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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的公共運輸是進步社會的象徵，為了讓搭乘公共運輸更方便，我們開發了一個以公共運輸為主

的行程規劃系統，讓用路人可以透過行動裝置或電腦系統規劃旅運行程，行程規劃中整合的運具包含公

車客運、火車、高鐵、捷運及公共自行車等運具之組合，提供各種運具的轉乘地圖與資訊、搭乘運具班

表、旅行時間預測與搭乘費用估算等資訊。用路人亦可以選擇特定的運具，進行行程規劃，並可提供抵

達站點轉乘其他運具之相關資訊。在公共運輸系統較不便捷完整的地區，公共運輸站點之接駁運具或運

輸服務益顯重要，以協助用路人旅運行程之第一及最後一哩路的銜接，預約共乘或即時叫車，就是一種

提升可及性並減少道路上私人運具的方式。有鑒於此，本系統進一步整合計程車行動叫車服務，提供計

程車或共乘計程車之預約或即時叫車之媒合功能，以銜接公共運輸完成用路人完整旅次鏈，或滿足用路

人個人化的運輸服務需要。

摘  要

Abstract

A Trip Planning System for Public Transport 
based Mobility as a Service

A well develop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is the symbol of progressive society. To let people take public 

transport easier, we develop a public transportation based travel planning system which allows people to use 

mobile devices or computer systems to plan their travel trips, the travel plans integrate transportation including 

highway and city bus, train, high-speed rail, MRT and public bicycle, they provide the transportation transfer maps 

and information, transport time tables, transportation travel time forecasting, boarding cost estimates and other 

related information. A user can also choose a specific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make the travel route plans which 

also provide the transport transfer related information of the arrival stations. In the district without convenient 

or complet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providing car or bike sharing or transport services to connect the stations 

with other nearby area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ince they assist the travelers complete their first and the last 

miles of their entire trip routes. Booking a ridesharing or instantly hailing   ride is a way to increase accessibility 

and flexibility, and it reduces the amount of private cars on the road as well. In the light of this, the system further 

integrates taxi hailing and booking services to assist the people taking public transport to complete their trip routes 

of their journey, or to meet their personalized needs of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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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之趨勢，減

少私有運具使用所帶來的空氣汙染、能源損耗

與交通壅塞，已成為世界各國的重要目標。在

交通上，朝向以人為本、善用科技及永續繁榮

的方向發展。其內涵在於：延展及連結各自獨

立運輸系統為以使用者為中心的運輸服務，運

用端、網、雲、台架構，建構物聯網、雲端運

算、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為核心的自我調適系

統，減少私人運具，發展公共運輸與為主、共

乘運輸服務與共享運具為輔的綠色運輸體系，

以達到運輸資源最佳配置與運用的目標。

公共運輸具有大量輸運旅客的特性，可以

有效地減少私人運具、紓解道路壅塞及節能減

排，但公共運輸有其先天的限制，包括時間的

耗費、搭乘地點缺乏彈性、起訖點不可及及轉

乘不便捷等問題造成民眾不願意搭乘，不但造

成公共運輸發展的瓶頸，也使私人運具使用率

居高不下。

使公共運輸運量供給配置切合多數民眾

旅運需要，是發揮公共運輸成本效益的根本辦

法。隨著城市發展與變化，城市人流聚集的區

域與時間也逐年發生變化，城市公共運輸亦須

與時俱進體察民眾旅運需求變化而隨之因應調

整。傳統的運輸需求調查因取樣客觀條件限

制，容易造成精確度不足，藉助新科技有助於

取得更精確的旅運需求資訊，例如：分析搭乘

公共運輸電子票證起訖刷卡或購票起訖與搭乘

時間資料，可以獲得該運具及其路線的運輸需

求資訊，並作為車型、路線、路段及班表調整

的依據。但這種依現實公共運輸狀況的資料蒐

集方式，仍受到既有的路線與班次的限制，無

法客觀的反映民眾實際的旅運起訖需求。目前

行動通訊之移動位置資料(Mobile Location Data)

