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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概述 

基於公共運輸旅運規劃模組之下，中間涉及跨縣市旅運規劃建議之基礎運具架構，在台灣軌道運

具上會以台鐵、高鐵為主要骨幹運具作為路線建議，後續進一步進階需求能完成同時串接台鐵、

高鐵票務導訂來完成無縫旅運規劃票務整的功能。 

https://tdx.transportdata.tw/api-service/swagger/maas/4513f9d6-caae-4cf7-a50c-e7887bec804e#/Routing/get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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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需要達到這類需求需要使用 Cross APP 的技術並且每次做這類型性質對接都需要台鐵 e 訂通

APP 跟高鐵 T-EX 行動購票 APP 做重新送審上架並且需要 Apple Store / Google Play 核可的動

作，有鑒於為了滿足此功能的開發成本跟動員人員資源上面相當的龐大，因此特別基於公共運輸

旅運規劃模組之下，又開發了城際運輸票務整合功能模組。 

 

此模組使用了深度鏈結(DeepLink)的技術，減少各需求單位針對台鐵高鐵票務的導訂所需要付出

的龐大開發成本，並且可以被廣泛地使用在 Mobile web 以及 APP 的平台上。 

 

 

什麼是深度連結 

深度連結幫助 APP 應用程式像 web 一樣工作，允許人們在 web 上、電子郵件或簡訊中或其他應

用程序中直接按一下連結，進入應用程序特定營幕上的特定功能。 

深度連結通常用於重新參與活動。您還可以使用深度連結向應用程式傳遞數據，如促銷程式碼或

產品關鍵字，城際運輸票務整合功能模組使用深度連結的技術，來達成無縫票務整合的功能。      

開發人員首先驗證其 web 網域以提供應用程式連結。 

如果已經安裝了應用程式，則會打開該 APP 應用程式，解析連結的其餘部分，並將用戶定向到特

定頁面。 

如果未安裝應用程式，用戶將使用預設瀏覽器訪問已驗證的 web URL，詳細流程示意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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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連結運作概念流程圖 

城際運輸票務模組呼叫流程說明 

（一）需要先取得 TDX 的會員資格 

開發者需要先取得 TDX 的會員資格，並且有調用公用運輸旅運規劃模組以及深度連結服務的權

限，可前往此處註冊 https://tdx.transportdata.tw/register (額外需要申請城際運輸票務模組功

能審核通過的會員，才可以使用此模組)。 

https://tdx.transportdata.tw/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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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X 會員申請註冊畫面 

 

（二）調用公用運輸旅運規劃模組取得回傳  

公共運輸旅運規劃模組回傳結果當中含有 uuid（黃色部分），用於指涉此次轉乘規劃提供後續換

取 deeplink url，並識別請求身份。 

 

公用運輸旅運規劃模組回傳 uuid-台鐵範例 

 
"transport": { 
              "mode": "TRA", 

              "name": "莒光(有身障座位)-507 車次", 

              "category": "TRA", 

              "headsign": "臺東火車站", 

              "shortName": "莒光(有身障座位)-507 車次", 

              "longName": "莒光(有身障座位)-507 車次(七堵往臺東)經南迴", 

              "route_color": "", 
              "number": "", 
              "type": "TRA", 
              "city": "", 
              "uuid": "7c27773e-d485-4084-bc8b-ab57fcafc5ab" 
} 

 
 

公用運輸旅運規劃模組回傳 uuid-高鐵範例 

 



5 

 

"transport": { 
              "mode": "HSR", 

              "name": "高鐵-1504 車次", 

              "category": "HSR", 

              "headsign": "高鐵南港站", 

              "shortName": "高鐵-1504 車次", 

              "longName": "高鐵 1504 北上車次(台中站-南港站)", 

              "route_color": "", 
              "number": "", 
              "type": "HSR", 
              "city": "", 
              "uuid": "62671005-6bee-4cf5-9be0-27ae38f7e08c" 
} 

