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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隨著大客車使用頻率的大幅成長，每

萬輛大客車之死亡率高居所有車種之冠，

故如何能提升大客車行車安全即為政府積

極發展大眾運輸同時所需面臨之重要課

題。本研究主要在整合國立交通大學吳炳

飛博士與中華大學蘇昭銘博士分別帶領之

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探討車輛前方偵測

系統在大客車之應用領域及縱向防撞警示

系統之績效。本研究為國內首次進行有關

先進安全大客車之實車測試，研究結果顯

示：車輛前方偵測系統透過參數的調校，

將可應用於大客車行駛過程中與前方車輛

之距離與車道行駛位置偵測，作為未來車

道偏移及防撞警示系統之資料蒐集工具。

此外，前方防撞警示系統的應用，亦可讓

大客車駕駛員跟車過近的比例減少

8.93%，相關結果將可作為後續台灣地區

發展先進安全大客車之基礎。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先進安全大客車、縱向防撞警示

系統、距離偵測、車道偏移偵測 

ABSTRACT 

The bus accident rate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 types of vehicles in Taiwan. How to 

improve the bus safety is a worth-noticed topic 

as the governments encourage the use of the 

transit. The object of this paper is cooperate 

with the distance detection and lane departure 

detection system developed by professor Wu, 

NCTU and the rear-end collision warring 

system by Su, CHU to field testing. This is the 

first field research for advanced bus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ance detection 

and lane departure detection system can be 

used in bus by readjust the parameters in 

passenger car, and the collision warning 

system should reduce the un-safety car 

following behavior of bus drivers from 

51.06% to 23.44%. These results will be a 

useful basis in developing the advanced safety 

bus in Taiwan. 

Keywords: Advanced safety bus, Rear-end 

collision warning system, 

Distance detection, Lane 

departure detection 

一一一一、、、、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地區之汽車客運市場在 1995年

開放路權後，大客車車輛數由 1994 年的

21,252 輛增加到 2006 年的 27,522 輛，營

業里程由 46,155 公里增加到 2006 年的

68,348 公里，在 12 年間大客車車輛數與

營業里程分別成長 29.50%及 48.08%。然

隨著大客車使用頻率的大幅成長，每萬

輛大客車發生 A1 類車禍（造成人員當場

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之比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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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居所有車種之冠，為第二名的大貨車

之 2.25 倍、較第三名的機械腳踏車高出

28.29 倍。故政府在永續發展為前提，積

極發展大眾運輸系統的同時，如何能有

效降低大客車之肇事率，即為一不可忽

略之課題。 

近年來台灣地區有關先進安全車輛

之研究已有卓越之研究成果，李祖添與

吳炳飛等人[1]即成功整合影像偵測與車

輛控制等機電整合技術，發展出第一部

無人駕駛之智慧車。然由於大客車與小

客車在基本規格及操作性能上存在顯著

差異，且長期駕駛之大客車司機與小客

車駕駛人之駕駛行為亦有所不同，故原

先以小型車為基礎所發展之偵測系統使

否能應用於大客車上，即為現階段發展

先進安全大客車所需面對之首要問題；

此外裝置縱向防撞警示系統 (rear-end 

collision warning system)後，對於大客車

駕駛員之危險跟車行為是否能有效改

善，亦為另外一個所需面對之問題。因

此，本研究旨在將原本於小客車上所開

發之車前影像偵測系統架設於行駛國道

路段之大客車上，據以蒐集大客車司機

之駕駛行為，並將原本於駕駛模擬器上

進行之防撞警示系統相關研究成果實際

應用於實車上，透過不同計畫[1,2]研究

成果之整合測試，確認大客車防撞警示

系統之績效。 

二二二二、、、、大客車肇事資料分析大客車肇事資料分析大客車肇事資料分析大客車肇事資料分析 

大客車台灣地區大客車於民國 92年

至 94 年間總共發生 318 件 A1 類車禍及

5,238 件 A2 類車禍（造成人員受傷之交

通事故），詳細數據如表 1 所示，由該表

可發現 A1 類與 A2 類之車禍事件數都有

逐年增長趨勢，其中 A1 類車禍從民國

92 年的 93 件增加到 94 年的 103 件，成

長率高達 10.75%；A2 類車禍事件數則從

民國 92 年的 1,655 件增加到 94 年的

1,856 件，成長率亦增加 12.15%。而若總

計三年之死亡人數共達 368 人，若以死

亡當事人身分進行進一步分析（如表 2

所示），發現以機慢車駕駛人最多，佔

40.2%。 

表 1 民國 92 至 94 年大客車 A1 與 A2 類

肇事數據次數統計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分析項目 92 年年年年 93 年年年年 94 年年年年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A1 類類類類 

事件數(件) 93 122 103 318 

死亡人數死亡人數死亡人數死亡人數(人) 118 137 113 368 

受傷人數(人) 235 213 182 630 

A2 類類類類 
事件數(件) 1,655 1,727 1,856 5,238 

受傷人數(人) 2,256 2,349 2,666 7,27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近三年大客車發生交通事故之肇

事原因，可彙整如表 3 與表 4 所示，由該

表可發現在 318 件 A1 類事件中以未注意

車前狀況（13.21%）、違反特定標誌（線）

禁制（8.18%）、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8.18%）、酒醉（後）駕駛失控（7.86%）

