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創新個案
高雄市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含公車式小黃)服務計
畫
2015-TS-04
版本：V3

2017/8/7

為解決偏遠地區公車乘載率低，補貼效率不佳，無法滿足路線末端之旅運需求，本
府交通局提出公車式小黃服務計畫(即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計畫)，獲交通部核定補助，
於 103 年推動試辦計畫，成效顯著，不僅可提升運輸服務品質，提升民眾滿意度，政府
更可減少補助支出，節省的支出更可提供市民更多樣化的優質服務，達成二量一質目標
(二量：乘載率、補助費用，一質：及戶性)，另可透過本計畫行銷推廣培養大眾運輸潛

在旅客，並作為大眾運輸路網前期計畫。
本府交通局 104 年依據「區域型幹支線發展藍圖」，賡續推動本市公車式小黃服務
計畫，另參考各計畫區域內旅次特性，推出特性差異化之大湖線、永安線、大樹線及大
寮線，上路期間皆獲得一致好評，透過客製化親切服務，帶給乘客耳目一新的副大眾運
輸服務。
為精進計畫及服務偏鄉市民，本府交通局 105 年以全面預約制，使用者付費原則為
導向，同時兼顧社會服務與公平正義原則，推動就醫試辦計畫，並以燕巢區為試辦地區，
成為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計畫創新里程碑，同時建立典範模式。
106 年將於各行政區針對營運效益不如預期的公車路線，導入公車式小黃模式替代

公車部分路線或是時段，藉此逐步改善高雄市大眾運輸體質，降低補助支出，減輕市府
財政負擔。
本個案係由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陳局長勁甫及交通局運輸監理科蘇科長俊欽帶領郭技正長隆、林芫
名共同撰寫而成。所有資料皆來自於公開資訊。個案之目的在作為研討會討論之教材，而非指該
企業經營良窳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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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探討(Questions)
高雄市為台灣南部地區經貿及行政核心，自 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合併後的高雄市
總人口數合計達 277 萬人，土地面積達 2,946 平方公里，為照顧全市民眾，本府交通
局提出「區區有公車」政策，以達到公共運輸「先求有」之目標，後續為改善偏遠地區
大眾運輸使用率、提升有限資源效率，進而提升高雄公共運輸服務品質，本府交通局提
出「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模式」，達到「再求好」之目標。
傳統公車行駛偏遠地區或郊區，由於運量需求分散、旅次變化較大，尖離峰班距難
以規劃，造成空車率過高、效能不彰，以致於政府資源閒置、運能未被充分運用等問題；
同時補助公車經費為每公里 40 元，但偏遠郊區因運量分散、需求變化差異大，運輸效
率不彰，另現行計程車費率估算 10 公里以上里程之計程車收費，約每車公里 25 元，
且計程車具有調度靈活，機動性、可及性高之優點，可克服地形限制深入地區服務當地
民眾，落實照顧偏遠地區民眾，進而增加計程車司機收入。
爰上，為提高交通運輸效能，本計畫採公車式小黃服務模式(即計程車替代公車)，
善用計程車機動服務及彈性派遣之特性，滿足當地居民對公共運輸服務之需求，預期可
有效解決傳統公車服務偏遠地區或郊區問題，發揮計程車之機動性及強化服務效率，並
有效降低政府營運補貼(公車每公里補助 40 元，計程車每公里成本約 25 元)，進而活絡
本市計程車產業，增進計程車駕駛之收入，創造當地民眾、計程車產業與政府三贏之目
標
105 年因應燕巢區回饋金不足支應社區接駁巴士相關費用，考量當地年長里民就醫
需求，同時精進本市公車式小黃服務計畫，依循公車式小黃計化架構，推出有別於定時、
定班之服務模式，以三大原則「全面預約制、使用者付費及覈實補助」構建之就醫服務
計畫，以燕巢區為試辦區域，兼顧社會服務與公平正義原則。

