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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臺灣的道路交通環境以機車與小客車為主要交通工具，105年底調查之登記機動車輛超過2,150萬

輛(小客車車約78萬輛，機車約1366萬輛)，機車大約佔有64%。本文針對我國特有混合交通車流進行車

聯網技術應用於肇事防制研究，以國內易肇事路口之機動車輛肇事為分析對象，了解過去所未知的碰撞

特性，參採歐洲與美國車聯網技術發展情形，針對國內特性研擬出機車之防撞策略；其次，就執行中之

車聯網技術應用於機車安全改善之研究與場域試驗計畫進行簡要說明，做為未來國內發展此系統之參考

依據。

機車安全改善之
研究與場域試驗
─最後一里路

1 2 3 4 5

摘��要

Abstract

The Study of Motor Vehicles Safety and 
Field Test Plan-The Last Mile

The road traffic in Taiwan is based on motor vehicles and passenger cars, with more than 21.5 million motor 

vehicles registered at the end of 2016 (about 7.84 million cars in passenger cars, about 13.66 million motor 

vehicles) and about 64% of the locomotives.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IOV(Internet of Vehicle) technology to 

the mixed traffi c fl ow in Taiwan is stud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ccident of the motor vehicles at the junction of the 

domestic accident i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unknown collis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Furthermore, this project adopt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IOV technology, and to 

develop the strategy of collision avoidance for the domestic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the application of IOV 

technology to the improvement of motor vehicles safety and the fi eld test plan are briefl y explained, and the future 

industrial cooperation mode is analyzed as th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omestic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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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各國車聯網技術發展

