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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背景與研究流程 

1.1 計畫背景 

遊覽車在經營規模上門檻較低，車種有其特定用途與營運市場，且目前生態

環境中無正規且具強制性的退場機制，因此具有進入容易退出難之特性。隨著觀

光市場的起伏擺動，以及經濟環境的停滯，在市場需求變動下，常有供需失衡之

情形，造成業者經營困難。在此情形下，業者往往忽略其作為服務業的可靠性本

質，甚至影響到行車安全，但凡發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民眾對於遊覽車的觀感

不佳。因此，若能提供遊覽車相關資訊給予社會大眾或是使用者，將可以利用資

訊透明化的方式增加民眾對於遊覽車的業者的信心與好感。 

遊覽車產業以往一直缺乏完整的資訊揭露與資訊提供服務，不論業內還是對

乘客都充滿資訊不對稱性。上述問題除造成個體理性選擇無法達成效益最大化外，

亦無法透過使用者的自我選擇，發揮監督與導正的功能，致使市場機制難以發揮。

因此，本計畫目標在於透過遊覽車安全資訊平台的規劃與建置，藉由資訊科技讓

遊覽車產業跟上數位時代腳步，達成『行車告警自動化』、『資訊揭示透明化』、

『營運監控即時化』及『評鑑考核多元化』，逐步健全市場機制與市場監督功能，

再造遊覽車產業。 

1.2 研究流程 

本計畫分成三階段進行，主要工作項目執行流程如圖 1.1所示，並詳述如下： 

 

圖 1.1 本計畫執行流程圖 

一、 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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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料搜集 

針對國內外交通服務資訊揭露的項目進行了解，特別是本研究的對象遊

覽車。 

2. 需求可行性評估 

針對國內外資訊服務和調查獲得之需求進行可行性評估，提出符合市場

與需求的資訊服務架構。 

二、 規劃平台 

1. 搜集資料與模型 

針對前階段獲得的資訊需求進行拆解，以及相關分析模型的文獻蒐集。 

2. 盤點資料 

本研究所需之資料進行盤點以及獲取可行性評估。 

3. 規劃資訊內容 

針對示範性平台所需呈現的資訊內容進行規劃與構思，初步規劃包含以

下項目，後續計畫執行再針對需求以及可行性進行調整： 

(1) 道路風險資訊模組 

本平台將介接事故資料，當司機行駛時，針對行經路段的風險狀態

提出警示。 

(2) 駕駛行為資訊模組 

本平台將依據駕駛過去的行車行為進行揭露，預計提供優良駕駛的

相關資訊供民眾參考。 

(3) 駕駛紀錄資訊模組 

本平台將介接 M3，當民眾輸入駕駛人姓名時，可顯示該駕駛人的

駕駛安全紀錄。當民眾輸入車號時，可顯示該車輛的檢驗紀錄。 

(4) 營運狀態資訊模組 

a. 業者評鑑狀態 

提供業者評鑑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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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車輛檢驗狀態 

業者整體車輛檢驗資訊。 

c. 駕駛行為狀態 

提供業者公司內司機行為之統計數據，供業者了解所屬駕駛之

行為。 

4. 規劃平台資料串接邏輯或格式 

針對資訊內容來源與呈現之串接格式和邏輯進行規劃。 

三、 示範性平台建置 

1. 建立不同資料串接邏輯或格式 

依據先前規劃之格式與邏輯進行資料處理。 

2. 分析模組建立 

建立資料分析模型，作為資料處理的工作。 

3. 示範平台上線 

將資料處理結果透過平台呈現，作為示範平台供使用。 

4. 訪談搜集使用者的改善建議 

透過訪談或是討論，針對示範性平台的易用性和有用性進行修正評估與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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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遊覽車現行生態說明 

 