分析技術已日漸成熟，運用手機信令分析技術

取樣分析區域民眾旅行起訖行為資訊，可以得

知民眾實際OD旅次需要，依此大數據分析資料

為基礎，結合公共運輸票證的民眾旅運起訖資

料分析，再對公共運輸型態、優先路權、運具

型態、路線與班表作最佳化規劃或調整，切合

多數民眾旅運需要，強化相對於私人運具的競

爭力，自然對公共運輸使用率提升有所助益。

公共運輸規劃發展的主軸，應是以公共運

輸連貫主要旅運需求道路與地點，再以其他非

私人運具延伸到個人與少數人想到達的非熱門

地點，以滿足民眾對於機動性、無縫銜接與及

戶的旅運需求。輔助公共運輸以串聯民眾完整

旅運行程的其他非私人運具，包含租賃運具服

務與副大眾運輸服務，可以彌補公共運輸的缺

陷與不足，提升公共運輸的使用率。

公共運輸行動服務（Mobility as a Service；

簡稱MaaS）運用個人行動通訊、資通訊技術

及多模式運輸組合服務提高民眾旅運的方便性

與機動性，期能串連公共運輸與其他非私人運

具，以提供趨近於無縫搭(轉)乘與及戶的個人

化運輸服務。MaaS平台整合公共運輸、副公共

運輸與租賃共享運具的交通靜動態資料，運用

預約機制提早適當配置有限運輸資源的有效運

用，或運用動態資訊即時媒合鄰近區域的運輸

供給與民眾旅運需要，並將交通資訊即時透過

智慧手機傳送給客戶，或透過車機傳送運輸業

駕駛人，有助於民眾在運具轉乘順暢的愉快體

驗，或民眾在時間上的靈活運用。

為了協助提升公共運輸的使用率，我們

開發一個多種公共運輸組合的行程規劃應用系

統，提供用戶可使用Android、Apple智慧手機

App或電腦網頁程式，選擇某一種公共運輸，或

是整合多種公共運輸與非私人運具作旅運行程

規劃，整合運具包含公車客運、火車、高鐵、

捷運、計程車及公共自行車等運具，亦可搭配

計程車線上叫車或共乘計程車預約或叫車搭乘

功能，完成完整旅次鏈，以提供以公共運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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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的「交通服務e網通」網