一、國外車聯網系統發展概況

2006～2010年歐洲推動CVIS(Cooperative 

Vehicle-Infrastructure Systems)計畫，進行車輛

與路側設施溝通與導引設備的發展、設計及測

試，計畫內容含括手持式裝置、中控系統、車

載系統及路側設施等項，相關應用如表1所示。

各國場域路側設施(Road Side Unit,RSU)設

置情形簡述如下。荷蘭Helmond A270場域包含

A270高速公路與N270市區道路以及2個號誌控

制器，並安裝了20個ITS G5 RSU以及56個一般

攝影機與11個高速球型攝影機(Dome Camera)將

影像傳至控制中心即時觀測車流。Freilot場域於 

Helmond 主要幹道的14個有交通號誌的路口安

裝路側裝置，主要功能為偵測測試貨車與消防

車靠近，並給予號誌優先權以增加交通順暢程

度，並減少貨車二氧化碳排放等應用。

德國場域Safe and Intelligent Mobility - 

Test Field Germany安裝了超過100個路側裝置

供C2X應用測試用，如車輛與路側裝置間傳

輸Cooperative Awareness Messages (CAM)、

Decentralized Environmental Notification (DEN)訊

息以及交通號誌時相訊息等。

瑞士Gothenburg場域包含7個RSU以及3個有

802.11p傳輸能力的號誌控制器於高速公路出口

提供速度建議。

芬蘭ITS Test site Tampere場域涵蓋8公里

長的市區道路並安裝4個RSU，其中一個移動式

RSU整合路面狀況偵測裝置、車輛追蹤裝置以及

3G與802.11p通訊能力，3個固定式RSU整合路

面裝況偵測裝置、攝影機以及3G與802.11p通訊

能力。

表1 歐盟ITS交通安全V2V與V2I相關應用

應用名稱 應用內涵

協同減少眩光 當有車輛迎面而來，則啟動自動切換車輛大燈。

路口碰撞警示
路口碰撞警示用於提醒駕駛者與其他車輛有潛在的碰撞機率。而左/右轉碰撞僅適用於
提醒駕駛者與直行車輛也可能有潛在碰撞機率。

號誌/標誌違規警示 在駕駛者闖紅燈、忽視停止標誌、超速時，將警示駕駛者其駕駛行為已違反道路規定。

駕駛路徑錯誤警示 當車輛駕駛路徑錯誤時，警告車輛其行駛的路徑可能影響駕駛安全。

碰撞預測感應 透過鄰近車輛之間交換車輛資訊，替可能發生或不可避免的碰撞進行警示。

協助彈性車道變換
替某些車輛(例如：大眾運輸車輛)準備可彈性調配的專用車道，使其得到永久或不分時
段的專用路權。

協同前方碰撞警示 警告駕駛者可能發生後方追撞。

危險路段通知 警告駕駛者前方路段的氣候惡劣(例如：路面濕滑、大霧、豪雨)。

車輛故障警示
當有故障車輛時，將由故障車輛本身或是已經過故障車輛車子發出警示，提醒後方駕駛
者小心駕駛。

前方路段壅塞警示 當車輛駛近壅塞路段的末段時警示駕駛者。

緩慢行駛車警示 當前方車輛駕駛速度緩慢時，提醒駕駛小心避免追撞前方車輛。

道路施工警示 通知駕駛者鄰近路段正進行道路施工，因此路況不佳或通行受阻。

發布碰撞警示
當有事故時，將由事故車輛本身或是已經過事故路段的車輛發出警示，提醒後方駕駛者
小心行駛。

轉彎速度警示
根據接收到的彎道資訊計算車輛的安全駕駛速度，當車輛當前速度高於所計算的安全速
度時，則會提醒駕駛者前方路段為彎道。

資料來源：車聯網智慧型機車肇事防制預警系統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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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Compass4D為大型歐盟ITS建置計

畫，自2013年1月正式啟動，執行期間至2015

年12月結束，為期三年，並於歐洲七個城

市，包括 Bordeaux、Copenhagen、Helmond、

Newcastle、Thessaloniki、Verona，以及Vigo，

運用短距通訊技術與3G/LTE行動網路，布建

三大V2I應用，即道路障礙警示(Road Hazard 

Warning ,  RHW)、闖越紅燈警示(Red Light 

Violation Warning, RLVW)，以及路口節能服務

(Energy Efficient Intersection Service, EEIS)，共

有600輛測共試車輛及1200位駕駛，並裝設超過

300組路側及號控設備。

藉由回顧上述近期歐洲大型試驗計畫可瞭

解，歐洲仍以私人汽車、公車、大型貨車以及

救護車作為車聯網技術之實測對象，尚未有針

對機車方面之車間通訊或機車與路側設施通訊

實測及研究。

二、美國

2012年8月到2014年2月，美國密西根計畫

(Michigan Plans)於Ann Arbor 地區進行2,800輛

車輛實測，車種含括小客車、卡車及大眾運輸

工具之組合，車上均裝載車內整合安全系統、

新型安全設備、車輛感應裝置等先進駕駛輔助

系統，設置27個路側單元，涵蓋道路75英里，

如圖1所示，並全數使用DSRC傳輸運具位置和安

全間距之無線訊號。

每位參與密西根計畫人員需接受1小時的訓

練課程，參與時間至少需維持1年，至少參與3

次會議，回收資料及檢查車載設備；測試方式

除前述之一般道路外，亦有約100位駕駛者於

受控環境，如圖2中以無線網路連線車輛進行

測試。

參與密西根計畫之技術設備，包括車輛感

知裝置(Vehicle Awareness Device, VAD)、後裝

法國Yvelines場域包含三個子場域：A10場

域共安裝4個RSU，Yvelines場域安裝10個RSU，

Isère場域共安裝4個RSU，供多項車載安全測試

使用。

西班牙Spanish/Galician Test Site(SISCOGA)

測試場域於高速公路上安裝30個與後台控制中

心連線的RSU，負責回傳交通、天候等感測器數

據回後台資料庫。

Drive C2X 應用項目為區域危險警示、駕駛

輔助、交通流量改善、交通管理及區域資訊服

務等應用，總計758位駕駛者與262輛車參與示

範場域測試、實測里程數超過180萬公里、合計

數據處理量超過400GB及367,500個事件。

2014年6月實測結束後達成之效益，車內

顯示限速(In-Vehicle Signage,IVS)提醒提醒可減

少23%死亡率與13%受傷率，天氣預警(Weather 

Warning,WW)可達成小於6%死亡率與小於5%

受傷率；IVS之限速提醒與綠燈車速建議(Green 

Light Optimal Speed Advisory)最能達到環保與效

率目標。其中約有90%的受測者表示若車內有

Drive C2X系統配備有使用意願，若需額外裝配

願購比例約42%，其中以救護車警示及前方壅

塞預警願購及願用比例最高。

FOTs i s場域示範計畫全名為Eu r op e a n 

Field Operational Test on Safe, Intelligent and 

Sustainable Road Operation，期程自2011年4

月～2014年9月，涵蓋國家有德國、芬蘭、比

利時、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波蘭及希臘，

旨在針對I2V、V2I及I2I之科技進行大型場域

實測。FOTsis以設施為導向，Drive C2X則主

要以車輛為導向，目標設定為提供具有開放性

與延展性之先進道路服務的通用平台，致力推

廣協同式智慧運輸系統(Cooperative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C-ITS)通訊環境並佈建於高速

