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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共 35 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 台鐵電車線的電壓是： 

(A) 25 KV左右 (B) 2.5 KV左右 (C)恆為25 KV (D)恆為2.5 KV 

2. 就調車場與正線位置關係而言，如調車場置於上下行正線的中央者係屬於下列哪一種

類型？ 

(A)貫穿式 (B)並列式 (C)混合式 (D)環抱式 

3. 台鐵預告號誌機（燈列式號誌機）用來表示「險阻」的線條樣式為： 

(A)垂直線 (B)水平線 (C)斜左下角45度 (D)X形交叉線 

4. 台鐵的自動警告與停車裝置在發出警告訊息後，司機員應在幾秒內按下確認鍵，否則

列車將自動煞停？ 

(A) 4秒 (B) 3秒 (C) 2.5秒 (D) 2秒 

5. 列車推進運轉時，原則上其速度每小時不得超過多少公里？ 

(A) 20公里 (B) 25公里 (C) 30公里 (D) 35公里 

6. 電化鐵路架空電車線，在平交道上之車輛限高是多少公尺？ 

(A) 4公尺 (B) 4.2公尺 (C) 4.5公尺 (D) 4.8公尺 

7. 有關行車制度的發展順序，以下何者是正確的？ 

(A)連鎖閉塞行車制→自動閉塞行車制→中央控制行車制 

(B)自動閉塞行車制→連鎖閉塞行車制→中央控制行車制 

(C)連鎖閉塞行車制→中央閉塞行車制→自動控制行車制 

(D)自動閉塞行車制→中央控制行車制→連鎖閉塞行車制 

8. 世界上第一條高速鐵路建築於哪個國家？ 

(A)美國 (B)日本 (C)法國 (D)德國 

9. 曲線上超高的主要作用是什麼？ 

(A)增加摩擦力  (B)避免軌道鬆脫  

(C)延長軌道壽命  (D)防止列車傾覆 

10. 鐵路運輸選擇路線的步驟，依序應為何？ 

(A)資料調查→擬訂選線計畫→踏勘→定線  

(B)擬訂選線計畫→資料調查→踏勘→定線 

(C)踏勘→擬訂選線計畫→資料調查→定線  

(D)資料調查→踏勘→擬訂選線計畫→定線 

11. 背載運輸(Piggyback)是何種複合運輸系統？ 

(A)鐵路與水道複合運輸  

(B)鐵路與航空複合運輸 

(C)鐵路與公路複合運輸  

(D)鐵路與管道複合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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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寬軌與窄軌的劃分界限是： 

(A) 1.245公尺 (B) 1.345公尺 (C) 1.435公尺 (D) 1.545公尺 

13. 蒸氣機車、柴電機車與電力機車其加速性能之高低依序為: 

