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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應用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簡稱

VR)的技術，開發一套虛擬駕駛訓練系統，以便讓

人能在室內練習，待其熟練開車技巧之後，應該可

以縮短實車訓練的時間，順利地考取駕照。 因此，

招募 10位無開車經驗的人進行 10小時的虛擬駕駛

訓練，訓練前後分別做一次虛擬路考測驗，以評估

此系統是否具有訓練效果。實驗結果顯示，受測者

訓練後在駕駛績效上都有明顯地改善，而且也認為

各項測驗單元都變的比較容易。未來將進一步瞭解

受測者做過虛擬訓練後是否可以直接到現場考取

駕照。 

關鍵字：駕駛模擬、虛擬實境、人因評估、人機系

統。 

1. 前言 

目前國內擁有汽車駕駛模擬器單位，通常是運

用 VR 的技術在汽車系統的開發與測試、人因工程

相關研究，以及駕駛行為安全研究工作上。經由魏

健宏[5]整理相關研究表格中當中發現鮮少有運用

VR 的技術來提供尚未考取汽車駕照者練習開車。 

本研究計畫建構『虛擬駕駛訓練系統』，進行

測試與評估，讓沒有駕駛經驗者，透過此駕駛模擬

器，對於不熟悉項目進行重複練習，掌握到開車的

絕竅，更能熟悉考取駕照流程及增加對駕駛汽車的

信心，未來或許可以取代戶外的駕駛訓練場地。 

2. 文獻探討 

2.1 應用虛擬實境於駕駛模擬與訓練 

虛擬實境使用三度空間視覺化模擬技術，應

用領域很廣，其範圍包含商業、軍事、製造、設計、

醫療、學習與教育訓練等 

Lee et al. [7] 使用 STISIM 駕駛模擬器，在模

擬駕駛場景下，研究老年人的駕駛行為，駕駛績效

參考澳洲西部駕照發照的程序來衡量，研究受測者

將進行實體車與模擬器結果進行比較，兩者之間有

顯著相關，指出可以利用駕駛模擬器取代實體車的

評估，來判定老年人的駕駛行為。 

 蘇昭彰[6]的研究中驗證變換車道時實際道路

駕駛與使用模擬器駕駛的差異，比較相同駕駛者在

真實與模擬器系統中之駕車行為或行車績效表現

的近似程度，確認受測駕車者行為可以藉由駕駛模 

擬系統表現出與現場實驗類似之結果 

 吳毓凱[1]的研究建置一個具有相關駕駛訓練

資源的平台，提供實作虛擬實境駕駛訓練場景讓使

用者有新的練習管道，不只侷限於傳統教室教學的

模式，因此能夠提高訓練效率、縮短時間及降低成 

本等優點。 

林松柏[2]研究指出虛擬實境應用在汽車駕駛

訓練及考照檢驗，與傳統訓練的方式不相同，不需

要較很大的空間也不會受氣候因素影響，能夠增加

訓練效率、縮短訓練時間；提高受測者駕駛能力減

少意外發生。 

2.2 駕駛績效之測試方式 

駕駛績效可透過駕駛模擬器與實車駕駛做觀

察。在實車測試時，具有一定的危險性，而且花費

成本較高，同時易受外在環境影響[3]。虛擬實境

提供虛擬環境進行實驗。有許多研究採取模擬的方

式，探討評估人們在虛擬實境中的駕駛行為與績 

效，相關文獻回顧如下： 



Lee, et al. [7]研究 129 位受測者的駕駛行為。

情境採用相同路線的道路駕駛測試，每次實驗約

2.5 小時，事先在路線設立檢查點，評估受測者在

停車再開、紅綠燈、行人穿越道、繞道和 T 型路

口駕駛情形。衡量駕駛績效參考澳洲西部考照標

準。 

Liu[8]利用電腦模擬駕駛，探討年輕人與老年

人的駕駛績效，在客觀評比有反應時間、錯過按壓

按鈕的次數、正確轉向的總次數、導航有關的錯

