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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運輸系統導論 

壹、重點表解 

一、運輸系統 

定義 利用運具將人（或物）由甲地移動至乙地的系統稱之 

構成要素 
（components）
（系統單元） 

運具 

 

場站 
通路 
動力 
通信 

經營人才與組織 

功能 

一般功能 

國家與社會的團結與統一 
國防力量的增強 
政治制度的演進 
社會關係的促進 
文化的形成與發展 

經濟功能 

生產 
消費 
交換 
分配 
發展 

事業特性 

公共服務性（public service） 
 

 

公共管制性（public regulation）
資本密集性與沉沒成本特性 
（capital intensive & sunk cost）
不可儲存性（non-storable） 
獨占性（monopoly） 
基礎設施性（infrastructure） 
產銷單位不一致性（inconsistence 
in sales & production units） 
高度競爭代替性（competitive  
substitution） 
共同成本性（common cost） 
長週期性（long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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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解除管制&民營化 
Just in time, JIT 系統 
顧客服務水準改善 
全球化（globalization） 

運輸系統 
子系統 公路運輸 鐵路運輸 航空運輸 水道運輸 管道運輸 

定義 

車輛以膠輪支

撐並傳動行駛

於路面上之運

送方式 

車輛以鐵輪將

重力傳佈至固

定軌道上之運

送方式 

航空器利用空

氣的反作用力

飛行之運送方

式 

船隻利用水的

浮力以動力激

發反作用力航

行之運送方式

物品利用管道

為通路，以壓

力為動力之特

種運送方式 

特性 

載運量小 運量大 運量小 運量大 運具與通路合

一 
運程速度快 長途運價低廉 運費高 運價低廉 一條管路僅能

單向運送 
安全性低 安全性高 速率高 易受天候與港

灣條件限制 
 

及門運送  不受地形限制  多為液體或氣

體 
受地形氣候限

制小 
 易受天候影響  貨物移動運具

不動 

固有特徵 

機動性高 投資成本龐大 遠距速達 航行速度慢 高度專業化 
及門運送 編組列車可提

高運量 
用途廣泛 便於利用 及門運送 

公共性高 自動控制能力 不受地形環境

限制 
 作業自動化 

 專用路權 環球性與國際

性 
東西航向  

車路分離 車路一體 飛機與機場分

離 
國際競爭激烈 產銷一元化 

二、複合運輸系統（inter modal transportation /combined transportation） 

複合運輸系統 
定義 兩種（或兩種以上）運具在兩地間進行特別之運輸服務 
型態 公路+鐵路 公路+水運 公路+空運 鐵路+水運 貨船+駁船 

名稱 
truck-rail 

（piggy back）/ 
TOFC 

truck-water 
（fishy back）

Truck air 
（birdy back）

rail-water 
（train-ship）

Ship barge 
（LASH） 

定義 

卡車拖車行駛

於鐵路平車上

（ trail on flat 
car, TOFC） 

貨車直接駛上

船艙內（roll-on 
roll-off, RORO）

貨車直接駛入

飛機機艙內 
貨車直接駛上

船艙內，跨越天

然地塹後，直接

駛下船隻 

子母船（light  
abroad ship,  
LASH）或是浮

上浮下（flo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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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at-off, FOFO）

之聯運方式 
註 複合式輕軌 

（Tram-Train） 
Tram 指行駛於都會區內的軌道系統。 

Train 指行駛於城際或近郊通勤的軌道運輸系統。 

兩個原屬兩個不同服務範圍的軌道運輸系統，透過相同的軌距，

經過適當的電力及號誌變換，讓 Tram 系統可在 Train 系統路線

上行駛，延伸 Tram 系統服務範圍。 

三、交通（traffic）系統 

定義 車輛（或行人）在一路線（或地區）上由甲地運送至乙地的運動狀態 

組成 
要素 

運具 
車 可行駛於道路上的車輛 動力 

通信 
場站 

路 
場站設施 

通路 道路交通設施 

經營人才與

組織 
人 

駕駛人 直接參與運輸服務者 
行人 受運輸服務影響者 
旅客（或貨物）被運輸服務者或是接受運輸服務者 
組織 負責運送旅客或貨物的機構 

關係 

 

