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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透過企業搭車的交易記錄，進行分析，期望藉由分析企業用戶的搭車記錄，進而提供

車隊推廣乘車券策略及建議。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法，挑選台灣計程車車隊市占率第一的 T 牌車隊為研究對象，分析方式

以三個面向-企業導入、企業用車、乘車券使用狀況進行相關研究。 

本研究發現，(1)T 牌車隊各企業類型導入乘車券的比率，占全台企業數不到 1%，表示乘車券

業務的推行仍有很大成長空間。(2) 最多用車時段為 13:00 ~ 15:00，可鼓勵司機在此時段承接任

務，以接應用車人潮 (3)與企業 ERP 系統整合，自動將員工搭車記錄傳入，可協助企業加速內部

差旅費報銷的流程。 

 

關鍵詞： 乘車券、企業簽單、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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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action records of commercial taxis and expects to analyze the 

transaction history of commercial taxis to provide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or promotion of vehicle 
vouchers. 

In this study, a case study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the T-brand team with the largest market share 

in Taiwan taxi flee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in three 
orientations—enterprise introduction, corporate car use, and the use of boarding vouch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1) the ratio of each type of T-brand consortium's introduction of ticketing 

occupies less than 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mpanies in Taiwan, indicating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growth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icketing services. (2) The maximum car use time is from 

13:00 to 15:00. Drivers can be encouraged to undertake tasks during this time to receive the application 

car crowd. (3) Integration with the enterprise ERP system and automatic transfer of employee ride 

records can help companies accelerate the internal travel expense reimburse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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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企業用戶消費行為研究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乘客搭乘計程車的需求可簡單分為公務用途及私人用途，公務用途主要是提供員工外出洽公
使用，為了方便企業用戶，進而提升派遣系統的案件來源，故針對企業用戶進行企業乘車券的推
廣，讓員工搭車時可以憑乘車券搭車，省去付現找零的困擾。 

T 牌車隊發行企業乘車券，自 2009 年開始至今，已施行 8 年，一開始是使用紙本乘車券，隨
著智慧手機、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的技術及網路的普及，於 2016 年 1 月開始，推
出乘車券電子化的服務，透過網路及車載設備來進行乘車券電子化的交易，於電子化交易過程中，
保存大量的交易資料，如支付的方式、乘車時間、乘車地點、乘車金額再搭配企業用戶相關資訊，
有助於後續進行商業分析。 

從企業乘車的交易資料可以透露出許多訊息，自 2016 年 1 月導入電子化服務開始，已累積超
過 60 萬筆的交易記錄，約 2,000 家的企業用戶資料，透過資料的整理、進行樞紐分析、交叉比對，
從中發現企業用車的習慣、用車的時間，進而對企業乘車券的推廣，提出改善的建議。 

1.2  研究目的 
本論文研究目的為： 

1. 整理企業用戶乘車券的交易資料，從乘車的時間、上下車的地點、乘車金額、交易方式進行分
析。 

2. 依據分析結果，找到企業會員使用乘車券的習性及可增進乘車券推廣的方向。 

3. 提供高階管理者企業乘車券推廣的建議。 

1.3  研究限制 
T 牌車隊自 2009 年起開始推行企業乘車券機制，早期是使用紙本乘車券，在回收乘車券時，

才會記錄乘車資訊，且乘車資訊僅車資及企業名稱。自 2016 年 1 月起，開始導入電子化後，才有
詳細的乘車記錄，故在本論文中電子乘車券的數據是於 2016 年開始搜集。 

1.4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五個章節，各章節描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敘述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論文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針對與本研究相關領域之文獻，客戶關係管理、數據分析、流程改善進行探
討。 

第三章 研究設計：說明研究對象與範圍、研究流程、研究方法。 

第四章 個案研究與分析：描述個案研究之資料篩選、資料基本分析、以及提出研究主要發現。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提出研究結論、管理建議與後續研究建議。 

2. 文獻探討 

2.1 名詞說明 

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 CRM；到了 90 年代，轉變為強調客
戶關懷(Customer Care)的服務功能，因此出現客服中心與支援資料分析等客戶服務功能(陳冬漢，
2005) 

表 2-1 顧客關係管理定義整合表 

顧客關係管理(CRM)定義 

Alex(1999)：CRM 為眾多技術與觀念的綜合，所以滿足多數企業對顧客的需要(利潤)。 

Bhalia(1999)：利用軟體與相關科技的支援，是透過銷售、行銷、顧客服務支援等範疇，來改善企業
的流程。CRM 的應用軟不僅在於企業功能(銷售、行銷、顧客服務與支援)之間的協調，同時也整
合與顧客溝通之管道，面對面(face to face)、客服中心(Call Center)與網際網路(Internet)，使得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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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視情況選用不同顧客所偏好的互動模式。 

