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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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營業、場站調車
科 目：鐵路運輸學大意
依據鐵路法第 2 條，鐵路是：
以軌道導引車輛行駛之運輸系統及其有關設施
以軌道導引動力車輛行駛之運輸系統及其有關設施
以動力車輛行駛之運輸系統及其有關設施
以軌道支撐與導引車輛行駛之運輸系統及其有關設施
軌道運輸中規定應有號誌之處所，無號誌之顯示時，應視為：
最小限制之號誌
最大容忍之號誌
最大限制之號誌
逕行通過
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 2 條，鐵路路線之內容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側線之運轉保安設備
側線之橋梁
正線之消防設備
正線之機車與車輛
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 2 條，鐵路正線指：
提供旅客運送服務使用之路線或其他列車運轉經常使用之路線
提供客貨運送服務使用之路線或其他列車運轉經常使用之路線
提供高速列車服務使用之路線或其他列車運轉經常使用之路線
提供通勤列車服務使用之路線或其他列車運轉經常使用之路線
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 4 條，鐵路路線等級之考量因素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軌道通過負荷量
行車速率
業務性質區分
路線長度
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 5 條，新建、改建或整修完畢之路線，鐵路機構：
經完工檢查，即可使用
經完工檢查並作成紀錄，即可使用
非經立法院核准，不得使用
非經檢查及試運轉，不得使用
促進行車安全，依據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 6 條之 1，鐵路機構應從事之工作，不包括下列
那一項？
評估路線可能發生之潛在危險
設置適當之危險偵測設施
採取適當之檢測與防護措施
建立旅客評鑑路線之機制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 2 條，閉塞區間指：
不能運轉列車之區間
不能同時運轉二列以上列車之號誌區間
運轉列車之相鄰車站區間
不能運轉列車之相鄰車站區間
建築界限：指在軌道左右或上方之構造物與軌道間，保持一定空間，不致妨礙列車或車輛運轉之界
限。其出處為：
鐵路修建養護規則
鐵路行車規則
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
鐵路運送規則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 3 條之 3，鐵路機構於行車人員執行其勤務前，應實施酒精濃度檢測；

呼氣所含酒精濃度的標準是：
每公升 0 毫克
每公升 0.15 毫克

每公升 0.1 毫克
每公升 0.2 毫克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 56 條，規定「列車之最大聯掛車數」之考量因素，不包括下列那一
項？
動力車之牽引力
行車閉塞制度
路線區間之設施狀況
車架及連結點之強度
下列有關一般鐵路之運轉與調車的敘述何者錯誤？
列車之運轉，應依號誌之顯示辦理
調車應依號訊辦理。但人力調車時，不在此限
車輛非經組成列車，不得在站外正線運轉。但調車時不在此限
辦理列車閉塞後，對於駛來列車之方向，得使用站外正線調車
鐵路之重大行車事故，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平交道事故
正線衝撞事故
正線出軌事故
正線火災事故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 122 條之 3，冒進號誌屬於下列何者？
一般事故
重大事故
異常事件
一般事件
依據鐵路運送規則，有關車票之敘述何者錯誤？
旅客在車票有效期間內，應於車票起訖區間之起站乘車
旅客在車票有效期間內，得依鐵路機構之規定，於車票所載起訖區間內之任何停車站
中途下車
旅客得於鐵路機構規定期限內經其同意變更車票，免收變更手續費
旅客因鐵路機構請求查驗車票時，應將車票交驗；其拒絕交驗者，鐵路機構得令其下
車
依據鐵路運送規則第 18 條，無票乘車者，應補收票價。關於無票乘車者加收票價之敘述
何者正確？
不論理由，應加收已乘區間票價之百分之五十
無正當理由者，應加收已乘區間票價之百分之五十
無正當理由者，並得加收票價之百分之五十
無正當理由者，並得加收已乘區間票價之百分之五十
依據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第 6 條，具有動力之電聯車屬於下列何者？
鐵路機車
鐵路車輛
鐵路列車
非鐵路機車，亦非鐵路車輛
依據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第 8 條，對動力、傳動、行走（含轉向架）、軔機等裝置主要機
件之特定部分施行拆卸並作細部分解之檢修，為鐵路機車定期檢修之第幾級？
第 1 級定期檢修
第 2 級定期檢修
第 3 級定期檢修
第 4 級定期檢修
「利用鐵路沿線的號誌設備與軌道上的信號傳輸設備，以電子信號與列車進行傳輸，監
控列車的行駛狀態，並持續監控列車的前行距離及速度，確保列車不會越過可移動範圍的終
點。」是鐵路號誌中的那一項子系統？
列車自動防護系統
聯鎖裝置
中央行車控制系統
閉塞裝置
依據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第 40 條，列車服務水準指標中，平均承載率
為：