 

3E 政策 利用 3E 政策解決交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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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 vs.運輸 vs.通信（traffic vs. transportation vs. communication） 

 交通（traffic） 運輸（transportation） 通信（communication） 

定義 
車輛（或行人）在一路線

（或地區）上的運動狀態

以運具將人（或物）由甲

地移動至乙地的過程 
兩處間訊息間的傳遞與

傳送 

組成要素 人、車、路 
運具、場站、通路、動力、

通信、經營人才與組織
訊息、傳遞媒介 

關係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通信 

五、3C 原則 vs.政策 vs.問題 

運輸規劃 3C 原則 交通 3E 政策 

 

綜合性 
Comprehension 

協調性 
Coordination

持續性 
Continuing 

運輸規劃
的 3C原則

  

現階段面臨的 3E 問題 3C 原則 vs.政策 vs.問題 

3C 原則
從事運輸規劃作業時需同

時考量原則 

持續性 

協調性 

綜合性 

3E 政策

工程 

教育 

執法 

3E 問題

經濟成長問題 

能源缺乏問題 

環境保護問題 

六、貨櫃（container） 

型態 TEU（Twenty-foot equievalent unit） FEU（Forty-foot equivalent unit） 

定義 
為一貨櫃量之計算單位，係指一 20 呎標

準單位貨櫃（長 20′×寬 8′×高 8′） 
為一貨櫃量之計算單位，係指一 40 呎標

準單位貨櫃（長 40′×寬 8′×高 8′），俗

稱長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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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壹、重點表解 

鐵路法範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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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名詞定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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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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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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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化鐵路 指以交流或直流電力為行車動力之鐵路。 
國營鐵路 指國有而由中央政府經營之鐵路。 
地方營鐵路 指由地方政府經營之鐵路。 
民營鐵路 指由國民經營之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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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電系統 
指自變電所至鐵路變電站間輸送電力之線路與其有關之

斷電及保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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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營運型態

§3 
鐵路以國營為原則。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之興建、延長、移轉或經營，應經交通部核准。 

鐵路管理與監

督§4 
國營鐵路，由交通部管理。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由交通部監督。 

資產及運送物

管理§5 
鐵路機構管有之資產及其運送物，非依法律，不得檢查、徵用或扣押。 

請求撥借材料

或貸款§6 
鐵路因不可抗力遭受重大損失時，為求交通迅速恢復，得向中央或地方

政府請求撥借材料或予貸款。 

鐵路需用土地

來源§7 

鐵路需用土地，得依土地法及有關法律規定徵收之。 
鐵路規劃興建或拓寬時，應勘定路線寬度，商同當地地政機關編為鐵路

使用地；該使用地在已實施都市計畫地區者，應先行辦理都市計畫之變

更。 
其為私有土地者，得保留徵收；其保留期間，在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者，

依都市計畫法之規定；餘依土地法之規定辦理。 
設置鐵路警察

規定§8 
為防護鐵路設施、維護鐵路沿線、站、車秩序及客貨安全，並協助本法

執行事項，交通部得商准內政部設置鐵路警察。 

鐵路軍事運輸

規定§9 

鐵路軍事運輸，另以法律定之。 

子法 
依據鐵路法第 9 條規定應訂定之「鐵路軍事運輸條例」，然目

前鐵路軍事運輸條例尚未修訂（依據修正前之鐵路法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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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精選試題 

 臺灣地區高速鐵路之建築、管理、監督、運送及安全，主要受

下列那一項法規規範？ 

高速鐵路法 鐵路法 大眾捷運法 軌道法 

鐵路法第 1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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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鐵路法中所稱鐵路機構是指？ 

