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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政策（運輸政策）】講義 

交通運輸政策講義一 

一、交通運輸政策歷年考題分析 

永續運輸與綠運輸 

為落實推廣低碳運輸、建構綠色路網之政策理念，得提供完善的「最後一里」運輸服務，

在優化步行與自行車通勤使用環境上，有那些問題仍待改善？如何改善？(103高考) 

試說明永續運輸政策的意義，包括那四個層面？請分別舉例說明之。(100高考) 

請列點說明「公共自行車租賃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因素。(102高考) 

請說明「低碳運輸」之意義，並列舉五項低碳運輸之策略。(102高考) 

政府在推動「甲地租，乙地還」的「公共自行車」政策時，必須考慮那些課題？（請條

列之）（98高考) 

試闡述生態交通（Ecomobility）之理念與內涵，並申論其在交通政策方向與策略制定的

可能作為。（105地特三等） 

政府對交通政策的呈現，可以使用那幾種方式表達？請詳細說明並列舉實例作為佐證。

（105高考三級） 

一個交通政策能夠成功推動之關鍵要素為何？請列舉並加以說明。（105高考三級） 

都市公共運輸 

 公共運輸系統提供之服務具有不可儲存且尖離峰需求差異大之特性，如欲達成無縫接駁

之目標，需消弭那些維度之縫隙？(103高考) 

 部分地方政府首長常有凍結公共運輸費率之政見，如臺北市公車 12 年均未調漲，再以

補貼彌補公車業者之虧損。請從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與社會資源運用的觀點評

論此類公共運輸費率的凍漲與補貼政策。（101高考) 

 試以策略規劃之 SWOT分析說明推動「小汽車共乘」的可行性與具體的發展策略。（101

高考) 

 何謂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之政策？ 

試述其所可能產生之效益。（100高考) 

 國內都市機車的盛行，衍生那些交通的問題？試從抑制機車使用的政策觀點，列舉五個

策略項目，並分別說明之。（100高考) 

 網路暨各式購物平台促使網路購物日益普及，加上四處林立的便利商店，使得都市的貨

物運輸型態迥異以往。試從此種社會生活消費型態的轉變說明現代都市貨物運輸的特

性？並說明都市交通管理機關可以有那些交通管制措施如何配合此一貨運型態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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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99高考) 

 我國已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故運輸系統的各項設施與營運服務方式也需適時調整以因

應高齡者的生、心理特性。試以「公車車輛」、「場站設施」、「站牌資訊」、「公車

營運服務方式」、「號誌時制」等為例，說明其應做（或可以做）何種改變以配合高齡

者的需要。（99高考) 

 何謂無縫（seamless）的公共運輸系統？請列舉三項達到無縫公共運輸系統的措施。（98

高考) 

 過去有部分交通主管機關認為機車只是一種過渡的運具，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消失，因

此並未在交通設施與管理給予合理的規範。試從駕駛人、車輛、道路配置、車流運行與

停車管理等面向提出適當的政策以因應目前高機車持有率所衍生的諸多安全與生活品

質問題。(104高考) 

 Uber服務在臺灣掀起極大論戰與爭議，試就 Uber引發之問題與政府在政策和制度面向

可能的對策申論之。（105地特三等） 

試闡述「政策行銷」的意義。請以「推動市區自行車道」為主題，研擬交通政策行銷模

式。（105地特三等） 

請利用計畫（plan）、執行（do）、考核（check）及回饋改善行動（action）之系統管

理 PDCA作業流程，闡述如何推動我國之大眾運輸政策？（105高考三級） 

鐵公路運輸發展政策 

「鐵路高架化」為改善交通的方案之一，請說明「鐵路高架化」可行性研究之評估層面，

並列舉各層面下的二個評估指標。（102高考) 

台灣鐵路貨運的發展問題有那些？其相對應的改善策略為何？ 

（請以列表方式說明）（98高考) 

試說明「臺鐵捷運化」政策的發展脈絡與目標，並評析此一政策對各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104高考) 

