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9-03期 

□國內自駕車道路測試概況                  車安中心 林俊佑 

一、前言 

科技的進步推動著智慧交通運具型態的演進，從自動駕駛車輛至透過無

人載具所衍生而出的新興應用，已成為近年來國內外熱門探討及研究的議

題，亦是產官學研積極關注之焦點。鑑於各式無人載具與其周邊創新應用不

斷推陳出新，許多國家基於沙盒實驗精神，排除現行法規與監理框架之規範

與限制，營造友善、安全、創新發展的測試環境，透過實際場域進行無人載

具科技、服務及營運模式之創新實驗，促使自動駕駛技術從封閉場域實驗逐

步走向公共道路進行商業化營運，讓智慧運輸服務貼近民眾日常生活。 

本專題將介紹我國目前自駕車道路測試規定及申請概況，以及各地方政

府結合業者執行自駕車場域測試及運行相關計畫，帶領各位讀者了解國內自

駕車現階段推展與實驗情況。 

二、國內自駕車申請道路測試規定 

目前我國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申請及審查相關法規共分為兩部分，一

為交通部為協助國內相關自動駕駛車輛產業發展，已於 107年 12月 24日修

正發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與附件二十一「自動駕駛車輛申請道路測試作業規

定」，並於 108年 1月 1日實施後，工業技術研究院與新竹市政府合作申請

新竹市南寮漁港場域自駕車道路測試案，於 108年 9月獲得交通部核准並完

成測試車牌之領取後展開道路測試作業。 

另一為經濟部為推動我國無人載具科技發展水平與世界接軌，鼓勵無人

載具(指車輛、航空器、船舶或其結合之無人駕駛交通運輸工具)科技之研究

發展與創新應用，參考金融科技與創新實驗條例之監理沙盒精神，於 107年

12月 19日公布「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賦予產學研各界所需的創新

實驗環境，截至 109 年 8 月為止，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已有 6 案(自

駕巴士及自駕車運行)通過審查，並陸續展開測試運行作業，依計畫期程導

入自駕車技術及公共運輸服務情境驗證。 

三、國內自駕車申請道路測試概況 



 

 

(一) 新北市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與勤崴國際合作進行「新北市自動駕駛電動巴

士系統測試運行計畫」，實驗車輛採用勤崴國際智駕電動巴士，歷經 2

個月無載客測試運行，於今(109)年 8月 3日起正式進入載客運行測試

階段，成為全國首個將智駕電動巴士導入公共運輸系統配合輕軌班次

接駁之縣市。測試路線從淡海輕軌崁頂站至美麗新影城站來回距離共

1.2公里，沿途整合 C-V2X (Cellular vehicle-to-everything)蜂巢式車間

通訊、智駕電動巴士、路側感測器及雲端監控平台，提供優質公共接

駁服務。測試運行時段為周二至周日上午 11點至晚上 9點半，民眾上

下車時均須刷卡(不扣款)，下車前會蒐集試乘意見，作為新北市擬定

未來智駕巴士政策推展方向。 

  

圖一、勤崴國際智駕電動巴士(左圖)、淡海新市鎮自駕巴士運行路線圖(右圖)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8n3dyg 及經濟部技術處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辦公室

網站 

(二) 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與台灣智慧駕駛公司合作之「台北市信義路公車專用

道自駕巴士創新實驗計畫」，旨在評估夜間導入自駕巴士營運服務之可

行性。實驗路線位於信義路公車專用道，從中山南路至基隆路口往返

約 12.3 公里，沿途重要路口均建置智慧路側設施(V2X)；實驗車輛由

台灣智慧駕駛公司提供 2輛 6米自駕巴士(SHAPPHIRE)及 1輛 4米自

駕巴士(OPAL)，營運時間為平日 00:30 至 02:30，運行時速不超過 15

公里，為了安全起見車上會有隨車人員監測車況，目前計畫已進入第

三階段邀請產學研專家試乘體驗，最快今(109)年 9月開放民眾免費搭

乘。 

https://reurl.cc/8n3dyg


 

 

  

圖二、台北市自駕公車夜間運行(左圖)、夜間自駕公車運行路線圖(右圖)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WL36zL 及經濟部技術處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辦

