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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幾十年來台灣地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不論是在都會區中或

是在城際間的各項活動都很頻繁，因此衍生出很大的旅運需求，造成

交通運輸設施不足、交通秩序混亂、空氣污染、都市噪音及道路交通

擁擠等問題，所耗費之龐大社會成本實不容忽視。 

一般而言，要解決此類交通問題之途徑，不外乎是減少運輸需

求，增加運輸供給，以便達到運輸供需平衡的目標。在增加運輸供給

方面，可能措施包括拓寬現有道路、開闢新道路等，然而在增加運輸

供給的同時卻又吸引更多的運輸需求，造成新的問題。因此近幾年

來，世界各國嘗試利用運輸管理的手段來解決交通擁擠的課題，而發

展大眾運輸系統是目前大多數人公認改善交通問題最有效策略之

一。在發展都市大眾運輸系統時，其規劃以及每日營運流程包括有

1.路線之設計、2.站位（含招呼站）佈設、3. 發車頻率（headway）

制定、4.時刻表（timetable）排定、5.車隊（含人員）調度（含每日

營運時的機動調度）、6.內部相關資訊使用等幾個部份。其中路線之

設計、站位佈設、以及發車頻率的規劃多受限於公路主管機關之政策

管理或是需要大量的調查資料方能完成。因此，對於大眾運輸系統營

運者而言，藉由時刻表排定與車隊管理以及調度以提供民眾一個準

時、可預測、有效率的大眾運輸環境，以及透過資訊的利用來增進內

部營運的績效是短期內最易掌握且容易收到成效方式。 

近年來隨著資訊以及通訊的快速發展，世界各國紛紛提倡利用

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ITS）來作為解決上述

課題的方法。在 ITS 中的先進大眾運輸系統（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PTS）子系統即是針對大眾運輸系統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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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 APTS 中，通常利用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或是其他的定位技術來取得車輛的即時定位資料，並據以建立

一套提供公車乘客車輛位置即時資訊系統，同時大眾運輸業者也可以

利用定位資料來作為改善有關車隊管理、車輛調度、以及營運管理的

有效方式。 

然而綜觀國內目前的大眾運輸業者，除了少數幾家規模較大之

業者能夠有足夠的資源來開發此項系統外，大多數的業者均有待政府

的補助來使得此類系統的實施得以實現。但在現實的運作上，政府又

不太可能就每一公司分別予以補助來開發專用的個別系統，因此一項

可行的做法即是開發一套各家業者均能適用的車隊管理以及車輛調

度核心模組，這套核心模組可以包含各家業者共通的部份，或是提供

一些基本的功能，然後各家業者可以依此核心模組為基礎，再略加修

改後就可以快速發展出所需要的系統。如此就能夠用最快速的方式來

協助各業者充分利用現代科技來增進其營運效率與提升服務品質，進

而達到鼓勵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目的。 

有鑑於此，本所與本部科技顧問室在民國八十九年度與九十年

度和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合作分別進行「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

統核心模組之規劃與建置」與「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推

廣應用」，這兩個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系統分析、核心模組的開發、

相關技術開發與系統的測試，在系統中採用了物件導向的技術，以上

所述的模組由元件組成，而每個元件再由物件所組成。各家客運公司

可以依照本身的需要，利用這些已開發完成的元件來加以組合，若有

不足之處，則可以透過自行開發特定元件的方式，來加以補強，無需

重頭開發完整的系統。目前這兩個計畫均已經完成，對於車隊調度的

核心模組已經初步開發完成，並針對國內七家不同性質的業者進行績

效測試，結果令人滿意，同時也舉辦了數場的推廣說明會，獲得了廣

大的迴響。由這些成果可以具體說明核心模組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

也確實能夠為業者所接受，應該是國內推動 APTS 的一個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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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這兩個計畫的執行過程中，發現對於大眾運輸業者而言，

其關切的工作除了車隊的調度之外，公司內部管理資訊系統的使用

（包括人事、薪資、機務、票務等），也是重點之一。因此若是想要

讓廣大的大眾運輸業者能夠充分接受先進大眾運輸系統與核心模組

的觀念，有必要將核心模組的應用範圍擴大至業者關心的管理資訊系

統服務項目，使業者能夠進一步享受到這套系統所能夠帶來的好處。 

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將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功能

進一步擴充，以利客運業者得從中擷取所需資訊擴充應用於其管理資

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MIS)上，如此客運業者即能

充分利用車隊管理系統與資訊管理系統之整合資訊，共同提昇整體內

部管理系統之效率，進而降低營運成本，以擴大車隊管理系統所產生

之附加價值與功能。 

1.2 研究範圍及對象 

本研究依據前兩期計畫之成果，將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功

能進一步擴充應用於管理資訊系統上，故研究範圍於系統模組功能方

面限定在與車隊管理系統中資料流向較具相關的人事管理、薪資管

理、票務管理與機務管理四方面，至於獨立性較高的財務管理與會計

管理則不在本期計畫的研究範圍內。 

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希望能涵蓋國內汽車客運業者的運輸

資訊管理行為，包括市區公車業者、地區路線客運業者與國道路線客

運業者三方面。因此在測試對象選擇方面，本研究透過中華民國公共

汽車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的協助，選擇市區公車、地區路線

客運與國道路線客運此三種不同營運型態各一家之客運業者作為本

研究系統之測試對象。 

1.3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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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利用「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推廣應用」計

畫案中所定義出的相關元件與物件格式，配合所選定測試業者之實際

需求，在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下，對其營運管理及內部資訊 MIS 流

程進行分析與規劃，然後依其規劃結果修正並加值其相關元件物件，

最後組合成一符合業者需求之系統，以提升業者營運效率進而提高服

務品質。研究流程如圖 1.1 所示。 

首先進行相關的文獻回顧與蒐集，同時徵求自願參與測試的業

者，繼而對參與測試之業者進行內部 MIS 流程分析，並規劃所需之

系統功能。以上步驟完成後，則進行元件的開發並組成系統，其次開

始進行實地的測試與績效分析。最後則是撰寫相關的文件以及對相關

客運業者舉辦成果說明會。以下說明各階段之工作內容。 

1.國內外相關文獻收集與現況評析： 

本研究透過相關資料的收集與回顧，對國內外如何結合運輸車

隊管理與資訊管理系統之方式進行探討。在資料收集方面，主要透過

網路、光碟資料庫、期刊、雜誌、與相關文件等方式來加以搜尋。至

於現況與系統分析方面，主要是瞭解國內現有的類似系統並對客運業

者進行實際訪談，以了解客運公司現行的運作情況，並對現況做出完

整的分析。實地訪談的業者，包含國道路線客運、地區路線客運與市

區公車三大類。 

2.選擇測試應用對象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範圍為國內汽車客運業者，因此所選擇的測

試對象也涵蓋國道路線客運、地區路線客運與市區公車業者，作為本

研究的測試對象。 

3.訪談調查客運業者 MIS 需要之資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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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訪談對象，分別就其對管理資訊的需求作深

入的瞭解，並定義出客運業者 MIS 所需要的資訊內容，並就其關係

作一個系統分析。 

在這項工作中，所訪談的對象包括國道路線客運、地區路線客

運與市區公車，同時也涵蓋成立已久的老公司以及最近幾年才成立的

新公司。至於在地理位置的考量上，則盡量涵蓋北、中、南各地區。 

4.分析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應配合擴充之功能項目 

根據上述訪談可得到有關客運業者在管理資訊系統上的需求，

其次根據這些需求來分析在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中所應該配合擴

充的功能項目。當這一階段的工作完成後，可以具體規劃出能夠滿足

業者所需要的核心模組分類及其功能，同時可以根據各功能項目所需

開發時程與經費及其重要性，來規劃分期開發的順序。對於列在近期

需要開發的項目，則在本期計畫中予以開發完成，包括開發人事、薪

資、票務、機料等系統項目。 

5.開發客運業者 MIS 系統之核心模組，以利與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

結合 

在確定客運業者 MIS 系統所需開發之核心模組項目後，則依據

前期計畫中所定義有關元件的匯入、匯出格式，來撰寫開發新的元

件，以便能夠與目前已開發完成的現有元件整合，成為一個完整的核

心模組系統。 

6.分析客運業者應用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於 MIS 之方式，並進行實

用測試 

在決定測試對象後，本研究即針對該測試業者有關車隊管理及

內部 MIS 流程等相關資料，進行客運業者應用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

組於 MIS 之分析，以作為系統建立時之參考依據。本研究將各家業

者所需的核心模組元件，依據所定義出的組合規範逐一加入系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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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所需要的參數及進行必須的程式碼修改，完成後重新編譯程式，

以產生各家業者所需要系統，並進行實際測試。 

當系統組合完成後，接下來則進行實際的應用測試。本研究針

對業者內部 MIS 部分（依據本研究所規劃開發之功能項目）進行系

統測試。在實際測試時，觀察記錄使用的情形以及需要修正的地方，

視需要隨時修改系統。 

7.評估客運業者應用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於 MIS 之效益 

為了能夠取得具體的數據，以便往後推廣時能夠順利展開，並

讓客運業者瞭解本核心模組之效益，本研究進行系統效益的評估與分

析。首先參考前期計畫所提出的評估指標，經過適當的修正之後，依

照所提出的指標來進行資料的收集與效益評估，評估係包括事前與事

後的績效評估。 

8.撰寫操作使用手冊，以利全面推廣 

為了使本核心模組系統能夠順利推廣應用，本研究將系統操作

步驟依據功能及使用方式撰寫成手冊，以利操作人員使用，同時編寫

相關的文件（包含系統操作手冊、系統技術手冊等）作為往後推動時

候的重要參考文件。希望藉由這些相關手冊的協助，能讓以後本系統

的推廣應用更為順利。 

9.辦理說明研討會 

為使業者瞭解如何將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擴充應用於 MIS 系

統上，本研究在系統測試評估完成後，配合舉辦兩場的成果說明暨研

討會，此研討會主要邀請相關客運業者及地方主管機關與會，在會中

以參與實地測試的客運業者作為個案，將其使用成效介紹給其他的業

者。希望透過以上的做法，能夠增加其他業者對本系統的接受程度，

以達到系統推廣應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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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回顧 選擇測試應用業者

訪談調查客運業
者MIS需求

開發MIS系統核
心模組,並與車
隊管理系統結合

整合測試

系統效益評估

撰寫說明文件

舉辦成果發表會

修
改

系統建立

分析車隊管理系
統核心模組配合
擴充之功能項目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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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進大眾運輸系統發展現況探討 

有鑑於本期計畫之重點在於核心模組管理資訊系統之開發，因

此本章將先介紹現行國內業者管理資訊系統之發展，再分別介紹國外

之發展現況，以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2.1 國內發展現況 

公車營運管理資訊化在最近政府極力推動先進大眾運輸系統

（APTS）後逐漸受到重視，但在發展 APTS 初期較著重於研究車隊

管理系統（FMS）方面，在管理資訊系統（MIS）這方面的研究較少。

由於車隊管理的資訊化必須與公司內部的管理資訊系統相結合才能

發揮資訊化的更大效能，因此 MIS 之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然而對於

客運業者來說，MIS 是業者內部的機密，相關資料並不容易取得，因

此本節僅針對近期數位式行車記錄器以及公車動態資訊系統與車載

行車安全裝置之研發進行文獻回顧，以作為本研究之參考。 

1. 公路客運行車監控之研訂及駕駛與車輛資料庫管理系統之研發—

數位式行車記錄器之應用 [16] 

藍武王、張季倫等人，於該研究使用輔助回歸法 (auxiliary 

regression)驗證十一項監控指標，研究結果發現可將十一項監控指標

濃縮為四大具代表性且用來評定駕駛習慣之指標，即異常轉速、急加

減速、車速不穩與違規超速，四項指標內容詳述如下： 

(1) 異常轉速：即引擎在低檔位高轉速或高檔位低轉速下運轉之狀

況，包含引擎轉速、速率與檔位之對應關係，由於引擎轉速過

高或過低會增加油耗，因此透過引擎轉速與速率之關係作為異

常轉速之判斷，並以檔位為輔，除了用來驗證偵測機制正確與

否，亦可提供駕駛改善不當換檔行為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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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急加減速：即駕駛急踩油門或煞車，由於急加速和急減速是造

成追撞與尾撞的主因，因此利用急加減速度為指標，以衡量駕

駛加減速之行為。 

(3) 車速不穩：同急加減速指標，即針對駕駛加減速情形進行偵測，

由於速率變動大小與駕駛行為有直接關係，因此以加減速率標準

差與平均速率之比值為指標，以衡量行車速率之穩定程度。 

(4) 違規超速：即行車速率超過規定速限，透過行車速率之偵測直

接判斷駕駛超速行為，因此利用速率(KPH)為衡量指標。 

於建立四項主要評估指標後，作者建立資料庫記錄數位式行車

記錄器之資料，並開發使用者介面顯示分析結果。 

2. 公車動態資訊系統與車載行車安全裝置之研發與示範計畫 [12] 

該計畫將研究架構及內容區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第一部份：

總論、第二部分：系統示範、第三部分：系統推廣應用（含技術與操

作手冊）。 

在「第一部分：總論」中，該研究從回顧分析國內外先進大眾

運輸系統的發展現況及所使用的相關技術著手，研擬先進大眾運輸系

統之發展永續機制，分析先進大眾運輸系統的發展需求，進而以公車

動態資訊系統為中心，提出了一個符合永續機制的智慧化公車系統架

構，可使公車動態資訊系統朝向一個功能多樣化的加值資訊服務平

台，使之能利用其加值功能所帶來的經濟效益進行運作，達到永續經

營的目的。該研究特別針對系統的整體架構、通訊媒介、服務功能進

行整體性的規劃，同時亦對公車動態資訊系統運作的前後端各模組及

資料庫、中心端之公車業者及資訊系統服務商的營運作業加以規劃設

計；另外對於先進大眾運輸系統與悠遊卡電子票證系統的整合規劃、

車載行車安全裝置相關系統的研發成果亦有詳細的描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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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分：系統示範」中，該研究分為三個部分來進行系

統示範，分別為：台北市 285 路線公車動態資訊系統更建與示範、台

北市 617 路線智慧化多媒體公車系統研發與示範、資訊服務商之服務

系統開發與作業示範。 

在「第三部分：系統推廣應用」中，本研究根據招標文件上之

要求，分別編撰各示範系統所需之技術手冊及操作手冊，針對部分示

範系統並提出後續之系統品管、維運及推廣計畫。 

2.2 國外發展現況 

由於 MIS 是屬於公司內部進行日常作業管理之操作系統，具有

高機密性，國外文獻亦較少著墨，因此本節係針對國外常用的機務管

理系統作一介紹，作為相關研究之參考。 

1. CollectiveData 

CollectiveData 為美國一家超過三十年軟體設計經驗的電腦資訊

公司，其主要系統設計方向為企業管理系統與車隊管理及維修系統，

該公司的客戶包括了 Chicago Midway Airport、Fifth Third Bank、Fuji 

Color Processing 及 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 等著名公私立機構。

其中 CollectiveFleet 軟體是屬於電腦化（Computerize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CMMs）的車隊維修管理系統，其主要功能如下

所列： 

(1) Equipments(設備管理) 

(2) Scheduling(車輛維修排程) 

(3) Tire Log（輪胎管理） 

(4) Driver(駕駛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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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uel Log(油料管理) 

(6) Accidents/Claims（意外管理） 

(7) Insurance/Insurance Payments(保險給付管理) 

(8) Traffic Violations（違規管理） 

(9) Job Orders(任務排程) 

(10) Security(系統安全管理) 

其相關系統操作畫面如下所示： 

 

圖 2.1CollectiveFleet系統操作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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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CollectiveFleet系統中設備管理操作畫面 

 

圖 2.3 CollectiveFleet系統中駕駛管理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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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CollectiveFleet系統中油料管理操作畫面 

 

圖 2.5 CollectiveFleet系統中工作排程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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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GZ 

COGZ Systems 主要為維修操作管理系統提供一個高品質且創

新性的解決方式，能大幅增加客戶設備的績效及效能，其主要的產品

為 COGZ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oftware，是一個整合性的維修系

統軟體，其主要功能如下： 

(1) Equipment Maintenance(設備維修) 

(2) Work Order Management(工作排程管理) 

(3) Preventive Maintenance(預先維護) 

(4) Inventory Control(存貨控制) 

(5) Purchasing(訂購管理) 

其相關系統操作畫面如下所示： 



 2-8 

 

圖 2.6 COGZ MMS系統操作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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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COGZ MMS設備維護操作畫面 

 

圖 2.8 COGZ MMS工作排程管理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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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COGZ MMS預先維護操作畫面 

 

圖 2.10 COGZ MMS存貨管理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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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COGZ MMS訂購管理操作畫面 

 

3. MaintStar 

MaintStart 成立於 1984 年為一專業工程顧問公司，現正逐步發

展成為一個企業資產維護軟體的全球供應商角色，其最著名的產品為

MaintStar，在全球已經有超過 500 家企業使用這套軟體，軟體特色為

使用『模組化』的觀念來設計，不同的企業可針對自己本身的需求架

構系統的功能，其主要功能如下： 

(1) Setup Module(系統設定) 

(2) Security Module(安全權限管理) 

(3) Work Order Module(工作排程管理) 

(4) Inventory(存貨管理) 

(5) Fleet/Tire(輪胎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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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MaintStar系統操作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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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MaintStar系統設定操作主畫面 

 

 

圖 2.14 MaintStar安全權限管理操作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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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MaintStar工作排程管理操作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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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車隊管理系統核心模組成果說明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將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功能進一步

擴充，以方便客運業者從中擷取所需要的資訊，再加以擴充應用於其

管理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 MIS)上，如此客運業

者即能充分利用車隊管理系統與資訊管理系統之整合資訊，共同提昇

整體內部管理系統之效率，進而降低營運成本，以擴大車隊管理系統

之附加價值與功能，因此本章節先針對車隊管理系統的研發相關成果

作一說明，以作為研發管理資訊系統之參考依據。 

3.1 國內大眾運輸車隊營運管理現況 

根據訪談客運業者與座談會之探討結果，國內大眾運輸車隊之基

本功能需求可區分為「每日營運前之排班作業」、「突發狀況之即時

調度」以及「每日營運狀況紀錄」等三項，此即為本研究規劃與建置

之「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中所應涵蓋之三項基本功能，

茲就三大功能之需求分析內容說明如下： 

1. 每日營運前之排班作業： 

經考量業者實際需求及俾利未來系統運作順利，排班作業需包括

「手動排班」、「模式排班」、「調整既定排班」以及「現有班表連

結轉換」等四項主要功能。 

(1) 手動排班：此功能主要是針對習慣以手動方式操作之調度員而

設計，主要在協助調度員完成排班作業所需之相關報表，及當

日駕駛與班次的管制工作，因此在該功能中需具備依據調度員

之排班結果自動產製「駕駛日報」及「班次管制表」之功能，

而由於排班作業在營運前即需排定，且需提供書面報表作為駕

駛員及調度員每日營運與管制之依據，故本系統需提供相關資

訊「列印」之功能，以作為駕駛員及調度員每日營運之參考依



 3-2 

據。此外，為便利調度員進行每日班次的管制或歷史資料的查

詢，系統中需有簡單具親和力的「查詢功能」。 

(2) 模式排班：由於傳統手動排班作業對於人力之依賴性過高，且

較不具效率，因此在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中，亦將嘗試構建數

學排班模式，以提昇傳統人工排班之作業效率。在模式排班中

如同手動排班般，亦需具備查詢、相關報表產製、儲存及列印

等功能。 

(3) 調整既定班表：若在營運日前即知道駕駛員或車輛有不能出勤

的狀況，則調度員勢必要調整原先已排定之人員編組表、車輛

編組表以及運行表，所以在調整既定班表項目中需具備「調整

人員派車表」、「調整車輛編組表」及「調整路線運行表」等

三項功能。 

(4) 現有班表連結轉換：由於目前部分業者已具有管理資訊系統進

行班表的相關管理工作，所以在系統設計上亦必須具備與業者

既有班表轉換的功能，以利未來系統的推動。 

2. 突發狀況之即時調度： 

突發狀況即時調度作業之特性在於調度員需有效掌握狀況發生

時之即時資訊，以作為實際調度之依據，故即時調度作業應包括「即

時營運狀況反應」、「手動調度」及「模式調度」等三項功能。 

(1) 即時營運狀況反應：即時調度的關鍵在於調度員對司機員及車

輛即時營運狀況的掌握，因此系統中需整合相關資料庫與技

術，提供「人員即時營運狀況」與「車輛即時營運狀況」兩項

功能。 

(2) 手動調度：經考量調度員之作業習性與系統推廣之難易度，即

時調度作業中亦應如同排班作業般，保留調度員手動調度功

能，而該項作業亦需同時具備查詢、相關報表產製及列印等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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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式調度：即時調度首重調度的時效性，由於人工調度作業時

間長不具穩定性，因此在本研究所建置之系統中，亦嘗試構建

即時調度之數學模式，透過電腦的快速運算，提昇作業效率。

在模式調度中如同手動調度般，亦需具備查詢、相關報表產

製、儲存及列印等功能。 

3. 每日營運狀況紀錄： 

每日營運狀況紀錄作業主要在記錄與查詢每日營運狀況，主要包

括「管制班次營運狀況」、「車輛到站時間預估」及「產製相關統計

報表」等三項功能。 

(1) 管制班次營運狀況：該作業提供調度員查詢當日營運狀況，並

且使調度員能夠輸入駕駛員的違紀情況，以作為日後計算獎金

或升等考核依據，故其應包括「查詢」與「輸入駕駛違紀」兩

項功能。 

(2) 車輛到站時間預估：車輛延誤為產生即時調度之主要原因，調

度員若能依據即時路況，有效掌握車輛到站時間，將可使即時

調度作業更具彈性。由於目前許多公車均已配置 GPS，對於車

輛所在位置均能確實監控，因此如何依據 GPS 所傳回資訊，

準確而快速的預估到達時間亦是即時調度作業中不可或缺之

功能。 

(3) 產製相關統計報表：在客運業者的經營管理上，營運決策的調

整、成本的計算及駕駛員薪資的計算端賴完整的營運統計資

料，因此未來系統中需具備人員當日營運紀錄及路線營運紀錄

兩部分等相關統計功能，以提供業者完整之營運資訊，同時增

加業者使用本系統之意願。 

以上流程可用圖 3.1 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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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大眾運輸營運管理流程圖 

 

3.2 系統核心模組規劃 

依據上述國內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現況分析結果，車隊管理系統之

核心模組可分為 1.班表產生模組、2.營運管理模組、3.預估車輛到站

時間模組、4.設定與資料處理模組、5.統計與列印模組及 6.系統管理

模組等六部分，現分述如下： 

1. 班表產生模組 

此模組的主要功用是用以產生每日營運所需的駕駛日報及路線

管制表資訊，以供本系統後續運作之使用。在此模組中包含二組元

件，分別是自動排班元件及手動排班元件。在每組元件中，內部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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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者
操
作
介
面

進行格式轉換

進行排班

進行最佳化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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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個達成各元件功能目的之相關物件，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

物件。 

2. 營運管理模組 

此模組中包含三組元件，分別是車輛監控元件、營運管理元件及

系統調度元件，在每組元件中，內部亦有數個達成各元件功能目的之

相關物件，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物件。 

其中車輛監控元件主要功用係提供使用者對車輛目前即時的所

在位置，進行查核管理的工作。而營運元件包含四種元件：單一場站

營運管理元件、多場站車調合一營運管理元件、多場站車站端營運管

理元件及多場站調度站端營運管理元件，其主要功用係提供管制調度

人員即時查核、記錄各班次營運執行之狀況。而系統調度元件主要功

用係於調度時自動產生調度方案以供使用者參考，或以手動方式完成

即時調度的工作。 

3. 預估車輛到站時間模組 

此模組的主要功用是計算營運中班次到站的預估時間，以供站內

調度人員管理班次運行之參考。此模組僅包含一組元件，而內部亦有

數個達成元件功能目的之相關物件，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物

件。 

4. 設定與資料處理模組 

此模組中包含五組元件，分別是資料庫連結元件、資料處理元

件、資料維護元件、設定（匯入）元件與設定（匯出）元件；其中資

料庫連結元件是作為系統與資料庫間溝通的橋樑，而資料處理元件和

資料維護元件功用是針對人員、車輛等一些基本資料的維護處理工

作；另外設定（匯入）元件與設定（匯出）元件的主要功用則是針對

已有內部資料管理系統的業者們，提供一資料匯入與匯出的方式，以

避免資料的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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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組元件中，內部均有數個達成各元件功能目的之相關物件，其中

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物件。 

5. 統計與列印模組 

此模組中包含營運資料統計元件及列印元件兩組元件。其最主要

的目的係提供業者有關當日營運路線之相關資訊，以供業者在路線營

運、人員考核及員工薪資計算等相關方面之參考，並提供相關資訊之

列印功能。在這兩組元件中，內部亦有數個達成各元件功能目的之相

關物件，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物件。 

6. 系統管理模組 

此模組僅包含系統管理元件。主要是提供一個 Base Windows，

以作為控管系統其他功能之用，以及提供系統管理者對於使用者進行

使用層級與進入系統帳號、密碼之設定管理，以此確保系統使用之安

全性。 

上述系統模組規劃圖如圖 3.2 所示。 

基本上，系統內部實體是以 1.系統模組、2 系統元件及.3.相關物

件等三層的方式架構。最上層為系統模組部分，其中則包含數個第二

層的系統元件；而每個系統元件中亦包含十數個的相關物件。各層的

功能說明如下： 

1. 系統模組： 

此係為達成特定系統所要求之功能規劃而產生，其中各個模組由

相關元件所組成。系統模組為構成本系統實體架構之核心。 

2. 系統元件 

系統元件之主要功用為達成某些特定功能，而由相關物件組合而

成。歸類在各相關模組之下，此為組成系統之主要實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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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排班(SHA00100)
*週期設定(SHA00200)
*初始值設定(SHA00300)
*勤務表日期設定(SHA00400)

自動排班元件

*手動排班(SHM00000)

手動排班元件

*單一場站 (OPR00100)
*多場站車調合一 (OPR00200)
*多場站車站端 (OPR00300)
*多場站調度站端 (OPR00400)

營運管理元件

*訊號接收 (EST00100)
*路線設定 (EST00200)
*計算到站時間 (EST00300)
*顯示預估到站時間(EST00400)

預估到站時間元件

*路線營運統計(STA00100)
*人員營運統計(STA00200)

營運資料統計元件

*車輛監控(AVL00100)

車輛監控元件

*模式自動調度 (DSP00100)
*手動調度 (DSP00200)

系統調度元件

設定與資料處理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營運管理模組

預估車輛到站時間模組

統計與列印模組

*車站資料處理 (DBA00100)
*車輛資料處理 (DBA00200)
*人員資料處理 (DBA00300)
*路線資料處理 (DBA00400)
*營運狀況資料處理(DBA00500)
*勤務表資料處理 (DBA00600)
*現有班表資料處理(DBA00700)

資料處理元件

*車站資料維護 (DBA00101)
*車輛資料維護 (DBA00201)
*人員資料維護 (DBA00301)
*路線資料維護 (DBA00401)
*營運狀況資料維護(DBA00501)
*勤務表資料維護 (DBA00601)
*現有班表資料維護(DBA00701)

資料維護元件

*匯入路徑設定 (IMP00100)
*資料庫匯入欄位設定(IMP00200)
*連結匯入 (IMP00300)

設定(匯入)元件

*匯出路徑設定(EXP00100)
*資料庫匯出欄位設定
(EXP00200)
*連結匯出(EXP00300)

設定(匯出)元件

*系統資料庫連結(SYS00000)

資料庫連結元件

*系統管理 (SYS00100)
*系統管理輸入 (SYS00200)
*系統主畫面 (SYS00000)

系統管理元件

系統管理模組

*駕駛日報列印 (RPT00100)
*營運統計列印 (RPT00200)
*駕駛日報預覽列印(RPT00300)
*人員營運預覽列印(RPT00400)
*路線營運預覽列印(RPT00500)

列印元件

 

圖 3.2 車隊管理系統模組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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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物件 

此為因應特定相關系統功能而規劃，內部包含資料欄位、運作流

程函數及特定事件（events），此置於相關元件之中。 

3.3 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由於車隊管理與車隊調度屬於高度非結構化的問題，因此該系統

採用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就一個決策支援系統而言，通常由三個部

分所組成，分別是介面子系統、資料庫管理子系統與模式庫子系統等

三部分，本系統所採用的決策支援系統亦是由此三部分組成（圖

3.3），以下就分別加以說明。 

使用者介面

模式庫資料庫管理

系統暫存表格

使用者設定業者資料
庫路徑及相關資訊

設定

業者資料庫

連結轉換 使用者設定各視窗之
相關屬性

操作系統

每日營運模組

手動排班模組

模式排班模組

手動調度模組模式調度模組

使用者

◎ScriptFile檔案
◎資料庫路徑相
    關資訊檔案

 

圖 3.3 大眾運輸車隊管理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1. 模式庫子系統 

本核心模組系統為符合國內大眾運輸車隊之營運管理需求，因此

在模式庫之部分將採用建築元件（Building Block）的觀念來構建本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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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庫。所謂的建築元件可以視為能夠構建一個完整系統的基本單位，

例如資料連結、資料匯入、系統排班、手動排班、系統調度、手動調

度及每日營運等相關流程都可以視為一個建築元件。在這個架構下，

業者可以依照個別公司的需求，選擇所需要的元件來組成適合使用的

系統。 

2. 資料庫管理子系統 

在該系統中除非業者本身尚未有相關資料庫的建立，並不真正包

含一個資料庫。為了避免造成資料重複輸入的負擔以及資料庫同步化

的技術困擾，該系統可以直接使用各個客運公司目前所正在使用的資

料庫。因此在資料庫管理子系統中，主要構建業者原有系統資料庫與

該系統間的傳輸管道。 

這個資料庫管理子系統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能夠與各家不同的

現有資料庫來作連結。由於不同業者可能會採用不同的作業系統或是

不同的資料庫，再加上各業者所採用的資料庫格式也會有所不同，因

此此資料庫管理子系統採用一個具有使用者界面親和力的方式，以描

述檔案（script file）為媒介來進行資料庫之連結與轉換工作。在系統

中將會依據業者所輸入的相關資料庫路徑設定及檔名連結等資訊，自

動在系統內產生描述檔案，而在連結轉換時系統將自動載入此兩檔案

中之資訊，以完成資料連結轉換之工作。 

採用這個方法的最大好處就是能夠具有充分的彈性，無論業者使

用的資料庫格式如何設計均能夠符合所需，同時當業者改變自己資料

庫設計時，只要來勾選視窗畫面上所使用的資料庫選項即可，不用再

花時間從程式的原始碼中來修改，如此業者可在不用付出額外成本的

情況下，與該系統作充分的整合，將可提高業者使用該系統之意願。 

3. 介面子系統 

由於本系統之組成是由各建築元件（Building Block）搭配而成，

因此在選擇各類視覺化建築元件時，即可針對此視覺化元件視窗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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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參數（如顏色、字型大小等）進行設定，以符合業者對於介面之要

求。 

3.4 系統模組關連 

本研究核心模組系統是採用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利用建築元件

（Building Block）觀念，採模組化的開發方式來進行系統開發，在瞭

解各模組及元件的內容後，最重要的即是各模組及元件間的關連。系

統模組關連的主要目的為二：一是為方便客運業者能依自有管理制

度，取用各模組下所需元件來建立車隊管理系統；二是為使系統內各

元件及模組間的資料能有效運用及流通。其模組關連圖如圖 3.4 所示。 

Ⅵ

E

Ⅷ

Ⅸ

Ⅶ

A

B

Ⅴ

Ⅰ

Ⅱ

Ⅲ

Ⅳ C

D

系統管理模組設定與資料處理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營運管理模組

預估車輛到站時間模
組

統計與列印模組

資料維護元件

資料處理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料庫連結元件
手動排班元件

自動排班元件

列印元件

統計元件

預估到站時間元件

系統管理元件

車輛監控元件

營運管理元件

系統調度元件設定(匯出)元件

 

圖 3.4 車隊管理系統模組關連圖 

其相關說明如下。 

1. 在系統關連圖中，由編號 A、B、C、D、E 等五條線段所連接的元

件，乃是組成系統的重要元件。至於編號Ⅰ、Ⅱ、Ⅲ、Ⅳ、Ⅴ、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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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Ⅷ、Ⅸ等九條線段所連結的元件，乃是輔助系統之其他功能，

因此在組成系統時，則可依據業者需求而參考使用。 

2. 系統可藉由「自動排班元件」（經線段 A）、「手動排班元件」

（經線段 B）及「設定匯入元件」（經線段 C）三種方式所產生之

營運班表，傳遞至營運管理元件中，以供系統運作之用。 

3. 在產生調度情況時，系統可由「系統調度元件」（經線段 E）產生

最新調度資訊，再傳遞至「營運管理元件」後供系統運作使用。 

4. 營運結束後，如業者想將營運資訊回傳至業者系統表格中，則可

利用「設定匯出元件」（經線段 D），透過「營運管理元件」將相

關營運資料匯出至業者資料庫中。 

5. 如業者想知道預估到站時間資訊，則可利用「預估到站時間元件」

（經線段Ⅶ），將相關資訊送至「營運管理元件」中，以供業者參

考。 

6. 如業者想即時掌握車輛的最新位置，可利用「車輛監控元件」（經

線段Ⅵ），找出車輛的定位點。 

7. 如業者想統計或列印相關營運資訊，透過「營運管理元件」將資

訊傳至「列印元件」（經線段Ⅷ）與「統計元件」（經線段Ⅸ）中，

以進行統計與列印工作。 

8. 為輔助「自動排班元件」以及「手動排班元件」之所需，系統可

透過「資料處理元件」（經線段Ⅰ、Ⅱ）及設定匯入元件（經線段

Ⅲ、Ⅳ），將所需之基本資料，傳送至「自動排班元件」與「手動

排班元件」中，以輔助排班工作之執行。 

9. 如需維護基本資料，則可利用「資料維護元件」（經線段Ⅴ），

將新增、刪除及修改後之資料，傳遞至「資料處理元件」中。 

10.由於「資料庫連結元件」是系統與資料庫溝通之橋樑，因此必須

使用。而「系統管理元件」是管理系統使用者之工作，亦必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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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便業者可依其所需之功能，選擇各模組內之相關元件來組成

系統，本研究遂設計各模組內之各元件中亦包含一至數個所屬相關細

部元件，客運業者則依實際功能需求，選擇及調整內部相關參數設

定，再遵循系統組裝方式，即可組成符合各業者需求之系統。 

3.5 系統組成方式 

在系統組合方面，則依據 1.抓取物件、2.進行程式設定及 3.進行

物件使用連結設定等三步驟進行組合。其步驟分述如下： 

1. 抓取物件 

在進行完系統需求分析後，則依據使用者所分析出之結果進行抓

取物件之動作。使用者先進入系統，選擇 File/New Items(如圖 3.5)，

即可進入 Delphi 的 Object Repository 中，本系統的所有元件、物件均

放置其中，使用者可依其需要，於物件寶庫中抓取所需之物件（如圖

3.6）。 

 