Book(1999)：CRM 是一個企業的策略，給予其一個瞭解顧客需求(needs)、意欲(desire)和相互期望
(expectation-across)的能力。 

Kolter(2000)：透過卓越的價值與滿意，與顧客建立並維持互利的長期關係。 

消費者行為（Consumer Behaviour），是指消費者為獲取、使用、處置消費物品或服務所採取
的各種行動，包括先於且決定這些行動的決策過程。(MBA 智庫百科) 

表 2-2 消費者行為定義整合表 

消費者行為定義 

詹舒雯(2015)：認為消費者行為是，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對產品或服務所展出來的消費活動，

與過程中所產生的決策行為。 

簡明輝(2010)：產品、服務的獲取、購買、使用和處理等有直接關係的決策行為，而此行為是動

態的、互動的、並與交易有關的行為。 

林靈宏(2006)：消費者行為，可定義為消費者在搜尋、評估、購買、使用和處理一項產品、服務、

和理念(ideas)時，所表現的各種行為。 

Blackwell(1993)也指出消費者行為是指消費者在取得、消費與處置產品或勞務 時，所涉及的各項

活動，並且包括在這些行動之前與之後所發生的決策在內。 

Demby(1973)：消費者在評估、獲得及使用具經濟性的商品或服務時，決策的過程與實際行動。 

 

2.2 相關文獻 
表 2-3 相關文獻列表 

作者/題目及摘要 

楊榮輝(2016): 計程車派遣平台公司之衍生業務發展策略-以台灣大車隊為例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個案公司，在過去十餘年間，如何面對外在環境的挑戰與公司品牌定位、

法令規範、產業規模等限制下，企圖運用既有計程車派遣平台上的營運資源來進行衍生性業務發

展，創造新的企業成長動能。並且希望新創的業務除了有實質的營業獲利外，還可以回過來強化

派遣平台的營運效益與競爭力。 

李瓊淑(2016)：台灣大車隊管理與發展個案研究 

    所有的成功都基於重視隊友及顧客的價值,堅信：乘客即顧客、加盟隊員為家盟隊員,以增加

人際溫暖度的心態來經營。使接觸到大車隊的人,都有得到照顧與或取得利潤的確幸。相對的,車

隊營收亦可經由各個微小的服務利潤集結發揮為平台結構關聯性收益而得以實現。 

劉峯邑(2015)：科技創新與商業模式之關聯性：以 T 牌車隊與 Uber 為例 

    本研究探討這兩個組織的商業模式，並結合動態資源管理（ Dynamic Resource Management）

和價值組態（Value Configuration），發展出分析組織邏輯與價值創造之流程之方法。以 T 牌車隊

與 Uber 兩個不同的組織作為研究個案，透過對於兩個組織訪談與資料分析，深入了解兩個組織

資源統治過程。比較兩個個案的資源與能力後，洞悉兩個組織的商業模式裡隱含的理論與實務意

涵。 

林浩瑋(2016)：悠遊卡大數據應用於大眾運輸乘客旅運型態之研究 

    本研究透過悠遊卡電子票證乘車交易資料的挖掘，建立通勤族群對於選擇大眾運具之旅運時

空間關聯規則，並改善機車族群使用公共運具之頻率。後續研究可再精進探討國內公共運輸服務

缺口之分析程序，而提供兼具有效性與可行性之公共運輸服務缺口改善方案。 

黃巧頻(2015)：應用資料探勘技術於顧客價值與消費行為之研究─以某直銷公司為例 

    企業透過資料倉儲建立龐大的顧客及交易資料庫，但如何從龐大資料挖掘出潛在的資訊與規

則，已成為現今大數據時代企業競爭的成功關鍵因素。而龐大資料中所隱藏的資訊與規則可透過

資料探勘技術來挖掘萃取，結果可運用於建立顧客關係、協助企業營運、提升決策品質等用途。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8D%E5%8A%A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8mP8p/search?q=auc=%22%E6%9D%8E%E7%93%8A%E6%B7%91%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8mP8p/search?q=auc=%22%E5%8A%89%E5%B3%AF%E9%82%91%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8mP8p/search?q=auc=%22%E6%9E%97%E6%B5%A9%E7%91%8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8mP8p/search?q=auc=%22%E9%BB%83%E5%B7%A7%E9%A0%B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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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作者整理，關於計程車產業及客戶關係管理相關資料頗多，而對於企業乘車券的研究資料
較少，故作者將運用文獻中所提及的觀點，配合實際個案資料，進行企業乘車券消費行為研究。 

