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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第18屆ITS世界年會於100年10月16日至20日假美國佛羅里達州奧

蘭多市橘郡會議中心（Orange County Convention Center,OCCC）舉

行。本年年會主題為「保持經濟活絡（Keeping the Economy Moving）」，

在此主題下，此次有超過250場次的論文發表或技術研討，另外在

400,000平方英尺的展覽場地內，包括各國ITS相關廠商及協會等，共

計約有233參展單位，展示各單位創新及先進的ITS相關技術或產品發

展狀況，展示如何提供交通使用者更安全、可靠、便利、可及性及多

樣的選擇，另外大會亦安排各主題的技術參訪行程，供與會者視需要

選參加。 

經由參與本次年會研討會、展覽、技術展示、技術參訪等各項活

動，與會者可獲得ITS最新技術、產業應用、各國發展經驗及未來發展

等概念，另本次藉由參加技術參訪行程中行經美國的高速公路，對於

兩國高速公路的交通管理作為，亦做一比較及汲取經驗，可供未來在

高速公路推展ITS運用參考，達到經驗交流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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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推廣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ITS）

的應用及介紹相關領域之技術，由亞太、歐洲、美洲等地區智慧型交通組

織發起，每年輪流指定主辦城市舉辦的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2011年

第18屆年會於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舉行。  

智慧型運輸系統世界年會(ITS World Congress)係該領域年度盛事，

透過年會各項活動，各國之產、官、學界可充分就ITS策略、規劃及建置、

產品研發等方面進行技術與經驗之交流分享。  

由於近年來全球歷經不同的經濟風暴，對於ITS產業的發展亦產生一定

程度的影響，因此此次大會特別將主題定為「保持經濟活絡（Keeping the 

Economy Moving）」，期望可以將ITS與經濟發展結合，以達到互蒙其利的

效果。 

此外本國高速公路交控系統自民國73年於國道1號基隆楊梅段首建，期

間亦經歷多次增建及提昇，而在近年更特別將引入ITS概念，並以路網管理

的角度，將國道高速公路與快速公路均納入，投入巨資建置高快速公路路

網交通管理系統，此系統已於100年全部完成，各項運用已能在道路上實際

發揮效果。 

此次筆者有幸獲派參與ITS世界年會，在參加過程中發現並印證了本國

在ITS領域的努力，不論是硬體的建置及軟體的設計上，均與目前世界各國

的方向一致，此外在此期間，亦達到汲取世界各國發展ITS經驗及蒐集ITS

之產業應用，作為未來繼續推動ITS之參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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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紀要  

本屆ITS世界年會，ITS Taiwan協會循例籌劃參訪團，惟受限於計畫日

數及預算，筆者係自行規劃行程前往本次年會。 

本屆ITS世界年會活動期間為2011年10月16日至20日，惟因會議地點於

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本國並無直達班機可達，尚需轉機甚為耗時，又因

本國與美國有12小時之時差，故筆者本次出國行程自2011年10月15日至22

日，共計8天，詳細行程如下。  

日期  星期  行程  內容  

2011年10月15日  六  台北-洛杉磯  去程  

2011年10月16日  日  洛杉磯-奧蘭多 去程 

報到  

年會開幕  

2010年10月17日  一  奧蘭多（OCCC）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展示  

2011年10月18日  二  奧蘭多（OCCC）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展示 

2011年10月19日  三  奧蘭多（OCCC）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參訪  

2011年10月20日  四  奧蘭多（OCCC） 

奧蘭多-洛杉磯 

年會研討會  

年會展覽會場  

技術參訪  

年會閉幕  

2011年10月21日  五  洛杉磯-台北 返程 

2011年10月22日  六  洛杉磯-台北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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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舉辦地-OCCC會展中心 

 

筆者於大會報到處 

 

與國內參與此次大會人員合影 

 

大會開幕典禮 

 

大會主席Mr. Patrick McGowan 

 

