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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推動無人載具發展

之政策與法規現況

│簡報日期│2018 年 4 月 19 日

報告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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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駕駛」載具的發展與應用趨勢

各國政策與法規現況介紹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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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載具之發展與應用

• 無人載具隨著科技發展並因應人口老化的現象而起，此外，亦能應用於危險性高的工作項目

+

自動駕駛

未來最先問世的無人載具型態，會是以現
有的載具型態加上自動駕駛技術而成。

未來載具將應用於

1.一般大眾運輸 2.倉儲物流

3.特殊目的

(1)醫護用途 (2)觀光娛樂

(3)軍事警政 (4)工程建築

(5)偵查測量 (6)農業 (7)其他

解決問題：

1.勞動力短缺

2.人口集中都市

(1)鄉村無法建置完善公共運輸

(2)舒緩都市交通壅塞情形

3.高危險性工作缺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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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叫車公司Lyft與nuTomony共同研發自動駕駛車手機叫車服務。

2016年開始於新加坡試營運。

預計2018~2021 年間，逐步在新加坡打造出一支完全為無人自駕車

的計程車隊，並進入商轉。

配合中央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高雄導入

先進的自動駕駛車，預期可提供捷運站至住

家間之運輸服務，藉此串聯捷運、公車等的

公共運輸路網。

計程車

電動小巴士

點對點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
Demand Responsive Transit Services, D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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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載具應用情境—無人巴士運行

靠站載客

多輛靠站、離站

停等紅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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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無人載具之服務應用

貨運

地理量測

救火

可裝載飛彈無人機

農用噴灑

醫療救護

WIFI提供網路

研究應用

無人載具特性
• 不受人體物理限制

(高度、載重、空氣、溫度、水深、光亮)
• 不會耗損人力、可長時間作業

無人載具應用
• 地理測繪、環境汙染調查、農林業
• 軍事、偵查
• 救援行動、醫療救護

無人機 + 無人船

案例：新加坡飛行氣墊船
(海事港務管理局(MPA)與科技公司
合作開發)

用途：探勘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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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和美國已經試運行無人的貨運服務

而在上海已經出現遙控的移動式便利商店，未來若結和

自動駕駛技術，將會成為新型的運輸零售方式。

在美國早已出現使用無
人機進行快遞服務

未來貨運型式─陸、空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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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貨運型式─海運

2017年勞斯萊斯與芬蘭開始一項合作：

AAWA。

預計將自動駕駛技術應用於海運，預期在

十年之內，研發出遠程控制或者完全自動

化。

勞斯萊斯預期此種無人封閉式貨輪將可有

效降低海盜挾持人質或搶奪貨物的可能性。

遠洋海運採用自動駕駛技術的優點：

1.減少人為錯誤造成海上事故發生

2.更有效利用載貨空間或使船舶減輕重量

3.解決海上專業人才短缺

海運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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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子船目前是有人駕駛的水陸兩用機械，未來
可能進階為無人駕駛，包辦水上及陸上的觀光。

未來可能載客型式
─具有觀光娛樂用途

杜拜無人駕駛空中計程車在2017年9

月試飛行30分鐘，預計未來乘客可預
約搭乘，且以App追蹤其路線及是否
到站。

未來可能出現的
類型，陸空兩用
的機械，可想像
為杜拜無人駕駛
空中計程車加上
無人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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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載具情境應用—車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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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導航 3D光學雷達測繪在地化和差分全球定位系统 車道檢測

日、夜運行間之障礙物和行人檢測 載具與載具及
載具與行人間

交通號誌
檢測

無人車實際道路運行模擬



P-13

自駕車測試場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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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站使用案例：
載具間以及載具與基礎設施的

功能優化

無人載具之機器套件組成
及場域規劃之搭配

車載通訊技術單位(V2X on Board units)

慣性測量單位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光學雷達

雷達

受電系統
(Pantograph 
Charge Mast)

