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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單選題【共 35 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1. 我國鐵路的建築與管理等相關作業，係依照下列哪一項法令規定辦理？ 

(A)大眾捷運法 (B)水利法 (C)國家公園法 (D)鐵路法 

2. 專用鐵路之興建、延長、移轉或經營，應經由下列哪一機關核准？ 

(A)內政部 (B)經濟部 (C)交通部 (D)財政部 

3. 鐵路用地申請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應備具文件向下列哪一單位申請？ 

(A)交通部  (B)內政部 

(C)直轄市、縣(市)政府 (D)鄉鎮公所 

4. 臺灣鐵路管理局鐵路車站上下旅客人數最多車站為下列哪一車站？ 

(A)臺北車站 (B)高雄車站 (C)板橋車站 (D)桃園車站 

5. 臺灣鐵路管理局鐵路用地申請多目標使用，最符合臺灣鐵路管理局下列何項利益？ 

(A)減少建設成本 (B)取得私人土地 (C)活化利用資產 (D)排除他人佔用 

6. 車站轉乘空間的規劃，應考慮最重要的主體為何？ 

(A)計程車 (B)行人 (C)摩托車 (D)電動車 

7. 臺灣鐵路管理局目前的經營型態，屬於下列哪一種方式？ 

(A)公私共有 (B)股票上市 (C)國家所有 (D)工會所有 

8. 目前臺灣鐵路管理局配合鐵路立體化建設工程，也正積極配合推動下列哪項政策？ 

(A)民營化 (B)公車化 (C)無線化 (D)捷運化 

9. 為增加臺灣鐵路管理局資產活用效益與提升旅客服務，下列何者是臺灣鐵路管理局不

動產活化的最佳的方式？ 

(A)出租 (B)讓售 (C)閒置 (D)解繳 

10. 下列臺灣鐵路管理局哪一處設施屬於文化資產？ 

(A)臺北車站 (B)臺北機廠 (C)富岡機廠 (D)板橋車站 

11. 臺灣鐵路管理局設施經程序被指認為文化資產後，下列何者敘述為對？ 

(A)仍可改建與重建 (B)應維持既有樣貌 (C)產權不得移轉 (D)可以進行拆除 

12. 依規定鐵路平交道與環境改善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由下列何單

位辦理？ 

(A)交通部 (B)臺灣鐵路管理局 (C)地方政府 (D)營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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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營運評估年期內各年現金淨流入現值總額，除以公共建設計畫工程興建評估年期內

所有工程建設經費各年現金流出現值總額之比例」稱做： 

(A)淨現值 (B)內部報酬率 (C)回本年期 (D)自償率 

14. 鐵路立體化建設之經費由誰負擔？ 

(A)中央與地方分擔 (B)臺灣鐵路管理局 (C)民間廠商 (D)鐵道周邊地主 

15. 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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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應於可

行性研究階段以何種方式與民眾溝通？ 

(A)召開公開說明會 (B)公告於里辦公室 (C)發送電子郵件 (D)召開聽證會 

16. 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附屬事業經營的目的，不包括下列哪項？ 

(A)提升車站服務機能 (B)增加旅客便利 

(C)跟周邊商家競爭 (D)提升財務營收 

17. 鐵路建設應納入下列何種思維，以達成永續營運的目標？ 

(A)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B)公車捷運化發展(BRT) 