站[2]整合全國路況、陸海空客運及都市交通資

訊等，但其平台以支援網頁為主，適合在電腦

上使用，在行動裝置使用較不方便，都市交通

資訊可提供介面跳轉至不同公共運輸運具之官

方網頁，但因該系統並非以提供行程規劃整合

資訊為目的，在多種運具行程規劃使用上不夠

直覺及方便(圖2)。

由於手機高度的電腦化和智慧化，已有許

多交通運具資訊服務App平台，例如，捷運App

有台北捷運通、台北捷運go、台北搭捷運、台

灣捷運地圖及雙鐵時刻表，公共自行車App有 

YouBike、Ubike、台灣共乘單車、ubike及台北微

笑單車，公車客運App有 Bus+、台灣公車通、

台灣等公車、下一班公車、台北公車何時來，

火車/高鐵App有 ATrainTime2、台鐵列車動態、

有軌時刻表、雙軌時刻表、轉乘神器等，這些

公共運具App提供資訊互有多寡，但大多僅提供

單一運具之資訊平台，並未整合所有公共運輸

之運具，在多種運具行程規劃功能上較不足。

綜合以上行程規劃相關應用平台發展案

例，目前雖有許多平台提供給使用者各種公共

運輸搭乘資訊及最適行程規劃之功能，但目前

能夠有效整合國內全部公共運輸搭乘資訊的行

動服務平台不多，且未結合多重運具做最適行

程規劃及運輸媒合服務。

主、副公共運輸及共享運具為輔建構單一或多

種運具及步行組合之最適行程規劃。

貳、國內外旅運行程規劃應用程
式案例

行動服務MaaS最初由芬蘭提出，之後瑞

典、奧地利、英國、美國及其他世界各國目前

也積極投入MaaS規劃與建置中。其中，芬蘭

MaaS Global公司在經過6年有計畫性的與工商

業界、城建單位與政府單位溝通芬蘭行動服務

概念後，規劃及建置了世界第一套多模式行動

服務，於2016年6月13日開始公開營運。透過

Whim多模式行動服務App(圖1)，使用者可以訂

購火車、巴士、計程車、腳踏車的車票、甚至

可以和租車公司在線上租用及簽訂租車合約。

除此之外，並且提供以月費為基礎的多模式旅

運服務套裝方案「pay as you go」，便於使用者

依不同目的地或行程需要，可靈活彈性組合使

用的運具及旅運服務[1]。

Google所提供的Google Map App也是不錯

的行程路徑規劃工具，可以預先計畫好行程，

選擇交通運具讓Google Map安排最佳路徑，但

Google Map App缺少較細膩的在地化的資訊，

如預先規劃行程的公共運輸搭乘班表資訊、捷

運到站資訊、車站設施資訊等。同時，亦未提

供副公共運輸資訊與媒合功能。

圖1 MaaS Global公司的行動服務 App Whim

圖2 交通服務e網通網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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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公共運輸行程規劃App提供之在地化資訊介面

國內的公共運輸行動服務發展上，目前北

部有「台北都會區及宜蘭縣交通行動服務平台

建置及經營計畫」，以及南部的「高雄市交通

行動服務平台建置及經營計畫」，正在規劃建

置中，未來也會將多種運具組合行程規劃功能

整合於應用系統中。

參、系統目標

本系統所開發之App及網站以開發公共運輸

行動服務之多種運具組合行程規劃為目標，將

整合多種公共運輸搭乘資訊，如臺鐵、高鐵、

國道公路客運、市區公車、捷運及公共自行車

等之路線、班次、時刻表、票價與到站時間預

估等資訊，並結合多種運具及步行之路徑，建

構最適行程規劃，提供給使用者更詳實的在地

化的資訊，如即時車班資訊查詢(圖3-1)、日

式捷運站路線地圖(圖3-2)、交通轉乘資訊(圖 

3-3)、捷運站之腳踏車運載進出資訊(圖 3-4)、

捷運站內設施資訊、計程車司機個人評價(圖 

3-5)、附近停車場資訊(圖3-6)等。此外，並可針

對搭乘某種公共運輸，提供其他運具之轉乘資

訊及媒合服務，包括公共自行車之站點位置、

即時車輛與停車空位數量，以及計程車線上叫

車、共乘計程車的媒合服務，以便於用路人搭

乘公共運輸之接駁與轉乘。

肆、系統規劃設計與建置

一、系統規劃與設計

系統功能規劃主要劃分為整合公共運輸服務

之動靜態資訊、提供單一或多種運具組合之旅程

規劃以及副公共運輸之搭乘媒合服務(圖4):

(一)  整合公共運輸服務之動靜態資訊

　　使用交通部所提供的公共運輸整合資

訊流通服務平台(PTX)所提供之API，將公

共運輸服務(如客運公車、火車、高鐵、捷

運及公共自行車等)之相關資訊，其中包含

路線、站點位置、班表、票價、預估到站

時間、到離站等動靜態資料加以整合，提

供更多元整合資訊的服務。

(二)  提供多重運具旅程規劃

　　使用Google所提供的Google Maps 

API，建構不同運具包括高鐵、鐵路、捷

運、客運公車等公共運輸，以及人行道路

之路網圖。不同運具及人行道路的路網圖

層透過疊圖方式，組成多運具及步行組合

的完整旅程路徑。以公共運輸為主建構旅

程起訖點之運具直達或轉乘方法，進行多

重運具組合的行程規劃，先找出可以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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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系統硬體與雲端主機資源配置