誤、平均速度、平均絕對速度偏差、側向加速度的

差異、方向盤位置變異和主要車道偏差次數等；在

主觀的駕駛績效評比有工作負荷評量、主觀績效等

級評比。 

劉伯祥 [4]研究透過大貨車駕照的考驗標準

場地，進行項大貨車五項術科考試科目測驗，並進

行駕駛者工作負荷的評估；量測包含：視覺搜尋頻

率、眨眼率、駕駛績效、心率變化與 NASA TLX

主觀評比等。能夠瞭解操作過程中，不同操作方式

的生理、心理反應，提供駕駛人在駕駛行為上的參

考。由上述駕駛相關文獻可得知，各種研究所評估

的駕駛績效不盡相同，但是大致上都涵蓋：駕駛穩

定性、遵守交通標誌、注意力、超線次數與行車速

度等。 

                     

3. 研究方法 

3.1 駕駛模擬系統之硬體設備 

本實驗設備採用桌上型電腦一部(華碩)、隨身

型投影機一部(TOSHIBA TDP-T91)、投影布幕一塊

(長 120 公分、寬 120 公分)、方向盤、油門剎車

(Logitech G25 羅技 )、心搏率測量儀器 (Polar 

RS800CX)、Virtools Dev4.0-STDVersion 軟體。 

3.2 虛擬場景之建構 

使用 3D Max 軟體，依照實際駕訓班之比

例，利用 Virtools Dev 4.0 軟體建構虛擬場景。 

本研究測試項目與中華民國實際駕駛考試路

考的科目一致，可以測試駕駛基本技巧。模擬的駕

駛訓練單元總共分成8項，如表2所示。 

3.3 實驗環境 

實驗環境配置使用之桌高70公分、寬67公分、

長67公分，距離投影布幕180公分。投影機距離投

影布幕185公分，受測者距離投影布幕 190公分。

實驗現場如圖1。 

 

表 1. 駕駛訓練單元 

項目 測試名稱 

1 曲線進退(S型進退) 

2 倒車入庫(停車格) 

3 平行路邊停車(停車格) 

4 上下坡道(上下坡起步) 

5 鐵路平交道 

6 交岔路口(紅綠燈) 

7 斑馬線(閃黃燈) 

8 換檔穩定(直線速度) 

 

圖 1. 實驗現場照片 

3.4 動態模擬程式的設計 

在虛擬場景中加入一些互動設計，增加使用者

的臨場感如下： 

1. 在各項目設置感應管線，如果車輪壓到感應管線

即發出警告聲，而且計數器計算壓線一次。 

2. 在八個項目中，依照中華民國駕駛執照考試的規

定，各項目有其違規扣分標準。當受測者違規

時，計分板上會立即顯示扣分數字，同時播放警

報聲，計數器會記錄總壓線次數。 

3. 虛擬的教練車採用 Virtools 軟體提供的3D 汽



車物件，並且運用攝影機設定的功能，使用者可

以自行切換第三人稱視角和第一人稱視角，在實

驗過程中，都採用第一人稱視角，才會接近我們

真正開車所看到的視野範圍。 

 

 

3.5 訓練效果評估測試 

3.5.1 研究對象 

招募10位沒有駕照的成年人來進行實驗，

而且年紀需滿18歲以符合考取駕駛年齡。10位

受試者年齡介於18~24歲(平均22歲)，其中5位男

生，5位女生，皆沒有色盲及肌肉骨骼與神經傷

害病史。 

3.5.2 實驗設計 

本實驗藉由虛擬駕駛訓練系統，比較訓練

前後的差異。 

 

訓練前與訓練後都做一次虛擬路考測試，

路考測試過程中收集駕駛績效與主觀評量。駕

駛績效為違規扣分、違規次數與駕駛時間。主

觀評量為主觀不舒適問卷 (Simulator Sickness 

Questionnaire ,SSQ)、實驗後主觀評量，以及

NASA-TLX。 

控制變項包含實驗室模擬一般汽車內部駕

駛環境溫度且採用溫度26℃±１℃，受測者皆沒

有汽車駕照，虛擬環境的音源由喇叭播放。 

 