臺灣遊覽車經歷持續十數年之成長，數量已然非常龐大，根據交通部統計，

2018 年時臺灣遊覽車數量達 1 萬 6 千餘輛。該年雖為十年來首次較前期數量下

滑，但數量仍高居不下。如此龐大的遊覽車數量，計有 900 餘家之遊覽車業者各

別進行管理，單就數據觀察，一家業者平均管理高達近 20 輛遊覽車，管理之問

題已然逐漸浮上檯面。 

然而現實面上，臺灣營業中之遊覽車業者是否有確實管理到旗下的遊覽車？

又或這些遊覽車資訊是否足夠透明，可讓一般大眾藉以評斷孰優孰劣？這些管理

議題及資訊透明議題都有待商榷。 

2.1 安全議題 

近年來發生之遊覽車事故，尤因遊覽車之車體龐大及容納人數多之特性，往

往一發生即造成重大傷亡。如 2017 年臺北南港遊覽車事故、2019 年國道 3 號遊

覽車翻覆事故等等。遊覽車事故一發生，因為其是公共運輸性質，且發生之意外

常會造成深遠之影響，在如此敏感之性質與嚴重程度下，往往造成社會之動盪與

不安。 

團隊綜整遊覽車事故之肇因，發現可歸類於以下數種，如圖 2.2 所示： 

一、道路設計問題，如路寬、燈號等等 

二、遊覽車司機問題，如工時過長、精神恍惚等等 

三、遊覽車車體問題，包含煞車系統、車體結構等等 

四、其他突發狀況造成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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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臺灣遊覽車現存安全問題 

問題一是為遊覽車行駛道路之問題，於道路設計及建置之時即已存在，除非

針對道路進行物理改良，否則難以解決。但其耗時費日，且可能花費高額費用，

因此不在本計畫之解決範疇內。問題二則可歸咎於司機本身，如司機工作時數過

長、休息時間過短，或司機本身之健康問題。問題三則歸咎於遊覽車之生產及維

護，生產面包含其是否符合出廠規範，維護面則包含該車是否定期檢驗、保養及

維護。問題四則是其他突發狀況造成之事故，如其他車輛碰撞、落石掉落或動物

竄出等等，此一區塊議題因涉及廣泛且較難以防範，亦不在本計畫之解決範疇

內。 

2.2 遊覽車客運業現行狀況 

遊覽車客運業若是個體戶，將會導致臺灣市場存在相當大量的業者，造成政

府難以納管。根據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遊覽車客運業之成立需要有 5000 萬元

資本或業者具備 30 輛遊覽車，任一條件對一般人都是難以達成之門檻。因此，

靠行制度油然而生，一般個體新戶藉投靠於車行底下進入遊覽車客運業，以類似

「借牌」手段進行營運。此一現象，個體新戶除可避免高難度的入行門檻，一般

車行也可藉個體戶靠行有額外收入，可謂遊覽車客運業者與個體新戶雙贏。 

但靠行現象之發生，將導致遊覽車的市場結構化整為零。車行缺乏對司機之

約束力及協調能力，而個體戶於市場上單打獨鬥之現象，將導致遊覽車客運業者

與企業化經營完全脫鉤，更遑論追求大量遊覽車可帶來之規模經濟效益。車行與

靠行司機間的權利、義務若未明確規範，則雙方都承擔了被傷害的風險，例如車

主擔心自己的遊覽車因公司無力償債而被查封，車行則擔心車主欠繳購車分期付

款、稅費、違規罰款、肇事賠償等。因此，本計畫將嘗試解決靠行現象造成之管

理議題，詳細解決方法請見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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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遊覽車安全資訊平台功能設計與說明 

3.1 功能設計 

遊覽車安全資訊平台設計四大模組，道路風險資訊模組、駕駛行為資訊模組、

駕駛紀錄資訊模組及營運狀態資訊模組，以下說明其功能與定位。 

 

圖 3.1 遊覽車安全資訊平台功能模組 

一、 道路風險資訊模組 

本平台將介接事故資料，當司機行駛遊覽車時，行經於於特定路段

時，若其為危險路段 (常發生事故之路段) 即對其提出警示，以提

醒司機小心駕駛，提高道路行駛安全。 

二、 駕駛行為資訊模組 

本平台將依據駕駛過去的行車行為進行揭露，可揭露其駕駛行為中

是否常有危險行為。該駕駛行為資訊模組可提供優良駕駛及危險駕

駛的之相關資訊供民眾參考。 

三、 駕駛紀錄資訊模組 

本平台將介接 M3，當民眾輸入駕駛人姓名時，可顯示該駕駛人的駕

駛安全紀錄，如可揭露其過去之違規行為。當民眾輸入車號時，可

顯示該車輛的檢驗紀錄，檢視其是否有確實定期受檢並通過檢驗。 

四、 營運狀態資訊模組 

1. 業者評鑑狀態 

提供遊覽車業者評鑑相關資訊，包含業者名稱、基本資料、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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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成績等等。 

2. 車輛檢驗狀態 

業者整體車輛檢驗資訊，包含其何時受檢、檢驗成果等等。 

3. 駕駛行為狀態 

提供業者公司內司機行為之統計數據，供業者了解所屬駕駛之

行為。 

3.2 消費者端 

消費者端可透過駕駛行為資訊模組及駕駛紀錄資訊模組掌握遊覽車之資訊。

過去遊覽車資訊相對不透明，一般民眾僅能透過印象或其他人推薦來得知該輛遊

覽車或遊覽車業者之優劣，但其資訊不只不夠透明，其客觀與正確程度也有疑

慮。 

 

