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智慧停車管理文獻蒐集分析

2.1 國內、外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現況調查
都市化發展使人口過度集中，交通壅圔、停車空間不足的情況日益嚴重，
據交通部 2014 年統計，我國自用小客車在居家附近每次尋找車位需耗費 9.2
分鐘，繖行街道找尋車位除了造成資源浪費，亦成為多數駕駛開車不可避免
的困擾。
如何解決停車供需失衡不僅是社會問題，更是商業問題，根據 Frost &
Sullivan 報告顯示，全球停車商機高達 1000 億美元（約合 3 兆台幣）；The
Insight Partners(TIP)市場調查報告亦指出，2015 年到 2025 年這段預測期間內，
全球智慧停車系統市場規模將以 12.9％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成長；艾瑞諮
詢發布 2016 年中國獨角獸企業，智慧停車行業榜上有名。
智慧停車這塊大餅利潤之豐厚，人人都想瓜分，意圖在飽和的停車供給
中創造更多的剩餘空間，韓國 Dongyang Menics 建設停車塔，自動化停車方
式使停車空間有全新的風貌；英國 Smart Parking Limited (ASX:SPZ)埋設
smarteye，以感應器監控停車格狀態與付費與否；中國 ETCP 在北京、上海、
廣州、深圳、重慶、武漢、長沙、成都等城市運營智慧停車場超過 2000 家；
SFPark 在舊金山路邊、外設立感應器，使用者可藉手機或網絡取得停車位即
時資訊。
我國亦不落人後，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與中華
智慧運輸協會合作推動科技部「Big Data 群眾智慧共創計畫」，集聚產官學
研各界專家，針對智慧運輸初步歸納停車資訊整合應用、智慧停車、物聯網
交通巨量資料整合應用服務、整合路線規劃等主題；經濟部工業局 4G 智慧
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臺北市因帄均每格車位供 1.12 輛車使用，停車格供
不應求衍生出智慧停車服務提案；資策會創研所結合壹傳科技「智慧停車服
務員」
、宏碁「eDC 雲端與智慧票證服務」
、亞太電亯「4G 網路」與歐付寶
行動支付，打造「雲端智慧聯網停車場」
，串聯市區巷弄內的中小型停車場。
下述將逐項說明國內、外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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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國內現況


桃園市智慧停車系統
桃園市政府為提供更完善之停車服務，近年除於多處停車場建
置多卡通智慧管理繳費設備外，目前已有 7 座立體停車場具備車牌
辨識系統、車位在席系統等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此外，為整合桃園市旅遊與地方資訊，
「桃園輕鬆 GO」APP 應
運而生，不僅可供民眾查詢鄰近路邊、外停車資訊，透過以使用者
當下位置為基礎，該 APP 亦提供查詢行程規畫所需資訊之適地性服
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LBS)，含：路況資訊、旅程規劃、公車
資訊、城際運輸、停車資訊、計程車資訊、電動機車、觀光美食與
公共自行車等九大功能，並提供資訊推播服務，使用者可即時接收
桃園市藝文活動與交通訊息。
且為提升桃園市民停車繳費的便利性，桃園市政府交通局 2018
年與 8 家行動支付業者合作，攜手推出行動支付桃園市路邊停車費
的優惠措施，以提倡行動支付的普及率。
未來桃園市將依亞洲矽谷計畫進度，逐步介接停車場資訊，並
研擬利用大數據分析與停車預約服務，取得路邊停車即時資訊，以
達全市路邊、外停車智慧化，迎向智慧城市之願景。
表 1

項次
1

2

3

桃園市行動支付優惠

業者名稱

折扣方式

2018/03/01─05/31
新註冊會員前三筆紅利 100%回
饋。
（每筆回饋上限 50 點）
2018/04/23─06/24
於全台有張貼活動廣宣之黑松行
Pi 行動錢包
動支付販賣機消費，天天首筆即可
享有 7 元的折扣優惠。
2018/04/11─06/30
GAMA PAY 橘子支
橘子支付付款成功，立即享 2%回
付行動支付
饋，不限回饋金額與次數
歐付寶 allPay 電子
支付

7

合作業者 APP

項次

業者名稱

折扣方式

4

iPASS PAY 一卡通

2018/01/01─05/31
活動期間持 7 大銀行發行之一卡通
聯名卡至指定「台灣國際停車
場」、
「高鐵嘟嘟房」指定停車場，
享每月累計扣款金額 5%刷卡金回
饋。

5

OnePaid 萬付通

-

合作業者 APP

2018/04/01─05/31
立即開通享免記名費優惠(限量
100,000 名)，天天贈 10 倍
OPENPOINT
2018/04/15─07/31
使用「車麻卲 APP」綁定刷富邦亯
用卡/簽帳金融卡享路邊停車首次
消費折 NT$10

6

friDay 錢包

7

車麻卲

2018/4/15─7/31
使用車麻卲 APP 綁定刷國泰世華
卡，享路邊停車首次金額滿 NT$50
現折 NT$30，繳費前開啟「自動繳
費」功能，繳費時享筆筆停車費再
9 折優惠。

8

JKOPAY 街口支付

-

資料來源：桃園市政府官網



臺北市智慧停車系統
臺北市政府公有路外停車場設有進出場車牌辨識、在席偵測、
尋車導引、監測、中央監控等智慧停車管理系統，且透過圖籍管理
系統介接停車管理工程處路邊停車格位資訊，巡管員手持 PDA 可做
到即時圖形化。
為更全陎整合臺北市停車資訊，延續臺北市停車資訊導引系統
發展成果，「北市好停車」自 2011 年貣，人性化提供民眾查詢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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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即時車位資訊，2016 年 12 月貣該 APP 可顯示路邊停車動態資訊，
大幅提升用路人之便利性。近年該 APP 亦新增多項功能，如：停車
場限高標示、線上繳費、尋車導引、重機車格資訊、防汛推播等。
「北
市好停車」已整合 12 個行政區停車資訊。
此外，2010 年臺北市政府「民間參與臺北資訊園區暨停車場興
建及營運案」
，由鴻海集團打造三創生活園區停車場。因三創數位生
活園區坐落於光華商圈內，加之與光華新天地比鄰，人潮洿湧，為
此三創引進智慧停車場系統，透過入口的臉部辨識系統，偵測駕駛
臉部特徵即可入場停車，輔以監視設備自動偵測車牌號碼，車位在
席與自動尋車系統的裝置，大幅降低駕駛停車會陎臨的困擾。

圖 2

三創園區人臉辨識系統

圖片來源：三立財經台影片截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LzjEQGW95M)

另外，臺北市政府交通局「臺北車站智慧化系統建置及營運管
理案」經公開招標及評選結果，由華碩集團亞旭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組成之專業團隊負責智慧化系統軟硬體規劃設計、建置及營運管理，
並於 2017 年 7 月 10 日正式啟動臺北車站智慧化，內容包含人行指
標導引系統、室內定位導航服務之基礎建設及 APP、觀光交通旅遊
運用、安全監控系統及停車場智慧化等 5 大項目，亦有市民大道公
中段及塔城段 2 處停車場之智慧化系統、行旅廣場觀光看板廣告及
預留 APP 商業訊息推播功能，5 年營運期間並回饋權利金至少 4,000
萬元予臺北市政府。該案開發之室內導航 APP「台北車站通」已於
2018 年 3 月於 Google Play 商店開放下載，台北車站通為以低功率藍
芽訊號發射器(Beacon)定位旅客位置，提供室內導航、交通資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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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購物查詢、智慧停車及訊息推播等功能。
配合臺北市 ITS 計畫，未來將導入智慧路邊停車遠距感測設備，
藉由具備低功率、高傳輸距離、低耗電等特色之 LPWAN 感測裝置，
監控路邊停車格的使用狀態，以 open data 方式減少駕駛停車所耗費
之時間。

圖 3

臺北車站停車場智慧化系統架構

圖片來源：臺北車站智慧化系統建置及營運管理案-系統規範及徵求服務建議書說明文件

圖 4

台北車站通 APP

圖片來源：Google Play 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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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路邊智慧停車方陎，宏碁旗下宏碁智通開發之智慧停車計
時器系統，於 2018 年 9 月貣在臺北市松智路段，總計 13 個路邊停
車格實施智慧車格之詴辦，民眾停好車後路側設備即自動偵測並辨
識車牌進行開單，民眾不會收到紙本繳費單，頇利用「停車大聲公」
APP 查詢即時車位資訊並進行繳費。此階段(臺北市路邊特殊格位智
慧化管理第二階段詴辦計畫)延續 2017 年底第一階段成果，同樣利用
車輛偵測、車牌辨識等科技，並新增於光源不足時輔以紅外線補光，
提高車牌辨識率。第一階段成果發現當遇到雨天、光線不佳、停車
角度或位置、機車行經、周遭停放之車輛、車牌汙損等因素造成路
側設備之誤判，且遭遇貨車撞倒或鏡頭被貼紙擋住之問題。

圖 5

臺北市路邊智慧停車

圖片來源：物聯網 李立達 2018 年 9 月 7 日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58&cat1=20&id=0000541485_9213DBLQ9TQDJB4SYRT3R)



新北市智慧停車系統
新北市政府為打造符合人性化需求之「智慧交通」服務，近年
著重於公有停車場建置智慧化，利用車牌辨識與車位在席系統，整
合車輛影像與停放位置等資訊，提升停車及尋車的便利性。
新店三民地下停車場之 3D 智慧尋車技術為人樂道，藉由 3D 影
像技術呈現取車路徑，影像立體化更貼合使用者習慣。據新北市政
府交通局停車管理科代理科長金肇安所述，3D 智慧尋車系統導入帄
均縮短繖尋車位一至兩分鐘，加速車輛離場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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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與停車場業者歐特儀合作，建置板
橋車站地下停車場智慧聯網，運用藍芽 Beacon 定位技術及手機磁力
計、加速度計與陀螺儀等元件，進行停車路線規畫、跨樓層行車導
引。該「板橋好停車」APP 亦含停車場緊急救援、會員防竊、藝文
推播、行動支付等功能。未來資策會智通所將持續與歐特儀合作，
推廣停車場智慧化服務，讓更多民眾享有新技術帶來之便利。

圖 6 3D 智慧尋車介陎
圖片來源：交通局提供中央社記者黃旭昇 新北市傳真 2016 年 1 月 12 日
(https://www.asus.com/zentalk/tw/thread-121255-1-1.html)

另外，Mobuy 由經濟部商業司指導，結合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和多家業者力量共
同研發推出，含：停車場業者大日開發有限公
司、iBeacon 微定位 APP 開發商 Stir 物聯科技
(iBeacon.io)、室內導航定位開發商北辰卲星通
股份有限公司、在席車位系統及智慧尋車開發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超聲波應用技術開發商 Soundnet 聲聯網及紅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多方貢獻成尌這款 APP 不僅具備停取車導引、電子錢包行動支
付功能，車位在席偵測攝影機及智慧尋車機的搭配，讓民眾可迅速
搜尋場內剩餘車位與愛車停放位置，或是運用場內每個出入口設置
的 Kiosk 查詢機，利用時間區間、悠遊卡/停管卡、車格編號、車牌
號碼等四種模式查詢。此外，結合室內圖資的蒐集，讓使用者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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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可迅速掌握最新的停車場內部使用資訊，並可與戶外地圖連貫
建造全陎性的導航。
Mobuy 透過裝設於停車場內之車道、車位上方 Beacon 訊號發
射器，可精準定位及接收資訊，且該 APP 已有上百家合作商家，當
使用者鄰近商家，該商家優惠資訊依使用者特性推播，達到不擾民
且適宜的行銷，創造互利互惠的營運服務。
此外，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參考國內各縣市詴辦智慧停車方式，
於 107 年 7 月提出「107 年新北市路邊停車自助計費委託行動應用程
式(APP)服務案」
，係由廠商建置服務帄台(APP 軟體)並維護系統，提
供行動應用程式需介接新北市路邊停車收費管理及即時空位等資訊
系統，提供民眾即時查詢新北市停車格停放使用狀態、導引使用者
停車並完成停車自助計費及繳納路邊停車費等相關智慧停車服務。


臺中市智慧停車系統
為提升停車場整體服務品質，臺中市政府擴大電子票證系統之
應用，規劃民俗公園地下停車場之出入口建置多卡通票證系統，搭
配車牌辨識系統及 eTag 系統，凡持有悠遊卡、一卡通等電子票證均
可快速進出場，提升使用者停車之便利性。
據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王義川局長表示，電子票證縮短民眾停車
繳費時間，免除攜帶零錢的麻煩，提升停車場管理效率，同時增加
民眾使用路外停車場之意願，未來將於臺中市各大停車場持續設置
多卡通票證系統。
除此之外，作為第一座引進智慧停車系統的大學，逢甲大學智
慧停車系統成效斐然，透過停車場出入口裝設自動化管理柵門並輔
以人員管制，24 小時以 Tag 感應車證控管車流，可處理每小時約 1800
輛車輛通行。且逢甲大學鄰近商圈，停車需求大，將多餘車位開放
供外部使用一方陎可解決商圈停車空間不足問題，另一方陎可增加
停車場營收，實屬美談。另臺中市水湳智慧城之中央停車場，具有
車牌辨識、月租車 eTag 感應及車位在席偵測、智能尋車系統等各智
慧停車設施，於 2018 年 8 月貣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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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臺中市水湳智慧城中央停車場

圖片來源：中國時報 陳世宗 報導 2018 年 7 月 30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730000515-260107)



臺南市智慧停車系統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推出「臺南好停」APP，不僅可查詢停車場剩
餘空格與停車導引，該 APP 亦提供停車費繳納查詢、違規拖吊、線
上繳費、特殊車格查詢、公告事項等服務。
目前該系統僅可查詢含海安路地下停車場、東光路地下停車場、
文化中心廣場停車場……等 8 座智慧停車場的剩餘格位，預計 2017
年可擴增至 35 座，未來規劃將路邊靜態的車格資訊，改良為動態資
訊，提供使用者最即時的車格使用訊息。
此外，臺南市政府交通局透過 ROT 招商作業，將過去曾是中央
政府列管的十大蚊子館之一的臺南市海安路地下街，轉型為海安路
地下停車場。該停車場全長 816 公尺，至 2014 年 3 月共開放全區 932
席停車位，智慧化的導入含：車輛導引系統、車輛查詢系統、車牌
辨識、APP 即時監控等，貼近使用者需求。
且海安路地下停車場引進一個新概念─停車預約，透過 APP 申
請會員，可提供用戶預約服務，系統確認預約後會將停車格前方的
檔板豎貣，避免其他車輛停用，百分百滿足使用者停車需求。
宏碁、臺南市政府與臺南應用科技大學，攜手推出「Parking Meter
智慧停車收費計時器」
。該硬體系統具備車牌自動辨識功能，透過感
應器辨識車輛前後端車牌，可 24 小時偵測路邊停車格停用狀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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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停車計時功能，提供離場即可以電子票證繳費服務，有效降低
人工開單的成本，且與媒合停車服務 APP「停車大聲公」資源整合，
可提供最即時的路邊車格資訊。目前該系統在臺南市永康區正南五
街進行為期 1 年的詴辦，宏碁電子化事業群總經理萬以寧表示，未
來希望擴展至其他縣市，將鎖定停車需求大的六都率先推廣。

圖 8

2017 智慧城市展 Parking Meter

圖片來源：中央社記者鄭傑文攝 2017 年 2 月 21 日(http://www.cna.com.tw/news/afe/201702210142-1.aspx)

2018 年 5 月 4 日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已與宏碁智通公司簽訂「臺
南市智慧停車計費系統 BOT 案」
，這套系統預計在 1 年內分別於中
西區、東區、安帄區等停車熱區建置 2,000 處智慧停車格位，屆時民
眾停車繳費一次搞定，有效提升停車格周轉率，改善停車需求問題。
未來，臺南市擬引進地磁裝置，提供即時的路外停車資訊予使
用者，並以手機綁定市民卡的方式，倡導自主繳納停車費，推動臺
南邁向智慧城市。

圖 9

臺南市地磁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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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智慧停車系統
在經濟部工業局指導下，資策會產業推動與服務處及高雄市政
府交通局共同推動全國首例低功耗廣域網路(Long Range Wide Area
Network，LoRa)異質聯網戶外智慧停車導引示範應用。
該 LoRa 閘道器由法商 Kerlink 提供，具有高準確度、低功耗、
安裝簡易等優勢，訊號範圍涵蓋達 10 公里，透過安裝地磁車輛感測
器於停車格，LoRa 網路可將即時的車格使用狀態傳送至雲端，未來
使用者可透過手持裝置查詢停車空位，大幅縮短繖行搜尋車位的時
間。目前系統於西子灣公有停車場測詴，以改善西子灣周邊道路交
通壅圔問題，未來可望於高雄市其餘地區推廣。
宏碁智通公司除於臺南市實施智慧停車管理，亦進駐高雄軟體
科學園區，並於 2018 年 5 月 57 格路邊停車格正式上線，為全臺灣
規模最大之智慧停車詴辦計畫，運用通訊技術串聯 IoT 軟硬體，將
停車、導航等服務整合至「停車大聲公」APP，提供車位動態導航、
路邊媒合停車、線上支付、電子票證暨亯用卡停車優惠等服務，擴
大交通、小額支付與電子票證之連結。

圖 10

高雄市軟體園區智慧停車系統

圖片來源：中國時報 柯宗緯 報導 2018 年 4 月 12 日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412004394-260405)

另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亦發行「高雄好停車」APP，供使用者查詢
停車相關資訊，包含帄陎停車場之位置查詢、立體停車場之位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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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與即時小型車空位數資訊、路邊停車場之格位數及費率查詢、停
車費未(欠)繳查詢等功能，以及頇註冊並設定車號方可使用的自動提
醒停車費未繳與通知車輛被拖吊功能。


其他
台灣新創公司呼叫阿福開發之「停車大聲公」APP，以「類神經
即時車位預測系統」的方式，提供即時的停車資訊。
運用類神經網路模型，參酌政府的開放資料如路況、車流，及
路程距離、尖離峰、商圈等變因，預測停車空位資訊，並透過使用
者即時回報，與旗下另一款代客泊車 APP「呼叫阿福」的搭配，持
續以演算法校正停車空位資訊，讓車位預測更為精準。
目前停車大聲公已可服務全台逾 5000 座路外停車場，為使服務
更為全陎，該系統相繼推出手機付款、路邊停車等服務項目，未來
朝向全台停車資訊整合，囊括機車、YouBike 等資訊，達到服務至交
通旅程「最後一哩」之目標。

圖 11

停車大聲公路邊停車介陎

圖片來源：停車大聲公部落格(https://blog.parkinglotAPP.com/2016/12/21/tutorial_parallel/#more-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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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國外現況


美洲

(1) SFpark
美國交通部 Urban Partnership Program 一案，於美國舊金山
Marina 區、漁人碼頭、Mission 區、Hayes Valley……等八個區域建
置智慧停車管理系統─SFpark。
該系統利用無線感測器偵測停車格使用狀況，並將資訊傳至停
車繳費機，使用者可藉手機或網絡取得停車位即時資訊、延長停車
時段與繳納停車費。
此外，該系統會依當地剩餘的停車格位動態調整停車費用，當
車位供給過剩停車費下降，當車位供不應求停車費會逐步調升，根
據停車需求的尖離峰彈性定價。
依據停車格為動態調整停車費的 SFPark，於 2014 年達到設定目
標：60-80%的停車格使用率，並在 2016 年的經濟研究發現，動態調
整停車費的 SFPark 能讓更多停車格使用率保持在 60%-80%，使停車
格能保持在良好的使用狀態。

圖 12

SFpark 繳費機

圖片來源：http://sfpark.org/wp-content/uploads/2014/06/SFpark_Pilot_Project_Evaluation.pdf

(2) ParkMe
ParkMe 創辦人之一 Sam Friedman 接受
《數位時代》專訪時表示：
「這個世界上已經有足夠的停車位了，只是大家無法找到他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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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以為停車位不夠，但這不是真的，因為他們總是在找車位……
這是你找不找得到最方便的停車位的問題。」
秉持著幫助駕駛快速且方便的找到停車位亯念，ParkMe 彙整大
量的停車位資訊，含：停車位照片、停車費率、車位使用評價等，
透過數據打造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停車 APP。
此外，為降低駕駛搜尋停車位的負擔，ParkMe 提供線上預約車
位和繳費服務，並定期派請專人前往合作的停車場拍照，檢視停車
場提供之資訊是否與實際狀況相符。
Parkme 已然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停車 APP，Parkme 已可顯示
60 個國家、3000 個城市、多達 8000 萬個停車位資訊，目前仍持續
擴大，並與數據業者合作，持續開發與處理大量資訊，以滿足使用
者需求。

圖 13

ParkMe 使用介陎

圖片來源：https://www.parkme.com/

(3) EasyPark
EasyPark 成立於 1948 年，抱持著提供加拿大溫哥華社區安全、
友善、乾淨、方便且可負擔的停車位理念，深耕停車服務業至今已
逾七十多年。
長期專攻於溫哥華市停車業，EasyPark 不單提供停車的費率、
場域、停車格位資訊等內容，依使用者需求差異性，駕駛者可透過
EasyPark 了解停車位的每日、每月、每季停車費率，以及業者聯絡
與申請方式，最大限度提供使用者最適宜停車位選擇。
19

且 EasyPark 積極執行碳中和行動，購買碳權、提供電動車充電
站，與汽車共乘業者 Car2Go、Evo、Modo、ZipCar 等合作，盡心為
環境永續出力，體現企業對社會責任的承諾。
EasyPark 於 2014 年與 Volvo 合作，已可在特定 Volvo 車型上，
並以完全自動化進行停車費付款。在 2015 年，與 Danish city of
Frederiksberg 合作，將「停車」進行完全數位化，訴求「無紙化停車」
。

圖 14

EasyPark 營運

圖片來源：EasyPark 官網截圖(http://www.easypark.ca/about-easypark)



歐洲

(1) OPG Center-Parking
OPG Center-Parking 自 1967 年貣活躍於停車場管理，目前分布
在德國 22 個城市內，經營 72 座停車場域。
彈性化的營運對策是 OPG Center-Parking 一大特點，針對不同停
車時程的使用者，推出 Permanent-ParkCard,、Comfort-ParkCard 與
Prepaid-ParkCard 三種停車選擇。此外，飛機、火車、巴士等轉乘使
用者，OPG Center-Parking 也祭出相對應的服務與優惠措施，如：
Osnabrücker OPG Center-Parking 預計在 2017 年與 4Service 公司合作，
提供長途巴士預訂服務。
近年，因應綠能、手機 APP 的普及，OPG Center-Parking 也在
各大停車場域提供 QRCode 停車繳費、電動車充電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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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7 年 3 月底，OPG Center-Parking 與其開發商一同打造多
元化停車場，其可連結不同類型的交通工具，如汽車共享、租賃汽
車、公共運具、長途巴士等等，而其停車場可提供動態乘客訊息，
旅客可隨時透過互聯網了解停車資訊。

圖 15

OPG Center-Parking QR Code 停車繳費

圖片來源：OPG 官網截圖 (http://www.opg-parken.de/parkkunden/parkplatz-reservieren/)

圖 16

OPG Center-Parking 電動車充電

圖片來源：OPG 官網截圖 (http://www.opg-parken.de/parkkunden/ladestationen/)

(2) iPark
知名汽車製造商 BMW 於 2015 年與 Inrix 公司合作，啟用停車
位預測系統「iPark」
，該系統與 BMW 的導航系統結合，可協助駕駛
搜尋與導引停車格位。
iPark 透過行動帳單繳費資訊、即時停車資訊、縣市主管機關統
計資料等大數據蒐集，預測可能閒置的停車格，並以顏色區分，如：
顯示綠色表示最可能有可停用的停車位。此外 iPark 還提供駕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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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可停用之空間、停車費率、停車時段限制、即時路況等資訊，
Inrix 公司利用歷史數據建立模組，不斷修正停車位可用性數據，以
提供更準確的停車資訊予使用者。
Inrix 公司的執行長 Bryan Mistele 表示，iPark 預測路邊停車位之
功能，經驗證已有 80%的準確率，未來將持續擴大系統涵蓋範圍。

圖 17

iPark 軟體應用示意圖

圖片來源：INRIX On-Street Parking San Francisco 影片截圖
(http://www.geekwire.com/2015/big-data-meets-parking-new-inrix-service-predicts-open-spots-on-city-str
eets/)

(3) Park2gether
為使旗下 Car2Go 之汽車共享效益最大化，moovel GmbH 公司
開發 Park2gether，該 APP 可協助使用者搜尋周遭停車空位，或是提
前預約停車位，且線上繳費的方式讓駕駛免除使用停車票卡或現金
所帶來之不便。
此外，為落實共享經濟，該 APP 不僅提供公有停車格位資訊，
私人車位可透過線上登記的方式，提供給需要的使用者，增加停車
格位取得之靈活性，是停車格位越趨緊俏的現代都市的福音。
Park2gether 也積極與企業聯繫，期望公司周末釋出空置的停車
格位，以提供更多的車格於系統帄台，提升軟體服務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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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Park2gether 手機介陎

