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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庫存與營運績效關聯之實証研究：以台灣大
車隊為例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Inventory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Taiwan Taxi Fleet Taken as an 
Example

摘 要

服務庫存意指廠商將「服務在製品」暫存在服務供應流程中的某一項價值活動中，一
旦服務需求產生時，再將其立即轉化為「最終服務」，此種觀念在交通服務業中特別
重要。本文收集衛星派遣計程車車隊 300位司機的時間與空間繞行資料，採用資料探
勘及集群分析進行服務庫存實證研究，分析司機駕駛行為、服務庫存與營運績效間關
係。研究發現四大類型服務庫存模式，其中，善於使用空中排班點的「彈性」型司機，
其空間空車率與時間空車率均最低。本文說明了台灣大車隊如何藉由引導未載客司機
前往不同「空中排班點」待命，將閒置的服務產能暫存特定區域之中；待一旦需求瞬
間大量出現，便可快速派遣暫存的空車前往服務，滿足即時需求。文末提出理論與實
務意涵。

【關鍵字】 服務庫存、計程車、空中排班點、分享經濟

Abstract

The term “service inventory” implies that a firm keeps a “service in process” within a 
service-based supply chain as a form of temporary stock. The “temporary service stock” 
belongs to a certain value activity within the service supply chain; once the service is 
demanded by a customer, the service provider will deploy temporary service as “the final 
service”. Due to the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regarding this concept, we conducted research 
by way of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using the data mining an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ologies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inventory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By using time-space air-queuing data from a group of 300 taxi drivers provided 
from the Taiwan Taxi Fleet group’s satellite system, we identified four categories of taxi 
drivers’ service inventory patterns: “Customized”, “High-Speed”, “Flexibility” and 
“Routine”,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four 
patterns and their performance, with the end result showing that most drivers of the fleet 
qualify in the Flexibility category, efficiently overcoming issues in service perishability and 
unstockability by utilizing the “on-the-air queuing system” for the taxi service.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cademia and practitioner reference. 
【Keywords】service inventory, taxi, on-air queuing system, sharing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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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庫存 (Inventory) 的概念在製造業供應鏈管理的理論研究和實務上均有其重要價
值，通常被視為一個重要的營運指標 (Cachon and Fisher, 2000; Lee and Billington, 
1992)。但是，在交通運輸服務業中，交通載具的無形服務庫存樣態為何？又應如何被
管理？本文利用運輸服務業中的衛星派遣計程車車隊車輛的大量時間－空間繞行資

料，採用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及統計集群分析法，進行計程車司機服務庫存 (Service 
Inventory) 與營運績效之實證研究，回答此一研究問題。

2010年以來，全球網際網路市場興起一股新的商業模式「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  (The Economist, 2013)。共享經濟強調以網路科技將服務供應鏈中的多餘／
閒置產能，將每個產能或商業單位縮小到個體，利用線上中介平台的媒合，進行服務

產能的新型態交易與有效率的庫存分配。以 Uber/Lyft為例，Uber/Lyft在近年引發了
全世界各地城市的計程車營運危機。本質上，Uber/Lyft係扮演著叫車媒合平台，乘客
隨時隨地可以利用智慧手機中的 App軟體，直接搜尋到附近為空車狀態的 Uber/Lyft
司機，故 Uber/Lyft司機只要在某些特定區域定點等候，而無須大範圍地空車巡迴。
此種新型態的乘客－司機媒合機制，大幅降低司機在街道上較低效率的繞行尋客。除

此之外，Uber/Lyft也會根據過往叫車歷史資料，預測叫車需求發生的時間與地點，引
導司機前往特定區域等候，事先完成服務庫存的佈署 (Stephany, 2015)。Uber/Lyft的共
享經濟創新營運模式所帶來一個重要的啟示：善用科技可以將過剩的服務產能轉化為

服務庫存，以於服務需求產生時得以快速地提供服務。Uber/Lyft司機只要將自己的空
車服務庫存暫存在特定區域，待消費者叫車服務需求產生時，暫存在該區域的空車（即

為「服務在製品」）便可以快速轉化成為載客的「最終服務」，增加空車繞行的庫存

效率。

服務產能是指服務供應商在某一段時間內依照其所擁有的人員、設施、設備等資

源所能提供的最大可能服務量 (Lovelock, 1992)。在製造業中，為了不讓實體商品庫存
壓力過高，組織會小心管控或者採取零庫存 (Zero Stock) 的生產模式，生產完立即交
貨 (Build to Order)，來有效控制產量。但是，在服務業情境中，服務具有易逝性、不
可儲存性及高度資訊相關等屬性。從本質上而言，服務產能的管理與傳統製造業實體

商品的產量庫存管理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因此有「服務庫存」的概念產生。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 提出「服務庫存」概念，意指將「服務在製品」暫存在服務供應
流程中的某一項價值活動中，等待服務需求產生，可立即轉化為「最終服務」。換言

之，服務庫存就是試圖有效管理服務產能 1。

1 以下說明服務產能與庫存在本文中的差別：一家擁有 100台計程車的車隊，其中這 100台計程車
數量為其提供服務的總服務量，係為車隊規劃的「服務產能」；而每一台計程車則是一個「服務

庫存」單位。換言之，服務產能為企業／供應鏈的分析層，服務庫存則為司機／個人層級的分析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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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運輸情境下，所謂的消費者產生特定「需求」，即意謂乘客利用特定交通

載具（例如：計程車）以完成移動服務的需要；而所謂的交通服務的「供給」，即意

謂擁有特定交通載具的組織或個人提供服務以滿足乘客移動服務的需求。以計程車為

例，對應上述的交通服務需求與服務供給，意指當不同消費者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產

生對移動服務的需求時，計程車派遣車隊如何依據預期可能發生需求的時間、上車地

點與所需數量，提前進行司機服務產能的相對應配置與調度，即為交通服務庫存的安

排。以台灣大車隊為例，整個車隊是一個完整的服務供應鏈系統，就公司的層級可以

由產能管理的觀點預先規劃司機的數量，導引派遣的區域來建置大致的「服務產能」。

但由於車隊與司機間並非聘僱關係，計程車的所有權也歸屬於司機而非車隊，這讓服

務產能的易逝性變得更加明顯，服務產能的掌控將變得更為困難。因此，計程車司機

在服務供應鏈系統中的角色更接近於可以隨時移動來滿足顧客運輸需求的「服務庫

存」，而這些自主性高的「服務庫存」則有賴於車隊在系統層級提供協調與調度的治

理資訊來進行有效率的服務庫存管理。諸如 Uber/Lyft或台灣大車隊這樣的移動服務
營運模式在共享經濟日益成熟且普及的趨勢下，服務庫存管理的概念有必要在學術及

實務上進行更嚴謹的探討。

本研究目的即在利用資料探勘方法，驗證台灣最大的計程車衛星派遣車隊—台灣

大車隊司機的服務庫存與營運績效間關係，係採解釋性模型之研究取向。台灣大車隊

於 2006年研發「空中排班點」創新機制，該車隊藉由分析歷史派遣資料及利用地理
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的網格技術 (Grid) ，將用車需求量高的
區域劃為虛擬排班點，提供司機叫車熱點範圍的空中排班機會。而計程車司機採取何

種服務庫存，才能產生最大的服務庫存效率，極小化空車的繞行時間（時間空車率）

與繞行空間（空間空車率），對司機個人而言十分重要。侯勝宗 (2010) 雖然曾以質性
深度田野訪談調查，發現計程車司機利用 GPS科技進行不同型式的服務庫存管理，將
服務產能因地適時暫存於不同的工作實務中。然而，該研究尚未獲得實證資料的支持，

