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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訊的蒐集、處理、發布，結合控制

與管理策略，提供民眾即時(real-

t ime)且正確的資訊，除增進運輸

系統整體效能外，亦兼顧安全、效

率、舒適之提昇，同時也減少交通

對環境的衝擊。ITS之名稱雖至1990

年方由日本學者井口雅一提出，其

概念早在1930年代通用汽車與福特

之現代化公路網即開始醞釀，美國

於1960年代推出靜態路徑導引、電

腦交通控制技術等皆為ITS之先河。

1990年代起，先進各國競相投入ITS

之創新與研發，而CECI亦於1980年

參與引進高速公路之交通控制系統

技術，成功的技術移轉，並獲得茁

壯發展。1990年並發展早期之縣市

交通控制中心及系統，2000年以後

交通部積極督導與推動ITS各子項

領域計畫，主要包括先進交通管理

服務(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ervices, ATMS)、先進旅行者資訊

服務 (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ervices, ATIS)、先進公共運輸服

務(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APTS)等。

　　伴隨著人口增加、社會進

步、工商發展，旅運需求因而

大幅提昇。早期並無控制

需求的概念，僅以增建道

路等交通設施增加供給的

方式因應，而土地與社會

資源畢竟有限，僅賴擴張

供給無法趕上交通需求的增

加，壅塞與安全等交通問題成為

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交通管理

的重要性逐步被重視，相關策略

發展期能更有效利用既有設施，

以取代一味擴張供給。近年來電

子與資訊技術的發展與普及，整

體交通運輸的發展走向結合先端

技術與交通管理控制兩大領域，

期使運輸系統在有效整合應用下

發揮最佳的效能，並同時兼顧效

率、環保，促進永續運輸發展。

　　由定義來說，智慧型運輸系

統(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乃是應用先進的電子，通

信，資訊、感測、控制與交通管

理等技術，整合運輸系統中人、

車、路三項組成單元，並經由資

　　我國除公部門由交通部領銜、科

技顧問室與運輸研究所負責計畫執行

推動外，民間亦貢獻相當多的力量參

與及投入。其中，結合產、官、學界

力量共同組成的「中華智慧型運輸系

統協會」，自1998年由張堂賢教授擔

任創會理事長，10年來，協會對推廣

智慧型運輸系統不遺餘力。CECI李建

中董事長更於2008年當選協會第六屆

理事長，除感謝各界肯定CECI多年來

的努力與投入外，對於肩負智慧型運

輸系統發展之重責大任，CECI將持續

推動ITS普及與技術精進，期能與世界

先進國家並駕齊驅。

　　CECI近年來除配合政府政策推

動ITS各領域相關計畫外，亦致力於

ITS相關創新技術研發，包括：「智

慧交控系統」與「聰明公車」建置計

畫、「交通號誌時制管理策略實作」

執行、「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

理系統」、「智慧型運輸走廊」交通

資訊系統、「電子票證整合」、「都

市交通管理通訊協定與控制軟體標準

化」、「臺鐵排點改善與列車時刻查

詢系統」、「停車收費與導引系統」

等。除國內ITS之設計研發與推動外，

今年更協助亞洲開發銀行完成「曼谷

大眾捷運系統電子票證整合計畫」，

將本土ITS技術與觀念成功推向國際。

在相關技術研發、策略應用、硬體建

置、系統整合等皆擁有完整的能力與

經驗，故本(83)期專輯以「智慧型運

輸系統發展」為主題，除期能分享

CECI在ITS領域相關課題之經驗與技

術，同時希望能藉由專訪（83期特約

受訪者）、特邀國內相關學者專家、

公私部門第一線從業人員共同發表論

述，以提供知識分享與經驗交流，使

讀者能進一步瞭解智慧型運輸系統之

發展方向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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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俱豐、行政歷練兼備的李局長，在獲拔擢接掌高公局重任後，首重對用路

人的服務。最主要施政的目標為維護行車安全、降低交通壅塞、提昇行旅服

務及加強運輸效能，以提高用路人對高速公路服務品質的認同。李局長在推動高速公

路智慧化之過程中，一向堅持「凡事盡心、團隊用心、用路人安心」的工作理念，讓

用路人舒適地行駛在高速公路上，安全、順利抵達目的地，使「客便其旅、心舒其

景、貨暢其流」。

　　此外，跳脫傳統工程建設的思維，李局長更是站在大格局及大視野的宏觀角度來

看待國道建設的生態工法，將工程手段的設計概念擺在回歸於原始的想法上面，不破

壞、不過分擾動、取材自然，以達到保存或增

加生物多樣性之目標。李局長並於96年，展

現高度魄力封閉國道讓路給蝴蝶，以降低車流

對紫斑蝶遷徙造成之傷害及保護台灣「蝴蝶王

國」的美譽，提升我國在國際生態保育上的正

面形象。並已廣泛引起社會大眾關注，成為國

內外媒體注目焦點。

訪談紀要

問：素聞高速公路局在局長智慧化管理理

念下，在交管、服務、工程三大領

域，均有顯著成績，可否請您說明高

速公路局智慧化管理之理念？

答：在交管領域方面，本局一貫的理念為「提

供安全、順暢的優質服務」。因此，鑑於東

西向12條快速公路陸續完工通車，與國道高

速公路在台灣西部形成完整之高、快速公路

網，本局正積極辦理「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交

通管理系統建置計畫」，透過現代化智慧型交

通管理系統，提供管理人員即時資訊，有效執

行路網交通管理、事件管理、旅次需求管理、

旅行者服務資訊提供、行前交通資訊提供、緊

急救援車輛管理、異常天候及重大災害交通管

理等策略。計畫完成後，可將智慧型運輸系統

（ITS）落實在高快速公路之運作上，有效提

升高、快速公路之行車安全與順暢，發揮高、

快速公路網之整體運輸效益。

　　本局目前的北、中、南三區交控中心當

初在規劃興建時，囿於當時的資源與技術限

制，各區交管中心間難以進行資訊交流與

整合工作。自民國96年2月起，透過推動交

通管理智慧化計畫，本局推動建置全國性

「交通資訊管理及協調指揮中心」(Traff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and 

Command Center, 簡稱TIMCCC)，在「資訊集

中、分區控制」的原則下，各區交管中心的

資訊將交換並整合至TIMCCC，所有資訊由

TIMCCC統一管理與發布。 

　　在服務領域方面，高快速公路智慧化交

通管理系統亦可結合本局目前積極推動之電

子收費系統(ETC)，透過車內設備單元與收

費系統間的資訊傳輸，可蒐集個人交通旅運

資訊；再藉由電子交換方式將即時交通資訊

送往各區交管中心，透過中心電腦處理產生

整理／易顯榮‧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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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高快速公路交控系統建置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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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策略，達到疏導交通之目的。未來透

過計程電子收費之實施，可取得更廣泛、精確

的交通資訊，例如旅次起迄、旅行時間等。藉

由即時交通資料庫以及回饋系統的建立，交管

中心對於車流狀況的掌握將可更為即時、更有

效率，也可大幅提升智慧化交通管理功能的應

用。

　　在工程領域方面，本局有多項拓寬及交流

道增設或改善計畫：

一、國道高速公路拓寬計畫－國道2號拓寬

　　工程

二、交流道增設及改善計畫

(一)近10年來已完成之增設及改善之交流

道為：

1. 大業隧道基隆端北上出口及基隆交流

道改善

2. 增設林口二交流道

3. 改善桃園交流道

4. 改善內壢交流道

5. 增設竹北交流道

6. 增設后里交流道

7. 增設南屯交流道

8. 增設北斗交流道

9. 增設安定交流道

(二)未來增設及改善交流道工程計畫：

1. 國1增建大華系統交流道工程

2. 台北縣特二號道路銜接土城交流道改

善工程

3. 龍潭收費站增設簡易交流道 

4. 國道3號增設古坑交流道 

5. 國道1號增設銅鑼交流道 

6. 國道3號增設柳營交流道

問：今年春節連續假期在局長卓越領導下，

全局展現高度使命感，圓滿達成上級所

交付任務，並屢獲好評，請教您在推動

高速公路智慧化之過程中所持之理念為

何？

答：本人自擔任局長以來，首重對用路人的服

務。最主要施政的目標為維護行車安全、降低

交通壅塞、提昇行旅服務及加強運輸效能，以

提高用路人對高速公路服務品質的認同。而本

人在推動高速公路智慧化之過程中，一向所堅

持「凡事盡心、團隊用心、用路人安心」的工

作理念，讓用路人舒適地行駛在高速公路上，

安全、順利抵達目的地，使客便其旅、心舒其

景、貨暢其流。以今年春節連續假期為例，由

於配套疏導措施及相關宣導得宜，加上智慧型

運輸系統開始啟用，透過自動偵測設備、用路

人及警廣通報等各種路況訊息來源，以資訊可

變標誌、手機、車載機及網際網路等不同途

徑，提供用路人最即時的路況，使得今年春節

高速公路的交通是近年最順暢的一次。

　　今年春節連續假期本局所建置的智慧型交

通管理系統開始發布「旅行時間」資訊。藉由

車輛偵測器(VD)、電子收費系統旅行時間與歷

史旅行時間資料等進行資料融合後，提供高速

公路上用路人即時的旅行時間資訊。用路人行

前亦可先行上網查詢，獲得欲前往目的地之預

估旅行時間，作為規劃行程之參考，目前本局

還持續建置自動車牌辨識系統(AVI)，以收集真

實旅行時間資料，作為推算及校估旅行時間之

用。

問：我們瞭解局長對於國道高速公路執行現

況與未來展望，特別是加強國道服務區

的生態保育，以及服務區將規劃設置生

態設施與活動，無論是硬體建設或軟體

規劃，其成績都是有目共睹。例如像這

二年來國道願意讓路，便於紫斑蝶的遷

徙，讓全世界都看到了台灣對生態方面

所做的努力。是否請您談談您的心路歷

程與對未來交通建設的發展？

答：台灣素有蝴蝶王國的美

譽；猶記得小時候，鄰朋捕捉

鳳蝶、獨角仙及鍬

形蟲等交商賺取零

用錢的童年往事。雖

然以當今生態保育的觀點來看，

如此的作為實不可取，但由此可知，以前台灣

自然生態的豐富與多元。

　　台灣紫斑蝶每年冬季會在台灣南部山谷越

冬，春季則在春分前後開始往北遷徙至台灣中

北部地區。這種生態現象與舉世聞名的美洲帝

王斑蝶，由美國北部、加拿大遷徙至墨西哥過

冬的情形類似。2003年6月大英博物館出版「蝴

蝶」一書，即將台灣的「紫蝶幽谷」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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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斑蝶谷」並列為世界上兩個大規模的

「越冬型蝴蝶谷」。

　　台灣西部紫斑蝶會在春季往北遷徙，約在

清明節前後到達雲林縣林內鄉觸口地區，因此

觸口地區的人稱呼「紫斑蝶」為「清明蝶」。

該段國道路線方向大致成東西向，與由南往北

之紫斑蝶遷徙路線正好形成交會而產生衝突。

　　本局為高速公路主管機關，維護高速公路

沿線環境生態是本局分內的事。96年3月初，本

局接獲義守大學提供之資訊，顯示台灣紫斑蝶

將於清明時節遷徙飛越國道3號林內段，國3的

高速車流將穿過紫斑蝶飛行路徑，恐對紫斑蝶

遷徙造成影響，急需設法保護。基於維護高速

公路沿線環境生態，以及將大自然所賜予的珍

貴資源留給後代子孫，本局乃於96年成立「辦

理紫斑蝶遷徙減輕措施工作推動小組」，積極

研究引導紫斑蝶飛越國道的方法，以降低國道

車流對紫斑蝶遷徙所可能造成的傷害。

　　根據96年義守大學的研究調查顯示，過去

每年春季遷徙飛越國道3號的紫斑蝶總量約為20

萬隻，平均致死率估計約為3%。經過我們的努

力，藉由架設防護網、蝶流量大時封閉北上外

側車道、速限管制等減輕影響措施，97年平均

致死率下降至千分之3左右(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

金會調查結果)。今年我們更執行各項教育推廣

活動，除於五個服務區設立紫斑蝶專區、發送

宣導摺頁，以及辦理有獎徵答活動外，並於本

局網站上設立紫斑蝶專區，希望透過紫斑蝶保

育觀念的推廣及用路安全的宣導，提升用路人

的保育觀念，落實「國道讓蝶道」的精神，讓

全國民眾在清明節前後行經國道3號時，能配合

相關交通管制措施，為紫斑蝶的保育盡一份心

力。

　　
本局除維護用路「人」的安全外，更保護

及呵護與高速公路相關的「生命」。本局除在

現有養護業務上持續辦理「護蝶工作」外，亦

進行國道沿線動物及植物之物種調查、保育及

生態維護工作，在後續的交通建設上，更融入

「物我相依共存，生態自然和諧」的理念，期

能由「點」、「線」進而達到全面性的與「生

態原住民」和諧共存。

問：為建置智慧型運輸走廊系統，在硬體建

設發展方面，高公局正積極辦理「高快

速公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建置計

畫」，相信對於日後加強運輸效能定有

卓著成效，可否請教您對於高速公路智

慧化管理之期許與展望？

答：為建置全台智慧型運輸走廊系統，在硬

體建設發展方面，本局正積極辦理「高快速公

路整體路網交通管理系統建置計畫」，整個計

畫的中樞為「交通資訊管理及協調指揮中心」

（TIMCCC），包含資料收集與管理、交通監測

與控制、緊急應變與協調指揮、多媒體發布、

交通資訊發布及先進交通管理實驗室等6個子

系統，今年(98年) TIMCCC建置完成後，將擁有

豐富交通資料並具備模擬軟體平台。透過交通

資訊整合分析，可研究各式交通管理策略的績

效，以針對平日、假日及連續假期等不同型態

之交通需求，產生適當有效之交通管理策略，

提升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的運輸效率。同時藉

由資訊的完整收集與分析系統的建立，將加速

推動國內車輛導航系統資訊加值與交通資訊整

合分析應用。

　　本局已相繼擘畫推動高快速公路交管系統

工程，累積豐碩可貴經驗，有鑑於世界上許多

先進國家皆已致力於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推動，

為使交通管理系統工程技術得以在國內生根與

擴展，本人對於未來高速公路智慧化管理之期

許與展望，有以下幾點：

       TIMCCC控制室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網站／紫斑蝶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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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段預報服務，供用路人行旅參考。

未來並將針對未來日的旅行時間提供預

報服務，用路人可查詢未來數個月特定

時間特定起迄點的旅行時間預報，讓用

路人得以在行前很方便地決定出發時間

及規劃行車路徑。

二、結合實際車流資訊與車流模擬軟體進行        

　　交管策略擬定

    由於OD資料與即時交通資料取得不易，長久

以來車流模擬軟體皆以離線方式執行。此種情

況於TIMCCC完成後可望將獲得重大突破。由於

TIMCCC可獲得各分區即時交通資料與歷史OD

資料，輸入車流模擬軟體即可線上模擬各種交

管策略的績效，以協助交通工程師評估交控策

一、利用交通預報系統改變用路人旅運行為

    TIMCCC整合高、快速路網各區域交管中心之

交通資料，並結合電子收費系統之資訊，可累

積龐大之歷史交通資料庫。利用此歷史交通資

料庫可建立分時路段歷史旅行時間、分時OD矩

陣(Origin-Destination Matrix)等資料。管理單位可再

利用上述資料產生以下兩種交通預報資料：

(一)當日旅行時間預報查詢

    用路人可查詢當日未來數小時至特定

目的地之旅行時間曲線圖，供用路人參

考決定出發時間。

(二)未來日旅行時間預報查詢

    本局目前已針對春節連續假期進行車

國道1號汐止五股段高架橋

  交通管理系統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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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訪價，以期

服務區商品售

價及品質與外

界市場相當。

　　有次本人順道帶一位美國友人到南投服務

區購買原住民特產當禮品。看到台灣高速公路

服務區的商場規模和經營內容，連外國友人都

忍不住稱讚棒極了！另外在生態保育與工程建

設方面，本人一向認為兩者可並行不悖。工程

建設可規劃設置生態設施，提供原生植物及昆

蟲棲身空間，服務區亦可設計生態活動，對用

路人宣導生態保護觀念。

憩、教育、觀光之重要景點，以塑造「一區一

特色」的服務區環境。

　　高速公路全線設有14處服務區，包括國道

1號中壢、湖口、泰安、西螺、新營、仁德等6

處，國道3號關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

東山及關廟等7處及國道5號石碇服務區。

　　高速公路各服務區除有優美景觀外，並提

供公廁、服務台、育嬰室、提款機、停車場、

無線上網等免費服務設施，及政令宣導、ETC、

交通、旅遊等資訊服務，為用路人旅途中之重

要停駐地點。 

略實施後對整體行車的影響。當然藉由歷史交

通資料，亦可分析在不同情境下各種交管策略

的實施成效，以作為假期或特殊節日擬定交管

策略之參考。

三、ITS行動交通資訊發布

    用路人交通資訊查詢目前仍以有線通訊為

主要查詢途徑。近年來隨著個人通訊技術的進

步，手機、個人數位助理或口袋型個人電腦

(Pocket PC)已可透過行動通訊媒介，無線上網

查詢即時道路交通資訊。但我們了解用路人對

行旅中交通資訊即時性及精確性的要求是永無

止境，因此我們希望未來行動通訊業者能充分

利用本局提供之各種路況及事件資訊，隨時更

新提供使用者行車時間最短的路徑資訊。

問：局長您特別強調維護行車安全是高公局

最重要的課題，除硬體建設（如工程維

護、建置標誌等）外，軟體規劃（如生

態保育、服務區委外開發、建設等）也

是目前正積極推動的主軸之一。想請教

您在工程事務、行政處理上是如何堅持

理念及積極推動的？

答：本局倡導以「服務為導向」的管理理念，

本著「人文關懷」、「鄉土融合」、「社會回

饋」的理念，結合「當地風土文化」、「生態

環保教育」、「觀光休憩功能」、「交通資訊

服務」之創新服務，使服務區的功能提升為休

　　為落實品質管理，本局除訂定「服務區管理

要點」外，並設置服務區督導委員會，每年辦理

2次服務區經營廠商評鑑作業；每年辦理4次服務

區民眾滿意度調查、並設置客服信箱及客服電話

以接受用路人之建言，使服務區管理更符合用路

人之期望。

　　為管制服務區商品價格，本局於招商契約內

規定包裝商品（即超商販賣部）不得高於服務區

所在地同一鄉鎮或臨近交流道之便利商店或超商

價格，現製冷、熱商品均要求標示價格，且「價

格」應與商品「價值」相當，讓消費者可依需求

自由選擇不同價位商品。本局每月均不定期做市

(左1)李泰明局長                                                                                  (左2)陳進傳副總經理 (右3)黃郁文協理 (右2)林啟豊經理 (右1)易顯榮副理

場訪價，以期

服務區商品售

價及品質與外

界市場相當。

(左1)李泰明局長                                                                                  (左2)陳進傳副總經理 (右3)黃郁文協理 (右2)林啟豊經理 (右1)易顯榮副理(左1)李泰明局長                                                                                  (左2)陳進傳副總經理 (右3)黃郁文協理 (右2)林啟豊經理 (右1)易顯榮副理

 (左1)黃郁文協理 (左2)李泰明局長
                        (右2)陳進傳副總經理  (右1)易顯榮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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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速公路建設及通車，促進國家經濟繁榮發展，交通量也因此逐年遞增，

為疏導高速公路交通壅塞、提升行車效率及行車安全，導入先進智慧化交通

管理系統。楊副局長於(民國68年)擔任高公局交管組科長，參與中山高速公路第一期交

通控制系統工程技術轉移工作，使尖端科技在國內生根，培養國人對於後續交通控制

系統工程自行規劃、設計及施工能力。楊副局長歷經副處長、組長、副總工程司、總

工程司、副局長，對於智慧型交通控制系統工程及隧道機電工程建設貢獻良多。本文

將就「隧道安全監控與管理發展及願景」專訪楊副局長。

訪談紀要

問：中山高速公路基隆楊梅段中央交通控

制系統工程於73年11月啟用，為國內

公路交通管理首先導入自動化與電腦

化之系統，可否先請副局長就整個高

速公路交通管理技術轉移發展，作一

下回顧與說明。

答：中山高速公路民國60年7月開始興工，於

民國63年7月首先開放三重中壢路段通車，象

徵我國公路建設邁入高速公路的新里程，隨

後，逐段陸續完工，全線於民國67年10月完成

通車。

　　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後，有如人體大動

脈貫通，便捷了南北的交通，活絡了台灣整個

物流，促使經濟快速發展，也因此高速公路交

通量急遽增加。雖然三重至林口間先在內側拓

寬了一個車道，但北部路段於尖峰時刻仍逐漸

接近飽和容量，當時高公局已有了興建第二條

高速公路的構思，但緩不濟急，故參考美日等

先進國家利用交通管理的方式，研擬引進增進

現有道路容量，加強行車效率及紓解交通壅塞

的交通控制系統。

　　高公局基於維持交通流暢、加速處理事故

及排除障礙，以期減低傷亡起見，研訂分區分

期建立中央交通控制系統計畫。經初步分析，

由於日本大環境與台灣相似，屬地狹人多的情

況，且都會區於尖峰時間交通壅塞更甚之，故

經多方考量後委請日本交通專家來台研究，

於民國67年7月提出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研究

報告，建議高速公路應逐步建立交通控制系

統。

　　67年6月交通部奉行政院指示，向行政

院提出「改善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方案」提報

院會，後來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民國

70年6月審議同意先選擇交通最繁密之基隆

楊梅段及中正國際機場支線共計80餘公里為

首期計畫，興建電腦自動化交通控制系統，

以加強行車秩序，維護行車安全。

整理／林柏鋒‧攝影／黃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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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中山高速公路基隆楊梅段中央交通控

制系統工程於73年11月啟用，為國內

公路交通管理首先導入自動化與電腦

化之系統，可否先請副局長就整個高

速公路交通管理技術轉移發展，作一

中山高速公路民國60年7月開始興工，於

民國63年7月首先開放三重中壢路段通車，象

徵我國公路建設邁入高速公路的新里程，隨

後，逐段陸續完工，全線於民國67年10月完成

　　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後，有如人體大動

脈貫通，便捷了南北的交通，活絡了台灣整個

物流，促使經濟快速發展，也因此高速公路交

通量急遽增加。雖然三重至林口間先在內側拓

寬了一個車道，但北部路段於尖峰時刻仍逐漸

接近飽和容量，當時高公局已有了興建第二條

高速公路的構思，但緩不濟急，故參考美日等

先進國家利用交通管理的方式，研擬引進增進

現有道路容量，加強行車效率及紓解交通壅塞

高公局基於維持交通流暢、加速處理事故

報告，建議高速公路應逐步建立交通控制系

統。

　　67年6月交通部奉行政院指示，向行政

院提出「改善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方案」提報

院會，後來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民國

70年6月審議同意先選擇交通最繁密之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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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系統係由多項工程技術整合而成，

在國內尚屬首例，考量當時國內缺乏系統整合

經驗。因此，將第一期交通控制系統工程以國

際標準評選後，委請國外顧問公司規劃設計。

施工也是國際標，規定必須由國內外合格廠商

聯合投標，並由我國技術人員參與工作，學習

經驗，以達成技術轉移之目標。

　　中山高速公路第一期基隆楊梅段交通控制

系統工程由日本立石電機公司、日本通信建設

公司及我國神通電腦公司聯合承辦，配合國內

之昆達福益電子公司、康晉電子公司、欣電

工程公司及台灣鐵塔工程公司等廠商之通力合

作，同時在高公局所有參與人員之努力下，歷

經20個月之艱辛施工，終於民國73年11月正

式按鈕啟用，提供服務，以逐步發揮系統功

能，達到預期效果。而其中有關技術轉移工作

之成效，亦在福山國際顧問公司、中華顧問工

程司、工業技術研究院、承包廠商及高速公路

局之監工單位所有人員通力合作下，完成此一

尖端系統工程技術之轉移工作，也奠定後續交

通控制系統工程由國內廠商規劃、設計、施工

與監造的基礎。高公局於民國75年編印「中山

高速公路交通控制系統工程基隆-楊梅段竣工

報告」，該報告有專章詳述技術轉移過程及成

果。

問：雪山隧道於95年5月16日正式通車，為

當時世界第五長隧道，東南亞第一長隧

道，面對國內長隧道的通車，在推動長

隧道安全監控與交通管理過程中，請教

副局長有那些課題是值得作為後續案例

借鑑的？

答：雪山隧道全長12.9公里，於95年5月16日正

式通車。就隧道長度而言，為全球通車雙孔單

向行車公路隧道排名第一，已通車公路隧道世

界排名第五，是台灣的一項工程奇蹟。當然長

隧道由於縮短了台北與宜蘭間的距離，其行車

效益不可言喻，不過隧道內的行車安全，尤其

是長隧道更是大家所關注的。在推動長隧道安

全監控與交通管理過程中，我們獲得了許多經

驗，可作為以後類似案件推動的參考。

一、隧道火災之積極預防作業

　　公路隧道為封閉空間，如果事故產生火災

時，隧道內產生的高溫可達攝氏1,000度，火災

引發的濃煙，可能造成重大之死傷，例如1999

年義大利與法國間之白朗峰隧道發生一輛貨車

在隧道內起火造成39人死亡，費時兩天才搶救

完成。鑑於大部分車輛起火多因車輛本身溫度

過高所致，為積極避免火災發生，可對大型車

輛於進入隧道前做必要之檢視，以期儘早發現

問題，如車輛本身溫度過高、貨物裝載不牢靠

等。配合上述措施，以雪山隧道為例，當開放

大客車通行後，國工局即會同高公局在烏塗短

隧道前設置烏塗管制站，對即將駛往雪山隧道

的大客車進行檢查，確定沒問題才准通行，以

提升行車安全。

二、符合用路人自救需求的系統設計

　　當事故發生時，初期之救援及用路人之逃

生避難，經常可以將災害降至最少，因此各項

消防、通風、照明、逃生避難及交管措施，皆

應符合用路人自救之需求。當事故或火災發生

時，消防栓設計可以提供用路人自救需求，交

通控制系統可即時偵知事故位置並立即發布訊

息。如有火災則立即啟動火災通風模式，提供

用路人足夠的逃生時間、輕易進入逃生避難空

雪山隧道入口 (黃教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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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等待救援等。上述設計皆須與自救及緊急救

援標準作業結合，方可發揮效果。

三、警消之聯合救援作業

　　雪隧安全監控管理課題於設計之初，雖已

廣納警消之意見，然因施工期程長，致時空環

境變化，於通車前仍有相當多之研討及需求，

事故發生時經常需要警消之聯合作業，必要時

醫療、環保等單位亦須共同投入，因此安全監

控管理課題於設計時，應即調查各支援單位之

人力、配備及時效，依據可能之災害規模評估

是否符合需求，若有不足，應儘早準備研提設

計對策。

　　於通車前必須施以足夠之聯合演訓作業，

並設置適當情境，以期發現系統之問題，據以

改善。為了安全維護，高公局成立自衛消防編

組，首創全國第一支國道機車救火隊，常駐於

隧道內靠近洞口，在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進入

救援，辦理初期消防、醫療及人員疏散問題。

四、節能之中繼站通風設計

　　當雙孔單向行車之雪山隧道，其中一孔廢

氣濃度超過預先設定標準值，但另一孔廢氣濃

度低於標準值，則利用中繼站變頻軸流式風

機，將兩孔空氣部分互換，使任一孔廢氣均小

於標準值，以節省啟動其他風機之電能。

問：對於長隧道安全監控管理課題，請教副

局長有那些是需要特別注重的？

答：隧道安全監控管理著重於預防事故之發

生，以及事故發生後

如何有效的進行事故

救援及處理，以達到

安全行車的目標，安

全監控管理設計應特

別注重下列課題。

一、照明：照明系統

應符合用路人進入/離

開洞口對於光線變化

之適應，隧道內需提供視覺所能調適的輝度範

圍，避免產生不良影響。長時間於單調環境中

駕車易生疲勞，可搭配隧道壁及照明產生空間

環境變化，達成更安全之行車環境。

二、事故偵知：事件愈早偵知，可以儘速獲得

處理，避免引發二次事故，而火災事件之黃金

救援時間為剛發生時之前數分鐘，愈早作為，

愈易控制，快速偵知火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除了傳統的火警偵測外，可以考量引入更新的

技術。

三、通風：通風系統運作除維持正常、壅塞

或一般事故時之空氣品質要求外，最大挑戰莫

過於火災發生時之濃煙及熱如何控制。由於不

同之火災情境，其引發之熱釋放率皆有不同，

因此設計時需先考量可能之車輛組成、交通量

等，據以預測未來可能之火災型態及規模，作

為通風排煙設計之依據。

四、消防：除了依據上述的火災情境預估，考

量相對應消防系統設施配置，發揮初期滅火的

功效外，如何與消防單位整合運作達到有效的

火災控制，更為重要。而此一作業，必須於隧

道設計階段即予以溝通協調，以確立完善的運

作機制。

國道6號高速公路之國姓1號隧道

楊松隆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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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家公路建設仍待工程界的英雄繼續努力與

奉獻。

　　工程人員應以最先進之技術、材料及工

法，應用於路線、橋隧及交通監控之設計，使

道路系統智慧化以期對環境衝擊降至最低，發

揮最高之工程效益。

　　隨著國道3號、國道5號、國道6號及東西向

12條快速公路陸續完工通車，已形成高快速公

路網，在智慧化管理的思維已不再考量單一條

高速公路的管理，應注重於整體路網的管理，

漸次納入其他快速公路系統之路網管理，並與

都會區交通管理系統間之協調管理，繼續導入

及落實國家智慧運輸系統之目標。

發展為專家決策支援系統，讓救災經驗得以延

續。

四、新式消防設施之研究：火災發生初期是滅

火的黃金時期，新式的消防系統不斷的發展，

如固定式水霧式系統及移動式自動滅火系統，

隨技術進步應可達到易於控制使用之目的。

問：副局長長期辦理公路系統建設及智慧化

管理具有深厚之經驗，請教副局長個人

對於本公司全體參與公路系統建設工程

師們，有何期許與勉勵。

答：本人任公職四十載，歷經中山高、北二

高、二高後續、國道5號、國道6號等高速公路

建設，見證台灣許多交通建設的奇蹟，未來對

一些發展課題，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發展。

一、國內已進行的長隧道通風研究、公路隧道

安全設施準則修訂、公路隧道消防法草擬定等

隧道機電相關工程規範，後續應持續推動，期

許建立一套隧道安全監控系統之規範。

二、於長隧道主線處設置管制站，對於進入管

制站的車輛進行溫度的監測與管制，但尚未有

一套即時溫度監控系統對行進間的車輛逐一進

行溫度監測與管制，有待未來科技發展導入隧

道安全管理。

三、專家決策支援系統發展：藉由系統運作經

驗的累積，可調整救援應變作業程序，並將其

五、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與事件管理：由

於事件發生時各項情境之處置對策不盡相同，

且重大事故或火警時，聯絡單位眾多，應建立

一套緊急應變標準作業程序，並透過電腦化事

件管理系統支持有效運作。

問：請教副局長對於國內隧道安全監控系

統與防災及應變管理，未來的發展建

議？

答：自民國86年起，國工局陸續完成北二高

中和以北之隧道機電系統及北二高交控系統工

程，提供用路人安全及舒適的行車環境，開啟

國內高速公路隧道行車新紀元。隨後二高後

續、北宜、國道6號高速公路的建設，交通控制

系統工程及隧道機電系統工程建置，國人已累

積豐富的工程技術及營運管理經驗，以下仍有

(左1)黃郁文協理 (左2)陳進傳副總經理 (中)楊松隆副局長 (右2)林啟豊經理 (右1)林柏鋒副理 國道5號坪林行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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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所長玉珍現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副所長，歷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資訊

組工程司兼副組長、組長、交通部主任秘書等職務。吳副所長自成大交管系

畢業後，於民國72年榮獲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運輸規劃學門第一名，進入美國西北大

學深造，獲得工業工程暨管理科學系及電子工程暨電算科學系雙碩士。回國後進入公

務單位服務，並在公餘之暇於交大進修博士班，獲取交大交通運輸研究所博士學位。

吳副所長在工作上盡心竭力，曾於民國88年榮獲交通部暨所屬機關模範公務人員，89

年任交通部主任秘書期間完成「提升交通部服務效能行動方案執行計畫」之規劃與管

考制度記大功一次，其後並於90年榮獲孫運璿學術基金會傑出公務員獎。

　　吳副所長在交通運輸及資訊科學上學識涵

養深厚，於任職運輸研究所組長十餘年期間已

帶領完成百餘項研究計畫與實作系統建置。常

年持續推動交通部重要智慧型運輸系統專案，

包括各縣市「公車動態資訊系統」、「智慧交

控系統」與「都市交通資訊中心」等建置，並

推動「交通服務e網通」計畫，提供民眾「陸

海空客運資訊中心」與「全國路況資訊中心」

服務。除長期主持國土資訊系統「交通路網數

值圖」建置與維護外，亦曾主持國科會「永續

運輸資訊系統」相關研究。近年主持微波與影

像式車輛偵測器之研發，並探討智財權與技轉

等課題；同時主持RFID在航空客貨運相關應

用之系統測試計畫。專長於智慧型運輸科技研

發與整合型資訊系統開發之專案管理。本刊以

「交通服務e網通之發展及願景」為題，請吳

副所長暢談其發展。

訪談紀要

問：是什麼樣的個人或環境契機，讓您想

發展全國路況資訊中心這種整合型的

ATIS網站？

答：平常大家習慣以警廣獲得路況資訊，然

而民眾想知道附近的交通狀況時，警廣卻可能

在播報別處的路況，且資訊來源多為熱心民眾

提供，公部門則未建立系統性的通報機制，尚

無法滿足整體用路人的需求。因此才想發展整

合性路況資訊，由網站作為起點，先將資料

予以彙整與呈現，並更進一步提供給業者加

值，以使民眾可由多種管道隨時隨地獲取所

需資訊。

　　交通部自92年起著手推動「交通服務

e網通」計畫，期望藉由即時交通資訊的提

供，提昇民眾生活上行的

機動性與道路

使用的安全性。「交通服務e網通」計畫內

容包含整合陸、海、空等公共運輸資訊、都

市交通資訊與城際交通資訊，以及建立全國

交通資訊的整合網站。

整理／吳育婷‧攝影／劉人豪

＞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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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期先開發出一套結合GIS的路況事件通報

系統，提供警廣全省7個分台輸入使用，將定位

資訊與事件資訊結合在一起，以利加值業者後

續發展路況導航系統時，能有更多樣化的服務

功能。同時也開發出一套以web顯示路況事件的

資訊系統，並具避開事件的最短(最佳)路徑規劃

功能，提供用路人更多元的查詢服務。

　　繼警廣各分台使用上述路況通報系統後，

93年度起更將通報系統推廣至各縣市政府，以

增加事件資訊之蒐集廣度，提供用路人更多更

新之路況資訊。分2年期共輔導23個縣市政府

即時上網通報路況，由各縣市警察單位提供事

故資訊、工務局提供道路施工資訊以及交通局

提供號誌故障與道路壅塞等資訊。同時亦建置

「全國路況資訊中心(http://e-traffic.iot.gov.tw)」

網站，持續彙整了高速公路局、公路總局、國

道公路警察局所提供之路況事件，以及環保署

廢棄物清運車隊所提供之行駛速率，以使路況

資訊更為完備。

問：全國路況資訊中心各縣市政府、警察單

位輸入事件資訊及提供路況資訊，這其

中需要很多行政協調，在過程中是否有

遭遇過什麼困難？最後又如何克服？

答：全國路況資訊中心的確需要仰賴很多其它

單位的協助，部屬機關就包含高公局、公路總

局，而縣市政府部分則為各縣市的交通局、工

務及警察單位。在資訊的輸入方式方面，可分

為兩類，一為人工輸入事故資料、施工資料，

一為偵測器自動回報速率資料。其所面臨到的

困難包括：

一、路況事件資訊通報人力不足

　　目前路況事件主要來源包括警廣與各縣市

政府各單位，警廣設有專人接聽民眾路況通報

電話，以往縣市政府則無專人來輸入路況，因

此本所透過電腦提供與智慧交控案經費補助等

誘因，以及定期教育訓練的協助，鼓勵各縣市

政府多輸入路況，每年並舉辦教育訓練與輸入

評比，並建請主管機關予與敘獎，增加其輸入

之意願。同時亦將人工輸入方式，慢慢隨著各

都市交控中心之建置，改為自動通報機制，以

減少輸入人力。

二、車輛偵測器佈建不足

　　國內目前除了高速公路全線幾已佈設車輛

偵測器外，省道與都市僅有部分重要瓶頸路段

佈設車輛偵測器，其它多數路段則欠缺自動化

路況蒐集機制，只能透過人工通報方式來蒐

集事件資訊，使得用路者往往無法完整掌握起

始地與目的地間之即時路況，因而錯失其選擇

最佳路徑的機會，如此不但影響用路者行車品

質，更影響整體道路的使用效率。

　　長久以來，國內使用的車輛偵測器多採用

國外產品，且價格及維護受限於國外廠商，同

時國外產品對於國內複雜的交通環境（如機

車）在偵測上更有所限制。然而民眾及交通管

理單位對於即時路況資訊的需求日益迫切。為

了落實擴充路況資訊之構想，94年起本所著手

進行偵測器的研發，第1年與交通大學合作探討

研發適用於臺灣交通環境特性並具合理成本車

輛偵測器之可行性，以影像及微波式偵測技術

(左)吳玉珍副所長 (右2)吳育婷正工程師 (右1)黃文鑑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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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發重點，經初步實測，證實國內確實具有

研發車輛偵測器的能力；第2年進行系統雛型研

發與功能提昇及改善；第3年則持續進行更多

面向的功能擴充、測試及改善，以精簡硬體單

元，搭配有效率之自動化學習軟體演算法，以

及人性化之操作及維護介面，使所研發之車輛

偵測器雛型更適用於不同環境及交通特性之應

用。目前計畫成果正進行專利

申請及技術移轉等相關工

作。

問：根據過去的經驗，就您的觀察而言，是

否有何困難是很難以克服的？

答：我們認為網站提供行前路況資訊只有參考

性，行進中的資訊才是民眾最需要的。原本期

望全國路況資訊中心只要免費提供資訊，業者

即可自行運用多樣化的管道，以無線方式提供

即時路況到民眾的導航機裡，然而民眾若

要持續性、常態性的瞭解路況資訊，必

須利用GPRS或3G上網，其成本並不低。

為解決此一問題，本所於97

年起積極與警廣合作建置調頻副載波即時交通

資訊廣播(RDS-TMC)系統，以發布路況資訊，

並參考ISO-14819國際標準制訂符合國內需求之

RDS-TMC資料格式，統一對外提供即時之RDS-

TMC路況資訊，以降低通訊成本與促進車載資

通訊產業之發展。

　　

