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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小車的示範展示 2



自駕車的需求 3

維基百科:自動駕駛汽車

• 避免人為因素而導致之交通事故。
• 減少所需安全間隙，更好管理交通流量，減低交通壅塞。
• 減輕車輛乘客駕駛與導航之工作。
• 具有更高的車速限制。
• 免除乘客狀況之限制。
• 緩解停車位短缺的問題。
• 增加汽車共享。
• 減少停車所需之物理空間。
• 免除多餘的乘客。
• 減少對交通警察的需求，以及汽車保險費用。
• 減少實體的道路指示標誌
• 更平穩的行駛。
• 允許不需乘客坐在駕駛座的座艙設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8B%95%E9%A7%95%E9%A7%9B%E6%B1%BD%E8%BB%8A


自動駕駛分級 4

分級 名稱 定義 駕駛操作 周邊監控 接管 場景

L0 人工駕駛 由人類駕駛員全權駕駛車輛 人類駕駛 人類駕駛 人類駕駛 無

L1 輔助駕駛
車輛對方向盤和加減速中的一項操作提供駕
駛，人類駕駛員負責其餘的駕駛動作

人類駕駛和車輛 人類駕駛 人類駕駛

限定
場景

L2 部分自動駕駛
車輛對方向盤和加減速中的多項操作提供駕
駛，人類駕駛員負責其餘的駕駛動作

車輛 人類駕駛 人類駕駛

L3 條件自動駕駛
由車輛完成絕大部分駕駛操作，人類駕駛員
需保持注意力集中以備不時之需

車輛 車輛 人類駕駛

L4 高度自動駕駛
由車輛完成所有駕駛操作，人類駕駛員無需
保持注意力集中，但限定道路和環境條件

車輛 車輛 車輛

L5 完全自動駕駛
由車輛完成所有駕駛操作，人類駕駛員無需
保持注意力集中

車輛 車輛 車輛
所有
場景



自動駕駛車發展現況 5

2018 車輛研測專刊

各廠牌自駕車應用技術及配置、摘自2018車輛研測專刊



相關報導 6

自駕技術離商用不遠了？「最懂自駕車」
的詹景堯：先學習接受科技不完美

電動車帶動自駕車風潮，L2等級預計每年成長10%
在世界大國陸續頒布「禁售燃油車」的大限後，幾乎
可以確定電動車將逐步成為主流，像自駕技術這類最
新的科技，很自然的就會結合在電動車上，兩者是完
全不同的技術，不需要結合在一起，也能夠各自運作。
各車廠之所以加速投入自駕技術研發，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特斯拉將電動車與自駕技術結合，某種程度上
設立了產業標竿，其他車廠的電動車如果沒有搭配自
駕技術來提升車輛的安全與舒適度，恐怕將難以競爭。

現在特斯拉配備的全自動輔助駕駛（FSD），大約是落在
Level 2的程度，可以做到偵測道路狀況，協助矯正偏離車
道、倒車等狀況，控制方向盤、煞車和油門等輔助駕駛功
能。「雖然無法100%處理道路上所有狀況，但Level 2的市
場穿透率會高一點。」
參考各界工業界預測或評估，詹景堯指出，現在市面上大
約只有10%的車，配有Level 2等級的輔助駕駛系統，他預
估：「在未來5~10年內，每年大概都可以有10%的成長。」



相關報導 7

現在Level 4以上等級的自駕車，為了怕危險，行駛速度偏
慢，體驗並不好，要提高一般大眾的接受度，將自駕車用在
機場航站、停車場接駁，這類固定路線的「封閉式接駁」，
或是長途運輸的物流車隊，商業化的機會比較大。舉例來說，
具備Level 4等級自駕技術的Google Waymo，從2019年起
在美國鳳凰城展開自駕車測試，並以無人計程車的方式，開
放一般民眾透過手機預約搭乘，培養大眾對自駕車的信任與
熟悉。