公室網站 

(三) 桃園市 

桃園市政府與台灣智慧駕駛公司合作展開為期兩年之「自駕巴士

應用在大眾運輸接駁試運行計畫」，初期以桃園機場捷運之青埔機廠作

為自駕巴士示範運行基地，導入公共運輸模式提供桃捷公司員工接送

服務。桃園市為「亞洲・矽谷計畫」重點發展城市之一，成功打造「虎

頭山創新園區」成為國內資安物聯網及自動駕駛研發基地。今(109)年

5 月市府協助台灣智慧駕駛公司通過經濟部「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

計畫」審查，順利取得交通主管機關核發試車牌，計畫初期優先建置

A17 桃捷領航站周邊聯外道路之高精地圖、智慧路口設施、充電站與

路側安全告示牌面等基礎設施，9 月起採用 1 輛 6 米自駕巴士

(SHAPPHIRE)及 1 輛 4 米自駕巴士(OPAL)進行上路運行測試，最快

12月開始模擬大眾運輸接駁情境，長期計畫將結合 A17領航站、A18

高鐵桃園站、A19桃園體育園區站三個捷運車站，提升公共運輸服務

量能。 

   

圖三、桃園市自駕巴士(SHAPPHIRE)(左圖)、桃園市自駕巴士於 A17捷運領航站

社區聯外道路運行路線圖(右圖) 

圖片來源：https://reurl.cc/14045G 及經濟部技術處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辦

https://reurl.cc/WL36zL
https://reurl.cc/14045G


 

 

公室網站 

(四) 新竹市 

新竹市為實現智慧城市之願景，規劃運用自動駕駛車輛提供多元

化智慧運輸服務並提升觀光產業價值，包含偏鄉里鄰接駁轉運服務、

完善城鄉生活機能、活絡南寮漁港港區觀光、舒緩港區周邊交通以及

結合 ITS技術試行車站轉運接駁服務，藉以創造智慧城市典範。市府

與工研院機械所簽訂自動駕駛車實驗運行備忘錄共同合作，依據交通

部路交通安全規則附件二十一提出自動駕駛車輛道路測試申請，通過

審核取得交通部核發國內第一張自駕車專用試車號牌「試 0001」，採

用 Chrysler Pacifica自動駕駛車於新竹南寮漁港正式展開首航，成為臺

灣第一輛能在開放場域運行驗證的自駕車。 

  

圖四、工研院自動駕駛車(Chrysler Pacifica)(左圖)、新竹市南寮漁港自駕車測試運

行場域(右圖) 

圖片來源：
https://www2.hccg.gov.tw/ch/home.jsp?id=30122&parentpath=0,16,30121&mcustomize=m

unicipalnews_view.jsp&toolsflag=Y&dataserno=201909080001&t=MunicipalNews&msern

o=201601300307 

(五) 彰化縣 

彰化縣政府與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勤崴國際、中

華電信及宏碁智通攜手合作，申請經濟部「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

畫」，通過審核取得自動駕駛沙盒運行條例首張試車牌，展開為期一年

的「鹿港彰濱智慧觀光接駁」營運實驗計畫，歷經 3個月不載客測試

運行後，於今(109)年 7 月 15 日進入第二階段載客營運。運行路線從

台灣玻璃館發車，沿途停靠彰濱秀傳健康園區、白蘭氏健康博物館以

及緞帶王觀光工廠等 4 座站點，環狀路線全長 7.5 公里。第三階段將

https://www2.hccg.gov.tw/ch/home.jsp?id=30122&parentpath=0,16,30121&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oolsflag=Y&dataserno=20190908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7
https://www2.hccg.gov.tw/ch/home.jsp?id=30122&parentpath=0,16,30121&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oolsflag=Y&dataserno=20190908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7
https://www2.hccg.gov.tw/ch/home.jsp?id=30122&parentpath=0,16,30121&mcustomize=municipalnews_view.jsp&toolsflag=Y&dataserno=201909080001&t=MunicipalNews&mserno=201601300307


 

 

