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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以使用者為出發點，探討使用者對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行

為，主要研究問題有：（1）使用者所需之大眾運輸資訊有哪些；（2）使用者偏好

哪些大眾運輸資訊尋求管道；（3）使用者對於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之瞭解情形

如何；（4）使用者對於現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滿意程度如何；（5）使用者對於現

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需求程度如何。 

    本研究以相關文獻作為基礎設計問卷進行調查，透過資料的蒐集、統計與歸

納。依據資料分析 (涵蓋 198 有效樣本)，主要研究結果如下：（1）多數大眾運輸

使用者，無論在行前與旅行中皆需要路線相關資訊，多數使用者對於即時動態、

站名播報以及轉乘資訊也有較高的需求度。（2）使用者偏好之大眾運輸資訊之非

網路管道以站牌與車站內資訊為主；網路管道以官方建置之查詢網站為主。（3）

多數使用者知道縣市政府有發行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但半數使用者並未實際

去使用免費手冊。（4）使用者認為網路管道最具便利性，且最滿意。（5）多數使

用者對於縣市政府、相關營運者提供之大眾運輸資訊資源有較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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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to explore the user‘s need with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followed:  (1) What kinds of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were needed by the users?  (2) What were the preferred channels in 

seeking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by the users?  (3) Were the users awar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free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4) What was the users’ attitude toward 

available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resources?  (5) How were various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resources needed by the users? 

In the study, a set of questionnaire items were constructed based on review of 

literatu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research data.  From analysis of research 

data (collected from 198 respondents), this research found: (1) Most mass transit users 

needed route map during or before traveling.  Real-time information, stop broadcast 

and transfer information were also needed by most users in bus and MRT system.  (2) 

Most users preferred to seek the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bus stop or 

announcement in stations (non-internet channel), or through official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website (internet channel).  (3) Most users were aware of free mass 

transit manuals provided by government, but half of users not actually used these 

manuals.  (4) Most users considered the Internet was as a relatively more convenient 

and satisfactory way to access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5) Most users highly needed 

mass transit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city or county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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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大眾運輸在人們生活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交通

運輸系統的完善與否，能夠帶動整個社會的成長與繁榮。以大台北都會區為例，

大眾運輸路網密集，公車捷運四通八達，使用者可以便捷的利用捷運系統或是公

車客運，甚至相互轉乘來抵達目的地。生活在台北地區，利用大眾運輸系統要比

自行開車方便許多，也可以節省燃料的消耗及尋找停車位的時間，另外更可以降

低都市的雍塞並提升空氣品質。因此，鼓勵民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也是有關單位

所極力推廣的。在大台北地區只要能善用公車以及捷運系統，就可以東西南北暢

行無阻，這些大眾運輸路網涵蓋了大半的台北地區。 

 

第一節 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環境 

綜觀目前大台北都會區之大眾運輸環境，以捷運系統為例，目前台北大眾捷

運系統路網共包含已通車路線 9 條；營運車站 82 個（其中包含台北車站與忠孝復

興兩個主要轉乘站）；營運總長度 90.5 公里。另外在這 9 條已通車路線的營運概

況上，木柵線由動物園站至中山國中站，全長 10.5 公里，共 12 個車站，全程為高

架段；內湖線由中山國中站至南港展覽館站，全長 14.7 公里，共 12 個車站，全程

分為地下與高架二段；淡水線由淡水站至中正紀念堂站（含新北投支線），全長

23.5 公里，共 22 個車站，全程分為地下、地面與高架三段；中和線由古亭站至南

勢角站，全長 5.4 公里，共 4 個車站，全程為地下段；小南門線由西門站至中正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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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堂站，全長 1.6 公里，共 1 個車站，全程為地下段；新店線由中正紀念堂站至新

店站（含小碧潭支線），全長 11.2 公里，共 10 個車站，除小碧潭支線外，全程為

地下段；南港線由昆陽站至西門站，全長 9.5 公里，共 11 個車站，全程為地下段；

板橋線由西門站至府中站，全長 7.2 公里，共 5 個車站，全程為地下段；土城線由

府中站至永寧站，全長 5.5 公里，共 4 個車站，全程為地下段（台北捷運公司，2009）。

除了以上通車路線外，後續路網仍在繼續興建與規劃當中，屆時三階段路線全部

完工通車後，台北大眾捷運系統路網總長將超過 270 公里以上，平常日每日運量

約可達 360 萬人次以上（台北市捷運工程局，無日期）。由以上這些捷運路網的

建設，可以反映出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大眾運輸建設的迫切需求。 

而在公車客運方面，台北市截至民國 97 年 12 月底止共擁有聯營公車路線 297

條，民國 97 年全年統計顯示，平均每日營運車輛數約 3,800 餘輛，每日平均可輸

送 1,783,195 人次（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9）。台北縣也有縣轄市區公車 81 條

（其中包含聯營路線以及區間車）（台北縣政府交通局，2007），與台北市聯營

公車路網及公路客運相結合，總計有大都會客運、大南汽車、大有巴士、三重客

運、中興巴士、光華巴士、台北客運、欣欣客運、欣和客運、東南客運、首都客

運、指南客運、淡水客運、基隆客運、新店客運與福和客運共 16 家業者提供服務，

路網涵蓋整個大台北都會區。另外使用者亦可透過國道、省道客運或鐵路轉乘等

方式往來鄰近縣市，擴大台北一日生活圈之範圍。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現今環保意識抬頭、油價高漲的大環境之中，大眾運輸系統儼然成為最佳

的代步工具，利用公車捷運相互轉乘，可減低私人運輸工具的使用率。所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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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善其事，必先利其器」，並非每個人生來就知道該如何正確利用這些大眾運輸

工具，往往需要透過資訊取得來了解該如何到達目的地。以常搭乘公車或是捷運

之使用者為例，多半都會有遇到路人詢問的經驗，例如到某地要搭幾號車？這班

車有沒有到哪裡？我該在哪裡下車？等等疑問，以上這些疑問都表達出使用者對

於大眾運輸資訊有所需求。 

即使有再完善的大眾捷運系統與公車路網，如果沒有合宜的大眾運輸資訊資

源或是快速正確的資訊系統來提供使用者相關搭乘資訊，不知者恆不知，使用者

將無法便利的去使用大眾運輸系統，則可能會造成混亂或使用焦慮的現象，失去

原本大眾運輸所提供之便捷美意。 

有關大眾運輸方面的資訊資源，是民眾日常生活中不可或缺的資訊之一。在

這資訊發達的年代，使用者在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前除了原始的口頭詢問方法外，

也可透過自助的方式查詢手冊、路線圖及網路資訊資源進行符合自己需求的查

檢，即便是在車站或是營運車輛中也張貼有相關資訊供使用者參考。就紙本資源

而言，使用者可在市面上購得民間出版社出版之公車捷運指南或是旅遊指南。而

台北縣市之交通主管機關亦針對公車與捷運（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7）發行不

同版本之導覽手冊，供民眾免費索取，但可能由於數量有限，一般人並不知道有

這樣方便的資源。捷運公司與客運業者有時也會以折頁方式免費提供使用者資

訊，但礙於版面，通常僅針對特定區域或路線來發行，發行數量也有所限制。 

另外隨著網路的發達與普及，使用電腦網路亦可查詢公車及捷運之營運資

訊，甚至可以透過網路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之結合來查詢公車動態，如台

北縣市交通局所建置之公車動態資訊系統（台北市政府交通局，無日期；台北縣

政府交通局，無日期）即在於提供即時的交通資訊以供人們參考。除了動態系統

外，台北縣市也各建置有大眾運輸及公車路線查詢系統（台北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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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台北縣政府交通局，2004），提供使用者在公車、捷運路線上提供整合式

的查詢服務，使用者可自行設定起訖點，由系統來做行前規劃。而台北縣市各家

公車客運業者在公司網頁上也都有路線圖與時刻表，供使用者下載利用。另外，

也有私人建置的網頁提供整合性的大眾運輸路線查詢服務如悠遊網（悠遊網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無日期）等網站。綜觀以上，使用者在眾多網路服務中擁有多樣

性的選擇與方式，可依個人之需求來檢索大眾運輸資訊。 

無論是紙本或是網路型態的大眾運輸資訊資源，皆非百分之百完善。使用者

在資料的收集或是系統的規劃上，難免產生問題，例如過時的資訊，造成使用者

在操作上的不便利。以公車手冊為例，公車手冊的改版頻率往往無法趕上頻繁的

路線更動。部分台北市與台北縣的公車客運路線因主管機關的不同，也導致查詢

系統在路線上產生無法整合等問題。大眾運輸資訊資源的提供者要如何改善？這

些問題又如何透過多元性的管道提供適合使用者之介面？這些都值得深入分析。 

本研究主要以使用者為出發點，探討當前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

求，並且就大眾運輸資訊資源的類型與提供方式，做一調查與整理，統整使用者

對於各類大眾運輸資訊資源的使用情形與使用問題，提出相關建議，以期作為往

後改善與發展之依據。 

 

 第三節 研究問題 

綜觀目前使用者對於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資訊資源的獲取與利用方式十分多

元以及廣泛。而每位使用者都有自己的使用偏好。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使

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需求的型式、需求的時機以及需求的內容。針對旅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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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程的行前與行中安排與參考，使用者需要何種資訊？是即時資訊還是旅程規

劃？是否需要詳細路線圖以及相關轉乘資訊？是否需要票價表或是分段點位置等

等資訊。這些資訊的提供與否，都會對使用者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產生不同之影響。 

另一方面就尋求相關資訊的角度而言，當大眾運輸使用者對於相關之資訊內

容有所需求時，將會如何去尋求？他們偏好以何種管道來取得資訊？這都是本研

究探討的重點。未來管理者可針對這些使用者偏好的管道加以發展並透過使用者

之意見來改善舊有管理與資源服務之缺失，使大眾運輸資訊更為實用，更便利使

用者檢索資訊以及規劃旅程。另外，在研究中歸納之大眾運輸資訊相關議題，也

可進一步的去分析與研究。針對這些議題重點，本研究歸納出以下之研究問題以

進行深入探究： 

（一）使用者所需之大眾運輸資訊有哪些？ 

（二）使用者偏好哪些大眾運輸資訊尋求管道？ 

（三）使用者對於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之瞭解情形如何？ 

（四）使用者對於現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滿意程度如何？ 

（五）使用者對於現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需求程度如何？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在研究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與利用情形，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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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乃鎖定在大台北地區。由於大台北地區人口數眾多，大眾運輸系統路網發

達，每天利用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者不計其數，為便於研究之進行，使本研究之

方向更為明確，本研究針對研究中部分條件及研究對象加以限制。以下為本研究

之限制： 

一、本研究所調查之大眾運輸範圍限於大台北地區之大眾運輸系統。 

本研究主要以大台北地區之大眾運輸系統為主，包含台北大眾捷運系統、台

北市聯營公車、台北縣轄市區公車，以及台北地區業者經營之公路汽車客運。其

他外縣市公路客運、國道客運、鐵路系統由於涵蓋區域及規模龐大，則不在本研

究範圍之中。 

二、參與本研究之對象以大台北地區使用者為樣本。 

受限於研究規模，本研究所調查之對象以大台北地區之使用者為主，主要針

對較常利用大眾運輸系統之族群，如學生、上班族或各種不同身分、年齡之使用

者進行問卷調查。對於其他跨縣市之長途大眾運輸工具使用者，則不在本研究之

範圍內。 

三、本研究相關資料蒐集以研究進行期間之資料為主。 

本研究為求時效性，各項資料與統計數據之蒐集以研究進行之期間（民國 97

年 1 月至民國 98 年 2 月）為基準。 

四、本研究以大台北地區之公車與捷運資訊資源為主。 

本研究中所調查之大眾運輸資訊資源，包括路線圖、公車捷運導覽手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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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動態資訊系統、路線查詢系統等，皆以台北縣市出版或建置者為主。但是為了

有助於研究之進行，了解不同資訊資源之規劃及建置，分析的文獻則包含其他國

家或地區之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作為大台北地區現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比照與參

酌之依據。 

五、研究對象為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代步之乘客。 

本研究所提及之使用者為採用大眾運輸系統代步之乘客。其他如使用私人運

輸工具、搭乘計程車、飛機、船舶者，其蒐集相關資訊之方式則不在本研究範圍

中。但本研究不限定使用者是否每天以大眾運輸系統作為通勤工具。非經常性搭

乘的使用者亦為本研究對象之一。 

 

第五節 名詞解釋 

一、大眾運輸 

大眾運輸係指服務於都市內及其附近衛星市鎮，具有固定路線、固定班次、

固定車站以及固定費率，且乘客來源為一般大眾之公共運輸系統，此即為一般所

謂的大眾運輸（Mass Transit）。 

二、資訊 

資訊（Information）本身的定義，乃是所有生資料的集合，包含文字、聲音、

影像或數位訊息等可以組成傳播訊息的符號、標誌、信號與代替品。（蘇諼，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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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需求 

資訊需求的產生乃由於一個人面對外來事物時，其所擁有的內在知識不足以

了解外界所發生之事物，並且無法明白其道理而產生求知的感覺（賴鼎銘，2001）。 

四、資訊尋求行為 

為彌補與已知資訊與應知資訊的差距並取得應知資訊，幫助問題的解決，人

們就會去尋找資訊（賴鼎銘，2001）。整個資訊需求行為就是在降低資訊消費者

（使用者）的不確定性，資訊尋求行為是解決資訊需求的一種方式。 

五、大眾運輸資訊 

對大眾運輸使用者而言，交通資訊可以分為行前、車站內及車內資訊系統三

種（魏慶地，1997），其中可包含車內路線圖、乘車站牌、候車亭路線圖、網路

查詢、轉乘資訊、免費手冊等相關資訊，皆屬於大眾運輸資訊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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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大眾運輸資訊與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大眾運輸系統係指服務於都市

內及其附近之衛星市鎮，具有固定路線、固定班次、固定車站以及固定費率，且

乘客來源為一般大眾之公共運輸系統，此即為一般所謂的大眾運輸（Mass Transit）

（張有恆，1999）。一般人在通勤上除了使用自有交通工具（即私人運輸）外，仰

賴大眾運輸工具來前往目的地者為數眾多。以台北市為例，依據台北市政府交通

局統計年報指出，民國九十七年度一至十二月份每日使用聯營公車的乘客平均有

1,783,195 人次（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9），一至十二月份每日使用台北捷運系統

的乘客平均有 1,229,575 人次（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9）（如表 2-0-1 所示），兩

種大眾運輸工具之每日平均使用人次皆可達百萬以上，可見使用人口數眾多。而

此份統計中尚不包含大台北生活圈之公路汽車客運以及鐵路運輸，否則大眾運輸

人口數字將更為龐大。 

表 2-0- 1 

台北市九十七年度一至十二月份大眾運輸系統每日平均載客人數表 

月份 聯營公車每日平均

載客人數（人次） 

台北捷運每日平均

載客人數（人次） 

1月 1,766,286 1,187,922 

2月 1,582,877 1,145,651 

3月 1,830,950 1,293,761 

4月 1,822,687 1,215,736 

5月 1,828,866 1,228,911 

6月 1,787,173 1,218,395 

7月 1,715,746 1,24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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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聯營公車每日平均

載客人數（人次） 

台北捷運每日平均

載客人數（人次） 

8月 1,733,948 1,284,092 

9月 1,731,184 1,164,832 

10月 1,879,183 1,276,434 

11月 1,815,716 1,250,324 

12月 1,891,577 1,288,707 

總平均 1,783,195 1,229,575 

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8年統計資料，本研究整理 

除了上述使用人次的統計之外，交通局統計年報中也記載了台北市聯營公車

路線在民國九十七年度，總共有297條，其中還未包含跨縣市之公路客運及北縣聯

營公車。另外依據台北捷運公司統計，截至民國九十八年七月底，所有已通車路

網包括有9條路線、82個車站，大台北地區民眾每日在大眾運輸之使用上有便捷的

路網以及不同的工具可供選擇。 

以使用者的角度而言，使用者（乘客）在使用大眾運輸工具的過程中，首先

必須要去了解該如何選擇合適及經濟的交通方式，這方面相關資料就必須仰賴大

眾運輸資訊的獲取。大眾運輸使用者取得所需大眾運輸資訊的方式不盡相同，一

般獲取大眾運輸資訊的來源包括多元化的途徑，來自圖書、雜誌、網路、甚至是

公車站牌或是捷運站內所提供的旅客資訊等等不同管道。當大眾運輸使用者有了

大眾運輸資訊的需求，如何展開一連串的資訊尋求行為，值得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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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大眾運輸資訊需求與尋求 

    大眾運輸資訊的需求，為日常生活食衣住行中之一大項，即行的需求，為了

滿足這項需求，人們透過各種管道尋求相關資訊。就需求之定義而言，資訊需求

的產生乃由於一個人面對外來事物時，因所擁有的內在知識不足以了解所發生的

事物，無法明白其道理而產生求知的感覺（賴鼎銘，2001）。以大眾運輸中的乘客

為例，為了得知抵達目的地之交通方法時，便對大眾運輸資訊產生了需求。 

人們為彌補已知資訊與應知資訊的差距並取得應知資訊，幫助問題的解決，

便開始尋找資訊（賴鼎銘，2001）。而資訊需求行為乃為了因應資訊的需求所產生

之尋求行為。以搭乘大眾運輸為例，使用者在無法得知該使用何種方法，或是希

望有更快更好的方案抵達目的地時，就會開始試圖尋求相關的資訊。國內外許多

中央或地方政府單位，為了滿足人們對於交通運輸資訊之需求，提供各種公共資

訊資源。以美國聯邦公路管理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為例，提供各

種便民的公共交通資訊，透過各種不同的管道（例如視聽媒體或線上服務、小冊

子、說明書等方式）提供多樣化的服務（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n.d.），以

滿足民眾的需求。此外根據美國聯邦公共運輸管理局（ 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2005 年的統計，全美先進大眾運輸系統（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s, 簡稱 APTS）建構計畫中之自動化大眾運輸資訊系統

（Automated Transit Information System, 簡稱 ATIS）子計畫，已有 488 套系統上線

營運中，系統數也隨計畫持續建構增加當中。ATIS 系統中包含有路線、時刻、費

用與旅程規劃等相關資訊供使用者查詢（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2005）。  

對大眾運輸使用者而言，交通資訊可以依據使用者使用需求時機的不同而分

為行前、車站內及車內資訊系統三種（魏慶地、周榮昌、胡大瀛，1997）。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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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使用者在出發前所蒐集的資訊也屬於行前資訊的一部分，使用者可以在資訊

中搜尋當下最合適的大眾運輸工具及路線，也可以透過網路或是車站中之即時班

車資訊掌握班車位置與出發時間，在路途中則可依車內路線圖或是站名播報系統

決定合適的下車地點及時機，這些不同的需求時機，反映人們對於同一件運輸資

訊需求的多變性。而大眾運輸資訊系統所提供的資訊，如欲滿足一般人的需求，

則必須由大眾的需求與使用者行為模式作為出發點，考量資訊需求與尋求行為。 

    圖書資訊學領域對資訊需求與使用者研究探討問題，企圖改進並跳脫出過去

傳統大多以系統為出發點之研究，這類以系統為導向之研究架構及概念被歸類為

「傳統典範」，而對於傳統典範批判及質疑的學者也提出了新的理論及看法，希望

能替代過去舊有的研究概念，新的論點則稱為「替代典範」。在新的替代典範理論

中，指出一般人對於資訊的需求可能包含以下三種： 

1.當個人的認知結構不適合某種需要，而產生概念不協調狀態。 

2.當個人意識到自己的知識產生問題時，想要去解決這類異常的現象。 

3.當現有的知識不足以面對不確定感或是衝突所產生的需求。（謝焰盛，1994） 

學者 Taylor（1986）將資訊的需求分為下列四種層次，包括內藏式的需求；有

意識的需求；正式的需求與妥協的需求。其中內藏式的需求（Visceral）也稱為潛

意識的需求，指的是使用者無法察覺或是非常模糊，以致無法用言語進行表達；

有意識的需求（Conscious）指的是使用者可以知道自己的需求，但並不清晰；正

式的需求（Formalized）指的是使用者明確了解自己的需求，並能具體描述，而妥

協的需求（Compromised）指的是使用者受限於資訊來源或個人知識背景等因素而

修正自己的需求（張瑋玲，2004）。針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使用者，資訊需求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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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較為特定，但由於大眾運輸系統所提供的資訊層面之限制而有所妥協。例如

使用者會因為交通資訊系統提供的層面而調整自己的旅運決策（陳俊名，2003）。 

個人對資訊需求的種類，除了可依據需求的層面而加以區分之外，也因個人

特質與個人之人際互動的整個大環境以及其他變動因素而有所不同。就個人特質

方面包含個人的年齡、性別、教育背景、價值觀、工作態度、生理及心理等因素；

就人際互動方面可細分為工作環境與執行層次兩種因素，工作環境包含工作單位

中組織特性、工作伙伴、溝通傳播網路等因素，執行層次則涵蓋工作所需訓練、

任務計畫、進行完成的狀況及年資等因素；就大環境方面包含文化、政治、法律、

經濟體系等社會影響因素；就其他因素方面則可以有成本效益與資料獲得難易程

度等因素考量（曾淑賢，2001）。 

就「資訊」本身的定義而言，乃是生資料的集合；包含可以組成傳播訊息（文

字、聲音、影像或數位訊息）的符號、標誌、信號與代替品。「尋求」指的是需

要尋找或獲取資訊的欲求、要求、需求的表達（蘇諼，2001）。使用者為了滿足

其資訊需求蒐集相關資訊，即為一種資訊尋求行為。整個資訊需求行為就是在降

低資訊消費者（使用者）的不確定性，是解決資訊需求的一種方式。而近年來相

關之地理資訊系統建置，一方面乃基於社會大環境下積極堆動的建設，另一方面

也在於簡化大家在交通資訊尋求上的困難，例如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NSS（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Sadoun & Al-Bayari, 2007）

以及DVGE（Distributed Virtu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Zhang, Gong, Lin, Wang, 