及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7.86%）為肇事

原因之前五名，五項肇事原因共佔總肇事

件數之 45.29%；在 5,238 件 A2 類事件中，

以未注意車前狀況（14.70%）、未保持行

車安全間隔（11.21%）、未依規定讓車

（10.16%）、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8.65%）

及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6.03%）為肇事

原因之前五名，五項肇事原因合計佔了

50.75%。由此可看出 A1 類與 A2 類大客

車交通事故之主要肇事原因差異並不大，

均以｢未注意車前狀態｣、｢未保持行車安全

間隔｣、｢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為主要肇事

原因，其中又從各車種到大客車之主要肇

事原因分析，可明顯看出在大客車肇事主

因部分，以｢未注意車前狀態｣為 A1 類與

A2 類車禍主要肇事原因之冠，共佔總車禍

事件比例之 14.61%，而非各車種主要肇事

原因當中的「未依規定讓車」，值得各客運

業者及交通主管機關加以重視。其中民國

93 年後由於各客運業者開始針對大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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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於行車前酒精測試，讓「酒醉（後）

駕駛失控」之肇事原因大幅降低。 

表 3 民國 92 至 94 年大客車 A1 事件

主要肇事原因之次數統計表 

年年年年  期期期期 92 年年年年 93 年年年年 94 年年年年 

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 

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 

未注意 

車前狀態 

（13.98%）* 

未注意 

車前狀態 

（13.11%） 

未注意 

車前狀態 

（12.62%） 

第二位第二位第二位第二位 

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 

未保持行車 

安全間隔 

（9.68%） 

酒醉（後）

駕駛失控 

（11.48%） 

違反號誌管

制或指揮 

（10.68%） 

第三位第三位第三位第三位 

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 

違反特定標

誌(線)禁制 

（7.53%） 

未依規定 

讓車 

（10.66%） 

違反特定標

誌(線)禁制 

（8.74%） 

註：（）*內為各項所佔之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民國 92 至 94 年大客車 A2 事件

主要肇事原因之次數統計表 

年年年年  期期期期 92 年年年年 93 年年年年 94 年年年年 

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 

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 

未注意 

車前狀態 

（13.84%） 

未注意 

車前狀態 

（14.13%） 

未注意 

車前狀態 

（16.00%） 

第二位第二位第二位第二位 

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 

未保持行車 

安全間隔 

（10.82%） 

未保持行車 

安全間隔 

（12.16%） 

未保持行車 

安全間隔 

（10.67%） 

第三位第三位第三位第三位 

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肇事原因 

未依規定 

讓車 

（10.15%） 

未依規定 

讓車 

（10.54%） 

未依規定 

讓車 

（9.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將 A1 類事件之發生位置依道路型

態與類別進行分析，其結果可彙整如表 5

所示。其中肇事事件在道路類別之部份以

市區道路最多，約佔 44.65%(142 件)，而

其中的主要肇事事件之道路型態為交岔路

口共佔 52.11%；道路類別第二多者為省

道，共計 52 件；第三為縣道，共有 47 件；

第四為國道，共有 30 件，其主要肇事之道

路型態幾乎為直路路段，共佔 29 件（約佔

96.67%）。但就各道路類型當中平均每萬

公里發生件數分析發現，肇事發生率最高

者為國道，平均每萬公里發生近 329 件交

通事故，為市區道路的 4 倍以上；省道的

近三倍；縣道的 2.35 倍；為總數平均值的

近 4 倍（3.98 倍），由以上數據可看出大客

車在三年當中，雖然市區道路所發生的肇

事件數最多為 142 件，但就個別道路長度

之平均肇事率最多者為國道，平均每萬公

里發生 328.95 件，為總道路長度平均值的

近 4 倍，此乃因市區公車行駛於市區道路

為多；長途大客車長時間行駛於國道，致

使兩種道路型態分別為大客車發生肇事件

數與頻率最多者。 

表 5 A1 類事故發生位置之道路型態彙整

表 

道路類別道路類別道路類別道路類別 

道路型態道路型態道路型態道路型態 

市區市區市區市區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件件件件）））） 

省道省道省道省道 

(件件件件) 

縣道縣道縣道縣道 

（（（（件件件件）））） 

國道國道國道國道 

（（（（件件件件））））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件件件件））））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件件件件）））） 

直路直路直路直路 59 15 17 29 20 140 

交岔路交岔路交岔路交岔路 74 19 18 0 18 129 

彎曲路及附近彎曲路及附近彎曲路及附近彎曲路及附近 5 17 9 1 3 35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4 1 3 0 5 13 

平交道平交道平交道平交道 0 0 0 0 1 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件件件件）））） 142 52 47 30 47 318 

總里程數總里程數總里程數總里程數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17,467 4,721 3,360 912 12,068* 38,528 

事故發生率事故發生率事故發生率事故發生率 

(件件件件/萬公里萬公里萬公里萬公里) 
81.30 110.15 139.88 328.95 38.95 82.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所有 A1 類事件中，肇事當時大客

車的碰撞位置分析結果可彙整如表 6 所

示，從表中資料可發現大客車事件之最初

碰撞位置，以車輛前方所佔比例最高，約

佔 70%碰撞，其中又以右前車頭之比例最

高，其次為左前車頭。在碰撞對象部份，

不論大客車碰撞位置為何，皆以｢機車｣為

最多，代表｢機車｣與大客車最容易碰撞，

其次為｢行人｣，但行人碰撞分佈以大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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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為居多佔 83.61%。 

表 6 大客車 A1 類車禍事件最初撞擊位置

次數統計表 

最初碰撞位置最初碰撞位置最初碰撞位置最初碰撞位置 
機車機車機車機車 

(件件件件) 