展覽會場開幕剪綵 

圖1 大會活動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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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世界年會活動  

本年年會主題為「保持經濟活絡（Keeping the Economy Moving）」，

在此主題下，此次有超過250場次的論文發表或技術研討，另外在400,000

平方英尺的展覽場地內，包括各國ITS相關廠商及協會等，共計約有230個

參展單位，展示各單位創新及先進的ITS相關技術或產品發展狀況，展示如

何提供交通使用者更安全、可靠、便利、可及性及多樣化的選擇，另外大

會亦安排各主題的技術參訪行程，供與會者視需要選擇參加。 

本次世界年會活動主要可分為研討會、展覽、技術展示、技術參訪等

四大部分。 

一、 研討會 

研討會依性質可分為全體會議(Plenary Sessions)、專題研討會

（Meeting/Workshop）及論文發表會議(Program Sessions)等3大類，

概述如下：  

（一） 全體會議：計有2場次，分別於10月17日及19日各舉行1場，均

以本次大會主題「保持經濟活絡」為重點，邀請包括美國、中

國、日本、瑞典等各國與ITS相關的官員，或Alcatel-Lucent、

Siemens等具有ITS專門部門的重要廠商發表演說。 

1. 第1場主題：ITS策略：經由高科技運輸方案刺激經濟成長。 

2. 第2場主題：為保持經濟活絡的ITS策略執行要素 

（二） 專題研討會：於會議期間共計舉行10個主題11場次的專題研討

會，各場次主題如下： 

1. IRF Roadside Safety Application Course 

2. FOT-Net Four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3.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Best and Emerging Practices 

in Transit ITS 

4. ITS America's State Chapters Workshop 

5. The International Benefits, Evaluation and Costs(IBEC) 

Workshop 

6. ITS Standards Workshop (Presented by U.S. DOT)  

7. Cyber Security Controls Systems with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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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Sector  

8. Women in ITS Breakfast 

9.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ASHTO) International Day 

10. ECOSTAND Energy Symposium 

（三） 論文發表會議：此次年會計有250個以上的論文發表，包括先

進交通管理、防撞、電子付款和定價制度、即時交通資訊和永

續運輸等領域，希望提供ITS專家、運輸業者、工程師和學者，

更多關於世界上最新的運輸技術、立法、研究計畫和其他執行

計畫的資訊。並且又分為兩類會議： 

1. 執行/特別/年度會議（Executive, Special and Annual 

Meeting Sessions），其發表之面向如下： 

(1) 複合運輸(Cooperative Mobility) 

(2) 資料收集及績效分析(Data Collection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3) 財務(Financing) 

(4) 貨運及商用車輛(Freight and Commercial Vehicles) 

(5) 公共及政策議題(I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Issues) 

(6) 機動與營運(Mobility and Operations) 

(7) 大眾運輸(Public Transit) 

(8) 安全(Safety) 

(9) 永續(Sustainability) 

(10) 用路人資訊及消費者應用(Traveler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Applications) 

2. 技術/科學/互動會議（Technical /Scientific 

/Interactive Sessions），其發表之面向如下： 

(1) 政策及策略(Policy and Strategy) 

(2) 次世代用路人資訊(Next Generation Travele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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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建設、交通及壅塞管理(Infrastructure, 

Traffic, and Congestion Management) 

(4) 大眾運輸(Public Transport) 

(5) 貨運及商用車輛(Freight and Commercial Vehicles) 

(6) 複合運輸(Cooperative Mobility) 

(7) 車輛系統與電子化(Vehicle Systems and 

Electronics) 

(8) 環境(Environment) 

(9) 訓練與教育(Training and Education) 

 

圖2 本國成功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系故守任教授主持研討會 

二、 展覽  

（一） 概述  

本次年會在美國奧蘭多舉辦，因此展覽以美國政府單位

及其國內企業為主，其他區域及國家之ITS協會，如加拿大、

澳洲、日本、中國、亞太及歐洲部份國家等亦設置相關主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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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年會共計有233個政府單位或民間廠商參與(清單詳如附