Huang, Zhu, Xu, & Teng, 2007），即在於透過視覺化的介面，提供使用者對於特定

旅行目的地的了解，以及降低對未知地區或行徑的不確定感。 

人們的資訊尋求行為通常包含幾個常見的問題：什麼人為了什麼原因而需要

何種資訊？如何找尋所需資訊？如何評鑑與應用所尋獲的資訊？人們如何界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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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自己的資訊需求（Auster, 1982）？資訊的尋求行為一開始都源自於使用者對

資訊的需求，進而引發一連串搜尋。在搜尋資訊的同時，也界定資訊的適用性，

進而選出最合適的來滿足自己的需求。以 Auster 的定義運用在資訊尋求的概念上，

使用者會因為不同的原因、時間或是地點而蒐集不同的資訊，使用者在蒐集這些

資訊時，會經過資訊的篩選評比之後，從中挑選出最適合自己的資訊來滿足需求。 

    使用者在資訊的尋求上可以透過許多的管道，關於使用者在資訊上的尋求行

為，學者 Bates 提出採莓學說（Berry-picking Model），在學說中指出資訊的尋求有

如採草莓般，不是只到一個地方去找，也不是只要最好的，而是在每一叢草莓間

尋找幾個看起來不錯的，直到盡興為止（Bates, 1989）。採莓學說反應了資訊來源

的多樣性，就大眾運輸資訊的尋求而言，當使用者在多元化的運輸工具中選擇了

公車作為其運輸工具，則可以透過公車手冊、網站、公車站牌、甚至撥打服務專

線得到其所需之公車路線資訊（張有恆，1999）。由使用者的使用而言，他可以不

必侷限於某一種方式，而廣泛採納各方意見取得一個最合適的方法。但是這一切

的選擇，最終還是得回到使用者身上，所有的方法必須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否則

只會消耗更多的時間。 

使用者對於公共運輸資訊尋求行為因個人之交通資訊需求而產生。為了滿足

需求，使用者尋求正式與非正式的資訊來源與服務，直到成功找到相關資訊為止，

也有可能因為失敗而放棄（陳靜宜，2002）。另一方面人們對於資訊的搜尋行為會

依據所使用的方法、個人因素、以及所尋獲資訊之因素而影響其本身對於資訊搜

尋以及使用後之整體評價（Grant, Clarke, & Kyriazies, 2007）。當個人成功尋求到資

訊時則會加以利用，或是僅使用部份的資訊，如果尋求失敗，使用者將重新來過，

再次進行資訊的尋求。成功的資訊尋求管道能夠成為使用者本身的經驗基礎，以

提供未來尋求解決途徑之依據，而失敗的管道則中止其繼續使用。而在資訊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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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與尋求過程中，除了依據使用者本身過去成功的經驗作為基礎之外，個人也會

經常性的嘗試其他資訊來源之使用，以尋求另一管道成功之經驗。成功的經驗可

藉由資訊轉換的方式提供給其他使用者進行資訊交換（如圖 2-1-1 所示）。Wilson

論證了使用者需要資訊時產生的檢索搜尋行為，此論點也可以利用在使用者對大

眾運輸資訊需求所產生的行為上。 

滿意/不滿

Satisfaction or 

non-satisfaction 

資訊使用

Information use 

資訊需求 

Need 

資訊尋求行為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ur 

資訊交換

Information 

exchange 

資訊系統使用

Demands on 

information 

systems 

其他資訊來源使用

Demands on other 

information sources 

成功

Success 

失敗

Failure 

資訊轉換

Information 

transfer 

其他使用者

Other people 

Information user 

使用者 

 

圖 2-1- 1 Wilson（1999）資訊行為模式圖 

資料來源：Wilson, T. D. (1999). Models in information behavior research.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55(3),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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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個人使用經驗的角度而論，資訊尋求行為可以定義為個體的任何活動，在

這活動之中，個體可以獲得某種滿足需求的訊息，所以當個體遇到其知識及經驗

無法處理的狀況時，就會對資訊產生尋求的行為（Krikelas, 1983）。一般人在特定

任務或遭遇需要解決的問題時，會感到需要資訊，而在獲取資訊的同時也必須經

由評估資訊來滿足需求（曾淑賢，2001）。 

資訊尋求是一種可以直接觀察，因應需求而產生的資訊尋求行為，而資訊尋

求的模式則建立在如何判別需求的本質及其滿意度之上（Allen, 1996；Case, 

2002）。使用者對於資訊產生疑惑，現有的資訊無法滿足其需求，或是不知該如何

利用時也會產生需求而引發尋求行為。而資訊尋求行為由個人內在的需求而起，

表現於外顯可以觀察的行動，這些行動歸納為幾個不同的階段。Ellis（1989）以資

訊系統設計分析人們資訊尋求行為，分為開始（Starting）、鏈結（Chaining）、瀏覽

（Browsing）、監視（Monitoring）、區分（Differentiating）、摘取（Extracting）、查

核（Verifying）以及結束（Ending）八個階段。而這些階段的產生，可能會因任務

種類的不同而側重於某些特定階段的行為。 

一般使用者在大眾運輸資訊的尋求過程中，基於使用者對於特定資訊特質的

要求較高，而花較多的時間與精力在特定的階段，例如使用者會對於時效性及正

確性較為注重，因為大眾運輸系統在路線資訊上，會隨著新的建設及規劃而擴張，

使用者必須確保自己接收到的是最新的資訊，錯誤的資訊會讓使用者將時間浪費

在查證或是修正錯誤上。故而使用者在進行交通資訊之搜尋過程可能會參考多方

面的資料來源，以進行搭乘決策的判定。使用者在整個資訊尋求的過程會花較多

精力在鏈結、瀏覽、監視，以及查核的過程。使用者在行前交通資訊的尋求即在

於提升旅運的效率，減少不必要的時間耗費（許巧鶯、李佳紋，2006）。 

不同於學術性資訊尋求的管道，大眾運輸資訊通常較具通俗化與多元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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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必須提供多元化的管道，滿足不同人在不同地點的需求（張有恆，1999）。過

去資訊尋求相關的研究大都偏重於學術上的知識取得管道。以學生而言，常用資

訊尋求的管道涵蓋正式、非正式與線上電子三種管道，正式管道以文字資料為主，

如圖書館、資訊中心與資訊檢索系統所得到的資訊；非正式管道指的是以口語傳

播為主的個人資訊交流；線上電子管道為透過網際網路所得之數位資料，如電子

通訊、線上資料庫檢索、資料分析、電子資料交換及網路討論等資訊（吳美美、

楊曉雯，1999）。而青年學子的資訊尋求行為通常涵蓋所有個人及組織對資訊的需

求、使用，以及各類型的交換行為。從個人特性的觀點而言，資訊尋求可依個人

的性別、教育程度，以及對所需資訊的價值判斷、獲取的積極態度，與取得後之

成就感而有所差異。資訊尋求行為亦可從個人所屬單位的組織架構與傳播網路來

檢視，而影響組織內的資訊行為因素包括：個人因素、組織架構、環境資源、傳

播模式，以及科技應運等（梁朝雲、陳偉如，2003）。有別於學生資訊尋求，大眾

運輸資訊之尋求涵蓋的使用族群較為多元化，提供資訊的單位必須考量不同使用

者對資訊獲取之管道，以便規劃合適的資訊傳播模式。 

當運輸業者在提供乘客相關資訊的時候，必須有效掌握乘客的需求，藉由乘

客組成的分析及當下的環境來評估提供資訊的模式及種類（張有恆，1999；許鳳

升，2001）。例如特定網路族群對於乘車資訊有一定的利用需求，網站則可加強

提供資訊，提高更新的頻率。另外結合即時動態資訊系統則在於滿足乘客即時查

詢車班資訊的需求。而對於不利用網路之族群，應該由其他管道，例如路線手冊

發放、加強站牌標示、訓練駕駛員提供諮詢服務等，以提高資訊取得的便利性與

適切性（張有恆，1999）。在資訊搜尋的過程中，人們除了有目的尋求資訊外，有

些資訊並非得自系統化的尋求，反而是意外獲得。例如收看電視時暴露在眾多資

訊的環境之中，時常會有資訊偶遇的機會發生。意外性的獲取資訊並非使用者刻

意去尋求，而這種情形在現今資訊化的社會更是普遍（Savolainen, 1995；葉乃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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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透過各種管道規劃各種交通資訊的宣傳，亦在使社會大眾隨時有機會能夠

意外獲得相關的重要資訊。 

隨著近年來網際網路的普遍，使用者利用網路搜尋資訊的機會也逐漸增加，

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的取得也不再侷限於傳統紙本資源，透過網路蒐集資訊

的使用者越來越多，而這方面的研究亦受到相當的關注。使用者對於資訊的需求

更為多樣化，涵蓋工作性與日常生活，以及工具性與休閒並重的情形。林珊如

（2002）分析資訊使用者研究的轉變包括：資訊需求由工具性（解決問題）的目

的，轉向同時強調非工具性（例如包括休閒娛樂）的目的。換言之，資訊需求的

研究不再僅以「目標導向」或「解決問題」模式為主要思考架構。另外資訊需求

的研究也涵蓋以下之特質： 

（一）資訊搜尋與評估行為包含非工作性與非任務性的情境。換言之，資訊搜尋

行為研究由專注在工作或任務相關的主動查詢情境，轉向同時重視日常生

活中瀏覽及被動巧遇資訊的現象。 

（二）資訊搜尋管道由強調文獻資訊系統，轉向同時強調人際網絡系統及網路的

角色。 

（三）搜尋歷程由專注在個人性的搜尋歷程，轉向同時注意社會性、資訊交換分

享等歷程之研究。此為上述人際網絡系統發展之延伸議題。 

（四）就資訊行為的影響因素則由側重資訊資源面，轉向同時注意資訊環境

(Information Environment)，科技使用經驗與個別差異。 

大眾運輸資訊可以透過許多的管道來獲得，使用者必須篩選出最適合自己的

資訊。而眾多的資訊來源會讓使用者內心感到複雜及焦慮，過多的資訊量不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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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除人們的疑惑，反而造成更多的資訊焦慮（王宏德，2005）。大眾運輸資訊

的提供者如何以有效便捷的方式提供交通資訊服務，往往是國內外政府及地方單

位所重視的課題。例如動態資訊的提供（許巧鶯、李佳紋，2006）即在於即時提

供符合使用者需求、便於使用者搜尋的資訊管道。使用者不知道如何篩選或是全

部吸收的結果導致無法歸納出最正確的方法，過少的資訊造成使用者資訊不足，

過多又會產生焦慮，因此如何去規劃找出一個平衡點是一大課題。 

 

第二節 大眾運輸資訊之提供與建置 

    以運輸管理的角度來探討乘客或旅行者在出發前所蒐集到的行前資訊，包括

大眾運輸之路線、營運時間、班距、轉乘方法等，是大眾運輸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這類資訊會造成乘客在運輸工具或路線選擇上有所差異，只要使用者在資訊蒐集

及選擇上稍有變動，可能獲得經濟快速的方式；但也可能會有徒勞無功的窘境產

生。所以一趟旅程的順利與否，一開始的資訊蒐集及規劃是非常的重要。通常大

眾運輸使用者在行前所作的行前資訊搜尋，就是一個很明顯普遍的行為（陳俊名，

2003） 

為了滿足乘客對於交通資訊的需求，相關學術單位不斷透過各種分析研究，

以取得使用者對交通相關資訊之使用與需求的數據。與交通資訊相關的使用分

析，包括：使用者資訊需求的產生、通勤者旅次行為特性分析、路線選擇偏好與

路線轉移傾向。配合交通資訊系統的開發，相關研究更涵蓋先進大眾運輸技術的

可行性分析與使用者即時資訊進行評估。另外，亦有研究針對旅行者行前資訊之

系統架構進行分析，這些研究已累積了相當的成效（魏慶地、周榮昌、胡大瀛，

1997）。近年來在不同交通資訊來源（如廣播、電視、網際網路、電話語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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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頻率之研究中也發現，行前資訊是影響城際通勤路線選擇的重要變數之一（許

鳳升，2001）。沈立與林晏州（1999）針對陽明山遊園公車進行研究，發現公車

相關資訊的提供與否，是影響乘客搭乘意願的重要屬性之一。許鳳升（2001）、

陳俊名（2003）等指出使用者在行前搜尋各種不同的資訊，而旅運過程中也不斷

的驗證自己所做的行前決策，雖然所採取的行為決策為最終的結果，但在整個過

程中，參考相關資訊來源的多樣化與多元化，反映出了行前交通資訊的重要性。

目前大眾運輸資訊提供者除了以傳統的紙本式資源為提供管道外，也廣泛的利用

網路技術來傳播，本論文議題就是要探討使用者真正需要的是哪些資源？以及如

何去蒐集這方面的資訊。因為沒有完善資訊的提供，也無法進行後續之運具、路

線選擇甚至實際去利用。 

    由張有恆（1999）針對都市大眾運輸系統之管理內部環境提出的相關問題中

可以發現。由於公車候車亭、招呼站及車內乘客所需要之各項資訊與路線圖的缺

乏，會造成民眾搭乘的不便利和焦慮感，降低使用意願。建立良好暢通的大眾運

輸資訊管道，才能增加使用者的便利性，並且提高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意願。而

在改善的對策方面，建立大眾運輸管理資訊系統必須涵蓋以下內容層面： 

（一）乘客服務之資訊系統。 

（二）業者營運之資訊系統。 

（三）服務地區之資訊系統。 

其中第一項的重點在於建立方便乘客取得乘車資訊的管道，藉由明顯的車內

路線圖、乘車站牌、候車亭路線圖、網路查詢、轉乘資訊、免費手冊等服務來便

利乘客使用及查詢。完善多元的資訊管道可以讓乘客視當下的情境，選擇其最便

利的資訊來源，降低因為不確定所帶來的焦慮感，增加搭乘意願。第二、三項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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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營運單位、業者所建立的內部資訊系統，藉由內部的資訊統合及整理，適時

分析營運情形改變策略或調整班次，滿足乘客的需求。這兩項資訊的整合及建立

屬於相關單位及業者方面內部的努力，對於業者營運有直接關係，也會間接影響

到乘客資訊的提供，三者有其重要的關聯性。由這些資訊服務的建立及提供，可

以提供乘客更明確的大眾運輸資訊，也方便業者推廣運輸服務，改善內部環境中

資訊提供不足的問題。而這些重點項目也成為日後主管機關與業者規劃大眾運輸

資訊服務之重要指標。目前台北市縣市政府交通局以及業者在車內站名播報、路

線圖更新、手冊發行、電子站牌與整合大眾運輸查詢系統等相關乘客服務的推廣

都有一定的成效。 

對於大眾運輸使用者而言，行前資訊的搜尋往往會影響使用者的使用行為與

決策，交通資訊依使用時機的不同可分為行前 (Pre-trip Traffic Information)及路途

中兩部分 (En-route Traffic Information)，行前交通資訊應用之廣泛程度與重要性，

大於路途中交通資訊（陳俊名，2003），因為行前交通資訊主要影響的是所有旅

行者之旅運決策行為，包括運具選擇、路徑選擇、出發時間選擇，甚至決定是否

放棄該旅次等。這類交通資訊可以包含及建構在旅行者資訊系統之中，或利用有

形或無形的方式，以文字、圖形或聲音的等形式，提供旅行者有關交通方面的資

訊，協助旅行者進行旅程的規劃與決策，旅行者可以在家中或是任何地方，在旅

次開始前透過資訊完成規劃（魏慶地，1997）。若是有動態資訊的提供，不僅能

輔助旅運者在旅運與活動過程中進行決策與規劃，亦可透過旅運與活動時間的分

配提升整個旅運的效率，減少時間的耗費（許巧鶯、李佳紋，2006）。 

    大眾運輸使用者資訊系統可以依資訊提供之時間、地點、與旅次之相關性，

細分為旅次前、車站內以及車內資訊系統三個子系統（陳雅慧，1994）。 

（一）旅次前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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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住家、大型活動中心、商場等非車站地區，讓使用者在其旅次展開之前以

電話、網路、電傳視訊或業者事先設置之利用相關技術整合而成的系統。旅行者

可以向資訊中心查詢相關之旅次資訊，以此資訊來規劃旅次、運具選擇、訂票、

付款等。 

（二）車站資訊系統： 

指在乘客到達車站後，提供旅客進行路線安排、時刻表查詢、訂票及付款等

活動之相關資訊，以及提供聽力障礙與其他身心障礙者或外籍語言文字不通之人

士相關資訊輔助系統設施。由車站內資訊系統所提供之路網及發車時刻等資訊，

可提供旅客適切之服務，以提高旅程規劃之價值。 

（三）車內資訊系統： 

    車內資訊系統可作為車上乘客路線指引與站名指示之用，也可以在一般大眾

運輸車輛內提供其他資訊服務，方便乘客利用。例如利用電子地圖看板或電子顯

示器中標示即將抵達之站名，或告知乘客車輛行駛延誤原因，這類資訊服務可消

除車上乘客焦慮不安與緊張之狀態，提高乘客服務舒適性與安全感，進而增加乘

客搭乘意願。 

而美國聯邦公共運輸管理局（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在規劃自動化大

眾運輸資訊系統（ATIS）時，則依照系統設置地點分為行前（Pre-Trip）、路線周

邊（Wayside）以及車內資訊（In-Vehicle）三種子系統（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2005）。 

為了建立良好的資訊提供系統，運輸業者內部可以先建立一套知識管理的系

統，因為這一切都需要有系統有組織的去建置。如果以傳統的管理經營方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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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漏失許多第一線的情報。以客運公司為例，第一線的駕駛員是公司裡最貼近

乘客的一群，駕駛員可以了解乘客的不同需求或是抱怨。藉由知識管理系統的建

立，進而從中了解乘客對於乘車等相關資訊的需求。第一線的駕駛員、客服人員、

企劃人員等都蘊藏著有助於改善資訊提供的「知識」，可以將乘客的需求反應到

現實面上，方便業者進行設計、檢討以及改善等工作。此外，運輸業內部知識對

於經營管理相當重要，客運公司中的經理人、調度人員、排班人員、維修技工、

駕駛人員，都有機會自平日工作中產生務實的知識，這些經驗的知識成為提供乘

客最佳服務的資訊（林祥生，2002）。 

 

第三節 大眾運輸資訊與資源之種類 

大眾運輸資訊相當多元，以大台北地區（台北縣市）為例，大眾運輸資訊之

網路與紙本資源包羅萬象，並以多元的管道與途徑，提供旅行者各類型的資訊。

以台北市政府交通局為例，提供有紙本型態之公車路線手冊、大眾捷運系統轉乘

手冊等資源供民眾免費索取。在網路資源方面，則提供有公車路線查詢系統、即

時公車動態資訊系統等資源，提供使用者快速便捷的大眾運輸資訊。台北縣政府

交通局亦發行有紙本資源及建置大眾運輸網路資訊系統，與台北市大眾運輸系統

搭配，提供大台北地區之大眾運輸資訊。其他如台北捷運公司、各家聯營公車業

者與網路業者，也提供有網站式的路線導覽以及旅行規劃系統。另外民間之出版

社也發行有紙本型態之公車捷運手冊，必須付費購買。因此使用者有非常豐富的

大眾運輸資訊可供參考及利用（詳見表2-3-1所示）。以下以大台北地區為例，分

別針對現有大眾運輸網路資源、GIS整合查詢資源以及手冊紙本資源加以介紹；此

外，也以國外大型都會區所提供之相關網路資源為例，介紹國外網路大眾運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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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服務系統之整合，以及應用於大型都會區之實際案例。 

表 2-3- 1 

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資訊網路與紙本資源 

名稱 提供方式 提供單位 

UrMap你的地圖網 網際網路 友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http://www.urmap.com  

公車乘車資訊服務系統 網際網路 台北縣政府交通局（2004）

http://bus.tpc.gov.tw/index_public0.cfm 

公車路線圖及時刻資訊 網際網路 各家公車客運業者 

台北市大眾運輸及公車路

線查詢系統 

網際網路 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0）

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index.

htm  

台北市公車動態資訊系統 網際網路 

PDA 

GPRS手機 

電話語音 

台北市政府交通局（無日期） 

http://www.e-bus.taipei.gov.tw  

台北捷運路線導覽系統

（MetroNavi） 

網際網路 台北捷運公司（無日期） 

http://metronavi.trtc.com.tw   

台北縣公車動態資訊系統 網際網路 

PDA 

GPRS手機 

電話語音 

台北縣政府交通局（無日期） 

http://e-bus.tpc.gov.tw  

台灣電子地圖服務網 網際網路 全國達康股份有限公司（2000） 

http://www.map.com.tw  

我愛巴士5284首頁 網際網路 

GPRS手機 

台北市政府公共運輸處（2008） 

http://5284.taipei.gov.tw/  

悠遊網線上大眾運輸資訊 網際網路 悠遊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1999） 

http://yoyonet.biz  

捷運路線資訊 網際網路 台北捷運公司（無日期） 

http://www.trtc.com.tw  

大台北公車、捷運指南 紙本 大輿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聯營公車路線手冊 紙本 台北市政府交通局 

台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轉乘公車資訊手冊 

紙本 台北市政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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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提供方式 提供單位 

台北縣轄市區公車及台北

市聯營公車乘車資訊手冊 

紙本 台北縣政府交通局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台北地區之大眾運輸資訊網路資源 

隨著網路科技的發達與普及，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路來查詢大眾運輸資

訊，網路資源可以跳脫出部分傳統紙本的限制，異動資料可以立即更新。旅行者

可以透過大眾運輸資訊網的資料系統來規劃整個旅程。近年來更隨著無線網路的

普及，旅行者可以隨時隨地查詢所需旅運資料。而大眾運輸提供之服務更可以結

合衛星定位系統，更準確的告知班車位置，旅行者更容易掌握班車動態，減少不

必要的時間花費。 

早期網際網路上大眾運輸資訊的取得並無統一的管道，需要靠有心人於網路

上分享或是運輸業者自行設立網站。近年來大台北地區在大眾運輸資訊網路資源

的建置上已具規模，除了交通主管機關建置的即時資訊與行程規劃系統外，其他

運輸業者或民間網站也提供相關的查詢服務。使用者可以不必透過紙本或是站牌

資訊，在行程開始之前即透過網路規劃路線，或是查詢最近班車時間。以下以台

北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公車動態資訊系統與公車路線查詢系統為例，說明這些

公共運輸資訊系統所提供的資訊內容以及服務的項目。 

（一）台北市公車動態資訊系統（e-Bus系統）（台北市政府交通局，無日期） 

1.網站簡介 

該系統之建置乃「智慧型運輸系統」中的子系統「先進大眾運輸系統」之一

環，又稱為「e-Bus」系統。該系統建置之目的在鼓勵大家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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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減少私人運輸工具的使用，環保、節能，並且有效的運用大眾運輸系統，以達