圖 3.5 File/New Items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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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抓取元件中物件之操作畫面 

2. 進行程式設定 

在抓完所需物件後，必須對程式碼進行相關設定工作。使用者先

至主畫面程式中找出與選取物件相關連程式碼（圖 3.7），然後將其

斜線消除，即可完成主畫面與各子系統物件連結之動作（圖 3.8）。

此時如採取存檔動作時，檔名需按照之前所設定的單元名稱存檔，否

則於程式碼編譯時將會產生錯誤訊息。 

 

圖 3.7 找出主畫面程式碼中連結部分之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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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進行程式設定之操作畫面 

3. 進行物件使用連結設定 

在進行完前兩步驟之後，則必須進行物件使用連結設定的動作。

首先選擇 Project/Options，即可進入 form 狀態之調整畫面（如圖 3.9），

此時可依據各物件的介面狀態部分設定其介面狀態，如果介面狀態是

屬於 Auto-Create 時，即將物件選至 Auto-Create Form 區；如果介面

狀態是屬於 Available 時，即將物件選至 Available Form 區。 

之後則進行 Use 設定的工作，亦即當主畫面物件與各物件連結時，必

須要在程式碼中使用 Use Unit 動作。在選擇 File/Use Unit 後，即可進

入操作畫面（如圖 3.10），之後即以主畫面物件為主，如欲另行加上

物件，則均需進入 Use Unit 進行使用設定（如圖 3.11），如此即完

成系統 Use Unit 的設定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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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進行物件狀態設定之操作畫面 

 

圖 3.10 選擇 File/Use Unit之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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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進行物件使用連結設定之操作畫面 

俟系統組合完成後，使用者按下 Delphi 之編譯鍵，即可產生一

符合客運需求之系統執行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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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大眾運輸車隊管理資訊系統之需求
分析 

需求分析為一般構建資訊系統或分析模組時之重要步驟，其目的

在了解使用者之實際需求，以避免後續所構建之系統無法滿足使用

者，故需求分析之良窳對於本研究所建置模組之實用性有重大影響。

本研究透過「中華民國公共汽車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之協

助，針對國內七家具代表性之客運業者進行管理資訊流程之訪談與調

查，確認國內客運業者對於大眾運輸管理資訊之功能需求，以為後續

實際建置大眾運輸車隊管理資訊核心模組之基礎。 

4.1 管理資訊系統之意涵 

管理資訊係指在資訊處理的過程中，對於資訊資源(設備管理、

人事管理等)所產生管理問題，利用過濾、重組及濃縮的方式，最後

產生可供決策的重要資訊。而系統可視為一種過程(Process)，即是

一種將「投入」轉變成「產出」的「加工程序」，通常系統亦具有回

饋(Feedback)功能，利用回饋功能系統可適當調整在加工程序中投入

與產出之過程與成果，其系統之投入產出圖如圖 4.1 所示。因此管理

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MIS）可定義為一種人

機整合系統，它提供資訊以支援組織的日常作業、管理以及決策活動。 

系統
(Process)

投入
(Input)

產出
(Output)

回饋
 

圖 4.1管理資訊系統之投入產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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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管理資訊系統所要達成的目標基本上可分為下列三項： 

1. 改善企業運作效率 

(1) 降低作業成本 

(2) 減低人力負擔 

(3) 減少錯誤發生 

2. 提升企業競爭力 

(1) 增加企業生產力 

(2) 縮短作業流程 

(3) 增加企業高附加價值 

3. 增進決策有效性 

(1) 改善客戶滿意度 

(2) 提升企業之形象 

(3) 資訊流通與應用 

基本上，對於大眾運輸車隊而言，在管理資訊系統方面並無明確

且標準化的定義，相關業者目前所構建完成之系統均為依據各家業者

的營業需求，再按實際應用之需要所研發完成，有鑑於此，本研究將

依據所訪談歸納大眾運輸車隊管理資訊系統（其關連性如圖 4.2 所

示），訂出屬於管理資訊系統的應用範圍，作為本系統開發之依據，

因此，本研究所定義之 MIS 範圍應包含下列系統： 

1. 人事系統：基本資料管理、獎懲考核管理、差假管理與出勤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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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 票務系統：領票管理、售票管理、訂票管理、現金與回收票管理

與庫存管理等。 

3. 機務系統：保養管理、維修管理、油料管理與輪胎管理等。 

4. 物料系統：材料庫存管理、材料進出貨管理等。 

5. 薪資系統：底薪（本薪）設定管理、薪資結構管理、薪資計算統

計等。 

6. 財務系統：資產管理、採購管理、股務管理、土地重估精算管理、

營收成本分析、路線別成本資料管理等。 

7. 會計系統：現金流量管理、折舊管理、應收帳款管理、會計總帳

管理、支票管理、各種帳目管理等。 

財務系統與會計系統部分由於獨立性較高，且此兩部分與車隊管

理系統之關連性較低，建議由客運業者自行開發。另外物料系統與票

務系統中的訂票系統、庫存系統功能較為複雜，建議於後續研究中再

研析。因此，本研究是以人事管理系統、票務系統（售票、領票、現

金與回收票處理）、機務系統與薪資計算系統作為本期管理資訊系統

之系統開發項目，至於財務系統、會計系統、物料系統及訂票系統於

後續研究中再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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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車隊
管理資訊系統

*基本資料管理
*獎懲考核管理
*差假管理
*出勤管理

人事系統

*領票管理
*售票管理
*訂票管理
*現金與回收票管理
*庫存管理

票務系統

*保養管理
*維修管理
*油料管理
*輪胎管理

機務系統

*材料庫存管理
*材料進出貨管理

物料系統
*底薪設定管理
*薪資結構管理
*薪資計算統計

薪資系統

*資產管理
*採購管理
*股務管理
*土地重估精算管理
*各項財報報告
*路線別成本資料管理

財務系統

*現金流量管理
*應收帳款管理
*會計總帳管理
*折舊管理
*支票管理

會計系統

 

圖 4.2大眾運輸車隊管理資訊系統架構圖 

4.2 功能需求調查 

初步分析大眾運輸車隊管理資訊系統後，本研究選擇 7家具代表

性的汽車客運業者進行訪談，以瞭解客運業者目前管理資訊系統實際

運作情形及需求，訪談業者之相關基本資料與訪談時間如表 4-1 所

示，茲將各業者訪談重點依人事管理、票務管理、機務管理、薪資計

算等項目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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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業者訪談資料一覽表 

業者名稱 經營類型 訪談對象 訪談時間 

台北市公共汽車

管理處 

市區汽車客運業 企劃科資訊股陳

股長 

民國 91 年 4 月 1 日

尊龍汽車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 

公路汽車客運業 董事長特別助理

張謙德 

民國 91 年 3 月 22 日

桃園汽車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 

市區汽車客運業兼

營公路汽車客運業

電腦課鄭股長 

營運課楊股長 

民國 91 年 3 月 15 日

民國 91 年 5 月 3 日

新竹汽車客運公

司 

市區汽車客運業兼

營公路汽車客運業

業務部黃副理 民國 91 年 4 月 10 日

民國 91 年 6 月 5 日

和欣汽車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 

公路汽車客運業 楊副總經理 

傅先生 

人力資源發展部

黃先生 

民國 91 年 4 月 2 日

民國 91 年 6 月 6 日

高雄市公共車船

管理處 

市區汽車客運業 許小姐 民國 91 年 4 月 3 日

統聯汽車客運公

司 

市區汽車客運業兼

營公路汽車客運業

王主任 民國 91 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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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北市公共汽車管理處 

(1) 人事管理：人事處現有一套使用中的電腦資訊系統，為王安資

料系統，可將各種人事資料利用電腦管理。 

(2) 票務管理：主要可分為儲值票與車上投現部分；在儲值票方面

主要是由台北市公民營公車聯管委員會負責收取營收，每月公

車處再向其索取營收款項；在車上投現部分於每日營運後，會

與駕駛員、車號一併記錄。在票務上其營收載客狀況會影響駕

駛員薪資計算。 

(3) 機務管理：車輛在每日出車前，由修理廠站管人員及駕駛員進

行安全檢查，檢查基本車輛運轉情形，若發現問題即立即進廠

檢修。定期保養方面則根據每日更新之車輛狀況如行車里程

數、行駛狀況、零件情形等來決定何時進行，這些資料在各分

站輸入後，彙整到保養廠的資料庫透過廠務系統進行管理。 

(4) 薪資計算：司機薪資部分，由於公車處隸屬政府單位，故一切

職工薪資皆依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標準支給，

司機薪資除規定的基本薪資外，另有變動的營運獎金，依司機

的值勤情形、載客人數…等等來決定。 

2. 尊龍客運公司 

(1) 人事管理：在考核管理方面若司機超速、緊急煞車之紀錄過

多，會派人隨車監視督導司機。 

(2) 票務管理：有固定的領票程序，領票時須填寫領票紀錄單；售

票時售票員亦需記錄相關售票資料；在車票回收部分需記錄班

次載客人數，然其載客人數與駕駛員薪資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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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務管理：在車輛保養排程方面會透過實際行車里程進行車輛

保養里程之預估，並以此做為保養排程之依據，另一方面特別

針對車輛營運中，消耗量項目較大之項目—例如加油與輪胎等

加強管理。 

(4) 薪資計算：在駕駛員薪資計算方面載客人數與薪資無關，僅與

其值勤之趟次有關，另一方面，若遇司機有抽菸等不良行為，

除了進行人事處分外，也會扣除相關獎金，且駕駛員之底薪會

依年資進行微調之動作。 

3. 桃園客運公司 

(1) 人事管理：使用 NOVELL 電腦系統，將各種人事資料利用電腦

管理。 

(2) 票務管理：由於是市區兼營長途客運，因此車票種類繁多，每

一種車票均有一代號以供記錄之用，票務員領票時必須填寫領

票紀錄單完成領票作業；在售票方面票務員於下班時必須記錄

今日售票的情形；在回收票款上必須記錄駕駛員當日的載客情

形及車上投現之現金營收狀況，此一紀錄與駕駛員薪資有關。 

(3) 機務管理：車輛保養排程方面會透過實際行車里程進行車輛保

養里程之預估，並以此做為保養排程之依據，另一方面特別針

對車輛營運中消耗量項目較大之項目（例如：加油與輪胎等）

加強管理。 

(4) 薪資計算：在駕駛員薪資計算方面載客人數與薪資有關，另一

方面，若遇司機有抽菸等不良行為，除了進行人事處分外，也

會扣除相關獎金，且駕駛員之底薪會依年資進行微調之動作。 

4. 新竹客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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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事管理：人事資料皆利用電腦管理。 

(2) 票務管理：在城際客運上大多採用電腦售票的方式，而車上亦

有售票系統，在窗口售票方面，售票員需記錄當日售票狀況；

在回收票款方面，於每日營運後會記錄該駕駛員當日車上投現

之營收與載客狀況，此一部分之紀錄會影響駕駛員薪資計算。 

(3) 機務管理：車輛保養排程方面會透過實際行車里程進行車輛保

養里程之預估，並以此做為保養排程之依據，另一方面特別針

對車輛營運中消耗量項目較大之項目（例如：加油與輪胎等）

加強管理。 

(4) 薪資計算：在駕駛員薪資計算方面載客人數與薪資有關，另一

方面，若遇司機有抽菸等不良行為，除了進行人事處分外，也

會扣除相關獎金，且駕駛員之底薪會依年資進行微調之動作，

調整幅度與職別、職稱有關。 

5. 和欣客運公司 

(1) 人事管理：人事資料皆利用電腦管理。 

(2) 票務管理：在領票作業上，各站必須在公司規定的固定日期提

出領票需求，始可正常領票；在售票部分售票員於下班前亦需

記錄當日售票狀況；在回收票部分記錄該駕駛員及該班次之載

客情形，然此一載客紀錄與駕駛員薪資無關。 

(3) 機務管理：司機根據手冊對車子進行保養，如果司機忘記保

養，公司也會提醒司機進行保養。同時保養廠也會預估車輛何

時需要保養而排出時間表，等到司機提出時再修正時間表。除

此之外，油耗量和燃料的使用量每個月做評估，如果和預估有

差異則會去追蹤司機是否有駕駛異常或車輛本身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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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薪資計算：在駕駛員薪資計算方面載客人數與薪資無關，僅與

其值勤之趟次有關，另一方面，若遇司機有抽菸等不良行為，

除了進行人事處分外，也會扣除相關獎金，且駕駛員之底薪會

依年資進行微調之動作，調整幅度僅與職別有關。 

6. 高雄市公共車船管理處 

(1) 人事管理：人事資料皆利用電腦管理。 

(2) 票務管理：票證販售由各站統計票證銷售狀況(現金收入)再向

總公司做彙整，然此一部分採用人工計算之方式；在回收票款

部分，會記錄該駕駛員當日車上投現之營收狀況及載客情形。 

(3) 機務管理：車輛在每日出車前，由修理廠站管人員及駕駛員進

行安全檢查，檢查基本車輛運轉情形，若發現問題即立即進廠

檢修。定期保養方面則根據每日更新之車輛狀況如行車里程

數、行駛狀況、零件情形等來決定何時進行，這些資料在各分

站輸入後，彙整到保養廠的資料庫透過廠務系統進行管理。 

(4) 薪資計算：司機薪資部分，由於公車處隸屬政府單位，故一切

職工薪資皆依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標準支給，

司機薪資除規定的基本薪資外，另有變動的營運獎金，依司機

的值勤情形、載客人數…等等來決定。 

7. 統聯汽車客運 

(1) 人事管理：一般員工基本資料透過 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行

員工資料管理作業，包含新進員工之資料建立與員工升遷或資

料異動等作業，並於每月利用磁片或光碟燒錄機(CD-R)建立人

事資料備份檔；而駕駛員部分則透過另一套自行開發之系統進

行管理，不同的是資料異動時可透過資料庫之處理直接建立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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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檔。考核作業是透過 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行考核記錄作

業，其中可區分為平常日之考核紀錄與年終考核紀錄統計兩作

業，即平常日如有員工因違反公司規定或有優異表現而被稽查

人員舉發或主管推薦，並經裁定相關獎懲確定者，即會透過

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行記錄；當年終發放獎金時，也會透

過 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行當年度之考核紀錄情形統計，並

依公司規定產生出年終獎金領取名單與金額。差假管理方面於

每日上班時間後，透過專線連線取得刷卡鐘之員工到班時間資

料，並透過人工方式檢核員工到班情形(正常、遲到或曠職)，

再由 Microsoft Excel 軟體記錄員工每日出勤情形，員工之臨

時請假也透過 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行記錄，此紀錄於每月

薪資計算時再由專人計算出每位員工之差勤薪資總額。另外，

在駕駛員部分則透過另一套軟體，進行相關管理作業，並可透

過電腦資料庫之紀錄，統計駕駛員之差假紀錄與可休假之剩餘

天數，而駕駛員於差勤部分之薪資計算則透過資料庫之紀錄自

動彙整計算之。 

(2) 票務管理：由於目前高潛力公車屬於免費搭乘的階段，因此統

聯在票務方面的管理尚屬於規劃階段，因此目前無票務管理作

業。 

(3) 機務管理：保養廠會預估車輛何時需要保養而排出時間表，司

機根據排程表進廠保養。除此之外，油耗量和燃料的使用量每

個月會做評估，如果和預估有差異則會去追蹤司機是否有駕駛

異常或車輛本身有問題。 

(4) 薪資計算：目前薪資計算作業可區分為一般員工薪資計算作業

與駕駛員薪資計算作業。一般員工薪資計算部分，是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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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xcel 軟體進行的，首先設定薪資當月天數，並由

Excel 自動產生與值勤情形無關之薪資欄位之值(如本俸)，其

他與員工實際值勤情形有關之欄位(如考核獎懲、差勤)則由專

人手動計算後，再將計算值輸入 Excel 內之對應欄位。該部分

之作業，目前由一位專員進行公司近 600 位一般員工之薪資計

算作業，且需花費 6 個工作天才能完成。駕駛員薪資計算部

分，則由另一套系統負責計算，該系統係透過資料庫之紀錄資

料，自動計算出每一位駕駛員之薪資。 

4.3 大眾運輸車隊管理資訊系統功能需求分析 

綜合上述業者訪談結果，本研究歸納出大眾運輸車隊管理資訊系

統之基本功能需求可分為「人事管理功能」、「票務管理功能」、「機

務管理功能」以及「薪資計算功能」等四項主要功能，茲就這四大功

能之需求分析內容說明如下： 

1. 人事管理功能 

在考量業者實際情形及系統運作，人事管理需包括「人事資料管

理功能」、「考核管理功能」、「差假管理功能」等三項主要功能，

針對各項功能說明如下： 

(1) 人事資料管理功能：此功能係提供業者進行人事基本資料之管

理作業，應包含人事資料設定與維護功能，其中人事資料設定

是進行有關人事基本資料會在固定時間而變動之參數設定，使

系統能隨時間而自動更新資料，如底薪會隨年資而有固定之變

動，包含新增、修改、刪除、查詢等功能；人事資料維護是進

行員工基本資料之新增、刪除、修改、查詢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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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核管理功能：此功能係提供業者進行考核員工之作業，因此

包含考核法規設定與考核記錄功能，其中法規設定是設定公司

的考核項目與內容，包含新增、修改、刪除、查詢等功能；考

核記錄為稽查人員稽查時發現有違規情形或是民眾投訴時，考

核人員即可使用此功能進行考核記錄，包含新增、修改、刪除、

查詢等功能，必要時也提供資料查詢結果之列印功能。 

(3) 差假管理功能：此功能係提供業者進行員工差假之管理作業，

其內容應包含差假資料設定與維護功能，其中差假資料設定是

進行有關差假基本資料之參數設定，如假別名稱、編號等設

定，包含新增、修改、刪除、查詢等功能；差假資料維護是提

供員工之例行休假、特休、請假等作業之記錄，包含新增、修

改、刪除、查詢等功能，必要時也提供個人休假資料之列印。 

2. 票務管理功能 

在考量業者實際情形及系統運作，票務管理需包括「車票基本資

料設定功能」、「領票管理功能」、「售票管理功能」以及「現金與

回收票管理功能」等四項主要功能，針對各項功能說明如下： 

(1) 車票基本資料設定功能：每一家業者之車票型態、種類及基本

資料均不同，因此需有此一功能來設定該公司所需的欄位，然

後針對公司的車票給予代號，並且將其車票之基本資料輸入，

如：車票名稱、價格、起站、迄站……等相關資訊。此一設定

功能主要係用來設定公司車票基本資料庫，以提供票務相關系

統依代號來取得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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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領票管理功能：車票在業者的眼中視為「有價票券」，因此車

票的流向必須相當清楚的記錄，此一功能主要是提供管理者來

記錄每一次來領票的對象及相關車票資訊。 

(3) 售票管理功能：與業者營收有密切關係的即是售票營收管理，

業者現今在售票管理記錄上採用責任制，每一位售票員每日所

販售的車票數量及現金收入必須清楚地記錄，因此本功能是用

來記錄票務員每日的售票數量及現金營收。 

(4) 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功能：在回收票及車上投現營收上，業者需

記錄該駕駛或該班次的載客狀況及營收情形，此一紀錄對於市

區及城際班車客運業者而言會與駕駛員薪資計算有關；在國道

客運方面僅有回收票處理作業，業者會將每一班次的載客情形

記錄下來，因此本功能可用來記錄每一班次的回收票情況。 

3. 機務管理功能 

考量業者實際情形及系統運作，機務管理功能需包含「保養管理

功能」、「維修管理功能」、「油料管理功能」、「輪胎管理功能」

等四項主要功能，針對各項功能說明如下： 

(1) 保養管理功能：此部分應包含車輛保養自動排程、保養記錄功

能、保養事項設定等功能，其中保養自動排程是透過車輛行駛

里程之預估進行車輛保養自動排程，且應包含保養類型、保養

時間預估及與實際營運里程核對之判斷；保養記錄功能是在車

輛保養前進行登錄與保養後進行保養耗材使用之記錄，除此之

外也應提供必要保養項目之檢查；保養事項設定是在設定保養

類型之需求，設定內容應包含里程需求、必要保養項目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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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修管理功能：此功能主要在於提供車輛於維修前進行登錄與

維修後進行維修耗材使用之記錄與管理。 

(3) 油料管理功能：此功能主要在於提供車輛加油情形之管理。 

(4) 輪胎管理功能：由於輪胎消耗量較大，且與其他耗材之管理方

式不同，例如可透過更換位置增加使用效率或回收重製等，因

此應具有輪胎進貨記錄、輪胎使用記錄等功能，其中輪胎進貨

記錄在於記錄新購入輪胎之資料紀錄；輪胎使用記錄在於記錄

輪胎使用之情形。 

4. 薪資計算功能 

在考量客運業者實際操作情形及系統運作之需，薪資計算需包括

「薪資項目設定功能」及「薪資計算與查詢」等二項主要功能，針對

各項功能說明如下： 

(1) 薪資項目設定功能：此功能是要設定業者於計算員工薪資時所

考量之相關項目，如：基本薪資、載客數、駛車趟次……等。 

(2) 薪資計算與查詢功能：薪資計算功能是要依據薪資計算設定讀

取相關資料以計算員工薪資，區分為全體員工薪資計算、單一

員工薪資計算兩功能，其中單一員工薪資計算包含離職員工薪

資計算與薪資重新計算兩功能。薪資查詢功能主要提供薪資計

算結果之查詢，且此查詢結果只能顯示資料內容，無法進行新

增、修改等功能，由於薪資內容涉及個人隱私問題，所以查詢

方式應區分為多人薪資查詢介面與個人薪資查詢介面，並提供

資料查詢結果之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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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理資訊系統核心模組之規劃與
開發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將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功能進一步擴

充至客運業者內部之管理資訊系統上，期使客運業者能充分利用車隊

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之整合資訊，共同提昇整體內部管理系統之

效率，進而降低營運成本，以擴大車隊管理系統之附加價值與功能，

因此本章首先針對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之整合功能及架構

作一介紹說明，再依據上一章的管理資訊需求分析，進行管理資訊系

統核心模組的規劃與開發，最後則對系統模組及元件間之關連作一整

體說明。 

5.1 車隊管理系統與管理資訊系統之整合功能架構 

經由前一章節的功能需求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車隊管理系統

與管理資訊系統中實際上彼此具有關連性，也就是說在各個子系統中

的資訊應該是相互流通的，其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資訊流動

示意圖如圖 5.1 所示。以下針對各項子系統間資料流向及種類作一說

明。 

1. 車隊管理系統可提供營運統計資料作為其他系統運作處理之依據 

車隊管理系統中每日營運子系統所產生的班表營運資料記錄著

每位駕駛員的每日營運紀錄與車輛行駛里程資訊，此項資料不僅可供

機務系統中的車輛保養排程子系統進行車輛保養排程之參考依據

外，更可提供票務系統中的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子系統進行每班次各票

種之售票紀錄登記，以及供薪資計算系統進行人員薪資計算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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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車隊管理系統與管理資訊系統資訊流動示意圖 

2. 機務系統中的車輛輪胎與油料使用紀錄可作為薪資計算之依據 

在機務系統中的油料管理子系統與輪胎管理子系統是負責處理

車輛各類油品的使用紀錄與輪胎維修更新管理紀錄，基本上油料使用

狀況與輪胎使用狀況均與駕駛薪資計算有關，若駕駛油料節省，則有

惜油獎金；若輪胎異常耗損，則有輪胎耗損罰金。因此油料管理子系

統與輪胎管理子系統所產生的車輛異常耗油紀錄與輪胎異常使用紀

錄等資訊，可提供薪資系統中的薪資計算子系統，作為駕駛薪資計算

工作之依據。 

3. 機務系統中的車輛保養排程及維修紀錄可作為車輛排班之依據 

在機務系統中的車輛保養排程子系統與車輛維修管理子系統是

負責處理車輛各級保養與維修紀錄，此項資料可提供車隊管理系統中

的排班子系統，進行駕駛與車輛排班工作之依據。 

4. 人事系統中的駕駛差假紀錄可作為人員排班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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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事系統中的差假管理子系統是負責處理員工各類假種之休

假紀錄，此項資料可提供車隊管理系統中的排班子系統進行人員排班

工作之依據。 

5. 人事系統中的休假與考核紀錄可作為薪資計算之依據 

在人事系統中的差假管理子系統與人事考核管理子系統是負責

處理員工各類假種與各類獎懲之紀錄，此項資料可提供薪資系統中的

薪資計算子系統進行人員薪資計算工作之依據。 

6. 票務系統中的現金與回收票管理紀錄可作為薪資計算之依據 

在票務系統中的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子系統是負責處理各營運班

次乘客投幣現金與各類票種回收計算之紀錄，此項資料可提供給地區

路線客運業者與市區客運業者，針對薪資系統中的薪資計算子系統，

進行人員薪資計算工作之依據。 

由上述說明可得知，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在訊息流通

上是具有高度關連性，因此，本研究基於系統整合效率性、資料庫安

全性與資料存取效率等三方面考量下，在系統整合架構的規劃上，仍

採用車隊管理系統中的系統實體架構，以三層式（Three-Tire）系統

架構作為整合系統的實體架構。圖 5.2 即為三層式系統實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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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Three-Tiers實體架構圖 

 

基本上三層式架構是將整個資料應用程式分成客戶端應用程式

（Client Application）、應用程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及資料

庫伺服器（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ant System）三部分： 

(１) 客戶端應用程式：負責處理客戶端的使用者介面及相關資料

的先前處理。 

(２) 應用程式伺服器：負責資料庫與客戶端應用程式間的溝通工

作，將客戶端應用程式的需求回應給資料庫伺服器。 

(３) 資料庫伺服器：即是存放業者所有資料的地方。 

此種架構不僅有資料庫安全性高與資料存取效率快的優點，更

可以減輕客戶端應用程式的維護工作。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此種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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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架構作為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整合系統實體架構。圖 5.3

即為本系統的實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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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車隊管理核心模組系統之實體架構圖 

由於 MIS 系統較無即時處理之急迫性，因此網路斷線時對系統

操作影響不大，故本系統目前於網路斷線時之處理方式係將資料先以

人工方式記錄，待網路恢復連線時再行登錄。 

5.2 系統模組之規劃與開發 

本研究所規劃管理資訊系統之核心模組可分為（一）人事管理

模組、（二）票務管理模組、（三）機務管理模組、（四）資料庫連

結設定模組、（五）薪資計算模組及（六）系統管理模組等六部分（模

組規劃圖如圖 5.4 所示），現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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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事管理模組 

此模組的主要功用是針對人員之考核、差假以及基本資料進行

作業管理。在此模組中包含三組元件，分別是人事管理元件、考核管

理元件與差假管理元件。在每組元件中，內部亦有數個達成各元件功

能目的之相關物件，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物件。 

2. 票務管理模組 

此模組的主要功用是針對車票與現金部分進行營運作業上之管

理。此模組中包含四組元件，分別是車票基本資料設定管理元件、領

票管理元件、售票管理元件、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地區路線客運）元

件及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國道路線客運）元件，在每組元件中，內部

亦有數個達成各元件功能目的之相關物件，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

化的物件。 

3. 機務管理模組 

此模組的主要功用是針對車輛之維修保養排程及輪胎油料部分

進行管理。此模組共包含六組元件，分別是機務管理設定元件、保養

管理元件、維修管理元件、油料管理元件、輪胎管理元件及機務管理

與 FMS 整合元件，而內部亦有數個達成元件功能目的之相關物件，

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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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匯出(EXP00200)

設定(匯出)元件

*系統資料庫連結(CoreDtm)
*機務系統資料庫連結
(MachineDtm)
*人事薪資系統資料庫連結
(MPDtm)
*票務系統資料庫連結(MtDtm)

資料庫連結元件

*系統管理 (SYS00100)
*系統管理輸入 (SYS00101)
*系統主畫面 (MainFrm)

MIS系統管理元件

系統管理模組

*國道回收票紀錄管理(MRT00400)
*國道回收票紀錄統計(MRT00500)
*國道回收票紀錄列印(MRT00600)

回收票管理元件(國道路線客運)

*保養排程(MSH00100)
*保養記錄(MSH00200)
*保養紀錄列印(MSH00400)
*保養排程列印(MSH00700)

保養管理元件

機務管理模組

*輪胎庫存記錄(MTR00100)
*輪胎使用記錄(MTR00200)
*輪胎庫存紀錄列印(MTR00300)
*輪胎使用紀錄列印(MTR00400)

輪胎管理元件

*維修管理(MAT00100)
*維修紀錄列印(MAT00200)

維修管理元件

*油料管理(OIL00100)
*油料紀錄列印(OIL00200)

油料管理元件

薪資計算元件

*薪資計算(SIC00100)
*薪資查詢(SIC00200)
*薪資列印(SIC00300)

人事管理元件

*人事資料設定(MPD00100）
*員工資料管理(MPD00200）
*員工資料列印(MPD00300)

考核管理元件

*規範設定(MPM00100)
*考核管理(MPM00200)
*考核列印(MPM00300)

差假管理元件

*差假設定(MPV00100)
*差假管理(MPV00200)
*差假列印(MPV00300)

*車票基本資料管理(MTS00100)
*欄位設定(MTS00200)
*車票基本資料列印(MTS00300)

車票基本資料設定元件 領票管理元件

*領票紀錄管理(MDT00100)
*領票紀錄統計(MDT00200)
*領票紀錄列印(MDT00300)

售票管理元件

*售票紀錄管理(MST00100)
*售票紀錄統計(MST00200)
*售票紀錄列印(MST00300)

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地區路線客運與市區公車)

*現金營收與回收票紀錄(MRT00100)
*現金營收與回收票統計(MRT00200)
*回收票紀錄列印(MRT00301)
*現金營收紀錄列印(MRT00302)

*機務管理設定(MSH00300)

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與營運班表比對管理(MSH00500)
*比對訊息(MSH00600)
*超時工作人員比對(MSH00800)

機務管理與FMS整合元件

*車站資料處理維護(BrwStnFrm)
*勤務資料處理維護(BrwDtyFrm)
*路線資料處理維護(BrwRutFrm)
*員工資料處理維護(BrwEpyFrm)
*車輛資料處理維護(BrwBusFrm)

資料處理維護元件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結構設定(SIS00100)

 

圖 5.4 MIS系統模組規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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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料庫連結處理模組 

此模組中包含四組元件，分別是資料庫連結元件、設定（匯入）

元件、設定（匯出）元件與資料處理維護元件；其中資料庫連結元件

是作為系統與資料庫間溝通的橋樑，而設定（匯入）元件與設定（匯

出）元件的主要功用則是針對已有內部資料管理系統的業者們，提供

一資料匯入與匯出的方式，以避免資料的重複：另資料處理維護元件

的主要功用則是針對人員、車輛等一些基本資料的維護工作。 

在每組元件中，內部均有數個達成各元件功能目的之相關物

件，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物件。 

5. 薪資計算模組 

此模組的主要功用是進行人員薪資計算設定與計算處理。此模

組中僅含一組元件—薪資計算元件，在此組元件中，內部均有數個達

成各元件功能目的之相關物件，其中包含視覺化與非視覺化的物件。 

6. 系統管理模組 

此模組僅包含系統管理元件。主要是提供一個 Base Windows，

以作為控管系統其他功能之用，以及提供系統管理者對於使用者進行

使用層級與進入系統帳號、密碼之設定管理，以此確保系統使用之安

全性。 

為使本系統開發順利，本研究仍採用前期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

組之開發工具—Delphi 6.0，作為本系統之程式開發工具。Delphi 6.0

除了具有一般 Windows 應用程式開發、資料庫應用程式開發及網際

網路應用程式開發的相關基礎物件外，更是一個全方位物件導向程式

開發工具，因此本研究決定採用 Delphi 6.0 作為本管理資訊系統核心

模組之程式開發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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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IS系統模組關連 

由於本研究核心模組系統是採用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利用建

築元件（Building Block）觀念，採模組化的開發方式來進行系統開發，

因此在瞭解各模組及元件的內容後，最重要的即是各模組及元件間的

關連，尤其是 MIS 模組與 FMS 模組之關連程度與狀況。瞭解系統模

組關連的主要目的為三：一是為方便客運業者能依照自有管理制度取

用各模組下所需元件來建立適合自己公司的管理資訊系統；二是為使

系統內各元件及模組間的資料能有效運用及流通；三是瞭解 MIS 與

FMS 模組間之關連性，以便利業者進行 MIS 與 FMS 之結合。系統模

組關連圖如圖 5.5 所示。 

薪資計算模組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計算與查詢元件

人事管理模組

人事資料 管理元件

考核管理元件

差假管理元件

票務管理模組

車票基本資料
設定元件

領票管理元件

現金與回收票管理
元件

售票管理元件

機務管理模組

保養管理元件

輪胎管理元件 維修管理元件

油料管理元件

資料庫連結設定模組

資料處理維護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料庫連結元件

設定(匯出)元件

1
2

3

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6 7

4

5

C

A

B

a

b

c

統計與列印模組

統計元件

MIS系統管理模組

系統管理元件

MIS核心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排班元件

FMS核心模組

d

二

一

e

f

機務管理與FMS整
合元件

8

9

10

11

12

 
圖 5.5 本系統核心模組關連圖 

依據資訊流動狀況，可將資訊流動情形分為下列四大類，以下

分述說明： 



 5-10

1. 基本資訊流動：此部分資訊是屬於系統內基本資料的流動，主要

是包含人員、車輛、路線、車站、狀況代號等相關資訊，共分有

三種傳遞方式： 

(１) 線段 A，系統可藉由「資料處理維護元件」或「設定（匯入）

元件」將基本資訊傳遞至「人事管理元件」，以供人事管理系

統使用。 

(２) 線段 B，系統可藉由「資料處理維護元件」或「設定（匯入）

元件」將基本資訊傳遞至「車票基本資料設定元件」，以供票

務管理系統使用。 

(３) 線段 C，系統可藉由「資料處理維護元件」或「設定（匯入）

元件」所提供之相關資訊，以供機務管理系統使用。 

2. 子系統內部資訊流動：此部分資訊是屬於各子系統間的資訊流

動，共分為四個子系統共十二種傳遞方式： 

(１) 線段 1 位於票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車票基本資料設定

元件」將各票種的基本設定傳遞至「領票管理元件」，以供領

票人員操作系統時使用。 

(２) 線段 2 位於票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領票管理元件」將

領票人員所記錄之資訊，傳遞至「售票管理元件」，以供售票

人員操作系統時使用。 

(３) 線段 3 位於票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售票管理元件」將

售票人員所記錄之售票資訊，傳遞至「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元

件」，以供售票人員操作系統時使用。 

(４) 線段 4 位於機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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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子系統的參數設定資料傳遞至「油料管理元件」，以供員

工操作油料管理系統時使用。 

(５) 線段 5 位於機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將各子系統的參數設定資料傳遞至「輪胎管理元件」，以供員

