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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標準目標

• 交通是智慧城市普及化相當重要的一個議題，隨著交通運輸逐日發
展且複雜化，運輸資料也將得到爆炸性的成長。而資料流通的共通
規範將可以為車流量掌握與第三方加值應用帶來相當大的效益。如：
現今停車問題日益嚴重，民眾若找不到停車位，可能增加違停與拖
吊機率，且違停將增加交通事故發生機率，製造交通阻塞與民眾糾
紛，縱使有部分廠商實作車位查詢也僅限於自家產品，規模零散，
無實質效益，本計畫將以共通規範為出發點，藉由引導各大廠商遵
循標準來達到資料互通，藉此解決以上延伸之智慧停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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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與目標

本標準(草案) 適用對象包含設
備商、系統整合商、營運商及
應用服務開發商等，並透過
OpenAPI可達到：

• 讓不同系統間進行資料互通，
藉此強化系統完整性。

• 促使系統有額外且多元的延
伸服務，使生態鏈更有規模。

• 為未來大數據運算做好基礎，
實現更加人性化的停車流程。

• 打破過去所產生的信息孤島、
系統發展受限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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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

以指標性廠商為例，通過初步資料互通及資訊化可為停車場使用率由
原本的50%提升20~25%，以具有7,000個車位(路外4,000個、路邊3,000
個)規模的業者為例，並由此估算一天營業14小時(早上8：00至晚上10：
00)費率以每小時30元費率計算一天約增加約30萬元，一年下來可增進1
億7百萬元，而以相近規模業者來看，整體產業可增加至少約8億6千萬年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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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影響

以國際上導入智慧停車後場域為例，藉由資訊化及資料互通可有效緩
解城市交通問題與民眾停車的困擾：降低城市8%車流量、減少30%行駛
里程數、減少43%時間找車位，進而減少30%二氧化碳排放量。

來源為 GSMA (2017/09)舊金山Streetline SF Park帶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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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停車場資料標準(PTX)調和與效益(1/2)

本標準 交通部停車資料標準v1

標準目標 藉由本標準促使停車系統
資料互通，開放產業及新
創公司自行延伸應用

降低資料使用者面對不同
格式資料之困擾，健全停
車資訊交流與通透性，落
實停車資訊共用分享

切入角度 由下而上。以產業需求為
主，促使資料互通

由上而下。以管理機關為
主，促使資料互通

雲端資料運作模式 分散式廠商維運 集中式平台管理

Interface 發佈週期要求 有 無特別描述

應用程式介面(API) 有 無特別描述

Format 表述格式驗證形式 JSON XML

Data 資料欄位層 一致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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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停車場資料標準(PTX)調和與效益(2/2)

• 標準完備性

– 明確定義智慧停車，讓產業對於智慧停車有一致性的依循與衡量標準

– 資料格式與交通部停車場資料標準(PTX)調和相容，免除標準間的衝突

– 全面涵蓋智慧停車整體架構，並詳述各階層之功能及要求

• 標準效益

– 開放資料及資料匯入皆以JSON格式為主，降低廠商實作成本及設備負載

– 以智慧停車產業的角度研擬本標準草案，提高廠商遵循意願，俾使設備商、
系統整合商、營運商及應用服務開發商有明確遵循標準

– 本標準涵蓋智慧停車系統與其資料開放介面，強化交通部停車場資料
標準(PTX)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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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車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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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車整體架構



12

開放資料標準架構



介接方式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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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平台畫面(驗證紀錄)

截至今日廠商導入驗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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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23家以上相關產業與廠商，類聚需求

• 系統開發商

如：研華、優泊、宏碁智通、歐特儀、台灣國際、華電聯網、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

遠鑫電子票證股份有限公司、華電聯網、神通

• 系統整合商

如：歐特儀、台灣國際、研華、遠傳、中華電信、遠傳電信、華電聯網、群光電能、綠捷能智控、悠遊卡

股份有限公司、愛金卡股份有限公司、遠鑫電子票證股份有限公司、華電聯網、神通

• 系統營運商

如：歐特儀、台灣國際、宏碁智通、 研華、研揚

• 元件供應商

如：正旻科技、泰金寶電通、群光電能、廣運機械、眾陽機械、研華、研揚、鼎高科技、全徽道安、藍鳥

科技

• 新創服務開發商

如：玄宇數位、智慧時尚科技、精特爾科技、愛瑪麗歐、仲闐科技



編撰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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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中文) TC 組別 TS/TR 進度
TC提案
日期

(MS2)

TMC提案
審核日期

(MS3)

工作草
案TC審
核日期
(MS5)

工作草案
TMC審核
日期(MS6)

工作草案
SCC日期

(MS7)

智慧停車系統-停車資訊
開放介面標準

智慧停車工
作組

TS MS9 2018/11/30 2018/12/21 2019/7/1 2019/7/26 2019/8/16

TC意見
檢視及回
應(草案
修改)

(MS8)

TMC

審核
(MS9)

參與廠商
(法人)數

TC會議
次數

提案數
TC專家
審閱數

WG與專
家會議次
數

產業座
談會次
數

票決會員數
(MS8)

TMC專家
審閱數

2019/8/22 2019/9/27 44 5 21 14 4 3
11

(具投票權7家)
2

參與廠商(法人)數：支持此草案之廠商(法人)數量，包含參與制定、討論或票決之廠商或法人
TC會議次數：草案在TC會議提案、報告、討論與審議之TC會議次數(列入議程或臨時動議且有文件上傳)
提案數：屬於此草案之相關文件上傳數量包含提案、草案、專家意見、意見回覆、報告、補充意見等文件

[說明]



參與廠商(法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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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CS 會員: 共 22家

No. 公司或法人名稱 (TAICS會員)

1.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2.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3.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4. 正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6. 台灣車聯網產業協會

7. 台灣電信產業發展協會

8.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0. 社團法人台灣智慧建築協會

11. 馬來西亞商飛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No. 公司或法人名稱 (TAICS會員)

1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3.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1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15.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16. 國立交通大學

17. 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19.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 德凱認證股份有限公司

21.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 精英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參與廠商(法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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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TAICS 會員: 共 22家

No. 公司或法人名稱 (非TAICS會員)

1. 中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台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 正旻科技有限公司

4. 玄宇數位有限公司

5. 宏碁智通股份有限公司

6. 南台科技大學

7.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9. 泰金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

10.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No. 公司或法人名稱 (非TAICS會員)

12. 眾陽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13. 雲派科技有限公司

14.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5. 鼎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7. 綠捷能智控股份有限公司

18. 遠鑫電子票證股份有限公司

19. 銘傳大學

20.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1. 歐特儀股份有限公司

22. 優泊股份有限公司



共享車位

– 共享車位鼓勵民眾、大樓或社區開放未使用的車位給需求者，促使使車位使用率最大化。

停車決策支援

– 停車決策支援藉由其他消費者實地造訪經驗與欲前往之場域路況規劃出一最佳路線，並將其結
果繪製於地理資訊系統上，藉此協助消費者進行目的地的選擇與決策。

動態調度車位

– 根據需求者周遭停車場剩餘車位、使用率及周轉率進行對比，協助需求者導引至
附近較舒緩的車位位置，以平衡停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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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應用建議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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