到「數位化城市」的目標。 

2.網站介面 

進入該網站後，網頁可以選擇中文及英文兩種模式，點選後即可進入查詢頁

面開始查詢（頁面如圖2-3-1所示），在網頁的選單功能上包括： 

 

圖 2-3- 1 台北市公車動態資訊系統查詢頁面 

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交通局（無日期）。台北市公車動態資訊系統。2007年6月4

日檢索，取自http://www.e-bus.taipei.gov.tw 

（1）e-Bus介紹 

介紹e-Bus系統的緣起與系統架構，讓使用者了解e-Bus系統的由來以及對於大



 

 27

眾運輸資訊的貢獻。 

（2）如何使用e-Bus 

    教導使用者如何利用e-Bus系統取得所需的資訊，並列表目前該系統提供查詢

的公車路線，另外還提供電話語音查詢的操作流程、PDA上網設定及顯示方

式、GPRS手機上網設定及操作方式說明。 

（3）公車動態查詢 

使用者點選所要查詢的路線之後即進入路線圖與車班位置顯示畫面。使用者

可以透過路線圖上方之下拉式站名選單或是直接點選路線圖上的站名，來查

詢班車預計到站時間，而圖面上也會顯示即時班車位置（如圖2-3-2所示）。 

 

圖 2-3- 2 班車及時動態資訊畫面 

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交通局（無日期）。台北市公車動態資訊系統。2007年6月4

日檢索，取自http://www.e-bus.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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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都會導覽 

提供使用者大台北捷運沿線景點與其他知性景點相關連結。 

（5）網站連結 

提供使用者政府機關網站、各縣市交通局、客運相關網站、其他相關資訊網

站的連結，讓使用者可以再做其他方面的查詢。 

（6）留言板 

提供使用者意見交流的園地。 

（7）報修系統 

    僅提供業者進行報修服務，一般使用者無法使用。 

（8）回首頁 

    回到中文與英文選擇首頁。 

（二）台北市大眾運輸及公車路線查詢系統（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0） 

1.網站簡介 

台北市大眾運輸及公車路線查詢系統為台北市政府交通局所建置，使用者可

以公車站名方式來查詢公車路線，也可直接選擇公車路線並下載路線圖資訊，或

是由行政區的劃分方式，讓使用者選擇該行政區內之公車站位，以利使用者查詢

有哪些公車路線行經該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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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系統除了提供使用者公車路線資訊之外，也提供使用者進行公車、捷運、

鐵路三向轉乘的查詢及規劃。使用者在查詢時可以透過以公車站位、重要地標及

交叉路口為出發點的方式來進行查詢，系統會依照檢索值提供公車、鐵路、捷運

直達或轉乘的建議，並列出乘車距離供使用者參考。 

另外，該系統網站也提供分區站位圖PDF檔的下載功能，使用者可以自行下載

列印使用。該網站也列有捷運公司與鐵路局之連結、公車總站聯絡資訊以及低底

盤無障礙公車行駛時刻表下載等服務。 

2.網站介面 

使用者進入網站後即可看見主畫面（如圖2-3-3所示），在進入主畫面前並無

中、英文語言選項，中文及英文選項之按鍵列於首頁右上方，提供使用者進行切

換。首頁正中央提供公車站位、公車路線、行政區、大眾運輸轉乘之快速查詢檢

索欄位。首頁左方功能選單分為以下七項： 

 

圖 2-3- 3 台北市大眾運輸及公車路線查詢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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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0）。台北市大眾運輸及公車路線查詢系統。2007

年6月9日檢索，取自http://www.taipeibus.taipei.gov.tw/index.htm  

（1）公車路線查詢 

本選項進入後，與首頁為同一頁面，有五項查詢功能可以使用。 

a. 以「公車站名稱」查詢公車路線(可輸入關鍵字) 

b. 以「公車名稱」查詢公車路線及公車路線圖下載 

c. 以「行政區」查詢公車路線 

d. 大眾運輸轉乘查詢(捷運、公車、鐵路) 

e. 英文公車路線地圖下載 

（2）公車捷運轉乘 

提供使用者兩地之間大眾運輸系統搭乘方式建議，使用者可以自行設定起訖

點。起訖點的設定可以先經由公車站位、重要地標或交叉路口查詢來選擇，

同時也可以選擇公車、捷運、鐵路三種搭乘之工具。選定之後由系統規劃出

適當方案並且計算出距離，使用者可以依結果選擇直達或是轉乘方式來進行

旅程。 

（3）分區站位圖下載 

         整個台北市以二十八個大區塊劃分，每個區塊中再以九宮格方式分為九張圖

面，若該圖面範圍內有公車站位，使用者可以點選該站位並下載PDF檔案，

PDF檔圖面上標明站牌位置以及所有行經之公車路線供使用者查詢參考，並

且方便列印攜帶。 

（4）捷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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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台北捷運公司網站連結，提供使用者進一步查詢大台北捷運系統資訊。 

（5）鐵路資訊 

    與台灣鐵路管理局網站連結，提供使用者進一步查詢鐵路資訊。 

（6）公車總站 

提供台北市聯營公車業者各調度站地址及連絡電話。 

（7）低底盤公車 

提供低底盤無障礙公車配屬路線、發車時刻表下載、所屬調度站連絡方式。 

二、GIS整合查詢資源 

地理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GIS）乃藉由電腦科技的輔

助，對於空間資訊進行蒐集、儲存與分析，並且以圖形方式展示，方便使用者取

得相對應的資訊，同時也有提供網路使用者使用之 Web-GIS（宋靜軒，2003）。

目前地理資訊系統已在國內中央及縣市政府機關廣泛的推行與建置，並且也透過

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提供交通運輸資訊，使用者可透過網路地圖介面獲取公路、停

車場與大眾運輸等相關資訊。 

在網路地理資訊系統提供大眾運輸資訊服務方面，台北市政府公共運輸處將

地理資訊以及其他運輸相關資訊整合成為「我愛巴士5284」查詢首頁，而台北捷

運公司所建置的「台北捷運路線導覽系統」也是採用網路地理資訊系統的形式供

使用者查詢。其他民間網路業者如Googelmap、Urmap你的地圖網與台灣電子地圖

服務網等，也屬於地理資訊系統之相關應用，採用網路地圖的形式輔助使用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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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大眾運輸資訊。以下以我愛巴士528查詢首頁與台北捷運路線導覽系統為例，加

以介紹說明： 

（一）我愛巴士5284查詢首頁（台北市政府公共運輸處，2008） 

1.網站簡介 

本網站為台北市政府公共運輸處整合了大眾運輸轉乘查詢以及公車動態資訊

系統，讓使用者透過GIS介面的方式來查詢。使用者除了可以透過首頁選擇GIS介

面的方式來查詢大眾運輸資訊外，也可以選擇傳統網頁介面的公車動態資訊及轉

乘查詢服務，亦可選擇將網站下載至手機當中使用。 

在GIS介面的查詢服務中，使用者可以查詢GIS版的公車路線資訊，所查詢之

路線及行經站牌資訊會呈現於地圖畫面之中，同時也會顯示該路線之即時班車動

態與相關營運資料。而當使用者查詢GIS版之轉乘資訊時，除了以文字顯示相關轉

乘資訊外，轉乘路線也會呈現於地圖畫面中，使用者透過地圖畫面可以一目了然

所有資訊。 

網站其他功能還有快速查詢服務，提供使用者文字版路線查詢以及快速轉乘

查詢服務。此外，使用者也可以查詢公車總站、低底盤公車以及相關連結等公車

相關資訊。除了提供大眾運輸相關資訊外，網站也有提供My Bus個人化服務，供

使用者登入建立自己常用的公車路線及站牌，方便個人查詢。 

2.網站介面 

進入我愛巴士5284首頁後，有大眾運輸轉乘查詢、公車動態資訊查詢以及大

眾運輸轉乘查詢舊版網頁三個選項可以選擇，點選第一個大眾運輸轉乘查詢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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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進入GIS介面之查詢系統（如圖2-3-4所示）。GIS介面系統上方包含以下五項

主要功能選單供使用者點選： 

 

圖 2-3- 4 台北市公車路線暨大眾運輸轉乘查詢系統 

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公共運輸處（2008）。台北市公車路線暨大眾運輸轉乘查詢

系統。2009 年 8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5284.com.tw/TPBUS.aspx 

（1）GIS 公車路線查詢 

提供使用者直接輸入路線編號、站位名稱、地標以及路口四種方式查詢公車

路線，查詢結果會透過右方 GIS 視窗的地圖呈現給使用者，地圖上會顯示行

經路線、班車即時動態以及站位，圖面可以自由移動縮放，地圖視窗旁也會

顯示行經站位資訊、即時動態資訊以及營運資料（如圖 2-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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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5 公車路線查詢結果顯示畫面 

資料來源：台北市政府公共運輸處（2008）。台北市公車路線暨大眾運輸轉乘查詢               
系統。2009 年 8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5284.com.tw/TPBUS.aspx 

（2）GIS 版轉乘查詢 

使用者可以透過左方「快速查詢」選項來搜尋地圖並選擇起訖點位置，也可

以直接在右方地圖中透過滑鼠設定起訖點。此外，「觀光活動」選項中也有分

類景點、熱門景點或特殊活動供使用者直接勾選，地圖上將會顯示出使用者

所勾選項目所在位置。而「其他縣市」選項可以讓使用者查詢轉乘至外縣市

或從外縣市轉乘至大台北地區目的地。使用者除了選擇起訖點外，也可以設

定預計出發或到達時間，以查詢最快、最少轉乘與最少費用等方案，以及陸、

海、空不同大眾運輸工具等選項。所有轉乘查詢結果將透過文字說明以及右

方 GIS 地圖視窗顯示所有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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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速查詢 

提供使用者文字版路線查詢，可使用「公車站名」、「路線名稱」或「行政區」

三種方式來快速查詢路線。此外，還有快速版轉乘查詢，使用者可透過「站

牌」、「地標」、「地址」與「路口」選項依序選擇起訖點。 

（4）公車相關資訊 

a.公車總站：提供使用者台北地區各家業者公車總站位址及聯絡資訊。 

b.低底盤公車：提供使用者查詢低底盤公車路線及相關乘車資訊（連結至 GIS

圖面顯示）。 

c.相關連結：提供使用者捷運、鐵路及高鐵資訊網站連結。 

（5）My Bus 

提供使用者個人化服務，可以自行設定個人的路線及站牌，方便往後進行查

詢時，可快速找出路線及站牌。使用此服務前，使用者需先行註冊帳號及密

碼並且登入才以可使用。 

（二）台北捷運路線導覽系統（MetroNavi）（台北捷運公司，無日期） 

1.網站簡介 

台北捷運公司提供路線導覽系統，方便使用者透過GIS介面來查詢捷運相關資

訊。該系統提供的查詢服務包含有：設施位置查詢、車站週邊生活資訊、交通轉

乘服務資訊以及捷運藝文展演資訊。使用者查詢後之結果，則會呈現於網頁中之

GIS圖面上，使用者可自由縮放及移動地圖位置來查看週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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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站介面 

進入路線導覽系統首頁後，首頁中央為GIS地圖視窗，所有查詢資訊將透過GIS

地圖來顯示位置，使用者可自由選取、縮放、移動或列印地圖。網頁右方為設施

種類查詢，網頁上方為捷運公司首頁連結、車站週邊生活資訊、交通轉乘服務資

訊、捷運藝文展演資訊選項與操作說明（如圖2-3-6所示）。 

 

GIS 控制列 相關資訊查詢 

設施種類查詢 

GIS 圖面 

圖 2-3- 6 台北捷運路線導覽系統首頁 

資料來源：台北捷運公司（無日期）。台北捷運路線導覽系統。2009 年 8 月 30 日

檢索，取自 http://metronavi.trtc.com.tw 

（1）設施種類 

a.車站：使用者可以透過下拉表單選取方式，查詢台北捷運各車站位置，以

及透過GIS「疊圖」功能查詢車站不同樓層資訊，查詢結果會透過GIS圖面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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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線型公園：使用者可以透過下拉表單選取方式，查詢台北捷運沿線線型公

園位置，查詢結果會透過GIS圖面顯示。 

c.轉乘停車場/計程車招呼站：使用者可以透過下拉表單選取方式，由車站名

稱或是由車種類型查詢停車場及計程車招呼站相關資訊及位置，查詢結果

會透過GIS圖面顯示。使用者也可以透過GIS圖面直接點選停車場符號查詢

停車場資訊。 

（2）車站週邊生活資訊 

a.捷運周邊設施位置圖：連結至設施種類查詢 

b.地下街/車站販賣店導遊：提供使用者捷運地下街與捷運站內賣店資訊及GIS

位置查詢。 

c.主要地標：使用者可透過下拉式選單及輸入關鍵字方式搜尋主要地標，並

透過GIS圖面顯示位置。 

d.旅遊景點：使用者可透過下拉式選單及輸入關鍵字方式搜尋旅遊景點，並

透過GIS圖面顯示位置。 

（3）交通轉乘服務資訊 

a.捷運公車資訊：使用者可透過GIS圖面圈選功能，選取圖面上之公車站牌查

詢該路線公車資訊。 

b.免費接駁巴士：使用者可查詢捷運站周邊相關免費接駁巴士資訊。 

c.旅程規劃：使用者可透過重要地標、交叉路口、門牌號碼與圖面點選之方

式搜尋起訖點，選定起訖點之後，將開啟新的GIS視窗並顯示所有規劃方案

於視窗下方，供使用者自行由左至右過濾篩選最適合之方案（如圖2-3-7所

示）。若勾選詳細敘述，將會於每趟轉乘間顯示轉乘細節資訊，並且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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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定位功能將站牌及路線顯示於GIS圖面上。 

 

圖 2-3- 7 旅程規劃選取視窗 

資料來源：台北捷運公司（無日期）。台北捷運路線導覽系統。2009 年 8 月 30 日

檢索，取自 http://metronavi.trtc.com.tw 

（4）捷運藝文展演資訊 

提供使用者透過選單查詢捷運車站公共藝術品位置，查詢送出後將透過GIS

圖面顯示出作品位置。 

三、台北地區之大眾運輸手冊與紙本資源 

除了網路資源外，傳統的手冊及紙本資源也提供了豐富的大眾運輸資訊，在

網路普及的今天，手冊提供了隨身攜帶，隨時查閱的方便性，在無法使用電腦網

路的場合，則必須仰賴紙本資源。台北市政府自民國六十六年開辦聯營公車以來

就發行有聯營公車路線導覽折頁及手冊，供台北市民免費索取。近年來隨著大台

北捷運系統之啟用，手冊中也結合了捷運轉乘等資訊，鼓勵民眾多利用公車及捷

運系統，台北縣政府也發行有同性質之手冊（台北縣政府交通局，2006）。 

坊間出版社也出版有公車路線導覽手冊，出版已行之有年，需要使用者付費

購買，但因出版社的不同，各出版社更新再版頻率也有所不同。近年來出版社匯

集捷運及旅遊資訊與手冊之中，利用遍布全台灣的書店、文具店、便利商店等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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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網販售，使用者取得相關資訊的方式較透過台北縣市政府出版，定時定點限量

發送手冊之取得方式便利許多。 

手冊之匯集通常涵蓋一般性之基本知識，事實性資料或統計數據，經由濃縮

整理，加以系統性地編排，以便解答各種事實性問題的參考工具書（謝寶煖，

1996）。而公車與捷運導覽手冊正符合上述條件，屬於解答大眾運輸資訊之參考

工具書，手冊中之路線圖、站牌位置圖，提供使用者切身實用的地理資源。台北

市政府交通局為了提供便民的服務，發行台北市聯營公車路線手冊，以及台北都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轉乘公車資訊手冊。以下則針對這幾種手冊資源加以介紹，並

可以作為之後使用者調查研究之參考。 

（一）台北市聯營公車路線手冊（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7） 

1.版本 

目前最新版本為民國九十六年九月出版，出版者為台北市政府交通局，發行

人為交通局長羅孝賢。手冊發行之經費全部由廣告廠商贊助，廣告總代理為伸厚

國際有限公司，因此手冊內除了公車路線資訊外，尚有廣告頁面。 

2.內容 

該手冊內容依序為目次、使用範例及說明、市長的話、聯營公車乘客須知、

各聯營業者及主管機關聯絡電話、低底盤公車路線與時間表、各類型聯營公車路

線圖、公車站名筆劃索引、悠遊卡使用說明、版權頁、讀者服務回函及問卷，另

外手冊中尚安插有贊助廠商廣告。 

3.路線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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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手冊提供之路線圖為台北市交通局所轄之聯營公車、小型公車、幹線公車、

捷運接駁公車、休閒公車，依照路線性質及編號順序排列。各路線之路線圖繪製

採橫向直線排列，依起訖點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畫出，以箭頭標示營運方向，並

標示出沿線各站牌名稱，並非依照傳統東西南北地理方位描繪。同一路線若有副

線、區間車等則以不同顏色之虛線表示。路線圖旁標示有起訖點、頭末班車、發

車間隔、分段緩衝區、服務電話及發車站電話等營運資訊。 

（二）台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轉乘公車資訊手冊（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7） 

1.版本 

目前最新版本為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出版，出版者為台北市政府交通局，其

餘版本項目同台北市聯營公車路線手冊。 

2.內容 

該手冊內容包含讀者服務回函及問卷、目次、版權頁、市長的話、聯營公車

乘客須知、各聯營業者及主管機關聯絡電話、低底盤公車路線與時間表、捷運路

網圖（含部分未通車路線）、捷運藍線各站轉乘資訊、捷運藍線接駁公車路線圖、

捷運紅線各站轉乘資訊、捷運紅線接駁公車路線圖、捷運綠線各站轉乘資訊、捷

運綠線接駁公車路線圖、捷運橘線各站轉乘資訊、捷運橘線接駁公車路線圖、捷

運棕線各站轉乘資訊、捷運棕線接駁公車路線圖、台鐵語音訂票操作說明及代碼

表、台鐵東西幹線對號列車、南迴線列車時刻表、國內及國際航空訂位服務電話、

高鐵時刻表、票價表、車站資訊、悠遊卡使用說明。 

3.路線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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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手冊提供之公車路線圖為台北捷運各線之接駁公車路線圖，包含台北市及

台北縣政府交通局所管轄之捷運接駁公車路線，路線圖繪製方式及排版方式同台

北市聯營公車路線手冊。該手冊在路線圖之前附有捷運各線各車站之位置圖，繪

製方式與地圖相同，並結合街道圖標出捷運站位置、出口位置、附近公車站牌位

置、附近所有街道名稱，以及所有轉乘公車資訊。使用者可以透過捷運站位置圖

與接駁車路線相互對照，方便轉乘。但路線圖僅限於捷運接駁公車，其餘聯營公

車路線圖並未附上。最後，在書末也附有相關實用交通資訊、高鐵站聯外地圖等

資訊。 

（三）台北縣轄市區公車及台北市聯營公車乘車資訊手冊（台北縣政府交通局，

2006） 

1.版本 

目前最新版本為民國九十五年九月出版，出版者為台北縣政府交通局，發行

人為台北縣長周錫瑋。手冊發行之經費全部由廣告廠商贊助，因此手冊內除了公

車路線資訊外，尚有廣告頁面。 

2.內容 

該手冊內容配置依序為縣長序、目次、使用範例及說明、台北縣六大分區圖、

捷運路網圖、捷運轉乘資訊、台北縣轄市區公車路線圖、台北市聯營公車路線圖

（僅收錄行經台北縣境者）、無線電計程車叫車專線、國道五號路網圖、國內及

國際航空訂位服務電話、2007年曆、社會服務專線。 

3.路線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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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手冊中之台北縣轄市區公車路線圖繪製方式，以地圖為底，地圖上標明營

運路線、起訖點、行經站牌等營運資訊。捷運轉乘資訊之呈現方式同台北都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轉乘公車資訊手冊，該路線圖以地圖方式繪製，並結合街道圖標出

捷運站位置、出口位置、附近公車站牌位置、附近所有街道名稱，以及所有轉乘

公車資訊。台北市聯營公車路線圖繪製採用依地理方位為準之地圖形式，行經路

線隨著道路走向來繪製。路線圖僅涵蓋行經台北縣境之路線，部分台北市之小型

公車、幹線公車、內科通勤專車也有列出。 

四、國外相關資源 

    相較於國內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資訊服務，國外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提

供亦十分的重視。除了客運業者提供的營運路線圖資訊外，部分大眾運輸業者、

政府主管機關或是網站業者也提供整合式的查詢與規劃系統，例如全球知名搜尋

引擎Google所建置之Google Transit系統、美國芝加哥交通局網頁、加拿大卑詩省

的BC Transit與TransLink系統、英國的Traveline Southeast系統等網路資源。使用者

可以透過系統查詢到所要搭乘的公車或捷運路線。若網站有建置旅行規劃系統，

使用者可以輸入起訖點後，由系統來規劃最適合的路線，對於大眾運輸的使用者

來說十分便利。這些國外地區性整合查詢系統之設計架構，也可作為將來台北縣

市或國內跨縣市大眾運輸資訊整合系統建置之參考。以下以Google Transit、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BC Transit與TransLink為例，加以介紹說明： 

