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票證資料標準說明暨教育訓練 - 軌道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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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議程



公共運輸票證資料-旅運分析用標準說明文件

運具別區分包括公車與軌道兩類

公車包含市區公車與公路/國道客運

軌道包含臺鐵、高鐵與捷運

依票證形式區分則IC電子票證與非電子票證兩種

主要記載內容為票卡、車輛(或業者)、搭乘資訊及
收費等4部分

票證資料標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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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務資料介接標準-
軌道IC電子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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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中文解釋

ICCardNo 卡號

ICCardType 電子票證卡種

CardUseType 卡別

TicketType 票種類型

OperatorCode 軌道營運業者代碼

EntryStationID 刷卡進入車站代碼

EntryStationName 刷卡進入車站名稱

EntryTime 刷卡進入車站時間

ExitStationID 刷卡離開車站代碼

ExitStationName 刷卡離開車站名稱

ExitTime 刷卡離開車站時間

Price 收費價格

Discount 優惠額度

TransferCode 轉乘代碼

DiscountInfo 優惠內容

PaymentPrice 實際支付價格

票卡資訊

業者資訊

人員搭乘資訊
(以車站為主)

收費資訊

選
填
欄
位

[註]：原則上，實際支付價格(PaymentPrice) = 
收費價格(Price) - 優惠額度(Discount)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IC電子票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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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中文解釋 備註

ICCardNo 卡號 該票證卡號，Ex:1323486284(10進位)。

ICCardType 電子票證卡種

發行IC電子票證卡種，此代碼EasyCard:為悠遊卡；
iPASS:為一卡通；
icash:為愛金卡；
HappyCash:為有錢卡。

CardUseType 卡別

持卡人之卡別(身分別)，此代碼為
A-普通卡；
B-學生卡；
C-優待卡：C01-敬老優待、C02-愛心優待、C09-其他優待

（如軍人卡、警察卡、孩童卡、員工卡…等）。

TicketType 票種類型

1-單程票（IC卡單趟搭乘填寫單程票）；
2-來回票；
3-回數票；
4-定期票（1日、30天、60天...pass 類）；
5-團體票；
9-其他

OperatorCode 軌道營運業者代碼

台鐵:TRA
高鐵:THSRC
北捷:TRTC
高捷:KRTC
桃捷:TYMC



IC電子票證卡號係指電子票證卡片資料存儲區塊第一區段、第一區塊（sector 0，block 
0）、第1－4byte的UID，以16進位格式儲存的UID數值經轉換為10進位即為票證資料
所需卡號（ICCardNo）；以圖8所示電子票證卡片資料為例，UID由低位元至高位元依
序為9D、18、06、37四個位元組，經轉換的10進位數值為923146397。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IC電子票證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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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務資料介接標準-
軌道非電子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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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中文解釋

TicketType 票種類型

OperatorCode 軌道營運業者代碼

TrainNo 車次號碼

LineID 營運路線

OriginStationID 票面起站車站代碼

OriginStationName 票面起站車站名稱

DestinationStationID 票面迄站車站代碼

DestinationStationName 票面迄站車站名稱

RideDate 乘車日期

EntryTime 進站時間

ExitTime 出站時間

PaymentPrice 實際支付價格

票卡資訊

列車資訊

人員搭乘資訊(票面)

收費資訊(票面)

選
填
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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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議程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資料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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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證標準說明會_資料試填與範例_1070201.xlsx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IC電子票證資料XML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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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ICTicketList> 

 <UpdateTime>2017-05-30 17:32:10</UpdateTime> 

 <RailICTickets> 

  <RailICTicket> 

   <ICCardNo>1323486284</ICCardNo> 

   <ICCardType>EasyCard</ICCardType> 

   <CardUseType>C01</CardUseType> 

   <TicketType>1</TicketType> 

   <OperatorCode>TRTC</OperatorCode>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IC電子票證資料XML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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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yStationID>R10</EntryStationID> 

   <EntryStationName>台北車站</EntryStationName> 

   <EntryTime>2017-05-30 17:32:10</EntryTime> 

   <ExitStationID>BL18</ExitStationID> 

   <ExitStationName>市政府</ExitStationName> 

   <ExitTime>2017-05-30 17:51:50</ExitTime> 

   <Price>26</Price> 

   <Discount>3</Discount> 

   <TransferCode>0201</TransferCode> 

   <DiscountInfo>0103</DiscountInfo> 

   <PaymentPrice>23</PaymentPrice> 

  </RailICTicket> 

  <!--…………………………… --> 

 </RailICTickets> 

</RailICTicketList>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IC電子票證資料CSV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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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Time,ICCardNo,ICCardType,CardUseType,TicketType,OperatorCode,EntryStationID,EntryStationName,