自駕技術離商用不遠了？「最懂自駕車」的詹景堯：先學習接受科技不完美

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能接受「科技的不完美」。
為了評估自駕車的技術能力，加州監理站每年都會發
表「脫離報告」（Disengagement Report）」，標
準是統計當自駕車遇到無法處理的狀況，需要脫離自
動駕駛，須改由人類駕駛接手的次數。
詹景堯說，統計自駕車平均行駛每2萬公里，需要人為
介入一次，「2萬公里是什麼概念呢？一般人一年平均
開2~3萬公里，等於是一年才接手一次，說起來是很厲
害啦！」
此外，Google也在2020年，發表了一份Waymo測試
報告，當中指出，Waymo 的車輛一共已行駛了 981 
萬公里之遠，脫離自動駕駛的次數共計47次，也就是
平均20萬公里才會有一次，這當中都只是小碰撞，並
沒有嚴重車禍，「這已經可以達到跟人類近乎相似的
駕駛程度，Google已經把鳳凰城摸得很熟，這是會一
直進步的。」詹景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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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第三波汽車革命「自駕技術」躍身關鍵顯學
共享經濟成為自駕技術發展關鍵

國家實驗研究院智駕車專案顧問莊智清教授與
智駕實驗室張龍耀博士

未來除了快遞、外送、餐廳都有可能用上，也可規劃投入
偏鄉運輸，利用on-demand（隨選）特性，在智能整合下
串起「最後一哩路」，甚至融入偏遠地區醫療服務，尤其
在人口高齡化或勞力成本偏高地區，特別有發展自駕技術
的誘因。
那麼放眼全世界，各個國家做得如何？台灣又站在起跑點
的哪一端？
「目前最有成績的，首推美國、德國、日本，以及荷蘭與
新加坡，各國都有自己的優勢，」莊智清表示，有些國家
原就擁有強勁汽車工業，加上政府與民間都有清晰發展策
略，就容易在原有基礎上勝出。
以德國來說，早在2018年便擬定自駕車發展的法律架構，
運用國家級策略積極推動，就是走在趨勢前端。而民間企
業的積極研發，也改變了原有的競合思維，像是一向彼此
較勁的BMW與Mercedes-Benz，也曾一度試圖合作開發
自駕車，儘管後來未果，但顯示過往車廠各自為政的發展
思維，已經正在改變當中。



日本《自動駕駛制度整備大綱》
自駕車交通事故賠償原則上由車輛所有人
承擔，建議未來應強制加入購買保險，意
即日本視自駕車保險理賠與責任歸屬，是
相仿現行汽車情況。廠商的責任僅限於當
自動駕駛系統存在明確缺陷之際，且為了
探究交通事故發生原因，自駕車應義務性
配置行車紀錄設備(似黑盒子)，紀錄位置
資訊、方向盤操作、自動駕駛系統運轉狀
態等。

相關法規 9

借鏡美/德/日三大國法規自駕車政策發展促進創新(新通訊)

美國《聯邦自動駕駛政策》
2016年9月《聯邦自動駕駛政策》被視為全球首個關於自駕車的政策指引。
2017年9月《自動駕駛系統2.0：安全願景》(ADS 2.0)，代表川普政府對
自駕車產業態度與引導方向，此非強制性法規而是指導意見。
2018年10月《自駕車3.0政策文件》(AV 3.0)，並非取代ADS 2.0，而是
在ADS 2.0基礎上擴充範疇適用於陸地上運輸載具，且AV 3.0發布代表川
普政府進一步放寬對自駕車產業發展的限制。取消具體的測試區和必要
測試申報(必須有10輛自動駕駛車隊)之後，未來自駕車測試可能將出現在
民眾之間。