目前RDS-TMC提供內容包括15縣市(包括基

隆市、宜蘭縣、臺北縣市、桃園縣、新竹市、

苗栗縣、臺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

市、臺南市)、高快速公路、省道之即時通報事

件資訊外，亦提供高快速公路壅塞(40公里/小時

以下)速率資訊與天氣資訊。預計98年7月底前

可完成全臺23縣市之RDS-TMC路況提供，達到

流暢路網資訊服務的目標。

問：「交通服務e網通」近年藉由幾個計畫

案逐步擴增，整個系統日趨完整，想請

教副所長「交通服務e網通」是否有對

您個人的旅次決策有何影響（如：出

門前大部分時候會先上網查詢路況資

訊）？

答：「交通服務e網通」包含兩個部分：「陸海

空客運資訊中心」及「全國路況資訊中心」。

就我個人而言，行前通常會先參考陸海空客運

資訊，確認要到達的目的地是否有大眾運輸可

搭乘，若無大眾運輸可方便使用，才利用全國

路況資訊中心的路徑規劃功能，查詢及列印路

徑地圖，確認交通管制狀況（如有無單行道、

轉向限制），以利自行開車前往。

　　此外，也經常鼓勵運研所的同仁使用「交

通服務e網通」，思考是否還有需改進之處，以

使資訊服務更完善。如以往「陸海空客運資訊

中心」是以場站為查詢標的，但今年則與電子

地圖結合，考量民眾的需求，可彈性指定起迄

點來規劃大眾運輸旅次，並提供相關之路線、

班表、費用與轉乘等資訊。

問：目前各縣市政府的都市交控系統、公路

總局的省道交控系統、高公局的國道交

控系統皆建置大量路側設備，為使資源

更有效利用，能否談談您對全國路況資

訊的整合有什麼期待？以長遠路況資訊

的分享希望達到何種程度？

答：對於路況資訊內容的整合分享，基本上分

為兩大類：路況事件類(如壅塞、施工、事故)與

動態資訊類（如VD速率、CMS、CCTV資訊），

路況事件類由運研所彙整提供，內容涵蓋國、

省道與縣市道路，申請者可免費連線取用；動

態資訊類除國、省道資訊由高公局及公路總局

分別訂定申請辦法外，縣市道路資訊基本是由

運研所訂定申請辦法並作為統一申請窗口(惟臺

北市早先即訂有辦法，故自行提供)，使業者能

有效取得整合資訊以免除個別申請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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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兩大類資訊雖然對業者而言申請管道

有部分差異，但對於民眾而言，皆可在「全國

路況資訊中心」網站查詢瀏覽，作為行前參

考。至於行進中導航功能，我們期望省道與各

縣市交控中心全面建置後，能提供更完整的路

況資訊，同時RDS-TMC的應用也能加速普及化

(目前已有近十家廠商上市相關產品)。未來，

手機與PDA等裝置若能將RDS解碼器作為基本

配備，或是業者能提供其他更經濟方便的通訊

管道，方可使路況資訊分享給更多的用路人，

並讓大家真正隨時隨地獲取所需的路況，得以

規劃適當的行程，提高行的品質。

後 記

　　吳副所長致力於國內智慧型運輸系統之發

展，洞悉各個潛在問題，並以正面積極的態度

努力克服，以求盡善盡美。在訪談期間，深切

感受到吳副所長在工作上的認真與執著，其工

作態度足以讓我們學習。

(左)黃文鑑協理 (中)吳玉珍副所長 (右)吳育婷正工程師

台北車站 (黃教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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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董事長於民國９７年８月１日就任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在學術方面，擁有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並先後在美

國密西根州立韋恩大學及國立中央大學擔任副教授及教授職務，之後接任中央大學營

建管理研究所所長及工學院院長，同時具有土木工程技師證照，並於民國９７年１２

月２日頒獲國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

　　李董事長歷任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主任、行政院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副執行秘書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豐富的歷練專長尚包含政府採購制度、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及公共政策等領域。

　　李博士兼任社團法人中華智慧型運輸系

統協會(ITS協會)理事長，力主整合產、官、

學、研各部門之資源，推廣資訊、通信、自動

化、運輸、車輛與環境等科技運用，以促進結

合陸、海、空之完整智慧型運輸系統，達到兼

顧交通安全、減少擁擠、提高機動性、減少環

境衝擊、增進能源使用效率及經濟生產力之目

標。

　　本期刊很榮幸專訪李建中董事長，也非常

感謝李董事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拜訪，並提

出寶貴的意見，其內容精闢值得讀者詳閱。

訪談紀要

問、李董事長曾於任中央大學營建管理研

究所所長任內強調跨領域整合的重

要，透過不同領域的整合往往可以帶

來資源共享、優點互補的益處。請問

董事長關於ITS作為交通與資訊結合的

產業，其跨領域成功推展的關鍵因素

為何？

答：為因應龐大的運輸發展需求，一般常用

的做法有兩種：一為運用工程手段來擴充或新

建基礎建設，二為以管理的手段來增加現有運

輸系統的效率。一個國家在其交通建設發展趨

於飽和，或受限於經費無法進行交通土建的工

程時，便傾向於使用增進運輸系統效率、方便

或安全的方式。智慧型運輸系統(ITS)即是「利

用先進的電子、控制、電信、資訊等技術與運

輸系統結合，以協助運輸系統之有效監

控與管理，而達到減少擁擠、延滯、成

本及提高效率與安全之目

的」。這是一種新的觀

念、新的方法，可以藉

重不同領域的技術，將其

整合在運輸系統裡，達到

人、運具、道路系統間的

回饋與互動，進而提升運輸系

統的效率與安全。只是ITS的項

目 繁

多 ， 牽 涉 層 面

很廣，工作規模也相對龐

大，因此各政府單位、學術

研究單位，以及民間產業之

間能否良好的配合互動，是

ITS推展能否成功的關鍵。

整理／黃惠隆

＞李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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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國外的例子來說，常設有橫跨產官學研

等單位的專責組織，以協調各種分工事宜。在

美國有ITS America，在歐洲有ERTICO，在日本

則是VERTIS。也就是以主流來說，ITS乃由國家

主導制定政策、制定實施方法與規則，統合全

國依循一個架構之下進行。在上面的國家單位

藉由補助獎勵機制，引領地方政府投入建置ITS

系統，民間則在有利益的誘因下參與工作。ITS

需大量運用到先進的資訊技術，而資訊技術因

存在許多介面、標準等問題，如果沒有在執行

前存在共同的標準或介面，等到系統完成後，

所面臨的整合問題可能更大。

問、總合來說，ITS是一個需要良好規劃整

合的產業，只有在執行前針對介面等

問題獲得一致性，後續工作才得

以良好進行。請問李董事長除

了前述多方整合的問題之

外，現行國內ITS

產業在執行或建置方面還有哪些需要克

服的問題？

答：現在台灣ITS還需要克服的幾個課題，第一

是ITS的效益量化問題。目前所建置的系統，如

交控系統、即時交通網站、公車動態系統，都

有相當好的功能，但問起這系統所帶來的效益

如何時？往往只從用路人的時間價值節省或能

源消耗減少方面計算。雖然旅行時間或延滯時

間的減少是系統建置的目標之一。然而除了旅

行時間或延滯時間的減少之外，還可以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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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存在共同的標準或介面，等到系統完成後，

所面臨的整合問題可能更大。

問、總合來說，ITS是一個需要良好規劃整

合的產業，只有在執行前針對介面等

問題獲得一致性，後續工作才得

以良好進行。請問李董事長除

了前述多方整合的問題之

外，現行國內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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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只

是為了滿足使用者的

需要，相關網站在設計上

一定要更加考慮到與使用者

的互動關係，以及作為一個大眾

資訊統計平台應該有的相關功能。

　　關於ITS的行銷方面，不單只是顧問公司對

政府單位的行銷，而是應由國家起頭，對民眾

進行相關的宣傳與行銷。事實上，目前所有公

家交通機關的網頁，關於ITS方面的建設，可以

再針對吸引民眾的方面加強。例如公車動態資

訊系統，是民眾常在關心的一項ITS建設，但是

往往民眾對於公車動態系統的功能或是帶來的

好處仍是一知半解。

所帶給管理者的方便性進行量化

評估。正如在電腦普及之前，大

半的人力都花在資料的收集、

維護與統計，隨著資訊時代發

展的蓬勃，各行各業無不建立

各自的運作資訊系統。銀行有

金融相關系統，醫院有醫療資料

系統，這些都帶給管理人員很大

的方便，也間接造福使用者。而ITS

各類系統更勝於這些，因為ITS有相當

多的設備可以與使用者作第一線的接觸，

理論上應該更能為使用者與供給者帶來更多成

本的節省。所以ITS應該把整個系統的效益，從

管理端、服務端都包含進去，展現出來可以是

政府或民間單位人力的節省，營運效率的增加

等，當然，為了確實能帶給管理人員方便，各

種系統的使用介面一定要更加人性化與需求導

向；在效能方面，也要確實降低營運成本。

　　再來是民眾感受的部分，上網是現代許多

人日常生活的重心之一，網頁也從最初單向傳

遞資訊進步到可以和用戶端作資訊的反饋，也

就是說我們許多的交控策略可以藉著網站結合

用路人的意見，作為策略制定的依據，例如路

徑導引策略。春節紓運計畫也可以透過網頁即

時統合大眾的需求，讓最新的資訊隨時展現在

網頁上，特別以現在手機與PDA的普及趨勢，將

來在路上隨時查詢交通資訊的行為會比現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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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與研究單位方面，本土化的交通研

究與符合我國需要的軟硬體設備，一直是我們

希望學研界可以早日研發出成果的項目。台灣

的交通特性不同於ITS發展較早的國家，因我

國有許多的機車，較短的街廓與混雜的車種。

但是在推展本土化軟硬體的過程中，牽涉的層

面很廣，唯有學術研究單位可以進行基礎性的

研究，爾後才能與產業合作推展建置工作。對

學術研究單位而言，研究出適合國內使用的模

式、軟體、方法，甚至是和廠商或顧問公司合

作開發的新硬體等，是其在ITS產業所扮演的主

要角色。每一個國家的交通特性都不盡相同，

如果沒有本土化的交通特性研究，直接使用國

外的軟體或是作業方法，不一定適用於我國，

可能還會造成很大的誤差。因此政府在推動一

些計畫時，可以有系統的推動研究性質的計

畫，讓資源可以適當的讓學術單位來發揮，其

成果必須是可以運用的，顧問公司則可以和學

術界合作來應用這些計畫案的成果，如此漸漸

地國內也可以發展出屬於我國的模式與方法。

問、ITS協會是一個跨領域的單位，是由產

官學研各界的成員所組成，請問李董事

長我國ITS協會與其他各單位間的關係

與互動為何？又將如何協助ITS產業在

我國的推展？

答：ITS的產、官、學、研各界需求不同，但目

標卻是一致。產業界需要獲利，政府需要服務

人民、學界與研究單位需要推廣研究成果，但

皆應以為社會大眾提供良好服務為目的。基於

前面對於ITS特性的討論，在這個大產業的領導

者應該是政府，政府應該有一個大使命，就是

以ITS作為全面提升台灣交通「品質」的信念。

有了使命之後就該有團隊，也就是民間公司、

學術研究單位、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各單位。

各方必須跟著政府的領導，在補助的機制下，

經由對的方向貢獻自己的力量。因此，作為一

個法治的國家，相關的法令、政令也必須隨之

修訂，若沒有法律來作為規則依循，就不容易

確保整個國家的民間或公家單位，投注在ITS的

方向是正確的。再來是各運輸系統的搭配與各

行政單位的溝通協調，以及維持或推動各項執

行工作的財務機制，也是達成ITS國家發展目標

不可忽視的環節。

　　ITS協會以整合產、官、學、研各部門之

資源為目標，可作為政府政策大方向與法令制

定的意見提供者。因ITS協會成員來自各方，

包括政府單位、民間顧問與設備公司、學術與

研究單位。因此在意見彙整方面比較具有全面

性與永續性的考量，比較不會顧此失彼。透過

舉辦各種活動研討會，作為意見交流的平台，

可以把各方意見看法有系統的提供給政府決策

單位參考，達到國家政策的前瞻性與永續性。

再來，對於民間產業與政府單位合作的促進方

面，ITS協會因為有來自民間與公家的單位，

對於政府發包作業的需求與壓力，以及民間企

業所需要的獲利原則，較能提供適當的建議。

因為一個標案的金額應該要適當，才不會造成

乏人問津或是競爭過於眾多，不論是發包的方

(左)黃文鑑協理 (中)李建中董事長 (右)陳進傳副總經理

李建中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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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期程或金額，都應該符合一個合理的範

圍。協會對於學術單位的幫助，可以從促成民

間公司與學術研究單位合作的機制來進行。為

了減少學術界與顧問公司為了爭取標案，造成

不良的競爭，或不當的合作關係，可以透過協

會所舉行的交流活動，進行積極的溝通。因為

合作的效益好過於競爭的效益，世界上的大企

業往往都有許多廠商與學校組成的共生網路，

彼此合作所創造的力量，好過於彼此過度無謂

競爭所消耗的能量。ITS協會不應看成是一個

獨立的個體，而是各單位延伸出去的臂膀。不

管是政府、學術研究單位、各個廠商，都有其

所不易了解與傳達意見的地方，ITS協會較能

兼顧各方需求，探討各單位自身原本不易觸及

的課題。

問、除了前述各單位在ITS產業中的定位，

想特別請問李董事長關於顧問公司在這

樣的產業環境之中，該如何發揮自身優

勢，並與其他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

係？

答：在顧問公司的角度來說，ITS許多的建置計

畫需要了解各個不同子系統的知識與能力，才

可把所有系統整合起來，透過與不同

合作夥伴共同開發的方式去成就一個

計畫案。這部分在學術界或設備廠商

來說並不容易進行，對學術界來說，

擁有先進的知識，但人力的缺少是其

不易補足的部分。對設備廠商來說擁

有建置硬體的能力，但是對整體計畫

的規劃、統整與設計則是其較為缺乏

的部分。顧問公司適當的與學術單位

合作，可以使研究與實務的結合更緊

密，而顧問公司也不必花費太多資源

在研究上，但是必須如我前面所述，

先由政府領導與學術界將成果發展成熟，再來顧

問公司才能與學術單位針對「如何應用」這一部

分一起合作。因此顧問公司的角色就像是一艘

船，船上有各個不同能力的團隊成員，大家一起

朝著完成計畫的方向前進。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身為ITS業界的領導品牌，深自期許

在跨業整合以及同業合作方面，有著更多的熱忱

與投入，在朝向為民創造福利，提高國家經濟生

產的目的，共同攜手前進。

(左)李建中董事長 (右)陳進傳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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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晉源於受訪後數日即奉派任職台北市工務局局長，歷任交通部技監、

公路總局局長、路政司司長、公路總局副局長等職務。自逢甲大學水利工程

學系畢業後，陳董事長即進入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發揮所學，其後於交通部、台北

市捷運工程局、台灣省交通處、公路總局等各單位服務，對我國交通建設貢獻卓著。

　　於長年服務公職期間，陳董事長仍持續充實自身學養，利用公餘時間先後取得亞

洲理工學院運輸工程學系及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碩士學位。學術方面，除發表多

篇論文著作外，並曾任教於國防管理學院企管系與中央警官學校警政研究所，啟發後

進。

　　陳董事長學養深厚，交通部特借重其專業

與管理長才，於車輛審檢制度進行重大革新之

時，擔任車輛安全檢驗中心之首任董事長。

人、車、路為運輸系統的三大重要元素，以陳

前董事長於公路系統豐富的服務經驗，及對車

輛安全與發展之熟稔，故本次特以「車輛安全

與智慧化發展願景」為主題進行專訪。

訪談紀要

問：陳董事長您擔任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

驗中心之首任董事長，不支薪兼任這

份職務，草創車安中心之艱辛更是令

我們欽佩。能否請您談談您帶領車安

中心成立的背景與經過？

答：車輛審驗的工作，最初交通部為有效管理

及提昇國內車輛安全，在參考歐洲及日本等先

進國家之安全管理制度後，自民國87年10月開

始導入實施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制度，相關作業

由交通部委託車測中心(ARTC，車輛研究測試

中心)進行。車測中心屬政府授權合格之檢驗單

位，當時交通部並未另外設置審驗單位，故委

託其辦理相關工作。但由於審理、檢驗一體常

遭民眾抱怨其公正性，甚至求助民代，造成許

多不必要之困擾。

　　交通部為提昇國內車輛安全管理及調和國

際車輛安全法規與車輛安全審驗制度發展接

軌，經參考國外先進國家之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制度，大多採「審檢分立」作法，故經交

通部規劃結合相關車輛公會、車測中心等7

個民間機構，共同捐助籌設財團法人車輛安

全審驗中心(簡稱車安中心，VSCC)，並於今

(98)年3月31日揭牌運作。主要目標為持續

協助交通部辦理車輛安全管理相關業務，研

究車輛安全法規標準與管理制度，提昇國內

車輛安全。

　　車安中心屬法人機構，財務上需能自給

自足，故中心成立之初，如何保持收支平衡

實屬一大挑戰。尤其最初開辦費之編列略有

整理／施鈞明‧攝影／劉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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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捐助成立的資本額又有運用上的限制，

因此仍須向銀行貸款以維持中心的正常營運。

問：能否請董事長談談車安中心之組織，以

及車安中心與車輛檢驗單位主管事項之

不同與運作狀況？

答：車安中心共有四個部門，員工共58人，主

要皆由原車輛測試中心(ARTC)移轉過來。車安

中心與檢驗單位不同之處在，檢驗單位僅需通

過政府查核認證，確定具有相關設備與能力可

進行車輛檢驗之單位皆可勝任，除ARTC之外，

如工研院等許多民間單位皆可辦理相關業務。

包括國外另有40多個檢驗單位，如各大品牌汽

車製造廠，凡通過國際間互相承認之後，皆可

提出具有效力之檢驗報告。

　　而車輛審驗則依各國法規，各自規定各檢

驗項目通過之標準，如於某國可合格銷售之車

款，若欲銷售至我國，就需要車安中心依我國

之審驗標準進行查核，若經審驗確認符合國內

規範，方得核准至監理所領牌或上市銷售。

　　由國外欲進口之車輛，在我國應審驗項目

上，若能提出前述獲得認證之國外檢驗單位之

測試報告，其檢測值亦符合該項之我國標準，

則無須另於國內檢驗單位進行測試。雖然許多

國外檢驗單位極具規模，設備亦非常先進，但

我國ARTC之設備也是相當完備，如測試跑道耗

資約40億元，在亞洲已屬非常高的水準。但在

較先進的電動車、燃料電池等項目，仍需擴充

相關設備，方能配合日後車安中心受交通部委

託制訂測試項目與標準後，以進行必要之檢驗。

　　過去車輛檢、審仍皆由ARTC辦理時，許多

民眾對檢審費用偏高仍有不少意見，萬一審查

未通過則令民眾感受更差，但實際上場地與設

備的投資甚鉅，仍應由使用者付費。檢、審分

立之後，原本交通部於審驗方面編列給ARTC

之預算則移轉至車安中心。車安中心的營運方

面，其經費來源除交通部編列預算之外，另可

由各審驗項目之收費達到收支平衡。

　　車輛應審驗項目甚多，如安全氣囊、耐撞

擊試驗、耐翻滾試驗等，對車輛安全之提升有

相當大之助益。早期部分國內車廠僅仿效國外

新型車款之造型，卻並未針對其車體結構進行

分析與設計，對乘客安全影響甚大。例如自今

(98)年1月1日起，新出廠之車輛應通過耐翻滾

試驗，耐翻滾試驗包括破壞性、非破壞性、電

腦模擬等五種，新款車輛之耐翻滾試驗成本大

約就需要100萬元左右。

問：由董事長所述瞭解，車安中心之檢驗與

安全、環保等息息相關，其中可否談談

車輛安全之重要性？

答：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97年因交通事故死

亡共2,224人，交通安全的確保有賴駕駛人養成

良好駕駛習慣與車輛功能正常；政府為確保國

人行車安全，已逐步建立車輛安全管理制度，

其包含車輛安全檢測、車輛安全審驗、監理檢

驗制度以及車輛安全性瑕疵召回等管理事宜。

　　 I TS計畫中，先進車輛控制與安全服務 

(AVCSS)包括車輛防撞、駕駛輔助、安全設

施等，而自動公路系統(Automatic Highway 

System，AHS)也與車輛有關，因此ASV(Advanced 

Safety Vehicle)的發展，便成為ITS的一項主軸。

　　先進安全車輛(ASV)透過資訊、通訊、偵測

與控制等技術，使車輛能於不同的狀況中，給

予駕駛者提醒、警示或預防的機制，以降低駕

駛者工作負荷，減低人為失誤的機率，進而預

防事故的發生，提升駕駛者行車之安全性。其

基礎架構可約略分為主動安全與被動安全二大

類，近年對於先進安全車輛的發展研究亦以科

技專案等方式陸續展開各項計畫執行。

問：董事長長期以來對推動ITS的經驗與貢

獻卓著，請問您對ITS整體發展環境的

看法與期許為何？

答：過去ITS並未受到政府部門的重視、經費編

列亦非十分充足，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斷斷續

續進行一些專案，但在發展領域與實施地區仍

(左)陳進傳副總經理 (中)陳晉源董事長 (右)黃文鑑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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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兼顧。直到毛部長上任之後，部長對交通

運輸與ITS領域相當重視，整體狀況才開始有所

改善。

　　過去在公路總局時，政府於這方面經費編

得較少，包括偏遠地區補貼等等，也常常見到

業者因為費率與班次受到管制，導致經營困難

而衍生一些抗爭活動。毛部長去年開始以追

加預算的方式先行補足偏遠地區補貼的不足額

度，整個公路總局積極辦理包括補貼購車、優

先號誌、轉運站、票證等等項目。明(99年)年度

部內更針對大眾運輸相關領域編列達45億元的

預算，進行相關改善與計畫推動。

　　就偏遠地區路線營運來說，除了編列預算

補貼之外，其經營方式亦應作些改變與調整，

包括營運車輛安排、路線班次調整、車輛更新

等。而整體大眾運輸無縫式銜接、車輛與站牌

的智慧化等，皆為未來發展的重點。

　　國內推動ITS發展的條件相當有利，就產業

面來說，以先進成熟的電子產業作為後盾，近

年來如衛星導航、交通設施訊息之無線傳輸等

發展歷程，都是很成功的推動實例。

問：陳董事長您擔任公路總局局長時，極具

遠見規劃推動各項交通系統智慧化的發

展，能否談談相關的發展經驗？

答：約在民國81、82年前後，公路總局推動西

濱與東西向快速公路之建設，當時曾請  貴司

(中華顧問工程司)對快速公路所需交管設施建設

進行分析，當時評估光是管線佈設就需要約50

億元之工程費、其他相關設備另須約50億元，

對於是否耗用如此龐大的預算進行預埋管線，

實為一困難的決策。回顧國道1號耗費鉅資佈設

光纖的工程經驗，加上對未來無線通訊發展的

評估，當時決定暫不佈設，後來無線傳輸的技

術果然大幅躍進，現今已成為主流。

　　目前部裡面正評估國道緊急電話設置的必

要性，如東西向快速公路漢寶─草屯線，考量

行動電話的普遍性，僅於隧道路段佈設緊急電

話，因應隧道內事故、火災等緊急事件通報

與處理，並以彌補行動電話無線通訊不良之缺

口。

　　於快速公路一般路段之緊急電話設置需

求，則可考慮與行動電話業者結合配套方案，

如緊急電話之佈設由業者資助通報專線之通訊

費，公部門則可協助其基地台之佈設，亦為可

進一步探討的方式。當然，當駕駛人於行駛中

突然面臨緊急狀況而有通報需求時，如何迅速

做出最適決策，迅速轉換車道尋找路邊電話或

於行駛中使用個人行動電話通報，駕駛人行為

與整體安全性考量甚廣，亦為可探討發展的課

題。

台北轉運站 (黃教正／攝)

陳晉源董事長



1

46 │No.83│ July, 2009 

人
物
專
訪

1

No.83│ July, 2009 │47 

人
物
專
訪

後 記

　　陳董事長丰采翩翩，訪談開始之前，一見

面即感受到獨特的氣質與魅力。訪談之間，深

入淺出的說明，在溫和的語調間仍能讓人感受

到董事長的專業與堅持。

　　偶一談論到過去經歷的困難與挑戰，陳董

事長總輕鬆帶過，對以往的成績絲毫不引以為

傲，其謙沖的態度讓人由衷折服。而談到帶領

車安中心與未來的使命時，能深深感受董事長

的認真與堅定，視國內智慧型交通發展為己任

的信念令人欽佩，足堪吾等之表率。

安裝項目等作法，目前仍須謹慎評估，經查國

外法規標準，未來因應不同技術法規項目將會

有所調整，以確保系統與車輛使用之安全性，

國內應先進行研究做好準備。

問：接著請問陳董事長，因應未來車輛安全

法規發展，其對審驗機制之影響有哪

些？

答：除了交通部設立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

心、推動車輛審檢制度分立業已完成外，其影

響主要尚包括以下幾項：

一、因應新科技之發展國內應規劃建立車輛  

　　檢測與審驗能量

　　面對車輛新能源、替代能源、安全及智慧

型輔助系統日新月異，國內亦應配合國際發展

趨勢逐步建立上述系統必要之安全法規，同時

亦應配合規劃與建立前述安全法規所需要之檢

測與審驗能量，以利法規之執行。

二、車輛安全審驗流程簡化

　　車輛安全法規日趨繁雜，審驗作業日程勢

必增加，如何在不影響車輛安全情況下，適當

簡化車輛安全審驗流程，藉此提昇審驗效率與

產業競爭力，係值得思考方向，未來審驗機構

車安中心將與主管機關、業者及相關學界共同

研議，以取得安全、效率、經濟三方面平衡，

創造三贏局面。

問：請問陳董事長對未來車輛安全法規發展

方向有何看法？

答：因應全球車輛法規調和趨勢，台灣亦以聯

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ECE法規為調和目標，期能

將國內法規與國際標準接軌，除能保障國人行

車安全外，亦可協助車輛產業提升技術，降低

出口障礙。關於未來車輛安全檢測法規發展方

向大致以下述兩項為主：

一、環保、節能技術倍受重視

　　都會地區各種空氣污染物排放，主要以機

動車輛排放之污染物為主，不僅嚴重影響都會

地區的空氣品質，更嚴重破壞環境生態，引起

世界各國重視，各大車廠紛紛推出環保節能車

型與替代能源，諸如燃料電池、CNG(壓縮天然

氣)、LNG(液化天然氣)、生質柴油等，均可能成

為下一世代車輛產品主流，其燃料裝載標準、

檢驗方式、各部規格等，均須及早擬定因應，

以確保車輛使用之安全性。

二、智慧型車輛科技不斷創新

　　配合政府政策，各階段智慧型運輸規劃陸

續實施，其中智慧型車輛技術亦不斷創新，所

使用資訊、通信、電子等科技也越來越多，隨

著技術提升法規標準勢必隨之改變，其中除涉

及電子相容性法規外，其功能穩定性與測試內

容如何擬定，又如美國將胎壓感測器列入強制

三、有機會參與 WP29會議

　　國內車輛市場於加入WTO後逐步開放，與

世界各大車廠互動日益頻繁，而我國與各國交

通主管機關正式或非正式聯繫與日俱增，雙方

時有互惠合作的議題，且鑒於兩岸情勢逐漸好

轉，未來我國有機會參與聯合國全球車輛法規

調和論壇(UNECE/WP.29)，屆時台灣將能透過

該論壇參與及了解國際車輛安全法規調和事

務，將有助於國內車輛安全發展，交通部及審

驗機構車安中心應及早因應以利未來參與該組

織相關會議與活動。

(左1)陳進傳副總經理 (左2)陳晉源董事長 (右2)黃文鑑協理 (右1)施鈞明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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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在先天地理及社會經濟的發展上，是非常適合發展大眾運輸的一個城

市，因此在捷運路線陸續通車後，交通局就逐年的推動公車路線重整工作，

讓整個大眾運輸路網更為健全，更提升易行性，同時公車9年來不漲價政策，也讓大

眾運輸工具在價格上具有競爭優勢。目前本局正在辦理「交通機動力服務中心」的委

託研究，期望透過新的管理思維，從組織使命移轉、重視顧客需求、重視機構間之合

作、運具間整合、資訊科技的妥善應用及組織結構等的改變，期望未來讓本市的運輸

服務系統功能更為提升”。

　　羅孝賢局長歷經臺北市市政顧問、交通局

顧問、臺北市交通文教基金會副秘書長、秘書

長、董事、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暨研究所專

任副教授兼系主任、所長、淡江大學運輸管理

學系暨運輸科學研究所副教授，是理論及實務

經驗相當豐富的運輸管理專家。本文將就「台

北市整體交通與ITS發展策略」主題專訪羅局

長。

訪談紀要

問：請問局長有關台北市朝向「人本交

通、永續運輸」之發展目標為何？

答：台北市為全國第一個研擬「交通政策白

皮書」的城市，白皮書是站在政務官的高度來

提供台北市未來交通政策的走向與想法，目前

各縣市也都仿效台北市，各自提出「交通政策

白皮書」。「樂活台北，人本交通」是台北市

交通的遠景，我們認為交通是手段、而不是目

的，希望台北市的交通扮演支持生產、維護生

態、悠遊生活的角色，為台北市未來的發展提

供適當服務。目前台北市一般日的交通已經達

到大家習以為常、能夠接受的範圍，需要特別

注意的是突發的事件，例如遊行、活動等，對

於這些事件，台北市是以比較寬容的態度去接

受這些事件，常常需要進行道路管制、封閉等

措施。長久以來，台北市民對於交通的滿意度

通常都不高，大多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值得重

視的是「不滿意度」的部分，我們期望「不滿

意度」不要超過百分之三十。在市府各方面

的業務中，交通是一項比較不受政治干擾的

項目，屬於專業、技術導向的業務，一般而

言，好的政策若能說服民意代表，通常可以

順利執行，因此交通局的政策也較具有延續

性，這是對於本局政策推展較為有

利之處。

　　台北市的道路容量擴展有

限，發展大眾運輸是唯一的

方法，捷運系統到103年的

路線長度將達到目前的二

倍，最近報載毛部長「公

車運量都沒有，未來捷運

會是場災難」的說法，

引發其他爭取捷運的縣

市不平，其實遠在捷

運系統開通之前，台

北市早已是一個習於

使用大眾運輸的城

整理／林維信

＞台

訪
臺
北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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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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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74年的大眾運輸使用率(即公車使用率)已近

70%，78年的公車旅次達256萬人次/日，95年

(公車+捷運)達274萬人次/日，97年達301萬人次

/日，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捷運旅次中，

大部分都是從原來的公車旅次轉移過來，因捷

運闢建而新增的旅次並不大。值得注意的是，

台北市的私人運具方面，機車旅次一直穩定不

變，約佔30%左右，小汽車旅次則呈現逐年降

低趨勢，目前約為16%。台北市大眾運輸發展

的重點在於如何滿足民眾「最後一哩」(Last 

Mile)的需求，「市民小巴」即是規劃來滿足此

需求的工具，捷運站方圓500公尺內無法直接由

捷運站搭公車到達的地點，我們規劃用市民小

巴來滿足其需求，此外，人行道更新、騎樓整

平、機車退出騎樓及人行道等也都是滿足最後

一哩的手段。

　　一個好的政策如何從政策提出，落實到具

體策略方案，一直到執行成功，信義計畫區自

行車租賃系統是很好的範例。這個構想最早在

96年初即已提出，希望把河濱的公共自行車

系統引進到市區，當初選定信義計畫區的原因

包括：本區是台北市首善之區、都市計劃的自

行車道及行人系統規劃完善、範圍內有捷運站

作為轉乘接駁之用、區內有辦公大樓、百貨公

司、遊憩設施及住宅等，因此自行車使用可結

合通勤及觀光旅次，提供最後一哩的服務。本

計畫最關鍵的地方，除了爭取到預算外，是如

何找到一個「對的廠商」來執行，透過公私部

門的合作將計畫執行成功，本計畫預算來源

為環保局的空污基金(1250萬元)，由於預算不

高，剛開始撰寫招標文件時，並沒有得到任何

有意願廠商的迴響，後來我親自拜訪捷安特劉

董事長，我說服他的主要理由是：捷安特是全

球最大的自行車製造商，而信義計畫區為國內

首善之區，可以作為捷安特向全世界展示的舞

台，讓捷安特可以從一個自行車製造商，成為

系統服務商，增加捷安特的品牌價值。劉董後

來被我說服了，捷安特期望能將本計畫做成全

世界最好的公共自行車系統，今年3月系統開始

試營運，到目前為止得到的反應十分良好，許

多民意代表希望我們將系統擴大到其他地區，

例如美麗華商圈、天母、公館等。本系統的單

車失竊事件幾乎不存在，除了市民本身的道德

感外，捷安特特別為本計畫生產的單車也在外

面無法銷贓。系統永續經營是個非常重要的問

題，尤其是財務面必須有誘因，根據了解捷安

特的系統建置成本高達5000萬，而在公共自行

車系統本身的收入相當有限，為了增加財源，

我們一方面讓捷安特在標示牌背面、車體進行

廣告，另一方面我們也找其他廠商進行贊助，

例如巴黎人壽第一、二年均贊助250萬，目前

最重要的課題是找一個能夠永續經營的商業模

式，若只靠廠商的使命感是無法長久經營的。

　　台北市公車的服務品質如何提升？我們從

台北市街景 (黃教正／攝) 　(左1)林維信正工程師 (左2)黃文鑑協理 (左３)陳進傳副總經理 (右)羅孝賢局長  (劉人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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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面著手：第一層面是硬體，即低底盤公

車，我們的目標是在郝市長第一任期結束前能

將台北市4100輛公車的十分之ㄧ轉換為低底

盤公車，本政策主要挑戰是如何提高運輸業者

的汰換意願，我們必須符合運輸業者的營運生

態，交通局公車票價費率的公車購置成本

是以350萬計算，而低底盤公車的購

置成本高達600萬，在公車不漲

價的政策下，一般買車的頭

期款需付30%，因此我們

訂定購買低底盤公車的

補助為三成，且不超過

180萬，並將低底盤公車

使用年限由8年延長到12年，但在8年結束時需

作四級保養才能再上路，因此在財務面上交通

局已提供業者一些誘因，業者間的競爭也帶來

誘因，低底盤公車數量多了以後，乘客就有選

擇搭乘高品質車輛的意願，低底盤公車的載客

數也因而增加，台北市到98年底將有357輛低底

盤公車上路，已接近10%的目標；第二層面是

軟體，讓乘客與駕駛有良好互動，進而提高服

務品質，我們去年推行公車「禮貌心運動」，

除了讓公車駕駛以較為人性化方式進行服務，

例如主動播報站名、煞車及轉彎時提醒乘客注

意，相對地也提倡乘客的禮貌運動，希望乘客

能主動感謝公車駕駛及業者所提供的優良服

務，我們是從小學生開始推動，目前本運動已

結束多時，還是常常會收到民眾的迴響。這項

運動從市長信箱可以看出效果，表揚公車服務

的案件成長350%，申訴案件從一個月170、80

件降到5、60件。另根據公共運輸處統計96年7

月至12月民眾反映公車駕駛服務態度不佳計48

件，服務態度優良計56件，97年同期服務態度

不佳計43件，服務態度優良計179件，將服務

態度優良缺失件數與去年同期比較，服務態度

不佳減少5件，服務態度優良增加123件，反映

優良服務件數比例提高約2.1倍，顯見長期推動

公車禮貌運動對於提升北市聯營公車駕駛員服

務態度有所助益，公共運輸處98年下半年將持

續協調本市公車聯管委員會推動公車禮貌新運

動。

問：台北市的聯營公車路線較為繁雜，而且

許多路線互相重疊，或是有繞路的現

象，是較容易讓民眾感到混淆的地方，

在這方面的改革上，過去曾配合捷運開

通推出「捷運接駁公車」，請問未來是

否有相關的改革措施？以前交通局曾提

出「直線公車」、「棋盤式公車」的構

想，不過尚未實施，請問這項政策是否

仍在推動？

答：因應捷運初期路網形成，經由捷運接駁公

車之推動，公車路線已逐步朝短程接駁方式轉

型，公車路線配合捷運通車時程及民眾使用需

求將持續朝向：1.加強捷運站

轉乘功能；2.績效不

佳路線轉型為捷

運接駁公車

台北市內湖捷運街景 (黃教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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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轉乘優惠，鼓勵幹線與支線接駁，培養民

眾轉乘習慣，以發揮公車路網之最大功能。

問：近年來自行車休閒與通勤使用量大增，

台北市也新增許多自行車道，並推出多

處的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其中信義計

畫區的租賃系統是位在商業區、自動化

管理的系統，有許多創新的作法，請問

目前本系統營運的初步成效如何？未來

是否有擴大營運的計畫？隨著自行車流

量越來越大，是否有相關管理策略？例

如減少自行車與行人動線衝突的作法。

答：本局97年辦理「臺北市接駁

型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

路線；3.與捷運路線重疊度高之公車路線班次整

併或調整部分行車動線等方向檢討與調整。另

考量現有公車路線仍無法滿足各社區欲一車快

速直達公車轉乘點或捷運站之需求，轉乘或路

線彎繞致增加旅行時間無法避免，為改善此狀

況，本局近年陸續推動市民小巴路線，提供最

後一哩之運輸服務。

　　公車與捷運路網整合方式，本局業已辦理

委託研究案「捷運施工時公車路線及轉乘執行

計畫」，規劃單位建議以捷運及幹線公車為主

軸，輔以接駁支線公車(如山區小巴、市民小

巴、捷運接駁公車等)形成大眾運輸網路，將

現行過度重疊的路線、班次合併整合，以減少

主要道路之交通負荷，提升公車服務效率，進

而提升民眾大眾運輸使用率。目前台北市公車

路網，部分路線有過長、繞駛以及重複行駛現

象，民眾對於分段收費制度亦有未依搭乘長度

付費而不公平意見，為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

公車路網整合有其必要性，但因目前本市公車

系統發展已相當穩定成熟，若欲要實施公車路

網整合，不宜採用一次性之破壞性改革實施，

應以循序漸進之方式執行，未來亦將研擬推動

運管理示範計畫」，已於98年3月11開始試營

運，以信義區商圈為主，並以捷運市政府站出

口及周邊地區作為初期試辦地點。租借站採點

多、量少方式設置，提供自動化管理之取還車

設備，並結合悠遊卡或信用卡(或會員卡)等電

子式無人化收費管理，提供甲地租車、乙地還

車服務；初期設置

11個自行車租借站及500輛自行車，

系統試營運至5月9日止，5月10日正式營運至5

月20日止使用人次共計6,201人次；5月10日正式

營運後申辦會員人數共1,601人〈1日卡：1,070

人、5日卡：154人、1月會員：21人、半年會

員：7人、1年會員：349人〉。

　　未來擴大營運計畫：(1)依據本局98年5月

之 民 意 調 查 結

公車轉乘優惠，鼓勵幹線與支線接駁，培養民

眾轉乘習慣，以發揮公車路網之最大功能。
路線；3.與捷運路線重疊度高之公車路線班次整

運，以信義區商圈為主，並以捷運市政府站出

運管理示範計畫」，已於98年3月11開始試營運管理示範計畫」，已於98年3月11開始試營

系統試營運至5月9日止，5月10日正式營運至5系統試營運至5月9日止，5月10日正式營運至5

月20日止使用人次共計6,201人次；5月10日正式

11個自行車租借站及500輛自行車，

系統試營運至5月9日止，5月10日正式營運至5系統試營運至5月9日止，5月10日正式營運至5

月20日止使用人次共計6,201人次；5月10日正式

台北市政府捷運站‧公共自行車租借處‧微笑單車服務 (黃教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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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民眾認為優先建置地點（可複選）以大安