(A)柴電機車>電力機車>蒸氣機車 (B)電力機車>蒸氣機車>柴電機車 

(C)電力機車>柴電機車>蒸氣機車 (D)蒸氣機車>柴電機車>電力機車 

14. 從屬於進站號誌機或掩護號誌機，在其外方預告主體號誌機所顯示之號誌者，為何種

號誌機？ 

(A)閉塞號誌機 (B)號誌預告機 (C)引導號誌機 (D)遠距號誌機 

15. 我們常以「一定時間」內的延人公里與延噸公里來衡量設施的運輸能力，此處的「一

定時間」較不適宜者為： 

(A)日 (B)週 (C)月 (D)年 

16. 以下對鐵路運輸特性的描述何者為非？ 

(A)會產生巨額的折舊費用 (B)具有高度的獨佔或寡佔性 

(C)可以自由訂定費率  (D)對國計民生有重大影響 

17. 綠色運輸是指節省能源、減少空氣汙染的運輸系統，何者不是泛指的綠運具？ 

(A)公車 (B)自行車 (C)軌道系統 (D)汽車 

18. 價格彈性是在衡量價格變動時，對於需求量的變動。若價格變動5%，需求量變動1%，

此種市場稱為： 

(A)價格彈性低  (B)價格彈性高 

(C)價格與需求量高度相關 (D)兩者沒有關係 

19. 台鐵時刻表與地區接駁車班表整合，讓乘客從台鐵下車後，可以很快轉乘接駁公車，

稱為： 

(A)空間無縫服務 (B)時間無縫服務 (C)資訊無縫服務 (D)系統整合無縫 

20. 鐵路遇有需與其他鐵路連接或跨越時，經交通部核准者，各該鐵路機構不得拒絕。此

係指鐵路何種特定權力？ 

(A)優先通過權 (B)請求協助權 (C)事業獨佔權 (D)安全維護權 

21. 傾斜式列車與傳統鐵路車輛比較，何者敘述為非？ 

(A)傾斜列車好處在不用興建高速新線，可以用既有路線提高營運速率 

(B)主動式傾斜列車是利用陀螺儀原理，計算出增加的傾斜角度及行車速度，提高通過

彎道速度 

(C)主動式傾斜列車傾斜角度約在8~10度，約可提升行車速度15% 

(D)主動式傾斜列車提速效果高於被動式傾斜列車 

22. 為確保軌道運行安全，距離軌道左右及上方的結構物，必須保持淨空，此界限稱為： 

(A)安全界限 (B)鐵路界限 (C)建築界限 (D)結構界限 

23. 為防止停留在側線上車輛因風力、震動或坡度等原因，溜入正線或轉車盤等，會設置

哪一項設備？ 

(A)脫軌轉轍器 (B)止衝擋 (C)止車楔 (D)道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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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針對道岔的敘述，何者為非？ 

(A)為防止鐵路列車行駛過軌道末端而出軌的設備 

(B)設於鐵路軌道二線交叉處，使車輛安全轉入他軌的設備 

(C)鐵路行經道岔必須降低行車速度 

(D)轉轍器是控制列車在道岔行駛方向的部件 

25. 對於路線容量影響，何者敘述為非？ 

(A)站間距離長短，對路線容量沒有影響 (B)曲率半徑越小，降低鐵路線容量 

(C)列車速度差異小，路線容量會增加 (D)中央控制系統可大幅提升列車容量 

26. 某路線尖峰運量為15,000人，開行列車數15列，路線容量20列，每列車容量1,200人，

請計算該路段路線利用率？ 

(A)0.83 (B)0.62 (C)0.72 (D)0.75 

27. 台鐵列車發生嚴重誤點情況，必須變更列車交會時刻，甚至將部分列車停駛，以期降

低影響，儘快恢復正常班表，此一措施稱為： 

(A)列車時刻整理 (B)列車運轉整理 (C)列車編組整理 (D)列車排班整理 

28. 公車專用道是屬於何種路權？ 

(A)A型路權 (B)B型路權 (C)C型路權 (D)立體路權 

29. 鐵路營運為特許事業，以下何者為非？ 

(A)地方營或民營鐵路在備案階段經交通部核定，即可籌辦 

(B)審核階段需經行政院核定 

(C)立案階段須依所定期限，向交通部申請立案，核發執照 

(D)工程完竣，須由交通部派員履勘 

30. 價格決定在「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的價格水準，稱為： 

(A)邊際成本定價法  (B)平均成本定價法 

(C)營運比法  (D)最大利潤定價法 

31. 鐵路民營化模式中，日本為國際認為成功案例，何者敘述為非？ 

(A)路線維護及營運由不同機構負責的車路分離方式 

(B)路線維護及營運由相同機構負責的車路合一模式 

(C)依地區將鐵路分成數個機構經營 

(D)營運機構大幅投入車站開發 

32. 運輸系統營運第一優先考量是： 

(A)舒適 (B)效率 (C)安全 (D)運輸能量 

33. 影響運輸系統運量預測的關鍵因子？ 

(A)旅次發生量、旅次分布量 (B)旅次分布量、運具分配率 

(C)運具分配率、交通量指派 (D)旅次發生量、運具分配率 



第 4頁，共 5頁 

34. 目前台灣各軌道系統的資訊科技應用中，系統整合服務最佳的是： 

(A)電子票證 (B)班表 (C)行程規劃 (D)防救災系統 

35. 「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審查作業要點(2018年版)」修訂規範，

綜合規劃由交通部指定所屬機關（構）為主辦機關辦理，哪一項不是鐵路營運機構應

研提事項： 

(A)本計畫之行車營運計畫 

(B)因鐵路立體化所增加或減少之營運收支差額分析 

(C)車站設計構想 

(D)因鐵路立體化對整體路線容量及行車效率之影響分析 

 

貳、多重選擇題【共 15 題，每題 2 分，共 30 分】 

每題有4個選項，其中至少有1個是正確的選項，請將正確選項劃記在答案卡之「答案區」。

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2分；答錯1個選項者，得1分；所有選項均未

作答、答錯2個(含)以上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36. 以下哪些是施行複線運轉時的常用閉塞式控制？ 