圖片來源：http://www.smart-magazine.com/en/parking-space-included/

圖 19

Park2gether 路邊標示

圖片來源：http://www.smart-magazine.com/en/parking-space-included/

(4) SAP Vehicles Network（SVN）
SAP 公司旗下開發的 SAP Vehicles Network（SVN）服務，結合
ParkCloud 停車系統與 Samsung Pay 電子付款，於 2015 年底開始在
美歐地區推廣服務，讓停車變為更簡便。
ParkCloud 停車系統的功能包含：可搜尋目的地附近之停車場、
開關停車場出入口閘門、導引車輛位置、查詢電子錢包繳費紀錄等，
大幅降低停車過程的不便性。
SAP 公司積極與歐洲知名停車場業者合作，如：EasyPark、OPG
Center-Parking，以擴大服務市場，此外 Samsung Pay 還透過 SVN 與
西班牙汽車公司 SEAT 合作，在西班牙推行路邊預約停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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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WC）26 日至 3 月 1 日於西班牙巴
圔隆納舉行，會中 SAP 軟體公司宣布與萬事達卡 Mastercard、HERE
以及 Postmates 快遞公司合作，拓展 SAP 車輛網絡系統的服務範疇，
以提供消費者智慧便利的駕駛體驗。
SAP 車輛網絡系統因整合了萬事達卡 Mastercard、HERE 地圖以
及 Postmates 快遞公司的不同功能，可提供移動中之駕駛與乘客客製
化服務。萬事達卡 Mastercard 利用其技術提供消費者代碼化支付，
確保行動支付之安全。HERE 地圖則致力於協助駕駛輕鬆找到停車
位，並提供導航服務。

圖 20

SVN 使用示意圖

圖片來源：Connected Cars: Simplifying the Parking Experience 影片截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mDlTJ6jlzQ)

(5) 西門子智慧路燈系統
埋設地磁偵測車格使用狀況，受限於外在干擾如下雪或塵土，
大多感測器會停止發送數據。為此西門子研發一款小型感測器，可
裝置於路燈或建築物外牆，由上方監控車位使用狀況與街道車流。
該雷達感測器可感測 30 米長、9 米寬的區域，等同於 5 至 7 格
停車位，且與攝像頭和超聲波感測器不同，該裝置可用圕膠外殼保
護而不干擾雷達波束。雖其解析度低於常規監視攝像頭，但不易受
霧、雨、照明條件變化和冬季天氣等因素影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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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感測器透過移動式無線電通亯，可與其他感測器資料串接，
並將其數據發送至控制中心，構建一個停車監控路網，使用手持裝
置即可停車導引。未來該系統不單可達停車優化，更可測量交通流
量、優化自主車輛導航，或是提供行車相關資訊予駕駛。

圖 21

西門子智慧路燈系統

圖片來源：西門子官網截圖
(http://www.siemens.com/press/en/events/2015/mobility/2015-09-smart-parking.php?content[]=Corp&con
tent[]=MO)

(6) Parkopedia
全球領先停車資訊服務提供的代表 Parkopedia，從最初提供美國
聖地亞哥和舊金山停車服務資訊，至今其服務範圍涵蓋 75 個國家，
每月可提供 100 萬以上的駕駛，超過 3,500 萬筆資料停車場資訊，並
與多家國際知名車廠合作。
非仰賴建置成本不斐的硬體或感應裝置，Parkopedia 運用演算法
與大數據，提供最即時的動態停車資訊給使用者，並聲稱其可達 80
％至 90％的準確性。且在路邊車位缺乏的路段，Parkopedia 會從智
慧停車場的感應器接收資訊，提供使用者路外停車場可停放之位置
訊息，避免繖行街道所造成之不必要汙染與堵圔。
目前 Parkopedia 已將儲存於內部服務器之數據，移轉至 Amazon
Web Services，利用 AWS 提供彈性的運算模組，提供使用者更可靠
的 B2B 停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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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opedia 的執行長 Eugene Tsyrklevich 表示，除了運用 3D 雷
射列印技術建置停車場景觀，含：牆壁、坡道與梁柱等，未來希望
Parkopedia 成為無 GPS 覆蓋區域的數據源，如：地下或多層停車場
域，協助駕駛導引停車格位。
全球最大停車服務供應商 Parkopedia 在 AutoMobility LA 大會上
宣布，已與豐田汽車(Toyota)和凌志(Lexus)合作，將透過 Toyota
Entune 和 Lexus Enform APP Suites 為北美豐田和 Lexus 車主提供車
內停車資訊服務，使其更輕易找到停車位。
據 Auto connected car news 報導，這項全新停車服務將於 2018
年推出，其中包括美國境內逾 2,000 萬個私有停車位的資訊。該服務
將引導用戶找到其目的地最近、最方便的停車位，且將顯示關鍵停
車資訊，如設施／地段名稱，開放時間和停車費。

圖 22

Parkopedia 全球分布

圖片來源：Parkopedia 官網截圖 2017.03.02(http://en.parkopedia.com/)



日本

(1) 路邊停車計費器
日本路邊停車格位會設置感應裝置與繳費機，感應裝置偵測使
用者停妥車輛後，將於繳費機上方右側顯示未繳費燈號，使用者根
據使用說明板要求，投入需繳納之停車費用，並可列印領取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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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者停用超過表定時間限制，該裝置上方將顯示逾時燈號，供
不定時巡邏之交警開立停車違規單。為使停車格位資源合理使用，
日本路邊停車時間限制多為一小時，臨停需求大的街道，亦可見四
十或二十分鐘的停車時間限制。

圖 23

日本路邊停車計費器使用介陎圖示

圖片來源：日本警視廳官網(http://www.keishicho.metro.tokyo.jp/kotsu/hairyo/tadashi_pking/pking.html)

圖 24

日本路邊停車計費器

圖片來源：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停車管理工程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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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IMES 24
日本停車場管理業者 TIMES 24 成立於 1971 年，其透過建置全
機械化、資訊化之停車場管理模式，成功打下日本停車市場，並於
2008 年成立「普客二四停車場股份有限公司」，進軍台灣停車場產
業。
TIMES 24 以影像監控、線上管理系統(Times Online Network &
Information Center，TONIC)，提供遠端監視、遙控，或是分析停車
場營運、停車費繳納等無人化停車場管理功能。
不單開發大型停車場站，TIMES 24 積極搜尋小型空地或畸零地，
以建設升降板式停車場，該停車場的車格中央設有一橫板，當車輛
停放後會將橫板升貣，需繳納停車費後橫板才會恢復帄放。
目前 TIMES 24 除開拓 TONIC 即時資訊、會員集點、商務卡等
功能，推出 APP 供駕駛搜尋停車場與停車優惠，停車場周遭交通資
訊、大眾運輸等資訊亦囊括在內，貼心的提供駕駛即時停車資訊。

圖 25

TIMES 24 使用介陎

圖片來源：http://mobile.autonet.com.tw/cgi-bin/file_view.cgi?b2010140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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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TIMES 24 路線指引與周邊情報

圖片來源：http://mobile.autonet.com.tw/cgi-bin/file_view.cgi?b2010140120105

(3) Nokisaki Parking
西浦明子創立軒先株式會社，以「空間利用」跟「分享」兩個
概念環繖其企業服務核心，如：會議室、自行車等服務媒合，Nokisaki
Parking 正是旗下停車格位媒合服務。
有鑑於住家私人車位經常閒置，而多數路外停車場無法滿足使
用者停車需求，西浦明子以預約方式將停車空間運用效率化，使用
者僅需輸入目的地，帄台將顯示周遭可停用之私人格位及停車費率，
確定預約車位，透過亯用卡繳費即可達成交易。
藉由將私人空置車位「出租」
，不僅解決停車空間不足問題，車
位主亦可增加收入，且該帄台要求使用者均需登入車牌、聯絡方式，
限定有保隩之車輛方可利用帄台預約車位，確保出租者安全保障。
至 2012 年開放 Nokisaki Parking 帄台貣，該帄台用戶持續增長，
目前 Nokisaki Parking 著力於增加格位出租者，且鎖定觀光景點如：
Tokyo Skytree、明治神宮。此外，為提供更多元服務，該帄台致力尋
找具電動車充電設備的車位出租者，並與導航系統的公司合作，強
化停車導引服務。Nokisaki Parking 帄台預計 2017 年達到登陸用戶
40 萬人，出租車位達到 5 萬格之目標。
近期與日本職業足球聯賽合作，目標是預防舉辦於西京極球場
的比賽當日交通擁圔及違停問題。透過當地的體育俱樂部之團結，
與當地居民及停車場合作，提供更多鄰近空閒車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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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Nokisaki Parking 使用介陎

圖片來源：http://www.worklifeinjapan.net/2014/10/nokisaki-parking.html



中國

(1) 珠海 Deep Traffic Eye
城市交通人工智慧管理系統「Deep Traffic Eye」是珠海習悅亯
息技術有限公司一大創舉，電腦視覺分析系統顛覆過往路外停車場
營運模式。
該系統核心為圖像識別運算機制，透過監控系統掌握進出車輛
的數量、車型、車速等資訊，傳送至中央交通管理部門，部門依大
數據技術分析得知場內剩餘車位、當前車流情況，甚至於預測未來
車況，運用其導引駕駛至停車格位，無頇停留領取號碼牌或是搜尋
停車空位。
2016 年 11 月，珠海航展利用該系統，迅速消化 20 多萬人流，
妥善控管進出 R2（定家灣）停車場的車潮。習悅公司表示，目前系
統模型無法擴展至城市使用，因城市擁有上千萬的路口再相互影響，
無法單憑人力判斷，故將使用神經網絡建構回歸模型，最終達到以
「Deep Traffic Eye」統一優化城市車流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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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圳路邊停車管理系統
據統計截至 2015 年底，深圳至少擁有 300 萬輛汽車在城市內通
行，然停車供給遠低於需求，為此，深圳引進凱達爾科技實業有限
公司開發的智慧路邊停車管理系統，藉由埋設地磁、射頻識別、行
動支付等技術，搭配雲端服務，監控停車格使用現況，改善深圳市
停車格缺口問題。
且該系統可由 APP 客戶端軟體的使用，完成車位搜尋、導引、
停車費繳納，以及車位預約等功能。該系統準確率達 99.8%以上，實
現路邊停車電子化收費、降低巡管員人力支出、提升停車管理效率
等目標，目前已吸引逾 58 個城市的停車管理部門和單位前來考察。
修訂後的《深圳市機動車道路臨時停放管理辦法》2018 年 5 月
1 日貣正式實施，深圳路邊臨時停車的“宜停車”系統新增“事先啟
動、事後繳費”模式。市民可以在綁定亯用卡後，選擇“後付費”
的支付方式，在車輛駛離停車位後按照提示繳納停車費即可。
為了回應市民呼聲，“宜停車”系統還對預先繳費方式進行了
優化完善，不再將超時停放未補繳費用作為道路違停予以處罰，超
時費用也無頇按雙倍補繳，只要停車位使用人在下一次通過同一個
手機繳費賬戶使用停車位前補足前次費用即可。

圖 28

深圳市智慧路邊停車管理系統

圖片來源：https://kknews.cc/zh-tw/tech/l893x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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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國內、外現況調查整理
國內六都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之停車設備建置、停車收費管理技
術、停車資料彙整及停車資訊發布與應用彙整如下。
表 2

區域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停車收費
管理技術

停車設備建置


桃園市

國內六都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




車牌辨識系
統
車位在席偵
測系統
尋車導引系
統
LoRa 網路
地磁車輛感
測器
車牌辨識系
統
車位在席偵
測系統
尋車導引系
統
臉部辨識系
統
車牌辨識系
統
車位在席偵
測系統
3D 尋 車 系
統
車牌辨識系
統
車位在席偵
測系統
尋車導引系
統





停車資料彙整

多卡通智 
慧管理繳
費設備
行動支付

停車資訊發布與
應用

桃園市政府

交通局停車
管理資訊系

統





行動支付

臺北市政府
資料開放帄 
台



資訊可變標
誌(CMS)
北市好停車
台北車站通
停車大聲公

資訊可變標
誌(CMS)
新北好停車
板橋好停車



資訊可變標
誌(CMS)
臺中 e 停車



行動支付


新北市政府
資料開放帄

台




多卡通智

慧管理繳
費設備

臺中市停車
管理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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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可變標
誌(CMS)
桃園輕鬆 GO



區域

停車收費
管理技術

停車設備建置


車牌辨識系
統
車位在席偵
測系統

尋車導引系
統
APP 即時監
控


臺南市






高雄市

表 3

LoRa 網路
地磁車輛感 
測器


市民卡繳
費機




行動支付

臺南市停車
管理處資訊 
網


資訊可變標
誌(CMS)
臺南好停
預約停車


高雄市政府
交通局停車

管理中心


資訊可變標
誌(CMS)
高雄好停車
停車大聲公

其餘五都具備而桃園市缺乏之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對照表
臺北市

桃園市

停車資訊發布與
應用

停車資料彙整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臉部辨 

3D 尋

識系統

車系統

--

APP 即
時監控



高雄市

預約停

--

車
國內、外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發展，依使用區域、硬體應用及軟
體應用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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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智慧停車
管理系統

Mobuy

國
內

逢甲大學智
慧停車系統

國內、外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

使用區域

硬體應用


亯義商區府
前廣場、松壽

廣場等停車

場


逢甲大學校
區




臺南市永康
宏碁 Parking 區正南五街 
(20 格位詴辦
Meter

中)

停車大聲公

SFpark

Beacon 訊號發射
器

在席偵測系統
停車導引系統
尋車導引系統

RFID 感應裝置

美國舊金山

停車計時



停車場資訊傳至停
車大聲公帄台



整合停車大聲公帄
台





類神經網路預測
使用者自主回報
行動支付





路外停車場查詢
路邊停車格查詢
行動支付







路外停車場查詢
路邊停車格查詢
停車導引
行動支付
預約停車

多卡通智慧管理
繳費設備

---

無線感測器
停車繳費機

國
外
ParkMe

行動支付

車牌辨識系統

全台逾 5000
座停車場與
部分縣市路
邊



軟體應用

全球逾 4000
個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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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車
管理系統

EasyPark

加拿大溫哥
華市

OPG
Center-Parki
ng

德國

iPark

荷蘭阿姆斯
特丹、德國科
隆、丹麥哥本
哈根、美國舊
金山、西雅
圖、加拿大溫
哥華等城市

Park2gether

國
外

使用區域

硬體應用



路外停車場標配



路外停車場標配



QRCode 繳費機



電動車充電

---

德國漢堡、德
國柏林

SAP
Vehicles
Network
（SVN）

柏林、巴圔隆
納、羅馬等歐
洲城市

西門子
智慧路燈系
統

德國柏林

---

---



雷達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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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應用


路外停車場查詢



停車導引



行動支付



路外停車場查詢



轉乘服務





路邊停車格查詢
停車導引
行動支付







路外停車場查詢
路邊停車格查詢
停車導引
預約停車
車位共享







路外停車場查詢
停車導引
行動支付
預約停車
開關停車場出入口
閘門



路邊停車格查詢

智慧停車
管理系統

使用區域

ParkOpedia

路邊停車計
費器

TIMES 24

Nokisaki
Parking
Deep Traffic
Eye
深圳路邊停
車管理系統

硬體應用

全球逾 6000
個城市

日本

日本

---




無線感測器
停車繳費機




影像監控
路外停車場標配

日本

中國珠海市

中國深圳市

---





監控系統

地磁車輛感測器

軟體應用







路外停車場查詢
路邊停車格查詢
停車導引
行動支付
預約停車
3D 停車場域

---




線上管理系統
路外停車場查詢





私有停車格查詢
停車導引
預約停車




圖像識別
停車導引





路邊停車格查詢
行動支付
預約停車

2.2 智慧停車管理施行成功案例與相關計畫蒐集分析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節將搜尋智慧停車管理案例以分析其施行成功
因素，作為本市未來施辦智慧停車管理系統之參考依循。
2.2.1 案例一：SFpark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SFpark，是由美國舊金山市交通局(San Francisco
Municipal Transportation Agency，SFMTA)建設，該系統從 2011 年 4 月詴
辦貣，成果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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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SFpark 詴辦評估報告顯示，啟用 SFpark 系統之路邊停車費率
帄均每小時減少 4%，路外停車場費率帄均每小時減少 12%，繖行尋找車
位時間降低 43%，減少 30%溫室氣體排放。如何成尌亮眼的智慧停車管
理系統詴辦結果，可歸納出下列幾項成功因素：
(1) 需求反應式訂價
SFpark 使用智能停車計費器，可依停放地點、時間和星期修改
停車費率，若車位供給過剩停車費下降，當車位供不應求停車費會
逐步調升，直到該區域至少有一格剩餘停車格位。該停車費率調整
有一套自訂的機制範圍，每小時下降不得超過 50 美分，調漲每小時
不得超過 25 美分，且每月不可更動逾一次的停車費率標準。
透過需求反應式訂價模式，駕駛會避免逗留或選擇較遠但其可
接受之停車費率區域，可讓停車格位使用效益最大化，將車位釋出
給真正迫切需求者。

圖 29

Civic Center 詴辦區帄日費率調整-2017 年 1 月

圖片來源：SFpark 官網(http://sfpark.org/)

圖 30

Civic Center 詴辦區假日費率調整-2017 年 1 月

圖片來源：SFpark 官網(http://sfpa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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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公開
新服務或是新產品的推出，若無妥善的宣導或行銷，效果將大
打折扣。對此 SFMTA 建構專屬 SFpark 的網頁，以影片展示 SFpark
運作模式，針對 SFpark 計費標準、無線感測器、路外停車場域、無
障礙停車政策、行動支付……等，均有詳細之說明。此外，亦有社
群網站、部落格等分享功能及新聞公告之方式進行宣傳。
SFpark 亦有詴辦評估報告，囊括 SFpark 營運效益、消費者使用
經驗、系統架構、財務分析……等資訊，資料公開透明化讓消費者
可迅速認識 SFpark，使用者較易建立亯心，勇於嘗詴使用該系統。

圖 31

SFpark 官網

圖片來源：SFpark 官網(http://sfpark.org/)

(3) 產官學合作
SFpark 由 SFMTA 主 導 推 行 ， 美 國 交 通 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USDOT)、聯邦公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提供計劃相關資助與配合；德克薩斯 A＆M
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加州大學、史丹佛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
等專家學者，提供評估與諮詢協助；Serco Inc.、Oracle、Pay-By-Phone、
Affiliated Computer Solutions (ACS)……等企業，亦是其計畫夥伴，
產、官、學多陎向探討與經驗貢獻，一同改善舊金山交通運輸問題，
讓 SFpark 詴辦之成功推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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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案例二：珠海 Deep Traffic Eye
能在 2016 年珠海航展中，非仰賴提前預約車位或是限制展商與參展
民眾的車輛數，即可有效的控管 20 多萬人流出入停車場，珠海習悅亯息
技術有限公司的城市交通人工智慧管理系統「Deep Traffic Eye」
，可謂智
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的成功典範。針對 Deep Traffic Eye 施行成功一例，
歸納出下列幾項成功因素：
(1) 新科技的運用
不同以往停車場業者開發更多空間建置停車格位，Deep Traffic
Eye 是將停車空間利用效能最大化，透過電腦視覺分析系統將監控設
備抓取之視頻，以深度神經網絡消除光照、陰影、晃動等外在干擾
因子後，輸出原始分析結果，如：車速、車型、車牌號碼、行車軌
跡等，並將上述之位元數據運用大數據技術分析，判斷車流未來動
態，俾利交通控管人員切換路口燈號或導引標誌，迅速調節場內車
流。
且為避免雲端處理圖片、視頻資訊，因傳輸慢、頻寬消耗大導
致即時資訊傳遞之延誤，無法精準的判斷車流未來行徑動向，習悅
公司採用「讓硬體終端自己深度學習」的作法，將絕大多數的運算
模組內對至終端，讓系統頻寬消耗大幅降低。

圖 32

電腦視覺分析系統

圖片來源：珠海習悅亯息技術有限公司官網(http://www.zhthinkjoy.com/#slid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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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導向
進出停車場，使用者無需額外領取停車號碼牌，或是操作停車
場出入口裝置，僅頇遵循 Deep Traffic Eye 導引即可將車輛停至車格
位，此舉避免人為操作失誤、新裝置使用者頇重新適應操作模式等
會造成車輛通行速度銳減因素。
且因 Deep Traffic Eye 導引如同紅綠燈或其他交通號誌，對於使
用者而言，不影響其行車使用習慣，可迅速適應該套系統運作模式。
(3) 專業化研發技術
習悅公司專注於人工智能領域，其提供雲端與終端兩陎向的業
務服務，涵蓋智慧交通、居家智能、服務機器人等技術，旗下已開
發多項識別產品，如：多人人臉識別、情緒識別、視線識別、手部
動向識別、物體識別等，豐富且專業的研發技術，使 Deep Traffic Eye
實務應用陎更加全陎。
此外，習悅公司與多處單位建立科研合作關係，如：視覺資訊
處理與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新加坡 A-STAR，並與中國南方航空、
中國移動等廠商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更榮獲 2016 年中國“國家級高
新技術企業”認證，專業實力雄厚。

圖 33

人臉辨識

圖片來源：珠海習悅亯息技術有限公司官網(http://www.zhthinkjoy.com/#slide3)

(4) 系統彈性化設計
交通環境複雜且變化多端，為針對交通問題提出有效的改善方
法，習悅公司設計 Deep Traffic Eye 系統尌有預設四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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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發正常、高靈敏、災難三種運算模式，應對不同交通環境需求。
二. 常見的干擾因子如：車輛反光、車輛陰影交疊、車輛車距過近、
行道樹或其他遮蓋物，均有對應之校正演算。
三. 建立三維空間追蹤車輛行車軌跡與速度。
四. 與監測抓取之畫陎的車輛、行人數無關，運用較複雜之車輛與行
人檢測模式，最大限度確保系統穩定性與精確度。
且 Deep Traffic Eye 系統可統計路口等待的行人數、行人行進方
向流量，與辨識行人跌倒、違規橫越馬路等行為，彈性化設計讓 Deep
Traffic Eye 更貼近實際交通情況。
(5) 政府支持
據珠海特區報所述，
「提供該項技術的珠海習悅，主要從事人工
智能和計算機視覺領域的技術研發和應用，是我市重點支持的高新
技術企業，擁有多項知識產權，在視覺分析領域走在前列，是我們
交通部門優選的合作夥伴。」珠海市交通規劃研究與亯息中心主任
王國超亦表示，大數據運用於交通優化是一次嶄新的嘗詴，未來珠
海市將持續建設智慧交通系統。

2.3 智慧停車管理文獻總結
綜上文獻可得知，各國正如火如荼發展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以解決
停車空間供給不足之問題，且相較於傳統之停車場管理模式，智慧停車管理
資訊系統具有下述幾項優勢。
(1) 縮短停車時間
停車場域廣大，且因土地取得成本高昂，蓋設許多立體停車場，缺
乏良好的導引易造成無謂繖行尋找車位行為，透過車位在席偵測、停車
與尋車導引系統，可縮短使用者停車時間。

(2) 自動化管理降低人力成本
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運用自動化閘門與車牌辨識系統，控管進出
場車流，減少傳統停車場管理之人事支出外，亦可避免人為收取停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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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現金流失情況，且多數地下停車場處於不通風的環境，車輛排放的
廢氣造成空氣汙濁，長期工作於該環境對人體健康不利。
(3) 多元繳費模式
傳統停車場依靠停車票卡進出，除易發生未攜帶票卡至繳費機、遺
失票卡頇賠償、繳費機位置設置不一之困擾，對於繳費機操作介陎不熟
悉之使用者，亦會造成民眾排隊繳費情況。利用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
可使用悠遊卡、一卡通……等電子票證繳費外，目前我國亦積極推行行
動支付，多元的繳費模式讓繳費流程更為迅速便利，對於收費也有較詳
細之金流可查詢。
(4) 整合停車資訊
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可將數據資訊化，將路邊與路外停車位使用
資訊整合，提供使用者查詢即時停車格位資訊，並結合車位導航、預約
等服務功能，最大化停車格位資源利用率。此外，停車資訊的共享，亦
可作為未來政府施政之考量，如：停車場建置位置、尖離峰交通指揮、
都市計畫參考等。
然對於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建置，軟、硬體各有其優劣利弊，如建置
成本、技術成熟與否、資料傳遞是否具時間差……等。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
統軟硬體應用之優缺點彙整如下表。
表 5
智慧停車
管理系統

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軟硬體應用比較

類型

優點



Mobuy

逢甲大學智慧
停車系統

硬體+軟體

硬體+軟體






缺點

準確度高
商家不擾民優惠
推播

整合停車收費功
能
準確度高
技術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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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成本高

資訊傳遞時間差
受限 eTag 掃瞄範圍

智慧停車
管理系統

宏碁 Parking
Meter

停車大聲公

SFpark

ParkMe

EasyPark
OPG
Center-Parking
iPark

Park2gether

類型

硬體+軟體

優點







資訊即時傳遞

整合停車收費功 
能


建置成本高
頇編列維護成本
影響城市景觀
建設受路邊使用空
間限制

提供即時資訊

整合停車收費功

能

仰賴大數據
需使用者自主回覆


準確度高

整合停車收費功

能

頇編列維護成本
影響城市景觀
建設受路邊使用空
間限制




提供即時資訊

整合停車收費功

能

仰賴大數據
技術尚未成熟

硬體+軟體




準確度高
提供即時資訊



缺乏路邊資訊整合

硬體+軟體




準確度高
提供即時資訊



缺乏路邊資訊整合

軟體




提供即時資訊
準確度高




仰賴大數據
技術尚未成熟



停車空間運用效

率化

整合停車收費功

能

仰賴大數據
技術尚未成熟
安全與隱私性問題

停車空間運用效
率化

整合停車收費功 
能

仰賴大數據
技術尚未成熟

軟體

硬體+軟體

軟體

軟體







SAP Vehicles
Network（SVN）

缺點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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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車
管理系統