工操作輪胎管理系統時使用。 

(６) 線段 6 位於機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將各子系統的參數設定資料傳遞至「維修管理元件」，以供員

工操作車輛維修管理系統時使用。 

(７) 線段 7 位於機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將各子系統的參數設定資料傳遞至「保養管理元件」，以供員

工進行車輛保養排程時使用。 

(８) 線段 8 位於機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維修管理元件」將

臨時故障需維修之車輛資料傳遞至「機務管理與 FMS 整合元

件」，以供調管人員篩選可用車輛之用。 

(９) 線段 9 位於機務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保養管理元件」將

預先排定的保養車輛資料傳遞至「機務管理與 FMS 整合元

件」，以供調管人員篩選可用車輛之用。 

(１０) 線段 10 位於薪資計算系統中，系統可藉由「薪資項目設定

元件」將各計算薪資所需之相關資訊傳遞至「薪資計算元

件」，以供薪資計算時使用。 

(１１) 線段 11 位於人事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人事管理元件」

將各人員的基本資料傳遞至「差假管理元件」，以供處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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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差假時使用。 

(１２) 線段 12 位於人事管理系統中，系統可藉由「人事管理元件」

將各人員的基本資料傳遞至「考核管理元件」，以供進行員

工考核管理時使用。 

3. 薪資整合資訊流動：此部分資訊是進行薪資計算時各系統所提供

之資訊流動狀況，共分為五種傳遞方式： 

(１) 線段 a，系統可藉由票務管理系統中「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元

件」，將駕駛營運現金與回收票紀錄傳遞至「薪資計算元件」，

以供薪資計算系統使用。 

(２) 線段 b，系統可藉由機務管理系統中「油料管理元件」，將車

輛之耗油紀錄傳遞至「薪資計算元件」，以供薪資計算系統使

用。 

(３) 線段 c，系統可藉由機務管理系統中「輪胎管理元件」，將車

輛輪胎異常耗損紀錄傳遞至「薪資計算元件」，以供薪資計算

系統使用。 

(４) 線段 d，系統可藉由 FMS 中「統計元件」，將每班次營運紀錄

傳遞至「薪資計算元件」，以供薪資計算系統使用。 

(５) 線段 e，系統可藉由人事管理系統中「考核管理元件」，將人

員考核紀錄傳遞至「薪資計算元件」，以供薪資計算系統使用。 

(６) 線段 f，系統可藉由人事管理系統中「差假管理元件」，將人

員請假紀錄傳遞至「薪資計算元件」，以供薪資計算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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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班所需整合資訊流動：此部分資訊是車隊管理系統進行人員車

輛排班時，管理資訊系統所提供的資訊流動狀況，共分為二種傳

遞方式： 

(１) 線段一，系統可藉由機務管理系統中「機務管理與 FMS 整合

元件」，將篩選過後之可用車輛資訊訊傳遞至 FMS 的「排班元

件」中，以供 FMS 排班系統使用。 

(２) 線段二，系統可藉由人事管理系統中「差假管理元件」，將人

員排休之休假時程資訊傳遞至 FMS 的「排班元件」中，以供

FMS 排班系統使用。 

為方便業者可依其所需之功能，選擇各模組內之相關元件來組成

系統，本研究對於各模組內之各元件亦設計一至數個所屬相關細部元

件，客運業者可依實際需求選擇及調整內部相關參數設定，再參照系

統組裝方式即可組成符合各業者需求之系統。 



 5-14

 



 6-1 

第六章 系統功能介紹 

本研究所研發的管理資訊核心模組系統可由不同的元件組合

而成，其系統組合方式基本上仍是依照前期車隊管理系統核心模組之

方式進行系統組合，前述章節已介紹過系統模組之規劃與開發方式，

本章則針對管理資訊系統所提供的系統功能（如圖 6.1所示）作一詳

細說明。 

管理資訊系統核心模組

人事管理 票務管理 機務管理 薪資計算 資料庫連結
設定

●人事資料管
    理
●考核管理
●差假管理

●車票基本資料
設定

●領票管理
●售票管理
●現金與回收票
管理

●機務管理設定
●保養管理
●維修管理
●油料管理
●輪胎管理
●機務管理與
   FMS整合

●薪資項目設定
●薪資計算
●薪資查詢

●匯入
●匯出
●資料處理維護

系統管理

●MIS系統
   管理

 

圖 6.1 管理資訊系統核心模組功能架構圖 

6.1 人事管理功能 

人事管理系統是公司內部管理員工資料之重要作業系統，且該

部分之資料的完整性也會影響公司其他作業之需求，如行車調度人員

必須掌握其可調度之駕駛員；薪資計算作業時，薪資計算人員必須確

切瞭解公司全體員工之資料，方能完整且正確執行薪資計算作業。根

據對七家公共汽車客運業者進行功能需求調查之結果可知，在人事管

理功能方面主要可區分為人事資料管理、考核管理與差假管理等三大

項功能，人事管理功能架構如圖 6.2所示，功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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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人事管理功能架構圖 

1. 人事資料管理功能 

人事資料管理系統，最主要是對公司內部人員的基本資料進行

管理，包括人事資料系統應有的設定、新增、修改、列印、查詢等功

能，但本系統不提供刪除功能鍵，人員資料若有錯誤只能用修改功能

鍵改正錯誤，此外，本系統可提供人員資歷的歷史資料存檔，若是人

員升遷之後，可將其舊履歷存成歷史資料。以下茲針對人事資料管理

功能所提供的資料設定、資料管理與報表列印等部分加以說明。 

(1) 人事資料設定 

此功能提供使用者進行人事資料管理欄位值的設定，以利

進行人事資料管理作業。其系統設定畫面如圖 6.3所示。 

(2) 人事資料維護 

此功能提供人事資料的新增、修改、人員升遷修改與查

詢。在人事資料管理中的人員升遷修改部分，可提供將履歷的

歷史資料存檔之功能，最新的履歷識別碼為 1，履歷識別碼越

大代表越早之履歷，另外，在年資或資歷部分會自動根據所填

入之到職日期自動做計算，每個月還會自動核對，檢查是否有

人年資已經增加。在查詢部分提供單一員工資料查詢，還可查

詢某位員工在特定時間之內的差假與考核狀況，顯示於差假與

考核明細之中，也可根據單一條件查詢，例如根據職稱、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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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別、所屬部門、到職時間等來查詢，亦可利用複合條件進行

查詢。系統畫面如圖 6.4 所示。 

 

 

圖 6.3 人事資料設定作業之畫面 

 

圖 6.4 人事資料維護作業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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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事資料表單列印 

此列印功能，是根據 Experience 資料表來做列印，可以印

製所有員工之資料，也可以根據所查詢出來之結果做列印，列

印畫面如圖 6.5 所示。 

 

 

圖 6.5 人事資料表單預覽列印之畫面 

人事資料管理功能在員工資歷資料查詢部分可以提升作業效

率，要查詢員工履歷時不必再翻閱紙本的員工資料表，可節省不必要

的人力與資源的浪費，而且資料輸入部分多採下拉式選單，或是自動

計算，可節省輸入資料的時間。另外還有提供資料重複輸入的警示功

能，以防止資料重複輸入後，造成作業上的困擾。 

2. 考核管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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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公司管理制度處理員工考核相關資料，特建立考核管理

系統，以便利員工考核資料之增修、查詢、建檔並進而與其他相關作

業系統應用整合。於此系統中可分為兩大功能，考核規範資料設定與

考核管理，茲將兩功能詳細說明如下： 

(1) 考核規範資料設定 

此項功能提供業者將考核規範統一增修建檔，以方便查詢

相關考核規範之規定，亦提供員工考核資料處理之規範索引。

系統介面如圖 6.6 所示，其相關作業功能彙整如下： 

 資料排序：可將考核規範資料庫之所有檔案做一資料排序，

以便利使用者查閱所有規範資料檔案。 

 資料輸入：將公司考核規範統一建檔，以方便考核系統作業，

提高整體作業效率。 

 查詢：提供考核規範查詢系統，能讓使用者快速且便利查詢

公司的所有規章條款。 

 

 

圖 6.6 考核規範資料設定作業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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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核管理 

此項功能可讓業者便利的將員工考核資料作增修建檔的

記錄工作，並提供每月薪資計算時一項重要的資訊，於年度結

算時亦可藉由統計資料了解員工年度考核成果，系統介面如圖

6.7 所示，其相關作業功能彙整如下： 

 資料排序：將員工考核資料庫之所有檔案做排序，以便利使

用者查閱所有考核資料檔案。 

 資料設定：提供業者簡便的員工考核記錄操作模式，為避免

人為疏失將員工資料或公司考核規範輸入錯誤，特以直接連

結資料庫方式提供便利之資料輸入系統。 

 查詢與列印：提供資料查詢功能，可讓管理階層了解員工所

有獎懲情形，一般員工則可使用查詢個人資料，若於資料有

疑異時亦有一簡要且快速的查詢驗證系統。列印功能可提供

報表輸出功用，並可結合查詢功能於資料篩選後再做報表輸

出工作，以避免不必要之資源浪費。 

 年終考核：為方便於年終時統計員工整體考核情形，特以此

功能讓公司管理階層了解員工之年度獎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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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考核管理作業之畫面 

 

3. 差假管理功能 

在大眾運輸系統每日的營運過程中，人事資料的管理是最為重要

的一環，而其中差假資料的管理，如員工的請假或是輪休等紀錄，將

會影響到人員排班調度與薪資計算作業。差假管理系統主要的功用即

是用來記錄員工差假的資料，使管理者確實掌握員工出缺席狀況，以

便進行員工薪資的計算以及人員的排班調度。本系統主要提供兩項功

能：「差假設定功能」以及「差假管理功能」，以供業者能確實記錄

員工差假資料。以下就系統所屬功能作進一步說明。 

(1) 差假設定功能 

此部分之功能為提供使用者進行差假管理時，所需資料的

設定，以方便在差假管理上的作業，可分為「差假資料設定」

與「差假規範設定」(如圖 6.8 所示)，分別說明如下。 

 差假資料設定：此部分可做差假項目(如公休、病假…等)之



 6-8

設定，包括差假項目的新增、修改、刪除，可應業者之需求

設定所需要的差假項目資料。 

 差假規範設定：此部分功能提供使用者在進行差假管理時所

需之資料，如：員工單日工作時數、病事假上限、各職務之

請假上限以及各場站之請假人數上限等，以賦予差假管理系

統應之有警示功能。 

(2) 差假管理功能 

此部分之功能可記錄員工差假資料，並且可依不同場站與

職稱分類對員工進行排休的工作，讓使用者能夠更方便進行差

假的管理。此部分還提供查詢與列印的功能，以便管理者對員

工差假狀況的掌握能夠更確實詳盡。各功能說明如下，操作畫

面如圖 6.9 所示。 

 

 

圖 6.8 差假設定功能之畫面 

 請假記錄功能：除了提供記錄員工差假資料包括新增、修改、

刪除等功能之外，還能對員工請假的日數或時數以及所應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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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金額或扣減金額做自動計算，省去使用者計算的動作，減

少計算錯誤的可能，本功能還提供請假的警示功能，若員工

請假超過上限或是差假的時間重疊，系統皆會提出警示，以

提醒使用者是否確定繼續執行記錄差假的動作；另外，若各

場站的請假員工超過所設定的上限，系統亦會提出警告，以

防各場站出現人力不足的現象。 

 員工排休功能：客運公司多有輪休之制度，本功能可提供更

方便的員工排休功能，使用者可依員工所屬場站及職務，進

行大量員工的排休工作，免去單筆輸入的繁複動作，使資料

的輸入更有效率。 

 查詢與列印：此部分係提供員工請假紀錄的查詢及列印之功

能，查詢功能可依員工姓名、假別與請假起訖日期做為查詢

條件，可單選一項條件作查詢，也可多條件複合查詢，以提

供明確的請假紀錄；列印功能主要是輸出報表使用，可列印

出員工之請假紀錄，並可搭配查詢結果列印之，另外本功能

還提供預覽列印的功能，能讓使用者預覽列印結果，提高所

欲列印資料的正確性，預覽列印之畫面如圖 6.10 所示。 



 6-10

 

圖 6.9 差假管理功能之畫面 

 

圖 6.10 差假紀錄預覽列印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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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票務管理功能 

票務管理系統主要是為了掌握車票的流向以及計算公司的營收

狀況，且此票務管理之紀錄可作為公司計算駕駛員薪資之依據，而公

司經營者也可依據載客及營收紀錄調整公司營運策略。本系統為了滿

足大部分客運業者之需求，在票務管理系統上共設計「車票基本資料

設定功能」、「領票管理功能」、「售票管理功能」及「現金與回收

票管理功能」等四項功能。以下就票務管理系統所屬功能作進一步說

明。 

1. 車票基本資料設定功能 

(1) 車票欄位設定 

由於各家業者營運型態不同所需欄位也不同，為避免產生

不必要之欄位，因此業者於第一次使用本系統之票務功能時，

需先進入車票欄位設定之畫面，其設定畫面如圖 6.11 所示，業

者勾選公司本身所需之欄位（如車票名稱、票別、起站、迄

站……等），在設定時本系統將車票代號及價格預設為必有之

欄位，其用意在於車票代號的使用可以方便領票系統及回收票

系統作業的進行，在記錄時只需輸入車票代號即可記錄車票相

關基本資料，進而減少輸入資料的時間，並可確保資料之正確

性，而價格之欄位可利於車票統計時依車票代號及張數直接算

出總額，不需另行輸入資料；在確定欄位項目後，若業者有勾

選票別（或票種）之欄位選項，則會出現可設定票別（或票種）

代號及名稱之輸入欄，然後進行票別（票種）新增作業。在所

有設定皆完成後，即完成車票欄位設定。系統操作流程如圖

6.12 所示，其步驟說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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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本系統車票欄位設定之畫面 

 車票欄位選擇：係依業者之營運型態或需求來選擇，例如當

業者為一般市區客運之營運公司，則車票之資料可能不需

起、迄站；若為國道路線客運業者，則可能不需車票名稱及

票別之欄位，選擇欄位完成後系統可將所選之欄位記憶在系

統中，並隱藏不需要的欄位，以免造成使用者的困擾。 

 票別及票種之設定：因各家業者之票別或票種皆為固定之某

幾種項目，例如在市區客運業者中，其票別僅有全票、半票、

學生票、老殘票等，國道路線客運業者中其票種僅有單程、

來回、軍優及套票(回數票)，故先將票別或票種以不同之代

號做記錄，使用者在將來輸入時可直接以下拉式選單選擇，

加快作業之流程，且當回收票統計作為薪資計算依據時，亦

可直接依此作分類的統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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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車票設定欄位

勾選所需資料庫欄位

完成車票欄位之設定

輸入票別及票種之資料

確定所選之欄位

[未勾選票別或票種之欄位]

[有勾選票別或票種之欄位]

 

圖 6.12 車票欄位設定流程圖 

(2) 車票基本資料設定 

當車票欄位設定完成後，便可開始進行車票基本資料之設

定，其系統畫面如圖 6.13 所示，業者依其先前所選擇之資料欄

位輸入該公司車票資料，建立一個車票基本資料之資料庫，方

便其他系統功能如售票統計或回收票統計，在輸入或計算時可

以直接選擇車票代號以得到票價或起迄站等相關資訊。系統操

作流程如圖 6.14 所示，其說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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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本系統車票基本資料設定之畫面 

 新增車票資料：業者可依此畫面新增該公司之車票種類，儲

存其相關的車票資訊，以利管理紀錄並可供查詢之用。 

 判別資料之正確性：因車票代號為系統中預設之唯一值，故

當車票代號重複或未輸入時，將顯示資料錯誤之訊息，並且

不儲存該筆資料；當業者有選擇起站與迄站之車票資料欄位

時，若輸入之資料僅有起站或迄站，則判別資料不完整，亦

不將該筆資料作儲存的動作。 

 資料之修改、刪除：當車票之資料有所變動時，可以即時的

將資料作變更，以配合業者之營運狀況。 

 資料之查詢：使用者可以根據車票代號、車票名稱、票別、

票種、起站、迄站(若業者有勾選該欄位)輸入資訊，可選擇

一種或多種條件限制來查詢符合條件的車票資料，以供使用

者察看，並可將此結果列印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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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車票基本資料設定畫面

依其所設定之欄位將相關資料填入

將資料記錄至資料庫 出現錯誤訊息,不儲存該筆資料

完成新增車票資料

確定新增一筆資料

[資料輸入有錯誤] [資料輸入正確] 

 

圖 6.14 車票基本資料設定流程圖 

2. 領票管理功能 

在業者的領票作業上，總公司的車票管理人員或是領票人員必須

填寫「領票紀錄單」來作領票相關資料之記錄，所以系統此項功能主

要是提供領票管理人員記錄領票相關資料，必要時管理者可進行領票

資料查詢與統計，因此本系統之領票管理功能主要可分為「領票紀錄

管理」與「領票紀錄統計」兩項功能，將此二功能說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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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領票紀錄管理 

此一功能主要在提供票務管理員記錄相關的領票資訊，系

統畫面如圖 6.15 所示，其系統作業流程如圖 6.16，茲就其步驟

說明如下： 

 

 

圖 6.15 本系統領票管理功能系統之畫面 

 輸入領票資料：輸入相關領票資訊，其輸入項目為管理員姓

名、領用人姓名(票務員)、票種代號、領用車站、領用車票

起始號碼及結束號碼。 

 判斷資料是否正確：待輸入領票資料後，系統會判斷所輸入

的車票號碼是否有重複的情況，並且檢查輸入資料是否有不

完整的情形，若有此二種情形則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要求

使用者重新輸入。 

 儲存資料：當判斷資料無誤時，系統便會記錄當時之日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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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將輸入之資料一併儲存於資料庫中，此即完成一筆領

票作業。 
 

            

進入領票管理系統

輸入領票資料

系統紀錄領票日期

新增一筆領票紀錄

顯示錯誤訊息

[領票號碼無重複
輸入資料完整] 

[領票號碼重複
輸入資料不完整] 

 

圖 6.16 本系統領票作業流程圖 

而在記錄的過程中系統提供了兩個提示功能，分別是「站

上剩餘車票顯示」及「車票連續號碼提示」之功能： 

 站上剩餘車票顯示：在輸入車站名稱及車票代號後，系統會

將售票紀錄與前次領票紀錄進行比對顯示該站剩餘車票數

量，如此可察看站上是否有存放太多車票的情形，以作為領

票決策的參考。 

 車票連續號碼提示：在輸入車票代號後，系統會根據前次領

票紀錄來提示管理者這次領票的號碼應從哪一個號碼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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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領票號碼不連續的情形。 

除此記錄功能外，本功能尚提供「查詢」及「列印」功能，

管理者可針對領票日期、票務員、車站、車票等條件進行查詢，

並且可列印查詢結果。 

(2) 領票紀錄統計 

此一功能主要是讓管理者可針對領票紀錄進行統計，以便

作領票紀錄的分析，管理者使用本系統時可針對票務員或各車

站統計選定時間範圍內的領票紀錄。 

3. 售票管理功能 

在售票記錄方面，依業者目前的作業方式，售票員交班時必須填

寫售票紀錄單，因此售票管理功能主要是讓售票員記錄售票資訊，以

便作售票紀錄的管理，主管亦可由此資訊瞭解公司的營收情形。為了

滿足大部分客運業者的需求，本售票管理系統提供「售票紀錄管理」

及「售票紀錄統計」二項功能，以下將此二功能作進一步說明。 

(1) 售票紀錄管理 

本功能主要提供售票員交班時記錄該日的售票紀錄，系統

畫面如圖 6.17 所示，其系統作業流程如圖 6.18，茲就相關步驟

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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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本系統售票管理功能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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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本系統售票管理流程 

� 輸入售票資料：售票員依據視窗指示，依序輸入路線、車票

代號及車票起訖號碼等相關資料。 

�判斷資料是否正確：待輸入售票資料後，系統會判斷所輸入的

車票號碼是否有重複的情況，並且檢查輸入資料是否有不完

整的情形，若有此二種情形則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要求使

用者重新輸入。 

�儲存資料：當判斷資料無誤時，系統便會記錄當時之日期時

間，並將輸入之資料一併儲存於資料庫中，此即完成一筆售

票記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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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記錄的過程中系統提供了兩個提示功能，分別是「車

票連續號碼提示」及「營收金額計算」功能： 

� 車票連續號碼提示：在售票過程中，售票號碼紀錄應接續前

次售票號碼，因此在輸入車票代號後系統會將起始號碼先填

入作為提示，若售票號碼跨過不同領票號碼區段則可改為自

行輸入的方式。 

� 營收金額計算：輸入售票資料後系統可立刻計算張數及金

額，便於售票員核對手上車票的張數及金額，減少現行作業

為了計算售票張數及金額所花費的時間。 

(2) 售票紀錄統計 

本功能是將售票紀錄作相關統計，其統計資料可分為特定

期間營運紀錄、售票員當日營運紀錄及售票處營運紀錄三部

分。在特定期間營運情形統計方面，管理者選擇一段或單一天

的日期，系統會自動計算該期間所銷售的總張數及總金額，並

列印出相關的詳細資料。在售票員營運情形統計方面，管理者

選擇特定售票員及特定期間，系統會自動計算該售票員在該期

間所銷售的總張數及總金額，並列印出相關的詳細資料；選擇

全部售票員時還可以進一步了解各種車票的銷售情形。在售票

處營運情形統計方面，管理者選擇特定售票處及期間，系統會

自動計算該售票處在該期間所銷售的總張數及總金額，並列出

相關的詳細資料。 

4. 現金與回收票管理功能 

現金與回收票管理的主要功能為記錄公司當日每一駕駛及路線

的載客情形，此一部分的紀錄在市區公車及地區路線客運方面會影響

其駕駛員薪資，而在國道路線客運方面其載客情況紀錄可作為公司營

運策略的參考，因此本功能是讓業者能夠將每日的車上現金營收或票

券回收結果輸入電腦系統裡，以便計算統計相關資料，而薪資計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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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可連結至此現金與回收票記錄系統，依駕駛員的營收表現計算薪資

與獎金。由於市區客運與地區路線客運對於現金與回收票之紀錄項目

雷同但與國道路線客運有所不同，因此本系統在此設計「現金與回收

票紀錄管理」、「現金與回收票紀錄統計」、「回收票紀錄管理(國

道路線客運)」、「回收票紀錄統計(國道路線客運)」四個功能，將此

四功能說明如後： 

(1) 現金與回收票紀錄管理 

本功能主要可將駕駛員一天營運的現金營收與回收票情

形輸入資料庫中，此功能系統畫面如圖 6.19所示，其系統操作

流程如圖 6.20，茲就相關步驟說明如後： 

 

 

圖 6.19 本系統現金與回收票記錄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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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本系統現金與回收票記錄流程 

� 輸入基本資料：輸入營運日期、駕駛員姓名、車輛代號及記

錄員的姓名。 

� 選擇輸入項目：選擇是要輸入現金紀錄或是回收票紀錄。 

� 輸入現金資料：將駕駛員該天的現金營收輸入。 

� 輸入回收票資料：在此業者可將車票依票別分類後輸入，其

所需輸入資料為票別及車票回收張數。 

� 儲存資料：若輸入完成一筆現金紀錄或是回收票紀錄，則可

將此資料儲存至資料庫中。 

而在記錄的過程中系統提供將車票換算現金營收的功

能，由於部分業者會將部分回收票換算成現金營收來看待，因

此本功能可在使用者輸入車票代號後自動換算成票價並自行

加總，如此可免除人工換算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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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記錄功能外，本功能尚提供「查詢」及「列印」功能，

管理者可針對日期、駕駛員、記錄員、車票等條件進行現金與

回收票紀錄之查詢，並且可列印查詢結果。 

(2) 現金與回收票紀錄統計 

一般查詢統計之外，為了薪資獎金計算上的參考，在此統

計功能中可選定特定期間作全體駕駛員各票別的統計，或是單

一駕駛員的統計。 

(3) 回收票紀錄管理(國道路線客運) 

在回收票記錄方面，國道路線客運通常會將每班次的載客

情形記錄下來，此一資訊可作為公司未來營運策略規劃之參

考，因此回收票管理功能主要是提供回收票記錄之輸入介面，

其系統畫面如圖 6.21所示，其系統作業流程如圖 6.22，將其相

關步驟說明如後： 

 

圖 6.21 本系統回收票記錄管理(國道路線客運)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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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本系統回收票記錄(國道路線客運)流程 

� 輸入營運班次篩選條件：在輸入回收票紀錄時，必須依營運

班次來做記錄，然而所有的營運班次數量可說是相當可觀

的，為避免造成搜尋不易的情形，一開始必須輸入營運日期

及駕駛員姓名來搜尋該天該駕駛的班次。 

� 選取營運班次：篩選營運班次後，使用者必須選取要輸入回

收票紀錄的那個班次，以便作回收票記錄。 

� 輸入回收票資料：選取特定班次後，將上車站、車票代號、

回收車票數等資料輸入系統中。 

� 儲存檔案：待回收票資料輸入完成後，系統會將營運班次資

料、上車站、回收票代號、回收票數量等資料記錄到資料庫

中。 

除此記錄功能外，本功能尚提供「查詢」及「列印」功能，

管理者可針對營運日期、駕駛員、上車站路線等條件進行查

詢，並且可列印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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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收票紀錄統計(國道路線客運) 

本功能可將回收票的紀錄作一統計分析，使用者可選定某

一路線及時間範圍來作統計分析，系統可顯示該路線各車站的

上車人數，並且計算該路線平均每趟次的載客數與營收，其統

計畫面如圖 6.23 所示。 

 

 

圖 6.23 本系統回收票記錄統計(國道路線客運)之畫面 

6.3 機務管理功能 

在大眾運輸系統中，車輛是維持營運最主要元素之一，車輛狀況

關係著該家客運公司能否依照班表正常運作。本功能可協助管理人員

管理與查詢車輛各項資訊，包括定期保養排程、保養紀錄管理、維修

紀錄管理、加油紀錄管理與輪胎使用紀錄管理，使管理人員了解車輛

狀況之優劣，亦可提供有關資訊作為排班人員於排班調度時之參考；

本系統並於各項子系統中加入警示功能，根據管理人員事先設定之標



 6-27

準值，自動判斷車輛之異常狀況並提出警訊給管理者，以避免人工判

斷之缺失。以下各小節將針對機務管理設定、保養管理、維修管理、

油料管理、輪胎管理、機務管理與 FMS 整合各子系統功能詳細說明。 

1. 機務管理設定功能 

由於各家業者對於機務管理各項功能細項之需求均不同，例如保

養排程週期、保修類別、料件項目等，若各細項有更新或修改時能由

顯示畫面直接修改而不必更動程式碼將為較理想之設計，因此本系統

提供保養維修、加油、輪胎等子系統基本資料設定管理之功能，操作

人員於第一次使用本系統或資料項目有更新時，可利用本功能加以設

定，使各子系統能依據各家業者需求處理資料。以下分別對於保養維

修、加油、輪胎子系統之設定項目加以說明： 

(1) 保養維修設定 

在保養排程設定方面，各家業者保養廠可能有容量之限

制，若進行排程時未考慮容量限制，可能造成保養廠工作延

誤。保養排程設定是以車輛數做為保修能量單位，由排程人員

依經驗填入數值，則排程時若有某一日車輛超過該值，將提出

警訊供排程人員參考。另外，由於本系統提供自動排程功能，

因此於自動排程進行前須先進行保修規定設定，以做為系統進

行自動排程之參考依據。 

在預設保養項目及物料項目設定方面，則提供保養項目與

物料項目新增功能，當有新的保修工作項目或新類型物料時，

可利用此功能加以設定，於保修紀錄進行時即可透過下拉式選

單直接選取所需之項目，省卻手動輸入每筆紀錄的麻煩。圖

6.24 為保養維修設定畫面。 

(2) 加油紀錄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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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油設定方面，由於各家業者之耗油判斷標準均不相

同，因此提供一合理誤差值供加油功能自動判斷正異常之用。

圖 6.25 為加油項目設定畫面。 

 

 

圖 6.24 保養維修設定之畫面 

 

 

圖 6.25 加油紀錄設定之畫面 

(3) 輪胎紀錄設定 

由於各家業者所使用之輪胎類型、廠牌、型號各有不同，

為方便以下拉式選單選擇，省卻手動輸入工作，因此於輪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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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設定功能中提供輪胎各項基本資料設定；同時為協助管理人

員瞭解輪胎使用狀況，亦提供安全備量與保固里程設定，於輪

胎管理子系統中將計算備量與使用里程，並根據設定值提供警

訊供管理人員參考。圖 6.26 為輪胎項目設定畫面。 

 

 

圖 6.26 輪胎紀錄設定之畫面 

2. 保養管理功能 

為確保車輛能以最佳狀態營運，避免臨時出現異常狀況而影響班

表運行，定期檢查保養是非常重要的項目。一般說來，保養分級大致

分為數個等級： 

(1) 一級保養(初級保養)：每日出車前由司機執行的基本檢查，一

般包括水、電、胎壓、機汽油量及車內清潔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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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級保養(中級保養)：利用各場站內之保養設備進行保養，大

部分僅為檢查與調整，少部分則須更換料件。 

(3) 三級以上保養(高級保養)：車輛全面檢查，包含引擎內部料件

之檢查與更換，時間可能長達數天。 

本系統提供自動與手動保養排程、排程與班表查核功能、保養紀

錄功能，並提供警訊顯示，避免人工處理之疏失。以下對這三項功能

加以說明： 

(1) 保養排程 

由於二級以上之保養時間較長，市區公車及地區路線客運

業者於前週即排定下週須進行保養之車輛，以便調度人員進行

班表調整，而國道路線客運業者多為全天候營運方式，因此每

日提供隔天保養車輛資料。目前業者多以表單方式記錄與傳遞

車輛保養資訊，若車隊規模較大，容易發生車輛延遲保養的情

形，與場站間的聯絡也易有疏忽。因此本系統提供自動排程、

手動排程與警示功能，由系統自動排程車輛保養日期，並以警

示提醒，可大幅減少人工查詢表單資料之缺漏。 

首先管理人員須先設定各級保養之里程，以作為系統自動

判斷之依據。圖 6.27 為自動排程之運作流程，執行自動排程之

後，系統先找出尚未完成保養排程之車輛，根據車輛目前里程

與保養規定計算下次保養里程，依該車每日平均行駛里程數計

算下次保養日期。自動排程完成後，若排程人員欲臨時加入或

修改車輛保養資料，則可利用手動排程方式進行。排程完成

後，排程人員與調度人員可利用查詢與列印功能列出所需日期

之車輛保養排程資訊，供查詢或存檔檢核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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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規定(各級保
養時間與里程)

計算下次保
養里程

是否已完成
保養排程

由第一部車
開始比對

是否已比對
所有車輛

計算下次保養
日期

車輛里程資料

車輛營運資料

否

否

下一部車是

完成自動排程

是

 

圖 6.27 自動保養排程流程 

當排程進行時，若某日期之預排車輛已超過預設之數量

時，系統將提出容量警訊；當車輛里程更新後，若超過應保養

里程時，系統則提出保養警訊；當採用手動排程時，若未輸入

車號則系統會顯示除錯警訊，同時資料亦無法新增或修改。圖

6.28 為容量警訊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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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8 容量警訊之畫面 

(2) 保養記錄 

保養工作結束後，各項資料必須記錄備查，這些紀錄常於

請款時作為核對之用，或於車輛發生問題時查詢負責保養技師

之姓名。目前除了委由專業保養場保養之部分外，業者自行保

養時均以表單方式記錄資料，在查核時甚為不便。本系統提供

資料庫儲存保養紀錄，管理人員可利用單一或多條件查詢方式

取得所需資料。圖 6.29 為保養紀錄查詢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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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保養紀錄查詢之畫面 

3. 維修管理功能 

維修管理是處理非保養時間所發生之臨時車輛維修，車輛維修記

錄功能中的完工日期時間紀錄，可提供調度人員於車輛調度時之參

考，而與駕駛行為有關之維修案例，也會涉及駕駛員之減扣薪資規

定。臨時車輛維修的流程如圖 6.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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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0 車輛維修流程 

維修管理系統內容提供車輛維修紀錄之新增、刪除、查詢、統計

與列印等功能，圖 6.31 為維修管理系統之功能流程圖。 

遭遇臨時性之車輛維修案例

檢查維修項目 

領取維修用料 

記錄維修詳細內容 

統計並列印維修記錄表及領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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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維修管理系統功能流程圖 

(1) 車輛維修記錄 

主要在於車輛維修前進行登錄與維修後進行維修耗材使

用之記錄，記錄內容包含以下幾個項目： 

 車牌號碼：車輛的車牌號碼。 

 進廠維修時間：車輛進廠維修的時間。 

 維修完成時間：車輛完成維修的時間。 

 維修類別：維修類別有機電維修或是內部零件引擎維修。 

 維修項目：車輛維修的所有項目內容。 

 用料項目：車輛維修的所有用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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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料金額：車輛維修之用料總金額。 

 維修技師：維修技師的名字。 

 備註：其他備註事項。 

最後將所有的資訊顯示在車輛維修記錄表中，如圖 6.32

所示。 

 

 

圖 6.32 維修紀錄表 

 

(2) 維修紀錄查詢 

此功能主要在提供臨時性的維修紀錄查詢，並可提供單一

或複合條件查詢，查詢條件包括了：車牌號碼、維修類別、維

修人員、維修時間範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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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統計列印 

此功能在進行相關報表之產製，必要時須先進行資料之統

計，相關報表有：設定日期時間內之各車輛維修紀錄統計表、

維修金額統計等。 

4. 油料管理功能 

油料管理功能主要功用是對每輛營運班車或駕駛員在每日班次

營運結束後，前往特約加油站或車場內加油機加油之加油紀錄進行管

理，每月初由負責人員將該月加油紀錄統計後產出報表，最後再將報

表提報高層作適當處置，油料管理之作業流程整理如圖 6.33。 

至特約加油站或車場
加油

每一位司機結束
該日營運班次

以手寫或刷卡方式記
錄加油資料於加油明
細單或電腦資料庫

加油紀錄資料

統計車輛或司機耗油
狀況

(每公升油料平均行駛
里程數)

統計報表提報
上層管理者作處置

產出耗油統計報表

 

圖 6.33 油料管理作業流程圖 

本油料管理功能除了提供新增、修改、刪除基本管理功能外，

為了掌握駕駛員加油狀況以作懲處或獎勵，本系統亦提供統計功能。

油料管理功能架構如圖 6.34。 



 6-38

統計功能
輸入設定項目
1.選擇欲統計加油紀錄之日期
2.合理誤差值(上下限值)
3.欲統計油品種類
4.比對樣本之日期
5.分類統計樣本方式

增修功能
功能鍵(button)