3. 研究設計 
3.1 研究對象 

本論文以 T 牌車隊為研究對象，T 牌車隊在台灣計程車產業為第一大品牌，隊員數約 16,000

名，遍佈全台，與其簽約合作的企業用戶數為全台車隊之冠，為保持競爭力，公司在資訊化服務上
不斷投入，利用資訊化累積的資料，來提升公司的營收，是公司努力的目標。 

3.2 研究範圍 
 本研究資料時間從 201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為止。 

 本研究乘車記錄共 9,118,319 筆，其中包括紙本乘車券記錄 8,439,284 筆，電子乘車券記錄 679,035

筆，企業會員家數共 2,674 筆。 

 本研究主要針對企業用戶的搭車行為做研究分析。 

 本研究資料涉及機敏感部份已做適當的調整。 

 

3.3  研究流程 

 
圖 3-1 研究流程 

3.4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針對 T 牌車隊的企業用戶使用乘車券的搭車記錄進行分析，分析企
業會員的類別屬性、公司所在地、叫車方式、搭車時間、搭車金額。 

本論文中所提及的乘車券，包含電子乘車券及紙本乘車券，若有針對註明電子乘車券或紙本乘
車券，即為單一類型乘車券資料進行論述。 

3.5 研究資料說明 
表 3-1 資料欄位說明-企業基本資料 

企業基本資料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企業編號 系統產生唯一編號 

2 企業名稱 企業中、英文名稱 

3 統一編號 企業統一編號 

4 公司地址 公司登記所在地地址 

5 公司營業項目代碼 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的營業項目代碼 

 
表 3-2 資料欄位說明-搭車記錄 

搭車記錄 

編號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交易編號 系統產生唯一編號 

2 企業編號 由企業基本資料的企業編號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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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員工編號 由員工基本資料的員工編號帶入 

4 乘車券編號 由系統產生的乘車券編號，為12位英數字 

5 搭車金額 乘座計程車跳表車資 

6 交易時間 進行車資支付的時間 

7 上車時間 上車時間，由系統自動記錄 

8 下車時間 下車時間，由系統自動記錄 

9 上車GPS經度 上車的GPS經度座標，由系統自動記錄 

10 上車GPS緯度 上車的GPS緯度座標，由系統自動記錄 

11 下車GPS經度 下車的GPS經度座標，由系統自動記錄 

12 下車GPS緯度 下車的GPS緯度座標，由系統自動記錄 

13 上車中文地址 由上車GPS座標轉讀為中文地址 

14 下車中文地址 由下車GPS座標轉讀為中文地址 

15 司機隊員編號 計程車司機在T牌車隊的隊員編號 

16 所屬專案 企業員工自填，本趟車資的註記 

17 備註 企業員工自填，本趟車資的註記 

 

4. 資料分析 

4.1 企業導入乘車券分析 

本節利用 T 牌車隊推行乘車券機制後所收集到的資料，進行企業導入乘車券的狀況分析。 

企業分類方式，是利用公司的統一編號至商工行政資料開放平台查詢該企業登錄的營業項目
代碼，再依經濟部商業司全國商工營業項目代碼分類進行分類，將全台企業分為 11 類。[9] 

表 4-1 企業類型已導入乘車券統計(含紙本) 

 
表 4-1 顯示，全台企業家數以 C 類家數為最多，占 27.98%，但已導入乘車券服務的企業類型

(含紙本)，是以 F 類家數為最多，占 40.6%。 

C 類的全台企業家數最多，但已導入企業家數僅占 6.5%，相較於 F 類，其已導入家數為 40.6%，
表示 C 類尚有推廣的空間。 

全台企業家數有 695,225 間，而導入乘車券服務僅 2,674 家，占比 0.4%，在乘車券業務的推
廣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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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企業類型與電子乘車券導入統計 

 

表 4-2 企業電子乘車券導入統計所示，產業類型 A、B、D 三類均未導入企業乘車券，經與公
司業務負責同仁訪問，主要原因為這三個產業較無業務推廣需求，故乘車需求小，且在北部的企
業數少，花時間在跑這三類的業務，投資報酬率太低，所以並未進行推廣。 

2017 年的新增導入家數為 2016 年的 2 倍以上，顯示出在乘車券電子化後，業務在企業乘車券
導入較為投入。 

表 4-3 所示，依各縣市別來分析企業導入電子乘車券的分佈，台北市導入企業家數為全台最
高，占比為 79.4%，表示使用企業乘車券的公司多數集中在台北市區。依行政院主計處 2017 年地
區別企業數統計[9]，全台企業共 695,225 家，台北市企業家數占 177,732 家(25%)，為全台企業數
最多的縣市。 

