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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經營與管理】講義 

軌道經營與管理一 

壹、基本題型 

一、交通運輸系統可以提供易行性(mobility)與可及性(accessibility)功能，請說明此二種功

能之意涵。另請以軌道系統舉例說明上述二種功能之差別。 (102 地特三等) 

四、試說明鐵路運輸業的權利與義務有那些？(103 鐵路特考員級) 

五、試說明為維護鐵路行車安全，鐵路行車控制有那些主要的子系統。(103 鐵路特考員級) 

七、近來陸續發生民眾與車輛闖越或滯留鐵路平交道，以及行走軌道而致生之事故。請研提可行

的因應對策。(104地特四等) 

貳、時事題型 

八、鐵路系統「車路分離」的概念係基於何種理由產生？試說明此一概念在國內實施之可行性。

(103 鐵路特考員級) 

九、過去曾有人於高鐵列車上放置行李炸彈，臺北捷運列車上亦曾發生殺人事件。日本東京地鐵、

倫敦地鐵、莫斯科地鐵曾遭受施放毒氣或是恐怖攻擊，其中以英國倫敦經歷了最多次數的破

壞與攻擊。 

(一)請以外國的經驗，論述其他國家如何因應並防範針對運輸系統的威脅與攻擊。  

(二)請針對臺北捷運系統提出一個不妨礙個人隱私，又能夠有效防止嫌疑人在密閉空間置放

爆裂物的監視與巡檢系統。 

(三)請以臺北捷運為例，設計一個社群網站，讓民眾可以將搭乘捷運中各項可疑、奇怪、讓

人困惑的人、事、物上傳社群網站，即時分享，以藉眾人力量，降低恐怖攻擊及傷害事

件發生的機會。 

(四)請說明前述的社群網站，如何能夠得到捷運乘客信賴，並願意在網站上發（post）文，

關心捷運乘客以及系統安全；並請特別論述公部門、私部門建置與維護該社群網站的優

缺點。(104高考) 

十、有關我國交通建設採用 BOT 的經驗中，高雄捷運於民國97 年通車營運，至102 年初累積

虧損達87 億元左右，瀕臨破產，臺灣高鐵於96 年通車營運，至103 年底累積虧損達522 億

元左右，亦瀕臨破產，請問： 

(一)那些與高捷系統有關的相關當事人，採用了甚麼辦法讓年平均虧損約20 億元，及利用

BOT 興建的高捷不致破產，得以繼續營運？ 

(二)臺灣高鐵的財報於100 年開始就有盈餘了，一個賺錢的企業，為什麼會瀕臨破產？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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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虧損和運輸財務的會計原則有何相關？ 

(三)高鐵財改案於104 年1 月被立法院國民黨團否決導致交通部長與高鐵董事長雙雙辭

職，104 年5 月11 日獲得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附帶11 項決議後通過第三版財改方案，

請略述通過財改方案內容的重點。 

(四)請比較拯救高捷不致於破產與拯救高鐵不致於破產的共通點與相異點。(104高考) 

參、綠運輸題型 

十二、請說明永續運輸之定義與內涵。在環境永續發展前提下，請提出本土化綠色運輸之定義，

本土化的綠色運輸系統範疇包含哪四項類型？(25分) (102 地特三等) 

十三、世界各國對於氣候暖化、能源不斷耗竭的困境，陸續提出多項國際公約，我國目前以行政

院於97年6月5日核頒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為節能減碳政策之最高指導原則，依此綱領

對於國內交通運輸系統共列出六大政策方針，請說明六大政策方針之內容及其中央政府主

政機關。(102 地特四等) 

肆、需求與費率題型 

十五、臺鐵引進傾斜式列車之太魯閣號與普悠瑪號，雖服務水準較高但票價與自強號相同，造成

一票難求之狀況。若研議將太魯閣號、普悠瑪號與自強號採差別定價，請說明可用之理論

依據及其差別方式。(103高考三級) 

