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文文理補習班 1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鐵路法～】講義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適用範圍） 

鐵路之建築、管理、監督、運送及安全，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

他有關法律規定。 

鐵路法中沒有專章規定之課題是： 運送 安全 財政 建築 

鐵路法第 1 條規定依本法規定之鐵路相關事項，其具體反映為同法各章章名

者，不包括下列何者？ 建築 安全 獎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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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01 鐵路法係特別法優於其他普通法。 

鐵路法第 1 條規定： 

「鐵路之建築、管理、監督、運送及安全，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

者，依其他有關法律規定。」因此，有關鐵路之建築、管理、監督、運

送及安全等事項，「鐵路法」為特別法，其他法律（如民法）為普通法。 

舉例：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2 條規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依本

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 條規定： 

本法所稱公共建設，指下列供公眾使用且促進公共利益之建設： 

一、交通建設及共同管道。 

二、環境污染防治設施。 

三、污水下水道、自來水及水利設施。 

四、衛生醫療設施。 

五、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 

六、文教設施。 

七、觀光遊憩設施。 

八、電業設施及公用氣體燃料設施。 

九、運動設施。 

十、公園綠地設施。 

十一、工業、商業及科技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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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新市鎮開發。 

十三、農業設施。 

十四、政府廳舍設施。 

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指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共建設；其

範圍，由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本法所稱重大公共建設，指性質重要且在一定規模以上之公共建設；其

範圍，由主管機關會商內政部、財政部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由於交通建設（含鐵路）屬公共建設項目之一，因此，有關民間參與鐵

路建設之事項，「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為特別法，其他法律（如

鐵路法）為普通法。 

02鐵路法與民法等法律之適用原則 

第 二 條 （名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103-6-18) 

一、鐵路：指以軌道導引動力車輛行駛之運輸系統及其有關設施。(103-6-18) 

※87升資考（士晉佐）※89升資考-N（員晉高員）※97鐵路特考（員級） 

二、鐵路機構：指以鐵路營運為業務之公營機構，或以鐵路之興建或營運為業

務之民營機構。(103-6-18) 

三、高速鐵路：指經許可其列車營運速度，達每小時二百公里以上之鐵路。

(103-6-18)(105員級) 

四、電化鐵路：指以交流或直流電力為行車動力之鐵路。 

※89升資考-N（佐晉員）※89升資考-N（員晉高員）※97鐵路特考（員

級）(105鐵路法-員級) 

五、國營鐵路：指國有而由中央政府經營之鐵路。 

※如臺鐵局管轄之鐵路。 

※83升資考-N（士晉佐） 

※85升資考-N（佐晉員） 

※86鐵路特考（高員三級） 

※89升資考（士晉佐） 

※89升資考-N（員晉高員） 

※98鐵路特考（員級） 

※104鐵路特考（員級） 

六、地方營鐵路：指由地方政府經營之鐵路。 

七、民營鐵路：指由國民經營之鐵路。 

※如臺灣南北高速鐵路即屬之。※83升資考-N（佐晉員） 

※85升資考-N（佐晉員）※98鐵路特考（員級）※104鐵路特考（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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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專用鐵路：指由各種事業機構所興建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用之鐵路。(105

員級) 

※如臺糖鐵路即屬之。 

※83 升資考-N（士晉佐） 

※87 升資考（士晉佐） 

※89 升資考-N（佐晉員） 

※89 升資考-N（員晉高員） 

※98 鐵路特考（員級） 

九、輸電系統：指自變電所至鐵路變電站間輸送電力之線路及其有關之斷電及

保護設施。 

※101 員級名詞 

※83 升資考-N（佐晉員） 

※86 鐵路特考（高員三級） 

※89 升資考-N（佐晉員） 

十、淨空高度：指維護列車車輛安全運轉之最小空間。 

※101 員級名詞 

※89 升資考-N（員晉高員） 

十一、限高門：指限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度之設施。 

※83 升資考-N（佐晉員） 

※85 升資考-N（佐晉員） 

※86 鐵路特考（高員三級） 

※89 升資考（士晉佐） 

※89 升資考-N（佐晉員） 

※97 鐵路特考（員級）(105 鐵路法-員級) 