森林公園周邊最多(46.1％)，其次依序為士林

商圈(21.1％)、美麗華商圈(20.0％)、公館商圈

(19.7％)、內湖科學園區(18.9％)、西門商圈

(18.0％)、敦化南北路(16.3％)、南港軟體園區

(12.3％)及仁愛路(11.9％)等。(2)考量自行車道

路網串連，除以信義計畫區為中心往外拓展，

另配合市府自行車道建置計畫，美麗華商圈+內

湖科學園區、公館商圈、士林商圈等地均將列

為優先檢討推動地區。

　　為因應目前本市自行車使用風氣的興盛，

本市就自行車的使用行為，以正面教育及宣導

為出發點，研訂「臺北市自行車管理規則(草

案)」，期望透過合宜之管理規範，來改善交通

秩序及增進自行車行車安全。本案內容目前尚

未定案，相關規則將包括自行車自願性登記制

度(登記制度作業要點將由本市監理處另訂)，

希望藉此防治日益嚴重的失竊問題；另對於車

輛配備、停放位置、夜間騎乘、騎乘行為(禁止

攀附站立)及自行車騎乘於人車共道、交叉路口

時之相關行為皆加以規範，透過系統性之管理

規則來維護自行車用路安全與秩序。

問：台北市ITS之未來發展策略為何？

答：台北市至97年止建置了700多處車輛偵測

器(VD)，第四期之公車動態系統也即將完成，

目前比較欠缺的部分是如何有效應用這些資

料、是否充分利用系統提供的功能，ITS系統

蒐集的資料可說是一大寶藏，目前初步的用途

已經發揮應有功能，例如VD、CCTV對於即時

路況的掌握以及針對意外事件的快速反應，然

而尚未達到進階功能如路況預測、旅行時間預

估等，在快速道路部分已有部分功能，但在市

區道路部分仍有待加強。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的

部分，我的感覺是設備妥善率較為不足，另外

在手機查詢部分，乘客利用率也較為不足。今

年三月郝市長至洛杉磯市參觀，對其交控中心

的功能印象十分深刻，比照台北市交控中心，

由於各方面條件的差異，例如許多LA交控中心

人員已在該中心服務二、三十年，其精力均放

在交控功能的開發應用，而台北市因公務員組

織的因素，人員替換較為頻繁，沒有辦法長久

累積人員的經驗，台北市以及台

灣其他地方的模式均是和顧問公

司、學校結合，利用他們的經驗

及活力引進新的技術、開發新的

功能。因此在ITS發展的部分，我們

將在科技的引進之外，多考量人性，

讓民眾覺得這些系統是可以信賴的。此

外，今年6月初有3400輛的敬老愛心計程車

隊(本市計程車數量的11%)將配備悠遊卡刷

卡系統，採用無線傳輸以快速傳送資

訊，並結合衛星派遣及無線電叫

車以服務弱勢民眾。悠遊卡計

程車我們以前曾經推出過，然

而因為配套措施不足，並沒有

成功，現在這個系統除老人及

身心障礙者外，一般人亦可用悠

遊卡刷卡付費，目前市政府編列約

二億元作為老人及身心障礙者的計程車

費補貼，因此是一個很好的誘因吸引計程車隊

裝設悠遊卡刷卡設備，而悠遊卡公司亦已配合

縮短計程車請款流程。

問：台北縣市間往來十分密切，縣市間ITS

協調合作一直是推展重點，請問目前

除了縣市交界路段的號誌連鎖外，可

否說明其他較為進階的作法？

答：有關在縣市交界路段的號誌連鎖，因本市

與北縣多處以橋梁連

接，橋梁長度約600至700公尺，號誌連鎖效果

較無法彰顯，反而係提供用路人進入縣市主要

幹道交通資訊更為重要，因此未來將與北縣透

過縣市加強交通資訊交換合作；本局交工處亦

已於今(98)年度完成與北縣之C2C交通資訊交

換以及即時溝通平台，藉由事先研擬之情境策

略達到加強雙方溝通機制，採取適當號誌協調

以及交通資訊交換的機制。

(左)陳進傳副總經理 (右)羅孝賢局長  (劉人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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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擴大先進旅行者資訊服務範圍

(一)整合交通相關單位顯示設備，提供即

時大眾運輸資訊。

(二)協調民間業者，利用既有顯示設備及

系統資訊加值流通，提供旅行者資訊服

務，創造更多系統價值。

三、提供無縫化大眾運輸資訊服務

(一)配合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國道及公路

客運業者建置公車動態資訊系統，並於

各區監理所建置資料交換平台，本處將

針對行經本市站位之公路及國道客運路

線進行動態資訊整合，於各項便民服務

系統顯示公路及國道路線資訊，提供區

域性整合服務。

(二)持續加強整合台北縣、市公車動態

系統網際網路、語音查詢及智慧

型站牌顯示功能，以提供更

完整的公車動態資訊，

提升大眾運輸服務

品質。

問：台北市大眾運輸的智慧化已有相當程

度，例如悠遊卡電子票證、公車動態

資訊系統，未來交通局在APTS(先進大

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重點為何？

答：我們可以分成四個方面來說明：

一、發展大眾運輸車隊管理及營運決策系

　　統與系統維運

(一)充分利用系統產出各項報表作為業

務稽核、服務評鑑及票價補貼等參考依

據，鼓勵並輔導業者運用於車隊管理，

有效提升營運效能。

(二)持續進行公車動態資訊系統維運作

業，確保系統正常穩定運作。

四、更新電子票證系統

　　目前公車車上驗票機設備建置多年已達使

用年限，另配合未來公車收費制度調整，預計

自100年起，採由

本 處 補

助 公 車 業 者

方式汰換現有設

備，建置結合GPS衛星

定位功能且便於里程計費及扣款的二代驗票機

設備，並由公車業者自籌經費設置車內監視系

統，以避免車內扣款爭議及遏止逃漏票行為。

問：國際性大型活動(如2009聽障奧運、

2010花卉博覽會)之交通疏導與ITS措施

為何？

答：2010花卉博覽會的展場分布在四個縣市，

接駁車輛的調度非常重要，因此我們準備結合

GPS派遣系統，也推出具有GPS派遣機能之觀光

計程車。花博會是第一個在市區內舉辦的博覽

會，平日通勤旅次與花博旅遊旅次間的衝突相當

嚴重，我們將用三項主軸去改善，第一是空間的

疏散，不要全部集中在市區展場，花博會可以跟

士林官邸、北投、陽明山、動物園、貓空纜車等

景點相結合，甚至跟鄰近縣市景點；第二是時間

的分散，將人潮平均疏散到整個花博展覽期間；

第三是運具的疏散，讓遊客盡量不用私人運具，

轉而利用捷運、公車、客運、遊覽車等大眾運

具。

問：上述兩項大型活動交通疏導之特色

與重點為何？台北市的大眾運輸系統對

於國際性旅客有哪些因應措施？對於聽

障選手之特殊需求是否有特別考量？

答：「2009年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訂於98年9

月5日至15日舉行，聽奧基金會統計至目前(98年

5月20日)為止已向國際聽障體育總會(ICSD)報名

國家數量已達81國，總計3,959名選手(含隊職員

則為5501名)，主要的競賽場館共22個，少部分

賽事於新竹縣及桃園縣外，其餘皆在台北縣市舉

行。   

                

　　有關本活動人員輸運計畫部分，依據聽奧基

金會規劃為國際貴賓將配屬專用小客車及七人座

方式汰換現有設

備，建置結合GPS衛星

具。

問：上述兩項大型活動交通疏導之特色

與重點為何？台北市的大眾運輸系統對

於國際性旅客有哪些因應措施？對於聽

障選手之特殊需求是否有特別考量？

答：「2009年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訂於98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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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並依據ICSD大會每日行程安排直接服

務；選手及隨隊工作人員安排選手接駁車(遊覽

車、中型巴士)轉運接駁來往於住宿旅館、轉運

中心、比賽場館間；裁判安排裁判接駁車(遊覽

車、中型巴士)轉運接駁來往於裁判住宿旅館、

轉運中心、比賽場館間；志工視同各國隨隊工

作人員，將搭乘選手接駁車；其餘服務志工，

除偏遠之比賽場館將行駛志工專車接送服務志

工外，其餘志工需自行搭乘大眾運輸系統至服

務地點，將不另外安排專車接運服務；打算前

往各賽事之觀眾則宣傳搭乘大眾運輸系統至比

賽地點，並加密捷運木柵線及板南線之班次及

調高行經周邊公車之服務水準。

　　花博期間之交通除需考量參觀花博引伸之龐

大旅次外，尚有平日生活旅次，為降低其所衍生

交通之衝擊，其整體規劃將以空間分散、運具分

散及時間分散等三種策略著手：

一、空間分散策略

(一)進出之空間區隔

1.中南部遊覽車指定路線由基隆河9號水門

進入大佳河濱公園展區。

2.北部地區(桃、北、基、宜)花博城際接

駁專車指定路線，由新生公園展場東南角

城際轉運站進入。

3.大臺北都會區則利用捷運淡水線、新莊

線、內湖線及花博接駁公車(捷運劍潭站─

捷運圓山站─捷運民權西路站及松山機場─

新生公園─捷運圓山站)。

4.中南部既有國道客運則配合臺北城際轉運

站調整部分路線由承德路、酒泉街路口進入

圓山展場。

5.住宿各觀光旅館或國際觀光旅館遊客，則

搭乘巡迴接駁公車由新生公園或圓山公園進

入。

(二)展場周邊劃定管制圈，抑制使用汽機

車：維持居民原有權益(持識別證)，其餘車

輛利用高停車費率管制。

(三)汽機車停車管制策略：12m以上道路，

無識別證車輛提高費率，12m以下道路與巷

道，開放當地居民憑識別證停車，並規劃新

生高架與建國高架橋下停車場供里民或通勤

者憑月票停車。

(四)配合遊程規劃於都會區外圍停車場接駁

轉乘(如木柵動物園、陽明山、信義商圈、

美麗華商圈等)。

二、運具分散策略(以大眾運輸為優先)

(一)長途旅客：鼓勵使用航空、臺鐵、高

鐵、國道客運，並規劃桃北基宜花博接駁專

車抵達會場。

(二)接駁系統與大眾運輸系統串連：區內以

BRT公車捷運輸運四大展區人潮；區外則規

劃接駁公車於周邊運輸場站及外圍停車場接

駁轉乘。

(三)藍色公路：以觀光船行經圓山碼頭─

大佳碼頭─美堤碼頭串連花博會場及周邊

景點，遊客可搭乘接駁至會場。

三、時間分散策略

( 一 ) 產 業 發 展 局 將 延 長 展 場 開 放 時 間

(9:00~22:00)及提供票證優惠(如星光票等)

分散遊客參觀時間。

(二)智慧運輸管理ITS：提供路側及個人資

訊，輔助旅客路徑規劃及引導至適當停車

區位。

(三)旅客導引與管制：場內外人潮疏運導

引、結合電子票證(悠遊卡)之應用。
(左1)陳進傳副總經理 (左2)羅孝賢局長 (右2)黃文鑑協理 (右1)林維信正工程師  (劉人豪／攝)

台北市彩虹橋 (黃教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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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在高雄市交通局長任內推動許多大眾運輸革命性的新措施，為建構高雄

成為適居性(Livability)與永續發展(Sustainable)城市，交通局四年交通政策朝

向以大眾運輸導向之都市、永續交通的思維，秉持先給後要策略，在捷運、高鐵主幹

基礎下開闢幹線及接駁公車、公車汰舊換新、路線調整、腳踏車道路網及其停車設

施，在大眾運輸環境健全時，再以經濟法則降低私人運具需求，導引回歸大眾運輸，

期達成全市大眾運輸使用率提高為15%政策目標，塑造高雄市成為大眾運輸導向之永

續發展城市。

訪談紀要

● 將私人運具導向帶往大眾運輸導  
   向之永續城市發展

問：高雄市的大眾運輸使用率由95年底的

4.3%提昇到11%，除了捷運通車帶來

的效益外，交通局在這兩年也做了很

多努力，可否談談這些策略的執行感

想?

答：高雄市在扶植高雄捷運運量的提升上，下

了很多功夫，24線的接駁公車，路網的設計以

捷運路線為主軸，其中168環狀線，整合四個

捷運站，路網內民眾從任一站搭乘至最近的捷

運站都只約需12分鐘，大大提昇捷運與公車轉

乘效能；高雄市在發展大眾運輸上真的是不遺

餘力，目前每年仍須編列大量的補貼款經營接

駁公車，縮短公車班距，發展公車動態資訊系

統(APTS)，希望能扭轉高雄市民長期以來對於

大眾運輸的負面印象。我現在也經常搭乘接駁

公車，尖峰班距10分鐘、離峰15分鐘下，10分

鐘內都能等到公車。

問：168環狀幹線公車5月1日正式上路，

高雄市以環狀幹線公車之到站準點率

保證吸引民眾搭乘，目前實施成效為

何？是否有相關配套措施？

答：168環狀幹線公車每一個站皆有到站時刻

之班表設計，只要誤點10分鐘即可向司機領取

免費搭乘券，至今營運兩星期，尚未發出任

何一張，可見公車到站還蠻準時的；運量也

從第一週約700人次/日，至今(第二週)成長

至1300人次/日，在兩週內幾乎是倍數的成

長。

　　為增加公車便捷性及提昇行車效率，吸

引民眾利用高雄市大眾運輸系統，高雄市交

通局從成功路開始，試辦實施高雄市第一

整理‧攝影／陳淑芬，溫正菱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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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大眾運輸專用道，更宣示此項措施將只許成

功。成功路時段性大眾運輸專用道是高雄市推

動公車專有路權的第一步，如果實施效果好，

將考慮於環狀幹線公車沿線大順路、凱旋路繼

續推動試辦，並為下一階段推動民族、中華、

民權等公車專用道的重要參考依據。

問：『先給後要』的大眾

運輸政策在推動上是否面

臨了那些困境，如何能

夠克服，讓政策順利推

動?

答：高雄市的機車很多，

現況統計約120萬輛，在高

雄市要發展大眾運輸是要跟機

車競爭，十分辛苦，因為機車在

高雄市很方便，高雄市的平均旅次時間

是16分鐘，這麼短的旅行時間要要求民眾等公

車、等捷運，吸引力不足，所以機車使用率十

分普遍，約有70%的使用率；未來希望能把大

眾運輸使用率提升至15%，降低機車使用率，

目前最有效的政策是停車收費管理，但是在高

雄市要實施機車停車收費，減少機車停車位，

民眾會強烈反彈，在執行上仍有困難度。

問：對於要達成大眾使用率15%的目標，需

要逐步培養民眾使用捷運與公車路網系

統的搭乘習慣，在軟硬體的規劃上，怎

樣讓民眾看到大眾運輸的便利並更吸引

民眾使用大眾運輸?

答：高雄市公車的改革歷程第一步是先縮短班

距，接著推動１６８環狀公車及４線的幹線公

車，並且採用配備良好之新車，希望能持續贏

回市民對於大眾運輸的信心，逐步培養民眾使

用捷運與公車路網系統的搭乘習慣。

　　公車動態資訊系統在高雄市是完全建置，

所有車輛都已完成裝機。此套系統原先規劃設

置在公車處，未來將併入交管中心，公車處負

責派遣工作，資訊則由交管中心負責發布，透

過專人專業的分工，提升系統的穩定度，除可

確保資訊發布的準確度及維護效率的提升外，

也可以監控公車處營運的成效。

● 2009世運會在高雄

　　2009世運於7月16～26日在高雄市成功舉

辦，有近一百國約五千名選手及人員參賽，加

上來自世界各國的觀光客，使高雄市成為各方

注目的焦點。

　　透過主辦2009世界運動會之機會，便捷

大眾運輸系統路網、先進的交通管理中心之即

時交通資訊，使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媒體
2009世界運動會開幕典禮 (黃教正／攝)

夠克服，讓政策順利推

動?

答：

現況統計約120萬輛，在高

雄市要發展大眾運輸是要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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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觀光客都能方便的使用公車路網、渡輪、觀

光船與友善親切的計程車服務到達每個競賽場

地、觀光景點、商場、旅館，充分展現友善便

利的交通環境，強化國際人士深刻良好的都市

交通印象，亦提升高雄市交通建設之國際知名

度。

問：高雄世運期間大眾運輸與智慧化交通控

制系統發輝了哪些功能？

答：世運會各運動項目比賽地點分散於不同

區域，世運期間全市86條公車路線完全免費搭

乘，為避免尖峰時間之交通壅擠情況，特別與

左營海軍營區商議，使世運會交通專車能借道

海軍營區之部分道路，使世運會期間之交通更

加順暢，並有效縮短專車往返行駛之時間。而

主場管週邊聯外道路之中海路設置二十多處之

CCTV，與交控中心連線，全程監控道路路況，

隨時調整號誌時至因應壅塞車流。

　　此 外 高 雄 市 智 慧 型 衛 星 計 程 車 車 隊 有

１０００部車的建置，提昇乘客搭車之安全、

安心，在資訊的應用上亦可以成為探針車輛，

偵測道路旅行速率，成為旅行時間發佈的依

據。

　　為使高雄交通資訊更為完善與便利，執行

多項行動高雄計畫，其中行動千里眼的功能，

能更完整的掌握高雄市區各個主要幹道的交通

狀況，達到即時處理的效果，並結合數位影像

監控與行動通訊網路，加上可攜式影像傳輸服

務，提供警政、消防、交通等市政應用及2009

世運行動轉播監控的需求；而行動領航員則結

合手持終端設備(手機)、AGPS定位、無線通訊

網路(WiMAX/3G)與Call Center 等技術，提供

個人定位服務，結合客服中心專業人員幫使用

者查詢所需的服務，卓越的整合服務亦提供給

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來賓全新便利、快速效

率的食、衣、住、行各項應用。

● 智慧城市發展

　　因應都市地區日益嚴重之交通壅塞問題，

並提昇都市交通安全與效率，以及減緩陸路運

輸系統對環境之衝擊，近年來世界各國均致力

於運用先進科技管理技術於都市交通管理，陸

續建置先進式交通管理中心，結合通訊網路、

車輛偵測器、閉路電視、資訊可變標誌（CMS）

及電腦化號誌連鎖系統，即時蒐集道路現況並

提供最佳管理決策，以強化都市交通管理與應

變能力。因此，運用智慧型運輸系統（ITS）以

改善交通問題，將是未來交通政策必須加以善

用的科技。

問：高雄市交通管理中心已完成規劃建置，

未來將持續透過功能整合發揮最大效

益，後續發展計畫為何？

答：高雄市交通管理系統建置工程至97年底，

總計納入全市主要幹道1,300處號誌化路口及

288處各型路側交控設備連線建置，高雄市交通

並提昇都市交通安全與效率，以及減緩陸路運

輸系統對環境之衝擊，近年來世界各國均致力

於運用先進科技管理技術於都市交通管理，陸

及電腦化號誌連鎖系統，即時蒐集道路現況並

提供最佳管理決策，以強化都市交通管理與應

288處各型路側交控設備連線建置，高雄市交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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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左)陳淑芬工程師 (中)王國材局長 (右)黃文鑑協理  (溫正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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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ITS建設成果如何結合其他局處相關建

設，如何共享資源？

答：ITS中相關交通管理單位的資訊共享與整合

若能有效執行，將可大幅提升整體運輸路網之

使用效益，舉例來說，地區的CMS可納入高速公

路的交通資訊，讓駕駛人可以及早因應，選擇

不同路徑避開壅塞路段，此外地區號誌與匝道

儀控在設計上也應了解對方資訊，例如高公局

在控制匝道儀控時須考量地區道路的負荷度，

適時的調整，地區號誌也適時考量匝道的等候

度，避免車流回堵到主線，尤其高雄世運等大

型活動舉辦時，最接近場館之交流道與地區道

路若無法負荷如此大量車流，勢必要有適當之

引導計畫，這不僅是單一一個交通管理中心可

以完成的，需要整體性的考量與資訊交換，對

民眾的服務才可以更完整。

控制系統已完成整體系統建置及市區主要幹道

之交通監控工程，建置工程的完成，亦是將高

雄市交通建設推向現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未來位於本局21樓之交管中心將逐步完成

各項ITS的整合建置，並發展成為高雄地區之

ITS中心，包含ATMS整合高雄市現有部分號誌

控制器、車輛偵測器、資訊可變標誌、停車導

引系統及自動車牌辨識系統、用路人旅行資訊

發布（ATIS）及整合中的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APTS）。

　　因此交通管理中心在未來仍有許多擴充空

間，明年高雄縣市合併後，透過交控中心整

合，管理幅員將更為廣大，納入的路測設備與

路口號誌將更多。

  (左1)溫正菱工程師 (左2)陳淑芬工程師 (右2)王國材局長 (右1)黃文鑑協理

高雄市街景  (黃教正／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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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計程車、先進公共運輸系統、適域性服務、

                資通訊技術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張學孔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候選人／吳奇軒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研究生／林芝旭 壹、計程車產業之科技技術應用

　　計程車是現代化城市必備的運輸工具之

一，亦是都會區公共運輸系統重要一環。相較

於一般大眾運輸系統，計程車費率與牌照受政

府管制，由於無固定班次、營運時間與行駛路

線，使得營運型態更具彈性，可提供方便、迅

速、及戶、私密、舒適的服務，為一自主性甚

高之行業。以大眾運輸發展最完善的臺北都會

區為例，計程車產業每日整體運載量高達一百

萬旅次，約占總旅次10%，全年總產值超過400

億新台幣。但因供給超過需求，現況60%距離

空車率與80%時間空車率[1]，使得計程車產

業無法形成良性發展，不僅造成業者間的惡性

競爭，社會也因此付出了高額的外部成本。主

管機關除了由政策面思考計程車整體數量及相

關管制措施外，如何應用先進科技提高營運效

率、擴增客源、並降低空車率以減少無謂油耗

與外部成本，亦為輔導計程車產業發展之重要

議題。

　　計程車屬於副大眾運輸工具，具有尖離峰

明顯及產品無法保存等特性。目前國人搭乘計

程車的習慣大多以路邊隨機攔車為主，多數計

程車為了尋找乘客必須在市區道路空車巡迴繞

行。隨著全球通訊技術之提升，可增添更多計

程車駕駛人與乘客之媒合方式。目前國內的計

程車產業為減少計程車駕駛人在市區道路漫無

目的的繞行，並更公平、有效的分配產能，從

過去利用無線電派遣，演變至衛星定位的派遣

技術。衛星派遣計程車的管理架構可分成四個

主要部分，分別為「人員」、「方法」、「技

　　計程車乃公共運輸系統中最具營運彈性之運輸工具，隨著資訊、通訊及控制技術的發展，

臺灣已有眾多計程車業者提供衛星派遣服務。因臺灣特有的計程車產業結構，以及車用資通訊

（Telematics)技術與設備的發展基礎，將使臺灣計程車產業更有機會發展各式創新服務。計程車

產業創新服務的設計，除了整體交通與通訊基礎設施外，必須考慮「車輛端」、「乘客端」及

「中心端」等三個主要元素，並以降低「資訊不對稱」為創新服務之設計目標。本文所提出的

「Web Taxi」架構係以無線通訊為基礎的網路服務平台，並以客製化為設計導向，建構出「互動

式網路派遣計程車服務」，能實現Telematics Base及Location Base之創新服務。後續研究可分別

以乘客、駕駛人、派遣中心及通路商為對象，於車用資通訊技術應用思維下，設計出完整的商業

營運模式，使得兼具「先進公共運輸系統」(APTS)與「商用車運營」(CVO)之智慧計程車，得以

落實創新服務理念，並提升計程車產業競爭力及整體服務品質。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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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用資通訊系統乃透過通訊網路將資訊與

其他數位內容做互動式交換或單向傳送的系

統。Telematics係將通訊和資訊科技安置到車

輛上的應用，在全世界愈來愈普遍使用車上單

元的情況下，車機的功能也有明顯的進步。早

期的車機只能接收訊息，現今除可進行雙向溝

通，其他各種應用技術也逐漸成熟。具有GPS

與無線通訊之車用資通訊服務系統，在現有的

汽車電子與監控系統上，整合了無線通訊、衛

星定位與客服中心，提供駕駛人與其他乘客導

航、安全、保全、資訊、娛樂、維修及個人化

資訊等加值服務。智慧型計程車車載機透過無

線通訊技術與派遣中心進行資料傳遞及訊息發

佈功能，進而管理車隊或根據訊息所需提供派

遣服務，亦可透過行車定位資訊上傳至中心，

以利中心行車監控與調度等。

        
 圖2 計程車產業的創新商業模式之形成要素

　　除了前述諸項科技的應用，許多日趨成熟

的尖端科技技術與軟硬體設備，也逐漸被引入

計程車產業，如圖2所示。具體而言，伴隨新

興經營理念的導入，並搭配現有的多元計程車

營運模式，計程車產業逐漸跳脫過去傳統且保

守的服務型態，進而醞釀出許多具備發展潛力

的創新服務；這些創新服務經過有系統的整合

術」及「設備」，圖1顯示衛星派遣計程車系統

在這四項組成中相關元素及其技術。隨著技術

及設備的進步與創新，叫車／派遣的方法逐漸

多元化，同時伴隨組織變革及人力資源分配的

改變。

             圖1 衛星派遣計程車之基本組成架構

　　目前國內計程車產業的設備及技術發展趨

勢，已漸與國際先進科技接軌，衛星定位系統

（GPS)、地理資訊系統（GIS)、及無線通訊技術

結合車載機等相關技術均已引入國內計程車產

業，惟各業者的使用率及使用績效不盡相同，

以下針對各項技術及其在計程車之應用予以扼

要說明。

一、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
tem, GPS）

車輛定位系統（AVL)可提供駕駛人或第三

者得知車輛目前所在位置，以全球衛星定位系

統（GPS)最為常見，在智慧型運輸系統上廣用

於車輛定位、導航與監控追蹤系統上，尤在商

用車運輸系統（CVO)中更顯重要。近年，世界

各大衛星定位技術先進的國家皆相繼推展更精

確與自主性之定位系統，未來應用趨勢也朝多

模的方向前進，接收模組可同時接收不同衛星

定位系統之資料，使車輛定位資訊更為精確。

二、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
tem, GIS)

地理資訊系統是以電腦為輔助為基礎，用來

處理空間與地理資訊，將相關資料輸入、儲存、

管理、分析、處理及展示的整合性系

統；其系統組成可分為資料的輸入、

地理資料庫的管理、資料分析與處理

以及資訊的輸出等四個部分。隨著定

位技術的提升，結合GPS及GIS技術

的適域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

vices, LBS）成為重要的應用議題，

除了可以即時即地接收各類商業資

訊，亦可主動發送需求訊息。雙向溝

通的定位更加精確後，隨之亦隱含許

多商業模式、異業合作的發展潛力。

同時，資訊內容（Contents）、功能需

求以及相關整合則為計程車應用之關鍵課題。

三、無線通訊系統

　　目前國內外智慧型運輸系統採用之無線通訊

系統可分為兩大部分：廣域無線通訊（Wide Area 

Wireless Communications)與短距通訊（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 DSRC)。目前一般智

慧型計程車採用之通訊方式均為廣域無線通訊，

包含：(1)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

munications)，為目前全球最普遍採用的數位行

動電話系統，但語音或資料傳輸功能無法同時進

行；(2) GPRS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可

同時使用語音與資料傳輸，具「快速傳輸」、

「瞬間上網」、「持續連線」與「按量計價」四

大特性；(3) Mobile Data 行動數據，使用者終端

設備（又稱行動台或手機）在移動狀況下亦能發

射或接收數據資料。

四、車用資通訊技術 (Telematics)

後，可望成為實務可行且具有競爭優勢的商業

模式。

貳、計程車產業之創新服務

一、創新服務的發展契機

　　無論是無線電或是衛星定位派遣，過去傳

統做法都只能單向的傳遞資訊，將進線的計程

車需求傳遞到計程車駕駛人端，再依照地理位

置與時空關係來分配派遣任務，此種方法依

然存在乘客與駕駛人間的資訊不對稱、公平

性、效率、成本及績效成果不彰等問題，對產

業整體的營運環境助益有限。順應科技發展

的潮流、適域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 

L B S）概念的成

熟，個人化服務

（United Personal 

Service, UPS）的

思維成為計程車

產業創新服務的

重心之一，而將

計程車視為一個

供應鏈體系，整

合科技技術來促

進計程車產業的

創新服務，成為

一個可行的實務

議題。然而產業的創新必須先有系統的分析產

業架構，歸納各元素之間的互動關係，方能適

時引介恰當的科技應用，或研擬創新的觀念和

邏輯，以期獲得整合效益。因此，透過「先分

群、再整合」的創新分類架構，可望以事半功

倍之勢，提升產業創新的效能。

二、計程車創新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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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創新服務之整合及應用

一、個人化服務之整合

　　前述之創新架構，均為兩角色間的互動關

係，然而欲實際應用至產業市場，並推廣可行

且具潛力的商業模式，應全面考量該系統中各

個元素的特性。個人化服務（United Personal 

Service）係指將產業中各元素的創新服務模式

加以整合，進而發展出一套新的計程車服務模

式，其架構如圖3。將各項技術與服務模組的

重新整合，以使用者觀點（駕駛人及乘客）出

發，建構計程車派遣個人化服務之創新經營模

式，將可促進傳統計程車產業升級為人性化科

技服務業，提供客製化、高品質的嶄新服務。

個人化服務之整合亦為未來發展創新服務的重

要趨勢，「Web-Taxi互動式網路派遣計程車平

台」即為結合個人化服務概念提出之創新服務

構想。

          圖3 個人化服務（United Personal Service）

二、整合型創新服務：「Web-Taxi」

　　以往的衛星派遣模式只能夠將進線的計程

車需求透過衛星傳遞到計程車駕駛人端，然後

再依照地理位置來分配派遣任務。這樣單向的

資訊傳遞容易造成乘客與駕駛人的資訊不對

稱，駕駛人不一定能夠接到最適合自己的任

　　創新經營模式包含三個主要角色：中心

端、車輛端及乘客端。中心端（B），即車隊的

管理或服務中心，負責將乘客的計程車需求傳

遞給計程車駕駛人，同時也提供市場各式資訊

供駕駛人參考；車輛端（b），即計程車與駕駛

人，包含個人、車行、合作社等型態；乘客端

（C），為計程車的服務對象，也是主要需求的

來源，散佈在各種不同的時間與地區，需求多

樣化且分佈明顯動態調整。兩兩之間的角色關

係詳如表1之說明。

務；乘客的需求也不一定能夠被滿足。由於計

程車服務具有「無記憶性」，也未建立完整且

公平的評鑑機制，於是乘客在上車以前，往往

難以規避服務品質低落的計程車輛，而造成計

程車產業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情形。目前

臺北地區計程車雖有多家業者使用GPS/GIS派遣

技術，然對於乘客而言，無論是無線電或衛星

派遣車輛皆是透過電話叫車，服務的差異性只

表現於運送的途中，該類創新較屬於「技術」

層面，缺乏「服務」的整體提昇情況下，因而

難以創造新的計程車需求或優質服務。

　　計程車營運問題的癥結在於生產無效率，

且服務品質難以控管，駕駛人無法有效尋找足

夠的乘客，乘客亦無法有效尋找合適的車輛與

駕駛人，此現象可以利用圖4之質場模型予以

描述。此「不足的完整系統」，系統內包含兩

個物質（駕駛人、乘客）與一個場（GPS/GIS派

遣）等三個元素，虛線箭頭則表示作用力效果

不足。利用「增加新的場和物質」，如「網路

平台」與「圖形介面手持設備」，可加強原有

的效果，並增加系統中各元素間的互動關係。

                   圖4  計程車問題之質場模型

表 1 計程車創新經營模式互動說明

角 色 關 係 互 動 說 明

除了基本的任務指派，中心端可為計程車駕駛人

提供適域性服務及其他額外附加服務，如車輛端各項排

班資訊、空中排班區域的車輛密度、行車路徑導航、預

估乘車需求變化等排班指引相關資訊，或車輛保養優惠

等非派遣資訊服務。中心端也可以藉由記錄車輛端的行

駛路徑行車路況等交通資訊，從中獲得各地區/各空中排

班點現階段的即時交通資訊。

乘客端可以透過中心端做為媒介，在交易過程提

出特殊的要求，車輛端遂可根據自身特色提供客製化的

服務，如老殘服務、學童接送、共乘服務以及長途運輸

等服務。乘客端也可利用評鑑機制，揭露個別駕駛人的

服務品質，促進產業的良性競爭。

乘客端可透過不同的叫車介面提出計程車服務的

需求，並獲得更高的客製化專屬服務。中心端則依照乘

客端所提出的需求，提供適合的駕駛人供其選擇或者直

接派車給乘客。藉由蒐集各地區的乘客偏好相關資料可

做更為準確的乘客需求預測；中心端亦可提出更多元、

便利的付費媒介，例如預付車資、信用卡、悠遊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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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Taxi互動式網

路派遣計程車平台」係國

科會整合型計畫「計程車

產業優化政策與創新服務

之研發」提出的部分研究

成果[2]，以「管理」的思

維以及「使用者」的觀點

來研發新一代的計程車派

遣模式[3]。「Web-Taxi」

提供一網路平台，提供完

善的科技及資訊整合，使

中心端、車輛端及乘客端

的資訊傳遞更加透明公

開，並強化各元素之間的

互動關係，如圖 5所示。

此創新概念主要係透過軟

硬體設備連結乘客端、中

心端與車輛端所需之資訊

而成。乘客端藉由電腦或

手持式設備以有線或無線

傳輸技術連結至中心端，

乘客透過中心端傳送來的

WEB-GIS介面點選出發時

間及起迄點位置（如圖 6

所示），並依其偏好選擇

欲搭乘之車輛，旅途結束

後可針對前次搭乘滿意程

度給予評鑑，做為後續乘

客選擇車輛之參考，圖 7

即為模擬之候選車輛與駕

駛人相關資訊；中心端為

乘客端與車輛端之資訊交

流平台，內含有「資訊搜

尋」、「自主選擇」、

「預約預付」與「乘客評

鑑」等四大功能，搭配相

對應之演算法，透過有線

或無線傳輸技術將WEB-GIS

使用介面傳輸給乘客，並以無線傳輸技術將乘

客需求資訊傳輸給車輛端，經車輛端確認可執

行該需求後，再透過中心端傳輸確認資訊給乘

客端；車輛端應有與計費器結合之GPS/GIS顯示

設備，透過無線傳輸技術使中心端能更新車輛

所在位置與狀態，駕駛人亦可透過GPS/GIS設備

顯示乘客預約排程、預約時間及起迄點位置等

資訊。

　　藉由互動式網路派遣計程車平台的建立，

除了可改善原本計程車產業普遍存在的資訊不

對稱、派遣成功率低及經營成本過高等問題，

對於乘客而言更具有服務與安全的保障；Web-

Taxi 結合資通訊科技後，不僅能夠充分發揮計

程車服務特性，提升產業整體的服務品質，亦

實踐個人化服務之創新服務理念，使乘客能享

受擁有隱私、舒適、安全、便捷與環保的交通

方式。

三、分眾互動傳播模式

　　隨著適域性服務的概念導入計程車產業，

結合廣告傳媒和加值服務的商業模式也應運而

生，圖 8為東京計程車目前全面推廣的互動式

車載機，可為計程車產業創造更多加值服務。

「分眾互動傳播模式」係整合適域性服務、

GPS/GIS、無線傳輸及互動控制螢幕等技術的

商業模式，其基本概念如圖 9所示。由於Web-

Taxi平台可以記憶乘客端的屬性及偏好，再搭

配乘客的影像擷取暨辨識系統，即可將不同的

族群予以分類；中心端可利用GPS/GIS及無線傳

輸技術，即時即地主動推播分眾廣告。此外，

觸控式螢幕的應用，可提供中心端與乘客端之

間的互動，乘客除了被動接受多媒體廣告，亦

可了解所搭車輛之即時位置與動態路徑，並擁

有主動搜尋其他資訊的權利。分眾互動傳播模

式的推廣需要前端播放系統與後端管理系統相

互搭配支援。前端播放系統，即多媒體播放器

或互動式觸控螢幕，可以裝設在車輛的前座或

後座，載客時提供乘客分眾資訊，並於空車時

提供計程車駕駛人其他適域性服務的相關營運

資訊；後端管理系統由中心端統籌整合，包含

座標管理系統、版本控制系統、內容上下架系

統、頻道管理系統及回饋管理系統等等。

圖 5 Web-Taxi 三端互動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張學孔、吳奇軒、王冠堯、李心怡（2008）

圖 6 Web-Taxi 可視化的自主選車方式
資料來源：張學孔、吳奇軒、王冠堯、李心怡（2008）

圖 7 駕駛人歷史評鑑資訊
資料來源：張學孔、吳奇軒、王冠堯、李心怡（2008） 圖 8 計程車上的互動式車載機  （作者攝於日本東京計程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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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由於所得與教育水準的提高，民眾日益

重視運輸服務的品質，於資通訊科技導入運

輸產業後，已經逐漸影響旅運行為，因而人

本、客製化、個人化的服務理念，蔚為主

流。結合創新服務模式及科技應用，可望有

效提升計程車產業的服務品質和形象。以

創新服務來提升並優化計程車產業，除可確

保乘客的搭乘品質與安全、保障駕駛人的營

收，並進而提升從業人員的社會地位，更可

締造諸多附加價值；不論是計程車車隊、計

程車乘客、軟硬體設備廠商、資通訊產業或

政府及環境等各方關係人，均可藉此創造出

更高的多贏產業與社會效益。

　　基於前述產業與社會效益，具體建議交

通與經濟主管部門能夠基於交通服務與產業

發展提供更積極的支持與協助，以鼓勵產業

推動創新及組織變革，同時搭配政策面鼓勵

大型車隊形成和輔導推廣車用資通訊技術，積

極引導實務可行的商業模式，才能優化國內計

程車產業的發展，並進一步達到技術輸出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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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分眾互動傳播模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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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車資通訊、Telematics、智慧型運輸系統、  

                ITS、車路整合系統、VII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暨研究所交通組／教授／張堂賢

   

壹、簡介

　　N-Fi系統全名為Near Field Informatics，技

術上係藉由無線通訊技術，使車輛與路側設備

直接互通訊息的技術，在路側設備也可將接收

的車資訊回傳至交控中心，藉由中心端整合加

值後，回送至各方使用者端，包括internet端的

電腦、車機、手機等。整體過程講求即時、效

率且精確。該系統以雙向通訊為介面，垂直整

合各子系統，將車輛端、路側基礎設施端、交

通管理暨控制中心與使用者端納入一個系統，

透過搭載2.4GHz之通訊標準，滲透到各種底層

使用者端，將使我國智慧型運輸系統突破傳統

兩層式建置架構，直接完成四層式整合串聯體

系。

　　一般而言，台灣於發展ITS資訊通訊平台上

可分為公部門與私部門兩種，本文於下列敘述

中，將分別舉例說明並以N-Fi系統做為其應用比

對。

一、公部門-都市交通資訊中心

　　該資訊來源仰賴固定式偵測器，如:環路線

圈、Smart-Sensor與閉路攝影機等方式採集道路

車流狀況，但其資訊來源皆為單點式資訊，而

非空間移動式資訊，而其設備通訊方式皆以專

線通訊，採用一對一之GPRS或T1專線傳送資訊

至中心系統，造成政府龐大的通訊費用負擔，

然其資訊交換能力受限於網路平台，移動式資

料查詢也收取額外費用，造成資訊互動性表現

不佳。

　　N-Fi系統全名為Near Field Informatics，其概念為藉由無線通訊技術，使車輛與路側

設備直接互通訊息的技術，在路側設備也可將接收的車資訊回傳至交控中心，藉由中心

端整合加值後，回送至各方使用者端，包括internet端的電腦、車機、手機等。N-Fi系統

除了具備使現行之智慧型運輸系統設備的介接進行升級以外，未來的應用上提供使用者

隨時隨地皆能享受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強大服務。該系統已實際投入台灣交通系統示範