海運政策 

我國推動「自由貿易港區」已有多年，其政策目標及重要內涵為何？（請分別列點說明）。

（102高考) 

空運政策 

試說明「東北亞黃金圈」政策的發展構想？此一政策對於我國的經濟發展與交通運輸系

統有何衝擊？（101高考) 

松山機場自 2008年 7月開始兩岸直航，從週末包機發展到目前的定期班機，未來更要

繼續開闢日本、韓國等東北亞航線。以一個首都國際機場而言，試從航站設施（跑道、

航廈等）、航線屬性（起迄、轉運等）、班次規模經濟、發展腹地、航站區位等面向評

述松山機場與桃園機場的相互競爭力。（99高考) 

 在研擬國際機場主計畫（master plan）時，應考慮之權益關係人（stake holder）有那些？

（請條列之）（98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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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說明桃園航空城的發展構想，並分析說明此一發展構想對於我國航空產業與經濟發展

的影響。(104高考) 

 試以我國航空運輸政策為例，說明政策擬定程序，並闡述我國空運政策之發展理念。若

我國欲成為國際空運樞紐，試以「強化飛航安全管理機制，邁向世界一流水準」政策研

提可能策略與行動方案。（105地特三等） 

智慧型運輸政策 

國道從人工收費改為電子收費，過站收費改為計程收費引發許多議論，請問何謂電子收

費、計程收費？目前國道小型車的收費方案內容為何？試以國道收費方式說明政策規劃

程序，並論述你的觀點。(103高考) 

何謂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試舉兩項 ITS的應用系統說明 PPP的概念對於

該 ITS應用的影響。（99高考) 

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通常係指一種合作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

概念，亦即多人共同消費經濟物品（economic goods），或參與集體活動，這也是近年

來資通訊系統快速發展所建構、促進的經濟型態。試舉兩例共享經濟在交通運輸領域的

應用型態？並說明這些新型態經濟的發展效益、可能衝擊與配套措施？(104高考) 

運輸安全政策 

何謂「速度管理」？試從人、車、路等面向說明速度管理有那些具體的作法與效益？（101

高考) 

國際民航組織（ICAO）正積極推動民航「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SMS）及「國家安全計畫」（State Safety Program, SSP），試說明這兩項飛安管理計畫

的內涵，以及推動成功的關鍵因素。（100高考) 

請以酒後駕車防治政策為例，說明一個政策該如何嚴謹且落實地評估其推動績效。（105

高考三級） 

觀光政策 

 102年來臺旅客人數已突破 801萬人次，若欲使臺灣成為千萬觀光客大國，請以「建構

質量並重的觀光發展」為核心思維，說明政府可以有那些積極作法？(103高考) 

二、交通運輸政策講授內容 

交通運輸政策導論 

綠運輸政策 

公路運輸政策 

海運政策 

空運政策 

智慧型運輸政策 

運輸安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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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運輸政策 

鐵路運輸政策 

永續運輸政策 

交通運輸行政組織與補貼政策 

國際物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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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政策導論 

資料來源：運輸政策白皮書. 101 年：總論／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編，初版，臺北市。 

 