3.5.3 實驗程序 

實驗前的準備工作為駕駛模擬器系統及其

他實驗設備的設置。在實驗開始之前，需要先

行向受測者解說實驗流程、實驗目的以及其他

相關注意事項，在沒有其他疑問且同意進行本

研究實驗的情況下，請受測者填實驗同意書、

基本資料、主觀不舒適問卷(SSQ)。 

在開始正式實驗後，為了避免受測者對駕

駛模擬器的操作方式不熟悉，進而影響後續的

正式駕駛訓練實驗結果，先給受測者30分鐘的

練習時間，再判定受測者是否已經熟悉操作方

式，若駕駛情況有搖晃不穩定等狀況，再給予

練習時間，直到受測者主觀覺得練習足夠，再

開始進行第一次實驗，並要求受測者完成八項

測試，並由內建程式取得訓練後的路考得分。

若在實驗過程當中，產生任何的不適，即立該

暫停實驗。 

當第一次測驗完成後，請受測者填寫主觀

不舒適問卷(SSQ)、實驗後主觀性評估，以及

NASA-TLX。 

隨即安排連續五天的練習時間，每天練習

兩小時，練習五天之後，馬上進行第二次虛擬

路考測驗，也同樣要求受測者完成八項測試，

並由內建程式取得訓練後的路考得分。於實驗

完成後，將各項實驗數據收據，比較受測者第

一次與第二次虛擬路考測驗分數，以瞭解訓練

五天之效果如何。 

3.5.4 實驗數據分析 

本實驗將收集的資料，運用Microsoft Excel

與SPSS10.0 軟體來處理實驗數據分析。先計算

各變項的敘述統計，再進行成對樣本T檢定分

析，比較訓練前與訓練後的駕駛績效與主觀評

量是否有顯著的差異，顯著水準(Significance 

Level)為α =0.05。 

4. 結果 

分析結果顯示正常人在訓練前的虛擬路考平均

扣分為89.60分，訓練後平均扣分為4.8；而違規次

數在訓練前平均為26.5次，訓練後平均為0.2次，皆

有明顯的下降，如表2所示。 

 

表2. 訓練前後的扣分與違規次數比較 

項目 
訓

練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違規 

扣分 

前 89.60 35.54 
6.38 0.00* 

後 4.8 10.80 

違規 

次數 

前 26.5 11.85 
6.91 0.00* 

後 0.2 0.42 

*p<0.05 為顯著 

分析結果顯示經過 10 小時訓練後所花費時間



減少許多 (平均時間相差 226.9 秒 )，在 S 型

(p=0.01)、倒車入庫 (p=0.01)、平行路邊停車

(p=0.00)、上下坡(p=0.01)、閃黃燈(p=0.03)、直線

加速(p=0.02)所花費的時間有明顯的減少，除了鐵

路平交道與紅綠燈訓練前後沒有顯著性差異

(p>=0.05)，如表 3 所示。 

表3. 訓練前後各關卡的駕駛時間比較 

關卡 

(秒) 