高靈敏度，夜視立體相機
(High sensitivity, night vision 

stereoscopic cameras)

差分全球定位系統
(DGPS)

處理和嵌入式軟體計算單位
(Processing and embedded 
software computing units)

無人載具測試標識

無人載具之機器套件組成
及場域規劃之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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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界處安裝閉路
電視攝像機

在媒體圈安裝閉路電
視攝像機

在適當的時候安裝專用短程通訊信號燈

無人巴士運行環境相關建置
(新加坡-緯壹城)

現有基礎設施設備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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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探測 海上基礎建設閃避

避免船對船碰撞

郵輪/貨輪進港

無人載具情境應用
-無人船海上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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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船對船碰撞、撞岸、暗流或暗礁

高雄愛河 日月潭

無人載具情境應用-
無人船內河/內港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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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噴灑農藥)

無人載具情境應用-
無人機飛行場域



標竿國家政策與法規推動現況

19



P-20

◆ 擬修訂《國家戰略特區法》(內閣首相主導)新增納入自駕車與無人飛機的實驗特區(進行中)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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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發展目標：提升交通安全與運輸效率

策略1：召集「圓桌會議」討論自駕車科研
策略2：實境測試以研發技術並確保安全性
策略3：明確自駕車的法律責任與義務
策略4：獨立委員會研提新技術的道德準則

首次召集圓桌會議(之後每年2次)
• 業者、協會、學界、行政部門

2013年

2015年 啟動A9聯邦高速公路實境測試計畫
(Digital A9 Motorway Test Bed)
• BMVI部與汽車業及電信業之合作平台
• 非封閉式實驗場域(在交通過程中進行)

2016年 成立獨立的道德委員會
• 由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制定道德準則
• 出席委員會：汽車專家、科學家、數位科

技專家、社會學家

2017年

修訂【公路交通法】於6月21日生效
• 四大修正方向：駕駛行為、肇事責任、行

車紀錄、資料保護(不涉及實驗場域)

獨立委員會向BMVI部長報告道德準則

德國自駕車的道德準則

✓ 人命優於駕駛系統所認定的其他生物

✓ 駕駛系統須有黑盒子紀錄行車資訊，以判定事故責任歸
屬於人或系統

✓ 駕駛系統須允許使用者可自行選定，哪些個人資訊可被
自動駕駛系統蒐集

資料: 《德國為自駕車系統帶來道德指標》

A9公路實境測試"計畫”

 測試目的：

加強車輛與車輛及周邊環境的資訊溝通，對車輛的
行為預測，提升自動駕駛的安全性與友善性

 測試範疇：

(1)自駕車對周遭環境的感知資訊監測；
(2)LTV-E行動通訊交換技術(車對車or車對環境)

 測試資訊使用：

所使用的參數和資料，各相關業者與地方政府均應
提供給BMVI用以建置智慧交通所需

資料: 《Audi與德國交通部攜手數位化道路測試平台》

資料: 德國BMVI官網(德文介面)

資料: 德國BMVI”ITS Action Plan for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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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1
2014交通部成立自駕道路運輸委員會

(CARTS)

陸路交通管理局與科技研究局

(A*STAR)簽訂合作備忘錄，發表自駕

車倡議(SAVI)

2015 交通部及陸路交通管理局發布緯壹科技

城(One-North)將成為第一個自駕車測

試區域

2016 陸路交通管理局、裕廊集團( jtc)及南洋

理工大學(NTU)聯合成立南洋理工─自駕

車研究及測試卓越發展中心 (CETRAN)