也未進一步驗證何種服務庫存類型有利於計程車司機的工作績效。此一因資料而產生

的研究限制，事實上也是當前有關服務庫存研究的主要缺口。本研究藉由司機個人空

車率與載客績效的量化實證分析，探討車隊應如何進行整體的服務庫存調度，以達到

整體服務產能利用最佳化，補足上述的研究缺口。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產能

對於「服務」這個概念內涵，儘管許多學者都曾嘗試提出合適的定義並進行相關

研究，但至今我們對於服務的瞭解仍然相當模糊 (Vargo and Lusch, 2004; Sampson and 
Froehle, 2006; Sampson and Money, 2015)。許多服務相關文獻都將重點放在辨識及瞭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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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屬性特質，以藉此將他們要研究的對象從研究的背景環境中區隔出來。在學術研

究文獻中，最常被提及的服務特性有：不可觸性 (Intangibility)，異質性 (Heterogeneity)，
同時性／不可分離性 (Simultaneity/Inseparability)，以及易消逝性 (Perishability)。根據
Nie and Kellogg  (1999) 的解釋，不可觸性是指服務的本質是無形的，消費者僅能藉由感
知的方式來體驗服務的產出效果。異質性是指每一個單獨的服務，相較於大量生產的

有形商品，都傾向於有一個獨特的生產過程。這種特性使得服務相對的難以提供消費

者一致的品質與經驗。同時性是指服務的生產與消費通常是同時發生的，基於此特性，

服務幾乎無法被事先儲存以供後來無預期發生的客戶需求所消費。換言之，服務是難

以建立庫存的。易消逝性是指服務供應商提供服務的「產能」對時間敏感的特質，而

非是指服務的本身具有易消逝性 (Sampson and Froehle, 2006)。
服務產能 (Service Capacity) 是指服務供應商在某一段時間內依照其所擁有的人

員、設施、設備等資源所能提供的最大可能服務量 (Lovelock, 1992)。由於服務的同時
性／不可分離性，服務供應商往往受限於服務提供的場合、人力及設備資源的限制，

而傾向以一個服務生產系統的觀念來規劃其所認為最佳的服務產能設置 (van Ackere, 
Haxholdt, and Larsen, 2013; Li and Jiang, 2013)。由於服務產能一旦規畫設置後就不易
調整，特別是牽涉到較為大量的資本投入的決策，如黃金地段的租購或高價設備器具

的投資等。服務供應商必須在最佳的成本效益考量下進行長、中、短期的服務產能策

略與戰術規劃。就服務供應鏈的系統角度觀之，服務產能是一個預先設立而不易短期

改變的生產容量，服務供應商一旦建置之後便致力於充分運用服務產能以求取最大獲

利 (Wang, Wallace, Shen, and Choi, 2015)。相對於傳統服務產能管理較聚焦於服務的同
時性／不可分離性而進行整體服務供應鏈系統的最佳化靜態架構規劃，現今的服務由

於多伴隨實體設備及資訊系統的整合運用，許多服務供應鏈中的活動與半成品都可以

鑲嵌於人員及器具中，因而具備了實體產品供應鏈系統中的「存貨」概念，進而出現

了「服務庫存」(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 學術論述。

二、服務庫存

庫存是執行供應鏈流程中最重要的營運指標，是儲存商品或工作的方式之一。在

服務業中，許多形式的服務是以資訊形式來呈現（例如：金融服務或法律服務），因

此服務庫存與資訊（包含商品資訊、顧客資訊、交易資訊⋯等）有高度的相關聯性。

服務庫存是流程的概念，意指將「服務在製品」暫存在服務供應流程中的某一項價值

活動中，等待服務需求一旦發生時，可以立即轉化為「最終服務」，故將服務暫存在

何處 (Where) 是十分重要的決策要素。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 認為提供服務庫存
的理想位置有二大決定要素：(1) 該項服務的市場相關特質；(2) 提供服務庫存所需的
成本。前者決定了服務庫存被實際使用的機率，後者則為保留該項庫存的風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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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決定實體產品庫存量的理性決策一般，當該項實體產品庫存的周轉頻率高或庫存

成本低時，廠商才有可能保留較高的庫存量，服務庫存也是類似的概念。只是，服務

商品的生產與消費過程常常是同時發生，相互影響的；而造成此種原因，主要來自純

粹的服務商品常常是以資訊型式呈現。

過去探討服務庫存大都著重於產業別的不同服務型式之探討。例如：Sage (2001)
探討快遞服務，Thompson and Taniguchi (2001) 專注於城市間的移動服務；Reynolds-
Feighan (2001) 探討航空服務；Fernie (2001) 探討零售服務的庫存管理，而 Dresner and 
Grimm (2001) 則討論公共政策領域的相關運籌服務。上述研究大多是將服務視為一種
產業別來檢視不同產業間的運籌管理議題，但卻未曾從「服務本質」來思考服務與庫

存間的關聯性。而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 提出服務庫存如何改善組織績效的觀點，
則適度地補足此一理論缺口。

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 主張服務庫存有四種屬性，分別是：(1) 品質、(2)速度、
(3) 客製化與 (4) 價格。不同服務庫存屬性對績效的提升有不同的助益，且不同屬性間
也存在彼此取捨的潛在衝突。例如，維持服務庫存的高品質與要求低價格就是一種取

捨，廠商為了要維持高水準的服務庫存程度，價格自然不斐。其次，服務庫存的提供

速度與客製化也是另外一個取捨，要快速回應客戶的服務需求，將服務標準化是重點

之一，如此自然就降低了客製化程度。

三、計程車的服務庫存管理

隨著適域性服務 2 (Location-based Service; LBS) 科技的成熟，將計程車視為一個
服務供應鏈體系，利用衛星科技來促進計程車的交通服務創新成為一個有趣的研究議

題 (Liao, 2001)。計程車是調節公共運輸的重要機制，是一種半公共運輸 (Semi-public 
Transportation) 的輔助性載具，更是現代化城市中不可或缺的運輸服務。但是，台灣
的計程車市場因為供給過多，導致激烈的同業競爭，造成空車率高達 65.22%（交通部
統計處，2012）。更由於缺乏市場資訊，計程車常因找不到客人而在街道上空繞，不
只浪費油錢，影響收入，也帶來了高昂的社會成本（例如：塞車、交通污染等）。

計程車的供給與需求雙方長期以來存在高度的資訊不對稱問題。司機常在街上空

車巡迴找客人，而客人也常在尋找優質的司機。以台灣大車隊為例，車隊利用衛星派

遣系統有效地藉由 GPS定位系統來媒合計程車司機與客人的供需差距；其中，空中排
班派遣是台灣大車隊為管理司機服務產能所設計的服務庫存創新機制。空中排班派遣

方式係指車隊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網格技術，將坐車需求高的特定區域劃為一個虛擬

2 適域性服務是指以所在位置為基礎所提供的行動服務。適地性服務是整合 GPS定位、行動通信和
導航等多種技術，提供與空間位置相關服務的綜合應用業務。例如：社群、娛樂、餐飲、購物等。



服務庫存與營運績效關聯之實証研究：以台灣大車隊為例 

68

排班點；當司機進入某特定排班區域按下空中排班請求，iCall系統（即為台灣大車隊
衛星派遣系統）會自動給定一個派車序號，司機則可依照順序出車，執行派遣任務。

侯勝宗 (2010) 從司機的工作實務 (Work Practices) 角度，描述台灣大車隊司機在空中排
班機制後所產生的六大創新工作實務類型，與其帶來不同類型的服務庫存模式（請參

閱表 1）。值得注意的是，侯勝宗所歸納出的六種司機工作創新實務類型係藉由質化
研究的一般化歸納呈現，不同類型間彼此並不是完全獨立，而是相互包含的一種分類

模式。其分類有以下三大準則：(1) 主動因應 vs. 被動回應；(2) 定點等候 vs. 移動巡迴；
(3) 科技效率 vs. 顧客關係。表 1說明了台灣大車隊將不同司機的服務產能，暫存在六
種不同服務庫存類型（實體排班、例行區域繞行、快速移動、空中排班、需求預測系

