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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管理學～】講義 

【單元一】運輸管理緒論 

一、管理學概論 

管理的定義 

─指以一種有效率和有效能的方式，透過群體的努力，並運用資源以達成組織目標的一套

活動和程序。其中，管理程序包括規劃、組織、領導、控制。 

衡量管理績效的指標─效率與效能 

________（Efficiency）─把事做對（do the thing right），指用最少投入(成本、代

價、時間)換取最大產出(產值、利潤)，即投入產出比、投資報酬率、資

源的使用率 

________(Effectiveness) ─或稱效果，做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指目標達成

程度，即目標達成率 

管理功能（Management function，又稱管理程序） 

─管理功能最早由亨利‧費堯（Henri Fayol）在 1916年所提出的五項基本管理功能：

規劃、組織、命令(指揮)、協調與控制。但目前普遍把管理功能濃縮為四大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規劃（Planning）：設定組織目標（Goal）、發展一套有系統的計畫與研擬達成

目標的策略（Strategy）。 

組織（Organizing）：決定任務的指派、任務的部門化、資源的分派、工作執掌、

執行人選、任務編組等。 

領導（Leading）：管理者運用影響力來激勵、指揮與協調員工的活動。 

控制（Controlling）：監督活動的進度，對於偏離原先目標所設定之活動加以修

正，確保所有工作均按計畫執行以達成目標。 

企業功能（Business function，又稱企業機能） 

─指企業的活動種類與範圍，共分為五種功能，其中生產、行銷屬直線功能，財務、人力、

研發屬幕僚功能。有些書再加上第六項─資訊功能。 

生產（Production）功能─企業將投入的生產資源，透過特定製程轉化為市場所需的

產品或服務的作業程序。 

行銷（Marketing）功能─指商品由生產者到消費者之間的移轉、分配及服務的一切

活動。行銷所運用的方法稱為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即所謂行銷 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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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Product)、_________(Price)、___________(Place)、__________(Promotion)。 

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 HR）功能─企業針對有效吸引、獲取、發展與維持工作

人力所進行的組織活動，包括徵才、選才、育才、用才及留才等。 

研究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功能─透過研究與發展開發符合顧客需

求的產品或新製程，以維持企業競爭優勢與利潤來源。 

財務（Finance）功能─指企業對財務資源的規劃、組織、引導及控制，使其有效的

執行企業之財務功能。 

管理矩陣（Management matrix） 

─將管理功能與企業功能視為具有交叉關係的正方形相對關係，藉以表達企業任一之企業

功能均需利用管理功能來達成。 

 生產 行銷 人力資源 研究發展 財務 

規劃 ˇ ˇ ˇ ˇ ˇ 

組織 ˇ ˇ ˇ ˇ ˇ 

領導 ˇ ˇ ˇ ˇ ˇ 

控制 ˇ ˇ ˇ ˇ ˇ 

 

管理技能（管理才能）─羅伯‧凱茲（Rober L. Katz）所提(共三大能力) 

─包括：概念化能力(Conceptual skills)、人際關係能力(Human skills)、技術能力(Technical 

skills) 

管理者的角色─亨利‧明茲伯格（Henry Mintzberg）所提(共三大類，十種角色) 

人際角色（Interpersonal roles）－形象人物（頭臉人物，代表人，Figurehead）、領導

人（Leader）、聯絡人（Liaison） 

資訊角色（Information roles）－監督者（Monitor）、傳播者（Disseminator）、發言人

（Spokesperson） 

決策角色（Decisional roles）─創業家（Entrepreneur）、危機處理者（困擾處理者，

Disturbance handler）、資源分配者（Resource allocator）、談判者（協商者，Negotiator） 

管理是一門兼具科學與藝術的學問 

◎科學→用理性的、邏輯的、客觀的技術性、診斷性及系統性的方法來處理問題。 

◎藝術→依據其個人的直覺、經驗、本能，以概念性、溝通、人際性技能解決問題。 

二、「運輸管理」的定義、重要性與特性 

廣義定義─ 

 

狹義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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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事業」包括四類： 

鐵路(軌道)運輸業─如 

公路運輸業─如 

航空運輸業─如 

水道運輸業─如 

 

◎運輸事業具有的特性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特性 

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特性 

資本密集(capital-intensive)特性 

沉沒成本(sunk cost)特性 

具獨佔或寡佔性 

受到政府管制(regulation) 

不可儲存性─又稱服務產品的易逝性(Perishability)、消失產品特性 

生產成本與銷售收入的計算不一致 

產品的替代性(substitution)高 

共同成本(commom cost)特性 

「運輸管理原則」指─四大管理功能 + 五大企業機能 

「運輸業經營目標」有五項： 

企業目標─ 

服務目標─ 

員工目標─ 

政策目標─ 

社會責任目標─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四個層次，卡洛爾(Carroll)所提 

企業的經濟責任─善用社會資源為股東賺取利潤，極大化股東財富 

企業的法律責任─遵守法律規定 

企業的倫理責任─照顧企業利害關係人的權益，符合 

企業博愛(自我裁量的)責任─出於自發性的社會回饋 

 

◎企業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企業願意承諾並實踐利害關係人所期望的社會責任，

極大化利害關係人的財富或價值。其採取的行為包括：永續的經濟利益、遵守法律、倫

理的行為、信守回饋社會的承諾。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或利益關係人 

─與組織決策與行動產生利益關係的人或團體，如股東、董事會、管理者、員工、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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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供應商、利益團體、社區、政府、社會大眾等。 