2017 修訂《公路交通法》

(Road Traffic (Amendment) Bill 2017)，

增訂6C、6D和6E章節規範自駕車的試

驗和使用

• 授予交通部訂定道路測試的相關規定，包含：保險、押金、

測試公告、測試許可、測試期間、測試天氣狀態、測試中使

用之技術及裝置、車輛配備、資料紀錄及移交、終止測試要

件、上訴權利、費用及政府保密義務。

• 另豁免測試申請者及測試相關人員及車輛排除《公路交通法》

及其衍伸之相關規定適用

• 最後對干擾測試者訂出處罰機制

✓ 緯壹科技園區及潔淨科技園區測試：

實驗掌控者 測試園區配備 測試項目 測試紀錄

學術機構

攝影機系統 交通規則應變 測試日期時間

短程傳輸低功
耗藍芽裝置

交通行為應變 測試路線

後置作業系統 道路設計應變 車速

道路標誌 溫度應變 其他相關資訊

辨識標章

即時監測系統

✓ 實際道路測試(2018年開始)：

交通

壅塞

平台叫車

自駕車

技術

道路即時

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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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

• 新加坡於2015年開始推動無人機配送貨品的試驗計畫，協助新加坡郵政(SingPost)的無人機配送計畫。
• 透過跨部會組織無人飛行載具委員會(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Committee)的協助取得資訊通信發展管理

局、交通部、民航局、海事和港口管理局、空軍與警察局等單位的飛行許可。

新加坡於2015年開始推動無人機配送貨品的試驗計畫

開發者 新加坡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實驗室（IDA Labs）

開發平台 Pixhawk Steadidrone平臺

主管機關 無人飛行載具委員會(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Committee)

飛行負載重量 500公克

飛行高度 45公尺

飛行距離 2.3公里。

根據新加坡《Unmanned Aircraft (Public Safety and Security) ACT 2015》，主要規範包含：
1. 機場半徑五公里內，禁止使用無人機
2. 總統府、軍方基地與警察局等特定保護區，以及內政部宣布的特殊事件區域內，禁止非經許可的無人機飛行
3. 飛行高度不得超過200英尺
4. 不得自無人機投擲或掉落物品
5. 無線電頻率和功率應符合資訊通信發展管理局規範
6. 操作超過7公斤的無人機，或用無人機從事商業活動，要先獲政府當局的批准。

無人機飛行安全規範

南洋理工大學及民航局共同設立的空
域交通管理研究學院（ATMRI）研發
「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設立無人
機專用的航道和禁區，「形同路面車
輛的交通燈和道路」，預計於2018年
進行測試，用來追蹤所有無人機，控
制交通流量 。

無人機交通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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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ity為密西根大學、6大車廠(Ford、
GM、Nissan、Toyota等)及10大供應
商(Bosch、Delphi、Verizon、
Denso等)合作建成，開發經費約
1,000萬美金，佔地13公頃。

• 該園區內設置諸多道路情境，包含市
街區、郊區及高速公路等，目的在於
模擬現實道路環境，檢驗自駕車能否
適應不同道路環境或應變突發狀況。

無人車：

• 2017年9月6日美國眾議院同意通過新訂「自駕
車法」 (SELF DRIVE ACT)(H.R.3388)

• 2017年1月5日，美國加州「Assembly Bill 
No.87」法案針對「車輛守則」第
38750(a)(1)(2)進行修訂

無人機：

• 2017年5月25日參議院提出「無人機聯邦法案」
（Drone Federalism Act）的草案(S.1272)。

• 2017年6月16日眾議院提出「2017年無人機創
新法」

• 2017年6月22日參議院提出「2017年安全無人
機法」(Safe DRONE Act of 2017)的草案。
(S.1410)

•以「自駕車法」為例，主要乃為建立一套監督體系，使產業能在政府監督下安全地進行
重大創新， 「安全」必須是首要任務。該法亦明白劃分聯邦以及各州的權利義務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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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無人車