（一）Google Transit（Google Transit, n. d.） 

Google Transit是知名網路搜尋引擎Google團隊利用暇餘時間所設計出的一項

新服務。該系統涵蓋全球百餘地區的大眾運輸資訊網路資源，並且結合先前開發

的Google Map技術，讓使用者可以透過單一介面來規劃不同地區的大眾運輸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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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使用者在鍵入起訖點之後，系統可以迅速規劃出最適合的路線供使用者參考。

這些資訊來源則是透過所合作的大眾運輸資訊網站，例如溫哥華地區大眾運輸資

訊規劃由TransLink提供，由Google Transit系統整合後，將規劃的最佳路線呈現在

Google Map介面上。在互動的介面上除了以文字說明外，也透過地圖標示讓使用

者一目了然，某些地區（如Portland地區）甚至可以比較大眾運輸與自行開車兩者

間的花費（如圖2-3-8所示）。目前國內的台北、桃園、台中、台南、高雄地區以

及鐵路運輸部分，也可以使用這項服務來查詢大眾運輸資訊。 

 

圖 2-3- 8 Google Transit 檢索結果頁面 

資料來源：Google（n. d.）.Google Transit searching result.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07, from 

http://www.google.com/maps?ie=UTF8&hl=en&saddr=Stanley+Park,+Can

ada&daddr=Simon+Fraser+University,+Burnaby&f=d&sampleq=1&time=

&date=&ttype=dep&dirflg=r 

該系統查詢方式為使用者進入首頁後，直接在起訖點的檢索欄位中鍵入地址

及預計出發或抵達時間，或是由下方清單選擇需要查詢的地區來縮小檢索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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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送出檢索後即可進入Google Map的畫面，而畫面左側也會列出最合適的旅

行規劃。規劃的建議資訊中包含有行程中乘車與步行所耗費的時間、需要搭乘的

公車或捷運路線、大眾運輸工具的站牌或車站名稱及代碼、公車與捷運的開車及

抵達時間、轉乘的車站與建議的出發時間等資訊。另外部分地區可以計算出行程

中乘車所耗費的車資，並且與使用者自行開車的花費做比較。而在網頁的Google 

Map中也會標示出系統所規劃的路線，讓使用者能明確的了解整個行程的路徑與規

劃。使用者利用Google Transit系統僅需要提供起訖點與時間資訊，系統即可將行

程做完善的規劃，但全球能適用此功能的地區並不多，同時資訊來源還需要靠該

地區的檢索系統支援，Google Transit僅能扮演搜尋、整合與顯示的一個媒介。 

（二）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2009） 

    芝加哥交通局網頁整合了市內及聯外大眾運輸工具資源，提供其所管轄之公

車與鐵路資訊，該網頁亦可作為將來台北縣市整合查詢系統建置之參考。在首頁

中即提供有快速相關資訊連結，使用者可以透過連結，快速獲得路線、票價、時

刻、即時動態與票證等資訊，也可以進行旅程規劃或是查詢改道或暫停服務等系

統營運狀態（如圖 2-3-9 所示）。快速連結內容如下： 

1.時刻表（Schedules）：公車時刻及鐵路路線資訊查詢服務。 

2.地圖（Maps）：公車、鐵路、市區觀光以及夜間服務路網圖資訊。 

3.狀況提醒（Alerts）：顯示營運狀況，提供改道與暫停服務等變動資訊。 

4.公車動態（Bus Tracker）：提供公車即時班車動態與位置。 

5.票證資訊（Chicago Card）：提供電子票證卡相關資訊。 

6.票價資訊（Fare Info）：提供公車與鐵路票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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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9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首頁快速查詢工具 

資料來源：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2009）.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main page.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09, from http://www.transitchicago.com/ 

    該網頁提供的旅程規劃系統（Plan a trip），使用者可以在首頁快速輸入起訖點

以及時間之後，選擇使用「Google Transit」或「goroo」兩種管道進行查詢。「goroo」

系統為區域交通局（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RTA）所建置之旅行查詢系

統（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2008），提供芝加哥及周圍六大地區之聯外

運輸資訊，其中包含城際鐵路、客運以及市區鐵路、公車資訊。使用者可輸入起

訖點查詢鐵路、公車以及自用車轉乘資訊，同時可以設定最快、最便宜、最少轉

乘與最少步行距離條件，或者可接受之步行範圍、無障礙設施需求、停車設施需

求以及開車相關選項（如圖 2-3-10 所示）。查詢結果會詳細顯示出旅程規劃（如

圖 2-3-11 所示），以及透過 GIS 地圖顯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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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10 goroo 系統旅行規劃頁面 

資料來源：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2008）. Get Directions.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09, from http://goroo.com/goroo/showTripPlanForm.htm 

 

圖 2-3- 11 goroo 系統旅行規劃結果 

資料來源：Regional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2008）. Get Directions Results Page.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09, from 

http://goroo.com/goroo/showTripPlanResult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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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C Transit Busonline Community Links（BC Transit, n. d.） 

加拿大卑詩省之BC Transit網頁整合卑詩省境內各區域之大眾運輸資訊，提供

使用者查詢該省公車路線的一個入口網站（首頁如圖2-3-12所示） 

 

圖 2-3- 12 BC Transit 公車路線查詢系統首頁 

資料來源：BC Transit（n. d.）. Busonline Community Links.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07, from http://www.transitbc.com/ 

    在網頁左側提供區域選單，在網頁中央則有地圖式的選單，以引導使用者選

擇所在之區域。使用者在選擇區域之後即可進入詳細之公車查詢頁面。在公車查

詢頁面中提供有路線與時刻表、收費資訊、最新消息、輔助服務、文獻資訊及新

手服務與聯絡方式。使用者可以在查詢頁面中點選公車路線，選擇路線號碼後，

系統即顯示出該線公車路線之發車時間與路線圖等資訊（查詢頁面如圖2-3-13所

示）。該系統的各項功能如下： 

1.路線與時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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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不同地區的公車站牌位置圖、公車路線圖與公車時刻表與沿線停車轉乘

等資訊。使用者除了可以透過地圖來選擇公車路線資訊，也可以利用所有路線清

單點選所需資訊。 

2.收費資訊 

該選項提供使用者公車路線的收費與購票資訊，另外也提供使用者許多項收

費優惠的方案，鼓勵使用者利用大眾運輸工具。 

3.最新消息 

提供營運的最新資訊，以及公車時刻與路線更改等資訊，另外也涵蓋公司內

部的最新消息與專案企劃。 

4.輔助服務 

提供身心障礙者各項無障礙的搭乘服務資訊。 

5.文獻資訊 

提供所有關於公司之開放資訊、報導與乘車相關服務資訊。透過分門別類的

整理，方便使用者快速的查閱或是深入的了解。 

6.新手服務 

提供新使用者各項實用的服務說明，讓使用者快速了解並運用公車系統。 

7.聯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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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民眾與公司連絡之方式及管道，使用者若在使用上有任何的意見，系統

也提供回饋（Feedback）之功能。 

 

圖 2-3- 13 Victoria 地區公車 1 號路線查詢結果 

資料來源：BC Transit（n. d.）.Victoria Regional Transit System Route1 

Richardson/Downtown WEST.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07, from 

http://www.transitbc.com/regions/vic/schedules/schedule.cfm?line=1& 

    綜合上述各種大眾運輸之相關資源，國內外相關單位不斷透過多樣的使用介

面，提供民眾便捷的資訊管道。而因為設置相關資源網站單位的服務方式不同，

所提供的資訊內容也有相當的差異，本研究則依照各種大眾運輸相關網路以及紙

本手冊資源加以整理，歸納並比較其間之差異性，瞭解不同資源種類所提供服務

之差別（詳見表2-3-2、表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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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2 

大眾運輸相關網路資源之內容比較 

網站名稱 公車路線

查詢 

捷運

資訊

轉乘

查詢

即時

動態

客運時刻表 營運

資訊

GIS 

地圖 

周邊

資訊

費用

資訊

網站

連結

備註 

台北市公車動態資

訊系統（e-Bus系統） 

有動態系

統之路線 

無 無 有 提供固定班次

路線時刻表 

有 無 有 分段

資訊

有 路線持續擴充當

中 

台北市大眾運輸及

公車路線查詢系統 

有 另外

連結

有 無 提供固定班次

路線時刻表 

有 另外

連結 

無 分段

資訊

有 已暫停維護，但仍

可使用 

我愛巴士5284查詢

首頁 

有 另外

連結

有 有 提供固定班次

路線時刻表 

有 有 有 分段

資訊

有 台北縣市公車資

訊尚在整合中 

台北捷運路線導覽

系統（MetroNavi） 

有 有 有 另外

連結 

無 有 有 有 無 有 以捷運資訊為主 

Google Transit 有 有 有 無 整合顯示於轉

乘資訊中 

有 有 另外

查詢

另外

連結

有 整合地圖與搜尋

引擎資訊 

Chicago Transit 

Authority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轉乘資訊透過其

他系統查詢 

BC Transit Busonline 

Community Links 

有 無 有 無 有 有 無 有 有 有 轉乘資訊透過其

他系統查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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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3 

台北縣市政府出版大眾運輸手冊之內容比較 

手冊名稱 發行

單位 

使用

說明

收費

資訊

業者

資訊

北市聯營公

車路線圖 

北縣聯營公

車路線圖 

捷運接駁公

車路線圖 

捷運站周邊轉

乘資訊地圖 

站牌名

稱索引 

其他交

通資訊 

台北市聯營公車

路線手冊 

北市 有 有 有 有 無 有（僅北市

管轄路線）

無 有 悠遊卡

資訊 

台北都會區大眾

捷運系統轉乘公

車資訊手冊 

北市 有 有 有 無 無 北縣、北市

管轄路線皆

有列出 

有 無 台鐵、高

鐵、航空

資訊 

台北縣轄市區公

車及台北市聯營

公車乘車資訊手

冊 

北縣 有 無 無 僅有行經北

縣縣境之北

市聯營公車

路線圖 

有 有（僅北市

管轄路線）

有 無 計程

車、航

空、國道

5號資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2

 

 

 

 

 

 

 

 

 

 

 

 

 

 

 

 

 

 

 

 

 

 

 

 

 

 

 

 

 

 

 

 

 



 

 5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以大台北地區之大眾運輸使用者為對象，針對使用者搜尋與使用

大眾運輸資訊之管道以及利用之情形進行調查，分析使用者使用大眾運輸資訊資

源之種類，以及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使用偏好。目前有許多的資訊管

道如網路或是紙本型式之大眾運輸資訊資源可供使用者利用，但並非都是完善且

符合使用者之需求。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方式，對使用者進行調查研究，並歸納

使用者實際使用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以供未來大眾運輸資訊與資源管道之

建置與參考。 

以大台北地區為例，無論網路或是紙本型式，都有各種不同的大眾運輸資訊

資源可供使用者取用。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使用者對於網路或是其他相關資源的

偏好，調查使用者在規劃旅途時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辦法，並且也進一步分析現

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提供，該如何改善以提升使用者之使用率，並減少使用者

之使用障礙。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現有的大眾運輸資訊資源類型，以作為編製

問卷之基礎。針對使用者資訊需求以及尋求行為為議題而提出相關問題，蒐集使

用者反應資料，透過量化的問卷調查，經由統計分析之後，歸納研究結果以及相

關建議事項。 

本章節主要在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及步驟。本章架構可以分為研究對

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步驟與研究分析等五個小節。透過以下節次建構

出本研究之具體架構以及方針，以利本研究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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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研究對象 

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發達，使用人口數眾多。礙於本研究之規模限制，同時

也為了使本研究順利進行，本研究對象主要涵蓋以下的使用者： 

一、大台北地區市區公車使用者。 

指定期或不定期使用大台北地區搭乘聯營公車之使用者，包含台北市政府交

通局及台北縣政府交通局所管轄之聯營公車系統。 

二、大台北地區公路客運使用者。 

指定期或不定期於大台北地區搭乘公路客運之使用者，包含公路總局管轄之

大台北地區公路汽車客運路線（路線號碼為四碼者），並且行駛於台北市及台北縣

境內之路線。其餘地區及國道客運之使用者則不在本研究範圍之內。 

三、大台北地區捷運使用者。 

指定期或不定期搭乘台北大眾捷運系統之使用者，涵蓋台北捷運公司營運之

中運量及高運量各條路線。 

四、居住於外縣市，但曾使用過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之使用者。 

居住於台北縣市之外之使用者，凡曾經使用過大台北地區之大眾運輸系統

者，包含市區公車、公路客運以及大眾捷運系統，皆為本研究調查研究之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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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並透過問卷蒐集

使用者之反應資料，以歸納使用者對資訊取得之管道，以及使用者對大眾運輸資

訊資源重要程度之評估。本研究在研究之前，先行整理國內外大眾運輸資訊資源

之種類，這些資料有助於之後使用者問卷規劃及設計。 

本研究主要採用問卷調查。主要的目的在於取得使用者第一手的資料，透過

問卷之量化數據分析使用者使用之偏好與行為。問卷內容採用封閉式填答與開放

性其他意見說明之設計方式，以蒐集使用者使用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情形與意

見，並經由量化的方式分析選填之結果，統整出使用者之需求與使用偏好。此外，

部分問卷題型中，使用者若勾選「其它」，可以透過選項後方之開放性表格表達使

用者個人意見與建議，經由統整歸納出使用者認為目前大眾運輸資訊資源尚待改

善之部分，以及未來大眾運輸資訊資源的規劃原則，整合統計數據與使用者意見

而歸納研究結論。 

本研究參考賴鼎銘（2001）、蘇諼（2001）、Taylor（1986）與 Wilson（1999）

等人之文獻，針對使用者之資訊需求以及資訊尋求兩個面向，探討大眾運輸使用

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使用情形。在問卷中涵蓋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問題，以及使用者對於資訊之尋求行為。另外也參考魏慶地、周榮昌、胡大瀛

（1997）、陳俊名（2003）與陳雅慧（1994）等人之文獻，針對大眾運輸資訊，

行前與路途中資訊需求之種類以及對使用者影響之因素，整合於問卷題型之中，

調查使用者（乘客）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的使用情形、使用偏好、取得管道、

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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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主要工具為「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調查」問卷，發放形式採網路

以及紙本兩種管道同時進行。所使用之問卷涵蓋使用者之基本資料，以區分使用

者之類型。此外問卷也詢問使用者使用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使用情形、使用者之

需求與尋求行為等問題，作為本問卷之主體架構，問卷主體包含以下問題群組： 

一、受訪者之基本資料： 

1.使用者之性別。 

2.使用者之年齡範圍。 

3.使用者目前之職業與身分。 

4.使用者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之頻率。 

5.使用者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之種類。 

6.使用者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時利用轉乘之情形。 

二、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1.搭乘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行前最希望獲得之乘車資訊。 

      2.搭乘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時最希望車內提供之乘車資訊。 

      3.使用者於台北地區候車亭及車站中最需要的資運。 

      4.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紙本及網路資訊資源中最需要包含之資訊。 

三、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程度： 

1.使用者除通勤路線外，行前對於相關乘車資訊之需求程度。 

2.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紙本及網路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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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圖書館提供大眾運輸資訊相關館藏之需求程度。 

4.使用者對於營運者提供相關乘車資訊之需求程度。 

5.使用者對於車站及車內資訊之需求程度。 

6.使用者對於網路大眾運輸資訊查詢資料之需求程度。 

四、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尋求行為（針對前往一陌生地點之情形而   

反應）： 

1.大眾運輸系統提供相關乘車資訊供使用者尋求之情形。 

2.使用者對於未曾去過地點主動蒐集相關資訊之情形。 

3.使用者最常透過哪些非網路管道蒐集大眾運輸系統乘車資訊。 

4.使用者最常透過哪些網路管道蒐集大眾運輸系統乘車資訊。 

5.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之索取與利用情形。 

五、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滿意度調查： 

1.使用者對於紙本手冊內容編排、正確性與更新頻率之滿意度。 

2.使用者對於公車站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滿意度。 

3.使用者對於公車或捷運車廂內乘車資訊完善之滿意度。 

      4.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大眾運輸資訊查詢網頁之便利性、正確性與更新頻率之

滿意度。 

      5.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與客運即時資訊網頁之滿意度。 

 

 



 

 58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主要針對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工具之使用者，調查其對於大眾運輸資

訊之需求以及利用方式。研究以問卷法為主體，透過文獻分析結合大台北地區大

眾運輸系統之運作情形而設計問卷題項，並透過網路以及紙本形式發放問卷，回

收問卷後開始進行統計以及分析。最後與文獻分析之結果進行統整，歸納討論研

究結果。研究流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步驟：先擬定研究主題之後確定研究目的，

並分析相關文獻，以作為本研究之理論基礎；由文獻分析之基礎擬定出研究計畫

並設計問卷題目；將所設計之問卷題目進行初步之問卷預試，完成預試後再針對

預試結果進行修正，並透過網路及紙本兩種形式發放正式版本之問卷；最後則回

收問卷並透過統計方法分析資料。最後則歸納研究結果。研究步驟如以下流程圖

（圖 3-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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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研究主題 

擬定問題與問卷 

文獻分析 

擬定研究進行計畫 

確定研究目的與研究限制 

問卷預試 

修正問題與問卷 

正式發放問卷 

回收問卷，分析資料

整合結果，歸納結論與建議

網路形式 紙本形式 

 

圖 3-4- 1 研究步驟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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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調查與實施 

一、問卷預試 

正式問卷發放前，首先於民國 97 年 5 月至 6 月間進行問卷預試，針對 5 位不

同年齡及身分之受測者發放預試版本之問卷，其中包含大學生、研究生、利用大

眾運輸通勤者以及大眾運輸從業人員等。並請受測者於問卷勾選完畢後立即記錄

其反應之意見或問題，將記錄統整之後發現預試版本之問卷有以下問題需要改善： 

（一）原預試問卷題目過多（共 53 題），無法使受試者耐心填答完成。正式版本

問卷已調整縮減為 43 題。 

（二）問卷第一部分（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公車」與「捷運」題目交叉

出現，受測者易產生填寫與思考上之混淆。正式版本問卷已將題目中有關

「公車」與「捷運」字體，改採用粗黑體標示，方便受測者立即區別題目

所要問的大眾運輸工具。 

（三）問卷第一部分，許多題目的選項過於類似，易產生混淆。但為了能獲得使

者對於不同大眾運輸工具的資訊需求，正式版本問卷中還是維持選項內

容，但透過題目關鍵字採用粗黑字體方式，來方便受測者辨識題目及選項。 

（四）對於問卷部分題目題意不清，無法讓受測者立即會意，需要花費時間思考

甚至必須詢問題意，正式版本問卷中已重新修正或刪除，並且將問題分門

別類，協助受測者更能瞭解題意。 

（五）未使用過大眾運輸相關手冊或網路資源者，會造成填答困難及影響問卷結

果。正式版本問卷發放後，將透過統計結果的篩選機制，過濾未使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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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者，以獲得更確切的反應數據。 

（六）第四部份（大眾運輸系統使用情形）部分題目過於複雜。正式版本問卷中，

已刪除過於複雜或與本研究較無關聯之題目，將重點放在大眾運輸資訊資

源之需求與利用，剩餘題目則歸併於使用者基本資料中。 

二、正式問卷發放 

經由預試受測者之意見修改預試版本之問卷後，本研究自民國 97 年 9 月 26

日起至民國 98 年 2 月 4 日止，透過網路及紙本形式發放正式版本之問卷（詳見附

錄：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調查問卷）。網路型式問卷透過 my3q 網路問卷平台進

行編輯與發放，並透過 MSN 網路即時通訊軟體以及台大批踢踢實業坊 BBS 站募

集受測者，對象包含學生以及社會人士等。而紙本形式問卷主要針對網路問卷所

無法徵詢填答的族群進行發放。本次問卷正式發放總共回收網路形式問卷 147 份，

紙本形式問卷 51 份，共 198 份問卷。 

本研究問卷除了以文獻分析之基礎編製問卷來提高效度外，也將問卷中對於

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情形，以及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滿意度調查兩部分採

用 Likert scale 五點量表之形式。經問卷回收後進行 Cronbach's α信度分析，分析結

果顯示「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情形」之 α=0.7757；「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

用滿意度調查」之 α=0.9064。 

 

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針對研究對象一節中之使用者為樣本發放問卷，在發放並回收「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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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資訊資源使用調查」問卷之後，將進行問卷資料分析工作： 

問卷回收完成後，先行檢視問卷填答內容，將無效之樣本抽出，避免影響研

究分析結果與問卷效度。之後再將篩選過之有效樣本資料予以統整，並將統整後

之各項數據代入 EXCEL 試算軟體以及社會科學統計套裝軟體（Statistical Package 

Social Science，簡稱 SPSS），以次數分配以及百分比進行統計分析，並且計算 Likert 

scale 五點量表之分數。經過統計整理之後，由數據中詮釋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

訊資源之需求，以及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利用情形。 

問卷題項中之開放性意見欄，讓使用者在勾選「其他」選項時，能夠提供相

關意見說明，並將使用者所表達之意見與看法蒐集、歸納與統整，並且結合量化

的題目分析結果，以了解使用者在問卷選項以外的想法與建議，彌補封閉式填答

之誤差與疏漏。 

 

 

 

 

 

 

 

 

 

 

 

 



 

 6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透過問卷發放之方式，調查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使用者對於大眾

運輸資訊資源之使用情形。問卷發放方式結合網路以及紙本兩種型式，共計回收

198 份之有效問卷。問卷回收之後則進行統計分析。本章節依照問卷設計內容，將

使用者之基本資料，以及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與資源之需求情形加以分析，

並針對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尋求行為與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滿意度情形加以統

計。以下則依據這些重點分節加以說明。 

 

第一節 受訪者之基本資料分析 

本節將受訪者之基本資料分為性別、年齡、職業，另外也針對大眾運輸系統

使用頻率、大眾運輸系統使用種類，與轉乘利用情形分別說明。依據回收之 198

份有效問卷進行統計分析的結果而歸納。對於特定題項，部分填答者有缺填的情

形，故部份題項填答人數並不完全等於總有效問卷數目。 

一、基本資料 

依據問卷資料統計，198 位使用者當中，男性有 75 人，佔 37.9％；女性則有

123 人，佔 62.1％（詳見表 4-1-1）。而這些使用者之年齡分佈情形如下：20 歲以下

之使用者有 26 人，佔 13.1％；21-30 歲之使用者有 130 人，佔 65.7％；31-40 歲之

使用者有 31 人，佔 15.7％；41-50 歲之使用者有 7 人，佔 3.5％；50 歲以上之使用

者有 4 人，佔 2.0％（詳見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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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次參與填答之使用者職業分佈如下：學生有 97 人，佔 49.5％；軍警有 2