行人行人行人行人 

(件件件件) 

大 型大 型大 型大 型

車車車車 

（（（（件件件件）））） 

小型車小型車小型車小型車 

（（（（件件件件））））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 件件件件

））））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 

前前前前

方方方方 

前車頭前車頭前車頭前車頭 25 16 3 7 51 

69.81  右前車頭右前車頭右前車頭右前車頭(身身身身) 33 21 2 6 62 

左前車頭左前車頭左前車頭左前車頭(身身身身) 35 14 1 8 58 

車車車車

身身身身 

右側車身右側車身右側車身右側車身 19 2 0 0 21 
13.21  

左側車身左側車身左側車身左側車身 6 1 0 1 8 

車車車車

尾尾尾尾 

右後車尾右後車尾右後車尾右後車尾(身身身身）））） 6 1 2 0 9 

10.38  左後車尾左後車尾左後車尾左後車尾(身身身身) 5 2 0 0 7 

後車尾後車尾後車尾後車尾 5 0 0 2 7 

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 

車底車底車底車底 0 0 0 0 0 

6.60  車頂車頂車頂車頂 1 2 0 0 3 

不明不明不明不明 12 2 0 0 1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47 61 8 24 240 1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進一步針對大客車肇事當時碰撞位

置與道路類別進行分析，其分析結果可彙

整如表 7 所示，在市區道路之 142 件肇事

事件中，主要碰撞位置以大客車車輛前方

位置最多（共有 90 件，佔 63.38%），其中

又以右前車頭為最多（共發生 34 件，佔

37.78%）；其次為前車頭（共發生 29 件，

佔 32.22%）；第三多者為左前車頭（共發

生 27 件，佔 30%）；道路類別發生大客車

事故數量第二多者為｢省道｣，共有 52 件，

其主要肇事碰撞位置仍為大客車前方位置

（共有 42 件，佔 80.77%），其中又以前車

頭為最多（共發生 20 件，佔 47.62%）；第

三多者為｢縣道｣，共有 47 件，其主要肇事

碰撞位置為大客車前方位置（共有 33 件，

佔 70.21%），其中以左前車頭為最多（共

發生 16 件，佔 48.48%）；道路類別發生大

客車事故數量第四多者為｢國道｣，共有 30

件，其主要肇事碰撞位置為大客車前方位

置（共有 26 件，佔 86.67%），其中又以前

車頭為最多（共發生 15 件，佔 57.69%）；

最後大客車發生事故之道路類別於｢其他

道路｣部分，共有 47 件，其主要肇事碰撞

位置為大客車前方位置（共計 29 件，佔

61.70%），其中又以左、右前車頭佔最多

（共計 21 件，佔 72.41%）。 

表表表表 7 A1 類肇事事件碰撞位置與所在道路類肇事事件碰撞位置與所在道路類肇事事件碰撞位置與所在道路類肇事事件碰撞位置與所在道路

類之次數統計表類之次數統計表類之次數統計表類之次數統計表 

碰 撞碰 撞碰 撞碰 撞

部位部位部位部位 

道路類別道路類別道路類別道路類別 

碰撞位置碰撞位置碰撞位置碰撞位置 

市 區市 區市 區市 區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省道省道省道省道 縣道縣道縣道縣道 國道國道國道國道 

其 他其 他其 他其 他

道路道路道路道路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前方前方前方前方 

前車頭前車頭前車頭前車頭 29 20 6 15 8 78 

右前車頭右前車頭右前車頭右前車頭(身身身身) 34 11 11 5 10 71 

左前車頭左前車頭左前車頭左前車頭(身身身身) 27 11 16 6 11 71 

側向側向側向側向 
右側車身右側車身右側車身右側車身 15 2 6 0 6 29 

左側車身左側車身左側車身左側車身 6 4 2 0 1 13 

後方後方後方後方 

後車尾後車尾後車尾後車尾 4 2 0 1 2 9 

右後車尾右後車尾右後車尾右後車尾(身身身身) 7 0 2 1 2 12 

左後車尾左後車尾左後車尾左後車尾(身身身身) 5 1 3 1 2 12 

其 他其 他其 他其 他

部位部位部位部位 

車頂車頂車頂車頂 0 0 0 1 0 1 

車底車底車底車底 2 0 0 0 3 5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3 1 1 0 2 17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件件件件）））） 142 52 47 30 47 3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前述肇事資料分析，可發現階段

台灣地區發展之大客車偵測系統之相關課

題如下： 

1. 由於大客車死角較多，往往駕駛人無法

注意到死角處的機慢車，而機慢車駕駛

一旦發生車禍其嚴重程度都較大，因此

如果大客車司機透過偵測設備來偵測

出車輛死角處的行人或機踏車，發出警

示訊號供大客車駕駛小心注意，則可有

效減少 A1 類的死亡人數與 A2 類的受

傷程度。 

2. 由肇事道路類別與碰撞位置分析得

知，大客車事故不論發生在何種道路類

別上，其主要碰撞位置皆為車輛前方，

共發生 220 件，佔所有肇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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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8%，因此前方防撞警示系統如能