公路，提出合適之商業模式以確保C-ITS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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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裝置(Aftermarket Safety Device, ASD)及資料

擷取系統(Data Acquisition System, DAS)，並與

路側單元共同測試大眾運輸&緊急車輛優先號誌

控制、道路保養維護判斷、行人交通密度判讀

及交通號誌時制控制等V2I應用。

2015年密西根計畫(Michigan Plans)預計進

一步投入30,000輛具V2I功能的聯網車輛於Ann 

Arbor地區擴大實測，並增設多項V2I應用範圍，

包括闖紅燈警告、車體過大警告、彎道速度警

告、鐵路跨越違規警告、禁行標誌間距警告、禁

行違規警告、交通寧靜區降速警告、景點天氣資

訊警告等。美國交通部亦預計在歐巴馬總統任期

結束(2016)前將V2V技術標準予以定案。目前美

國預估2020年時V2V成本約341～350美元/車，

2058年設定成本降至209～227美元/車願景。

美國交通部Connected Vehicle計畫為了提

資料來源：Mcity-University of Michigan

圖2 密西根計畫車輛受控環境實測

資料來源：Mcity-University of Michigan

圖1 密西根計畫車輛實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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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產業價值鏈，結合既有資通訊、交通、汽車

電子業者，打造自主系統整合與周邊汽車電子

產業，搶進全球車載市場重要供應鏈，計畫推

動重點包括「促進智慧車輛發展」、「開拓系

統整合市場」、「建立雲端便民服務」三大面

向，全程技術發展主軸可參考圖3所示。

科發基金計畫「V2V Mandate產品與安心

服務驗證場域計畫」主要為發展國內第一套

可滿足V2V Mandate 應用趨勢與行車安心服務

之與驗證場域，計畫內容分為產品技術與驗證

平台開發，以及示範場域建置與推廣，系統架

構如圖4所示。此計畫規劃於新竹縣市易肇事

重點路口建置首座路口安全輔助(Intersection 

Movement Assist, IMA)場域，將與新竹縣市地

方政府、教育單位以及號誌業者合作，於市區

易肇事路口或鄰近校區的危險路口作為建置地

點，並鎖定經常往來建置點的駕駛人(如教職

員、家長、客運業者)進行裝機。此計畫預計建

置4座IMA路口，裝機數量達36台車輛，同時委

託交通領域專家學者針對國內道路特性以國人

供各種DSRC車載應用做概念性驗證、系統可

行性驗證與測試相關技術限制，於2007年成立

Southeast Michigan Test Bed驗測場域，驗測場

域提供路側裝置(RSU)、實際道路場域以及後台

路側設備管理與即時資料交換中心、資料分析

中心、資料儲存中心等基礎設施，另外，車輛

與路側設備之間、車輛與後台應用服務之間訊

息傳遞方式，以及訊息散布與儲存方式也皆有

統一規範。各種車載應用只要依照驗測場域定

義的訊息流程與訊息格式設計，即可將車載應

用部署於驗測場域，由於車載應用的重點大多

為各種資訊封包是否能夠及時、確實的傳送到

接收端，故透過實車測試所產生的封包傳輸紀

錄即可分析車載應用的效能與可行性。

三、國內車聯網系統發展概況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計畫「智慧車載資

通訊技術暨服務發展計畫」執行期間為101年1

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主要為發展我國多元

完善之「智慧交通」應用服務，並厚植我國車

資料來源：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計畫

圖3 「智慧車載資通訊技術暨服務發展計畫」全程技術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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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習慣進行深度分析，提供效益評估報告，