內，並提供使用者各項交通資訊與旅行時間預測功能，其雙向無線通訊設計與彈性化模

組開發，讓使用者於路側設施附近內，享受免費且多元化的ITS及相關商業發揮功能，真

正達成使用者IOD(Information On Demand, IOD)的服務。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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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整合計畫(Vehicle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VII)，透過電腦、通訊和感測器技術的升級與

整合，目標是實現車與車(V2V)、車輛與路側設

施(V2I)的即時互通，核心技術包括車內駕駛資

訊/行車導航設備、車輛故障診斷與預警設施、

輔助駕駛與意外發生自動介入的主動式行車安

全，所有設備將與安裝在沿線交通設施上的其

他輔助裝置協同工作。其推動時程與架構如圖2

及3所示。

                         圖2 VII計畫時程

資料來源：車載機之整合應用服務及建立交通資訊通信 加值鏈   
               之研究，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8

二、私部門-Garmin、Tom Tom、Mio等市售
導航系統

　　該類別之導航系統透過TMC-副載波交通資

訊傳播，提供使用者接收其交通資訊，資訊源

未必具高動態之可靠度，且該通訊方式訊號易

因地形，氣候與地下電台影響而產生遮蔽，此

外其通訊方式屬於單向通訊，服務應用也僅以

導航為主，不具資訊即時互換的能力，因回傳

要採GPRS或GSM，另需付費，造成使用者購買

意願較低。

三、N-Fi系統

　　於通訊技術設計上採用2.4GHz，相同於市

場既有的藍芽載波，藉由近場資訊通訊的介

面，使用者無須負擔任何通訊成本，而任何搭

載N-Fi系統之OBU、手機或PDA等設備，皆可透

過Beacon路側設施來進行雙向傳輸，使得整體

系統能藉由N-Fi一次完成資料蒐集、資料加值與

紀錄、資料回傳等流程。該系統能扮演專職的

介面與資料接送、發送端使得ITS開發不再淪為

專案開發而是整合開發。於此，本系統發展乃

為台灣ITS與Telematics聯合應用的重要突破，

除了使既有的設備能因N-Fi系統的介接進行升級

外，N-Fi系統更能於未來的應用上，提供使用

者隨時隨地皆能享受系統所提供的強大應用服

務。

貳、國外相關系統回顧

　　為了解國外應用近場資訊系統與Telemat-

ics技術，本系統蒐集歐盟、美國、日本與韓

國等相關研究與計畫。而全球地區隨區域特性

不同，發展車載資通訊服務內容也有所差異，

如美國與歐洲市場主要訴求安全與保全方面服

務，在日本市場，除強調基本的安全與保全功

能外，還提供導航、資訊、娛樂、通訊與電子商

務等等，於後續小節，將分述各國相關計畫、平

台系統發展內容。

一、歐洲CVIS計畫

　　Cooperative Vehicle-Infrastructure Systems，

CVIS在ITS中屬於歐盟「效率與環境」類計畫之

一，主要在進行車輛與路側設施溝通與導引設備

的發展、設計及測試。基本上CVIS係透過無線傳

輸，當車子經過一裝有感應器的框架，路測系統

會將速限、道路標示資訊、車輛緊急警告及可變

標示系統等資訊傳遞給駕駛，使這些資料在未來

可以有效率的應用，如圖1所示。

                          圖1 CVIS示意圖

資料來源: “TELEMATICS AT THE RESCUE OF ROAD SAFE  
                        TY.”, Gérard Ségarra,2005

二、美國VII

　　美國聯邦公路局、AASHTO、各州運輸部、

汽車工業聯盟、美國ITS協會(ITS-America)等機

構於2001年推動並於2005年正式執行車輛基礎

三、日本VICS

　　財團法人道路交通資訊通信系統（Vehicl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VICS）

中心成立於1995年7月1日，自1996年4月開始

提供服務以來，至今服務網已經涵蓋日本全國

各地區。目前日本全國市面上裝置有汽車導航

的車子中有88%裝有VICS，使用客戶

已經超過1100萬，VICS是世界上發

展最成功的道路交通資訊提供系統。

VICS成立目的是希望透過系統收集、

處理與編輯道路交通資訊，並將資訊

透過電波信標、光信標與FM調頻廣

播等通信廣播媒體，提供給車載設備

的系統。經由提供即時的道路交通資

訊協助駕駛人進行路徑選擇、分散道

路交通流量至其他替代道路上，以使

交通安全與車流暢通。如圖4所示。

圖3 車輛間通訊以及與基礎設施通訊

 資料來源：Website of National VII Coalition



2
工
程
論
著

84 │No.83│ July, 2009 

2
工
程
論
著

No.83│ July, 2009 │85 

四、韓國U-Jeju

　　2003年韓國政府將Telematics、4G手機與

4G通信等次世代行動通訊技術列為未來十大成

長動力產業之一，交由韓國情報通信部統籌負

責。2004年韓國情報通信部的IT839策略，將

Telematics列為八大服務之一，推動Telematics

示範服務。韓國2004年選定濟州島為Telematics

服務示範都市，投資約960萬美元建構能提供旅

客之車載資訊系統，其架構如圖5，建設各種透

過車輛終端機即時提供資訊的系統，提供每年

造訪濟州島的旅客適宜的旅遊資訊、即時交通

資訊、濟州文化活動資訊、可在車上購買鄉土

特產與免稅商品等的V-Shop、休閒生活資訊、

娛樂資訊、安全濟州開發緊急救援、安全服務

等服務。

參、N-Fi系統系統架構

　　綜觀國外的發展有其本國產業、技術及歷

史因素，作者認為台灣對ITS之發展過去雖有

一些技術與系統的應用建置，但幾乎不算很成

功。原因是(1)完全要靠政府—如APTS&ATMS；

(2)資訊收集及整合投資大卻不可靠—如ATIS; 

(3)需另花錢、滲透率不高—如ETC&ATIS。在思

索何去何從之際，想到台灣是電子技術強國，

全球人們持有率最高的消費性電子產品是手

機，再參考日本beacon和美國的V2V發展經驗

下，於是N-Fi就如此誕生。本系統可分為四個

層面，分別是車機及手機端、路側端、中心端

和internet使用者端，其中使用近場無線通訊設

備可與同樣搭載近場無線通訊設備之路側端信

號柱連線，透過這樣的通訊合作可以蒐集交通

資訊與發佈經由交通資訊管理中心整合後之資

訊，而路側端之信號柱可依傳統電話線路或嵌

入GPRS，以便時時與交通資訊管理中心聯繫，

整套系統結合各式資訊，透過RSU或中心資料的

處理傳回各信號柱發佈，另將交通相關資訊搭

配GIS地圖等放在網站上供internet使用者查詢。

如圖6所示。

一、車機端

　　N-Fi車載及手持端介質部分如圖7，所採用

技術可與藍芽系統相容，於未來開發上，只要

有任何符合藍芽通訊介面之硬體皆可透過Ｎ-Fi

系統進行整合操作，包含任何車上單元，如手

機、導航機、車載資通設備等等。

        
圖7  N-Fi車載及手持端介質外觀圖(sample)

二、路側端

　　N-Fi近場資訊系統之訊號柱(Beacon)設備所

採用通訊波段為2.4GHz，屬ISM-band，其訊號半

徑約500~1000公尺，通訊範圍可長達1公里以上

之服務，其裝設如圖8所示。 因要與中心通訊，

故內加有GPRS模組。

         圖8  路測信號柱(Beacon)裝置內外觀

圖5 濟州島Telematics示範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The status of the Korean telematics market, Kotba,2007

圖6  N-Fi人車路及中心系統四層通訊示意圖

  圖4 VICS車機交通顯示圖

資料來源：Website of ITS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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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資訊管理中心

　　交通資訊管理中心(Traffic Information Cen-

ter, TIC)由通訊伺服器系統、資料庫系統、資料

發佈系統、資料運算系統組成，TIC負責接收路

側端(RSU)訊號，進行資料分類、儲存、運算、

到資料發佈，如圖9所示。

              圖9 交通資訊管理中心(TIC)架構

四、資料流

　　於圖10中，車輛通過任兩信號柱，如車輛

通過ramp1且被本系統偵測到時，系統會立即後

送一通訊封包，封包內容如圖11(a)；當車輛通

過ramp2且被本系統偵測到時，系統亦會立即後

送一通訊封包，如圖11(b)。本中心系統即利用

回傳通訊封包格式進行旅行時間預測分析。圖

中，IID表交流道或路口識別碼，VID表車輛識別

碼，t表某一部編號VID的車輛通過編號IID之時

間及其周邊速率SPEED。

                  
圖11 路側設施通訊封包內容

　　由圖11經過兩交流道或路段段間的車輛之

旅行時間為：

 

                                        
 .............................(1)

　　經過若干時間T後，共計量測到i筆旅行時

間數據，則平均速率為：

 

                                      .................................(2)

　　

式(2)中若每分鐘結算一次空間平均速度( T=1)，

則每一路段每日有1440筆空間平均速度資料；

若每5分鐘結算一次空間平均速度(T=5)，則每

一匝道間路段每日有288筆空間平均速度資料。

當所需儲存的路段空間平均速度愈多資料量愈

大，需佔有較多的系統記憶體空間，故本系統

利用傅立葉轉換，將各路段空間平均速度資料

予以平滑再存進資料庫中，減少躁動值產生

外，也節省記憶體儲存空間。

　　根據上述資料儲存模式得到各路徑旅行時

間歷史資料表單，配合時間軸存取，將歷史資

料庫整理成三維陣列，獲得各時階下IID間歷史

資料庫。如圖12。

                    圖12 資料庫表單設計

五、使用者端

　　本系統透過網頁開發，並且

用Apache Tomcat 6.0架設前台網

站。提供使用者透過internet資訊

發佈系統選擇其起、迄點與出發

時間等參數，回饋使用者其旅次

之即時性旅行時間預測值，如圖

13,14。

　　在未來，用路者將可透過手

機及車機依自己需求查詢接收信

號柱的下傳與internet交通網頁一

樣的資訊及其他商業消息，而且

是免通訊費。

圖13 N-Fi系統前台首頁
 圖10 車輛通過任兩架有信號柱路段之時空關連

(a)

(b)

12 ttTTi

i
i

T TT
iD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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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N-Fi系統示範與未來發展

一、目前的示範系統

　　民國九十八年「北台灣科技走廊智慧型運

輸系統規劃與開發案」，該計畫目的為利用先

進運輸，通訊與資訊等科技，規劃路況偵測與

資訊收發系統，發展旅行時間預測模式，結合

個人資訊收發系統以建置智慧型運輸走廊交通

動態資訊系統。我們所採用的技術即N-Fi，到

目前為止建置示範服務範圍已安裝區為國道一

號台北到桃園國際機場。

二、N-Fi優勢與未來發展

　　從前面簡介知道N-Fi的特質是：近場雙向

通訊、RSU小且不占空間及維護容易、建置與

維運成本低、旅行時間偵測是空間數據(非點

偵測，因此較準確)、使用者可依自我需求查

詢資訊(IOD)、可與車機手機結合、信息接收

及發訊免通訊費、對使用者滲透性高(penetra-

tion)⋯等優點。未來這技術可做後續應用尚有

(一)開發ETC於公路里程收費前端系統

　　藉由N-Fi系統下路測設施與車載

機雙向通訊能力來進行ETC功能服務開

發，採用佈設Beacon設備來進行即可，

能滿足多車道自由流的收費型態以及達

成里程收費的公平原則。

(二)市區交通偵測與資訊發佈

　　於各路口號誌控制器加裝N-Fi機就

可達成收集各路段交通數據，用路人

可透過手機或車機達到全面IOD應用效

果。

(三)電子化標誌與號誌

　　發展電子化標誌與號誌，將標誌與

號誌都裝上Beacon信號發射器，使經過

的車輛，在車上無論是晴雨霧、白天、

晚上都能接收標誌與號誌信息。

(四)車間通訊的發揮

　　汽車大國無不於車間通訊上著墨，

主要是車間通訊可節省公共設施之建

置，提高ITS資訊傳輸的管道，並發揮行

車安全之目的。而事實上，從前面N-Fi

的架構，不難發現，N-Fi技術已可以做

到車間通訊的範疇，經實驗當車速達每

小時100公里時乃能準確接收另車所發

送的資訊。

(五)多元化資訊整合

　　N-Fi系統雙向傳輸能力，藉由裝設

於路側設施之Beacon做為資訊中繼站，

可提供大眾各種資訊、電子行動商務資

訊等等，使N-Fi系統垂直整合用路人所

需之各項資源。

五、結語

　　從上面的資訊及考量，作者認為台灣N-Fi

系統的開發將帶來台灣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全面

升級，其雙向通訊能力能真正拓展ITS的應用

核心，將台灣的智慧型運輸系統架構導向四層

式完整的體系。對公部門而言，N-Fi系統利用

Beacon區域型控制的概念，將區域型資訊封裝

回傳至中心端，能有效的降低線型系統的龐大

通訊費用；對私部門而言，其多元化的資訊加

值服務與雙向傳輸能力，將使Telematics產業於

台灣導向全面公民合作的概念，使得該系統能

朝向永續經營的方向；對使用者而言，準確且

免費的資訊服務，能讓使用者更願意來加入這

多元化的ITS家族。於此，N-Fi系統除了將扮演

台灣未來的智慧型運輸系統的骨幹外，也將帶

領台灣智慧型運輸系統產業往國際蓬勃發展。

圖1 N-Fi系統旅行時間查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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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前言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於市區之重要路口處設

置系統標誌，適時提供駕駛人必要的停車資

訊，協助其於最短時間內找尋適當之停車位，

來達到導引駕駛人到停車空位上以減少交通流

量的目的。國內十餘年前即有停車導引資訊系

統架構觀念的提出(吳健生，1993)對此系統的架

構、規劃步驟、運作方式、系統技術等方面，

有了初步且明確的研究報告。隨著資訊科技與

無線網路應用之發展，結合各種不同類型資訊

科技與無線網路，對於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影響

相當大，整體系統架構也隨之改變。

　　本研究首先以系統供應者的觀點檢視既有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服務的系統架構，找出延伸

發展之可能性，進而產生出新的系統架構，再

彙整相關研究報告整合新系統架構可供給駕駛

人的服務類型，研究成果可提供給民間業者與

政府單位作為參考依據。

貳、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發展情形介紹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Parking Guidance and 

Information System, PGIS）是先進用路人資訊系

統與先進交通管理系統下的子系統之一，也是

現階段我國邁向智慧型運輸的重要項目之ㄧ。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為透過控制中心之處理與操

作，將停車場之使用現況經由傳輸網路顯示於

資訊顯示板 (Variable Message Sign, VMS)上，

以提供駕駛人作為停車參考採用。停車導引資

　　近年來，資訊科技與無線網路服務應用之發展，對於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所能提供的

服務模式有所改變與影響。服務內容與服務型式改變，使得駕駛人可以更便利的方式取

得停車相關資訊。著眼於資訊科技之發展，本研究致力於探討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可能提

供新服務之發展，試著以系統供應者的觀點檢視既有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服務的系統架

構，找出延伸發展之可能性，進而產生出新的系統架構，再結合駕駛人對於停車之需求

提出多種整合性服務。

2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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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停車導引資訊服務之發展

一、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架構

　　本研究整理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相關文獻，

歸納出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整體架構圖，如圖1所

示。本研究將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分為子系統與

人機介面兩個部分，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子系統

包含三個子系統，分別是預約訂位、付款與導

引三個子系統；人機介面部分，包含了四個不

同的介面，分別為語音電話介面、系統介面、

行動通訊介面與代理人系統介面。下列小節針

對圖1組成構面進行詳細的說明。

               圖1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整體架構圖

(一)導引系統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中導引系統，分

成兩種不同的導引方式，車內導引與車

外導引。車外導引是一種設置在重要路

口利用路邊的數位顯示板導引之方式；

車內導引則利用車上的行動裝置與交通

資訊交換中心進行資訊交換，顯示於行

動裝置上的導引方式。

訊的優點為：1.停車空位的充分利用，2.增加停

車場業者的收入，3.減少駕駛人在尋停時所花費

的時間，4.降低城市的空氣污染和交通流量。

歐、美、日等國家在停車資訊供給系統方面已

經有實體的建設與運作，實施多年成效卓著，

值得本研究借鏡。

　　台北市信義計畫區的系統在民國89年時完

成整體系統工程建設規劃報告，為國內第一座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的規劃與設計，主要分為資

料蒐集、資料傳輸、資料處理與停車資訊顯示

等四項系統架構，並採用層級劃分、目標導引

及連續導引三種規劃原則，進行停車資訊導引

與標誌設立位置之分析工作，最後將計畫區分

成四個群組（市府區、區公所區、世貿區與影

城區），依照市區道路行車速度與駕駛判讀面

版資訊時間，確定各級資訊面版之佈設位置、

距離與類型，再利用最短路徑將尋停車輛自計

畫區外圍入口導引至目標停車場。

參、無線網路之技術內涵與應用

一、無線區域網路(Wireless LAN)

　　無線區域網路主要分為IEEE802 .11a、

802.11b 及802.11g 三種技術規格，其各有不同

標準規格及優勢，整理如表1所示。WLAN不只

應用在室內環境，其技術已能夠運用於公眾環

境、校園或公園中，提供使用者多媒體及導航

之服務。使用者亦可藉由手持終端設備或車上

單元(On-Board Unit)利用WLAN 連結停車導引資

訊系統，以獲得停車相關資訊。

二、行動電話網路(GPRS/3G)

　　GPRS 網路系統以封包方式傳輸資料，具

有瞬間IP 連線優點，以封包方式計費。3G系統

具備支援多媒體服務的能力。依照不同的傳輸

環境，動態的調整傳輸頻寬，在不同環境下的

行動電話用戶，具有不同的傳輸速率。我國電

信業者均推出關於交通相關資訊之加值服務項

目，包括停車位資訊、商店資訊、餐廳資訊、

氣象資訊等，其資訊加值服務依內容特性收取

不等之費用。

三、短距離無線通訊(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DSRC)

　　DSRC 為ITS 通訊的基礎技術之一，主要

協助道路、車輛、交通間的連結。一般而言，

通訊的車輛可以是移動中或靜止的，而路側系

統則在正常的狀況是被固定於路邊建築物上。

目前對於道路與車輛間的通訊共包含了三種形

式：點、連續、廣域，其中點型式被評為國際

標準的發展趨勢，一般我們所稱的DSRC 即指

點型式的通訊區域。當安裝車上設施OBU的車

輛行駛至通訊區域時，即可與提供停車導引資

訊系統進行溝通，取得各種停車相關資訊。

表1 WLAN技術規格比較表

(二)付款系統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的付款系統與機

制，是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服務之

ㄧ。付款方式有許多不同種類，隨著資

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發展，付款變得更

為便利，以下整理停車場可能使用的機

制與方式：

1.現場付款

　　駕駛人進入停車場後，將車輛停好

到取車，需支付政府或是民間業者所經

營的停車場停車費用，費用的付款方式

以現場付款為主，一般的停車場收費採

下列兩種方式，一種是以現金方式支

付，另一種為會員制支付。

2.行動付款

　　隨著網際網路與資訊科技的發

展，停車場的付費不限於現場付款的

方式，停車場業者也逐漸與電信業者

合作，推出相關的行動加值服務。行

動付款為行動商務用來支付費用的方

式之ㄧ，而行動付款又包含小額付

款、非接觸式票證付款、電子錢包付

款、電子收費等方式。

(三)預約訂位系統

　　方劍虹(1999)對於預約的定義為經由

顧客及業者交互溝通，訂定下次來接受

服務的時間、地點及種類。部分的服務

業利用預約制度 (Reservation System) 調

配服務的供需，尤其是歐美先進國家，

基於時間價值與效用甚高，顧客多不願

將時間浪費在無效的等待之上，故各服

務業普遍採用預約制度，預約的方式有

很多，如現場預約、電話自助語音預

約、觸控式預約機、電腦網路預約等。

規 格 802.11a 802.11b 802.11g

使用頻段 5GHz 2.4GHz 2.4GHz

展頻技術 無 DSSS DSSS

傳輸距離(公尺) 100~150 30~300 30~300

最高傳輸速率 54Mbps 11Mbps 54Mbps

優 點

頻段較不受
干擾安全性
較高、速度
大幅提升

為目前最成
熟的高速、
無線區域網
路標準技術

相容於
802.11b ，
可節省設備
升級費用

　　DSRC 為ITS 通訊的基礎技術之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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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歸納原始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的缺點有：

　　1.只針對在地的駕駛人進行設計，並未考

量對於城市路口、街道名稱不熟悉之駕駛人；

2.雖然使用系統可以節省駕駛人尋找停車位的時

間，但是駕駛人對於系統的熟悉與了解程度並

不高，使用情形不如預期；3.導引方式限制於數

位顯示板，數位顯示板所能帶給駕駛人的導引

有限，且不是每個路口皆能進行設置，政府基

於成本上的考量，只能於重要路口進行設置；

4.系統的即時回傳率並不高，僅有40%。

　　本研究為解決這些缺點，整合文獻所提出

各種可能與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結合的資訊科技

和無線網路應用，提出新系統架構，如圖3。

從新系統架構圖可以了解，停車導引資訊系統

　　雖然台灣地區停車預約訂位之研究

與設計尚未普及，但是，預約定位系

統仍有其他可參考之系統，例如：利用

手機預約電影座位票。目前中華電信的

emome系統提供這樣的相關服務，未來停

車導引資訊系統也可以依循這樣的行動

商務相關服務，提供給駕駛人作為預約

訂位使用。

(四)人機介面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的人機介面，從

過去單向的路邊顯示資訊提供單純的停

車場空位資訊，進步到結合資訊科技與

無線網路之應用，因此人機介面也不再

僅限於單一方式，也開始以互動的方式

提供服務。

1.語音介面

　　駕駛人在行前可以利用電話詢問的

方式向政府或民間業者查詢關於停車場

目前是否有空位，此介面雖然可於旅行

中詢問停車場空位，卻無法在語音時進

行駕駛人的路徑導引；語音導引可能因

個人口音、對路況了解或是其他因素導

致駕駛人對於停車場位置的混亂，且資

訊的提供方式較為被動化與不透明。

2.網路介面

　　駕駛人可利用網際網路連接到政府

單位或是民間業者所提供停車導引資訊

系統，藉由簡單的查詢動作，依據區域

的不同，可顯示停車場的位置。停車導

引資訊系統除了顯示停車位置之外，亦

可以查詢到相關於停車場的資訊，如停

車場的性質、開放時間、目前空車位、

收費資訊等。

3.行動通訊介面

　　以WAP、PHS、i-mode手機或個人數

位助理PDA（需具上網功能）查詢，目

前大眾、和信、遠傳、中華電信、台灣

大哥大等五家業者提供相關停車導引資

訊系統查詢服務。未來可以使用ETC的車

上機或是個人行動電腦在車上進行相關

的查詢，但目前此兩項之介面尚未制定

出來，未來可以成為新的加值服務與產

品。

4.代理人系統介面

　　代理人系統（Agent-system）是一

種具有思想及溝通等類似人類行為的程

式，能夠執行使用者所制定的工作。

Chou et al. (2008) 提出利用代理人系

統搜尋目的地附近的所有停車場資訊，

並將資訊分類提供給駕駛人作為參考依

據，以導引駕駛人能到達停車位。

二、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應用服務

　　駕駛人使用台北市既有建構的停車導引資

訊系統流程，如圖2，駕駛人在前往目的地之

前，可以透過電話查詢信義區停車場資訊，亦

可以使用網際網路進入政府所提供的停車場查

詢網頁進行查詢。駕駛人在查詢並了解停車場

之狀況後，前往尋找停車空位，此時，若駕駛

人對停車場地點相當熟悉，駕駛人一般會採取

直接前往不需要導引，但若是駕駛人對停車場

位置不熟悉或對街道、路口名稱不了解，則會

採用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所提供的導引方式前

往。原始系統建立的導引系統為在各重要路口

設置路邊數位顯示板，藉由此種方式導引駕駛

人尋找停車空位。根據任立中(2008)指出，台北

市政府信義區所架設的停車導引資訊系統限制

為停車位資訊及時回傳率過低，因此需要尋求

改善之道。

的架構不似過去只侷限於停車場、政府與駕駛

人的關係，新整合的系統架構圖包含了電信業

者、銀行團隊、電子地圖供應商、停車場、政

府與駕駛人等關係，成員的增加使得整體系統

架構更為複雜，提供給駕駛人的功能也更為完

善。

　　駕駛人在家中可以透過有線網路連接至停

車導引資訊系統，進入查詢停車空位或是停車

場其他相關資訊，如停車費率、開放時間等。

在旅途中，駕駛人若使用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整

合性服務，可以透過行動通訊進入系統，藉由

行動裝置所顯示的路徑尋找前往的目標與目標

附近的停車位。

　　駕駛人使用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整合性服務

圖2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整合性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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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統 可提供之應用服務

導引系統
路邊資訊顯示器、電子地圖導引、停車場平面圖

導引、停車位導引

預約定位系統
電話預約、線上預約定位、車位排定、預約與空

位顯示

付款系統
現金付款、手機小額付款、電子錢包付款、非接

觸式智慧卡付款、NFC手機付款

人機介面
手機介面、電話語音介面、行動裝置介面、代理

人操作介面

其他應用服務 醫療資訊提供、餐廳資訊提供、景點資訊提供

時可透過行動裝置顯示自己目前的位置與停車

場所在位置的電子地圖，對於駕駛人判斷路徑

與停車場距離的概估有很大的幫助；電信業者

與停車場業者合作則可提供駕駛人數項行動加

值服務，駕駛人可透過電信業者所提供的行動

加值服務進行停車空位的預約與查詢；駕駛人

可透過行動商務的加值服務進行停車場付款繳

費，但是繳費的過程需要透過銀行與電信業者

之間的認證，以確保駕駛人的交易安全。未

來，整合駕駛人對於停車導引資訊系統的需

求，可以加入的還有旅遊、醫療、防盜保全等

相關服務。整合性的服務，能帶給駕駛人更便

利的生活，且依據新服務的產生，駕駛人在使

用系統的流程上也有所改變，使用的流程圖為

圖2所示，新系統改善舊系統的缺點並且增加服

務的種類。表2是新舊系統可提供服務比較表，

由此表可以看出新舊系統皆是提供駕駛人相關

的停車資訊並且希望能導引駕駛人到停車空

位，差異性的部分主要是資訊科技的採用與整

合。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與資訊科技結合，使得

能夠加入的產業越來越多，能提供的服務也

逐漸完善並切合駕駛人的需求，根據任立中

(2008)調查報告中提出，大部分駕駛人對於停

車需求來自於公務、醫療與娛樂三大需求，本

研究整理出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可與電子地圖相

互結合，以車內行動裝置顯示的方式將除了停

車場資訊提供給駕駛人之外，亦可結合電子地

圖提供者、醫院、餐廳等業者提供顯示停車場

附近的醫療、娛樂相關訊息。本研究整理出新

的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每個子系統可提供之服

務，並將其整合應用在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內，

使得未來其他研究者可依據此表發展出新的服

務，如表3所示。

伍、結論

　　藉由資訊科技與無線網路之發展與應用，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得以結合各種應用於交通領

域的資訊系統與無線網路，朝向多元化服務發

展，而非單純只提供駕駛人停車相關資訊。停

車導引資訊系統該如何去發展才可以切合使用

者的需求，應該是持續不斷探討改善的課題。

　　本研究提出的系統架構可以提供給政府或

是系統商作為參考依據，充分利用現有的資訊

科技與無線網路相互結合，增加其人機介面的

選擇性或是其他附加的功能，以期能提供更多

更為貼近駕駛人所需要之服務。

表2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服務比較表

 

表3 應用於停車導引系統各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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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停車導引資訊系統整合性服務架構

新系統 現有系統

相

同

提供停車場地點、空位數量、價格等資訊。1. 

在重要路口設置路邊資訊顯示器。2. 

提供電話語音查詢與預約。3. 

差

異

結合電子地圖導引功能，1. 

使駕駛人能更容易找到停

車場。

增加各種行動付款機制。2. 

停車場業者可使用空位排3. 

程系統和線上即時預約進

行空位排程，增加彈性與

管理效率。

僅有路邊資訊顯示器與1. 

停車場部份資訊。

以現場支付為主，小額2. 

付款為輔。

預約方式以電話語音為3. 

主，線上預約功能幾乎

沒有。

較不適用於對城市路段4. 

不熟悉的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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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行車路徑導引、問題導向、最適因應方案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副教授／吳健生

  

壹、前言

　　行車路徑導引（Route Guidance）係指根據

各種道路、交通即時資訊，引導用路人循最有

利路徑（the Most Favorable Routes）到達目的

地之意[1]。隨相關技術的發展及應用範疇的不

同，可將路徑導引區分為各種不同的類別與層

級。簡單者如兩起迄點（O/D）間多條平行道

路所構成之路廊（Corridor），若其中某一路段

發生交通擁塞，即引導後續來車改行其他替代

道路，故亦有轉向控制（Diversion Control）或

車輛改道（Detour）之稱[2~4]。複雜者則如於

同一路網中進行多組起迄對間交錯重疊之路徑

導引，故又可稱之為路網控制（Network Con-

trol）[5]。另就管理的層級而言，理想之路徑

導引應能完整指派各起迄車次，以均衡調節路

廊或路網中各路段之交通，使路網整體容量得

到最充分有效的利用。然而，此種方式相關配

套極其龐雜且困難度亦最高，故一般實務上多

退而求其次，以問題為導向進行事先之規劃。

一旦發生狀況，即依事先所研擬之因應計畫進

行反應。此一方式雖無法確保達到整體最佳化

（Global Optimization），但運作容易、效果明

顯，且至少可解決當下迫切之問題，並達到局

部最佳化（Local Optimization）之目的。本文即

針對此一目的，建立一簡單可行之問題導向式

行車路徑導引系統規劃方法，並以具體實例說

明其規劃的方法與步驟，期能提供公路管理單

位相關系統規劃與設計之參考。

　　行車路徑導引將道路交通管理提升至路網之層級，雖能大幅提升管理之效果，但其

難度亦相對增高。為簡化此一問題，一般實務上多採問題導向方式進行系統之規劃，以

較常發生問題路段作為優先處理之對象，事先依據總效益值研擬最適因應方案，一旦發

生狀況即據以反應。本文即針對此一目的，建立一簡單可行之問題導向式行車路徑導引

系統規劃方法，並以具體實例說明問題界定、範疇確立、導引路徑規劃以及事件反應計

畫四個規劃步驟與方法，期能提供公路管理單位相關系統規劃與設計之參考。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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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次亦有相當數量，則除正常路徑--之
外，尚可納入第一優先替代路徑--（最
短替代路徑）構成如圖2（b）之導引路網，或

繼續擴增第二優先替代路徑---（次短
替代路徑）至如圖2（c）之導引路網。至於何

種導引路網較佳，須視路網之總容量而定。若

正常路徑加上第一優先替代路徑之總容量足敷

/旅次之所需，則取圖2（b）作為導引路網
即可。若車輛改道後反而造成路段-之擁塞
（容量不足），則可增添第二優先替代路徑以

為因應，構成如圖2（c）之導引路網。

 

貳、問題界定

　　道路交通問題係指發生於路段上之異常現

象，一般分為重現性擁塞（Recurrent Conges-

tion）與非重現性事件（Nonrecurrent Incidents）

兩大類，前者是指平常工作日反覆出現之上、

下班尖峰時段擁塞，或假日旅遊景點重覆發生

之交通擁塞，而後者又可分為預期性與突發性

兩種。所謂預期性事件是指事先計畫已知之管

制措施，如道路封閉、施工管制、路段清潔管

制等，至於突發性事件則是指一般交通意外事

件，主要包括事故（Accident）、車輛故障、散

落物⋯等。

　　通常重現性擁塞發生之時間與地點較為固

定，且頻次亦高。如能優先改善此類問題，不

但效益顯著，而且亦能有效地掌控，因此本文

將問題界定在重現性之交通擁塞。規劃時依據

長期交通調查資料進行分析，尋找出重現性擁

塞嚴重之路段或地點，作為改善之標的。若缺

乏長期交通資料，或可透過當地相關人員之經

驗判斷，選取改善迫切性較高之路段。

參、範疇確立

　　擁塞路段及地點界定之後，接著確立導引

之範疇，包括導引路網（Guidance Network）與

導引對象（Guidance Objects）兩部分。導引路

網係指擁塞影響範圍內，所有旅次起迄及其替

代路徑所構成之路網。規劃時，先勾勒出所有

行經擁塞路段之旅次起迄，而後循其路徑建立

受衝擊路網，再補充各起迄點間之替代路徑，

建立完整之導引路網，而所有導引作業均在此

路網範疇內進行。至於導引對象，則是指行經

擁塞路段之所有起迄旅次，亦即當擁塞發生

時，所有行經該路段受到衝擊之旅次均有可能

被導引至替代路徑上。然而，當路網結構益趨複

雜時，可行之替代路徑組合亦隨之益趨複雜，因

此在實務上可選擇流量較大且導引效果較顯著之

起迄對（O/D Pairs）作為優先導引的對象，以簡

化系統的運作。

　　以圖1（a）之原始路網為例，為便於分析

與說明，將其路口編號如圖1（b）。經調查後

發現，左行車流於路段-出現嚴重之重現性
擁塞，決定採取路徑導引方式加以改善。首先依

據最短路徑原則，將每一起迄對間之最短里程

路徑設定為用路人優先選擇之正常路徑（Normal 

Route），經分析結果得如表1。由表1可知，受上

述重現性擁塞衝擊之起迄對計有/與/。
進一步將各起迄對間之其他可行路徑一一找出，

可得替代路徑（Alternative Route）如表2所示。

 

                              （a）原始路網 

                      

                               
（b）擁塞路段

                          圖1 路網現況圖

　　若絕大多數行經擁塞路段之旅次均為/
起迄旅次，則取正常路徑-（見表1）及其
替代路徑--（見表2）所構成之部分路網
作為導引路網即可，如圖2（a）所示。若/

肆、導引路徑規劃

　　即在導引路網範圍內，針對不同起

迄對事先規劃好其替代路徑及優先順序

以為因應。一旦發生擁塞，即可透過控

制模式（Control Model）之評估，分散

各起迄旅次至替代路徑上。舉圖2（c）

之導引路網為例，經由前述之分析，預

先規劃出起迄/之替代路徑-
-，及起迄/之替代路徑--
（第一優先）與---（第二優
先）。

　　然而，當起迄旅次/及/因迴避路
段-之擁塞而改行替代路徑時，勢必會連帶
衝擊到其他路段之車流，例如當起迄旅次/
改行替代路徑--時，將會衝擊到原先不
受其影響之路段-與-。有鑑於此，規
劃時可循全面性導引及簡化式導引兩種思維方

式加以進行。全面性導引係指導引路網內，無

論是否為原始受衝擊之起迄旅次，均視為導引

之對象，規劃其替代路徑，並經由控制模式之

評估，重新指派其行駛路徑。而簡化式導引則

是指，僅針對原始受衝擊之起迄旅次規劃其替

代路徑，並指派其行駛路徑。換言之，並不更

動原始未受衝擊旅次之路徑，僅利用替代路徑

                             表1 正常路徑

迄點
起點    

 -- - - --
 -- -- - -
 -- - -- -
 -- -- -- --

                            表2 替代路徑

迄點
起點    

 -- -- -- --
---

 -- -- -- --
 -- -- -- --
 -- -- -- --

（a）導引路網1                                  （b）導引路網2                              （c）導引路網3

                                                        圖2 導引路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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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 Benefit）最大為目標，而總效益係由個別效

益加總而得。每一個別效益均對應於一系統目

標，通常包括預防車流發生阻塞、維持車流順

暢、提高車流通過量、降低旅行時間、減少肇

事次數以及減少行車成本等。例如德國德恩巴

哈/寇伯倫茲（Dernbach/Koblenz）高速公路網之

控制模式[6]即以旅行時間與行車成本作為路徑

評選的依據，其總效益值（總成本）ZTotal為旅行

時間成本Zt與行車成本Zb之和如下

         ZTotal = Zt + Zb

其中旅行時間成本

      

n

i
iitt qtKZ

1

式中   n = 路網總路段數；

qi= 路段i之流率[veh/5-min]；

Kt= 旅行時間成本[DM/h]；

ti = 路段i之旅行時間。

而行車成本

      

n

i
iibb qBKZ

1

 

　　式中Bi係依每一路段分別計算而得，其計算

公式為B=f（V），為一多項式（V為速度）；Kb

則為燃料消耗成本[DM/l]。

三、因應方案

　　經由控制模式之運算，決定總效益最大之

路徑導引方案，作為執行控制之依據。續以圖2

（c）之導引路網為例，若決定採取集體式之路

徑導引，則可依據表3之路徑導引計畫，進一步

研擬各起迄旅次及車種所有可能之分流組合構

成候選方案，最後再以控制模式一一評估，決

定總效益最大之導引方案。以簡化式路徑導引

為例，當路段-發生擁塞時，若以重車為導
引對象，則可將起迄/或/之重車導離
擁塞路段，其可能之方案如下：

之容量餘裕來應付改道旅次之需求。全面性導

引方式雖可獲得較佳之整體效果，然而當路網

趨向複雜時，無論是路徑指派或實際運作其困

難度均將倍增，反而不及簡化式之簡單實用。

　　現續以圖2（c）之導引路網為例，規劃出

全面性之路徑導引計畫如表3所示。實作時，

雖僅有起迄旅次/及/受到重現性擁塞
之直接衝擊，然而在其改道後之擴散衝擊效應

下，每一起迄旅次均可能重新受到指派行駛正

常或替代路徑。換言之，表3二至四欄中所有路

徑所行經之路段，其交通量均可能因路徑之重

新指派而改變。相對之下，簡化式之路徑導引

僅考慮表3中起迄/與/之所有可能路
徑，且僅重新指派此兩起迄對之旅次至可行路

徑上。

                    表3 路徑導引計畫

伍、事件反應計畫

　　事件反應計畫（Incident Response Plan）係

針對路網中各種可能發生之事件，提出具體可

行之因應方案。此處續前，僅針對路段-發
生重現性擁塞研擬因應之事件反應計畫，考量

的重點則包括導引方式、控制模式以及因應方

案，分述如下：

一、導引方式

　　路徑導引可依導引資訊收受的對象分為集

體式（Collective）與個別式（Individual）兩

種，前者係針對全體或部分用路人發佈，並產

生整體一致性的影響；後者則針對個別用路人

的需求一一進行發佈。實際上，路徑導引是將

路網中的起迄旅次重新進行分流，若分流細至

以單一旅次作為考量的對象，即為個別式路徑

導引，否則即屬集體式路徑導引。分流分得愈

細，調節的彈性即愈大，績效達到最大的可能

性亦愈高，但相對地運作的困難度亦愈高。就

現有技術與應用而言，目前仍以集體式路徑導

引為主，並採用路側所設置之可變路標（Vari-

able Route Direction Sign）或資訊可變標誌

（Changeable Message Sign）作為傳達導引訊息

的媒介，故本文亦以集體式路徑導引作為規劃

之目標。

　　由於路側標誌所發佈訊息之內容有限且對

象為全體用路人，因此導引的彈性相當有限，

一般多依目的地及車種進行分流。舉圖2（c）

之導引路網為例，當擁塞發生時，依目的地區

分，仍容許起迄旅次/行駛正常路徑-
，但導引起迄旅次/改行替代路徑--
，避開擁塞路段。如此不但可減緩路段-之
擁塞，且可防止過多車輛改道，反而造成路段

-之擁塞（若起迄旅次/亦改行替代路
徑--即可能發生）。若依車種區分，則
例如可將上述起迄旅次/與/中之重型
車輛引導改行替代路徑，以減緩擁塞路段之負

荷。

二、控制模式

　　依據不同導引方式，建立適當之控制模式

進行交通量指派（Traffic Assignment），以決定

分流之方式與數量。控制模式係以總效益（To-

（一）僅導離起迄/之重車

經導離之後，改行替代路徑--（見表
3），故受衝擊路段除原正常路徑-之外，
尚包括替代路徑之-與-。假設qi/j表起
迄i/j之流率，qi-j表路段i-j之流率，ai/j,t表起迄i/j