　　伺服器主機主要分成獨立主機、虛擬

主機及雲端主機，以下針對這幾項做個介

紹:

■  獨立主機(Dedicated Server)

　　獨立主機又稱為實體主機，擁有完整

的主機資源及所有權限，主機內的系統資

源(如CPU、記憶體、硬碟等)都可以自由任

意使用，適合大流量的網站或是需要複雜

運算的網站。但同時其存在的問題為MIS人

員維護的人事成本及系統架構與安全性，

如異地/異機備份、HA(雙機備援機制)、負

載平衡(Load Balancing)、防火牆等技術，

實體主機要達到這些架構之預算非常高。

■  虛擬主機(Virtual Host、Shared Web 

Hosting)

　　虛擬主機又稱為虛擬伺服器或共享主

機，虛擬主機是由實體主機劃分出數十個

或是數百個獨立空間，性能越好的主機可

以劃分越多的空間，而這些空間彼此共享

這台主機的資源，每個空間中都有獨立的

網域、網頁、資料庫、郵件伺服器、虛擬

主機控制平台，這些空間就是虛擬主機。

起訖點之公共運輸運具與路線，若無法找

到直達起訖點之公共運輸路線，再依序尋

找一次轉乘、二次轉乘公共運輸路線組合

與轉乘站點。

(三)  提供副公共運輸之媒合服務

    提供附近計程車之搭乘或轉乘資訊及

媒合，包含用路人所在位置附近計程車之

叫車媒合、預約叫計程車、共乘計程車比

價、登錄與媒合、或特殊需求之計程車供

需媒合等，以滿足用路人公共運具轉乘或

個人化旅運的需要。

   

二、系統建置

本系統之伺服器端採用Amazon Web Service 

(AWS) 雲端平台[3]所提供的大數據或分散式環

境，系統建置於其雲端服務平台，其中包括佈

建伺服器、儲存和各種應用程式服務等，同時

介接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PTX)所提

供之API、Google所提供的Google Maps API及網

站爬蟲技術來整合資訊。系統之用戶端則採用

Android Studio開發設計Android APP、Xcode開

發設計iOS APP及Node.js開發架設網頁，以同時

支援Android、iOS及網頁三大平台(圖5)。

 圖4 單一或多種運具組合旅程規劃之進入介面

圖5 Client與Server端運用之技術與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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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是由多個虛擬主機共同分擔硬體設

備、網路頻寬、線路費用，其成本相較實

體主機較低廉，但同時也因為共享資源的

關係，虛擬主機有一定的流量與資源的限

制，如果同一台主機中的某一個空間過度

占用資源，就會導致其他空間的速度變慢

甚至被迫關閉，所以較不適合常會突然飆

高流量的網站使用。

■  雲端主機

　　雲端主機是透過技術將很多主機串在

一起然後分割出獨立的資源，使用者可以

因應需求隨時購買或是變更資源，如CPU、

記憶體、硬碟、IP等，讓使用者可以靈活

的使用伺服器資源，且費用計算將只會計

算使用者已使用的資源。

　　綜合以上的系統特性考量，為了因應

隨時到來的爆炸性流量，可以靈活的調配

使用伺服器資源，我們選擇採用雲端主

機。而Amazon Web Service (AWS) 雲端平

台的配套完整，其除了提供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 (Amazon EC2)的服務之外，

還有多種服務如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AWS Lambda、AWS Elastic 

Load Balancing、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SES)等各種服務可以自由選擇並加

以整合運用。

　　因此，本系統之伺服器端硬體選用

AWS雲端平台所提供的Amazon EC2，同時

搭配Amazon S3雲端儲存、AWS Lambda、

AWS Elastic Load Balancing、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SES)及其各種應用程

式服務來架設我們的伺服器端，所建立的

架構如圖 6所示，使用方式說明如下:

■  網域名稱解析服務(CloudFlare)