人，佔 1.0％；公教有 37 人，佔 18.9％；農有 1 人，佔 0.5％；工有 8 人，佔 4.1

％；商有 21 人，佔 10.7％；自由業有 8 人，佔 4.1％；其他（包含醫護、服務業…

等）有 22 人，佔 11.2％（詳見表 4-1-3）。 

表 4-1- 1 

性別統計 

性別 人數（人） 百分比（％）

男 75 37.9 

女 123 62.1 

總計 198 100.0 

 

表 4-1- 2 

年齡統計 

年齡層 人數（人） 百分比（％）

20 歲以下 26 13.1 

21-30 歲 130 65.7 

31-40 歲 31 15.7 

41-50 歲 7 3.5 

50 歲以上 4 2.0 

總計 198 100.0 

 

表 4-1- 3 

職業類別 

職業別 人數（人） 百分比（％）

學生 97 49.5 

軍警 2 1.0 

公教 37 18.9 

農 1 0.5 

工 8 4.1 

商 21 10.7 

自由業 8 4.1 

其他 22 11.2 

總計 19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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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公車、客運、捷運）之使用頻率統計 

本項目之分析乃依據填答者反應其使用大眾運輸之頻率加以統計（詳見表

4-1-4）。使用者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之頻率分佈情形如下：每日至少一次者有 83 人，

佔 41.9％；每週至少一次者有 65 人，佔 32.8％；每月至少一次者有 34 人，佔 17.2

％；每年至少一次者有 16 人，佔 8.1％。經由統計結果發現，調查族群中有 70％

以上的使用者是毎日使用或一週至少使用一次大眾運輸系統。 

表 4-1- 4 

頻率統計 

頻率 人數（人） 百分比（％）

每日至少一次 83 41.9 

每週至少一次 65 32.8 

每月至少一次 34 17.2 

每年至少一次 16 8.1 

總計 198 100.0 

 

三、使用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之種類統計 

本項目之分析乃依據填答者反應其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之種類加以統計（詳見

表 4-1-5）。使用者使用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之種類分佈情形如下：使用捷運系統

者有 26 人，佔 13.1％；使用公車及客運者有 16 人，佔 8.1％；兩者皆有使用之使

用者有 156 人，佔 78.8％。由統計結果發現，調查族群中有 78.8％以上的使用者

會使用到捷運系統以及公車/客運兩種類型的大眾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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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 

種類統計 

種類別 人數（人） 百分比（％）

捷運系統 26 13.1 

公車及客運 16 8.1 

以上兩者皆有 156 78.8 

總計 198 100.0 

 

四、搭乘大眾運輸系統時是否會利用轉乘之統計 

本項目之分析乃依據填答者反應其使用大眾運輸系統時，利用轉乘之情形加

以統計（詳見表 4-1-6）。使用者搭乘大眾運輸系統時之轉乘利用情形如下：會利用

轉乘者有 184 人，佔 93.4％；不利用轉乘者有 13 人，佔 6.6％。由統計結果發現，

調查族群中有 93.4％以上的使用者搭乘大眾運輸系統時會利用轉乘。 

表 4-1-6 

轉乘情形統計 

是/否 人數（人） 百分比（％）

是 184 93.4 

否 13 6.6 

總計 197 100.0 

 

第二節 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分析 

    本節依據問卷第壹大項，有關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分別以行前、

旅行中遇到之問題以及所使用資訊資源三個部份加以分類，藉由這些重點來了解

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情形。該大題包含八個題型，皆為複選題。因填

答限制為最多複選三項，故而圈選超過三項者該題不予採計。每一題之百分比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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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以佔該題有效樣本數之百分比計算。 

一、行前部分 

（一）搭乘公車/客運前最希望得知之乘車資訊類型 

    依據問卷「行前部分」編號第 1 題加以分析：有 7 位填答者圈選超過三項或

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1 人。依據填答之使

用者反應，搭乘台北地區公車/客運前最希望獲得之乘車資訊類型以「行經路線」

項目之勾選人次最多，有 16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84.3％）。其次依序為

「班車即時動態」（有 10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7.1％）、「發車間格」（有

107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6.0％）、「轉乘資訊」（有 65 人勾選，佔本題有

效樣本數之 34.0％）、「乘車費率」（有 35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8.3％）、

「分段緩衝區」（有 34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7.8％）、「頭末班車時間」（有

30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5.7％）、「其他」（有 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

數之 1.0％）、「是否為無障礙公車」（有 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0.5％），

無人勾選「營運業者」。勾選其他者表示：希望得知車上載客數量，以及該公車路

線是否涵蓋欲前往之目的地等資訊。（詳見表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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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1 

公車/客運乘車資訊類型統計 

乘車資訊類型 人數（人） 百分比（％） 

行經路線 161 84.3 

班車即時動態 109 57.1 

發車間隔 107 56.0 

轉乘資訊 65 34.0 

乘車費率 35 18.3 

分段緩衝區 34 17.8 

頭末班車時間 30 15.7 

其他 2 1.0 

是否為無障礙公車 1 0.5 

營運業者 0 0.0 

 

（二）搭乘捷運前最希望得知之乘車資訊類型 

依據問卷「行前部分」編號第 2 題加以分析：有 6 位填答者圈選超過三項或

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2 人。依據填答之使

用者反應，搭乘台北大眾捷運系統前最希望獲得之乘車資訊類型以「轉乘資訊（含

公車、捷運）」項目勾選人次最多，有 135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70.3％）。

其次依序為「行經車站」（有 10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2.6％）、「捷運站

週邊資訊 （停車、消費等資訊）」（有 80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41.7％）、

「班車動態」（有 6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5.9％）、「乘車費率」與「發

車間隔」（各有 53 人勾選，各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7.6％）、「頭末班車時間」（有

30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5.6％），無人勾選「其他」。（詳見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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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 

大眾捷運系統乘車資訊類型統計 

乘車資訊類型 人數（人） 百分比（％） 

轉乘資訊 135 70.3 

行經車站  101 52.6 

捷運站週邊資訊 80 41.7 

班車動態  69 35.9 

乘車費率  53 27.6 

發車間隔  53 27.6 

頭末班車時間 30 15.6 

其他 0 0.0 

 

經由表 4-2-1 公車/客運與表 4-2-2 大眾捷運系統乘車資訊類型之比較可以發

現，公車/客運使用者行前最希望獲得之資訊，以「路線資訊」、「班車即時動態」

以及「發車間隔」資訊之勾選百分比率較高。而捷運系統使用者則以「轉乘資訊」、

「行經車站」以及「捷運站週邊資訊」之勾選百分比率較高。這種現象反映出，

由於公車/客運比大眾捷運系統更容易受到路況與突發狀況之影響，因此使用者希

望能透過班車動態資訊來掌握候車時間，行前也可透過發車間隔資訊來決定是否

等候該路線班車亦或是改變旅行規劃。相較於公車/客運之情形，大眾捷運系統擁

有班次密集與穩定之特性，因此多數捷運使用者在行前較需要的是轉乘資訊或者

行經車站以及捷運站週邊資訊。使用者透過這些資訊的取得與協助，在大台北地

區複雜的大眾運輸路網中，擬出可因應之規劃以順利抵達目的地。 

 

二、旅行中遇到之問題部份 

（一）搭乘台北地區公車/客運希望車內提供之乘車資訊類型 

依據問卷「旅行中遇到之問題部份」編號第 3 題加以分析：有 5 位填答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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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超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3 人。

依據填答之使用者反應，搭乘台北地區公車/客運時最希望車內提供之乘車資訊類

型以「站名播報」項目勾選人次最多，有 156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80.8

％）。其次依序為「行經路線」（有 130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67.4％）、「行

經重點站名」（有 6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2.1％）、「轉乘資訊」（有 5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0.6％）、「分段緩衝區」（有 41 人勾選，佔本題有

效樣本數之 21.2％）、「發車間隔」（有 24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2.4％）、

「頭末班車時間」與「乘車費率」（各有 19 人勾選，各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9.8％）、

「駕駛姓名」（有 7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6％）、「服務專線」與「本車

車牌號碼」（各有 5 人勾選，各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6％）、「營運業者」與「其

他」（各有 1 人勾選，各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0.5％）。勾選其他者並未表示意見。

（詳見表 4-2-3） 

表 4-2- 3 

公車/客運車內資訊類型統計 

車內資訊類型 人數（人） 百分比（％） 

站名播報  156 80.8 

行經路線  130 67.4 

行經重點站名  62 32.1 

轉乘資訊  59 30.6 

分段緩衝區  41 21.2 

發車間隔  24 12.4 

頭末班車時間  19 9.8 

乘車費率  19 9.8 

駕駛姓名  7 3.6 

服務專線  5 2.6 

本車車牌號碼  5 2.6 

營運業者  1 0.5 

其他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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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搭乘台北大眾捷運系統時希望車內提供之乘車資訊類型 

依據問卷「旅行中遇到之問題部份」編號第 4 題加以分析：有 2 位填答者圈

選超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6 人。

依據填答之使用者反應，搭乘台北大眾捷運系統時最希望車內提供之乘車資訊類

型以「站名播報」項目勾選人次最多，有 15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78.1

％）。其次依序為「捷運路網圖」（有 136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69.4％）、

「本車路線」與「轉乘資訊」（各有 96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49.0％）、「頭

末班車時間」（有 18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9.2％）、「車廂編號」（有 7 人

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6％）、「其他」（有 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0.5％）。勾選其他者表示：希望能得知哪邊有火警、車禍等事故訊息。（詳見表 4-2-4） 

表 4-2- 4 

大眾捷運系統車內資訊類型統計 

車內資訊類型 人數（人） 百分比（％） 

站名播報  153 78.1 

捷運路網圖  136 69.4 

本車路線  96 49.0 

轉乘資訊  96 49.0 

頭末班車時間  18 9.2 

車廂編號  7 3.6 

其他  1 0.5 

 

    經由表 4-2-3 公車/客運與表 4-2-4 大眾捷運系統車內資訊之比較可以發現，公

車/客運使用者在車廂內最需要之資訊類型，以「站名播報」與「行經路線」之勾

選百分比率較高。而捷運系統使用者則以「站名播報」與「捷運路網圖」之勾選

百分比率較高。由此可反映出使用者在搭乘公車與捷運時皆需要站名播報來得知

是否抵達目的地，以消除不確定感，同時也需要所搭乘之路線或路網圖來確認途

徑是否正確。此外，對於捷運系統使用者來說，「本車路線」與「轉乘資訊」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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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之車內資訊輔助，兩者皆有較高之勾選百分比率。 

（三）所需之公車/客運候車亭中資訊種類 

依據問卷「旅行中遇到之問題部份」編號第 5 題加以分析：有 4 位填答者圈

選超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4 人。

依據填答之使用者反應，台北地區公車/客運候車亭中最需要提供之資訊類型以「行

經路線」項目勾選人次最多，有 148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76.3％）。其次

依序為「即時班車動態」（有 12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66.5％）、「班車到

站時間表」（有 80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41.2％）、「轉乘資訊（含公車、

捷運）」（有 7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7.6％）、「頭末班車時間」（有 4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1.1％）、「分段緩衝區」（有 36 人勾選，佔本題有

效樣本數之 18.6％）、「乘車費率」（有 2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1.3％）、

「服務專線」（有 7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6％）、「營運業者」與「其他」

（各有 1 人勾選，各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0.5％）。勾選其他者表示：可參照日本

京都公車站牌所提供之資訊類型。（詳見表 4-2-5） 

表 4-2- 5 

公車/客運候車亭中資訊統計 

資訊類型 人數（人） 百分比（％） 

行經路線  148 76.3 

即時班車動態  129 66.5 

班車到站時間表  80 41.2 

轉乘資訊 73 37.6 

頭末班車時間  41 21.1 

分段緩衝區  36 18.6 

乘車費率  22 11.3 

服務專線  7 3.6 

營運業者  1 0.5 

其他  1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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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需之捷運車站資訊種類 

依據問卷「旅行中遇到之問題部份」問卷編號第 6 題加以分析：有 4 位填答

者圈選超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1

人。依據填答之使用者反應，台北大眾捷運系統車站中最需要提供之資訊類型以

「預估到站時間」與「捷運路網圖」項目勾選人次最多，各有 111 人勾選（各佔本

題有效樣本數之 58.1％）。其次依序為「捷運站出入口資訊」（有 106 人勾選，佔

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5.5％）、「轉乘資訊（含公車、捷運）」（有 97 人勾選，佔本

題有效樣本數之 50.8％）、「周邊景點資訊」（有 47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4.6％）、「乘車費率」（有 3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7.3％）、「發車間隔」

（有 2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2.0％）、「頭末班車時間」（有 11 人勾選，

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8％），無人勾選「其他」。（詳見表 4-2-6） 

表 4-2- 6 

捷運車站中資訊統計 

資訊類型 人數（人） 百分比（％） 

預估到站時間 111 58.1 

捷運路網圖 111 58.1 

捷運站出入口資訊 106 55.5 

轉乘資訊 97 50.8 

周邊景點資訊 47 24.6 

乘車費率 33 17.3 

發車間隔 23 12.0 

頭末班車時間 11 5.8 

其他 0 0.0 

 

經由表 4-2-5 公車/客運候車亭與表 4-2-6 捷運車站中資訊之比較可以發現，使

用者在公車候車亭中最需要之資訊以「行經路線」與「即時班車動態」之勾選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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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率較高，而在捷運車站中則以「預估到站時間」及「捷運路網圖」之勾選百

分比率較高。依據這些反應資料可歸納出「時間」以及「路線」為使用者搭乘公

車/客運或是捷運時，最需要之兩大重要資訊。此外，由於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路

網複雜之特性，且捷運車站為封閉站體設計，進出站區需仰賴特定出入口，因此

捷運使用者對於「轉乘資訊」及「出入口資訊」也有較高之勾選百分比率。 

三、使用相關資源部份 

（一）所需之紙本資訊資源類型 

依據問卷「使用相關資源部份」編號第 7 題加以分析：有 8 位填答者圈選超

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0 人。依據

填答之使用者反應，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紙本資訊資源中，最需要包含之資訊類型

以「路線圖」項目勾選人次最多，有 168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88.4％）。

其次依序為「時刻表」（有 100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2.6％）、「轉乘資訊」

（有 11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8.9％）、「相關景點」（有 72 人勾選，佔

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7.9％）、「收費方式」（有 4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1.6

％）、「鐵路時刻表」（有 15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7.9％）、「國道客運資訊」

（有 1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6.3％）、「民生資訊」有（9 人勾選，佔本題

有效樣本數之 4.7％）、「營運者連絡方式」（有 6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2

％）、「計程車行電話」（有 4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1％）、「航空公司訂

位電話」（有 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1％）、「其他」（有 1 人勾選，佔本

題有效樣本數之 0.5％），無人勾選「旅客運送規章」。勾選其他者之意見與本題目

之議題有所出入，故不予列出。（詳見表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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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7 

大眾運輸紙本資訊資源之資訊類型統計 

資訊類型 人數（人） 百分比（％） 

路線圖 168 88.4 

時刻表 100 52.6 

轉乘資訊 112 58.9 

相關景點 72 37.9 

收費方式 41 21.6 

鐵路時刻表 15 7.9 

國道客運資訊 12 6.3 

民生資訊 9 4.7 

營運者連絡方式 6 3.2 

計程車行電話 4 2.1 

航空公司訂位電話 2 1.1 

其他 1 0.5 

旅客運送規章 0 0.0 

 

（二）所需之網路資訊資源類型 

依據問卷「使用相關資源部份」編號第 8 題加以分析：有 6 位填答者圈選超

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2 人。依據

填答之使用者反應，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網路資訊資源中，最需要包含之資訊類型

以「路線圖」項目勾選人次最多，有 15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79.2％）。

其次依序為「轉乘資訊」（有 97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0.5％）、「時刻表」

（有 86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44.8％）、「即時動態」（有 51 人勾選，佔本

題有效樣本數之 26.6％）、「收費方式」（有 50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6.0

％）、「相關景點」（有 44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2.9％）、「鐵路時刻表」（有

1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9.9％）、「相關網站連結」（有 15 人勾選，佔本題

有效樣本數之 7.8％）、「國道客運資訊」（有 1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6.3

％）、「營運者連絡方式」（有 5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6％）、「計程車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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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與「停車場資訊」（各有 4 人勾選，各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1％）、「航空

公司訂位電話」、「租車資訊」與「其他」（各有 3 人勾選，各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6％）、「旅客運送規章」（有 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0.5％）。勾選其他者

表示：需要各站周邊地圖與站牌位置，另有使用者表示需要點（站）與點（站）

間的查詢，且表示目前台北市聯營公車提供的查詢不甚理想，建議參考 104 人力

銀行提供的交通方式查詢介面。（詳見表 4-2-8） 

表 4-2- 8 

大眾運輸網路資訊資源之資訊類型統計 

資訊類型 人數（人） 百分比（％） 

路線圖 152 79.2 

轉乘資訊 97 50.5 

時刻表 86 44.8 

即時動態 51 26.6 

收費方式 50 26.0 

相關景點 44 22.9 

鐵路時刻表 19 9.9 

相關網站連結  15 7.8 

國道客運資訊 12 6.3 

營運者連絡方式 5 2.6 

計程車行電話 4 2.1 

停車場資訊 4 2.1 

航空公司訂位電話 3 1.6 

租車資訊 3 1.6 

其他 3 1.6 

旅客運送規章 1 0.5 

 

經由表 4-2-7 紙本資訊資源與 4-2-8 網路資訊資源之資訊類型比較可以發現，

使用者無論是使用紙本或網路形式之大眾運輸資訊資源，最需要的資訊類型皆以

「路線圖」、「時刻表」與「轉乘資訊」之勾選百分比率較高。此共通性反映出路

線圖為使用者瞭解旅行途徑之重要資訊，其次為關係到旅行時間之時刻資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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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於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路網發達之特性，使用者可透過轉乘延伸旅程，

因此轉乘資訊也成為多數使用者最需要的資訊之一。 

 

第三節 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程度分析 

本節依據問卷第貳大項，有關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部分，調

查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政府、圖書館與大眾運輸業者提供之紙本或網路大眾運輸

資訊之需求程度。該大題包含九個單選題型。填答者依照 Likert scale 五點量表，

以「非常不需要」、「不需要」、「普通」、「需要」與「非常需要」五種需求程度來

進行勾選。對於特定題項，部分填答者有缺填的情形。故部份題項填答人數並不

完全等於總有效問卷數目。 

一、通勤路線外之大眾運輸行前資訊需求程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9 題之統計，使用者除了通勤路線外，搭乘大眾運輸之前對

於相關乘車資訊之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有 2 人勾選（佔 1.0％）；「不需

要」有 7 人勾選（佔 3.5％）；「普通」有 42 人勾選（佔 21.2％）；「需要」有 93 人

勾選（佔 47.0％）；「非常需要」有 54 人勾選（佔 27.3％）。經由統計結果發現，

需求程度以「需要」最多人勾選。而「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高達 74.3％。

（詳見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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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1 

通勤路線外之大眾運輸行前資訊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2 1.0 

不需要 7 3.5 

普通 42 21.2 

需要 93 47.0 

非常需要 54 27.3 

總計 198 100.0 

 

二、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紙本資訊之需求 

依據問卷編號第 10 題之統計，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紙本大眾運

輸資訊之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有 5 人勾選（佔 2.5％）；「不需要」有 18

人勾選（佔 9.1％）；「普通」有 47 人勾選（佔 23.7％）；「需要」有 94 人勾選（佔

47.5％）；「非常需要」有 34 人勾選（佔 17.2％）。經由統計結果發現，需求程度以

「需要」最多人勾選。而「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高達 64.7％。（詳見表 4-3-2） 

表 4-3- 2 

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紙本大眾運輸資訊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5 2.5 

不需要 18 9.1 

普通 47 23.7 

需要 94 47.5 

非常需要 34 17.2 

總計 198 100.0 

 

三、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網頁查詢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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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問卷編號第 11 題之統計，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網頁查詢大眾運

輸資訊之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有 1 人勾選（佔 0.5％）；「不需要」有 8

人勾選（佔 4.0％）；「普通」有 23 人勾選（佔 11.6％）；「需要」有 80 人勾選（佔

40.4％）；「非常需要」有 86 人勾選（佔 43.4％）。經由統計結果發現，需求程度以

「非常需要」最多人勾選。而「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高達 83.8％。（詳見

表 4-3-3） 

表 4-3- 3 

台北縣市政府提供網頁查詢大眾運輸資訊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1 0.5 

不需要 8 4.0 

普通 23 11.6 

需要 80 40.4 

非常需要 86 43.4 

總計 198 100.0 

 

四、對於縣市圖書館提供紙本相關資訊之需求 

依據問卷編號第 12 題之統計，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圖書館提供紙本大眾運輸

資訊之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有 12 人勾選（佔 6.1％）；「不需要」有 33

人勾選（佔 16.8％）；「普通」有 90 人勾選（佔 45.7％）；「需要」有 45 人勾選（佔

22.8％）；「非常需要」有 17 人勾選（佔 8.6％）。總共有 1 位填答者缺填，本題實

際填答人數為 197 人。經由統計結果發現，需求程度以「普通」最多人勾選。而

「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只有 31.4％。（詳見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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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4 

台北縣市圖書館提供紙本大眾運輸資訊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12 6.1 

不需要 33 16.8 

普通 90 45.7 

需要 45 22.8 

非常需要 17 8.6 

總計 197 100.0 

 

五、對於縣市圖書館網頁提供相關網路連結之需求 

依據問卷編號第 13 題之統計，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圖書館網頁提供大眾運輸

資訊網路連結之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有 6 人勾選（佔 3.0％）；「不需要」