1.新增2.修改3.刪除

查詢功能
查詢條件
(單一或多條件)
1.車輛識別碼
2.車牌號碼
3.駕駛員代號
4.駕駛員姓名
5.日期時間
6.加油量

新增(輸入項目)
加油紀錄表格

1.駕駛員代號2.加油量
3.加油時里程4.駕駛員姓名
5.日期時間6.油料單價

修改(點選修改)
加油紀錄表格

1.駕駛員代號2.加油量
3.加油時里程4.駕駛員姓名
5.日期時間6.油料單價

刪除(點選刪除)
加油紀錄表格

1.駕駛員代號2.加油量
3.加油時里程4.駕駛員姓名

5.日期時間6.油料單價

加油管理功能

統計結果輸出功能
1.資料庫儲存
2.報表產出
 (1)全部報表
 (2)異常加油報表
 (3)優良加油報表

 

圖 6.34 油料管理功能架構圖 

以下針對油料管理之各項功能進一步說明： 

(1) 增修功能 

本系統加油紀錄增修功能主要是提供特約加油站人員或

是駕駛員在每日班次營運結束後完成加油動作時，藉由本系統

輸入加油紀錄資料於電腦系統中，再以無線傳輸或是以磁片方

式儲存至總公司資料庫中。若儲存於資料庫中任一筆加油紀錄

資料發生錯誤，而使用者欲修改或刪除該筆加油紀錄資料，則

可點選該筆資料作修改或直接刪除之。 

(2) 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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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加油紀錄查詢功能主要可提供使用者依照車輛識

別碼、車牌號碼、駕駛員代號、駕駛員姓名、日期、加油量範

圍等條件，選擇單一條件或是多條件方式查詢所需要之加油紀

錄資料。 

(3) 統計功能 

油料管理功能最主要核心部分即在統計功能，其主要功能

在於提供管理者相關資訊以清楚了解每輛車或駕駛員的耗油

狀況，並依照其耗油狀況進行獎懲。使用者可以選擇日期來統

計該日期範圍內的加油紀錄資料，也可以選擇油品種類進行統

計，還可以依照路線、車別、車齡之不同組合方式，將統計樣

本分類成同一路線、同一車別、同一車齡來個別統計，使用者

也可以把資料跟往年任一日期或當期的統計母體做統計比

較，因此本系統可以透過各種不同統計方式提供管理者更多資

訊，輔助其判斷各車輛或駕駛員的耗油狀況。另外，為了因應

各業者皆有 A/B 班情形發生，因此在統計功能上也提供是否人

車合一之選項，若非人車合一則以車輛為分類依據，若是人車

合一則最後會以駕駛員為分類依據。 

在加油紀錄統計結束後，為了配合目前業者依車輛及駕駛

員耗油情形進行獎勵或懲罰之管理措施，在統計報表製作上提

供了三種選擇，使用者可以依照需求選擇顯示全部報表、異常

狀況報表或優良狀況報表，來了解車輛耗油狀況並據以做出適

當的管理措施。圖 6.35 為加油紀錄統計功能與結果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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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5 油料管理之統計功能介面圖 

5. 輪胎管理功能 

輪胎在車隊耗材成本中所佔比例不低，因此一個具有效率以及

追蹤性的輪胎管理系統不但可以有效節省作業時間，對於車隊的營運

管理亦有莫大的助益，由於輪胎管理具有輪胎更換位置、回收重製等

增加使用效率與降低成本之目的，因此其管理方式異於一般的耗材管

理。 

圖 6.36 為輪胎管理系統之功能流程圖，首先藉由共用資料庫讀

出各輪胎之進貨日期、廠牌、型號、編號、類型等等，再將新進輪胎

或經技工判斷變更後繼續使用類別之輪胎等資訊輸入資料庫，再依客

運業者所規範的存貨備量機制作為供貨警訊之依據，最終則是列印報

表，報表可含車輛編號、更換位置、回收與報廢小計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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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胎進貨紀錄與輪胎使
用紀錄

共用資料庫

對於變更使用方式之輪
胎提出選擇項目

重製輪胎寫入資料庫
報廢輪胎寫入資料

庫
更換位置之輪胎寫入資

料庫

列印報表

報廢更換位置 回收重製

資料庫查核庫存是
否低於安全備量

供貨警訊

新增或變更類型之輪胎
寫入資料庫

技工維修紀錄

輪胎進貨紀錄(含回
廠再生胎)

 

圖 6.36 輪胎管理功能判斷式與流程 

根據業者管理需求，本系統分為輪胎紀錄管理與輪胎使用管理

兩個子系統，紀錄管理子系統處理輪胎庫存之各項紀錄，使用管理子

系統則處理輪胎更換作業之各項紀錄。以下分別對兩個子系統之功能

作進一步說明： 

(1) 輪胎紀錄管理子系統 

輪胎紀錄管理子系統之功能共有增修與查詢、警訊提供、

庫存統計三項，以下為各項功能之說明： 

 增修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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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係供輪胎新進或資料異動時記錄之用，可記錄進

貨日期、廠牌、單價、型號、類型、裝置狀態、編號、異動

日期、報廢日期等資訊；另外可提供單一條件與複合條件的

查詢與列印功能，管理人員可根據不同需求進行輪胎資料查

詢，並列印表單。 

 保固里程到點警訊功能 

輪胎使用均有里程限制，除特別因素外，保固里程內之

輪胎應可正常使用，但若已達保固里程，則輪胎品質、胎紋

深度均可能有所變更以致對行車安全產生不良影響，因此必

須控管或更換已達保固里程之輪胎；但輪胎數量眾多，若全

由人工控管難免會有遺漏，故本系統由使用者自設輪胎之有

效使用里程，使用者只需輸入該輪胎卸下前的行駛里程，系

統即會自動作累積里程之計算，並且在即將到點保固里程數

時提出預備更換輪胎之警訊，而在超出規範里程數時，提出

建議更換輪胎之警訊，以維護車輛行駛之安全。圖 6.37 為輪

胎紀錄管理系統中，顯示保固里程到點警訊之畫面。 

 

圖 6.37 輪胎紀錄管理系統中保固里程到點警訊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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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存統計功能 

妥適之車輛是維持正常營運主要因素之一，若輪胎更換

時才發現無備用胎可使用，將影響到車輛調度及營運。因此

本系統提供備用胎資訊，由管理人員預先設定各類型輪胎之

安全庫存量，再比較未裝置輪胎與安全庫存量。本系統除統

計目前庫存之各類型輪胎數量，並對於庫存量不足之輪胎類

型提出庫存量警訊與缺少數量之資訊。圖 6.38 為庫存統計功

能之畫面。 

 

 

圖 6.38 庫存統計功能之畫面 

(2) 輪胎使用管理子系統 

使用管理子系統除提供基本增修與查詢功能之外，並在資

料庫處理上與紀錄管理子系統相連結，當輪胎使用狀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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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紀錄管理子系統之資料亦同時改變，以方便管理人員控管

輪胎使用里程與輪胎庫存量。 

6. 機務管理與 FMS 整合功能 

(1) 班表比對 

排班調度作業中，確認班表上之人車是否能正常加入營運

是最主要的工作項目之一，調度人員在人車因休假或保養而無

法加入營運時，須迅速找到可替代之人車，才能維持正常營

運。由於各業者之班表、保養排程單、假單均為表單形式，故

須由調度人員比對班表與各式表單，並尋找可用人車。但營運

規模愈大，班表與各式表單勢必愈多，因此班表與各式表單比

對時間之增加幅度，常為營運規模增加幅度之數倍；而受到資

料收集之限制，可用人員與車輛資訊需由修車廠或場站提供，

若因調度臨時需要，則必須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取得可用人車資

訊，調度時間因此受到延遲，在尖峰時間亦可能影響正常營

運。故本系統與 FMS 結合後，可提供整合性之自動比對班表

功能，並列出預備人車表，供調度人員即時將無法加入營運之

人車以預備人車替換。以下就針對自動比對班表與變更班表功

能加以說明： 

 自動比對班表 

本系統透過整合各資料庫可自動取得保養車輛與差假人

員資料，節省調度人員搜集人車資訊之時間；同時在班表比

對作業上，系統較為迅速且正確，當營運車隊規模龐大時也

可大幅減少比對時間且可避免出現比對錯誤之情形。圖 6.39

為班表比對畫面，比對完成後會於下方顯示班表與保養排程

相衝突之人車資訊。 

 更動班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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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料庫整合與連線，調度人員可由系統了解修車廠

與場站內之可用人車資訊，利用本功能提供之簡易班表更動

功能，便能即時將無法加入營運之人車以可用人車替換，相

較現行作業方式可減少資訊收集所花費之時間。 

 

 

圖 6.39 保養排程與班表查核之畫面 

管理資訊系統與車輛管理系統資料庫整合後，調度人員於

排班調度時不再需要經常查詢許多表單，透過整合後的資料庫

即可取得所需資料，而利用系統取代人工比對作業可節省許多

處理時間；資料整合後也有助於業者作業流程之簡化，並提升

作業效率。 

(2) 超時工作人員比對功能 

受到勞動基準法的限制，員工每週工作時數、每日總工作

時數均有一上限，若超過此上限則必須核發加班費或予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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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因此排班調度人員修改班表之後，須檢查駕駛是否有超時

工作情形。人工比對方式是先找出該駕駛當日或當週工作班

次，計算各班次發車與返站時間，加總後即為該駕駛之工作時

數，但人工比對非常耗時費力，若稍有疏忽即可能漏記或重複

紀錄。因此，本系統提供超時工作人員比對功能，自動計算每

位駕駛之工作時數，以避免人為因素造成錯誤。 

由於本系統已將班表以資料庫方式儲存，因此本功能可自

動取得駕駛資料與班表資訊，節省收集班表資料時間。本功能

根據每位駕駛找出其工作班次，利用各班次實際發車與返站時

間計算總工作時數，並將超時工作之人員列出供排班調度人員

參考。圖 6.40 為超時工作人員比對功能之畫面。 

 

 

圖 6.40 超時工作人員比對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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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薪資計算功能 

依據本研究對七家公共汽車客運業者之功能需求調查，得知國道

路線客運業者與市區公車業者或地區路線客運業者在薪資結構上存

在一定程度之差異，以駕駛員薪資結構而言，國道路線客運業者以趟

次獎金為其主要薪資來源，市區公車或地區路線客運業者則以里程獎

金與載客獎金為其主要薪資來源，因此可知薪資計算系統需包含薪資

結構設定、薪資計算等功能，另依據訪談調查結果可知駕駛員經常對

自己的薪資存有疑異，因此薪資計算系統尚須薪資查詢功能讓員工可

查詢薪資計算結果與薪資計算明細資料，以下茲就薪資結構設定、薪

資計算與薪資查詢等功能說明如下： 

1. 薪資項目設定功能 

此功能主要提供業者設定計算員工薪資時須考量之相關項目與

乘數，在此乘數係指會因員工執勤狀況而變動之薪資項目。對國道路

線客運業者而言，有乘數之薪資項目主要多為趟次獎金、加班獎金、

惜油獎金、輪胎獎金(輪胎低損耗)等；對市區公車或地區路線客運業

者主要為里程獎金、載客獎金、路線補貼、加班獎金、惜油獎金、輪

胎獎金等，其他則屬於無乘數之項目，如保險費、保證金、職務加給、

生活津貼……等等，因此本系統提供了里程獎金、趟次獎金、載客獎

金、加班獎金、路線補貼、惜油獎金、輪胎獎金等有乘數項目之設定，

與其他無乘數項目之設定，以因應各經營類型之客運業者需求，系統

畫面如圖 6.41 所示，系統作業流程如圖 6.42 所示，重要步驟說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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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1薪資項目設定之畫面 

 

圖 6.42薪資項目設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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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所需之項目 

業者可依自己公司之薪資制度選擇所需薪資項目。 

(2) 設定乘數明細 

針對薪資項目中具有乘數特性之項目進行其乘數明細之

設定，以趟次獎金為例，由於各業者對趟次之定義可分為來回

為一趟次或來回為兩趟次，因此在趟次獎金之設定除了針對趟

次定義進行設定外，尚需進行各路線之獎金發給規定，如 A 路

線每趟次 500 元，系統操作畫面如圖 6.43 所示。 

 

 

圖 6.43趟次獎金設定之畫面 

(3) 設定其他項目 

各業者除了針對有乘數獎金項目進行設定外，尚可針對公

司所提供之額外福利金或保險費收取規定等與乘數無關之項

目進行設定，設定內容包括項目名稱、金額、核發或索取對象

等，系統操作畫面如圖 6.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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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4其他薪資項目設定之畫面 

2. 薪資計算與查詢功能 

(1) 薪資計算功能 

薪資計算作業可區分為三類，一是每月例行之全體員工薪

資結算作業；二是員工離職之臨時計算；三是發生薪資不符時

薪資重新計算作業。薪資計算時皆可依據薪資結構中所設定之

項目進行對應資料庫與乘數值之讀取而進行相關計算，計算結

果可儲存於薪資資料庫，供後續薪資查詢、統計與列印等相關

作業之進行，薪資計算作業之畫面如圖 6.45 所示，薪資計算作

業流程如圖 6.46 所示，重要步驟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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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5薪資計算作業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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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6薪資計算流程 

� 設定薪資計算範圍 

設定薪資計算時間並選擇將進行全體員工或部分員工之

薪資計算，其中部分員工包含員工因其他系統之資料更正而

使薪資需重新計算之情形與員工離職時之薪資臨時計算。 

� 讀取薪資對應欄位 

依據薪資設定之項目讀取對應資料庫之相關欄位，作為

薪資計算之準備資料。 

� 讀取薪資計算公式 

系統於薪資計算過程中透過相關索引值讀取所對應之薪

資計算公式及薪資乘數值之設定，並配合上一步驟所得之值

進行薪資計算之作業，最後儲存計算結果，在此也提供相關

檢查警示功能，避免因薪資計算範圍設定不當而導致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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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查詢功能 

薪資資料具有不可任意更改之特性，因此於薪資計算系統

中在薪資資料管理方面僅提供薪資查詢功能，且個人薪資資料

尚具有隱私性，故將查詢功能區分為群體員工與個別員工查

詢，系統操作時依登入查詢系統者之權限開放可查詢之資料範

圍，茲將兩查詢功能之內容說明如下： 

 群體員工薪資查詢 

當薪資系統管理者進入薪資查詢系統後，可依員工之職

稱、站別及薪資所屬年份及月份作群體員工薪資記錄之篩

選，以查詢群體員工之薪資紀錄，群體員工薪資查詢系統作

業畫面如圖 6.47 所示，薪資系統管理者可點選不同欄位而將

資料進行排序，以增加資料之可讀性，並可根據此資料之排

列方式進行列印報表之作業。 

 

圖 6.47 群體員工薪資查詢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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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別員工薪資查詢 

個別員工可依員工之姓名、員工識別碼及薪資所屬年份

及月份查詢自己的薪資資料。依個別員工篩選條件查得薪資

資料後，可依薪資所屬年月做薪資明細的相關資料顯示，該

明細項目係依據薪資獎金結構中所設定之項目而顯示的，如

營運資料明細、考核津貼明細、差假津貼明細、票收獎金明

細、惜油獎金明細及其他獎金明細等，個別員工薪資查詢系

統作業畫面如圖 6.48 與圖 6.49 所示。 

 

 

圖 6.48 個別員工薪資查詢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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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9 個別員工薪資明細顯示之畫面 

6.5 資料庫連結設定功能 

此項功能內包含三項子功能：「匯入」功能、「匯出」功能及「資

料處理維護」功能，相關說明介紹如下： 

1. 匯入功能 

已自行構建管理資訊系統且內部已建立基本資料表格的客運業

者，可以利用本項功能，將相關的基本資料匯入本系統的表格中。依

所匯入的資料類別來區分，則可分為：「現有班表資料匯入功能」與

「基本表格資料匯入功能」兩大類，現分述如下： 

(1) 現有班表資料匯入功能 

當客運業者已有內部管理系統可產生每日營運所需的駕

駛日報時，為了避免發生兩造系統內部資料重複處理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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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特提供此項功能，使業者系統資料庫中的資料與本系統

資料表格進行轉換匯入，將業者相關的班表資訊存入本系統的

表格中，再利用系統內部的分類及處理功能，來產製每日營運

所需的駕駛日報以及路線管制表資訊，以供本系統運作之用。 

使用者首先依照本身實際需求依序填入連結匯入所需的

資料庫名稱、路徑以及欄位名稱等相關資訊，此時系統會自動

產生資料庫連結的設定檔案（Script File），之後系統再依據此

檔將業者內部 MIS 所產生的每日營運資料連結匯入至本系統

中；最後再使用相關的分類及處理功能，將轉換匯入的資料自

動產生每日營運所需的駕駛日報及路線管制表資訊，以供本系

統後續運作使用。 

(2) 基本表格資料匯入功能 

公司內部已構建完成基本表格的業者，可以利用「基本表

格資料匯入」功能，將本系統所需的相關基本資料匯入至系統

表格中，以供系統運作使用。其基本表格共有下列五項：人員

表格、車輛表格、車站表格、路線表格、營運狀況表格。 

在操作流程方面，使用者先依序填入連結匯入時所需的資

料庫名稱、路徑以及欄位名稱等資訊，此時系統會自動產生資

料庫連結的設定檔案（Script File），之後系統會依據此檔將業

者內部 MIS 中的相關資料連結匯入至本系統中，以供本系統後

續運作使用。 

2. 匯出功能 

業者在每日營運完畢後之班表或薪資計算完畢後之資料，可以利

用本系統進行匯出工作，將相關營運資訊寫回業者資料庫表格。使用

者首先依照本身實際所需回傳的資料依序填入連結匯出所需的資料

庫名稱、路徑以及欄位名稱等相關資訊（如所填資料與匯入功能的資

料相同時，可以選定相同的 Script File 來進行轉換匯出工作），待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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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填入之後系統亦會自動產生一匯出連結檔（Script File），最後系

統則會依據此檔之資訊進行營運資料匯出之工作。 

3. 資料處理維護功能 

此項功能是針對本系統內的基本資料表格進行資料處理維護的

工作，內容包括資料的新增、刪除、查詢以及修改功能，其目前系統

所處理維護的基本表格，共包括下列七項：人員表格、車輛表格、車

站表格、路線表格、勤務表表格、營運狀況表格、現有班表轉換表格。 

6.6 系統管理功能 

業者公司內部所有會使用到本系統之人員可對使用者進行使用

層級、使用者進入帳號及密碼之管理設定工作。目前於使用層級設定

方面分成「單位主管」、「派車調度員」及「一般」三個等級（可依

業者實際狀況設定），此功能主要是確保系統使用之安全性。其操作

畫面如圖 6.50 所示。 

 

 

圖 6.50 系統管理功能的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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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系統測試與評估 

系統測試的目的在於儘可能發現系統中的各種可能發生的錯

誤，以提昇系統之正確性與實用性，使本研究所構建的系統能符合業

者在營運作業上的需求。以下即針對本次測試之方法、調查與結果三

部分進行說明。 

7.1 測試方法 

大眾運輸車隊資訊管理系統之資料運作來源為營運後相關資料

之紀錄，因此在系統測試時無需至站上進行線上測試，只需將相關資

料蒐集完成後即可進行離線測試。本研究測試流程如圖 7.1所示，茲

就其相關步驟說明如後： 

確立測試計畫作業流程

測試資料蒐集

系統操作

績效評估

符合測試目標

系統修正

否

完成測試

是

 

圖 7.1 測試計畫作業流程 

1. 測試資料蒐集：主要係由研究人員至受測業者公司蒐集相關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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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及營運材料表單以便系統操作，其蒐集之資料需涵蓋一定期

間，以利測試系統運作是否正確。 

2. 系統操作：研究人員將前述所蒐集之資料內容依序在系統中進行

操作，並記錄其處理時間與執行結果。 

3. 績效評估：完成前述兩步驟後即可進行系統績效評估，評估指標

包括下列兩項： 

(1) 系統節省作業時間：此項指標屬於量化指標，主要目的是比較

系統作業時間及目前業者作業時間上之差異，其系統節省時間

可以用下列兩項計算公式進行計算與表示 

� 節省作業時間(分鐘或秒/月)=（每次人工作業時間－每次系

統作業時間）*次數（次/日）*30天 

� 節省作業時間百分比(%)=(節省作業時間/人工作業時

間)*100% 

另外，為確實有效衡量出系統可節省的作業時間，因此

針對系統功能方面，本次測試將以「單一系統項目」與「整合

系統項目」兩部分進行衡量評估，分述如下： 

� 「單一系統項目」：針對各子系統中之特定作業項目，進行時

間差異之比較。 

� 「整合系統項目」：針對本系統可表現出整合項目績效之部

分進行時間差異之比較。 

此次受測業者公司內部均有其自行開發的 MIS系統，但

在人事管理、票務管理、機務管理及薪資計算四部分，受測業

者現有系統功能可能未臻完善，因此為凸顯本次測試之績效，

在量化指標方面，特針對業者現行作業流程與本系統流程差異

性較大的部分，進行量化績效衡量，以確實掌握本核心模組系

統可帶給業者之實質效益。故在「單一系統項目」方面，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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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將針對「保養排程項目」進行績效衡量；在「整合系統項目」

方面，將針對「FMS與 MIS整合測試比較」與「薪資計算時間

比較」兩部分進行績效衡量。 

(2) 系統功能比較：此項指標屬於質化指標，由於本次參與測試之

三家客運業者均已構建其管理資訊系統，因此此項指標的主要

目的在衡量本核心模組系統各部分之功能與業者現有系統功

能之差異性比較。基本上，系統功能差異比較可分為下列兩部

分說明： 

� 加值功能：主要說明本系統可提供測試業者現有系統功能外

之額外加值功能，其中包含業者現有系統功能加值、各類統

計資料產生以及相關報表列印等。 

� 警訊功能：主要說明本系統在MIS作業流程中能提出的警示

訊息功能，以供操作或決策人員參考，其中包括耗油量異常

警訊、輪胎警訊、票號重複警訊等相關警示訊息。 

7.2 測試對象功能需求分析 

為測試本研究所建置系統之功能是否確實符合客運業者之需

求，本研究訪談七家客運業者，並選擇了三家在市區公車、地區路線

客運與國道路線客運經營項目分別具有代表性的客運業者(受測業者

均表示基於 MIS流程機密性與公司內部考量，不願將受測公司的名稱

列於報告書中，因此以下分別稱其為 A、B、C公司，而不明確寫出該

公司之名稱)作為本研究系統測試之對象。為使測試結果更趨完善，

本研究於測試前特針對測試對象現行之人事管理、票務管理、機務管

理與薪資計算等 MIS作業，進行完整的作業內容及流程調查，其詳細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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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A客運公司 

1. 現有人事管理介紹 

(1) 人事資料管理 

A 公司在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方面可區分為新進員工資料建

檔、離職員工資料刪除與員工升遷資料管理等，由人資部進行

資料異動之處理作業，並且每月產生人事資料報表作為資料備

份與儲存，其作業流程如圖 7.2所示，當引用本系統進行人資

料事管理作業時將不會影響既有之作業程序，且可提供重複性

資料輸入警示並可建立人事升遷歷史檔，除了增加作業效率外

也使資料保存更容易，系統作業流程如圖 7.3。 

 

 

圖 7.2 A公司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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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部員工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升遷

填寫基本資料

傳送資料給資料輸入員 資料輸入

1.重複性資料輸入警示
2.可建立人事升遷歷史檔

 
圖 7.3 A公司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考核管理 

A 公司在考核作業內容方面可區分為平日考核與年終考核

兩類，平日考核係針對稽查人員或乘客之舉發事項進行審查，

若舉發事項確切，則將考核結果交由稽查部行政人員進行資料

建檔，待年終考核時稽查部行政人員須製作年度考核紀錄資料

之統計報表，單位主管即可根據該報表對下屬進行年終考核作

業，並將考核結果交由稽查部行政人員進行資料建檔，其作業

流程如圖 7.4所示，當引用本系統進行考核管理作業時將不會

影響既有之一般考核作業程序，惟在年終考核時管理者可直接

透過本系統取得年度考核資料與統計報表，增加了作業效率，

系統作業流程如圖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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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 考核人員員工 資料輸入人員高層主管單位主管

優缺行為發生

無需進行
考核處理

將記錄輸入電腦系統

進行考核
規範處理

填寫考核紀錄單

將紀錄單送至單位主管

乘客舉發 考核人員舉發

高層主管審核

將紀錄單交送資料輸入人員

進行考績評估

紀錄單送交高層主管

考績評估核定

紀錄單交送資料輸入人員

[平日考核] 

[年終考核] 
產生考核紀錄統計報表

(稽查員) (稽查部主管) (稽查部行政人員)

 
圖 7.4 A公司考核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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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A公司考核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3) 差假管理 

A 公司在差假管理方面，資料輸入人員每週必須進行一次

員工差假情形之記錄作業，其作業流程如圖 7.6所示，當引用

本系統進行差假管理作業時將不會影響既有之作業程序，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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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員工目前休假情形與剩餘休假時數情形，除此之外，在排

定員工公休方面還可提供單日休假員工容量警示功能與員工

個人休假容量警示功能，除了可提升作業效率外也可透過相關

警示功能避免產生人力資源不足之狀況，系統作業流程如圖

7.7。 

 

 

圖 7.6 A公司差假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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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輸入人員上級單位請假員工

填寫請假單

陳送請假單至上級單位

不核准 核准

將請假單送至資料輸入人員 將請假紀錄輸入電腦

1.員工剩餘差休天數顯示
2.單日員工休假容量警示
3.員工個人休假容量警示

*

 

圖 7.7 A公司差假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現有票務管理介紹 

A公司在票務管理方面可分為領票管理、售票管理以及回收票管

理三部分，就這三部分將目前業者之作業現況及採用本系統後的作業

情形說明如後。 

(1) 領票管理 

A 公司目前在領票方面是由各站於每月的固定時間填寫領

票單至總公司領票，而總公司的票務管理人員則根據領票單將

車票寄到站上，並將領票資料輸入 EXCEL做紀錄，而會計人員

會不定時至站上察看是否有囤積車票的情況，但若公司採用本

系統，當總公司票務管理人員處理領票作業時，系統可顯示該

站剩餘車票數量作為是否核發車票之參考，因此可免除會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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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至站上稽查的作業，A 公司目前領票管理作業流程如圖 7.8

所示，而若採用本系統則流程可變為如圖 7.9。 

 

 

圖 7.8 A公司票務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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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A公司票務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售票管理 

A公司為 24小時營運的客運公司，因此在售票員的安排上

採三班制，各班售票員於交換班時必須將現金金額與車票銷售

情形清點清楚交給下一班售票員，並且填寫售票記錄至進款日

報表上，待一天營運結束後必須將此報表交至總公司作輸入的

作業，若採用本系統則可將此一輸入的作業改由各站的票務員

於交換班時直接輸入，如此可免除總公司人員的輸入作業，而

系統也會自行計算現金營收總額，可減少人員計算票價金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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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A公司目前售票管理的流程如圖 7.10所示，而若採用本

系統則流程如圖 7.11。 

 

 

圖 7.10 A公司售票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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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A公司售票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3) 回收票管理 

在回收票管理方面，A公司多用 EXCEL來做紀錄，記錄人

員必須先將車票依各上車站作分類再將數量資料用手寫入每

日營運分析表中，再將此分析表輸入至 EXCEL中，而此輸入資

料主要是依照路線來做各上車站各票種的人數及金額計算，並

未記錄是那個營運班次，此外目前 A公司在統計出一日的回收

票資料後尚須將此一數值輸入至另一個 EXCEL的檔案中來做每

月的統計，但若公司採用本系統作業則可免除這種重複輸入的

作業，此外本系統在記錄時是以營運班次來做紀錄，因此記錄

的資料更為詳盡，A 公司目前回收票管理作業流程如圖 7.12

所示，而若採用本系統則流程如圖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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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A公司回收票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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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A公司回收票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3. 現有機務管理介紹 

(1) 保養管理 

A 公司在保養排程作業方面分為三類：固定里程保養、停

班檢修、臨時申請。固定里程保養是由排程人員在每次保養結

束時記錄車輛行駛里程，並同時於預排表記錄下次保養時間，

這部分為 A公司保養排程最主要之工作；停班檢修係於每月底

排定下月檢修表，每日固定安排四輛車輛進行打臘等美容工

作。以上兩種資料會在安排隔日保養車輛時，由排程人員根據

表單填寫排程表，而臨時申請則由司機自行提出，若不是預排

表上之車輛，就額外加入隔日保養排程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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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紀錄方面，由於 A公司將引擎委由 FUSO保養廠保養，

因此表單紀錄分為機電與引擎兩種。機電保養紀錄單由 A公司

保修場留存，僅做為查核之用；而引擎保養紀錄單則交由 FUSO

保養廠填寫，再由 FUSO 保養廠寄送保修項目請款單給 A 公司

保修廠，A 公司保修廠人員於每月底將保修項目請款單整理後

送交總公司會計部門進行匯款動作。 

圖 7.14為 A公司保養管理作業之流程，圖 7.15為加入核

心模組系統後之保養管理作業流程。固定里程保養排程可由本

系統自行產製，停班檢修與臨時申請則以手動新增方式加入預

排，之後再利用查詢與列印功能列出排程表單；本系統亦可直

接將保養紀錄儲存於系統資料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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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O保修廠各場站 保修廠

駕駛填寫保養申請單(2000km前)

進廠保養時填寫保養紀錄單

車輛至FUSO保養廠保養

保養完成時填寫保養紀錄單

列印保修細項(帳款)於紀錄單

收到車輛保養紀錄單，存於車輛保養資料夾

進行車輛之排班調度

[傳真] 

預排次日保養車輛

車輛保養預排表 每日停班檢修車輛

FUSO人員於車場內保養

[車場內缺少所需零件] 

[車場內有足夠零件] 

保養完成時填寫保養紀錄單

以電話方式通知排班調度人員

[電話] 

記錄車輛里程及預排下次保養日期於預排表

 
圖 7.14 A公司保養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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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O保修廠各場站 保修廠

駕駛填寫保養申請單

進廠保養時填寫保養紀錄單

車輛至FUSO保養廠保養

保養完成

列印保修細項(帳款)於紀錄單

將紀錄單與帳款記錄儲存於系統，以便於核對

進行車輛之排班調度

[網路傳輸] 

自動匯入次日需保養車輛

車輛管理系統 每日停班檢修車輛

FUSO人員於車場內保養

[車場內缺少所需零件] 

[車場內有足夠零件] 

保養完成時填寫保養紀錄單

匯至可用車輛系統

[網路傳輸] 

記錄車輛里程於車輛管理系統

手動新增至系統 手動新增至系統

將工作項目、料件等記錄於保養紀錄系統

保修排程系統

 

圖 7.15 A公司保養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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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修管理 

目前 A公司在維修管理方面必須保存維修紀錄單，當有需

要做查詢或是統計時再將所有的紀錄單取出進行核對。詳細之

維修作業流程如圖 7.16所示。 

 

車輛 車場 FUSO保養場

車輛遭遇臨時問題

將車輛就近移往修車場

由FUSO派來車場的維修人員檢查車輛 FUSO維修人員檢查車輛

維修車輛在車場填寫定期保養作業紀錄單(維修項目)

由FUSO保養場取來所需用料進行維修

由FUSO保養場打出結帳清單

由FUSO保養場打出結帳清單

結帳清單置於車場做保存

每月15日由FUSO開總用料帳單至A公司車場，車場再與之前結帳清單做核對，無誤後送回總公司進行匯款動作

 

圖 7.16 A公司維修管理作業流程 

將本研究之維修管理系統套用到 A公司，可以省略紀錄單

使用及儲存之作業，也能夠提供電腦自動統計功能，維修作業

流程會改變如圖 7.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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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 車場 FUSO保養場

車輛遭遇臨時問題

將車輛就近移往修車場

由FUSO派來車場的維修人員檢查車輛 FUSO維修人員檢查車輛

維修車輛在車場填寫定期保養作業紀錄單(維修項目)

由FUSO保養場取來所需用料進行維修

由FUSO保養場打出結帳清單

由FUSO保養場打出結帳清單

由車場作業員工將結帳清單所有資訊記錄到維修系統

每月15日由FUSO開總用料帳單至A公司車場，利用本系統將資料做統計核對，無誤後送回總公司進行匯款動作

 

圖 7.17 A公司維修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3) 油料管理 

在 A公司目前油料管理作業方面，當司機前往特約加油站

加油後，司機會以手寫方式將加油相關資料(司機姓名、加油

量、加油時里程數、加油日期)記錄於加油月明細表，於每月

底將此月明細表交回車場統計人員，另外加油站人員也會記錄

此加油資料，並於月初提供加油總量報表給車場統計人員，此

時車場統計人員會以人工方式依路線分類此報表，再將加油紀

錄資料輸入電腦中以統計前一月車輛每公升油料平均行駛里

程數及耗油成本之報表，最後將此統計報表提供管理者做適當

處置，其詳細作業流程如圖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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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業者作業流程

車場作業人員
司機 / 加油站人員

(加油地點_特約加油站)

電腦之EXCEL產生統計報表

每月初輸入加油紀錄資料
於電腦之EXCEL(約2小時)

司機於每天任務結
束後前往加油

將加油紀錄單保存

將報表送至總公司

由加油站人員以人工手寫方式
紀錄加油資料

於每月月初時以人工方式
彙總每輛車加油總量報表
並由加油站人員送至總公司

由司機以 方式紀錄
當日加油資料於加油月明細表

於每月月初時
送達車場之統計人員

 

圖 7.18 A公司油料管理作業流程 

依據 A公司目前作業流程，本系統功能可以完全滿足其需

求，而在作業流程主要變動為，當司機加油後，可於加油站將

該次加油紀錄直接輸入電腦中，以無線傳輸或磁片方式將加油

資料傳回車場的電腦中，當月初時，統計人員可立即以本系統

所提供之統計功能完成統計，並選擇所需要的報表形式，而不

需要再輸入加油紀錄資料及以人工方式依路線分類加油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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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另外也可利用本系統所提供的不同分類方式做不同的統

計，提供管理者更多客觀輔助資訊來做出正確處置，其詳細作

業流程如圖 7.19。 

 
*系統作業流程

車場作業人員
司機 / 加油站人員

(加油地點_特約加油站)

每月初輸入加油紀錄資料
於電腦之EXCEL(約2小時)

將加油紀錄單保存

於每月月初時
以人工方式彙總
每輛車加油總量報表
並由加油站人員
送至總公司

由加油站人員以人工手
寫方式紀錄加油資料

電腦之EXCEL產生統計報
表

由司機以 方式紀錄
當日加油資料
於加油月明細表

司機於每天任務結束後
前往加油

於每月月初時將月明細表
送達車場之統計人員

將報表送至總公司

 

圖 7.19 A公司油料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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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輪胎管理 

由於 A公司目前將所有輪胎相關事宜外包給米其林輪胎公

司，故僅將米其林與 A公司間介面運作關係予以繪出，分述如

下： 

� 司機肇事胎之處理流程 

司機將行駛中所更換之損壞輪胎載至保修場後，交由米

其林駐保修場人員判斷司機責任歸屬，填寫車輛爆胎報告

書，其中包含該輪胎之溝深等相關資料，以便於後續交由保

修場作業人員計算殘值之用，作為向總公司提報該司機應扣

薪資款項之依據，如圖 7.20所示。 

 

