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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函 

   地址：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綜合一館11樓 

   聯絡電話： 03-5131335 

   傳真：03-5720844 

   承辦人：吳小姐，Email:nctrd.nctu@gmail.com 

 

受文者：如正副本所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07月20日 

發文字號：（107）交大北區中心字第107010號 

速別： 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檢送本中心辦理「運輸講堂」之八月份開課課程報名表，請貴單位

核派相關業務人員報名與會，請查照。 

說明： 

一、 本中心獲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計畫之補助，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成立「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

心」，推動地方運輸人才培訓，強化學界與產業、政府部門間合作。 

二、 擬訂於以下日期辦理八月份「運輸講堂」，上課時間與地點如下。 

課程名稱 日期時間 地點 

公共運輸與電子商務 

創意結合 

107 年 08 月 07 日(二) 

09:00~12:00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

四樓第一教室 

【上半場】因應超高齡

社會之小客車運輸服務

推動策略 

【下半場】公共運輸服

務的設計思考 

107 年 08 月 09 日(四) 

13:30~16:30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

三樓視聽教室 

我國東部區域 DRTS 發

展現況、議題、挑戰、

機會與創新服務 

107 年 08 月 14 日(二) 

09:00~12:00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

三樓視聽教室 

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談

運輸管理之應用 

107 年 08 月 28 日(二) 

13:30~16:30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

三樓視聽教室 

三、 本課程歡迎辦理相關公、私部門從業人員免費報名參加。 

四、 公部門參加課程者，可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五、 本中心 107 年度預計開授之課程，共分為五大面向，對於本期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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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員，除了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外，若能夠完整上完某一個面

向至少三分之二的課程，並經測驗合格後，將由本中心發給證書，

證明該學員已經在此面向獲得完整的專業訓練。 

六、 當日會準備講義及餐點，若您臨時無法前來，請來信或來電取消。 

正本：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交通

部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 運務處、基隆市政府公車處、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基隆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桃園市政府捷運工程處、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新

北市政府交通局 綜合規劃科、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運輸管理科、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臺北市政府交

通局、臺北市政府交通局公共運輸處、臺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工程處、

臺北市政府交通部停車管理處、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臺北

市交通事件裁決所、宜蘭縣政府建設局、金門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

連江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連江縣政府交通局、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乙泰通運有限公司、三重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

有限公司、中國民國遊覽車客運業品質保障協會、中華民國遊覽車客運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興大業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公共汽

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公共汽

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光華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縣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宜蘭縣遊

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金門縣遊覽車客運商課同業公會、阿羅哈通運

股份有限公司、指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皇家客運有限公司、首都

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國光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市公共汽車客運商業

同業公會、基隆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基隆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淡水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統聯旅運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公共汽車

客運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遊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新北汽車客運股

份有限公司、葛瑪蘭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葛瑪蘭通運股份有限公

司、臺北市公車聯營管理委員會、臺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豪泰汽

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亞聯工程顧問公司、易緯工程顧問公司、鼎漢國

際工程顧問公司、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景翊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金門

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連江縣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 

副本： 交通部路政司、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北區區域運輸

發展研究中心（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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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摘要表 

課程主題 

公共運輸與電子商務 

創意結合 

授課教師 李俊仁 

授課日期 107 年 8 月 7 日(星期二) 授課時段 9:00~12:00 

授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四樓第一教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 號) 

講師經歷 

兄弟飯店活動推廣部主任 3 年 

富邦銀行行銷主任 3 年 

葛瑪蘭客運協理 10 年經歷 

課程簡介 

如何利用需求反應預約機制，有效推廣校園公車 

整合電子商務套票優勢，達成公共運輸一票到底之目的 

課程大綱 

公車進進校園 QR 碼專案 

公共運輸電子商務套票專案 

授課教材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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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運輸與電子商務創意結合」課程報名表 

講授教師： 葛瑪蘭汽車客運李俊仁協理 

授課時間： 107 年 08 月 07 日(星期二) 09:00~12:00 

上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四樓第一教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號) 