貳、 試辦計畫效益
本計畫前於 103 年就現行公車路線紅 70、紅 71 部分路段推動試辦計畫，試辦期間
達成二量一質效益，有效提升乘載率、降低總補助費用、提高計程車服務品質，並透過
試辦計畫培養大眾運輸潛在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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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兩量
(一) 乘載率
依營運資料顯示紅 71 共出車 1,878 趟，共乘載旅客 12,161 人次，平均每趟乘載
率 6.5 人(含中途上下車)；紅 70 計程車出車 756 趟，共乘載旅客 1,681 人次，每
趟乘載率 2.2 人次(含中途上下車)；根據運量統計資料顯示，紅 70 自本計畫上路
由原本 334 人次(4 月運量)，成長至 1,846 人次(7 月運量)，成長 5.5 倍，其中紅
70 因運量成長顯著大於計程車運能，自 7 月份恢復公車行駛。
(二) 補助費用
(1) 概估節省費用
紅 71 路線每日服務 7 班次，政府營運補助減少約近 25％；紅 70 路線每日服
務 8 班次，加上回程共 16 班次，政府營運補助減少約近 37%。
(2) 實際經費效益
本計畫自上路以來頗受好評，帶動計畫路線運量顯著成長，本府交通局基於服
務偏遠地區民眾之計畫理念，運量成長致超過計程車運能部份仍由計程車接駁
服務，爰本計畫實施至今統計經費約節省 15%。
二、 一質(及戶便利性)
本計畫以計程車的機動優勢和路線彈性，針對偏遠地區特殊需求(如行動不便、年
長者市集採購)，提供近似到戶服務；另可針對離峰時間之觀光旅客需求，並可預
約彈性延伸路線提供服務，發揮觀光路線功能(紅 70 路線)。

參、 執行內容(Strategies)
一、 路線規劃
本府交通局 104 年、105 年賡續推動公車式小黃服務計畫，路線除由現行公車路
線中挑選外，另檢視本市各行政區內具有旅運需求卻未有公車路線行駛或班次較少
之區域，並從中篩選出優先改善之區域，並依據計畫區域特性，依地制宜規劃不同
模式的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計畫，透過差異化營運模式以貼切滿足當地需求，依據
條件如下:
1.

捷運接駁公車
縣市合併後，本府交通局為照顧全體市民，提出「區區有公車」政策，本市
各行政區域內皆導入公車服務，另為配合大眾運輸發展，加密公車班次以接
駁捷運轉乘，故本計畫以接駁捷運公車路線為優先改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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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次乘載人次

2.

本計畫篩選出非尖峰時段平均每日趟次乘載人次低於 6 人以下路線。
計畫路線線型

3.

挑選捷運接駁公車路線尾端道路幾何大型公車無法深入之區域，較適合計程
車行駛路段，並在有適當地點可供公車、計程車轉乘接駁介面顯著點。
需求導向:

4.

檢視本市行政區內具旅運需求，卻無公車路線行駛，或公車班次較少之區域，
並規劃路線串連旅運需求點。
二、 計畫內容說明
針對前述篩選條件，本府交通局規劃內容分為：
1.

分段推動
本計畫 104 年、105 年推動路線：大湖線、永安線、永安支線、大樹線及大
寮線，為確保計畫之推動順利，採大湖線率先開跑(104 年 4 月 27 日起跑)，
擷取實際執行經驗，再陸續推動其他路線(永安線 104 年 5 月 25 日營運、永
安支線 105 年 3 月 16 日開跑、大樹線 104 年 7 月 1 日上路、大寮線 104 年
8 月 31 日登場)。
其中永安支線係替代公車行駛，以有效滿足居民需求及降低補助支出。
105 年再依據前揭路線之實務經驗，結合在地民眾需求，推出以預約制、使
用者付費原則為導向之燕巢線計畫。
105 年再推出落實「全面預約制、使用者付費及覈實補助」三大原則的本市
公車式小黃就醫服務計畫，以燕巢區為試辦區域，兼顧社會服務與公平正義
原則，106 年持續推動迄今。

2.

節省補貼
本計畫補助計程車費用為每公里 25 元，較補助公車每公里 40 元約略減少
37%政府支出。

3.