(C)廣設公共自行車  (D)老人搭車補助 

18. 臺灣鐵路管理局目前正推動鐵路立體化建設，高架化後空間擬做多目標使用前，需向

何單位提出申請？ 

(A)地方政府 (B)地方警察局 (C)營建署 (D)交通部 

19. 您認為鐵路資產活化，最應該優先處理的項目為何？ 

(A)阻擋私人車輛進入車站 (B)出售臺灣鐵路管理局未利用土地 

(C)多元利用車站設施  (D)擴大重建老舊車站 

20. 辦理資產活化過程可能需吸引民間投資，下列何者為承辦同仁應有之態度？ 

(A)提供民間廠商本局公開資訊 (B)接受廠商宴請以保持關係 

(C)贈送廠商禮品表示善意 (D)最好與我無關 

21. 試問以下臺鐵的路線在停駛之後，何者將原有的路廊活化再利用，而成為輕軌運輸 LRT

系統？ 

(A)林口線 (B)淡水線 (C)高雄臨港線 (D)花蓮臨港線 

22. 臺北機廠完成遷廠之後，目前機廠搬到何處進行車輛維修工作？ 

(A)富岡基地 (B)七堵調車場 (C)潮州基地 (D)花蓮機廠 

23 花東線從臺東到花蓮鐵路電氣化工程，於何時完工通車？ 

(A) 2012年4月 (B) 2013年6月 (C) 2014年7月 (D)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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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下臺鐵路線建設，何者目前尚未完成鐵路的電氣化工程？ 

(A)宜蘭線 (B)南廻線 (C)海線 (D)山線 

25. 之字形折返路線(Switch Back；Zig Zag)是一種特殊的鐵道文化資產，也就是台語俗稱

的「“火車碰壁”」，臺灣目前還保存有該種設施的鐵路為何？ 

(A)臺鐵的宜蘭線 (B)太平山森林鐵路 (C)臺鐵的舊山線 (D)阿里山森林鐵路 

26. 以下哪一條路線，是臺鐵仲夏寶島號觀光列車經營的路線？ 

(A)花東線 (B)宜蘭線 (C)南廻線 (D)屏東線 

27. 為了能夠活化經營鐵路及文化資產的運用，2018年7月1日行政院核定哪一條鐵路成立

專責機關，成立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 

(A)花東線 (B)阿里山鐵路 (C)平溪深澳線 (D)宜蘭線 

28. 阿里山鐵路是因為哪一項天災重創，所以截至2018年7月1日為止，登山本線未能全線

通車？ 

(A)九二一大地震 (B)賀伯颱風 (C)莫拉克颱風 (D)黛拉颱風 

29 以下有哪些市區鐵路，目前已經在執行鐵路地下化工程施工？ 

(A)臺南市 (B)嘉義市 (C)臺中市 (D)彰化市 

30. 關於臺鐵老舊車站改建跨站式車站，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站體位於鐵路軌道的上方，大廳服務設施設在車站二樓 

(B)可以有效提高列車停靠班次，增加乘客進出車站的旅次 

(C)可以改善車站的使用容積，與商辦空間的樓板面積 

(D)原本分隔的前後站可以連通，可以平衡前後站的服務差距 

31. 鐵路立體化的工程，假設火車站設置的鐵道股線與月台數目為固定，以下哪一類型車

站的興建成本為最高？ 

(A)傳統平面車站 (B)跨站式車站 (C)高架型車站 (D)地下化車站 

32. 以下哪一個鐵路新建車站，為臺鐵高鐵捷運三鐵共站，但是捷運目前尚未開通，已經

預留立體化的轉乘空間？ 

(A)臺北站 (B)板橋站 (C)新烏日站 (D)新左營站 

33. 2014年7月起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為政府東部交通的重大建設成果，從臺北到臺東以

普悠瑪號行駛，行車時間最快可以縮短到幾個小時？ 

(A)三個小時 (B)三個半小時 (C)四個小時 (D)四個半小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0%B5%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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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2014年7月起花東鐵路電氣化通車，因而停用保存的鐵道文化資產車輛，DR2700型柴油

客車其過去的名稱為何？ 

(A)光華號 (B)平等號 (C)自強號 (D)中興號 

35. 臺灣鐵道主要為1067mm軌距，臺鐵蒸汽機車動態保存以1067mm軌距為主，試問以下

那些762mm軌距的鐵道，沒有動態保存的蒸汽機車？ 

(A)糖業鐵道 (B)林業鐵道 (C)鹽業鐵道 (D)臺鐵東線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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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營鐵路機構得辦理附屬事業之範圍，可以包括下列哪些項目？ 