有 28 人勾選（佔 14.2％）；「普通」有 80 人勾選（佔 40.6％）；「需要」有 62 人勾

選（佔 31.5％）；「非常需要」有 21 人勾選（佔 10.7％）。總共有 1 位填答者缺填，

本題實際填答人數為 197 人。經由統計結果發現，需求程度以「普通」最多人勾

選。而「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只有 42.2％。（詳見表 4-3-5） 

表 4-3- 5 

台北縣市圖書館網頁提供大眾運輸資訊連結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6 3.0 

不需要 28 14.2 

普通 80 40.6 

需要 62 31.5 

非常需要 21 10.7 

總計 197 100.0 

 

六、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公司提供紙本手冊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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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問卷編號第 14 題之統計，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公司提供紙本手冊

之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有 5 人勾選（佔 2.5％）；「不需要」有 16 人勾選

（佔 8.1％）；「普通」有 42 人勾選（佔 21.2％）；「需要」有 96 人勾選（佔 48.5％）；

「非常需要」有 39 人勾選（佔 19.7％）。經由統計結果發現，需求程度以「需要」

最多人勾選。而「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高達 68.2％。（詳見表 4-3-6） 

表 4-3- 6 

公車/客運或捷運公司提供紙本手冊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5 2.5 

不需要 16 8.1 

普通 42 21.2 

需要 96 48.5 

非常需要 39 19.7 

總計 198 100.0 

 

七、對於公車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需求 

依據問卷編號第 15 題之統計，使用者對於公車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

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與「不需要」各有 1 人勾選（各佔 0.5％）；「普通」

有 17 人勾選（佔 8.6％）；「需要」有 78 人勾選（佔 39.4％）；「非常需要」有 101

人勾選（佔 51.0％）。經由統計結果發現，需求程度以「非常需要」最多人勾選。

而「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高達 90.4％。（詳見表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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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7 

公車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1 0.5 

不需要 1 0.5 

普通 17 8.6 

需要 78 39.4 

非常需要 101 51.0 

總計 198 100.0 

 

八、對於公車車廂內或捷運車廂內乘車資訊之需求 

依據問卷編號第 16 題之統計，使用者對於公車車廂內或捷運車廂內乘車資訊

之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有 1 人勾選（佔 0.5％）；「不需要」有 2 人勾選

（佔 1.0％）；「普通」有 28 人勾選（佔 14.1％）；「需要」有 95 人勾選（佔 48.0％）；

「非常需要」有 72 人勾選（佔 36.4％）。經由統計結果發現，需求程度以「需要」

最多人勾選。而「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高達 84.4％。（詳見表 4-3-8） 

表 4-3- 8 

公車車廂內或捷運車廂內乘車資訊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1 0.5 

不需要 2 1.0 

普通 28 14.1 

需要 95 48.0 

非常需要 72 36.4 

總計 198 100.0 

 

九、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路線查詢資料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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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問卷編號第 17 題之統計，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路線查詢資料之

需求反應如下：「非常不需要」與「不需要」各有 1 人勾選（各佔 0.5％）；「普通」

有 20 人勾選（佔 10.1％）；「需要」有 78 人勾選（佔 39.4％）；「非常需要」有 98

人勾選（佔 49.5％）。經由統計結果發現，需求程度以「非常需要」最多人勾選。

而「需要」與「非常需要」之總合高達 88.9％。（詳見表 4-3-9） 

表 4-3- 9 

網路上公車或捷運路線查詢資料之需求程度統計 

需求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需要 1 0.5 

不需要 1 0.5 

普通 20 10.1 

需要 78 39.4 

非常需要 98 49.5 

總計 198 100.0 

 

十、使用者需求程度之平均得分 

依據 Likert scale 五點量表記分方式，依照使用者不同需求程度依序給予分

數，將勾選「非常不需要」者給予 1 分；勾選「不需要」者給予 2 分；勾選「普

通」者給予 3 分；勾選「需要」者給予 4 分；勾選「非常需要」者給予 5 分。經

加總計算平均後結果如下：使用者行前對於相關乘車資訊之需求，平均得分為 3.96

分；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紙本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平均得分為 3.68

分；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網頁查詢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平均得分為 4.22

分；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圖書館提供紙本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平均得分為 3.11

分；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圖書館網頁提供大眾運輸資訊網路連結之需求，平均得

分為 3.32 分；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公司提供紙本手冊之需求，平均得分為

3.74 分；使用者對於公車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需求，平均得分為 4.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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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於公車車廂內或捷運車廂內乘車資訊之需求，平均得分為 4.19 分；使用

者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路線查詢資料之需求，平均得分為 4.37 分。經由以上統

計結果可以發現，以使用者對於公車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需求程度平均

得分最高，另外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路線查詢資料、台北縣市政府提供

網頁查詢大眾運輸資訊，以及公車車廂內或捷運車廂內乘車資訊的需求程度平均

也都在 4 分以上（詳見表 4-3-10）。 

表 4-3- 10 

使用者需求程度平均得分表 

題號 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之需求程度 平均得分 

9 行前對於相關乘車資訊 3.96 

10 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紙本大眾運輸資訊 3.68 

11 台北縣市政府提供網頁查詢大眾運輸資訊 4.22 

12 台北縣市圖書館提供紙本大眾運輸資訊 3.11 

13 台北縣市圖書館網頁提供大眾運輸資訊網路連結 3.32 

14 公車/客運或捷運公司提供紙本手冊 3.74 

15 公車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 4.40 

16 公車車廂內或捷運車廂內乘車資訊 4.19 

17 網路上公車或捷運路線查詢資料 4.37 

 

透過以上平均得分比較可以觀察到，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的需求多半是

立即性的需求。由於車站內、網路上或是車廂內所提供的資訊可以立即解決使用

者當下所面臨的問題，因而有較高的需求度。反觀民眾對於圖書館所提供之大眾

運輸資訊之需求度不高，可能因為透過圖書館取得大眾運輸資訊受到時效性或便

利性的影響，而未能反映出顯著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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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尋求行為分析 

本節依據問卷第參大項，有關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尋求行為加以

分析。本節重點分別以行前資訊尋求情形、非網路尋求管道、網際網路尋求管道，

以及參考資源之利用四個部份加以說明，藉由這些重點部份來了解使用者對於大

眾運輸資訊資源之尋求行為。該大題包含九個題型，第二與第三部分為複選題。

複選題部分因填答限制為最多複選三項，故而圈選超過三項者該題不予採計，單

選題部分若有缺填之情形也不予採計。每一題之百分比統計，以佔該題有效樣本

數之百分比計算。 

一、行前資訊尋求情形 

（一）搭乘大眾運輸系統行前乘車資訊提供之情形（單選題） 

依據問卷「行前資訊尋求」部分，編號第 18 題加以分析：有 1 位填答者本題

空白，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7 人。使用者針對所搭乘之大

眾運輸系統是否提供其乘車資訊作為行前參考之反應情形如下：勾選「都有」的

人有 123 人（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62.4％）；勾選「有些有，有些沒有」的人有 46

人（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3.4％）；勾選「都沒有」的人有 28 人（佔本題有效樣

本數之 14.2％）。部分勾選「有些有，有些沒有」之填答者有說明「哪些大眾運輸

有提供」。其中包括捷運、公車、部分台北地區客運業者、國道客運業者以及台灣

鐵路管理局。（詳見表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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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1 

乘車資訊提供情形統計 

是否提供？ 人數（人） 百分比（％） 

都有 123 62.4 

有些有，有些沒有 46 23.4 

都沒有 28 14.2 

總計 197 100.0 

 

（二）主動蒐集大眾運輸相關資訊之情形（單選題） 

本項目依據問卷「行前資訊尋求」部分，編號第 19 題加以分析。使用者針對

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前往未曾去過之地點，是否會主動蒐集相關資訊的反應情形如

下：勾選「是」的人 190 人（佔 96.0％）；勾選「否」的人有 8 人（佔 4.0％）。（詳

見表 4-4-2） 

表 4-4- 2 

主動蒐集相關資訊情形統計 

是/否 人數（人） 百分比（％） 

是 190 96.0 

否 8 4.0 

總計 198 100.0 

 

二、非網路尋求管道 

（一）最常透過哪些非網路管道蒐集公車客運資訊（複選題） 

依據問卷「非網路管道尋求」部分，編號第 20 題加以分析：有 2 位填答者圈

選超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6 人。

依據填答之使用者反應，對於未曾去過之地點，使用者蒐集公車客運資訊最常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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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之非網路管道以「公車/客運站牌」項目之勾選人次最多，有 146 人勾選（佔本

題有效樣本數之 74.5％）。其次依序為「車廂內路線圖」（有 117 人勾選，佔本題

有效樣本數之 59.7％）、「詢問親友」（有 97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49.5％）、

「公車/客運轉乘手冊」（有 7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6.2％）、「直接詢問

駕駛」（有 57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9.1％）、「電話詢問業者」與「詢問

候車乘客」（各有 1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6.6％）、「其他」（有 7 人勾選，

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6％）。勾選其他者表示：除了透過上述管道外，還會透過

旅遊折頁、詢問朋友與網路等管道蒐集公車客運資訊。（詳見表 4-4-3） 

表 4-4- 3 

非網路管道蒐集公車客運資訊統計 

管道 人數（人） 百分比（％） 

公車/客運站牌 146 74.5 

車廂內路線圖 117 59.7 

詢問親友 97 49.5 

公車/客運轉乘手冊 71 36.2 

直接詢問駕駛 57 29.1 

電話詢問業者 13 6.6 

詢問候車乘客 13 6.6 

其他 7 3.6 

 

（二）最常透過哪些非網路管道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複選題） 

依據問卷「非網路管道尋求」部分，編號第 21 題加以分析：本題有效樣本數

為 198 人。依據填答之使用者反應，對於未曾去過之地點，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

訊最常透過之非網路管道以「捷運站內資訊」項目之勾選人次最多，有 161 人勾

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81.3％）。其次依序為「詢問親友」（有 90 人勾選，佔本

題有效樣本數之 45.5％）、「捷運車廂內資訊」（有 8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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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41.4％）、「捷運路網手冊」（有 8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40.9％）、「捷

運站服務人員」（有 6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4.8％）、「詢問候車乘客」、

「電話詢問捷運公司」與「其他」（各有 3 人勾選，各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5％）。

勾選其他者表示：除了透過上述管道外，還會透過查地圖等管道蒐集捷運系統搭

乘資訊。（詳見表 4-4-4） 

表 4-4- 4 

非網路管道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統計 

管道 人數（人） 百分比（％） 

捷運站內資訊 161 81.3 

詢問親友 90 45.5 

捷運車廂內資訊 82 41.4 

捷運路網手冊 81 40.9 

捷運站服務人員 69 34.8 

詢問候車乘客 3 1.5 

電話詢問捷運公司 3 1.5 

其他 3 1.5 

 

經由表 4-4-3 非網路管道蒐集公車客運資訊與表 4-4-4 非網路管道蒐集捷運系

統搭乘資訊之比較可以發現，使用者透過非網路管道蒐集公車/客運或是捷運系統

資訊時，分別以「公車/客運站牌」及「車站內資訊」之勾選百分比率較高。反映

出多數使用者會在乘車前主動透過站牌或車站內資訊來蒐集相關資訊，因此這些

站牌與車站內所提供之資訊對於使用者來說是相當重要的乘車資訊來源。 

三、網際網路尋求管道 

（一）最常透過哪些網路管道蒐集公車客運資訊（複選題） 

依據問卷「網際網路管道尋求」部分，編號第 22 題加以分析：有 5 位填答者

圈選超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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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未曾去過之地點，使用者蒐集公車客運資訊最常透過之網路管道以「交通局

公車/客運路線查詢系統.」項目之勾選人次最多，有 111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

數之 57.5％）。其次依序為「公車/客運業者網站」（有 10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

本數之 52.8％）、「網路搜尋引擎」（有 9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1.3％）、

「非官方提供之路線查詢系統」（有 55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8.5％）、「交

通局公車/客運動態資訊系統」（有 45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3.3％）、「其

他」（有 6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1％）。勾選其他者表示：除了透過上述

管道外，還會透過目的地所架設的網站、公車路線圖的書、悠遊網、網友自製的

路線圖、台大批踢踢實業坊 BBS 站、Urmap 你的地圖網與奇摩知識家等管道蒐集

公車客運資訊。（詳見表 4-4-5） 

表 4-4- 5 

網路管道蒐集公車客運資訊統計 

管道 人數（人） 百分比（％） 

交通局公車/客運路

線查詢系統. 
111 57.5 

公車/客運業者網站 102 52.8 

網路搜尋引擎 99 51.3 

非官方提供之路線

查詢系統 
55 28.5 

交通局公車/客運動

態資訊系統 
45 23.3 

其他 6 3.1 

 

（二）最常透過哪些網路管道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複選題） 

依據問卷「網際網路管道尋求」部分，編號第 23 題加以分析：有 1 位填答者

圈選超過三項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7 人。

對於未曾去過之地點，使用者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最常透過之網路管道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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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捷運公司網站」項目之勾選人次最多，有 14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72.6

％）。其次依序為「網路搜尋引擎」（有 106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3.8％）、

「交通局網站」（有 36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8.3％）、「台北縣市政府提

供之資訊」（有 34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7.3％）、「其他」（有 11 人勾選，

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6％）。勾選其他者表示：除了透過上述管道外，還會透過

地圖、BBS 站、奇摩知識家、Urmap 你的地圖網、悠遊網、google 與 Google Map

等管道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另外也有使用者表示並無使用網路管道蒐集資

訊。（詳見表 4-4-6） 

表 4-4- 6 

網路管道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統計 

管道 人數（人） 百分比（％） 

台北捷運公司網站 143 72.6 

網路搜尋引擎 106 53.8 

交通局網站 36 18.3 

台北縣市政府提供

之資訊 
34 17.3 

其他 11 5.6 

 

經由表 4-4-5 網路管道蒐集公車/客運資訊與表 4-4-6 網路管道蒐集捷運系統搭

乘資訊之比較可以發現，使用者透過網路管道蒐集公車/客運搭乘資訊時，以「交

通局公車/客運路線查詢系統.」、「公車/客運業者網站」以及「網路搜尋引擎」之勾

選百分比率較高。而使用者在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時則是以「捷運公司網站」

及「網路搜尋引擎」之勾選百分比率較高。大台北地區之公車/客運使用者，除了

交通局建置之路線查詢系統外，業者自行建置之網站也成為多數使用者常用管道

之一。而由於台北捷運公司即掌管所有捷運路線，公司網站足可應付使用者查詢

之需求，因此多數使用者會直接透過捷運公司網站查詢捷運搭乘資訊。此外，網

路搜尋引擎之便利性，也成為多數公車/客運或捷運使用者常用之查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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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參考資源之利用 

（一）索取免費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之情形（單選題） 

依據問卷「參考資源之利用」部分，編號第 24 題加以分析：有 1 位填答者本

題空白，其結果不予採計，因此本題有效樣本數為 197 人。針對使用者是否曾經

索取免費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之反應：勾選「是」之使用者有 131 人（佔本題

有效樣本數之 66.5％）；勾選「否」之使用者有 66 人（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3.5

％）。（詳見表 4-4-7） 

表 4-4- 7 

是否曾經索取免費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統計 

是/否 人數（人） 百分比（％） 

是 131 66.5 

否 66 33.5 

總計 197 100.0 

 

（二）付費購買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與書籍之意願（單選題） 

本項目依據問卷「參考資源之利用」部分，編號第 25 題加以分析。針對使用

者有需要時，是否願意付費購買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與書籍之反應情形：勾選

「否」之使用者有 123 人（佔 62.1％）；勾選「是」之使用者有 75 人（佔 37.9％）。

（詳見表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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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8 

付費購買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與書籍意願統計 

是/否 人數（人） 百分比（％） 

否 123 62.1 

是 75 37.9 

總計 198 100.0 

 

（三）對於縣市政府提供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之瞭解與使用情形（單選題） 

本項目依據問卷「參考資源之利用」部分，編號第 26 題加以分析。針對使用

者瞭解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供民眾索取之情形之反應如下：

勾選「知道，且曾使用」之使用者有 83 人（佔 41.9％）；勾選「不知道，也未曾

使用」之使用者有 75 人（佔 37.9％）；勾選「知道，但未曾使用」之使用者有 40

人（佔 20.2％）。（詳見表 4-4-9） 

表 4-4- 9 

免費索取大眾運輸資訊手冊之瞭解與使用情形統計 

瞭解與使用情形 人數（人） 百分比（％） 

知道，且曾使用 83 41.9 

不知道，也未曾使用 75 37.9 

知道，但未曾使用 40 20.2 

總計 198 100.0 

 

第五節 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滿意度調查分析 

本節依據問卷第肆大項，有關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滿意度調查

部分，調查使用者對紙本手冊、網路、車站內與車上提供之大眾運輸資訊滿意度。

另外也由填答者勾選出最具便利性以及最滿意之大眾運輸資訊類型。該大題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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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個單選題型。第一部分由填答者依照 Likert scale 五點量表，以「非常不滿意」、

「不滿意」、「普通」、「滿意」與「非常滿意」五種滿意程度來進行勾選，其中第

27 題至第 29 題之有效樣本數乃接續問卷第 26 題，篩選出「知道，且曾使用」大

眾運輸資訊手冊者（共 83 人）進行統計分析。第二部分則由填答者勾選出最便利

與最滿意之資訊類型。對於特定題項，部分填答者有缺填的情形，故部份題項填

答人數並不完全等於總有效問卷數目。 

一、滿意程度調查 

（一）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編排」之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27 題之統計，83 名使用過大眾運輸手冊之使用者對於公車/

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編排」之滿意情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2 人勾選（佔

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4％）；「不滿意」有 4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4.8％）；

「普通」有 2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4.9％）；「滿意」有 45 人勾選（佔

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4.2％）；「非常滿意」有 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6％）。

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程度以「滿意」最多人勾選。其中「滿意」與「非常滿

意」之使用者佔總使用人數之 57.8％。（詳見表 4-5-1） 

表 4-5- 1 

手冊內容編排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2 2.4 

不滿意 4 4.8 

普通 29 34.9 

滿意 45 54.2 

非常滿意 3 3.6 

總計 8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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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正確性」之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28 題之統計，83 名使用過大眾運輸手冊之使用者對於公車/

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正確性」之滿意情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2 人勾選

（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4％）；「不滿意」有 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0.8

％）；「普通」有 2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7.7％）；「滿意」有 46 人勾選

（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5.4％）；「非常滿意」有 3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3.6％）。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程度以「滿意」最多人勾選。其中「滿意」與「非

常滿意」之使用者佔總使用人數之 59.0％。（詳見表 4-5-2） 

表 4-5- 2 

手冊內容正確性之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2 2.4 

不滿意 9 10.8 

普通 23 27.7 

滿意 46 55.4 

非常滿意 3 3.6 

總計 83 100.0 

 

（三）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更新頻率」之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29 題之統計，83 名使用過大眾運輸手冊之使用者對於公車/

客運或捷運手冊「更新頻率」之滿意情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4 人勾選（佔

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4.8％）；「不滿意」有 9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10.8％）；

「普通」有 48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57.8％）；「滿意」有 20 人勾選（佔

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4.1％）；「非常滿意」有 2 人勾選（佔本題有效樣本數之 2.4％）。

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程度以「普通」最多人勾選。而使用者反應「滿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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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滿意」之總合只有 26.5％。（詳見表 4-5-3） 

表 4-5- 3 

手冊更新頻率之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4 4.8 

不滿意 9 10.8 

普通 48 57.8 

滿意 20 24.1 

非常滿意 2 2.4 

總計 83 100.0 

 

（四）對於公車/客運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30 題之統計加以分析：本題總共有 3 位填答者缺填，因此本

題總有效樣本數為 195 人。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

之滿意情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6 人勾選（佔 3.1％）；「不滿意」有 13 人

勾選（佔 6.7％）；「普通」有 71 人勾選（佔 36.4％）；「滿意」有 94 人勾選（佔 48.2

％）；「非常滿意」有 11 人勾選（佔 5.6％）。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程度以「滿

意」最多人勾選。其中使用者反應「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合為 53.8％。（詳

見表 4-5-4） 

表 4-5- 4 

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6 3.1 

不滿意 13 6.7 

普通 71 36.4 

滿意 94 48.2 

非常滿意 11 5.6 

總計 1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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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於公車/客運車內或捷運車內「乘車資訊」完善之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31 題之統計加以分析：本題總共有 3 位填答者缺填，因此本

題有效樣本數為 195 人。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車內或捷運車內「乘車資訊」完善

之滿意情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5 人勾選（佔 2.6％）；「不滿意」有 15 人

勾選（佔 7.7％）；「普通」有 80 人勾選（佔 41.0％）；「滿意」有 90 人勾選（佔 46.2

％）；「非常滿意」有 5 人勾選（佔 2.6％）。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程度以「滿

意」最多人勾選。其中使用者反應「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合為 48.8％。（詳

見表 4-5-5） 

表 4-5- 5 

車內「乘車資訊」完善之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5 2.6 

不滿意 15 7.7 

普通 80 41.0 

滿意 90 46.2 

非常滿意 5 2.6 

總計 195 100.0 

 

（六）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便利性」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32 題之統計加以分析：本題總共有 3 位填答者缺填，因此本

題有效樣本數為 195 人。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便利

性」之滿意情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7 人勾選（佔 3.6％）；「不滿意」有

11 人勾選（佔 5.6％）；「普通」有 61 人勾選（佔 31.3％）；「滿意」有 96 人勾選（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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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非常滿意」有 20 人勾選（佔 10.3％）。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程度以

「滿意」最多人勾選。其中使用者反應「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合為 59.5％。

（詳見表 4-5-6） 

表 4-5- 6 

查詢網頁之「便利性」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7 3.6 

不滿意 11 5.6 

普通 61 31.3 

滿意 96 49.2 

非常滿意 20 10.3 

總計 195 100.0 

 

（七）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正確性」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33 題之統計加以分析：本題總共有 3 位填答者缺填，因此本