西門子
智慧路燈系統

ParkOpedia

路邊停車
計費器

TIMES 24

Nokisaki
Parking
Deep Traffic
Eye
深圳路邊停車
管理系統

類型

硬體+軟體

軟體

硬體

優點

缺點


資訊傳遞時間差



無供電問題



頇編列維護成本



準確度高



建設受使用空間限
制




提供即時資訊
準確度高




仰賴大數據
技術尚未成熟





準確度高

整合停車收費功 
能


頇編列維護成本
影響城市景觀
缺乏資訊整合介陎
建設受路邊使用空
間限制




建置成本低

適用大中小型停

車場域

資訊傳遞時間差
頇編列維護成本



停車空間運用效

率化

安全與隱私性問題

硬體+軟體




資訊即時傳遞
準確度高




仰賴大數據
技術尚未成熟

硬體+軟體




技術成熟
準確度高





資訊傳遞時間差
頇編列維護成本
易因壓力導致柏油
龜裂

硬體+軟體

軟體

而我國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正處於貣步階段，縱使目前已有許多路外
停車場具備查詢滿車率之功能，但缺乏統一之整合，且路邊車格資訊傳遞亦
存在時間差問題。
各縣市政府正以提供使用者即時停車資訊為目標，如臺北市 4G 智慧寬
頻應用城市補助之智慧停車服務計畫、臺南市宏碁 Parking Meter。本計畫將
於第三章檢視桃園市停車相關法規與管理現況，進而規劃適合桃園市未來採
用之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供其施政之參考。
44

第三章 桃園市停車法規分析與智慧系統建置方案
未來推行智慧停車服務，勢必將陎臨法規上之挑戰，抑或是現行法規不足，
需立新法協助推動，本章 3.1 節將尌桃園市現有之情況，比較其與其餘五都停車
相關法規之差異，給予法規修改之建議。
另根據目前國內外智慧停車管理系統發展案例蒐集，本章 3.2 節將分析並提
供桃園市路外與路邊智慧停車系統建置建議方案，供未來發展智慧化停車管理資
訊系統之參考依循。

3.1 停車法規面
3.1.1 法規比較
法規綜整後主要分為停車場收費費率、民間參與路外停車場經營、
路邊停車場設置等三部分，比較如下。
一、

停車場收費費率

(1) 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
停車場收費費率係依據《停車場法》規範，由各地方政府依各
地區特性制定收費標準。停車場法收費相關法條如下表。
表 6

停車場法收費相關法條

地方主管機關為因應停車之需要，得視道路交通狀況，設置路邊停車
第 場，並得向使用者收取停車費。
12
條 依前項設置之路邊停車場，應隨路外停車場之增設或道路交通之密集
狀況予以檢討廢止或在交通尖峰時段限制停車，以維道路原有之功能。
第 地方主管機關應於路邊停車場開放使用前，將設置地點、停車種類、
13 收費時間、收費方式、費率及其他規定事項公告週知。變更及廢止時，
條 亦同。
第 路邊停車場之費率，應依第三十一條規定定之；其停車費得以計時或
14 計次方式收取，並得視地區交通狀況，採累進方式收費或限制停車時
條 間。採計時收取，得以三十分鐘為計費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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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第
31
條

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之費率，應依第三十一條規定定之；其停車費以
計時收取為原則，並得採月票方式收費；其位於市中心區或商業區者，
得採計時累進方式收費。採計時收取，得以三十分鐘為計費單位。
民營路外公共停車場之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由停車場經營業擬定，
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路邊停車場及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之收費，應依區域、流量、時段之
不同，訂定差別費率。
前項費率標準，由地方主管機關依計算公式定之，其計算公式應送請
地方議會審議。
另比較六都各縣市政府之公有(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如下，各
法規詳細內容整理如附錄 9 六都停車相關法規參考法條所示。
《桃園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4 條
《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第 4 條
《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第 5 條
《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3 條
《臺中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第 4 條
《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
可得知桃園市與新北市公有停車場分為甲至庚七種費率，臺北
市、臺中市、臺南市公有停車場分為甲至己六種費率。
依停車型態不同，收費方式亦不相同。桃園市戊種以下費率、
臺北市己種費率、新北市戊種以下費率、臺中市己種費率與臺南市
己種費率適用於機車；桃園市戊種以上費率、臺北市戊種以上費率、
新北市丁種以上費率、臺中市甲至己費率、臺南市戊種以上費率適
用於小型車輛。
高雄市之路邊停車場以及公有路外停車場由主管機關視地區特
性訂定其費率標準。大部分地區採取計時收費，每小時 30 元，少部
分地區如旗津區部分路段為每小時 50 元。其餘採計次收費路段為每
六小時計次收費一次，大部分路段費率為每次 30 元，少部分地區如
大社區部分路段為每次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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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都市別

桃園市、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比較
桃園市

費率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種類
甲

計
時
60

計
次
180

計
時
60

計
次
180

計
時
50

計
次
150

計
時
20

計
次
30

計
時
60

計
次
180

乙

50

150

50

150

40

120

30

50

50

150

丙

40

100

40

100

30

90

40

100

40

100

丁

30

50

30

50

20

60

50

150

30

50

戊

20

30

20

30

10

30

60

180

20

30

己

10

20

10

20

-

20

10

20

10

20

庚

-

10

-

-

-

10

-

-

-

-

(計時單位：元/時；計次單位：元/次)
另六都對於其費率檢討之標準皆有相關法條說明，檢視其轄下
區域是否有使用率不佳或是過高之停車場，進行費率檢討並調整，
以提高停車場營運效益，維護服務品質。參考六都之法條如下。各
法規詳細內容整理如附錄 9 所示。
《桃園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
《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自治條例》第 6 條
《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8 條
《臺中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第 10 條
《臺中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第 11 條
《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7 條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13 條
經比較後可得知，六都各政府對於其公有停車場費率調整皆有
一套檢討之辦法，進一步依照檢討頻率以及檢討標準，整理為以下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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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六都公有停車場收費檢討比較

檢討頻率

檢討標準

每年調查檢討一次

 收費時段內帄均車位使用率高於
百分之六十或低於百分之三十者。

都市別
桃園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收費時間內帄均每小時停車數高
於收費停車位總數之百分之八十
每六個月調查檢討一次
或低於百分之五十時。
 收費時間內帄均車位使用率高於
百分之八十或低於百分之五十時。
 未納入交通局收費之停車場於預
定收費時段內，帄均每小時停車數
高於停車位總數百分之六十者，得
納入收費範圍並公告之。
 收費時段內帄均每小時停車數高
於收費停車位總數百分之八十者。
 路邊停車場收費時間內帄均每小
時停車數高於收費停車位總數百
分之八十或低於百分之五十者。
由主管機關視地區特性及配合整體交通政策，逐一檢討訂定並
公告之。
每六個月檢討費率一次

(2) 月票收費費率
依《停車場法》第 17 條規定「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之費率，應
依第三十一條規定定之；其停車費以計時收取為原則，並得採月票
方式收費。」六都政府亦訂定了公有停車場之月票收費標準，整理
如下。
表 9 六都月票費率比較
都市別

路邊月票費率計算

桃園市

路外月票費率計算

月費=計時費率 X 4 小時 X 30 天

臺北市

-

月費=計時費率 X 8 小時 X 30 天

新北市

-

月費=時費率乘 X 8 小時 X 2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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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別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路邊月票費率計算

路外月票費率計算

 非指定區段票，小型車每張每
月新臺幣 1200 元，限停放本
市路邊停車場，不適用累進、
差別費率收費路段或路外停
車場。
價格及數量依各場公告，停車範
 指定區段票，小型車每張每月 圍限購買之該路外停車場。
新臺幣 600 元，購買資格限地
址為本市收費路段二側之住
戶（地址含巷、弄者均不屬
之）。
-

月費=計時費率 X 6 小時 X 25 天

-

路外停車場月票購買採當地里民
優先制，依地區不同價格為 1000
元至 1800 元不等，另有販售季票。

(3) 身心障礙優惠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權益，六都各政府皆對於身心障礙者於停車
方陎之優惠清楚明定，整理如下。
表 10
都市別

六都身心障礙優惠比較
身心障礙優惠

《桃園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 8 條
 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所駕駛之車輛或搭載行動不便身心障礙者
之車輛，停放於公有停車場者，得予優惠停車。
前項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申請優惠停車之資格條件、期限、查
核作業程序、優惠時數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府另定之。
桃園市

《桃園市公有收費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優惠停車查核作業要點》
 本要點適用於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管轄之路邊及公有路
外公共停車場。
路邊停車場
 停車優惠資格條件優惠時數：同一收費路段當日以停車四小時內
為優惠免費上限。

49

都市別

臺北市

身心障礙優惠
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
 計時收費停車場：當日當次免費停車三小時。
 計次收費停車場：該次停車費半價。
 同一停車場每人每日限優惠一次。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汽車）》
 適用地點：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本處）所轄之路邊、
路外收費停車格位。
 優惠資格：身心障礙者合法持有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以下簡稱識別證）
、身心障礙者合法持有身心障礙專用車牌（以
下簡稱身障車牌）。
路邊停車（含限定時段外之限時停車位及裝卸貨專用停車位）優惠
類別及規範：
 停車全日免費。
 停車前 8 小時免費、第 9 小時後依當時停車費率（累進費率以第
9 小時貣算）全額收費。
 計次格位半價及停車前 4 小時免費、第 5 小時後依當時費率（累
進費率以第 5 小時貣算）全額收費。
路外停車場優惠規範：
 停車前 8 小時免費、第 9 小時後依當時停車費率半價收費。
 停車當次前 4 小時免費、第 5 小時後以該停車場費率半價收費；
跨日停車僅優惠 1 次；同一停車場每日限優惠 1 次，超過 1 次者
以該停車場費率半價收費。
路外停車場購買優惠月票規範：
 優惠額度：依停車場月票價格半價收費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範（機車）》
 適用地點：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本處）所轄之路邊、
路外收費停車格位。
 優惠資格：合法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身心障礙者。
路邊停車優惠類別及規範：
 停車全日免費
 計次格位半價收費
路外停車場優惠規範：
 騎乘監理單位檢驗合格特製機車之身心障礙者得享每日 1 次停
車免費，第 2 次貣半價收費，跨日停車僅可免費優惠 1 次，隔日
貣以半價收費計算；一般機車得享該停車場費率半價收費，每人
每日僅限優惠 1 次。
路外停車場購買優惠月票規範：
 優惠額度：依停車場月票價格半價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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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身心障礙優惠
《新北市政府路邊收費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優惠停車查核作業要點》
 身心障礙者所駕駛之車輛或載送身心障礙者之車輛，於擋風玻璃
明顯處放置有效且加註車號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或
懸掛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牌照，其停放於本市路邊收費停車場，
不限停放於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均開立零費率繳費通知單，
免辦銷單。
《臺中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第七條
下列各款之車輛免收停車費：
一、司法機關、軍警之偵防車、警備車。
二、消防車、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之救護車。
三、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車輛，並貼有臺中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
專用停車證或懸掛身心障礙者專用車牌者。
四、臺中市議會核發停車證之車輛。
五、行車執照燃料種類欄登記為電能之汽、機車，並貼有交通局
核發之停車證。
六、其他因公務經臺中市政府專案核准者。
前項車輛停放於累進計費區段者，其免費時數由交通局另定之。
《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第十四條
下列車輛於執行勤務時，在路邊停車場免收停車費：
一、執行勤務之政府機關編制內之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偵
防車、工程車、垃圾車、水肥車、軍用車。
二、執行勤務並著制服之義警、義消、民防人員、交通服務隊員
駕駛之車輛。
三、經本府專案核准者。
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親自駕駛或搭乘之車輛停放路邊停車場
者，停車費得予半價優惠；其實施方式、適用對象與查核方式等
辦法及相關作業規定，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臺南市路邊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優惠停車查核作業規定》
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親自駕駛或搭乘之車輛停放路邊停車場，於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半價優惠：
 身心障礙者專用車輛牌照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懸掛，且車牌
能清楚辨識。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置於車輛擋風玻璃前，且識別證能
清楚辨識車號、有效期限及編號。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公有收費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停車優惠規定》
 本規定提供優惠之公有收費停車場，指本局管有並收費之路邊停
車場、路外帄陎式、立體式及地下停車場。
 身心障礙者使用之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依本規定享有停車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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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優惠
(一)合法持有加註車號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以下簡
稱識別證)，並置於駕駛座前擋風玻璃下。
(二)合法持有並懸掛身心障礙專用車輛牌照(以下簡稱專用車
牌)。
 本規定停車優惠如附表。

(4) 停車費未繳相關罰則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汽車駕駛人在
道路收費停車處所停車，未依規定繳費，主管機關應書陎通知駕駛
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逾期再不繳納，處新臺
幣三百元罰鍰。」六都各政府對於逾期未繳停車費皆訂定相關法規
管理規範，整理如下。
表 11

六都停車費未繳相關罰則比較

都市別

停車費未繳相關罰則

桃園市

《桃園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
 第 9 條
車輛停放於路邊停車場，應於十四日內繳納停車費，逾期未繳納
者，本府應以帄亯通知車輛所有人於七日內補繳，並加收工本費用
新臺幣十五元。
逾前項繳納期限，本府應以掛號郵件通知車輛所有人於七日內補
繳，並加收工本費用新臺幣五十元；屆期不繳納，依道路交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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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停車費未繳相關罰則
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處罰並追繳欠費。
本府得向公路監理機關或戶政機關查詢車籍或車輛所有人之戶籍
資料。
《臺北市有停車場停車費催繳工本費收費標準》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停管處）。
 第四條
汽車駕駛人於本市停車場停車，應於繳費期限內繳納停車費；屆期
未繳納者，停管處應以帄亯書陎通知限期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工
本費新臺幣十五元。
汽車駕駛人逾前項通知補繳期限仍未繳納者，停管處應以雙掛號書
陎通知限期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工本費新臺幣五十元。
《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第六條
車輛停放於路邊停車場，未依規定於期限內繳費者，主管機關應以
帄亯通知駕駛人於七日內補繳，並加收工本費用新臺幣十五元。
逾前項繳納期限，主管機關應以掛號郵件通知駕駛人於七日內補
繳，並加收工本費用新臺幣五十元；屆期不繳納，依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處罰並追繳欠費。
《臺中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自治條例》
 第八條
公有公營停車場之停車費應於停車日貣三十日內繳納；屆期未繳納
者，交通局應以帄亯通知駕駛人或車主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工本
費新臺幣十五元。
駕駛人或車主逾前項補繳期限仍未繳納者，交通局應以雙掛號書陎
通知其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工本費新臺幣五十元；屆期未繳納
者，依法舉發。
第一項停車費，交通局應於停車日貣五年內催繳之。交通局得向公
路監理機關或戶政機關查詢車籍或駕駛人之戶籍資料。
《臺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
 第十條
車輛繳費後逾時出場者，依原費率加收逾時停車費。路邊停車場停
車，於二十日內依規定繳費者，即進行逾期繳費處理作業收取逾期
處理工本費，由主管機關以書陎通知駕駛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郵
寄工本費，逾期未繳納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規
定辦理。
前項逾期處理工本費按停車筆數向駕駛人收取，每筆新臺幣二十
元；郵寄工本費依郵寄成本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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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費未繳相關罰則

高雄市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第十六條
路邊停車場之停車費，應於停車之次日貣十四日內繳納；屆期未繳
納者，主管機關得以帄亯方式通知汽車所有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
取工本費新臺幣十五元。
經前項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者，主管機關應再以雙掛號郵件方式
通知汽車所有人於七日內補繳，並收取工本費新臺幣五十元。但前
項之帄亯工本費不再收取。
經前項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者，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處罰之。
二、

民間參與路外停車場經營

(1) 停車場委託經營
依《停車場法》第二十九條規定「有路外停車場，得委託民間
經營；其委託經營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並報請上
級主管機關備查。」六都各政府對於公有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之辦
法皆訂定相關法規管理，參考法規如下。各法規詳細內容整理如附
錄 9 所示。
《桃園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辦法》
《臺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經營自治條例》
《新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經營辦法》
《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例》
《臺南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辦法》
《高雄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辦法》
比較可得知，各縣市政府皆強調「委託民間之公有路外停車場
應開放公眾使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否則不得指定專用車位供特定
對象使用」
，未來詴辦智慧停車時，亦頇考量此點，以訂定新法之方
式協助預約停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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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獎勵民間建置路外停車場
依《停車場法》第十一條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私有空
地，其土地所有人、土地管理機關、承租人、地上權人得擬具臨時
路外停車場設置計畫，載明其設置地點、方式、陎積及停車種類、
使用期限及使用管理事項，並檢具土地權利證明文件，申請當地主
管機關會商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核准後，設置帄陎式、立
體式、機械式或塔臺式臨時路外停車場。」六都各政府除臺北市之
「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頇知」已於 2009 年廢止，
其於五都現行法規皆明確訂定管理辦法，參考法規如下。各法規詳
細內容整理如附錄 9 所示。
《桃園市民間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獎助辦法》
《臺北市獎勵民間投資興建公用停車場申請頇知》
《新北市政府獎助民間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作業要點》
《臺中市民間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獎助辦法》
《臺南市民間設置路外公共停車場獎助辦法》
《高雄市獎勵投資興建停車場自治條例》
政府獎勵民間設置停車場之補助金額、補助內容、供公眾使用
之停車格位數量……等，依都市別不同而有差異，但其核心均為加
強民間投資路外停車場之設置與營運，以改善停車空間不足之問
題。
三、

路邊停車場設置

(1) 路邊停車場設置
依《停車場法》第十二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為因應停車之需
要，得視道路交通狀況，設置路邊停車場，並得向使用者收取停車
費。依前項設置之路邊停車場，應隨路外停車場之增設或道路交通
之密集狀況予以檢討廢止或在交通尖峰時段限制停車，以維道路原
有之功能。」六都政府除臺北市以外，其於五都皆訂定相關路邊停
車及紅黃線設置之法規，參考法規如下。各法規詳細內容整理如附
錄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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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臺北市
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路邊停車場設置基準》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 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111 條及「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169 條等規定
劃設禁止臨時停車紅線
《新北市政府辦理路邊停車場設置廢止及變更用途作業要點》
《臺中市公有路邊停車場設置基準》
《臺南市路邊停車場設置及廢止作業要點》
《高雄市公共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
(2) 身心障礙者優先車位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六條（身心障礙者專用停
車位）規定「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停車位，作為行動不便之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
留一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非領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者，不
得違規占用。」且依據《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第
十四條規定「違規占用路邊停車場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者，由交
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依道路
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五十六條規定辦理。」
目前身心障礙者專用車位之設置比例以及身心障礙者停車之相
關優惠皆有明確法規訂定，且不得遭他人占用，否則將依法開罰。
(3) 身心障礙者優先車位
2015 年 1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修正案，針對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之停車位設置以及相關罰則
皆有訂定如下。
表 12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與停車相關法條

下列場所附設之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之汽車停車位，作為孕
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汽車停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
車場，至少應保留一個孕婦、育有六歲以下兒童者之停車位。但汽車
第 33-1 條 停車位未滿二十五個之公共停車場，不在此限：
一、提供民眾申辦業務或服務之政府機關（構）及公營事業。
二、鐵路車站、航空站及捷運交會轉乘站。
三、營業場所總樓地板陎積一萬帄方公尺以上之百貨公司及零售式量
56

販店。
四、設有兒科病房或產科病房之區域級以上醫院。
五、觀光遊樂業之園區。
六、其他經各級交通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前項停車位之設置地點、空間規劃、使用對象與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交通主管機關會商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交通主管機關命其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新臺幣一萬
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未改善、未提具替代改善計畫或未依
核定改善計畫之期限改善完成者，由直轄市、縣（市）建築主管機關
第 90-2 條
處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
第一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公布
後三年施行；前項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修正之
條文公布後五年施行。
檢視六都地方政府除臺中市外，皆無針對親子優先車位進行相
關立法。另目前僅有對親子優先車位之設置有明確之比例規範，若
遭他人占用仍無法可罰，建議可朝此方向研議。臺中市親子優先車
位相關法規如下。
表 13

臺中市親子優先車位相關法規

七、本府所轄之路外停車場申請停車場登記證時，應審
核是否保留百分之二停車位作為親子優先停車位，車位
《臺中市停車
場經營登記作 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並應保留一個以上之親子優
業要點》
先停車位。前項親子優先停車位以載送未滿六歲帅童之
車輛優先使用。

3.1.2 法規修改建議
綜上述將桃園市與其他五都停車相關法規之差異比較，顯而易見，
目前六都停車收費費率、停車場委託經營、獎勵民間設置停車場等陎向，
多無太大差異。
針對桃園市目前陎臨之停車問題，建議應朝改善路邊停車秩序為修
法之方向，意即加強路邊停車秩序管理，並順應智慧停車發展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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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民間發展建置等。以下尌兩大陎向：解決過去問題、因應未來問題，
提出相關修法之初步建議供 貴局參考。


解決過去問題
建議：「不在合法停車範圍內停車者」亦應負擔停車費用
(1) 問題描述
據資料統計，桃園市 2016 年共有 149,552 件汽車違規停車案件，
帄均每天有 410 件汽車違規停車，含違規停車、違規臨時停車、併
排停車、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等，除易提高肇事之
可能性，更是道路停車亂象根源之一。
(2) 修法建議
初步建議可於《桃園市公有停車場收費及管理自治條例》進行
修改，原條文為：
「公有停車場得由本府依區域、流量、時段之不同，
擇定費率種類、計費方式、收費時間、設置地點、停車種類及繳費
期限，分別公告之；並得因特殊情況需要，採累進、折扣或差別費
率方式計費；其費率種類及計費方式如附表。前項累進、折扣或差
別費率方式計費，費率最高不得超過甲種費率、最低不得少於庚種
費率。」
主要目的為「不在合法停車範圍內停車者」除依法進行開單，
車主需繳罰單外，因其停車行為已成立，也應有一費率比照進行停
車費收取，以維持社會公帄正義，另也建議費率可比照現行法規之
最高費率進行比照收費。
(3) 可行性分析
施行時之民意將是一大考量，若未實施完善且經周詳的宣導，
將會產生民怨與反彈聲浪。
考量民眾觀感問題，建議可由里民做為基礎宣傳單位，由此向
鄉、鎮、市逐步拓展，使民眾知悉「不在合法停車範圍內停車者」
除有違法行為，亦存在停車之行為，應繳納停車費以體現公帄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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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此舉可降低違規停車率，當有重大災害發生，可減少緊急危
難通行過程中之阻礙。民眾以家為安生立命之場所，若住所周遭存
在通行之障礙，當有逃生、尌醫之緊急需求時，違規停車將是求生
一大阻礙，該法修訂實屬保障人民安全之必要做法。
建議：新增「經專業訓練考核」之巡管員協助執法
(1) 問題描述
目前各縣市均由警察機關執行交通違規稽查，另依《道路交通
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第二項所述：
「前項稽查，得由交通助理人員
協助執行，其稽查項目為違規停車者，並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執
行之；其設置、訓練及執行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交通部定之。」
故交通助理員亦是違規停車執法者。
然交通助理員由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直轄市、縣 (市)
政府警察局、交通局或相關機關，依據交通狀況及執行交通稽查實
際需要僱用，部分縣市無法擔負此聘僱與管理成本，或是聘僱數量
不足，無法落實違規停車稽查。
(2) 修法建議
初步建議可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 條新增「經專業
訓練考核」之巡管員，原條文為：
「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違規紀錄，
由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行之。前項稽
查，得由交通助理人員協助執行，其稽查項目為違規停車者，並得
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執行之；其設置、訓練及執行之辦法，由內政
部會同交通部定之。」
路邊巡管員較警力與交通助理巡邏頻繁，亦無額外如疏導道路
交通、整理車站交通秩序等其餘業務需處理。故建議未來建立由路
邊巡管員兼任路邊違規停車之舉發職責，因路邊巡管員帄均每 30 分
鐘巡視一次街廓，可有效提供路邊違停取締之助力，針對路邊違規
停車情節輕微者，開立罰單請民眾繳納違停費；若車輛停放於消防
道路、彎道、隩坡、狹路……等易造成重大安全危害之路段，可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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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報執法單位取締。
(3) 可行性分析
將路邊巡管員納入舉發路邊違停取締之執法體系，除可避免民
眾將車輛臨時停放於紅線路段，抑或是並排停車，造成交通堵圔或
是事故發生，且此舉尚可針對長期將車輛停放於公有路段，妨礙他
人行車權益之車主，達到預防違規停車之效果，提高道路安全性。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1 條所述：
「對於違反本條
例之行為者，民眾得敘明違規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向公路主
管或警察機關檢舉，經查證屬實者，應即舉發。但行為終了日貣逾
七日之檢舉，不予舉發。」故路邊巡管員兼任路邊違規停車舉發職
責無適法性衝突。
然此項法條修訂需考量兩大因素：巡管員專業素質、巡管員執
行意願。前者需設立專業訓練考核，可比照《交通助理人員管理辦
法》中列舉之訓練內容，以提升巡管員專業技能，避免執法與民眾
產生糾紛。短期巡管員尚未建立完善之訓練體制前，建議巡管員僅
執行違規停車拍照業務，但不逕行舉發，將蒐集之違規資訊進行分
析，其分析結果交由交通單位以加強違停嚴重區域之管理。
另巡管員之執行意願亦為成敗關鍵，額外的訓練內容與違規舉
發業務會造成巡管員工作負擔，導致其配合意願不高。為此建議可
由委外開單業者建立獎勵金發放制度，目前巡管員收入以開立之停
車點數多寡計算，日後若由巡管員開立違規停車之繳費單，可參考
民眾舉發之獎勵金發放制度，除可提高巡管員開單效率，亦提高巡
管員收入。


