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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臺中市自103年起即於市區主要路段臺灣大道、中清路及五權西路完成eTag偵測器佈設，透過偵測汽

車eTag，進行路段旅行時間與交通流量估算，105年透過Tag Motor「交通特派員」徵求活動推廣機車加

裝Tag，蒐集機車車流資訊，有別於其他縣市僅單一車種偵測，臺中市將機車數據分析進一步應用，率先

全國將機車車流納入大數據管理的都市，是智慧運輸系統發展重要里程碑。

　　本研究蒐集汽、機車於通過各測站之偵測器時，將辨識得之Tag EPC(Electronic Product Code)編碼資

料，傳輸至交控系統進行比對，以即時運算出路段旅行時間，並透過大數據分析全日車流分布狀態，進

行壅塞時段分析，提供交通管理單位進行號誌時制改善與績效評估，並且藉由旅行時間歷史資料庫儲存

系統，進行各路段一般車流型態分析，壅塞門檻值評估，進一步建立道路交通事件警示之機制，以輔助

交控中心人員提升道路事件監控與管理效能。

摘  要

Abstract

The study of Big Data Application via Motors 
Tag-The Case of Taichung City

Since 2014,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has installed eTag detectors in Taiwan Avenue, Zhongqing Road and 

Wuquan West Road. By detecting the car eTag, we can estimate travel time and traffic flow. In 2016, in order to 

collect motor flow data, we invited motor riders to be the “Traffic commissioner”, to post a Tag on their motorcycle.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ies that only detecting cars, Taichung is the first one to import motor traffic flow into Big 

Data analysis system. It’s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In order to estimate travel time, we transmit the tag EPC ID of each Tag from detectors to the control center, 

and use Big Data analytics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arterial travel time immediately. The data is then stored 

for processing, analyzing, and archiving. This data is invaluable for analyzing daily traffic flow, congestion time 

intervals, as well as improving signal timing desig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e established the arterial 

historical travel time database to analyze traffic flow type of each arterial, and estimate congestion threshold, and 

further to build an arterial traffic event alert function to assist traffic control center to monitor road events and to 

promote management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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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為了瞭解機車車流行駛特性以及機車旅行

時間與汽車之差異，本部於臺中市執行「105年

度市智慧交通發展規劃暨交通管理中心維運計

畫」，透過交通特派員活動辦理，於中清路、

台灣大道及五權西路路段加裝Tag偵測器進行三

個重要路段的汽、機車車流資料蒐集與旅行時

間分析。並經由機車Tag推廣活動，協助蒐集測

試範圍內機車車流行駛動線之型態。

一、機車Tag活動推廣

本研究利用記者會、新聞稿發布及抽獎活

動等吸引市民踴躍參與機車貼Tag，活動期間完

成1,158機車特派員募集，蒐集到35,919筆機車

資料進行後續分析工作。

本研究以獎項及競賽為誘因，鼓勵民眾

踴躍參與機車貼eTag，並積極行駛於有布設偵

測器路段，以蒐集足夠之旅行時間樣本數，為

了讓民眾瞭解本活動之目的及提供民眾報名管

道，分別進行了活動記者會、活動網頁、臉書

粉絲專頁及巡迴現場張貼服務等宣傳推廣活

動，各活動辦理情形分述如下。

(一) 活動記者會

 由於活動之宣傳需要有足夠話題性及

爭取媒體版面，以吸引民眾辦理申請並利

於後續活動之推動及持續性，故舉辦活動

開跑記者會，並邀請市政府交通局副局長

馮輝昇及市政顧問李克聰教授擔任啟動儀

式貴賓，以「機車張貼Tag，交通Smart」

為口號，揭開「Tag Motor」活動序幕，記

者會畫面如圖1所示。

 記者會上馮副局長除了介紹本活動之

目的外，並闡述了市府團隊及王義川局長

對於大的交通順暢規劃不遺餘力，亦希望

透過全國首創的機車Tag分析，藉由大數

據分析軟體即時演算，掌握計畫路段的旅

行時間與路段的壅塞狀況，進一步還可協

助交通管理人員執行相關交通策略與管理

措施。本活動亦獲各大媒體採訪報導，記

圖1 機車Tag活動開跑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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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網頁