　　主要是基於內容傳遞網路和分散式網

域名稱解析服務等技術，於世界各地分布

超過三十個資料中心，當使用者連接到使

用CloudFlare服務的網站後，會從最接近使

用者的資料中心來接收網站內容，以加快

網站載入速度。CloudFlare提供網站基本安

全防護功能，將真實伺服器IP位址隱藏在

CloudFlare伺服器後，避免伺服器被攻擊、

入侵或對網站造成危害。

■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Amazon 

EC2)

　　EC2可以依據負載用量需求隨時升級

機器或是升級硬碟等配件，非常簡單快速

且靈活的進行擴充。同時管理一個、數百

個，甚至數千個伺服器執行個體。並使用

Auto Scaling維護EC2叢集的可用性，並根

據應用程式需要自動擴展和縮減該應用程

式，將效能提升到最高並儘量降低成本。

圖6 Amazon Web Service (AWS)雲端平台應用程式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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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使用者交換即時訊息，最終使用者無

須向伺服器請求(或輪詢)更新。在長時間執

行的TCP連接中，WebSocket協定會在用戶

端與伺服器之間提供雙向的通訊管道與運

作狀態檢查，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只

會將流量路由到運作狀態良好的目標。

■  Amazon Simple Email Service(SES)

　　SES是一個彈性、可擴展、可靠且經濟

實惠的雲端電子郵件服務平台，其按實際

用量付費，且沒有最低費用，不但可以省

去建立內部電子郵件解決方案的複雜性和

開支，也不需要設定自己的伺服器、維護

網路基礎設施或準備傳送 IP 地址等，輕

鬆的就可以擁有我們自己的E-Mail服務。

因此，這邊我們使用了這項服務來發送註

冊、修改密碼、推廣資訊等等相關郵件。

(二)  系統軟體開發

■  開發工具

　　本系統軟體中伺服器端採用 ASP.NET  

Web  API 架構，其提供JSON/XML 兩種傳

輸格式可以選擇，且透過 URI 或再搭配 

OData 時，可以透過 GET、POST、PUT、

DELETE 進行操作，使用 Visual  Studio整

合開發環境做為我們的開發工具，讓我們

可以輕鬆快速地建置出HTTP 服務下的 API 

應用。 

　　本系統所使用的資料庫為 MongoDB，

M o n g o D B  是 一 種 非 關 聯 式 ( N o n -

R e l a t i o n a l )、不使用標準 SQL  語言

(NoSQL)、文件導向(Document based)的資

料庫系統，而本系統採用 Replica Set 來

進行資料備份提高其可用性與 Sharding 機

制利用分散式的儲存、讀取資料，並使用 

■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S3)

　　我們將所有媒體資料、log、資料庫備

份等儲存在S3，將資料當做物件存放在稱

為「儲存貯體」的資源中。S3會根據檔案

空間的使用量自動調整空間配額，是一個

儲存容量無上限且具有高可用性的服務，

其甚至可以自動化常見的資料生命週期管

理任務，包括容量佈建、自動遷移至較低

成本方案、法律合規政策及最後的排定刪

除。透過儲存類別分析來監控S3儲存貯體

內的物件存取頻率，以便將較不常存取的

儲存轉換為成本較低的儲存類別。

■  AWS Lambda

　　不必佈建或管理伺服器，只需為使用

的運算時間支付費用，一旦未執行程式

碼，就會停止計費。Lambda透過虛擬方式

執行任何類型的應用程式或後端服務，全

部免管理。只需上傳程式碼，Lambda就會

運用其高可用性來處理執行程式碼及擴展

規模所需的各項工作。將程式碼設成可以

從其他AWS服務自動觸發，或從任何Web或

行動應用程式直接呼叫。我們利用此項服

務來取代排程伺服器，執行定期更新大眾

運輸資 訊及資料備份等。

■  AWS Elastic Load Balancing

　　這邊我們使用Elastic Load Balancing

服務中的一個負載平衡選項 - Application 

Load Balancer(ALB)，其在應用程式層

(Layer 7)操作，多個服務內容或在一或多

個Amazon EC2執行個體上執行的容器定義

路由規則，提供了更有彈性的機制。根據

HTTP標頭的主機欄位路由用戶端請求，以

便從相同的負載平衡器路由到多個網域。

並在推播伺服器使用WebSocket讓伺服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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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 API(圖8)，取得捷運、公共自行