在發生事故前發出正確地警示訊號告

知司機人員，則可有效避免車前事故的

碰撞。 

3. 由前述分析結果可發現由於大客車長

時間駕駛，容易導致疲勞駕駛，甚至在

行駛途中打瞌睡，如此都是讓大客車長

期暴露在危險情況下，如果業者與司機

雙方能夠更重視這方面的問題，業者排

班時不超時工作，司機工作空檔有充分

休息，如此一來，才能真正有效避免因

工作疲勞造成未注意車前狀況意外發

生；另外也可透過前方防撞警示系統，

由於該系統能夠偵測在高速行駛中的

駕駛，是否與前車保持足夠的安全距

離，並且能夠在發生碰撞前給予駕駛者

警示訊息，如此也可同時防範｢未注意

車前狀態｣與｢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兩

項肇事原因。 

三三三三、、、、實車測試計畫實車測試計畫實車測試計畫實車測試計畫 

由於目前國內大客車前方偵測系統及

防撞警示系統之相關研究，主要以大客車

駕駛模擬器相關研究[3,4,5]較多，並無透

過大客車實車測試方式進行研究，因而對

此研究之文獻回顧以國外文獻或相關報導

研究為主。本研究之實車測試主要係在某

國道客運業行駛高雄往返台北之大客車上

安裝相關研究設備，以探討駕駛員之駕駛

行為及裝設防撞警示系統前後駕駛績效分

析。本節主要先說明本次實車測試中所裝

置於大客車上之各項系統設備，再針對衡

量駕駛行為之績效指標進行介紹；最後說

明數據資料所蒐集的時間。 

3.1 設備裝設設備裝設設備裝設設備裝設 

本次實驗所安裝之設備及其功能可彙

整如表 8，其中包含於車輛前方車牌略上

方安裝都普勒雷達，如圖 1 所示，主要偵

測前方跟車距離，有效測距範圍為 10 至

80 米，其精準度超過 90%以上。前方偵測

系統由三大類裝置組成，分別是偵測感應

裝置、智慧辨識決策裝置以及警示記錄裝

置。偵測感應裝置部份，包含了車速偵測

裝置、雷射雷達偵測裝置以及三台 CCD

攝影機，分別拍攝司機臉部、腳部，以及

車輛前方即時影像，各攝影機之裝設現況

分別如圖 1 至圖 4 所示。智慧辨識決策部

份包含一個以 DSP 為基礎之即時影像處

理裝置以及筆記型電腦中警示邏輯部分。

以 DSP 為基礎之即時影像處理器利用即

時車況前方影像做車道線以及車輛偵測，

並且估算車道偏移量以及前方車距，傳送

回筆記型電腦，由筆記型電腦負責收集各

項感應裝置的即時資料後，進行資料融合

以及警示決策判斷，揚聲器設備主要連結

作業系統，當有危險情況發生時，警示訊

號會透過逼逼聲告知駕駛人，其聲響分貝

值大小主要先依據分貝機量測一般駕駛狀

況之分貝數值，再上 5 分貝作為警示訊號

聲響值之依據，其防撞警示系統之設備架

構可參考圖 5。 

表 8 防撞警示系統設備功能 

設備名稱設備名稱設備名稱設備名稱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裝設位置裝設位置裝設位置裝設位置 

CCD1 拍攝司機臉部 駕駛座周邊 

CCD2 拍攝司機腳部 駕駛座周邊 

CCD3 拍攝前方路況 2F 前座 

CCD 鐵架鐵架鐵架鐵架 固定 CCD3 2F 前座 

Note Book 裝設警示邏輯程式 

記錄實驗影像 

2F 前座 

影像擷取隨身機影像擷取隨身機影像擷取隨身機影像擷取隨身機 1 影像轉碼 2F 前座 

影像擷取隨身機影像擷取隨身機影像擷取隨身機影像擷取隨身機 2 影像轉碼 2F 前座 

都普勒雷達都普勒雷達都普勒雷達都普勒雷達 量測前車距離 車前保險桿 

車道偏移系統車道偏移系統車道偏移系統車道偏移系統(DSP) 量測實驗車橫向位移 2F 前座 

NI 卡卡卡卡 擷取時速表電壓 2F 前座 

揚聲器揚聲器揚聲器揚聲器 發出警示聲響 駕駛座周邊 

分貝機分貝機分貝機分貝機 量測環境聲 駕駛座周邊 

120G USB 硬碟硬碟硬碟硬碟 備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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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都普勒雷達裝設位置 

 

圖 2 拍攝司機臉部攝影機裝設狀況 

 

圖 3 拍攝司機腳部攝影機裝設狀況

 

圖 4 拍攝前方路況攝影機裝設狀況 

圖 1 至圖 4 之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圖 5 防撞警示系統設備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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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便於後續資料分析作業，本研究在

實車測試實驗中將所拍攝之四格影像畫面

彙整如圖 6 所示，其中左上角畫面為透過

圖 4 攝影機所拍攝之前方路況畫面；左下

角為透過圖 3 攝影機所拍攝之司機腳部變

換踏板之畫面；右下角為透過圖 2 攝影機

所拍攝之司機臉部畫面；右上角為本研究

電腦作業系統螢幕顯示圖。

 

圖 6 實車測試拍攝四格畫面影像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3.2 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績效指標 

1. 平均瞥視次數、時間與最大瞥視秒

數：由 Richard J. Hanowski 等人

(2005) [2]文獻中以實車測試方

式，於長途拖曳卡車車輛中裝置攝

影機與電腦系統設備，主要搜集 41

位駕駛，總計行駛約 140,000 英哩

旅程，透過原始資料分析調查長途

拖曳卡車駕駛於駕駛過程中，主要

造成安全性威脅的因素，其中分析

出分心事件是主要導致司機在駕駛

過程中存在的潛在危險狀況，該文

獻主要以瞥視(眼睛離開道路視線)