 本計畫亦針對本活動設計專屬網頁

「https://motoretag.taichung.gov.tw/」，網

頁包含最新消息公告，於活動期間持續公

告最新資訊，任務說明則詳述本活動緣起

及目的，並說明本活動參加抽獎資格及活

動範圍等，網頁並以圖示方式提供機車tag

張貼說明，以輔助網路申請之民眾自行張

貼參考，此外亦提供網路報名頁面及個人

累積里程查詢等個人化服務功能，活動網

頁至1個月內即累積達3萬餘名瀏覽人次，

總計利用網路報名參加交通特派員活動之

民眾約300人，占總參加人數(約1200人)之

25%，網頁呈現畫面如圖3。

者會現場亦開放民眾進行申辦張貼，自活

動起跑1個月內即募集超過1千名交通特派

員，媒體報導畫面如圖2所示。

圖3 交通特派員活動網頁

圖2 機車Tag活動媒體報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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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臉書粉絲專頁

 網路社群為時下民眾日常生活最常接

觸的溝通平台，舉凡分享近況、交友、互

動、消費及討論等活動皆可即時進行，因

此本活動亦建立臉書粉絲團「市交通特派

員」，利用粉絲團於活動開跑前即進行宣

傳活動，當有最新活動訊息亦會立即發布

於粉絲專頁，此外活動小組亦利用粉絲專

頁隨時對於民眾之諮詢提問進行答覆，並

且不定期公告目前參加者累積里程，臉書

粉絲專頁畫面如圖4所示。

二、巡迴現場張貼服務

本活動除平日於臺中市交通局一樓提供民

眾現場申請張貼服務外，考量民眾假日比較有

時間辦理現場張貼，因此本計畫亦進行了巡迴

張貼服務，巡迴地點包含了：新光三越旁(惠新

停車場)、文心森林公園(惠文機車停車場)、秋

紅谷(機車停車場)、逢甲大學(潮洋機車停車場)

及東海大學(東海商圈入口處)等地提供現場申

請，現場服務攤位畫面如圖5所示。

圖5 巡迴現場張貼服務

圖4 交通特派員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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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行時間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自105年11月1日起透過機車Tag推

