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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概述 

運具服務提供者經由申請後，當加入運具服務提供者夥伴後，可將其運具站點等相關資

料，利用 API 方式去做上傳動作，並成為公共運輸旅運規劃 API 的相關站點跟運具資

訊，並作相關資訊的露出，使用運具站點資訊可結合（Location-Based Service，LBS

「以位置為基礎的服務」，有效的可被應用在多種的商業結合，例如當地運具搜尋、運具

所在位置導引，更進一步的結合深度連結 Deep Link 功能，可以做與運具服務提供者自

身擁有的 APP 緊密結合，提供類似購票服務、乘車服務、租車服務、解鎖..等更多加值的

應用。 

 

資料服務等級 

因應各運具服務提供者所能提供的資料精細程度不同，特別使用以下的三個層級來做區

分，並且定義出能支援的資料服務能力。 

L1 : 在資料提供上僅能提供，站點或場域名稱/地址/經緯度。此服務層級能在公共運輸旅

運規劃服務上，去提供 LBS 的站點資訊露出。 

L2 : 在資料提供上能提供，L1 資料 + 運具庫存量(是否有車輛運能租借歸還)。L2 資料服

務層級不僅能提供站點位置並且可以進一步的提供即時的運具使用庫存或者租借量，提供

的資訊能更精確地給予資料介接方更實際的判斷，例如是否可以租借到運具或者有無空位

歸還運具。 

L3 :  為 L1+L2+並有能力做深度連結(DeepLink)APP 提供者，可以達到租借歸還運具的

完整服務，讓整個 MaaS 服務能更無縫接軌，舉例以台高鐵 APP 為例，因為有做深度鏈

結的整合，當公共運輸旅運規劃服務服務涉及到有該運具班次，可以直接喚起 APP 帶入

班次起迄點時間，來完成 APP 導訂的服務，但需要運具服務提供者本身也有資訊能力跟

有自家的 APP，才有機會能執行此無縫服務。帶入更多的潛在使用者。 

https://tdx.transportdata.tw/api-service/swagger/maas/4513f9d6-caae-4cf7-a50c-e7887bec804e#/Routing/getRoutes


3 

 

 

 

運具服務提供者整合模組 API 

以下概述如何快速開始使用運具服務提供者整合模組 API: 

Step 1: 取得一個 API key 

請聯繫 https://www.umaji.com.tw/申請你的 API Key，或者您可以按照網站流程，來申

請加入成為運具服務提供者業者夥伴 

 

Step 2: 使用 API Key 

使用一個 API Key 在連線上，指定你取得的 key 使用 Bearer Token 方式(放置於 http 

header)於連線時傳入 

 

運具服務提供者整合模組主要提供兩隻 API 

Import TSP Data API 

Name Format Description 

API URL 網址字串,  API 存取端點 

https://openapi.umaji.com.tw/v1/tsp

/import  

 

使用於 L1(站點資訊) ＆ L2(站點資訊＋

庫存量)的批次匯入跟修改，依照

station_id 來做站點跟可租借/歸還數量

的更新。 

參數 物件格式,以下為物

件內容說明 

 

https://swagger.umaji.metropia.com/openapi/ts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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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字串,運具類別 資料層級 : L1 

可能數值: Bike(共享單車)、Taxi(計程車

類型接駁服務)、Car(共享汽車)、

Scooter(共享機車) 

*station_id 
字串, 站點編號 資料層級 : L1 

站點 id，唯一值，如重複將會覆寫原值 

例如：TPE0229 

*station_name_zhtw 

 
字串, 站點中文名稱 資料層級 : L1 

站點中文名稱 

例如：市民太原路口 

*station_name_en 

 
字串, 站點英文名稱 資料層級 : L1 

站點英文名稱 

例如：Civic & Taiyuan Intersection 

*station_lat 
整數,站點緯度資訊 資料層級 : L1 

站點緯度資訊 

例如 : 25.049394 

*station_lon 
整數,站點經度資訊 資料層級 : L1 

站點經度資訊 

例如 : 121.514611 

*station_address_zhtw 
字串,站點中文地址 資料層級 : L1 

站點中文地址 

例如 : 鄭州路 23 號東側人行道(市民太

原路口)(鄰近台北地下街/台北車站) 

