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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完竣後至合法營運之程序，依鐵路法第 16 條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一段工程完竣不待全路完竣，即得先報請交通部履勘核准營運 
工程完竣得先於未搭載旅客之情形下測試行車，再報請交通部履勘核准營運 
工程完竣前之興建階段，得隨時於報經交通部核准後測試行車 
未經交通部履勘核准，一律不得以試營運名義搭載旅客 

2 關於國營鐵路運價，依鐵路法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運價應經立法院核定 
運價率之計算公式，由鐵路機構擬訂 
環境特殊者例如森林鐵路，得規定較高運價  
工程時期之臨時營業得規定臨時運價，由交通部核定之 

3 國營鐵路因業務需要借用外資，依鐵路法第 24 條規定程序，下列何者正確？ 
鐵路機構報請交通部核准 交通部報請行政院核准 
經立法院核准  依鐵路法授權，其辦法由交通部另定之 

4 下列何者不是鐵路法第 21 條第 1 項各款明列規定，國營鐵路得辦理之附屬事業？ 
鐵路運輸之碼頭運輸  鐵路運輸之輪渡運輸 
鐵路運輸之汽車接轉運輸 鐵路運輸之機場運輸 

5 下列何者係民國 103 年鐵路法修正時，新增加明列之國營鐵路得辦理之附屬事業？ 
傳承鐵路文化所必需之其他事業 鐵路旅客住宿設施 
鐵路旅遊事業  鐵路餐飲事業 

6 民營鐵路之經營，依鐵路法規定，何者正確？ 
應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市或上櫃公司為限 
應非以營利為目的 
應以政府獎勵民間投資法令公告徵求民間參與鐵路之興建、營運而受獎勵之民營鐵路機構為限 

7 鐵路電化區間，除天橋、地下道及平交道外，不得跨越；如果行人違法跨越鐵路電化區間軌道，罰鍰的
金額為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  
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8 依鐵路法規定，下列何者不是民營鐵路機構得報請交通部核准抵押之財產？ 
鐵路使用地 建築物 車輛 機器 

9 下列何者不是鐵路法第 44 條之 1 所定，有關國營鐵路之監督應準用之規定？ 
交通部應定期或視需要派員視察附屬事業之經營 
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證照，鐵路機構不得派任 
聘僱外籍員工應先報請核准 
鐵路運輸上必要之設備，交通部認為不適當時，得定期通知改正 

10 下列何者不是鐵路法第 44 條所定，有關專用鐵路經核准經營客貨運輸者，其營運應準用之規定？ 
營運時期之營運狀況，每三個月向交通部報備一次 
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證照，鐵路機構不得派任 
聘僱外籍員工應先報請核准 
鐵路機構非攤提全路建築及設備折舊後，不得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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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鐵路法第 65 條第 2 項關於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輸入電腦而購買車票等行為之處罰規定，於民國 105 年

之修正所生影響，何者錯誤？  
其修正生效後違反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之行為，應移送該管司法機關 
其修正生效後違反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之行為，不適用交通部所定「違反鐵路法第 65 條裁量基準」 
修正後為刑罰，修正前為行政罰 
其修正生效後違反第 65 條第 2 項規定之行為，如經判決無罪，得另依修正前規定處以行政罰 

12 依現行鐵路法規定，下列何種情形應酌給醫藥補助費？ 
旅客為趕車，不走人行天橋而橫越軌道遭過站列車撞擊成殘 
列車行進間因地震出軌致旅客受傷 
因大貨車違規闖越平交道，火車急停造成車廂內所載送小鴨死傷過半 
旅客因於車上補眠未及時下車，於列車剛起步過站時跳車導致雙腿骨折 

13 關於現行鐵路法對責任保險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僅就旅客之運送強制規定不及於物品運送 
應依交通部指定金額投保 
違反強制投保規定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其保險費率由交通部會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之 

14 民營鐵路未依交通部核定實施運價者，依鐵路法規定，下列處置何者錯誤？ 
處新臺幣一百萬以上五百萬以下罰鍰 
除罰鍰外，並令其限期改正 
經令改正而未改正者，按日連續處罰 
經令改正而未改正者，並得停止其營運之一部或全部 

15 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領有執照而駕駛列車者，依鐵路法規定可為下列何種處置？ 
處駕駛人員新臺幣五十萬元罰鍰 處派任之國營鐵路機構新臺幣二百萬元罰鍰 
處駕駛人員新臺幣五萬元罰鍰 處派任之國營鐵路機構新臺幣二十萬元罰鍰 