之重車比例，則各衝擊路段之流率經導引之後

改變為：

　路段-：q1-2 =（1- a1/2,t）q1/2 + q1/4
　路段-：q1-3 = q1/3 + a1/2,t q1/2
　路段-：q3-2 = q3/2 + a1/2,t q1/2

（二）僅導離起迄/之重車
　　經導離之後，有二條替代路徑--與

---可以選擇（見表3），假設僅考慮
第一優先之替代路徑--，則受衝擊路段
除原正常路徑之-及-之外，尚包括替
代路徑之-與-，故各衝擊路段之流率
經導引之後改變為：

　路段-：q1-2 = q1/2 +（1- a1/4,t）q1/4
　路段-：q2-4 = q2/4 +（1- a1/4,t）q1/4
　路段-：q1-3 = q1/3 + a1/4,t q1/4
　路段-：q3-4 = q3/4 + a1/4,t q1/4

（三）同時導離起迄/與/之重車
　　綜合上述兩種方案，可得路段流率改變結

果如下：

　路段-：q1-2 =（1- a1/2,t）q1/2 +（1- a1/4,t）q1/4
　路段-：q1-3 = q1/3 + a1/2,t q1/2 + a1/4,t q1/4
　路段-：q3-2 = q3/2 + a1/2,t q1/2
　路段-：q2-4 = q2/4 +（1- a1/4,t）q1/4
　路段-：q3-4 = q3/4 + a1/4,t q1/4

　　將以上計算所得流率代入控制模式，如德

恩巴哈/寇伯倫茲模式，可分別評估出上述三

種方案之總效益後，取其中最佳者作為決策方

案。須注意者為，控制模式中之其他變數值可

參照流率方式加以計算，而路段交通量指派的

結果亦可能因遵循率之不同而與實際交通量產

O/D 正常路徑
第一優先
替代路徑

第二優先

替代路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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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落差。另當路網複雜時，可能之方案相對倍

增，若採上述窮舉方式評估將倍感困難，故可

試圖改採數學規劃法進行求解，將總效益作為

目標函數，上述路段流率計算公式一般化後加

上容量之限制作為限制式，其他變數亦類同處

理，即可求取最佳解。同樣，當總效益值之計

算相當複雜時，求解之困難度亦相對增高。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由實務之角度出發，以較常發生問

題之路段為對象，建立一簡單可行之問題導向

式行車路徑導引系統規劃方法，並以具體實例

說明問題界定、範疇確立、導引路徑規劃以及

事件反應計畫四個規劃步驟之內容與方法，提

供公路管理單位相關系統規劃與設計之參考。

然而，路徑導引之難易度視路網之複雜性而

定。本研究所提方法雖簡單易行，但亦有其條

件與限制性，故建議未來依循此一方法逐步改

善，以建立更周詳與實用之路徑導引系統規劃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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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人性化、環保化、科技化

   逢甲大學／運輸科技管理學系／副教授／李克聰

   

壹、智慧型運輸系統之迷思

　　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是運用先進偵測通訊及控制技術以

達到人性化、環保化與科技化目標之互動智慧

運輸系統，其發展過程為針對交通三大要素之

「人」、「車」、「路」之智慧化，分別發展

出基本之先進旅行者資訊系統(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s; ATIS)、先進車輛安全及

控制系統(Advanced Vehicle Control And Safety 

Systems; AVCSS)及先進交通管理系統(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s; ATMS)，並綜合運

用在大眾運輸及商用車輛兩大系統，發展出先

進大眾運輸系統(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APTS)及先進商車營運系統(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 CVO)，當然各建置管理單位

亦可針對各項特別需求，規劃建置出符合「順

暢」及「安全」二大目標之各種應用之智慧型

運輸子系統。

　　臺灣地區發展ITS已有十數年之久，其建置

之過程，因為介面問題，常有建置不一致、不

連貫及優先順序錯亂之問題，究其原因是規劃

建置單位無法掌握ITS正確思維及漸進目標而

陷入迷思當中，往往無法對症下藥，真正滿足

使用者需要。反之檢視目前世界交通運輸之發

展趨勢有三大目標，依其優先順序分別為人性

化、環保化與科技化，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人性

化及環保化之前提下，善加運用科技進行交通

管理才是正確之道。

 

　　智慧型運輸系統正如火如荼的在台灣地區建置運用，檢視世界各先進國家，智

慧型運輸系統已成交通運輸規劃管理之主流趨勢，本文主要參考各國建置及評估

分析智慧型運輸系統之經驗，進而探討國內建置智慧型運輸系統之迷思與正確的

成本效益評估觀念。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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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CMS顯示資訊(2/2)

　　最重要的是在目前高速公路已有行車時間

顯示資訊狀況下，依據各路段之交通狀況，CMS

應在不正常路況與行車時間擇一顯示，換言

之，看到行車時間資訊就表示前方路段路況正

常。此外，在行前與途中即時路況資訊之規劃

設計方面應在各式媒介，例如收音機CMS、手

機、家及辦公室電話、有線電視之社區頻道、

社區之電子看板及電腦⋯等，進行顯示及查詢

之最適方式之成本效益評估分析，其評估項目

應包括資訊之即時性、準確性、完整性、資訊

建置及管理成本及資訊使用之成本等。至於國

道1台中地區中清至中港交流道區間之各車道建

議速限動態資訊顯示系統，此項建置由於使用

者不想也不會依其建議速限行車，因此其優先

順序極低，並且可以CMS資訊取代之。

二、公車動態資訊系統：近年來各縣市陸續

建置公車動態資訊系統，但檢視臺灣地區大部

貳、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正確思維

　　建置ITS之正確方式應去除迷思，掌握下列

重要思維：

一、必須循序漸進的建置，ITS之建置基礎應在

傳統式交通管理方法與技術已發揮極致之狀況

下，再考慮以ITS來加以改善，例如交通號誌之

改善必須先努力嘗試以幹道號誌連鎖之最佳化

等傳統方法之後，再檢視評估電腦化號誌最佳

化之可行性。

二、建置ITS應以事前事後分析(Before and After 

Analysis) 進行評估，以確認其成本效益並以

回饋方式調整爾後階段之建置管理方案，例如

高速公路匝道儀控之評估應進行事前所有交通

量之總成本效益與事後之比較分析，才能確認

其是否值得。在評估分析時，應以工程經濟之

增資益本比法進行，以決定實施之適當規模及

其階段性建置之優先順序，例如高速公路各路

段之可變標誌系統(Changeable Message Sign；

CMS)的建置，應在階段性預算限制前提下，進

行其每增加一個特定位置之CMS的增資益本比分

析，才能決定其各階段建置之最適當數量與位

置。

三、在分析改善時，應掌握人性化精神，充分

掌握使用者角度，確實評估其真正效益，例如

建置在月台之公車動態資訊系統，並無法真正

節省等車時間，而只能節省等車時間價值等。

參、實例分析

　　以下舉幾個已經或正在建置之ITS系統，採

用上述之正確思維，檢討分析其建置目標及評

估其真正效益：

一、高速公路之行車時間顯示資訊：此系統可

預測各交流道之間，各時段及各區段之平均行車

時間，並以電子看板方式顯示以供使用者參考，

其建置成本高，但其效益有限，建議應以人性化

之角度進行仔細評估可以選項的方式廣泛進行使

用者問卷後，再以學者專家角度評估可行性，前

兩年筆者曾在幾個高速公路休息站進行小規模用

路人問卷，其中大部分使用者最希望知道的是不

正常路況資訊(非重現性壅塞及改道導引)，建議

建置單位可先將CMS之規格標準統一化，再區分

為以下不同顯示時機：

(一)主線發生嚴重程度高之事故且鄰近有

替代道路，例如在國道3車禍，需改由國

道4接國道1之路況，需顯示三排資訊，如

圖1所示。

                             圖1  CMS顯示資訊(1/2)

(二)主線發生嚴重程度低之事故，或主線

發生嚴重程度高之事故但鄰近無替代道

路，其只需要二排資訊，如圖2所示。

分縣市之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率過低，其原因

在於目前公車路線密度及公車發車頻率過低，

在此狀況未見改善之前，建置公車到站動態資

訊系統無異緣木求魚，其增加公車使用率之機

率極低，少部分公車使用率稍高之縣市，應先

努力改善公車路線密度及班次，並在建置時其

目的應是希望各公車路線，在各車站月台之到

站時間準點，而非將脫班的公車預估準確，因

此應善加運用每班公車之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與適當之傳輸技術，沿途

控制各班公車之間正常間距，提高其服務之可

靠性，才能達到有效增加公車使用率之目標。

三、匝道儀控：高速公路之匝道儀控行之多

年，但一直未以事前事後之評估分析，進行改

善調整，其實各交流道之匝道儀控在實施之

前，應先檢視其匝道入口之加速匯入車道長度

是否有改善之空間，及評估分析各時段之主線

及地方聯絡道路交通量情況是否適合實施匝道

儀控，檢討各先進國家之匝道儀控大部分均設

置在市區高架道路，其原因為其路幅有限，路

口加速匯入車道長度不夠，並且有橋下之替代

道路可供選擇，檢討目前實施之高速公路匝道

儀控，其缺點為將原本隨機到達匝道之均勻車

流以紅綠燈管制成不均勻車流，在匝道入口前

形成等候車輛之車龍狀況下，其加速匯入主線

之難度提高，反而影響主線之車輛順暢程度，

建議取消高速公路非飽和車流路況下之匝道儀

控，如在連續假日或春節期間之飽和車流路況

下，可以匝道封閉之管制配合替代道路導引取

代之，如管理單位仍然覺得匝道儀控勢在必

行，建議先去除幾何條件不錯之匝道，如國道

1南下之林口交流道等，在適合實施之交流道

可以更精緻之儀控方式如點放調整之。並且早

日研擬與地方路網交通整合之匝道儀控策略，

在進行之前應詳加調查實施前各相關道路之交

通量及其平均延滯，並與實施後之數據比較分

析，以評估其真正效益。

圖1所示。

                             圖1  CMS顯示資訊(1/2)

                         圖2  CMS顯示資訊(2/2)

分縣市之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率過低，其原因

在於目前公車路線密度及公車發車頻率過低，

在此狀況未見改善之前，建置公車到站動態資

訊系統無異緣木求魚，其增加公車使用率之機

率極低，少部分公車使用率稍高之縣市，應先

努力改善公車路線密度及班次，並在建置時其

目的應是希望各公車路線，在各車站月台之到

站時間準點，而非將脫班的公車預估準確，因

此應善加運用每班公車之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與適當之傳輸技術，沿途

控制各班公車之間正常間距，提高其服務之可

靠性，才能達到有效增加公車使用率之目標。

三、匝道儀控：

年，但一直未以事前事後之評估分析，進行改

善調整，其實各交流道之匝道儀控在實施之

前，應先檢視其匝道入口之加速匯入車道長度

是否有改善之空間，及評估分析各時段之主線

及地方聯絡道路交通量情況是否適合實施匝道

儀控，檢討各先進國家之匝道儀控大部分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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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之智慧化應朝向下列方式進行

(一)人性化教育民眾「工程」設計之效率

性及ITS之應用，例如間接通達指示標誌

及各項即時動態資訊之使用等。

(二)人性化教育民眾「路權」觀念，例如

泰國曼谷有些小學要求其學生分組，在

放學回家途中，勸導大人違規穿越道路

做為其家庭作業，此種方式一石二鳥，

巧妙的達到教育所有用路人應遵守交通

規則之功能。

(三)在青少年教育部分可委託電子遊戲廠

商，設計賽車必須兼顧交通規則之電玩

軟體，並由政府單位舉辦相關比賽贈獎

活動。

三、執法之智慧化應以兼具人性化與科技化
方式之平衡性執法方式，例如與教育結
合之執法攔停為主，逕行舉發為輔，及
高速公路隱藏式科技蒐證現場攔停取締
危險駕駛之方式等。

伍、結論與建議

　　臺灣地區近年來為了改善經濟提升內需，

已陷入過度建設之困境，在忽略成本效益評估

分析之下，要想達到改善人民生活環境之目

標，其成功率低而且代價高昂，要想達到ITS之

目標與效益，筆者提出以下之結論與建議，以

供相關單位參考：

一、ITS為交通運輸發展之必然趨勢，但在建置

時必須充分掌握人性化、環保化與科技化之精

神。

二、ITS必須適當運用，在傳統方式已發揮極致

之情況下，採用工程經濟之增資益本比分析方

四、高速公路電子收費：實施電子收費應進行

事前事後分析，並且應在實施方案間，採用增

資益本比法評估選擇之，即使其終極目標之匝

道里程收費方式，亦應評估分析其建置、維護

與營運成本，及使用者中之裝機者與不裝機者

相關成本，以抉擇出最適方案，參考歐洲奧地

利之事先購買通行證(Permit)之收費方式，就是

在人性化及環保化之目標下評估選擇出的最適

方案，因為此方式不需任何收費設施，不但完

全節省龐大建置、維護及營運成本，在人性化

部分，也充分減少了因收費設施之延滯時間成

本、油耗及維修成本等。在環保化部分，也大

量減少了車輛停等之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之衝

擊成本，而此方式之唯一缺點在於逃費之查核

取締，奧地利也採用了取締交通違規順帶取締

逃費，下匝道及休息區取締逃費等有效提高其

收費成功率的方式。

五、交通擁擠費：如未來相關單位計畫在交通

擁擠區域例如在信義商圈，實施交通擁擠費，

不需在其區域邊界設置電子收費設施，可以最

人性化之提高區域內停車費率並嚴加取締違規

停車行為，其所增加之停車收費，必須專款專

用在該區域大眾運輸之改善。

肆、交通管理3E之智慧化

　　除了基本之人、車、路智慧化之外，我們

也必須將交通管理3E智慧化，3E包含工程(Engi-

neering)、教育(Education)與執法(Enforcement)，

3E之間必須良性互動相互結合，其優先順序應

先以工程角度努力建置或改善現有工程規劃設

計及交通管理，再以人性化教育民眾之方式使

其能適應接受之，最後再以平衡性執法方式，

取締少部分違規民眾並導正其交通行為。以下

分別說明工程、教育、執法之智慧化精神及正

確思維：

一、工程之智慧化應朝向人性化、環保化、
科技化之思維進行設計

(一)各路口號誌設計應採用多時段之整

合連鎖設計，目前各都會區交通號誌常

有離峰時段號誌不連鎖及通行不連貫之

狀況，應配合交控中心之建置努力改善

之。

(二)在危險路段如山區彎道，應採用標誌

及標線之結合太陽能環保及人性化警示

的即時動態導引方式，例如輔２標誌及

車道標記等。

(三)道路之分級管制配合運具之限制使

用，並規劃設計各運具之路權導引區隔

防護設施，例如台北都會區可以規劃市

區幹道禁行機車及在次要道路規劃設計

機車專用道等。

(四)歐洲目前正以人性化角度重新規劃

交通相關設施，如圖3所示，圖中上方之

行人穿越設施為一般之設計方式，若將

其改為圖中下方之設計方式，將使得行

人在穿越馬路過程之中，自然而然會注

意對向來車是否與其產生衝突，以增進

其行的安全。此類型之工程設計即為以

人本運輸為出發點之人性化工程設計方

式。

                    
 
圖3　人行穿越設施之比較分析

式評估決策適當方案之，並以循序漸進方式建

置之。

三、ITS之精神在於以管理為主，建置為輔，應

先以管理方法全力整合已有之硬軟體系統，發

揮最大功能，再適度輔以建置不足或更新不佳

之系統。

四、ITS之真正效益在努力增加人、車、路各系

統之間的互動，並以人性化創新服務方式，配

合科技應用才能充分發揮其功能。

五、ITS要能成功，必須產、官、學、研之通力

合作，其合作模式為產業界及研發單位充分提

供最新相關資訊及發展方向與技術，政府單位

依據相關政策目標評估分析，學界擔任產官學

研之間橋樑與緩衝之調節角色，並且四者之間

良性互動，以回饋調整方式才能達到以科技化

改善交通之人本綠色運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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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智慧型運輸系統、4P發展程序、區域整合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助理教授／陶治中

  

壹、前言

　　回顧人類社會在交通運輸上發展的歷程，

科技創新實為發生「典範移轉」的第一動因。

第一次技術革命帶來蒸汽機的廣泛應用，開啟

鐵路蓬勃發展之端，第二次技術革命係以內燃

機技術造就出汽車文明，公路運輸繁榮景象乃

應運而生，第三次技術革命則始於20世紀40年

代，電子、資訊、通訊技術的日新月異，宣告

運輸系統智慧化時代的到來。

　　從科技發展角度觀察，人類交通運輸文明

的進程乃是朝向高度機動性(Mobility)與可及性

(Accessibility)的社會演化，此亦即達爾文主義

影響之下的線性發展思想。然而交通運輸科技

的發展並非帶給人類社會全然的益處，伴隨而

生的交通壅塞、肇事頻仍、機動車輛廢氣與噪

音以及對於自然生態的破壞早已成為當代人類

所飽嚐的惡果。因此基於「以人為本」與「永

續發展」的核心價值，世界各國的交通運輸政

策皆在潛移默化之中，形成以「永續運輸」為

施政方針的「典範移轉」主流方向，亦即政府

在各項交通施政計畫必須落實「以人為本」的

價值觀來塑造優質的生活環境，必須實現「永

續發展」的目標來創造永續的環境、社會與經

濟體系。

　　以往旅運者在起迄點間的運輸行為，由於

缺乏即時正確的資訊導引，因此無法如理性的

預期目標而產生正向結果。智慧型運輸系統(In-

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TS)的核心價值

即在於產出即時正確的交通資訊，若旅運者能

　　現今推動與發展ITS的國家，都期望借助ITS科技的推力，使交通運輸成為一個可創

造健全及永續之全球經濟體的正向力量，以達到「擴展機動力」、「增進交通安全」、

「紓緩壅塞」、「持續經濟成長」與「環境永續」的理想目標。本文首先概括說明歐美

日等先進國家之ITS整體發展，進而加以彙整比較，然後以發展趨勢、角色定位與關鍵課

題進行評析，最後則針對我國當前ITS施政重點提出若干思考方向。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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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設備接收即時正

確的交通資訊，並採納適於永續運輸目標的導

引建議，避免產生前述的交通惡果，則對於建

立一個優質的交通生活環境，將是扮演「扭轉

乾坤」的重要角色。

　　ITS之專有名詞係於1990年由日本學者井口

雅一提出，1994年日本工程研究會認可後而統

一訂定該名詞，自此廣受其他國家認可，一時

蔚為風氣，乃促成1994年於巴黎舉行的首屆ITS

世界大會(ITS World Congress)。歐美日等先進

國家早期對於ITS系統建置的重點皆在於「車」

與「路」的技術整合與應用，因此ITS的早期名

稱為智慧車路系統 (Intelligent Vehicle Highway 

System, IVHS)。隨著電子、通訊、資訊、控制

等技術的演進，ITS學者專家認為唯有運用先進

技術結合「人」、「車」、「路」才是解決交

通問題之基本關鍵，「人」為各種與交通運輸

系統有關的人與組織；「車」為所有的運輸工

具；「路」則為各運輸系統之通路、航線，雖

然此一「人」、「車」、「路」的ITS概念已涵

括海、陸、空等運輸系統，但迄今ITS仍是以陸

路運輸為最主要的發展與應用對象。本文首先

概括說明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之ITS整體發展，進

而加以彙整比較，然後以發展趨勢、角色定位

與關鍵課題進行評析。

貳、歐美日ITS整體發展綜述

一、歐洲

    
歐洲ITS發展始於1960年代之自動車輛監控

系統(Automatic Vehicle Monitoring)。早期歐洲

的ITS的發展，主要還是由各國獨立研究，即使

1969年起歐洲共同體就希望各國在電子導航系

統上能科技合作，但成效有限。隨著歐盟架構

計畫以及政府與企業提出的聯合研究組織EU-

REKA的推動，歐盟各國才逐漸地開始合作。

　　歐盟在ITS的推動上由歐盟執委會(Europe 

Commission)下的五署共同負責，並以五署中的

交通暨能源署主導。執委會藉著直接挹注經費

給各國ITS研究發展組織，如：四年一期之歐盟

架構計畫，與歐洲ITS主要推動組織ERTICO共同

領航歐洲ITS的發展方向。歷年歐洲ITS大型計畫

之內容、規模、執行年期與經費來源可彙整如

表1所示。

　　2008年12月歐盟執委會，為了促進ITS在公

路運輸的發展與協調，研擬2009年起ITS行動方

案，具體指出六大優先發展之領域與預計完成

日期，包括：

(一)最適化道路、交通、與旅遊資訊的應

用：在公平與道路安全之前提下，將資

訊釋放給民間業者使用，同時確保不同

設備傳輸時資料之一致性，以及訂定基

本資訊內容。

(二)持續應用ITS於運輸走廊、城際(con-

urbations)交通管理與貨運管理：ITS將

可與供應鏈管理結合，使“貨櫃智慧

化”，並利於道路電子收費。

(三)道路安全與監控：加強人機介面設

計、整合可攜式電子通訊設備、確保弱

勢用路人之安全。同時，監控與維護道

路系統之營運。

(四)整合車輛與交通基礎設施：雖然目前

ITS已經應用在危險物品運輸、道路電子

收費⋯等，但各系統獨立作業造成一車

多機之情形，故希望能建立一開放式系

統架構，促使這些設備能呈現相互連結

性與相互操作性。此一平台初步將由商

車開始發展，期使未來能以商車之正面

效益帶動私人運具在ITS相關產品上之應

用。

表1 歐洲ITS發展歷程之彙整

計畫名稱 研究發展重點 效益指標 經費編制

COST 30 (1970-1973) 如何將資訊提供駕駛人                       事故率、旅行時間、交通量 _

EUREKA
(1986-至今)

PROMETHEUS
(1986-1994)

改善駕駛人夜間駕駛能力、車
距自動警告系統、緊急自動呼
叫功能、行車路線導引、交通
資訊系統提高車輛效率與安全

道路安全、商用車隊系統管理、
交通效率、旅行時間

245億台幣

CARMINAT
(1986-1987) 電子地圖發展與標準化 路線規劃改變、駕駛行為改變 _

DEMETER(1986) 整合外部資訊與既有資訊整合 _ _

FP 2/
FP 3

DRIVE
(1988-
1994)

DRIVE I
(1988-1991)

無線通信的動態路徑導引系
統、交通事故自動檢測系統、
全歐洲旅遊規劃系統

道路交通資訊科技技術發展、示範
計畫研擬、訂定規格&協定&標準

24.5億台幣
EC出資50%

DRIVE II
(1992-1994)

都市&跨都市交通需求管理、交
通&旅遊資訊蒐集、處理與發
佈、整合都市交通系統、整合
跨都市之交通系統、駕駛人&駕
駛支援、貨運&車隊管理、大眾
運輸管理

交通事故率、大眾運輸工具潛在搭
乘率

56億台幣
EC出資50%

FP 4

T-TAP
(1995-1998)

九大領域(1-9)與三大標準化措
施(7-9)：
1)複合運輸與大眾運輸、2)貨物
聯合運輸管理、3)公路運輸、4)
航空運輸、5)鐵路運輸、6)海運
與內陸河運、7)共同議題、8)資
通基礎設施共同服務、9)相關
EU政策

旅行時間、大眾運輸載客率、交通
預測準確率、公路乘載率、單位事
故平均反應時間、大眾運輸資訊系
統滿意度、道路定價旅次減少比
例、貨車空車率

98.1億台幣

KAREN (1998-2000) ITS SA 功能、邏輯、實體架構 建立ITS Architecture Framework DGXIII/C6出資

PROMOTE (1995-1998) 交通管理系統與安全系統 引進新財源方式 _

TEMPO (2001-2006)

跨國之路網安全與服務品質、
跨國之區域型路網建置、道路
監控基礎設施部署、交控中心
設計與建置、通訊標準制定與
升級

提高跨國運輸路網之監控效率與路
網安全
旅行者資訊服務系統的提供

540億台幣

FP6/FP7 eSafety 
(2002-至今)

加速整合型智慧安全系統esafety
之研究與開發

交通事故死亡率

i2010
(2005-
2010)

FP7
Intelligent Car 

Initiative 
(2006-至今)

強調道路交通運輸的智慧化(改
善效率與安全)、安全化(降低事
故)和清潔化(減少污染)
並支援eSafety 

交通事故死亡率

TEN
(1996-
2020)

TEN-T
(2007-
2013)

TEN-T
優先路網建置計畫
全歐洲交通&旅遊資訊服務、貨
運管理

180000億台幣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提供借貸

EASYWAY
(2007-2013)

旅遊資訊提供服務、交通管理
服務、貨運與物流服務、資通
訊基礎設施、績效評估

交通事故死亡率、二氧化碳排放

率、道路交通流量

225億台幣
EU/歐盟能源暨運輸
總署(DG TREN)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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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速ITS研究成果的實施並推動ITS產業

的發展。當時即選定Phoenix、San Anto-

nio、Seattle、NewYork等四個都市為優先

示範地點。

(六)TEA-21 (1998-2003)

　　1998年，21世紀運輸公平法案(The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th 

Century, TEA-21) 延續多數ISTEA之計畫

與政策，注重各州政府在交通建設上的

參與(尤其是公路)。1998-2003年間投入

的ITS經費為12.82億美元，包含建置計畫

6.79億美元、研究計畫6.03億美元。

(七)國家ITS發展計畫(2002-2012)

　　美國聯邦運輸部與ITS America於

2002年1月合作執行「國家型智慧運輸系

統十年計畫」(National Intelligent Trans-

portation Systems Program Plan: A Ten-

Year Vision)，目的在於加強地面運輸

系統之安全性、有效性與嚴密性，同時

強化各項運輸服務之間之可及性，以減

少燃油使用與環境衝擊。該計畫亦發展

一系列的programmatic與enabling行動方

案，以探討相關行動方案之機會、效益

與挑戰。

(八)SAFETEA –LU法案(2005-2009)

　　2005年國會通過SAFETEA –LU法

案 (Safe, Accountable, Flexible,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 A Legacy for 

Users) ，明定在2005至2009年預計投入

2,441億美元，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道路

運輸投資計畫。該法案除延續ISTEA與

TEA21之核心計畫外，更強調安全、公

平、創新財務、紓解擁塞、機動力與生

產力、效率與環境保護。法案明定每年

將投入1.1億美元於ITS研究，並規定各

(五)資料之監控、保護與責任：有必要謹

慎思考個人資料之處理、資料保密、真

實性以及資料取得之方式。若不能明確

保障個人權利，將不利ITS之廣泛應用。

(六)歐洲各國ITS之協調與合作：歐盟希

望各國政府，乃至各地方管理當局都能

加速ITS之建置合作，使其能更有效率

與同步發展。同時，為了建造全歐洲之

ITS，有必要研擬共同評估準則與決策工

具供參考。

二、美國

    美國為最早發展ITS的國家，其在ITS的發展

可回溯到1960年代的電子路徑導引系統(Elec-

tronic Route Guidance Systems, ERGS)。然而

1970至1980年中，由於政策不明及經費短缺，

導致ITS的發展中斷，直到1986年之後，民間

研究團體Mobility 2000(間接促成日後的IVHS 

America)成立，尤其1989年美國國會報告書正式

肯定IVHS的效益，ITS才開始受到重視。

　　目前美國ITS的推動主要仰賴美國聯邦運輸

部與ITS America (前身為IVHS America)共同研擬

策略，然後由聯邦政府立法提撥經費，各州政

府依聯邦政府制定的準則，研擬相關ITS建設計

畫向中央請款。以下即美國歷年ITS重要發展計

畫(里程碑)之簡要說明：

(一)ERGS (1967-1971)

　　ERGS是美國早期最廣為人知的ITS計

畫，此由公路局(Bureau of Public Roads)

負責 (現為FHWA)，旨在藉由路側設施與

車機間的雙向資訊傳遞，將資訊提供給

駕駛人。

(二)PATHFINDER(1989-)

　　此計畫係由加州政府自行負擔，研

究重點在於整合車內導航系統與交通資

訊，由於此計畫成果甚佳，因而促使美

國政府注意IVHS的效益。

(三)ISTEA (1992-1997)

　　1991年國會通過地面運輸效率法

案(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

ficiency Act, ISTEA)，確立美國ITS蓬勃發

展的里程碑。該法案目的是加速ITS的建

設，如：ITS基礎研究、ITS試驗計畫、輔

助其他與ITS相關建置活動，藉此提高可

及性、生產力並減少交通事故與旅行時

間。在1992至1997年間，美國政府對於

ITS相關計畫已投入至少6.6億美元的研究

經費。

(四)國家級ITS系統架構規範(1993-1996)

　　1991年ISTEA法案要求美國聯邦運輸

部應建立ITS的相關標準，因此，美國運

輸部責成IVHS America歸納產官學界之意

見，研擬策略計畫。1992年該策略計畫

出版，其中即建議美國應發展一個開放

性的全國ITS系統架構，故美國聯邦運輸

部於1993年公開徵選系統架構服務建議

書，計畫經費約為2,800萬美元，皆由聯

邦政府出資。美國ITS國家架構文件共分

為十六冊，多達5,500頁，分為8大領域

33個使用者服務項目，目前該系統架構

已持續修訂至第六版。

(五)旅行時間節約計畫(1996-2005)

　　1996年，美國聯邦交通部公布旅行

時間節約計畫（Operation Time Saver），

旨在完成境內75個大都市之ITS九項基

礎設施，期能於10年內將旅行時間縮短

15%。在75個城市中，凡新擴建道路交

通基礎設施，必須建置ITS的相關設施，

州政府在發展或更新ITS建設時須提供高

速公路、大眾運輸、監控系統之資訊交

換。同時，人口超過20萬的都市亦須建

立擁擠管理程序(Congestion Management 

Process, CMP)。

當前美國ITS計畫發展重點為：

1.整合車輛安全系統

2.合作式交叉路口防撞系統

3.車輛與道路基礎建設整合

4.新一代911

5.整合性路廊管理系統

6.全美機動力與服務

7.國家陸路運輸天氣觀測與預報系統

8.疏散管理與作業

三、日本

　　日本ITS的發展幾與歐洲同時起步。1973

年，日本進行第一個ITS計畫CACS，亦為世界第

一個動態路徑導引系統。從1980年開始，運輸

省組織上百家企業，協同大學與研究機構進行

大規模的研發工作，形成產、官、學之良好協

調機制，此一組織合作模式對於日本ITS發展影

響甚大。

　　1990年，日本相繼進行車-路間通訊系統、

交通資訊系統、廣域旅行資訊系統、智慧車輛

系統、安全車輛系統以及整合交通管理系統等

研究工作。在此基礎上，1994年1月，由日本警

視廳、通產省、運輸省、郵政省和建設省等5個

部門聯合成立日本道路、交通、車輛智能化促

進協會（VERTIS）以推動日本的ITS發展。1996

年，5個政府部門繼頒布「促進先進資訊與電

信社會基本方針」與「道路、交通與車輛之先

進資訊與通訊基本政策方針」後提出「日本ITS

整體規劃」，進行ITS整體發展的全方位課題研

議，同時亦積極投入鉅資進行ITS的研究、開發

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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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早期的ITS發展較重視導航系統、道路

管理效率化、交通管理最佳化、大眾運輸管理

輔助、電子收費與緊急車輛運行輔助等方面，

近年則逐漸朝向多媒體車機、安全駕駛輔助、

商用車效率提升與行人輔助系統。尤其在日本

ITS市場中最廣為用路人使用的汽車導航系統與

電子收費車上單元，2007年銷售數量分別高達

4,250萬台與2,200萬台。

　　總而言之，眾多政府部門參與、重視技術

產品開發與場地實驗是日本ITS發展的主要特

點。日本ITS歷年整體發展計畫簡要說明如下：

(一)ATCC (1970-1974)

　　繼1968年的試驗計畫後，1970年警

政廳開始進行為期五年的「汽車交通資

訊與控制系統」 (Automobile Traffic In-

formation and Control System)計畫，在74

個主要都市建置交控中心，此計畫奠定

了日本ATMS的發展基礎。

(二)CACS (1973-1979)

　　1973年，由經濟產業省推動「整

體汽車交通控制系統」 (Comprehensive 

Automobile Traffic Control System, CACS)

計畫，此計畫為世界第一個汽車動態路

徑導引系統，投入經費共0.85億美元，主

要重點在於路徑導航系統的開發，並實

際以330輛車與1000輛探針車進行測試。

由於此計畫成功驗證動態導航系統的效

益，經濟產業省因此於1979年成立日本

交通駕駛電子技術協會( Japan Associa-

tion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for Automo-

bile Traffic and Driving, JSK)，以推廣車

內路徑導航資訊系統。在CACS與JSK之

推廣下，1981年日本汽車廠商Honda、

Toyota、Nissan將第一代車內導航系統納

入可選購之車內標準設備。

(三)RACS (1986-1989)

　　1986年開始發展道路車輛通訊系統

(Road Automobile Communication System, 

RACS)，由道路建設省負責，共有23個

民間廠商合作，旨在實施無線電信號柱

(radio beacon)、車內導航系統與路側設

施三者之間的資訊傳輸。由於車內導航

系統在進行實測時，發生電子地圖建置

不足的缺失，因此1987年日本道路電子

地圖協會(JDRMA)於焉成立。

(四)AMTICS (1987-1989)

　　1987年警政廳進行先進行動交通資

訊與通訊系統(Advanced Mobile Traffic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Systems)研

究計畫，期能藉由蜂巢式之終端系統，

完成車內導航系統與路側設施間的資訊

傳輸。惟警政廳權限不足，AMTICS交通

資訊僅能於都市街道使用。

(五)PVC(1987-1991)、SSVS(1990-

1993)、ARTS(1989-1995)、ASV(1991-

1996)

1.個人車輛系統(Personal Vehicle Systems, 

PVC)計畫係由經濟產業省發起，主要研

究自動車輛控制系統。

2.超級智慧車輛系統(Super Smart Vehicle 

Systems, SSVS)計畫係由經濟產業省主

導，主要研究智慧駕駛系統與自動車輛

控制系統。

3.先進道路交通系統(Advanced Road Traf-

fic System, ARTS)計畫係由建設省負責，

著重於智慧道路設施之建置。

4.先進安全車輛 (Advanced Safety Vehicle, 

ASV)計畫係由交通省負責，為期五年，

旨在發展車輛自動功能，如：駕駛人監

控、障礙偵測、車間距之保持等，藉以

提升用路人行車安全。

(六)VICS (1990-1996)

　　車輛資訊與通訊系統(Vehicle Infor-

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VICS)

計畫係由日本三個政府機構：警視廳、

郵政省、建設省共同合作，產業投資約

0.23億美元。研究目的在於整合RACS與

AMTICS之交通資訊。由於整合速度未如

預期，隔年成立VICS促進委員會 (VICS 

Promotion Councils)，1993年起公開展

示其實驗結果，1995年則由政府與民間

企業合作成立VICS中心，1996年正式上

市。截至2008年底，使用車載VICS數量

已高達2,322萬台。

(七)促進先進資訊與電信社會基本方針

(1995.02)

　　1995年2月先進資訊與電信社會策

略總部頒布「促進先進資訊與電信社會

基本方針」，將ITS發展列為國家建設計

畫。

(八)道路、交通與車輛之先進資訊與通訊

基本政策方針 (1995.08) 

　　1995年8月，日本交通省、警視廳、

郵政省、建設省共同著手研擬「道路、

交通與車輛之先進資訊與通訊基本管理

方針」，期望藉由該政策帶動ITS的發展

與應用，並提出11個ITS發展方案與ITS

之九大領域方向。

(九)日本ITS整體規劃(1996.07)

　　鑒於ITS的日形重要，日本五省廳在

1996年共同擬定「ITS整體發展規劃」 

(Comprehensive Plan for ITS)，視ITS為

解決嚴重道路交通問題，包含：交通事

故、交通擁擠、交通環境、能源耗費與

不安定的社會之最有效解決方法，並明

確公布1995至2015年日本ITS的九大領域

之發展進程，此九大領域又可細分為21

個使用者單元、56個子計畫與172個執行

重點。

　　同年，日本政府在ITS的建置與基礎

設施的改善上投入6.34億美元，在ITS的

研究發展上則投入0.78億美元，此一大規

模的金額挹注，更彰顯日本發展ITS的決

心。

(十)基礎設施建設計畫(1997-)

　　1997年，日本政府在ITS挹注之經

費又提高16%。為確保ITS研究與開發並

行，日本政府在ITS研究發展投入0.85億

美元，在ITS基礎設施上則投入3.4億美

元。

(十一)國家ITS系統架構規範 (1998-1999)

　　為有效推動ITS系統及保障各子系統

之擴充性，甚至未來的ITS國際行銷，日

本政府已認知ITS系統架構之必要性。

1998年，日本五省廳與VERTIS遂著手研

擬日本ITS系統架構，以落實當時ITS整體

規劃中的20項使用者服務單元。

(十二)道路電子收費ETC (2001-)

　　日本於2000年4月開始實施ETC，

目標在2年後完成800個電子收費站之建

置。建置初期(2001年)，全日本高速公

路收費的ETC使用率僅有0.9%。然而，至

2007年8月，已有1,276個電子收費站，

已安裝ETC車載機則達1,900多萬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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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約5,500萬輛車使用ETC，使用率已達

68.9%，且其紓解道路擁擠之經濟效益

為37.2億美元/年。

(十三)SmartWay (2004-2010)

　　日前SmartWay為日本ITS發展主

軸，其四大願景為：

1.減少因移動所引發的損害：致力於減

少事故、環境汙染與道路擁擠。

2.保障年長者的機動性：日本將邁入高

齡化社會，期能營造一個使年長者、行

動不便者皆不必擔心受怕的交通環境。

3.塑造便利的生活型態：更有效率地應

用大眾運輸與高速公路，兼顧便利與安

全。

4.改善商業環境：著重無縫資訊傳輸、

提升商車運輸之效率。

　　SmartWay計畫係由政府與民間23家知名企

業共同發起，發展重點在於整合日本各項ITS

之功能(尤其VICS與ETC)及

建立車上單元之共同平台，

使道路與車輛能藉由ITS資

訊的雙向傳輸而成為聰明

道路(Smartway)與聰明車輛

(Smartcar)，並希望在2010年

普及於全日本。2007年已初

步完成在Tokyo Metropolitan 

Expressway與部分公路之試

驗計畫，自2009年起將於日

本三大都會區進行實驗。

參、比較與評析

一、比較

　　綜觀歐美日ITS整體發展可歸納出以下共同

的趨勢：

(一)基於永續運輸之共同願景下，對

於ITS發展皆具有政策(Policy)、規劃

(Plan)、計畫(Program)與專案(Project)等

4P層次實施程序的架構。

(二)ITS技術架構朝向交通安全導向之

「人─車─路─中心」協調合作機制發

展。

(三)交通管理朝向「區域整合」系統與

應用服務之規劃與建置發展。

(四)ITS推動方式皆回歸公部門強力主

導。

(五)節能減碳與公共運輸使用率為未來

ITS效益的主要檢核目標。

    因應國情與地域特性不同，各國ITS整體發

展亦有所側重而呈現差異性。圖1為我國與歐美

日等國之ITS發展差異比較。

 