EntryTime,ExitStationID,ExitStationName,ExitTime,Price,Discount,TransferCode,DiscountInfo,PaymentPrice 

2017-05-30 17:32:10,1323486284,EasyCard,C01,1,TRTC,R10,台北車站,2017-05-30 17:32:10,BL18,市政府,2017-0

5-30 17:51:50,26,3,0201,0103,23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非電子票證資料XML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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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TicketList> 

 <UpdateTime>2017-05-30 17:32:10</UpdateTime> 

 <RailTickets> 

  <RailTicket> 

   <TicketType>1</TicketType> 

   <OperatorCode>TRA</OperatorCode> 

   <TrainNo>218</TrainNo> 

   <LineID>EL</LineID>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非電子票證資料XML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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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ginStationID>1008</OriginStationID> 

   <OriginStationName>台北</OriginStationName> 

   <DestinationStationID>1715</DestinationStationID> 

   <DestinationStationName>花蓮</DestinationStationName> 

   <RideDate>2017-05-30</RideDate> 

   <EntryTime>17:35:00</EntryTime> 

   <ExitTime>19:30:00</ExitTime> 

   <PaymentPrice>440</PaymentPrice> 

  </RailTicket> 

  <!--…………………………… --> 

 </RailTickets> 

</RailTicketList>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
- 非電子票證資料CSV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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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dateTime,TicketType,OperatorCode,TrainNo,LineID,OriginStationID,OriginStationName,DestinationStationID,

DestinationStationName,RideDate,EntryTime,ExitTime,PaymentPrice 

2017-05-30 17:32:10,1,TRA,218,EL,1008,台北,1715,花蓮,2017-05-30,17:35:00,19:30:00,440 



16

說明議程



票證資料處理與傳送流程

票證資料上傳作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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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市區客運業者

匯流平臺

公總/縣市
政府主管機關

軌道業者



傳送方式

線上傳送：SFTP（Secure File Transfer Protocol）

離線方式：以儲存媒體提供

傳送方式區分

單月原始資料<=20GB：SFTP或儲存媒體

單月原始資料>20GB：儲存媒體

票證資料上傳作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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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平臺
SFTP Server

來源單位
SFTP Client

加密通道



上傳資料內容

IC電子票證搭乘紀錄

非電子票證售票紀錄

資料形式

原始資料：依標準格式產製之 CSV 或 XML 檔；檔名依循命名規則

上傳檔案：原始資料檔經加密、壓縮再行上傳；檔名依循命名規則

檔案加密密碼註冊至匯流平臺

傳送頻率

每月乙次，每月下旬彙整前月票證資料傳送「交通數據匯流平臺」

可彈性改為每日傳送乙次（需先經資訊中心評估、確認），每日彙

整三日前票證資料傳送「交通數據匯流平臺」，eg. 15日傳送12日資

料

票證資料上傳作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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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證資料上傳作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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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流平臺測試環境

sftp server：210.59.250.132

上傳工具（匯流平臺Sftp上傳工具、FileZilla…）

上傳檔案名稱

電子票證：yyyymm-dd_ic_TRA_xx.zzz

非電子票證：yyyymm-dd_n-ic_TRA_xx.zzz

名稱說明

第一段：yyyymm-dd - 西元年+月份（+傳送日期，若採每日傳送）

第二段：ic - 電子票證, n-ic - 非電子票證

第四段：營運業者代碼

第五段：xx - 檔案序號, 從 01 編起

地六段：zzz – 附屬檔名

原始資料檔：csv 或 xml

加密壓縮檔：zip或 7z

https://ticp.motc.gov.tw/motcTicket/#publish-tab
https://filezilla-project.org/download.php?show_all=1


匯流平臺Sftp上傳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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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icp.motc.gov.tw/motcTicket/

https://ticp.motc.gov.tw/motcTicket/#publish-tab


https://ticp.motc.gov.tw/motcTicket_Test/tools?tab=verify-tab

標準資料填寫輔助工具
- 匯流平臺資料格式驗證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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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票證資料標準格式
- IC電子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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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中文解釋 備註
ICCardNo 卡號 該票證卡號，Ex:1323486284(10進位)。

ICCardType 電子票證卡種

發行IC電子票證卡種，此代碼EasyCard:為悠遊卡；
iPASS:為一卡通；
icash:為愛金卡；
HappyCash:為有錢卡。

CardUseType 卡別

持卡人之卡別(身分別)，此代碼為
A-普通卡；
B-學生卡；
C-優待卡：C01-敬老優待、C02-愛心優待、C09-其他優待（如軍人卡、

警察卡、孩童卡、員工卡…等）。

TicketType 票種類型

1-單程票（IC卡單趟搭乘填寫單程票）；
2-來回票；
3-回數票；
4-定期票（1日、30天、60天...pass 類）；
5-團體票；
9-其他

OperatorCode 軌道營運業者代碼

台鐵:TRA
高鐵:THSRC
北捷:TRTC
高捷:KRTC
桃捷:TYMC

EntryStationID 刷卡進入車站代碼 實際刷卡車站代碼(採用PTX唯一識別代碼)，Ex:R10
EntryStationName 刷卡進入車站名稱 實際刷卡車站名稱，Ex:台北車站