16 下列何者不是屬交通部得依鐵路法規定委託鐵路機構執行之處罰？ 
列車行駛中跳車  擅自設置平交道 
擅自占用鐵路用地  對行駛中之鐵路列車投擲物品 

17 鐵路法中鐵路機構之定義敘述，不包括下列何者？ 
以鐵路營運為業務之公營機構 以鐵路興建為業務之公營機構 
以鐵路營運為業務之民營機構 以鐵路興建為業務之民營機構 

18 臺灣省自來水公司若需於北迴鐵路用地內，穿越鐵路路基設置自來水管線，依鐵路法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應備具工程設計圖說徵得臺灣鐵路管理局同意 
應由臺灣鐵路管理局代為施工或派員協助監督施工 
自來水管線工程興建費用由實際施工者負擔 
自來水管線設置後，因鐵路業務需要而應予拆除時，由臺灣鐵路管理局及臺灣省自來水公司各半負擔 

19 現行臺灣高速鐵路，於經營主體不變之前提下，如欲從左營「延長」至屏東者，依鐵路法第 3 條規定，

應經下列何種程序？ 
報行政院核准 報交通部核准 報行政院備查 報交通部備查 

20 依據鐵路法第 2 條，下列何者是鐵路機構？ 
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21 鐵路機構派任未經檢定合格且領有執照之人擔任鐵路列車駕駛人員，罰鍰的金額為何？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22 運送物交付請求權，因一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一年之起算日期為何？ 
自應交付之日起  自托運日起 
自交付期間屆滿之日起  自到達通知之日起 

23 交通部訂定了下列那一項規則，以規範鐵路旅客、行李、包裹、貨物運送，鐵路機構責任以及旅客或托

運人責任等事項？ 
鐵路行車規則  鐵路運送規則 
鐵路行車事故損害賠償辦法 鐵路車輛檢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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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旅客拒絕鐵路站車人員查票，罰鍰的金額為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  
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 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 

25 無正當理由，無票乘車者，應補收票價，並得加收票價。加收部分為票價之多少？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二百 

26 關於旅客乘車或託運的責任，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旅客乘車應遵守鐵路有關安全法令 旅客無票乘車，應補收票價 
旅客乘車應遵守站、車人員之指導 旅客託運物品，應申報保償額 

27 運送物之名稱、性質或數量，檢驗不符，因而致運費不足者。鐵路機構可補收幾倍以下的差額？ 
四 三 二 一 

28 臺灣鐵路管理局的願景：建構以顧客滿意為導向之優質公共運輸系統，經營運輸本業及關聯事業之雙核

心事業，並成為民眾依賴之生活鐵道。臺鐵依法得辦理的附屬事業，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鐵路運輸之汽車接轉運輸 繁榮鐵路運輸所必需之其他事業 
鐵路運輸必需之接送報關及倉儲 鐵路運輸所需器材之製造及銷售 

29 關於購買車票加價出售或換取不正利益圖利者之罰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五倍至三十倍罰鍰 
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五倍至十倍罰鍰 
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十倍至三十倍罰鍰 
按車票張數，處每張車票價格之十倍至二十倍罰鍰 

30 鐵路機構向交通部提出的年度安全管理報告內容中，不必包括下列那一項？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鐵路機構營運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提升運量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 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31 下列何者對於鐵路運轉中發生之事故及異常事件，應蒐集資料及調查研究發生原因？  
交通部 行政院 鐵路機構 勞動部 

32 關於鐵路會計與財務課題，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營鐵路因業務需要，由交通部核准，依法發行公債或借用外資 
國營鐵路之會計，依鐵路會計制度之規定 
國營、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會計制度，應依相關法令、會計制度規範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擬訂，報交

通部核定 
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非攤提全路建築及設備折舊後，不得分配盈餘 

33 地方營及民營鐵路機構，營運時期之營運狀況，每幾個月報備一次？ 
一個月 二個月 三個月 五個月 

34 關於鐵路之擁有、經營與監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鐵路以國有民營為原則  國營鐵路，由交通部管理 
交通部為管理國營鐵路，得設總管理機構 專有鐵路，由交通部監督 