錄一)，並於展覽場展示ITS最新的產品、服務、技術與計畫。

依各展示單位之展示內容，大會將之分為以下43個之領域，由

參觀過程可發現，幾個大廠商如GM、Siemens、Sony、LG等等，

不論那一國家，均在其原本之專精領域的基礎上，此朝向跨領

域、系統整合性的方向發展。 

1. 先進交通管理系統 

2. 先進車輛控制/安全系統 

3. 系統架構 

4. 協會 

5. 自動進場管理科技 

6. 中央控制/交通運作系統 

7. 商用車安全、保安及付費系統 

8. 消費電子 

9. 駕駛支援系統 

10. 電子收費系統 

11. 車隊管理系統 

12. GPS及GIS技術運用 

13. 整合車輛控制及安全系統 

14. 跨運具系統整合 

15. 網路平台運用 

16. 車內導航及安全系統 

17. 定位平台技術及服務 

18. 緊急救援系統 

19. 模式及模擬工具 

20. 障礙物警示系統 

21. 停車管理系統 

22. 資訊蒐集及處理  

23. 個人化智慧網路 

24.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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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出版及媒體 

26. 即時交通資訊技術 

27. 道路標示 

28. 號誌及控制設備 

29. 標準 

30. 調查技術 

31. 系統工程 

32. 通訊 

33. 無線數據資訊 

34. 票證及智慧卡 

35. 交通控制設備 

36. 大眾運輸系統 

37. 旅行者資訊系統 

38. 隧道維護及管理 

39. 資訊可變標誌 

40. 車輛定位技術 

41. 車與車及車與設施通訊系統 

42. 天候系統 

43. 無線科技 

（二） 部分展覽概述 

此次參展之單位，包括產業廠商、官方政府及學、協會等

多達233家，因時間有限，實無法全部一一細看，僅能選擇與

筆者所學及工作較為相關者，作較多的了解。 

以下就印象較深刻者，作一概略介紹。 

1. 各國學、協會展示 

此次大會共計有歐、美、亞太等18個協會、ITS組織或

學校設展，本國鄰近之日本、韓國、中國等亦均參展，或

因在美國舉行，受路途遙遠及經費限制，本國之中華智慧

型運輸協會（ITS-TAIWAN）並未設展，實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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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ITS協會 

 

中國ITS協會 

 

美國ITS協會 

 

韓國ITS協會 

 

法國ITS協會 

 

加拿大ITS協會 

圖3 各國ITS協會展場 

2. 跨領域廠商展示 

筆者於此次大會之廠商展示中，發現原先各有專精事

業的廠商，主要是電器、汽車、通訊等，均在其原有專精

跨領之基礎下，跨入ITS領域的發展，如GM、TOYOTA、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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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catel、BOSCH、SONY、LG、NEC…，並且運用其在設備製

造技術的傳統優勢，朝向跨入整合式系統的趨勢，不再只

限於設備供應商的角色。 

  

  

  

圖4 跨領域廠商展示攤位 

3. 移動式資訊可變標誌設備 

此次於展示現場，亦有多家廠商展示資訊可變標誌設

備，其中印象較深刻者為子車形式的移動式資訊可變標

誌，如圖5。此設備以太陽能供電，因此具有使用上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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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國在未來可以考量擴大及彈性資訊提供服務的可行做

法。 

  

圖5 移動式資訊可變標誌子車(正面及背面) 