司機 保修場作業人員米其林駐保修場人員

將行駛中所更換之損壞
輪胎載至保修場

判斷司機責任歸屬，填
寫車輛爆胎報告書

依照車輛爆胎報告書，
向總公司提報該司機應

扣薪資款項

圖 7.20 A公司駕駛肇事胎之處理流程 

� 每日輪胎維護流程 

米其林駐保修場人員將隔日所欲維修輪胎之車輛提報保

修場之後，保修場人員將此份待維修輪胎之車輛名單提報調

度站，以供隔日調度參考，如圖 7.21所示。 

 



 7-24 

 

保修場作業人員 米其林駐保修場人員

將隔日所欲維修輪胎之
車輛提報保修場

將此份待維修輪胎之車
輛名單提報調度站，以
供隔日調度參考

 

圖 7.21 A公司每日輪胎維護流程 

� 每月月報表之遞送 

首先由米其林駐保修場人員於每月底整理該月份輪胎使

用、庫存等報表之後，將整理之資料內容一式兩份分別交由 A

公司總公司（作為會計室月末結帳依據）以及米其林輪胎總

公司（藉由各地駐廠資料彙總，可得知該月份各地駐廠之運

作情形），如圖 7.22所示。 

 

圖 7.22 A公司每月輪胎月報表之遞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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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有薪資計算介紹 

A公司在薪資計算作業方面目前係採人工計算之方式，薪資計算

作業流程如圖 7.23 所示，即當薪資計算作業進行前人事部相關作業

人員須提供所需之考核紀錄統計月報表與差休紀錄統計月報表；車站

相關作業人員須提供產生駕駛員執勤狀況報表，如駕駛員值勤趟次之

統計報表；車場相關人員則須提供駕駛員加油情形統計報表，作為惜

油獎金之發給依據，薪資計算人員在獲得所需之資料後即可進行薪資

計算作業，而透過本系統作業後，薪資計算所需之資料可由系統資料

庫自動取得，如圖 7.24所示，可大幅度減少資料彙整之作業程序。 
 

 
圖 7.23 A公司薪資計算作業流程 

 

 
圖 7.24 A公司薪資計算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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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測試系統組成元件 

根據上述說明，可知構成 A 公司測試系統所需之元件如圖 7.25

所示，即包含 MIS系統管理模組、資料庫連結設定模組、人事管理模

組、票務管理模組、機務管理模組、薪資計算模組、班表產生模組與

統計與列印模組等，即灰色實體方框部分。 

 

薪資計算模組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計算與查詢元件

人事管理模組

人事資料 管理元件

考核管理元件

差假管理元件

票務管理模組

車票基本資料
設定元件

領票管理元件

現金與回收票管理
元件

售票管理元件

機務管理模組

保養管理元件

輪胎管理元件 維修管理元件

油料管理元件

資料庫連結設定模組

資料處理維護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料庫連結元件

設定(匯出)元件

1
2

3

機務管理設定元件
6 7

4

5

C

A

B

a

b

c

統計與列印模組

統計元件

MIS系統管理模組

系統管理元件

MIS核心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排班元件

FMS核心模組

d

二

一

e

f

機務管理與FMS整
合元件

8

9

10

11

12

 

圖 7.25構成 A公司測試系統元件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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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B客運公司 

1. 現有人事管理介紹 

(1) 人事資料管理 

B 公司在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方面可區分為新進員工資料建

檔、離職員工資料刪除與員工升遷資料管理等，由電腦課課員

進行資料異動之處理作業，此外 B公司應用資料庫於人事管理

作業，因此具備了員工歷史資料之儲存與處理功能，而不需要

額外製作月報表作為資料備份與儲存，其作業流程如圖 7.26

所示，採用本系統後其作業流程也大致相同，本系統僅額外提

供資料重複輸入檢查功能，系統作業流程如圖 7.27所示。 

 

 

圖 7.26 B公司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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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7 B公司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考核管理 

B 公司在考核作業內容方面可區分為平日考核與年終考核

兩類，平時考核係針對稽查人員或乘客之舉發事項進行審查，

若舉發事項確切，則將考核結果交由稽查部行政人員進行資料

建檔，由於現有資料庫之設計使資料無法立即流通，因此年終

考核時稽查部行政人員則須製作年度考核紀錄資料之統計報

表，單位主管即可根據該報表對下屬進行年終考核作業，並將

考核結果交由稽查部行政人員進行資料建檔，其作業流程如圖

7.28所示，當引用本系統進行考核管理作業時將不會影響既有

之一般考核作業程序，惟在年終考核時管理者可直接透過本系

統取得年度考核資料與統計報表，增加了作業效率，系統作業

流程如圖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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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8 B公司考核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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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9 B公司考核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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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差假管理 

B 公司在差假管理方面，每日由電腦課資料輸入人員進行

員工差假情形之記錄作業，並於月底時進行資料正確性之校

對，其作業流程如圖 7.30 所示，若引用本系統進行差假管理

作業時將不會影響既有之作業程序，且可顯示員工目前休假情

形與剩餘休假時數情形，除此之外，在排定員工公休方面還可

提供單日休假員工容量警示功能與員工個人休假容量警示功

能，除了可提升作業效率外也可透過相關警示功能避免產生人

力資源不足之狀況，系統作業流程如圖 7.31。 
 

 

圖 7.30 B公司差假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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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輸入人員上級單位請假員工

填寫請假單

呈送請假單至上級單位

不核准 核准

將請假單送至電腦課人員 將請假記錄輸入電腦

1.員工剩餘差休天數顯示
2.單日員工休假容量警示
3.員工個人休假容量警示

*

 

圖 7.31 B公司差假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現有票務管理介紹 

B公司在票務管理方面可分為領票管理、售票管理以及現金與回

收票管理三部分，就這三部分將目前業者之作業現況及採用本系統後

的作業情形說明如後。 

(1) 領票管理 

在領票管理上，各車站只要一有需求即可向總公司提出申

請，在領票時須填寫領用統計表，而領票完成時則須將此領用

統計表交至會計股作存查，領票紀錄並未儲存於電腦資料庫

內，若採用本系統則可將領票紀錄輸入電腦並且可進行資料的

查詢及統計作業，方便管理者對領票紀錄作管理，目前 B公司

的領票管理作業如圖 7.32 所示，若採用本系統後之流程如圖

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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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2 B公司票務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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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3 B公司票務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售票管理 

B 公司在售票管理方面亦是要求售票員於下班或交換班時

必須將金額及車票數量記錄清楚，並且填寫銷售日報表，之後

將此銷售日報表送至總公司電腦課作輸入記錄，若採用本系統

則可將此輸入作業改在站上完成，如此可免除電腦課人員在此

部分的作業；此外 B公司對於售票資訊之統計分析報表目前僅

製作月報表，本系統則提供製作日報表與月報表之統計分析功



 7-35 

能供業者選擇使用。B公司目前售票管理流程如圖 7.34示，若

公司改採用本系統則售票管理作業流程可變成如圖 7.35。 

 

 

圖 7.34 B公司售票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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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5 B公司售票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3) 現金與回收票管理 

由於 B公司之營運性質屬於班車城際客運，因此駕駛員每

日下班後須將車上的錢箱及該天回收票送至收金室，由收金室

人員填寫繳款繳銷單，然後再將此繳銷單交至總公司電腦課來

作輸入記錄，以作為駕駛員載客獎金的依據，B 公司現有系統

之作業流程與使用本系統之作業流程大致相同，B 公司目前現

金與回收票管理之作業流程如圖 7.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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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課人員收金室人員駕駛員

營運

計算回收票數量

填寫回收紀錄單

收票紀錄與錢箱送至收金室

[營運結束 ]  

[營運未結束 ]  

用數幣機計算現金

列印現金紀錄

將現金紀錄與回收票紀錄送至總公司 將現金與回收票紀錄輸入至電腦

 

圖 7.36 B公司現金與回收票管理作業流程 

3. 現有機務管理介紹 

(1) 保養管理 

B 公司之保養排程主要包括二級與三級保養。二級保養依

據車輛營運狀況排定固定日期進行保養，僅有單班司機之車輛

因營運里程較短，因此每十日輪保一次，例如每月 5、15、25

日進廠保養。三級保養則根據實際行駛里程計算，每 24000公

里即進行一次，由車場人員記錄車輛行駛里程，並根據車輛里

程紀錄表進行下週三級保養車輛之排程。 

保養紀錄方面，檢修班於每次保養時填寫保養紀錄單與領

料單，於保養完成時亦將本次保養重點項目記錄至日報表與車

輛資歷卡內。保養紀錄單僅留存於檢修班供備查之用，領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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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兩聯，一聯由檢修班留存，另一聯則交由物料課進行庫存

統計與請款之用。 

圖 7.37為 B公司目前保養管理作業之流程，圖 7.38為加

入核心模組系統，更動後之保養管理作業流程。三級保養排程

可由本系統自行產製，再利用查詢與列印功能即可列出排程表

單；本系統亦可直接將保養紀錄儲存於系統資料庫內。 

各場站 保修廠

提出保養車輛名單給各場站

進行車輛排班調度

查表排程二級保養車輛

進廠保養時填寫紀錄單

保養完成

記錄出廠時間，填寫車輛資歷卡

領料單交由物料課 收到車輛保養資料，記錄於車輛永久紀錄表

依里程計算需三級保養車輛

填寫領料單

通知場站可用車輛

圖 7.37 B公司保養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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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場站 保修廠

資料庫記錄排程資訊

進行車輛排班調度

手動輸入二級保養車輛

進廠保養時輸入保養紀錄

保養完成，並將資料輸入系統資料庫存檔
（包括記錄出廠時間）

填寫車輛資歷卡

領料單交由物料課

收到車輛保養資料，紀錄於車輛永久紀錄表

列印保養用料

由可用車輛資料庫比對班表

系統自動計算並排程三級保養車輛

由資料庫比對班表

 

圖 7.38 B公司保養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維修管理 

目前 B公司在維修管理方面也是必須保存維修紀錄單，當

有需要做查詢或是統計時再將所有的紀錄單取出進行核對。詳

細之維修作業流程如圖 7.39所示。 



 7-40 

車輛 維修場 總公司

車輛遭遇臨時問題

將車輛就近移往修車場

維修場人員檢查車輛

跟材料室領料，填寫領料單，並連線至總公司列印價目表

材料室

司機填寫拋錨肇事紀錄單

維修車輛

保存領料單及材料價目表單 保存領料單及材料價目表單保存材料價目表單

於每日結束前填寫當日之維修車日報及車輛資歷卡

於維修場保存所有單據以供日後核對之用

 

圖 7.39 B公司維修管理作業流程 

將本研究之維修管理系統套用到 B公司，可以省略紀錄單

的使用及儲存之作業，也能夠提供電腦自動統計功能，維修作

業流程會改變如圖 7.4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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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 維修場 總公司

車輛遭遇臨時問題

將車輛就近移往修車場

維修場人員檢查車輛

跟材料室領料，由系統記錄維修細目及用料金額，總公司可經由系統連線查核

材料室

司機填寫拋錨肇事紀錄單

維修車輛

於每日結束前填寫當日之維修車日報及車輛資歷卡

定期使用系統之統計功能協助維修統計與用料查帳之用

 

圖 7.40 B公司維修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3) 油料管理 

在 B公司目前油料管理作業方面是與特約加油站簽約處理

車輛加油問題。當司機前往特約加油站加油後，除司機會以手

寫方式將加油相關資料(司機姓名、加油量、加油時里程數、

加油日期)記錄於原始加油單（此資料僅作為站上存檔之用，

不涉及油料統計計算）外，另外加油站人員也會將每筆加油資

料輸入於電腦中，待每日營運結束後，再以網路傳輸或磁片方

式將加油資料傳回 B公司電腦資料庫。月初時 B公司統計人員

利用電腦自動統計前一個月各車輛每公升油料平均行駛里程

數及耗油成本之報表，最後將此統計報表提供管理者做適當處

置，其詳細作業流程如圖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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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1 B公司油料管理作業流程 

依據 B公司目前作業流程，本系統功能可以完全滿足其需

求。而在作業流程主要變動為：當月初時，統計人員可立即以

本系統所提供之統計功能完成統計，並選擇所需要的報表形

式，另外也可以以本系統所提供的不同分類方式做不同的統

計，提供管理者更多客觀輔助資訊來做出正確處置，其詳細作

業流程如圖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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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2 B公司油料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4) 輪胎管理 

目前 B公司已有輪胎管理系統以及輪胎出料系統，其功能

和本系統所提供之功能相仿，而本系統的優勢在於資料輸入之

時間較節省（採用點選式輸入）以及自動提供庫存警訊之功

能。（B 公司原始系統為人工比對既有之輪胎出料系統與庫存

備量而得知庫存不足），以下分別就輪胎新購流程、輪胎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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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廢流程、輪胎更換使用流程之現況以及採用本系統之後之流

程予以敘述。 

� 輪胎新購流程 

總公司材料組人員首先藉由比對既有之輪胎出料系統得

知庫存不足之警訊，而後填寫內部用之請購單，以待總公司

人員查核批准，再藉由已批准之請購單向廠商進貨，待收到

輪胎之後，再將新胎資料輸入輪胎出料系統，如圖 7.43所示。 

 

總公司人員外部廠商 總公司材料組人員

供應新胎

藉由桃客之輪胎出料系
統得知庫存不足之警訊

填寫請購單(內部用)

審核與批准請購單

依據批准之請購單向廠
商進貨

填寫收料單，並將內容輸
入輪胎出料系統(本系統和
總公司電腦課資料庫連線)

 

圖 7.43 B公司輪胎新購流程 

導入本系統後之作業流程，如圖 7.44所示，除了既有作

業流程外，由於本系統將輪胎出料系統以輪胎紀錄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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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因此使用者僅需要在輪胎紀錄管理系統中選擇庫存備

量統計之功能，即可得知庫存之新胎或是再生胎是否足夠。

另一方面，當新進輪胎入庫時，僅需在輪胎紀錄管理系統中

輸入新進輪胎資料即可。 

外部廠商 總公司人員總公司材料組人員

供應新胎

藉由輪胎紀錄管理系統
得知庫存新胎或再生胎

不足

填寫請購單(內部用)

審核與批准請購單

依據批准之請購單向廠
商進貨

填寫收料單，並在輪胎紀
錄管理系統輸入輪胎增量

圖 7.44 B公司輪胎新購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 輪胎再生報廢流程 

首先由檢修班班長初步判斷該輪胎可否再生，若判定無

法再生，則填寫輪胎異常報告表並連同廢胎交付材料組，以

便其註銷輪胎資料。 

若初步判定可以再生，則填寫委外托修單以交付外修廠

商再生，外修場將再生成功之輪胎於次月交付維修班班長，

班長填寫輪胎轉庫紀錄表一式兩份，一份自存，一份送交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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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組，而後材料組人員更新既有輪胎轉庫紀錄表，將資料輸

入輪胎出料系統。 

對於外修場無法再生成功之輪胎，外修場針對其填寫未

能修護紀錄表送交材料組人員，連同廢胎交付材料組，以便

其註銷輪胎資料，詳細流程如圖 7.45所示。 

 

外修廠商 總公司材料組人員 現場輪胎維修作業人員

班長判斷可否再生

再生輪胎

於輪胎出料系統註銷其
資料

無法再生輪胎，填寫未
能修護紀錄表

次月收取已再生之輪
胎，填寫輪胎轉庫紀錄
表一式兩份，一份自
存，一份送交材料組

材料組更新既有輪胎轉
庫紀錄表，將資料輸入
輪胎出料系統

N Y

填寫輪胎委外托修登記
表，每月交付外修商

填寫輪胎異常報告
表，連同報廢胎移交
總公司材料組

無法再生

可再生

圖 7.45 B公司輪胎再生報廢流程 

導入本系統後之作業流程，如圖 7.46所示，除了既有作

業流程以外，當外修廠商將再生成功之輪胎於次月交付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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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班長時，班長不需填寫輪胎轉庫紀錄表，僅需在輪胎紀錄

管理系統輸入新增再生胎之資訊，雖然輪胎紀錄管理系統為

材料組人員專屬，但考慮 B 公司之特殊流程，本系統原則上

開放新增再生胎輸入功能給檢修班班長。 

由於檢修班班長已輸入新增再生胎資料，故材料組人員

便可省去此一操作步驟。對於無法再生之情形，材料組人員

僅需在輪胎紀錄管理系統刪除該筆資料即可。 

外修廠商 總公司材料組人員 現場輪胎維修作業人員

班長判斷可否再生

再生輪胎

於輪胎紀錄管理系統註
銷其資料

無法再生輪胎，填寫未
能修護紀錄表

次月收取已再生之輪
胎，在輪胎紀錄管理系
統輸入輪胎增量

N Y

填寫輪胎委外托修登記
表，每月交付外修商

填寫輪胎異常報告
表，連同報廢胎移交
總公司材料組

無法再生

可再生

圖 7.46 B公司輪胎再生報廢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 輪胎更換使用流程 

B公司現行輪胎更換使用流程如圖 7.47所示，輪胎是否

更換係在每名駕駛員之一級保養以及檢修班班長於每一週所

作之二級保養中判斷，在此將各式不同之拆裝情形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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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再生胎加以更換者或以先前卸下但目前仍可使用

之輪胎加以更換者，班長僅需自行填寫領料單，即可直接在

檢修班內領取欲裝置之輪胎，而對於需裝置新胎者，班長除

了自行填寫領料單，並需要於當日交付領料單給材料組人員

以領取新胎。而對於卸下之輪胎，在判斷應再生與報廢部分

之作業流程請參酌上述「輪胎再生報廢流程」，而對於尚可

使用之輪胎，直接放入庫內即可。 

最終，則針對本次之裝卸情形填寫裝卸紀錄表單自存，

並填寫輪胎安裝拆卸通知單累積至月底送交總公司電腦課，

再由電腦課人員輸入 B公司既有之輪胎使用管理系統。 

總公司電腦課 總公司材料組人員 檢修班班長

填寫輪胎安裝拆卸通知
單，累積至月底送交總

公司電腦課

將輪胎安裝拆卸通知
單之拆卸資料輸入輪
胎管理系統 (包含車
號、拆卸輪胎號、規

格 )

對於以再生胎加以更換
者或以先前卸下但目前
仍可使用之輪胎加以更
換者，填寫領料單，累
積至月底送交總公司材
料組

每年審查各檢修班班長所提出之安裝新胎
申請表，決定該車輛於特定位置能否更換

新胎

對於裝置新胎
之狀況，填寫
領料單，當日
交付材料組

交付新胎，將其填入輪胎轉庫紀錄表 (一式
兩份，一份材料組留底，一份交付檢修班

長 )，並且輸入輪胎出料系統

直接在檢修班內領取再
生胎或先前卸下但目前
仍可使用之輪胎

對於廢棄與待
再生之輪胎，
詳見輪胎「再
生報廢」流程

卸下，但依然可用
之輪胎，直接存放

檢修班內

填寫輪胎裝卸登記表
(自存 )

班長於每週之二級保養
選定欲更換輪胎之車輛

駕駛於每日一級保養告
知班長欲更換輪胎車輛

圖 7.47 B公司輪胎更換使用之流程 



 7-49 

導入本系統後之作業流程，最大的改變為總公司電腦課

人員無須再輸入資料，這是由於輪胎管理系統交由檢修班班

長操作之故成，如此一來檢修班班長可利用系統所提供的查

詢功能，立即查詢各項資訊，而不需再額外聯絡總公司電腦

課人員，可有效節省時間效益。 

另一方面，由於輪胎使用管理系統和輪胎紀錄管理系統

有著資訊上的連結，因此，班長僅需要在裝置完新胎之後，

將裝置資訊輸入輪胎使用管理系統，則輪胎紀錄管理系統（取

代轉庫紀錄表）就會自動紀錄其裝置改變情形以及異動日

期，無須再填寫輪胎轉庫紀錄表，如圖 7.48所示。 

 

檢修班班長總公司材料組人員總公司電腦課

對於以再生胎加以更換者
或以先前卸下但目前仍可
使用之輪胎加以更換者，
填寫領料單，累積至月底
送交總公司材料組

每年審查各檢修班班長所提出之安裝新胎
申請表，決定該車輛於特定位置能否更換

新胎

對於裝置新胎
之狀況，填寫
領料單，當日
交付材料組

交付新胎

直接在檢修班內領取再
生胎或先前卸下但目前
仍可使用之輪胎

對於廢棄與待
再生之輪胎，
詳見輪胎「再
生報廢」流程

卸下，但依然可用
之輪胎，直接存放
檢修班內

輸入輪胎使用管理系統

班長於每週之二級保養
選定欲更換輪胎之車輛

駕駛於每日一級保養告
知班長欲更換輪胎車輛

 

圖 7.48 B公司輪胎更換使用之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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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有薪資計算介紹 

B公司在薪資計算作業方面是應用電腦資料庫之資料自動取得，

薪資計算人員在確認資料完整性後即可立即透過薪資系統計算出員

工薪資，薪資計算作業流程如圖 7.49所示，由於 B公司之薪資計算

系統與本系統之作業方式相同，皆直接透過資料庫之記錄資料進行薪

資計算作業，因此即使透過本系統作業，其作業流程亦完全相同。 

 

 
圖 7.49  B公司薪資計算作業流程 

5. 測試系統組成元件 

根據上述說明，可知構成 B 公司測試系統所需之元件如圖 7.50

所示，即包含 MIS系統管理模組、資料庫連結設定模組、人事管理模

組、票務管理模組與機務管理模組等，即灰色實體方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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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計算模組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計算與查詢元件

人事管理模組

人事資料 管理元件

考核管理元件

差假管理元件

票務管理模組

車票基本資料
設定元件

領票管理元件

現金與回收票管理
元件

售票管理元件

機務管理模組

保養管理元件

輪胎管理元件 維修管理元件

油料管理元件

資料庫連結設定模組

資料處理維護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料庫連結元件

設定(匯出)元件

1
2

3

機務管理設定元件
6 7

4

5

C

A

B

a

b

c

統計與列印模組

統計元件

MIS系統管理模組

系統管理元件

MIS核心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排班元件

FMS核心模組

d

二

一

e

f

機務管理與FMS整
合元件

8

9

10

11

12

 

圖 7.50構成 B公司測試系統元件組合圖 

7.2.3 C客運公司 

1. 現有人事管理介紹 

(1) 人事資料管理 

C 公司目前在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方面，因部分電腦系統遭

有心人士破壞因此暫時將一般行政人員與駕駛員分開管理，但

作業內容大致區分為新進員工資料建檔、離職員工資料刪除與

員工升遷資料管理等，且皆透過相關管理人員進行資料異動之

處理作業，在駕駛員方面，由於採用資料庫作為系統管理之基

礎，具備了員工歷史資料之儲存與處理功能，而不需要額外製

作報表資料，其作業流程如圖 7.51 所示，採用本系統後其作

業流程也大致相同，本系統僅額外提供資料重複輸入檢查功

能，系統作業流程如圖 7.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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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1 C公司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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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員管理人員員工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升遷

填寫基本資料

傳送資料給資料輸入員 資料輸入

1.重複性資料輸入警示
2.可建立人事升遷歷史檔

 
圖 7.52 C公司人事資料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考核管理 

C 公司在考核作業內容方面只進行平日考核作業，而平時

考核係針對稽查人員或乘客之舉發事項進行審查，若舉發事項

確切，則將考核結果交由稽查部行政人員進行資料建檔，其作

業流程如圖 7.53 所示，因為 C 公司在考核作業上並無特別區

分一般考核作業與年終考核作業，因此即使透過本系統進行考

核管理，其作業程序亦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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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 資料輸入人員乘客 高層主管員工 考核人員

優缺行為發生

無需進行
考核處理

將紀錄輸入電腦系統

進行考核
規範處理

填寫考核紀錄單

將紀錄單送至單位主管

乘客舉發 考核人員舉發

單位主管審核

高層主管審核

將紀錄送交高層主管

將紀錄送交資料輸入人員

[平日考核] 

(人事課)

 

圖 7.53 C公司考核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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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差假管理 

C 公司在差假管理方面，可區分為員工休假記錄作業與員

工到勤狀況記錄作業，其作業流程如圖 7.54 所示，其中在員

工休假記錄作業方面是負責記錄員工請假、公休等作業，而員

工到勤狀況記錄作業是透過員工上、下班之打卡資料進行員工

遲到、早退與曠職等情形之記錄，由於 C公司特別針對員工到

勤狀況進行記錄作業，當採用本系統後，將無法提供該部分之

作業，但在員工休假記錄作業方面，引用本系統後將不會影響

既有之作業程序，且在排定員工公休方面可提供單日休假員工

容量警示功能與員工個人休假容量警示功能，除了可提升作業

效率外也可透過相關警示功能避免產生人力資源不足之狀

況，系統作業流程如圖 7.55。 

 
上級單位 資料輸入人員員工

填寫請假單

陳送請假單至上級單位

不核准 核准

將請假單送給資料輸入人員
將紀錄輸入電腦

可休假天數查詢

*

*

[請假] 

打卡

[上下班] 

轉檔至Execl

判斷出勤情形

 

圖 7.54 C公司差假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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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輸入人員上級單位請假員工

填寫請假單

呈送請假單至上級單位

不核准 核准

將請假單送至電腦課人員 將請假記錄輸入電腦

1.員工剩餘差休天數顯示
2.單日員工休假容量警示
3.員工個人休假容量警示

*

 

圖 7.55 C公司差假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現有票務系統介紹：C公司目前無票務管理作業。 

3. 現有機務管理介紹 

(1) 保養管理 

C公司之保養排程以固定里程保養為主，類似於 A公司之

固定里程保養方式，由保養排程人員於每月預排表上記錄車輛

行駛里程，並預排下次保養日期，此份資料會提供給調度人員

作為車輛調度作業之參考，基本上保養排程作業係每週排定下

週之保養車輛。當車輛實際進廠保養時，需先填寫車輛請修

單，確認車輛已進廠保養。保養完畢時填寫檢驗表與領料單，

並將檢驗表資料填寫至車輛資料表留存，而領料單則輸入至電

腦，每月產生用料統計報表以供請款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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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6為 C公司保養管理作業之流程，圖 7.57為加入核

心模組系統，更動後之保養管理作業流程。固定里程保養排程

可由本系統自行產製，之後再利用查詢與列印功能列出排程表

單；本系統亦可直接將保養紀錄儲存於系統資料庫內。 

各場站 保修廠

提出保養車輛名單給各場站

進行車輛排班調度

進廠保養時填寫紀錄單

保養完成

記錄出廠時間，填寫車輛資歷卡

單據收存庫房，並輸入至電腦

收到車輛保養資料，記錄於車輛永久紀錄表

每月依行駛里程計算需保養車輛

填寫領料單

通知場站可用車輛

填寫車輛請修單，進廠保養

 

圖 7.56 C公司保養管理作業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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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廠各場站

資料庫記錄排程資訊

進行車輛排班調度

進廠保養時輸入保養紀錄

保養完成

填寫車輛資歷卡

單據收存庫房，並輸入至電腦

收到車輛保養資料，記錄於車輛永久紀錄表

由系統依行駛里程自動計算需保養車輛

列印保養用料

由可用車輛資料庫比對班表

填寫車輛請修單，進廠保養

由資料庫比對班表

 

圖 7.57 C公司保養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2) 維修管理 

目前 C公司在維修管理方面也是必須保存維修紀錄單，當

有需要做查詢或是統計時再將所有的紀錄單取出進行核對。詳

細之維修作業流程如圖 7.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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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 維修場

車輛遭遇臨時問題

將車輛移往修車場

維修場人員檢查車輛

跟材料室領料，填寫領料單

材料室

維修車輛

保存領料單及材料價目表單 保存領料單及材料價目表單

每月統計維修金額

 

圖 7.58 C公司維修管理作業流程 

將本研究之維修管理系統套用到 C公司，可以省略紀錄單

的使用及儲存之作業，也能夠提供電腦自動統計功能，維修作

業流程會改變如圖 7.5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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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 維修場

車輛遭遇臨時問題

將車輛移往修車場

維修場人員檢查車輛

跟材料室領料，由系統記錄維修細目及用料金額

材料室

維修車輛

定期由系統之統計功能協助維修統計與用料查帳之用

 

圖 7.59 C公司維修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3) 油料管理 

在 C公司目前油料管理作業方面，當司機前往特約加油站

加油後，司機會以手寫方式將加油相關資料(司機姓名、加油

量、加油時里程數、加油日期)記錄於原始加油單，於每日營

運結束後將此明細單交回維修站作業人員，再由維修站作業人

員交回總公司，另外若加油地點為車場加油機，則以刷卡自動

記錄加油資料並將加油資料傳輸至總公司電腦，若加油地點為

特約加油站，則加油站人員也會手寫記錄此加油資料，並於月

初提供加油報表給 C公司總公司統計人員，此時 C公司總公司

統計人員會將特約加油站之加油紀錄資料輸入電腦中，再統計

前一月車輛每公升油料平均行駛里程數及耗油成本之報表，最

後將此統計報表提供管理者做適當處置，其詳細作業流程如圖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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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0 C公司油料管理作業流程 

依據 C公司目前作業流程，本系統功能可以完全滿足其需

求，而在作業流程主要變動為：若司機加油地點為特約加油

站，加油後可於加油站立即輸入該次加油紀錄於電腦中，以無

線傳輸或磁片方式將加油資料傳回總公司電腦的資料庫中，當

月初時，統計人員可立即以本系統所提供之統計功能完成統

計，並選擇所需要的報表形式，而不需要再輸入加油紀錄資

料。另外也可以本系統所提供的不同分類方式做不同的統計，

提供管理者更多客觀輔助資訊來做出正確處置，其詳細作業流

程如圖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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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系統後之作業流程

總公司作業人員維修站作業人員
司機

(加油地點_維修站)

由司機手寫紀錄
原始加油紀錄單

於每月初由作業員執行
每一位駕駛員的加油狀況

將加油紀錄單送至
總公司

將加油紀錄單保存

以刷卡方式紀錄
加油資料

並第一時間將加油紀錄
傳至總公司

司機於每天任務結
束後前往加油

系統使用前後差異處

由特約加油站人員
輸入加油紀錄
至電腦系統

 

圖 7.61 C公司油料管理作業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4) 輪胎管理 

目前 C公司在輪胎部分並沒有電腦化，因此本系統所提供

之輪胎管理功能將可有效提升其作業效能，除了資料輸入之時

間較節省（採用點選式輸入）以及自動提供庫存警訊之功能

外，尚能藉由系統共用資料庫的特性，減少現有資訊調閱、回

傳之時間，以下分別就輪胎新購流程、輪胎再生報廢流程、輪

胎更換使用流程之現況以及採用本系統之後之流程予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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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胎新購流程 

當各維修廠輪胎管理人員從「輪胎拆換日報表」之「合

計」得知庫存新胎或再生胎不足時，則填寫內部用之請購單，

供總公司人員查核批准及訂貨，待收到輪胎之後，於「輪胎

拆換日報表」中填上輪胎增量，如圖 7.62所示。 

 

總公司採購組外部廠商 各維修廠輪胎管理人員

供應新胎與再生胎

從「輪胎拆換日報表」
之「合計」得知庫存新
胎或再生胎不足

填寫請購單(內部用)

審核與批准請購單，向
廠商進貨

在「輪胎拆換日報表」中
填上輪胎增量

圖 7.62 C公司輪胎新購流程 

導入本系統後之作業流程，如圖 7.63所示，除了既有作

業流程外，使用者僅需要在輪胎紀錄管理系統中選擇庫存備

量統計之功能，即可得知庫存之新胎或是再生胎是否足夠。

另一方面，當新進輪胎入庫時，僅需在輪胎紀錄管理系統中

輸入新進輪胎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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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廠商 各維修廠輪胎管理人員 總公司採購組

供應新胎與再生胎

藉由輪胎紀錄管理系統
得知庫存新胎或再生胎

不足

填寫請購單(內部用)

審核與批准請購單，向
廠商進貨

在輪胎紀錄管理系統輸入
輪胎增量

 

圖 7.63 C公司輪胎新購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 輪胎再生報廢流程 

輪胎維修作業人員負責收集經判斷無法使用之輪胎，輪

胎管理人員則每月會聯絡外部廠商兩次，請其至維修廠選

胎，並統計再生和報廢胎數量交總公司經理參考。 

判定可以再生者，則在再生完畢送返維修廠之後，由維

修作業人員記錄輪胎拆換日報表中本體再生胎進量即可，對

於經判定應報廢者，則交由維修場維修作業人員待累積一定

量後聯絡廢胎廠商處理，詳細流程如圖 7.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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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廠商 各維修廠輪胎管理人員 現場輪胎維修作業人員

判斷無法使用之輪胎

再生輪胎

無法再生輪胎可再生輪胎

每月聯絡外部廠商兩
次，請其至維修廠選胎

待累積一定量交廢胎廠
商處理

統計再生和報廢胎數量
交總公司經理參考

記錄輪胎拆換日報表中
本體再生胎進量

 

圖 7.64 C公司輪胎再生報廢流程 

導入本系統後之作業流程，如圖 7.65所示，除了既有作

業流程外，由於本系統可取代輪胎拆換日報表，因此維修場

輪胎管理人員僅需要在輪胎紀錄管理系統輸入新增再生胎之

資訊即可。對於報廢胎，輪胎管理人員僅需在輪胎紀錄管理

系統刪除該筆資料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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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輪胎維修作業人員外部廠商 各維修廠輪胎管理人員

判斷無法使用之輪胎

再生輪胎

無法再生輪胎可再生輪胎

每月聯絡外部廠商兩
次，請其至維修廠選胎

待累積一定量交廢胎廠
商處理

統計再生和報廢胎數量
交總公司經理參考

在輪胎紀錄管理系統輸
入輪胎增量

將報廢胎資料從輪胎庫
存資料庫中刪除

 

圖 7.65 C公司輪胎再生報廢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 輪胎更換使用流程 

C公司現行輪胎更換使用流程，如圖 7.66所示，輪胎是

否更換係在名駕駛員之一級保養以及檢修班班長於每一週所

作之二級保養中判斷，在此將各式不同之拆裝情形分述如下： 

對於裝置新胎與再生胎之情形，現場輪胎維修作業人員

僅需自行填寫領料單交付財務課記帳，即可直接裝置輪胎，

而對於裝置先前卸下但目前仍可使用之輪胎，則直接裝置即

可。而對於卸下之輪胎，在判斷應再生與報廢部分之作業流

程請參酌上述「輪胎再生報廢流程」，而對於尚可使用之輪

胎，直接放入檢修班倉庫內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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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各維修廠輪胎管理人員針對本次之裝卸情形填寫

輪胎拆換日報表自存，並且在月底填寫輪胎拆換月報表，送

交總公司主管參考。 

 