題有效樣本數為 195 人。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正確

性」之滿意情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7 人勾選（佔 3.6％）；「不滿意」有 7

人勾選（佔 3.6％）；「普通」有 68 人勾選（佔 34.9％）；「滿意」有 98 人勾選（佔

50.3％）；「非常滿意」有 15 人勾選（佔 7.7％）。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程度以

「滿意」最多人勾選。其中使用者反應「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合為 58.0％。

（詳見表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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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7 

查詢網頁之「正確性」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7 3.6 

不滿意 7 3.6 

普通 68 34.9 

滿意 98 50.3 

非常滿意 15 7.7 

總計 195 100.0 

 

（八）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客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更新頻率」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34 題之統計加以分析：本題總共有 3 位填答者缺填，因此本

題有效樣本數為 195 人。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客運路線查詢網頁「更新

頻率」之滿意情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8 人勾選（佔 4.1％）；「不滿意」

有 18 人勾選（佔 9.2％）；「普通」有 88 人勾選（佔 45.1％）；「滿意」有 68 人勾

選（佔 34.9％）；「非常滿意」有 13 人勾選（佔 6.7％）。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

程度以「普通」最多人勾選。而使用者反應「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合為 41.6

％。（詳見表 4-5-8） 

表 4-5- 8 

查詢網頁之「更新頻率」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8 4.1 

不滿意 18 9.2 

普通 88 45.1 

滿意 68 34.9 

非常滿意 13 6.7 

總計 19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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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即時資訊」網頁之滿意度 

依據問卷編號第 35 題之統計加以分析：本題總共有 4 位填答者缺填，因此本

題有效樣本數為 194 人。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即時資訊」網頁之滿意情

形反應如下：「非常不滿意」有 9 人勾選（佔 4.6％）；「不滿意」有 23 人勾選（佔

11.9％）；「普通」有 90 人勾選（佔 46.4％）；「滿意」有 60 人勾選（佔 30.9％）；「非

常滿意」有 12 人勾選（佔 6.2％）。經由統計結果發現，滿意程度以「普通」最多

人勾選。而使用者反應「滿意」與「非常滿意」之總合為 37.1％。（詳見表 4-5-9） 

表 4-5- 9 

公車/客運「即時資訊」網頁滿意程度統計 

滿意程度 人數（人） 百分比（％） 

非常不滿意 9 4.6 

不滿意 23 11.9 

普通 90 46.4 

滿意 60 30.9 

非常滿意 12 6.2 

總計 194 100.0 

 

（十）使用者滿意程度之平均得分 

依據 Likert scale 五點量表記分方式，依照使用者不同滿意程度依序給予分

數，將勾選「非常不滿意」者給予 1 分；勾選「不滿意」者給予 2 分；勾選「普

通」者給予 3 分；勾選「滿意」者給予 4 分；勾選「非常滿意」者給予 5 分。經

加總計算平均後，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編排之滿意度，平均得分

為 3.52 分；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正確性之滿意度，平均得分為 3.47

分；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更新頻率之滿意度，平均得分為 3.08 分；使

用者對於公車/客運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滿意度，平均得分為 3.47 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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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對於公車/客運車內或捷運車內乘車資訊之滿意度，平均得分為 3.38 分；使用

者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便利性滿意度，平均得分為 3.57

分；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正確性滿意度，平均得分

為 3.55 分；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客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更新頻率滿意度，

平均得分為 3.31 分；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即時資訊網頁之滿意度，平均得

分為 3.22 分。經由以上結果可以發現，以使用者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

查詢網頁之便利性之滿意程度之平均得分最高。（詳見表 4-5-10） 

表 4-5- 10 

使用者滿意程度平均得分表 

題號 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之滿意度 平均得分 

27 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編排 3.52 

28 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正確性 3.47 

29 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更新頻率 3.08 

30 公車/客運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 3.47 

31 公車/客運車內或捷運車內乘車資訊 3.38 

32 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便利性 3.57 

33 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正確性 3.55 

34 網路上公車或捷運/客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更新頻率 3.31 

35 網路上公車/客運即時資訊網頁 3.22 

 

二、最便利與最滿意之資訊類型 

（一）最具便利性之大眾運輸資訊獲得管道 

依據問卷編號第 36 題加以分析：有 3 位填答者多選或是空白未圈選，其結果

不予採計，因此本題實際填答人數為 195 人。依據填答之使用者反應，最具便利

性之大眾運輸資訊獲得管道以「網路」的勾選人數最多，有 117 人勾選（佔 60.0

％）。其次依序為「車站資訊」（有 36 人勾選，佔 18.5％）、「手冊」（有 15 人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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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7.7％）、「手機或 PDA」（有 13 人勾選，佔 6.7％）、「現場詢問」（有 8 人勾選，

佔 4.1％）、「車上資訊」（有 6 人勾選，佔 3.1％），無人勾選「其他」。（詳見表 4-5-11） 

表 4-5- 11 

最具便利性之大眾運輸資訊管道統計 

管道 人數（人） 百分比（％） 

網路 117 60.0 

車站資訊 36 18.5 

手冊 15 7.7 

手機或 PDA 13 6.7 

現場詢問 8 4.1 

車上資訊 6 3.1 

其他 0 0.0 

總計 195 100.0 

 

（二）整體而言，目前大台北地區何種資訊管道最讓使用者滿意 

依據問卷編號第 37 題加以分析：使用者最滿意之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資訊管

道以「網路」的勾選人數最多，有 128 人勾選（佔 64.6％）。其次依序為「車站資

訊」（有 35 人勾選，佔 17.7％）、「手冊」（有 11 人勾選，佔 5.6％）、「現場詢問」

與「車上資訊」（各有 9 人勾選，各佔 4.5％）、「手機或 PDA」（有 4 人勾選，佔

2.0％）、「其他」（有 2 人勾選，佔 1.0％）。勾選「其他」者表示：還可以透過曾經

搭過此交通工具的朋友蒐集資訊，另外也有填答者表示並無滿意的資訊管道。（詳

見表 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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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12 

使用者最滿意之資訊管道統計 

管道 人數（人） 百分比（％） 

網路 128 64.6 

車站資訊 35 17.7 

手冊 11 5.6 

現場詢問 9 4.5 

車上資訊 9 4.5 

手機或 PDA 4 2.0 

其他 2 1.0 

總計 198 100.0 

 

第六節 綜合討論 

本研究主要透過發放問卷方式，來調查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

以及利用情形。上述之節次中分別針對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尋

求，以及滿意度情形進行調查統計以及分析。本節將整理研究中統計分析之結果，

與相關文獻之論述加以呼應。以下分別就使用者大眾運輸資訊需求與尋求、資訊、

資源種類等相關議題進行討論。 

一、大眾運輸資訊需求與尋求 

資訊的需求與尋求之產生，乃由於使用者之內在知識不足以了解所發生的事

物，且無法明白其道理之情況下，為了彌補已知與應知資訊之差距，取得應知資

訊並解決問題，滿足內在知識的不足（賴鼎銘，2001）。根據本章第二節第 1 題的

統計分析結果發現，使用者行前最需要的乘車資訊類型之勾選情形反映：搭乘公

車及客運者以「行經路線」資訊的勾選人次最多。而根據第二節第 2 題的統計分

析結果可以發現，搭乘大眾捷運系統者，行前最需要的乘車資訊類型以「轉乘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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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之勾選人次最多。台北地區大眾運輸路網發達，台北市轄聯營公車路線就有

290 餘條，捷運路網也有 8 條路線，並且逐年增加（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9）。

台北地區公車、捷運行經路線複雜，使用者藉由轉乘方式抵達目的地之需求相當

的迫切。這些情形也使得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之行經路線與大眾捷運系統之轉乘

資訊受到重視。另外，根據第一節第 40 題之統計：有高達九成以上的使用者搭乘

大眾運輸系統時會利用轉乘。可見使用者在行前對於行經路線與轉乘資訊之需求

與旅行中之使用非常普遍。 

根據第二節之統計，當使用者在旅行中以及乘車時，對於資訊有不同的需求。

當使用者在利用公車以及捷運系統時，就問卷第 1 題與第 2 題之勾選人次而論，

行前最需要的資訊以「行經路線」與「轉乘資訊」之勾選人次最多。而就問卷第 3

題與第 4 題之勾選人次而論，使用者無論是搭乘公車或是捷運，在旅行中最需要

的資訊皆以「站名播報」之勾選人次最多，使用者藉由站名播報可以確切知道合

適之下車地點。根據陳雅慧（1994）的研究指出：車內資訊可以消除車內乘客之

焦慮不安與緊張狀態，亦可增進乘客搭乘大眾運輸之意願。而台北市政府聯營公

車營運服務評鑑指標評定基準也將公車資訊服務設施指標列為成績考核的項目之

中（台北市政府交通局，2004）。就問卷第 7 題與第 8 題資訊資源需求部分而論：

使用者認為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中最需包含之資訊類型，無論紙本還是

網路資訊資源皆以「路線圖」之勾選人次最多。該觀察結果反映使用者對於大台

北地區複雜之大眾運輸網絡，頗需要透過路線圖尋找合適之路線。 

經由第三節第 9 題之統計結果發現，使用者對於通勤路線外之大眾運輸資訊

需求程度，「需要」與「非常需要」者合計高達 74.3％。而根據第四節第 19 題之

統計分析發現，有 96％的使用者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前往未曾去過之地點，會主動

蒐集相關資訊。該觀察結果呼應相關文獻之論述，例如陳俊明（2003）指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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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大眾運輸使用者在前往陌生地點之前，普遍會搜尋相關資訊。而 Wilson（1999）

之資訊行為模式亦指出，使用者之資訊尋求行為（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主要是基於使用者對於未知資訊深入了解而產生之需求。本研究結果歸納多數之

大眾運輸使用者，前往未曾去過之地點時，對於大眾運輸路線圖之需求與主動蒐

集的情形，這些行為多半符合學者所提出之資訊需求與尋求模式。 

二、相關之資訊、資源種類 

以美國聯邦公路管理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為例，政府機關提

供使用者便民之公共交通資訊，涵蓋視聽媒體、線上服務或手冊等資源（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n.d.），以滿足使用者之需求。本研究結果亦反映使用者對

於政府機關所提供之大眾運輸資訊需求性高。根據第三節第 10 題與第 11 題之統

計結果發現，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紙本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程反

應，以「需要」與「非常需要」者合計為 64.7％；而對於提供網頁查詢大眾運輸

資訊之需求程度，「需要」與「非常需要」者合計更高達 83.8％。另外，根據第四

節第 24 題之統計分析顯示，有 66.5％的使用者曾經索取免費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

冊，而根據第四節第 26 題之統計，有 41.9％之使用者實際使用過免費手冊資源。

在網路蒐集管道方面，根據第四節第 22 題之統計，有 57.5％之使用者會利用交通

局提供之公車/客運路線查詢系統來蒐集公車客運資訊。這些結果反映使用者對於

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大眾運輸資訊有很高之需求性。 

都市大眾運輸系統之管理環境強調透過充分的資訊與資源降低乘客對於大眾

運輸資訊之不確定感。過去由於公車候車亭、招呼站以及車內乘客所需要之各項

資訊與路線圖缺乏，易造成使用者焦慮與不便，同時降低其使用意願（張有恆，

1999）。近年來，隨著都市大眾運輸資訊之改進，使用者焦慮與不便的現象已獲得

相當的改善，但是使用者對於這方面的需求仍相當的迫切。根據本章第三節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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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第 16 題之統計結果發現：使用者對於公車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需求反

應為「需要」與「非常需要」者，合計高達 90.4％，而使用者對於公車與捷運車

廂內乘車資訊之需求程度，合計「需要」與「非常需要」之反應亦高達 84.4％。

此外，根據第四節第 20 題與第 21 題之統計也可以發現，使用者對於未曾去過之

地點，蒐集公車客運資訊之非網路管道主要以「公車/客運站牌」及「車廂內路線

圖」之勾選次數佔多數；而使用者對於未曾去過之地點，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

之非網路管道則以「捷運站內資訊」勾選次數最高。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反映民眾

對於車站內以及車內資訊的需求，透過這些資訊管道來尋求資訊，也能降低民眾

搭乘大眾運輸系統之不確定感與焦慮。 

經由第五節第 36 題與第 37 題的統計發現，在所有大眾運輸資訊獲得管道中，

使用者認為最具便利性以及最滿意的管道皆以「網路」的勾選人數最多，遠遠高

於其他管道。林珊如（2002）在「資訊使用者的轉變趨勢」研究中指出：資訊搜

尋管道由傳統強調文獻資訊系統，轉向同時強調人際網絡系統以及網路的角色。

而蘇慧捷（2002）在對於自助旅遊者之資訊行為研究中也指出旅遊網站是自助旅

遊者蒐集旅遊資訊之重要來源。除了傳統的紙本資源外，隨著科技的進步與發達，

網路已經是生活中不可或缺的資訊管道來源，這也解釋本研究結果中，使用者重

視網路作為大眾運輸資訊獲取管道之現象。 

經由第二節第 8 題的統計發現，使用者勾選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網路資訊資源

需包含之資訊類型中，以「路線圖」、「轉乘資訊」、「時刻表」與「即時動態」之

勾選人次最多。其中時刻表與轉乘資訊的結合將有助於使用者進行旅次的規劃，

這些資訊的整合查詢服務在國外之大眾運輸查詢網站早已行之有年（何文基，

2006）。目前台北市政府交通局也將這類型重要資訊加以整合成為「我愛巴士 5284」

查詢首頁，提供便捷之大眾運輸資訊重要服務。隨著大台北地區公車動態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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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逐步建置完成，使用者除了可以在公車候車亭或是捷運站獲得即時班車動態

資訊外，亦可透過網路進行整合性的查詢。以台北市政府建置之「我愛巴士 5284」

查詢首頁為例（台北市政府公共運輸處，2008），在網頁查詢介面中整合了動態

資訊、路線圖、轉乘資訊與時刻表等相關資訊，並且結合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理資訊系統，透過視覺化介面，方便使用者查詢路線與班車動態以及

規劃旅行路線。 

三、大眾運輸資訊與圖書館 

根據第三節第 12 題之統計結果發現，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圖書館提供紙本大

眾運輸資訊之需求程度以「普通」之勾選人數最多，而勾選「需要」與「非常需

要」之使用者合計勾選人數約佔總人數 31.4％。而根據第三節第 13 題之統計結果

也發現到，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圖書館網頁提供大眾運輸資訊連結之需求程度也

是以「普通」勾選人數最多。經由以上結果可以歸納，使用者對於透過圖書館來

查閱大眾運輸紙本資訊，以及透過圖書館網頁來連結大眾運輸資訊的需求並不是

非常高。但使用者也並不排斥圖書館提供此一管道之服務。 

就台北市立圖書館所提供之大眾運輸資訊相關館藏而言，若使用者以「大台

北」、「公車」、「捷運」與「台北市聯營公車路線手冊」等關鍵字檢索台北市立圖

書館館藏查詢系統（臺北市立圖書館，無日期），可以發現館藏查詢系統顯示之大

眾運輸紙本資源，主要以民間出版社發行之公車路線手冊為主，且版本多半已不

合時宜。而台北市政府交通局發行之公車手冊，在台北市立圖書館之館藏分佈則

僅限於總館與少數分館之參考書區，且台北市立圖書館參考書區館藏之公車手冊

版本也非最新版本，普及率與時效性皆不高，與一般參考資源需具備持續修訂、

隨時更新保有資料新穎之特質有所差異（謝寶煖，1996）。另外，依據第五節第 29

題之統計發現，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與捷運手冊之更新頻率表示「滿意」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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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滿意」者，合計僅佔 26.5％，公車/客運與捷運手冊本身之更新頻率無法完全滿

足使用者需求。當使用者檢索台北市立圖書館網頁提供之網站連結（臺北市立圖

書館，無日期），則可以在旅遊類網站之國內旅遊項目部分連結到台北市政府建置

之「我愛巴士 5284」查詢首頁。不同於國內台北市立圖書館將大眾運輸資訊網站

歸類在旅遊類別下之情形，美國紐約公共圖書館網頁所提供之最佳網站（Best of the 

web）連結則是將大眾運輸資訊歸類在參考資源類網站（Reference）下的 Subways, 

Trains and buses 子項目中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d.），使用者可以在該子項

目中找到地鐵、鐵路與公車之相關乘車資訊網站連結。綜合以上所述，可以發現

國內外公共圖書館對於大眾運輸資訊皆有提供連結服務，但國內與國外圖書館在

網站分類中對於大眾運輸資訊所屬之分類項目則有所差異。 

雖然使用者對於藉由圖書館取得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程度不高，但使用者也

並非完全不需要透過圖書館來取得此類型資訊。使用者對於圖書館提供大眾運輸

資訊仍有部分之需求。而圖書館擁有之大眾運輸參考資源館藏有限，且更新頻率

並不頻繁。除了紙本資源以外，公共圖書館也透過網路資源連結或是網站推薦之

單元來提供大眾運輸資訊，這些網站連結內容包含大眾運輸路線查詢、轉乘查詢

與班車即時動態查詢等相關網站。雖然公共圖書館仍有提供大眾運輸資訊相關資

源，但使用者透過圖書館取得大眾運輸資訊需求不高之原因，可能在於使用者對

於大眾運輸資訊隨時會產生需求。無論是在家中、車站與路途中等場所，使用者

需要的是即時性的資源。伴隨著近年來許多整合性之旅行者資訊系統逐步建置，

使用者期望可以在任何地方透過有形或無形的方式，接收文字、圖形或聲音等形

式的交通資訊，協助旅行規劃（魏慶地，1997）。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的取得

已經不再侷限於傳統紙本形式或是特定的地點與管道。因此使用者在資訊蒐集的

選擇上，可能會跳過圖書館這項資訊媒介而取向於直接取得大眾運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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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在瞭解使用者對於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與利用情

形，除了透過文獻分析來探討相關論述與研究之外，本研究透過問卷發放之方式

以蒐集研究資料，問卷架構以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相關資源之需求程度與使用

者資訊尋求行為、使用者滿意度與基本資料等問題為核心，探索使用者對於大眾

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與利用，並將回收之問卷結果做一統計分析，最後藉由文獻

之論述呼應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分為結論與建議兩個小節，結論部分包含使用者所需之大眾運輸資

訊、使用者偏好之大眾運輸資訊尋求管道、使用者對於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瞭

解情形、使用者對於現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滿意程度，以及使用者對於現有大眾

運輸資訊資源需求程度。建議部分則是將結論統整之後，針對現有大眾運輸資訊

資源以及資訊系統的問題，以及改善的空間做一說明，提供管理者與大眾運輸資

訊提供單位作為參考。最後，也對未來後續之研究提出相關建議與方向。 

 

第一節 結論 

一、使用者所需之大眾運輸資訊 

使用者在搭乘不同的運具與不同的情境下，所需之大眾運輸資訊會有所差異

性，依據問卷的統計發現，在行前，公車/客運使用者資訊需求，以行經路線、班

車即時動態與發車間隔三種資訊之勾選人次最多；而大眾捷運系統使用者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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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以轉乘資訊、行經車站與捷運站週邊資訊之勾選人次最多。使用者在搭乘

公車/客運時除了重視路線資訊外，亦重視班車即時動態與發車間隔資訊，透過這

些資訊可以方便使用者掌握候車時間。但即便營運者準時發車，班距依然會隨著

路況而偶有落差，因而造成客訴情形，因此網路以及候車站提供的班車即時動態

資訊，有助於改善使用者候車時之焦慮與不確定感。而隨著捷運路網的陸續開通，

除了基本的行經車站資訊外，捷運系統之使用者在行前還會偏向獲得轉乘資訊，

透過公車或捷運的轉乘來接續旅程。車站週邊資訊則可讓使用者瞭解捷運站週邊

環境，方便進站前與出站後之行程規劃。 

使用者在旅行中的需求可以分為車內與車站兩種不同的情境，使用者在公車/

客運車內較需要站名播報與行經路線；在捷運車內則需要站名播報與捷運路網

圖。無論使用者在公車或是捷運車內，站名播報與路線資訊對使用者來說都非常

重要，透過站名播報可以確定是否已抵達下車地點，尤其是在封閉的車廂環境中，

使用者會擔心是否錯過下車地點，有了站名播報的輔助，可減少使用者的不確定

感，也可以增加使用者搭乘大眾運輸系統之意願。在車站資訊的需求方面，當使

用者在公車候車亭中以行經路線與班車即時動態之需求佔多數；在捷運車站中則

以預估到站時間、捷運路網圖與捷運站出入口資訊之需求較多。使用者在候車亭

與捷運站中，除了路線資訊外，對於班車的即時動態資訊都有很高的需求。此外，

由於旅客需經由出入口進出捷運站，但是部分捷運站設有多個出入口，因此出入

口資訊對捷運使用者來說也是不可缺少的一項。 

在紙本與網路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中，使用者認為最需要包含的資訊以路線

圖、時刻表與轉乘資訊這三項需求最多。而對照使用者在行前所需的資訊可以發

現，這些資訊多半包含在使用者行前所需的資訊中。因此，無論是紙本手冊資源

或是網路資源都應收錄這些資訊內容，而成為使用者在行前重要的資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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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者偏好之大眾運輸資訊尋求管道 

本研究針對非網路與網路兩種管道調查使用者尋求大眾運輸資訊之情形。在

非網路管道部分，使用者對於未曾去過之地點，在蒐集公車/客運乘車資訊時，多

數使用者會透過公車/客運站牌來蒐集資訊，其次還會透過車廂內路線圖、詢問親

友、翻閱公車客運手冊，與直接詢問駕駛人員的方式來蒐集相關資訊。而使用者

在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時，多數人會透過捷運車站內所提供之資訊來蒐集，其

次還會透過詢問親友、捷運車廂內資訊、捷運路網手冊與詢問捷運站服務人員的

方式來蒐集相關資訊。研究中發現到使用者利用電話詢問業者（捷運公司）或是

詢問候車乘客方式蒐集相關資訊者較少。 

在網路管道部分，對於未曾去過之地點，使用者在蒐集公車/客運乘車資訊時，

多數人會透過縣市政府所建置之公車/客運路線查詢系統，其次為公車/客運業者所

建置之公司網站，此外也有部分使用者會直接使用網路搜尋引擎來蒐集相關資

訊。而使用者在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時，多數人會透過捷運公司所建置之網站

來蒐集，其次為使用網路搜尋引擎蒐集資訊，僅少數使用者會透過縣市政府所建

置之網站來蒐集捷運搭乘資訊。除了以上網路管道外，使用者在蒐集公車/客運與

捷運搭乘資訊時，還會透過 BBS 站以及線上提供發問與回答問題之網站詢問所需

訊息。此外，附有大眾運輸資訊的電子地圖網站，以及私人建置的大眾運輸資訊

網站也都是使用者查詢資訊之管道。 

三、使用者對於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之瞭解情形 

經由問卷調查發現，有 66.5％的使用者曾經索取免費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

此外，也有 62.1％的使用者表示不會付費購買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與書籍，多