車、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台鐵及高鐵之

動靜態資料，其中包含路線、站牌、班

表、票價、路線線型、預估到站時間、營

運通阻、到離站等資訊加以整合使用，以

提供多元整合之服務。

(2) Google Maps API

　　藉由介接Goog l e所提供的Goog l e 

Maps API將資料視覺化，使用其地圖標記

(marker)、地圖標記叢集(marker cluster)等

功能，如圖9用地圖標記叢集功能有效整理

站點資訊。並以地圖為基礎整合上述之捷

運、公共自行車、市區公車及公路客運、

台鐵及高鐵等大眾運輸資訊，並進行多重

運具旅程規劃，並提供到站時間、旅行時

間預測與費用估算等相關資訊。

Index 與Aggregation(含 MapReduce)等技巧

來提高查詢的效能。透過前項系統硬體描

述中所建立的 Microsoft 的 IIS API伺服器

來操作 MongoDB資料庫。 

　　系統之用戶端主要分為 Android、iOS 

及網頁三部分，Android 端採用專門用於

開發 Android App 的整合開發環境 Android 

Studio 作為開發工具，同時搭配 Java 程式

語言進行開發設計；iOS 端則採用官方的 

Xcode整合開發環境搭配 Objective-C 程式

語言來進行開發設計；網頁端則利用 Node.

js 架設網站後台，同時使用 jQuery 來產生

網頁動態效果，搭配Bootstrap 更有效率的

進行 RWD 設計，讓本系統之網頁可同時支

援桌機、平板及手機等行動裝置，就算使

用者在行動裝置上使用也不會覺得不便，

如圖7。

■  API介接

　　在本系統中API介接主要分為交通部

的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PTX)所

提供之API及Google所提供的Google Maps 

API，分別詳述如下:

(1) 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PTX)

　 　 藉 由 介 接 交 通 部 提 供 的 公 共 運 輸

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PTX)中的MOTC 

 圖7 網頁版RWD瀏覽效果

     圖8 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PTX) API

        圖9 Google Maps API地圖標記叢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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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搜尋

　　點擊下方功能列中的路線搜尋(圖

11-1)，在路線搜尋功能欄中(圖11-2)選擇

台北/桃園捷運或高雄捷運並輸入起終點(圖

■  爬蟲技術

　　爬蟲技術由於部分本應用系統所需的

資訊無法由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

平台(PTX)取得，而這些資訊分散在不同

的網站中，例如：停車場資訊、台北捷運

置物櫃資訊及高雄捷運置物櫃資訊等。因

此，本系統利用網路爬蟲技術，透過程式

模擬使用者使用瀏覽器瀏覽網頁，並透過

HTTP送出請求(Request)到遠端的伺服器

(Server)，伺服器接收到請求後，依據請求

處理後回應(Response)，並回傳網頁的原始

碼回來，藉此從網頁原始碼中將資訊內容

解析提取出來，並將此資訊加以整合至系

統中使用。

伍、系統開發成果

公 共 運 輸 行 動 服 務 行 程 規 劃 

APP包含四大類公共運具，分別是客

運公車、高鐵火車、捷運及公共自

行車，用路人可單獨選用各類公共

運具做行程規劃，或是以上述四類

公共運具之組合構成完整的行程規

劃。以下以捷運為例，說明其功能

與使用方式。

■  捷運功能首頁

　　顯示所有捷運站點，如為

台北、桃園捷運(圖10-1)及高雄

捷運(圖10-2)，下方功能列依序

顯示目前位置至各站捷運站點

之距離、步行時間…等資訊及

路線搜尋、站點搜尋、地點搜

尋三大功能。

圖10 捷運功能首頁

 圖11 捷運路線搜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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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顯示包含”台北”關鍵字的所有站點(圖