運輸管理的特性 

─運輸管理的範圍相當廣泛，原因是它具有下列多元化特性： 

包括多元化運輸工具(multimodal)─ 

 橫跨多元化部門(multisectoral)─ 

處理多元化問題(multiproblem)─ 

整合多元化學科(multidisciplinary)─ 

 

三、運輸系統管理(transportation system management, TSM) 

系統的定義 

─系統是指一群具有共同目標且彼此相關又相互依存的個體(entity)所組合成的整體。任何

系統必然有一個目標的存在，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各子系統之間必然有互動的關係，以

完成整體的運作。 

◎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與外在環境沒有互動的系統 

◎開放系統（Open system）─與外在環境保持不斷互動關係的系統，一方面從外在環境

獲取投入，另一方面不斷向外界環境產出。開放系統也可透過「投入─轉換─產出」

（ITO）系統觀點來表達，其結構如下： 

投入（Input）─如原料、人力、資本、科技、資訊 

轉換過程（Transformation）─如生產活動、管理活動、營運方式 

產出（Output）─如產品、服務、資訊、成果 

回饋(Feedback)─產出後得到的訊息、影響、檢討與修正，可反應至投入面 

外在環境─如顧客、供應商、競爭者、政府、總體環境變動等。 

◎ITO示意圖形 

 

 

 

 

 

◎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 

─當一隻蝴蝶在北京拍動翅膀擾亂了氣流，進而改變一波波的氣壓，最後竟引發了一月

後的美國颶風。據此引申組織應以系統思考認清單一事件與整體環境的互動成因，避

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局部觀點。 

運輸系統(transportation system)的組成要素 

被運輸的旅客或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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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工具(vehicle, 運輸載具) 

運輸網路─包括路線(links,通路)、節點(nodes,停靠站) 

運輸系統管理(TSM)─採較低投資來改善運輸績效，使現有設施能做最有效利用，並用供

給與需求策略，以求短期、低成本解決交通問題。 

 

◎運輸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 TDM) 

─使用限制或其他非運輸的措施轉移或減少私有運具的旅運需求，並採取誘導措施來鼓

勵民眾使用特定運輸工具(如大眾運輸、腳踏車等)，以改善現有的運輸設施的使用效

率。這與「大眾運輸發展導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有類似的目的，在

於增加私有運具的使用成本，同時提昇大眾運輸的使用率，從需求面長期改變民眾的

旅運行為。 

        ─常見 TDM的措施，如：提高停車費、收取通行費、燃料費、牌照稅。 

        公車、自行車專用道、捷運轉乘優惠。 

 

◎TDM 與 TSM 的差異 

TDM TSM 

強調運輸需求的改變，具轉移運輸需求的

作用 

強調運輸供給的增加，具提高運輸容量的

作用 

策略層次較高 策略範圍較廣 

私人與政府部門共同參與 政府部門主導規劃 

結合運輸與非運輸手段 僅運輸手段 

中長程策略 短期策略 

 

運輸系統管理的規劃程序 

確認問題─問題指現實情況與理想

之間的差距 

設定目標 

評估組織資源與分析外部環境 

  �SWOT分析 

發展可行方案─列出解決問題的

備選方案 

設立決策準則 (criteria)與權重

(weight)─決策準則指在決策時

所必須考慮的因素，並依各準則

的重要性給予不同的權數。 

評估分析方案─對每個備選方案

目標設定 

評估內部資源 分析外部環境 

發展可行方案 

設立決策準則與權重 

選擇方案並執行 

評估 

修正 

(回饋) 

確認問題 

評估分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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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決策準則上加以評比，以了解各方案優缺點 

選擇方案並執行 

評估及修正(回饋)─可由決策的結果加以檢視所選方案是否為最佳決策 

 

◎SWOT分析─企業的內外環境分析（史庭納, Steiner所提） 

內部環境分析：分析企業內部作業流程與核心能力，找出相對競爭者之優勢與弱勢 

�S：優勢（Strength）；   W：弱勢（Weakness） 

外部環境分析：分析企業外部任務環境、總體環境所可能面臨的機會與威脅 

�O：機會（Opportunity）；T：威脅（Threat） 

 

＜例＞ 

S：優勢 W：弱勢 

路網遍及全台 

車站位居都會精華區 

機電設備老舊，故障頻繁 

技術管理人才缺乏整合，反應彈性低 

法令限制經營開發 

管理制度無效率 

準點率差、服務品質低 

公共責任、歷史財務包袱重 

O：機會 T：威脅 

陸客、背包客旅遊運輸需求增加 

場站開發，文創商品風行 

套裝行程設計（東部幹線） 

高鐵、公路、捷運之競爭 

旅客消費主權高漲 

 

◎五力分析模式─企業的產業競爭環境分析（Michael Porter 所提） 

波特以競爭為中心，提出企業在產業環境中面臨的五大力量，以確立企業在競爭環境中

地位。這五力的強弱消長都會影響企業的競爭優勢與獲利能力。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力─指有能力

進入原有業者所經的現有市場，但

尚未進入的組織。其關鍵在於進入

障礙（barriers to entry）的高低。  

替代品的威脅力─指其他產業的

產品可提供類似本產業產品的功

能，滿足消費者需求，技術上的破

壞式創新也會造成替代品的威脅

程度增加。 

現有競爭

者競爭力 

替代品 

供應商 購買者 

潛在 

進入者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力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替代品的威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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