*station_address_en 
字串,站點英文地址 資料層級 : L1 

站點英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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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 No.23, Zhengzhou Rd. (east 

side) 

available_rent 整數, 運具可出借數

量 

資料層級 : L2 

運具可出借數量 

例如 :1 

available_return 整數, 運具可歸還數

量 

資料層級 : L2 

運具可歸還數量 

例如 :1 

 

Update TSP Data API 

Name Format Description 

API URL 網址字串,  API 存取端點 

https://openapi.umaji.com.tw/v1/tsp

/update  

 

使用於 L2(站點資訊＋庫存量)的批次修

改更新，依照 station_id 來做可租借/歸

還數量的更新。 

參數 物件格式,以下為物

件內容說明 

 

*type 

 
字串,運具類別 資料層級 : L1 

可能數值: Bike(共享單車)、Taxi(計程車

類型接駁服務)、Car(共享汽車)、

Scooter(共享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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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_id 
字串, 站點編號 資料層級 : L1 

站點 id，唯一值，如重複將會覆寫原值 

例如：TPE0229 

*available_rent 
整數, 運具可出借數

量 

資料層級 : L2 

運具可出借數量 

例如 :1 

*available_return 
整數, 運具可歸還數

量 

資料層級 : L2 

運具可歸還數量 

例如 :1 

 

 

使用 Import API 發送一個 (L1 : 站點資料匯入)的連線範例 

 

POST https://openapi.umaji.com.tw/v1/tsp/import 

    Authorization: Bearer 

 

// 以下為透過 curl 執行的範例 

curl -X 'POST' \ 

  'https:/openapi.umaji.com.tw/v1/tsp/import' \ 

  -H 'accept: application/json' \ 

  -H 'apikey: 8uHubbg2QxybmvyNp7fBBGYct53s69prQ5fAtChw6yb52T6BTn4BwcwydybFUGww'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H 'X-CSRFToken: {{ csrf_token }}' \ 

  -d '[ 

  { 

    "type": "Bike", 

    "station_id": "TPE0229", 

       "station_name_zhtw": "市民太原路口", 
    "station_name_en": "Civic & Taiyuan Intersection", 

    "station_lat": 25.049394, 

    "station_lon": 121.514611, 

       "station_address_zhtw": "鄭州路 23 號東側人行道(市民太原路口)(鄰近台北地下街/台北車站)", 
    "station_address_en": "No.23, Zhengzhou Rd. (east side)", 

  } 

]' 

 

 

 

使用 Import API 發送一個 (L1 : 站點資料匯入＋L2: 庫存量)的連線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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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https://openapi.umaji.com.tw/v1/tsp/import 

    Authorization: Bearer 

 

// 以下為透過 curl 執行的範例 

curl -X 'POST' \ 

  'https:/openapi.umaji.com.tw/v1/tsp/import' \ 

  -H 'accept: application/json' \ 

  -H 'apikey: 8uHubbg2QxybmvyNp7fBBGYct53s69prQ5fAtChw6yb52T6BTn4BwcwydybFUGww'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H 'X-CSRFToken: {{ csrf_token }}' \ 

  -d '[ 

  { 

    "type": "Bike", 

    "station_id": "TPE0229", 

       "station_name_zhtw": "市民太原路口", 
    "station_name_en": "Civic & Taiyuan Intersection", 

    "station_lat": 25.049394, 

    "station_lon": 121.514611, 

       "station_address_zhtw": "鄭州路 23 號東側人行道(市民太原路口)(鄰近台北地下街/台北車站)", 
    "station_address_en": "No.23, Zhengzhou Rd. (east side)", 

    "available_rent": 1, 

    "available_return": 1 

  } 

]' 

 

 

 

使用 Update API 來更新站點庫存量(L2)的連線範例 

POST https://openapi.umaji.com.tw/v1/tsp/update 

    Authorization: Bearer 

 