         

二、評析

    綜觀ITS在各國運輸政策的角色扮演，可歸

納出以下觀點：

(一)ITS可達成永續運輸的經濟、社會、

環保三個面向的願景，皆為各國一致認

同的關鍵手段，其角色實為舉足輕重。

(二)美國在911事件之後，特別重視ITS

應用於國土安全的新增角色，此亦影響

交通控制管理系統的設計架構，影像安

全監控的功能需求無遠弗屆，資訊安全

技術等級升高，連帶促進相關產業的發

展。

(三)歐盟由於各會員國國情不同，ITS的

角色扮演特別強調各運具間的無縫銜接

與無障礙的資訊交換、整合與分享，衛

星定位系統、無線通訊、車輛電子等技

術結合成的Telematics服務將是帶動歐

盟ITS產業的主要驅動者。

(四)日本對於ITS的角色自始即在於與

實際生活結合，因此特別重視ITS商品

化的過程，其產官相輔相成的成功合作

模式，亦獨樹一格，不但造就出舉世聞

名的VICS，對於後來居上的ETC推動方

式，亦足堪借鏡。放眼未來，ITS將成為

日本進軍國際市場不可或缺的利器。

(五)我國推動ITS時程雖然較歐美日等國

落後，但對於ITS在我國運輸發展政策

的角色仍賦予極為優先的權重，此一順

應時勢、緊跟主流的施政方針，值得肯

定。除了高公局推動高快速公路智慧化

之外，運輸研究所近年來推動ITS服務項

目依序為智慧交控、聰明公車、交通服

務e網通皆依循先進國家ITS發展足跡，

方向仍屬正確。但無論就組織、法令、

經費、產業、人才培訓等相關面向實無

法與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相提並論，我國

應考量國情不同與交通本土化特性等因

素，在肯定我國ITS角色扮演的同時，應

審慎思考ITS發展如何定位的課題。參考

歐美日ITS發展定位之歷程，我國應具體

明定ITS願景、目標、策略、行動方案與

預期效益等階層式發展架構。本文基於

當前區域發展多元化之理念(如圖2)建議

修正我國ITS發展願景目標如圖3，進而

提出ITS整體發展規劃架構如圖4所示。
 圖1 我國與歐美日ITS發展重點之比較

圖2 我國ITS發展之階層概念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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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

　　檢視當前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ITS整體發

展趨勢，無論其異同之處，本文認為我國的

ITS整體發展應有下列的省思：

一、交通部當前ITS施政重點─「提供流暢的

交通路網服務」與「提供無縫的公共運輸服

務」，雖符合國際ITS發展之共同目標，但考

量我國交通生活圈與觀光遊憩特性形成之區域

交通旅運型態不同、區域內交通基礎設施服務

水準不同、民眾對於ITS需求項目亦有差異以

及政府推動永續運輸的三面向，(經濟發展、

社會公平、環境生態)的目標或準則權重有

異，因此應採取上述4P實踐程序，邁向區域整

合概念ITS整體發展。

二、過去我國ITS的4P發展程序較偏重於專案

(Project)的實行，對於計畫(Program)的規劃則

明顯不足，若遵循區域整合之發展理念，政府

應考量交通基礎設施服務等級、民眾需求較殷

切的ITS服務項目以及政府可實現的永續運輸

目標或準則，依照各區域發展條件，進行差異

化的ITS建置計畫的規劃，尤其應優先進行ITS

基礎設施之建置，其次為先進公共運輸系統之

普及化，在此兩者基礎上積極主動提供即時交

通資訊服務，始能更大幅擴展我國以往智慧交

控、聰明公車與交通服務e網通的建設成果。

三、上述的ITS整體發展規劃仍應聚焦於營

運、技術、組織、效益評估、財務、產業/標

準、法令、人才培訓與推廣等八大面向，進而

研提長中短期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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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關鍵詞：旅行時間預測、ATIS、高速公路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副教授／王晉元   

壹、前言

　　於所有交通資訊中，對用路人最有用的莫

過於旅行時間。且所有的交通資訊，例如：速

度、流量等，最後都會反應在旅行時間上面。

但是提供當下的旅行時間給用路人可能會與實

際上路時有所差異，其差異會隨著當運輸走廊

的距離增加而增大，且如此也無法處理突發事

件之狀況。因此提供的旅行時間除了需要具備

『預測』的功能外，也要能偵測突發事件之發

生，最好於突發事件發生時還能繼續提供可靠

之旅行時間預測。

　　預測旅行時間系統，至少包含以下子系

統：

一、設備佈設：規劃需要佈設設備的位置。

二、資料蒐集處理、過濾與融合：蒐集各種交

　　通偵測設備回傳之資料，並且針對資料異

　　常或是遺漏的地方進行插補。

三、旅行時間推估模式：推估歷史路徑旅行時

間，可透過偵測設備或相關交通資料，

如：流量、速率，來推算歷史路徑旅行時

間。

四、旅行時間預測模式(包含事件處理模組)：根

據即時蒐集得到的各項交通資料來預測未

來的旅行時間。

五、旅行時間發佈：將預測的旅行時間透過各

項設備，如：CMS、web等發佈給使用者。

六、系統績效評估：測試整個旅行時間預測系

統的穩定性與準確性。

　　一般用路人在選擇路徑或是出發時間時多是憑經驗來決定，但是一旦有突發事件或

是當天道路狀況與平常經驗不符時，則容易導致旅行績效不彰。

　　所謂智慧型運輸走廊是利用先進感測設施、具人工智慧交通分析系統及多重管道資

訊傳播系統，提供用路人相關交通資訊，例如：旅行時間，以協助用路人於資訊充足的

狀況下做決策，包括何時出發、行駛哪條路徑等，如此可增進用路人之旅行績效，亦間

接地促進經濟之發展，對於國家整體形象之提昇亦有正面之影響。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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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車速與最小佈設間隔表

2. 道路幾何線型、坡度與速限改變的地點  

　　此類地點通常也是行車速率、流量與佔有

率改變的地方。在此類地點佈設偵測器可以得

知線型造成的速率、流量與佔有率變化。

3. 主線上加減速車道前後

　　由於車流進出匝道時會與高速公路主線車

流產生交織，進而造成主線上之速率、流量與

佔有率等的改變。因此應於車流交織頻率最高

之地點設置偵測器(圖2)。

      
     圖2 車流交織範圍偵測器佈設示意圖

4. 每兩交流道間至少需要有一組偵測器

　　為蒐集交流道間較為穩定的速率、流量或

是佔有率之資料，需於主線上兩交流道間不受

進出匝道車流交織影響之路段佈設偵測器。

5. 易肇事路段

　　分析各路段之肇事頻率，優先選擇頻率較

大之路段前後佈設偵測器，以偵測肇事時之各

項交通資料。

二、步驟1.2 自動車輛辨識系統(AVI)佈設 

　　本研究之旅行時間預測系統之對象為高速

公路，其主要之目的在於充分利用既有旅行時

間資訊來源、推估路徑旅行時間、預測旅行時

間並發佈旅行時間，以使用路人充分運用有限

之道路資源。本研究將依照設施佈設位置、資

料蒐集、過濾與處理、路徑旅行時間推估、旅

行時間預測、旅行時間發佈與系統驗證等六大

步驟分別探討各步驟中之重要課題。完整之步

驟流程如圖1所示，各步驟之議題詳細說明如

後。

圖1 高速公路旅行時間推估與預測系統建置步驟流程圖

貳、設備佈設位置(步驟1)

　　本步驟旨在探討偵測器、AVI、CMS等設備

佈設之目的與如何選擇佈設位置。

一、步驟1.1 車輛偵測器(VD)

    設置偵測器之主要目的在於蒐集道路交通的

資訊，若是道路交通狀況較為穩定的地方則可

以設置較少量的偵測器，依照下列步驟分析交

通狀況是否穩定：

(一) 步驟1.1.1 交通參數之平均數與變異

數計算

    計算目標路段各種交通資料在不同

天、不同週、不同月份與不同季節的平

均數與變異數。

(二) 步驟1.1.2 交通參數穩定性分析

    分析上列平均數與變異數之差異，利

用統計方式檢定變異數是否差異過大，

如果差異過大，則定義為不穩定路段，

此亦為道路交通狀況變化較大的路段，

需要另佈設偵測器來蒐集資訊。下列路

段位置為不穩定路段最可能發生之位

置，亦為優先設置偵測器之地點。

1. 易擁塞路段

　　易擁塞路段之上下游分別佈設VD，

蒐集擁塞時之速率、流量與佔有率。而

擁塞路段之中游偵測器佈設距離與資料

回傳頻率有關。中游至少需佈設一座，

必須根據所需之資料回傳頻率決定最小

佈設間距，即最小佈設間距以「偵測器

回傳時距長度下，擁塞情形車速所行駛

距離」為下限，如此可掌握擁塞情形下

車流各部分情形。如表1所示，擁塞率速

40Kph，資料回傳頻率30秒/次為例，車

輛於30秒內可行走之距離為333公尺，因

此偵測器佈設間距需大於333公尺。

　　設置之主要目的在於蒐集歷史路徑旅行時

間之資訊，由於AVI建置成本較VD昂貴，此處

AVI佈設為輔助偵測之用，需滿足步驟1之分析

後再決定是否設置。設置AVI之操作指引步驟如

下。

(一) 步驟1.2.1 確定需要AVI之路徑

    當路徑中的偵測器或車流組成有下列

情況，造成透過偵測器蒐集到之資料較

不穩定時，可以設置AVI來補足其他資料

來源的不足，以下將目標路徑分成預計

興建道路與既有道路來加以討論需要佈

設AVI之條件：

1. 預計興建道路

    預計興建之道路以佈設VD為主，除非

是要利用AVI蒐集其他VD無法偵測之交

通資料才需要佈設

AVI，例如：需蒐

集車流組成，因此

AVI佈設為輔助性

質。

2. 既有道路

    滿足以下條件

之一的路徑可考慮設置AVI：

(1)偵測器數量不滿足前述VD設置準則

(2)偵測器回傳資料遺失比例過高，無法

　 達到可用性之要求

(3)偵測器回傳資料異常比例過高，無法

　 達到資料準確性之要求

(4)大車比例較高，導致速率之變異程度

較大。不同路段大車比例與速率之關

係皆不同。

(二) 步驟1.2.2進行目標路徑OD調查

　　直接往返目標路徑起迄點之旅次數目可能

 車速(Kph) 20 30 40

 30秒回傳間隔下最小 

 佈設間距(m)
167 25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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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步驟2.2 過濾異常之資料

    若是採用異常資料則會造成預測之旅行時間

不準確，因此於資料回傳之後必須先過濾異常

之速度、流量、佔有率或是旅行時間，才能作

不多，因此須進行OD(Origin-Destination Matrix)

調查，調查路徑間旅次的分布情形，例如：圖3

中，欲蒐集AC之間的路徑旅行時間，但是經過

OD調查之後發現旅次卻是A到B與B到C較多，直

接往返AC之間的旅次反而相對較少，因此可選

擇ABC三點佈設AVI，如此可蒐集到較多的路徑

旅行時間。

                

圖3 OD調查旅次路徑示意圖

三、步驟1.3 資訊可變標誌系統(CMS)佈設

    設置CMS之目的包括，

● 對於主線上之用路者尚未進入擁塞路段前，告

知主要路徑與替代路徑旅行時間之差異。

● 對於欲進入主線擁塞路段之一般道路用路者，

告知其主線與替代路徑旅行時間之差異。

● 對於已經在擁塞路段中之用路者，提供預測之

旅行時間，降低用路者之焦慮。

● 若是擁塞路段包含數個匝道，則可於每個匝道

前設置CMS提供用路者主要路徑與替代路徑旅行

時間。

    因此需要設置CMS的地點有三，如圖4所示。

● 主要路徑擁塞路段前之匝道(含系統交流道)

● 一般道路進入主要路徑擁塞路段前之路口

● 擁塞路段中每個匝道前

    於主要路徑上之CMS為了要給用路者充足的

反應時間，因此需要佈設於匝道前方2km處。若

替代道路為高快速公路，則佈設位置與主要路

徑一樣，若為一般道路則佈設於路徑決策點路

口前1km處。

參、資料蒐集、過濾與處理(步驟2) 

一、步驟2.1 蒐集流量、速度、佔有率與歷
史旅行時間等交通資料

    此步驟中所蒐集之資料係為了提供後續旅行

時間推估模式與旅行時間預測模式之用，需蒐

集的資料與精準度要求如下：

● 每30秒之平均流量：準確度90%[1][2][3]

● 每30秒之平均速率：超過60Kph時，90%準確

度[1][2][3]

● 每30秒之平均佔有率：準確度90%[1][2][3]

● 路徑歷史旅行時間

    將蒐集到的速度、

流量與佔有率等資料可

依照高公局之儲存方式

將不同的VD編號儲存於

不同之資料表，如此有

利於日後資料之整合，

而ETC、AVI與探針車

等因為不同資料來源有

不同之特性與前處理步

驟，因此將三種來源之

資料分別存放於不同資

料表以方便處理。

為旅行時間預測之用。蒐集速率、流量、佔有

率或旅行時間資料時，可能會發生下列幾種異

常情形：

1. 速率、流量或旅行時間突然增加或降

低(如圖5~圖7) 

                

圖5 速率異常分佈圖

圖6 流量異常分佈圖

圖7 旅行時間異常分佈圖

圖4 CMS佈設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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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長時間速率偏低或偏高(如圖8)

3. 長時間流量偏低或偏高(如圖9)

　　造成異常資料的原因有很多，必須找出造

成異常之原因以利後續處理，可能原因通常有

下列幾種：

1.設備因素

● 偵測器故障

● 通訊因素

2.其他因素

● 天候因素

● 駕駛行為異常之車輛

● 異常之車輛組成，例如：短時間內有多

　輛大車進入主線

● 發生事件

　過濾異常資料之流程如圖10所示：                      圖10 過濾異常資料流程圖

(一) 步驟2.2.1 制定門檻值

   計算不同時間不同路段各交通資料之

平均數與變異數，訂出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之門檻值。此門檻值必須經由統

計分析而得，不同之交通狀態應有不同

之門檻值，例如：國道電子收費之旅行

時間異常資料之門檻值為15%。

(二) 步驟2.2.2 蒐集事件資料，並將由於

事件造成之異常分開儲存

　　上述幾種可能的異常資料發生原因中，除

了事件造成的異常外，其餘原因造成之異常才

是本模式過濾之目標，因此蒐集事件資料有助

於界定由於事件所造成之異常有哪些。

三、步驟2.3 處理遺漏之資料

　　偵測器之資料可能會因為偵測器本身或是

通訊問題而發生資料遺漏之情形(如圖11)， 因

此需要一模式來處理資料遺漏，模式建立流程

如圖12所示。

                      
 圖11 資料遺漏範例

                      

圖12 遺漏資料處理流程圖

(一)步驟2.3.1 發展插補法

　　資料插補法有很多，大致可分為兩

類：

1. 單一插補法

　　利用資料集之分配與平均數來估計

遺失的資料。使用單一插補法之假設為

完整資料與遺漏資料間為一對一關係。

　　其缺點為完整資料與遺漏資料為多

對一關係，視遺漏值為單一常數會低估

變異數與共變數。

2. 多重插補法

　　多重插補法可改善單一插補法之缺

點，其係利用一些模擬的方法，如馬可

夫鍊，對於同一遺失資料點進行多次估

計，在分析這些資料的平均數與變異數

後產生最終的估計結果。

(二) 步驟2.3.2 測試插補法之準確度

　　依照下列步驟測試插補法之準確

度：

步驟一：將達到資料精確度與資料可用

性要求之VD與歷史旅行時間資料依照

不同交通需求與不同路段加以分類，例

如：可將資料分為一般通勤、中長程運

輸、週末休閒、連續假日等。

步驟二：為了在不同之資料遺失比例下

測試插補法之準確度，必須於此步驟中

將達到品質要求之資料分別移除20%、

40%、60%、100%之資料。

步驟三：若是使用單一插補法則測試不

同資料遺失比例下，插補之資料與原始

資料的絕對誤差。若是使用多重插補法

則需測試在不同插補運算次數與不同資

圖8 速率異常分佈圖(長時間偏低)

圖9 流量異常分佈圖(長時間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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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遺失比例下，插補之資料與原始資料

的絕對誤差。

步驟四：分別利用插補過後之資料集與

原始資料集推估路徑旅行時間，並計算

兩者之間之最大絕對誤差與平均絕對誤

差。

(三) 步驟2.3.3 找出何時無法使用插補法

插補至要求之準確度

　　依據上述步驟可以得知資料遺失比

率與插補資料絕對誤差之關係，因此可

以得知不同路段與不同交通型態下，大

於何種資料遺失比例時無法使用插補法

插補資料至要求之準確度。

(四) 步驟2.3.4 定義可插補之時機

　　經由上述步驟可定義資料遺失至何

種程度以下可以運用插補法插補。

四、步驟2.4 針對不同資料來源進行資料融合

　　

　　由於校估旅行時間推估模式時，必須蒐集

實際路徑旅行時間作為模式之應變數。透過探

針車、ETC、AVI、人工調查與模擬之方式皆可

直接得到路徑歷史旅行時間。若是有多項資料

來源時，必須進行資料融合以增加資料之可靠

度。

肆、路徑旅行時間推估模式(步驟3)

　　旅行時間推估係利用歷史的交通資料推估

路徑旅行時間，旅行時間預測則是利用現況交

通資料預測未來的路徑旅行時間。

　　本步驟旨在建立一個可以透過即時交通資

料來推估路徑旅行時間之模式。旅行時間推估

模式建立流程如圖13所示：

               
 圖13 旅行時間推估模式建立流程圖

　　完成整合歷史旅行時間與過濾VD之資料

後，可利用這些資料建立旅行時間推估模式，

其步驟如下：

一、步驟3.1 模式建立

    模式之建立可分為以下步驟。

(一) 步驟3.1.1 偵測器資料分類

　　將過濾與插補後之VD資料先依照不

同月份與季節分類，再依照旅行時間發

佈間隔加以分類。

(二) 步驟3.1.2 旅行時間推估模式構建

　　依步驟3.1.1之類別分別建立旅行時

間推估模式，如圖14所示。模式之應變

數可包括旅行時間，自變數為流量、速

度或佔有率。模式建立後，需針對每個

模式利用各類別之資料校估模式參數。

(三) 步驟3.1.3 模式穩定性測試

　　對於不同之模式分別進行穩定性測

試，其主要目的為檢測蒐集用來校估模

式參數的樣本數是否足夠。

(四) 步驟3.1.4 模式可合併性檢定

　　針對不同星期別與不同小時別模式

之間進行F-Cho檢定，若是通過檢定則

表示兩模式可以合併成一個。若是沒有

通過檢定則表示此兩時段之模式不可合

併。

(五) 步驟3.1.5 模式績效分析

　　針對不同星期別與小時別蒐集實際

旅行時間，並與模式推估出之旅行時間

進行比較，輸出下列資料存放於資料庫

中(取平方根之目的為避免正負誤差相互

抵銷)：

1. 最大平方根誤差(百分比)

2. 最小平方根誤差(百分比)

3. 平均平方根誤差(百分比)

(六) 步驟3.1.6 模式參數更新

    由於交通狀況會因為許多因素改變，

因此校估完成的模式可能會與現況有落

差，為了避免落差或是將落差降低至最

小，必須定期更新模式的參數，更新參

數之方式有二：

1. 離線更新

    離線更新係將最新蒐集到之偵測器資

料與歷史旅行時間重新利用上述模式校

估之方式校估參數。離線更新的頻率可

能為每週或是每月更新一次。

2. 線上更新

    線上更新係透過卡曼濾波、動態貝氏

法等方式每日更新模式之參數。

圖14 旅行時間推估模式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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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驟4.1 搜尋比對歷史資料

    此步驟為從歷史旅行時間資料庫中找出與

即時交通狀況類似的歷史資訊，再由該歷史資

訊的旅行時間預測目前的旅行時間，其流程如

圖17所示。

                       
 圖17 旅行時間預測模式流程圖

   

於預測時需考量之參數如下：

1. 資料搜尋項目

　　決定模式中要利用什麼資

料來進行搜尋。例如：可以利

用流量、速率或是佔有率。

2. 決定比較差異的方法

　　決定比較差異的方法，亦

即計算現況資料與歷史資料的

差異。

3. 時間窗比對

即時交通狀況類似的歷史資訊，再由該歷史資

訊的旅行時間預測目前的旅行時間，其流程如

圖17所示。

伍、路徑旅行時間預測(步驟4) 

　　此步驟目的為根據即時蒐集得到的各項交通

資料來預測未來的旅行時間，其流程如圖15。

               圖15 旅行時間預測模式構建流程圖

　　預測模式與推估模式不同之處在於推估模式

只需輸入現況即時交通資料，如即時速度、即時

流量等，而預測模式除了需要現況資料外，尚需

結合歷史旅行時間之資料庫。其概念如圖16。

因此旅行時間預測模式需分成兩步驟。

　　比對歷史資料的範圍，若是比對範

圍越大則運算的時間會越久。

4. 設定門檻值

　　定義多少距離內為相近。門檻值越

高則預測結果誤差可能會越大，門檻值

越低可能會找不到相似的歷史資料。

5. 比對結果處理

　　若是有比對到相似之資料則將比對

到之資料加以計算(如：加權平均、變異

數)作為預測旅行時間之結果。如果沒有

比對到，則需將最近之數筆資料依照現

況交通資料加以計算調整後輸出。

二、步驟4.2 即時資料調整旅行時間

　　依照下列步驟調整旅行時間。

(一) 步驟4.2.1 旅行時間差值與交通參數

關係式建立

　　建立一旅行時間差值與速度、流量

差值之關係式，其建立流程與旅行時間

推估模式相同。

(二) 步驟4.2.2 比對結果處理

    當在門檻值內比對不到K筆資料時，

仍然找出最相近的K筆資料。

(三) 步驟4.2.3 預測結果輸出

　　利用建立之模式計算歷史旅行時間

與現況之差值，最後調整K筆歷史旅行時

間後平均，輸出為預測之結果。

(四) 步驟4.2.4 訂定可接受誤差範圍

　　不同交通型態對於旅行時間預測精

準度的要求也會不同，例如：同樣是一

小時的旅行時間，對於假日休閒型態之

用路者可能可以接受誤差達15分鐘，但

是對於上班之用路者可能只能接受5分鐘

之誤差。對於不同交通型態分別訂定不

同之可接受誤差範圍。

陸、旅行時間發佈(步驟5)

　　對於APTS來說，旅行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

資訊，因此無論是否為擁塞皆應持續發佈旅行

時間。且由於用路者較為關心路徑旅行時間，

而非路段旅行時間，因此發佈旅行時間時應

以路徑為基礎。旅行時間可分為主要路徑旅行

時間與替代路徑旅行時間，兩者的發佈時機如

下：

一、主要路徑旅行時間

　　除發生事件外，其餘時間持續發佈主要路

徑旅行時間，如此可增加用路者對於此預測系

統之信心，也可增加控制策略的成效。

　　當有事件發生時，則顯示”前有事故”或

是推估之事件處理時間。若此時有啟用替代路

徑策略，則替代路徑顯示預測之旅行時間(如果

有旅行時間)

二、替代路徑旅行時間

　　當控制策略需要引導用路者行走替代道路

時則發佈替代路徑旅行時間，可讓用路人比較

主要路徑旅行時間與替代路徑旅行時間。

　　旅行時間發佈可透過CMS、網站、手機與廣

播等方式，由於每一種發佈媒介的特性不同，

例如：CMS可包含的字數與網站可包含的字數不

同，因此針對不同的發佈機制應有不同的內容

建議。

1. CMS

　　CMS由於設置在路側，考量駕駛人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16 預測模式即時調整概念示意圖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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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讀性，應只明確顯示路徑之旅行時間，

如圖18。

                   
圖18 CMS

2. 網站

　　由於網站可顯示的資訊較多，至少應

包含，

(1)旅行時間查詢：即為透過演算法所求得

之旅行時間結果。

(2)偵測器資訊：此資訊主要是便利系統管

理者管理之需要，將偵測器所收到之即時

交通資訊以表列方式展示出來。

(3)其他相關即時路況資訊。 

顯示資訊參考如圖19所示。

3. 手機

　　基本上其系統功能就僅針對旅行時間

的文字展示為主。因此，在網頁所呈現之

資訊上，僅用文字來展示旅行時間。顯示

資訊參考如圖20。

                   
  
圖20 手機發佈旅行時間實例

4. 廣播

透過廣播發佈旅行時間。

柒、系統驗證(步驟6)

　　系統驗證包括離線測試與線上測試等二步

驟。

一、步驟6.1 離線測試

　　離線測試目的在於測試系統之穩定性與各種

狀態下之準確度，離線測試的方式有二步驟。

(一) 步驟6.1.1  AVI、ETC與探針車之資料

差異比較

　　比較時包括以下二步驟。

1. 蒐集與建立旅行時間推估與旅行時間測

試模式不同之資料，這些資料必須包含一

般日離峰、一般日尖峰、假日與非重現性

擁塞。若是資料量不夠可以使用模擬之方

式產生測試資料，產生之資料應包括模式

內所有必須的變數。

2.將這些資料輸入模式中，並驗證在不同

交通狀況下模式運算之穩定性與正確性。

(二) 步驟6.1.2 實際測試車輛旅行時間之差

異比較

　　實際派遣車輛行駛並紀錄旅行時間，

遵循流動車法(Floating Car)方法蒐集旅行

時間。不同之交通狀態測試頻率可以不

同，如非尖峰時間每15分鐘比較一次，尖

峰時間則是每5分鐘比較一次。

二、步驟6.2 線上測試  

　　線上測試目的在於測試各系統之間之介接，

線上測試則必須包含以下幾項：

● 各交通資訊蒐集設備以及模式運算結果是否能

正確存入資料庫之中。

● 推估的旅行時間與實際旅行時間的紀錄。

● 即時預測模組與即時資料離線資料的連結。

● 即時預測模組與CMS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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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背景說明

　　目前臺灣地區高快速公路整體路網架構已

逐漸完整，國人使用公路系統的頻率也較其它

運輸系統高出許多。對於用路者而言，若能明

確地掌握所經道路的路線資訊（包括路線建

議、路況資訊、旅行時間推估⋯等），即可大

幅提昇行車效率並節省行車時間。依據目前

國外的發展經驗來看，均以智慧型運輸系統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ITS)方向來著手

打造整體運輸系統。其中先進旅行者資訊系統

(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s, ATIS)可

使用路人隨時隨地獲知各種交通資訊，以供用

路人路線選擇及運具的考量，減少旅行時間及

資源的浪費。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於98年春節起提供

「旅行時間資訊」的新服務，旅行時間可供用

　　國道高速公路局於98年元月起，於各式資訊發佈設備提供多種形式之旅行時

間資訊，由於旅行時間資訊提供影響層面極廣，故所提供之資訊品質良窳將左右

用路人對旅行時間之信賴程度，因此針對國道旅行時間資訊之準確度進行科學性

驗證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利用自動車牌辨識、電子收費系統、探針車於98年4月間清明連續假期

及其他類型日期進行大規模驗證，驗證結果顯示目前國道旅行時間演算法不論於

平假日尖離峰時段其平均絕對誤差率(MAPE)所對應之預測績效指標除少數時段達

「優良預測」等級外，其餘皆達「高精準預測」等級。顯示目前國道所採用之旅

行時間演算法具有優良的可靠度，可為用路人所信賴。本研究之結果除提供國道

高速公路局作為策略績效評估外，亦可作為後續演算法改善之依據。

路人於行前，透過網際網路事先查詢起訖交流

道所需的旅行時間；途中也可利用各種手持裝

置及國道沿線的資訊顯示設備獲得旅行時間資

訊，讓駕駛人對高速公路行車狀況能有更精確

的掌握。

　　由於旅行時間具相當重要性，因此有必要

驗證目前國道旅行時間演算法所演算之旅行

時間與實際旅行時間之誤差是否在合理之範

圍。本驗證計畫利用電子收費系統(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自動車牌辨識(Automatic 

Vehicle Identification, AVI)及探針車(國道客運實

車測試)之真實旅行時間資料進行實證測試，以

檢視實測與演算法預測之結果差異是否屬合理

可接受之範圍。本驗證計畫將針對國道一號北

區及中區部分路段進行雙向旅行時間驗證，惟

因各種資料收集設備位置不盡相同，因此將針

對各種資料來源之調查範圍進行修正。

關鍵詞：旅行時間、先進旅行者資訊系統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進傳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機部／技術經理／林啟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機部／工程師／王政彥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電機部／工程師／吳權哲 1 2 3 4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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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道旅行時間演算機制

　　國道旅行時間資料來源參考日本[1]，利用

資料融合(Data Fusion)方法，結合車輛偵測器

資料(Vehicle Detector, VD)、ETC、AVI、歷史旅

行時間資料庫等四種異質資料，依式(1)融合而

得。

 ----------------------------------------------------------(1)

　　

其中α、β、γ、δ 分別表示VD、ETC、AVI

及歷史資料所佔權重。

　　以下分別介紹各種資料來源取得旅行時間

資料之方法：

一、車輛偵測器(VD)

    可透過VD獲得路段上之速率資訊，並利用距

離與速率間關係推得該路段之旅行時間；高、

快速公路旅行時間路段切割方式係採

用「單位路段」的概念。所謂「單位

路段」即是將高、快速公路由0k處開

始，以1公里為單位進行切分，每一被

切出之路段區間稱為「單位路段」。

其中單位路段資訊來源為每一單位路

段所對應之VD，該VD所得到之資料即

代表單位路段之資訊，再利用運算式轉換即可

推得旅行時間。

二、ETC與AVI

    ETC與AVI獲取旅行時間方式皆以車輛通過

兩端偵測設施之時間差作為真實之路段旅行時

間。

三、歷史旅行時間資料庫

    歷史旅行時間資料庫係結合ETC與AVI兩種資

料來源，以5分鐘為時距，利用時間特性進行基

本分類彙整。此外，可再以基本分類方式為基

礎依照季節或月份特性進行更進一步分類。

參、旅行時間驗證計畫

一、驗證計畫規劃

    為順利完成本次驗證計畫，本研究首先確立

驗證路段及調查時間，以釐清不同時間型態對

於研究路段旅行時間之變化。待選定驗證路段

及調查時間後，本研究針對旅行時間預測績效

評估指標進行文獻回顧，遴選適合之績效評估

指標以評估國道旅行時間資訊預測精準度。確

認研究範圍及方法後即進行驗證資料取得，利

用所遴選之績效評估指標以及驗證資料進行國

道旅行時間績效驗證，最後提出本研究之結論

與建議。依據上述，本驗證計畫流程如圖1所

示。

                     圖1  驗證計畫流程

二、驗證路段範圍與時間

    本計畫針對台灣地區高速公路交通量較大且

交通特性較複雜之國道一號機場系統經新竹系

統至台中系統雙向路段進行旅行時間驗證，以

求忠實呈現國道旅行時間績效良窳。驗證範圍

如圖2所示，AVI資料與探針車調查路段為機場

系統至台中系統雙向路段，其中ETC資料需遷就

收費站位置而調整為泰山站、楊梅站、造橋站

及后里站間之路段。

    為反應不同日期型態之車流特性，本驗證計

畫將調查日期類型分為連續假期、平日與平常

假日等三類型，並分述如下：

(一)連續假期 

    連續假期車流的特性為長時間集中且

具顯著方向性，本研究選定98年清明節

連續假期4/3(五)~4/5(日)作為連續假期國

道旅行時間研究對象。其中4/3為連續假

期放假日，4/4為清明節，4/5為清明假期

收假日，本研究利用ETC與AVI觀察全日

與尖峰時段旅行時間變化情形，並於尖

峰時段探針車探討旅行時間之詳細變異

情形。

(二)平常日

    平日車流的特性在於重現性壅塞，亦

即於上下班之尖峰時段將有短暫且大量

的車輛湧現。故本研究選定4/9(四)代表

平日調查時間之樣本，以排除收放假車

流的影響。調查方式與連續假期雷同，

利用ETC與AVI進行全日旅行時間的分

析，並於尖峰與部分離峰時段利用探針

車追蹤旅行時間詳細變異情形。

(三)平常假日

    平常假日特性與連續假期不同，屬短

時間集中且具方向性，且其車流不若連

續假期集中並有較長之離峰時間。本研

究選定4/10(五)至4/12(日)作為假日代表

調查時間，調查方式與前述相同。

    綜合上述，彙整本驗證計畫調查時段如表1所

示：

        

HistoryAVIETCVDTT

圖2  驗證計劃範圍示意圖

日期分類 日期 說明 探針車調查時段 ETC與AVI

連續假期

2009.4.3(五) 清明假期放假日 17：00∼19：00 全日

2009.4.4(六) 清明節 09：00∼11：00 全日

2009.4.5(日) 清明假期收假日 15：00∼17：00 全日

平常日 2009.4.9(四)

平日晨峰

平日離峰

平日昏峰

07：00∼09：00

12：00∼14：00

17：00∼19：00

全日

平常假日

2009.4.10(五) 週末 17：30∼19：30 全日

2009.4.11(六) 週六
09：00∼11：00

15：00∼17：00
全日

2009.4.12(日)
週日

12：00∼14：00

15：00∼17：00
全日

表1  國道旅行時間驗證計畫調查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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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評估指標遴選

    為了評估預測模式之精準度，本研究歸納文

獻中可分為問卷調查與利用評估預測指標等兩

類。其中問卷調查需投入大量人力與時間，且

問卷回收數目與其母體代表性均為不易克服的

問題。依據相關文獻[2]調查結果顯示，用路人

對於即時行車資訊系統誤差接受範圍會隨旅程

與行駛距離而有所不同，但用路人能接受之誤

差值至少為10分鐘。

    在評估預測指標文獻方面，本研究參考相關

文獻，歸納相關旅行時間預測文獻發現平均絕

對誤差(Mean Absolute Error, MAE)、均方根誤差

（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E）及平均絕對誤

差率（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MAPE）

均為常用之預測績效評估指標。在上述三項

常用評估指標中，平均絕對誤差與均方根屬於

相對誤差數值，受實際值與預測單位之影響。

但由於平均絕對誤差易於瞭解，可直接反應預

測之優劣程度，因此平均絕對誤差應納為評估

指標之一。反之，平均絕對誤差率屬於相對數

值，不受實際值與預測值單位之影響，因此能

客觀獲得實際值與預測值間之相對差異，如式

(2)所示。一般而言，指標值越小代表模式預測

效果越佳，且相關文獻[3][4]更提及MAPE預測

精準度之判斷原則，如表2所示，亦可作為預測

績效測試與分析之參考。因此本研究採用平均

絕對誤差與平均絕對誤差率作為評估國道旅行

時間預測精準度之評估指標。

---------------------------------------------------------(2)

式中：

N為樣本數

)(kx ：預測值

)(kx  ：實際值

          表2  MAPE誤差績效判斷原則表

四、驗證資料收集

    為能順利完成驗證，完整地蒐集驗證資料乃

不可或缺之要素。驗證資料需具備足夠代表當

時車流之特性，方可有效的進行驗證。本驗證

依據上述驗證資料收集原則將驗證資料取得分

為兩類：

(一)演算法預測資料

    自研究範圍路段之交管中心取得驗證

調查時間高速公路旅行時間演算法所預

測之旅行時間。

(二)驗證實際資料

    為能取得實際代表調查時段母體車流

之資料與分析驗證路段實際車流狀態，

本研究之驗證實際資料取得來源分為三

項，分別為ETC、AVI與探針車。

1.電子收費系統ETC

　　電子收費系統資料來源為遠通電收

公司，本次驗證計畫所利用的為其建

置於北區交控中心旁收電腦之交通資

料收集支援系統(Traffic Data Collecting 

Support System, TDCS)F01表。F01表為彙

整紀錄ETC車輛於5分鐘通過各收費站之

車內單元(On-Board Unit, OBU)編號(已經

過編碼處理)、通過收費站時間、收費站

代碼等之資料表，並且每5分鐘傳送至各

區交管中心之旁收電腦。

　　本研究收集調查日24小時所有F01表

資料，並根據OBU編號進行配對工作以獲

得ETC車輛通過兩兩收費站間之真實旅行

時間。其後依據比對成功資料，檢算為

以收費站為區間之路段旅行時間。

　　為避免超速或繞道等不合理旅次影

響旅行時間驗證結果，基於ETC資料樣本

數眾多(平均一日約8000筆)與中央極限定

理(Central Limit Theory)，本研究假設5分

鐘ETC車輛旅行時間分配符合常態分配，

並剔除各5%極大與極小值，剩餘之樣本

資料即為代表母體車流狀態之資料。

 2.自動車牌辨識AVI

　　AVI為裝置於高快速公路上之車輛偵

測設施，當車輛通過偵測設施時，偵測

設施會辨識並紀錄通過車輛之時間與車

牌。AVI求取車輛旅行時間的原理與ETC

相似，皆為紀錄車輛通過兩端點偵測器

時間與編號，兩者相異處在於AVI可針對

所有車輛進行偵測。

　　本驗證計畫收集調查日內架設於系

統交流道附近之AVI資料，並根據所得之

車牌號碼進行配對工作。其後再依據比

對成功資料，檢算為兩AVI偵測器間之路

段旅行時間。AVI資料與ETC相同，具有

相同的資料篩選機制，皆剔除極大與極

小值各5%之極端資料，剩餘之樣本資料

即為代表母體車流狀態之資料。

 3.探針車

　　本研究除ETC與AVI等資料外，尚協

調統聯客運由調查人員於指定調查時段

30分鐘前，逐一將GPS軌跡紀錄器放置

途經台北、台中之車輛，並於到站時回

收GPS軌跡紀錄器，如圖3所示。GPS軌

跡紀錄以5秒為間距進行紀錄，紀錄資

料包含紀錄時間及經緯度等資料。資料

紀錄完成後，依據軌跡器所紀錄經緯度

資料，將資料轉換為通過各交流道之時

間，以用於評估旅行時間準確度。

          圖3  利用國道客運進行探針車調查示意圖

肆、旅行時間驗證結果

　　本驗證計畫之實際對照資料將利用ETC、

AVI及探針車(包含國道客運、實車測試)之資料

與演算法所預測之旅行時間進行績效分析；測

試時段則依清明連續假期，平常日及平常周末

進行探討，以下就測試時段交通量較大之路段

(機場系統-新竹系統)進行結果呈現。

一、連續假期

    於清明假期首日(4月3日)係利用ETC所得之旅

行時間與演算法之旅行時間相互比較：於泰山

收費站至楊梅收費站南下路段，全日MAPE值約

為6.87%(平均絕對誤差約為2.85分)，屬高精準

預測。若針對交通量較大之時段(10時至19時)，

%100
)(

)()(1
1

N

i kx
kxkx

N
MAPE

MAPE(%) 說明

MAPE＜10 高精準預測

10≦MAPE＜20 優良預測

20≦MAPE＜50 合理預測

MAPE＞50 不準確預測

　　為避免超速或繞道等不合理旅次影

響旅行時間驗證結果，基於ETC資料樣本

數眾多(平均一日約8000筆)與中央極限定

理(Central Limit Theory)，本研究假設5分

鐘ETC車輛旅行時間分配符合常態分配，

並剔除各5%極大與極小值，剩餘之樣本

　　AVI為裝置於高快速公路上之車輛偵

測設施，當車輛通過偵測設施時，偵測

設施會辨識並紀錄通過車輛之時間與車

牌。AVI求取車輛旅行時間的原理與ETC

相似，皆為紀錄車輛通過兩端點偵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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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MAPE值為9.96%，而平均絕對誤差為4.8分，