十六、請說明補貼大眾運輸的理由？若政府決定採用金錢補貼，有那些補貼方式可以選擇？(103 

地特四等) 

伍、ITS與整合題型 

十八、試說明智慧運輸系統中「先進旅行者資訊系統」(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 

ATIS)之意義。並申論如何運用此類系統改善台鐵的服務品質。(103 鐵路特考員級) 

十九、交通運輸建設除了專業的分析評估之外，亦須注重公眾參與    (public involvement)，

俾以周全。請說明公眾參與之意涵，政府機關執行公眾參與時，應注意那些要項？試申論

之。 (102 地特三等) 

二十、資通訊系統的快速發展與普及，對於運輸系統規劃與建設產生不可輕忽的衝擊，請由個人、

家庭、企業與社會四方面加以分析，並舉出國內外案例佐證之。 (102 地特三等) 

二十一、請說明運輸系統管理與運輸需求管理之異同性。在各項運輸系統管理措施成果評估中所

採用的績效衡量指標應包括哪三個層次？ (102 地特四等) 



 

鼎文文理補習班 3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陸、供應鏈題型 

軌道經營與管理內容 

1.軌道經營與管理導論 

2.軌道運輸系統規劃設計與大眾捷運系統之排班與營運計畫 

3.大眾捷運系統營運方式之探討與公車捷運系統之營運與管理 

4.軌道輸營規劃與停站方式 

5.高速鐵路座位管理系統與應變班表與軌道運輸營運車輛型式之選擇 

6.輕軌運輸之規劃與營運管理與軌道運輸容量之探討 

7.軌道運輸系統之安全管理與軌道運輸系統整合及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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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軌道經營與管理導論 

1.1  緒論 

1.2  鐵路運輸系統的特性 

1.3  鐵路運輸的基本設施 

1.4  高速鐵路的發展 

1.5  鐵路行車制度之發展過程與分類 

1.6  列車自動控制系統的發展 

1.7  鐵路之運輸能力與路線容量 

1.8  鐵路運輸之經營型態及經營程序 

1.9  鐵路運輸業特有之權利與義務 

1.10 鐵路運輸經營要件 

1.11 鐵路運輸旅客運送 

1.12 鐵路運輸貨物運送 

1.13 鐵路行車規則 

1.14 鐵路之客貨運業務與民營化 

1.15 高鐵通車後台鐵關鍵經營策略分析 

1.16 日本國鐵民營化之經驗 

 

資料來源: 張有恆 主編，現代運輸學(三版)，華泰書局出版，2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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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緒論 

1. 近年來各種類型的都市鐵路捷運系統與城際高速鐵路系統紛紛興建，重新奪回鐵路之運輸市

場，一掃鐵路為「夕陽工業」之名。  

 

2. 鐵路運輸系統由於設備龐大與資本密集的特性常易形成獨占，因而引起各國政府制訂各項法

律限制其營運之定價與範圍。但是鐵路業者雖具有公共運輸者的角色，卻仍需兼顧營利問題

以維持事業的生存。  

 

3.鐵路的行車制度攸關旅客的「安全」(safety)，而鐵路運輸的路線容量則與營運的「效率」

(efficiency)息息相關，因此為提昇鐵路的行車安全與營運效率，建議國內應加強鐵路行車

安全的管理及鐵路運輸路線容量的相關研究，以全面提昇國內軌道運輸的服務水準。  

 

4.從各國鐵路經營經驗中，可以發現鐵路運輸事業因具有強烈之獨占性，往往受到政府法令的

嚴格管制，造成運價與經營方式的嚴重束縛，鐵路業者若想在現代競爭社會中生存必須在管

理方面有效率的經營。  

 

5.目前國際上有愈來愈多的國家致力於風險管理應用之相關課題，故建議政府可依據「風險管

理」的技術，來制訂大眾運輸安全管制的法制化規定。 

 