圖 3.2 消費者端平台功能使用模組 

因此，本計畫設計駕駛行為資訊模組，一般民眾可藉此模組了解該駕駛過去

之行車行為，檢視該司機過去是否常有危險駕駛之行為。而駕駛紀錄資訊模組則

可揭露司機過去行車違規行為及車輛之檢驗紀錄。一般民眾透過上述兩模組即可

了解該業者、司機及車輛之優劣，進而判斷是否租用該輛遊覽車進行旅遊。 

3.3 司機端 

司機端可透過道路風險資訊模組、駕駛行為資訊模組及駕駛紀錄資訊模組了

解自身狀態，除了可提醒司機行駛於危險路段時須小心駕駛外，亦可了解自身在

遊覽車業界之優劣。此一優勢於靠行司機尤其明顯，因靠行司機大多在市場中為



                                                 遊覽車安全資訊平台規劃與示範性建置 

 

8 

 

單打獨鬥，較無互相交流之互動。倘若司機間有相互交流，其交流對象亦不夠廣

泛，而駕駛行為資訊模組及駕駛紀錄資訊模組可讓司機清楚了解自身在遊覽車行

業之駕駛情形。 

 

圖 3.3 司機端平台功能使用模組 

本計畫設計道路風險資訊模組，讓司機於行駛過程中可收到危險路段之提醒，

預先做安全駕駛之準備。駕駛行為資訊模組可讓司機了解過去自己的行車行為，

釐清自身在眾多遊覽車駕駛之優劣，並可據以改善，提升自我的競爭能力。駕駛

紀錄資訊模組則可讓駕駛了解自身過去之違規紀錄及車輛的檢驗紀錄，同時具備

自行管理功能，是為對司機有效提升自我及協助管理之有效工具。 

3.4 業者端 

業者端可透過駕駛行為資訊模組、駕駛紀錄資訊模組及營運狀態資訊模組了

解旗下司機及車輛之狀態。駕駛行為資訊模組及駕駛紀錄資訊模組可供業者針對

旗下駕駛進行查詢，以了解該駕駛在旗下之行車行為與違規情形。透過營運狀態

資訊模組，可了解業者本身之評鑑成績、旗下車輛檢驗資訊及司機行車行為之各

項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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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業者端平台功能使用模組 

透過此三模組，不論旗下靠行司機之多與寡，遊覽車業者都能清楚了解旗下

司機之狀態，包含其行車情形與車輛是否準時檢驗，如此便能提高提升業者自主

管理。此三模組也可讓業者在讓靠行司機加入之前，事先了解該司機過去是否有

不良之紀錄，以決定是否讓該司機靠行，是一個遊覽車業者能篩選司機的額外管

道。 

3.5 主管單位端 

主管單位端主要透過營運狀態資訊模組通盤了解業者生態，營運狀態資訊模

組可揭露遊覽車業者之評鑑成績、車輛檢驗狀態及駕駛行為狀態。根據過去經驗，

主管單位端主要是想了解業者是否確實有做好企業管理？旗下司機是否有超時

工作？遊覽車車輛是否有定期受檢？上述的各項主管單位想了解的問題，透過營

運狀態資訊模組都能清楚了解，即時掌控遊覽車業者之生態。 

 

圖 3.5 主管單位端平台功能使用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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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預期成果 

本次報告為平台功能設計之說明，未來將於計畫期間完成下列項目，包含： 

一、提出遊覽車安全資訊平臺之規劃建議：從基本功能、平臺規範、資料規

格等等進行全面性的建議，以供單位參考。 

二、遊覽車安全資訊平臺之示範性平臺建置：將文中所提之分析模組進行示

範性建置，並於遊覽車安全資訊示範性平臺中呈現。 

三、本計畫預計執行至 2019 年 12 月底，規劃期程如圖 4.1 所示。 

重要時程 

完成項目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契約簽訂完成 ▲      

108 年度期中報告 ▲      

108 年度期末報告     ▲  

定稿並辦理驗收      ▲ 

遊覽車安全資訊平台規劃與示範性建置 

資訊需求訪談 

資料蒐集       

需求可行性評估 
      

規劃資訊平臺 

蒐集資料與模型 
      

盤點資料 
      

規劃資訊內容 
      

規劃平台資料串接邏

輯或格式       

建置資訊示範平臺 

建立不同資料串接的

邏輯或格式       

分析模組建立 
      

示範平台上線 
      

訪談蒐集使用者之改

善建議       

圖 4.1 本計畫期程甘特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