德國《自動與聯網駕駛策略方案》
2017年6月，德國聯邦議院針對自動及聯網化駕駛系統車輛進行規範並
釐清事故責任，給予「自動駕駛系統與駕駛人同等的法律地位」，主要
方向有四：
1.允許駕駛人可操作具備部分或自動自動駕駛功能(Level 3~4)的車輛
2.應該具備「隨時可以由駕駛人接手操控」功能，且駕駛系統應可識別
需要駕駛人親自操控的狀態，並在接手操控前向駕駛人主動提出提示
3. 駕駛人於自駕模式下疏於注意行車狀況而導致事故發生，駕駛人仍須
擔負起肇事責任，但若是事故主因歸責於自動駕駛系統，肇事責任將由
汽車製造商負責。
4.為釐清事故發生原因，未來行車資料將被儲存於特定裝置(類似黑盒子)。



台灣: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10

法規名稱：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公布日期：民國 107 年 12 月 19 日

法規類別：行政＞經濟部＞工業目

2018 年 12 月公布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主
要在於鼓勵各界投入無人載具的研發、創新與應用，打造
合理、安全的創新實驗場所，進一步讓無人載具真正進入
人類生活，是臺灣第一部有關人工智慧研究實驗的法律規
定。保障實驗團隊於無人載具實驗時所需的空間及不受特
定交通法規之約束。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14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030147


自駕車產業發展型態 11

資料來源：EE Times，ARTC 整理

自駕車仰賴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與車聯網等科技為
基礎實現，其中光達感測器
（LiDAR）、高精度地圖以及
AI 運算更是當中關鍵，廠商難
憑一己之力研發，因此透過結
盟形成技術互補的合作關係。
當前自駕車產業要由傳統整車
廠、零組件供應商、科技公司、
晶片業者以及運輸網路公司
（TNC）等，強強結合截長補
短，合作構成產業鏈。



影片欣賞:自駕車如何上路? 12



我國自駕車團隊介紹 13

國家隊來了！台灣「自駕車產業聯盟」18 家上下游成軍(INSIDE)

「自駕車產業聯盟」將由 ARTC、與宏碁智通、聯華聚
能與鑫威汽車組成營運團隊，並於記者會現場共同簽屬
MOU 營運服務合作備忘錄。



彰濱智慧觀光接駁

我國自駕車測試場域 14

台灣自駕車場域現況與未來展望車輛中心試車場與整車安全處

桃園市農博園區

台中市水湳智慧城

高雄市亞洲新灣區

台南市臺灣智駕
測試實驗室

桃園市智駕中心

車輛中心自駕車
驗證場域



自動駕駛技術架構 15

https://github.com/TeamStuQ/skill-map/blob/master/data/map-Apollo.md

晶片編程
•CPU
•GPU(CUDA)
•FPGA

Toolbox
•Bazel
•Protobuf
•Docker
•ROS
•OpenCV

Language
•C++
•Bash
•Python

• Keras
•JavaScript

• Node.js
• React

Machine Learning 
Frameworks
•PaddlePaddle
•Caffe
•TensorFlow

Hardware & 
Sensors
•Computing Unit
•Perception
•Localization
•CAN Card
•HMI Device
•V2X Device
•Safety
•感測器知識與技能
•無人車知識與技能

Vehicle
•線控車輛
•車輛電子控制系統
•車載語音交互系統
•AUTOSAR

Cloud Service 
Platform
•HD Map
•Simulation
•Data Platform
•Security
•OTA
•DuerOS

Open 
Modules
•Localization
•Perception
•Planning
•Control
•End-to-End



感測器技術

•感測器是用於偵測環境中所生事件或變化，並將此訊息傳送出至其他電
子元件的裝置，通常由感測元件和轉換元件組成。

16

一般採用光達作為主要傳感器，同時結合Camera、GPS/IMU、毫米波雷達、超聲波雷達等。



感測器技術:光達&Camera 17

Self-driving cars: A survey

光達
立體視覺



控制方法 18

維基百科:控制系統

最基本的控制方式可分為開迴路及閉迴路。
開迴路控制系統中控制器的動作和過程變數無關。
閉迴路控制系統中控制器的動作會受到過程變數和目標值的影響。

開迴路控制
閉迴路控制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