依電子乘車券導入家數來分析，2017年電子乘車券導入的家數較 2016年家數成長約 3倍；2017
年的電子乘車券平均車資為 237,984，相較於 2016 年(45,692)，成長約 5 倍，表示公司在推廣電子
車券較為投入。 

新北市的車資及導入家數均高於新竹市，但就平均車資來看，新竹市的二年平均車資(142,242)
高於新北市(104,572)，表示新竹市企業對於乘車券的使用率高於新北市。 

表 4-3 企業所在地電子乘車券導入狀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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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導入乘車券家數大多數是集中在台北市，表 4-4 針對台北市各行政區進行統計。 

表 4-4 三年的統計中，台北市的搭車金額主要分佈在內湖區、中山區、松山區、信義區等四個
行政區，以內湖區的占比最高，達 22.5%；而導入企業家數最多的中山區，有 334 家，其搭車金額
總計為第二名，達 21.1%；以平均車資來看，南港區為最高，平均車資為 303 元，最低為信義區，
平均車資為 249 元。 

依政院主計處 2017 年地區別企業數統計[9]，大安區的企業家數為各區第二名(36,413 家)，已
導入企業家數也為各區第二名(277 家)，但年度總車資占比僅 8.9%，表示該區對企業乘車券使用不
多，建議公司業務瞭解原因後擬定推廣方案，刺激消費。 

參考台北商業處-106 年 09 月臺北市登記家數統計表(依行業別及行政區)[9]所取得的各行政區
的企業數，已導入電子乘車券的家數，占台北市企業家數的 0.6%，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表 4-4 台北地區乘車券年度車資統計 

表 4-5 企業類型乘車券車資比較 

表 4-5 中， 2016 年 1 月開始導入電子乘車券後，在 I 類和 J 類的占比成長達 1%以上，而 F
類的成長率卻有下滑的現象，但就整體的乘車券金額來看，每年有逐年成長，故 F 類的下滑可再
觀察。 

2014 年開始，每年的乘車券總金額僅有微幅的波動，平均乘車總金額約 5.5 億元，自 2016 年
導入電子乘車券後，雖然企業家數成長約 2 倍，但乘車金額並未有明顯的成長，原因在於電子化的
導入，有多數來自原紙本企業轉電子化，並非新開發的企業用戶。 

3 年的企業類型搭車金額占比，以 F 類為最高占 40.14%，。A、B 二類為最低(0%)；J 類自 2016
年起，其乘車金額已微幅超越 H 類，有成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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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業用車分析 

本節從企業乘車的交易記錄，來分析企業用車的需求。 

4.2.1 企業叫車方式分析 

叫車分類說明： 

 手機 APP：使用 T 牌車隊的 APP 進行叫車行為。 
 路招：乘客於路邊直接招手攔計程車。 
 語音派遣：使用電話直播 55688 進入 T 牌車隊客服，由語音系統或轉接客服專員進行派車。 
 便利商店：使用台灣四大超商(7-11、全家、萊爾富、OK)的 i-bon 設備進行叫車。 
 便利 CALL 車機：提供給有簽約且叫車量有達一定數量的企業，專設於該企業的定點叫車設

備。 
 網頁派遣：使用 T 牌車隊的官網進行叫車行為。 
整合企業 APP 叫車：提供其他企業使用自家 APP 或內部系統進行派遣車輛。 

依表 4-6 所示，企業用戶使用手機 APP 占全部叫車方式為最高，分析二年占比為 64.89%，表
示企業用戶已習慣使用 APP 來進行叫車，相較以往使用語音派遣及路招叫車高出許多。 

電子乘車券的支付，主要是利用手機 APP 做為支付的工具，故手機 APP 叫車的成長，有助於
電子乘車券的推行。 

一般乘客在叫車的方式，早期多半是使用路招及語音派遣進行叫車，而手機 APP 叫車的成長，
代表乘客可直接透過手機 APP 進行叫車服務，而不用再透過客服，可降低客服中心語音派遣的進
線數，進而減少客服中心的人力成本。 

以成長率來看，叫車方式除路招外，都有微幅的成長，表示企業用戶的叫車習慣已在改變，逐
漸由路招轉換為由系統派遣車輛的方式。 

表 4-6 電子乘車券叫車方式統計 

 

 
表 4-7 2016年電子乘車券企業類型叫車方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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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2017年電子乘車券企業類型叫車方式統計 

表 4-9電子乘車券企業類型叫車方式二年合併統計 

 