彈性路線
實際路線長度無條件進位加 1 公里為彈性路線，進行補助。
本計畫規劃補助範圍為「基本服務路線」長度無條件進位加 1 公里為「彈性
路線」
，以因應乘客特殊需求之彈性服務範圍(如行動不便者)，實際服務路線
超過此範圍則由業者自行負擔，以達政府與業者之風險分擔目的。

4.

車隊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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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限定本市合法登記辦理派遣服務業之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透過派遣
中心可執行預約服務、申訴處理及緊急支援派遣，另車隊可針對司機進行嚴
格遴選。
5.

車輛要求
提供服務之計程車平均車齡應於 5 年以內，並具備 GPS 相關定位設備，載運
人數座位 6 人以上，車況良好，並符合監理機關規定事項。

6.

二次接駁
為建構本市大眾運輸路網，本計畫服務路段皆可轉乘大眾運輸系統，乘客須
透過公車、計程車等運具進行轉乘；公車、計程車之調度方式差異頗大，故
運具間無縫接駁即為首要問題，需整體考量不同運具間服務班次。

7.

交替服務
考量計程車基本運能限制，本計畫規範如遇例假日、連續假期或路線沿線有
重大活動時，計程車業者得於服務日前通知本府交通局協調公車業者，以公
車替代計程車服務。

8.

定期班表+彈性運輸
本計畫除行駛公車路線部分路段，或新闢計畫路線，皆會轉乘大眾運輸工具(如
公車、捷運)，爰乘客需進行二次接駁，為利轉乘便利，須進行運具整合(公車、
計程車)調整定期班表，故本計畫設計概念非傳統之需求反應式預約服務，另
為配合旅客特殊需求，除行駛基本路線外，另規劃彈性路線之「棒棒糖」式
服務範圍，提供當地民眾及戶服務。

9.

計畫路線營運模式
本計畫考量計畫區域內旅次特性、大眾運輸工具行駛路線、班次，茲提出不
同營運模式之路線(詳表 1)。
表 1 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計畫營運模式說明表
年度

路線

營運模式

104、

大湖線

替代公車路線(紅 71)部分路段

105、106

永安線

整併公車路線(8019、8045)暨新闢服務時段

永安支線

新闢路線暨服務時段

大樹線

整併公車路線(8501、橘 7B)暨新闢服務時段

大寮線

新闢路線暨服務時段

燕巢線

新闢路線暨服務時段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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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6 年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計畫路線圖
大湖線

永安線(含支線)

大樹線

大寮線

燕巢線

三、 計畫推動方式
為順利推動本計畫，進行宣導活動如下：
1.

地方說明會
分別於計畫路線區域辦理地方說明會，邀請路線所經行政區議員、里長、區
公所共同參與。

2.

傳媒露出
透過新聞傳媒通路，通傳行銷本計畫，並廣知計畫區域內之旅次需求點及觀
光景點，以提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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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車、旅客、司機宣導及站牌告示：
本計畫係全國首創計程車替代公車提供彈性運輸服務創新概念，須透過前線
服務人員即時傳達服務理念，請計程車業者、客運業者加強司機教育訓練，
以利乘客瞭解。

4.

多元宣傳單
為普遍讓當地民眾瞭解本計畫服務時段，設計路線公告製作成宣傳單由區公
所發放給里民，並利用官網、粉絲團及發布新聞方式廣為周知。

四、 計畫執行遇到的問題及改善方案
1.

計畫遇到的問題
本計畫上路以來，遭遇問題如下：
(1)

接駁點無法反應旅次需求
計畫區域內存在旅次聚集地(如學校、觀光區、行政區、商場、聚落)，接
駁點無法確實反應旅次聚集處，鄰近接駁點之學生、當地民眾反應須進
行二次轉乘不方便。

(2)

旅次需求不定時
本計畫區域內旅次聚集地(學校、觀光區、行政區)運輸需求頻繁但不定時，
若需求大於供給(乘客數超過單輛計程車運能)則須加派支援車輛，且超量
乘客數通常僅於計畫區域內消耗。

(3)

旅次需求點無法確定
本計畫路線停靠站位須通盤檢視當地需求而設置，計畫前置作業階段尚
無法確定停靠站點，恐產生資源閒置之疑慮。

(4)

