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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CVO 於先進執法系統之規劃與設計－以遊覽車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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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台灣已經越來越多人注重休閒娛樂，而許多公司社團常舉辦一些戶外活
動，就會向租車公司租用大型遊覽車。客運遊覽車業在發展汽車運輸及觀光事業
上，一直扮演著不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但是租用來大型遊覽車品質連同駕駛人
員參差不齊，假使發生意外，後果不堪設想。
近年來，大客車事故不斷發生，造成乘客及駕駛者受到傷害，不僅使數個家
庭幸福破碎，更增加社會成本。國內某些大客遊覽車業者為了成本上的考量，車
體打造之安全性及合法性是必需受到嚴格的檢視。本研究以探討近年來，大客車
發生的事故來分析造成之原因，是否還有其他必需改善且尚未實施之要點，再透
過工程、教育及法規等等方面做為參考改善之依據。且進而探究違規遊覽車之存
在背景，並據以分析遊覽車客業之管理策略。交通安全改善方法有3E，分別為工
程(engineering)、教育(Education)與執法(Enforcement)。
執法與教育的直接對象是人，乃因人是肇事中的關鍵因素，除了法令的規定
外，還可以加上ITS/CVO系統設備，以輔佐駕駛人員，把傷害降至最低。CVO的管
理範圍則是針對商業車輛本身、駕駛商業車輛的駕駛員與經營業者本身，也可利
用CVO系統架構以改善公路安全執法方式的效率與有效性，結合ITS與CVO，把交
通部門、警察單位、監理部門、公司業者及駕駛者整合，並進一步研擬改善對策，
以降低發生事故的機率。
關鍵字: ITS、CVO、先進執法系統

壹、前言
隨著台灣經貿發展的迅速，政府為了配合經貿發展，積極的推動國際觀
光旅館業的投資，並將觀光旅館業納入「重要投資事業」及「重要產業」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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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於民國84年時，政府將原12國免簽證之規定延長為14天、並在民國87年
接著實施週休二日之制度，不僅可以刺激來華旅客的數目，國內觀光旅館的住宿
率普遍提昇也帶動了國人休閒旅遊的風氣，由下表1來臺旅客人數統計表可看出
成長量。
而在國人休閒旅遊的風氣的提升下，客運遊覽車業在發展汽車運輸及觀光事
業上，則一直扮演著不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為使其觀光旅館業能蓬勃發展則客
運遊覽車業的發展健全與否亦是個關鍵要素。台灣地區現行客運遊覽車業繁多，
其所衍生的交通安全問題之嚴重性自是可想而知。而在目前國內積極建置智慧型
運輸系統之際，如何將其智慧化的觀點導入現有客運遊覽車業的交通執法方式，
藉由先進技術之輔佐，進而增加交通安全及教育民眾之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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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交通部，交通統計月報
伴隨著交通量上升，交通事故發生之案件數量也逐漸上升，發生事故後，事
故處理善後往往消耗掉大量之社會成本，為了減低社會成本之浪費，交通問題也
越來越受國人重視。隨著科技的日新月異，運輸工作從事人員試著運用先進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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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預防或減低交通意外產生時的嚴重程度，然而，要將這些新科技使用在哪些地
