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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類科：服務佐理－運務／運務（原住民） 

測驗科目 1：鐵路運輸學大意 

—作答注意事項— 

① 應考人須按編定座位入座，作答前應先檢查答案卡、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桌角號

碼、應試科目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人員處理。使用非本人答案卡作答

者，不予計分。 

② 答案卡須保持清潔完整，請勿折疊、破壞或塗改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及條碼，亦不

得書寫應考人姓名、測驗入場通知書號碼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③ 本試題本為雙面，共100分，答案卡每人一張，不得要求增補。未依規定畫記答案

卡，致讀卡機器無法正確判讀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異議。 

④ 限用2B鉛筆作答。請按試題之題號，依序在答案卡上同題號之劃記答案處作答，未

劃記者，不予計分。欲更改答案時，請用橡皮擦擦拭乾淨，再行作答，切不可留有

黑色殘跡，或將答案卡汙損，也切勿使用立可帶或其他修正液。 

⑤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依考選部公告「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

準」規定第一類，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並不得發

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

效，仍執意使用者，該節扣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

後歸還。 

⑥ 考試結束答案卡務必繳回，未繳回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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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鐵路機構應確保鐵路行車之安全。其鐵路行車之鐵路路線、設備、車輛、裝載限制、

號誌、號訊、標誌、運轉、閉塞與事故處理及其他行車應遵行事項之規則，由何機關

定之？ 

(A)交通部  (B)內政部  

(C)文化部  (D)鐵路營運機構 

2. 軌道分岔處或交岔處供車輪順利通過的特殊裝置，稱為： 

(A)軌條接頭（joint）  (B)防爬器（rail anchor） 

(C)岔心（frog）  (D)軌撐（rail brace） 

3. 在鐵路運輸中，下列哪一項不是影響路線容量的因素？ 

(A)枕木種類  (B)車輛種類  

(C)行車制度  (D)站間距離 

4. 下列哪一項不是鐵路運輸的主要優點？ 

(A)運量大  (B)運價低廉  

(C)及戶運輸  (D)運送距離長 

5. 運具與通道之營運管理常屬於同一組織的是下列哪一種運輸系統的特性？ 

(A)鐵路運輸  (B)航空運輸  

(C)公路運輸  (D)水路運輸 

6. 我國現行的鐵路客貨運運價係以下列何種定價原則訂定之？ 

(A)成本效益法  (B)成本加成法  

(C)合理報酬率法  (D)營業毛利率法 

7. 臺北大眾捷運系統與臺灣高速鐵路採用之軌距為？ 

(A)1425公厘  (B)1435公厘  

(C)1077公厘  (D)1067公厘 

8. 臺鐵鐵路路線目前所使用之軌距為？ 

(A)1425公厘  (B)1435公厘  

(C)1077公厘  (D)1067公厘 

9. 在運輸營運要素中，下列何種要素之沉沒成本特性較為明顯？ 

(A)管理人才  (B)場站  

(C)人員與組織  (D)通訊設備 

10. 由起站至終點站之總距離除以行駛時間（含抵達各站之停靠時間）稱為：  

(A)列車最高車速  (B)列車設計速度  

(C)列車平均速度  (D)列車運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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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鐵路列車軸重愈高則應選擇何種鋼軌？ 

(A)無所謂  (B)越重的鋼軌  

(C)視氣候而定  (D)越輕的鋼軌 

12. 臺灣的高速鐵路由下列那些單位負責興建、營運？ 

(A)臺灣高鐵公司興建、臺灣高鐵公司營運    

(B)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興建、臺灣高鐵公司營運    

(C)臺灣高鐵公司興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營運    

(D)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興建、臺灣高鐵公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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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如何設置鐵路警察？ 

(A)交通部得指示內政部警政署設置 (B)交通部得指示內政部設置 

(C)行政院得商准交通部設置 (D)交通部得商准內政部設置 

14. 我國的高速鐵路是屬於鐵路法規定的何種經營型態？ 

(A)國營鐵路  (B)地方營鐵路  

(C)民營鐵路  (D)專用鐵路 

15. 高速鐵路是係指列車營運速度達時速每小時多少公里以上？ 

(A)100  (B)200  

(C)250  (D)300 

16. 近年來陸續有許多國家開始投入高速鐵路的興建，試問下列哪個國家發展高速鐵路系

統歷史最悠久？ 

(A)法國  (B)日本  

(C)德國  (D)英國 

17. 阿里山森林鐵路屬窄軌登山鐵路，試問目前阿里山森林鐵路的軌距為何？  

(A)1676公厘  (B)1435公厘  

(C)1067公厘  (D)762公厘 

18. 標準軌距（Standard Gauge），請問此軌距尺寸為： 

(A)762公厘  (B)1067公厘  

(C)1435公厘  (D)1676公厘 

19. 「列車承載率」指標主要是用來衡量下列何者程度差異？  

(A)車廂旅客動線  (B)車廂旅客人數  

(C)車廂擁擠程度  (D)車廂站立面積 

20. 下列何者屬於捷運營運安全的常用管理指標？ 

(A)旅客傷亡率  (B)準點率 

(C)無障礙閘門設備可用度 (D)列車加減速變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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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對於臺鐵使用之自動列車防護系統（Automatic Train Protection），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保證列車安全運行  (B)防止列車誤點  