// 以下為透過 curl 執行的範例 

curl -X 'POST' \ 

  'https://openapi.umaji.com.tw/v1/tsp/update' \ 

  -H 'accept: application/json' \ 

  -H 'apikey: 8uHubbg2QxybmvyNp7fBBGYct53s69prQ5fAtChw6yb52T6BTn4BwcwydybFUGww' \ 

  -H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 \ 

  -H 'X-CSRFToken: {{ csrf_token }}' \ 

  -d '[ 

  { 

    "type": "Bike", 

    "station_id": "TPE0229", 

    "available_rent": 10, 

    "available_return": 5 

  } 

]' 

 

運具服務提供者服務類別 

1:Bike-Sharing 、 2:Taxi-(like) Services 、3:Car-Sharing、4:Scooter-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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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各種服務類別必要欄位範例 

 

Example: Bike-Sharing 

Station: 

Field Name Description 

type Bike 

station_id TPE0229 

station_name_zht

w 

市民太原路口 

station_name_en Civic & Taiyuan Intersection 

station_lat 25.049394 

station_lon 121.51461 

station_address_zh

tw 

鄭州路 23 號東側人行道(市民太原路口)(鄰近台北地下街) 

station_address_en No.23, Zhengzhou Rd. (east side) 

available_rent 8 

available_return 22 

 

 

Example: Taxi-(like) Services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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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Name Description 

type Taxi 

station_id Taxi-0001 

station_name_zht

w 

台北車站東三門 

station_name_en East Gate 3 of Taipei Main Station 

station_lat 25.047496 

station_lon 121.5180851 

station_address_zh

tw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1 號(東三門) 

station_address_en No. 1, Beiping W.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East 

Gate 3) 

 

Example: Car-Sharing 

Station: 

Field Name Description 

type Car 

station_id CarStation-0001 

station_name_zht

w 

台中黎記餅店 

station_name_en Li-Ji Taichung Pa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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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_lat 25.04743704375905 

station_lon 121.51591563859259 

station_address_zh

tw 

100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 號 

station_address_en No. 3, Beiping W.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available_rent 8 

available_return 22 

 

Example: Scooter-Sharing 

Vehicle: 

Field Name Description 

type Scooter 

station_id Scooter-0001 

station_name_zht

w 

台北車站東三門 

station_name_en East Gate 3 of Taipei Main Station 

station_lat 25.047496 

station_lon 121.5180851 

station_address_zh

tw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1 號(東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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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_address_en No. 1, Beiping W.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East 

Gate 3) 

available_rent 8 

available_return 22 

 

服務使用情境 

Bike-Sharing 

在共享自行車服務中，您首先在步行距離內租用一輛自行車或電動自行車，然後使用這輛

自行車沿路線騎到最佳公共交通站。後續你可以轉乘公共交通工具到達目的地。運具服務

提供者整合 API 的共享自行車服務可為您提供路線每一步的說明，包括在哪裡找到租賃

自行車。可供出租的自行車位置每分鐘或者每分鐘更新一次。 

 

Taxi-(like) Services 

在計程車類型接駁服務，您可以根據您當前所在位置，觀看目前附近可使用的計程車服

務，並且當結合 Deep Link 功能，或者直接串接運具服務業者的接駁服務，讓他們在約

定時間跟地點來做接送，並結合多元運具旅運規劃 API，做長程中程跟短程的旅運規劃安

排，提供更多彈性的選擇。 

 

Car-Sharing 

共享汽車服務，可以根據您當前所在位置，搜尋半徑範圍內可使用的車輛數量資訊，並可

以區分有所在站點、無站點，同站歸還跟路邊隨租隨還，去區隔不同的使用模式，並結合

多元運具旅運規劃 API，做補足第一哩最後一哩的需求，彈性的去搭配出適的旅運可能。

進一步結合 Deep Link 可以達到租借、預借預留車輛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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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oter-Sharing 

共享機車服務，可以根據您當前所在位置，搜尋半徑範圍內可使用的車輛數量資訊，並結

合多元運具旅運規劃 API，做補足第一哩最後一哩的需求，彈性的去搭配出適的旅運可

能。進一步結合 Deep Link 可以達到租借、預借預留車輛的可能性。 

 

Public Transit (需要額外資料流程處理) 

公共運具模式，以台鐵、高鐵、公路客運、市區客運等，提供城際運輸短程長程的接駁服

務，結合深度鏈結來達到，班次查詢、預定車票等無縫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