並將依據美國交通部Safety Pilot計畫公布的V2V

安全應用測試規格或NHTSA制定中的美國聯邦

機動車輛安全標準(Federal Motor Vehicle Safety 

Standards,FMVSS)於示範場域進行實地驗證，最

終產出系統驗證報告書。

交通部運研所於104年規劃進行「我國智慧

型運輸系統車路整合應用模式探討與先期模擬

測試」之計畫，用以評估車路整合應用模式運

作，以及瞭解車路整合應用情境之可行性與其

涉及之技術特性，以作為我國未來推動車路整

合應用的參考。

整體系統架構如圖5所示，規劃區分有中

心/平台端(C)、路側設備端(I)、車輛端(V)等三

大範圍，以進行C2C、C2I、I2V(此處C指的是

Center而非Car)之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資訊通訊技術之應用，並提供計畫

驗收後為期1年之軟、硬體保固維護及技術諮

詢服務。C2C部分主要為雛型平台與其他中心

之資料交換應用，C2I部分為平台與路側設備端

RSU(Road Side Unit)之資料交換應用，而I2V為

路側設備端RSU(Road Side Unit)與車輛端所安裝

OBU(On Board Unit)之資料交換應用，因考量行

動式通訊與即時反應，將採用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DSRC)通訊技術為主，另

考量交通安全之即時反應所將增加有關V2V之應

用測試，亦即車輛與車輛採DSRC通訊連線進行

即時資料交換應用。

資料來源：科發基金計畫

圖4 「V2V Mandate 產品與安心服務驗証場域計畫」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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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計畫

圖5 「我國智慧型運輸系統車路整合應用模式探討與先期模擬測試」整體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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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國內混合車流特性以及機車之
防撞策略研擬

臺灣的道路交通環境以機車與小客車為主

要交通工具，105年底調查之登記機動車輛超過

2,150萬輛(小客車車約784萬輛，機車約1366萬

輛)，機車大約佔有64%。；若分析近10年來之

資料(96至105年)之機動車輛登記數變化，如圖

6所示，小客車登記數年平均成長率為1.65%，

機車登記數年平均成長率為-0.22%；若以每

千人機動車輛數來看，小客車年平均成長率為 

1.36%，機車之年平均成長率則為-0.49%，可見

機車持有之數量已有緩慢減少的趨勢，但就總

比例仍高達6成以上看來，社會上普遍的運具仍

以機車為主。

每年機車肇事之傷亡比例亦高：根據統計

資訊網資料顯示，2015年總肇事事件305,413機

車160,080，占52.41%。 機車交通安全肇事防

制一直是我國極待探討與改進的議題。目前各

地方交通管理單位於此方面之管理方式，為透

過分析過去一段時間內之機車涉入肇事案件資

料，以擬定工程、管理、教育及警勤執法等四

個方面的改進措施。惟此方式作業時間較長，

且無法針對即時突發事件，對相關用路人做出

因應示警措施，以達成對於肇事案件根本防制

之目的。過去的機車安全管理研究及實施方法

並無法完善落實產生實際的績效，造成傷亡數

量持續升高，過去在肇事的改善，主要偏重於

交通安全中人、車、路中的「路」作為改善方

向，而近年來電子、資訊、通訊與網路的發

展，帶給這個世界巨大的改變與方便，智慧城

市、智慧雲端、智慧交通已經是我們生活的一

部分，加上新科技及物聯網的觀念促成汽車產

業加速創新，並結合電子資通訊、行動互聯網

及智慧運輸的協同發展，形成車聯網產業鏈及

創新趨勢。

在對國內外車

聯網發展及技術進

行通盤了解後，將

對車聯網運用於機

車肇事防制上之策

略進行研擬，並分

析國內執行之可行

性進行各層面之分

析，以期能將交通

安全改善之方向擴

展至「車」與「路」的層面，使得機車不管在

肇事發生率及傷亡率都能夠顯著地降低。

一、國內混合車流環境中機車肇事分析

為了研擬機車防撞策略，必須微觀了解

機車碰撞型態，從碰撞型態分析著手，由每件

車禍的碰撞現場圖，了解其碰撞方式。因此，

本計畫整理自民國102年至民國104年共計85

個高雄易肇事交岔口改善之碰撞構圖，進行各

類肇事型態的統計分析，彙整出各類肇事型態

總數及各類肇事型態百分比，可知機車與其他

車輛碰撞的主要碰撞類型。經統計，機車與汽

車間發生肇事總數1459件，機車與機車間發

生肇事總數693件，分占總肇事比率42.91%及

20.39%。

資料來源：交通部統計查詢網

                                        圖6 臺灣近10年機動車輛登記數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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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左轉穿越側撞、右轉側撞發生，此兩種碰撞