4. 非接觸式車輛偵測技術 

此次展示車輛偵測設備的廠商，幾乎全部為非接觸式

的偵測技術，而且除已使用多年的微波、雷達外，此次有

多家廠商展示影像式偵測器，且不論在精確度及處理速度

上，都有相當大的突破，甚至包括SONY等以製造攝影機的

傳統廠商，亦開始跨足影像式車輛偵測技術領域。 

此外針對微波車輛偵測器技術，亦有廠商發展不同於

現行國內常用的偵測方式，係以一定角度斜向前方發射微

波訊號(如圖6及圖7)，涵蓋一特定區域(最多可至6車道)，

任何進入該區域之車輛將被追蹤，直到離開，此方式因偵

測區域較大，且採追蹤方式，較可避免小車受大車遮蔽，

且可有效偵測停等車輛。經詢問現場技術人員，雖表示功

能準確度較佳，惟未來運用時仍應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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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路側追蹤式微波車輛偵測器簡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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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路側追蹤式微波車輛偵測器簡介(2/2) 

5. 交通管理整合平台 

此次展示中除設備廠商外，亦有多家廠商現場展示其

發展的整合式交通管理平台，以下就現場接觸的系統作一

介紹，惟亦發現各家技術、系統表現方式或有不同，惟系

統概念、結構、功能大致相仿。 

(1) IBM智慧城市平台 

IBM在其軟體技術的優勢基礎上，投入ITS領域及

發展智慧城市的交通管理平台，並與倫敦市合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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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示範系統，除一般常見的交通管理功能，具有以

下的特點： 

a. 利用雲端技術，將探針車(公車、計程車等)、車

輛偵測器資料、事件資訊等予以融合，建構完整

的線上及歷史交通資料庫，並且利用Google地

圖，展示即時及歷史交通資料。 

b. 具複合之歷史資料統計分析功能，可用以分析事

件前後的交通衝擊。 

c. 利用歷史資料庫及即時資料，可推估未來30分鐘

或1小時內之交通狀況。且非使用模擬，與一些整

合線上模擬軟體之技術不同，如圖8。 

 

圖8 交通事件預測畫面 

d. 具決策支援系統，針對事件發生後不同交管策

略，自動評估不同策略績效，供管理人員決策參

考。 

(2) Telvent公司 

Telvent公司係一家發展整合式交通管理軟體的

公司，其強調可整合不同交控中心，建立一個智慧路

廊交通管理平台，功能與前述IBM智慧城市系統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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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包括預測及決策支援功能)。惟其策略績效的預測

功能，係以整合AIMSUM模擬軟體方式，以模擬運算各

策略的績效，如圖9。 

 

圖 9 利用不同之交通引導措施預測其績效做為決策參考 

6. Florida SunGuide交控中心 

佛羅里達州由於面積廣大，因此區分為數個交控中心

管轄，並皆採用Sunguide之交通控制系統軟體，會場內展

示一個交控中心之運作平台(如圖10)，其主要功能如下： 

(1) 電子地圖為顯示操控狀態之底層，可點選各種設備、

事件等，以圖層方式顯示於電子地圖上，再點選各種

圖例進入設備執行操控。 

(2) 具事件管理功能，可以登錄、確認及修改事件資訊。 

(3) 系統具有旅行時間、事件等資訊自動下載至可變標誌

顯示等功能。 

(4) 每一操控人員可利用滑鼠、鍵盤，跨三個螢幕同時操

作。 

(5) 可以查詢各項即時通訊，但做為決策參考的歷史資料

不同策略績效運

算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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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及分析，另由交通工程師負責。 

 

圖10  交控中心操作席位配置 

7. 隧道監控操作模擬平台 

展示現場發現一家名為BMIA的廠商，發展一套道路及

隧道管理的即時3D互動模擬軟體（G’Tun & G’Road），其概

念為隧道監控須有效操控機電、交控設備，方可避免災害

擴大或影響用路人逃生，因此如何有效訓練操作人員對於

各種災害之作業程序熟練相當重要，故該公司利用3D虛擬

實境模擬軟體技術，建構災害發生之情境(如事故、火災

等)，讓操作人員依情境執行各種操作，並予以記錄，供檢

核其操作程序及內容是否符合實際需求，最終可以達到有

效訓練人員或進行演習之用。其功能內容及架構如圖11及

圖12，現場展示作業畫面如圖13。 

惟經了解，該軟體甫開發完成，尚無大量運用於隧道

管理之案例，另因各隧道機電及交控模式、系統操作畫面

等皆須客製化。未來若欲引進國內，可能有許多技術問題

待克服，然而其觀念可以加以引進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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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隧道監控操作模擬平台功能內容及架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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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隧道監控操作模擬平台功能內容及架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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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G’Tun & G’Road隧道監控操作訓練模擬平台 