延人公里數÷ 座位公里數
延人公里數÷ 路線公里數
旅客人數÷ 座位數
旅客人數÷ 定員數
依據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第 2 條，下列那一類人員不屬於鐵路行車人員？
駕駛人員：在列車或車輛上擔任駕駛工作之人員
行控人員：於鐵路中央行車控制設備之處所執行列車或車輛進路控制、行車保安等行
車控制作業之人員
乘務人員：於列車上執行食品銷售、車廂清潔或提供旅客服務作業之人員
維修人員：於正線維修作業現場執行行車運轉、列車防護、號訊控制作業之人員
鐵路路線必須考慮路線中各個「路段」、「車站」、「折返點」、「銜接點」之容量，路線容量
是其中各點容量之何種數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中位數
下列那一項不是估算「列車站間運轉時分」的重要因素？
列車牽引力
列車制動力
列車長度
站間路線幾何線形（坡度與彎道等）
列車行駛的阻力包括基本阻力與附加阻力，下列那一項不屬於基本阻力？
坡度阻力
空氣阻力
輪軌滾動阻力
軸承摩擦阻力
應用風險矩陣探討鐵路危害之風險，分析與評估危害的兩項因素是：
可能性與嚴重性
可靠性與維修度
成本與效益
價格與數量
依據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第 33 條，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鐵路機構應對機車車輛進行可靠度之統計與分析，並建立年度目標值
鐵路機構應對機車車輛進行可維修度之統計與分析，並建立年度目標值
鐵路機構應對機車車輛進行舒適度之統計與分析，並建立年度目標值
鐵路機構每年三月底前應將本年度目標值與上年度之統計、分析結果報請交通部備查
有關鐵路系統分類之敘述何者錯誤？
依據軌道支撐的結構，鐵路可分為：平行軌鐵路、單軌鐵路、磁浮鐵路
依據推進的動力來源，鐵路可分為：蒸汽鐵路、內燃機鐵路、電氣鐵路
依據推進原理與形式，鐵路可分為：粘著式鐵路、齒軌式鐵路、鋼索式鐵路、線性馬
達感應式推進鐵路
依據軌道導引的結構，鐵路可分為：導引式鐵路、無導引鐵路
依據鐵路運送規則第 10 條，兒童免費乘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兒童身高未滿 115 公分者，免費
兒童滿 115 公分而未滿 6 歲者，經出示身分證件者，免費
每一位「已購買全票或成年之旅客」以攜帶二位免費兒童為限
免費之兒童，鐵路機構應提供座位
鐵路調車場的主要功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裝卸貨物
列車編組
調節路線之容量
清潔列車
鐵路號誌顯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低速指每小時不得超過 35 公里 緩速指每小時不得超過 45 公里
中速指每小時不得超過 50 公里 注意指每小時不得超過 60 公里