型態，主要是產生於汽車左右轉時無法看清機

車。其中有關左轉穿越側撞是在汽車左轉時，

因為機車躲在對向直進汽車的右後方，以致無

法看到或查覺到，因此，可藉由盲點警示提醒

汽車，前有衝突機車在汽車之後。另一為右轉

側撞，此為台灣最常見之碰撞類型，涉入車種

以直進機車與右轉汽車碰撞為主要，機車與機

車碰撞為次要。以肇事成本及傷亡比率來看，

右轉側撞亦為所有碰撞類型最高，因此可視為

防制首要任務。

第二種為汽車左轉輔助系統(V2V)，如在路

口無左轉專用時相分離車流的情況下，汽車左

轉輔助系統可協助駕駛人判斷轉彎時機。即使

存有左轉專用號誌時，亦可在綠燈介間時間警

告衝突車輛。第三種為交岔撞防撞系統(I2V、

V2V)，車輛接近路口時，設計週期性傳送本車

的位置、速度、方向等資訊，若橫向道路也有

來車接近此路口，車輛上的 OBU將會利用上述

資訊進行判斷，若判定兩車將會碰撞則透過使

用者介面提供對應之警示，以降低發生交岔撞

之可能性。本計畫建立出整合車聯網技術之智

慧型機車防碰撞系統架構如圖7所示。

由此可知，機車涉入肇事之比率即占總肇

事比率之63%。機車涉入頻率機車與汽車發生

右轉側撞之件數與比率分為415件及12.21%，為

整體數據第二高之肇事頻率，僅次於汽車與汽

車發生追撞之頻率。若不考慮汽車與汽車與其

他種類之肇事類型，本研究擇機車涉入發生頻

率較高的碰撞型態為研擬對象，分別為右轉側

撞(占13.3%)、左轉穿越側撞(占10.41%)、追撞

(8.59%)以及交岔撞(占11.18%)。

二、國內機車之防碰撞策略研擬

在了解台灣特有道路設計環境，以及環

境如何影響駕駛行為後，本章結合國內外車聯

網技術回顧以及運研所實際試行後之車聯網防

撞技術與前述之國內混合車流環境中四種主要

的機車之肇事型態分析，研擬三種機車防碰撞

系統應用於防制此四種主要機車肇事型態之發

生。三種系統皆建議以DSRC方式提供車載設備

OBU路口之來車及後方車輛位置、速度等資訊，

並在可能碰撞時警示駕駛人，以避免發生車輛

肇事發生。

第一種為汽車盲點警示系統(V2V)，可避

資料來源：車聯網智慧型機車肇事防制預警系統研究

圖7 整合車聯網技術之智慧型機車防碰撞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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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車聯網技術應用於機車安全改
善之研究與場域試驗計畫

依此推動構想，本公司參與台灣車聯網

產業協會之工作團隊，協助交通部執行「車聯

網技術應用於機車安全改善之研究與場域試驗

計畫」，本案目標為建立安全、共享及綠能之

智慧機車安全系統，場域鎖定淡江大學蘭陽校

區、佛光大學、東華大學，對象則以機車肇事

率較高的族群-大學生為優先，期望降低機車

肇事。

本計畫透過試驗場域肇事初步分析，歸納

出三校主要欲解決之交通安全問題有：1.路段自

摔 2.無號誌路口、停車場出入口交叉撞。本研

究預計於各易肇事地點藉由偵測車輛的抵達，

提供警示提醒駕駛人減速或注意鄰向來車。

一、車輛減速提醒

自摔肇事主要發生於山區彎路或下坡，如

佛光與淡江蘭陽校內外山坡髮夾彎與平面道路

直線段，及東華大學校內東西外環道、校外之

台九、台十一丙線等處，本案計畫於自摔易肇

事地點前偵測車輛，當車輛抵達或車輛超速時

閃爍警告牌提醒駕駛減速。其中東華大學校內

環道設備建置，如圖8所示。 

二、交叉撞鄰向來車提醒

無號誌路口之路權優先順序得參考「停」、

「讓」標誌，根據《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

置規則》，設置標誌的交岔口次要道路，得禮

讓鄰向路口車輛通過後，才得繼續行進。未設

置標誌的路口，則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第1項第2款，行至無號誌或號誌故障而

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

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未設標誌、標線或號誌

劃分幹、支線道者，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

先行；車道數相同時，轉彎車應暫停讓直行車

先行；同為直行車或轉彎車者，左方車應暫停

讓右方車先行。但在交通壅塞時，應於停止線

前暫停與他方雙向車輛互為禮讓，交互輪流

行駛。

交叉撞易肇事地點如東華大學校內宿舍區

資料來源：車聯網技術應用於機車安全改善之研究與場域試驗計畫

圖8 東華大學校內環道設備建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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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慢車道左側，在路口處車輛右轉時，會與直