表4-8，F類為2017年叫車量最高的企業類型，所以在各叫車類型中，除了網路叫車(17.5%)
方式外，其他的叫車方式占比均為最高。 

I 類為網路叫車的方式為最高，於 2017 年統計，其網路占比為 43.6%，高於 F 類 17.5%，
表示 I 類的用戶習慣用網路叫車的方式。 

表 4-9，以橫向占比來看，叫車數量前三名的企業分類叫車的方式，皆以手機 APP 為最
多，其中以 J 類為最高，達 70.1%。 

叫車數量前三名的企業，以橫向占比來看，以路招及手機 APP 二種方式為多，二種方式
相加，占所有類型 80%以上，表示企業較少在定點叫車。 

表 4-10 電子乘車券企業類型搭車時間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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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搭車所需時間統計 

依表 4-10 所示，各類產業的搭車時間均在 30 分鐘內為最多，故推斷，企業搭車的需求以短距
離需求為主。 

因搭車時間較短，所以在派遣的車輛上，其時段車子數量的分配很重要，應要再針對用車時段
進行分析，找到用車的尖峰及離峰時段，以進行車輛的調度。 

依圖 4-1 所示，用車時間的高峰在 10~20 分鐘內，高點在 14 分鐘，表示企業搭車的時間很短，
以短距離為主。 

表 4-11 電子乘車券企業類型搭車 30分鐘內統計 

依表 4-11 所示，除 C、G 二類外，其他類型以 11~15 分為多，其次是 16~20，G 類是 6~10 分
為最高。 

搭車時間以 11~15 分、16~20 分為趟次最多，占全部時間比占的 50%以上。 

如圖 4-2 所示，用車時段自 8 時開始向上成長，到了 13 時為高峰，於 17 時之後開始大幅衰退，表
示企業用車的時間多半集中在上班期間。 

表 4-12 電子乘車券企業類型叫車高、離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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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電子乘車券各時段乘車次數統計圖 

表 4-12，乘車量集中在 9:00 到 17:00，故以該時段進行分析，可更進一步瞭解各類產業的乘車
變化。 

企業除 G 類外，最多用車時段為 13~16 時，其中 13-14 時有 F、I、H、Z 四類為最高，建議可
加派車輛在此時段承接任務。 

4.3 乘車券使用狀況分析 
本節從乘車券的使用量及使用金額來分析企業用戶的使用量及搭車金額。 

表 4-13、表 4-14，以 F 類的企業每季的搭車金額均為最高，已導入企業乘車券 F 類也為最多，
故 F 類的企業在乘車上的需求上有相較其他企業類型更為顯著。 

除 C 類外，其他企業第四季的搭車金額均為最高，第一季為最低，可能原因在於第一季的工
作日較少，表示車券的使用與工作日有正相關。 

表 4-13，2015 年到 2016 年，乘車券的金額有小幅度的成長，應與電子乘車券的推行有關。

表 4-13 二年乘車券企業類型每季搭車金額統計 

 

表 4-14 二年乘車券企業類型每季搭車金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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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乘車券每月車資金額走勢 

 

表 4-15 所示，自 2015 年到 2017 年，以三年的走勢來分析，平均在 2 月時車資總額為全年最
低，占比為 7.3%，12 月為全年最高，占比為 9.3%，推測 2 月因上班時數較少，12 月為年終，要
衝刺業績，故有此反應。 

 

圖 4-3 乘車券每月車資金額走勢 

經由趨勢圖，圖 4-3 所示，2 月及 3 月的起伏最大，再來呈現折線的方式起伏，每季的季末月
份會升高。 

表 4-16 2016企業類別乘車券每月金額走勢(單位：千元) 

 

 

圖 4-4 2016企業類別乘車券每月金額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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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2017企業類別乘車券每月金額走勢(單位：千元) 

 

 

圖 4-5 2017企業類別乘車券每月金額走勢 

如圖 4-4，4-5 所示，I、C、G、E、D 五類各月的乘車金額起伏不大，表示每月搭車金額固定。 

表 4-17 所示，F、H 二類的各月起伏較大，其中以 2 月、4 月為低，3 月、8 月、12 月為高點，
表示高點的三個月份用車需求量大。 

表 4-18 2016年電子乘車券企業類型搭車統計-依工作日 

 
表 4-19 2017年電子乘車券企業類型搭車統計-依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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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4-19，各類型企業於星期六、日的搭車比率偏低，應受週休二日的影響。 

星期三、星期四較其他日的比例略高，各類型企在星期三及星期四比較有用車的需求。 

以橫向占比來看，J、C、G 三類企業相較其他企業在星期六、日的用車需求較高，占比超
過 4%。 

表 4-20 企業乘車券乘車次數前 10名公司 

表 4-20，以車資及車次來排名，A 市政府社會局為第一名，表示社會局有用車需求，可延伸
其他縣市的社會局進行推廣。 

乘車金額前 10 名的公司，以 F 類為最多，而 F 類也是公司推廣乘車券導入公司最多的類別。 

以平均車資來分析，第一名為 S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平均車資為 275 元，雖然車資總計以 A
市政府社會局為最高，但站在司機的角度，平均車資高的派遣任務，帶給司機的利益較大。 