方，或是對那些駕駛者實施合適的交通安全教育;皆是不易達成之事。因此，交
通主管機關與研究單位常常利用統計方法檢定已經發生過的交通意外事件，分析
事件發生的原因，檢定探討各種因素對交通意外事件發生之影響，以作為政府機
關或是相關單位進行改善的依據。然而，不論採用任何一種方法對事故進行分
析，其背後都必須要有足以驗證該方法之事故記錄作為支援。
先進交通執法方式，其重點之一在於運用先進智慧之交通設施，以有效率方
式進行交通執法之工作，其方法包括於須受管制之車輛上，如：現行諸多學者談
論到的RFID技術應用於電子車牌上、車上GPS定位系統、行車紀錄器…等，又比
如砂石車及大貨車，安裝電子車牌、並僅行駛在管制之道路，例如高架道路、易
肇事路段之路側，安裝自動辨識之設備，以常態自動化之執法，來規範危險車輛
可行駛之路段。
其次，應以先進之交通設施，並配合採用執法與教育並重之方式，例如：以
自動偵測速度顯示之先進設備，裝設在危險路段，以先提醒教育再執法之方式，
進行超速之執法。而此一方式亦可運用在客運遊覽車業之管制上。

貳、先進執法系統
由李克聰、陳昱豪【1】…等人所提出之「先進交通執法系統之規劃設計」
文章中亦談到，綜觀目前台灣地區交通執法之現況，可以明顯發現其對於違規行
為及現象往往只能治標而未能治本。若不能針對交通問題進行徹底且整體之改
善，則雖可獲得暫時性之紓解，但假以時日新的問題產生，又將必須投入大量之
人物力與資源。如此，對於國內之交通環境及執法工作而言，將會長期處於成效
不彰之窘境，也造了些缺失。
交通違規事件雖經常發生，但卻常常未有適當之方式加以取締，在實際
執法方式上，取締重點易流於偏重易取締而績效高之項目，諸如機車騎士未帶安
全帽、高速公路未繫安全帶及違規超速等。因此，如何針對高比率之肇事因素卻
又難以取締之項目來研擬有效執法對策，將是目前及未來應積極努力的目標。
現行的交通執法方式常只達到嚇阻作用，卻不能使民眾明瞭該項規定之真正
涵義。此外，相關主管單位在宣傳道路交通法規時，其重點常放在罰則及執法之
部分，但對於應該給予民眾真正之教育意義卻往往遺漏了；如此，僅會使得民眾
為了規避罰責，而想盡辦法投機取巧。
國內交通法規在執行時並無法達到普及與公平之原則，由於過度地依賴人力
執法之故。而在取締項目上而言，執法常將某些違規項目列為當月執法重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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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配置上偏重於較易實施執法之時間與地點，而此將造成有心違規者之僥倖心
態，進而對於其他遵守規定之民眾造成不公平待遇。
由於目前之執法設施仍停留在以人員為主要執法工具之層面，但日益嚴重之
交通問題似乎已讓舊有的執法設施及執法人員疲於奔命與不勝負荷，也因此使得
許多的違規事項皆難以取締。
北京於2001年l0月舉辦了第七屆多國城市交通展覽會的同時舉辦了三天的
「第七屆多國城市交通學術會議」，而於學術會議中亦談到北京建立智慧化的交
通管理系統。于春全【2】在發表的文章－建立智能化的北京交通管理系統提出
了北京智能交通管理系統的總體目標和組成，並論述近期任務是實施智慧化的交
通指揮調度系統和現代化交通管理綜合資訊系統中的8個建設項目。隨著首都經
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北京車輛增加速度之迅速，使得車流量居高
不下，城市交通需求與供給的矛盾日益明顯。
目前已初步建成的現代化交通管理設施和系統包括︰現代化的交通控
制中心、指揮調度計算機系統、交通監控系統、交通信號控制系統、交通誘導系
統、交通警用車輛衛星定位系統(GPS)、“122＂交通事故接報警系統、交通違章
自動監測系統、交通訊息采集與處理系統、交通管理計算機網路系統、數字化執
法系統、訊息管理系統等這些系統的完成和應用， 使交通管理初步實現了訊息
化、網路化的綜台管理，增強了宏觀交通控制、指揮調度能力和交通管理應變能
力，提升了交通管理現代化水準。同時，也為建立智能化的北京交通管理系統奠
定了堅實基礎。
由何國榮【3】之培訓報告中可以更建立交通管理與執法之概念，於文
章中談到交通管理與執法之原則包含下列六項：
一、落實推動交通管理之原則
交通管理有所謂之三E政策，即教育(Education)、工程(Engineering)、執法