(A)餐飲 (B)旅館 (C)零售 (D)醫院 

37. 臺灣鐵路管理局下列哪些資產得依相關規定向外辦理出租？ 

(A)外牆 (B)倉庫 (C)車底 (D)車站 

38. 臺灣鐵路管理局對鐵路軌道路線進行立體化建設後，可以有哪些效益？ 

(A)消弭平交道 (B)改善都市景觀 (C)加掛更多列車 (D)減少車站數量 

39. 下列哪些是臺灣鐵路管理局辦理車站資產活化的目的？ 

(A)提升服務品質  (B)增加本局營業收益 

(C)增加員工加班時間  (D)減少通車班次 

40. 為服務旅客，臺灣鐵路管理局車票可在下列哪些地點購買？ 

(A)臺灣銀行 (B)統一超商 (C)郵局 (D)全家便利商店 

41. 下列哪些項目可做為鐵路立體化建設的財源？ 

(A)本業票箱收入 (B)附屬事業收入 (C)勞退基金 (D)職工福利金 

42. 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的概念，是希望鼓勵大家使用下列何種交通方式？ 

(A)汽車 (B)腳踏車 (C)步行 (D)公車 

43. 臺灣鐵路管理局車站推動附屬事業經營，下列哪些敘述為正確？ 

(A)有助提升旅運服務品質 (B)會降低旅客的搭乘意願 

(C)會減損車站的功能  (D)有助於提升臺灣鐵路管理局營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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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臺灣鐵路管理局軌道配合交通部政策推動立體化建設，下列何者屬立體化建設的效益？ 

(A)可提升高速公路行駛速率 (B)可降低平交道數量 

(C)可減少鐵路周邊交通延滯 (D)可提高民眾買車意願 

45. 目前做為鐵路或車站使用之土地，其土地產權若為「私人所有」，臺灣鐵路管理局可

利用何種方式取得？ 

(A)無償撥用 (B)土地徵收 (C)有償撥用 (D)協議價購 

46. 關於中華民國(臺灣)的鐵路，登錄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以下內容何

者正確？ 

(A)目前還沒有任何一條通過登錄 (B)阿里山鐵路被UNESCO登錄 

(C)鐵路僅只是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D)臺鐵舊山線被UNESCO登錄 

47. 關於阿里山森林鐵路的經營權，截至2018年7月為止，以下內容何者正確？ 

(A)經營權原本屬於臺鐵，但是曾經委託林務局經營 

(B)經營權原本屬於林務局，但是曾經委託臺鐵代為經營 

(C)目前經營權已經正式移交林務局 

(D)目前經營權已經正式移交臺鐵 

48. 阿里山森林鐵路，具備之字形路線(Switch Back)，曾當作郵輪式列車經營，哪些是之字

形路線營運上的技術特性？ 

(A)列車必須具備雙向駕駛的功能 

(B)人員得下車扳轉轉轍器方能通過 

(C)之字形折返點，列車一定得停車再開 

(D)之字形折返點得上坡起步，一定會造成列車打滑 

49. 關於臺灣登山鐵道的文化資產，以下有哪些屬實？ 

(A)臺灣鐵路海拔最高點，是阿里山鐵路的祝山站，海拔2,451公尺 

(B)阿里山鐵路是屬於臺鐵的支線鐵道 

(C)舊山線是臺灣世界遺產的潛力點之一 

(D)勝興站海拔402公尺，是昔日縱貫線鐵路最高點 

50. 關於臺鐵的鐵道文化資產的歷史常識，以下敘述何者為真？ 

(A)縱貫線鐵路是由劉銘傳完成建設，從基隆到打狗通車 

(B)鐵路節制訂為6月9日 

(C)鐵路創業於清代1887年 

(D)鐵路軌距為三英呎六英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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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107年營運人員甄試 答案 

 

應試類科：營運專員－都市計畫 

測驗科目 1：鐵路資產活化概論(含附屬事業經營、多目標使用、文化

資產保存、國有非公用設定地上權、鐵路立體化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

計畫等) 

 

壹、單選題【共 35 題，每題 2 分，共 7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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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C A C B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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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A A C A A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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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C B D A B C A B 

31 32 33 34 35 

 
D C B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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