鐵路道岔中岔心號數與轍叉角有關，一般裝於快速鐵路幹線的岔心號數為：
9 號以下
10-12 號
13-15 號
16-20 號
目前臺灣都市地區捷運系統的分段收費方式是屬：
里程費率制度
例外分等制度
遞遠遞減制度
區域費率制度
依鐵路法規定電化鐵路之電能，由電業機構：
議價供應
優待價格供應
優先供應
訂定契約供應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 2 條，車站站內與站外之定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站內指進站號誌機（如同一路線設有二個以上進站號誌機時為其最外方者）或站界標
之內方
站外指進站號誌機或站界標之外方
複線行車區間列車出發方面未設站界標者，以相反方向路線之進站號誌機之位置為其
內外之境界
單線行車區間列車出發方面未設出發號誌機者，以相反方向路線之進站號誌機之位置
為其內外之境界
有關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C 型路權之運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地面電車使用
服務可靠性低
輸送運量大
營運速度低
鐵路機構應將旅客準時送達，若因不可抗力所致造成遲延送達者，應負的遲延之賠償責任
為：
因遲延而增加支出必要費用
無須賠償
償還票價
依旅客損失而定
列車有狀況需實施第二種防護時，需在障礙處所外方多少公尺處顯示臨時手作險阻號誌？
800 公尺以上
600 公尺以上
列車後部
200 公尺以上
依據鐵路機車車輛檢修規則，對營運時速未達 200 公里之鐵路機車，有關臨時檢修與試車的敘
述何者錯誤？
發生異常事件、行車事故，應施行臨時檢修
發生故障，應施行臨時檢修
施行三級檢修以上之檢修，應施行試車
施行一級檢修以上之檢修，應施行試車
大眾運輸系統績效評估中的成本效率不包含下列何者？
員工生產力
車輛使用率
提供服務的利用
各部門管理效率
依據鐵路運送規則第 4 條，鐵路機構得拒絕運送、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的情形，不包括下
列那一項？
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事由致不能運送
旅客穿著惡臭衣物或攜帶不潔物品影響公共衛生
旅客未戴口罩
旅客違反鐵路機構之運送規定、其他法令規定、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臺灣鐵路管理局運轉規章規定，工程列車或指定進入封鎖區間內運轉之列車，其運轉速度不得超
過每小時多少公里？
15 公里
20 公里
25 公里
30 公里
依據鐵路行車規則第 28 條，有關一般鐵路號誌之種類與顯示意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險阻號誌：列車或車輛應停於號誌顯示處所外方
注意號誌：列車或車輛預知次一號誌為險阻號
平安號誌：列車或車輛得越過號誌之顯示處所注意慢速進行
減速號誌：列車或車輛得越過號誌之顯示處所按指定減低之速度進行
依據鐵路立體交叉及平交道防護設施設置標準與費用分擔規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鐵路與道路相交處設置平交道時，其設計施工由鐵路機構辦理
鐵路平交道之新設、變更或廢止，由鐵路機構會同有關機關根據實際狀況查定後實
施，並報其主管機關備查
鐵路平交道之交通量，由公路機構就每日通過該平交道之鐵路列車、調車、道路車輛數及行人
數舉辦調查
鐵路平交道處道路平均每日換算小型車交通量與每日鐵路列車次數之乘積值超過
40,000 以上者，可優先改建立體交叉
交通部即將在民國 110 年成立「軌道技術研究及驗證中心」，此中心的角色及定位，下列
何者錯誤？
第三方公正機構
支援軌道營運安全與維修技術

研發新的產品
與國際接軌

在臺灣鐵路管理局帶電之電車線鄰近工作時，工作人員與帶電設備間，至少應保持之安全距離
為：
0.5 公尺
1 公尺
1.2 公尺
1.5 公尺
鐵路因行車事故致車上旅客在站間滯留超過多久以上？無法執行有效救援措施者，即為鐵路重大
行車事故。
3 小時
2 小時
1 小時
30 分鐘
臺鐵站內路線，下列何者可以辦理列車通過？
安全側線
副正線
側線
主正線
大眾捷運系統之最大承載區間（Maximum Load Section），其意義為何？
路線上最大旅客承載之時段
路線上最大旅客承載之路段
路線上最大旅客承載之列車
路線上最大旅客承載之噸數
站外正線或坡度在多少以上之路線，絕對禁止人力調車？
千分之 5
千分之 3.5
千分之 10
千分之 15
停留車輛應停於何者之內方以防止列車邊撞情形發生？
站界標
車輛停車標
調車區界標
警衝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