總公司 各維修廠輪胎管
理人員

現場輪胎維修作業人員

填寫輪胎拆換月報表，
月底移交總公司

對於裝置新胎與再生胎
之狀況，填寫領料單

對於廢棄與待再生之輪
胎，詳見輪胎「再生報

廢」流程

卸下，但依然可用之輪
胎，直接存放檢修班內

填寫輪胎拆換日報表

班長於每週之二級保養
選定欲更換輪胎之車輛

駕駛於每日一級保養填
寫請修單，告知欲更換
輪胎之車輛(當日報修)

財務課記帳

對於以先前卸下但目前
仍可使用之輪胎加以更
換者，直接裝置

裝置輪胎

 

圖 7.66 C公司輪胎更換使用之流程 

導入本系統後之作業流程，最大的改變為各維修廠輪胎

管理人員將本次之裝卸情形直接輸入本系統輪胎使用管理系

統即可，再藉由輪胎使用管理系統輸出月報表，月底送交總

公司主管參考，圖 7.6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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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 現場輪胎維修作業人員各維修廠輪胎管
理人員

輪胎使用管理系統輸出
月報表，月底移交總公

司

對於裝置新胎與再生胎
之狀況，填寫領料單

對於廢棄與待再生之輪
胎，詳見輪胎「再生報

廢」流程

卸下，但依然可用之輪
胎，直接存放檢修班內

將裝卸情形輸入輪胎使
用管理系統

班長於每週之二級保養
選定欲更換輪胎之車輛

駕駛於每日一級保養填
寫請修單，告知欲更換
輪胎之車輛(當日報修)

財務課記帳

對於以先前卸下但目前
仍可使用之輪胎加以更
換者，直接裝置

裝置輪胎

 

圖 7.67 C公司輪胎更換使用之流程—加入核心模組後 

4. 現有薪資計算介紹 

C 公司在薪資計算作業方面是應用電腦資料庫之資料自動取

得，薪資計算人員在確認資料完整性後即可立即透過薪資系統計算出

員工薪資，薪資計算作業流程如圖 7.68所示，由於 C公司之薪資計

算系統與本系統之作業方式相同，均直接透過資料庫之記錄資料進行

薪資計算作業，因此即使透過本系統作業，其作業流程亦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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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8 C公司薪資計算作業流程 

5. 測試系統組成元件 

根據上述說明，可知構成 C 公司測試系統所需之元件如圖 6.69

所示，即包含 MIS系統管理模組、資料庫連結設定模組、人事管理模

組與機務管理模組等，即灰實體方框部分。 

 

薪資計算模組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計算與查詢元件

人事管理模組

人事資料 管理元件

考核管理元件

差假管理元件

票務管理模組

車票基本資料
設定元件

領票管理元件

現金與回收票管理
元件

售票管理元件

機務管理模組

保養管理元件

輪胎管理元件 維修管理元件

油料管理元件

資料庫連結設定模組

資料處理維護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料庫連結元件

設定(匯出)元件

1
2

3

機務管理設定元件
6 7

4

5

C

A

B

a

b

c

統計與列印模組

統計元件

MIS系統管理模組

系統管理元件

MIS核心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排班元件

FMS核心模組

d

二

一

e

f

機務管理與FMS整
合元件

8

9

10

11

12

圖 7.69構成 C公司測試系統元件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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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業者系統軟硬體設備 

 A公司 

目前該公司的 MIS 作業在人事管理作業、薪資計算作業、票務

管理作業方面皆在 Windows作業系統下使用 Microsoft Excel作業，

其資料儲存都採用檔案備份方式進行，並定期輸出報表。而在票務部

分除了使用 EXCEL作業外，A公司在某些路線也有電腦售票系統在運

作。而在機務管理中，僅有加油管理使用 EXCEL作業，其餘除輪胎管

理作業為委外進行外，均為表單作業方式。 

2. B公司 

目前 B 公司採用 NOVELL 系統為資料庫管理系統，而在人事管

理、薪資計算、票務管理方面，皆在 Windows作業系統下使用自行開

發之作業軟體來進行各項作業，並可透過網路與資料庫做連結。機務

管理中僅有加油管理作業亦為此作業方式，其餘均為表單作業方式。 

3. C公司 

C公司的人事管理作業與薪資計算作業皆透過DOS環境下所開發

之作業系統來進行，並設有資料庫作為資料管理系統，各項作業皆透

過網路與資料庫連結。在機務管理中，僅有加油管理使用前述之作業

系統與資料庫，其餘除輪胎管理作業為委外進行外，均為表單作業方

式。 

7.3 系統功能比較 

在人事管理、票務管理、機務管理及薪資計算四方面，受測業

者大多有自己的系統，但業者的系統功能未必完善，而本研究所開發

的系統除上節敘述之節省作業時間等量化效益外，尚有系統功能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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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業者系統功能佳的質化效益，就本系統功能與受測業者功能進行差

異性比較，其結果分述如下： 

1.人事管理系統功能比較 

在人事管理系統方面，三家受測業者因電腦化程度不同因此系

統功能也不同，功能比較彙整如表 7-1所示，業者現有系統功能以資

料搜尋、排序與列印功能較為完整，其他功能則會因使用之系統是否

存在資料庫而差異較大，如 A業者因系統無資料庫可進行資料管理，

所以在系統功能開發上有較多限制而無法提供相關警示與防錯功

能；而 B業者與 C業者因其系統以資料庫為基礎，所以可開發較多功

能，由於受測業者對於公司智慧財產之保護，本研究未能針對受測業

者現有系統之各功能進行詳細瞭解，僅能由受測業者協助確認所使用

之系統包含那些相關功能；其他如單日員工差休人數容量顯示與員工

個人差修容量警示則為本系統所提供之特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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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本系統與參測業者現有系統在人事管理功能上之比較 

系統 功能名稱 功能項目 A業者 B業者 C業者 

人事資料設定  ▲ ▲ ▲ 

重複性資料警示  ▲ ▲ 

不完整儲存資料警示  ▲ ▲ 

年資自動調整  ▲ ▲ 
歷史資料調閱  ● ● 

人事 

資料 

管理 
員工資料管理 

資料搜尋、排序與列印 ● ● ● 

重複性資料警示  ▲ ▲ 

不完整儲存資料警示  ▲ ▲ 規範設定 

資料搜尋與排序  ▲ ▲ 

重複性資料警示  ▲ ▲ 

不完整儲存資料警示  ▲ ▲ 
歷史資料調閱、統計 ● ▲ ▲ 

考核 

管理 

考核記錄 

資料搜尋、排序與列印 ● ● ● 

重複性資料警示  ▲ ▲ 
差假設定 

不完整儲存資料警示  ▲ ▲ 

重複性資料警示  ▲ ▲ 

不完整儲存資料警示  ▲ ▲ 

請假時數自動計算  ▲ ▲ 

剩餘可休日期自動計算  ▲ ● 

單日員工差休容量警示(日)    

員工個人差休容量警示(月)    

差假 

管理 
差假記錄 

資料搜尋、排序與列印 ● ● ● 

符號說明：●表業者目前系統與本系統功能相同 

▲表本系統提供該項功能較業者目前系統完整 
空白表業者無此項功能 

2. 票務管理系統功能比較 

在票務管理方面由於本系統與業者目前作業所需的時間差異不

大，因此在測試結果方面僅就本系統功能與業者目前系統功能做比

較，A公司及 B公司兩家測試業者現有系統與本系統功能比較彙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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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A公司在票務紀錄之管理上大多使用 Microsoft Excel軟體

做記錄，因此在列印領票紀錄、列印售票紀錄上僅能針對某一檔案作

列印的作業，而本系統可針對查詢的結果來做列印，不會受到日期的

限制，在每趟次回收票記錄方面 A公司並不記錄班次資料，但使用本

系統則可記錄班次資料，若公司要依照班次來分析載客情形，則可使

用此一紀錄來進行分析；B 公司在票務管理方面已有自行開發的系

統，但在領票管理方面功能較缺乏，因此在領票記錄上只填寫領票紀

錄單，並將此紀錄單送交會計股存查；由於 C公司目前在營運上屬於

免費營運階段，因此票務管理尚在規劃中，此部分不進行功能比較。 

 

表 7-2本系統與參測業者現有系統在票務管理功能上之比較 

系統 系統提供之功能、警訊 A公司 B公司 
領票記錄 ▲ ▲ 
顯示剩餘車票   
領票號碼重複警訊   
領票號碼連續提示   
領票紀錄查詢   
統計售票員各車票領票數量   

領票管理 

列印領票紀錄 ▲  
售票記錄 ●  
售票號碼重複警訊   
售票號碼連續提示   
售票金額計算   
售票紀錄查詢  ● 
統計售票員各票種售票數量   

售票管理 

列印售票紀錄 ▲ ● 
每趟次回收票記錄 ▲  
回收票紀錄查詢   
司機現金營收記錄  ● 

現金與回收票

管理 
司機回收票記錄  ● 

符號說明：●表業者目前系統與本系統功能相同 

▲表本系統提供該項功能較業者目前系統完整 

空白表業者無此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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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務管理系統功能比較 

表 7-3 為機務各子系統功能與三家參測業者現有系統功能之比

較。三家參測業者在保養及維修管理部分均由人工方式操作，因此業

者均無保養排程管理功能；同時在班表與保養排程、差假自動比對部

分，也因業者無保養排程資料庫而僅能以人工方式進行比對。維修紀

錄管理中，本系統提供資料庫記錄每次維修項目與金額，因此可直接

由資料庫取得資料並進行任意日期範圍之統計，但三家參測業者現有

系統必須將資料先行輸入至電腦，才能利用電腦統計。 

油料管理部分，本系統與 B、C兩家客運業者現有系統均可依各

種不同分類方式產生報表，但 A客運業者尚未完全電腦化，必須於統

計前將資料分類並輸入至電腦，才能由電腦進行運算，也因此無法與

當期或過去資料進行比對。另外，本系統可依優良、正常、異常等分

類方式列印統計報表，但三家業者僅能列印全部資料，必須由人工加

以判斷正異常。 

輪胎管理部分，由於 C 業者即將進行電腦化作業，因此目前 C

業者無輪胎管理系統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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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本系統與參測業者現有系統在機務管理功能上之比較 

系統名稱 功能名稱 系統功能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自動匯入需保養車輛    

自動預排保養日期    

手動新增保養車輛    

設定保修容量限制並提供警示    

資料輸入警示    

保養排程管理 

逾期保養警示    

增修保養紀錄至資料庫    

由資料庫做多維度查詢    

保養紀錄列印 ●  ● 

保養管理 

保養紀錄管理 

資料輸入警示    

增修維修紀錄至資料庫    

由資料庫做多維度查詢    

以日期範圍進行統計 ▲ ▲ ▲ 

維修紀錄列印 ●  ● 

維修管理 維修紀錄管理 

資料輸入警示    

增修加油紀錄至資料庫 ● ● ● 

由資料庫做多維度查詢  ● ● 

各種不同分類方式產生報表 ▲ ● ● 

當期或過去資料進行比較  ● ● 

可列印各種統計報表 ▲ ▲ ▲ 

油料管理 油料紀錄管理 

加油紀錄異常警示    

增修輪胎庫存與使用紀錄 ● ●  

由資料庫做多維度查詢 ● ●  

使用與庫存紀錄資料庫連結    

安全庫存量警示 ●   

庫存量統計 ●   

對超過保固里程之輪胎提出警訊    

輪胎管理 輪胎紀錄管理 

輪胎紀錄列印 ● ●  

自動比對班表與保修、差假衝突    MIS與 FMS
系統整合 

保修、差假與排

班調度系統整合 修改班表上無法營運人車之功能    

符號說明：●表業者目前系統與本系統功能相同 

▲表本系統提供該項功能較業者目前系統完整 

空白表業者無此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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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薪資計算系統功能比較 

在薪資計算系統方面，三家受測業者因電腦化之程度不同因此

系統功能也不同，經過測試調查後可彙整如表 7-4所示，可知三家受

測業者於薪資計算後之資料查詢與列印功能較完整，其他功能則因電

腦化程度之差異而不同，如 A業者因系統無資料庫進行資料管理，所

以無法透過電腦直接進行薪資計算作業；其他業者因其系統以資料庫

為基礎，所以可透過電腦自動計算出員工薪資；然本系統另外提供了

薪資結構設定功能，可簡化薪資結構改變時之系統異動之幅度，提升

系統彈性，此外也提供了員工薪資明細顯示功能，作為員工查核薪資

計算結果之輔助，由於提供薪資計算資料之明細所以提升了薪資計算

結果之可靠度與降低了資料除錯之困難度。 

 

表 7-4本系統與參測業者現有系統在薪資計算功能上之比較 

系統 功能名稱 功能項目 A業者 B業者 C業者 

新增修改獎金內容    
薪資結構設定 

獎金乘數設定    

每月薪資自動計算  ● ● 

單一員工薪資重新核算  ● ● 薪資計算 

員工離職臨時薪資結算  ● ● 

全體員工薪資查詢、列印 ● ● ● 

單一員工薪資查詢、列印 ● ● ● 

薪資 

計算 

薪資查詢 

單一員工薪資明細顯示  ▲ ▲ 

符號說明：●表業者目前系統與本系統功能相同 
▲表本系統提供該項功能較業者目前系統完整 
空白表業者無此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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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測試調查與結果 

由於本系統與受測業者現有系統之功能差異性比較結果已於前

節說明，因此本節主要說明本系統節省作業時間之測試比較結果，測

試項目分為保養排程、MIS 與 FMS 整合、薪資計算等三部分說明。 

本研究依據不同營運性質選擇三家客運業者作為測試對象。測

試之日期與受測單位如表 7-5 所示，並說明如下： 

1. A 客運公司：測試日期為 91年 9 月 10、11 日。 

2. B 客運公司：測試日期為 91年 9 月 20 日。 

3. C 客運公司：測試日期為 91年 9 月 24、27 日。 

表 7-5本系統測試日期及參測業者 

參測業者 測試日期 
A客運公司 91 年 9月 10、11日 
B客運公司 91 年 9月 23、27日 
C客運公司 91 年 9月 20日 

根據測試調查結果，三家業者對於保養排程作業均有固定里程

保養與臨時申請兩種，作業方式大致相同，僅在固定日期保養方面不

同，但與 FMS 整合部分受到營運型態與車隊規模之影響，故三家業者

之作業方式雖然均為檢核班表、尋找可用車輛、尋找可用人員，但進

行次數與耗費時間均有不小差異。而在薪資計算方面，進行薪資計算

時需先取得相關人事管理資料，而三家業者皆有員工考核制度與人事

管理作業、定期排定員工公休時間與員工請假情形之管制等作業，不

同的是三家業者在電腦化程度上各有差異，因此薪資計算方面僅針對

尚未電腦化之 A客運公司進行測試。為便於比較三家業者之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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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於表 7-6列出三家業者之測試規模，將測試規模轉換為同一基

準即可進行比較。以下將針對三家業者之測試結果以數據加以說明。 

 

表 7-6三家參測業者之測試規模 

 排班次數 班表車次 保養車次 休假人次 
每日 3次 平常日每日 67班次

假日每日 90班次 
每日 12.5 車次 
 

每日 6.667人次 A公司 

每月 90次 平均每月 2060班次每月 375 車次 每月 200人次 
每日 1次 每日 630班次 每日 7 車次 每日 16.167人次 B公司 
每月 30次 每月 18900班次 每月 210 車次 每月 485人次 

每日 1次 每日 360班次 每日 4 車次 每日 6.667人次 C公司 
每月 30次 每月 10800班次 每月 120 車次 每月 200人次 

7.4.1 A客運公司 

1. 保養排程 

A 客運公司保養排程工作共有固定里程保養、停班檢修、臨時申

請三項。固定里程保養排程作業分為預排保養日期(填寫預排表)與填

寫排程表(參照預排表)兩項，每筆車輛之預排保養日期作業約需 60

秒，而填寫排程表單作業為每筆車輛資料 15 秒，若以每日 7筆計算，

每月約有 210 筆，因此每月花費於預排保養日期作業之時間約 12600

秒、填寫表單作業之時間約 3150 秒。若以系統執行，預排保養日期

可利用自動排程完成，每筆約 0.5 秒，每月花費時間約 105 秒(210

筆)；填寫排程表單作業可透過查詢與列印功能完成，每次約 6 秒，

每月花費時間約 180 秒(30 次)。 

停班檢修與臨時申請則均為填寫排程表(參照停班檢修表與申

請單)，每填寫一筆約需 15 秒時間，以每日 7筆計算，則每月 210 筆

花費時間為 3150 秒；以系統執行，此項工作為手動新增與列印，但

列印工作可與固定里程保養排程合併進行，因此只考慮手動新增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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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新增每筆資料約需 11 秒時間，每月花費時間約 2310 秒(210 筆)。

表7-7為A客運公司現有系統與本核心模組系統在保養排程部分之測

試結果比較。 

 

表 7-7 A客運公司保養排程現況與本核心模組系統測試結果比較(單位：秒/月) 

保養排程項目 
目前業者作業時

間 
系統作業時間節省時間 

節省時間百分

比 

計算下次保養日期 60*210=12600 0.5*210=105 12495 99.17% 

提供實際保養車輛資訊 15*210=3150 6*30=180 2970 94.29% 

加入臨時申請保養車輛 15*210=3150 11*210=2310 840 26.67% 

總計 18900 2595 16305 86.27% 

 

2. MIS 與 FMS 整合 

A 客運公司調度作業為 24 小時進行，每日三次交接班時需進行

班表確認工作，需要完成的工作有班表檢核、尋找可用車輛與尋找可

代班司機三項。 

可用車輛資訊分為保養排程車輛(不可用車輛)與保修完成車輛

(已可用車輛)，前者於前一日已由車場傳真至場站，後者為車場主動

提供已保修完成車輛資訊，因此檢核班表同時已可確認營運車輛數，

每次檢核班表約花費 38 秒，以每日 3 次交接班計算，則每月約花費

3420 秒於確認班表與尋找可用車輛上。若以本系統執行，依 A 客運

公司之規模，每日約有 12~15 保養車次、6~7 休假人次，而平常日每

日行駛 67 班次，每次執行班表比對需花費 0.76 秒，假日每日行駛

90 班次，每次執行班表比對需花費 1.02 秒，以每日 3次計算，則每

月約 70 秒時間
*
；而尋找可用車輛所需時間則為每次約 20 秒，相當

於每月約 1800 秒時間。 

                                                 
*（5平常日＊0.76＋2假日＊1.02）＊3次/日＊4週＝70.08(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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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現行作業方式，可代班司機資訊由場站主任提供，但由於尋

找代班司機時需考量工時、休息時間等因素，故將檢核班表與尋找可

代班司機時間分開計算，檢核班表部分與尋找可用車輛同時進行，而

尋找可代班司機需額外花費約 100 秒時間，以每日 3次交接班、平均

每次需尋找一位代班司機計算，則每月約花費 9000 秒於尋找可代班

司機上。若以本系統尋找可代班司機，每次約花費 20 秒，相當於每

月 1800 秒。表 7-8 為 A 客運公司現有系統與本核心模組系統在 MIS

與 FMS 整合部分之測試結果比較。 

 

表 7-8 A客運公司現有系統與本核心模組系統之MIS與 FMS整合測試結果比較
(單位：秒/月) 

排班調度項目 
目前業者作業時

間 
系統作業時間 節省時間

節省時間百分

比 

班表人車檢核 70 
尋找可用車輛 

38*3*30=3420 
20*3*30=1800

1550 45.32% 

尋找可代班司機 100*3*30=9000 20*3*30=1800 7200 80.00% 

總計 12420 3670 8750 70.45% 

 

3. 薪資計算 

A 公司於計算薪資時需將薪資計算所需之資料先行彙整，再由專

人進行員工薪資計算作業，此作業大約需要 6～8 個工作天(每天工作

時數以八小時計)方能完成，本系統在資料庫共享之基礎下所進行之

薪資作業只需 23.43 分鐘即可完成，測試數據如表 7-9 所示，可發現

本系統在薪資計算作業上可節省業者 99%的作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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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A客運公司現有系統與本系統之薪資計算測試結果比較    (單位：分/月) 

作業項目 目前業者作業時間
系統作業時

間 
節省時間 節省百分比

資料彙整 1440~2400 0 1440~2400 100% 
薪資計算 1440 23.43 1416.57 98.4% 
總作業時間 2880~3840 23.43 2856.57~3816.57 99.2~99.4%

7.4.2 B客運公司 

1. 保養排程 

B 客運公司保養排程作業分為固定里程保養、固定日期保養與臨

時申請三種。其中固定日期保養不需排程作業，因此 B客運公司之測

試僅包含固定里程保養與臨時申請兩種。 

固定里程保養作業分為預排保養日期與填寫排程表，每筆車輛

之預排保養日期作業約需 60 秒，而填寫排程表單作業為每筆車輛資

料 15 秒，若以每週 3筆計算，每月約有 12 筆，因此每月花費於預排

保養日期作業之時間約 720 秒、填寫表單作業之時間約 180 秒。若以

本系統執行，預排保養日期可利用自動排程完成，每筆約 0.5 秒，每

月花費時間約 6 秒(12 筆)；填寫排程表單作業可透過查詢與列印功

能完成，每次約 7秒，每月花費時間約 28 秒(4 次)。 

臨時申請保養作業僅需填寫排程表(參照申請單)，每填寫一筆

約需 15 秒時間，以每週 1筆計算，則每月 4筆花費時間為 60 秒；若

以本系統執行，此項工作可分為手動新增與列印，但列印工作可與固

定里程保養排程合併進行，因此只考慮手動新增之時間，新增每筆資

料約需 11 秒時間，每月花費時間約 44 秒(4 筆)。表 7-10 為 B 客運

公司現有系統與本核心模組系統在保養排程部分之測試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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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 B客運公司保養排程現況與核心模組系統測試結果比較   (單位：秒/月) 

保養排程項目 
目前業者作業時

間 
系統作業時間 節省時間 

節省時間百分

比 

計算下次保養日期 60*12=720 0.5*12=6 714 99.17% 

提供實際保養車輛資訊 15*12=180 7*4=28 152 84.44% 

加入臨時申請保養車輛 15*4=60 11*4=44 16 26.67% 

總計 960 78 882 91.88% 

 

2. MIS 與 FMS 整合 

B 客運公司之班表確認工作為每日進行，需要完成的工作有班表

檢核、尋找可用車輛與尋找可代班司機三項。 

可用車輛資訊分為保養排程車輛(不可用車輛)與保修完成車輛

(已可用車輛)，由於檢修班即位於場站後方，調度人員可直接取得此

項資訊，因此檢核班表同時已可確認營運車輛數，每次檢核班表約花

費 116 秒，以每日確認班表 1 次計算，則每月約花費 3480 秒於確認

班表與尋找可用車輛上。若以本系統執行，依 B客運公司之規模，每

日約有 7保養車次、16 休假人次，執行班表比對需花費 8.65 秒，相

當於每月約 260 秒時間；而尋找可用車輛所需時間則為每次約 20 秒，

相當於每月約 600 秒時間。 

按現行作業方式，可代班司機資訊亦可直接由場站取得，但由

於尋找代班司機時需考量工時、休息時間等因素，故將檢核班表與尋

找可代班司機時間分開計算，檢核班表部分與尋找可用車輛同時進

行，而尋找可代班司機需額外花費約 160 秒時間，以平均每日需尋找

3位代班司機計算，則每月約花費 14400 秒於尋找可代班司機上。若

以本系統尋找可代班司機，每次約花費 20 秒，相當於每月 1800 秒。

表 7-11 為 B 客運公司現有系統與本核心模組系統在 MIS 與 FMS 整合

部分之測試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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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B客運公司現有系統與本系統之MIS與 FMS整合測試結果比較 

(單位：秒/月) 

排班調度項目 
目前業者作業時

間 
系統作業時間 節省時間

節省時間百分

比 

班表人車檢核 8.653*30=260
尋找可用車輛 

116*30=3480 
20*30=600 

2620 75.29% 

尋找可代班司機 160*3*30=14400 20*3*30=1800 12600 87.50% 

總計 17880 2660 15220 85.12% 

7.4.3 C客運公司 

1. 保養排程 

C 客運公司保養排程作業分為固定里程保養及臨時申請兩種。固

定里程保養作業分為預排保養日期與填寫排程表，每筆車輛之預排保

養日期作業約需 60 秒，而填寫排程表單作業為每筆車輛資料 15 秒，

若以每週 3 筆計算，每月約有 12 筆，因此每月花費於預排保養日期

作業之時間約 720 秒、填寫表單作業之時間約 180 秒。若以本系統執

行，預排保養日期可利用自動排程完成，每筆約需 0.5 秒，每月花費

時間約 6秒(12 筆)；填寫排程表單作業可透過查詢與列印功能完成，

每次約 6秒，每月花費時間約 24 秒(4 次)。 

臨時申請保養作業僅需填寫排程表，每填寫一筆約需 15 秒時

間，以每週 1 筆計算，則每月 4 筆花費時間為 60 秒；若以本系統執

行，此項工作可分為手動新增與列印，但列印工作可與固定里程保養

排程合併進行，因此只考慮手動新增之時間，新增每筆資料約需 11

秒時間，每月花費時間約 44 秒(4 筆)。表 7-12 為 C 客運公司現有系

統與本核心模組系統在保養排程部分之測試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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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C客運公司保養排程現況與本核心模組系統測試結果比較 (單位：秒/月) 

保養排程項目 
目前業者作業時

間 
系統作業時間 節省時間 

節省時間百分

比 

計算下次保養日期 60*12=720 0.5*12=6 714 99.17% 

提供實際保養車輛資訊 15*12=180 6*4=24 156 86.67% 

加入臨時申請保養車輛 15*4=60 11*4=44 16 26.67% 

總計 960 74 886 92.29% 

 

2. MIS 與 FMS 整合 

C 客運公司之班表確認工作為每日進行，需要完成的工作有班表

檢核、尋找可用車輛與尋找可代班司機三項。 

可用車輛資訊分為保養排程車輛(不可用車輛)與保修完成車輛

(已可用車輛)，均由修車廠主動提供予調度人員，因此檢核班表同時

已可確認營運車輛數，每次檢核班表約花費 88 秒，以每日確認班表

1 次計算，則每月約花費 2640 秒於確認班表與尋找可用車輛上。若

以本系統執行，依 C客運公司之規模，每日約有 4保養車次、6~7 休

假人次，執行班表比對需花費 2.28 秒，相當於每月約 68 秒時間；而

尋找可用車輛所需時間則為每次約 20 秒，相當於每月約 600 秒時間。 

按現行作業方式，可代班司機資訊直接由場站取得，但由於尋

找代班司機時需考量工時、休息時間等因素，故將檢核班表與尋找可

代班司機時間分開計算，檢核班表部分與尋找可用車輛同時進行，而

尋找可代班司機需額外花費約 121 秒時間，以平均每日需尋找 3位代

班司機計算，則每月約花費 10890 秒於尋找可代班司機上。若以本系

統尋找可代班司機，每次約花費 20 秒，相當於每月 1800 秒。表 7-13

為 C客運公司現有系統與本核心模組系統在MIS與 FMS整合部分之測

試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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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3 C客運現有系統與本核心模組系統之MIS與 FMS整合測試結果比較 

(單位：秒/月) 

排班調度項目 
目前業者作業時

間 
系統作業時間 節省時間

節省時間百分

比 

班表人車檢核 2.28*30=68 
尋找可用車輛 

88*30=2640 
20*30=600 

1972 74.70% 

尋找可代班司機 121*3*30=10890 20*3*30=1800 9090 83.47% 

總計 13530 2468 11062 81.76% 

7.5綜合檢討 

綜合上述測試對象功能需求分析、系統功能比較以及測試調查

與結果，本次的測試調查結論可歸納成以下七點： 

1. 本核心模組系統除了前述章節所列之量化與質化效益外，另可產

生管理方面相關衍生效益，可協助管理階層人員即時發現缺失加

以改善，避免發生更重大之問題，說明相關衍生績效如下： 

(1) 由於本系統可提供相關警示訊息，將可降低因操作人員疏忽而

導致重大損失等情況。基本上，本系統所提供警示訊息包括：

人事系統中之重複性資料警示、不完整儲存資料警示、單日員

工及個人差休容量警示；票務系統中之領票號碼重複警示、售

票號碼重複警示；機務系統之設定容量警示、資料輸入與預期

保養警示、加油紀錄異常警示、輪胎庫存安全存量警示、輪胎

保固里程警示、班表與車輛保修、人員差假衝突警示等。 

(2) 透過完整資料庫整合，系統將會發揮資料流通與共享之功能，

各子系統將可透過共同資料庫之連結，即時且有效的取得各系

統之所需資訊，大幅提昇系統的營運績效。例如在薪資計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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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中，可透過資料庫取得薪資計算所需資訊，並可即時且快速

算出所有員工的薪資，如此將可避免因人工計算及資料傳遞所

導致之計算錯誤，大幅降低因薪資錯誤所衍生之相關問題。 

2. 客運業者內部資料的關連程度會影響該公司本身的作業效率：在

訪談調查中發現，目前大多數的業者其本身系統資料的關連並不

完整，以致於額外增加一些表單的傳遞及資料的輸入，如此一來

會花費許多時間在資料的傳遞及輸入，若公司內部資料關連完

整，即可減少這些作業時間，進而提高作業效率。本研究所發展

之系統，其各系統在資料的關連上可說是相當完整，因此資料的

傳遞非常迅速，故使用本系統可提高業者作業上的效率。 

3. 在人事管理作業方面，根據測試結果得知，本系統可大幅減少因

資料傳遞所需之報表產製作業或資料輸入作業，且透過資料庫資

料之共享，可即時取得所需之資訊，如員工升遷時在人事管理系

統內即可調閱該員工之考核資料與差假資料作為升遷評估參考資

料；在考核管理系統方面，透過資料庫之紀錄資料可即時統計員

工之考核情形，作為年終獎金發放或考績評分之參考資料，而無

須透過報表表單之閱讀；在差假管理系統方面，透過資料庫之紀

錄資料，可提供員工休假情形之統計，另外也提供相關休假容量

警示資訊，該警示資訊可輔助排休人員於排班時參考，避免因作

業疏忽違反公司排休規定或產生因休假人員過多而影響公司營運

之狀況。 

4. 在薪資計算系統方面，根據測試結果可知以資料庫為基礎之系

統，由於透過資料處理技術之應用，可直接彙整薪資計算所需之

資料，再結合系統所設定之計算公式即可自動產生員工薪資計算

結果，測試結果顯示相較於採用非資料庫為基礎之系統，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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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薪資計算方面，可節省業者 99%的作業時間。 

5. 自動保養排程功能之測試結果整理如表 7-14，本系統所花費時間

都非常短，且隨著車隊規模的增大，本系統節省時間可達到 92%。

這是由於業者均以人工進行保養排程，當車隊規模愈大，表單與

需連絡的單位愈多，人力尋找資料的時間呈倍數成長；而本系統

各項資料庫均已整合，可自動尋找所需資料並計算預排日期，僅

在資料庫搜尋時增加少許時間。 

 

表 7-14 保養排程測試結果總表    (單位：秒/月) 

 目前業者作業時間 系統作業時間 節省時間 節省時間百分比

A客運 18900 2595 16305 86.27% 

B 客運 960 78 882 91.88% 

C 客運 960 74 886 92.29% 

 

6. 目前各業者排班調度作業中，比對班表與可用人車資訊仍為人工

方式進行，規模最小的業者比對一筆車輛需 38秒時間，而規模最

大的業者可達 116 秒，當班表上有多數人車無法營運時，所需花

費之時間便很可觀。而本系統可透過整合資料庫，直接取得保養

排程表、人員休假表，再加上系統自動比對也較人力尋找表單快

速，因此測試結果可發現本系統作業所需時間較業者現行系統節

省 70%至 82%。三家業者在本功能測試之結果整理如表 7-15。 

 

表 7-15 FMS與MIS整合測試結果總表    (單位：秒/月) 

 目前業者作業時間 系統作業時間 節省時間 節省時間百分比

A客運 12420 3670 8750 7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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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客運 17880 2660 15220 85.12% 

C 客運 13530 2468 11062 81.76% 

7. 本系統只要透過資料匯入匯出的功能，就能夠順利的寫入或讀取

目前業者的資料庫，業者無須重新建置一套新的資料庫，所以本

系統與業者現有系統資料庫的整合並無相容性與整合性的問題；

惟本系統與業者現有資料庫整合的完整性會影響到系統的整體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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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8.1 結論 

本研究以「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開發成果為基礎，

針對汽車客運業者在管理資訊系統上共同需要的功能，持續進行核心

模組的功能擴充開發與系統的實際測試，並配合高雄市「以整合租用

方式推動公車動態資訊系統建置計畫」，擴大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

在高雄市的實際應用並提供相關技術支援。 

經由相關的測試成果得知，本研究依據各業者共同需求所構建出

的管理資訊系統核心模組，不只能夠符合業者的實際操作需要，更可

以在營運成本的節省上發揮功效，證明了核心模組的觀念、開發與系

統組成方式，不僅能節省業者系統的開發成本與時間，更能達到運用

先進大眾系統（APTS）提昇汽車客運業經營效率之目的。 

根據系統推廣應用的過程、以及實際測試的結果，本研究可以得

到以下的幾點結論。 

1. 加入管理資訊系統的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更能滿足業者的實

際需求 

前期所開發的系統核心模組主要為滿足汽車客運業者在車隊調

度與管理上的需求，但在過去的推動過程中，發現不少業者對管理資

訊系統的相關需求也甚為殷切，因此，本研究針對人事、薪資、機務、

票務等管理系統進行開發，以求整體的核心模組能夠更滿足業者的需

求。經由實際測試結果可知補強後的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確實更

能符合汽車客運業者在營運管理上的需求。 



 8-2 

2. 測試對象的多樣性以驗證系統的實用性與通用性 

本期計畫選擇的三家參測客運業者，在營業屬性上分別屬於國道

路線客運、地區路線客運與市區公車；在地區的分佈上涵蓋北部、中

部與南部的業者；在公司本身的規模上，包含有老字號規模較大的公

司以及新近成立規模較小的公司。透過這些不同屬性公司的實際測

試，相關的測試數據都顯示出本研究所開發的核心模組之系統功能均

能滿足測試業者的實際需求，同時也能夠發揮預期的效益，有效地提

升營運效率以及減低營運成本，因此本系統的實用性與通用性已得到

證實。 

3. 核心模組系統之設計方式確實具有擴充的彈性 

本核心模組系統不僅能依據業者的需求組成客製化的系統，還能

提供部分模組與業者現有系統相結合。以高雄市公共車船管理處為

例，高雄市政府資訊室已自行為該處開發一套排班系統，另該處主要

行駛路線之公車即時資訊系統也採行整合租用方案由隨通公司完成

建置；在本研究相關的技術移轉與支援下，已經成功將上述兩套系統

與本系統核心模組結合在一起。由此可以驗證核心模組系統的設計方

式確實具有擴充性與彈性。 

4. 提供量化效益分析，使業者更能掌握建置本系統的成本與效益資

訊 

為使業者清楚瞭解建置本系統核心模組所可能花費的成本與可

能獲得的相關效益，本研究在系統效益評估方面主要以「作業時間的

節省」來作為績效評估的主要指標，透過該指標可以讓業者瞭解使用

本系統所能夠帶來的實際效益。同時本研究之技術手冊也提供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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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時所需要的軟硬體相關成本，可以提供業者進一步評估建置本系