比例與平均瞥視時間作為評定指

標，以分心事件發生前後 10 秒為分

析基準。文獻中提道，駕駛者在實

驗樣本中，觀測出有接近有 7%是

因分心造成緊急事件產生，其原因

是因為在拖曳車駕駛員在駕駛過程

做出錯誤判斷決策。其分析結果「使

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與其他事件

相比，在分心時間上會明顯有較長

時間。本研究於實車測試實驗過程

中針對各事件(變換車道、煞車與使

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與一般車況下)

其駕駛瞥視之情況，作為探討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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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造成駕駛分心程度之比較。由於

國內高速公路駕駛環境複雜，因此

各事件易於同個時間點上發生兩項

以上事件行為，因此本實驗主要分

為發生事件前、後 5 秒與事件中，

而事件中由於時間上差異很大，因

此以平均每 5 秒發生之平均瞥視次

數與每次平均瞥視秒數，作為探討

裝置前方防撞警示系統前，各事件

駕駛績效比較 

2. 平均速度、跟車距離與偏移量：

 Jorge Santos 等人[3]透過三種實驗

方式(駕駛模擬器、實驗室與儀器車

輛)，探討駕駛任務與次要任務間其

駕駛績效之影響。以主觀的駕駛績

效評量問卷與客觀的駕駛績效數

據，包含基線駕駛績效(平均速率與

速度上變化)、自我駕駛績效(績效

等級分數)、縱向控制測量(平均速

度與車頭距)、橫向控制測量(平均

橫向位置、車道百分比)與次要任務

績效(反應時間)，來探討其彼此間

駕駛績效差異。本研究參考上述兩

篇文獻中，包含縱向控制測量(平均

速度與車頭距)、橫向控制測量(平

均橫向位置)作為駕駛績效指標制

定上的依據。 

3.3 資料蒐集時間資料蒐集時間資料蒐集時間資料蒐集時間 

本研究實車測試所蒐集之時間為

連續 28 個小時，從第一天下午 4 點發

車直至隔天晚上八點抵達目的地，實驗

對象主要由兩位司機員輪流駕駛同一

輛國道客運於高速公路上，實驗總旅程

數約 1,500 公里，行駛道路主要為國道

一號高雄往返台北路段，由於本次實驗

由於僅探討長途客運行駛於高速公路

之駕駛績效評估，因此當車輛上下交流

道與市區道路時並不予以記錄，僅就長

途客運於國道上作為本研究之研究範

圍。 

四四四四、、、、測試結果分析測試結果分析測試結果分析測試結果分析 

本次實車測試中偵測大客車跟車

距離之作業乃是同時蒐集都普勒雷達

與影像測距系統之資料，故本節將先分

析前方影像偵測系統所偵測之率離資

料是否與雷達距離一致，以確認前方偵

測系統之有效性；後續在分別針對所資

料蒐集果程中所能偵測得知駕駛行為

進行相關分析；最後進行防撞警示系統

之駕駛績效分析。 

4.1 前方偵測系統有效性分析前方偵測系統有效性分析前方偵測系統有效性分析前方偵測系統有效性分析 

本研究針對實車測試實驗中所蒐

集到都普勒雷達測距與影像測距數

據，利用成對樣本 T 檢定來檢定兩者

數據間是否有顯著差異。測距數據資料

彙整方式，先將兩系統偵測不到或偵測

為異常值得筆數扣除，再依時間點先後

排序，每個時間點上必須以兩種測距資

料皆有數據狀況下才留下，否則該筆數

據刪除，最後共計蒐集到 537 筆有效樣

本，雷達測距與影像測距之平均距離分

別為 28.79m 與 29.41m，該成對資料之

檢定 P 值為 0.29，顯示兩種系統所偵

測的距離數據並無顯著差異性，顯示本

研究所採用之前方偵測系統所蒐集之

跟車率離資料具有有效性。 

4.2 駕駛行為分析駕駛行為分析駕駛行為分析駕駛行為分析 

本小節主要探討裝設防撞警示系

統前依各事件發生狀況探討其各項駕

駛行為(偏移量、跟車距離、速度與瞥

視狀況)之差異性。本研究實車測試實

驗中所發生之事件類型包含變換車

道、煞車反應事件、使用無線通訊設備

等三大類，另外將不能歸屬於前述三項

之調查時間視為一般車況。其中「變換

車道事件」定義為當司機有意開始變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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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道且車輛本身開始偏移的同時，記錄

為開始時間，直到車輛到目標車道上並

回穩到中心車道上為結束時間；「煞車

反應事件」以司機放開油門開始記錄到

放開煞車踏板為事件結束時間；「使用

無線通訊設備事件」以司機有動作開始

拿手機或無線電設備記錄為開始時

間，直到司機講完後，將手機或無線電

放回原位記錄為結束時間。 

一、一般車況 

在「一般車況」之各項駕駛績效

指標如表 9 所示，其「跟車距離」指

標部份，比起其他事件而言較長，平

均值為 46.31m，其標準差為 14.85m，

其主要原因為當在一般車況良好的情

況下，其車輛密度較低，因此在跟車

距離上也能夠增加彼此之相對距離，

其「瞥視情況」指標部份，由於一般

車況並無分事件前、後，因此僅針對

一般車況中，就平均瞥視次數而言，

一般車況下平均每 5 秒之平均瞥視次

數為 1.48 次，明顯高於各事件中事件

前、中、後的次數值，其主要原因為

當駕駛在一般車況其跟車距離保持較

遠的狀況下，駕駛者較能將注意力轉

移到鄰近車道或其他事務上(例如：喝

茶、觀看後視鏡) 