以鐵路設計及興建為業務之公營機構 以鐵路維修為業

務之民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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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鐵路設計及興建為業務

之公營機構，或以鐵路維修為業務之民營機構 

鐵路法第 2 條第 2 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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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高速鐵路的敘述何者是鐵路法所定義的？ 

指設計行駛之列車營運速度，達每小時 200 公里以上之鐵

路 指規劃行駛之列車營運速度，達每小時 200 公里以上

之鐵路 指經許可其列車營運速度，達每小時 200 公里以

上之鐵路 指經許可之列車最高營運速度，達每小時 200 

公里以上之鐵路 

鐵路法第 2 條第 3 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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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法中所稱自變電所至鐵路變電站間輸送電力之線路與其

有關之斷電及保護設施，是指？ 

電化鐵路 輸電系統 電車線 備電設備 

鐵路法第 2 條第 9 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九、輸電

系統：指自變電所至鐵路變電站間輸送電力之線路與其有

關之斷電及保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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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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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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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空高度：指限制車輛通過鐵路平交道時裝載高

度之設施 電化鐵路：指以交流或直流電力為行車動力之鐵

路 

鐵路法第 2 條第 10 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十、淨空

高度：指維護列車車輛安全運轉之最小空間。」 

 

 有關國營鐵路、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管理之說明，何

者敘述正確？ 

國營鐵路，由交通部管理。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由交

通部監督 國營鐵路，由交通部管理。地方營、民營及專用

鐵路，由交通部管理 國營鐵路，由交通部監督。地方營、

民營及專用鐵路，由交通部監督 國營鐵路，由交通部監

督。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由交通部管理 

鐵路法第 4 條：「國營鐵路，由交通部管理。地方營、民

營及專用鐵路，由交通部監督。」 

 

 有關鐵路使用土地，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鐵路需用土地，依鐵路法規定徵收 鐵路規劃興建或拓寬

時，應勘定路線寬度，商同當地地政機關編為鐵路使用地 

鐵路需用土地在已實施都市計畫地區者，應先行辦理都市計畫

之變更 鐵路需用土地為私有土地者，得保留徵收 

鐵路法第 7 條第 1 項：「鐵路需用土地，得依土地法及有

關法律規定徵收之。」 

 

 為防護鐵路設施、維護鐵路沿線、站、車秩序及客貨安全，並

協助鐵路法執行事項，交通部得商准下列那一機關設置鐵路警

察？ 

各縣市警察局 鐵路警察局 公路警察局 內政部 

鐵路法第 8 條：「為防護鐵路設施、維護鐵路沿線、站、

車秩序及客貨安全，並協助本法執行事項，交通部得商准

內政部設置鐵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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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鐵路法規定，鐵路規劃興建或拓寬時，應勘定路線寬度，商

同當地地政機關編為鐵路使用地；該使用地在已實施都市計畫

地區者，應先行辦理都市計畫之變更。其為私有土地者，得保

留： 

標售 租用 價購 徵收 

鐵路法第 7 條第 1 項：「鐵路需用土地，得依土地法及有

關法律規定徵收之。」第 2 項：「鐵路規劃興建或拓寬時，

應勘定路線寬度，商同當地地政機關編為鐵路使用地；該

使用地在已實施都市計畫地區者，應先行辦理都市計畫之

變更。其為私有土地者，得保留徵收；其保留期間，在都

市計畫地區範圍內者，依都市計畫法之規定；餘依土地法

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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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Self introduction 