14-2)，點擊車站將會顯示此站點之功能表

單(圖14-3)。

■  地點搜尋

　　點擊下方功能列中的地點搜尋(圖

15-1)，即可輸入欲搜尋之地點關鍵字(圖

15-2)，如輸入”台北101”，會跳出相對

應的搜尋表單點選表單第一欄，可將畫面

自動移動至點選位置，並在下方功能列左

方文字欄(圖15-3)顯示最近站點相關資訊

(距離、步行時間)。

■  即時車班資訊

　　點擊地圖任意站點(圖16-1)，會跳出相

關功能表單(圖16-2)，依序為及時車班資

訊、設為起始站點、設為到達站點、導航

11-3、圖11-4)，即可取得相關路徑規劃資

訊，包括路線預計時間、票價、站點轉乘

資訊(圖11-5)、首、末三班(圖11-6)。

　　點選路線搜尋中的最愛路線(圖12-1)，

會出現所儲存之最愛路線列表(圖12-2)，

點選即可直接將其帶入至搜尋欄中(圖 

12-3)。

           

　 　 點 選 路 線 搜 尋 中 的 歷 史 紀 錄 ( 圖 

13-1)，會出現之前所儲存之路線搜尋歷史

紀錄(圖13-2)，點選即可直接將其帶入至搜

尋欄中(圖13-3)。

■  站點搜尋

　　點擊下方功能列中的站點搜尋(圖

14-1)，即可對全台所有捷運站點進行模糊

搜尋，如搜尋”台北”，搜尋欄下方表單

圖15 捷運地點搜尋功能

圖12 捷運最愛路線搜尋功能

圖13 捷運歷史紀錄路線搜尋功能

圖14 捷運站點搜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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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叫車可顯示附近計程車(圖18-2)，並可撥

打免費語音電話叫車；點選計程車比價、

共乘、客製，即可依自己的需求叫車(圖

18-3)；點選附近停車場查看附近的停車場

資訊(圖18-4)，並可切換列表模式顯示附近

停車場列表(圖18-5)；點選公共自行車即可

查看附近公共自行車之資訊(圖18-6)。

陸、結語

公共運輸行動服務以使用者為中心，是

一種將資通訊、智慧運算與運輸系統虛實整合

的運作機制及以數據驅動為主的商業架構。

MaaS專注於交通服務的提供而不是車輛的擁

有，改變「持有」為「共享」的理念，將逐漸

成為主流。MaaS以公共運輸為主但又要滿足

個人化需要，這需要搭配輔助公共運輸的小

眾運輸服務或共享運具來達成，包括叫車、

併車共乘(Ridesharing)、運具租賃、小眾轉運

（Microtransit）等都可以搭配輔助公共運輸完

到捷運站，點選時車班資訊即可查看車班

到站時間(圖16-3)。

■  車站資訊

　　點選車站資訊(圖17-1)後，即可查看捷

運站點之出入口相關資訊(如有無電梯、手

扶梯、樓梯、廁所、詢問處、置物櫃)(圖

17-2)、置物櫃相關資訊(如位置、大小、收

費、所有數量、剩餘數量) (圖17-3)、攜帶

自行車進出捷運相關資訊(如票價、可進出

時間)、站內地圖、周圍景點相關資訊。

          

■  交通轉乘

　　點選交通轉乘即可查看捷運站點之計

程車、停車場、公共自行車、捷運、公車

相關轉乘資訊(圖18-1)。點選附近計程車免

圖16 捷運即時車班資訊功能

     圖17 捷運車站資訊功能 

    圖18 捷運交通轉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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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用路人所需的完整旅程。本系統中，提供以

公共運輸及公共自行車為主的運具組合行程規

劃，並整合計程車線上叫車與計程車共乘預約

與媒合服務，期能使用路人搭乘公共運輸更方

便，並貼近其個人化與可及性的彈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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