統、顧客長期信任關係），有效提高了車隊的整體派遣效率，也降低個別司機的空車

繞行成本。

表 1 台灣大車隊司機的服務庫存管理類型與工作實務

服務庫存管理策略 司機類型 開車載客的工作實務
服務庫存的交通創新

管理
服務庫存效率

「定點」服務庫存

策略
實體排班型

多點交叉往返排班配

置

將服務暫存於更多的

「實體排班」據點中

定點需求發生時，才提供

定點服務，服務庫存效率

低

「規律」服務庫存

策略
規律開車型 重點區域經營繞行

將服務暫存於「例行

區域繞行」中

特定需求發生時，被動供

例行性服務，服務庫存效

率偏低

「快速」服務庫存

策略
拼命三郎型 機會極大化快速繞行

將服務暫存於「快速

移動」的繞行中

追逐需求發生所在地，主

動快速提供服務，服務庫

存效率中等

「彈性」服務庫存

策略
空中排班型

有計劃地空中排班繞

行

將服務暫存在「空中

排班」區域內

對高需求所在地，提供專

屬服務，服務庫存效率偏

高

「精準」服務庫存

策略
科技高手型

策略性地經營黃金點

與營金路線

將服務暫存在精密的

「需求預測系統」中

精準地預測需求發生後，

再提供服務，服務庫存效

率高

「專屬」服務庫存

策略
溫馨接送型

系統化經營顧客關係

管理

將服務暫存在「顧客

長期信任關係」的穩

定交易中

追求需求的穩定性，在特

定需求發生時，才提供服

務，服務庫存效率中等

資料來源：侯勝宗 (2010)。

上述的六大服務庫存管理類型，可以初步理解計程車司機在城市街道中的繞行邏

輯與工作效率，但這些開車行為的描述與服務庫存模式，並尚未經過實證資料的檢定

與驗證。以下，介紹本文的實證調查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細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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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情境：台灣大車隊

本研究以台灣規模最大的台灣大車隊計程車駕駛司機作為研究對象。台灣大車隊

於 2001年自新加坡康福車隊引進衛星派遣技術（命名為 iCall），希望提供公平的媒
合機制；iCall系統利用 GPS科技來撮合計程車的供給與需求，有效解決資訊不對稱
問題。但此一媒合技術卻仍無法提供司機產生服務需求的預測資訊，司機仍必須付出

相當高的搜尋成本尋找顧客。然而，台灣大車隊為管理司機服務產能設計空中排班點

派遣的管理創新機制，將 GPS派遣的服務庫存進行適時、適地的誘導與配置。主要在
解決大台北特定區域經常缺車，派車中心時常無法提供車輛派遣的困境。

台灣大車隊於 2006年研發「空中排班點」創新機制。該車隊藉由分析歷史派遣
資料及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網格技術，將坐車需求高的特定區域劃為虛擬排班點，提

供司機叫車熱點範圍的空中排班機會。換言之，司機進入空中排班點區域，也就進入

了一個較多載客機會的區域。當司機進入某空中排班區域提出空中排班請求後，系統

會自動分配一個派車序號，並依照順序派遣即時任務。空中排班點的排班序號就如同

司機抽取了一張號碼牌，除了可按號碼順序排隊執行派遣任務之外，又同時可在這個

區域內自由繞行，尋找路招客人。相較於 GPS衛星派遣的技術創新，此種提供司機更
精準的載客需求資訊，創造多重的載客機會，是一種更精緻的交通服務創新。

二、研究樣本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蒐集自台灣大車隊資訊部提供 2006年 5月 19日至 2006年 5月 30日間，
隨機取樣之 300位計程車駕駛，共 12天的駕駛派遣系統的 GPS紀錄與資訊，包含計
程車駕駛每天工作的繞行時間與空間資料。在台灣大車隊的系統中，每一輛車約 30
秒到一分鐘會回傳一筆 GIS資料給派遣中心，顯示目前車輛的狀態；其中包括：車輛
回傳資料的時間點、車輛所在的經緯度、派遣系統關機、派遣系統開機、承接乘客時

間、乘客下車時間、車輛地點定時回報、車輛跨區回報等資訊。由於 12天間 300位
的司機資料量回傳量非常龐大，以本研究駕駛每日平均工作小時 10.275小時計算，一
位司機 12天會有 14,796筆資料，300位駕駛共約有 444萬筆資料。
資料探勘是由大量資料中挖掘出隱藏知識的重要技術。在探勘出 12天龐大的駕

駛派遣資料後，本研究採用兩階段的資料處理與分析，分別是「自動化行為分析模式」

及「統計分析」。首先，在「自動化行為分析模式」階段，乃是利用時間序列 (Time 
Series) 的時間空間分析技術，從駕駛軌跡與派遣資料解構出各種能表達軌跡特徵屬性
的構面（這些構面由本研究定義，在測量一節中說明）。為了計算如此大量的資料量，

我們將這些回傳的 GIS資料利用MySQL撰寫 Java程式碼進行資料轉換與分析，最後
再將演算成果進行輸出。也就是說，藉由駕駛車機回傳的狀態資料來分析駕駛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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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模式，例如：A司機在某一個經緯度等待時間很長，一離開此經緯度後就承接乘
客，則可判斷 A司機極可能是執行定點排班。演算成果進行輸出後，計程車司機的行
為模式可以用時間與空間兩個構面來加以描述，且成為時間與空間構面所展開的樣本

空間中的一個樣本點。

其次，在「統計分析」階段中為了能妥適地將類似行為模式的司機加以分類，本

研究使用 SPSS統計分析軟體進行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集群分析是利用觀察值
之間的距離 (Distance) 或相似性 (Similarity) 資料進行分析，目的是將變項屬性相似程
度較高的觀察值加以分群，使集群與集群間的異質性達到最大，而同一集群內觀察值

同質性達到最高。本研究是使用兩階段式集群演算 (Two-stage Cluster) (Anderbeg, 
1973)，結合階層集群分析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及非階層集群分析 (Non-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兩種方法的演算過程 3。首先，階層集群分析是使用「華

德法」(Wards Method) ，又稱華德最小變異法；是以變異數分析方法來定義群間距離，
兩集群間之距離為兩集群原始資料之組間變異，為階層集群分析中最佳的分群法 (Punj 

and Stewart, 1983)。如以下公式，A、B兩群距離是以 A群中心點 到兩群合併中心

點 X距離平方乘以 A的點數，與 B中心點 到總中點的 X距離平方乘以 B的點數
之和。

 (1)

為了確保階層集群分析的華德法所得到的適當集群數，能同樣地適用於 k-means
分析，本文根據 Hair et al. (2009) 建議以異質性改變的百分比 (Percentage Change in 
Heterogeneity) 指標衡量，當群間距離增量突然變大的轉折點做為集群數決策依據。同
時，輔以侯勝宗 (2010) 作為理論基礎參考，以及研究者在產業中深耕的實務上經驗，
作為分群的依據。綜合整理理論、實務及指標上的各項資訊來決定合適的集群數進行

研究分析。

再者，非階層集群分析則是使用「K-means集群演算法」，由MacQueen (1967)
所提出的集群演算法，其演算方法有利於處理觀察值的個數較多或資料非常龐大的演

算法。K-means分析法的演算邏輯是先任意選擇 K個資料點做為集群的中心點。接著

3 主要的原因是若僅使用階層法集群分析，當二個個體被分配到同一個集群後，就會永遠在同一群
內。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and Tatham (2009)建議結合階層與非階層集群方法的兩階段分群
方式 可以發揮兩種集群方法的優點，以避免單純使用 HAC易受極端值 (Outlier)影響的弱點。因
此，本研究首先進行階層集群分析，求得適當的集群數 K後，再由非階層集群分析中 K-means 集
群演算法進行分析，以達到分群的最佳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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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所有資料點與每一個集群中心點的距離，將所有的資料點分配到各自最接近的集

群。然後再從新產生的每一個集群中，找的新的集群中心點，並依照新產生的集群中

心點來從新分配所有的資料點。此步驟會反覆執行到每一個集群中心都不再改變為

止。如以下公式：

 (2)