訓 

練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S型 
前 154.8 93.40 

3.61 0.01* 
後 49.0 13.04 

倒車入庫 
前 84.3 34.34 

3.51 0.01* 
後 40.7 15.22 

路邊停車 
前 81.0 37.25 

4.41 0.00* 
後 37.6 09.72 

上下坡 
前 41.2 13.89 

3.46 0.01* 
後 26.6 07.78 

鐵路 

平交道 

前 24.7 05.06 
1.65 0.13 

後 22.2 01.99 

紅綠燈 
前 20.1 06.44 

2.27 0.05 
後 15.1 02.08 

閃黃燈 
前 27.7 09.87 

2.62 0.03* 
後 20.0 01.33 

直線加速 
前 15.4 05.13 

2.70 0.02* 
後 11.1 02.96 

總駕駛 

時間 

前 449.2 166.25 
4.37  0.00* 

後 222.3 41.71 

*p<0.05 為顯著 

主觀性評估問卷收集受測者對於虛擬駕駛訓

練系統的使用感覺及逼真程度。 

訓練前、後受測者在虛擬駕駛訓練系統整體

感覺雖然都沒有顯著差異，但在訓練前與訓練後給

予虛擬駕駛訓練系統都有正面的評價(平均分數愈

低，表示給予評價愈高)，而且在視覺真實程度和

聽覺真實程度、信心增加程度都有提高，如表4所

示。 

分析結果呈現：受測者經過訓練後主觀感覺

各個關卡都有顯著地變得更容易。S型(p=0.00)、倒

車入庫(p=0.00)、平行路邊停車(p=0.00)、上下坡

(p=0.01)、紅綠燈(p=0.00)、閃黃燈(p=0.00)與直線

加速(p=0.02)等八個關卡的統計分析結果如表5所

示。 

表 4. 訓練前後主觀滿意度比較 

項目 
訓 

練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操作方式 
前 2.70 0.67 

1.86 0.10 
後 2.20 0.92 

車輛轉向 
前 2.60 0.84 

0.00 1.00 
後 2.60 1.07 

場景 

真實性 

前 2.20 0.92 
2.25 0.68 

後 2.10 0.88 

視覺 

真實性 

前 2.50 0.97 
2.06 0.05 

後 1.90 0.99 

聽覺 

真實性 

前 2.80 0.79 
2.09 0.07 

後 2.00 1.05 

信心 

增加程度 

前 2.50 0.97 
1.81 0.07 

後 1.80 0.42 

整體感覺 
前 2.50 0.71 

1.00 0.10 
後 2.10 0.74 

縮短 

學習時間 

前 2.20 0.63 
0.00 0.34 

後 2.00 0.67 

任何 

地點學習 

前 2.20 0.79 
1.41 1.00 

後 2.20 1.23 

附註：分數愈低，表示愈滿意 

表 5. 訓練前後各項關卡主觀困難程度評估 

關卡 
訓 

練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S型 
前 4.2 0.79 

8.13 0.00* 
後 1.7 0.67 

倒車入庫 
前 3.8 0.63 

6.13 0.00* 
後 1.6 0.70 

路邊停車 前 3.7 0.67 6.53 0.00* 



後 2.0 1.05 

上下坡 
前 2.2 0.79 

3.35 0.01* 
後 1.2 0.42 

平交道 
前 2.1 0.88 

3.97 0.00* 
後 1.0 0.00 

紅綠燈 
前 2.1 0.57 

6.13 0.00* 
後 1.0 0.00 

閃黃燈 
前 2.0 0.67 

3.86 0.00* 
後 1.1 0.32 

直線加速 
前 2.0 0.82 

2.86 0.02* 
後 1.1 0.32 

*α<0.05 為顯著 

在 NASA-TLX 評估結果得知，經過訓

練後，心智負荷 (9)、體力負荷 (5.8)、時間負荷 (7.2

)、難易程度(7.5)和挫折程度(3.7)都有降低，而表

現程度提高(15.9)，如圖 2 所示。 

 

圖 2. NASA-TLX 評估結果 

5. 討論 

本研究是以探討受測者在訓練前與訓練後駕

駛績效在駕駛績效與主觀評量的結果進行討論。 

 

