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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各級公路的建設與養護經費，長期仰

賴「燃油稅」（Motor Fuel Taxes）挹

注聯邦和各州之「公路信託基金」（Highway 

Trust Funds）以為支應。2007年以前，燃油

稅收總體約略維持增加趨勢，公路建設和維

護經費也能水漲船高。但是2008年起，公路

信託基金的財源已經開始採用一般預算以補

足燃油稅收不足之處。至2013年時，聯邦政

府投注於聯邦公路建設的財源之中，使用者

繳付的燃油稅僅占44.2%，一般預算支應已達

51.2%；而州政府更是仰賴其他財源（如通行

費、重車之車重距離費、舉債等），燃油稅

僅占州政府道路建設維護總財源之27.8%。

這種以一般預算挹注公路建設維護財

源的作法，至少將會繼續至2020年。因為於

2015年12月4日啟動的〈修復美國地面運輸

法案〉也經國會授權同意，以700億美元一般

預算挹注公路信託基金，支用於聯邦公路與

公共運輸計畫。甚至，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期

2020年以後，公路信託基金的收支仍將面臨

不敷需求的短絀窘境。

燃油稅收金額難以增加

無論是聯邦或州政府，都能感受到燃油

稅收金額難以增加、限制道路建設投入的壓

力。若不能尋求結構性改革的替代財源，美

國的公路建設財源將越來越仰賴一般預算，

以支應公路信託基金不足之處。或者，在缺

美國燃油稅稅收總額逐年降低，造成公路建設維護財源之收入減退，因此聯邦與各

州開始尋找新的財源。「道路使用費」作為替代選項已廣受各州研究，目前奧勒岡州更

已推出「OReGO」正式費收系統。本文將闡述美國道路使用費之起源、OReGO運作機制

與後續展望，期能以此作為我國公路建設養護財源制度改革的參考。

關鍵詞：道路使用費、以車行里程為基礎的使用者付費、燃油稅、公路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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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一般預算支持的情況下，被迫「量入為