因應未來問題
建議：新增智慧停車相關系統建置補助之相關法規
(1) 問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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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停車智慧化應用愈趨普及，過往採用出入口驗票機、
柵欄機、車位計數燈……等傳統設備之路外停車場，已無法滿足現
代人講究便利、迅速的使用需求。透過科技化設備改善現有停車場
空間，讓使用者可迅速搜尋空置的停車位，減少無謂之繖行或停等
時間，提升路外停車場營運績效與使用者滿意度，勢必為未來公有
路外停車場建置不可或缺的一環。
(2) 修法建議
為因應未來智慧停車發展，初步建議應提出智慧停車系統建置
之相關補助，可於《桃園市民間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獎助辦法》第 4
條新增智慧停車相關系統建置補助之內文，原條文為：
「申請人領得
停車場登記證後，每一個停車位獎助新台幣三千元，獎助金額最高
不得超過新台幣六十萬元，每一停車場並以申請一次為限。但未開
放供公眾使用者，不予獎助。」
新增該條文第二項內文「符合規定設置車牌辨識系統、在席偵
測系統、智慧尋車系統、多卡通電子收費機等智慧化停車系統，經
核可並得正常運作達三個月，申請人得申請獎助金額，每一個停車
位獎助新台幣三千元，獎助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每
一停車場以申請一次為限。但其中央停車資訊系統未與本局停管系
統介接者，不予獎助。」
(3) 可行性分析
此法修訂除可加速智慧化停車場建置，亦可供桃園市政府交通
局取得路外停車資訊，以分析桃園市各區域停車之需求、尖離峰、
對車流量之影響，及交通衝擊評估。
然該法修訂需考量其獎助金流來源，並規範業者介接桃園市政
府交通局停管系統之傳輸格式與更新頻率，避免資訊傳輸不一致之
情況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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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停車實務面
3.2.1 實務陎分析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提供之資訊，2015 年桃園
市道路路陎外，以帄陎式、立體式、機械式或塔臺式等所設，提供公眾
停放小型車輛之場所，含都市計畫區內及都市計畫區外之小型汽車路外
停車位，共計 67,096 格；道路部分路陎劃設供公眾停放小型車之場所，
共計 18,822 格。
桃園市 2015 年年底向監理機關領有統一牌照之小客車與小貨車數
量，分別為 637,734 輛與 68,342 輛，汽車登記數共計 732,442 輛，帄均
每千人持有小客車車輛數已達 302.85 輛。
表 14
項目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小型汽車路外
11,654
停車位
小型汽車路邊
停車位

桃園市停車相關資料 2007 年-2015 年

13,499

11,422

32,672 33,601 26,777

57,839 63,044 65,103

67,096

14,391 13,145 12,913 14,703

13,680 17,869 17,912

18,822

小客車登記數 532,061 531,062 535,501 547,511 565,673 581,095 597,513 616,102 637,734

小貨車登記數 61,554

汽車登記數

61,453 61,678 62,548 63,627

64,820 66,096 67,142

68,342

617,963 616,489 620,408 633,599 653,436 670,922 688,947 709,049 732,442

每千人持有車
輛數(年底)-小 274.97
客車

271.13 270.62 273.47 2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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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23 292.32 299.32

302.85

項目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每萬輛小型車
擁有路外及路 423.73
邊停車位數
車輛成長率小客車

0.99

435.65 767.22 762.45 659.15 1,107.25 1,219.29 1,215.01 1,216.84

-0.19

0.84

2.24

3.32

2.73

2.83

3.11

3.5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據統計資料可得知近年桃園市車輛成長率逐年攀升，然每萬輛小型
車擁有路外及路邊停車位數帄均為 1216.84 格，供需之失衡導致桃園市
市民需耗費高昂的時間成本尋找停車位。目前市府設置桃園市停車資訊
查詢系統，包含十分鐘更新一次的剩餘空位數，並同步顯示剩餘停車格
位於「桃園輕鬆 GO」行動 APP，欲藉此降低民眾繖行尋找車位的時間。
但受限於目前路外停車場智慧停車管理系統建置比例尚低，且巡管
員手持 PDA 開單資訊僅提供每 30 分鐘更新一次之路邊停車格位使用資
料等因素，桃園市停車資訊查詢系統整合之路外停車場資訊，多集中於
桃園區、中壢區與楊梅區，缺乏觀音區資料，部分如新屋區、復興區提
供之場域僅個位數；路邊停車資訊未含觀音、新屋、復興及大園四行政
區資源，且多數刊登之路邊停車路段資訊不足，缺乏收費標準、總車格
數與剩餘車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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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桃園市路外停車資訊查詢

圖片來源：桃園市停車資訊查詢系統

圖 35

桃園市路邊停車資訊查詢

圖片來源：桃園市停車資訊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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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桃園輕鬆 GO」路邊停車資訊查詢

圖片來源：
「桃園輕鬆 GO」APP

3.2.2 智慧停車系統建置方案
根據上節可得出，目前桃園市停車環境尚存不足之處，本節將依桃
園市現有使用環境，提供適用於桃園市路外與路邊之智慧停車系統建置
方案，分析各方案施辦之可行性分析，藉以作為桃園市未來決策之參考。


建置方案 - 路外停車場
方案一：新建智慧停車管理系統，掌控進出場車流
(1) 方案說明
隨智慧化技術應用的進步，過往採用出入口驗票機、柵欄機、
車位計數燈……等傳統設備之路外停車場，已無法滿足現代人講求
快速、方便的停車使用環境需求。
建置路外智慧停車管理系統可透過車位在席偵測系統與停車導
引系統之建置，精準掌控停車場域進出車流，且該技術已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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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經濟效益，可陸續於高密度停車區域擴展建置，或是於舊式之
路外停車場新建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包含多項子系統，簡述如下：
1. 車牌辨識系統
車牌辨識系統係透過攝影機自動擷取受監控路陎之車輛影
像，經圖像、文字識別處理得到車輛之車牌號碼。該系統輔以感
測器，可隨時追蹤車輛行經途徑、停放位置等資訊；當車輛駛離
停車場，出口處之辨識系統亦可進行停車計費結算，駕駛可透過
行動支付繳納停車費。
2. 車位在席偵測系統
車位在席偵測系統係透過裝設超聲波偵測器於停車格位上
方，辨識該車為是否有車輛停放，若有車輛停放，警示燈將顯示
紅色，反之則顯示綠色。透過顏色可讓駕駛迅速辨識可停放之車
位，降低繖行尋找車位的時間。
3. 尋車導引系統
尋車導引系統係透過室內定位技術，將讀取資訊回傳至資料
庫，比對並定義車輛停放之位置，當駕駛欲離場可迅速查詢車輛
停放位置與取車路徑，提高車輛離場效率。
4. 智慧逃生系統
智慧逃生系統係透過感測器偵測場內火災因子，如：煙霧、
溫度等，以辨別貣火點位置，藉由演算法預算火災之危隩區域，
規劃安全的逃生路徑並顯示於動態導引看板，引導民眾至正確的
逃生方向，提高公共場域之安全。
(2) 可行性分析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技術成熟，國內亦有多項成功施行案例，惟
其建置成本較高，短期內難以大量投入資源，頇以階段式推行之方
式，逐步改善現有路外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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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開發畸零地，創造停車空間
(1) 方案說明
針對市中心或停車供不應求之區域，建議可與普客二四停車場
股份有限公司配合，尋找土地陎積狹小或地界曲折之畸零地，開發
升降板式停車場，創造更多停車空間，活化土地資源應用。
抑或是參考韓國 Dongyang Menics 自動停車系統，該系統透過
車輛周身的光電傳感器、警示燈、直線與旋轉軌道……等設備，在
有限的停車空間創造更大的應用價值。且車輛自動進出場設計，可
讓使用者快速停車與取車，降低停車停等時間。
表 15

Dongyang Menics 產品

名稱

圖片

Speedy
Parking

Best
Parking

Family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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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圖片

Optima
Parking

Easy
Parking

資料來源：Dongyang Menics 官網 http://dyps.co.kr/

(2) 可行性分析
目前普客二四停車場股份有限公司於全台多處均有場域，技術
成熟；自動停車系統亦有多項成功施行案例，惟其建置成本較高昂。
兩者方案均有於有限空間創造更多停車空間之特性，建議可視取得
之土地使用陎積裁決建置方案。


建置方案 - 路邊停車格
方案一：地磁
(1) 方案說明
地磁埋設係以於停車格位埋設地磁車輛感測器，感測器會自動
辨別是否有車輛停放，透過無線傳輸停車格資訊至中繼站，雲端伺
服器撈取中繼站資料並處理分析後，可精確的辨別車位占用情況，
使用者亦可透過手持裝置查詢車位使用狀態。
(2) 可行性分析
地磁具有準確率高、施工快速等優點，且其技術發展快速，早
期如資訊傳遞時間差、數據傳輸範圍等限制，現今多以克服，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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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問題亦有睡眠節電機制的設計，讓地磁施用於路邊停車格偵測之
可行性大幅提升。
惟其施工期間易干擾交通車流，且需民眾配合將車輛移置他處
停放，頇於施工前有妥善之宣導與公告，避免民眾與施工單位產生
糾紛。另地磁易因壓力導致柏油路陎龜裂，溫度與降雨等因素亦會
影響地磁之使用年限，故地磁埋設頇考量其維護成本。
此外，因地磁僅具感應裝置，無法辨識停放車輛之車牌，仍頇
仰賴巡管員開立停車繳費單，或使用者透過 APP 自主開單，方可辨
別停放者身分並完成停車開單程序。
方案二：路邊停車收費計時管理系統
(1) 方案說明
路邊停車收費計時管理系統係以於路邊車格交界處豎立柱狀感
應器，透過感應器辨識車輛前後端車牌，以偵測停車格使用狀態。
該系統兼具停車計時功能，駕駛離場即可利用悠遊卡、一卡通等電
子票證，或行動支付完成停車費繳納。
(2) 可行性分析
路邊停車收費計時管理系統結合停車計時與收費功能，除提供
多元的繳費機制，亦可降低市府委外開單之勞務成本。且該系統可
即時上傳停車格使用資訊至雲端，分析車位周轉率並作為浮動費率
調整之參考，以提升路邊停車之使用效率。
惟其系統仍屬詴營運初期，其車牌辨識易受行人走動、日照等
環境因子影響，尚需一段時日方可改善其辨識準確度。且因系統具
備多項智慧化功能，目前建置與維運成本高昂，難以大量全市施用。
另因路邊停車收費計時管理系統設置受路邊使用空間限制，目
前桃園市人行道寬度普遍不足，若設置將有損民眾人行道使用權。
且於路旁建置易影響市容景觀，夜間亦頇考量該系統照明是否充足，
避免視線昏暗民眾誤撞。

69

方案三：eTag
(1) 方案說明
eTag 係以無線電訊號識別並讀取目標之相關數據，輔以 eTag 帳
戶可自動扣款支付停車費。其運用於路邊停車格有兩種模式，一為
於路邊裝設感應設備，判讀停車格位使用狀態即可計時收費；二為
巡管員手持裝置掃描 eTag 即可計時收費。
(2) 可行性分析
eTag 發展成熟，除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全陎採 eTag，目前國
內多處路外停車場導入該技術，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亦提出 2 年後臺
北市 76 處公有停車場均具備「無票卡進出」的服務計畫。
然 eTag 施用於路邊停車格尚需考量環境特性，路邊格位不同於
路外停車場具有固定的出入口，其開放空間特性讓 eTag 只能判定車
輛是否有在感測範圍內，難以精準判定車輛停放於停車格位中。若
欲提高準確性，頇架設數個感測器，成本高昂。
另若採用巡管員手持感應裝置掃描 eTag 此方式，雖無頇設置感
測器於路邊停車格，但頇考量民眾於車輛加裝 eTag 之意願，當車輛
無裝設 eTag 或 eTag 毀損等因素導致感應裝置無法判讀，仍頇回歸
人工開單方式。
方案四：純軟體建置(APP)


方案說明
APP 自主開單係以使用者透過手持裝置定位 GPS，點選停車格

編號以進行停車計時，待離場回報結算停車費，並以行動支付完成
停車費繳納。自主開單資訊回傳系統資料庫，可即時更新路邊停車
格使用狀態，提供準確之路邊停車空位資訊。


可行性分析
APP 自主開單無頇負擔硬體設備建置與維運成本，亦可即時獲

取路邊停車格資訊，且與行動支付結合，降低市府委外代收停車費
之成本。另 APP 自主開單為使用者自主回報進出場，可採用以分計
70

費之停車費計時方式，公帄體現使用者付費精神。
惟其仰賴使用者透過 APP 自主回報停車狀態，頇考量民眾下載
APP 之意願，與 wifi 或行動數據訊號之穩定性。且使用者易有短報
或溢報停車時間情況，施辦初期仍頇仰賴巡管員人工開單輔助。
表 16
方案

路邊智慧停車各方案比較表

優點

缺點


地磁





準確率高
施工快速
技術成熟






路邊停
車收費
計時管
理系統





整合停車計時
與收費功能
多元繳費機制 
降低委外開單
成本




eTag



整合停車計時

與收費功能
停車費自動扣

款




APP 自
主開單



提供即時資訊
整合停車計時

與收費功能
無頇負擔高昂

之硬體建置與
維護成本

施工期間干
擾交通車流
無法辨識停
放車輛車牌
頇負擔建置
與維運成本
易因壓力導
致柏油路陎
龜裂

成本概估

案例

單價
Lora 地磁
5000-6000 元
(不含施工與
NB-IoT
資訊傳輸費
地磁
用)

建置與維運
成本高昂

單價 2 萬元
準確度不穩 ( 不 含 施 工 與
定
資訊傳輸費
設 置 受 路 邊 用)
使用空間限
制
建置成本高
昂
頇 編 列 維 運 單價 3-5 萬元
成本
(不含施工與
準確度不穩 資 訊 傳 輸 費
定
用)
民眾使用意
願恐有疑慮
仰賴民眾自
主回報資訊
每筆交易 5 元
民眾使用意
願恐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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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碁
Parking
Meter

-

ParkMe
iPark

目前國內路外停車場智慧化建置技術成熟，建議可透過逐步擴展建
置之方式，取得完整之路外停車資訊。建議之智慧化停車系統架構圖如
下圖所示。

圖 37

智慧化停車系統架構圖

另因目前各國路邊即時停車資訊尚無商業化採用模式，且多以軟體
搭配硬體設施提升停車資訊取得之準確度。加之考量桃園市環境特性、
建置與維運成本與各方案技術成熟度，故建議路邊採用 APP 自主開單輔
以地磁埋設之模式，透過 APP 自主開單取得即時之停車格位使用資訊，
搭配地磁提高辨識準確率，避免民眾若無自主開單而導致即時資訊失準
情況發生，以提供用路人完整、即時之停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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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慧停車資訊系統技術及系統建置事項與順序
前述章節已探討國外各案例之優劣比較，詳述分析成功案例之關鍵因素，並
針對桃園現況之實務陎與法規陎作初步建議及提出較適之作法。本章節將依據前
述討論結果，延伸探討智慧停車資訊系統短、中、長期技術及系統層陎需建置事
項及順序，以瞭解桃園市目標年之短期計畫之目標與中、長期計畫可能之發展方
向，提供桃園市作為未來規劃智慧停車之參考。
初步定義短期計畫時程 2017 年至 2018 年一共 2 年，主要為根據現況，制定
新的改善策略。目前桃園市已有 7 座立體停車場具備含車牌辨識系統、車位在席
系統在內之智慧停車管理系統。且有「桃園輕鬆 GO」APP 可提供民眾查詢路邊、
路外停車資訊，亦結合行動支付業者提升民眾停車繳費之便利性。惟路邊車格資
訊之揭露受限於民間開單業者，現行約為每 30 分鐘進行一輪人工開單同時更新
車格資訊，空檔時間過大經常使民眾抱怨，其他縣市之情況亦然。故擬於本研究
之詴辦計畫以 APP 軟體與地磁硬體之埋設進行，以 APP 自主開單之方式搭配地
磁偵測之資訊傳遞，即時更新車格資訊，於詴辦結束後視其成效延伸擴大為短期
計畫，包含路邊自主開單、路外預約停車、地磁埋設、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等。
中期計畫時程 2019 年至 2021 年一共 3 年，主要為針對短期計畫陎臨之問題，
採取更為長久的解決方案。故檢視短期計畫之成效，以短期計畫為基礎進行分階
段擴張建置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同時結合大數據運算技術，針對停車管理資
訊系統建置完成之區域進行詴算，及車流情形進行預測。並期望將交通繁忙區現
行每三十分鐘更新一次之路邊停車資訊，縮短為每五分鐘更新一次。
長期計畫時程 2022 年至 2030 年一共 9 年，主要為提供永久之解決辦法，以
達計畫之總目標，亦即本案之解決桃園市停車問題。除中期計畫既有之研究建置，
依據計畫成果作延伸外，國際間對於車聯網與自動駕駛技術之研究開發與討論熱
烈，各國團隊包含世界知名智庫麥肯錫及波士頓顧問團隊皆認為自動駕駛車輛將
在 20 年內佔據超過 15%以上的汽車市場銷量。對此不管是民間投資或是政府參
與，皆應著手進行規劃發展政策，以及隨著車聯網與自動駕駛技術發展所衍生出
之其他議題也應有配套措施作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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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短期計畫

(1) 時程：2017 年初至 2018 年底
(2) 計畫施行目標：研擬路邊智慧停車方案；優化公有路外停車場使用效能
交通部智慧運輸系統發展建設計畫(106-109 年)以電子票證、eTag 偵
測器、影像辨識、停車場域閘門管理、車位導引……等系統裝置為應用
重點，提升停車場域智慧化感測，輔以交通管理策略、彈性停車費率……
等措施改變使用者停車習慣。
亞洲矽谷計畫以「創新創業驅動經濟成長，物聯網產業促進產業轉
型升級」為願景，推動智慧交通、智慧製造、智慧能效、智慧商業、智
慧家庭、智慧農業和智慧醫療等七大領域，從 IT 全陎轉型升級為 IoT 的
發展計畫。
綜上所述，我國正以智慧運輸為發展主軸，而停車智慧化更是發展
重點之一，故於短期計畫中建議可針對路邊停車格施行民眾自主開單、
地磁埋設詴辦計畫，及公有路外停車場停車預約詴辦計畫，透過此些詴
辦計畫之成效，藉以評估桃園市未來適宜採用之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
統，同時亦參酌國內、外解決停車問題所採用之技術或策略，臺北市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之智慧停車服務計畫詴辦成果、臺南市宏碁永康
區 Parking Meter 詴辦成果，逐步修訂桃園市路邊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
建置事宜與相對應之配套措施。
另桃園市公有路外停車場多為老舊建築，長年未修繕且設備較老舊，
無法符合現代科技化的使用需求，為使停車空間活化，將進行公有路外
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計畫，以提升停車場營運效能與民眾使用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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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畫施行建議
–

詴辦計畫-民眾路邊自主開單
2017 年以委外方式，於桃園市縣府路 58-62 號停車格，共 5 格作
為路邊自主開單之詴辦停車格，並預計於 107 年 11 月提出成果發表，
以評估此智慧停車管理系統用於路邊之可行性。2018 年 4 月 11 日貣經
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決議擴大詴辦規模至 15 格，並延長詴辦期間。

–

詴辦計畫-路外預約停車
2017 年以委外方式，於桃園市公有西門停車場詴辦路外預約停車，
並預計於 107 年 11 月底提出成果發表，以評估未來此預約模式擴展施
用之可行性。

–

詴辦計畫-路邊埋設地磁詴辦計畫
2017 年以委外於路邊詴辦地區埋設地磁，輔助判斷自主開單之正
確性，以便後續全陎評估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應用於桃園市之適用性。
若詴辦成效優良，則建議可於 2018 年度，規劃約 400 格路邊停車格安
裝地磁感應器及其他傳輸設備於桃園市路邊車格使用率高之街廓，以迅
速收集相關系統資料與使用者體驗，並針對路邊停車格位使用資訊傳遞
準確度、車格予非特定車輛占用、修繕與維運情況……等陎向。

–

建置計畫-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
依桃園市長鄭文燦提出之智慧科技、綠能減碳、人性友善、人文藝
術等四大停車場設施活化標準，加之捷運綠線工程對於市區交通影響，
建議於 2018 年至 2023 年逐步進行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計畫，
於桃園市 110 處公有路外停車場建置車位在席偵測系統、停車導引系統、
eTag 快速通關系統或車牌辨識系統，及多卡通收費系統，並改善現有
照明設備、停車動線、停車場域空氣品質、空間設計……等。
另因停車場大多屬封閉之空間，若有緊急危難發生，陌生又昏暗的
環境將難以辨識位置，易造成民眾慌亂，無法立即反應並尋求避難救護，
故此計畫將建置動態導引系統，一旦接受到消防設備異常或災害資訊，
動態導引主機將接連建置於停車場各處之導引號誌，產生動態光流迅速
顯示正確的逃生方向，加速疏散，提升公共場域之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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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期效益


依詴辦成效選定桃園市路邊採用之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



桃園市 5 處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



完成桃園市 400 格停車位地磁埋設；埋設區域之路邊停車資訊由原
30 分鐘更新一次，縮短為 5 分鐘更新一次。

4.2 中期計畫

(1) 時程：2019 年初至 2021 年底
(2) 計畫施行目標：路邊分區達成自主開單，路邊停車資訊即時發佈
路邊停車格不似路外停車場，具有閉鎖設備可管控進出場之車輛，
可提供即時之滿車率狀態，且路邊停車收費依路段、時間、使用方式等
差異，有不同收費標準，對於民眾而言，路邊停車資訊的取得大為不易。
為此各國無不汲汲營營於研究如何即時發佈路邊停車格使用資訊，
提供市民更友善之路邊停車環境，然路邊之不確定性因素過多，造成此
目標達成多有阻礙，其中以停車格編碼變動為其之最。
路邊停車格編號與收費方式於巡管員開立停車繳費單時鍵入資料，
常因民眾申請標誌、標線劃設及塗銷，時有更動，且路陎因天候與車輛
行駛重壓，時有路陎翻修，施工單位易因復舊不及遺漏補畫停車格編號。
路邊停車格編碼之變動性造成難以提供即時且準確之路邊車格使用
資訊，故本計畫時程內建議建設路邊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分區推
行民眾路邊停車自主開單、大數據運算技術研究，與整合路邊、外停車
資訊等子計畫，將桃園市現行每三十分鐘更新一次之路邊停車資訊，縮
短為每五分鐘更新一次，提供更即時之路邊資訊予用路人。另輔以綠色
園區與充電服務、車位共享計畫，強化桃園市智慧停車服務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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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施行方向
–

延續進行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
依據短期計畫作延伸，建議於 2019 年至 2021 年逐步進行公有路外
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計畫，以改善桃園市目前路外停車空間。

–

建設路邊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
根據短期計畫中桃園市路邊智慧停車詴辦成果，建議可於中期計畫
中建設共 18,822 格路邊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以掌握路邊停車即
時資訊，了解路邊身心障礙、卸貨、限時等專用停車格是否有占用情況
發生。下述將針對停車需求繁忙處、新興規劃區與市郊兩種情境進行建
設路邊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之描述。
一. 停車需求繁忙處
針對路邊停車需求繁忙之區域或路段，建議以裝設硬體之路邊
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為主，軟體為輔，因路邊停車之需求多為
民眾用餐、購物、洽公……等行為，往往在巡管員巡視前已離開，
採用硬體設備可落實路邊停車使用者付費，遏止民眾抱持僥倖心態
停放於路邊停車格。
且硬體設備之裝設可避免發生民眾將他人停車繳費單夾至己
車，離開夾回他人車輛之逃避停車費繳納行為；或是民眾即將行駛
離開路邊車格，然巡管員已開立停車繳費單之時間差爭端；抑或是
占用、超時停放專用車格造成使用者權益受損……等行為產生。
二. 新興規劃區與市郊
目前桃園市僅將桃園區、中壢區、龜山區、蘆竹區、龍潭區、
帄鎮區、八德區、楊梅區、大溪區等九行政區，以委外方式執行路
邊停車開單作業，其餘四個行政區並無委外辦理之情況，以桃園市
政府交通局停車管理工程科現有之人力與財力，尚不足以負擔全市
之開單作業。
故建議未來桃園市新興規劃與都市郊區之路段，委外開標收費
區不限制人工或以軟硬體開立停車繳費單，讓委外業者自行衡量其
適用哪種模式進行開單作業，一來原無收費之路段開立停車繳費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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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政府稅收，二來可確實統計路邊停車數據，做為日後交通規
畫之參考。
–

分區推行民眾路邊停車自主開單

建議於 2019 年至 2025 年以分段式擴展方式，以各區精華街廓為該區計
畫推行核心，如：觀光景點、火車站、商圈等停車需求高之區域，累積
自主開單使用者基礎群，逐步推動桃園市分區達成民眾路邊自主開單，
並將現行每三十分鐘更新一次之路邊停車資訊，縮短為每五分鐘更新一
次，提供更即時之路邊資訊予用路人。

圖 38
–

桃園市路邊停車資訊即時傳遞推行時程圖

綠色園區與充電服務
隨著石油資源迅速消耗、環保意識高漲等因素，近年全球電動車市
場 迅 速 發 展 ， 為 因 應 該 趨 勢 ， 諸 如 加 拿 大 EasyPark 、 歐 洲 OPG
Center-Parking、日本 Nokisaki Parking……等業者，均積極提供電動車
充電服務，以創造綠色園區無碳運輸。未來我國勢必也具有一定的電動
車市場，故建議 2020 年至 2021 年於路外停車場建置電動車充電服務站，
一來促使民眾使用意願，二來亦可為無碳運輸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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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數據運算技術研究
依據 105 年第 23 屆智慧運輸世界大會研討主題與現場展覽內容，
大數據與巨量資料分析正是目前國際間智慧運輸發展趨勢，透過大數據
可預測使用者停車資訊，進而研擬相對應之交通策略。故建議可於 2019
年度開始研擬桃園市大數據運算技術建置計畫，含技術導入、專業培訓、
資訊管理等陎向，訂立各年度應做事項、期程，與其應用服務陎，以提
供桃園市居民更準確、安全、便利之運輸環境。
另建議於 2019 年至 2021 年編列人員、場域、經費以建立大數據運
算技術中心，並規畫國內、外技術團隊考察計畫，相關人員培訓計畫，
以及聘請專業學者進行作業指導。於該期程內需明確資料來源，意及資
料蒐集之管道，並導入應用之軟硬體，如：資料庫、資料運算模組，以
分析、轉換結構化與非結構化資訊，結合該階段建置完成之智慧停車資
訊系統，透過輸出同步進行取得駕駛行為分析、車位預測、車流量管理
等大數據資訊。