擴增營運車隊規模，陸續加入勤崴國際自駕車、車輛中心 WinBus 以

及勤崴與創奕能源共同打造的自駕小巴共計 5輛，運行路線則改由天

后宮發車，路線總長 12.6 公里。現階段營運時間從今(109)年 7 月 15

日至 12月 31日，平日 9點至 16點，假日 10點至 18點，欲搭乘旅客

可於勤崴官網進行預約或現場候位，惟每周一是車輛調校及例行維修

日，不提供載客服務。 

  

圖五、彰濱自駕觀光小巴WinBus(左圖)/彰濱自駕觀光小巴營運路線圖及服務班次

表(右圖) 

圖片來源：https://www.chcg.gov.tw/ch/newsdetail.asp?bull_id=318921及
https://www.kingwaytek.com/news_200710.html 

(六) 台南市 

台南市政府以「智慧新都」為施政主軸，積極打造貼近生活、人

民有感的智慧交通系統，促使台南市成為智慧城市典範，市府與理立

系統(LILEE Systems)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協助申請經濟部「無人

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通過審核並取得監理機關核發試車號牌，展

開為期一年「台南市自動駕駛快捷公車上路營運實驗」計畫。實驗車

輛採用 3 輛豐榮客運 G-bus，實驗路線規劃假日行駛「南科火車站—

南科考古館循環線」及平日行駛「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循環線」2 條

路線，車輛依行駛速度區分為三個階段運行，第一階段以時速 20公里

以內蒐集道路資料，沿路設置交通錐並安排交管人員協助指揮；第二

階段速度提升至 30公里，沿途設置相關警告標誌提醒其他用路人，維

持交通安全；第三階段提速至 40公里。自駕公車均配有駕駛人員全程

https://www.chcg.gov.tw/ch/newsdetail.asp?bull_id=318921
https://www.kingwaytek.com/news_200710.html


 

 

監控，應付車輛運行突發狀況，若各階段實驗順利達到安全性標準，

最快於今(109)年第四季提供民眾試乘，未來將徵求客運業者承接經

營，可望於 110年啟動自駕巴士商業化營運。 

  

 

圖六、台南市自動駕駛公車 G-bus(左圖)、南科園區巡環線(南科綠線)(右圖)、

沙崙綠能科學城全區(沙崙紫線)(下圖) 

圖片來源：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7701416#/及經濟部技術

處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辦公室網 

(七) 台南市 

成功大學自 108年起主導為期 16個月之「無人載具人才培育計畫

(Auto Vehicles Culti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在教育部

的指導下與台北科技大學及南臺科技大學共同合作，發展無人載具人

才培育中控系統教學模組、開發開源模擬平台及實體平台車輛實作，

為國內培育相關無人載具人才。成功大學於 2017年進口 Lincoln MKZ

為車體基礎，搭載自行設計開發自動駕駛關鍵軟體與技術，開發出 AI 

智慧駕駛車原型車，讓該車具備 SAE Level 4自動駕駛能力。今(109)

年成功大學基於「自駕車高精地圖資訊收集」與「動態地圖模擬應用」

實驗需求，與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合作，申請為期 1年之「成

功大學自駕車輛試驗計畫」，通過經濟部沙盒實驗審核並取得監理機關

核發試車號牌。實驗區域以台南市歸仁地區為主，A區塊路線位於沙

https://www.tainan.gov.tw/News_Content.aspx?n=13370&s=7701416#/


 

 

崙綠能科學城周邊區域，有正式路名的道路皆納入自動駕駛行駛範

圍；B區塊路線全長 8公里，包含台南高鐵站區，經歸仁大道、中正

南路一段、中正南路二段及大武路二段，外環道路將以自動駕駛模式

運行，內部道路則改採人工駕駛方式行駛。實驗時段為每天早上 6點

至下午 6點，遇雨天不行駛。 

  

  
圖七、成功大學自駕車(左上圖)、成功大學自駕車輛試驗計畫實驗地理範圍示意

圖(右上圖)、實驗 A區塊運行路線(左下圖)、實驗 B區塊運行路線(右下圖) 