出」而減少投資於道路建設和維護管理的經

費。若無一般預算挹注，預期2021年聯邦將

需減少資助公路建設經費達40%，才能維持

聯邦之公路信託基金的收支平衡。

導致燃油稅收無法增加的一個重要且

直接的因素則是燃料使用量的減少趨勢。伴

隨政府法規要求之車輛燃油標準提升，以及

近期電動車輛大量上路，導致輕型車輛的燃

油消耗量顯著減少。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

2012至2022年間減少幅度約為13%，2040年

以前減少幅度將達21%。換言之，現行仰賴

燃油稅收做為公路建設養護財源的作法，後

續顯然將要難以為繼。

車行里程為基礎的「道路使用費」

為具潛力的替代財源

為了回應公路信託基金不足、燃油稅將

會減少的財政困境，美國聯邦和州政府均積

極尋找公路信託基金之替代財源。根據2017

年3月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美國州公路及運

輸協會首席營運官Jim Tymon說明資料顯示，

技術可行的替代性財源選項為數不少；其中

「車行里程基礎的使用者付費」能夠使公路

信託基金具有長期償付能力，也受到FAST法

案的預算支持，夏威夷州、奧勒岡州和華盛

頓州等地區取得較大規模補助資金，測試可

行方案或改善現有作法。顯示以車行里程為

基礎的「道路使用費」（Road Usage Charge, 

RUC）作為燃油稅的替代財源，已經具有相

當程度的共識基礎，並且正在尋求技術精進

和普及應用的可行作法。

以道路使用量計算的道路使用費，類

似於現行對於大型貨車所徵收之「車重─距

離稅」（weight-distance tax，於奧勒岡、肯

塔基、新墨西哥等州實施）。預計可以採用

「車行里程」與「車輛總重」、甚至「車軸

數」等參數，考量其所連結之道路使用量與

對道路的破壞程度，計徵道路使用費。這種

作法符合「使用（道路）者」付費原則，可

以讓電動車輛、混合動力車輛等不使用燃料

或使用較少燃料的車輛，公平繳付道路使用

費；且費收總額也不會受到燃油效率提升或

是新能源車輛普及應用的影響。

首套道路使用費之正式稅收系統：

奧勒岡州OReGO

全美第一個道路使用費系統於 2 0 1 5

年7月在奧勒岡州正式實施，道路使用費

「OReGO」與燃油稅二者併行，均為正式

稅收制度。相對於每加侖34美分的燃油稅，

OReGO則是對於車輛行駛的所有道路里程，

都需繳付均一價之每英里1.7美分的道路使用

費。目前OReGO採自願加入，參與車主可由

3個系統服務供應商之中選擇一個，申請登記

並於車載診斷系統（On-Board Diagnostic）

接頭上安裝「里程自動記錄器」（Mileage 

Reporting Device, MRD），即可享受服務商提

供的服務，並依車行里程繳付道路使用費用。

車輛的車行里程資料由MRD直接上傳

至雲端，服務供應商據以計費，並提供略有

差異的服務（參表1）。車主如採用無GPS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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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之MRD，則不論州內外、各道路等級上的

車行里程皆需計費；若選用具有GPS功能的

MRD，可以扣除州外里程（不計算OReGO道

路使用費），且可享有較多的附加服務。例

如：設定安全區域，車輛行駛超出範圍時，

系統會送出警示資訊，便利家長管理青少年

美國奧勒岡州OReGO系統服務供應商、

消費者與政府之關係，可如圖1所示。在

OReGO系統中，消費者（車主）在車上安裝

MRD裝置後，自動提供里程資料給資料收集

單位，之後僅需依據帳單定期繳費即可。系

統服務供應商除執行與消費者之間的交易處

理各項業務，也須要向交通主管機關提交執

行報告（費收、參與車輛、事件等）、接受

學習駕駛活動。或是提供車輛找尋定位服

務，這對經常在大型停車場中尋找車輛的美

國駕駛人格外受用。服務供應商也規劃未來

將推展更多的周邊服務，以建立獨特的市場

價值、鞏固客戶關係，並且能夠運用所取得

的車行里程資料，發揮附加價值。

交通主管機關的監督，並需負責資料收集與

設備認證等。另外，交通主管機關的角色與

職責，則如圖2。交通主管機關須要承擔合約

採購管理、資安、評估、認證等工作，也須

要建立消費者（車主）資料，建立系統服務

供應商、資料收集單位、里程記錄器供應商

等之認證管理監督體制。

表1寳美國奧勒岡州OReGO系統服務供應商

服務供應商

（帳戶管理者，註1）
付費方式

里程紀錄MRD
技術

附加價值服務

Azuga（註2） 信用卡或金融卡

事前付帳

有GPS
（可扣除州外

里程）或無GPS

•  共通服務：「駕駛成就」紀錄、引擎健康程度、電瓶
檢測、地點尋找與導航（搭配Azuga手機APP）

•  含GPS附加服務：可視化里程紀錄、安全區域設定、
車輛找尋定位

•未來可能服務：
（1）學習駕駛授證、消費支出報告、碳足跡回報
（2）車輛維修排程、防範竊盜

emovis（與DRIVE- 
SYNC公司合作，註
3）

信用卡或金融卡

事後付帳

（季繳）

有GPS
（可扣除州外

里程）

•  現況服務：道路救援、提供維修廠資訊、車輛找尋定
位、旅程紀錄、「最佳駕駛」紀錄、事故服務

•  未來可能服務：商務與里程紀錄管理、駕駛者ID登錄
辨識、旅程趨勢、駕駛教練

ODOT
（與emovis合作）

信用卡或金融卡

事後付帳

（季繳）

無GPS 無

註1： OReGO開放私部門服務供應商參與成為帳戶管理者（Account Manager），服務供應商可採取各種可能的科技。實際參與廠商

均採用「自動里程記錄器」技術。且服務供應商自由進出市場。例如Verizon Telematics於2016年10月退出市場；emovis於2016
年12月加入市場。

註2：Azuga同時也是加州、科羅拉多州測試的服務供應商；英國測試規劃中。
註3：emovis同時也是加州測試的服務供應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取材自OReGO網站http://www.myorego.org/about/vendor-options/, last visited in 20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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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道路使用費之後續展望