其中 ui是 Si集群的中心點。
本研究將台灣大車隊所提供的大量 GIS資料，藉由MySQL撰寫 Java程式碼進行

資料轉換與分析，最後再將演算成果進行輸出。另外本研究再以「空車繞行距離」、

「定點候車的平均時間」兩種最關鍵的變數進行集群分類的基礎。主要的原因是空車

繞行距離代表駕駛的找尋客人的範圍，代表駕駛空間構面；定點候車的平均時間代表

駕駛找尋客人的行為模式，也代表駕駛時間構面。兩者足以初步判斷駕駛的工作模式、

找尋客人的方式。其他的次要變數，用於輔助說明及支撐分群的準確性。

在本研究中，空中排班點所提供的服務庫存概念是提升司機“回應速度”。空中

排班點的背後是一巨量資料 (Big Data)，車隊透過巨量資料的分析，提供可能的需求
發生地點，利用誘因（例如：提供司機載客機會大的需求點）來限縮司機位置、繞行

距離，以增加司機回應速度並降低服務庫存移動的總成本，最主要是解決供需之間的

資訊不對稱問題。而空中排班點得以讓司機在需求點庫存，待需求發生，即時因應需

求。也就是說，空中排班點所提供的服務庫存概念是一種「分享經濟」，利用 Big 
Data/Cloud/Mobile App的資料分析，服務在資訊透空之後，產生有效率的媒合，來解
決供給與需求雙方的「資訊不對稱」。

三、研究變數說明

（一）司機尋客繞行行為

司機行為資料中，萃取 300位司機連續 12天的駕駛行為紀錄，並針對「空車繞行
距離」、「定點候車的平均時間」、「定點候車比率」、「時間規律性」、「空間規

律性」及「每天工作時數」變數進行資料運算。各變數之定義及其運算公式說明如下：

1.  空車繞行距離 (S)：為了計算司機偏好空車巡迴的距離長短。本研究取出 12天空車
次數，加總空車次數的繞行距離的長邊 (L) 與寬邊 (W)，再取平均，公式如 (3) 所
示。但若圖形面積是窄邊，短邊至少會取長邊的 10分之一，避免繞行面積被低估。
例如：若A司機一天中若有三次空車繞行（如圖 1所示），第一次的長度是 2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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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度 15公里，則此次空車繞行距離則為 35公里。第二次的長度是 35公里、寬度
是 10公里，則此次空車繞行距離則為 45公里。第三次的長度是 167公里、寬度是
8公里，則此次不計算，寬需要在 16公里以上才會算（寬至少取長的 10分之一）。
主要的目的，是避免計算到長途旅客，例如：司機乘載旅客從台北到台中，回程時

可能是空車，而非是空車繞行尋找顧客。因此，A司機當天的空車繞行距離則為
80公里。

 (3)

圖 1 司機空車繞行距離說明舉例

A 司機

第一次空車繞行

長

(L)
長

(L)
長

(L)

寬 (W)

寬 (W)

寬 (W)

A 司機

第二次空車繞行

A 司機

第三次空車繞行

2.  定點候車的平均時間 (T)：駕駛兩段載客任務之間有停等超過 3分鐘以上的時間區
段，接著予以平均。選取 3分鐘為標準的主要原因是確保駕駛確實是於該地停車等
候客人，而非路招。此一標準的選取，係為作者長期進行計程車司機行為研究調查

深度觀察所獲至的結果（侯勝宗與蕭瑞麟，2008），因為如果一旦發生路招載客行
為，司機將會直接離開上車現場，前往指定目的地，不會逗留在原地太久。駕駛的

一次空車旅程中，可能多個停等點集合。因此，計算方式為取 12天中停等結束後
的 3分鐘內發生了乘客上車的次數 count(i)、停等的開始時間 (A) 及結束時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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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定點候車比率 (R)：取 12天中停等結束後的 3分鐘內發生了乘客上車的次數
count(i)，選取再將此次數除以 12天的載客總次數 count(i)。

 (5)

4.  時間規律性 (O)：計算駕駛每天工作的時間相似度。12天中，計算每兩天的重疊工
作時數，也就是每兩天的交集時數，除以每兩天的聯集時數。由於一天中駕駛可能

分散幾個工作時段，例如：早上 8到 11點營運及下午 6點到夜間 11點。因此，萃
取的時間必須大於 3小時才列入計算。時間規律性計算公式為每兩天交集的工作時
數除以每兩天聯集的工作時數。Td為每天的工作時段的集合。

 (6)

5.  空車空間規律性 (D)：運算空車時期的空間相似度，以 12天中兩次任務間空車繞
行為計算基礎。空車旅次限定在 15分鐘~2小時，其原因在於若駕駛承接長途旅客，
回程時空車駕駛時間超過 2個小時，則空間規律會與前一天的差異甚大，會存在誤
差。另外，每個旅次又取十分鐘後的軌跡點做為計算，以排除誤差。計算公式如下：

 (7)

Adm：計程車駕駛第 d天空車繞行距離中，某單一繞行區域 m的回傳點次數
Ad：計程車駕駛於第 d天空車繞行距離中，全部繞行區域 m回傳點次數。

6.  每天工作時數 (H)：由於台灣大車隊提供的原始資料狀態中包含有開機與關機時間，
我們利用數學的人工判斷方式，推算司機在關機時段是停止營運時間、短暫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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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在等候客人。例如：某些司機在關機後仍然會營運，或者該司機關機只是休

息或者其他短時間的關機。本研究以人工運算方式以判別司機是否停止營運。通常

計程車司機一天的開車時間，可能分成數個工作時段 (j)，我們加總司機所的工作
時段後，再將 12天取平均，計算出司機每天平均的工作時數。
Wj為第 j個工作時段的時數。

 (8)

（二）司機績效評估

司機使用 iCall的績效資料亦由台灣大車隊提供，定義說明如下：
1.  空間空車率：空間空車率為萃取 12天中，車輛空車（空車旅程）的繞行距離除以
總繞行距離。此部分沒有以天為單位，而是加總 12天空車旅程的空車空間繞行距
離除以總繞行距離。

2.  時間空車率：時間空車率為萃取 12天中，車輛空車（空車旅程）的時間除以總工
作時間。此部分沒有以天為單位，而是加總 12天空車旅程的空車繞行時間除以總
繞行時間。

（三）司機個人特質

除了上述客觀的 GIS繞行資料外，本研究亦收集 300位樣本司機的年齡、學歷、
駕駛年資、入隊時間及司機張貼車身廣告的意願作為司機個人特質的描述。年齡、學

歷、駕駛年資、入隊時間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司機使用 iCall科技；司機張貼車身廣告
意願的衡量則做為司機對公司政策、制度支持的代理變數。上述資料也來自台灣大車

隊公司所提供的客觀數據。

肆、分析結果

一、樣本敘述性統計報導

本研究利用資料探勘的方式蒐集自台灣大車隊資訊部，提供 2006年 5月 19日至
2006年 5月 30日間，隨機取樣 300位計程車駕駛，2006年初台灣大車隊隊員規模約
介於 3,000-3,500之間。本研究樣本符合 Dillman (2000) 建議的樣本數準則，計算母體
為 3,000下所要求的樣本數，在信賴區間 95%，可容忍的抽樣誤差 5%下，所需的樣
本數共是 295份。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3，本研究樣本平均年齡是 46.07歲、
駕駛年資平均落於 5年到 10年的區間，入隊時間平均落於 2002-2003年間。空車繞行
距離為 3089.7公尺、平均定點候車的時間是 13.99分鐘、每天工作時數是 9.8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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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變數 單位 平均數 標準差