(A)自動閉塞式  (B)通信式 (C)嚮導式 (D)中央控制行車制 

37. 區分列車運轉方向之複線區間，應依左側路線運轉列車。但下列哪些情況可以例外？ 

(A)退行運轉時  (B)在站內運轉時 

(C)站與站外側線間運轉時 (D)在相鄰兩站間運轉時 

38. 以下台鐵車站中屬於特等站的有哪些？ 

(A)台北站  (B)花蓮站 (C)高雄站 (D)台南站 

39. 列車運轉速率應在以下哪些狀況下予以限制？ 

(A)路線強度較弱 (B)駛經道岔 (C)路線曲率較大 (D)上坡路段 

40. 以下哪些方法可以提高行車密度？ 

(A)提高列車速度 (B)增加正線股道 (C)增加停站時間 (D)改善號誌系統 

41. 以下對鐵路運輸成本的描述哪些是正確的？ 

(A)運輸成本遞遠遞減  (B)不須負擔高額的路權取得成本 

(C)固定成本佔總成本的比率較公路運輸低 (D)具有規模經濟性 

42. 下列何者為鐵路貨運的特性： 

(A)鐵路貨運大部分為小宗物品 

(B)鐵路貨運因去回程的運量差異大，因此列車調度管理較客運列車難 

(C)鐵路貨運因需要較多的機具、人力、場地，因此終點站的費用較公路運輸為高 

(D)鐵路運輸貨物的裝卸、倉儲及安全等作業，較公路運輸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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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永續發展的精神為：人類所有活動皆從永續發展觀點去落實。永續發展考慮哪三面向？ 

(A)經濟面：資源必須有效使用及維護  

(B)社會面：公平顧及不同族群及後代利益  

(C)環境面：不該損及民眾健康及生態系統  

(D)成本面：建設須以成本最低為考量 

44. 國營鐵路除辦理客貨運輸主要業務之外，亦可辦理其他附屬事業業務，包括： 

(A)鐵路相關的碼頭、汽車接駁運輸 (B)鐵路運輸建設相關的工具、器材 

(C)繁榮鐵路運輸相關的其他事業 (D)車輛製造 

45. 在快速變動時代，政府為促進競爭，提升服務品質或加速產業升級，經鬆綁部分運輸

業管制，可考慮相關作法為： 

(A)鬆綁票價，創造差別市場，提高業者競爭力 

(B)鬆綁加入或退出，避免寡占或資源浪費 

(C)鬆綁營運型態，因應更多元的市場需求 

(D)不設定費率底線，任由市場削價競爭 

46. 後高鐵時代，台鐵角色變化為： 

(A)西部回歸中短途旅次的優勢市場 (B)強化東部服務 

(C)車站開發帶進人潮及改善營收 (D)以鐵路立體化改善台鐵效率 

47. 台鐵民營化一直為政府討論議題，台鐵民營化的目標在： 

(A)擺脫行政束縛，快速因應市場變化 (B)強化台鐵經營活力 

(C)改變台鐵營運模式  (D)擴大台鐵營運路網 

48. 鐵路系統對於安全管理要求極高，歐洲鐵路訂定一RAMS安全標準，主要包含項目為： 

(A)可靠度：指定時間區隔下，所能達到功能規範的機率 

(B)乘載率：在某段時間下，列車容量利用率 

(C)妥善率：指定時間內，產品能符合所需功能的能力 

(D)安全：能夠免除嚴重傷害的風險 

49. 鐵路立體化後增加很多捷運化車站，對台鐵營運帶來的主要影響是： 

(A)鐵路沿線二側增加很多開發，帶來運量 

(B)列車停站時間增加，降低台鐵營運速率 

(C)列車停站時間增加，降低台鐵路線容量 

(D)增設車站營運收入可以平衡支出 

50. 智慧運輸系統為資訊時代廣泛應用，已提升鐵路系統安全、效率、便利，對於智慧運

輸應用的闡釋何者正確？ 

(A)智慧運輸主要應用在民眾服務，如班表整合、電子票證，創造使用便利性 

(B)物聯網科技可以大幅改善系統管理，包括維護管理、救災資訊通報 

(C)智慧服務應用是利用裝置硬體，收集監測資料 

(D)資訊化過程非常耗人力，增加投資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