奧勒岡州OReGO目前的實際使用者雖

為數不多，但是已經建立一套完整的體系，

讓民眾能夠自行選擇里程計報技術與所喜好

的服務，並且確立交通主管機關、服務供應

商、資料收集單位、里程記錄器供應商等的

各自角色。所採用的里程計報技術MRD也

圖1寳美國奧勒岡州OReGO系統服務供應商、消費者與政府之關係

資料來源： 作者中譯繪圖，取材自Whitty, James M. and F. Capps. （2014）. Road Usage Pilot Program 2013 & Per-Mile Charge 

Policy in Oregon. Oreg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ppendix A. http://www.myorego.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

RUCPP-Final-Report.pdf., last visited in 201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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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寳美國奧勒岡州OReGO系統交通主管機關之角色

資料來源： 作者中譯繪圖，取材自Whitty, James M. and F. Capps (2014), Road Usage Pilot Program 2013 & Per-Mile Charge Policy in 

Oregon. Oreg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ppendix A. http://www.myorego.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RUCPP-

Final-Report.pdf., last visited in 201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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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證明可以適用於1996~2017年間出廠、超

過300種車型年式（model year）的車輛，

其中包含電動車、混合動力車、插電式電動

車等。在此基礎上，2017年奧勒岡州通過法

案，明確要求2026年以後的車型，若為車輛

總重少於1萬磅、燃油經濟性高於20英里/加侖

者，均應採用OReGO系統支付道路使用費。

藉由提出普及應用至全州的具體時程要求，

給予系統服務供應商長期穩健的市場成長藍

圖。此外，目前包括加州、華盛頓州、夏威

夷州等都參考奧勒岡州的經驗，在該州推動

道路使用費制度的研究與測試計畫。預期在

FAST法案（2020年以前）期間，將陸續發展

出更多的道路使用費實際運行案例。同時，

跨州際聯盟也應運而生。其中最具影響力的

是由美國西部各州之交通部門，包括奧勒岡

州、華盛頓州、加州等在內，在2013年成立

之RUC West聯盟。RUC West協助聯盟成員各

州發展道路使用費、促成各州RUC系統之互

通性，此外，也尋求建立州際道路使用費制

度的可能。以RUC做為美國公路信託基金之

替代財源的趨勢隱然若揭。

對我國「汽車燃料使用費」制度改

革之啟示

綜而言之，為有效支應未來美國各級

道路建設與養護經費，美國開始試行以車行

里程為計費基礎的道路使用費，以替代燃油

稅。而道路使用費讓車主依據用路多寡和道

路破壞程度繳費，符合「使用（道路）者」

付費原則以分擔道路建設養護經費，費額又

不受車輛動能技術影響，故成為美國公路建

設維護財源的新手段，以擺脫燃油稅收金額

難以增加的困境。以奧勒岡州OReGO為例，

車主可由3家民間服務供應商之中，選擇里程

計報技術（MRD是否提供GPS）、與對應可

享受的增值服務，使得公路使用費新制除了

替代燃油稅之餘，也具有促進車行里程資料

應用、提供有價值的新創服務等附加效果。

OReGO新制之「政府」與「民間服務供應

商」合作模式下，交通主管機關的角色重點

在於公眾推廣教育、認證資料收集和里程記

錄器、監督管理系統服務供應商等。

以上美國公路建設維護財源制度興革的考

量與嘗試，值得我國討論公路費收制度變革之

參考。我國公路建設養護專用財源之「汽車燃

料使用費」，採用隨車徵收方式、依據汽缸總排

氣量計費，費收金額不能反應用路多寡和破壞

道路程度，因而飽受議論。隨著電動車輛（特

別是電動機車）數量日增，現行之免徵優惠應

否持續，也是一項課題。同時，交通部監理機

關和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的催徵成本，成為政府

部門的例行負擔。故時有研訂新制，以公平收

費、充裕公路建設養護專用財源的呼籲。期許未

來規劃汽車燃料使用費之替代新制時，能夠謹

守「使用（道路）者」付費原則，並考量新技

術導入的潛在附加效益、多加運用民間能耐、

轉化政府角色職能。以讓政府費收制度汽車燃

料使用費轉型的同時，也能發揮投資未來、導

入新技術、衍生新服務的附加政策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