表 9 一般車況下之駕駛績效分析表 

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 偏移量偏移量偏移量偏移量(cm) 跟車距離跟車距離跟車距離跟車距離(m) 車速車速車速車速(km/h)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3.84 46.31 91.12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12.15 14.85 9.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變換車道事件： 

在變換車道事件中之各項駕駛績

效指標如表 10 與 11 所示，其中由於

該事件發生過程屬偏移量不穩狀況，

因此在「偏移量」指標部份並不納入

其中比較；「跟車距離」部分，平均跟

車距離為 36.93m，為各事件中平均跟

車距離數值最短，其主要原因為司機

在變換車道行為時，會有超車行為發

生，因此司機會加快本身車速且縮短

跟車距離以完成超車行為，而與一般

車況下相比，其跟車距離平均數差異

近約 10m(9.42m)，兩者間作 T 檢定的

結果，其 P 值小於 0.001，表示變換車

道與一般車況下之跟車距離有明顯差

異性；「車速」指標部份(93.53 km/h)

比一般車況下(91.12 km/h)稍高，其主

要原因為變換車道事件包含超車行

為，因此當駕駛要作超車行為時，必

須先增加大客車本身車速，因此在平

均車速上會高於一般車況；「瞥視頻

率」指標部份，該事件主要以事件發

生中平均每 5 秒之瞥視時間高達 2.626

秒，代表有超過一半的時間比例作瞥

視行為，由觀察影片得知，主要原因

為司機在事件中主要在觀看兩旁後照

鏡中後方來車，以確保在變換車道行

為時之安全性。透過與一般車況下平

均每 5 秒之瞥視次數做 T 檢定，其結

果 P 值為 0.229(>0.05)，因此變換車道

事件之平均每 5 秒瞥視次數與一般車

況下並無顯著差異。 

表 10 變換車道之駕駛績效分析表 

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 跟車距離跟車距離跟車距離跟車距離(m) 車速車速車速車速(km/h)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36.93 93.53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12.69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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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1 變換車道之瞥視情況分析表 

發生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事件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瞥視瞥視瞥視瞥視次數次數次數次數(次次次次)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瞥視瞥視瞥視瞥視秒數秒數秒數秒數(s) 

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 5 秒秒秒秒 1.35 1.72 

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 5 秒秒秒秒 1.34 1.96 

事件後事件後事件後事件後 5 秒秒秒秒 1.10 1.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煞車反應事件 

在「煞車反應事件」之各項駕駛

績效指標如表 12 與表 13 所示，在「偏

移量」指標部分其平均值為 8.03cm，

標準差為 17.88cm，該事件之平均值與

標準差部分比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

或一般車況下之數值更大，透過影片

觀察其原因為司機在該事件中，當司

機看到前方車有煞車反應事件或燈號

時，駕駛會先優先考量變換車道，但

在臨車道皆有車的狀況下，原本已偏

離車道的情況會再回到原車道上，故

在偏移量之平均數值與標準差上會較

大；在「跟車距離」指標部份，平均

跟車距離為 37.44m 明顯小於一般車況

下(46.31m)，其標準差部分(7.55m)也很

明顯小於一般車況(14.85m)下；在「車

速」指標部分該事件之平均值(86.85 

km/h)與標準差(8.68 km/h)明顯低於一

般車況(平均值 91.12 km/h，標準差為

9.72 km/h)下，但略高於變換車道(平均

值 93.53 km/h，標準差 8.32 km/h)事

件，主要原因為煞車反應事件主要以

司機有煞車行為時記錄，因此有少部

分駕駛行為是因調節車速而踩煞車，

因此在平均跟車距離上比變換車道事

件略長。在「瞥視頻率」指標部份事

件發生前、中、後其瞥視次數明顯減

少，其主要原因為在煞車反應事件發

生時駕駛會將注意力轉移到前方車

況，而減少對外物的注意，就該事件

與一般車況之平均每 5 秒瞥視次數做

T 檢 定 ， 所 得 結 果 P 值 為

0.022(<0.05)，因此煞車事件中平均每

5 秒之瞥視次數與一般車況下是有顯

著差異的。

表 12 煞車事件之駕駛績效分析表 

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 偏移量偏移量偏移量偏移量(cm) 跟車距離跟車距離跟車距離跟車距離(m) 車速車速車速車速(km/h)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8.03 37.44 86.85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17.88 7.55 8.68 

最大或最小值最大或最小值最大或最小值最大或最小值 - 20.0 103.1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3 煞車事件之瞥視情況分析表 

發生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事件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瞥視瞥視瞥視瞥視次數次數次數次數(次次次次)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瞥視瞥視瞥視瞥視秒數秒數秒數秒數(s) 

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 5 秒秒秒秒 0.78 2.42 

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 5 秒秒秒秒 0.67 2.00 

事件後事件後事件後事件後 5 秒秒秒秒 0.73 1.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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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 