<自我介紹表達與建議篇> 

在評審完全不認識應試者，且未必能透過個人資料的預先瀏

覽認識你（許多考生的履歷自傳，都只是在口試當天才被工作人

員送到評審桌前），現場發表的自我介紹對評審而言，將是一個很

重要的媒介。有經驗的評審，可以在短時間內迅速從你自述的內

容「抓到」是否相關的經歷、你的工作理念、你展現的人格特質、

引人側目的特殊事件，成為接下來詢問你的線索。考生如看重自

我介紹的準備與必要，據此聯想到評審的發問方向，將能產生可

預期的骨牌效應。 

面對口試，考生務必瞭解「什麼是我的當務之急」。某些上榜

者分享到：「我覺得自我介紹這種東西，最好不要死記，以我為例，

就是進考場之前在腦中 run 個六、七成，進去面對評審之後就可

以自然平順的說出來，這樣就夠了！」張力相信，有的考生「天

賦異稟」，平常口才便給的他，面對評審本來就不會緊張凸搥，但

這畢竟是少數。如果，這一份工作、這一場口試對你是勢在必得

的話，為了萬無一失，為了明日的幸福，建議你一定要先編修出

一份完整的、強效包裝的自我介紹，以評審的思維看了滿意之後，

索性全數背下。唯有下定決心的周全準備，現場才有趨近生動流

暢的完美表現。 

一、編寫過程 

限於每人說話的速度不一，每位考生有必要在口試之前先做一科學

化的測量。請先找一段語意淺顯順暢的文章，最好是取用電腦螢

幕、網路裡的文章來閱讀，以稍快速度、發音標準且字句清楚的方

式朗讀，並做好倒數計時。時間到了，再以滑鼠將剛剛唸過的文字

反白，word 頁面下方將自動計算在一分鐘、兩分鐘內大約可以講

到的字數。為避免把發表字數與時間「塞好塞滿」，也可設定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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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秒、一分五十秒響起鬧鈴。 

根據剛剛計算的字數，開始編輯打字，建議先打出一點五倍到二倍

的介紹內容。如先前倒數計時一分五十秒，大約可講五百字，接下

來開始編修自我介紹，便可打出七百五到一千字。打得多，再回頭

來刪減比較容易。如果念茲在茲自己一分五十秒只能說五百字，編

輯之初就不敢超過，其實難以施展身手。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逼自

己將一千字的自我介紹刪成五百字，也可訓練自己有著更精準的表

達，如此可讓評審句句聽來鏗鏘有力，給你更多肯定。 

重要的基本資料需流暢的交代出來： 

因為時間有限，考生實在不需要將個人的學歷從小學到大學一一交

代，除非你要強調自己是報考缺額的「在地人」，要拉近評審對你的

認同。空間有限，哪些資訊要放入、要省略，端視對個人是否有加

分的可能。例如畢業科系跟報考職務無關者，就不需要強調，以免

被放大檢視。若是財經科系畢業的來報考國營行庫，當然就要特別

標明，甚至可把校名帶出。當然，口試跟自傳一樣，編寫之初就必

須瞄準你這次要報考的產業和職位，你先清楚的對焦，評審才有辦

法看出你的本事。 

將生平最重要的幾項學歷、經歷獨立出來： 

除非你要強調自己是「在地人」，否則不用交代在哪裡出生、戶籍在

何縣市。學歷一般從大學開始，除非高職到大學都念相關科系，加

起來七年的歷練便值得往前挖取。經歷則以工作為主，而且是最具

有代表性的，讓評審每一眼望下去，都看到重點。 

將全篇濃縮後重新配置－確定內容的重要性： 

因為字數打得多，考生在刪減時產生了精簡壓力，如發現某些不算

重要的資訊，恰好可以移除，以確保留下來的都是精華。但即使是

精華，也必須依照一般人閱讀的習慣來配置，硬把學校階段放在工

作之後，或把家庭背景、成長過程放在最後一段，看起來就是奇怪。 

將各句重組後改寫得更為順暢合理－確定內容的順暢度： 

先前零碎的想法與諸多例子匯集成一篇自我介紹，尚且顯得雜亂無

章，接下來便要讓人看清楚：我介紹自己的目的，就是為了證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