5.1 駕駛模擬器的駕駛績效與主觀評量 

在訓練前虛擬路考平均扣分為 89.60，訓練後

平均扣分為 4.8；而訓練前違規次數平均為 26.5

次，訓練後違規次數平均為 0.2 次，皆有明顯的下

降。比照駕訓班考照標準，駕駛成績在訓練前所有

受測者皆不及格，而在訓練後只有 1 位不及格(被

扣 32 分)。 

在訓練前總駕駛時間為 449.2 秒，而訓練後為

222.3 秒，(差異 226.9 秒)，尤其是 S 型(105.8 秒)、

倒車入庫(43.6 秒)、路邊停車(43.4 秒)最為顯著。

經過訓練後，路考測驗所花費的時間減少許多，表

示已經更加熟悉整個測驗流程與駕駛技巧。 

在 10 小時的訓練後，受測者主觀評估個別選

項的平均值都偏低，表示對於此虛擬駕駛訓練系統

評價都還滿意。而且，視覺真實程度、聽覺真實滿

意度、和信心增加程度等三項，是經過訓練後對虛

擬駕駛訓練系統感到更為滿意。 

訓練前後受測者對各項關卡難易程度的評估

結果，都有顯著差異。表示經過訓練後，主觀感覺

駕駛更容易，尤其是 S 型、倒車入庫、路邊停車等

三個測試單元，經過訓練後感覺困難度降低許多。 

由 NASA-TLX 評估結果得知，訓練後在心智

負荷、體力負荷、時間負荷、難易程度和挫折程度

上有明顯降低，而在表現程度上有提高，從此看出

受測者主觀認知判定：在訓練後更加熟悉駕駛操控

的方式，而在訓練後更加滿意自己的表現，因此連

帶著挫折程度也降低許多。 

綜合以上結果，使用此虛擬駕駛訓練系統累

計訓練 10 小時以後，駕駛績效都有顯著進步。因

此，我們相信：透過此系統可幫助駕駛初學者更快

速地熟悉駕駛路考的各項測試，而且掌握駕駛技

巧，以減少違規次數，降低扣分分數，減少路考測

試時間，並且增加駕駛汽車的信心。 

 

5.2 虛擬駕駛訓練系統之優缺點 

由本研究可知，虛擬駕駛訓練系統只需電

腦、軟體以及投影空間，不需要大面積的場地，並

且駕駛者的安全性也增加許多。但是虛擬車輛空間

設計還是與實體車輛有些許差異，例如：後視鏡的

模擬視角較小，以及情景模式較為固定、呆板和易

感到乏味。所以，透過虛擬駕駛訓練系統學會開車

以後，還是需要使用實體車輛練習一下，以確保真

的能適應在實體車輛內駕駛。 

 

5.3 實驗限制 



本研究在虛擬環境的建置上有些限制。由於

實驗在研究室裡進行，未考量運用在汽車車殼的駕

駛環境，也沒有使用三屛同步投影的環繞效果。所

以，我們認為在不同虛擬環境下做訓練，可能結果

會有些許差異。此外，目前也還未追縱這些受過虛

擬駕駛訓練的受測者未來是否真的能輕易地考取

汽車駕照。所以，未來仍須再做追蹤確認。 

 

6.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討虛擬駕駛訓練系統是否適合無駕

駛經驗者使用，經過討論後歸納以下幾點結論： 

(1) 受測者經 10 小時訓練後在「扣分分數」、「違

規次數」、「駕駛時間」等都有明顯進步，表

示此系統對於無駕駛經驗者是有幫助的。 

(2) 根據主觀問卷評估結果得知，受測者經過虛擬

駕駛訓練後會增加信心在駕駛汽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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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d virtual reality (VR) technology in 

developing the Virtual Driving Training System 

(VDTS) that could let people practice driving indoor., 

It is expected that when people learn to drive in the 

VDTS they may be able to shorten the training time 

of the real vehicle, and then to successfully obtain the 

driving license. Ten adults without driving experience 

were recruited to practice driving in this system for 

ten hours.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VDTS, the virtual driving tests were perform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ining, respec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ll participants had 

significantly better driving performances and 

considered all test units becoming easier after 

training. Further, we will try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participant can go to get the driving license in the 

future after training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Keywords: Driving simulation, Virtual reality, 

Ergonomic evaluation, Hand control, Human 

machine syst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