計畫時段末班車無車接駁
本計畫服務時段末班車返回接駁點卸載乘客，需再由公車進行接駁，爰
該時段須同時有兩班公車服務，一班進入計畫區域繼續服務，一班載運
計程車卸載乘客返回端點。

(5)

計畫訊息未通傳
本計畫上路初期，計畫區域內仍有多數民眾不知本計畫，未善加利用，
使本計畫運量初期未臻理想，本府交通局後將相關資訊透過傳媒露出，
並通達當地民意代表、旅次聚集區，以達訊息全面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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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起迄點無上下客處
本計畫部分路線起迄點為私人土地，本府交通局協調地主開放部分土地
供本計畫服務車輛上下客使用。

(7)

路線無法服務所有鄉里
本計畫部分路線行駛區域無法含括計畫區域內所以鄉鎮里，造成些許民
意代表反對計畫執行。

2.

根據上述問題，本計畫提出調整方案:
(1)

接駁點
為兼顧學生及當地居民權益，本府交通局除調整接駁點外，協調客運公
司在本計畫服務時段內，除在接駁點進行旅客轉乘外，另須駛入鄰近旅
次聚集處(如學校)服務該區民眾。

(2)

服務時段
檢視計畫區域內旅次特性，在合於本計畫設計理念前提下，調整計程車
服務時段，配合當地通勤、通學及就醫旅次需求。

(3)

停靠站位
為符合當地需求，本府交通局前後邀集區域內民意代表，依據當地需求
規劃車輛停靠站點，盡量滿足當地民眾需求，並保留隨時調整之機動性。

(4)

試乘服務
為讓當地居民對本計畫更為瞭解，更能有參與感，本府交通局與當地區
公所合作，推出「在地居民乘車趣」活動，協調里民代表前往試乘彈性
計程車。

(5)

計畫時段末班車接駁
本府交通局協調客運業者於本計畫末班車需派公車進行接駁。

(6)

彈性服務路線
本計畫路線含線型路線、環狀路線，為顧及當地民眾權益、交通便利，
落實服務偏遠地區民眾理念，爰本府交通局調整計畫服務路線，除既有
路線及延駛範圍外，另提供往返服務旅客稠密區。

(7)

公車、計程車轉乘接駁規劃
公車、計程車特性差異大，本計畫除依據現行公車時刻表發車服務外，
另為服務更廣區域、更多旅客，根據計程車優點(機動性、可及性、及戶
性高)，及配合公車營運特性，規劃計程車服務班表，並於公車與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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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接駁點保留彈性時間，供旅客轉乘車輛所需。

圖 1 大湖線、永安線站牌時刻表

肆、 創新計畫－燕巢區就醫服務
本府交通局在資源有限情況下，為精益求精，依循公車式小黃服務架構，推出有
別於定時、定班之服務模式，遵守使用者付費原則之公車式小黃服務就醫服務計
畫，以燕巢區為試辦區域，同時兼顧社會服務與公平正義原則。
考量燕巢區社區接駁公車業 105 年 3 月起停駛，基於照顧偏鄉地區民區交通便利，
及年長者就醫需求，且精進計程車彈性運輸服務計畫，本府交通局邀集燕巢區公
所決議計畫服務方式。


營運時段：平日。



營運班次：每日 4 班次。



預約制服務。



乘客以每人 10 元計收費。

收費
機制

補貼
機制

特色
特定
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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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
機制

伍、 執行成效(Results)
本計畫係首創以計程車替代公車提供彈性運輸服務，跳脫傳統需求反應式運輸服
務窠臼，以高服務水準之副大眾運輸工具替代大眾運具獲得民眾肯定，不僅可提
升運輸服務品質，提升民眾滿意度，更可幫助政府減少財政支出，節省的支出更
可提供市民更多樣化的優質服務；本計畫推動至今成效顯著，達成二量一質目標
(二量：乘載率、補助費用，一質：及戶性)，另可培養大眾運輸潛在旅客，並作為
大眾運輸路網先導計畫。
一、

二量
1.