表 4-21 企業類型乘車券金額年度比較 

表 4-21，以總車資來分析，因為 F 類的企業家數為最多，故總車資為最高，但以年度企業平
均搭車車資來看，G 類為最高，表示 G 類的企業雖然企業家數少，但平均每一家企業車資貢獻高，
可考慮列為推廣重點。 

表 4-22企業類型乘車券使用量年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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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F、I、H 類至 2017 年其搭車量仍為前 3 名，但以平均量來看，J 類大於 H 類，表示
H 類中有部份企業的搭車量較低，可對 H 類搭車量較低的企業進行分析，來提升搭車的使用量。 

G 類的企業其平均使用量各年度均為最高，表該類型企業應有用車求，但其企業家數很少，應
列為推廣重點目標。 

參考表 4-17，4-18，2016 年的車資以 J 類為高，但搭車量以 H 類為高，平均車資自 2016 開始，
J 類已超過 H 類，且有向上成長的趨勢。 

表 4-23，自 2016 年導入電子乘車券後，使用量有明顯成長，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成長率
皆有提升。 

台北市的使用量為各縣市最高，占比平均有 90%以上，可針對台北市各區進行分析，瞭解搭
車量的分佈。 

表 4-24，2016 年及 2017 年總金額第一名均為台中市的隊員，承接乘車券的年總金額均超過
100 萬元。 

總車資最高及趟次最高的隊員均在台中，但台中的企業數僅只有台北的 1/10，且台中的車輛
數為 2,196，只有北區(台北和新北)總數 10,806 的 1/5，故推測應是北區企業出差至台中所造就。 

表 4-23 企業所在地乘車券使用量年度比較 

表 4-24 司機乘車券年度車資收入前 10名統計 

 

表 4-25 所示，台北分公司的隊員數、趟次、總金額居全區分公司之冠，總金額占比為 78.41%，

但平均車資約 225 元，表示北部的乘車需求以短程為主，雖然需求量大，但平均車資不高。 

以平均車資來分析，以城市衛星(台中)為最高，平均車資為 401 元，據調查，此車隊以高鐵站

接駁為主，故車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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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依司機所屬區域乘車券年度車資統計 

4.4 研究發現 
主要發現如下： 

1. 電子化乘車券的企業用戶使用手機 APP 占全部叫車方式為最高，占比為 64.89%，相較以往較為
主流的叫車方式，如路招、語音派遣高出許多，表示導入電子化乘車券的用戶已習慣使用 APP
來進行叫車。(表 4-6) 

2. 手機 APP 叫車的成長，代表乘客可直接透過手機 APP 進行叫車服務，而不用再透過客服，可降
低客服中心語音派遣的進線數，進而減少客服中心的人力成本。(參考表 4-6)  

3. 以企業類型叫車方式統計的橫向占比來分析，叫車數量前三名的企業類型，分別為 F 類(批發、
零售及餐飲)、I 類(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J 類(文化、運動、休閒及其他服務業)，其叫車的
方式，皆以手機 APP 為最多，其中以 J 類為最高，達 70.1%。(表 4-9) 

4. 電子乘車券的支付方式，可分為利用感應卡及手機 APP 掃瞄 QR CODE 的方式進行支付，以
2016、2017 二年的企業類型叫車方式統計分析，各企業類型的叫車方式，皆以手機 APP 叫車的
方式為最高(64.89%)，使用手機 APP 的叫車方式越普遍，將有利於電子乘車券的推廣。(表 4-9) 

5. 產業類型 A(農、林、漁、牧業)、B(礦業及土石採取業)、D(水電燃氣業)三類均未導入企業乘車
券，經與公司業務負責同仁訪問，主要原因為這三個產業較無業務推廣需求，乘車需求小，且這
三個類型的企業在北部地區較少，花時間在跑這三類的業務，投資報酬率太低，所以並未進行推
廣。(表 4-2) 

6. 電子乘車券的企業導入家數，以台北市為全台最高(79.4%)，表示使用企業乘車券的公司多數集
中在台北市區，依行政院主計處 2017 年地區別企業數統計[9]，全台企業共 695,225 家，台北市
企業家數占 177,732 家(25%)，為全台企業數最多的縣市。(表 4-3) 

7. 各類產業的搭車時間均在 30 分鐘內為最多(90.51%)，而在 30 分鐘內的企業中以 G (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 類為最多(94.43%)，其次為 H (金融、保及不動產業) 類(91.12%)。(表 4-10) 

