頭配置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接頭配置分對接式與錯接式兩種 錯接式可分散弱點 
對接式衝擊力較大  正線必須採用錯接式 

18 列車行駛於上坡路段其坡度 9‰，則每牽引 1 噸之載重量，牽引力理論上增加多少才能夠拉動？ 
 81 公斤  8.1 公斤  9 公斤  0.9 公斤 

19 適當軌縫的決定因素包括：最高軌溫、最低軌溫、魚尾鈑拘束力、魚尾螺栓抗彎折變形抗力、容許最大

軌縫及下列那一項？ 
鋼軌長度 列車車速 軌枕長度 軌距 

20 1067 公厘軌距鐵路長焊鋼軌鋪設及養護規範，將長焊鋼軌從 50kg/m 改為 60kg/m，道碴橫向阻力之規定

何者正確？ 
因鋼軌等級提升，軌道結構增強，道碴橫向阻力標準下修 
道碴橫向阻力標準與鋼軌等級無關 
因鋼軌重量提升，軌道穩定度增加，道碴橫向阻力標準下修 
因鋼軌軸力增加，挫屈風險增加，道碴橫向阻力標準提高 

21 請選出「理論最大超高度」的正確含意： 
根據曲線半徑、最高車速計算所得之超高度 
停在曲線上的車輛重心恰落在外軌時之超高度 
停在曲線上的車輛重心恰落在內軌時之超高度 
以最大車速通過曲線，合力落於兩軌中央之超高度 

22 下列那一項是兩反向曲線間必須插入一定長度以上直線的目的之一？ 
降低超高不足量 防止車身搖晃加劇 提高線形穩定度 降低養護工作量 

23 關於枕木的長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理想長度約為軌距的三倍 
長枕木不影響承載力，但浪費材料 
短枕木導致枕木中央容易折斷 
理想長度的決定在使枕木中央與鋼軌底下之剪力相當 

24 對於道岔岔心附近的背軌距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自護軌外側到基本軌的距離 背軌距太小將導致車輪撞擊鼻軌 
背軌距太大將導致車輪撞擊岔心 背軌距的測定位置在鋼軌面下 14mm 處 

25 關於道碴阻力之保持，下列何者錯誤？ 
在平交道與橋樑前後容易發生軌道不整處，應特別留意道碴阻力 
道碴阻力與長焊鋼軌強度關係密切 
砸道過後道碴阻力約減低 5-10% 
砸道應包含軌枕面以下及以上的道碴均應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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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有關鐵路軌距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阿里山森林鐵路為標準軌 捷運系統中之淡水線軌道為窄軌 
臺鐵縱貫線為標準軌  台灣高鐵之軌道為標準軌 

27 石碴軌道構造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道床上方為路基  枕木上方為鋼軌 
鋼軌由扣件或道釘與枕木締結 道碴緊密布於軌框內 

28 臺鐵特甲級線軌道條件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使用之枕木每公里 1600 支 軌道中心至路肩外緣要大於 2.6 公尺 
曲線半徑容許 500 公尺  載重標準為 KS-16 或以上 

29 請問 50N 型鋼軌高度最接近下列何者？ 
 12 公分  15 公分  18 公分  22 公分 

30 請問有一道岔號數為 12 的岔心其踵端開口寬為 65 公分，那麼岔心踵端至理論交點之距離為： 
 5.2 公尺  6.5 公尺  7.8 公尺  12 公尺 

31 請問鋪設臺鐵特甲級路線單線且在半徑 350 公尺曲線路段，使用水泥枕木則每公里需要扣件數量最接近

下列何者？ 
 6600 個  6800 個  7000 個  7200 個 

32 請問熱劑焊接鋼軌之工法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原理為使用氧化鐵與鋁產生化學作用，將氧化鐵還原為鐵 
此一化學作用反應強烈，產生大量反應熱，使反應坩鍋溫度接近攝氏 1000 度，鐵熔融成為鐵液灌入鑄模 
此種焊接法做成之接頭不論在彎曲強度及疲勞強度都可達母材之 85% 
此種焊接法不需龐大設備與冗長時間 

33 臺鐵路線為防止長軌挫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注意軌道兩側道碴保持堆高且緊密 
注意鋪定溫度保持在華氏 59~77 度 
注意每次檢查軌道發現水平高低方向不整要加以整修 
注意軟弱路基要加以整修 