壹、緒論 

一、目的 

「運輸政策」係政府在已知限制條件與預判未來可能變遷的情況下，因應運輸需求與發展所

提出之「指導綱領」。 

交通部曾分別於民國 84年 4月與民國 91年 1月發布第 1版與第 2版之「運輸政策白皮書」，

惟自第 2 版運輸政策白皮書發布以來，迄今業已 10年。在此期間，中國大陸及印度等新興

經濟體紛紛崛起，在全球化趨勢下，其居於世界工廠市場地位已然成型，不僅因而推升國際

原物料需求，也牽動人流、金流與物流的變化，加以兩岸直航與開放陸客來臺觀光等，使得

國際海空運市場的版圖發生大幅變化； 

在國內運輸方面，一則由於高鐵通車也改變了國土發展與城際運輸的市場結構，二則油價上

漲又屬勢不可免，節能減碳更成為全球化潮流，凡此應對所採行的興革作為皆必須落實到民

眾的生活與政府的施政上；尤其面對全球氣候變遷，人們對自然生態保育的積極重視，資通

訊科技普遍的創新與應用，以至於人口高齡化與少子化等社經情況的急劇失衡等，運輸部門

的施政也在在必須妥為因應。 

修訂運輸政策白皮書主要目的包括： 

回顧內外環境變遷，運輸發展的軌跡與現況。 

診斷新問題，研提未來運輸發展之重要課題。 

確立未來運輸主軸，據以研訂各項運輸政策。 

研提策略、措施與短中長期執行計畫，以為運輸部門施政之藍圖。 

爭取民眾對政府施政方向之認同。 

二、範圍 

國土空間計畫為運輸規劃的上位計畫，本次白皮書修訂之願景、策略、行動方案即建構於行

政院經建會「2030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空間發展藍圖之上。運輸系統之組成可有不同

之分類及組成要素。本次修訂運輸政策白皮書，綜整運輸方式及市場別，計分成空運、海運、

城際、都市、偏遠與離／外島地區及觀光旅次，並將安全、能源與環境、運輸資訊與科技等

三系統組成要素獨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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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修訂運輸政策白書最大的企圖，係期望運輸之施政，由理念架構研提，至政策、策略、

措施擬定，最後落實為各級運輸機關實際推動政令之執行計畫，由上而下整合於一體。基於

此，本次白皮書之修訂，特提出短中長期行動方案與措施，其中，短期係指民國 102年前可

以啟動者，中期指民國 105年前可以啟動者，長期指民國 105年後可以啟動者。 

三、修訂原則 

與國土空間及產業發展政策充分整合 

本次白書修訂之空間政策背景建構於行政院經建會「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政策內容

與該策略規劃可充分銜接。 

從國際競爭觀點規劃與評估國際運輸系統 

臺灣經濟發展倚重國際經貿，故本次修訂係以國際競爭及產業經濟的觀點研擬海空運輸願

景及策略。 

全面檢視城際及都市運輸系統之不足 

以提供優質運輸服務為旨，全光譜進行各種運輸方式的相對重要性檢視，據此擬議相關運

輸發展策略。 

加強重視系統之整合 

長期以來，各運輸系統之發展未能充分考量與其他系統間應有的友善整合，不僅影響整體

服務品質，且造成運具間不必要的競爭。因此，本次修訂強調運輸系統間的無縫整合，特

別是公共運輸系統(含幹線型的大眾運輸系統與提供面狀服務的公路公共運輸系統)之無

縫服務。 

重視離災防災概念 

面對可能之氣候變遷問題，交通設施應提升對災害衝擊之預測及因應能力。 

重視節能減碳 

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以及能源價格的上揚，本次修訂亦將節能減碳視為重要的規劃原則，

貫穿於整體發展策略之中。 

兼顧效率與公義 

訴求效率的計畫在求取效率之餘，應同步考量是否兼顧到一定程度之公義性；而訴求公義

的計畫則應在可滿足公義的前提之下，適度兼顧效率。 

透過預算審議制度引導運輸環境良性發展 

民眾不守法以及地方政府缺乏執法意願為臺灣運輸環境劣化的關鍵因素，善用中央預算之

審議及分配制度誘導地方政府重視執法，不失為一劑提升運輸環境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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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背景 