廣活動於中清路、台灣大道及五權西路蒐集參

與活動之機車資料，之後分別從資料庫選取105

年11月份機車樣本數較多、且資料有覆蓋尖峰

時間之路段進行機車旅行時間分析，並與同路

段之汽車旅行時間進行分析比較。

本研究首先利用盒鬚圖(Box-Plot)之繪製

了解汽車與機車之旅行時間分布範圍，各路段

汽、機車盒鬚圖中最左與最右分別為資料之最

小值與最大值，灰色長方形內包含該車種50%

的資料點，長方形由左至右之分隔線依序為第

一四分位數、中位數及第三四分位數，菱形點

代表平均值。透過圖7～圖9輔以道路不同之交

通狀態進行下列盒鬚圖之分析說明。各盒鬚圖

中灰色長方形區域所對應之時間段，道路在一

般車流狀態下，車輛行經該路段所需之旅行時

間範圍，而不論大於或小於此灰色長方形區域

之旅行時間資料點，皆代表特殊車流狀態下行

經該路段所需之旅行時間。針對路段之特殊車

流狀態，因此，推估小於灰色長方形區域之資

料點所對應為自由車流狀態；大於灰色長方形

貳、 汽、機車旅行時間資料蒐集與
分析

一、機車車流特性資料蒐集與分析

為有效蒐集汽、機車旅行時間樣本，本研

究於中清路、台灣大道及五權西路路段加裝Tag

偵測器共47組進行三個重要路段的汽、機車車

流資料蒐集與旅行時間分析。並經由機車Tag推

廣活動發送1100多張機車Tag，協助蒐集測試範

圍內機車車流行駛動線之型態。

經由交控系統接收Tag偵測器資料並整理

後，可進行汽、機車流量、速率資料分析，並

可透過EPC碼比對偵測範圍內車流起迄點之分

布，找出主要節點並針對該點周圍路口進行交

通改善策略研擬，同時可藉由路段旅行時間、

流量分析，找出路網中影響績效之關鍵路徑，

針對這些路徑進行號誌時制改善策略研擬，實

施分流、疏流、截流策略。另外，也可統計每

天通過路網的汽、機車EPC碼，觀察是否有相同

機車每天在相同時段出現，藉以了解車流組成

以及輔助制定相關交控策略。綜合上述，汽、

機車資料蒐集與應用分析方向如圖6所示。

圖6 車流Tag偵測資料蒐集分析與應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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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之資料點所對應為壅塞車流。

由圖7～圖9中可看出，在自由車流狀態

下，機車最短旅行時間略高於汽車最短旅行時

間；在一般車流狀態下，車輛行駛時會受鄰近

車輛干擾，此時機車旅行時間略低於汽車旅行

時間，推估汽車受到鄰近車輛影響之程度較機

車為大；在壅塞車流狀態下，除了中清路汽、

機車之最長旅行時間相近外，其他路段汽、機

車最長旅行時間皆有明顯差異。

三、旅行時間分布分析

將上述路段所蒐集之旅行時間依日期分別

繪製全天資料點散布圖，挑選中清路上之文心

路-中康街路段、五權西路上之忠明南路-文心

路路段以及台灣大道上之朝富路-文心路慢車

道路段進行旅行時間資料點散布圖繪製，以視

覺化呈現汽、機車於尖、離峰時段之旅行時間

分布。

圖9 台灣大道(朝富路-文心路_慢車道)盒鬚圖

圖8 五權西路(忠明南路-文心路)盒鬚圖

圖7 中清路(文心路-中康街)盒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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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紅燈停等影響，故旅行時間較短之資料

點趨勢線會形成一空白區間段，此現象可初步

評估道路號誌之續進情況，如旅行時間較長之

資料點密度明顯高於旅行時間較短之資料點密

度，表示該行經該路段易受到紅燈停等，路段

中綠燈帶寬不足以滿足車流通過；旅行時間較

長之資料點密度明顯低於旅行時間較短之資料

點密度，表示路段中路口續進效果良好，大多

數車輛皆能於綠燈帶寬中通過；旅行時間較長

之資料點密度與旅行時間較短之資料點密度無

法輕易判定其差異時，本研究初步推估有兩種

情形，其一，表示在綠燈帶寬內、綠燈帶寬外

圖10～圖13為本研究由所有路段中挑選

汽、機車樣本數較為完整、易於比較之日期資

料疊加所繪製的資料散布圖，圖中縱軸為旅行

時間，其單位為分鐘；橫軸為每日0點0分至

隔天0點0分前，切分每小時為間隔。綜觀所有

資料散布圖，可看出汽車旅行時間資料點大致

可形成兩組主要趨勢線，一組資料旅行時間較

高而另一組資料較低，本研究分析此結果之成

因係為號誌控制所造成，旅行時間較高之資料

點代表路段中有受到紅燈停等之車輛；旅行時

間較短之資料點代表路段中未受紅燈停等影響

之車輛。而在尖峰之壅塞時段，大多數車輛皆

圖11 台灣大道(朝富路-文心路_慢車道)東向平日汽機車旅行時間散布圖

圖10 中清路(文心路-中康街)東向平日汽機車旅行時間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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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相當數量之車輛進入該路段；其二，車流