6.台鐵將來在運輸本業上難有獲利的空間，宜儘速利用龐大的資產發展多角化的附屬事業。因

此，附屬事業的經營應是台鐵將來的獲利主要來源，不過台鐵仍應謹慎評估附屬事業的產

業前景及從事時機。 

 

1.2鐵路運輸系統的特性 

1.鐵路之優點 

(1) 運量大、運價低廉且運送距離長       

    最適宜之運送方式是承運貨主交運 30,000磅以上之貨物，作 300 英里之長程運

送，且運價比公路貨運低很多。可採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之技術，追蹤貨物運

送情形，提升貨物運送效率。    

(2) 行駛具自動控制性 

    專有路權，車輛行駛高度導向化，可採用列車自動控制(Automatic train 

control, ATC)方式控制列車運轉，達到車輛自動駕駛。 

(3) 有效使用土地 

    可聯掛多節車廂，在有限土地作大量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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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污染性較低 

    噪音較公路低且間斷。鐵路每延噸英哩落塵量為 0.9克，約為公路的 25%。 

(5) 受氣候限制小 

        在任何天候下，如下雨、冰天、雪地皆可安全行車。 

 

2.鐵路之缺點 

(1) 資本密集且固定資產龐大 

      投資報酬率 1987 年 5.6%，2001年 7.33% 

(2) 設施龐大不易維修，且戰時容易遭致破壞 

    鐵路運輸過程需依賴所有設施同時配合，體系龐大，不易達到完善維修。 

(3) 貨損較高 

    列車行駛時之震動與貨物裝卸不易，貨物容易損壞，轉車容易遺失。美國鐵路

貨損比高達 3% 。 

(4) 營運缺乏彈性 

    較難隨貨源或客源所在地而更動營運路線，且容易產生空車回程 (Empty 

backhaul)。 

(5) 編組費時 

        貨運列車在調度場進行耗時，增加營運成本。 

 

1.3鐵路運輸的基本設施 

1.(1) 控制中心: 控制列車進出站 

(2) 列車調度場: 列車整備與組合 

(3) 貯車場: 儲放待修機車頭(Locomotive)及客車車廂 

(4) 末軌式月台: 提供不行駛列車或等待裝卸貨之貨車停放 

(5) 月台: 提供旅客上、下車及零担貨物裝卸用 

(6) 行李房: 提供旅客寄放行李 

(7) 服務台: 提供旅客訊息 

(8) 餐廳: 提供旅客膳食與飲料 

(9) 急救室: 提供緊急救護場所 

(10)警駐所: 處理急難事件與防止犯罪 

(11)出入大廳: 提供旅客訂票與購買商品 

 

2.鐵路路線與號誌 

(1) 選線: 考量原則 

          a.路程最近 b.路線平直 c.坡度平坦  d.工程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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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基與道碴 

    a. 路基:指用以鋪設鐵軌設施之路面。 

    b. 道碴:鋪設於路基上之碎石。用以分散軌枕所傳來的列車壓力， 並有利於排水。 

(3) 鋼軌與軌枕: 

    a. 鋼軌:列車行駛的支撐設施。 

       (a) 輕型鋼軌：70~90磅(31~40Kg)，用於運量低支線 

       (b) 中型鋼軌：100~127磅(45~57.5Kg)，用於普通路線 

       (c) 重型鋼軌：110~152磅(50~69Kg)，用於運量高之幹線 

    b. 軌枕: 鋪設於鋼軌下的堅固耐用物體，木枕、鋼枕、混擬土枕   (PC 枕) 

(4) 道岔: 用以引導鋼輪進入他軌 

(5) 號誌: 

    a.臂型號誌:  

      (a) 二位式: 險阻 (橫臂伸成水平) 

      (b) 三位式: 險阻 (橫臂伸成水平) (紅燈) 

                  注意 (臂成 45度斜角)(黃燈):減速前進 

                  平安 (臂垂直或落下) (綠燈) 

 

 

臂型號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