8. 美國電子收費系統 

美國各州收費公路採用之收費技術並不一致，主要分

為單向及雙向通訊兩種，其中單向通訊主要採用電子標籤

識別(Tag)，但因各州通訊協定未有統一標準，故Transcore

等廠商開發多協定之Tag，只要一個Tag即可通行各州。 

另配合雙向通訊之要求，則將Tag安裝於OBU內，使得

安裝一個OBU即可全國通用，如圖14。目前國內採取OBU與

Tag並行的系統，未來恐亦有系統整合的需求，因此此一做

法可做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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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Transcore公司 ETC之路側終端設備、OBU及 Tag 

由於各州收費系統不一，各有不同之ETC廠商（如

Kapche、Transcore等，皆有相當之準確度），由於跨州旅

行的需求，因此就有跨系統整合的需要，如Federal Signal 

Technologies公司即於現場展示一個自由流之收費設備

(號稱可整合五家不同ETC之專業技術)，如圖15、16。 

 

圖 15  多車道自由流 Tag系統(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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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多車道自由流 Tag系統 (2/2) 

三、 技術展示 

此次大會於會場週邊特別設置技術展示場地（如圖17），供各家

廠商展示其ITS技術及產品，展示內容分為安全、環境/永續、收費及

機動等4個主題，供與會者自由參加，部份因有名額限制，因此須事

先登記。 

圖17 技術展示場地配置圖 

控制器 

路側終端設備箱

設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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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會場側的展示場地外，亦有廠商利用其建置於實際道路上的現

有設備，進行實際展示。此次筆者，除於會場側的展示場參觀外，另

登記參觀2項展示： 

（一） Kapsch公司車載機與路側設備(V2I)之ITS應用：該公司將路上

設備建置於實際的高速公路上，並以示範車帶領參觀者實際行駛

示範系統運作的方式，其示範項目包括旅行者資訊、電子收費、

商用車管理等功能，均整合於一套系統內運作。其功能包括： 

1. 藉由路側設備提供給通過車輛特定交通資訊。 

2. 確認經過收費點，並告知費率。 

3. 偵測商用車資訊及狀況，並於車上機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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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Kapsch公司車機與設備通訊系統示範畫面 

（二） V2V防撞警示系統：藉由設置於車上，具共同協定的通訊設備，

發送車輛位置訊號，給可能發生碰撞危險的鄰近車輛，車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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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到訊號後，判斷可能發生碰撞並發出聲響，提醒駕駛人採取

必要的迴避作為。此項展示係由各主要車廠，如GM、TOYOTA、HONDA

等共同提供展示車示範，並於迪士尼樂園旁一處賽車場地進行示

範。 

 

圖X 車上說明V2V防撞系統 
 

圖X V2V防撞系統示範場地 

 

圖X V2V防撞系統實車示範1 

 

圖X V2V防撞系統實車示範2 

圖19 V2V防撞警示系統示範相關照片 

四、 技術參訪 

此次大會事先規劃8項付費之技術參訪行程，部份熱門行程並於

會前及報名額滿，筆者有幸報名坦帕灣區ITS設施（Tampa Bay Area ITS 

Facilities）及商用車營運（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s Tour）

2個行程： 

（一） 坦帕灣區ITS設施：又分為參訪佛州運輸部(FDOT)第7區坦帕灣

SunGuide區域交通管理中心及坦帕Selmon快速公路調撥車道及

管理中心（Tampa’s Selmon Expressway Reversible Lan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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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Center）。 