中左轉車輛數較為龐大，因此造成一部份車輛

直接通過路段，一部分車輛停等於路段中等待

左轉。

此外，由圖中可看出機車旅行時間資料點

多分布於汽車兩組旅行時間趨勢線之間。在離

峰時段，機車旅行時間則分布於汽車旅行時間

較短的群組，或分布於兩個群組的旅行時間趨

勢線之間；在壅塞時段機車旅行時間則明顯短

於汽車旅行時間。

圖10在尖峰時段汽、機車資料點變化過

程相對明顯，圖中可清楚看到汽、機車旅行時

間於壅塞時段之升降過程，在剛進入壅塞時，

汽、機車旅行時間皆有增加且差異不大，然而

車流開始疏解時機車旅行時間立刻下降，但汽

車旅行時間仍持續增加一段時間後才開始下

降。圖13為因施工封閉車道僅剩一車道可通行

之汽機車旅行時間散布圖，由圖中可看出汽車

圖13 五權西路(忠明南路-文心路)西向特殊路況汽機車旅行時間散布圖

圖12 五權西路(忠明南路-文心路)西向平日汽機車旅行時間散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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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運算邏輯流程圖

本研究進行旅行時間資訊系統建置，包括

新增汽、機車Tag偵測分析運算模組、歷史資料

庫擴充，建構事件預判及預警運算模組，藉由

既有建置之路段績效運算模組結合相關資料判

斷即時車流狀況是否符合預期(與歷史同時段狀

況相符)，若狀況正常即依目前系統流程發布一

般路段績效；若異常則進一步即時分析混合車

流(汽機車)資料差異性，同時依過去歷史資料庫

資料，判斷目前車流偵測運算資料是否異於一

般車流型態，若結果顯示異常即發布非重現性

事件警示訊息供交通控制中心人員進行確認。

如圖14右邊組件說明，系統可發布一般路

段績效及非重現性事件預警訊息，其中後者訊

息包括表1所列狀態種類：

旅行時間上升幅度遠高於機車，而機車旅行時

間略升後即持平至狀況解除，顯示兩種車流對

事件發生及解除展現不同的特性。

參、利用旅行時間資料建立交通
事件預測及警示系統

一、事件預測及警示機制建立

本研究將前述汽、機車車流偵測資料分

析結果應用於交控系統中之事件預測及警示功

能，藉由長期旅行時間歷史資料蒐集與分析，

建立各路段全日旅行時間分布標準型態，藉由

即時資料與歷史資料的比對，進行突發事件檢

測，期望透過事件預測及警示機制建立，能輔

助交控中心人員即時針對道路突發事件進行監

控，立即執行相關事件處理作業與資訊發布。

圖14 事件警示系統運算邏輯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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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運算流程及邏輯結合前述判斷邏輯擬

定各路徑各時段之旅行時間示警門檻值，若即

時旅行時間實際值超過該時段之示警門檻值，

則系統判定為示警狀況(alert)，若連續兩個時階

的即時旅行時間都超過示警門檻值，則系統判

斷為此路段目前有事件(event)，若在旅行時間

小於此門檻值，則為正常車流狀況(normal)，若

一設備斷線無法回傳資料，則定義為資料不足

以判斷(No enough info)；系統畫面呈現如圖15

所示，除前述之即時旅行時間(綠線)、歷史事

件時段示警門檻(紅線)外，同時將同日期屬性

下(例如今天為周五，就呈現歷史周五的統計資

料)之時段平均旅行時間(藍線)及尖峰旅行時間

(橘線)呈現於同一圖形中供使用者判對即時交通

狀況。

三、交通事件警示系統運作與功能驗證

事件警示功能上線運作時，由交控中心人

員進行測試，以確認各路段的示警門檻值可以合

宜的訂定，並且融合其他訊息來源，記錄事件

發生時間、原因、處理程序與解除時間，可進

一步協助交控系統進行事件資料庫建置作業。

目前交控中心道路事件訊息來源主要是警

廣臺中台、臺中市交通大隊以及各警察分局，

中心人員監聽警廣路況，若有特殊事件，會調

閱鄰近路口監視器(CCTV)畫面、立即回報至交

控訊息通報群組，通知相關單位前往現場處

理，並下載即時訊息至鄰近資訊顯示看板(CMS)