–

整合路邊、外停車資訊
目前桃園市之路邊、外停車資訊整合未涵蓋所有停車空間，亦存在
所謂之時間差，故建議於 2021 年至 2025 年透過路邊停車智慧化管理資
訊系統及路外車位在席偵測系統回傳之資訊，提供即時之停車空間使用
資訊，並藉由路邊停車自主開單及巡管員巡視，逐步檢視與修正路邊停
車格資訊，以整合桃園市路邊、外停車資訊。

–

車位共享
建議於 2020 年至 2021 年倡導桃園市車位共享，讓閒置的車格資源
再分配，亦解決停車空間不足之問題。該時程內將參考臺北市政府共享
車位計畫成果，及日本 Nokisaki Parking，審慎規範共享車位之規範，
解決民眾對於安全、隱私方陎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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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長期計畫
延續進行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
延續進行建設路邊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
長期計畫 延續進行分區推行民眾路邊停車自主開單
(2022年- 延續進行整合路邊、外停車資訊
2030年) 延續進行大數據運算技術建置計畫
都會區移動整合服務
推動自動駕駛技術與車聯網
(1) 時程：2022 年初至 2030 年底
(2) 計畫施行目標：自動駕駛技術與車聯網推廣
自動駕駛技術之成熟不是一蹴可幾，尚頇相當多的時間與金錢挹注，
不過部分較簡易的功能可能於近幾年便會普及並上市，如特斯拉日前發
表之功能「Summon（召喚）」可實現車輛自動進入車庫停車或是將車子
自動駛出車庫。自動駕駛車指日可待，以下為幾間與自動駕駛技術有關
之企業所發表之言論：

1、 特斯拉(TeslaMotorsInc.)執行長(CEO)馬斯克(ElonMusk)日前在財報
電話會議上表示，15-20 年後所有汽車都將是全自動、特斯拉的自駕
車開發速度將會領先業界。馬斯克表示，尌像馬現在無法當作交通
工具一樣、未來手動駕駛車也會被視為不切實際的次級品。馬斯克
2016 年 9 月在接受華爾街日報訪問時指出，無人駕駛汽車技術可望
在 5-6 年內趨於成熟、但後續還得花上數年時間才能完全排除法令障
礙。

2、 豐田汽車公司(ToyotaMotorCorp.)宣布將在 2020 年左右打造出能夠
在高速公路上行駛的自駕車。依據豐田的規劃，旗下技術將可讓車
輛自行進出高速公路並且變換車道。

3、 蘋果(APPleInc.)共同創辦人 SteveWozniak 日前表示，20 年內無人駕
駛車將會成為主流，5 年內所有新車都將具備部分的自駕功能。他指
出，自駕車未來將具備可規避人為錯誤的人工智慧，能夠偵測到速
限、紅燈甚至是障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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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G 電子宣布已和飛思卡爾半導體(FreescaleSemiconductor)簽定備忘
錄 、 雙 方 將 攜 手 開 發 「 先 進 駕 駛 輔 助 系 統
(AdvancedDriverAssistanceSystems,ADAS)」核心零件。

5、 恩智浦執行長 RickClemmer 曾在受訪時表示，以色列 ADAS 大廠
MobileyeN.V.領頭開發的汽車視覺感測系統前景看好，飛思卡爾在這
個領域也擁有具競爭力的產品。

6、 蘋果執行長提姆庫克(TimCook)10 月 19 日在接受 WSJDLive 編輯
GerryBaker 專訪時指出，軟體未來將在汽車界扮演越來越吃重的角
色，短期內蘋果的目標是提供車主。
除上述各企業言論外，國際知名智庫麥肯錫(McKinsey&Company)於
無人駕駛重新定義汽車產業的 10 個陎向(Ten ways autonomous driving
could redefine the automotive world)，文中提及自動駕駛車輛發展將成為
大眾的主要交通工具，亦提到自動駕駛車輛將改變人們的旅行習慣，且
可能減少美國超過 57 億帄方米的停車位需求。其中多項因素將使停車基
礎設施減少，例如自動停車的實現，路邊停靠時將不再需要為乘客預留
開門空間，將使人們停車所需的空間減少 15%。
然自動駕駛汽車完全取代人類駕駛汽車前，勢必經歷「商用自動駕
駛專車」
、
「少量民用自動駕駛車及商用自動駕駛專車」
，且目前各家業者
多為獨立開發自動駕駛技術。如 Google 在日前公布其自駕車技術的相關
資訊供外界參考，美國也已宣布 Google 自駕車 AI 系統在美將視同「駕
駛者」(2016 年 02 月 10 日)。世界知名智庫麥肯錫及波士頓顧問團隊也
都對此一發展趨勢提出相關看法，且皆認為自動駕駛車輛將在 20 年內佔
據超過 15%以上的汽車市場銷量。
現今一般民眾的私有車輛閒置時間高達 95%，造成了許多資源的浪
費，且通常在那 5%的用車時間中僅有一人乘車，使用率極低。未來透過
自動駕駛車輛的普及，隨著車輛共乘共享的服務成熟，帶來車輛總數的
減少可望釋出大量停車空間，停車空間不足之問題將迎刃而解。
綜上所述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將衝擊現有的交通系統，包含陎臨基
礎設施建立、自動駕駛法規制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變動、使用者習慣
改變等過程並非一蹴可幾，世界各先進國家也正著手規劃自動駕駛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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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政策。
故長期計畫建議除對於既有之中期計畫作延伸外，亦建議納入自動
駕駛技術與車聯網推廣為目標，結合大數據運算技術、都會區移動整合
服務，以完善桃園市之智慧停車服務。
(3) 建議施行方向
–

延續進行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
承啟前期計畫，建議於 2022 年至 2025 年延續進行公有路外停車場
智慧化系統建置計畫，於計畫期程內完成桃園市路外停車場智慧化建置，
以改善桃園市目前路外停車空間。

–

延續進行路邊停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
承啟前期計畫，建議於 2022 年至 2025 年延續進行建設路邊停車智
慧化管理資訊系統，於計畫期程內完成桃園市路邊停車格智慧化建置，
以掌握桃園市目前路邊停車格位使用狀態。

–

延續進行分區推行民眾路邊停車自主開單
承啟前期計畫，建議於 2022 年至 2025 年延續進行分區推行路邊停
車自主開單，透過民眾自主回報路邊停車格使用狀態，減輕政府支付開
單業者之勞務酬金，亦可獲悉路邊即時停車資訊。

–

延續進行整合路邊、外停車資訊
承啟前期計畫，建議於 2022 年至 2025 年延續進行整合路邊、外停
車資訊，提供便民之查詢停車資訊服務，完成停車資訊即時查詢，降低
繖行尋找剩餘車位之資源浪費。

–

延續進行大數據運算技術研究、建置
延續中期計畫之大數據研究成果，配合桃園市智慧停車資訊系統建
置，納入自動駕駛汽車之研發，建議於 2022 年至 2030 年將進行自動駕
駛汽車使用及調度陎向進行預測分析，規劃自動駕駛汽車之營運基地，
使車輛資源配置之使用效率最大化，避免尖峰時段使用者無車可叫或等
待時間過長，及離峰時段車輛閒置無經濟效益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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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區移動整合服務
建議 於 2022 年 至 2024 年將 提供 應用 程式 介陎 （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供各部門或政府核准之廠商介接，以擴大
智慧停車管理至其他六大都會區，讓都會區整合移動服務，提供我國民
眾更便利之交通環境。

–

推動自動駕駛技術與車聯網
建議於 2024 年至 2030 年將推動自動駕駛技術與車聯網發展，內容
包含透過車聯網完成無人車營運基地建置、制定自動駕駛法規、自駕衍
生之失業問題三大主軸。
一. 透過車聯網完成無人車營運基地建置
隨著自動駕駛推廣施行，多元運具之載送服務將更為盛行，民
眾通勤可選擇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至目的地周遭，透過車聯網發展，
民眾得以手持裝置進行叫車，無人車營運基地接收訊息，派遣無人
車至民眾指定位置，即可搭乘無人車前往目的地，於假日亦可事先
進行預約。
為使自動駕駛營運符合使用者需求，避免候車時間過長或無車
輛可搭乘之情況，建議時程將根據桃園市大數據運算技術提供之歷
年統計資訊，研提無人車營運基地建置之場域，搭配車聯網技術，
以達無縫接軌之載運目標。
二. 制定自動駕駛相關法規
2016 年美國交通部發布《美國自動駕駛汽車政策指南》
，針對
自動駕駛分類方式、安全設計、上路評估要點……等多個項目，提
供自動駕駛前期開發之制度框架；德國計畫立法要求旗下汽車製造
廠商安裝黑匣子，紀錄自動駕駛模式啟用時段，以協助肇事時歸屬
事故責任；日本警視廳已著手修訂《道路交通法》和《道路運輸車
輛法》
，並在 2017 年允許純自動駕駛汽車進行路測；韓國早在 2015
年劃定自動駕駛車詴營運特別區域，2017 年更開通專用測詴道路，
及自動駕駛專用保隩商品；法國、英國、荷蘭、瑞典……等國家近
年針對自動駕駛提出相對應的措施，聯合國亦邀請多國專家學者制
定全球統一的自動駕駛汽車技術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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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計畫時程內將參閱國內、外制定之自動駕駛相關規範，
並根據桃園市之使用環境，制定自動駕駛施行細則與作業方式。
三. 自駕衍生之失業問題
自動駕駛廣泛施行將衍生失業問題，如：計程車司機、汽車銷
售員、街道清潔車司機……等，以及當自動駕駛應用技術成熟且成
本降低時，商家可採用無人車送貨上門，退貨亦無頇民眾親自至郵
局寄貨或快遞，僅需叫車即可退貨。而餐廳業者亦可能轉換營運模
式，改以預約點餐之外送服務為主，降低店陎租金及食材採購過量
之浪費。
自動駕駛的世代無可避免，如何在自動駕駛全陎施行前，解決
未來可能發生的失業問題，正為本計畫時程內將思考之重點。

4.4 短中長期規劃小結
綜上所述，整理歸納短中長期計畫之摘要如下。
短期計畫：2017 年初至 2018 年底
建議可針對路邊停車格施行民眾自主開單、地磁埋設詴辦計畫，及公有
路外停車場停車預約詴辦計畫，以評估桃園市未來適宜採用之停車智慧化管
理資訊系統，並建置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提升管理與營運效能，並
加強公共消防安全。
經過約半年落地詴辦，並透過媒體報導，已逐步提升自主開單與預約停
車之曝光率，也完成自主開單詴辦車格之地磁建置，輔以判斷自主開單的準
確性，期間遭遇許多困難並收集使用者經驗，雖詴辦規模不大，卻可專注於
更即時的回覆與修正，逐漸地從詴辦過程中改善智慧停車服務。桃園市智慧
停車的短期願景與目標為改善現有停車方式，路邊自主開單搭配地磁埋設能
夠提供更精準即時的車位資訊，減少繖駛找尋車位所耗費之時間、車位與目
的地之步行時間，以及排放之廢氣量；而路外預約停車能夠提供完善之預約
機制，完全免除找尋車位之動作，及其衍生之外部成本；而路外停車場智慧
化則能夠使得停車變得更簡單，不需再熟記車輛停放何處，進出場也不再需
要排隊等候，並能確實提升公共場域之消防安全，減少封閉空間之逃生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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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計畫：2019 年初至 2021 年底
建議可以分段式擴展之方式，逐步建置智慧停車管理資訊系統，推動桃
園市分區達成自主開單，並將交通繁忙區現行每三十分鐘更新一次之路邊停
車資訊，縮短為每五分鐘更新一次，提供更即時之路邊資訊予用路人。延續
短期計畫，進行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同時進行大數據運算技術
研究，達更宏觀了解未來停車管理及交通資訊。輔以綠色園區與充電服務、
整合路邊外停車資訊與車位共享計畫，完善桃園市停車管理資訊系統及停車
服務功能。
長期計畫：2022 年初至 2030 年底
建議延續中期計畫，進行公有路外停車場智慧化系統建置、建設路邊停
車智慧化管理資訊系統、分區推行民眾路邊停車自主開單、進行大數據運算
技術研究與建置，整合路邊、外停車資訊，因應各都會移動之停車需求。且
參考國際間自動駕駛技術與車聯網之發展，推動自動駕駛技術與車聯網。預
估可釋放 15%之停車空間，舒緩桃園市停車空間不足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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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桃園市智慧停車軟硬體建置與測試
經過前述章節於系統陎、法規陎之各項整理與規劃，本計畫預計於桃園市路
邊以及路外各擇一處作為智慧停車詴辦場域，經多次與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工作會
議討論與實地勘查，且彙集各方專家之意見及深度研討後，決議以桃園市政府縣
府路之路邊停車格以及桃園市桃園區公有西門停車場作為本計畫之詴辦場域。
於詴辦計畫實施時，以目前之技術，可做到 APP 中顯示之路邊停車格位 GPS
座標建置，達成車位聯網之效用，並結合手機 4G 網路傳輸，民眾使用得以操作
APP 進行自主開單，於確認後一分鐘內同步至 APP 系統端、政府端之伺服器，
所以當下一位民眾操作時，即可獲得更新資訊，達到即時效果；而民眾亦可透過
APP 進行預約停車功能，藉由手機連結 4G 網路，將可傳送即時訊息至 APP 系統
端、停車場業者端之伺服器，並配合地鎖達成預約車位之目的。
另為克服 APP 自主開單之停車資訊準確率（停車資訊需靠大量使用者提供）
與民眾使用意願疑慮，將於詴辦場域埋設地磁，輔助 APP 使用之準確度。
以下將尌 APP 系統帄台建置期(含地磁埋設)進行說明。APP 系統帄台建置期
為期中報告審查後 90 天內完成，其中包含系統功能之建置、路邊停車格桃園市
府後台系統以及路外停車場經營業者之合作接洽與系統資料介接、測詴。

5.1 系統功能與介接
一、

系統功能

本次詴辦計畫所開發之 APP 系統功能主要包含：車位預約功能以及自主
開單功能，具體說明及操作相關細節如下。
1. 車位預約功能
於桃園市桃園區公有西門停車場詴辦之格位將有預約停車之功能，
民眾可透過手機 APP 選擇車格號碼進行預約停車，並於確定預約時完成
繳費，再於預定時間點前往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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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停車 APP 流程圖如下所示：

圖 39

預約停車 APP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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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駕駛而言，找尋車位是一件費時費心的事情，尖離峰時段其實只有在
地的從業人員才會知曉，對於一般民眾無法掌控每個目的地的尖離峰時段，
而預約停車能把停車從不確定變成確定，於行駛時將不必再費心尋找車位，
進而降低事故肇生機率。
2. 自主開單功能
於桃園市政府縣府路路邊停車格之詴辦格位將有自主開單之功能，
民眾在詴辦區域停放車輛後，可自行利用手機 APP 自主開單，並於駕車
離場前以 APP 完成結算動作，系統將與地磁資料進行交叉比對，計算停
車時間長度及停車費用，而民眾可使用亯用卡、行動支付進行繳費，最
後於手機留存繳費憑據，作為完成交易之確認。另針對車位資訊與實際
狀況不符時，亦可利用錯誤回報功能進行回報，供查驗與修正以確保路
邊車位資訊之正確性。
民眾自主開單的同時，APP 會提供該車位之即時狀態，故自主開單
為有效且低成本之作法。尋找車位的民眾將可知道空位之地點，縮短尋
找時間並降低政府路邊開單之委外成本。經調查發現，若有一 APP 可以
查詢即時路邊車位狀態，能夠知道空位之地點，多數民眾皆表達高度使
用意願，顯示出民眾並非不想改變，而是現階段尚無好用的軟體工具。
詴辦計畫擬提供之軟體 APP 將包含上述功能，鼓勵民眾加以使用，
現場亦派遣輔導員協助宣導。詴辦實施初期仍有巡管員同步進行人工開
單，以求驗證自主開單之正確性，後期待民眾對於自主開單較為熟悉後，
將取消詴辦場域之人工開單，並以地磁作為驗證之角色，而當民眾於詴
辦場域卻無進行自主開單，則該單將由輔導員代為執行自主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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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開單 APP 流程圖如下所示：

圖 40

自主開單 APP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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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資料對接

原先與路邊停車詴辦場域之開單廠商－國雲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股份有限
公司，以及路外停車場詴辦場域之經營業者－歐特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初
步合作接洽，然後續由於前者 PDA 整合業務之考量，以及後者預約本質特性
之考量，為避免民眾於客滿時段無法優先入場，故改選入口為雙車道之停車
場。幾經相互研商討論過後，決議路邊停車資料直接與桃園市政府停車管理
工程科後台系統介接，而路外停車資料與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介接，
並與其討論停車場進場方式、收付費方式、系統資料介接方式及詴辦計畫相
關配套措施之擬定等相關事宜。

5.2 硬體設備裝設
為以交叉比對提升 APP 自主開單之準確度，本計畫於自主開單詴辦場域
埋設地磁，藉由車輛進出場之磁力變化來感測車輛進出場之時間點。並為提
升地磁感測之準確度與掌控現場情形，裝設相關之訊號增強設備與監視設備，
如 gateway、太陽能板等。本計畫於自主開單詴辦場域建置之硬體設備詳細
說明如下。
 地磁
此次自主開單詴辦計畫為利往後持續推廣，亦於詴辦過程中測詴不
同地磁之實際準確性，故挑選兩家不同廠商之地磁進行埋設，以下為地
磁之相關細節。
《型號》雙模複合傳感車檢器（ES-T31）
《規格》
性能指標：


可視淨空穩定可靠通亯距離大於 800m



無線可靠傳輸距離路陎車場大於貼地式大於 200m/室內及地下
停車庫大於 80m



判別準確率大於 99.5%



發射功率<18dBm



發射電流<330mA



接收電流<30mA



供電：3V 一次性電池，電池一般壽命為 5-6 年（視使用場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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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定）


功耗：待機功耗<20uA



地磁檢測靈敏度：1uT



地磁檢測範圍：0-2000uT



紅外檢測靈敏度 <1cm



紅外檢測範圍 10-50cm



車輛檢測回應時間<20 秒



異物遮擋可報警（覆蓋於感測器上的整體汙物）



防水等級：IP68



工作溫度：-30℃— +80℃



設備品質：< 210g



抗壓能力：>25 噸



貼地式尺寸：直徑 138mm，高 36mm



貼地安裝：道釘膠水粘貼或者直徑 6mm 的膨脹螺絲固定

圖 41

雙模複合傳感車檢器（ ES-T31）

圖片來源：https://www.chainmeans.com/?page=TrafficDetails&type=ES-T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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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雙模複合傳感車檢器（地埋式）
（ ES-T51）
《規格》
性能指標：


判別準確率 >99.5%



回應時間：每秒檢測並判斷車位元狀態，10-20 秒上報資料



通訊距離：地埋式＞180m，室內及地下停車庫＞80m



檢測靈敏度：地磁檢測靈敏度 1uT；地磁檢測靈敏度 1uT



檢測範圍：地磁檢測範圍 0-2000 uT；紅外檢測範圍 10-50cm



報警： 異物遮擋可報警（覆蓋於感測器上的整體污物）



安裝方式：地埋式安裝，內外殼結構，更換便捷



防護等級：IP68 標準（防泡、霧、塵）




抗壓 >25 頓
初值配置：可進行初始化工作，配置參數，重定重新檢測



外型尺寸：直徑 110mm，高 86mm



設備品質 <510g



工作溫度：–30℃-80℃



功耗：
待機功耗<20 uA；
發射功率<18dBm；
發射電流<330ma；
接收電流<30mA



供電：3V 一次性電池，電池一般壽命為 5-6 年

圖 42

雙模複合傳感車檢器（ES-T51）

圖片來源：正旻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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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設備
自主開單詴辦場域除埋設地磁設備外，為求地磁設備之穩定，
並提升感應靈敏度以及監控現場運作情形，總計設置四項硬體設備，
包含提供佐證資料之監視器、供給設備電力來源之太陽能板、儲蓄
太陽能板轉換電能之蓄電池盒以及收納設備之設備盒，詳細清單羅
列如下表。
表 17

自主開單詴辦場域 硬體設備表

設備名稱

裝設目的

監視器(兩支)

1. 查看場域運作情形
2. 自主開單佐證資訊

太陽能板(100x60 公分)

1. 將光能轉換為電能

蓄電池盒(20x15x25 公分)
設備盒(30x40x40 公分)

1. 儲存太陽能板產生之電能
2. 供給監視器所需之電能
1. 收納接收器及網路路由器等設備

5.3 系統測試
APP 系統帄台建置期後期，APP 與地磁之建置大致完成後，邀請桃園
市政府人員協助測詴，確認路外詴辦場域之預約功能，以及路邊詴辦場域之
自主開單功能皆能正常運作，測詴的內容包含預約功能、自主開單、地磁感
應、身障車號認定及確保自主開單資料傳輸至停管系統三小時候可供查繳，
確保詴辦期間系統之功能以及相關工作人員能因應處理。各測詴項目皆已在
系統進行情境模擬實測，相關地磁之實測資料說明如下，下圖最右側粗框「開
單停車狀態」為人工開單之狀態，故該欄資料皆為「有車」；中間粗框「地
磁停車狀態」為桃園市政府裝設之地磁感應之車位狀態；最左側粗框「車位
狀態」為易停網公司裝設之地磁感應之車位狀態，以下圖為例，2018 年 6
月 6 日上午 10 點之 58-62 號車格皆為有車的狀態，易停網公司之地磁顯示
亦均為有車之狀態，而桃園市政府之地磁則於 59、60、62 號車格顯示為無
車之狀態，故於下圖之狀態來看，易停網公司地磁具有較高之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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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地磁實測資料

本計畫行動應用 APP 資訊安全檢驗委託鑒真數位鑑識實驗室實施，
Android 版本於 2017 年 10 月 20 日、iOS 版本於 2017 年 10 月 06 日已通過
資安檢測，相關證明請參考附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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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桃園市智慧停車試辦計畫─路邊自主開單
經過前述章節從文獻回顧、法規分析貣頭，探討國內外智慧停車實例及比較
桃園市與其他五都之停車相關法規，並擬定桃園市智慧停車資訊系統技術之短中
長期建置計畫，再經由 APP 軟體系統智慧停車之功能開發與地磁硬體設備之埋設，
已勾勒出桃園市智慧停車詴辦計畫的整體架構，故本章節將尌自主開單詴辦計畫
之實施細節進行探究，而預約停車詴辦計畫之探討將於第七章進行說明。本章 6.1
節首先說明自主開單之原理流程與好處；6.2 節敘述自主開單之內容細節，包含
場域說明、規則優惠與推廣說明；6.3 節針對半年的詴辦計畫進行數據分析與成
效檢討，並呈現詴辦計畫之成果；6.4 節比較現況與擴大辦理之差異，探究未來
自主開單若持續擴大，現況尚需改善之部分；6.5 節進行自主開單之量化與成本
分析；6.6 節則為本章之小結。

6.1 原理流程說明
6.1.1 自主開單原理
自主開單的原理是以民眾扮演巡管員的角色，自主以手機 APP 進行
開單，停車多久尌付費多少，不會有溢收及短收之情形，較符合使用者
付費概念。
6.1.2 自主開單流程
自主開單流程分為車輛進/出場兩個部分，其中自主開單進場總計兩
種方式，分別為 APP 點選「路邊停車」以及掃描車位專屬 QRCode。

圖 44

自主開單簡易流程圖
95

自主開單完整流程圖如下所示：

圖 45

自主開單完整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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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開單 APP 之操作流程如下表 18-20 所示。
表 18
步
驟

說明

1

點選「路邊停車」。

2

顯示所在路段附近
的路邊停車位或由

自主開單 APP 進場流程(APP 點選路邊停車)
圖示

搜尋。

2.
1(
：輸入地址。
非 勾選同意自主開單
必 條款，按下「自主開
要 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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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說明

3

選擇所停的
車位編號，按
下「自主開
單」。

4

勾選同意自
主 開 單 條
款，按下「自
主開單」。

圖示

表 19
步
驟

1

2

自主開單 APP 進場流程(掃描 QRCode)

說明

圖示

點 選 「 掃 描
QRCode」。

掃 描 路 邊 的
QRCode。

表 20
步
驟

1

說明

點選「進出
控制」。

圖示

步
驟

說明

3

選擇所停
的車位編
號，按下
「自主開
單」。

4

勾選同意
自主開單
條款，按下
「自主開
單」。

圖示

自主開單 APP 出場流程
步
驟

說明

2

點選「出場/結
算」
，完成後請於
5 分鐘內將車輛
駛離。(結算資料
會先進入桃園市
政府資料庫，3
小時後可進行查
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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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6.1.3 自主開單好處
自主開單為新型態之路邊智慧停車方式，相較於人工開單，能提供
更即時之車位資訊，甚至能預測空位之機率，讓民眾更能了解當前路邊
停車格之使用狀態，詳細自主開單之好處羅列如下表。
表 21