在「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之

各項駕駛績效指標如表 14 與 15 所

示，在「偏移量」指標部份其平均值

(2.89 cm)與平均「車速」數值部份皆明

顯低於一般車況 (平均偏移量 3.84 

cm，平均車速 91.12 km/h)事件，其主

要原因為本研究之駕駛員使用免持聽

筒設備，當需要與公司連絡或報班

時，其駕駛會刻意放慢車速拉長與前

車距離，在偏移量上也會特別注意是

否有偏離車道之行為，因此反而在使

用「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時，其

偏移量反而更加穩定；但在「跟車距

離」指標部分反而較一般車況長，其

主要原因為一般車況當車況良好時，

與前方車能保持的距離甚至會超出雷

達測距偵測範圍，因此在平均跟車距

離上，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明顯會

小於一般車況；就「瞥視頻率」指標

而言，事件發生前與後其平均每 5 秒

瞥視次數皆大於其他兩項事件數值，

其代表當司機在使用無線通訊設備前

會加強對前後方車輛的動向做瞥視確

認，當事件發生中則會將注意力轉移

至前方車況，直到事件發生後，對鄰

車道之注意力又會增加，但就該事件

發生中平均每 5 秒瞥視次數與一般事

件 做 T 檢 定 ， 其 結 果 P 值 為

0.116(>0.05)，因此使用無線通訊設備

與一般車況下平均每 5 秒之瞥視次數

並無顯著差異。 

表 14 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之駕駛績效分析表 

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駕駛績效指標 偏移量偏移量偏移量偏移量(cm) 跟車距離跟車距離跟車距離跟車距離(m) 車速車速車速車速(km/h)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2.89 44.10 89.73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11.04 10.73 10.2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5 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之瞥視情況分析表 

發生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事件發生事件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瞥視瞥視瞥視瞥視次數次數次數次數(次次次次)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瞥視瞥視瞥視瞥視秒數秒數秒數秒數(s) 

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事件前 5 秒秒秒秒 1.46 1.45 

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事件中平均每 5 秒秒秒秒 0.71 1.61 

事件後事件後事件後事件後 5 秒秒秒秒 1.69 1.6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前述分析結果，可將一般車況下

與煞車事件、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中，

針對車輛偏移量比例資料彙整如下圖 7 所

示，此圖主要針對偏移量數值部分，以每

10cm為一間隔值，由1至10cm、10至20cm

到超過 60cm，分為七個群組。就事件中與

一般車況下，扣除偏移量為 0 的數值，以

便於觀察其他比例之間的差異性。各事件

偏移量為 0 的數據各別為使用無線通訊設

備(84.2%)、一般車況(78.8%)與煞車事件

(74.7%)，其中使用無線通訊設備偏移量數

值反而較穩定，其主要可能原因為司機主

要以無線耳機進行通話，加上通話過程時

間較長，因此就拿放通訊設備或使用無線

通訊設備在偏移量影像上則無法由圖 7 看

出，因此本研究另外針對使用無線通訊設

備部份，將事件發生超過 10 秒當中，搜集

當司機在拿取通訊設備、撥打手機與放回

通訊設備之數據值前後各取 5 秒與一般車

況下之偏移量進行分析，如圖 8 所示，在

偏移量為 0 的數值部分，個別為一般車況

下(78.8%)與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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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 5 秒之狀況(59.7%)，很清楚發現當司

機在拿去通訊設備、撥打手機、接聽通訊

設備與放回通訊設備時間點部份，有較明

顯的偏移量。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到10 11到20 21到30 31到40 41到50 51到60 超過60 偏移量(cm)

事件百分比

一般車況下

煞車事件

使用無線通訊設備

圖 7 各事件中與一般車況下偏移量百分比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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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10 11到20 21到30 31到40 41到50 51到60 超過60 偏移量(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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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無線通訊設備

一般車況下

 

圖 8 使用無線通訊設備與一般車況下其偏移量百分比例(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更清楚了解駕駛在一般車況下與其

他事件中跟車距離之差異性，本研究針對

在一般車況下個別與三種事件 (變換車

道、使用無線通訊設備與煞車事件)繪出不

同距離下其次數百分比折線圖，其中在「一

般車況下與變換車道」圖形中，如圖 9 所

示，一般車況下很明顯跟車距離大多情況

保持超過 40m，變換車道與前車之跟車距

離大多保持在 20 至 40m 內；另外「一般

車況下與煞車事件」圖形中，如圖 10 所

示，煞車事件與前車保持之安全距離大多

維持在 30 至 40m；最後在「一般車況與

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中，如圖 11 所

示，使用通訊設備之事件在與前車保持安

全距離趨勢上，與一般事件較接近，大多

保持在 40m 以上，但一般車況跟車距離超

過 50m 比例高達 32.4%，由此三張圖可清

楚看出，各事件中其跟車距離指標部分，

以變換車道平均跟車距離為最短且其數值

之變異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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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一般車況下與變換車道中跟車距離分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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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一般車況下與煞車反應事件中跟車距離分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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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一般車況下與使用無線通訊設備事件中跟車距離分析(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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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防撞警示系統之駕駛績效分析防撞警示系統之駕駛績效分析防撞警示系統之駕駛績效分析防撞警示系統之駕駛績效分析 