「限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度之設施」是： 淨空高度 遮斷

器 警報裝置 限高門 

由各種事業機構所興建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用之鐵路是： 捷運鐵路 

商用鐵路 專用鐵路 電化鐵路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所經營的鐵路係屬國營鐵

路 臺灣糖業公司所經營的鐵路係屬地方營鐵路 臺灣高鐵公司所經

營的鐵路係屬民營鐵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阿里山森林鐵路係屬

專用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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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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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度之設施 

維護列車車輛安全運轉之最小空間，是指鐵路法中所定義之那一個名詞？ 

限高門 淨空高度 車輛界限 車輛淨寬 

下列鐵路法中之名詞定義，何者敘述錯誤？ 專用鐵路：指由各種事業機

構所興建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用之鐵路 電化鐵路：指供都市及其鄰近

衛星市、鎮使用之有軌迅捷公共運輸系統 輸電系統：指自變電所至鐵路

變電站間輸送電力之線路及其有關之斷電及保護設施 鐵路：指以軌道或

於軌道上空架設電線，供動力車輛行駛及其有關之設施 

依鐵路法之規定，「由各種事業機構所興建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用之鐵

路」，是指下列何者？ 專用鐵路 專門鐵路 專運鐵路 專營鐵

路 

鐵路法中之「限高門」係指下列何者？ 限制輸送鐵路電力線路之門架設

施 限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度之設施 限制鐵路貨運裝卸

高度之設施 限制列車車輛安全運轉之最小空間 

下列名詞解釋何者錯誤？ 國營鐵路：指國有而由中央政府經營之鐵路 

限高門：指限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度之設施 淨空高度：指

維護列車車輛安全運轉之最大空間 專用鐵路：指由各種事業機構所興建

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用之鐵路 

請問下列那一項不是鐵路法規範之軌道導引動力車輛行駛的運輸系統？ 

高速鐵路 電化鐵路 有軌鐵路 無軌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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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交流或直流電力為行車動力之鐵路，是指下列何者？ 電業鐵路 輸

電系統 電化鐵路 供電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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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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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各種事業機構所興建專供所營事業本身運輸用之鐵路是？ 電化鐵路 

商用鐵路 專門鐵路 專用鐵路 

「限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度之設施」是？ 淨空高度(B）遮斷

器 警報裝置 限高門 

所謂泛指國有而由中央政府經營之鐵路，是指何種鐵路？ 國民鐵路 

國營鐵路 民營鐵路 中央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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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鐵路行車規則第 2條 

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一、 高速鐵路：指經許可其列車營運速度，得超過每小時二百公里之鐵路。 

二、 一般鐵路：指前款以外之其他鐵路。 

三、 鐵路機構：指以鐵路營運為業務之公營機構，或以鐵路之興建或營運

為業務之民營機構。 

四、 站：指旅客上下車，貨物裝卸、列車編組、車輛調移、列車交會避讓

及處理固定號誌機之場所。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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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側線：指正線以外之路線。 

七、 電力設備：指提供車輛及列車運轉電力所需之供電設施。 

八、 電車線路：指饋電線、電車線、迴線及支持各該裝置之建築物。 

九、 保安裝置：指維持車輛及列車安全運轉所需之設備及設施。 

十、 車輛：指動力車、客車、貨車及特殊車輛。 

十一、 列車：指一輛以上之動力車單行或牽引車輛，具有完備列車標誌者。 

十二、 動力車：指以蒸汽、內燃、電力等為動力之車輛。 

十三、 守車：指具有完備之貫通氣軔機所用軔缸、氣壓表、車長閥、手軔

機及其他控制列車設備之客車或貨車。 

十四、 搖車：指用於工程檢查維修而易於移離軌道之手搖車、電搖車、手

推平車及機器腳踏車等。 

十五、 閉塞區間：指不能同時運轉二列以上列車之號誌區間。 

十六、 保安方式：指為確保同一區間內不得同時運轉二列以上列車所施行

之運轉方式。 

十七、 站內、站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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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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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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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 號誌：依形、色、音等指示列車或車輛在一定區域內之運行條件者。 

二十、 號訊：依形、色、音等在從事人員間相互表達意旨於對方者。 

二十一、 標誌：依形、色等表示列車、車輛或設備之位置、方向及其他狀

態者。 

二十二、 主號誌機：指設有防護區域之號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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