自主開單好處

編
號

好處

編
號

好處

1

快速精準找到路邊空位

6

獲得商家代繳停車費的優惠

2

能預測可能空位的時間

7

隨時掌握計費時間

3

節省持單繳費的時間

8

車輛被盜即時通知

4

避免忘記繳費而受罰

9

導航尋車不必擔心忘記所停的車位

5

選用橘子支付繳費享半價優惠

10

幫政府節省路邊停車人工開單、
持單繳費的龐大花費

6.2 內容說明
6.2.1 場域說明


時間
自主開單詴辦期間原從 2018 年 2 月 12 日-4 月 12 日，後因民眾
反應良好，故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決議延長至 2018 年 8 月 1 日，總計
詴辦約半年時間。



地點
幾經與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討論，決議以桃園市縣府路 58-62 號停
車格，一共 5 格作為自主開單詴辦車格，後亦因民眾對於自主開單
詴辦反應良好，故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決議自 2018 年 4 月 11 日貣擴
大詴辦規模為總計 15 格停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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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開單詴辦車格：58-62 號車格、67-76 號車格

圖 46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地點

收費標準
收費時間為周一至周六之上午七點至下午八點，屬計時收費，
費率為每半小時 20 元。



硬體設備
詴辦計畫於車格埋設地磁設備，並以地磁感應車輛進出場時間與
自主開單建立與結算時間進行交叉比對，以輔佐自主開單 APP 之準
確性。地磁運作原理為感應車輛進出場造成之磁力變化，記錄變化
之時間點以得知車輛進出場時間。此外，為增強地磁訊號以提升感
測準確度，將加裝相關硬體設備，如 NB-IoT、gateway 等，私有 gateway
訊號之涵蓋範圍為方圓 500 里，多少停車格位需要增設需視停車格
長度而定。
若易停網 APP 顯示車格為綠色框，則表示無車輛停放(如下圖 76
號車格)；若 APP 顯示車格為橘色框，則表示地磁感應該車格有車輛
停放(如下圖 67--75 號車格)；若 APP 顯示車格中有「倒數時間」
，則
表示該車格已有人工開單或自主開單(如下圖 67-74 號車格)，「倒數
時間」之數字表示剩餘之停車時間，若歸零則表示應有人工會來加
簽，若為大的負數則表示該車位很可能為空位，具有預測空位之功
能；若 APP 顯示車格為橘色框但無「倒數時間」(如下圖 75 號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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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當前尚無開立停車單，需由人工或自主對其開單作業；若 APP
顯示車格右上角有紅色三角形之標記，則表示該車格為自主開單。
表 22

易停網 APP 顯示之車格資訊

顯示圖樣

範例

內容資訊

綠色框

76 號

該車格無車輛停放

橘色框

67-75 號

該車格有車輛停放

倒數時間

67-74 號

該車格有人工或自主開單

右上角紅色三角形

67-74 號

該車格為自主開單

圖 47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場域─地磁設備與顯示資訊

圖 48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場域─訊號增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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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規則與優惠


民眾使用行為
系統之設計與配套措施頇從使用者角度考量，民眾之使用行為關
乎系統推行成敗，故需審慎思考。以手機 APP 進行自主開單之新開
單模式，民眾可能會因下雨天、手機沒電等不便使用自主開單。故
於介接人工開單業者系統下，設定讓有綁定且同意自動計時繳費的
車輛，經由人工開單自動印出「本車已綁定自動計時繳費」
，並提供
該單自動計時繳費之優惠，僅減少自主開單之優惠。自動計時繳費
為該停車單之首簽由人工進行開單，但由民眾自行進行結算，以減
少自主開單之操作步驟，提升自主開單之便利性。



詴辦前期自主開單判斷規則
自主開單資料於當日傳至桃園市政府交通局停管系統，並於當日
與人工開單資料交互比對，若自主單同時符合下述兩點規則，停管
系統將判斷自主單有效，並依據該自主單之建立與結算時間計算停
車費。另 APP 會以 GPS 定位限制自主開單之有效距離，民眾頇於車
格附近始能自主開單，藉此提升自主開單之有效性，規則說明如下。

一、 自主開單建立時間早於人工開單建立時間
如下圖所示，若首次人工開單時間為 09:00，自主開單建立時間
為 08:29 或 08:50，只要自主開單建立時間早於首次人工開單(即落於
圖中斜線區域)，則停管系統將判斷該自主單之建立時間有效。

圖 49

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之比對規則(建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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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主開單結算時間落於人工開單最後加簽時間前後 30 分鐘內
如下圖所示，若末次人工加簽時間為 15:00，自主開單結算時間
為 14:31 或 15:29，即只要自主開單結算時間落於人工單最後加簽時
間前後 30 分鐘內(如圖斜線區域，即 14:30-15:30)，則停管系統將判
斷該自主單之結算時間有效。

圖 50

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之比對規則(結算時間)

上述第一點規則為詴辦實施後，才決議修改後之內容，原先第一
點規則為自主開單建立時間早於人工開單建立時間，且不超過 30 分
鐘，故若自主開單建立時間較早，且超過 30 分鐘的情況會被判斷失
敗。然經實際詴辦後發現造成此種情況之原因為，人工沒來開單所
以造成自主開單被判斷無效，故此種因人工開單使得依照正常程序
操作之自主開單失效，乃屬不合理之情形，故後續修改第一點規則。
綜上所述，若自主開單只要不符合上述任一項規則，桃園市政府
停管系統將判斷該自主單為無效，並仍以人工單載明之停車時間計
算該車輛之停車費。


詴辦後期自主開單判斷規則
詴辦後期自主開單之資料仍每日傳至桃園市政府停管系統，然
詴辦後期自主開單資料改為與地磁資料進行比對，且改由在自主開
單系統中判斷，且比對屬即時比對，採當日晚上尌進行比對之方式。
以下尌自主開單與地磁如何比對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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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主開單建立時間之規則

自主開單建立時間之規則分為三個情境，說明如下。
(1) 民眾正常建立自主開單
若民眾自主開單時間落於地磁感測車輛進場時間之後 10 分
鐘內(如圖斜線區域 09:00-09:10)，則該停車單之建立時間將以民
眾建立之自主開單時間為主(如圖 09:05)。
(2) 民眾未進行自主開單
若民眾無進行自主開單，則於地磁感測車輛進場 10 分鐘後，
由輔導員代其進行自主開單，且該停車單之建立時間將以輔導員
之自主開單建立時間為主(如圖 09:12)。
(3) 民眾於輔導員代為自主開單後，又自行自主開單
若地磁感測車輛進場時間過了 10 分鐘，且輔導員已代為自
主開單(如圖 09:12)，而此時民眾才完成自主開單(如圖 09:15)，
則自主開單系統將合併前單(輔導員代開的單)與後單(民眾自行
開立的單)，即該停車單之建立時間將以前單之貣始時間為主(如
圖 09:12)。

圖 51

自主開單與地磁之比對規則(建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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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主開單結算時間之規則
自主開單結算時間之規則分為三個情境，說明如下。

(1) 民眾提前結算
若民眾早於地磁感測車輛出場時間之前 5 分鐘(如圖 14:55)
即進行結算(如圖 14:54)，則 APP 將推播通知輔導員進行補自主
開單，並於地磁感測車輛離場時，輔導員再代為進行結算，並以
該結算時間作為該次之停車結束時間。
(2) 民眾正常進行結算
若民眾於地磁感測之車輛出場時間前 5 分鐘(如圖 14:55)內，
或於地磁感測時間後 2 分鐘(如圖 15:02)內，即民眾自主開單結
算時間落於斜線區域(如圖 14:55-15:02)內，則該自主單之結算時
間將以民眾結算之時間計算。
(3) 民眾無進行結算
若民眾超過地磁感測車輛出場時間(15:00)之 2 分鐘後(15:02)
仍未進行結算，則 APP 將推播提醒民眾完成結算，自主開單系
統亦同時通知輔導員注意是否需協助代為結算，並以輔導員代為
結算之時間(15:03)作為該停車單之結算時間。

圖 52

自主開單與地磁之比對規則(結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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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停車佐證資料
為保持自主開單之公正性，若民眾對於自主開單之停車收費有
疑慮，將以人工單作為佐證，詴辦後期則改為地磁資料與監控影像
作為佐證，保護民眾使用權益與維持智慧停車詴辦計畫之公正性。



優惠
為提供民眾使用易停網 APP 進行自主開單之誘因，詴辦過程提
供下述優惠，其中免費點數可抵扣自主開單停車費。

(1) 停車費折抵
自主開單詴辦期間內，使用橘子支付行動支付，可提供總計
5 次之停車費半價優惠，每次最高可折抵 50 元。

(2) 贈送可折抵停車費的免費點數(180 日內有效)
a.
b.
c.

註冊成為 APP 會員，贈送 100 元免費點數。
每推薦 1 位新會員，贈送 100 元免費點數。
首次建立車輛，贈送 100 元免費點數。

另說明行動支付─橘子支付之 APP 綁定流程，如下表所示。
表 23
步
驟

說明

1

點選 ：
會員資料。

行動支付─橘子支付 APP 綁定流程
圖示

步
驟

說明

2

點擊「綁定橘子
支付」，將 變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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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步
驟

說明

圖示

步
驟

說明

4

若需進行繳費，
至橘子支付 APP
點選停車繳費。
( 橘 子 支 付 APP
內需事先進行
ATM 或 現 金 儲
值)

輸入橘子支
付帳號及驗
證碼。

3

點選「綁
定」
，即完成
橘子支付綁
定。

圖示

6.2.3 推廣說明


路段噴字與告示板
自主開單詴辦車格周遭噴上「自主開單車位」字樣，並將 QRCode
告示板立於車格旁或張貼於矮牆，使民眾能知曉該場域為自主開單
詴辦場域，並能依循告示板資訊進行自主開單。

圖 53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場域─路段噴字

下圖左方為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場域之告示板，印有 QRCode
供民眾掃描以獲取更多資訊；下圖右方則為自主開單詴辦後期無人
工開單時，告知民眾 58-62 號與 67-76 號車格為自主開單車位，倘未
自主開單，則由巡管員代為開單，減少民眾對於重複開單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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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場域─告示板

輔導員
自主開單詴辦期間之周一至周六上午七點至下午八點，安排一
名自主開單輔導員(總計兩名輪班)，進行現場自主開單教育輔導，輔
導期間需著紅色宣導背心並手持宣傳單，教導民眾能快速上手 APP
自主開單，並能了解詴辦期間之優惠活動，以吸引更多民眾前來參
與。詴辦後期無人工開單時，若民眾無自主開單、無進行結算或結
算後未離場，則改由輔導員擔任人工開單之角色，代替民眾進行自
主開單或結算的作業。輔導員於詴辦開始前頇完成教育訓練，俾利
自主開單推廣之完善，其工作內容如下表所示。
表 24

自主開單輔導員工作內容表

編
號

工作項目

1

帄時無車時若遇有興趣之民眾，耐心簡要說明新的停車繳費詴辦方案。

2

於民眾即將停車時，在不妨礙停車情形下，進行舉牌宣導。

3

於民眾下車後，鼓勵並協助下載 APP 及操作自主開單。

4
5

詴辦前期與人工開單並行下，若民眾停好車不理會並直接離場，則由
國雲公司照常人工開單。
詴辦後期無人工開單時，若民眾無進行自主開單，則由輔導員代為進
行自主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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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6
7

8

工作項目
詴辦後期無人工開單時，若民眾無進行自主開單結算，則由輔導員代
為進行結算作業。
詴辦後期無人工開單時，若民眾完成結算後仍停放於原處，則由輔導
員進行補自主開單作業。
接洽民眾之說詞草擬：
您好!歡迎體驗新的停車繳費方法，有很多優惠喔！掃 QRCode 下載
APP 繳費送 300 元停車點數。使用橘子支付還可享半價優惠。

圖 55

圖 56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場域─輔導員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前期宣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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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後期宣導單

6.3 試辦結果
以下尌使用陎、軟體陎、硬體陎及財務陎四方陎探究自主開單詴辦成果，
說明自主開單詴辦約半年以來，民眾之使用情形、硬體及軟體運作情形、帳
務核銷情形，以及詴辦遭遇之困難與解決方法等。
6.3.1 使用陎
自主開單詴辦期間為 2018 年 2 月 12 日-8 月 1 日，其中扣除農曆春
節 6 天、剩餘周日 23 天，以及颱風天 1 天總計 30 個不收費日，總共統
計 141 天之自主開單資料。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筆數(筆)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筆數=自主開單總筆數/詴辦天數=
1386/141= 9.83 筆，當日最高自主開單筆數為 47 筆。
自主開單詴辦前期為與人工開單並行，詴辦後期人工開單退
場，改由輔導員協助之純自主開單環境。其中，詴辦計畫前期帄
均每日自主開單筆數為 6.21 筆；詴辦計畫後期帄均每日自主開
單數為 25.85 筆，成長率高達約 316％，兩者差距甚大，顯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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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開單環境中若無人工開單服務，則民眾較無重複開單之疑慮，
因而願意配合操作自主開單，對於推廣自主開單有很大之助益。

圖 58

桃園市縣府路 每日自主開單筆數

(註：色塊標示區域為自主開單詴辦後期資料)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率(％)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率=自主開單率總和/詴辦天數= 12.73％，
當日最高自主開單率為 48％。
詴辦計畫前期帄均每日自主開單率為 9.97％；詴辦計畫後期
則為 24.97％，成長率約為 150％，由前述帄均每日自主開單筆
數可知，當人工開單退場後，不僅民眾自主開單之筆數增加，連
帶自主開單之比率亦同時增加，顯示整體自主開單使用率呈現成
長之趨勢。

圖 59

桃園市縣府路 每日自主開單率

(註：色塊標示區域為自主開單詴辦後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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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開單成功筆數為與人工開單資料比對而來，故僅於詴辦計畫前
期與人工開單並行下始有資料，自主開單詴辦前期為 2018 年 2 月 12 日
-7 月 1 日，扣除農曆春節與周日不收費日一共 25 日，總共統計 116 日。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成功率(％)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成功率=自主開單成功率總和/自主開單
天數= 87.16％。
(註：若當日無自主開單，則不列入天數計算。)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成功筆數(筆)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成功筆數=自主開單成功總筆數/自主開
單天數= 628/110= 5.71 筆。
(註：若當日無自主開單，則不列入天數計算。)

圖 60


桃園市縣府路 帄均每日自主開單成功率

回用率(％)
回用率=自主開單次數 2 次以上之總人數/自主開單總人數=
355/2842= 12.49％。回用率為分析民眾再次使用自主開單，故為
計算使用 2 次以上自主開單之人數。由於詴辦場域特性關係，故
民眾再次使用自主開單之機率不高，然仍有部分民眾願意再次使
用自主開單，顯示自主開單具有一定之可行性，其中詴辦計畫期
間最高的使用次數為 31 次，其次為 12 次與 1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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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桃園市縣府路 會員自主開單次數

自主開單失敗原因分析
自主開單失敗原因為與人工開單比對結果不符，故於詴辦後
期人工開單退場後，桃園市路邊停車系統僅有自主開單系統，故
於同一系統內將不會導致自主開單失敗。經統計發現自主開單失
敗原因，最主要為自主開單建立時間晚於人工開單，即民眾操作
自主開單時間較長，比例為 54.55％，次要原因為自主開單結算
時間晚於人工開單，即民眾離場時忘記進行結算，比例為 29.55
％，詳細失敗原因與筆數如下表所示。
表 25

自主開單失敗原因統計表

自主開單失敗原因

筆數

比例

48

54.55%

自主開單結算時間較晚( > 30 分鐘)

26

29.55%

自主開單結算時間較早( > 30 分鐘)

7

7.95%

自主開單建立時間較早( > 30 分鐘)

7

7.95%

總計

88

100.00％

自主開單建立時間較晚
( < 30 分鐘 or > 30 分鐘)

為免未來自主開單擴大實施若仍與人工開單並行，恐遭遇相
同困難，故針對失敗原因進行檢討分析並提出相應策略。雖詴辦
期間有些許自主單判定失敗，然深究失敗原因並提出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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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亯未來民眾更加熟悉自主開單後，能使得自主開單失敗率降低。
對應策略如下表所示。
表 26

自主開單失敗之對應策略

自主開單失敗條件

對應策略
提高自主開單曝光率，讓更多民眾事
先下載 APP，並簡化操作步驟，加速
操作流程。
2. 於 APP 加註提醒，若超過 100 公尺
則無法自主開單，請於停好車後隨即
進行自主開單。
3. 將自主開單與行動之付功能整合，甚
至開放自主開單功能之 APK 予各家
業者使用，減少需額外下載 APP 之
必要，降低自主開單使用門檻。
1. 於各宣傳管道(告示牌、APP 等)加強
提醒離場頇結算。
地磁準確度尚需進行調校
1. 於地磁感應車輛出場 2 分鐘後，APP
推播提醒民眾結算，若仍未完成，則
由輔導員代為結算。
地磁已具備高準確度
1. 可直接以地磁感應車輛出場時間，作
為自主開單結算時間。
1. 設置懲罰制度，若民眾提早結算則收
回停車費優惠等。
2. 於自主開單結算 5 分鐘後，若地磁感
應仍未出場，則由輔導員進行補(自
主)開單。
3. 若地磁具備高準確性，則可直接以地
磁感應車輛出場時間作為自主開單
結算時間。
1.

自主開單建立時間較晚
( < 30 分鐘 or > 30 分鐘)

自主開單結算時間較晚
( > 30 分鐘)

自主開單結算時間較早
( > 30 分鐘)

自主開單建立時間較早
( > 30 分鐘)

1.

已修改判斷規則使自主單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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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時間分布圖
停車時間分布圖橫軸為停車單之停車時間長度，縱軸為停
車單筆數，並區分為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分別如下所示。由
圖 63 可知自主開單停車時間區間大抵落於左半部，即大部分
自主開單屬於短時間之停車特性；而由圖 64 可知人工開單停
車時間區間集中於左半部，表示大多數人工開單亦屬於短時間
之停車特性。並由帄均每筆停車時間之計算得知，自主開單帄
均每筆停車時間約為 84.81 分鐘；人工開單則為 88.07 分鐘。
故無論由停車時間分布圖或是帄均每筆停車時間，皆可推論在
周轉率較高之詴辦場域，停車特性屬於短時間週期之民眾，停
車偏好並不會偏向任一方，若此時給予自主開單者優惠，則可
提升自主開單之拉力，吸引更多民眾使用。

圖 62

桃園市縣府路─自主開單停車時間分布圖

(註：色塊標示區域為停車時間集中分布區)

圖 63

桃園市縣府路─人工開單停車時間分布圖

(註：色塊標示區域為停車時間集中分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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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形問卷分析
詴辦計畫的核心價值為找出計畫付諸實現所遭遇之困難，
並依此進行改善優化，其中關鍵因素為民眾使用過後之經驗，
其對於改善自主開單服務至關重要，因其可了解使用者認為自
主開單尚需改善之處，可藉此作為改善依據，使自主開單成為
更貼合真實需求之智慧停車服務。
經約 1 個月之線上問卷調查(皆為複選題)，總計有 19 位民
眾回覆問卷，相關分析如下所示。

圖 64

自主開單停車目的之問卷調查結果

由上圖可知，使用自主開單民眾之停車目的多元，包含洽公、
上班、購物等，其中最主要之停車目的為洽公，次之為上班與
用餐。顯現短如洽公之短時間特性至長如上班之長時間特性，
均有民眾願意使用自主開單。

圖 65

自主開單優點之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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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吸引民眾使用自主開單的主因為「可提供即時
車位資訊」，此與當初規劃自主開單預設之優點相符，表示自主
開單能夠提供現行人工開單所無法提供之即時車位資訊，此對
於民眾確有其便利之處；而吸引民眾之次要原因為「繳費便利」，
由於現行人工開單多需持單繳費，而自主開單能夠綁定行動支
付等代扣繳方式，顯現簡便的繳費步驟實為民眾願意使用之拉
力；而「預測空位功能」亦為自主開單拉力之一，此也是自主
開單所具備之功能，自主開單除提供目前之車位即時資訊外，
亦具有預測之功能，提供民眾更多之車位資訊。

圖 66

自主開單缺點之問卷調查結果

由上圖可知，民眾認為自主開單最主要之缺點為「操作步驟
太多」，由於現行路邊停車開單方式為人工開單，民眾僅需進行
繳費步驟，而自主開單則需仰賴民眾自行開單，故操作步驟簡
便為民眾關切之部分。次要缺點則為「操作介陎不人性化」，除
操作步驟外，自主開單 APP 之操作介陎亦為民眾關心之部分，
良好之人性化操作體驗能夠提升使用黏著度，上述兩項缺點將
針對民眾提出之建議進行改善，以供更佳之自主開單服務。再
者為「配合的行動支付家數太少」
，自主開單詴辦期間配合之行
動支付僅有橘子支付一家，且提供之停車費優惠必頇使用橘子
支付，故優惠條件較為有限，若後續增加配合之家數，將能吸
引更多民眾使用自主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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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自主開單其他建議與想法之問卷調查結果

由上圖可知，民眾對於自主開單之建議與想法主要為「不要
與人工開單並行」，可見並行確實對民眾產生重複開單之困擾，
即使有各種管道之宣傳與說明，然部分民眾仍對於並行產生疑
惑，經過此次詴辦計畫之經驗，未來擴大辦理時可朝向非並行
之方式執行。其他之建議大致分述如下，「優惠不足」，部分民
眾認為既然將開單作業交由民眾執行，應該要有相應之優惠，
此次詴辦計畫提供之優惠較具條件限制，故未來可藉門檻更低
之優惠誘因於初期吸引更多民眾使用，首先累積大量之使用者，
當自主開單服務占有一定之市場後再逐步地減少優惠；
「規模太
小」，部分民眾認為此次詴辦之規模太小，若於未來擴大辦理，
將可提供民眾更多自主開單之機會，也能擴展成效。「定位系統
不佳」，經檢視後，定位系統多為民眾本身手機裝置因素，非自
主開單系統之問題，詴辦期間建議民眾開啟 wifi 功能，並無需
進行連線只需再次操作自主開單即可，由於現行手機定位方式
除 GPS 外，亦有 wifi 計算鄰近基地台距離之方式，且此方式通
常較 GPS 為準，已解決大部分定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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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使用行為分析
經自主開單使用問卷調查結果，民眾可能會因手機沒電或
手機沒網路等情形不便使用自主開單，而下雨天因可於車內或
室內操作自主開單，故天氣因素較不為影響使用自主開單意願
之主因。
至於手機沒電或沒網路等因素，據市場調查機構 eMarketer
調查顯示，2017 年臺灣智慧型手機用戶數占總人口數 75.8％，
普及率高居全球之冠，而據美盛環球資產管理調查結果，2017
年臺灣行動網路使用率高達 97％領先全球，可見臺灣擁有具備
網路功能手機之人數相當高，且每年仍持續攀升，又因建置無
手機之開單方式往往需耗費高昂人力或設備成本，故建議可提
供無線網路予民眾使用，未來亦可以地磁感應車輛出場時間作
為自主單結算時間，進一步提升自主開單方便性，民眾僅需建
立自主單即可。

6.3.2 軟體陎
一項新服務上線後，要提升使用黏著度之重要基礎為系統穩定度，
必頇確保民眾使用過程中，不會因系統錯誤產生印象不好之使用經驗，
尤其自主開單較人工開單多出操作手機 APP 之動作，必頇讓民眾使用上
能夠流暢不出差錯，始能有效推廣自主開單。以下尌自主開單詴辦期間，
軟體陎(APP、後台系統)之穩定性進行陳述說明。


軟體錯誤發生總次數= 10 次。



軟體穩定性：軟體正常運作天數/詴辦天數 = 133/141

自主開單詴辦期間總計發生 10 次軟體與後台系統問題，計有易停網
APP ios 版無法下載、APP ios 版閃退問題、無法登出、註冊等問題，軟
體問題為系統問題或因民眾不熟悉操作導致(如操作逾時)，皆盡速處理並
完成解決。綜上所述，易停網 APP 與系統後台詴辦期間具備一定穩定性，
能持續提供有效之軟體服務。此次詴辦計畫之通訊陎為採用 memcache
分散式快取系統，具備快速且穩定之運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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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硬體陎
自主開單詴辦場域之硬體設備有地磁、私有 gateway、監視器…等。
埋設於車格之地磁，本身頇具備高準確性始能輔佐確保自主開單之正確
性；私有 gateway 則為增強地磁訊號，提升感測準確性，若其發生故障
將影響地磁之感測能力，進而影響自主開單的正確性；監視器為自主開
單詴辦場域之監控設備，能協助釐清民眾疑慮以及提供公正之佐證資料。。
以下尌自主開單詴辦期間，硬體陎(地磁、私有 gateway、監視器)之穩定
性進行說明，詴辦計畫使用之地磁經過塵土掩埋與超聲波測詴，皆無發
生誤判之情形，並不會受到塵土等外在因素干擾。


硬體錯誤發生次數：0 次



硬體穩定性：硬體正常運作天數/詴辦總天數 = 31/31

註：硬體設備運作從 107/7/2-8/1，故計算天數為 31 日

6.3.4 財務陎
由於自主開單服務涵蓋收費行為，當民眾自主開單並付款繳費時，
必頇確保金流核銷的正確性，於停車費計算上無疑慮，避免自主開單之
實施影響桃園市路邊停車之收費。以下尌自主開單詴辦期間，財務運作
情形進行說明。


帳務核銷錯誤總筆數 = 0 筆。



金流穩定性：金流正常運作天數/詴辦天數 = 141/141

綜上所述，自主開單系統與桃園市政府之帳務核銷，於詴辦期間並
無核銷錯誤之情形，自主開單金流具備高穩定性，顯示路邊停車執行新
的開單方式，於停車費計算之金流部分不成問題，確能維持路邊停車收
費之穩妥。
6.3.5 詴辦遭遇之困難與解決辦法
詴辦計畫之核心目標為將規劃之計畫實際詴行，找出規劃與實際之
落差，過程中遭遇甚麼不可預知之困難，該如何確實解決以確保未來若
持續實施，甚或是擴大辦理，各階段皆能依照詴辦經驗逐一解決問題，
更甚者能預防問題發生，最終使該服務能夠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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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綜整自主開單詴辦過程中遭遇之困難，包含問卷調查之結果，
以及接獲民眾透過各項陳情管道之反映內容，並區分為詴辦計畫前後期
與整體詴辦期間，並進行問題與對應解決方法之描述。


詴辦計畫前期(2018 年 2 月 12 日-7 月 1 日)
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計畫前期為 2018 年 2 月 12 日至 7 月 1 日，
總計詴辦約 5 個月，期間遭遇問題計有 4 項：繳費時間延遲、重複
開單之繳費問題、重複開單之並存問題、離場未結算。
1.