(Enforcement)三要素，三者相輔相成，相關單位透過建構合理化、人性化、及合
乎相關法規之道路交通工程，讓使用者易於遵守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管制，
另外加強社會教育宣導及道安講習教育等，使民眾認識交通管理之相關法令規
定，最後，透過嚴格、公平及普遍性的執法，保障守法者，改正違規者之行為，
故三E政策乃環環相扣。
二、確立道路交通管理之目的
道路交通管理之主要目的為維護交通秩序及確保交通安全，故相關規定之處
罰或罰鍰僅為達成目的之手段之一，並非為交通管理之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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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通管理須兼顧各類使用者
道路上之使用者包含行人、機車駕駛人、小型車輛駕駛人及大型車輛駕駛人
等，故各項施政措施及相關法令應考量到各類使用者之需求。
四、需考量人車路三大要素
交通之三要素為人、車及路，故交通管理之各項措施之目標，應以建構安全、
適宜性及人性化之硬體設施並配合相關軟體協助管理及監控，使各類道使用者及
各式車輛均能安全行駛於道路。
五、違規處罰應符合比例性及平衡性
各項交通違規行為之處罰項目，其考量之原則係以其對道路交通秩序之影響
或交通安全之危害程度大小，同時參考條例所訂其他違規行為之處罰及世界各國
相關立法，而作適合、公正及公平之訂定。
六、有效處理違規之執法方式
現行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所採取處罰之種類有罰鍰、記點(次)、吊扣(銷)
駕駛執照(車輛牌照)、沒入車輛、道路交通安全講習及禁止駕駛等，故各項交通
違規行為之處罰，應就該違規之項目決定適合且有效的處罰，並積極宣導相關法
令之意義，以達教育民眾且降低其違規行為的發生。
透過以上之敘述可得之，目前執法系統過於依賴人力以致在執行時並無法達
到普及與公平之原則；加上交通執法方式常只達到嚇阻作用，卻不能使民眾明瞭
該項規定之真正涵義。縱觀上述提出之缺失，唯有研擬出先進之執法策略方能突
破目前之窘境。

參、商車營運系統 CVO
商車營運系統（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s, CVO）人車路的智慧化應用於商
用運輸，其可謂為智慧型運輸系統中的重要環節。然而，政府在安全監理上缺乏
成效及警力在執法上仍經常呈現不足的情況，使安全問題沈苛難以解決。本研究
旨在發展CVO在安全課題應用上的整合技術概念。技術整合內容包括IC卡、全球
衛星定位系統(GPS)、動態路線導引及排班、行車記錄器（Tachographs）與地理資
訊系統(GIS)…等。
整合系統將可提供業者進行安全管理、交通單位進行安全監理與警政單位進
行執法作業等功能進行規劃。該系統以行車記錄器的動態行車資料檔(包括行駛
路線、行駛時數及行駛速度的記錄)及靜態駕駛資料檔(包括駕駛員的歷史違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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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提供完整及持續的行車記錄資料，協助業者、監理單位與執法單位進行安
全作業，以有效遏止駕駛的違規行為及提供肇事原因。

肆、智慧型運輸系統 ITS
世界各國莫不著力在興建網路基礎建設上，並努力朝資訊化社會推進，先進
的通信與資訊科技可以取代傳統的交通運輸管理模式，因而改變了運輸系統原有
的環境與面貌，以達到改善交通運輸的目的，使有限的運輸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
與效率。因此，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ITS)應運而生，其主
要應用了先進的電子、通信、資訊與感測等技術，整合人，路，車的管理策略，
提供即時(Real-Time)的資訊以增進運輸系統的安全，效率及舒適性。
近數十年來，科技發展迅速，美國、日本及歐洲等科技發達的國家已了解到
新科技可以用來協助道路交通管理，並將運輸產業帶向自動化之路，以達到有效