(C)協助控制中心調度  (D)達到列車自動運轉 

22. 鐵路月台之高度定義為何？ 

(A)月台面至軌底之高差 (B)月台面至鋼軌面之高差 

(C)月台面至軌枕面之高差 (D)月台面至地面之高差 

23. 依據鐵路法第26條，其國營鐵路運價率之計算公式，應由何單位擬訂，報請何單位審

定？ 

(A)臺灣鐵路局擬定、交通部審定 

(B)高速鐵路工程局擬定、交通部審定 

(C)交通部擬定、立法院審定 

(D)交通部擬定、行政院審定 

24. 鐵路道岔布設中，轉轍器的位置最靠近下列哪一個道岔構造？ 

(A)尖軌  (B)護軌  

(C)岔心  (D)導軌 

25. 當列車停駐於機廠或斜坡時，下列何者為可防止列車滑動之煞車模式？ 

(A)電力煞車  (B)駐車煞車  

(C)營運煞車  (D)緊急煞車 

26. 目前台北捷運高運量電聯車規定乘客可攜帶自行車搭乘捷運的時間為： 

(A)平日離峰時間  (B)假日  

(C)夜間離峰時間  (D)無限制 

27. 一般捷運系統係依下列何者區分高運量與中運量系統？  

(A)平均行車速度  (B)功能性介面  

(C)每小時單向運量  (D)軌道型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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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依據臺鐵月台規範，兩軌道間的旅客月台在無天橋或地下道情況下，月台最小寬度為： 

(A)2m  (B)3m  

(C)4m  (D)5m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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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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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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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D)軌道系統 

32. 下列何者不是鐵路運輸事業的特性？ 

(A)運能可以儲存  (B)沉沒成本  

(C)接受公共管制  (D)資本密集 

33. 鐵路營運速度愈高，則其路線特性何者正確？  

(A)轉彎半徑愈小  (B)超高愈小 

(C)建造成本愈低  (D)路線定線愈困難 

34. 營運時發現有人員從月台掉落軌道，工作人員的哪一種處理方式最不妥當？  

(A)要求月台上其他人員協助，立即進入軌道救人 

(B)以通訊系統通知列車駕駛員，要求列車緊急煞車 

(C)立即按下月台的緊急開關，將列車供電系統斷電 

(D)以通訊系統通知行控中心，要求列車緊急煞車 

35. 鐵路機車頭僅能使用於鐵路運輸中，很難轉移做為其他用途，請問這是屬於運輸系統

的何種特性？ 

(A)沉沒成本特性  (B)基本設施特性  

(C)無法儲存性  (D)公共服務性 

36. 鐵路運輸若使用的軌距為1067mm，則是屬於下列哪一種？ 

(A)一般軌 (B)標準軌 (C)寬軌 (D)窄軌 

37. 在軌道左右或上方的構造物，必須與軌道保持一定距離，避免妨礙鐵道列車行車，此稱為： 

(A)安全界線  (B)建築界線  

(C)軌道界線  (D)鐵路界線 

38. 固定號誌機不包括下列何者？ 

(A)主號誌機  (B)從屬號誌機  

(C)號誌附屬機  (D)附屬號誌機 

39. 都市大眾運輸系統路線上連續發出兩班車輛（或列車）的時間間隔稱為： 

(A)班距 (B)列距 (C)車距 (D)節距 

40. 鐵路列車出發阻力大小不會受到下列哪一項影響？ 

(A)軸承鑲配的好壞  (B)停車時間長短  

(C)車輪輪緣大小  (D)潤滑油黏度高低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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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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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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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恢復正常班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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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設置自動警報裝置及自動遮斷器，不派看柵工看守的平交道，稱為： 

(A)第一種平交道  (B)第二種平交道  

(C)第三種平交道  (D)專用平交道 

44. 運輸業因具備公共性，政府對於運輸業的監理範疇不包括哪一項： 

(A)服務水準  (B)運價管制  

(C)開發模式  (D)停業管理 

45. 運輸建設由民間出資興建、營運，在合約期間結束後，將所有權移轉回政府，是屬於

哪一種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方式？ 

(A)BT  (B)BOT  

(C)ROT  (D)BTO 

46. 依鐵路法第40條規定，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應履行報告的義務，遇有一般行車事故，

應： 

(A)立即電報交通部，並隨時將經過情形報請查核 

(B)每年彙報 

(C)按季彙報 

(D)按月彙報 

47. 依據臺鐵局旅客運送契約，兒童是指未滿幾歲之人？ 

(A)12歲  (B)14歲  

(C)16歲  (D)18歲 

48. 經營鐵路以創造鐵路運量，維持鐵路永續經營為目標，何者為非？ 

(A)提供便利的接駁車站接駁服務 

(B)利用鐵路大運能，活動辦理集中在鐵路車站週邊 

(C)提供大量免費停車場 

(D)增加車站開發，帶進人潮 

49. 一般鋼軌分成輕型鋼軌、中型鋼軌、重型鋼軌三等級，何者是中型鋼軌的重量？ 

(A)31~40 kg/m  (B)45~57.5 kg/m  

(C)50~69 kg/m  (D)60~79 kg/m 

50. 下列何者不是道碴的主要功能？ 

(A)減震  (B)固定軌枕 

(C)固定鋼軌  (D)將軌枕壓力平均分配至路基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08年營運人員甄試 答案 

甄試類別：服務佐理－運務／運務（原住民） 

專業科目1：鐵路運輸學大意 

單選題【共50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A C A C A C B D B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 A D C B B D C C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B C A B B C C B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 D A A D B D A C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A B C C B D A C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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