圖片來源: http://autovehicles.ee.ncku.edu.tw/ProjectIntroduction.aspx 及經濟部技術

處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辦公室網站 

表一、國內自駕車道路測試概況 

項

次 

受理 

機關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時間 場域 使用車輛 

1 
新北市

政府 

新北市自動駕駛電動

巴士系統測試計畫 

勤崴國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9/5

至

109/12 

淡 海新 市

鎮 

勤崴國際 智駕電動巴士 

 

2 
台北市

政府 

臺北市信義路公車專

用道自駕巴士創新實

驗 

台灣智慧駕駛

股份有限公司 

109/2

至

110/2 

信 義區 公

車專用道 

台灣智駕 SHAPPHIRE 

 

http://autovehicles.ee.ncku.edu.tw/ProjectIntroduction.aspx


 

 

項

次 

受理 

機關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時間 場域 使用車輛 

3 
桃園市

政府 

桃園市青埔地區自駕

巴士創新實驗計畫 

台灣智慧駕駛

股份有限公司 

109/5

至

110/5 

青 埔特 區

及 社區 聯

外道路 

台 灣 智 駕  OPAL 、

SHAPPHIRE 

  

4 
新竹市

政府 

新竹市南寮港區與周

邊道路之自駕車路試

計畫 

工業技術研究

院 

108/9

至

109/9 

南 寮漁 港

與 周邊 道

路 

工研院 自駕車(Pacifica) 

 

5 
彰化縣

政府 

自駕巴士彰濱鹿港觀

光接駁運行 

勤崴國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9/2

至

110/2 

鹿港鎮 /彰

濱工業區 

車輛中心 WinBus 

 

6 
台南市

政府 

台南市自動駕駛快捷

公車上路營運實驗 

理立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 

109/4

至

110/4 

南科園區 /

沙 崙綠 能

科學城 

豐榮客運 G-bus 

 

7 
台南市

政府 

成功大學自駕車輛試

驗計畫 
成功大學 

109/8

至

110/8 

綠 能科 學

城區域 /台

南 高鐵 站

外環道路 

成 功 大 學  自 駕 車

(Lincoln MKZ) 

 

資料來源：車安中心整理 

四、結論 

國內自駕車發展在產官學研合作下，執行迄今已累積不少實務經驗，其

試運行據點逐步在全台展開，以下將從目前國內自駕車發展現況及道路測試

申請案概況，歸納自駕車在國內發展狀況： 

1. 自駕車應用 

為實現智慧交通服務融入民眾生活願景，多數業者以公共運輸服務

為主軸，選擇自動駕駛巴士作為道路運行實驗主體，依據地域特性



 

 

規劃合宜的運輸解決方案，探索商業化及營運服務之可行性，目前

國際間自駕車發展趨勢亦朝此方向邁進。 

2. 自駕車測試運行環境 

盤點國內自駕車測試運行環境，多數以公共運輸服務概念為基礎，

規劃介接軌道運輸、區域定點循環路線、公車專用道及觀光路線等

情境，運行路線型態以低速短途旅運為主，且多為特定環境或固定

場域，透過各重要站點延伸運輸路網，彌補公共運輸跨運具間的轉

運缺口。 

3. 自駕車技術發展 

自駕車的科技範疇非常廣泛，涵蓋機械、車輛、電子、資通訊、互

聯網及交通服務等領域，綜觀國內目前參與實驗計畫之自駕車，多

以巴士公共運輸車型搭載自主研發之自駕系統及感測控制元件，透

過高度整合讓傳統車輛具備自動駕駛能力。台灣在車輛零組件、電

子、半導體及資通訊領域擁有厚實基礎與完整供應鏈，未來國內自

駕車發展可結合既有優勢深化自動駕駛關鍵技術研發及整合能量，

構築我國完善自動駕駛產業鏈，吸引創新應用服務業者與營運商合

作，建構永續發展的智慧運輸生態系。 

國內自駕車的發展歷程，儘管起步較晚，但執行迄今相較於世界各國亦

無太大差距，皆仍同處於研發、測試以及改善實驗階段。然而自動駕駛的發

展，除了需要面對技術應用、服務模式及法規監管等問題外，高額的研發與

建置成本也考驗著相關業者能否持續投入這塊領域。因此，自動駕駛技術落

地應用實現商業營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也是未來國內推動自駕運輸所需面

臨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