35 關於鐵路運價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地方營及民營鐵路之運價，由交通部核定 
國營鐵路運價率之計算公式，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定 
國營鐵路之運價，按運價率之計算公式計算，由交通部核定 
國營鐵路如環境或情形特殊者，得規定較低運價，由交通部核定 

36 關於交通部決定之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鐵路規劃興建時，鐵路需用土地，由交通部核定徵收之 
鐵路建築及車輛製造之技術規範，由交通部定之 
鐵路平交道防護設施之設置基準，由交通部定之 
鐵路興建，應依交通部核定之期限開工、竣工 

37 關於民營鐵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民營鐵路之經營，應經交通部核准 民營鐵路，由交通部監督 
民營鐵路之建築理由計畫，應由交通部擬訂 民營鐵路之興建，應經交通部核准 

38 依據鐵路法第 8 條，交通部得商准內政部設置鐵路警察之目的，不包括下列那一項？ 
防護鐵路設施  徵收鐵路需用土地 
維護鐵路客貨安全  維護鐵路沿線、站、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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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鐵路法用詞之定義，下列何者錯誤？ 
國營鐵路：指國有而由國民經營之鐵路 
專用鐵路：指各種事業機構所興建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用之鐵路 
淨空高度：指維護列車車輛安全運轉之最小空間 
限高門：指限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度之設施 

40 關於行車人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鐵路機構應有效訓練及管理從業人員，使其具備鐵路專業及作業安全技能，並確切了解及嚴格遵守鐵

路法令 
鐵路機構應對行車人員之技能、體格及精神狀態，施行派任前檢查、定期檢查及臨時檢查；經檢查不

合基準者，不得派任 
鐵路行車人員技能檢定、體格與精神狀態檢查之合格基準，由交通部定之 
鐵路機構派任未經檢查合格之人員執行行車工作，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41 下列鐵路機構違法情形之敘述，何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核定實施運價者 
未依規則辦理運轉保安設備之檢查養護工作並作成紀錄者 
未經履勘核准而營運者 
未經核准而興建、延長、移轉或經營者 

42 依鐵路法規定，下列違法情形之敘述，何者處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 
任意操控鐵路站、車設備，或以他法妨害系統設備正常運作 
未經允許，攜帶危險或易燃物進入鐵路路線、場、站或車輛內 
無故躺臥於車廂內或月台上之座椅，不聽勸阻 
對行駛中之鐵路列車投擲或發射物品 

43 關於民營或國營鐵路列車駕駛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民營或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後，不得駕駛列車 
民營或國營列車駕駛人員檢定、執照核發及管理等事項之規則，由鐵路機構定之 
民營或國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未經檢定合格並領有執照而駕駛列車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 
民營鐵路機構亦不得派任未經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之列車駕駛人員 

44 依鐵路法規定，下列鐵路機構違法情形之敘述，何者不是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以下罰鍰？ 
未將遲延賠償基準報交通部備查後公告實施 未經公告或未依公告實施運價或雜費 
未將列車時刻表公告或未依公告實施 未提出安全管理報告 

45 依鐵路法規定，下列違法情形之敘述，何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列車行駛中，攀登、跳車或攀附隨行 
鐵路路線邊坡內及距軌道中心五公尺以內，放牧牲畜 
未經許可在鐵路站區範圍內設攤、搭棚架或擺設筵席，不聽勸阻 
不按規定處所出入車站或上下車，不聽勸阻 

46 鐵路法各章之章名，何者未明列於同法第 1 條所定之鐵路事項？ 
建築 運送 安全 罰則 

47 阿里山森林鐵路前經八八風災受創嚴重，當時為求交通迅速恢復，依鐵路法第 6 條規定，可為下列何種

請求？ 
向中央政府請求撥借材料 向中央政府請求發行公債 
向中央政府請求協調貸款之銀行團延後還款付息 向中央政府請求稅捐減免 

48 依鐵路法規定，鐵路路線應編為下列何者？ 
交通用地 事業用地 鐵路使用地 道路使用地 

49 依鐵路法規定之定義，下列何種鐵路最符合同法總則章所定鐵路經營主體之原則規定？ 
國營鐵路 地方營鐵路 民營鐵路 專用鐵路 

50 關於平交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鐵路與道路相交處，應視道路交通量之多寡，設置平交道 
鐵路平交道防護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等事項，由交通部辦理 
鐵路平交道防護設施之設置基準與費用分擔辦法，由交通部定之 
鐵路電化區間，不得設置平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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