提升運輸效率、增進運輸安全、減少能源消耗與保護生活環境等運輸目標，故紛
紛投入「智慧型車路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之相關研究，內容涵蓋
先進交通管理、先進旅行者資訊、先進公共運輸、先進行車自動控制、及商車營
運系統等，舉例而言，在歐洲有「運輸科技應用計畫」(Telematics Applications
Programme)，在美國有ITS計畫，在日本則有「先進道路運輸系統」(Advanced Road
Transportation System, ARTS)計畫。
更甚，國內近幾年中提出電子車牌之概念,如: 95年之道路交通安全與執法研
討會中林大傑、黃智建、梁靜怡【4】所提出之「無線射頻識別技術於先進執法
系統之規劃與設計」中談到，電子車牌的大小如同現行通用的電話卡、信用卡，
它可以把車牌號、車型、顏色等車輛的基礎訊息儲存在電子車牌裡。電子車牌通
常安裝在汽車的擋風玻璃上，車輛在透過路口設定的微波讀取器、天線等，不用
停車，在限定的範圍內就可以自動得知電子車牌上的訊息。每輛車都會建立獨一
無二的電子識別碼，並連結於政府機構的車輛資料庫。
由於目前使用的交通流量檢測儀器的精度並不是很高，判斷車型的類別更是
相當不易；此時電子車牌即可用來統計交通流量，因為通過路口車輛皆會被記錄
下來，所以統計的數量就會相當準確。記錄下來的車牌號碼、車型等訊息可以提
供給道路和橋樑建設的相關單位作為電子收費的依據等。如果車子被偷，執法人
員也可以得知被偷車輛的車牌號碼及車型、顏色等，便可以靠著路口之讀取器或
是手持的讀取來檢查車輛，以尋獲車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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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個案研究
【案例一】梅嶺事故
梅嶺事故，是於2006年12月3日發生在台灣台南縣楠西鄉梅嶺風景區的一起
重大遊覽車交通事故。計造成車上22人死亡、24人輕重傷，是台灣自1986年谷關
車禍以來死傷最慘重的道路交通事故。
2006年12月3日下午4時42分左右，一輛隸屬於高雄縣鳳山市八方通運公司的
遊覽車，搭載高雄市鼎金國民小學45名家長會的家長、學生及志工，在準備踏上
歸途時，於台南縣楠西鄉南188鄉道梅嶺路段失控翻車，最後墬入二十多公尺深
的溪谷，共計造成車上22人死亡、24人輕重傷，其中有四對夫妻同時罹難，另外
亦有四位小孩在事故中喪生。
發生後隔天，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陳明進至現場勘驗，指出肇事現場有三條長
條43.1公尺的三道刮地痕，並認定車上的輪胎一部分為再生胎，且磨損狀況十分
嚴重，並認為是事故發生的原因之一，但事後經公路總局調查，該車所有的輪胎
皆非再生胎。
該遊覽車的車齡已達18年，駕駛執照被吊銷，身亡的見習駕駛不具駕駛資
格。經檢警根據證人證詞初步判斷，當時應是駕駛開車，但由於車內證人說詞不
一，檢方解剖見習駕駛的遺體以確認當時的駕駛者。
【案例二】陽明山仰德大道
根據自由時報96年6月25日的報導，96年6月24日傍晚6時30分左右，一輛隸屬
於台灣租車旅遊集團、車牌編號A5-171的遊覽車，搭載新竹縣美商嘉康利公司員
工及家屬29名，於陽明山中山樓參加開幕大會後的歸途中，行經仰德大道、永公
路口，因煞車失靈先是企圖擦撞山壁及路邊護欄減速不成，之後追撞下山的白色
鈴木轎車，白色鈴木轎車再迎面撞上上山的銀色豐田轎車，遊覽車則向右打滑失
控墬入100公尺深的山谷，造成2人當場罹難，6人送醫不治，共計8人死亡、25人
輕重傷的事故。
隔日6月25日，士林地檢署檢察官謝榮林進入事故現場勘驗，指出肇事車輛
曾經變造車體，上層乘客區無鋼架的保護，並且使用再生胎。
【小結】
在九十五年十一月發生了南投縣大陸觀光團遊覽車翻車事故，以及十二月又
發生了台南縣梅嶺遊覽車翻車事件，這些遊覽車事故相繼造成重大傷亡之後，交
通部基於安全、國內車輛打造技術、駕駛人習性，以及消費者觀感等因素，研擬
出將遊覽車車齡原則訂為十二年，未來透過評鑑機制得延長一至四年的方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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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行政院院會也在九十六年三月十九日通過「公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送
