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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服務相關法規說明
MaaS組織關係人與角色權責分析

MaaS營運組織發展相關法規層面議題歸納

新型態運輸服務之法律議題

相關法規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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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組織關係人與角色權責分析

交通部路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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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營運組織發展相關法規層面議題歸納

因MaaS尚未實際運作，
本計畫僅先就較顯明的
部分（運輸業）初探

分配消費者給各運輸供應商的行為

相關運輸、金融法規抵觸?

修法或另立新法？

未來消費者使用MaaS服務，必然發
生「預約」行為、一次性支費行為

1. 計程車運輸業

2. 客運業

3. 私家車配合MaaS公

司運作方式

4. 新型態運輸公司(如

MaaS公司)運作方式

與運輸業設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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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營運組織發展相關法規層面議題歸納

 公路汽車客運業未來配合
MaaS模式可能產生路線變
更之議題，目前欲改變路
線班次可援引104年8月已
定之「公路汽車客運業申
請調整客運路線處理原
則」。

 歸類目前較無探討之運輸
業行為包含：

 預約租車行為

 新型態運輸服務新法

 共乘等方面說明

主要可歸結為小汽車客運業
共乘、共享之法律面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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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態運輸服務之法律議題
(或稱網路運輸服務業)

新商業模式的衝擊

2014 年7 月舊金山當局證實，自從2012 年
Uber 在舊金山開始上線服務後，每部計程車的
月平均載客趟次從1424 趟次（每日約47 趟
次），巨幅衰落至7 月份的504 趟次（每日約
17 趟次），跌幅高達65％，在發源地舊金山，
Uber 計程車數量已經三倍大於傳統計程車。

Uber 在全球超過60 個國家展開業務，並且積
極跨界各類貨品遞送業務，如食品
（UberEats）、搬家（UberMOVERS）、機場
接送（UberRush）…等，顯出其以媒合平臺經
營為主的運作思想。因此，相關法規的跟進也
必須具有宏觀思維，非僅只於針對運輸業相關
法條的文字修訂。

性質類似之計程車營運公司，如中
國之滴滴快，刻下亦急起直追，爭
奪市占率卡位，誠然不只是載客運
輸，舉凡物品運送等「類」Uber的
服務正快速在世界各地被複製。

大趨勢而言，行動裝置、社群媒介、
大數據、物聯網的組合，引爆新一
波的產業變革，已經是現在進行式。

科技部於2015 年6 月舉行之科技發
展策略會議報告明示，先進製造前
瞻技術將布局於三大科技主軸，分
別是智慧機器人製造技術、物聯網
的全線偵測監控技術和巨量資料擷
取分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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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態運輸服務(或稱網路運輸服務業)，係近年來網際網路與手持式設備
蓬勃發展後的一種服務，其為一種透過特定網路媒合平臺與應用程式，讓
消費者與車輛服務提供者在平臺上進行交易。

 目前此類服務可追溯至2010年在加州舊金山市正式營運的Uber，此後類似
的服務，以共享經濟的名義如雨後春筍的推出。公開透明的資訊服務，完
整揭露並即時更新訊息，不僅可使整體客運業的營運管制更為精準，公路
主管機關亦能即時瞭解營運狀況，掌握民眾的旅運需求，讓運輸業者的經
營能以使用者服務思維，擴展多元服務態樣。

 美國加州為Uber最早發源的地方，為處理相關事宜，該州公用事業法已於
2015年7月1日修正並施行，把Uber提供的服務獨立為該法管制業別之一，
即屬網路運輸公司（Transportation Network Company），用以管制與
交通運輸有關的網路服務類型。因其為公用事業法規範範圍，故重點不是
行業或駕駛人本身，而著重於對公眾之保障，如公司是否提供保險等。

新型態運輸服務之法律議題
(或稱網路運輸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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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交通部門就小客車運輸業行業改革，公布「網絡預約出租汽
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自2016年11月1日起施行。該管理暫行辦
法計7章共40條條文，含總則（第1條至第4條）、網約車平臺公司（第
5條至第11條）、網約車車輛和駕駛員（第12條至第15條）、網約車經
營行為（第16條至第28條）、監督檢查（第29條至第33條）、法律責
任（第34條至第37條）及附則（第38條至第40條）。

 該管理暫行辦法係因應利用網路建構服務平台，並提供非傳統之職業
駕駛或營業車輛的運輸服務類型。服務類型區分為網路預約出租汽車
經營服務（指平台）、及網路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者（實際提供服務之
業者）二大類，並分別進行管理，如不得提供類似計程車之巡遊載客。

新型態運輸服務之法律議題
(或稱網路運輸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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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整國外案例可發現，將此類新形態運輸服務納管是各國
法規一致的方向。初步歸納國外案例得知，國外進行此類
新型態服務的管理時，在法規規範下均考量以下5大議題：