統之成本效益。 

5. 管理資訊系統與車隊管理系統結合後效益加倍 

本研究所開發完成的管理資訊系統，在本質上不是每種功能都是

每日必須進行的（例如薪資計算等），因此儘管管理資訊系統獨立運

作仍可以獲得不錯的成果，但若能結合車隊管理系統一起使用，透過

資訊的快速流動與分享，所獲得的效益會更明顯。 

8.2 建議 

1. 本系統核心模組宜擴大功能範圍並持續進行維護 

經由訪談與測試得知，核心模組的整體架構與設計具有相當的彈

性與擴充性，同時也提供系統較長的生命週期，因此可以得知核心模

組的設計是一個相當值得延續的構想。除了本研究開發完成的管理資

訊系統核心模組之外，尚有一些功能也為業者所需，例如會計功能、

財務功能及物料管理等，此部分由於獨立性及機密性較高，因此未納

入本期研究範圍內，未來業者可視需要將此功能納入。對於已組裝完

成的系統核心模組，若遇客運業者營運政策有所調整或管理流程有所

變動時，則須依據需求進行維護與修正，如此核心模組的整體功能才

能更為完備。 

2. 系統操作界面宜持續改善，以更符合操作人員習慣 

系統操作界面必須符合第一線操作人員之習慣，如此員工才會願

意使用本系統，未來業者使用時宜參採員工意見對本系統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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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親和力改善，以更加符合員工的需求，如此系統才能發揮更大的

效果，達成節省更多的人力成本之效益。 

3. 建議進行更大規模的測試 

若是經費及時間許可，未來應該進行更大規模的測試，所參與測

試的業者，最好能包含市區公車業者、地區路線客運業者與國道路線

客運業者，如此才能夠讓所有經營型態業者都參加測試，並讓客運業

者的員工能實際操作系統，以更深入瞭解本系統之實用性及有待改進

之處。 

4. 建議成立技術輔導團隊，對客運業者及科技顧問公司進行技術移

轉 

本系統核心模組並不像一般軟體一樣透過制式的安裝過程就可

以直接使用，而必須由一些具有基本資料庫與軟體工程知識的技術人

員，根據汽車客運業者實際的需求，進行一些相關設定後才能夠完成

客製化系統的組合。有鑑於目前國內大多數的公車客運業者本身並沒

有配置足夠的資訊人員，因此本系統核心模組的組裝與系統未來的維

護工作，將可能需透過獲授權之科技顧問公司來協助進行。 

因此，本研究建議可成立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技術輔

導團隊，針對有興趣的客運業者及科技顧問公司，進行相關技術移轉

工作，以加速本系統之建置。 

5. 提供合法取得使用本核心模組的管道 

在本研究所舉辦的兩場說明會中，大部分與會業者對於試用本系

統都表示了濃厚的興趣，建議交通部相關單位就本系統核心模組的取

得方式、軟體授權、申請使用者之權利義務等議題召開會議討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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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申請使用辦法，以便有興趣的業者能夠儘早使用，如此方能達成

本系統開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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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推廣應用之技術支援 

由於高雄市公共車船管理處（以下簡稱車船處）曾經參與前期計

畫案「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推廣應用」之系統測試，且

測試成果良好，因此車船處希望本研究能繼續給予技術支援，共同討

論如何將核心模組系統實際建置於高市公車處十個調車站中。有鑑於

此，本研究團隊於前期計畫結束後，即與車船處、高雄市資訊中心開

會討論規劃，並著手構建其系統。以下即針對本研究給予車船處技術

支援協助其進行系統整合之方式加以說明。 

1. 車船處系統現況 

車船處目前計有建軍站、金獅湖站、瑞豐站、鹽埕站、左營南站、

左營北站、小港站、前鎮站、加昌站、火車站等十個發車站，共有

60 餘條路線，在假日又增加「北高雄半日遊」及「文化一日遊」兩

條旅遊路線，路線之涵蓋範圍包括高雄市區及部分高雄縣地區，目前

共有 470 餘輛車參與營運。目前車船處營運調管工作共利用套子系統

進行運作：「車輛監控系統」由隨通公司負責、「營運班次產生系統」

由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負責，而「營運管理系統」則是採用本系統核

心模組而成。其系統營運流程示意圖如圖 A-1 所示。 

事前排班
(業者研發)

事後統計
(業者研發)

每日營運管理
(本系統核心模組)

勤務表登錄
車輛登錄
人員登錄(固定路線'單雙班)
人員任務編組
人員請假管理
車輛維修紀錄

班次營運查核
即時狀況處理
預備人車查詢

路線 營 運統計

人 員營 運統計

車 輛 營 運統計  

圖 A-1 系統營運流程示意圖 

路線營運統計  
人員營運統計  
車輛營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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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高雄市公車資訊管理系統目前是採 Delphi４.0 版本進行開

發，應可與本系統所開發之核心模組相結合(本系統核心模組採

Delphi 6.0 開發)。由上述示意圖可知，本系統核心模組係應用於「每

日營運管理」之部分，因此本系統可以提供下列功能： 

(1) 營運班次查核確認工作。 

(2) 進行班次營運時突發狀況（車輛車禍塞車、人員臨時請假調班）

之調度工作。 

 營運中班次調整 

 未發班次調整 

 新增班次 

 提供調整後班次、人員及車輛合理性之判斷 

(3) 班表自動匯入與匯出功能。 

2. 技術支援 

為使車船處調管營運系統早日構建完成並實際上線營運，本研究

團隊從 90 年 11 月開始即對車船處提供經費與技術上之支援（前期計

畫案於 90 年 11 月結案，而本期計畫案於 91 年二月開始執行），其

支援項目說明如下： 

(1) 為使系統操作介面與功能確實讓站上調度人員接受願意使

用，本研究團隊多次南下高雄，與車船處工作人員面對面討

論，希望系統能滿足站上調度人員需求，並持續進行系統操

作界面與功能修改。表 A.1 是本研究團隊南下高雄訪談次數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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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研究團隊南下高雄訪談次數表 

目      的 次  數 

與站上調度人員親次討論系統功能與操作界面事

項 
三次 

與高市資訊中心人員討論系統整合事項 四次 

與車船處承辦人討論系統架構 六次 

至小港站與金獅湖站進行系統連接測試 三次 

備註：上述開會均由本研究團隊南下高雄進行 

 

(2) 提供兩站（小港站與金獅湖站）的網路連線費用（ADSL）。此

兩站的網路連線費用由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提供，自 90 年

11 月至 91 年 3 月為止，之後則由車船處自行負擔。 

(3) 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提供兩台桌上型個人電腦供車船處使

用。 

3. 建議車船處系統整合方式 

由於目前車船處的排班及營運管理系統與車輛監控系統間尚未

整合，因此本所在民國 91 年 5 月份時邀請相關單位進行系統整合之

討論會議，會中達成下列決議： 

(1) 由車船處的營運管理系統與車輛監控系統產生一共同溝通界

面，進行此二系統之連結整合工作，其系統架構圖如圖 A-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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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站調度人員

車站調度人員

車站
調度人員

InterBase

DB

營運管理系統
(本系統核心模組)

View for

Schedule

車輛監控系統
(隨通公司)

DataBase

監控螢幕

監控螢幕

監控螢幕

連結程式
(訊息接收及資料寫入)

共同溝通介面
(訊息傳遞)

(二)

(一)

(三)

 

圖 A-2 系統整合架構圖 

(2) 資料傳遞方式為由營運管理系統主動發送最新班表之訊息至

車輛監控系統，車輛監控系統接收後，即至營運管理系統中

抓取最新班表資訊，並將此資訊寫入車輛監控系統資料庫中。 

(3) 至於共同溝通界面部分，由交通大學與隨通公司進行技術討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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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計畫名稱：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推廣應用之技術支援與後續功能擴充

之研究 

執行單位：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統聯客運公司： 

１樂見政府研發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客運

業者可依個別需求予以組裝，對於車隊管理

及服務品質提昇應有助益，本公司願盡全力

配合參與測試。 

２MIS 若要落實，財務及會計系統要先作，因為

高階管理者所需決策資訊主要來自財務系

統，其他系統則屬於業務層次，尤其是營運

規模較大之客運業者，一定要有財務系統才

算具備完整之管理作業。 

 

略。 
 
 
 
本核心模組之規劃主要係配合站

務人員需求來提高營運管理績

效，而非以提供財務報表來滿足高

階主管之需求。且經訪談結果得知

大部分公司均已有財務系統及會

計系統，因此只要透過資料庫連結

方式即可與本系統結合。 

 

略。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交通部公路總局： 

１有關在系統統計列印功能上是否可以配合政

府管理部門之需提供制式營運月報表，供政

府部門統計及決策之用。 
 
 
 
 
２研究計畫在市區公車測試部分，擬以統聯客

運公司台中高潛力公車路線為測試對象，據

悉該路線公車前半年為免費公車，是否會影

響本系統之研究測試？ 

 

本系統係以客運業者需求為主，如

果客運業者於本計畫訪調時已提

出有此需求，那本系統就會提供該

功能，本研究會再確認客運業者之

需求是否已涵蓋政府部門之需求。 
 
 
統聯客運公司所經營之台中市高

潛力公車路線雖然前半年是免

費，但對系統測試並無影響，本研

究仍可就操作面來比較使用本系

統相較於傳統作業可節省多少營

運時間成本。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本所吳組長玉珍： 

１簡報資料中提及機務系統所記錄油料管理及

輪胎管理資料將作為薪資計算依據，但依客

運業者訪談之需求調查分析來看似乎並無直

接關係，請研究單位確認是否有關係，如有

請將因果關係之邏輯敘明。 

２第３-７頁提及和欣客運公司在機務管理時

如果「油耗量和預估有差異會追蹤司機是否

有駕駛異常或車輛本身有問題」，此管理措施

其他客運公司應該也有需求，建議本系統核

 

基本上，經訪談結果得知員工薪資

計算在油料管理及輪胎管理會有

節省油料與輪胎獎金等項目。本研

究將會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此

部分之關係。 
有關建議本系統核心模組增加耗

油異常狀況之報表列印功能，本研

究將會再確認業者實際需求，依業

者之需要考量辦理。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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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模組能增加此項異常狀況之報表列印功

能。 

本所陳組長一昌： 

１依據研究單位資料顯示整個「大眾運輸車隊

管理系統核心模組」之研究將分為四期，本

年研究係第三期；惟研究單位又將本年所進

行之 FMS 與 MIS 作業之「物料系統」、「會計

系統」、「財務系統」改列為下期，此點是否

與合約或工作計畫書一致，應先釐清。 

２宜將整體核心模組與本期所作 FMS 與 MIS 等

作完整架構說明，以利瞭解。 
３FMS與MIS關聯圖中，缺MIS六大模組中之「資

料庫連結設定模組」與「系統管理模組」部

分，宜適度表現其相關位置。 

 

本研究開發核心模組在考量研究

時程、及與前期車隊管理系統的連

接性後，將獨立性與機密性較高的

財務、會計及物料系統排除於本期

研究範圍外，因此這部分並未背離

合約要求。 
納入期末報告技術手冊中說明。 
 
FMS 與 MIS 關聯圖中缺 MIS 六大

模組中之「資料庫連結設定模組」

與「系統管理模組」，係因該兩模

組是隱藏在系統中提供連結功能

而非實際運作，因此未將該兩模組

呈現於關聯圖中。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本所運資組（吳副研究員東凌）： 

１建議將高雄市公車處所執行的「車隊管理系

統核心模組」與「公車動態資訊系統」之資

料庫整合之架構與經驗彙整於期末報告書

中。 

２請彙整本計畫執行過程中與公車業者原有

MIS 系統（如會計及薪資計算）整合之經驗。

３本系統採用三層式系統架構作為整合系統的

實體架構，Client 端並無 Data Base，是否

會在網路斷線時造成系統前端無法運作？可

否在 Client 端增加 Data Base 以因應網路斷

線時仍可離線操作？ 
 
４請研究單位提供本系統未來實際推動執行時

公車業者之相對應配合事項或條件，以提供

運研所評選輔助推廣對象之參考。 

 

本研究將配合辦理。 

 

 
 
本研究將配合辦理，並於期末報告

中說明。 
由於公車調度站通常很簡陋，因此

不適合於 Client 端設置 Database，
當網路斷線時其仍可運作，資料也

可暫存，只是無法和總公司連結而

已，待網路恢復連線，暫存資料即

可傳回總公司進行更新。 
將於期末技術手冊中說明業者建

置系統時所需配合之軟、硬體設

備。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本所陳研究員賓權： 

１研究單位在短時間內已開發相當多之系統核

心模組，值得肯定。 

２本研究以核心模組概念開發車隊管理系統，

以提供各客運業者使用，惟各家公司現有人

事資料、票務系統以及維修保養記錄等 MIS

系統與本系統間之整合，在資料格式、欄位

與資料匯入作業上是否有困難？此部分在期

末報告前的測試工作應特別注意。 

３目前人事管理系統似乎沒有出勤管理，本研

究除了從車隊管理角度出發外，對於人員出

勤管理是否也有開發計畫？目前客運業界普

 

略。 
 
各家公司現有人事資料、票務系統

以及維修保養記錄等 MIS 系統可

透過資料庫連結功能與本系統整

合。 
 
 
出勤管理之功能於前期研究已開

發完成。另提供超時工作管理之功

能在技術上並無問題，惟根據先前

 

略。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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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的司機超時工作問題，如果能有良好

的司機出勤管理制度，應可有效管理。 
 
 
４機務管理系統所需之車輛識別碼為何不使用

獨一無二之車輛引擎號碼？ 
 
 
５研究報告提及機務管理系統之輪胎管理功能

可以記錄輪胎更換位置，此部分立意良好，

因為車輛前後輪磨耗本就不同，定期更換輪

胎位置可以使得輪胎磨耗使用平均，降低營

運成本。不過維修保養的紀錄是否真的可以

做到這麼鉅細靡遺？ 

６建議保養警示應具有強制功能，而不是只彈

出警示框而已，最好能自動產生強制保養之

報表，結合行政考核以確保營運車輛做好保

養工作。 

之訪調，由於經營特性考量客運業

者通常無此項需求，因此本系統未

提供此功能，如果客運業者有需

要，本系統也可提供。 
機務管理系統所需之車輛識別碼

若採用車輛引擎號碼亦無不可，只

是操作員要輸入更多數字，因此採

用更簡易的方式。 
記錄輪胎更換位置之功能已納入

本系統核心模組中。 
 
 
 
 
有關保養警示應具有強制功能之

建議，本系統核心模組會將此功能

納入。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敬悉。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本所運管組（王組長穆衡）： 

１本系統核心模組之研發希望對客運業者之營

運管理有所助益，現階段為檢驗成果重要階

段，後續將進行全面推廣應用，希望客運業

者及公路主管機關能持續予以關切支持。 

２對於期中報告內容本組將另提書面審查意見

供研究單位參考。 

３客運公司完整之營運管理系統與本研究已開

發之系統核心模組之關聯性為何？請研究單

位以圖說補充說明，以利客運業者清楚瞭解

那些系統模組該公司本身已具備，那些系統

模組可使用本研究研發成果，那些系統模組

尚需自行研發。 

４為利後續推廣應用，請研究單位列出客運業

者若欲使用本系統核心模組需要那些硬體設

備及人力資源、政府部門要有何種準備工

作、協助客運業者組裝增添核心模組之技術

顧問需要具備什麼樣的條件。 

５希望客運業者能將使用本系統核心模組之意

見持續回饋給政府部門，以利持續維護更新

本系統。 

６測試階段請參測客運業者給予研究單位支

持，以利研發成果更符客運業者之需。 

 

略。 
 
 
 
略。 
 
本研究會納入辦理，並於期末技術

手冊中說明。 
 
 
 
 
遵照辦理。 
 
 
 
 
略。 
 
 
略。 

 

略。 

 

 

 

略。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略。 

 

 

略。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王總經理國

材： 

１會計系統、財務系統是 MIS 重要項目，本計

畫雖不研究，但建議將其他模組與其關係釐

清，讓客運業者未來應用時有所參考。 

 

 

由於考量各家業者之會計、財務系

統均具有其獨立性與機密性，因此

本研究將會於期末技術手冊中提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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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系統核心模組未來應用時各子系統係由不

同單位管理，對系統使用應設定權限。 

３第４-２頁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關

聯圖，建議用邏輯架構圖觀念說明各外生輸

入變數與系統之關係。 

４建議分析各業者對各核心模組之需求，以事

先整合某些核心模組，配套提供給使用者，

減少整合時間。 

供各項子系統關連與欄位說明，以

供各家業者於應用時之參考。 
關於權限設定功能已包含在系統

管理模組中。 

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之

邏輯架構圖將於技術手冊中加以

說明。 
不同客運業者對於本系統各核心

模組之需求優先順序都不同，如果

先將某些核心模組加以整合，未必

能符合個別業者所需，此外本系統

核心模組數量不多，因此本研究仍

將維持現行模組及元件之組合。 

 
 
敬悉。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台北市政府交通局： 

１本核心模組中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功能，應將

電子票證（磁卡、IC 卡）營收資料批次輸入

納入作業功能中，以提升該模組之使用效

率，且希望已實施電子票證之台北市聯營公

車業者能有機會參與測試。 

 

 

 

２預估車輛到站時間模組雖已完成，若未來有

其必要進行修改時，應考慮將駕駛超速之預

警管理機制納入。 
 
３本案各模組之資料，宜考量從現有已構建使

用中之作業系統直接擷取資料，例如統一會

計科目及路線別成本制度等作業系統之資

料，避免重複建構多項相同資料。 

 

有關將電子票證（磁卡、IC 卡）

營收資料批次輸入納入作業功能

中之建議，本研究已有考量，會於

資料庫表格中預設銜接之欄位。另

由於本研究已擇定測試對象，基於

誠信原則且受限研究經費，本研究

無法將台北市聯營公車業者納入

測試對象。 
預估車輛到站時間之功能前期已

開發完成，至於是否提供超速警示

功能，在技術上可行，端視業者是

否有其需求。 

本研究將於期末技術手冊中說明

各項子系統之關連與欄位，業者可

依據此項說明擷取所需之資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桃園客運公司： 

１本公司樂於參與測試，惟想瞭解本公司事先

應具備那些設備並作那些技術加強？既有

MIS 系統如何與本系統核心模組結合？ 

 

２在決策判斷、成本控制及內部管理部分客運

業者必須根據個別需求自行開發相關系統，

如此才能進一步應用本系統核心模組。 

 

有關桃園客運想瞭解參測時應先

具備那些設備並作那些技術加強

乙節，本研究團隊會安排時間至桃

園客運公司說明。 

略。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略。 

中華民國公共汽車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

會： 

１感謝研究團隊研發本系統核心模組協助客運

業者提高經營管理效率，但如何讓客運業者

接受並加以落實是更為重要的。 

２本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雖有諸多好處，但

何以目前已開始採用之客運業者仍屬少數？

關鍵之一為客運業者大部分並不清楚本系統

 

 

略。 

 

 

參考辦理。 

 

 

略。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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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模組的好處，建議本案成果發表會應擴

大辦理，最好能召開現場觀摩會。另一個影

響關鍵為客運業者之營運規模，民營公司有

的營運規模小、用人精簡，相較於公營公司

而言，採用本系統核心模組所能產生之效益

就較有限，因此若要推行本系統尚需相關配

套措施以提供客運業者建置誘因。 

本所運管組（書面意見）： 

１依工作計畫書內容，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

擴充功能項目至少應開發「車輛、人事、薪

資、票務、機務等系統項目」，研究報告對於

人事、薪資、票務、機務等系統項目均有詳

述，卻未見車輛系統之研析，研究單位是將

車輛系統納入機務系統中一併處理，或是認

為前期開發之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已涵括

車輛系統之功能？請補充說明。 

２依研究單位所提工作進度報告，MIS 功能需求

調查之訪談對象包括豪泰客運及統聯客運，

惟研究報告整理之訪談內容並未包括此二家

業者，是否遺漏，請研究單位說明。 

３第３-８頁，有關訪談高雄市公車處之 MIS 功

能需求調查內容，在機務管理部分為空白，

請研究單位補充說明。 

４依據圖４．１，機務系統包括「車輛管理」

子系統，惟第３-１０頁有關機務管理主要功

能之說明，卻遺漏了車輛管理功能，請研究

單位補充說明。 

５針對圖４．１「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

統關聯圖」，有下列幾點意見： 

（１）第４-１頁提及車隊管理系統中每日營運

子系統之營運紀錄可供機務系統中輪胎

管理子系統進行輪胎使用記錄，惟圖

４．１未見此二子系統間有連結關係。

（２）第４-２頁提及「機務系統中油料管理子

系統與輪胎管理子系統之紀錄可提供薪

資系統中薪資計算子系統進行人員薪資

計算之工作」，請研究單位補充說明此是

和什麼人員（維修人員或駕駛？）的什

麼薪資（月薪或獎金）計算有關呢？ 

（３）車輛之油料及輪胎有消耗異常狀況時，

客運公司之處置是否會反映在其他管理

系統？若有，則油料管理系統及輪胎管

理系統似應和其他管理系統有連結關

係。請研究單位補充說明。 

 

（４）如果駕駛人員因故遭停駛處分，該資訊

 

車輛系統所涵蓋之範圍，均包含至

機務系統中之車輛管理功能中，因

此於核心模組規劃時，並未將車輛

系統獨立成一個模組。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基本上，油料使用狀況與輪胎使用

狀況均與駕駛薪資計算有關，若駕

駛油料節省，則有惜油獎金；若輪

胎異常耗損，則有輪胎耗損罰金。

關於詳細薪資計算項目與所對應

人員將於期末報告中詳細說明。 

依據本研究訪談結果，車輛之油料

及輪胎有消耗異常狀況時，情況僅

會反映在駕駛的薪資計算方面，因

此這部分僅與薪資計算模組有

關，本部分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

明。 

此部分會反映於人事資料管理系

 

敬悉。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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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提供給排班系統，以掌握可用

駕駛員？若是，人事考核系統與排班系

統之間是否應有連結關係？ 

（５）車輛監控系統若查核到駕駛有違規行

為，客運公司是否會進行處分？若會，

車輛監控系統與人事考核系統之間是否

要有連結關係？ 

６圖５．１３「票種設定流程圖」，當顯示錯誤

訊息時，是否應配合有「修正資料」之流程？

請研究單位再考量。 

７圖５．１８「售票員系統作業流程圖」與圖

５．１９「管理者系統作業流程圖」中，各

有一些連結方向標示錯誤，請研究單位檢視

修正。 

８「現金與回收票管理功能」之文字說明及系

統流程圖均缺少省道客運之作業，請研究單

位補充。 

９圖５．２５「安排保養排程之流程圖」、圖５．

３２「輪胎管理功能判斷式與流程」及圖５．

３５「薪資項目設定流程」，漏了標示判斷事

件「是」或「否」之流程方向，請研究單位

補充。 

10 第５-２８頁提及「系統可以由使用者所輸入

的車牌號碼自行到車輛基本資料表去對照抓

取，並顯示在車輛維修記錄表中」，請研究單

位補充說明「車輛基本資料表」是存放在那

個系統及模組中呢？其連結關係在圖４．１

「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關聯圖」中

是否已有標示？ 

11 圖５．２８「加油記錄子系統流程圖」，請研

究單位確認新增及修改加油記錄表格是否僅

有四個選項，或是如同刪除功能一般有六個

選項？ 

12 系統績效評估乙節，為更清楚瞭解系統之效

益，請研究單位考量增加評估機務系統可減

少多少油料及輪胎之消耗成本？票證系統是

否減少弊端及人工操作誤失？ 

統中的狀態欄位，本研究將於期末

報告中補充說明。 

 

目前監控系統功能只限於車輛定

位與顯示，且業者並無此項需求，

因此目前並無規劃與人事考核系

統進行連結。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省道客運的作業方式與市區公車

雷同，因此流程與市區公車相同，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車輛基本資料表」之功能位於車

輛管理系統中，於「車隊管理系統

與管理資訊系統關聯圖」已標示關

聯。 

 

 

 

因刪除功能中「車輛識別碼」與「耗

油狀況」是經由系統內部運算產

生，因此於新增、修改功能中無法

讓使用者選擇使用。 

本研究將參考辦理。 

 

 

 

敬悉。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敬悉。 

 

 

 

 

 

 

敬悉。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主席結論： 

１車隊管理系統與管理資訊系統應整合在一

起，也要配合統一會計科目及路線別成本制

度等既有作業系統。 

２異常狀況之處置及法規要求之管理等事項，

在設計本系統核心模組功能時應加以考量。

 

 

３客運公司採用本系統核心模組時其配合措施

 

遵照辦理。 

 

 

本研究將於本期研究範圍之開發

系統中，加入輪胎使用警訊、油料

使用警訊、保養警示警訊及超時工

作警訊等相關資訊。 

遵照辦理。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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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對於既有系統係平行運作或逐步以本

系統來取代？既有資料庫資料可直接引用或

須經過資料轉換？請於報告書中補充說明。

４客運業者對本系統核心模組之接受度要特別

考量，操作界面應讓業者易於使用。 

５客運業者有需求之功能請研究單位納入本系

統核心模組中，本系統未能涵括之功能，客

運業者可視個別需求自行添加所需模組。 

６各與會學者專家及單位代表所提口頭及書面

意見，請研究單位將處理情形列表說明回

應，所提意見若在本案契約書範圍內，請研

究單位配合辦理。 

７本系統若要推廣應用，教育訓練有其必要，

此應為後續工作重點之一。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 

 

 

遵照辦理。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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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觀摩說明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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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車隊管理系統核心模組推廣應用

之技術支援與後續功能擴充之研究 

觀摩說明會會議記錄(第一場) 

1.時    間：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十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 2：00 

2.地    點：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五樓會議室 

3.主 持 人： 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  王晉元教授 

4.出席單位：桃園客運公司、尊龍客運公司、皇家客運公司、統聯客

運公司、建明汽車客運公司、中華民國公共汽車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聯合會、豪泰汽車客運公司、大有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亞通汽

車客運公司、台灣大學土木系、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華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立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5.會議記錄： 黃嘉龍 

6.議題討論： 

[發言人] 統聯客運公司 白總經理德存 

(1)  薪資與票務系統宜自行開發，委外開發較困難。 

(2)  FMS 系統可委外開發，但以過去經驗而言成效不彰。 

(3)  MIS 系統與 FMS 系統的結合可能是未來公司提升的關鍵。 

[發言人] 桃園客運公司 邱主任蕙瑛 

本公司較需要 FMS 模組 

[發言人] 華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李經理 

相關系統已在開發中，但 MIS 較缺乏權限控管與異常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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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建明客運公司 莊副總經理永隆 

(1) 排班調度人員培養訓練不易，MIS 跟 FMS 能將人的影響因素

降到最低。 

(2) 目前本公司較著重車輛調度與排班，若能做到預計班車到各站

的時間、掌握各站上車人數、班表能隨時調整排班，對公司的

發展即有很大的幫助。 

[發言人]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 詹工程師 

本系統應考慮安全機制。 

[發言人] 大有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徐董事長特助聖智 

(1) 本公司 MIS 完備。 

(2) 本系統與本公司現有資料庫恐整合困難，有相容性的問題。 

(3) 本研究系統績效評估用秒計算較無法表現出績效，僅在薪資

管理部分有較顯著效果。 

[發言人] 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  王副教授晉元 

(1) 本系統資料庫並非用以取代公司既有系統的資料庫，而是將二

者做一個系統連結，以過去經驗而言，各不同系統的連結都有

成功的案例。 

(2) 本系統係綜合各業者之共通需求，由於資料的流動性程度不

同，若業者資料流動的範圍較廣，則越能看出本系統之效用。 

[發言人] 尊龍客運公司 蔣先生 

本公司 MIS 目前只有財會與人事系統 

[發言人] 立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樓先生 

(1) 本公司較重視公車預估到站的部分。 

(2) 預估到站如何與 FMS 核心模組系統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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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 台大土研所  學生 

本系統運作過程在票證整合機制上，能達到什麼樣的程度？ 

[發言人] 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  王副教授晉元 

本系統目前僅以單一公司的營運為主，未來可視票證整合需要再

將系統功能逐步擴大。 

[發言人]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張副組長 

(1) 本系統核心模組可以免費提供予公車客運業者，若未來業者有

需求，本部會有計畫地推廣應用此系統。 

(2) FMS 系統與 MIS 系統若要達到更高的效率，須與公車動態資

訊系統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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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車隊管理核心模組推廣應用之技

術支援與後續功能擴充之研究 

觀摩說明會會議記錄(第二場) 

1.時    間：中華民國九十一年十月十四日(星期一)下午 2:00 

2.地    點：逢甲大學第五國際會議廳 

3.主 持 人：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  王晉元教授 

4.出席單位：嘉義市政府交通局、台中客運公司、豐原客運、仁友客

運公司、勝群顧問公司、運研所、鼎漢顧問公司台中分公司、巨業

交通公司、巨達電信。 

5.會議記錄：黃嘉龍 

6.議題討論： 

[發言人]嘉義市政府交通局  郭課員進盛 

本系統較適用於客運業者，對主管機關來說較無需求。 

[發言人]台中客運  江先生堃維 

(1) 本公司薪資計算是以電腦處理，排班部分也只有一位小姐負

責，本系統核心模組是否可以先提供公司試用看看，以了解

其成果如何？ 

(2) 業者建置本系統所需配備與費用為何？ 

[發言人]豐原客運  寇專員世傑 

(1) 高雄市公車處採用本系統核心模組經測試結果可節省人力成

本 8~12 人，請問是節省在哪一個環節？ 

(2) 現場操作人員使用本系統時是否會有輸入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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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人]仁友客運  李經理時中 

(1) 本系統核心模組已將相關需求及問題考慮非常詳盡。 

(2) 本公司系統與系統核心模組在整合上是否可行？ 

[發言人]巨業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陳經理敬璋 

(1) 本公司較關心駕駛重大犯案問題。 

(2) 本公司目前票證冒用問題嚴重，本系統核心模組是可可解決此

問題？ 

[發言人]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  王教授晉元 

(1) 請與會代表針對下述幾點問題發表意見。 

 以核心模組觀念替各客運公司開發管理資訊系統的構想如

何？ 

 前期車隊管理系統及本期管理資訊系統所提供的功能適用

程度如何？ 

 對三家公司的績效測試方式、績效數據，以及對於數據解

釋是否有相關建議？ 

 本系統核心模組未來繼續開發的功能需求為何？ 

(2) 本系統確實是為客運業者之需求而設計的，較無法兼顧主管機

關與監理機關的需求。 

(3) 本系統核心模組可節省排班人員時間，若能節省一半的排班時

間，即可從事其他具生產力的工作。 

(4) 排班工作需要經驗累積，若原先排班人員離職，新進人員往往

需要一段時間方能了解公司營運情形，而本系統的電腦排班

功能可提供一份參考班表，排班人員只需要針對不可行的班

表作修正即可，相對可節省很多時間。 

(5) 增加測試業者的部分，需要各客運公司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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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關車隊調度管理的部分，若有加班拖班延誤情形站務人員應

實際填上班表送至公司並輸入電腦，若利用本系統則可以直

接在站上將資料輸入電腦，利用網際網路傳回公司即可，可

節省人員再次輸入的動作。 

(7) 在排班調度的部分，本研究團隊先前實際於國光客運進行測

試，按該公司現行作業方式到調車場找到一部可用車輛需要

20~25 分鐘，若透過本系統只需要約 20 秒即可掌握車子的使

用狀態。 

(8) 本研究依據先前測試經驗進行系統的界面修正，因此本系統在

操作界面的親和力上並無太大問題；而在實際測試時亦會先

對員工進行教育訓練。 

(9) 本系統建置費用基本上可分為硬體與軟體兩大部分。 

(10)票證冒用問題未來若有機會可於本系統功能擴充時納入考量。 

[發言人] 交通大學運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林至康 

(1) 使用本系統於人力節省績效方面是採用高雄市公車處許小姐

所提供的數據。 

(2) 測試績效最顯著部分是在營運前排班作業時間之節省與營運

時機動調整作業時間之節省。 

(3) 測試業者起初對電腦系統接受度並不高，但經過與業者面對面

的訪談了解後，對於操作界面上的設計已充分考量操作人員

需求，因此操作界面之設計方面並無太大問題。 

[發言人]中華大學交通與物流管理學系  蘇教授昭銘 

本系統建置費用在硬體方面主要是總公司與各場站的電腦設

備及其連線費用，但因受限於各公司的營運型態不同，故無法針

對各家公司進行細部評估。 



 

 

 

 

 

 

 

 

 

 

附錄D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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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 

計畫名稱：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推廣應用之技術支援與後續功能擴充之研究 

執行單位：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 

參與審查人員及其所提之意見 合作研究單位處理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單位審查意見

統聯客運公司： 

１本公司已委託資訊公司建置國道客運路線之

MIS系統，預計明年二月可完成，市區客運

路線則選擇參測本研究開發之MIS系統，如

此可進行比較。 

２本公司較關切的是如何申請使用本系統核心

模組及使用時需要配備那些設備。 

 

敬悉。 
 
 
 
本研究會與承辦單位共同討論，研

擬詳細的使用申請辦法。使用系統

時之相關軟硬體配合設備，則於技

術手冊中說明。 

 

略。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交通部公路總局： 

１客運業者定期需要陳報相關營運報表給主管

機關，希望本系統核心模組能提供產製此營

運報告之功能。 
 
 
 
 
 
 
 
 
 
２第１-３頁及第１-４頁有關「省道」客運業

者與「國道」客運業者之用詞。宜修正為「地

區路線」客運業者與「國道路線」客運業者。

 

如果營運報表所需數據存在於業

者MIS系統相關資料庫，則增加一

個模組以提供產製營運報表之功

能是很容易的，惟本系統核心模組

主要係針對客運業者共同需求之

功能來開發，並非針對政府部門之

需求，此外運研所開發完成之「汽

車客運業管理決策支援系統」即可

協助客運業者產製主管機關所需

之營運報表，因此本系統未重覆開

發此功能。 
 

遵照辦理。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王總經理國

材： 

１MIS系統模組應考慮使用權限之設定功能或

元件，報告書第４-６頁「MIS系統模組規劃

圖」應適當修改納入此功能元件。 
２本系統開發程式採Delphi6.0，惟因應網際網

路發展新程式撰寫工具如Java應用日益廣

泛，本系統與採用Java語言開發之系統是否

能整合？為求未來發展本系統核心模組得

以順利，建議將本系統程式設計流程之內容

詳細列出。 

３請說明輪胎與油料使用紀錄與薪資計算之關

係。 
 

 

 

本系統核心模組已有使用權限設

定之功能，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

明。 
本系統係透過資料庫欄位轉換或

資訊交換來和其他系統整合，所以

不管是Java語言或是其他語言撰

寫之系統基本上都可和本系統結

合。相關系統流程將於技術手冊中

說明。 
有些公司的駕駛薪資結構包括節

油獎金，若輪胎異常耗損對司機則

會有輪胎耗損罰金，所以輪胎與油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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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從ITS發展來看，應將FMS與MIS整合測試，