1. 坦帕灣SunGuide區域交通管理中心： 

(1) 管轄範圍涵蓋4個郡（Hillsborough、Pinellas、Polk、

Manatee），並同時具有坦帕灣區的區域交控中心、區域

通訊中心及緊急應變中心等3種角色及功能。 

(2) 中心計有操作人員、管理人員及資訊人員共計12人，其中

24小時輪班之操作人員於同一時段為2位（尖峰時適度增

加人員）。 

(3) 主要設施包括136英哩之光纖網路、275具車輛偵測設備、

130具以上之CCTV及74處之資訊可變標誌。 

(4) 此中心運用先進之資訊收集、處理及顯示功能，以促進道

路順暢及安全提升為其管理目標。 

(5) 控制室前方監控螢幕一般以顯示路上CCTV畫面為主，其他

交通及設備資訊主要於工作站顯示及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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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帕灣區交控中心 

 

緊急應變組織架構 

 

做為緊急應變中心之會議室 

 

緊急應變中心之通訊設備 

 

控制室一景 
 

控制室工作站顯示畫面 

圖20 參訪坦帕灣SunGuide區域交通管理中心照片 

2. 坦帕Selmon快速公路高架調撥道及管理中心： 

(1) 該快速公路為長15英哩，雙向4車道之公路，連接坦帕市

區至BRANDON市接75號州際公路，日平均交通量為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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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次，上下午尖峰之車流具有3:1的方向性（上午進入坦

帕，下午則反之），尖峰小時占15%，且98%為重複使用的

通勤族。 

(2) 由於平常日上下午及假日尖峰造成該路嚴重壅塞，尖峰管

理單位即進行改善方案的研究，由於其尖峰方向特性明

顯，最後決定於原快速道路之中央分隔帶興建一條3車道

之高架橋，並依據尖峰特性決定開放方向，例如上班尖峰

為往坦帕方向，下班尖峰則為往BRANDON方向，如此即可

提供尖峰方向5車道之容量，即實質上相當於一條雙向10 

車道的快速公路。另外亦計畫後續快速道路兩側平面段，

再拓寬為雙向6車道，雙向外側並再興建雙向之捷運軌道。 

(3) 於高架道路之坦帕市端設有一控制中心，該中心除監控包

括快速公路及市區道路狀況，及提供道路救援等服務外，

並執行調撥作業。 

(4) 該高架道路採取自由流電子收費系統，於路上設置收費門

架，於上設置收費設備，並以兩種方式執行收費作業，一

為佛羅里達州之Sunpass系統，用路人須事先申請，通過

感應後由用路人之帳戶直接扣款，其精確率達99%以上；

若未裝設電子收費設備者，則以車牌辨識系統確認車牌

後，帳單寄送登記車主繳款，依據管理單位資料，車牌採

取達98.2%，辨視率則為93%，由於没有收費門閘，因此不

須停等收費即可通過。 

(5) 該高架調撥車道開放通車後，尖峰時段之行車時間可由40

分鐘大幅縮短至10分鐘以內，成效非常卓著，廣受用路人

好評並獲各家媒體報導。 

(6) 若對於該計畫有興趣者，可上該管理單位網站

(http://www.tampa-xway.com/Default.aspx)了解細節。 

http://www.tampa-xway.com/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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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mon快速公路高架調撥道斷面示意圖 

 
Selmon快速公路高架調撥道空拍畫面 

 
監控及調撥作業控制室一景 

 
控制室監控畫面 

 
調撥工作站作業畫面 

 
收費設備門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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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道路上之收費設備門架 

 
收費設備(ETC感應器及車牌辨識 CCTV) 