請立法院審查。
近年來有關大客車的意外事故資料中不難發現大客車一旦發生事故，其所造
成的傷亡往往遠多於其他陸上運輸車種，詹淑敏【5】的研究中提出國內大客車
事故頻傳的幾個案件分析看來造成之主要因素有以下幾點：
一、人的因素：駕駛超時、酒醉駕車及違規駕駛…等因素。
二、車子因素：國內大客車營運業者因削價競爭導致營運市場惡質化，車身打造
廠為降低銷售成本進而偷工減料之大客車，其僅滿足最低安全性之法規要
求，罔顧法規未要求安全性部分；再者我國長期以來，大客車製造業均仰
賴國外汽車大廠組裝引擎及部分汽車零組件生產，所以儘管國產車廠近年
來致力提升設計能力，但仍局限於新車外型、內裝設計層面，而無法走向
提昇大客車安全性之設計、打造規模。
三、路況因素：目前國內使用之高層大客車，重心比一般大客車更易趨向於上層，
且此類車種多使用高彈性避震器，本不適宜行駛於路幅窄、彎度大之險坡山
區路段。國內地狹人稠，地形起伏較大，彎道、路口和坡道甚多，諸多因素
皆對車輛操控穩定性與安全性造成不良影響。
而由前二個案例亦可看出，其造成事故之主因為車子的因素及人員駕駛因
素，以及遊覽車大多數必然行駛於山區路段可看出其必要的規範更是不可少。
藉由案例報導肇事後之檢討可列出幾點思考的項目：
一、關於遊覽車是否適用再生胎部份，公路總局仍研擬國道客運及遊覽車禁止使
用再生胎。
二、公路總局將修法將胎紋深度納入遊覽車定期檢驗項目中。
三、盼將在三個月內完成修法，強制大客車裝置安全帶。
四、車齡12年以上大型車限制其營運固定路線交通車，不得經營遊覽車。同時需
在車身明顯部位標示出廠時間。
五、車體的不當變造應如何來取諦、改善。
交通部推動修法，規範營業大客車車齡不得超過十二年，而且也將車齡逾十
二年的遊覽車限制行駛於營業所在地及相鄰縣（市）區域內營業。新法尚未通過，
即引來朝野立委大肆抨擊，遊覽車業者群起反彈，業者又趁機提議成立高齡車輛
與過剩車輛回收基金，凸顯國內對於遊覽車業，長期以來缺乏建立一套完整而有
效的管理機制，也暴露政府部門對於遊覽車業所提出的新管理、輔導規範，還需
要尋求更廣泛的共識。
訂出十二年的規定，交通部也該提出退場機制，例如：給予每一部老舊車子
補貼七十萬或是八十萬，提高業者意願，否則怎會接受？而中華民國遊覽車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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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理事長陳智勝也表示，希望交通部在九十六年二月公告
的運輸管理規則及道安規則能夠暫緩實施，也希望由業者與政府共同出資，成立
高齡車輛與過剩車輛（十年以上車齡有四千多輛）的回收基金。
提出研究報告的成功大學電信管理研究所副教授廖俊雄指出，民國八十年遊
覽車客運業市場開放以來，國內牌照數量從民國八十二年的2,006輛至民國九十五
年十二月的11,918輛，增加高達六倍。在近十年中遊覽車的平均車齡從民國八十
二年的3.45年快速老化至民國九十五年的8.59年，同時，平均每輛遊覽車營業淨
收入呈現快速遞減的狀態。另外，司機平均月收入約為三萬元上下，以其工作的
時數來看並不算高，而這些現象皆可顯現市場競爭之激烈。
廖俊雄並強調，遊覽車規範應從「整體遊覽車客運業市場經營環境」的議題
上來深入探討。從另一個面向來看，針對老舊遊覽車訂出十二年車齡的限制規
定，可能有規範上的需要。但是，即使法律上也有信賴保護原則，因此重點應該
在於相關的配套措施是否完善，以及是否達成普遍的共識，或是受到多數業者支
持。進一步的說，業者提議成立高齡車輛與過剩車輛回收基金，雖然可能有點一
廂情願，也可能讓交通部落入圖利遊覽車業者的質疑，不過，既然交通部運輸研
究所已經針對新車部份成立基金研擬可行方案，其可納入研究探討。
廖俊雄認為，國內遊覽車客運業市場有四千餘輛的超額供給，有必要考量遊
覽車客運業市場的總量管制之機制。因此在車輛進入市場方面，他建議成立「遊
覽車客運業牌照發放審議委員會」來管理市場整體的牌照數量。另外，在車輛退
出市場方面，廖俊雄則建議購置新車時業者應繳交每輛五十萬的公路營運費(或
規費)，同時政府依比例鼓勵業者汰舊換新高車齡(十二年或十五年)車輛同樣的金
額。他說，長期而言，這將是產業自給自足的退場機制並且不需要政府的任何補