報名方式： (1) Facebook粉絲團：搜尋「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填寫表單，網址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NorthTWTRC/ 

(2) Email：報名表請寄至 nctrd.nctu@gmail.com 

聯絡人及電話： 吳小姐 03-5131335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註：身份證字號僅供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之用。 

 

 當日會準備講義及餐點，若您臨時無法前來，請來信或來電取消 

 請於 7 月 31 日(二)17:00 前報名。 

 

 

 

 

 

 

 

 

mailto:報名表請寄至janewu268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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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摘要表 

上半場(13:30~14:30) 

課程主題 
因應超高齡社會之小客車運

輸服務推動策略  
授課教師 史習平 

授課日期 107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 授課時段 13:30~14:30 

授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三樓視聽教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 號) 

講師經歷 
中華大學企管系講師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研究員 

課程簡介 

依國家發展委員會估計，我國正逐步從「高齡化社會」進

入「超高齡社會」，民國 120 年我國老年人口比例將逼近

25% ，人口老化伴隨而來的衰老和慢性病，相對失能人口

也可能大幅增加，因而導致長期照顧需要以及就醫、復健

等，因此，無障礙小客車之運輸服務需求將逐步增加。透

過規劃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發展環境與推動策略，以因

應未來社會之運輸需求外，更整合資通訊技術以建構身心

障礙者、高齡者及失能者無障礙友善環境，提升其行動自

主性，解決其日常生活交通需求，擴大生活及社交領域，

融入社會。 

課程大綱 

1. 社會人口結構與運輸服務 

2. 分析行動不便者的小客車運輸服務課題與對策 

3. 特約車隊運作機制與發展構想 

4. 試辦計畫階段成果 

5. 研提無障礙小客車運輸服務未來推動方向 

授課教材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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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場(14:45~16:45) 

課程主題  公共運輸服務的設計思考 授課教師 張勝雄 

授課日期 107 年 8 月 9 日(星期四) 授課時段 14:45~16:45 

授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三樓視聽教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 號) 

講師經歷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教授 

課程簡介 
以設計思考為基礎，討論如何運用此一概念發展更符合使

用者需求的公共運輸服務。 

課程大綱 

1. 什麼是設計思考？ 

2. 公共運輸的本質 

3. 公共運輸為什麼需要設計思考？ 

4. 發展公共運輸如何設計思考？ 

授課教材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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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運輸議題分享」課程報名表 

講授教師： 上半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史習平研究員 

下半場：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張勝雄教授 

授課時間： 107 年 08 月 09 日(星期四)  

上半場：13:30~14:30 

下半場：14:45~16:45 

上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三樓視聽教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號 3樓視廳教室) 

報名方式： (3) Facebook粉絲團：搜尋「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填寫表單，網址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NorthTWTRC/ 

(4) Email：報名表請寄至 nctrd.nctu@gmail.com 

聯絡人及電話： 吳小姐 03-5131335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註：身份證字號僅供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之用。 

 

 當日會準備講義及餐點，若您臨時無法前來，請來信或來電取消 

 請於 8 月 2 日(四)17:00 前報名。 

  

mailto:報名表請寄至janewu268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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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摘要表 

課程主題 

我國東部區域 DRTS 發展現

況、議題、挑戰、機會與創新服

務 (Issues,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Innovative 

Service of DRTS in Eastern 

Taiwan.) 

授課教師 陳正杰 

授課日期 107年 8 月 14 日(星期二) 授課時段 9:00~12:00 

授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三樓視聽教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號) 

講師經歷 

現職： 

國立東華大學運籌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簡歷： 

東部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美國聯邦運輸部運輸統計局    物流分析師 

交通部高鐵局                約聘工程司 

學歷： 

美國馬里蘭大學 土木工程所運輸組  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 交通運輸研究所      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 運輸工程與管理學系  學士 