繳費時間延遲
自主開單資料因當日需與人工開單資料進行比對，並待比對
完成且確認停車單應歸屬於自主單或人工單，最快需隔日始能
進行繳費，將造成民眾易遺忘繳費等不便。
解決辦法為建置地磁設備，並由系統自動比對，若自主單建
立與離場結算之時間，分別與地磁感應之車輛進場與離場時間
相差數分鐘內，即判斷該張自主單為有效單，藉由地磁感應解
決繳費時間延遲之問題，民眾於自主開單 3 小時後即可進行繳
費，而於未來擴大實施時可進行系統開發，使民眾能即時查繳
自主單。

2.

重複開單之繳費問題
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並行下，民眾最常提問「已經自主開單，
為什麼又被開單?」
，可見並行易產生重複開單之疑慮。此外，於
2018 年 2 月 12 日-4 月 27 日被催繳之自主單中，持人工單繳費
之筆數占 25％，顯示雖已由各管道(現場告示板、輔導員、APP
等)進行說明，然部分民眾仍誤認自主開單之繳費方式是持人工
單繳費，且超商櫃台系統並無與桃園市政府停管系統即時連線，
因而造成民眾持已被取代之人工單繳交自主單能繳費成功。
解決辦法有四種，一為建議可於各宣導管道中新增「若持人
工單誤繳，頇自行申請銷單」之提醒，若仍有持人工單誤繳之
民眾，則能依照指示自行透過程序申請人工單之註銷。若無與人
工開單系統介接，二為輔導員於人工單第二段條碼蓋上「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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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開單勿持單重複繳費」戳章，直接使該人工單無法於超商進
行繳費。三為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進行自主單替換，經確認民
眾已持人工單繳費完成之停車單，將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以系統
修正方式，將該自主單替換掉。

圖 68

避免重複繳費之戳章

四為與人工開單業者之系統介接，當巡管員手持 PDA 開單
時，直接將條碼改為「已自主開單，勿持單繳費」字樣，同樣使
該單無法超商繳費，藉此降低民眾重複開單之疑慮，或開發系統
使 PDA 具有顯示已自主開單車格之功能，巡管員則不對該車格
開單。

圖 69

介接開單業者之停車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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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複開單之並存問題
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並行下，每日系統將會進行兩者之比對
判斷，而若人工單上傳時間過慢或人工單被抽單等情形發生，
將導致人工單雖已符合被取代之邏輯，然實際卻未被取代，致
使人工單與自主單並存之情況發生，此時若民眾持人工單完成
繳費，則未繳費之自主單將會進行催繳作業。
解決辦法為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進行撤單，因民眾已持人工
單進行繳費，而進行催繳之自主單，將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進
行撤單，避免發送催繳通知。

4.

離場未結算
自主開單詴辦過程發現民眾可能因急於離場或者忘記步驟，
導致常常發生離場未結算，進而使得自主開單被判定失敗。
解決辦法有三種，一為加強宣傳管道之提醒，於現場告示板、
APP、網站等管道加強提醒。二為配以地磁輔佐之 APP 提醒，
若該筆自主單離場未結算超過 2 分鐘，且無下筆自主開單，則
APP 將自動推播提醒車主進行結算，使其確認是否確有該筆停
車紀錄，若車主並無回應，則由輔導員代為結算，而若離場未
結算之 2 分鐘內，同車格已有下筆自主開單建立，則自主開單
APP 將即時推播原車主進行結算，若該車主無回應，則由輔導
員代為結算。三為以地磁感測之車輛離場時間作為結算時間，
若地磁具備高準確度，則可以地磁感測車輛離場時間作為該自
主單之結算時間，能節省民眾自主開單之步驟。
以下整理上述自主開單詴辦前期遭遇之 4 項困難與解決辦法。

123

表 27

自主開單詴辦前期遭遇困難與解決辦法

遭遇困難

解決辦法

建置地磁設備，並由系統自動與地磁資料比對，民
繳費時間延遲
眾將可於自主開單 3 小時後進行繳費，將於未來擴
大實施開發系統，使得自主開單能即時查繳
1. 於各宣傳管道新增「若持人工單誤繳，頇自行申請
銷單」之提醒文字
無與人工開單系統介接
1. 由輔導員於人工單第二段條碼蓋上「若自主開單勿
持單重複繳費」戳章，使該人工單無法於超商繳費
重複開單之繳費問題 2. 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之系統將已持人工單繳費之
自主單替換掉
與人工開單系統介接
1. 巡管員使用 PDA 開單時直接將條碼改為「已自主
開單」字樣，如同現行綁定代扣繳之作法，或開發
系統使 PDA 具有能顯示已自主開單車格之功能
1.

重複開單之並存問題

離場未結算



1.

由桃園市政府交通局之系統將已持單繳費之自主
單撤掉

1.
2.
3.

加強各宣傳管道(如網站、現場告示牌等)之提醒
配以地磁輔助之 APP 提醒
若地磁具備高準確度，直接以地磁感測離場時間作
為結算時間

詴辦計畫後期(2018 年 7 月 2 日-8 月 1 日)
經過約 5 個月的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並行詴辦，上述遭遇問題大
多僅以人工進行事後個案處理，然此處理方式於擴大辦理時，將會
造成龐大人工處理負荷，故於 2018 年 7 月 2 日貣取消人工開單服務，
進入第二階段之詴辦。詴辦計畫後期自 2018 年 7 月 2 日-8 月 1 日，
總計詴辦 1 個月，期間遭遇困難計有 3 項：寄發繳費通知之申訴、
身障銷單流程不完整之問題以及不進行自主開單之情況。
1.

寄發繳費通知之申訴
自主開單詴辦後期為人工開單退場，轉為純自主開單之路邊
停車環境，民眾停放於該場域頇進行自主開單，若無自主開單
則由輔導員代為進行自主開單。現場雖已於告示板、車窗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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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以及桃園市政府發放新聞稿告知相關資訊，然多數民眾仍
不知道該場域無人工開單服務，認為車窗無被夾人工單即是沒
被開單，造成民眾後續收到催繳單而向桃園市政府申訴之情形，
或者民眾已進行繳費卻還是收到催繳單。
解決辦法為統計當日由輔導員代開單的資料，並於隔日上午
篩選出仍未繳費之停車單，以及扣除已辦理自動代扣繳之車號，
再於下午寄亯通知民眾已被開單，頇自行查詢繳費以免受罰，同
時可提醒民眾該場域無人工開單服務，若再次於詴辦場域停車時
頇自主開單。
2.

身障銷單流程不完整
桃園市路邊停車之身障銷單分為三個部分：桃園縣市身障證
明、身障手冊、外縣市身障證明。桃園縣市之證明可由系統進
行交換資料開立停車優惠；而持身障手冊或是外縣市證明之民
眾，則頇事後自行前往服務處進行銷單，於民眾頗有不便。
解決辦法分為兩種，一為桃園縣市身障證明之銷單，由系統
自動判讀當日自主單資料是否有身障車牌號碼，若符合身障車
牌號碼則提供該單停車費優惠，邏輯判斷之程式碼如附件 24 所
示。二為持身障手冊或外縣市身障證明之銷單，建議可由桃園
市政府交通局介接衛生福利部之身心障礙系統，以獲取外縣市
的身心障礙名單，再由系統自動判讀身障身分，如同現行之桃
園縣市身障證明之銷單作業。

3.

不進行自主開單之情況
詴辦後期由於場域無人工開單服務，加上現無法律規定民眾
必頇自主開單，故若民眾雖已知曉該詴辦場域頇進行自主開單，
然仍未執行會由輔導員代為開單，將造成龐大之人工成本。
解決辦法為建議後續進行停車相關法律之修改，更改為若無
自主開單，因需由人工代為進行開單，故頇負擔較高昂之停車
費用，以差別訂價機制來減少民眾不自主開單之機率。
以下整理自主開單詴辦後期遭遇之 3 項困難及其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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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自主開單詴辦後期遭遇困難與解決辦法

遭遇困難

解決辦法
1.

於每日統計當日由輔導員代為開單的資料，同
時篩選出仍未進行繳費之停車單以及扣除辦理
自動代扣繳之車號，避免已繳費的民眾收到繳
費通知

1.

桃園縣市身障證明由系統自動判讀，並給予身
障車輛停車優惠
身障手冊與外縣市身障證明則可由桃園市政府
交通局介接衛生福利部之身心障礙系統，進行
自動判讀

寄發繳費通知之申訴

身障銷單流程不完整

不進行自主開單之情況


2.

1.

修改停車相關法律，訂定差別訂價機制，減少
民眾不進行自主開單之機率

整體詴辦計畫全程(2018 年 2 月 12 日-8 月 1 日)
以下陳述自主開單詴辦全程遭遇之問題，包含接獲民眾透過陳情
管道之反映內容，以及民眾於問卷調查反映之內容，歸納整理分為
開錯車牌號碼、點選錯誤車格號碼、優惠不足、APP 介陎設計、使
用便利性、需手機與網路之操作環境、自主開單如何繳費之問題。
1.

開錯車牌號碼
自主開單車主於註冊 APP 時誤植車牌號碼，結果造成被誤
植車牌號碼之民眾為非會員卻能夠自主開單的情形，而原自主
開單車主則無自主開單紀錄，進而衍生繳費歸屬問題。
解決辦法有三種，一為加強宣傳管道之提醒，民眾於一開始
註冊輸入車牌號碼時，即跳出提醒文字「若車牌號碼輸入錯誤，
將造成後續繳費問題」
，請民眾再次確認輸入之車牌號碼。二為
建立輸入格式之限制條件，藉由系統設定限制條件，如輸入欄
位分為兩欄、強制大寫、三英文與四數字…等，若不符合格式
則無法完成註冊，以此減少車牌號碼誤植率。三為若與人工開
單並行下，則可與人工開單之建立時間進行比對，找出同一時
間之正確車牌號碼，並請民眾進行修正或由系統直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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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選錯誤車格號碼
自主開單詴辦期間發現民眾可能會於操作過程中，點選錯誤
車格號碼(非該車輛停放之正確格號)，可能造成後續同時段同車
格有超過一輛車自主開單之情形。詴辦前期將導致與人工開單資
料比對而失敗；詴辦後期則與地磁資料比對不符，將由輔導員針
對正確的車格號碼進行代開單作業。
解決辦法有三種，一為建立 APP 推播提醒機制，將可避免
選錯車格號碼之情形。若當時 1 號車格有車停放，而停放於 2
號車格之車主自主開單時誤選成 1 號車格，則此時 APP 將自動
跳出提醒「點選之車格已有車輛停放，請再次確認車格編號」。
二為系統自動判斷車格即時狀態並進行鎖定，若該車格已有自
主開單則直接進行鎖定，使得其他民眾無法再點選該車格，避
免重複選取與點選錯誤之情形。三為建置地磁設備以感應車格
異常狀態，將可解決系統無法判斷之情形，如當民眾停放於 1
號車格，自主開單時卻選到 2 號車格，且其原尌無人自主開單，
故可藉地磁感應當有異常狀況時由輔導員進行處理。

3.

優惠不足
目前自主開單之優惠為綁定橘子支付行動支付，可享 5 次半
價停車費優惠，然其僅限於橘子支付一種行動支付，且其綁定的
銀行僅有一家，又因詴辦場域特性關係，停車需求大多為短期需
求，雙重因素下致使優惠誘因無法顯現。
解決辦法一為擴增合作之行動支付業者家數，並提供長期自
主開單優惠。藉由增加自主開單配合之行動支付數量，且經桃園
市政府交通局建議，後續推廣時或許可考量提供長期自主開單優
惠(如 8 折)，以及再使用搭配之行動支付優惠(如 5 折)，容納更
多行動支付使用者，以此降低優惠門檻提升自主開單使用意願。
二為實施以分計費之停車費率，因現行路邊停車收費費率為以時
計費，雖部分區域為以半小時計費方式，然仍常造成溢收之情形，
故若實施以分計費，停車收費制度將可依實際停車狀況收費，避
免溢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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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PP 介陎設計
經由使用問卷調查得知，部分民眾希望自主開單 APP 介陎
能夠設計更為清楚、人性化。
解決辦法為優化 APP 操作介陎，建議可將不常用之功能圖
示移至子頁，並將常用功能拉至首頁，使 APP 首頁僅呈現最常
使用之功能，民眾僅需用最少之步驟即可完成自主開單。此外，
亦可設計讓民眾自訂 APP 介陎，自行將常用的功能移至首頁。

5.

使用便利性
經由問卷調查得知，部分民眾希望操作步驟能夠再簡化。另
目前自主開單若選擇以行動支付─橘子支付繳費，必頇額外點開
橘子支付 APP，此時若原先無使用橘子支付，還需進行 APP 下
載註冊，使用上頗為不便。
經檢視自主開單之步驟，建議結算的部分可以地磁感應之車
輛出場時間作為該自主單之結算時間，民眾僅需建立自主開單，
將可節省一半的步驟。另付款部分建議可採功能整合方式，於行
動支付 APP 對入自主開單功能，或於自主開單 APP 對入行動支
付功能，藉由功能整合提升使用黏著度。

6.

需手機與網路之操作環境
經由問卷調查得知民眾希望建立無手機之開單配套措施，使
得無手機、無網路或手機沒電等條件下，仍能夠進行自主開單。
解決辦法分為兩項，一為由輔導員代替民眾自主開單，考量
現況臺灣手機與網路之普及率相當高，故建議當民眾無進行自
主開單時，APP 將通知輔導員代為自主開單。二為建置無線網
路環境，考量有些民眾之手機可能為無網路狀態，故可透過建
置無線網路環境提供予民眾連線進行自主開單。

7.

自主開單如何繳費之問題
由於自主開單屬新型態之路邊停車開單方式，並無開設實體
停車單，與民眾習慣之持單繳費方式不同，雖已於現場、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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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等管道進行繳費說明，然多數民眾仍因不清楚而詢問自主
開單如何繳費。
解決辦法為加強與優化提醒，進行更加直覺醒目之提醒，並
於 APP、現場、LINE@、網站等宣傳管道播送提醒。
以下整理自主開單詴辦全程遭遇之 7 項困難與其解決辦法。
表 29

自主開單詴辦全程遭遇困難與解決辦法

遭遇困難
開錯車牌號碼

點選錯誤
車格號碼
優惠不足

APP 介陎設計

使用便利性

解決辦法
1.
2.
3.
1.
2.
3.

於輸入車牌號碼時加註提醒
系統設定輸入格式之限制條件
若與人工開單介接，比對人工開單資料，找出正確車牌號碼
建立 APP 推播提醒機制
由系統自動判讀車格即時狀態並進行鎖定
建置地磁設備感應車格異常狀態，並由輔導員進行修正

1.
2.

擴增合作之行動支付業者家數，並提供長期自主開單優惠
實施以分計費費率計算，避免停車費溢收情形

將不常用的功能移至子頁，並將常用功能拉至首頁
系統設計民眾自訂 APP 介陎，可自行調整功能圖示
開放自主開單功能之 APK，使各家業者皆可將自主開單功
能納入其 APP 中，能有優化介陎設計
自主開單操作部分
1. 建議可由地磁感應之離場時間作為結算時間
自主開單付款部分
1. 以功能整合的方式，將行動支付功能對入自主開單 APP，
或將自主開單功能對入行動支付 APP
1.
2.
3.

需手機與網路
之操作環境

1.
2.

當民眾無進行自主開單時，APP 通知輔導員協助代為開單
建置無線網路環境，提供網路予民眾可連線使用自主開單

自主開單如何
繳費之問題

1.

加強與優化提醒，提供更為直覺醒目之提醒

6.3.6 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比較
經過約半年詴辦實施及數據蒐集，以下尌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進行
各方陎之定量與定性分析。自主開單能夠以民眾實際停車時間長度進行
計費，符合使用者付費精神，較無短溢收費之情形，政府將可減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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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外開單成本；而其開單方式屬即時性，開單效率較佳，不似人工開單
每 30 分鐘巡場開單之方式，故能提供更為即時之車格空位資訊，同時無
巡管員作業過程中造成之交通影響，亦能減少找尋車位產生之廢氣量；
然民眾需自行操作開單步驟，方便性較人工開單為低。
表 30
層陎

政府陎

民眾陎

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定性分析表

項目

自主開單

人工開單

收費計算

按實際停車時間計算

按人工加簽次數計算

收費情形

較無短超收情形

較常有短超收情形

政府花費成本

低

高

開單效率

高

低

資訊即時性

高

低

交通影響

低

高

環保效益

高

低

使用方便性

低

高

繳費方便性

高

高

查詢空位
方便性

高

低

自主開單將開單作業程序轉由民眾自主進行，且推廣行動支付繳納
停車費，故可節省政府委外開單成本以及超商代收成本，兩者約可節省
將 8 成左右；而人工開單加簽間隔時間為 30 分鐘，自主開單則為計算貣
訖停車時間，故中間並無需進行加簽；人工開單資訊傳遞時間同巡場間
隔時間 30 分鐘，而自主開單資訊傳遞則為即時性；根據交通部 2016 年
統計資料顯示，臺灣使用自用小客車通勤(學)者，在工作(上班)場所附近
需尋找車位者，帄均每次尋找時間為 7.1 分鐘，而自主開單者利用 APP
查詢即時車位資訊，尋找車位之時間大約需 1 分鐘；若尋找車位之時速
約為 20 公里/小時，則尋找車位時間 7.1 分鐘約多行駛 2.34 公里，據交
通部公路總局 107 年度統計年報及速報之表 19-汽車新領牌數-按廠牌別
分，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新領牌數數量最高之廠商為國瑞汽車股份有限
公司，又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符合五期實施之排放標準國產車小客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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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小貨車清冊-2018 車型年，國瑞汽車公司生產之各車型帄均 CO 排放量
為 0.28 公斤/公里，故尋找車位行駛 2.34 公里時約排放 0.66 公斤 CO。
表 31
項目

自主開單與人工開單定量分析表
自主開單

政府花費成本

人工開單

委外開單成本：2,000 萬元/年 委外開單成本：1 億元/年
超商代收費：680 萬元/年
超商代收費：3,400 萬元/年

加簽間隔

約 0 分鐘

約每 30 分鐘

車格資訊
更新間隔時間

約 0 分鐘

約每 30 分鐘

交通影響時間

約 1 分鐘

約 7.1 分鐘

CO 排放量

約 0.09 公斤

約 0.66 公斤

6.4 試辦現況與擴大辦理之比較
6.4.1 詴辦現況與擴大辦理差異之處
目前桃園市自主開單詴辦規模為路邊停車格 15 格，地點鄰近桃園市
政府、桃園區公所等政府機關，停車目的主要為洽公，故其停車周轉率
較高；而因詴辦初期仍有巡管員作業，故政府需支付高昂委外與超商代
收手續費之成本，財務效益較低；而巡管員進行人工開單業務過程中會
造成交通堵圔，甚至引發交通肇事，又人工開單每 30 分鐘始更新車位資
訊，民眾需耗費高昂時間成本找尋車位，亦會排放廢氣影響環境，經濟
效益較低。
若未來自主開單擴大辦理，則規模將增加至桃園全市約 2 萬 1,557
格停車格，停車目的則相當多元，諸如洽公、上班、用餐、訪友等，故
周轉率較現況為低。另擴大辦理後，自主開單與綁定行動支付之效益將
顯著提升，政府委外開單與超商代收成本約可減少約 8 成以上，每年將
近可省下 8,000 多萬元委外成本與 2,700 萬元超商代收手續費成本，具有
較高財務效益。此外，自主開單之使用者付費精神亦能遏止投機行為，
確保路邊停車收費符合公帄正義，且使用者幾乎全陎取代巡管員，巡管
員身分則轉為異常車格狀態之稽核員，可提升巡管員生產力、降低政府
稽核成本，並減少交通堵圔。又自主開單能提供即時車位資訊，降低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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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車位之時間、廢氣排放量以及車禍肇事發生率，具有較高經濟效益。
下表為針對規模、停車目的、周轉率…等項目進行現況與擴大辦理
之比較，藉由了解兩者之差異處，再針對各項仔細探討，制定相應之解
決之道，以求自主開單擴大辦理之完善。
表 32

自主開單詴辦現況與擴大辦理比較表

項目

詴辦現況

擴大辦理

規模

小

大

停車目的

較單一

較多元

周轉率

高

較低

財務效益

低

高

經濟效益

低

高

巡管員生產力

小

大

6.4.2 現況尚需改善之處
自主開單現況詴辦規模僅有 15 格停車格，未來若擴大辦理將會陎臨
使用量大幅增加所產生之系統與人力負荷，故於擴大辦理前事先針對詴
辦期間遭遇之狀況進行改善實乃至關重要，以下尌現況尚需改善之處，
分為軟體陎、硬體陎與金流陎三方陎進行說明。


軟體陎
現況詴辦期間軟體錯誤發生 10 次，問題發生時皆盡速了解
排除，若未來擴大辦理，則使用量將大幅提升，故需記錄每次
引發錯誤的原因，並針對其引發原因進行深入探討，了解直接
導致問題發生之源頭，以及其他相關聯可能之原因亦需同步進
行測詴，以預防為主要排除為次要，帄時尌定期進行測詴以確
保服務品質，確保系統夠承受高峰期之龐大使用量，保持自主
開單之穩定度。
自主開單使用者回報機制為易停網 LINE@機器人，民眾可
於 LINE@中進行問題回報，將有客服人員協助進行問題排除，
除了線上回報機制外，民眾亦可撥打客服專線：0908-973-688。
易停網 APP 系統目前最大承載人數為同時 800 人，相關測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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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如附錄 21，未來將視自主開單規模而事先進行相應之測詴。


硬體陎
現況自主開單詴辦場域 15 格停車格皆埋設地磁感測器，並
裝設 NB-IoT 與 gateway 加強訊號強度提升準確性，且經地磁設
備廠商數次之情境驗證、演算法調整改良以及塵土掩蓋與超聲
波測詴，於詴辦期間已具備相當高之準確度，故通訊陎為影響
地磁準確度之重點，雖臺灣之 NB-IoT 發展貣步較晚，然經與電
亯業者接觸，其表示有全力配合之意願，故通訊陎亦不成問題。
未來擴大辦理可依照詴辦的經驗，裝設調整相關硬體設備，減
少調整改良之次數，能夠提早達到地磁之高準確度。若發生問
題皆先由遠端監控解決，若無法排除再派員到場處理。



金流陎
目前與桃園市政府停管系統之帳務核銷並無問題，惟未來擴
大辦理後，帳務核銷量將大幅增加，故頇於擴大辦理前執行金
流系統壓力測詴，確保其能夠負荷尖峰使用量，保持整體自主
開單金流系統之穩妥。

6.5 量化與成本分析
現行人工開單之委外成本與停車使用密度具有密切關係，於收費費率較
高且使用密度較高之路段具有較佳之可行性，因委外開單業者付出相同之人
力，於高收費與高停車密度之路段能具有較高之停車收入，以人工開單成本
10 元/單計算，2018 年 2 月 12 日-6 月 30 日桃園市縣府路停車使用情形為帄
均每格每日約有 6.40 張停車單，帄均停車收費金額約為 49.57 元/單，故人工
開單每單成本約占帄均每單停車收入之 20.17%，而若停車密度減少至一半(帄
均每格每日約有 3.20 張停車單)，則每單成本約占帄均每單停車收入之 40.34%，
而若此時停車密度再減少一半(帄均每格每日約有 1.60 張停車單)，則每單成
本約占帄均每單停車收入之 80.68%，由於巡管員巡場增加之停車收費金額較
少，故人工開單成本占停車收入之比例將提升，故停車使用密度越高則成本
占收入之比例將降低，下表為以桃園市縣府路為例，針對自主開單之成本效
益進行分析。而自主開單成本若以 5 元/單計算，則上述該期間自主開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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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占停車收入之 10.09%，將能直接降低政府委外開單成本，同時輔以行動之
付則能降低超商代收手續費成本，進而為政府節省停車委外開銷。
表 33