助，而且此機制應該會成為乘客、業者與主管機關三贏的局面。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規定【6】我國對公路車輛(汽車)規格與性能之規範，自民
國八十七年十月二十六日起，要求除曳引車及拖車以外大型車輛之規格審驗，應
依車輛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辦理;民國八十九年一月一日起，所有大型車
輛均須經車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
針對大客車之車輛尺度、軸重、總重及後懸等之限制，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
第三十八條之規定，大客車全長不得超過理12.2公尺，全寬不得超過2.5公尺，後
輪胎外緣與車身內緣之距離，大型車不得超過15公分。前單軸後單軸大客全高不
得超過3.6公尺，前單軸後雙軸大客全高不得超過3.8公尺，市區雙層公車全高不
得超過4.4公尺，車輛軸組荷重，單軸每組不得超過10公噸，雙軸每組不超過17.5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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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之規定外，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第一款汽車申請牌照檢驗之
項目及標準中第十六項規定車高3.5公尺以上汽車傾斜穩定度應合於規定。此一
規定依車輛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作業要點第七條，自民國八十七年十二月
一日起係左右側之空車傾斜穩定度應大於30度;但自民國八十九年一月起改為左
右兩側之空車傾斜穩定度均應大於35度。

陸、結論與建議
陳高村、蘇裕展【7】於研究中提出在交通安全監督的領域，行車紀錄器可
以做為事前的車輛安全監控，亦可配合肇事重建等相關技術進行肇事原因鑑定分
析，依道路交過安全規則第三十九條規定自90年1月1日起新領照之8公噸以上未
滿20公噸汽車應裝設行車紀錄器，需具備有連續記錄汽車瞬間行駛速率及行車時
間之功能。
大客車上裝設車輛智慧型系統，並透過系統功能，達到降低事故發生機率及
人員傷亡嚴重程度。如：合理煞停距離並維持煞車時之動態穩定性，使煞車過程
中掌控車輛的動態路徑，降低車輛失控的機率。例如：毛慶平【8】提出胎壓監
控系統(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m，TPMS)其主要功能在於協助駕駛者於駕駛前
或駕駛過程中，預先得知車輛當時各輪胎胎壓之狀況，以避免因胎壓不足導致交
通事故發生。
結合各項智慧型運輸系統，再搭配執法設備的改善；盼對於大客車的管制辦
法能更趨完善，事先預防遊覽車出事之機率，以提升旅遊的安全。規定遊覽車裝
置電子車牌、車上亦裝設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系統，搭配政府明文限制行駛路
線、並於路側裝置監視系統…等結合，來改善遊覽車肇事的嚴重性。但設備的建
置以及業者接受度皆是需要一再協商的部份，政府可搭配補助措施來施行。
從業者的反彈、立委的質疑，以及學者的研究結論，可以清楚得知，想要避
免遊覽車一再發生翻車等死亡事故，或是推動落實遊覽車的安全管理機制，牽涉
問題相當廣泛複雜，絕對是需要多管齊下，不能僅由單方面來看待或是設法解決
問題，否則就會落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批判與非議。
最後，想要建立遊覽車安全管理機制，政府部門有必要好好思考，外界何以
一再提出批評，業者又何以一再反彈，其中問題為何？而需要認清的是，制定政
策絕對不能急就章，也不能便宜行事，不單是要廣徵意見，尋求共識，化解爭議，
而且所提方案，既要讓多數業者接受，讓各界響應支持，也要能可長可久，並一
勞永逸的解決遊覽車所有安全管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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