 
 

 

（三）使用 uuid 取得轉址的實際網址 

利用公共運輸旅運規劃模組回傳 的 uuid 前往 

https://tdx.transportdata.tw/api/maas/booking/deeplink/url 取得的轉址 URL 提供給 Mobile 

Web 或者 APP 做點擊跳轉。 

本概念及流程如下圖所示(視覺化概念模擬)。 

https://tdx.transportdata.tw/api-service/swagger/maas/4513f9d6-caae-4cf7-a50c-e7887bec804e#/Routing/get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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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際運輸票務導訂模組概念流程 

 

（四）城際運輸 deep link 整合功能模組 - 台鐵 e 訂通 APP 流程說明 

Step 1 串接者呼叫公共運輸旅運規劃 API 

Step 2 在公共運輸旅運規劃 API 回傳的參數取得 deeplink uuid 

Step 3 在 Web 產品或者 APP 產品上取得立即訂票的按鈕 

Step 4 使用 deeplink uuid 來換取轉址網址 

Step 5 當點擊按鈕跳轉到轉址服務伺服器上，會再次檢驗 uuid 的有效性 

Step 6 導連轉換到實際的台鐵站台並且解譯出正確的相對應參數 

Step 7 於台鐵 e 訂通 APP 上接收起迄站點車次跟出發時間點等相關參數 

Step 8 台鐵端可以額外使用傳遞過來的 uuid 去查詢有效性，以避免偽造 (非必要選項) 

本功能模組概念及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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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際運輸票務導訂模組概念流程圖-台鐵 e 訂通 APP 

 

（五）城際運輸 deep link 整合功能模組 - 高鐵 T-EX 行動購票 APP 流程說明  

Step 1 串接者呼叫公共運輸旅運規劃 API 

Step 2 在公共運輸旅運規劃 API 回傳的參數取得 deeplink uuid 

Step 3 在 Web 產品或者 APP 產品上取得立即訂票的按鈕 

Step 4 使用 deeplink uuid 來換取轉址網址 

Step 5 當點擊按鈕跳轉到轉址服務伺服器上，會再次檢驗 uuid 的有效性 

Step 6 導連轉換到實際的高鐵站台並且解譯出正確的相對應參數 

Step 7 於高鐵 T-EX 行動購票 APP 上接收起迄站點車次跟出發時間點等相關參數 

Step 8 高鐵端可以額外使用傳遞過來的 uuid 去查詢有效性，以避免偽造 (非必要選項) 

本功能模組概念及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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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際運輸票務導訂模組概念流程圖-高鐵 T-EX 行動購票 APP 

 

 

（六）城際運輸票務模組呼叫 - 取得深度連結 URL 經由 uuid  

獲取台高鐵轉址深度連結 url 經由公共運輸旅運規劃取得的 uuid 編號， 

本功能模組必要參數如下表所示。 

 

取得深度連結 URL 必要請求參數彙整表  

Name Format Description 

Base URL string, https:// 

tdx.transportdata.tw/api/maas/  

API 站台 URL 

Resource string, /booking/deeplink/url  端點存取資源名稱 

uuid string 從公共運輸旅運規劃取得的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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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 呼叫指令範例 (TDX 呼叫範例) 

curl -X 'GET' \ 'https:// 

tdx.transportdata.tw/api/maas/booking/deeplink/url?uuid=8c2b712d-11b1-4ce7-

b542-d9362f03af4e' \ 

  -H 'accept: */*' \ 

  --header 'authorization: Bearer TDX_ACCESS_TOKEN' 

 

回應資料範例 

{ 

   "result":"success", 

   "data":[ 

      { 

        "deeplink":"https://redirect.umaji.com.tw/yhsahhwp", 

        "expired":"2021-09-13 14:00:31" 

      } 

   ] 

} 

 

 

https://github.com/tdxmotc/Sample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