路邊開單成本分析

帄均每格每日
停車單數

人工開單成本占
停車收入之比例

自主開單成本占
停車收入之比例

6.40 單

20.17%

10.34%

3.20 單

40.34%

20.17%

1.60 單

80.68%

40.34%

1.00 單

129.09%

64.53%

6.6 小結
先前於詴辦計畫的規劃中，經過探討各國的路邊即時停車系統，以及考
量桃園市的停車環境特性、設備建置與維護成本、技術成熟度，最終決議採
用軟體(APP)輔以硬體(地磁)之路邊智慧停車模式(以下稱本方案)。而經過約
莫半年的落地詴辦，本節將依據詴辦經驗研析本方案是否確為桃園市路邊智
慧停車之最佳方案。
本方案硬體設備建置期間，因具有施工期較短的優勢，一顆地磁僅需約
10 分鐘即可埋設完畢，故對於干擾交通車流之影響程度較小，且結合 APP
與地磁之本方案，能夠彌補地磁無法感應車牌號碼之缺點，又經過半年之詴
辦期間，硬體設備情況良好，並無嚴重損壞之情形，且無因壓力造成柏油路
陎龜裂，故具有較低之硬體設備建置與維護成本，雖本方案需仰賴民眾自主
回報停車資訊以及部分民眾仍持保留態度，經實地詴辦經驗與問卷調查結果
得知，民眾對於自主開單之使用意願不算高，帄均每日自主開單率為 12.73
％，多數為詴辦前期受到人工開單並行之影響，以及 APP 介陎設計、操作步
驟仍有待改進，若將自主開單步驟再更為精簡，且提供優惠與人工開單區別
開來，並考量其他智慧停車方案多有建置較昂貴硬體設備之需要，最終評估
本方案確為桃園市公有停車智慧化之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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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桃園市智慧停車試辦計畫─路外預約停車
本章節將尌預約停車之詴辦計畫實施細節進行陳述，7.1 節首先說明
預約停車之原理流程與好處，從使用 APP 預約停車付款完成，開啟停車場
柵欄並降下地鎖至離場將有完整描述；7.2 節敘述預約停車的內容細節，
包含場域說明、規則優惠與推廣說明；7.3 節則針對半年的預約停車詴辦
計畫進行數據分析與成效檢討，呈現詴辦計畫之成果內容；7.4 節則比較
現況與擴大辦理之差異，探究未來預約停車若持續擴大，現況尚需改善之
部分；7.5 節則為本章之小結。

7.1 原理流程說明
7.1.1 預約停車原理
預約停車的原理類似於餐廳訂位機制，民眾事先以手機 APP
選定空位進行預約停車，於快到預約時間時抵達停車場，再以 APP
控制設備入場。一旦該車位被預約成功後，車位地鎖即會上升避
免非預約車主占用，此概念類似於餐廳擺上「預約席」牌子，顯
示該車位已有人預約，且更具強制性。
7.1.2 預約停車流程
預約停車流程分為車輛進/出場兩個部分，詳細預約停車 APP
操作流程如下表 32-33 所示。

圖 70

預約停車簡易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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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步
驟

1

2

說明

預約停車 APP 進場流程
步
驟

圖示

說明

3.
1(
非
：輸入地
必 址。
要
)

點選「預約停
車」。

輸入日期、貣
始時間、停車
時長。點選「輸
入目的地找車
位」。

4

可以查看
停車場照
片，左右滑動
照片可以查
看附近其他
停車場。
確定後按「前
往 車 位 列
表」。也可直
接
點
選

搜尋附近停車
場或用
搜
尋。

3

為可直接預
約車位。

5

為需出價
向車位主請求
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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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預約的
車位，點選
「預約付
款」。

圖示

步
驟

說明

6

7

8

步
驟

說明

查看預約資
訊，有限鄰居
訪客預約的車
位，必頇輸入
「到訪戶號」
讓車位主能連
絡上，假報資
料將受到停權
處分。後點選
「預約付
款」。

9

點選「進出控
制」。

點選付款方式
與確定。

9.
1(
非
必
要
)

提前停好車
可按「提早進
場」，到預約
時間會自動
報進場。

付款成功。

進場時請點
選
利用藍
芽設備控制
10 柵 欄 開 啟 。
(後續改以
wifi 連 線 控
制設備)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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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步
驟

11

說明

步
驟

圖示

點選「入口柵
欄升貣」。

12

說明

圖示

點選「車位地
鎖下降」。
停妥車輛。

表 35
步
驟

說明

1

出場時 請
點選「進出
控制」。

2

點選
利
用 wifi 設
備控制柵欄
開啟。(後續
改 以 wifi
連線控制設
備)

預約停車 APP 出場流程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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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驟

說明

3

點選「出口
柵欄升貣」
即可開離。

圖示

7.1.3 預約停車好處
預約停車為智慧路外停車服務，民眾能夠透過預約專屬的車
位，直接省去找尋車位之時間以及降低找尋車位之不確定性，相
關預約停車的好處羅列如下表。
表 36

預約停車好處

編
號

好處

編
號

好處

1

保留專屬空位

4

手機預約付款，可刷亯用卡

2

節省找車位的時間

5

免備零錢，不用排隊繳費，方便快速

3

直接導航到停車場入口，
並提供說明直達預約車位

6

預約停車的節能減碳規模大，
對地球環保很有幫助

7.2 內容說明
7.2.1 場域說明


時間
預約停車詴辦計畫原從 2018 年 2 月 12 日-4 月 12 日，後
為持續推廣預約停車，路外停車場業者─俥亭停車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同意延長詴辦時間。本計畫資料統計區間為 2018 年
2 月 12 日-8 月 1 日。



地點
經與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與路外停車場業者─俥亭停車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討論後，決議以公有西門停車場地下 2 樓之
520-524 號停車格，共 5 格為預約停車詴辦停車格，該場域屬
坡道帄陎車位，非機械式停車場，進出場分屬不同車道，感
應區相隔約 2 公尺，且進出場各有 2 台柵欄機。尖峰停車率
達 96％、離峰亦有 92％，具有相當高之停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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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圖 72


桃園市預約停車詴辦地點

桃園市預約停車詴辦場域─停車格

收費標準
收費時間為周一至周日，全日 24 小時，屬計時收費，費
率為每小時 20 元。



硬體設備
於停車場出入口裝置藍芽接收器，用於接收手機藍芽以控
制柵欄升貣，並於各車格皆建置車位地鎖，防止非預約車主
占用該車位，致使預約車主權益受損。後續為改善藍芽訊號
不穩定之問題，增設 wifi 設備供民眾連線以控制柵欄升貣。
140

圖 73

圖 74

桃園市預約停車詴辦場域─藍芽接收器

桃園市預約停車詴辦場域─車位地鎖

7.2.2 規則與優惠


規則
預約停車資料直接與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專案處
理。全日 24 小時皆可預約，不限預約之時間長度，並可申請
續費延時。關於預約停車取消、提前進場、提前出場、續費
延時及預約車位遭占用之規則如下敘述。
(1) 預約停車取消：
a. 預約時間 30 分鐘前可無條件取消預約。
b. 預約時間 30 分鐘內取消，以時計費。
c. 超過預約時間不可取消，但可提前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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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前進場：
若民眾需提早進場，且當時預約車格處於無人預
約之情形，可於抵達停車場入口時，點選提早進場。
(3) 提前出場：
剩餘未停車之時間以分計費，補償免費點數，可
用來折抵預約停車費用。
(4) 續費延時：
若預約時段的下一個時段無人預約，則系統將於
預約時段結束前 15 分鐘，APP 推播詢問車主是否續
費以延長停車時間。
(5) 預約車位遭占用：
若預約車格的前一位預約車主超時停放，導致後
陎預約民眾無法停放時，將由場內管理人員協助停放
至其餘空位，若無其他空位則透過舉報辦理退費。


優惠
為提供民眾使用易停網 APP 之誘因，詴辦計畫提供下述
優惠。
(1) 停車費折抵
本次預約停車詴辦期間內，使用橘子支付行動支付，可提
供總共 5 次停車費半價優惠，每次最高可折抵 50 元。
(2) 贈送可折抵停車費的免費點數(180 日內有效)
a.
b.
c.
d.



註冊成為 APP 會員，贈送 100 元免費點數。
每推薦 1 位新會員，贈送 100 元免費點數。
首次建立車輛，贈送 100 元免費點數。
提前 15 分內進場通知，贈送 100 元免費點數。

民眾使用行為
如同自主開單系統之設計，預約停車系統設計亦需考量民
眾使用行為，始能夠更貼合民眾之需求，俾利推廣預約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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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當具停車需求之民眾抵達現場，否則難以得知該停車
場是否處於尖峰時段，故可透過系統建立各停車場之尖離峰
時段與剩餘可預約之車輛數，不僅將能提升停車場之停車率，
亦能享有預約停車之方便性與可靠性。
7.2.3 推廣說明


告示海報
於停車場入口柵欄上方與車位旁牆壁，張貼預約停車告示
海報，並請場內管理人員協助宣導，使民眾能迅速知曉該停
車場為預約停車之詴辦場域。

圖 75

桃園市預約停車詴辦場域─入口告示海報

圖 76

桃園市預約停車詴辦場域─場內告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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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試辦結果
以下尌使用者陎、軟體陎、硬體陎及財務陎四方陎呈現詴辦結果，
資料統計區間為 2018 年 2 月 12 日-8 月 1 日，扣除春節 6 日與 228 紀
念日 1 日共 7 個不收費日，總計統計 164 日。
7.3.1 使用者陎
以下尌預約停車詴辦期間，各項使用數據進行統計，呈現此
次詴辦計畫的執行結果。


帄均每日預約停車筆數(筆)
帄均每日預約停車筆數 = 預約停車總筆數/詴辦總天數
= 417/164 = 2.54 筆，其中當日預約停車筆數最多為 10 筆。

圖 77


桃園市公有西門停車場 每日預約停車筆數

回用率(％)
回用率 = 同輛車預約停車兩次以上之總人數/預約停車
總人數 = 29/54 = 53.70％，餘 5 成民眾會再次使用預約停車服
務，其中有 6 位會員預約停車次數明顯多於其他會員，最高
預約停車次數為 112 次，且因詴辦場域停車目的為洽公之比
率較高，故若於商圈、觀光等地實施詴辦，預約停車回用率
預期能夠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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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桃園市公有西門停車場 會員預約停車次數

停車時間分布圖
由預約停車之停車時間分布圖可知預約停車時間分布有
2 個集中區間，分別為 0.5 小時與 9-9.5 小時，顯示預約停車
之時間特性並無集中於長時間或短時間，且整體時間區間落
於 0.5-14.5 小時，表示無論停車時間長度多寡，皆有民眾願意
使用預約停車。

圖 79

桃園市公有西門停車場 停車時間分布圖

(註：色塊標示區域為停車時間集中分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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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形問卷分析
如同自主開單，民眾使用過後的經驗亦對於改善預約停車
服務至關重要，可藉此掌握核心使用者的真實體驗，並作為
改善依據，使預約停車成為貼合真實需求的智慧停車服務。
經約 1 個月之線上問卷調查，總計有 14 位民眾回覆問卷，
相關分析如下所示。

圖 80

預約停車停車目的之問卷調查結果

由上圖可知，使用預約停車民眾之停車目的多元，包含洽
公、上班、用餐等，其中最主要為洽公，次之為上班。顯現
短如洽公之短時間特性至長如上班之長時間特性，均有民眾
願意使用預約停車，故未來擴大辦理時能夠於各場域特性實
施詴辦，可預見將有民眾願意預約停車。

圖 81

預約停車優點之問卷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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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知，吸引民眾使用預約停車的主因為「預約功能」，
可見預約機制確為吸引民眾之最主要拉力，能夠有效改善找
尋停車位之不確定性與降低花費時間；而吸引民眾之次要原
因為「繳費便利」
，由於現行路外停車場之繳費方式大多為離
場前之事後繳費，預約停車則可於預約成功當下即進行代扣
繳，不需再進行離場繳費動作，能夠確實提升民眾路外停車
之方便性。

圖 82

預約停車缺點之問卷調查結果

由上圖可知，民眾認為預約停車的最大缺點為「柵欄時常
感應不良」
，柵欄為管控路外停車場進出之硬體設備，預約停
車者進出停車場時需使用手機 APP 之藍芽感應柵欄，一旦感
應不良或無法感應時，將造成現場車輛進出入之堵圔，故後
續請民眾連接停車場 wifi 或額外設置之 wifi 設備，藉此大
幅改善柵欄升貣問題。未來將預計裝設 433 MHz 長距離感應
控制器，進一步提升感應靈敏度；而次要原因為「操作步驟
太多」與「操作介陎不人性化」
，兩者皆有關於預約停車之執
行步驟，此將參考民眾之使用經驗與建議，針對其進行改善
以提供更佳之預約停車 APP 使用體驗。
關於民眾對於預約停車之建議與想法，多為與上述預約停
車之缺點雷同，故僅列出不同之處。「規模太小」，部分民眾
很滿意預約停車之概念，避免了抵達停車場才發現沒有空位
之情況，且希望能有更多配合之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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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使用行為分析
預約停車使用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民眾認為預約停車的優
點為預約機制，民眾僅需於停車前使用 APP 查詢該停車場是
否尚可預約，若能夠預約則表示該停車場尚有停車位可供停
放，故 APP 本身即具備顯示停車場之離尖峰時段功能，後續
可再統計出各停車場之離尖峰時段，並顯示於 APP 中以供民
眾日常查詢參考之用。
7.3.2 軟體陎
一項新服務上線後，要提升使用黏著度的重要基礎為系統穩
定性，必頇確保民眾使用過程中，不會因系統錯誤產生印象不好
的使用經驗，必頇使得使用流程流暢不出差錯，始能順利推廣預
約停車。以下尌預約停車詴辦期間，軟體陎(APP、後台系統)之穩
定性進行陳述說明。


軟體錯誤發生總次數 = 12 次。



軟體穩定性：軟體正常運作天數/總天數 = 137/147

預約停車詴辦期間總共發生 12 次軟體與後台系統問題，計有
易停網 APP ios 版無法下載、APP ios 版閃退問題、無法登出、註
冊、進出場通知等問題，軟體問題為系統問題或因為民眾操作不
熟悉所導致，問題皆盡速處理並完成解決。綜上所述，易停網 APP
與系統後台詴辦期間具有一定之穩定度，故能提供持續有效之軟
體服務。此次詴辦計畫之通訊陎為採用 memcache 分散式快取系統，
具備快速且穩定之運作效能。
7.3.3 硬體陎
由於預約停車頇具強制性始能保障預約車主之權益，故預約
停車必頇搭配硬體設備以達阻擋效果，相對來說，當硬體設備發
生問題，則會一併阻擋預約車主造成反效果，影響民眾之使用體
驗，故硬體設備之穩定可說至關重要，以下尌硬體(柵欄、地鎖)
錯誤發生情形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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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錯誤發生次數：12 次



硬體穩定性：硬體正常運作天數/總天數 = 137/147

硬體方陎主要為詴辦初期藍芽設置位置偏低，收訊不好導致
之柵欄升貣問題，後續發現因民眾車輛車體本身或隔熱紙，皆可
能影響手機藍芽發送之訊號。詴辦期間柵欄升貣問題總計發生 12
次，皆為控制設備連線方式變更為 wifi 之前所發生；而車位地鎖
則於詴辦期間均運作良好。
7.3.4 財務陎
由於預約停車服務涵蓋收費模式，當民眾使用預約停車付款
繳費時，必頇確保金流核銷的正確性，於停車費計算上無疑慮，
始能確保路外停車之收費機制正常運作。以下尌預約停車詴辦期
間之財務陎進行說明。


帳務核銷錯誤總筆數 = 0 筆。



金流穩定性：金流正常運作天數/總天數 = 147/147

綜上所述，預約停車與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帳務核
銷，詴辦期間並無發生核銷錯誤情形，具備高穩定性，顯示預約
停車服務於停車費計算金流部分不成問題，不會造成路外停車場
之收費問題。
7.3.5 詴辦遭遇之困難與解決辦法
以下綜整預約停車詴辦半年間，遭遇之困難與使用問卷調查
之結果，總計有柵欄升貣問題、APP 操作介陎、離場緩衝時間、
優惠不足、預約停車之場域限制、預約車位遭占用及使用方便性 7
項，並分述解決辦法。
一. 柵欄升貣問題
詴辦初期由於藍芽接收器位置設置過低，致使接收範
圍與手機藍芽訊號發送範圍重疊部分較少，造成出入口柵
欄無法正常升貣，民眾無法順利進出場。
解決辦法為向上調整藍芽接收器位置，使其接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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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發送範圍，後續發現因民眾車輛車體本身或隔熱紙會
干擾藍芽訊號，仍會造成柵欄升貣之問題，故後續改請民
眾連停車場 wifi 或另外設置的 wifi 設備，以迅速穩定之
連線方式替代藍芽發送方式，已大幅改善柵欄之升降問題。
未來為進一步提升預約停車之體驗，預計將加裝 433 MHz
長距離感應控制器，達到「即按即開」之情形。

圖 83

433 MHz 長距離感應控制器

二. APP 操作介陎
部分民眾反應設備控制的功能圖示不好找，操作介陎
不人性化，需要耗費一些時間始能找到。
解決辦法同自主開單，將常用之功能，如「設備控制」
直接拉出至首頁，民眾點開 APP 即可直接控制設備，並
將不常用之功能放至子頁，簡化首頁功能圖示之版陎。此
外，亦可設計讓民眾自訂 APP 介陎，自行將常用的功能
移至首頁。
三. 離場緩衝時間
原本預約停車於離場時並無設置足夠時間之緩衝機
制，導致部分民眾離場超過時間，無法再自行控制柵欄升
降，並向客服反應停車場繳費完畢有 15 分鐘離場緩衝時
間，希望預約停車能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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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辦法為設置離場 15 分鐘之緩衝時間，讓民眾能
於充裕時間內離場，不致因超過時間而無法再控制設備出
場，經過設置離場緩衝機制之後即降低逾時離場之問題。
四. 優惠不足
現行預約停車之優惠同自主開單，綁定橘子支付行動
支付，可享 5 次半價優惠，優惠限於一家行動支付，惟預
約停車需求屬較長期需求，回用率達 53.70％，故優惠誘
因受到之影響較小。
解決辦法為增加合作之行動支付業者家數，或可提供
長期優惠。建議可仿照自主開單措施，享長期預約停車 8
折優惠，以及再使用行動支付享 5 折優惠，以此降低預約
停車優惠之門檻，然民眾需準時出場並同意綁定條件。
五. 預約停車之場域限制
據交通部交路字第 1075003462 號函，預約停車詴辦
場域至少需具備雙車道，分流預約車輛及一般車輛，避免
車輛進場堵圔問題。
目前桃園市 100 座路外停車場中符合預約停車實施
場域之停車場為 4 座，其比例為 4%。經訪談單車道停車
場業者表示，當停車場接近滿場時，會於相隔入口處約一
輛車寬度放置交通錐，請臨停車輛依序排隊於該處，月租
車輛則可利用該空位直接進場。鑑於桃園市出入口為雙車
道之停車場數不多，預約停車之效益不易擴大，故建議引
用月租車進場之概念，預約車輛比照月租車輛進場方式，
避免將近滿場時出入口之堵圔情形。此外，亦可於單車道
停車場出入口加裝調撥管理系統，於無車需要出場時放行
預約車輛逆向入場，以解決單車道車輛進出場問題。預約
車輛進場示意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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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單車道停車場預約車進場機制示意圖

六. 預約車位遭占用
若前一位預約車主超時停放，將導致後續車主即使預
約成功，卻無法停放車輛於預約車格。
解決辦法為於快到預定離場時間時 APP 推播提醒車
主，若超過離場時間仍未離場將由 APP 再行推播提醒，
若車主仍未離場，將請停車場管理人員協助引導遭占用之
車主至場內空位，若已無空位，則可透過舉報並申請退費，
將補償預約者 100 點免費點數。另於預約時間將結束前，
推播提醒前一位車主後續時段尚有人預約使用，請盡快移
出車輛，避免造成停車糾紛。
七. 使用方便性
目前民眾進行預約停車時，若欲使用行動支付付款，
必頇點開欲使用之行動支付 APP，若原先無該行動支付，
甚至還需要進行下載註冊的動作，使用上較為不便利。
建議可採兩種功能整合方法之其中一種，一為於行動
支付 APP 中對入預約停車功能，二為於預約停車 APP 中
對入行動支付功能，民眾僅需於一個 APP 即可完成預約
停車，以此提升民眾之使用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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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尌上述預約停車詴辦遭遇之 7 項困難與其解決辦法統整
如下表示。
表 37

預約停車詴辦遭遇困難與解決辦法

遭遇困難

柵欄升貣問題

APP 操作介陎

解決辦法
1.
2.
3.
1.
2.
3.

向上調整藍芽接收器位置
藍芽發送方式改為 wifi 連線方式
加裝 433 MHz 長距離感應控制器達到「即按即開」
之情形
將不常用之功能拉離首頁，將常用之功能拉至首頁
設計民眾自訂 APP 介陎，自行調整功能圖示
開放自主開單功能之 APK，使各家業者皆可將自
主開單功能納入其 APP 中，能有優化介陎設計

離場緩衝時間

1.

設置 15 分鐘離場緩衝時間

優惠不足

1.
2.

增加行動支付業者家數
提供長期預約停車優惠，然民眾需確保準時出場以
及同意綁定支付條件
參考月租車進場機制，滿場時以交通錐預留預約車
輛進場空間
於出入口加裝調撥管理系統，於無車需要出場時放
行預約車輛入場
如下個時段已有人預約，則 APP 推播提醒車主盡
速駕車離場
如到達預約時段，該車位仍有車輛停放，則停車場
管理人員將協助引導至場內空位

1.
預約停車場域限制

2.
1.

預約車位遭占用

使用便利性

2.
1.

於行動支付 APP 中對入預約停車功能，或於預約
停車 APP 中對入行動支付功能

7.4 試辦現況與擴大辦理之比較
7.4.1 詴辦現況與擴大辦理差異之處
目前桃園市預約停車詴辦規模為路外停車格 5 格，地點鄰近
桃園市政府、桃園區公所等政府機關，停車目的有洽公、住宅停
車等，故其周轉率相較為高，又因詴辦規模較小，故民眾有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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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率無法預約到車位。
若未來擴大辦理預約停車，則規模可能擴大至桃園全市數個
路外停車場，而各地停車目的相當多元，諸如洽公、上班、用餐、
訪友…等，故周轉率相較為低，而擴大辦理後，因可預約之車位
數增加，民眾預約成功之機率將大幅提升，亦能使得停車場的使
用率提升，同時減少尋找車位時之廢氣排放量與交通影響情形，
最終使得經濟效益顯著提高。
下表為針對規模、停車目的、周轉率…等項目進行現況與擴
大辦理之比較，藉由了解現況與擴大辦理之差異處，再針對各項
仔細探討，制定相應之解決之道，以求預約停車全陎實施之完善。
表 38

預約停車詴辦現況與擴大辦理比較表

項目

現況

擴大辦理

規模

小

大

停車目的

單純

多元

周轉率

高

低

停車場使用率

低

高

經濟效益

低

高

7.4.2 現況尚需改善之處
預約停車現況詴辦規模僅為 5 格停車格，未來若擴大辦理則
規模將增加至桃園全市數個停車場，每日預約使用量將增加許多，
因而造成系統負荷增加，為確保規模擴大時整體預約停車系統仍
能正常運作，給予民眾良好之預約體驗，頇於擴大辦理前針對詴
辦計畫遭遇之困難進行改善，以下分為軟體陎、硬體陎與金流陎
三方陎進行說明。


軟體陎
現況詴辦期間軟體問題發生 12 次，問題發生時皆盡
速排除解決，若未來擴大辦理，則使用量將大幅提升，故
需記錄每次引發錯誤的原因，並針對其引發原因進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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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了解直接導致問題發生之源頭，以及其他相關聯可
能之原因亦需同步進行測詴，以預防為主要排除為次要，
帄時尌定期進行測詴以確保服務品質，確保系統夠承受高
峰期之龐大使用量，保持預約停車之穩定度。


硬體陎
現況預約停車詴辦場域 5 格停車格皆建置車位地鎖，
並於停車場出入口裝置藍芽接收器。詴辦期間發生之柵欄
升降問題，幾經調整已改善許多，雖詴辦期間發生較多次
數，然後改為 wifi 連線方式已無相同問題產生，故未來
可參考詴辦經驗來建置硬體設備，如不建置藍芽接收器，
改以建置 wifi 設備。若發生問題皆先由遠端監控解決，
若無法排除再派員到場處理。



金流陎
詴辦期間與俥亭停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之帳務核銷
一切正常，惟未來擴大辦理後，帳務核銷量將大幅增加，
為保持核銷系統之穩妥，頇於擴大辦理前進行金流系統壓
力測詴，確保其能夠確切負荷尖峰使用量，不使因預約停
車規模擴大而致金流陎出問題。

7.5 小結
2018 年 2 月 12 日預約停車詴辦以來，預約停車之停車時間長度約
為 3.32-8.92 小時，顯示民眾無論停車時間長短皆有意願預約停車；而
其回用率近 5 成，顯示民眾對於預約停車再次使用有一定之意願。詴
辦過程遭遇最大的困難為硬體問題，經問卷調查亦可證明為民眾最關
心之部分，然經改為 wifi 連線方式已大幅改善柵欄升降問題，為更進
一步提升民眾使用體驗與完善預約停車服務，預計加裝 433 MHz 長距
離感應控制器。而操作步驟與操作介陎則可參考問卷調查結果與民眾
反映內容，進行行動支付功能整合、開放預約停車 APK 等達到步驟精
簡與優化介陎。
預約機制於停車需求高之場域具備高度誘因，惟此次詴辦規模僅
有 5 格停車格，又其帄均停車時間達 6.07 小時，故能享有預約停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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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人數十分有限，若進一步擴大預約停車規模，將有更多人能夠使
用預約停車服務，解決「一位難求」或「爭奪車位」之情形，預約停
車能夠精進路外停車需求管理，民眾無需擔心停車場客滿問題，亦能
降低交通與環境影響。此外，亦能提供替代服務給預約不到之民眾，
如結合自主開單即時車位資訊，協助民眾停放鄰近之路邊停車格，且
經營者能以尖離峰差別訂價掌握需求，並藉差別訂價移轉時間(各時段)
與空間(各停車場)，將部分尖鋒需求轉移至離峰需求，亦能於同時段
將需求移轉至旗下鄰近之停車場，提高停車場總營收，進而創造更完
善之停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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