亦屬高精準預測；其餘時段之實際路段旅行時

間皆與演算法推估之旅行時間差異不大，如圖4

所示。

    4月4日清明節南下掃墓車潮較早湧現，於清

晨四點之旅行時間已有顯著增加。利用國一南

下機場系統至新竹系統之AVI資料進行驗證，

於4時至6時尖峰時段之MAPE值為9.38%，平均

絕對誤差為5.61分。另9時至11時之探針車測試

結果如表3所示：演算法與探針車旅行時間之

平均誤差為2.85分，MAPE值為2.95%，顯示演

算法達高精準預測水準。4月4日全日MAPE值

為8.16%，平均絕對誤差約為3.43分，如圖5所

示。

    另比較4月5日清明假期之收假日，大量車潮

將北上返回工作崗位，因此分析該日之新竹系

統至機場系統之北上路段，驗證資料來源為AVI

與探針車。由圖6可發現，部分時段之實際旅行

時間與預測旅行時間誤差較明顯，係因部分北

上路段車輛偵測器於嚴重壅塞時準確率較低，

且未能考量車輛進出服務區、收費站及上下交

流道對旅行時間之影響，導致系統預測旅行時

間與實際旅行時間之誤差稍大，但全日MAPE值

仍為10.16%，平均絕對誤差為4.14分，亦在優

良預測範圍內。若針對尖峰時段(13時至20時)

則MAPE值約為13.14%，平均絕對誤差約為6.67

分，亦屬可接受之範圍內。探針車所調查之7車

次中，MAPE值為9.86%，平均絕對誤差為5.61

分，亦屬高精準預測。

    綜觀本次清明連續假期旅行時間驗證結果，

除4月5日南下部分時段為優良預測外，其餘皆

屬高精準預測，顯示演算法具有優良的旅行時

間預測能力。

二、平常日

    於4月9日平常日部分，利用AVI驗證國道一

號南下機場系統至新竹系統之驗證成果，如圖7

所示。該日MAPE為8.39%，平均絕對誤差約為

圖4 4月3日國道旅行時間變化趨勢圖

圖5 4月4日國道旅行時間變化趨勢圖

1 2 3 4 5 6

通過機場系統時刻 09:39:58 09:59:15 10:22:22 10:48:40 11:06:52 11:20:21

通過新竹系統時刻 10:30:50 10:42:54 10:58:35 11:21:13 11:35:44 11:48:54

實際旅行時間(秒) 3263 2817 2379 2148 1917 1903

預測旅行時間(秒) 3360 2823 2491 2074 1979 1843

絕對誤差(秒) 97 6 112 74 62 60

誤差百分率 2.97% 0.21% 4.71% 3.45% 3.23% 3.15%

表3 4月4日探針車旅行時間統計表 3.04分，屬高精準預測。當日進行之探針車測

試，扣除不合理樣本後共得到19車次之探針車

調查資料，其MAPE值為7.27%，平均絕對誤差

為2.45分。此外當日之探針車實車測試中，各種

旅行時間顯示牌面之顯示旅行時間紀錄如表4所

示，與實際之旅行時間誤差皆於2.5分鐘內。

三、平常假日

    於平常假日部份，泰山站至楊梅站雙向ETC

路段資料作為演算法評估之資料來源。4月11

日南下部分績效如圖8所示，全日之MAPE值為

4.20%，其平均絕對誤差為1.08分；若考量9時

至13時之尖峰時段，其MAPE值亦僅8.13%，平

均絕對誤差為2.42分。4月12日週日北上部份績

效如圖9所示，全日之MAPE值為5.96%，平均

絕對誤差為1.34分；尖峰時段(16時至21時)之

MAPE值為7.00%，平均絕對誤差為1.72分。顯

示旅行時間演算法不論於平常日或平常假日，

皆為高精準預測。

圖6 4月5日國道旅行時間變化趨勢圖

圖7 4月9日國道旅行時間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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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驗證成果，除了清明假期收假日北

上新竹系統至機場系統屬優良預測外，其餘驗

證時段皆達高精準預測水準，如表5所示，清明

連續假期平均絕對誤差值皆小於4.5分，而平日

之平均絕對誤差亦小於1.5分，顯示國道旅行時

間演算法具有良好可靠度，符合用路人實際需

求。

伍、結語

　　由上述驗證結果，目前高快速公路旅行時

間演算法不論於平假日尖離峰其MAPE值除部分

時段為達優良預測外，其餘皆達高精準預測；

顯示目前國道採用之旅行時間演算法具有良好

可靠度。另由於AVI、ETC偵測設施前後距離較

大，較難掌握車輛進出收費站、服務區或上下

交流道所造成之影響，因此部分時段AVI及ETC

資料擾動較大。此外於極度壅塞時，其暫態變

化較難預期，故偵測準確率較低，導致演算結

設備編號 目的地一
顯示時間

目的地二
顯示時間 目的地一 目的地二

實測時間 實測時間 絕對誤差(分) 絕對誤差(分)

CMS-011691-N-M
三義

08'00''
苗栗

19'00''
0.4 0.32

到達時間：17:44:00 08'24'' 18'41''

TTS-N1-N-160.99
三義

07'00''
苗栗

18'00''
0.48 1.5

到達時間：17:45:53 06'31'' 16'48''

CMS-011508-N-M
苗栗

11'00''
頭份

26'00''
0.2 1.1

到達時間：17:51:53 10'48'' 24'54''

CMS-011337-N-M
頭份

15'00''
新竹

24'00''
1.51 2.13

到達時間：18:05:18 13'29'' 21'52''

TTS-N1-N-116.52
頭份

04'00''
新竹系統

11'00''
0.42 0.43

到達時間：18:13:12 03'35'' 10'34''

CMSCP-N1-N-100.446 N1機場系

統

35'00''
N3鶯歌系統

32'00''
1.17

到達時間：18:23:10 33'50''

CMS-N1-N-98.31
楊梅

20'00''
中壢

25'00''
0.72 0.38

到達時間：18:24:40 20'43'' 25'23''

TTS-N1-N-89.3
中壢

19'00''
林口

34'00''
1.4 1.52

到達時間：18:32:27 17'36'' 32'29''

CMS-N1-N-70.26
桃園

16'00''
林口

21'00''
1.48 1.07

到達時間：18:45:00 14'31'' 19'56''

表4 旅行時間驗證結果分析表

圖8 4月11日國道旅行時間變化趨勢圖

圖9 4月12日國道旅行時間變化趨勢圖

果誤差稍大。而對於目前演算法不足處，建議

未來可由TIMCCC先進交通管理實驗室針對極度

壅塞時之車流狀況進行分析，建立資料庫更新

並調校演算法參數，以獲得更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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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實測對照資料 路段範圍 MAPE 驗證結果

清

明

假

期

2009.4.3 (五) 
ETC

泰山站-楊梅站(南下) 6.87% ,2.85分(全日) 高精準預測

清明假期第一日 (35K-71K), 36km 9.96% ,4.80分(尖峰10:00~19:00) 高精準預測

2009.4.4 (六) 
AVI

機場系統-新竹系統(南下) 8.16% ,3.43分(全日) 高精準預測

清明節 (52K-99K), 47km 9.38% ,5.61分(尖峰04:00~09:00) 高精準預測

2009.4.5 (日) 
AVI

新竹系統-機場系統(北上) 10.16% ,4.14分(全日) 優良預測

清明假期收假日 (99K-52K), 47km 13.14% ,6.67分(尖峰13:00~20:00) 優良預測

平

日

2009.4.9 (四)
AVI

機場系統-新竹系統(南下) 8.39% ,3.04分 - AVI 高精準預測

(06:00~22:00) (52K-99K),47km 7.27% ,2.45分 - 國道客運 高精準預測

2009.4.10 (五) ETC
泰山站-楊梅站(南下) 7.16% ,2.11分(全日) 高精準預測

(35K-71K), 36km 9.46% ,2.83分(尖峰17:00~22:00) 高精準預測

週

六

2009.4.11 (六) ETC
泰山站-楊梅站(南下) 4.20% ,1.08分(全日) 高精準預測

(35K-71K), 36km 8.13% ,2.42分(尖峰09:00~13:00) 高精準預測

2009.4.11 (六) ETC
楊梅站-泰山站(北上) 6.15% ,1.40分(全日) 高精準預測

(71K-35K), 36km 6.63% ,1.59分(尖峰14:00~20:00) 高精準預測

週

日

2009.4.12 (日) ETC
泰山站-楊梅站(南下) 3.37% ,0.79分(全日) 高精準預測

(35K-71K), 36km 5.74% 1.45分(尖峰20:00~24:00) 高精準預測

2009.4.12 (日) ETC
楊梅站-泰山站(北上) 5.96% 1.34分(全日) 高精準預測

(71K-35K), 36km 7.00% 1.72分(尖峰16:00~21:00) 高精準預測

表5 旅行時間驗證結果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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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  要

壹、前言

　　地理資訊系統(Geograhpic Information 

System)軟體提供地理資料的處理、蒐集、查

詢、分析、紀錄、更正、統計及展示之數值化

資訊系統，常見之軟體有MapInfo、ArcGIS、

MicroStation等，而軟體界的巨人Google，近年

來也趕上此股潮流，推出了Google Earth，經

多次功能強化及修正，所提供之功能與應用層

面已大幅成長，此外，並可透過混搭程式之方

式，展現其強大之威力與應用。

　　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 以下簡稱ITS)係利用先進之電子、

通信、電腦、控制及感測等技術於各種運輸

系統，透過即時資訊傳輸，改善交通問題，

以增進安全、效率與服務。ITS主要包含了三

大系統，先進交通管理系統(Advanced Traffic 

　　智慧型運輸系統為現代化國家在交通運輸上的重要發展項目，而在智慧型

運輸系統領域中，地理資料的品質幾乎決定了系統服務品質甚至影響到系統的成

敗，故良好的資料品質檢測方式是不可或缺的。Google Earth近年來被廣泛應用在

許多領域中，其強大、快速的展點能力對於系統的開發過程帶來很大的便利性。

本文探討應用Google Earth輔助建置智慧型運輸系統之方法及經驗，同時介紹智慧

運輸部所研發的一個地理資料交換平台以及Google Earth與平台配合運作所激發的

創意與所帶來的效益。今天，Google Earth在資料品質驗證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經

越來越顯著、越來越深遠，本文所探討之方法與經驗，相信亦可提供其他領域之

系統作為借鏡。

Management System, 以下簡稱ATMS)：係偵測蒐

集交通狀況，經由通訊網路傳至控制中心，結

合各方面之路況資訊，研訂交控策略，並運用

各項設施進行交通管制及將交通資訊傳送給用

路人及相關單位，執行整體交通管理措施。先

進用路人資訊系統(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ATIS)：係藉由先進資訊及通訊

技術，使用路人取得所需之即時交通資訊，作

為運具、行程及路線選擇之參考。先進大眾運

輸系統(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以下簡稱APTS)則係將ATMS及ATIS技術運用於

大眾運輸系統，以改善服務品質、提昇營運效

率及提高搭乘人數。

　　諸多之技術搭配Google Earth已如火如荼應

用在不同領域不同產業上，同樣地，ITS也趕上

這股潮流，如何應用及搭配Google Earth軟體於

ITS領域上，突破現有困窘、創新思維，已成為

關鍵詞：Google Earth、KML、ITS、ATMS、ATIS、APTS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智慧運輸部／工程師／陳世良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智慧運輸部／工程師／楊峻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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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技術發展之關鍵所在，本文將介紹智慧運輸

部多年來，於ITS領域中，致力發展KML地理資

訊交換平台，搭配Google Earth軟體，突破及創

新ITS技術，並應用於各ITS之子系統，減少其開

發時程、擴展ITS之專業視野。

貳、ITS幾何資料之處理

一、資料處理

　　ITS中之幾何資料涵括許多層面，包含了基

本資料及各層次之應用資料，以下列出各子系

統中所需處理之資料：

(一) ATMS 

　　ATMS系統之主要角色為交通設備，

包含了號誌控制器、資訊可變標誌、車

輛偵測器、路口監視攝影機等，所需處

理之資料包含了各資料之定位資料、匯

集之交通調查資料等。 

(二) ATIS

　　ATIS系統主要功能是為提供用路人

交通資訊，所需處理之資料包含了公車

行駛資料、ATMS之資訊發布資料、高速

公路資訊發布資料等。

(三) APTS

　　APTS系統之主要角色為公車，此角

色與中心之連線是透過車機之GPS定位系

統，定時傳回定位資料。中心所記錄之

資料包含了站牌、路線及各路線所通過

之站牌等資料，需分析的資料包含了每

日車機回傳之定位資料、系統分析定位

資料所得之事件資料、站牌之資料、路

線之資料等。

二、處理方式

　　眾多之資料需要處理，在Google Earth及

Google Map未曾發布之前，所使用之方式，不

外乎使用Flash之方式，模擬所需輸出之地圖

圖層，並將所需處理之資訊，依據地圖圖層之

比例，層層標示於圖層上，達到資訊顯示之方

式，或是透過如ArcGIS或其他產品化之地理資訊

系統，將所要呈現之資料展現於該產品上。

三、處理困境

　　以Flash之方式處理資料，受限於圖資需

自行繪製及加工，常有比例不夠真實、精度不

足、圖資一有變動即需進行後製作業、擴充性

低、維護不易等困難，而使用產品化之地理資

訊系統處理，限於軟體功能及學習不易，造成

開發時間過久，無法擴充，重覆使用率低，並

且增加專案之採購軟體成本等種種之處理困

境，嚴重影響專案之進度及人員學習處理方式

之意願。

參、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

　　Google Earth支援KML及KMZ兩種資料格

式。KML由Google提出，全名為Keyhole Markup 

Language，由於格式使用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制定，故類似HTML有固定的語法及

結構。KMZ則為KML的zip壓縮檔格式。KML之

主要功能為表述幾何圖徵(Feature)，包括GIS

領域常用的點(Point)、折線(Polyline)及多邊形

(Polygon)，此外還提供圖徵樣式設定、資料

夾、外部資源、視點等多元化的輔助顯示標

籤。由於KML的簡單易學以及Google Earth的流

暢地圖操作介面，使得KML文件越來越受產、

官、學界普遍應用，於是Google與另一GIS公司

Galdos Systems共同將KML 2.2版提送開放式地理

空間協會(OGC,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以

期讓KML能成為GIS界所公認的開放標準之一。

2008年4月14日，開放式地理空間協會正式將

該格式公佈為OpenGIS® KML Encoding Standard 

(OGC KML)標準。現今多數GIS軟體如ArcGIS及

MapInfo等，已完全支援KML的載入、匯出及檔

案轉換。

　　在智慧型運輸系統的建置或運作階段，通

常有大量的地理資料，需經過整理、加工、萃

取、修正、過濾或計算，以達到系統運作所需

之資料品質。這些資料來源可能儲存於一般資

料庫中不易直接展點檢視，或由於座標系統不

同而造成展點困擾。

No.83

　　為克服前述困境及提昇地理資料的處理效

率，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97年起

積極研發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利用Google 

Earth的KML擴充能力即時將資料庫中的地理資

料展點於地圖上。藉由產品化的KML地理資訊

交換平台，使用者僅需編輯文字檔案，即可快

速增加一項KML資訊服務，將資料點位或折線

即時繪製於Google Earth中；而透過Google Earth

自動或手動更新KML的功能，使用者可一邊調

整資料庫中的地理性資料，一邊重新展點檢視

地理性資料調整的成果。圖1為KML地理資訊交

換平台支援資料即時編修的使用情境，圖2為

KML資訊服務的參數設定方式。

圖1 地理資料即時編修使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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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架構，為一基於

J2EE架構所開發之網站應用程式，故可提供遠

端查詢服務。具體而言，平台目前具有以下功

能特色：

一、可自訂SQL查詢語法

　　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中可定義多項KML資

訊服務，而每一項KML資訊服務皆可定義查詢

資料庫的SQL語法(包括基本的SELECT或進階的

資料庫預存程序)。因此使用者可將資料表或檢

視表中的資料經過SQL進行過濾或運算後，彈性

呈現於Google Earth地圖上。

二、支援多變數SQL及客製化查詢

　　在一個存有經緯度資料的資料表中，通常

並非所有資料完全展點於地圖上，而須經某些

過濾條件進行初步篩選，以呈現出有意義的資

料地理特徵。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允許每一

KML資訊服務之SQL可使用一個或多個變數，而

於網址中呼叫該KML資訊服務時才傳入變數之

實際值，以動態產出KML內容。

　　除了事先設定的變數之外，KML地理資訊

交換平台預設每一個KML資訊服務皆可動態擴

充SQL查詢條件，即客戶端在呼叫服務時，於原

有的服務條件設定下再增加新的查詢條件，以

縮小查詢範圍，故可提供非常有彈性的資料庫

查詢設計。

三、提供點位及折線之展點

　　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可利用SQL語法查詢

資料庫所得之資料，依各服務所選擇之展點設

定，匯出成KML中的Point(點)或LineString (折

線)格式。

四、支援自動座標轉換

　　對於個別KML資訊服務可各自設定資料來

源的座標系統，使得資料轉換成KML輸出時，

自動成為Google Earth所使用的WGS84座標系

統。若資料來源座標系統設為WGS84，則不進

行轉換。

五、多資料庫支援

　　由於平台上每個KML資料服務之資料可能

來自不同的資料庫，故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

利用支援多資料庫的Connection Pool管理函式

庫作為資料庫的連接及管理工作，使得每一個

KML資料服務皆可自訂所查詢之資料庫。

六、支援自訂樣式及樣式類別變數

　　在KML中對於點、線、面提供客製化顯示

樣式的語法，例如點位的展點可自訂圖示、折

線可自訂線的寬度及顏色等。KML資訊服務具

有自訂樣式功能，利用事先使用定義好的樣式

語法，使得資料展點在Google Earth時具有多樣

化的呈現風格，協助使用者辨識資料之幾何特

徵或分佈狀況。

　　除了單一靜態樣式外，一個KML資訊服務

亦可設定多組樣式(Style)，在輸出KML時，系統

將會依資料樣式欄位決定每一個圖徵該採用何

種樣式，達到即時動態多樣式輸出之效果。

肆、Google Earth於ITS領域之應用

一、ATMS

(一) 路口點位分佈

　　在先進交通控制系統的建置過程

中，路口編碼是個秏費人力與時間的作

業。過去通常利用專業GIS軟體編輯路

口圖層，以增刪路口的組態設定。編輯

完後，仍需透過匯出、轉檔、匯入等操

作，方可將資料儲存於資料庫中供ATMS

使用。一旦路口編號需修正，則使用者

需要使用GIS編修，然後重複匯出、轉

檔、匯入等操作。

　　Google Earth可應用於路口展圖部

分，將ATMS資料庫中的路口快速、即時

地顯示於地圖上，故可擺脫傳統以GIS軟

體編修的繁複流程，直接編修資料庫中

的路口資料。圖3為嘉義市ATMS資料庫

中路口資料之展點結果。

圖2 KML資訊服務參數設定

            
圖3 嘉義市路口點位展點結果

            圖4 嘉義市路側設備展點結果

(二) 路側設備點位分佈

　　ATMS的建置包括大量的路側設備，

如號誌控制器、路口影像監視器、車輛

偵測器及資訊可變標誌等，這些設備之

點位資料雖已建置、儲存於資料庫中，

但在過去卻難以直接觀看設備在地圖上

的分佈狀況。現在，透過KML地理資訊交

換平台， ATMS的路側設備資料可快速展

點於Google Earth中，除了可檢視設備點

位是否建置正確外，亦可作為座標系統

的驗證，以防二度分帶TWD97與TWD67

之誤判。圖4為路側設備展點結果。

           

(三) XML交換資料展點

　　在一般ATMS的建置過程中，常會

遭遇到利用其他ATMS所發佈之XML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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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對應路段演算法之目的為透過該縣市

的APTS所發佈的公車即時位置XML，取

得所有公車目前的位置，並將各公車的

位置對應到所屬ATIS路段上，以將公車

位置及瞬時速率轉換為路段當時的車行

速度。過去，公車對應路段的演算法若

無地圖輔助，非常難以確認演算法的正

確性與品質。透過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

的快速展點能力，使用者可以很容易的

在地圖上觀察演算邏輯是否設計正確以

及程式是否執行正常，間接提昇資訊的

品質、精確度、降低開發時程及縮短程

式除錯的時間。

(二) 路段績效即時顯示

　　類似公車對應路段演算法的地圖化

應用，路段績效之融合亦為一種與地理

位置有關的演算法。故路段績效於計算

完後立即展線於地圖中(將路段依壅塞等

級繪出不同顏色的線段)，對於演算的修

正、開發、除錯亦具有相當大的效益。

圖5為路段績效展線於Google Earth之 實

務應用案例。

         

三、APTS

(一) 站牌路線之分佈

　　以嘉義縣公車為例，其縣市內所設

置候車站牌近上千處，藉由站牌之經緯

度資料透過KML資料發佈之方式，將縣市

內所有之站牌展於Google Earth上，如圖

6所示為嘉義縣公車站牌點位展點圖，可

清楚判別站牌所屬之區域、地點，並可

觀查站牌之分布密集程度。

　　公車行駛過程中，會依其路線規定

之行駛站牌依序行駛，同樣地，將其路

線之站牌依序展點於Google Earth上，如

            

料加值應用之情境，在此種情況下，通

常需要將XML中的資料展點後，使用者

方可進一步搜尋、檢視所需之設備資訊

或編號。XML格式之資料一般可利用MS 

Office Access快速匯至資料庫中，接著透

過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快速展點顯示於

Google Earth上，進一步瀏覽及完成後續

工作。

二、ATIS

(一) 公車對應路段演算法驗證

　　在ATIS的建置過程中，較需地圖介

面輔助進行工作的項目主要有路段的設

計編碼、公車對應路段演算法的驗證以

及路段績效融合演算法的結果呈現。公

圖7北港路線通過之站牌展點圖及圖8阿

里山路線通過之站牌展點圖，可顯示出

路線之走向及方位，並可檢查各路線依

序通過之路線點位是否有誤。而當其通

過之站牌需調整異動時，亦可迅速地顯

示其異動前後之路線走法，供參考及校

對用。            

 (二) 公車即時定位資料之監控

　　APTS系統所仰賴之基本資訊為公車

於行駛過程中，透過車機之GPS定位系統

定時擷取定位資訊，再透過GPRS通訊傳

輸將定位資訊回傳至中心，最後由中心

系統依日期將其定位資料儲存於資料庫

中。

　　透過Google Earth及資料庫查詢，將

目前營運行駛之車輛定位點，展於地圖

上，即時監控車輛之位置，並搭配各路

線所通過之站牌展點，快速檢核車輛即

時位置之行駛路徑及監控駕駛行為，如

圖9嘉義縣公車即時位置監控圖。

                  

(三) 公車歷史定位資料之查詢

　　定位資料之用途在於日後有異常狀

況之歷史調閱、發生爭議之歷史查詢

等，均提供還原車輛歷史行駛之點位分

佈，透過KML之參數設定，可依查詢之時

間，將當天行駛之車輛，依路線、班次

或車牌等方式供調閱歷史資料。透過KML

之調閱方式，Google Earth即可迅速將所

調閱之原始定位行駛軌跡點，呈現於地

圖上，後續可依定位之時間點、定位之

點數進行資料之判讀分析，如圖10公車

北港路線車輛軌跡圖及圖11阿里山路線

車輛軌跡圖。

 圖5 嘉義市路段績效展線結果

 圖6 嘉義縣公車站牌點位展點圖

 
圖9 嘉義縣公車即時位置監控圖

 圖7 北港路線通過之站牌展點圖

        圖8 阿里山路線通過之站牌展點圖

    圖10 北港路線車輛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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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車異常事件判斷

　　APTS演算中心，依據車輛之定時

資料並配合班表路線之資料，進行資料

之處理及演算，包含了車輛定位資料判

別、預估到站時間計算、智慧型站牌資

訊顯示、異常事件判斷、車輛定位資訊

發佈等，並同時將相似資料儲存於資料

庫中。

　　針對演算中心所產製事件資訊，種

類包含有應發未發、未排已發、車禍、

塞車、超速(圖12)、脫離路線(圖13)等，

部分事件為行車過程中所產生，該事件

可依據日期時間範圍進行查詢，並由

Google Earth將事件資訊展於地圖上，可

分析統計事件發生次數頻繁之路段、車

輛、路線、時間等，供營運者營運管理

之需。            

五、結語

　　Google Earth的良好操控性能及展點能力可

應用在檢核地理資料之正確性。Google Earth所

支援的KML網路連結功能及SDK提供了良好的

擴充能力與客製化彈性，使得Google Earth能搭

配像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這類的工具合作應

用，創造出更強大的效果及更廣泛的應用。

　　以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為例，其即時查

詢資料庫並輸出成KML之能力，使得使用者能

利用Google Earth「看到」資料庫中的資料。一

旦資料庫與Google Earth建起了一道可溝通的橋

梁，Google Earth不再只是地圖檢視器，同時也

可成為地理資料編輯器的顯示介面、幾何計算

演算法驗證工具、即時資料監控介面等工具。

　　本文中分享了在多項ITS計畫中應用Google 

Earth及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兩者輔助進行系

統建置之經驗，結語如下：

一、應用Google Earth可縮短系統建置時程

(一)縮短展點流程及時間

　　應用產品化的KML地理資訊交換平

台，將資料庫中的資料進行展點僅需編

輯文字檔，再以Google Earth觀看即可。

如此一來，大多數的系統開發人員都可

自行進行展點作業，不再需要透過具有

GIS技能的人員協助，因此工作可進行的

更加順利。

(二) 縮短幾何計算演算法開發週期

　　幾何計算演算法的開發過程中，常

一再需要掌握地理性的來源資料與結果

資料的關係，透過Google Earth將計算過

程中的資料展點出來，有助於縮短演算

法的開發測試時間。

二、應用Google Earth可提昇系統資訊品質

(一) 提昇幾何計算演算法品質

　　利用Google Earth與KML地理資訊交

換平台，系統開發人員可以有效的確認

幾何演算法計算正確性，而縮短測試時

間。由於演算法的正確性提昇，相對的

亦可減少業主抱怨的機率。

(二) 輔助驗證下包商所提供之地理資料

品質

　　ITS建置常需大量地理資料，通常資

料調查工作會委由下包商進行，而過去

下包商提供之地理調查資料品質常有驗

證不易之困擾。應用Google Earth與KML

地理資訊交換平台可輔助驗證下包商所

提供之資料，甚至可開放提供KML連結

給業主與下包商，三方共同針對資料進

行檢討，提昇專案進行的溝通效率與品

質。

(三) 輔助測試ITS系統運行狀態

　　ITS系統運作過程會持續產生即時

資料，例如APTS會產生公車預估到站時

間、ATMS會產生資訊可變標誌訊息。應

用KML地理資訊交換平台，Google Earth

可成為檢視系統運作狀態的監視器、輔

助系統開發人員測試系統之運作是否正

常。

三、Google Earth可拓展既有系統成果之創新
應用

(一) 輔助規劃交通策略

　　交通策略的制定常需利用車輛偵測

器(VD)與資訊可變標誌(CMS)的地理相位

關係來進行分析，而Google Earth可整合

多個ATMS之設備資訊於地圖中，使得交

通策略規劃者可藉以分析可行的交通策

略，如替代道路資訊顯示策略、VD連動

CMS策略、旅行時間計算策略等。

(二) 整合跨縣市跨系統之地理資料

     由於Google Earth可同時加入多個KML

網路連結，故可成為跨縣市或跨系統的

整合呈現介面。例如，Google Earth可同

時顯示APTS中的公車即時位置與ATIS中

的路段績效，以進行路段績效融合演算

法的檢核測試。

(三) 建立遠端地理資料開放查詢標準

　　在ATMS、ATIS、APTS三種ITS領域

中，各縣市所建置之系統在資料庫的設

計上往往是類似的，而開發人員也常會

有相同的展點需求。此時，KML則可成為

一種良好的遠端地理資料開放查詢標準

格式。透過開放式的KML網路連結，系統

開發人員可輕易的掌握遠端系統的資料

現況，並且在同領域的其他系統中重複

建置。如圖14即為嘉義縣APTS之KML標

準服務功能。

圖11 阿里山路線車輛軌跡圖

圖12 超速事件展點圖

 圖13 脫離路線事件展點圖



3

160 │No.83│ July, 2009 

專
題
報
導

3

No.83│ July, 2009 │161 

專
題
報
導

圖14 嘉義縣APTS之KML標準服務

(四) 輔助競標評選

　　在計畫的競標階段，往往因備標時

間較為倉促，而不易展示出團隊過去的

建置經驗、系統成效、品質保證能力。

透過Google Earth的介面將豐富的歷史資

料以有意義的方式展點呈現，必能有助

於闡述團隊的技術能力與品質保證，此

外若能透過Google Earth的動畫效果錄製

一段精彩易懂的系統成效影片，對計畫

之競標評選更能產生加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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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屆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協會年會(15th 

World Congres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自

2008年11月16(星期一)至11月20日(星期五)，在美

國紐約州紐約市的JAVITS CONVENTION CENTER共

舉行五天，主要為各種智慧型運輸系統相關研究成

果的發表、技術參訪及實地示範等。本次會議有近

萬位來自各地的政府官員、產業代表、工程人員及

學術研究人員參加，以及兩百多個智慧型運輸系統

展示攤位，並有行政會議、特別會議、技術會議、

科學會議、互動會議、泛美ITS會議、IBEC會議、

年度會議等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堪稱是智

慧型運輸系統相關族群一次大規模的世界性

年會。

　　美國ITS經過多年之推動，已進入全面

地區性建置、整合與成效評估階段，我國交

通各方面硬體設施條件皆已具備，透過高速

公路、省道與地方道路普遍建置之路側車流

偵測設備，收集完整之即時交通資料以進行

路網旅行時間預測，提供完整路況與旅行參

考時間，以利用路人在行前與行程中，皆能

方便取得其所需之交通資訊。

壹、前言

　 　 第 十 五 屆 智 慧 型 運 輸 系 統 世

界協會年會(15th World Congres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自

2008年11月16(星期一)至11月20日

(星期五)，在美國紐約州紐約市的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舉行

共進行五天。本次大會主題：「ITS 

Connections：Saving Time，Saving 

L i v e s 」 ， 強 調 提 供 世 界 運 輸 系 統

使用者一種新的安全(Safety)、可靠

(Reliability)、便利(Convenience)、可及

(Accessibility)及可供選擇(Choice)的服

務。會議有近萬位來自各地的政府官

員、產業代表、工程人員及學術研究

人員參加，堪稱是智慧型運輸系統(以

下簡稱ITS)相關族群一次大規模的世界

性年會(照片1～2)。

照片1 ITS年會會場  

照片2 筆者於會議中心ITS會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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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術會議(Technical Sessions)

    針對ITS的最新發展和應用進行發表和

展示，以了解最新的ITS技術，分別由亞

太、歐洲及美洲等地區之專家及學者發

表約580篇論文，共舉辦近150場。

(五)科學會議(Scientific Sessions)

    探討ITS相關專業性論文，分別由亞

太、歐洲及美洲等地區之專家及學者發

表57篇論文，共舉辦30場。

(六)互動會議(Interactive Sessions)

    提供發言人與現場聽眾可面對面的直

接進行交流和討論的平台，發言人可透

過海報和現場展示方式，展示其最新的

成果和經驗，共舉辦208場。

貳、大會簡介

　　本次大會主要為各種ITS相關研究成果的

發表、技術參訪及實地示範等，以及兩百多個

ITS展覽展示攤位。年會透過會議研討、展覽

展示、技術考察、大會交流活動及實地示範方

式，將ITS相關研究成果呈現給與會人員瞭解並

親自體驗(照片3～9)。

一、會議內容

    除大會召開外，在年會期間舉辦各種會議共

500餘場，議題內容包括各國在ITS推動發展之

成果及所面臨之挑戰，依會議性質區分為以下

專題演講與論文發表。

(一)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s)

    讓與會者瞭解本屆ITS年會的重點，以

吸取ITS最新面臨的挑戰與機會及ITS的政

策與策略，共舉辦3場。

(二)行政會議(Executive Sessions)

    由美國政府交通單位的官員、主要組

織和高級商務代表與會，藉此分享其在

最新ITS的成就、問題和挑戰展望，共舉

辦17場。

(三)特別會議(Special Sessions)

    藉由高層專家及決策者的論文發表，

讓與會者獲得國際間最佳之實務經驗，

分別由美洲、歐洲及亞太等三個地區代

表主持，共舉辦59場。

照片4 開幕晚會(二)

照片3 開幕晚會(一)

照片5 研討會會場(一)

照片6 研討會會場(二) 照片8 VII研討會(一)

照片9 VII研討會(二)

照片7 研討會會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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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泛美ITS會議(Pan American ITS 

Sessions)

    討論拉丁美洲地區發展ITS之相關議

題，共舉辦5場。

(八)IBEC會議(The International Benefits, 

Evaluation and Costs Sessions)

    探討道路價值效益、運輸費率、世界

天候變化及特別事件等，共舉辦4場。

(九)年度會議(Annual Meeting Sessions)

    針對美國公、私立部門發展之ITS成果

進行發表會議，共舉辦52場。 

  

二、展覽會場概述 

    本屆展覽會場以ITS表現在節省時間、維護生

命的特點，展現ITS技術未來應用的發展趨勢。

展覽會場之參展項目包括交通運輸、建設、通

訊技術、汽車、能源等相關行業，以及ITS技

術領域的綜合應用。大會共有三百多家廠商參

展，展覽會場主要劃分為以下幾個展示區域：

(一)自動車輛輔助駕駛專區

    以日本汽車製造廠商所開發之產品居

多，展示各廠商在開發路況導航功能之

成果，及單人運具的未來車種。並結合

ITS開發出提供行動不便者使用之交通工

具(照片10～12)。

(二)世界各國推廣ITS專區

    展現各國發展ITS之成果及政策，包括

美國紐約州運輸部、紐約市運輸部、紐

約市警察局、馬里蘭州等，及日本、韓

國、英國、法國、澳洲、義大利、挪威

與下屆舉辦國瑞典等(照片13～16)。

照片12 單人運具展示

照片10 自動導航展示

照片11 路況導航功能展示

照片13 美國紐約市交通部門

照片14 日本VICS系統 照片15 英國ITS系統 照片16 VII中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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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TS產業技術專區

    包括LED號誌、資訊可變標誌系統

(CMS)、車輛與道路設施整合之VII系統展

示及以車流影像進行交通資料收集及事

件偵測功能等(照片17～23)。

三、技術考察

    本 屆 I T S 年 會 之 技 術 考 察 行 程 ， 包 括

「紐約中央車站(Grand  Cen t r a l  Te rmina l 

Revitalization)」、「紐約市聯合運輸管理中心

(New York City Joint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 e n t e r ) 」 、 「 曼 哈 頓 下 城 區 重 建 ( L o w e r 

Manhattan Rebuilds)」、「TRANSCOM通訊中

心(TRANSCOM Communications Center)」、

「林肯隧道公車專用道及港務局公車站(Lincoln 

Tunnel Exclusive Bus Lane and Port Authority Bus 

Terminal)」、「紐澤西州交通管理中心(New 

Jersey Statewide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 in 

Woodbridge)」、「紐約市緊急管理辦公室技

術參觀和機關間事件管理示範(New York City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Technical Tour 

and Inter-Agency Incident Demonstration)」、

「紐約州運輸部資訊交通管理中心(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FORM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及「哈德遜谷交

通管理中心(Hudson Valley Traffic Management 

Center)」等共九個自費行

程。

　　另外在紐約市區街道

及高速公路各安排一趟免

費行程，進行「車輛與道

路設施整合系統(Vehicle-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VII)」之測試示範，提供

與會者免費體驗。及在會

議中心旁之第11大道(11th 

Avenue)上，分時段性封閉

兩個路口，在此路口與路

口間以戲劇表演方式，展

示車對車防衝撞系統、號

誌違規警告系統、車輛自

動駕駛系統等示範(照片

24)。

            照片24 第11大道車對車防衝撞系統展示

參、參訪行程簡介

　　本屆ITS年會，筆者報名參加了「紐約市聯
照片17 CCTV系統展示

照片18 LED車道管制號誌展示

照片19 全彩LED資訊板展示

照片20 微波式偵測器展示

照片21 旅客即時資訊系統展示

照片22 韓國電子收費系統

照片23 西班牙整合式公車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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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運輸管理中心」的技術考察行程，及兩項VII

測試示範行程，以下就參訪行程概述如下：

一、紐約市聯合交通管理中心(New York City 
Joint Traffic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enter, JTMC)

(一)聯合交通管理中心組成

    新的聯合交通管理中心(JTMC)位於

長島市(Long Island City)的皇后區，

包括了紐約州的交通運輸部(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DOT)、紐約市的交通運輸部(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CDOT)、紐約市警察局(New York 

Police Department ,  NYPD)及美國聯

邦運輸部(United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等相關運輸單位聯合組

成，在同一棟大樓分處不同辦公場所，

並負責不同管理業務。運輸部主要處理

交通號誌運作及交通壅塞管理，警察局

則負責事件通報處理。該中心建造費約

1600萬美金，大部分經費係由美國聯邦

政府負擔。該中心為一個每週7天，每天

24小時運作的聯合交通管理中心，目前

已控制紐約市許多都市運輸走廊的智慧

型運輸系統(照片25～28)。

　　該中心由下列各項管理系統組成：

1.高速公路管理系統(Freeway Management 

System, FMS)

2.旅行者資訊系統(Traveler Information 

System, TIS)

3.事件管理系統(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IMS)

4.整合事件管理系統(Integrated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IIMS)

5.先進式交通管理系統地圖(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Map, ATMS 

MAP)

6 .影像管理平台(Vedio  Management 

Platform, VMP)

(二)聯合交通管理中心任務

    主要任務為處理紐約都會區每日之交

通事件，以減少許多高速公路的壅塞問

題，並可有效地調動人員、機具及提供

即時資訊服務。負責提供交通監測，與

負責提供人工通報事件訊息。該中心提

供了紐約市區道路與高速公路用路人全

天候快速服務，中心內提供3個大型電視

牆和24個較小的顯示器，透過將近500處

(有218處沿著連絡橋梁與278處沿著紐約

市當地街道)的閉路電視攝影機，可以監

控整個城市主要道路的交通流量。及透

過車輛偵測設備，並藉著即時巡邏道路

事件與交通狀況，可迅速清除障礙、恢

復正常交通車流，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

的路況。

    目前大約有500處攝影鏡頭佈設於紐

約市的街道，將數位影像傳回該管理中

心，而中心除了可以接收影像，並且可

以調整鏡頭角度。除了上述閉路電視攝

影機外，JTMC也包括下列設備資訊：

1.圖形傳感器傳送上述地圖資訊。

2.從紐約市警察局的警車提供的數據和視

頻。

3.從高速公路每隔半英里的交通偵測器提

供的速度和流量。

4 . 從 電 子 收 費 傳 訊 器 ( E a s y P a s s 

Transponder)的數據，提供交通密度和車

輛分類的資訊。

5.從街道與十字路口附近的交通信號傳感

器的資訊。

6.從TransCom提供有關隧道和橋梁的數

據，及其他州郡和都市機構提供的共享

情報。

7.在中心的工程師亦可以透過中心操控市

區12,300座一半以上之交通號誌。

8.此外，NYSDOT和NYCDOT每週提供有

關道路封閉與道路施工信息，並頻繁地

更新條件的要求。

9.NYSDOT與NYCDOT的系統，說明如表1

所示。

照片25 工作站畫面與監視牆

照片26 紐約市交控中心門口 照片27 紐約市交控中心配置圖 照片28 工作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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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NYSDOT與NYCDOT系統說明