圖 21 Selmon快速公路高架調撥道相關照片 

（二） 商用車營運：本項係參訪位於4號州際公路（I-4）上之地磅站，

該地磅站為設於路外，以匝道與主線連接。 

1. 該地磅站設有動態地磅系統，先行過濾貨車載重狀況，對於

合格車輛直接放行，若不合格或有需要者，則以號誌引導進

入地磅站，以靜態地磅做進一步查核。 

2. 因地磅站為路外，場地較為寬廣，除過磅站房及相關設備

外，另外其他單位亦可利用該場地執行其他項目之檢查，如

參觀現場即有農業單位，以幅射檢查設備執行貨櫃載運內容

之檢查。全套設備於整合於一輛大貨車上，載貨內容影像即

時顯示於駕駛座旁之工作站螢幕，惟詢問檢查人員，判斷載

貨內容需經訓練並仍需較長時間之經驗累積。 

3. 另現場亦由警察單位展示可移動式地磅尾車，並示範過磅操

作程序。另外拖曳警車之後車斗亦可攜帶一組4具之簡易式

地磅。經詢問現場員警表示，全套設備（含尾車、地磅設備

等）均需訂製，並且價格昂貴，惜實際金額因現場員警非訂

製單位故無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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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磅站開放標誌 

 
進入地磅站匝道 

 
引導號誌 

 
地磅站房及過磅作業 

 
地磅工作站 

 
超尺寸車輛過磅及後方警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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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貨內容檢查車及作業 

 
載貨內容檢查工作站 

 
活動地磅工作站 

 
活動地磅尾車及拖曳警車 

 
置放簡易地磅之警車後車斗 

 
簡易地磅操作情形 

圖22 參訪地磅站相關照片 

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對於參與ITS領域的世界各國產、官、學、研等人士，ITS世界

年會雖然只有短短的四至五天，然而透過會議、論文研討、展

覽及參訪等活動，可於最短時間內概略了解各國ITS發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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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技術，並取得相關資訊，可說是一個非常良好的交流平

台。 

（二） 此次印象特別深刻者為展覽及技術參訪部份，可以看到最新的

ITS產品實際運用的例子，部份以往屬於學術性或概念性的研究

及理念，此次都看到了成果，甚至部份已經實物化及商品化。 

（三） 由於電子科技近年來的進步，影像處理技術已漸趨成熟，由展

覽現場展示此方面的廠商數量，可以發現此為未來發展趨勢，

而本國亦不乏這方面的人才，實為未來鼓勵發展的方向。 

（四） 由此次展覽的內容而言，以筆者任職的高速公路管理單位，近

幾年來在ITS方面的投入及成果，與其他各國官方管理單位的展

示成果大致相似，顯見方向正確，尤其在先進交通管理、用路

人資訊、公共運輸等方面，並不輸於國外，部份在運用上甚至

部份超前，殊值參與單位及人員感到驕傲。 

（五） 此次大會的主題為「保持經濟活絡（Keeping the Economy 

Moving）」，可見在全球經濟風暴的衝擊下，如何克服經濟困

境來發展ITS，甚至利用發展ITS來帶動經濟活絡，已成為未來

一個努力方向。 

二、建議 

（一） 此次參與過程發現，投入ITS領域者已不僅在交通及資訊部門，

包括傳統的汽車到電子工業廠商，均有投入，顯見ITS之發展須

與相關產業結合，故國內在ITS推動，除須與相關產業結合外，

建議能有跨部會組織，方能創造更大之產值及應用空間。 

（二） 此次或因在美國舉行，路途遙遠，成本亦較高，故國內與會並

不多，且展覽現場並無以本國廠商為主之展出，亦未專設展覽

攤位，以介紹國內在ITS方面的成果，尤其本國在部份領域上不

輸國外，甚至有所超越，另一方面，國外成果及經驗有值得借

鏡者，亦值得派員了解參與，以做為未來發展的參考。因此建

議未來之大會，應在可能範圍內儘量擴大參與，如能整合國內

各界共同設展尤佳，除使本國ITS產業能與世界接軌，亦是拓展

台灣於世界能見度之絕佳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