當大客車駕駛於危險行車狀況下，本

研究整合蘇昭銘、張建彥等人研究所發展

之防撞警示邏輯(如圖 12 所示)，以前方車

車速的平方除以前方車加速度並加上修正

參數值，求算出不同程度的反應時間(低度

安全、中度安全與高度安全)下，其駕駛應

保持的安全距離範圍，如安全距離內出現

有車輛，則透過揚聲設備給予駕駛者警示

聲響。 

本研究針對有無警示系統狀況下，駕

駛過程之平均跟車距離次數百分比折線

圖，說明警示系統之績效程度，如圖 13

所示，圖中可明顯看出跟車距離於 10m 內

並無發生，次數分別為 0，跟車距離於 11

到 20m 狀況下，無警示佔 11.70%，有警

示佔 3.13%，有無警示系統狀況下之跟車

距離，透過 T 檢定結果得到，無警示平均

跟車距離為 30.51m，有警示為 37.73m，

兩者變異數分別為 59.62 與 136.97，兩者

P(T<=t)值小於 0.0001，由此可證實，透過

前方防撞警示系統，可避免駕駛在行駛過

程中因疏忽或者分心狀況下，所產生跟車

距離過短之危險駕駛行為，透過跟車距離

的增加，將可降低國道客運於潛在危險當

中的機率。 

 

50 <≤ x
2/ sm

  1717 <<− x

 

圖 12 警示距離計算及警示法則判斷流程圖(資料來源：[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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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有無警示狀況下，駕駛跟車距離之次數百分比(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本研究為了解駕駛員在接受警

示訊息時，是否會因突然的警示聲音造成

駕駛行為的不穩定，故針對警示訊號發佈

前後 10 秒之平均偏移量，其中折線圖部分

-10 代表意義為警示發佈前 10 秒，5 代表

警示發佈後 5 秒，其平均偏移量分佈情況

如圖所示，在警示前 8 秒到前 1 秒其偏移

量約在 6cm 左右，而警示發佈後 3 秒內，

其偏移程度反而呈現穩定狀態，如將警示

前後 10 秒分開來觀測警示前、後其平均偏

移量是否有顯著差異，如圖 15 所示，由圖

可看出警示前平均偏移量為 4.98cm；警示

後為 4.66cm，再對兩者間作 T 檢定，在 P

值部分為 0.3387(>0.05)，檢定結果兩者間

並無顯著差異，代表透過警示系統發佈

後，對駕駛行為並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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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警示前後 10 秒車輛平均偏移量折線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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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警示前後 10 秒平均偏移量長條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6

六六六六、、、、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為國內首次將前方偵測系統裝

設於實際行駛於國道路段之大客車，並針

對系統裝置後所能對駕駛者產生之駕駛績

效進行分析，同時整合相關研究進行防撞

警示系統之駕駛績效分析，經過連續 28

小時之長時間資料蒐集，發現： 

1. 吳炳飛博士團隊所發展之前方影像式

偵測系統透過參數的調校，經本研究利

用統計檢定方法檢定其與督普勒雷達

所蒐集距離資料之差異性，發現兩者並

無顯著差異，顯示該前方影像式偵測系

統可正確量測大客車與前方互動車輛

之跟車距離，將可作為大客車前方防撞

警示系統之偵測設備。 

2. 本次調查之兩位大客車駕駛員在高速

公路行駛過程中，當無特殊事件發生時

之平均車速為 91.12 公里/小時；平均

跟車距離為 46.31 公尺；橫向之車道偏

移量為 3.84 公分，顯示兩位駕駛員在

無特殊事件發生之一般車況下均能以

安全之駕駛行為駕駛車輛。 

3. 大客車駕駛員在變換車道事件中之平

均車速為 93.53 公里/小時，較一般車

況下高出 2.41 公里/小時；而平均跟車

距離則顯著地較一般車況減少 9.38 公

尺，而每 5 秒之總瞥視時間達 2.626

秒，顯示駕駛員當發現前方車輛速度過

慢而欲採取變換車道行為時，再無法即

時順利變換情況下，駕駛員可能會增加

觀看後視鏡時間，而在搜尋臨車道可接

受間距過程中，將會使跟車距離縮短、

車速增加，因而增加變換車道之危險

性。 

4. 大客車駕駛員在煞車事件中之平均車

速為 86.85 公里/小時，較一般車況下

低 4.27 公里/小時；而平均跟車距離則

顯著地較一般車況減少 8.87 公尺，而

總瞥視次數與平均瞥視時間均較一般

車況為小，顯示駕駛員當發現前方車輛

速度過慢而採取煞車行為時，駕駛員將

會更專注於車到前方車輛，該狀況之跟

車距離與車速均同時縮短，以避免發生

危險。 

5. 大客車駕駛員在使用無線通訊設備(如

無線電、免持式手機)事件中，雖然在

整體通話過程中之車道偏移、與瞥視情

形與一般車況並無明顯差異，但是在跟

車距離及車速方面均會略為下降。同時

在駕駛通話之初及結束通話前均會產

生較明顯之偏移現象，顯示在開車過程

中使用通訊設備將可能產生潛在性之

危險。 

6. 本研究初步發現前方防撞警示系統可

降低駕駛員跟車過近之危險駕駛頻

率，將大客車駕駛員跟車過近(低於

30m) 的 比 例 由 56.76% 降 低 至

47.83%，將可有效降低大客車發生碰

撞之機率。而當駕駛員在接受到警示訊

息時，亦不會發生明顯之偏移現象。 

 本研究雖已完成前方偵測系統及防撞

系統之實車實驗，已獲得初步之成效，但

在此次實車測試中囿於時間及設備裝置之

複雜性，僅能針對同一步車兩名司機進行

資料觀測，由於本研究已確認吳炳飛博士

所開發之影像偵測系統在警示有效距離之

偵測誤差與都普勒雷達所偵測之結果無差

異，後續將可降低相關設備裝設之複雜

度，進行多司機、更長時間之資料蒐集工

作，以能了解不同司機之駕駛行為反應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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