EntryTime 刷卡進入車站時間
YYYY-MM-DD hh:mm:ss，
Ex:2017-05-30 17:32:10

ExitStationID 刷卡離開車站代碼 實際刷卡車站代碼(採用PTX唯一識別代碼)，Ex:BL18
ExitStationName 刷卡離開車站名稱 實際刷卡車站名稱，Ex:市政府

ExitTime 刷卡離開車站時間
YYYY-MM-DD hh:mm:ss，
Ex:2017-05-30 17:51:50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格式
- IC電子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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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中文解釋 備註

Price 收費價格 原始計價費用，單位:新台幣(元)

Discount 優惠額度 因應優惠所折扣之費用，單位:新台幣(元)

TransferCode 轉乘代碼紀錄

記錄前次與本次所搭乘的運具代碼
01-捷運；
02-公車；
03-客運；
04-臺鐵；
05-高鐵；
06-單車；
07-渡輪；
08-輕軌；
09-停車場；
99-其他
如上一次使用運具為捷運，本次為公車，則填寫0102

DiscountInfo 優惠資訊

優惠折扣內容描述代碼
01-身份優惠；
02-購票優惠；
03-活動優惠；
09-其他優惠
若該次搭乘有符合多種優惠情形，如同時享有身分、購票兩種優惠，則填寫 0103
[註]：優惠大類區分:
身份優惠，依身分取得之優惠，如：學生、敬老、愛心、軍警…等
購票優惠，運輸業者提供之優惠，如：來回、回數、定期、團體、艙等(自由座…)、早鳥…等
活動優惠，政府政策/票卡公司/聯名業者提供之優待，如：市民卡、促銷、聯名刷卡…等
其他優惠，無法歸屬以上三類優惠者

PaymentPrice 實際支付價格
此旅次之實際費用，單位:新台幣(元)
[註]：原則上，實際支付價格(PaymentPrice) = 收費價格(Price) -優惠額度(Discount)



軌道票證資料標準格式
- 非電子票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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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名稱 中文解釋 備註

TicketType 票種類型

1-單程票；
2-來回票；
3-回數票；
4-定期票（1日、30天、60天...pass 類）；
5-團體票；
9-其他

OperatorCode 軌道營運業者代碼

台鐵:TRA
高鐵:THSRC
北捷:TRTC
高捷:KRTC
桃捷:TYMC

TrainNo 車次號碼 Ex: 218(次)

LineID 營運路線 路線名稱，Ex: EL

OriginStationID 票面起站車站代碼 票面起站車站代碼(採用PTX唯一識別代碼)，Ex: 1008

OriginStationName 票面起站車站名稱 Ex:台北

DestinationStationID 票面迄站車站代碼 票面迄站車站代碼(採用PTX唯一識別代碼)，Ex: 1715

DestinationStationName 票面迄站車站名稱 Ex:花蓮

RideDate 乘車日期 YYYY-MM-DD，Ex:2017-05-30

EntryTime 進站時間 hh:mm:ss，Ex:17:35:00

ExitTime 出站時間 hh:mm:ss，Ex:19:47:00

PaymentPrice 實際支付價格 此旅次之購票費用，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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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站代碼
（PTX資料服務查詢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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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功能：取得捷運路線車站基本資料

API說明：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MetroApi/MetroApi_StationOfLine

API格式：/v2/Rail/Metro/StationOfLine/{Operator}

API範例（以JSON格式取得前30筆高雄捷運之車站資料）：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v2/Rail/Metro/StationOfLine/KRTC?$top=30&$format=JSON

API功能：取得臺鐵車站基本資料

API說明：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TRAApi/TRAApi_Station

API格式：GET /v2/Rail/TRA/Station

API範例（以JSON格式取得前30筆臺鐵之車站資料）：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v2/Rail/TRA/Station?$top=30&$format=JSON

API功能：取得高鐵車站基本資料

API說明：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THSRApi/THSRApi_Station

API格式：GET /v2/Rail/THSR/Station

API範例（以JSON格式取得前30筆臺鐵之車站資料）：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v2/Rail/THSR/Station?$top=30&$format=JSON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MetroApi/MetroApi_StationOfLine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v2/Rail/Metro/StationOfLine/KRTC?$top=30&$format=JSON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TRAApi/TRAApi_Station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v2/Rail/TRA/Station?$top=30&$format=JSON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THSRApi/THSRApi_Station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v2/Rail/THSR/Station?$top=30&$format=J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