基本資料

年齡 歲 46.07 0.01 

駕駛年資 年
2.23

（約 5~10 年間）
1.35 

入隊時間 年 2.35 0.94 

司機行為分析

空車繞行距離 公尺 3089.70 867.78 

定點候車平均時間 分 13.99 8.47 

定點候車比率 % 0.10 0.08 

時間規律性 % 0.60 0.15 

空間規律性 % 0.11 0.10 

每天工作時數 小時 9.88 3.74 

績效
空間空車率 % 0.48 0.08 

時間空車率 % 0.66 0.07

二、階層集群分析及 K-means 分群演算法結果

本研究運用兩階段式分群演算，將空車繞行距離及定點候車的平均時間兩個變數

都先進行標準化以消除單位不一致的影響後，再進行時間與空間構面所構成之樣本空

間之樣本點的統計分群分析。首先，利用階層集群分析華德法，決定分群數為四群。

再以 K-means分群演算法，計算四個群組的中心點，並還原為原有量測單位尺度以顯
示司機特質，結果如表 3所示。總樣本數為 300筆，但因有 8筆資料有遺漏值而未列
入分析，因此有效筆數為 292。其中，集群 1樣本數為 11筆、集群 2樣本數為 74筆、
集群 3樣本數為 163筆、集群 4樣本數為 44筆。四類型司機時間空間構面位置圖如
圖 2所示：

表 3 K-means集群分析結果
定點候車平均

時間（分）

空車繞行

距離（公尺）

分群結果

集群 1 集群 2 集群 3 集群 4

集群數 11 74 163 44

平均數 (3373.08, 42.12) (3958.53, 10.58) (2486.82, 11.06) (3785.29, 23.55)

標準差 (720.20,   7.38) (629.98,   3.75) (422.19,   4.70) (674.01,   4.14)

最大值 (4461.31, 53.6) (5728.44, 17.08) (3190.33, 23.42) (5494.01, 42.75)

最小值 (2415.98, 32.88) (3219.17,     .35) (1051.56,     .85) (2564.80, 16.98)



服務庫存與營運績效關聯之實証研究：以台灣大車隊為例 

76

三、K-means 分群後的駕駛特質輪廓摘要

以「空車繞行距離」及「定點候客平均時間」為基礎計算 K-means演算法後。接
著計算四個群組的駕駛個人特質、行車行為與績效衡量摘要，如表 4及表 5所示。駕
駛個人特質部分，集群 1是的平均學歷是最高（平均為高中職），進入台灣大車隊的
時間也是最長；集群 2的年紀最大（46.59歲），且廣告意願（54%）最低；集群 3進
入計程車行業最長；集群 4的平均年齡較低（43.52歲）、駕駛年資最短。

表 4 四類型司機個人特質摘要
年齡 學歷 駕駛年資 入隊時間 廣告意願

集群 1 45.82 3.00 2.22 2.64 0.78 

集群 2 46.59 2.62 2.18 2.23 0.54 

集群 3 46.51 2.73 2.38 2.38 0.61 

集群 4 43.52 2.70 1.64 2.43 0.62 

為了確保四族群駕駛行車行為是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先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發現空車繞行距離 (F = 159.60, p < 0.00)、定點候客平均時間 (F = 244.53, p < 
0.00)、空間規律性 (F = 10.00, p < 0.00)、每天工作時數 (F = 3.67, p < 0.05)、空間空車

圖 2 四類型司機時間空間構面位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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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F = 30.78, p < 0.00) 及時間空車率 (F = 27.60, p < 0.00) 皆達顯著差異。以下摘要各
類駕駛的繞行行為及駕駛個人績效。集群 1定點候車的平均時間最長，長達 42.12分
鐘、報班次數（17.64次）是最低；集群 2空車繞行距離（3958.54公尺）最大、空間
空車率 (53.34%) 最高；集群 3空車繞行距離（2486.82公尺）最小、定點候車比率相
對較低 (9.07%)、時間規律性最高 (61.77%)、空間空車率 (44.70%) 及時間空車率 
(62.57%) 都最小；集群 4空間規律性最高 (17.86%)、定點候車的比率最高 (13.57%)、
定點候車平均時間也相對較長（23.55分）。
本研究進一步描述四大類型駕駛行車行為模式及駕駛的開車繞行特質。集群 1的

駕駛為定點候車平均時間較長，繞行空間規律性最低，且工作時間較長，極可能是定

點候車型駕駛。集群 2的駕駛為空車繞行距離很大，定點候車平均時間最低，空間規
律性偏高，極可能是大範圍繞行接受路招型駕駛。集群 3的空車繞行距離最低，定點
候車平均時間相對較低，且工作時數最短，時間規律性最高，極可能為四個族群中較

有效率的駕駛。集群 4的空車繞行距離及定點候車平均時間都是偏高，且空間的規律
性最高，極可能是只專注於某一區域的經營，為區域型駕駛。

表 5 四類駕駛行車行為摘要
變數 單位 集群 1 集群 2 集群 3 集群 4

司機行為

分析

空車繞行距離 公尺 3373.08 3958.54 2486.82 3785.29 

定點候車平均時間 分 42.12 10.58 11.06 23.55 

定點候車比率 % 7.00% 11.28% 9.07% 13.57%

時間規律性 % 54.53% 57.65% 61.77% 60.66%

空間規律性 % 8.59% 12.91% 9.36% 17.86%

每天工作時數 時 13.07 9.90 9.58 10.60 

報班次數 次 17.64 23.27 24.45 20.73 

派遣次數 次 59.55 66.16 67.85 55.40 

績效
空間空車率 % 46.85% 53.34% 44.70% 51.60%

時間空車率 % 72.26% 68.42% 62.57% 70.18%

四、四類型駕駛開車繞行行為和績效之關聯

為了確保四族群營運績效指標上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先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發現，「時間空車率」(F = 27.595, p < 0.00) 與「空間空車率」(F = 30.782, p < 0.00) 
可以作為有效鑑別的績效指標。再者，我們進行事後檢定，選擇費雪法 (Scheffé 
Test)，結果發現如表 6所示。在空間空車率績效指標上：集群 3與集群 1無差異，集
群 2與集群 4無差異，但集群 3與集群 1優於集群 2與集群 4。在時間空車率績效指
標上：集群 1、集群 2與集群 4無顯著差異，但集群 3優於其餘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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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營運指標事後檢定
績效指標 集群 集群 平均差異

空間空車率

集群 1

集群 2 -.06*

集群 3 .02

集群 4 -.05

集群 2

集群 1 .06*

集群 3 .09*

集群 4 .02

集群 3

集群 1 -.02

集群 2 -.09*

集群 4 -.07*

集群 4

集群 1 .05

集群 2 -.02

集群 3 .07*

時間空車率

集群 1

集群 2 .04

集群 3 .10*

集群 4 .02

集群 2

集群 1 -.04

集群 3 .06*

集群 4 -.02

集群 3

集群 1 -.10*

集群 2 -.06*

集群 4 -.08*

集群 4

集群 1 -.02

集群 2 .02

集群 3 .08*

註：* 平均差異在 0.05 水準是顯著的。

伍、討論

一、服務庫存類型

依據駕駛個人特質、開車繞行行為分析、空中排班及空車率等績效評估的摘要說

明，本研究將四類型服務庫存分別命名為：「專屬」服務庫存（集群 1）、「快速」
服務庫存（集群 2）、「彈性」服務庫存（集群 3）、「定點或例行」服務庫存（集
群 4）。逐一說明如下。
「專屬」服務庫存（集群 1）：此類型的駕駛個人特質為學歷最高，入隊時間最長，

且對於廣告意願也是四類型中最高，在幾個數據中顯示出此類駕駛極可能是四類型當

中對於台灣大車隊的忠誠度最高的。在駕駛的行車行為中，此類型的駕駛定點候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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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時間較長，繞行時間規律性、空間規律性最低，空中排班及系統使用的仰賴度十