1. 經營本體定義

2. 營運責任歸屬

3. 駕駛與車輛營業資格

4. 保險制度規範

5. 經濟管制

新型態運輸服務之法律議題
(或稱網路運輸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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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營本體定義

美國加州、科羅拉多州與華盛頓哥倫比亞特
區稱為運輸網路公司(TNC)。TNC不得擁有自
己的車輛，僅為提供資訊服務的網路平臺，
此部分與我國現有計程車客運服務業的服務
方式類似。

2.營運責任歸屬

各國普遍認為新型服務的營運本體為一種服
務平臺，國內目前已有許多媒合消費者需求
與市場供給的服務平臺，消費者係透過該平
臺完成其交易行為，若商品有瑕疵等相關問
題，消費者需自行與賣家進行後續處理作業，
平臺僅站在協助立場，亦不負相關責任。

新型態運輸服務之法律議題
(或稱網路運輸服務業)

3.駕駛與車輛營業資格

非專職司機駕駛與私家車之營業資格，
未來是否須通過必要之相關資格認證。

4.保險制度規範

非專職司機駕駛私家車帶來之安全議題，
應透過責任保險進行風險承擔，故應訂
定合理保險額度。

5.經濟管制

資訊透明化帶來之自由競爭將會產生均
衡市場，傳統法令規定之數量或價格管
制皆無實質存在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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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建議

1. 強化汽車運輸業相關保險規範

2. 輔導白牌車加入多元計程車合法營運

3. 國道客運路線與地方路網結合之路權下放地方自治

4. 政府提供路邊及路外停車空間供汽機車共享使用

相關法規修正方向

中長期建議

1. 現有運輸業分類重新調整

2. 新增網路運輸服務業

3. 增訂無人自租式租賃車管理規範

4. 重新建構完備之道路交通法與道路運輸業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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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 國外法制化經驗借鏡:芬蘭建議計程車

 大眾運輸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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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服務示範區域相關規劃說明
MaaS 發展之四年行動計畫(2017~2020)

北宜交通現況說明

MaaS 示範計畫初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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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 發展之四年行動計畫(2017~2020)

推動目標 行動計畫 計畫概要 推動時程

推動都會型MaaS

示範計畫暨其營
運平台建置及擴
展

都會型MaaS示範計畫暨
營運平台建置計畫

以選定之都會區為示範規劃，以
平台或大眾運輸業者為營運主體

第一期第1,2年
第二期第3,4年

都會型MaaS營運平台擴
展計畫

以競爭型計畫擇優1-2都會區或都
市地區實施

第3,4年

推動區域型MaaS

示範計畫暨其營
運平台建置及擴
展

區域型MaaS示範計畫暨
營運平台建置計畫

以北宜走廊為示範規劃，以平台
公司為主體，結合國道客運與地
區公共運輸

第一期第1,2年
第二期第3,4年

區域型MaaS營運平台擴
展計畫

以競爭型計畫擇優1-2縣市之非都
市地區(包含遊憩區或偏鄉地區)

擴大實施
第3,4年

推動城際型MaaS

示範計畫暨其營
運平台建置

城際型之MaaS示範計畫
暨營運平台建置

以多區間城際公共運輸服務為實
施對象，並以競爭型計畫擇優1-2

項實施
第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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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宜交通現況說明

北宜走廊公共運輸
市占率已達約40%

假日遊客衍生地區
性人旅次可達百萬

改善地區性公共運
輸可以進一步減少
開車來的遊客，紓
解國五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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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宜蘭)

示範計畫營
運模式規劃

導入國道
客運公車
服務

多元隨需
公共運輸
服務

建立小汽
車之共享
平臺

平台會員
之開發與
宣導

MaaS示範計畫初步構想

善用既有資源

測試可能做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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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客運之運能整合

整合國道客運宜蘭端運能

提供十倍高品質接駁運能 北

宜蘭

中

宜蘭

南

宜蘭

台
北
端

整合成三個循環

1. 11條國道客運
2. 每日1500車次

提供類倫敦觀光公車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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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宜蘭循環線

不必花很多錢；馬
上可以做；很快可
以賺錢；不再抱怨
公車班次少

國道客運每日約1500車次

北宜蘭配置500車次

頭城交流道
下來後走1.6

公里先到礁
溪轉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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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道客運路網重整

 藉由國道路網重整，銜接宜蘭當地著名景點

 提供當地接駁服務(開放短邊售票服務)

 轉乘優惠，如：國道客運票價加30元，即可享當
日無限次地區接駁服務

 大幅減少國道客運乘客轉乘的不便

 北捷路網規劃原則

 轉乘機會最大化，轉乘次數最小化

 加速調整(北捷10年調整一次：北宜國道客運
發車模式每小時調整)

 建立國道業者新合作模式

 營收拆帳：成本基礎 + 績效基礎 + 多元化服務

(圖片來源：台北
捷運公司官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