• 2015年5月首爾舉行的自動車全球會議上，討論發展自駕技術的方向，例如政府提供試驗場所、研發智慧交通訊系統及修訂

《汽車管理法施行細則》合法化自動駕駛車。

• 2016年2月依法劃定320公里的公共道路，作為自動駕駛車進行道路測式的區域。

• 2016年6月在首爾舉行自動駕駛車未來論壇，計劃在2017年推出可以涵蓋自駕車的保險商品。

• 由國土交通部，產業部，科技部和警察廳共同打造自駕車測試場地─K-City，占地36公頃，計劃投資約110億韓元（約合2.8

億台幣）。

無人機

2016年6月在首爾東邊的江東區，廣渡口漢江公園劃定一塊區域作為無人機操作的限定區域

2017年3月《航空安全法》和《機場設施法》管制無人機。

大疆創新於韓國京畿道龍仁市設立室內無人機操作訓練場(DJI ARENA)

• K-City於2017年11月先行開放高速公路區域，全區

預計在2018年上半年完成開放。

• 韓國的科研機構與小型新創企業無需經複雜審查，

便可直接進入到這個「模擬的真實城市」中進行道

路測試，加速研發。

• K-City將備有專業的工程師和用於記錄自動駕駛實

驗數據的共享平台，數據資料將用於汽車保險、城

市規劃及促進更多自駕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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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自動駕駛汽車測試，英國交通部早在2015年2月就已宣佈，自動駕駛車可以在四個城市
合法上路測試，但要求必須配備駕駛員和手動停止控制開關，並遵守現行交通規則。

• 英國科技策略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 Innovate UK)早已規劃在Greenwich、
Bristol、Coventry和Milton Keynes中推動三個自動駕駛車的測試計畫:Gateway、Venturer與
Autodrive，總經費達1,900萬英鎊。

說

地區：Bristol
計畫項目：多山城市複雜地形測試、
保險、市場接受度
參與單位：英國運輸研究實驗室、
地方政府、Axa保險集團

Gateway

Venturer

UK

Autodrive

Programme

地區：Greenwich
計畫項目：無人駕駛巴士
自動代客泊車、地區3D 模型建構
參與單位：英國運輸研究實驗室、
通用汽車、英國道路救援組織RAC

地區：Coventry、Milton 
Keynes
計畫項目：擁擠城市道路測試、
城市基礎設施與自動駕駛車的
連結
參與單位：Ford、JLR、Arup，
與牛津、劍橋和英國大學

 供車廠、城市建構、
商業營運、立法者與
保險公司等參考

 用以研擬相關法規和
保險，建構適合自動
駕駛車營運環境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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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無人載具相關規範比較

標竿國家

規範要項

美國 德國 新加坡 韓國 英國 日本

無人載具定義 加裝及配載自主化
技術之車輛
(加州)

SAE之L-3、L-4 駕駛員或乘客無須
操縱的車輛

機：200克以上飛
行器
車：由遠端操控系
統的無人駕駛車

試驗場域 車：內華達州在實
驗場域中依據測試
狀況上進行區分，
申請測試者可自行
選擇欲測試之情境。

車：聯邦A9高速公
路(紐倫堡至慕尼黑
段)，屬開放實際道
路，惟限定測試車
道。

車：緯壹城 機：漢江市民公園
廣渡口地區內模型
飛機場
車：首爾京畿道華
城市內K-City

機：規範飛行高度、
操作者肉眼可見範
圍等
車：羽田機場航站
間

保證金 500萬美元(加州、
內華達州)

車輛保險 一律納保 對人：€1,000萬
對物：€2,000萬

納入強制汽車保險
範圍

納入汽車保險範圍

車輛測試許可
(或牌照)

須申請許可證
(加州、內華達州)

修法允許無人測試
車上路

申請測試規費 須繳申請費

載具記錄設備 需裝設 需裝設

豁免規範 依一般交通法規處
置

無肇事豁免規定。
人員：1,000萬歐元
(最高)
財產：500萬歐元
(最高)

遵守規範者得以豁
免

對破壞實驗者處以
5000新幣之罰鍰

須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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