方能顯現整體效益，建議下一期計畫能尋求

更多客運業者參與FMS與MIS整合測試。另

推廣應用工作亦應加強辦理。 

料使用紀錄與薪資計算是有關係

的，然不同客運業者可視公司制度

對薪資系統作不同的設定。 
有關FMS與MIS整合測試，研究團

隊亦希望後續能有機會找到一家

客運業者進行完整的整合示範及

測試。 

 

 

 

敬悉。 

本所陳研究員賓權： 

１測試過程中，比較業者既有系統與本研究所

開發系統在系統作業節省時間的績效，因為

是利用營運後相關資料的紀錄進行離線測

試，因此建議應將各業者及本研究所使用硬

體規格列出，以確認比較基礎的公平性。另

本研究在資料轉換以及資料匯出匯入所花

費時間建議也應說明。 
 
 

 

２管理資訊系統並不是每項功能每日都必須進

行，且無即時產生運算結果的迫切性，因此

比較系統運算績效似乎可以不必列為本研

究開發系統所應特別強調的重點，建議可以

強調本系統與既有系統間之相容性與整合

性，如資料格式、欄位與資料匯入作業的方

便與彈性、資料關連程度完整性等。 

３測試對象雖然刻意隱藏業者名稱而改以A、

B、C公司代稱，但在相關流程圖中（如圖

6.16、6.17、6.39、6.40、6.58、6.59）仍然

可以看出是哪家業者，建議予以修正。 

４系統操作的介面親和性是系統開發的成功因

素之一，本報告似乎未反應實際操作本系統

人員的經驗與意見，請補充說明。 
 

 

 

５結論第四點提到會提供相關系統建置時所需

要的軟硬體相關成本，惟報告書中未看到此

部分內容？另如報告書中建議事項所說，核

心模組並不像一般軟體透過制式安裝過程

就可以完成，還必須由具有基本資料庫與軟

體工程技術人員，根據業者實際需求進行相

關設定才能完成系統的組合，因此這一部分

的技術諮詢費用也應納入成本的評估項目

中。 
 
６３．２節對七家汽車客運業者進行的功能需

 

本研究報告會補充說明測試過程

中各參測業者及本研究所使用之

硬體規格。在資料轉換部分，由於

測試業者對公司內部資料有所保

密，本研究基本上是以新增資料庫

方式處理（資料筆數相同，但內容

不同），因此甚少有資料匯出匯入

之作業，而本研究績效測試主要係

比較操作人員作業時間之節省而

不是比較CPU之運轉時間。 
本研究報告會補充說明本系統和

測試業者既有系統間相容性與整

合性之優點。 
 
 
 
 
遵照辦理，本研究報告對於測試對

象之公司名稱會作到徹底保密。

 
 
由於測試業者均已構建其各自

MIS系統，因此本次測試重點是對

於系統作業流程差異性進行質化

與量化指標之衡量，加上研究期程

有限，故本次測試並未安排客運公

司操作人員進行實際線上測試。

本研究報告會於技術手冊中補充

說明現階段系統建置時所需要的

軟硬體相關成本。 
本研究可估算系統建置時所需之

硬體成本與連線費用，但客運業者

委託技術顧問公司進行系統組裝

工作所需之費用並無法預先估

算，但會告知客運業者建置成本項

中應包括此一部分的技術諮詢費

用。 

受訪業者大都已構建其各自MIS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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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調查多為徵詢目前使用系統的功能說

明，並未要求業者具體說明在使用經驗中覺

得現有系統欠缺那些功能希望本研究納入

開發。而本研究開發之MIS系統雖然增加了

許多查詢、警示、設定的功能，惟這些功能

是否真正切合業者實際營運所需，建議在報

告書中加以補充說明。 
 
 

７建議將相關設定的可能參數值或調整方式納

入操作手冊供客運業者參考。 

系統，在與業者第一線操作人員及

管理人員訪談時，業者並未特別提

及系統需要那些額外功能，因此本

系統中所有的查詢、警示與設定功

能均是本研究人員進行系統分析

後決定加入，之後並多次與受測業

者討論確認這些新增功能之需求

性，因此上述功能應能符合業者實

際需要。 
相關設定的可能參數值或調整方

式會參考納入操作手冊供客運業

者參考。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本所運資組（吳副研究員東凌）： 

１本系統採用三層式系統架構作為整合系統的

實體架構，Client端並無DataBase，當網路斷

線時要如何運作，對於系統運作是否會有影

響？請於報告書說明清楚。 
 
 
 
 
２請敘明參測業者之車隊規模為何，如此才能

瞭解排班時尋找可用車輛所花之時間是否合

理。 

 

本系統運作時若遇網路斷線，資料

由人工方式記錄，待網路恢復連線

再行登錄，由於MIS系統較無即時

處理急迫性，因此網路斷線對系統

操作影響不大。在Client端暫存資

料之處理方式在理論上亦是可

行，惟本系統僅採用最簡單之方式

（人工記錄）來因應。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本所運管組（王組長穆衡）： 

１對於目前尚缺乏FMS及MIS系統之客運業

者，本系統核心模組可以提供所需基本功

能；對於已有FMS或MIS系統之客運業者，

本系統核心模組除可提供更完整之功能

外，並且可以保留現有系統部分功能繼續使

用，這種具有彈性、各取所需的設計是核心

模組之主要開發概念。 
２由於政府財政困難，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聰

明公車與交通IC智慧卡計畫」只能於９３年

起爭取預算推廣建置本案之FMS及MIS系
統，若客運業者於９２年間已急需使用本系

統，本所會另行思考如何輔導與協助這些客

運業者。 
３未來推廣應用本系統時，希望客運業者能將

使用本系統核心模組之經驗與改善建議回

饋給政府部門，以利本系統持續更新版本提

供更多功能或作功能改善。 

４作業時間之節省是系統績效測試必要的量化

指標，但並不是系統績效測試最重要之指

標，本系統更重要的績效應是使用本MIS系

統時可以協助管理階層人員即時發現缺失

 
敬悉。 
 
 
 
 
 
 
敬悉。 
 
 
 
 
 
敬悉。 
 
 
 
有關使用本MIS系統可協助管理

階層人員即時發現問題加以改善

之績效，會於報告書中再加以補

充。 

 

略。 

 

 

 

 

 

 

略。 

 

 

 

 

 

略。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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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改善，避免日後發生問題時造成巨大的

損失，這種績效相較於作業人員工作時間的

節省實具有更大的價值。 

５希望研究單位製作本系統核心模組之Sample 

File，以供客運業者實際操作試用，俾更深

入瞭解本系統之功能。 

 

６客運業者若欲使用本系統核心模組，需要那

些軟硬體設備及人力資源來配合？現有系統

如何處置？請研究單位說明，供客運業者參

考。 

 
 
 
有關Sample File之提供，將和承辦

單位討論Sample File需具備那些

具體展示內容始能達成目的後再

行決定如何提供。 
有關客運業者擬採用本系統核心

模組時，需要那些軟硬體設備及人

力資源來配合，現有系統如何處置

等問題，會於技術手冊說明清楚。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交通工程組張教授學孔：

１此一延續性計畫之成果非常具體，運研所及

研究團隊（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中華大

學交通與物流學系）之投入應予以高度肯

定。 

２建議交通部配合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ｅ化

交通計畫」及「全島運輸骨幹整建計畫」相

關工作時程，成立大眾運輸車隊管理技術輔

導團隊，以具體協助各地客運業者及地方政

府。 

３宜繼續推動此一延續型多年期之重要計畫，

並在研究過程兼顧可能的產業利益和整合技

術輸出（例如APTS Total Solution），研究

成果可於明年亞太ITS會議中進行展示。 
 
 
 
 
 
 
 
 
 
 
 
 
４國內學者專家對於核心模組相關之應用測試

及分析已有具體成果（例如藍武王教授發表

之應用數位式行車紀錄器於駕駛績效及行

車效率評估報告），本研究可以將其成果與

本研究核心模組之關聯性及應用方式予以

說明。 

 

 

感謝張教授對於本研究團隊之肯

定。 

 

 

敬悉。 
 
 
 
本研究一直著眼於促進國內ITS產
業的發展，資訊科技公司及系統商

對於將本系統核心模組加值包裝

再行販售或推廣至國外是有興趣

的，問題在於交通部是否同意授

權，若同意那就能創造較多的產業

利益機會。 
本研究團隊已有構想將近年來辦

理交通部科顧室及運研所相關計

畫之研究成果整合為台灣APTS
Total Solution，包括車載機、站名

播報系統、電子票證系統、數位式

行車紀錄器、智慧型站牌、資訊查

詢站、無線通訊系統 ,GPRS等功

能，並擬於明年亞太ITS會議中進

行展示。 
除了本案三期研究計畫曾對本系

統核心模組進行績效測試評估

外，目前國內應尚無其他研究曾對

本系統核心模組進行應用測試，但

本研究會對國內外MIS之發展進

行文獻回顧，於報告書中加以說

明。 
 

 

 

略。 

 

 

 

略。 

 

 

 

敬悉。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豪泰客運公司（書面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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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機務系統方面，希望與物料系統一併開

發，不要分為二階段，因大部分業者在自設

維修廠的情況下，要完整建置機務管理系

統，物料系統是不可缺少的。報告中提出輪

胎與油料的管理應可與物料共同管理，對業

者來說有完整的物料管理系統更能降低成

本和完整有效的管理維修保養廠。 

２本公司目前已利用電腦操作排班調度工作，

的確節省不少人力並提昇車輛運轉的效

率；但目前遭遇最大的問題是當網路斷線或

不穩定時整個系統即無法運作，此問題如果

無法避免或預防，原本的人工登錄班表即不

能廢棄，會造成二次作業的人力浪費。 

本研究團隊亦希望後續研究能夠

將物料系統所需之元件開發補

齊，以符合業者實際需求；此外業

者亦可依需要自行開發此部分功

能。 

 

 

目前本系統運作時若遇網路斷

線，資料由人工方式記錄處理，待

網路恢復連線再行登錄。本研究亦

希望後續研究能夠將負責處理網

路斷線所需之元件開發補齊，以符

合業者實際需求；此外業者亦可依

需要自行開發此部分功能。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本所運管組（書面意見）： 

１根據本案工作計畫書內容，請研究單位蒐集

國內外文獻補充說明國外汽車客運業者在

MIS資訊化方面之推行成果與方向，另請研

究單位於提送期末報告修訂稿時配合提出

本系統技術手冊及操作手冊。 
２有關期中審查意見之處理情形，請研究單位

加強辦理下列事項： 
（１）請於報告書中補充說明客運公司採用

本系統核心模組時其配合措施為

何，對於既有系統係平行運作或逐步

以本系統來取代？既有資料庫資料

可直接引用或須經過資料轉換？ 

（２）第3-12頁有關機務管理主要功能之說

明文字，請補充車輛管理功能之說

明。 

（３）研究單位允諾本系統可增加超時工作

警訊之功能，請研究單位於報告書中

展示操作此項功能之電腦畫面，並撰

寫相關文字說明。 

３表3-1業者訪談資料一覽表，未敘明統聯客運

公司之受訪對象及時間，請研究單位補充說

明。 
４請研究單位於6.2節敘明基於何種原因，本研

究無法敘明參測業者之公司名稱，而僅能以

A、B、C公司稱之。 
５A公司考核作業流程，在稽查舉發事項之審

核上，根據圖6.4現行作業流程不經單位主管

審核直接由高層主管審核，圖6.5使用本系統

之作業流程則需經單位主管審核後再交由

高層主管審核，何以會有此差異，此點描述

是否正確，請研究單位再行確認。圖6.28及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另本研

究會於提送期末報告修訂稿時配

合提出本系統技術手冊及操作手

冊。 

 

 

 

將於技術手冊中說明業者若採用

本核心模組時所需之軟、硬體配合

事項，及相關資料庫欄位格式與處

理情形。 

 

將於期末報告3-12頁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書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表3-1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6-3頁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P6-7頁與P6-30頁中

補充修正。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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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9 B公司考核作業流程亦有此問題。 
６A公司回收票管理作業流程，根據圖6.12現行

作業流程係統計各「上車站」人數及金額，

圖6.13使用本系統之作業流程則係統計各

「中間站」上車人數及金額，何以會有此差

異，此點描述是否正確，請研究單位再行確

認。 
７圖6.19 A公司採用本系統後之加油管理作業

流程圖似有錯誤，與文字說明並不相符。 
８圖6.25、圖6.50及圖6.69有關三家受測業者所

需系統元件組合圖，無法清楚看出包含那些

元件，請研究單位以彩色列印或以其他方式

清楚呈現。 
９圖6.38 及圖6.57有關B公司及C公司採用本

系統後之保養管理作業流程圖似有錯誤，與

文字說明並不相符。 
10表6-1及表6-3有關本系統與參測業者現有系

統功能比較表中，有部分功能研究單位因故

無法確定參測業者現有系統是否具備，此點

希望參測業者能協助確認，以明確瞭解本系

統具備那些優點與獨特功能。 
11表6-7顯示A公司採用本系統後進行班表人車

檢核作業每月需70秒時間，請研究單位清楚

列出計算式以說明此數據是如何計算出的。

12有關本系統之效益，研究報告著重於說明作

業時間節省之量化效益，請研究單位補充說

明客運業者MIS資訊化後對於營運效率及服

務品質提升可能帶來之質化效益，使客運業

者更清楚本系統之好處而樂於採用。 
137.1節結論四提及「本研究也提供本系統建置

時所需要的軟硬體相關成本」，惟報告書中

並未見到相關內容，請研究單位補充說明。

147.2節建議一提及「在所開發完成的管理資訊

系統核心模組外，尚有許多功能也為業者所

企盼」，請研究單位具體說明業者尚需要那

些功能項目。建議一另提及「應對已開發完

成的系統核心模組進行持續的維護」，請研

究單位清楚說明本系統核心模組需要進行

什麼樣的維護工作。 
 
 
 
157.2節建議二提及「系統的操作介面必須持續

進行改善」，請研究單位說明本系統操作介

面存有那些缺失，宜如何改善。 
 

 

文中所提「中間站」為「上車站」

之誤繕，將於期末報告中修正。

 

 

 

 

將於期末報告修正。 

 

配合辦理。 

 

 

 

將於期末報告6.2.2節中補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修正。 
 
 
 
 
將於期末報告6.4.1節第二點中補

充說明。 
 
將於期末報告6.5節中補充說明。

 
 
 
 
將於技術手冊中說明現階段建置

系統時之軟硬體相關成本。 
 
此部分所提業者企盼之功能是指

本期研究未開發之財務、物料、會

計等系統，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

明。另此處所提之維護事項，乃是

指當客運業者構建系統完畢開始

營運後，如果遇到業者營運方式改

變時需進行系統修改或硬體設備

更新時系統需配合修改等各項維

護工作，此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

明。 
本系統在研究時間因故未能由客

運公司第一線操作人員進行線上

測試，對於系統操作介面是否為客

運業者作業人員接受尚待檢視，因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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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節建議三提及「可以針對科技公司或顧問

公司進行技術移轉」，為避免科技顧問公司

習得本技術後，又要求客運公司必須額外付

費始願意協助組裝本系統，建議本系統技術

僅宜移轉客運公司或業獲客運公司委託協

助組裝本系統之技術顧問公司。另有關技術

移轉工作，請研究單位協助辦理。 
177.2節建議四提及「最好是能夠全面安裝車輛

定位系統，如此才能夠讓所有路線都參加測

試」，由於本期研究重點係開發MIS核心模

組，看不出此點建議之必要性與關連性，請

研究單位說明確認。 
18有關簡報提到之本系統申請使用辦法（草

案），請補充申請者應負義務之相關規定。

 
19有關附錄A推廣應用技術支援，研究單位於

期中簡報時已提出「會全力配合交通部運輸

研究所之規劃，將高雄市公車之整合系統構

建完成」，請研究單位詳細說明目前此部分

工作之執行成果。 
20本研究報告對於「紀錄」及「記錄」之用語，

原則上名詞採用「紀錄」一詞，動詞採用「記

錄」一詞，請研究單位加以檢視修正。 
21請研究單位於提送期末報告修訂稿時將期中

及期末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表、兩場成果

說明會之紀錄、本報告之簡報資料整理於附

錄。 
22薪資計算模組、機務管理模組及資料庫連結

設定模組所包含的元件內容在圖4.4「MIS系
統模組規劃圖」與圖4.5「系統模組關連圖」

中並不一致，請研究單位檢視修正。 

此未來實際推動本系統時，若操作

人員對系統操作介面有意見，則宜

加以改善以符合操作人員習慣，俾

利系統順利推行。此為報告書提出

該點建議之故，並非表示本系統介

面目前即有明顯缺失需要改善，此

將於期末報告中補充說明。 
為避免造成此誤會，將於期末報告

中修正為「建議在未來的發展與推

廣中，客運公司應與科技顧問公司

密切合作，以求本系統能夠真正落

實。」 
 

 

將於期末報告中修正。 

 

 

 

 

本研究團隊將與承辦單位討論

後，提出申請辦法草案供運研所

參考。 

將於期末報告附錄中補充說明。

 

 

 

 

配合辦理。 

 

 

配合辦理。 

 

 

 

將於期末報告中修正。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主席結論： 

１本系統核心模組之開發功能完整且合乎需

求，已達推廣使用階段。 
２請研究單位提供本所有關本系統核心模組之

程式Source、技術手冊、操作手冊及測試用

之資料庫Sample file等。 
３請研究單位於報告書敘明客運業者使用本系

統核心模組需具備那些軟硬體設備及配合

 

敬悉。 
 

配合辦理。 
 

 

配合辦理，將於技術手冊中說明。

 

 

略。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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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４本系統核心模組之推廣使用辦法，請研究單

位與本所承辦單位共同討論研擬。 
５汽車客運業管理決策支援系統與本系統MIS

要加以結合，此點請納入本系統核心模組推

廣使用辦法中加以律訂。 
６各與會學者專家及單位代表所提口頭及書面

意見，請研究單位將處理情形列表說明回

應。 
７期末報告書內容符合本案契約書要求，撥款

事宜請依相關程序辦理。 

 

配合辦理。 

 

本研究團隊將與承辦單位討論後

配合辦理。 

 

配合辦理。 

 

 

敬悉。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同意研究單位處理意見。 

 

 

略。 

 



 

 

 

 

 

附錄 E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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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
組推廣應用之技術支援與後續

功能擴充之研究

《簡報》

動機

發展大眾運輸為解決交通問題的主要手段

近年來開始引進先進大眾運輸系統

大多安裝定位系統，並配合監控系統

大多沒有與管理調度結合，成效有限

不是每家業者都有經費來實作系統

希望建立一套通用的核心模組

稍加修改後就可以適用於各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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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模組基本構想

採用建築元件（Building Block）的觀念

為構建一個完整系統的基本單位

完整的系統可透過這些元件來組成

FMS核心模組開發成果

共規劃完成六大模組、十四組元件，可組
合成八種系統功能

Ⅵ

E

Ⅷ

Ⅸ

Ⅶ

A

B

Ⅴ

Ⅰ

Ⅱ

Ⅲ

Ⅳ C

D

系統管理模組設定與資料處理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營運管理模組

預估車輛到站時間模
組

統計與列印模組

資料維護元件

資料處理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料庫連結元件
手動排班元件

自動排班元件

列印元件

統計元件

預估到站時間元件

系統管理元件

車輛監控元件

營運管理元件

系統調度元件設定(匯出)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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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S核心模組系統功能

●人員
●車輛
●車站
●路線
●勤務表
●營運狀況
●現有班表

車隊管理核心模組系統

 排班 營運管理 車輛監控 預估到站時間 統計 列印 資料處理 設定

●自動排班
●手動排班

●單一場站
●多場站(車調合一)
● 多場站(車站端)
●多場站(調度端)

●訊號接收
●路線設定
●計算預估時間
●顯示預估時間

●人員(日)
●人員(月)
●路線(日)
●路線(月)
●特殊班次

●駕駛日報
●路線管制表
●各類統計報表

●匯入
●匯出
●系統管
    理設定

FMS核心模組系統測試

測試結果

在全台灣透過七家業者來進行測試

效果良好

獲得業界的肯定（高雄市車船處現身說法）

系統預期可帶給高雄市車船處績效

人力節省方面（共可節省8-12人）

時間節省方面（約可節省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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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模組的擴充

業者另一個迫切需要的是有關公司內部管理
資訊系統的使用

讓核心模組的規模更為完整

車隊管理系統（Fleet Management System; FMS）與管理
資訊系統（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整合

擴大業者使用本核心模組之意願

共同提昇整體內部管理效率，降低營運成本

本期計畫
研究範圍

本期計畫開發：人事、薪資、
票務、機務等系統
未來規劃開發：會計、財務、
物料等系統

大眾運輸車隊
管理資訊系統

票務系統

人事系統

薪資系統

機務系統

物料系統

財務系統會計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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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

希望能涵蓋國內公車業者的運輸資訊管
理行為

以國內公車業者為研究對象

國道路線客運

地區路線客運

市區公車

透過「中華民國公共汽車客運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聯合會」協助，進行業者訪談

共訪談全省七家公車業者

國道路線客運：尊龍客運、和欣客運

地區路線客運：桃園客運、新竹客運

市區公車：北市公車處、高市車船處、統聯

客運

業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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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核心模組關連圖

A - C：基本資訊流動
1 - 12：內部資訊流動
a - f ：薪資整合資訊流動
一-二：排班整合資訊流動

薪資計算模組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計算與查詢元件

人事管理模組

人事資料 管理元件

考核管理元件

差假管理元件

票務管理模組

車票基本資料
設定元件

領票管理元件

現金與回收票管理
元件

售票管理元件

機務管理模組

保養管理元件

輪胎管理元件 維修管理元件

油料管理元件

資料庫連結設定模組

資料處理維護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料庫連結元件

設定(匯出)元件

1
2

3

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6 7

4

5

C

A

B

a

b

c

統計與列印模組

統計元件

MIS系統管理模組

系統管理元件

MIS核心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排班元件

FMS核心模組

d

二

一

e

f

機務管理與FMS整
合元件

8

9

10

11

12

MIS系統功能

管理資訊系統核心模組

人事管理 票務管理 機務管理 薪資計算 資料庫連結
設定

●人事資料管
    理
●考核管理
●差假管理

●車票基本資料
    設定
●領票管理
●售票管理
●現金與回收票
    管理

●機務管理設定
●保養管理
●維修管理
●油料管理
●輪胎管理
●機務管理與
   FMS整合

●薪資項目設
    定
●薪資計算與
    查詢

●匯入
●匯出
●資料處理維
    護
●資料庫連結

系統管理

●MIS系統
   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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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理 票務管理 機務管理 薪資計算

大眾運輸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

 排班 營運管理 車輛監控 預估到站時間 統計 列印 資料處理 設定

FMS與MIS整合功能

車隊管理系統功能

管理資訊系統功能

測試業者

由七家訪談業者中挑選三家業者進行測試。

測試業者涵蓋國道路線客運、市區公車、地

區路線客運等三種不同經營型態。

因參測業者要求保密，以下分別以A、B、C

公司稱之。

系統測試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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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業者
營運特性比較

作業項目  A 公司  B 公司  C 公司  

考核管理  有考核紀錄  有考核紀錄  有考核紀錄  

人事管理
差假管理  

每月均有公休

對各假種均有

請假上限  

每月均有公休

對 各 假 種 均 有

請假上限  

每月均有公休  
對 各 假 種 均 有

請假上限  

領票管理  固定時間領票 無  有 需 求 時 即 填

單領票  

售票管理  交班時填單記

錄  無  交 班 時 填 單 記

錄  
票務管理

現 金 與 回

收票管理  算載客數（與

薪資無關）  
無  運 計 算 現 金 與

票 種 數 量 （ 與

薪資有關）  

油料管理  

加油時紀錄  
每月固定時間

產 生 月 報 表

（每月一次）

加油時紀錄  
每 月 固 定 時 間

產 生 月 報 表

（每月一次）

加油時紀錄  
每 月 固 定 時 間

產 生 月 報 表

（每月三次）  

輪胎管理  
新進、再生與

更換、報廢時

紀錄（委外）

新 進 、 再 生 與

更 換 、 報 廢 時

紀錄（委外）

新 進 、 再 生 與

更 換 、 報 廢 時

紀錄  

維修管理  維修完成時填

單記錄  
維 修 完 成 時 填

單記錄  
維 修 完 成 時 填

單記錄  

機務管理

保養管理  
每日排程  

單記錄  

每週  

單記錄  

每週  

單記錄  

薪 資 計 算

系統  薪資計算  人工作業   

測試A公司系統所需元件圖

薪資計算模組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計算與查詢元件

人事管理模組

人事資料 管理元件

考核管理元件

差假管理元件

票務管理模組

車票基本資料
設定元件

領票管理元件

現金與回收票管理
元件

售票管理元件

機務管理模組

保養管理元件

輪胎管理元件 維修管理元件

油料管理元件

資料庫連結設定模組

資料處理維護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料庫連結元件

設定(匯出)元件

1
2

3

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6 7

4

5

C

A

B

a

b

c

統計與列印模組

統計元件

MIS系統管理模組

系統管理元件

MIS核心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排班元件

FMS核心模組

d

二

一

e

f

機務管理與FMS整
合元件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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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B公司系統所需元件圖

薪資計算模組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計算與查詢元件

人事管理模組

人事資料 管理元件

考核管理元件

差假管理元件

票務管理模組

車票基本資料
設定元件

領票管理元件

現金與回收票管理
元件

售票管理元件

機務管理模組

保養管理元件

輪胎管理元件 維修管理元件

油料管理元件

資料庫連結設定模組

資料處理維護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料庫連結元件

設定(匯出)元件

1
2

3

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6 7

4

5

C

A

B

a

b

c

統計與列印模組

統計元件

MIS系統管理模組

系統管理元件

MIS核心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排班元件

FMS核心模組

d

二

一

e

f

機務管理與FMS整
合元件

8

9

10

11

12

測試C公司系統所需元件圖

薪資計算模組

薪資項目設定元件

薪資計算與查詢元件

人事管理模組

人事資料 管理元件

考核管理元件

差假管理元件

票務管理模組

車票基本資料
設定元件

領票管理元件

現金與回收票管理
元件

售票管理元件

機務管理模組

保養管理元件

輪胎管理元件 維修管理元件

油料管理元件

資料庫連結設定模組

資料處理維護元件

設定(匯入)元件

資料庫連結元件

設定(匯出)元件

1
2

3

機務管理設定元件
6 7

4

5

C

A

B

a

b

c

統計與列印模組

統計元件

MIS系統管理模組

系統管理元件

MIS核心模組

班表產生模組

排班元件

FMS核心模組

d

二

一

e

f

機務管理與FMS整
合元件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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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流程：

確
立
測
試
計
畫

測
試
資
料
蒐
集

系
統
操
作

績
效
評
估

符
合
測
試
目
標

完
成
系
統
測
試

系統修正
否

是

測試日期：

單     位 測試日期 

A 客運公司 91 年 9 月 10、11 日

B 客運公司 91 年 9 月 23、27 日

C 客運公司 91 年 9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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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標：量化指標

系統節省作業時間

計算方式

節省作業時間(分鐘或秒/月)=（每次人工
作業時間－每次系統作業時間）*次數（次/
日）*30天

節省作業時間百分比(%)=(節省作業時間/
人工作業時間)*100% 

衡量項目

單一系統項目

整合系統績效

評估指標：質化指標

系統功能比較

加值功能

提供測試業者現有系統功能外之加值功能

警訊功能

針對各功能相關作業流程提供必要之警示

訊息



E-12

人事管理作業流程—差異性比較

業者目前作業流程 本系統核心模組作業流程

資料輸入人員員工

新進員工 離職員工 升遷

填寫基
本資料

傳送資料給
資料輸入員

資料輸入

資料輸入人員員工

新進員工 離職員工 升遷

填寫基
本資料

傳送資料給
資料輸入員

資料輸入

1.重複性資料輸入警示

2.可建立人事升遷歷史檔

薪資計算作業流程—差異性比較

本系統核心模組作業流程業者目前作業流程

薪資計算人員 車場車站人事部

產生新檔
(Excel)

產生考核
統計報表

產生差休
統計報表

產生駕駛員趟
次統計報表

產生車輛加
油統計報表

將報表交給薪
資計算人員

將報表寄回總公司並
交給薪資計算人員

將報表寄回總公司並
交給薪資計算人員

計算各
項薪資

輸入計算結
果並儲存

車場車站人事部薪資計算人員

設定薪資
計算範圍

執行薪
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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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效益－測試結果分析(1/3)

單一系統效益：A公司保養排程測試結果

86.2716305259518900總 計

26.6784023103150加入臨時申請保養車輛

94.2929701803150提供實際保養車輛資訊

99.171249510512600計算下次保養日期

節省時間

百分比(%)
節省

時間

系統作業

時 間

目前業者

作業時間
保養排程項目

(單位：秒/月)

B、C公司之節省時間百分比分別為91.88%及92.29%

量化效益－測試結果分析(2/3)

整合系統效益-B公司FMS與MIS整合測試結果
(單位：秒/月)

85.12%15220260017880總計

87.50%12600180014400尋找可代班司機

600尋找可用車輛
75.29%2620

260
3480

班表人車檢核

節省時間
百分比(%)

節省
時間

系統作業
時 間

目前業者
作業時間排班調度項目

A、C公司之節省時間百分比分別為70.45%及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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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化效益－測試結果分析(3/3)

整合系統效益-薪資計算
(單位：分/月)

作業項目 目前業者作業時間 
系統作業時

間 節省時間 節省百分比 

資料彙整 1440-2400(3-5 天) 0 1440-2400 100% 

 
薪資計算 1440(3 天) 23.43 1416.57 98.4% 

總作業時間 2880-384099(6 天-8 天) 
 

23.43 2856.57-3816.57 99.2~99.4% 

 

質化效益－與業者現有功能比較：以人事系統功能比
較為例 系統 功能名稱 功能項目 A 業者 B 業者 C 業者 

人事資料設定  ▲ ▲ ▲ 

重複性資料警示  ▲ ▲ 

不完整儲存資料警示  ▲ ▲ 
年資自動調整  ▲ ▲ 
歷史資料調閱  ● ● 

人事 
管理 員工資料管理 

資料搜尋、排序與列印 ● ● ● 

重複性資料警示  ▲ ▲ 

不完整儲存資料警示  ▲ ▲ 規範設定 

資料搜尋與排序  ▲ ▲ 

重複性資料警示  ▲ ▲ 
不完整儲存資料警示  ▲ ▲ 
歷史資料調閱、統計 ● ▲ ▲ 

考核 
管理 

考核記錄 

資料搜尋、排序與列印 ● ● ● 

重複性資料警示  ▲ ▲ 
差假設定 

不完整儲存資料警示  ▲ ▲ 

重複性資料警示  ▲ ▲ 

不完整儲存資料警示  ▲ ▲ 

請假時數自動計算  ▲ ▲ 

剩餘可休日期自動計算  ▲ ● 

單日員工差休容量警示(日)    

員工個人差休容量警示(月)    

差假 
管理 

差假記錄 

資料搜尋、排序與列印 ● ● ● 

 

●表業者系統與本
系統功能相同

▲表本系統提供該
項功能較業者前

系統完整

__空白表業者無
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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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業者現有功能比較項目彙整表

區    分 有此項功能 有此部分功能 無此功能 

人事系統 6 14 2 
票務系統 5 3 10 
機務系統 11 2 17 
薪資系統 5 1 2 
總    計 27 20 31 

 

綜合檢討(1/2)

業者公司內部資料的關連程度，將會顯著影響

MIS系統的作業效率

MIS與FMS整合後，可提供站務人員車輛預排保

養資訊與駕駛公休資訊，大幅減少站上作業時間

薪資計算部分，將會因各子系統（人事、票務、

機務）的資訊提供，而大幅節省作業人力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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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檢討(2/2)

人事管理部分，在透過資料庫資料分享情況

下，

可大幅節省資料輸入作業時間與報表產製時間

保養車輛預排部分，會隨車隊規模的增大，而

顯著降低預排保養車輛時間

推廣應用技術支援—高雄市車船處(1/3)

目前高雄市車船處系統狀況

營運調管係利用三套子系統進行運作

車輛監控系統—隨通公司負責

營運班次產生系統—高市政府資訊中心負責

營運管理系統—採用本系統核心模組構建而成

目前營運班次產生系統與班次營運管理系統
正進行整合測試

車輛監控系統目前為獨立運作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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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公車處系統持續進行改善事項

持續進行營運班次產生系統與班次營運管理

系統整合測試

配合本所規劃，進行與車輛監控系統整合事
項

各單位已討論出整合方式（91年5月份於高雄市公
車處開會）

目前整合架構已初步完成

推廣應用技術支援—高雄市車船處(2/3)

技術支援(從90年11月起)

配合高雄市公車處站上調度人員需求，持續進行系統

操作界面與功能修改

三次與調度人員親自討論系統功能與操作界面事項

四次與高市資訊中心人員討論系統整合事項

六次與車船處承辦人討論系統架構

三次至小港站與金獅湖站進行系統連接測試

以上開會均由本研究團隊南下高雄進行

提供兩站(金獅湖站與小港站)ADSL連線費用

免費提供兩台電腦

推廣應用技術支援—高雄市車船處(3/3)



E-18

未來高雄市車船處系統整合方式

車 站調 度 人 員

車 站調 度 人 員

車 站調 度 人 員

Inte rB ase
D B

營 運 管 理 系 統
(本 系 統 核 心 模 組 )

產 生 即 時
營 運 班 表 資 料

車 輛 監 控 系 統
(隨 通 公 司 )

D ataB ase

監 控 螢 幕

監 控 螢 幕

監 控 螢 幕

一 、 F M S 如 有 更 新 班 表 ,即 傳 送 一 訊 息 通 知
       連 結 程 式 .
二 、 連 結 程 式 接 收 訊 息 後 ,即 至 InterbaseD B
       抓 取 即 時 班 表 的 資 料 ,並 將 資 料 寫 入 隨
       通 公 司 資 料 庫 .

連 結 程 式
(訊 息 接 收 及 資 料 寫 入 )

共 同 溝 通 界 面
(訊 息 傳 遞 )

(一 )

結 論

加入管理資訊系統的車隊管理系統核心模組，更
能滿足業者實際需求。

測試對象的多樣性以驗證系統之實用性與通用

性。

核心模組系統之設計方式確實具有擴充的彈性。

提供量化效益分析，使業者更能掌握建置本系統

的成本與效益資訊。

MIS與FMS結合後效益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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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本系統核心模組宜擴大功能範圍並持續進行
維護。

系統操作界面宜持續改善，以更符合操作人

員習慣。

建議進行更大規模的測試。

建議成立技術輔導團隊，對客運業者及科技

顧問公司進行技術移轉。

提供合法取得使用本核心模組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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