課程簡介 

我國東部區域居民人數偏低且居住聚落過度分散，先天

環境不利公共運輸發展，業者往往因不堪長期虧損而減少運

行班次數，致使居民難以透過公路客運或其他公共運輸服務

滿足「行」的需求，必須以私人運具作為主要交通工具；此

外，近年因人口負成長、及青壯族群外移等因素，導致偏遠

地區居民多為未成年學生及高齡者，年長者及未持有駕照之

青少年必須自行駕車或騎車進行日常活動，進而造成事故增

加與交通安全風險之劇升。 

有鑑於此，為落實照顧偏遠地區民眾及弱勢族群之政

策，政府開始推動偏遠地區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專案，藉由

甲、乙類大客車、九人座或計程車等多元運具之串接，提供

人口密度低、旅次需求不集中的地區民眾透過轉乘與現有地

區客運接駁聯外，方便通勤至學校、醫院或客運服務端點，

滿足其就學、就醫或日常生活之基本民行，並強化當地大眾

運輸系統，吸引私人運具使用者改搭公車，培養未來長期公

共運輸運量，以達政府、業者、居民甚至環境保護之多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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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為強化區域中心之間的交流，協助主管機關規劃、營運

與管理 DRTS系統，藉由此一課程，期能協助政府與業者共同

投入改善民眾之基本民行，並達成永續經營之目標。 

課程大綱 

1. 我國東部區域 DRTS 發展現況 

2. 東部區域 DRTS發展議題與挑戰 

3. 東部區域 DRTS發展機會與創新服務 

授課教材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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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東部區域 DRTS 發展現況、議題、挑戰、機會與創新服務」

課程報名表 

講授教師： 國立東華大學運籌管理研究所 陳正杰副教授 

授課時間： 107 年 08 月 14 日(星期二) 9:00~12:00 

上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三樓視聽教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號 3樓視廳教室) 

報名方式： (5) Facebook粉絲團：搜尋「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填寫表單，網址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NorthTWTRC/ 

(6) Email：報名表請寄至 nctrd.nctu@gmail.com 

聯絡人及電話： 吳小姐 03-5131335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註：身份證字號僅供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之用。 

 

 當日會準備講義及餐點，若您臨時無法前來，請來信或來電取消 

 請於 8 月 7 日(二)17:00 前報名。 

  

mailto:報名表請寄至janewu268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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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摘要表 

課程主題 
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談運輸

管理之應用  
授課教師 呂明頴 

授課日期 107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 授課時段 13:30~16:30 

授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 號) 

講師經歷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 海量資料分析研究中心 兼任研究員 

東吳大學 人工智慧應用研究中心 兼任研究員 

東部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協同主持人 

課程簡介 

資料科學在各行業之重要性日漸提升，本課程將先從大數

據到人工智慧的發展開始，讓大家對資料科學進一步的了

解。其中，資料是資料科學領域的重要元素，品質的好壞

會影響後續的應用結果，因此，第二部分將討論如何收集

有價值的資料。第三個部分，將介紹如何透過分析數據洞

悉使用者（駕駛人、乘客等）行為。第四部分將介紹資料

科學在交通運輸的創新的應用，最後一部分將討論資料科

學在運輸領域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課程大綱 

1. 大數據到人工智慧 

2. 收集有價值的資料 

3. 分析數據洞悉使用者行為 

4. 利用資料科學進行創新管理 

5. 資料科學在運輸領域的挑戰 

授課教材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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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數據到人工智慧談運輸管理之應用」課程報名表 

講授教師： 東吳大學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呂明穎助理教授 

授課時間： 107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 13:30~16:30 

上課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台北校區三樓視聽教室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118號 3樓視廳教室) 

報名方式： (7) Facebook粉絲團：搜尋「北區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

填寫表單，網址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NorthTWTRC/ 

(8) Email：報名表請寄至 nctrd.nctu@gmail.com 

聯絡人及電話： 吳小姐 03-5131335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服務單位 職稱 連絡電話 E-mail 

 

 

     

 

 

     

      

      

      

註：身份證字號僅供登錄公務人員學習時數之用。 

 

 當日會準備講義及餐點，若您臨時無法前來，請來信或來電取消 

 請於 8 月 21 日(二)17:00 前報名。 

 

mailto:報名表請寄至janewu2686@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