行機車產生衝突。因此，將依現地勘查結果評

估，是否可透過取消慢車道，並繪製分流式指

向線與車道化停等區分流箭標等新式交通標

線，進行交通安全改善。此外也可透過交通寧

靜區、自明性道路的概念，藉由槽化、分隔島

等施作引導車輛減速。

為達成上述目標，本案預計結合汽、機車

車上通訊裝置。透過此裝置可主動發佈該車當

下狀態的資料，並由路側設備接收判斷，依照

不同的警示程度利用警告號誌或無線通訊做出

反應，如圖10所示。本計畫建置之路側設備可

停車場、志學門以及佛光大學校內多處停車場

出入口，後續將研究易發生交叉撞交叉口之路

口，藉由偵測路口來車以警示鄰向道路接近車

輛。其中東華大學志學門西側路口設備建置，

如圖9所示。

三、其他肇事類型及交通工程改善

其餘類型之肇事型態，將根據路口現場

圖之肇事型態分析，與現場會勘了解當地使用

者習慣與車流狀態評估最適合施作之交通工程

改善。如根據右轉側撞之肇事特性，因機車習

慣騎乘於道路右方慢車道處，而汽車右轉道位

資料來源：車聯網技術應用於機車安全改善之研究與場域試驗計畫

圖9 東華大學志學門西側路口設備建置示意

資料來源：車聯網技術應用於機車安全改善之研究與場域試驗計畫

圖10 環境場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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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汽車及機車車上裝置發佈之資訊，對於未

安裝本案車上裝置之車輛，可透過主動式偵測

裝置(如雷達)來偵測該車輛的位置，以完全掌握

路口狀況。

肆、結論與建議

前述機車安全改善與試驗場域計畫透過建

置車路互動設備，開發車聯網安全警示解決方

案，研發並實測機車與路側設施(V2I)通訊設

備，能偵測車前狀況，提升機車行車安全。此

試驗計畫主要偵測前方路口是否有側向車輛以

提供駕駛人警訊，避免交叉路口碰撞之風險，

除滿足我國對機車安全的需求外，亦帶動國內

機車產業升級，產生創新型服務，未來將可往

與台灣相似的東南亞國家輸出。

車聯網產業及其應用為一新興產業，是

汽車與機車工業、行動通訊、電子商務、互聯

網服務等依據使用者交通需求所發展出來的產

業。就政府單位角度，政府在車聯網技術全領

域標準化工作的系統性規劃、產業技術創新研

發、產業基地的規劃與設立、基礎建設規劃與

建置、產官學研的產業聯動機制建立、智慧運

輸公開資料、產業的政策法規、安全標準、管

理辦法、運營資質等推動方案制定，每一項都

將是車聯網產業鏈的發展關鍵因素。

就產業角度，在汽車與機車製造商、車載

設備製造商與硬體製造商部分，各廠商依據本

身的技術、資源與產品發展產業上下游關係，

形成汽機車電子產業。行動通訊運營商則提供

行動通訊與互聯網的溝通媒介，提供軟體及服

務供應商、應用平台運營商透過車聯網平台提

供互聯網服務。在營運方面，各廠商較為偏向

各自策略運用，服務方面除機車製造商可提供

外，其他企業或供應商可從雲端大數據分析大

眾需求以發展各項車聯網服務。

綜觀國內外趨勢，車聯網已然成為當紅技

術，以及其他先進科技，如自動駕駛、無人載

具等，這股科技浪潮將會改變我們的生活型態

與交通行為，如何從磨合過程中擇其適合國內

的解決方案，符合使用者的旅運需求，提高運

輸安全與效率，保障我們的生活品質與出行安

全，將是我們首要面對之挑戰與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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