乘載率
本計畫依營運資料顯示大湖線(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共出車 2,097 趟，
共乘載旅客 10,948 人，平均每趟乘載率 5.2 人(含中途上下車)；永安線計程
車(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出車 3,812 趟，共乘載旅客 8,691 人，每趟乘
載率 2.3 人(含中途上下車)；永安支線計程車(105 年 3 月至 105 年 12 月)出
車 796 趟，共乘載旅客 933 人，每趟乘載率 1.2 人(含中途上下車)；大樹線
計程車(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出車 3,399 趟，共乘載旅客 8,746 人，每
趟乘載率 2.6 人(含中途上下車) ；大寮線計程車(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
出車 3,442 趟，共乘載旅客 4,377 人，每趟乘載率 1.3 人(含中途上下車)。
燕巢線採用全面預約制，自 105 年 8 月 29 日上路至 1015 年 12 月統計營運
資料顯示，共出車 27 趟，乘載 99 人，平均每趟乘載率 3.7 人(含中途上下車)。
其中永安線及大樹線行駛路線、服務時段原無公車服務或班次較少，每日運
量僅 3、4 人，本計畫引入後，每日運量呈現倍數成長(永安線成長 10 倍、大
樹線成長 5 倍)，本府交通局更協調當地區公所，推出「在地居民乘車趣」
，
安排當地里民、里(鄰)長前往試乘，獲得一致肯定。
大寮線行駛路段原無公車服務，本計畫投入服務後，每日運量最高由無成長
至每日 17.1 人次，本府交通局與當地里長合作，邀請當地里民試乘，獲得好
評，並持續吸引當地里民搭乘。
燕巢線替代社區巴士提供接駁服務，落實全面預約制、使用者付費及覈實補
助原則，不僅滿足里民交通需求，資源使用更有效率，經統計自 105 年 8 月
上路至 105 年底，共出車 27 趟，服務 9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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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助費用
(1) 概估節省費用
本計畫視為大眾運輸路網前期計畫，除替代公車路線部分路段(大湖線)
外，另以新闢路線方式(永安線、大樹線、大寮線)增駛班次，爰經費概算
上以計程車實際費用與假設公車行駛費用相比較，大湖線每日服務 7 班
次、永安線每日服務 14 班次、永安支線每日服務 4 班次、大樹線每日行
駛 14 班次、大寮線每日行駛 16 班次及燕巢線每日服務 4 班次，政府營
運補助減少約近 37%。
表 3.105 年計畫路線班次
路線

大湖線

班次

7

永安線
主線

支線

14

4

大樹線

大寮線

燕巢線

14

16

4

(2) 實際經費效益
各計畫路線以公車行駛所需費用概估與實際計程車行駛費用比較，105
年截至 11 月為止約節省 28%經費，其中燕巢線計畫因實施預約制，無
預約即不發車，且可彈性調整服務班次額度，有效控制補助經費，節省
經費較預期為高，約 50%，有效降低政府補助，減輕財政負擔

三、 一質(及戶便利性)
本計畫以計程車的機動優勢和彈性路線針對偏遠地區特殊需求(如行動不便、年長
者市集採購)及通勤通學旅次，提供方便到戶服務，另可透過預約方式彈性延伸路
線提供觀光服務需求，發揮路線觀光功能(詳附件圖 8)。
四、 培養潛在旅客
本計畫除上述的二量一質效益外，另可透過本案之推廣行銷，提升民眾搭乘大眾
運輸意願，藉此培養大眾運輸潛在客群，俟運量成長穩定後，屆時可評估續推公
車服務路線，提高大眾運輸使用率。
五、 大眾運輸路網前導計畫
本計畫可視為大眾運輸路網規劃之前導計畫，透過本計畫執行之運量分析，瞭解計
畫區域內旅運需求，作為後續大眾運輸路網規劃之參考(詳附件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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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提高大眾運輸服務品質
透過計程車副大眾運輸的高服務品質，提升本市整體大眾運輸服務品質，提高民眾
滿意程度。
七、 增加公車營運效率
本計畫減少公車使用時段、路段，可靈活調度公車，增加公車營運效率。
八、 分散尖峰旅運需求
透過本計畫吸引民眾於離峰時段搭乘大眾運輸，分散尖峰時段旅運需求，降低交通
擁擠程度，提高車流率。
九、 跨部門合作
本市府交通局藉由協調當地區公所，推出「在地居民乘車趣」
，安排當地民、里(鄰)
長前往試乘，獲得一致肯定，確切落實政策。
陸、 回饋建議 (Suggestions)
茲就推動現況及未來延伸路線提出下列改進建議，以供後續推動路線之參考改善方向。
一、 時間
公運計畫期程安排
公運計畫自提交報告書至核定備查，需數月作業期程，可能影響計劃實施時間，爰
建議公運計畫核定作業可透過流程之調整、簡化，縮短前置作業時間加速核定計畫
之實施，俾利補助計畫之遂行。
二、 經費
1.