分地低（報班次數最低）。本研究推論此類型的駕駛極可能是著重在熟客或是顧客導

向的客製化經營，其為了配合顧客的時間，上下班的時間規律性很低，且為了配合顧

客的需要，空間的規律性也很低，會依照顧客的需求到不同地點。例如：承接老人或

病人到醫院就醫，在送到醫院後，駕駛必須等待極長的時間，再承載回到家中。此種

類型的駕駛不常使用衛星派遣系統及空中排班，因此，我們將此類型司機使用的服務

庫存類型定義為「專屬」。

「快速」服務庫存（集群 2）：此類型駕駛的個人特質為年齡最大、平均學歷最低、
廣告意願也最低。在行車行為中，空車時繞行的距離最長，定點候車平均時間的時間

短，繞行空間的規律性是偏高。本研究判定有兩種可能，一是多為承接中程旅客，一

是無計畫排班、以速度取勝的駕駛。前者的原因在於，因為空車時繞行範圍的計算方

式只計入 15分鐘到 2小時間的空車繞行距離。例如：承接台北及桃園機場的中程旅客，
在回程時若沒有承接乘客即變成空車繞行，且此種行為是有規律性的。因此，我們認

為此種為中程固定旅客。後者無計畫排班以速度取勝的主要原因是，此類型司機空間

空車率是四類型駕駛當中最高，但是使用報班的次數偏高，以大範圍的繞行同時取得

路招及空中排班的顧客。因此，我們將此類型定義為「快速」服務庫存。

「彈性」服務庫存（集群3）：此類型駕駛的個人特質為經營計程車的行業最久（駕
駛年資最長）。在績效指標上，空間空車率及時間空車率都是最低，統計結果也顯示

此類相較於其他類型在空間空車率與時間空車率的指標表現較佳。同時，此類型司機

的報班及派遣次數都是最高，意指這個族群的駕駛較有意願進行空中排班，且承接自

系統的件數也相對較高。在行車行為上，此類型的司機空車繞行的距離最短，每天平

均工作時數最短。本研究推論這類型的駕駛不論到哪一個地區都可以進行空中排班，

十分仰賴派遣系統，當承接的顧客到跨區域時，該駕駛就在當地進行空中排班，因此

空車的繞行可以降低許多，空間的空車率也就相對較低。另外，此類駕駛為時間規律

性最高，也就是上下班的時間很規律，本研究研判為四類型當中最有效使用空中排班

點的駕駛。因此，我們將此類型的駕駛定義為使用「彈性」服務庫存。

「定點或例行」服務庫存（集群 4）：此類型的駕駛進入台灣大車隊的時間最短，
空間規律性最高，報班次數及派遣次數偏低。此類型駕駛極有可能是專注經營某一區

域，在定點排班，當承載乘客到另外一個區域後，會再回到原本熟悉的區域進行排班。

例如：當駕駛從中山區承接客人到文山區後，可能因為對於文山區路況不熟悉，而再

回到中山區進行排班，因此，回程的路途則造成較大的空車繞行距離及較高的空間空

車率。因此，本研究將此類型司機定義為使用「定點或例行」服務庫存。

表 7彙總四種類型服務庫存的比較。「專屬」服務庫存：顧客關係的經營型。因
為客製化顧客的需要，完全配合客戶需要，回應顧客需要速度快，以經營熟客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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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服務庫存：同時使用空中排班且路招策略，希望以速度取勝。但無計劃性使

用派遣系統與空中排班點，常常是以空繞來爭取路邊載客的機率；「彈性」服務庫存：

繞行型態多為多區域巡航，到不同的點都能進行空中排班。因此，較能善用派遣系統

與空中排班點快速與需求端媒合，回應速度較高，派遣效率與服務庫存效率也較高；

「定點或例行」服務庫存：繞行型態多為固定中心向外放射巡航，也就是以定點排班

為主。此類型司機通常在定點式排班，對於非在地的路線不熟，無法像空中排班一樣

具備彈性，回應速度較低，使用派遣系統的效率較低。

整體而言，車隊應該針對每一種服務庫存進行效益的全面評估與改善。針對「專

屬」型顧客關係經營型的司機類型，車隊以如何協助司機提升顧客經營的 know-
how，訓練司機轉型為做包車服務、管家司機等，提高司機的專業度。針對「快速」
型無計劃排班及「定點或例行」型，車隊應該加強教育司機使用空中排班派遣系統、

或者在地知識的輔導。針對「彈性」型，車隊需要維持及增加此一類型的司機，以增

加整體服務效率。

表 7 四類型服務庫存型態、效率與其管理意涵
類型  集群 1  集群 2  集群 3  集群 4

服務庫存 「專屬」型 「快速」型 「彈性」型 「定點或例行」型

繞行型態

空中排班點使用

較少使用空中排班

及派遣、主要經營

熟客

使用派遣系統與空

中排班點，但是較

無方向，使用派遣

系統的效率較低

善用派遣系統與空

中排班點，將派遣

效率達到最高

以定點排班為主，使用

派遣系統的效率較低

服務庫存效率 追求需求的穩定性

追逐需求發生所在

地，主動快速提供

服務，服務庫存效

率中等

對高需求所在地，

提供專屬服務，服

務庫存效率偏高

定點需求發生時，才提

供定點服務，服務庫存

效率低 

時間空車率 優

空間空車率 優 優

整體改善

提 升 顧 客 經 營 的

know-how、車隊協

助司機轉型做包車

服務、管家司機等

車隊負責教育司機

使用空中排班派遣

系統，試圖將此類

型司機轉型為第三

種類型

車隊維持及增加此

一類型的司機

車隊負責教育司機使用

空中排班派遣系統，試

圖將此類型司機轉型為

第三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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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驗證了在涉及高度複雜的時間－空間運作的計程車產業中，司機的駕駛行

為、服務庫存和營運績效的關聯性（侯勝宗與吳思華，2009）。台灣大車隊在導入新
加坡康福衛星派遣技術之後，更進一步地開發了空中排班派遣，有效地調度服務提供

者－加盟司機前往服務需求高的地區，進行派遣服務的暫存，以快速回應服務需求，

成功提高服務派遣率與顧客滿意度。以下分別從理論意涵與實務意涵進行相關討論。

二、理論意涵

首先，本研究以 GPS資料庫驗證侯勝宗 (2010) 所主張可以應用司機的多樣化工
作實務創新，來進行計程車服務的推式－拉式服務供應的疆界管理。侯勝宗 (2010) 從
長期的質性訪談中，將台灣大車隊司機分類為六大工作類型，本研究則採用資料探勘

方式，利用「空車繞行距離」與「定點候車平均時間」二大構面，萃取出四大類型的

司機服務庫存類型，它們分別是「專屬」型服務庫存、「快速」型服務庫存、「彈性」

型服務庫存、「定點或例行」型服務庫存等四類。本研究與侯勝宗 (2010) 的服務庫存
類型比較如表 8所示。

表 8 四類型服務庫存與侯勝宗 (2010) 服務庫存比較
類型  集群 1  集群 2  集群 3  集群 4

侯勝宗

(2010)
（質性）

專屬服務庫存

（VIP專屬接送服務）

快速服務庫存

（拼命三郎）

•  彈性服務庫存（空中

排班）

•  精準服務庫存（黃金

點、路線）

•  定點服務庫存（定點

排班）

•  例行服務庫存（規律

巡迴）

本研究

（量化）
「專屬」 「快速」 「彈性」 「定點或例行」

本研究將侯勝宗 (2010) 所提出的服務庫存類型分類進行量化集群分析，證實並修
正計程車司機的服務庫存類型，並與時間空車率與空間空車率兩種績效指標進行關聯

性分析。這樣的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結果交叉對照，係過往交通管理領域少有的研

究設計與研究取向。在研究議題上，搭配質化與量化研究，對實務議題作主客觀的分

析，能夠提升在分享經濟全球議題上的本土研究能量。此種同時兼顧真實現象觀察與

實證資料驗證，克服理論與實務間長期存在的攸關性 (Rigour) 與關聯性 (Relevance) 的
二擇一鴻溝 (Gulati, 2007)。在方法論上，質性研究取自多元資料的交叉分析，在抽象
理論推演與經驗資料蒐集的互動流程上進行推論，增加研究結果的信效度。量化研究

則是使用精確的變數操作，進行有系統的觀察與控制。針對同一個議題使用兩者不同

的研究取向，有助於我們對侯勝宗 (2010) 質性研究的操作特性有更準確的理解。
第二，本研究不只驗證了 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 的服務庫存如何應用在產業