8. 用車時間的高峰在 11~15 分鐘內，高點在 14 分鐘，表示企業用戶的搭車的時間很短，其搭車的
行為以短距離為主。(圖 4-1) 

9. 企業每季的搭車金額以 F (批發、零售及餐飲) 類為最高(40.2%)，導入乘車券的企業家數，以 F
類為最多(40.6%)，故 F 類的企業，在乘車上的需求上有相較其他企業類型更為顯著。(表 4-1、
4-13) 

10. 除 C (製造業) 類外，其他企業第四季的搭車金額均為最高，第一季為最低，可能與上班時間
有關，第一季的國定假日較多，上班時數較短。(表 4-13) 

11. 用車時段自 8 時開始向上成長，到了 13 時為高峰，於 17 時之後開始大幅衰退，表示企業用車
的時間多半集中在上班期間。(圖 4-2) 

12. 企業除 G(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類外，最多用車時段為 13~17 時，其中 13-14 時為最高，搭車
總量達 44,292 車次，建議可鼓勵車輛在此時段承接任務。(表 4-12) 

13. 以總車資來分析，因為 F(批發、零售及餐飲)類的企業家數為最多，故總車資為最高，但以平
均車資來看，G(運輸、倉儲及通信業)類為最高，表示 G 類的企業雖然企業家數少，但平均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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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企業車資貢獻高，可列為推廣重點。(表 4-18) 

14. 企業家數，自 2016 年導入電子化後，於 2017 年企業導入數成長到 1,516 家，相較去年增加了
83 家，與其他年度相比較，導入家數成長 2 倍。(表 4-21) 

15. 於 2016 年 1 月開始導入電子乘車券後，在 I(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類和 J(文化、運動、
休閒及其他服務業)類有顯著成長。(表 4-5) 

16. .F(批發、零售及餐飲)、I(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H(金融, 保險及不動產業)類至 2017 年
其搭車量仍為前 3 名，但以平均量來看，J 類大於 H 類，表示 H 類中有部份企業的搭車量較低，
可研究原因為何。(表 4-19) 

17. 2016 年的車資以 J(文化、運動、休閒及其他服務業)類為高，但搭車量以 H(金融, 保險及不動
產業)類為高，平均車資自 2016 開始，J 類已超過 H 類，且有成長的趨勢。(表 4-11、4-12、4-19) 

18. 自 2016 年導入電子乘車券後，使用量有明顯成長，台北市、新竹市、台中市成長率皆有提升。
(表 4-21) 

19. 台北市的搭車金額主要分佈在四個行政區，四個行政區為內湖區、中山區、松山區、信義區，
以內湖區的占比最高(22.5%)，第二名為中山區(21.1%)。(表 4-4) 

20. 依台北商業處-106 年 09 月臺北市登記家數統計表(依行業別及行政區)所取得的各行政區的企
業數，已導入電子乘車券的家數，占台北市企業家數的 0.6%，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參考表 4-4) 

21. 各類型企業於星期六、日的搭車比率偏低，應受週休二日的影響。(表 4-16) 

22. 星期三、星期四較其他日的比例略高，各類型企在星期三及星期四比較有用車的需求。(表 4-16) 

23. 以車資及車次來排名， A 市政府社會局為第一名，表示社會局有用車需求，可延伸其他縣市
的社會局進行推廣。(表 4-17) 

24. 乘車金額前 10 名的公司，以 F(批發、零售及餐飲)類為最多，而 F 類也是公司推廣乘車券導
入公司最多的類別(表 4-2)。 

25. 以平均車資來分析，第一名為 S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平均車資為 275 元，雖然車資總計以 A
市政府社會局為最高，但站在司機的角度，平均車資高的派遣任務，帶給司機的利益較大。(表
4-17)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5.1.1 企業乘車券導入狀況分析 

1. 已導入企業乘車券(含紙本)的企業家數(2,674)，與全台企業家數(695,225)相比，僅占全台企業家
數 0.4%，在企業乘車券導入的業務推廣上，尚有很大的成長空間(表 4-2)。 

2. 電子乘車券的導入家數，於 2016 年 1 月開始，統計至 2017 年底，共新增 658 家，與 2016 年導
入的家數相比，成長約 3 倍；電子乘車券的車資， 2017 年年平均車資額為 237,984，相較於 2016
年年平均車資，成長約 5 倍，表示企業用戶對於電子乘車券的導入接受度高，有助於乘車券電子化
的推廣。(表 4-3) 

3. 以電子乘車券導入的縣市進行分析，台北市的導入家數，為全台最高，占比為 79.4%，其次為新
北市，占比為 9.9%，表示電子乘車券的推廣，多以北部為主，建議可往中、南部的科學園區或商
業辦公區進行推廣。(表 4-3) 