顯示。

以五權西路-忠明南路口實際發生之事故為

例，該事故影響中、外側車道，僅剩內側車道

可通行，嚴重影響路段車流通行，交通資訊管

理中心收到警廣播報路況後回報至交控訊息通

報群組，並記錄事件訊息與時間，事後調閱五

權西路(文心-忠明南路)路段相關歷史資料進行事

件分析，旅行時間警示系統顯示(圖16)，即時旅

行時間(綠線)在16:00開始越過歷史時段平均，

表1 系統回報之事件狀態種類

Event_condition 事件訊息 說明

Normal 正常 交通狀況正常

Alert 示警
可能有事件，值勤人員
需注意

Event 事件
非常可能有事件，值情
人員需通報

No enough info
資料不足
以判斷

偵測設備斷線導致無法
判別即時交通狀況

圖15 事件警示系統即時路段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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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透過本研究利用汽車eTag及機車Motor tag

通過偵測站之大數據資訊分析汽、機車混合車

流型態，可發現同路段汽、機車旅行時間在壅

塞、車多、及順暢的路況中，呈現具車流差異

性，透過資料散布圖，汽、機車旅行時間出現

下降之時間差，可推估出路段車流疏解之起始

約在16:10及越過警示門檻(紅線)，在16:15發出

警示告警(alert)，與警廣路況告警的時間相近。

事後調閱當日旅行時間分布圖進行檢視，

如表2及圖17，發現事件開始影響的時間點約

為16:00，該路段車流受影響時間分布於16:00-

17:00，將該時段旅行時間資料註記，以協助日

後進行事件資料庫建置。

表2 路段事件紀錄資料庫

圖16 路段事件警示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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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這對於未來進行評估交通管理措施之績

效，具有正面的價值與意義。 

藉由多種車流偵測可以瞭解不同車種的

運行特性，在進行大數據分析的過程，藉由不

同資訊流的比對，可進一步解析市區幹道交通

狀況與道路事件之發生。由本計畫蒐集到之

汽、機車資料散布圖，可看出機車旅行時間在

路段壅塞時普遍低於汽車旅行時間，因機車具

有於車流中向前鑽行之特性，當觀察到汽車旅

行時間持續增加而機車旅行時間並未持續增加

時，可輔助交控人員判斷該路段可能發生異常

事件，提早提供路段異常資訊給用路人使其避

開，避免加重事件對交通衝擊影響程度。

而在制定事件預測及示警門檻方面，可

觀察出現壅塞至旅行時間達最高點所花費之時

間長度，以及此區間資料之中位數所對應的旅

行時間，可協助評估壅塞門檻值的設定是否合

理。此外，藉由觀察事件對於不同車種造成的

衝擊與影響時間的差異，可進一步推估路段壅

塞剩餘時間，將此資訊提供給位於壅塞路段中

之用路人，降低用路人之心理壓力。

機車Tag若能有效推廣至更多機車使用者，

並完成臺中市主要路段eTag偵測設備布設，將

得更為廣泛的蒐集資料即進行應用，使得系統

接收數據更為大量化及具準確性，將可作為交

通控制策略擬定、交通事件警示與資訊發布及

交通管理策略等資料來源，並提升系統的可信

程度。例如機車行駛路徑資料蒐集與分析，可

協助進行機車路徑規劃、大眾運輸路線需求探

討；機車起訖點資料分析可協助探討機車停車

位需求，大眾運輸轉乘接駁需求等。進行路口

號誌對於路段旅行時間的影響分析時，可輔助

交控人員了解道路號誌續進情況，有效地針對

道路續進較差的路段進行深入探討，並且在路

口號誌時制調校時，可藉由機車的旅行時間演

算綠燈帶，讓機車通行更順暢，減少機車搶道

衍生的安全疑慮等。

以往國內外均顯少利用Tag及大數據方法，

分析混合車流中汽、機車車流之特性差異，透

過本研究的分析及實際應用成果，顯示利用本

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方法及建立的機制，確可即

時偵測及示警事件，並進一步預測事件所造成

交通衝擊可能結束的時間，對於國內未來接續

發展出適合本土汽機車混合車流特性之智慧交

通管理架構、方法論與系統，應是正面價值，

值得持續投入分析及探討。

圖17 路段旅行時間變化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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