之中，更利用計程車產業中此種空中排班點的系統與管理創新案例來說明服務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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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管理上的有效性，並以「時間－空間」高度鑲嵌的 GIS數據，來進行服務庫存與
司機營運績效的關聯性探討，實證了透過以科技將服務產能做有效的庫存分配來提高

營運績效。本研究將四大類型的司機開車繞行模式進一步對比司機的行為指標（時間

規律性、空間規律性與工作時數等）與績效指標（空間空車率與時間空車率），發現

善於使用空中排班點的「彈性服務庫存」司機，其空間空車率與時間空車率均最低，

代表其使用空中排班點的績效最佳，服務庫存管理最有效率。相反地，「快速服務庫

存」司機，其空間空車率最高，空車繞行距離最大，服務庫存管理也是最有待改善的

一群。上述說明證實了台灣大車隊成功地將計程車的半成品服務庫存以「空中排班」

型式，暫存在特定區域中，有效提高整體服務系統的產能利用與服務績效。

第三，本研究藉由空中排班點如何影響司機的開車行為與營運績效，回應了協同

中心網絡 (Collaborative Hub Network) 此一配送網路設計架構如何應用於計程車服務業
中。協同中心網路通過整合服務流量轉移，將零散的個別配送需求透過跨運輸中心集

中協調來提高物流經濟規模，進而降低配送網路的整體作業成本 (Groothedde, 
Ruijgrok, and Tavasszy, 2005)。在計程車服務情境中，因為供給與需求均有高度變動
性，車隊如何誘導加盟司機在叫車尖峰時間，前往用車需求高的地方等候派遣，是關

乎叫車成功率的重要關鍵。在城市中，除了傳統的實體排班點有固定的坐車需求外，

台灣大車隊設計了空中排班區域派遣點，將全台北市近 44個重點區域設有空中排班
的競標機制，讓司機以此區域為一個協同中心網絡；司機在該區域內等候派遣或僅進

行小範圍巡迴，以確保該區域的服務供給量，回應該地區一旦產生瞬間大量叫車需求

的服務庫存需求。此種服務庫存的動態配置，可以有效地引導司機儘量在接近服務需

求所在地從事等候繞行，其整合零散的計程車服務流量的做法與協同中心網絡有異曲

同工之處。此種新的服務庫存管理模式與物流運輸多點配送網路問題的整合性探討值

得研究者重視。

第四，本研究對日益興起的適域性服務，也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交通創新案例與反

思。計程車是一個交通服務的供應鏈體系，導入衛星派遣科技來改變計程車的服務派

遣流程並形成新的媒合機制，帶來全新的交通服務創新 (Liao, 2001)。但是，台灣大車
隊的 iCall系統只實現了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有效率「供需媒合」，但並未能降低司機
空車繞行的「搜尋成本」。而空中排班點的「服務庫存」調節功能，才是真正降低司

機空車率的關鍵所在。此種不只將科技應用於特定產業或營運流程之中（例如：結合

GIS與 GPS技術的派遣系統），更將「科技」融入「服務」之中（例如：空中排班），
其所帶動出的服務跨界融合，是未來值得期待的創新研究領域。

三、實務與政策意涵

在服務業情境中，因為服務商品具有易消逝性與不可儲存性，所以對服務需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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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與供給的安排與調度，是組織最困難的挑戰之一（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侯勝
宗，2010）。但此種服務組織對顧客需求資訊掌握不足的困境，在地理資訊系統結合
衛星定位系統，搭配雲端運算的出現與適域性服務的交通創新，讓消費者所產生的各

式動態、即時資訊開始有了可被記錄、開發、預測與快速回應的可能性。例如，近來

雲端運算逐漸進入不同的領域，其中交通雲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應用，對未來的智慧城

市發展尤其重要。交通服務業者（例如，本文的計程車車隊）如果可以善用適域性服

務科技所產生的時間－間資訊，應可以縮短服務供給與需求間的不對稱程度，提出更

多即時且即地的適域性服務創新。

本文對連鎖加盟類型的服務性組織，如何利用科技創新來聯結加盟主－加盟者間

的互動關係，有具體的管理意涵。以本研究為例，服務庫存是車隊連鎖總部關心的議

題，但對加盟司機個人而言，他們更關心自己每天的開車收入與載客產值。在此種連

鎖加盟服務型態組織中，組織如何藉由研發創新的服務（例如，本文的空中排班），

將連鎖加盟者的個人經濟利益與組織的整體目標加以結合，是企業經理人重要的經營

課題。以台灣大車隊為例，它目前擁有超過 15,000輛計程車，是一支對人們日常生活
有重大影響的服務性組織。從服務供應鏈角度，如果台灣大車隊能有效提供司機各式

精準的尋客資訊與空中排班機會，讓司機有豐碩的收入，相信這 15,000台計程車在自
利動機下，應更能接受組織的管理與要求，進而改善城市的交通路況與社會大眾的及

戶服務（交通）便利性。

空中排班派遣的交通創新是台灣大車隊為了因應台灣社會計程車產業的特殊情

境，所自行研發出來的本土創新服務。在可見的未來，此種空中排班點創新概念，應

可以輸出到其他國家或城市，進行服務技術的輸出。換言之，台灣大車隊未來應可將

其交通服務創新概念，進行組織內部的智慧資本蓄積與智慧財產權佈局，長期以往，

朝向知識加值服務與跨國技術移轉的全方位提供者 (Total Solution Provider) 邁進。對
於其他計程車業者來說，如果是車隊型組織，可以參考台灣大車隊的案例，發展自己

的服務庫存管理模式來提高整體服務系統的效能。

最後，本研究亦可提供政府部門（例如：交通部）可能的政策意涵，思考如何藉

由科技降低計程車空車率，實現節能減碳的綠能目標。現今全台灣計程車產業的從業

司機約有 86,000位，其中加入衛星派遣車隊的計程車約不到 30,000位司機，亦即約
有 2/3的司機未加入（或不願加入）衛星車隊的監控與管理。這些非衛星派遣司機，
因為沒有安裝 GPS車機，故不易進行車輛監控與駕駛人管理，產生了許多無謂的空車
繞行與能源耗損。例如，依據 101年交通部統計處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數據，當年的
平均距離空車率為 47.32%，平均時間空車率為 65.22%，粗估計程車每公升油耗約行
駛 7.57 公里，若以 101年的 92無鉛汽油平均油價約為每公升 29.21元，以大台北地
區近 5.6萬輛計程車為母體，可估算大台北市計程車每日產生之總空車里程數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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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萬公里，相當於每日消耗 536,452公升的汽油燃料，因此造成全年的燃料消耗累
計高達 57.2億元。從社會整體面而言，本研究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或許可以結合民間
力量，研發非派遣目的之 GPS車機或者 App應用軟體，提供非衛星派遣司機仍具有
預測民眾搭車行為資訊。讓拒絕加入衛星派遣車隊的司機，在自利動機下（例如：主

動提供動態的計程車服務需求訊息，降低司機的空車巡迴繞行），車輛的軌跡路徑仍

能被適度掌握，使車輛與駕駛人可以被縣市政府的交通監理單位所管理。此一作法，

除了可以有效管理司機載客繞行之外，亦可確保消費者的搭車安全。

四、研究限制與建議

以下提出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以供未來學者參考。本研究雖然收集

衛星車隊派遣的 GIS繞行軌跡真實資料進行實證研究，但是這樣的研究發現，是否適
合直接一般化到其他非計程車產業情境，仍需謹慎應用。台灣計程車是一個十分有趣

且適合進行空間－時間相關研究問題的場域，但是，因為計程車屬於自由業，司機與

車隊間屬於品牌加盟關係，車隊總部無法強制要求司機配合執行相關服務措施，故司

機與車隊間的互動關係與其他社會性因素（例如：組織信任、認同與歸屬感等），亦

深深影響司機的開車行為與服務。而此種社會心理因素，並未在本文的研究範圍之內。

建議未來學者可以收集司機的個人心理資料，結合本文所介紹的 GIS繞行分析，進行
更為完整的心理－行為關係的探索。此外，本文所介紹計程車組織如何利用空中排班

進行服務庫存的調度與佈署，提供一個有趣的產業研究情境，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參