5.1.2 企業用車的方式行為分析 

1. 以企業叫車方式統計，叫車方式前三名，分別為手機 APP，占比為 64.89%、路招為 24.95%、語
音派遣為 3.65%，以手機 APP 為最高，表示企業用戶較慣用以手機 APP 來進行叫車，有利於電
子車券的推廣。(表 4-7、4-8、4-9) 

2. 企業最多用車時段為 13~16 時，用車高峰在 13 時為乘車次數最高(74,157 次)；而平均搭車時間
為 30 分鐘內為最多(590,347 次)，且多數以 11~15 分為最多，表示企業用戶的主要用車時段在中
午過後，且搭車距離以短距離為主。(表 4-10、4-11、4-12) 

5.1.3 企業使用乘車券的狀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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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企業乘車券總車資來分析，自 2014 年起，每年均以 F 類(批發、零售及餐飲)的總車資為最高，
導入企業家數為最多，但以企業平均車資總額來分析，G 類(運輸、倉儲及通信業)為最高(514,000
元)，表示 G 類的企業，在使用乘車券的質量上，優於其他類別，建議應多導入 G 類型的企業。(表
4-21) 

2. 企業乘車券的每年總車資，依本論文統計的資料區間，自 2014 年起至 2016 年，每年車資總額
均有小幅度的成長，年度平均約 5.5 億元；2016 年導入電子乘車券開始，至 2017 年，車資總金
額達到 5.6 億元，成長約 1 千萬元，故導入電子化乘車券有助於企業使用的願意。(表 4-5) 

3. 各類企業每月乘車券使用金額，F(批發、零售及餐飲)、H(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二類的各月起
伏較大，其中以 2 月、4 月為低，3 月、8 月、12 月為高點，表示企業在高點的三個月份用車需
求量大。(表 4-16、表 4-17) 

4. 以 2016 年、2017 年的企業乘車的車資及車次來排名，A 市政府社會局為第一名，其原因是社會
福利政策，發放乘車券給孕婦使用。(表 4-20) 

5. 以司機所屬公司 2016、2017 年車資統計，台北分公司的隊員數、趟次、總金額居全區分公司之
冠，總金額占比為 78.41%，但平均車資約 225 元，表示北部的乘車需求以短程為主，雖然需求
量大，但平均車資不高。(表 4-25) 

5.2 建議 
5.2.1 研究建議 
1.本次研究以 T 車隊為例，雖 T 車隊的規模以達全台之冠，但全台企業數眾多，本研究所記錄的企
業數僅占全台企業家數不到 1%，未來可再加入其他車隊的狀況進行分析。 

2.全台企業雖多，但並非都有用車需求，可再依企業的營業額、員工數、組織型態……等企業相關
屬性進行分析，找到主要客戶群的特質。 

5.2.2 管理建議 
1.本研究發現，各企業類型導入乘車券的比率，占全台企業數不到 1%，連導入最多的 F 類(批發、
零售及餐飲業)企業，也只占 0.9%，表示這個業務仍有很大的推廣空間，可加派業務，進行陌生
行銷，多去拜訪公司，利用電子化功能吸引企業加入。 

2.依本論文研究，透過年平均車資可得知，G 類企業在乘車券使用的質量上，優於其他類別，建議
將 G 類企業列為導入推廣企業乘車券的重點。 

3.企業在導入乘車券時，多半會要求要有車資上的折扣，透過本研究，可在用車離峰的時段，提供
車資的優惠，一方面可以滿足企業導入乘車券的折扣要求，另一方面，可以分散搭車的數量，以
便司機業務承接。 

4.以車資及車次來排名，A 市政府社會局為第一名，其原因是社會福利政策，發放乘車券給孕婦使
用，可留意各縣市政府的社會福利補助，有利於乘車券的推廣。 

5.各類產業的搭車時間均在每日的 13~16 時，每次搭車以 11~15 分鐘內為最多，表示企業搭車的需
求是在下午時段，並以短距離需求為主，可針對用車時段及短距離提出優惠方案，吸引企業加入。 

6.可參考依企業類型平均車資，製定車資折扣方案，如 F 類企業平圴車資於 2016 年為 400 元，若
F 類企業單趟車資超過 350 元給予折扣，以吸引企業加入。 

7.C 類(製造業)在台灣的企業占比很高，占比達 28%，但導入乘車券的狀況並不理想，僅占 6.5%，
建議可透過電子化的導入，與 ERP 系統開發商合作，於差旅費報支上可透過雙方系統介接，協
助企業差旅費的報銷，以期增加製造業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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