34 道岔之中央有交叉現象的部分稱為岔心，岔心部分有兩支鋼軌逐步交叉合而為一的部分稱為： 
尖軌 導軌 護軌 鼻軌 

35 請問道岔護軌作用為何？ 
提供列車行駛之踏面  可減少岔心開口寬 
提供列車行駛至分岔處確保進入正確路線 提供列車出軌時不致於翻覆 

36 列車行駛於軌道上，軌道各部分所受到的垂直壓應力，下列何者最大？ 
枕木底下與石碴的接觸面 枕木面上與鋼軌的接觸面 
石碴底部與地面的接觸面 鋼軌頂端表面與車輪的接觸面 

37 曲線路段鋪軌由於外軌與內軌長度不等，所以內軌須作裁剪。於半徑 350 公尺的路線鋪設定尺軌（每支

30 公尺），請問每支內軌需要裁剪的長度，最接近下列何者？ 
 6 公分  7 公分  8 公分  9 公分 

38 鐵路的坡度以‰表示，某列車於 A 站出發時站中心坡度為 0‰，行駛 250 公尺以後，經過 5.8‰的坡度標，

繼續行駛 330 公尺後，經過了-3.2‰的坡度標，繼續行駛 1200 公尺後，經過 0‰的坡度標，繼續行駛

3.5 公里後，到達 B 站中心，請問 A 站與 B 站平均坡度最接近下列何者？ 
-3.75‰ -0.37‰ -0.037‰ -0.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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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列車行駛於曲線路線上時，為抵消離心力，鋪設軌道將曲線路線外軌起高稱為加設超高，則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備註：V：車速（每小時公里）R：曲線半徑（公尺） 
台灣高鐵的平衡超高為 8.4×V×V/R 臺鐵的平衡超高為 8.4×V×V/R 
臺鐵的平均超高為 8.4×V×V/R 台灣高鐵的平均超高為 8.4×V×V/R 

40 臺鐵在鋪設軌道時考量車輛傾倒的安全係數以及軌道不整及彈簧壓縮等因素，規定最大超高為： 
 200 公厘  150 公厘  105 公厘  75 公厘 

41 臺鐵正線軌道在直線與曲線間必須加入介曲線，下列何者不是介曲線的功能？ 
遞減或遞增路線超高  遞減或遞增路線軌距加寬 
遞減或遞增路線曲線之曲率 遞減或遞增路線坡度 

42 測量圓曲線時常以每 10 公尺測量一次距離，再以儀器與切線方向定出一個偏角，依次定出路線中心，此

時每 10 公尺的弦與切線所夾之偏角是弦所對應的圓心角之多少？ 
 1/4  1/3  3/4  1/2 

43 鋼軌主成分為鐵，除鐵外有一些微量元素，請問下列何種元素存在時不能提高鋼軌強度反而使得鋼軌變

脆弱？ 
矽 錳 碳 硫 

44 某鐵路使用之鋼軌斷面積為 60 平方公分，使用此種鋼軌鋪設之長焊鋼軌軌道，在溫升攝氏 20 度時該軌

道中央之不動區間鋼軌軸力為何？（鋼軌之彈性模數：2.1×1000000 公斤/平方公分；鋼軌之線脹係數：

11.4/1000000） 
軸力約 15 噸 軸力約 22 噸 軸力約 29 噸 軸力約 36 噸 

45 曲線為使車輛安全平順通過避免車輪磨耗常將軌距加寬，請問下列那個曲線要將軌距加寬？ 
半徑 650 公尺 半徑 550 公尺 半徑 450 公尺 半徑 350 公尺 

46 軌道養護管理的標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新建工程完成後，軌道狀況應達最高標準 
乘車舒適感變差表示正常行車安全堪虞，須通知列車慢行 
養護工作完成後，軌道狀況達到更新後的標準，行車安全無虞 
軌道不整值超過安全管理目標值表示正常行車安全堪虞，須優先整修 

47 軌道檢查後發現路線不整超標，因而使用砸道機進行整修，請問砸道機無法整修的是： 
軌距 水平 高低 方向 

48 對於軌道旁設置之路線標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曲線標包括了曲線起終點標、超高、介曲線長等 
坡度標表示兩側路線坡度之變化量，立於曲率變更之處 
用地界標標示出鐵路用地界限 
距離標包括了百公尺標、半公里標、公里標 

49 臺鐵站間電車線之接觸線高度大約在軌面以上： 

 6.2 公尺  5.5 公尺  4.8 公尺  4.0 公尺 
50 以靜態方式量測臺鐵特甲級路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高低量測是以 10 公尺為沿長來計算中央點，以 7 公厘為平時養護標準值 
方向量測是以 10 公尺為沿長來計算中央點，以 13 公厘為平時養護標準值 
水平量測是以水平尺進行測量，以 8 公厘為平時養護標準值 
軌距量測是以軌距尺進行測量，以+7 公厘與-6 公厘為平時養護標準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