考本文的研究設計概念，進行不同行動服務業態的實證研究（例如快遞產業或貨運

業），以累積對服務庫存管理的瞭解。而在實證資料的時效性上，由於資料提供機構

的商業機密考量，本研究僅能取得 2006年之計程車司機行車地理資訊之行為資料，
在時效性或有美中不足之處，然卻也是田野實證研究上資料取得的一大現實限制。未

來如有學者能取得更近期的行為資料，建議可以對本研究結果進行長期 (Longitudinal) 
的比較性研究。

陸、結論

計程車是社會中少數能提供及戶服務的交通服務工具，但長年居高不下的空車

率，造成許多能源浪費與搭車安全疑慮等經濟與社會問題。本文利用資料探勘方法，

驗證台灣大車隊的一項服務庫存設計機制－空中排班點，探討計程車司機採取何種繞

行尋客行為方能產生最大的載客經濟效益，極小化空車的繞行時間與繞行空間。車隊

可以藉由此種時間－空間資訊的創新加值，進行服務庫存的調度與佈署，以克服交通

服務時常出現的需求變異困境。本研究提供一個具體的服務庫存實證研究，提供共享

經濟與智慧服務之實務應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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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Inventory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Taiwan Taxi Fleet Taken as an 
Example

1. Introduction
Recently, an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called “sharing economy” has emerged in the 

global business community. The new business model downsizes service capacity units to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coordinates excess/idle capacity with unsatisfied demand in service 
supply chains through an online transaction platform. In the transportation service industry, 
Uber and Lyft are famous cases of sharing economy business models. By more efficiently 
utilizing service capacity, this new transaction type reduces waste and decreases operating 
cost. However, service demand and supply do not always occur at the same time. To better 
manage service capacity for synchronizing demand and supply, firms need to adopt some 
kind of service inventory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inventory is important and valuable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supply chain/manufacturing management field; it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 critical 
operation performance indicator. For the transportation service industry, compared to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ttle literature has discussed service inventory and how to manage 
it? The term “service inventory” implies that a firm keeps a “service in process” within a 
service-based supply chain as a form of temporary stock. The “temporary service stock” 
belongs to a certain value activity within the service supply chain; once the service is 
demanded by a customer, the service provider will deploy temporary service as “the final 
service”. Due to the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regarding this concept, we conducted research 
by way of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using the data mining and cluster analysis methodologies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inventory and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2. Literature Review
For the "Service" concept’s connotations, although many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provide appropriate definitions, our understanding of service so far is still quite vagu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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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still a large gap in reaching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consensus. In the literature, 
service characteristics most frequently mentioned include: intangibility, heterogeneity, 
simultaneity/inseparability, perishability, and customer participation (Nie and Kellogg, 
1999). Based on these features, the service is almost impossible to store in advance for 
unexpected customer demand. Service capacity is the maximum amount that the service 
provider can provide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personnel, 
facilities, equipment and other resources (van Ackere et al., 2013; Li and Jiang, 2013). 
Service providers are often limited in regard to services provided, human resources and 
equipment limitations, and tend to plan their production systems according to the best 
service capacity settings. In the service supply chain system point of view, service capacity is 
pre-established, so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 production capacity in the short-term; the 
service provider will be committed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service once the capacity is 
achieved, in order to obtain maximum profit. Today's services provide integration of the use 
of physical devic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many of the services supply chain activities 
and semi-finished products can be embedded in the personnel and equipment, and thus have 
a "stock" concept like the physical products supply chain system, called the "service 
inventory" (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

Inventor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perational metrics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t is usually necessary to maintain a safety level to fulfill potential demand in certain periods 
(Chopra and Lariviere, 2005). For physical goods, the safety stock preparation means a 
manufacturer stores commodities in advance in an appropriate place, so customers can 
instantly get the required amount for consump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 service inventory is 
a conceptual process; it is how firms create value and complete all the value activities for 
their customers. It allows service providers to decide how to stage resources and allocate 
them by analyzing different needs, and by the interests of economies of scale as well as rapid 
response to all kinds of needs of consumers. With appropriate forms of service inventory and 
customer participation in the design, firms can provide better service quality, faster response 
time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in order to achieve greater custom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location-based service technology maturity, use of satellite navig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innovative taxi transportation service in the supply chain system has 
become an interesting research topic (Liao, 2001). Taxi drivers and passengers have long 
been in an information asymmetry relationship in Taiwan. From the passenger's point of 
view, due to the lack of a car brand recognition system,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the merits of 
the car, the quality of service and the quality of drivers in adva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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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ity of taxi drivers are alone in the street looking for passengers, with a lack of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planning optimal routes unless they join a taxi fleet. Hou (2010) 
described six innovative work practices and service inventory type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driver’s behavior in using an on-the-air queuing system of Taiwan Taxi Fleet.

3. Research Method
The on-the-air queuing system of Taiwan Taxi Fleet identify areas of high demand for 

taxi service, and classify them as virtual scheduling points by analyzing historical data from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dispatch customers’ taxi request information to drivers 
who are registered in the system. In the system, each vehicle will return a set of GIS 
information to the dispatch center about every 30 seconds to a minute to show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vehicle.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from the random sampling of 300 taxi drivers, 
with 12 day operation data which accumulated to 4.44 million records. Two-stage data 
analysis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n the first stage, we used the MYSQL database to process 
the huge amount of raw data so that it could be manipulated by relational data logic. Some 
Java programs were also developed for data transform and analysis.

At the second stage, this study performed hierarchical and non-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by using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oper number of groups which can represent different types of driver behavior. This 
group number also serves as the initial input for the non-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here 
we adopted the K-means algorithm to assign observations into respective groups. Based on 
the two-stage analysis, this study obtained different types of taxi service inventory to 
calculate their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metrics for investiga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Besides analyzing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on-the-air queuing system, this study also 
collected 300 samples of the driver's age, education level, driving experience, the time of 
joining the team and the willingness to post advertisements on the car body. Those data were 
used for conducting a demographic analysis.

4. Data 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sampling size guideline suggested by Dillman (2000), the sample size 

should be larger than 295, giving a confidence level of 95%; 300 observations were drawn 
randomly from the population of about 3000 taxi drivers. The data profile shows that the 
average age is 46.07; driving experience is 5 to 10 years; route distance without carrying 



服務庫存與營運績效關聯之實証研究：以台灣大車隊為例 

88

passenger is 3089.7 meters; average waiting time is 13.99 minutes and working hours are 
9.88 per day. The result of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showed the optimal group number is 
4; we then calculated the centroid coordinates for the four groups by the k-means algorithm. 
Non-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assigned 11 observations to cluster 1 and 74, 163 and 44 
observations to cluster 2, 3 and 4, respectively. 

Analyzing drivers’ personal traits showed that cluster 1 had the highest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the longest time staying in the fleet. Drivers’ average age is the oldest in 
cluster 2, and willingness to post advertisements is the lowest. Cluster 3 has the longest 
industrial experience, and cluster 4 has the youngest drivers with the shortest driving 
experience. This study used ANOVA to test the attribute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groups, 
and fou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oute distance without carrying passengers, waiting time, 
working hours per day, empty rate of temporality, and empty rate of spatiality. 

5. Conclusion
By using time-space air-queuing data from a group of 300 taxi drivers provided by the 

Taiwan Taxi Fleet group’s satellite system, we identified four categories of taxi drivers’ 
service inventory patterns: “Customized”, “High-Speed”, “Flexibility” and “Routine”,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four patterns and 
their performance, with the end result showing that most drivers of the fleet qualify in the 
Flexibility category, efficiently overcoming issues in service perishability and unstockability 
by utilizing the “on-the-air queuing system” for the taxi service. This study concludes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cademia and practitioner reference. It needs to be 
cautious when explaining the findings due to the research limitations, such as data timeliness 
and external validity of the specific case of the Taiwan Taxi Fleet. Considering the short time 
period across the data collection, longitudi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is suggested for futu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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