(三)聯合交通管理中心功能

    聯合交通管理中心(JTMC)工作人員可

藉由以下幾個途徑，通知用路人相關公

路交通事件。

 1.近100個電子可變信息標誌板。

 2.透過公路沿線的低功率廣播電台，通

知用路人道路事件對於公路影響範圍。

    JTMC的工程師可以從路側的偵測設

備接收車輛行駛速率，得知車輛行駛情

形，這些資訊也可以電子地圖方式，

以不同的顏色顯示主要幹道的行車速

率，而這些車流資訊透過網際網路提供

用路人上網(www.trips123.com和www.

travelinfony.com)查詢或利用手機查詢。

    另外紐約州和紐約市的工作人員可

以同步的觀察，安裝在公路和城市街道

的同一台閉路電視全天候影像，可以同

步的瞭解同一件信息的發生，和適當協

調的機動反應，並迅速安排相關急救資

源，以盡快解決事件。

二、車輛與道路設施整合系統示範(Th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VII)

    本次的VII測試地點有兩處，一處為沿著曼哈

頓市區道路(City Street)的4.9哩西邊道路上，另

一處為沿著長島區的42哩長高速公路(Freeway)

試驗平台。與會者須搭乘大會指定已登錄申請

與安裝車載機(On Board Unit, OBU)之大客車行

駛於測試街道上，透過車上VII設備及電視螢幕

呈現駕駛者操作介面，提供與會者體驗美國在

ITS發展之應用。

    其兩種試驗平台皆採雙向短距離無線通信

(Dedicate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 DSRC)方

式，包括「車輛與路側」(Vehicle-to-roadside)與

「車輛對車輛」(Vehicle-to-vehicle)等兩種模式

的通訊技術與服務，如車內標誌系統(In-vehicle 

Signing)、預警系統(Warnings)、旅行者資訊

(Traveler Information)及電子商務(E-commerce)

等。測試路口裝設之DSRC，將交管中心傳送過

來之相關交通訊息提供給OBU，而OBU也將車上

訊息透過各個路口之DSRC，將資訊傳送至交管

中心，其測試雙方傳送訊息說明如下。

(一)市區街道VII示範 

    沿著曼哈頓市區道路之環狀測試

路線的測試平台，透過車載機設備於

行 經 測 試 路 線 時 ， 接 收 佈 設 於 路 側

之特定短距通訊設備所傳送之即時路

況訊息，主要提供資訊有車輛進入需

收取擁擠費用區域之費率(Congestion 

P r i c ing )、收費站(Tol l ing )、多種旅

行及停車資訊(Mult imodal Travel  & 

Parking Information)、交通管理(Traffic 

Managemen t )、商用車(Comme r i c a l 

Vehicles)等(照片29～33)等，如下資訊：

(二)高速公路VII示範 

    沿著至長島區的42哩長高速道路試驗

平台，除展示市區街道VII之收費站、天

候、飛機航班、號誌倒數計時、停車位

等相關資訊外，亦提供高速公路交流道

出口指示資訊、旅行時間資訊、即時路

況影像、交通量地圖顯示、出口匝道封

閉資訊、路口轉向資訊、高乘載車道管

制資訊、資訊可變標誌內容顯示等 (照片

照片29 測試範圍

照片30 路徑資訊

照片31 天候資訊

照片32 路口閉路電視即時畫面

照片33 路口號誌資訊

資料來源：TransCore/JHK的Making Interagency Traffi c Control a Reality:
                      Case Study for New York State’s Joint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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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8)，如下資訊：

‧於車輛上顯示路徑導引訊息

‧資訊可變標誌內容

‧前方道路閉路電視影像

‧前方壅塞訊息或事故訊息

‧鄰近停車場資訊

‧進入平面道路後前方號誌剩餘秒數

‧相關天候訊息通知

‧前方學校橫越道路通知

(三)「車輛與道路設施整合系統(VII)」示

範成果

    讓與會者能深刻的體驗到ITS帶來生

活的便利與進步，透過即時多元資訊的

提供，節省車輛駕駛者尋找停車位的時

間，以及選擇最佳行駛路徑而避開塞車

之苦，進而減少車輛行駛或停等所排放

之廢氣，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希望藉

由本VII系統測試的結果，未來可擬定提

供下列政策方向：

‧訂定交通工具通行費和擁擠費

‧旅行時間收集和傳播方式

‧依據交通資料建議最適合的路徑導航

模式

‧即時的多種(如機場、渡船、鐵路和公

共汽車)旅行資料提供

‧提供車輛緊急訊息(如前方急轉彎警

告、意外事件、壅塞和車道終止)

‧停車位置確認和允許通知

‧HOV道路開放和事件通知

‧商務車輛超高與超重偵測系統之設置

‧提供經過公車優先號誌的時間表

‧前方學校橫越道路通知

‧相關天候訊息警告通知

肆、紐約市交通見聞 

一、紐約市

    紐約市位於美國大西洋海岸的東北部，

是美國最大城市及第一大港，分為曼哈頓區

(Mahattan)、皇后區(Queens)、布魯克林區

(Brooklyn)、布朗克斯區(Bronx)和史泰登島區

(Staten Island)等五個區域，為美國最大、最擁

擠的城市，亦為世界上最大的大型都會區，因

此交通流量十分龐大。另由於紐約市境內河流

港灣錯綜複雜，因此橋梁及隧道數量眾多，是

其一大特色。這些橋梁及隧道對紐約的發展貢

獻甚鉅，尤對四面環水的曼哈頓島更是如此。

因為橋梁與隧道是當地民眾往來市中心及郊區

間的必經通道，每逢上下班尖峰時刻或假日，

經常會有大量人潮、車潮流動於曼哈頓市中心

內或五大區間，常導致市區內各重要幹道及重

要的連外橋梁，出現交通阻塞的情形，因此橋

梁和隧道反而變成了交通瓶頸。因此，以紐約

市為中心的紐約都會區也有由州政府獨自或互

相合作成立的單位，負責提供大紐約地區的交

通需求，透過發達、複雜的鐵公路網，紐約居

民得以更快速、方便的往返全國各座都市。

    紐約市與其周邊地區的交通流量龐大，除了

都會區內交通發達之外，紐約市與全美各地的

往來亦十分頻繁。相較於美國其他大部分都市

多以車代步的交通方式，紐約人主要是搭乘公

車、地鐵及渡輪上下班，其中，紐約地鐵是世

界上最大的公共運輸系統之一。此外，紐約市

政府為了推廣大眾捷運交通而實施的乘客優惠

制度，在1997年建立了可以使用於紐約地鐵與

公車之間的磁卡票證系統(MetroCard)，其中地鐵

票分為單程票、1日通行證、7日券及30日券。

而單程票的費用，不分起迄站一律為美金2元，

另公車票價一律美金2元。該卡發行不久，紐約

大眾運輸系統的乘客人數就已經達到了2700萬

人次。

二、曼哈頓區

    本屆ITS年會舉辦地點位於紐約市曼哈頓區

內，為美國東部哈德遜河下游的一座島嶼，亦

為紐約市市中心所在。整個曼哈頓島 (Manhattan 

Island)，被東河(East River)、哈林河(Harlem 

River)與哈德遜河(Hudson River)所環繞，為紐約

市金融、商業中心，亦為世界著名的時尚、藝

術、歌劇、建築、教育等重鎮。 

    曼哈頓的街道，以棋盤式規劃，分為大道

(Avenue)和街(Street)兩種。南北向為大道，由

東向西依序編號，其中百老匯大道(Broadway 

Avenue)為唯一一條斜穿過曼哈頓區的大道；東

西向為街，由南往北依序編號，其中第五大道

將曼哈頓分為東區和西區，如東27街(East 27th 

Street)，西休斯頓街(West Houston Street)等。另

下城區(Lower Town)的休斯頓街(Houston Street)

以南街道，因非棋盤式走向，故未納入編號，

而直接標示路名。

三、ITS年會會場

    本屆ITS年會會場Jacob K.Javits國際會議中

心位於紐約市的第11大道及34街交會路口，

所以筆者選擇鄰近位於第7大道及33街路口的

PENNSYLVANIA飯店住宿，步行至會議中心約需

15分鐘。

照片34 路口號誌資訊

照片35 電子收費畫面

照片36 閉路電視即時畫面

照片37 VMS標誌板 

照片38 收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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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即為停留在紐約市八天七夜，行走於紐

約市區街道所拍攝之交通相關設施照片，藉由

實地的觀察，希望能提供國內交通工程及ITS設

計時之參考(照片39～56)。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以下，就此行所見所聞，試以紐約市地區之

情形與台灣地區之現狀，作一比較：

(一)資訊可變標誌系統(CMS)

    一般來說，CMS是為了提供即時動

態的交通資訊給公路用路人，例如事件

的警示或意外引起車道封鎖或延遲，而

必須繞道等，因此保持訊息準確與更新

時效，以改善車流增加行車安全。這些

標誌內容，都是依策略原則，在決策前

給予適時之建議。由於參訪地區之高速

公路兩側有足夠之邊坡空間，因此也有

設置移動式資訊可變標誌，作為意外事

件發生、道路修築時的臨時疏導標誌。

台灣地區因地形狹長，道路兩側腹地不

寬，較不適合於路側設置移動式資訊可

變標誌。

(二)用路人緊急求援之電話服務

    美國之情形，是提供＊123直撥電話

服務，用路人可利用自己的電話直接向

交控中心求援，此外並有密集公路巡

邏，可處理緊急狀況。台灣地區之高速

公路每隔一公里，在各向路側均設置有

一緊急電話，以供用路人緊急求援，如

發生重大車禍事故，不易尋覓自己之行

動電話時，可直接使用緊急機電話求

援。

(三)交控中心的圖誌顯示系統

    結合電子地理資訊(GIS)之投影式顯

示系統，可視需求放大縮小，並且可以

鎖定選擇之區域，進行局部放大顯示，

同時也整合了資訊可變標誌系統、閉路

電視系統、氣象偵測系統等設備，將這

些系統的資訊投影至大型螢幕上。台灣

地區則是將交通管制系統、資訊收集系

統、資訊可變標誌系統等透過整合式工

作站進行操作，並可將畫面投影至大螢

幕上。

(四)通訊基礎建設

    紐約市地區大部分以無線電與微波

系統，作為傳輸網路，只有在相關單位

間，才以光纖網路作為連結。台灣地區

自交控中心至路側設備，高速公路多以

光纖網路連結，各控制中心間則以骨幹

光纖連結，只有地方政府交控系統之終

端設備，採GPRS作為傳輸網路。

(五)資訊的提供與查詢服務

    紐約市地區各種交通資訊，包括航

空、捷運、公路等，用路人皆可從網際

網路上進行資訊查詢。台灣地區亦有，

但在影像資訊之提供，則較少。此外，

美國地區之用路人可透過511電話服務系

統，取得包括天氣、路況、鐵公路航空

班表、費用等交通資訊，而台灣地區則

照片40 路邊停車收費機 

照片41 內照式道路牌

照片42 MRT收費機 

照片43 MRT入口 

照片44 路況資訊可變標誌

照片45 整合式號誌燈桿 

照片46 整合式燈桿(一) 

照片47 整合式燈桿(二)

照片48 資訊可變標誌板 照片39 高速公路收費站

照片49 多功能公車站牌 

照片50 腳踏車專用號誌

照片51 多樣式全彩LED顯示板

照片52 路邊緊急電話

照片53 閉路電視與路燈共桿

照片54 LED浮貼標誌板 

照片55 車道管制柵欄機

照片56 立體停車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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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高速公路提供了1968號碼之即時路

況電話播報服務。

(六)另整理台灣與紐約市地區交控相關系

統設備功能比較如表2所示。

二、建議

(一)美國ITS經過多年之推動，已進入全

面地區性建置、整合與成效評估階段，

我國交通各方面硬體設施條件皆已具

備，透過高速公路、省道與地方道路普

遍建置之路側車流偵測設備，收集完整

之即時交通資料以進行路網旅行時間預

測。高速公路局另建置「交通資訊管理

及協調指揮中心(TIMCCC)」整合各項交

通數據資料，並發展出一套完整的交通

行為模式，再據以建構完善之即時動態

交通規劃地理資訊系統(GIS)電子地圖

等，提供完整路況與旅行參考時間，以

利用路人在行前與行程中，皆能方便取

得其所需之交通資訊。

表2 台灣與紐約市地區交控相關系統設備比較表

(二)在整體交通控制方面，紐約市地區採

取分區管理之方式，即以轄區為劃分基

礎，進行區域性運作管理，不過資訊皆

統一集中至交控中心。此部分與目前高

速公路局所建立之TIMCCC觀念相同，此

TIMCCC建置完成後可提供警勤、緊急救

援、媒體及大眾運輸之統籌協調中心，

以進行台灣地區整體路網運作之最佳化

管理，亦可與縣市警方、消防單位進行

更密切之分區連線合作。另國道高速公

路局、公路總局及地方縣市政府等交控

中心間，透過XML格式進行資訊交換，

建立交通管理系統資料交換平台，以達

成即時交通資料收集與資訊發布，並可

就緊急事件管理與應變措施，建置事件

自動偵測系統。

(三)在交通資訊提供方面，目前紐約市

的服務機制，係與民間相關業者互相配

合，例如利用汽車衛星導航系統、行動

電話、電視台等，多方面提供用路人交

通資訊，而國內政府單位也應加強此服

務項目之交通資訊服務。

(四)與紐約市地區相較，台灣地區的各單

位交通資訊，雖稱豐富，卻較為零散。

高公局、公路總局與各縣市政府等單位

所建置之交控系統，透過完善的即時路

況資訊服務，提供民眾路網即時路況資

訊(車流資料、路況影像)以利行前規劃，

並在道路可能發生壅塞、事故等特殊情

況時，即時發現並主動警示監視人員，

以利機動採取適當之應變措施。未來更

應就道路資訊、大眾運輸、停車及航空

等各項交通資訊，作資訊統合工作，以

方便民眾查詢其可能到達目的地之各種

可能方式與便捷程度之比較。

( 五 ) 本 次 會 場 至 少 有 五 家 廠 商 展 示

ATC2070標準終端控制器與微波式車輛

偵測器，ATC2070標準終端控制器可連

接環路線圈、微波、超音波等不同形式

車輛偵測器及收容閉路電視攝影機之影

像。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近期推動國內標

準化終端控器計畫，期望國內未來也有

自己的標準，故未來國內交控系統應可

朝向類似ATC2070標準終端控制器目標

發展，以求終端控製器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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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亞太論壇會議源起於日本ITS組織VERTIS

每年度於日本國內舉行之年度會議，後因亞太區

域內國家ITS資訊交換需求，遂輪流在亞太地區主

要發展城市舉行。第9屆會議主辦城市為新加坡，

本次會議主要介紹亞太地區目前最新發展之ITS技

術，同時邀請50多家設備系統整合廠商展示最新

ITS應用產品，並藉由技術參觀了解新加坡電子收

費、捷運、交通資訊、交通防洪兩用快速道路控制

系統及世界唯一交通願景館。

　　就ITS發展技術而言，除了既有微波短距離通

訊技術擴大應用於收費、車與路及車與車通訊外，

影像技術亦是在亞太各國蓬勃發展之項目，對於路

口號誌管理、事故偵測及違規取締都有非常實際之

案例，能減少人員運作需求或疏忽監控之影響。

　　展望亞太地區ITS發展，雖為先進國家設備系

統之競爭市場，然而對於亞太地區ITS卻是多數城

市亟需要解決交通壅塞之最佳方案，故如何結合台

灣網路、通信、資訊技術人才資源，進入亞太及世

界ITS市場，為國內ITS從業人員須努力之方向。

　

壹、前言

　　ITS亞太論壇會議源起於日本ITS

組織VERTIS於日本國內舉行之年度會

議，歷經亞太主要城市：東京(1996)、

澳洲凱恩斯(1997)，1999年馬來西亞

吉隆坡舉行第三屆論壇(註)，之後分別

於北京(2000)、漢城-首爾(2002)、台

北(2003)、新德里(2005)、香港(2006)

等地舉行，本次第九屆會議則選定於

新加坡舉行，會議主題為「連接你和

我(ITS : Connecting U & I)」，內容強

調透過ITS改善運輸安全與車流，並利

用通訊技術提升整體運輸效能，特別

於電腦與軟體間搭配，透過通訊完全

整合，展現無接縫(Seamless)運輸系統

效能。本屆會議主辦單位特別強調提

供互動及分享知識平台，建立一個聯

繫各國專家網路，並充分利用展覽機

會，讓與會者能親自體驗ITS新產品與

服務。

　　根據大會統計，共有來自20餘亞

太國家約300人參加本次研討會與展

覽，展覽攤位約有50個，最多參加者

來自台灣(70餘人)，其次為日本(50餘

人)。本次會議由新加坡陸運處(Land 

Transport Authority)及新加坡ITS協會

聯合辦理。我國參加單位尚包含交通

部、運研所、高鐵局、高公局、高雄

市政府交通局、鼎漢工程顧問公司、

台灣號誌公司、中華電信、遠通電收

等單位，以及台大、中華、成大、嘉

義等大學教授及研究生。研討會與展

覽會場地位於新加坡市中心Suntec會議

中心，Suntec造型特別，可容納千人以

上之會議，並且連結旅館、地下街、

河濱購物中心，非常適合辦理國際大

型會議，Suntec會場照片如下圖所示。
1

1

關鍵詞：電子收費、影像技術、交通控制、交通資訊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運輸部／協理／黃文鑑 註：1998年因ITS世界大會(ITS World Congress)

在亞洲舉行，故不舉辦亞太論壇，相同之情

形如2001年及2004年及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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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ITS亞太論壇主題包含：區域內技術研

討與前瞻、交通控制、電子收費、通訊信息、

行車導引、U化生活融入及安全執法等議題。

參、會議議程

　　本次會議議程為期3天，場次包含主題研討

(Plenary Keynote Sessions)、專案研討(Executive 

Sessions)、特別研討(Special Sessions)及技術研

討(Technical Sessions)，每場研討安排3~5位主

講者，時間約90分鐘左右。

                        Suntec 會議中心大廳

貳、開幕

　　大會開幕儀式於7/14(一)上午9時30分準時

舉行，在熱情新加坡舞蹈表演後揭開序幕，再

由新加坡陸運處處長Dr. Chin Kian Keon發表演

說，他指出ITS於亞太地區國家之應用發展，已

具體增加相關國家產值及經濟活動，透過本次

會議主題：「連結我和你」，將對於ITS扮演舒

緩通勤者之焦慮、提升舒適與便利性；改善路

網管理、利用ITS知識實踐，確保每個旅行者

用路安全之夢想具體呈現。新加坡擁有全世界

最先進之道路收費系統(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及交通管理策略，希望能提供本次會議參

與者第一手資料，同時鼓勵參與技術之旅，包

含ITS中心、ITS遠景館及公路管理中心等行程，

體驗新加坡不同之ITS營運。

　　大會也邀請ITS-Singapore主席 Mr. Sing 

Mong Kee致詞，他代表ITS - Singapore全體會員

歡迎各國代表參與會議，也感謝日本ITS協會長

期支持論壇籌辦，讓亞太地區各國能享受ITS帶

來運輸便利性，同時鼓勵會員撥空參觀展覽攤

位，多提出建議與問題，能與廠商互動，提高

亞太地區之ITS競爭能力。

　　開幕最後由IT S - J a p a n協會主席 M r . 

Daisaburo Terajima先生發表演說，他表達過去

10多年來，ITS-Japan支持區域內國家ITS發展，

與美洲、歐洲技術已並駕齊驅，直接帶動相關

國家穩定之運輸機動力(Mobility)及整體經濟發

展，本次舉辦國新加坡特別在陸、海、空等領

域，擁有成熟發展技術，值得其它國家參考，

他並且感謝各國ITS組織之熱情贊助支持，希望

每位參與人員都有豐富收穫。

Suntec 會議中心外觀

  大會開幕

                           大會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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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研討(Plenary Keynote Sessions)

(一)主題研討第一場為ITS-Japan Prof. 

Masao Sakauchi，講題為影像技術在全

球合作環境下之亞太區域發展，主講人

介紹最新之影像技術發展，特別強調多

媒體發展尤為迅速。俗語說一張照片勝

過千言萬語，人們對於影像之需求將有

過於文字，目前資料庫儲存技術日新月

異，傳輸速度以倍數成長，已非技術瓶

頸(包含無線傳輸)，而身為亞太區域最多

電子產品之生產地，更應加強與各國商

討標準之規格訂定，雖然IEEE已經著力多

年，但是在汽車、行動手機之應用尚有

發展空間，希望藉此呼籲亞太各國能從

影像技術擷取、儲存、處理及應用多加

研究發展，以創造更大商機。

(二)主題研討第二場為Prof. C. Michael 

Walton之美國ITS發展遠景，Walton教

授為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土木系教授，

參加美國運輸政策與工程發展逾30年，

目前擔任ITS顧問及研發工作。他以ITS

發展15年為開場，指出過去ITS之實行

已經改善美國長期都市交通壅塞及交通

資訊不足之窘況，透過政府大規模之經

費投入，以展現具體成果。民眾對於運

輸系統不再失去信心，反而要求政府對

於管理不善之運輸系統，加速提升其效

率。現在美國最需要注意之發展項目已

轉移至綠色運輸：亦即減少對環境之損

害，以及運輸安全：即降低民眾旅行之

危險。這些需求仍然要透過ITS之技術

達成，因此美國繼ISTEA、NEXTEA、

TEA21、ITS-LU後提出SAFETEA法案，編

列30億美元來完成此一目標。

　　台灣目前面臨相同之問題，經費與

人員不足(政府及民間)，使得ITS推動仍

止於示範計畫或是單項工程(如高速公路

與非快速道路之省道分開辦理ITS工程)，

未來應參考美國之綜合性計畫經驗，方

能收到最大成效。

(三)主題研討第三場為台大張學孔教授發

表之公私合作ITS發展，其內容以台北智

慧卡與高雄智慧城為案例說明公私合作

之經驗。台北智慧卡為成功案例，此由

政府主導民間參與之計畫，成功地將台

北都會區之票證整合，目前已經有1300

萬張卡片發行量，每日清算交易達到400

萬筆以上，並提高大眾運輸之滿意度至

95%，未來甚至應用於台鐵、高鐵，達

成串聯台灣運輸系統之終極目標。然而

這個計畫在初期卻遇到公車業者杯葛、

捷運公司內部障礙及建置團隊間技術不

協調等議題，最後證明ITS在公私合作環

境下仍可完成目標。另外一個計畫，高

雄智慧城卻有不同之結果，建置團隊缺

乏經驗、資金及目標不明確，不僅耽誤

了寶貴建設時間，最後公私合作宣告失

敗，由政府收回自行建置，反應出公私

合作應對於系統營運需多加籌劃，並非

單純工程建置，否則將無法推動成功。

　　目前為交通部運研所規劃之交通電

子票證第三版規格，希望能藉整合「非

悠遊卡」之票證系統，成為全國單一票

證系統，以完成全國一卡通之目標。此

外，相同情形亦在泰國曼谷捷運系統中

產生，亞洲開發銀行(ADB)出資推動曼谷

捷運票證整合計畫，將以此公私合作經

驗，整合包含BTS、BMCL及SRT等三條不

同營運機構之票證。

(四)主題研討第四場為車路合作創造資

訊通訊及完全服務 (Cooperative Vehicle 

and Highway Systems for Telematics and 

Ubiquitous Services)，主講者為韓國運

輸研究所Dr. Young-Jun Moon。主講人以

韓國發展無線通訊之Wireless-Lan及手機

3G之搭配，構建全國之資訊連結服務。

韓國下一步將要整合車上設備，亦即車

上將配有電腦與通訊，並透過衛星定位

取得周邊環境之資訊與服務，同時能與

路側設備進行交談，警告駕駛人危險路

段，甚至能自動減速避免意外發生，此

技術將與韓國車輛製造商合作，並由政

府提供部分經費完成，預計在2年內就能

在主要城市之道路上實施。

　　我國與韓國發展方向不盡相同，主

要是國內車輛製造商多宥於日本原廠之

限制，無法將車輛控制與道路交通控制

作緊密結合，加上車廠技術需要原設計

者認可，故工研院研發多年車路協調運

作系統仍為研發計畫，在實務上，非常

難以轉移至實車應用。幸好我國電子

產業發達，PDA及手機技術領先其它國

家，故透過手持設備之資訊警告，用路

人仍可得到安全保護。目前資訊加值廠

商與PDA軟體公司合作，提供交通資訊

及路線導引等功能，未來可預測路況、

安排行程及接受路側設備信號，將有類

似韓國車路資訊通訊及完全服務之系統

產生。

二、專案研討(Executive Sessions)

(一) ITS在亞洲區域發展(I)，日本陸運局

代表Kohei Goto介紹日本最新道路安全之

設備，包含行人偵測及警告、車輛速度

控制及不良天候管制系統。部分系統與

台灣目前發展之交通控制系統類似，惟

採用較先進影像處理系統，值得參考。

馬來西亞交通部代表Leong Siew-Mun介

紹該國ITS發展，包含城際公路之交通

控制與電子收費整合，以及都市內之交

通控制系統，其講述內容在我國皆已完

成，當提及技術來源，仍以歐美系統公

司提供之設備產品為主，未來我國設備

及顧問公司有機會提供該國服務。台灣

代表為運研所曹瑞河副組長，講述內容

為台灣ITS發展之計畫，包含全國路況、

城際及地方交控、公車動態、票證整合

及弱勢安全等執行成果，大多介紹內容

為本公司參與建設之計畫。泰國代表為

Ninnart Chaithirapinyo (ITS-Thailand 主

席)，他說明泰國ITS雖起步較晚，但是

針對曼谷、清邁等主要城市已經著手發

展ITS，以解決日益嚴重之交通問題，目

前發展方向包含公共運輸及私人運輸面

相，初期以提供全方位之交通資訊為目

標，他歡迎亞太各國能提供運輸技術及

合作機會。

(二)ITS在亞洲區域發展(II)，日本代表

Hiromichi Kubo等，提出ITS在日本鄉村

發展現況，報告中指出日本在車載設備

VICS及電子收費ETC已行之多年，其效用

也廣受民眾接受，但是在鄉村仍有一些

亟待處理之問題，諸如狹窄道路行駛、

山區道路等，透過客製化裝置，如車上

攝影機搭配輔助電腦及溫度計等，能提

高上述裝備之用途，更能提高用路安

全。韓國代表Keung-Whan Young提出結

合運輸規劃之ITS營運，他指出以往ITS

發展多與運輸規劃脫節，以致於規劃後

之產品仍有無法滿足需求之缺憾，如裝

置偵測器卻無法得知車輛OD，裝置車載

設備卻無法回饋車輛位置等，未來運輸

規劃應朝向更細緻化之目標邁進，亦就

是規劃每個小時變化，而不是每一天變

化。新加坡代表Saurav Bhattacharyya，以

ITS標準實施為發展ITS為核心進行演說，

他強調目前ITS設備種類繁多，為不讓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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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技術鎖定，新加坡政府已積極設定各

種標準，希望在採購、維修、營運上都

能有穩定的技術來源，在過去一年之測

試發現，已成功降低三成之採購費用。

我國代表王淑寶副組長介紹高快速路網

整合計畫，介紹內容包含聯合指揮中心

TMICCC，以及利用圖形化之訊息傳遞與

路徑導引，最終目標將是平衡車流與減

低壅塞。

(三)ITS經費籌措、規劃及計畫實施，

澳洲代表Geoff Goeldner，他指出公私

合作研究發展有助於技術推動，例如雪

梨RTA提供之試驗場，實驗號誌系統及

圓環控制策略之差異比較，同時測試影

像偵測配合交通模式及最佳化之動態

號誌群組。新加坡代表Gopinath Menon

提出整合ITS概念，以移動最多人為目

標，而非最多車輛，整合人、車、路三

大要素，解決主要道路控制問題，同時

紓緩「非重現性」壅塞之問題，提供即

時交通資訊給汽車駕駛及大眾運輸使用

者，以達到ITS最佳化目標。比利時代表

Vincent Blervaque以歐洲研發成果發表演

說，他指出歐盟ITS系統架構之公布(第

7版)確認整體發展策略，朝向安全、效

率及環保目標繼續邁進，特別結合歐盟

ITS(ERTICO)組織，將研發、示範及建置

等工作緊密整合。

(四)ITS之下一輪(ITS Next Lap)發展

場次，如何引進新技術之應用，英國

Timothy Gammons指出ITS在30年前開始

從交通控制與監視發展，而過去10年轉

向整合規劃與需求管理。ITS已將時間價

值(Time Value)之重要性展現，但是極少

探討環境之負面影響，未來計畫推動建

議深入探討此ㄧ議題，並且使之與商務

推動面發生互動。韓國代表Hyunwoo Cho

以U-city計畫及U-services之發展發表演

說，主要內容為韓國積極發展完全服務

之概念，利用有線、無線之通訊整合，

結合IT產業，創造更多附加價值。ITS是

U-sevices的一部分，不論是資訊提供，

或是與行連接之相關服務，如停車、餐

廳預約、行事曆安排、產品訂購、銀行

服務，皆可於行動中完成。

三、技術研討(Technical Sessions)及特別研討
(Special Sessions) 

　　技術研討及特別研討以學術論文為主，茲

將內容及研究重點摘錄如下。

1. 交通資訊與道路導引(一)／Traffic Information and Route Guidance (I)

Implementing a Parking Guidance System in Singapore 提供停車導引資訊幫助都市車流改善

Parking Guidance System 利用停車管理預約，增加停車場收益

Advanced Analytics for Traffi c Prediction in Singapore
本計畫與IBM合作，利用英國實施經驗改善新加坡

交通流量

Road Traffi c Data Collection from GPS on Pocket PC
利用手持設備與衛星定位技術能得到更多即時交通

資訊

2. 交通資訊與道路導引(二)／Traffic Information and Route Guidance (II)

Travel Time Prediction and Real-time Performance Monitoring 
Using TRIPS

ITS發展之即時報導及整合表現評估軟體能提升旅行

時間預測

Evaluation of Advanced Traffi c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a 
Long Tunnel in Taiwan 利用Dyna-Taiwan預測軟體能執行旅行時間之預測

Developing Travel Cost Function through VISSIM
利用模擬軟體VISSIM預測旅行時間，轉換成旅行成

本

Camera Based Vehicle Detection System in a Side-Fire 
Orientation 採用側向影像系統偵測車流

A Composite Signal Control Strateg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利用混合式號誌控制改善印度之交通擁擠狀況

3. 交通資訊與道路導引(三)／Traffic Information and Route Guidance (III)

Data Fusion and Validation of Comprehensive Urban 
Transport Data 結合多種調查資料，並且有效混合成都市運輸資料

Paradoxes with Traveler Information Services
提供旅行時間資料非但減少旅行時間與廢氣排放，

反而增加相關數字。

Bangkok Traffi c Information Portal Using Google-Map and 
AJAX Technique 結合G-Map及JAVA技術展現交通資訊與電子地圖上

VPS-ETC Research and Road Test in Taiwan
採用衛星定位與電子收費技術之收費系統於台灣地

區測試成功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T-DMB TPEG Traffi c and Travel 
Service 利用DAB副載波完成即時交通資訊傳播

4. 電子道路收費／Electronic Road Pricing and Toll Collection

High Sensitivity GNSS Receivers and Capital Cost Reduction 
for Tolling 利用高解析度衛星定位降低電子收費成本

Modern Road Tolling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in Complex 
Environments 分析各種電子收費技術及其優劣

10 year’s of Technical Challenges for ERP in Singapore 檢討新加坡電子收費10年之實施經驗

Integrated Urban Road Pricing (IURP) System based on 
Active DSRC and Common Smartcard 整合電子票證與電子收費使用

A Practical Approach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an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ERP) System 探討多車道電子收費技術及經驗

Congestion Charging System CEN DSRC Standards Keeping 
Order in a Changing World Q-Free代表強調標準建立有助於市場次序與整合



188 │No.83│ July, 2009 

4
工
程
參
訪

No.83│ July, 2009 │189 

4
工
程
參
訪

肆、展覽會

　　本年會的展覽攤位雖僅約50個，但展現亞

太地區之精華，因參展廠商數量較少，展覽內

容也比較有限。新加坡以陸運署為主要展出主

題，包含電子收費ERP、交通控制、EZ-Pass電子

票證應用等，其他廠商主要為設備廠商，包含

IBM、西門子、三菱、新加坡科技、飛利浦等。

台灣有中華電信及新眾電腦(LED)廠商參與，對

於相關業務推動有所助益，以下為展覽會場之

照片。

伍、技術參觀

　　本次技術參觀共有3條路線，分別為ITS中

心、電子收費ETC及KPE地下快速公路之管理中

心，各路線均順道參觀新建完成之陸運署遠景

館(Land Transport Gallery)。Kallang-Paya Lebar 

Expressway (KPE) 為東南亞最長的地底快速道

路，總長度為12公里，每一方向布設3車道，其

中9公里為地下通道，通過Geylang河及Pelton運

河。KPE快速道路擁有最先進之整合交控系統，

並設有機電系統監控、防火監控及通訊系統。

該隧道共有12進出口，8個交流道及6個通風

口，每500公尺設有緊急逃生梯，每100公尺設

有行人逃生通道(至對向隧道)，每1500公尺設有

車輛轉向車道(至對向隧道)。KPE比照其它新加

坡之道路系統進行ERP電子收費，開通迄今尚未

發生重大事故，以下為參觀之照片。

ERP展示攤位展覽會場入口 台灣LED廠商攤位

 新加坡科技攤位

KPE交通控制中心 (2F)

KPE交通控制中心(1F)

KPE逃生口

KPE強力抽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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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參觀的地點為百萬新幣打造之新加

坡運輸遠景館(Land Transport Gallery)，地點

設置在陸運署辦公區內，主要提供民眾了解新

加坡運輸發展史，以及未來運輸系統之規劃目

標。這座結合聲光科技之現代化展館，將參觀

者帶入時光隧道中，體會50年前交通環境，如

車輛老舊擁擠之景象，之後藉由捷運開通、電

子收費ERP實施、公車路線與車輛改善、快速道

路開通等策略實施，使新加坡邁入具國際競爭

力之城市。未來將藉由ITS發展，將交通與生活

結合成一個完整系統，市民可依交通變化而安

排不同旅程，也可以在旅程中召集家人聚餐，

預訂餐廳、停車位，並隨時提醒最佳出發時

間，將ITS徹底融入生活之中。

陸、結語

一、ITS技術與實踐

　　ITS技術隨著科技發展，擴大其應用範圍，

而亞太地區與其它歐美先進國家技術已能並駕

齊驅，惟其實踐之方法略有不同。歐美等國可

以接受試驗及示範性之技術，即使技術非完全

成熟或確認時，只要在安全無虞之狀況下，可

先行測試，因此其發展之設備與服務相對亞太

區域領先數年。

　　然而ITS技術之關鍵產業卻集中於亞太地

區，諸如電腦、衛星導航、控制單元及通訊系

統等皆有良好發展，只是在實際應用上卻常遇

到瓶頸，即是任何計畫皆要成功之結果，或是

能參考他人之經驗，導致技術障礙。

　　這次新加坡舉辦亞太會議即展現該國與歐

美國家發展相同路徑，新加坡在ITS應用走在時

代前端，電子收費ERP為國際首屈一指之領導計

畫，不僅在都市擁擠道路上，在快速道路亦相

同，使用者付費之觀念徹底實踐，而非同其它

先進國家仍在紙上談兵。新加坡下一階段之收

費系統亦構想完成，即是採用里程收費，並更

進一步結合保險、汽車道路使用率及空污費徵

收等概念，直接鼓勵民眾轉移至高效率之大眾

運輸。這也是參加之各國代表，包含日本、澳

洲等先進國家代表，皆對於新加坡的交通政策

及技術感到興趣。

二、創意與永續經營   

　　ITS最大資產為創意，在本次展覽會場中

發現結合行動服務之ITS個人化設備儼然成為

主流，韓國代表也不斷誇耀其U-sevices的效果

與產值，經由加值業者彙整各種資訊(交通、旅

遊、住宿、購物、娛樂等)，將生活品質提升。

此外交通控制中之車載設備發展、車路設備溝

通及未來車與車之間之互動，乍聽之下猶如天

方夜譚，而在本次報告中已有具體進展，相信

在不久將來這些產品將呈現於我們眼前。

　　創意常被誤認為破壞，增加車輛順暢將吸

引更多車輛，或是產生更多使用者，而這些課

題在本次會議中充分討論。在追求更有效管理

運輸系統之背後，永續經營之需求不斷提醒，

如何抑制需求增加、如何使用替代運具與能

源、如何降低各種污染，將是ITS創意背後之平

衡裝置。

三、政府魄力與民間熱情參與  

  

　　本次隨同ITS協會參加亞太論壇，其中最常

聽聞之評論為「只有在新加坡才行」，彷彿台

灣ITS被政府完全限制住。其實仔細思考確有幾

分道理，如高速公路電子收費，歷經千辛萬苦

終於開通，民眾卻太看好，甚至消費團體出面

抵制使用，造成不少困擾。如今，收費系統穩

定營運，將朝「以里程收費」目標邁進，可想

見將是另一波掙扎。反觀新加坡推動ERP電子收

費，先訴諸民眾共識，雖有反對，但仍溝通執

行，民眾最後感受其執行之效果，化解其消極

抵抗力量。

　　國內在談論交通問題解決方案時，經常會

搬出國情不同之理由，因此交通主管單位時常

為了順應民意，常不願大刀闊斧進行改善，如

果能號召熱情民眾參與，部分問題應可迎刃而

解。誰是這些熱情民眾呢？身為ITS專業人員責

無旁貸，應該積極構想出適合台灣之ITS發展

策略，同時不斷發展新技術與服務，說服民眾

ITS能解決問題，最後政府就能水到渠成地實施

ITS。

運輸遠景館(Land Transport Gallery) 

運輸發展史展示

4新加坡第一個人工操控號誌燈 道路管制人工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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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報告

   劉長齡、劉佳明、徐享崑，「高屏溪流域水資源規劃系統分析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臺南水工試驗所研究 

   報告，No.53，台南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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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編輯期間，台灣遭逢莫拉克颱風所帶來的八八水災，無論

南、東部的民眾或設施都受到百年罕見的重創。舉國工程相關人員感

同深受，義無反顧捐輸、傾力投入救災與復建工作，出版進度多少受

到影響，謹向讀者致歉。

　　由鐵路、公路、道路及橋梁等重要設施的受損，發現運輸動脈一

旦中斷，不僅分秒必爭的救援工作難以進行，就連讓災區民眾免於飢

苦的物資供應都產生極大險阻。連日災情報導讓我們一再感受到交通

設施與民生樂利、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身為從事交通工程的一員，深

感責任更加重大。

　　智慧型運輸系統的發展突飛猛進，深盼我國在產官學研界的齊心

協力以及科技的積極應用下，透過對人、路、車的整合思維，讓重建

或新建都能提升建設水準、改善交通服務。

編 後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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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於每年一、四、七、十月份以季刊方式發行，來稿請備紙本 
   稿件一式三份及原稿電子檔，以掛號郵寄台北市106大安區辛 
     亥路二段185號27樓，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業務及研發部 
     轉『中華技術』編輯小組收。 

● 84期中華技術專輯主題／ 中華顧問40週年特刊
出刊日: 9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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