調整補助額度
計畫路線沿線如有醫院、學校、觀光風景區等特殊站點，以計程車服務恐有突
發性爆量之風險，則須派駛 2 輛以上計程車服務，單趟車公里補助則增為 50
元/公里(25 元/公里 X2)，較公車補助為高，運輸效率恐有落差，爰建議計程
車補助費用可就路線運量特性，針對第二趟以上之支援服務規劃「半趟補助」
或其他彈性補助方式，兼以規範計程車隊能妥善調度車輛。

2.

增列補助項目
計程車產業非為各縣市培植大眾運輸的首要重點，導致計程車產業品質也難以
有所提升，本計畫雖能活絡計程車產業、吸引大眾運輸潛在旅客，但本計畫提
供之路線營運補助對該產業業者誘因不大，難以吸引業者投入競標服務，爰建
議除補助路線營運外，可再增列其他補助項目(如車輛、軟硬體設施)以吸引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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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競標提升產業競爭力。
(1) 車輛補助
車輛為計程車營運的必要因素之一，為提供乘客舒適、乾淨、及戶的優質
運輸環境，同時提升業者參與本計畫之意願，爰建議可提供計程車車輛補
助，並訂立補助條件，以提高車輛使用效率。
(2) 軟硬體設施
本計畫為計程車替代公車，乘客需進行運具轉乘，上路前須先進行不同運
具經營業者間之協調(如時刻表、路線調整…等)，且為確實宣導計畫理念及
相關措施，須至計畫實施區域辦理地方說明會，並印製時刻表黏貼至各個
搭乘地點及宣傳文宣，爰建議可提供軟硬體設施補助，以廣為宣傳計畫。
3.

其他
(1)

路線選擇及運量預估
路線選擇係影響計畫成敗之關鍵因素。本計畫採用公車既有路線尾端以計
程車代替公車進行服務，路線沿線如有醫院、學校、觀光風景區等特殊站
點，以計程車服務恐有突發性爆量之風險，乘客數超出 6 人則須派駛 2
輛以上計程車服務，將影響計畫運輸效率；故路線選擇宜避開以上特殊站
點，並加強路線運量之預估，建議後續路線可評估於偏遠或大型社區、工
業區另闢 DRTS 路線接駁公車，兼以減少公車彎繞。

(2)

計畫區域內需有備援車輛
服務區域範圍內應提供備援車輛待命，主要車輛無法負荷需求時(欲搭車
數大於計程車可容納數)，機動支援剩餘人數，惟偏遠地區之備援車輛不
易籌備，應預為因應。

(3)

計畫區域內的旅次特性調查
訂立計畫路線前須了解該路線內的旅次特性，妥為安排起訖點，並應搭配
接駁公車路線之「控制點」，以利規劃適當之轉乘接駁點位置。

(4)

定期班表調整
計程車具機動性、可及性、及戶性，可駛入偏僻地區，提供及戶服務；因
公車、計程車之調度方式差異頗大，故兩運具班表之無縫接駁即為首要問
題，為顧及平假日時刻表之適當性，需整體調整班表，並於公車與計程車
之接駁站點保留彈性時間，以供旅客上下之二次接駁所需。

(5)

預約機制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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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係接駁現有公車路線，除服務既有公車時段外，另提供民眾預約服
務，機動調度車輛；若計畫理念用於新闢路線規劃，預約方式則可考量實
施全面預約制度，除可滿足旅客運輸需求外，另可控制車輛趟次，節省經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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