一、影響臺灣運輸發展趨勢的關鍵因素 

全球性衝擊 

地球暖化導致氣候日益極端 

全球暖化對人類文明造成問題是因為它會導致威力強大的暴風雨和旱災、冰河融化、海

平線上升、氣候模式驟變，運輸系統如何儘早調適因應非常重要。 

油價不穩定 

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預估在本世紀有可能枯竭，但能源需求仍持續成長，因此石

油等能源價格勢必有著劇烈波動。由於石油為運輸部門使用的主要能源，油價不穩定對

於運輸系統之發展將有決定性的影響。 

節能減碳的世界公民責任 

在全球化節能減碳之環境趨勢下，追求綠色、永續運輸已為世界各國運輸部門之政策發

展主軸。 

產業全球化佈局，全面影響運輸環境的發展 

產業全球分工佈局，使得產業型態有重大的改變，而區域的國際運輸網絡亦成為地區參

與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對臺灣而言，要避免被邊緣化；對運輸系統而言，金融海

嘯之影響加上能源價格未來的必然上升，海空運輸系統勢將顯著調整營運策略。 

區域性發展 

亞太地區觀光市場崛起 

亞太地區 1999年國際觀光客人次創下有史以來的新高，超過全球總觀光人次的 14.7%，

並逐年增加，尤其在美國遭受 911 事件後，國際觀光客轉進東亞及太平洋地區日趨明

顯。臺灣位居東亞及太平洋區域的中心地帶，面對此一全球觀光主流市場移轉之時機，

全力推動臺灣觀光產業的創新與發展實為當務之急。 

兩岸交流衝擊運輸環境 

兩岸空運直航，刺激國際航空運輸潛在需求；開放大陸旅客來臺觀光，活絡與創新臺灣

觀光服務產業，有助於臺灣國際空運市場之發展。 

在地環境變遷 

人口負成長、高齡化及都會化 

依據經建會所發表的人口推估，臺灣地區將於民國 112～民國 117年之間總人口開始負

成長，且將於民國 106年邁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至民國 114年晉升為超高齡社會

(super-aged society)，至民國 145年高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逼近 40%。另依據人口空

間分佈趨勢，人口將持續朝都會地區集中。這些運輸需求特性的變化，亦應納入運輸服

務中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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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交通建設引發國土空間革命 

高速鐵路：衝擊國內民航及臺鐵的固有市場並影響旅客的運輸行為，同時催化空間轉

變，南部與中部相對區位條件發生南消中長，加深南部邊緣化危機；設站與非設站都

市的發展落差可能擴大；舊市區間與新高鐵站區的消長值得關注；而高鐵聯外運輸帶

來 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線型都市發展的新機會應予重視。 

北宜高速公路：使北臺都會區域的範疇擴大至宜蘭；台 9沿線服務業因北宜高速公路

而受到衝擊。 

二、2030國土空間發展願景與運輸政策綱領 

國土空間發展願景 

總目標：考量兩岸關係、人口高齡少子化、全球氣候變遷、節能減碳、金融海嘯危機，

以及亞洲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成長引擎等國內外大環境的變化，及當前施政所面臨之重

要議題，未來在永續經濟、永續社會、永續環境的前提下，國土空間發展之總目標為：

「塑造創新環境，建構永續社會」。 

四大願景：安全自然生態、節能減碳省水、優質生活健康以及知識經濟國際運籌。 

安全自然生態 

可管理的環境災害風險、多樣的生態環境、潔淨的水土空氣、豐富的自然與人文風土

景觀 

節能減碳省水 

低碳、綠色的城鄉、省水生活方式、低汙染與資源循環型的社會、綠色人本交通運輸 

優質生活健康 

寧適居住創意生產與健康休閒、人本多元幸福、健康有機樂活 

知識經濟國際運籌 

跨國企業區域營運設點、亞洲經濟圈運籌結點、科技產業研發及加值重鎮、創意設計

之都 

 

資料來源：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核定本），經建會，民國 99年 2月。 

 

國土空間結構 

在全球以「提升臺灣競爭力」、在國內以「均衡區域發展機會」，及在區域間以「降低差

異」三種思維下，依國際及國內各層級提出未來國土空間結構。 

國土空間發展之運輸政策綱領 

對運輸部門而言，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規劃中揭示了國土空間上的部門發展目標為提高國土

機動性 (Mobility)、可及性 (Accessibility)與連結性 (Connectivity)，創造產業發展機會

(Opportunity)；及營造綠色人本及智慧化之運輸環境(Sustainability)，主要的發展策略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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