數使用者偏好索取免費手冊資源。62.1％的使用者知道台北縣市政府交通局提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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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行之大眾運輸資訊手冊免費索取，而實際使用手冊者佔 41.9％。但也有 37.9％

的使用者不知道有這類的免費手冊可供索取。顯示有許多使用者知道有這類型免

費手冊資源而未實際去利用。因此縣市政府在發行這類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時

仍需加強宣導與推廣，除了可以讓不瞭解的使用者得知發行訊息外，也可以滿足

對手冊有需要之使用者的需求。 

四、使用者對於現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滿意程度 

本研究針對大眾運輸資訊手冊、車內與車站內資訊以及大眾運輸資訊網頁調

查使用者對於不同類型之大眾運輸資訊資源滿意程度。針對這些資訊資源的滿意

程度歸納如下： 

（一）大眾運輸資訊手冊滿意程度 

經由問卷統計篩選出曾經使用過台北縣市政府提供之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

之反應情形，發現多數使用者滿意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編排」與內容「正

確性」；而多數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之「更新頻率」則表示「普通」。

由於台北縣市政府發行之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採大量印製，發行之頻率間隔約一

年，手冊內容的更新趕不上新闢駛路線或是路線調整的速度，可能影響使用者對

於手冊更新之滿意度。 

（二）車站與車廂內資訊滿意程度 

本研究之問卷統計結果反映：多數使用者滿意公車/客運站牌或捷運站內之「路

線圖」資訊以及公車/客運車廂內或捷運車廂內提供之「乘車資訊」。整體而言，多

數使用者滿意目前大眾運輸乘車環境中所提供之資訊。這些資訊包含使用者在搭

乘公車/客運以及捷運系統時，候車亭、站牌與捷運車站內所提供之路線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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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車/客運車廂內、捷運車廂內所提供之相關乘車資訊。以目前大台北地區之

公車/客運以及捷運系統為例，站牌以及車站中皆標示詳細之路線圖與行經車站資

訊，同時在車廂內提供營運路線圖與站名播報等相關乘車資訊服務，讓使用者可

以獲得明確完善的路線與乘車資訊，也提高了使用者的滿意程度。 

（三）網路大眾運輸資訊滿意程度 

經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多數使用者滿意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便

利性」與「正確性」，但也有多數使用者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更

新頻率」以及對於公車/客運「即時資訊」網頁之滿意程度則表示「普通」。而綜合

所有大眾運輸資訊獲得管道，多數使用者認為最具「便利性」以及「最滿意」的

管道則為網路管道。 

由於目前網路普及，多數的使用者遇到各種生活上的問題時即上網進行搜

尋。隨著網路搜尋引擎的普及，加上台北縣市政府相關的交通主管機關、公路總

局以及部分業者皆建立大眾運輸相關資訊查詢網頁，使用者對於查詢網頁的便利

性以及正確性感到滿意。但是在更新頻率以及即時資訊的部分，查詢網頁的更新

可能涉及資料庫等相關系統維護無法趕上路線的新增或是變更，使用者還需要靠

主管機關與業者的公告或是站牌上的告示才能瞭解即時的變動，而即時資訊查詢

網頁目前也正在逐步推展階段，部分路線也尚未納入查詢範圍。使用者對於這方

面的滿意程度，反映出目前大眾運輸相關查詢網頁仍有進步與改善的空間。  

五、使用者對於現有大眾運輸資訊資源需求程度 

本研究針對現有大眾運輸乘車資訊、縣市政府提供之大眾運輸資訊、台北縣

市圖書館提供之大眾運輸資訊、營運者與乘車環境提供之相關資訊資源以及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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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資訊資源，調查使用者對於不同類型之大眾運輸資訊資源需求程度。以

下分別說明使用者對於不同類型資源之需求情形： 

（一）對乘車資訊與縣市政府提供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多數使用者除了平常習慣搭乘之通勤路線外，在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前需要

獲得相關之乘車資訊。而多數使用者亦需要索取台北縣市政府免費提供之紙本以

及網路大眾運輸資訊。 

（二）對台北縣市圖書館提供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本研究之統計結果顯示，多數使用者對於台北縣市圖書館提供紙本大眾運輸

資訊以及提供大眾運輸資訊網路連結之需求程度僅為「普通」。多數使用者對於公

共圖書館提供大眾運輸相關資訊並不排斥，但是需求程度也不高。在現今資訊取

得管道多元的環境中，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的需求可能隨時隨地產生。在這

種情況下，使用者傾向於直接取得大眾運輸相關資訊，但是在公共圖書館提供的

網頁連結資源中，若能收錄相關大眾運輸資訊網站，可以使圖書館網頁連結更加

多元及充實，也可以成為圖書館網頁使用者蒐集相關資訊時的連結參考。 

（三）對營運者以及乘車環境相關資訊資源之需求 

本研究之統計結果顯示，多數使用者需要公車/客運或捷運公司提供相關乘車

資訊紙本手冊。此外，也有多數使用者需要大眾運輸營運者於公車/客運或捷運車

廂內提供相關乘車資訊。而多數使用者最需要的大眾運輸資訊資源則是公車站牌

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透過這些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者可以在行前以及路

途中蒐集相關資訊，使得旅途更為順暢並且降低旅程中之不確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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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路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經由問卷統計也發現到，隨著網路科技的發達，多數使用者表示非常需要網

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資料。使用者可以在有網路連線的地點預先蒐集相

關乘車資訊。同時網路資源也是目前交通主管機關以及業者積極建構的資源之

一，期望可以逐漸滿足使用者於網路中對於大眾運輸相關資訊的需求。 

 

第二節 建議 

一、問題改善與建議 

經由統計結果與結論的整合，本研究整理出路線圖資訊的提供與持續更新、

加強轉乘資訊的提供、即時動態資訊系統的持續建置、大眾運輸網路資源的整合、

車站與車內資訊的建構與維護，以及圖書館館藏大眾運輸資訊相關資源六項需要

改善之問題與建議： 

（一）路線圖資訊的提供與持續更新 

    經由研究發現，多數使用者在行前或是旅行中，對於公車/客運路線圖與捷運

路網圖資訊有相當大的需求。目前台北縣市政府交通主管機關、公車/客運業者與

捷運公司在其建置之查詢網站、官方網站、紙本手冊資源、候車亭、捷運車站與

車廂內分別提供有公車/客運與捷運路線圖資訊。整體而言，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

統之路線圖資訊提供已相當的完備，但仍需建議相關主管機關以及營運業者能定

時查核路線圖資訊正確性，持續維護更新，修正錯誤或是過期資訊，以提供使用

者即時正確的路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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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捷運轉乘資訊的提供 

目前大台北地區大眾捷運系統路網發達，並且仍在持續的建設與成長當中，

使用者可以透過不同捷運路線轉乘或是與公車/客運進行轉乘的方式，快速抵達目

的地。尤其是將來捷運路網陸續擴建完成之後，將有多條路線及多個轉車站可以

提供使用者進行轉乘。因此相關之轉乘資訊對於目前及將來使用者之使用而言非

常重要，交通主管機關、業者與捷運公司應加強在網站、公車/捷運手冊以及車站

中、車廂內的轉乘資訊提供，甚至往後相關單位在提供捷運資訊時也應將轉乘資

訊列為重要的資訊項目。 

（三）即時動態資訊系統的持續建置 

目前台北縣市政府交通局正逐步推展即時動態資訊系統，透過網路與智慧型

站牌的顯示，方便使用者查詢公車行駛動態及候車時間。期望主管機關能持續建

置並推廣即時動態資訊系統，將系統普及至台北縣市各聯營公車與客運路線，並

且廣泛於公車候車亭中設置智慧型站牌。另外，可透過手機 3G 技術以及無線上網

的推廣，亦能讓使用者隨時隨地可以接收即時動態資訊，以減低使用者候車時的

不確定感，提升公車及客運服務品質。 

（四）大眾運輸網路資源的整合 

現有大眾運輸網路資源除了交通主管機關所建置的網頁之外，部分營運業者

或是民間資訊業者也建置類似大眾運輸網路資源。在如此多元的資訊環境下，除

民間業者有其網頁經營方向外，交通主管機關所建置的查詢網頁應以使用者的需

求為首要考量，透過其管轄的相關資源，整合使用者所需要的資訊，如路線圖資

訊、轉乘資訊、即時動態系統、班車時刻以及路線營運資料等，以方便使用者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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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查詢。同時應該將台北縣市所有路線資料進行整合，尤其將來台北縣升格直轄

市後，更應跳脫傳統市轄、縣轄與公路客運的業務分界，提供使用者大台北地區

完整的資訊查詢，透過單一入口網站的方式，除了方便資料維護以及提高資訊的

正確性與完整性之外，也可避免使用者需要在網路上耗費時間多方查詢。 

（五）車站與車內資訊的建置與維護 

在車站資訊方面，搭乘公車/客運之使用者普遍需要路線圖以及即時動態資

訊。在現有的候車亭環境中已提供有路線圖資訊，但仍需定時更新維護，增加新

闢駛路線資訊或是刪除過期資訊，避免使用者接收錯誤訊息，而即時動態系統也

期望能逐漸拓展到各主要候車亭或行駛固定班次、班距較長路線之候車亭，降低

使用者等候之不明確與焦慮感。在捷運站資訊方面，現有的預估到站時間、捷運

路網圖與捷運站出入口資訊已能符合使用者需求，惟將來仍需持續更新維護，或

配合活動及突發狀況提供臨時資訊，避免產生錯誤資訊誤導使用者。 

針對車內資訊方面，公車/客運使用者所需的站名播報以及行經路線，目前已

有營運業者採駕駛員人工播報方式提供站名播報服務，同時配合即時動態資訊系

統的建置，車內也結合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PS），提供電腦語音站名顯示及播報

服務。而上述服務目前仍需推廣並且落實到每一條路線上，並且加強人員訓練以

及系統維護，若車內採電腦語音播報站名者，應時常注意系統連線以及播報功能

是否正常，路線資料是否正確等，以維持服務品質。而公車/客運車內之行經路線

圖，也應張貼於明顯的位置供使用者閱讀，路線圖內容應提供正確的路線及營運

資訊，也可提供相關資訊（地圖、景點或轉乘等資訊），方便使用者於公車/客運車

內規劃旅程及合適的下車地點。在捷運車廂中，使用者普遍需要的站名播報以及

捷運路網圖資訊，目前在車廂中已經有建置，但依然需要定時維護與更新，確保

使用者資訊接收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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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圖書館館藏大眾運輸資訊相關資源之建議 

經由研究結果發現，多數使用者對於圖書館提供大眾運輸資訊的需求程度為

「普通」，但並不表示使用者完全不需要這方面的資訊，圖書館反而應重視這類資

訊的「質」而非「量」。在紙本類型資源上，應保留最新版本的大眾運輸資訊手冊

即可，若礙於採購經費限制，可將縣市政府交通局發行之免費手冊納入館藏，也

可考慮協助縣市政府交通局發放免費大眾運輸資訊手冊或折頁資源，使其更為廣

泛流通。圖書館除可將最新版本之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放置於參考書區供使用

者參考查閱外，若館藏空間允許，亦可將過期之手冊轉放置於一般圖書區，可供

城鄉發展、都市計畫、大眾運輸或文史等相關研究者查閱參考之用。而圖書館在

網路類型資源的蒐集上，建議可以在圖書館網頁所提供之眾多網路資源連結分類

中，將大眾運輸資訊單獨集合成為一個類別，專門蒐集公車/客運、捷運等相關資

訊網站，篩選出內容最具權威性、便利性高、更新頻率高以及提供即時動態資訊

之網站，提供使用者連結及查詢大眾運輸資訊之用。 

二、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透過量化問卷方式，調查大眾運輸使用者對於相關資訊資源之需

求與利用情形，針對研究中有不足或未探討之部分，有以下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針對不同層面使用者進行深入調查 

研究範圍可以縮小至不同層面之使用者進行深入調查，如針對年長者、學生、

上班族或觀光客等。透過縮小研究樣本的範圍將可以蒐集更精確的統計資料，並

且經由研究之結果，可針對特定使用者族群提供不同之資源或資訊類型建議。此

外，也可透過統計資料對於不同使用族群進行交叉分析，瞭解不同背景之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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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眾運輸資訊的需求與利用情形。 

（二）可採用質性訪談方式進行研究 

將來研究可考慮採用質性訪談之方式，直接訪談使用者以瞭解其對於大眾運

輸相關資源與資訊之需求與利用情形，希望透過開放性的問題架構，蒐集更多不

同的使用者反應與問題。此外，也可以訪談相關主管機關、資訊提供者或營運業

者，瞭解其對於提供大眾運輸相關資訊的看法與意見。 

（三）針對其他區域進行研究 

近年來除了台北縣市之外，國內也陸續有其他縣市政府開始提供大眾運輸相

關資源或資訊服務，而公路總局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也建置有全國性的大眾運輸

資訊查詢網站。不同區域乃至於全國性的資訊，都可以納入將來研究的範圍之中，

以期瞭解不同區域使用者之需求與利用情形。 

（四）針對目前新建置之資源進行使用者研究 

目前交通主管機關、營運業者以及網路公司或出版機構所推出之大眾運輸相

關資訊及資源，不斷的在推陳出新。後續之研究可以針對新推出之網頁、手冊或

其他相關資源及技術進行研究調查，瞭解使用者對於新建置資源的需求與利用情

形，將可持續提供建置者對於未來建置與改善大眾運輸資訊資源及相關資訊時的

建議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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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調查問卷 

您好： 

本人是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研究生，目前正在進行「大台北地區大眾運輸資訊資

源使用者需求與利用」之調查，在這份問卷中將調查一般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的需求與尋

求，以及對於目前大眾運輸相關資訊資源（如網路查詢、公車手冊、公車路線圖等）之利用情

形。該調查將歸納使用者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使用建議與看法。您所提供的任何意見與看

法將提供非常寶貴的資料。本研究結果將可作為日後改善與規劃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依據。 

本問卷採用不記名方式填答，所有填答內容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您的任何資料將予以保

密，不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填答，並請儘可能的提供詳實之建議。非常感謝您熱心的填寫與提

供意見。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敬祝    萬事如意                                        

私立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林麗娟博士 

                                            研究學生：吳愷笙 

                                            日    期：九十七年七月 

 

填答說明： 

本問卷主要調查您日常利用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行為，請您在□內勾選合適的答案，並且注意

「單選」與「複選」，以及說明的填寫。 

 

壹、對於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一）行前部分 

1.當您搭乘台北地區公車/客運之前最希望得知何種乘車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班車即時動態 □行經路線 □乘車費率 □分段緩衝區 □發車間隔  

□頭末班車時間 □轉乘資訊 □營運業者 □是否為無障礙公車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當您搭乘台北大眾捷運系統之前最希望得知何種乘車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班車動態 □行經車站 □乘車費率 □發車間隔 □頭末班車時間 

  □轉乘資訊（含公車、捷運） □捷運站週邊資訊 （停車、消費等資訊）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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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旅行中遇到之問題部份 

3.當您搭乘台北地區公車及客運時最希望車內提供何種乘車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站名播報 □行經重點站名 □行經路線 □乘車費率 □分段緩衝區 

□發車間隔 □頭末班車時間 □轉乘資訊 □營運業者 □服務專線  

□駕駛姓名 □本車車牌號碼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當您搭乘台北大眾捷運系統時最希望車內提供何種乘車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站名播報 □本車路線 □捷運路網圖 □頭末班車時間 □轉乘資訊 

  □車廂編號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您認為台北地區公車/客運候車亭中哪些資訊您最需要？（最多複選三項） 

  □即時班車動態 □行經路線 □乘車費率 □分段緩衝區 □頭末班車時間  

□營運業者 □服務專線 □轉乘資訊（含公車、捷運）□班車到站時間表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您認為台北大眾捷運系統各捷運車站中哪些資訊您最需要？（請複選三項） 

  □預估到站時間 □捷運路網圖 □乘車費率 □發車間隔 □頭末班車時間 

  □轉乘資訊（含公車、捷運） □捷運站出入口資訊 □周邊景點資訊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使用相關資源部分 

7.您覺得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紙本資訊資源中，最需要包含哪些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路線圖 □時刻表 □收費方式 □轉乘資訊 □相關景點  

□營運者連絡方式 □國道客運資訊 □鐵路時刻表 □航空公司訂位電話  

□計程車行電話 □旅客運送規章 □民生資訊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您覺得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網路資訊資源中，最需要包含哪些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路線圖 □時刻表 □收費方式 □即時動態 □轉乘資訊 □相關景點  

□營運者連絡方式 □國道客運資訊 □鐵路時刻表 □航空公司訂位電話  

□計程車行電話 □租車資訊 □相關網站連結 □停車場資訊 □旅客運送規章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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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需求情形 

 

題

號 

請針對下列左方項目內容，於右方欄位勾選由「非常不需要」至「非

常需要」之程度，以反應你對該項目之需求程度。 

非

常

不

需

要 

不

需

要 

普

通

需

要

非

常

需

要

9 除通勤路線外，您搭乘大眾運輸之前對於相關乘車資訊之需求程度？      

10 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紙本大眾運輸資訊供民眾索取之需求？      

11 您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網頁查詢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12 您對於台北縣市圖書館提供紙本大眾運輸資訊之需求？      

13 您對於台北縣市圖書館網頁提供大眾運輸資訊網路連結之需求？      

14 您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公司提供紙本手冊之需求？      

15 您對於公車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需求？      

16 您對於公車車廂內或捷運車廂內乘車資訊之需求？      

17 您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路線查詢資料之需求？      

 

參、對於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之尋求行為 

 

（一）行前資訊尋求 

18.您所搭乘之大眾運輸系統在您搭車前是否提供您乘車資訊供你參考？（單選） 

  □都沒有 □都有  

□有些有，有些沒有。說明所哪些大眾運輸有提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您在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前往未曾去過的地點，是否會主動蒐集相關資訊？（單選） 

  □是   □否 

 

（二）非網路管道尋求 

20.對未曾去過地點，您最常透過哪些非網路管道來蒐集公車客運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公車/客運轉乘手冊 □車廂內路線圖 □公車/客運站牌 □電話詢問業者 □詢問親友 

  □直接詢問駕駛 □詢問候車乘客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 

 

21.對未曾去過地點，您最常透過哪些非網路管道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捷運路網手冊 □捷運站內資訊 □捷運站服務人員 □捷運車廂內資訊 □詢問親友 

  □詢問候車乘客 □電話詢問捷運公司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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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際網路管道尋求 

22.對未曾去過地點，您最常透過哪些網路管道來蒐集公車客運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公車/客運業者網站 □交通局公車/客運路線查詢系統 □交通局公車/客運動態資訊系統 

  □非官方提供之路線查詢系統 □網路搜尋引擎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 

 

23.對未曾去過地點，您最常透過哪些網路管道來蒐集捷運系統搭乘資訊？（最多複選三項） 

  □台北捷運公司網站 □交通局網站 □台北縣市政府提供之資訊  

  □網路搜尋引擎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參考資源之利用 

24.您是否曾經索取免費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單選） 

  □是 □否  

 

25.當您有需要時，是否願意付費購買大眾運輸資訊相關手冊與書籍？（單選） 

  □是 □否  

 

26.您對於台北縣市政府提供免費之大眾運輸資訊手冊供民眾索取之瞭解與使用情形？（單選）   

□不知道，也未曾使用    □知道，但未曾使用      □知道，且曾使用 

 

肆、大眾運輸資訊資源使用滿意度調查 

 

題

號 

請針對下列左方項目內容，於右方欄位勾選由「非常不滿意」至「非

常不滿意」之程度，以反應你對該項目之滿意程度。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27 您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編排之滿意度？      

28 您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內容正確性之滿意度？      

29 您對於公車/客運或捷運手冊更新頻率之滿意度？      

30 您對於公車/客運站牌或捷運站內路線圖資訊之滿意度？      

31 您對於公車/客運車內或捷運車內乘車資訊完善之滿意度？      

32 您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便利性滿意度？      

33 您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或捷運路線查詢網頁之正確性滿意度？      

34 您對於網路上公車或捷運/客運路線查詢網頁之更新頻率滿意度？      

35 您對於網路上公車/客運即時資訊網頁之滿意度？      

  

36.您認為何種大眾運輸資訊獲得管道最具便利性？（單選） 

  □手冊 □網路 □手機或 PDA □車上資訊 □車站資訊 □現場詢問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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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整體來說，目前大台北地區何種資訊管道最能讓您滿意？（單選） 

  □手冊 □網路 □手機或 PDA □車上資訊 □車站資訊 □現場詢問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伍、基本資料（皆為單選） 

 

38.您使用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公車、客運、捷運）之頻率？ 

  □每日至少一次 □每週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每年至少一次 

 

39.您平時使用台北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之種類？ 

□捷運系統 □公車及客運 □以上兩者皆有 

 

40.您在搭乘大眾運輸系統時是否會利用轉乘？說明：包含公車/客運與捷運、公車/客運與公車/

客運、捷運與捷運之相互轉乘 

□是 □否 

 

41.性別 □男 □女 

42.年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43.職業 □學生 □軍警 □公教 □農 □工 □商 □自由業 □其他 

 

全卷完 再次感謝您撥冗作答並提供寶貴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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