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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須知 

平台介紹 

開放資料介接 

創意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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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說明 
需使用臺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taipei)上之資料集，發揮創意製作之行
動應用服務(不指定作業系統平台)。(不限組別) 

報名資格 
1.凡持有全國大專校院及碩博士班學生身份都可參加。 
2.每隊不超過8人，需有一名指導老師。 

評分項目 

(初賽) 

1. 創新性  50% 
2. 擴充性  50% 

(決賽) 

1. 創新性  30% 
2. 實用性  30% 
3. 擴充性  15% 
4. 系統文件完整性  15% 
5. 說明展示表達能力  10% 

評審 評審團成員由競賽委員會及臺北市政府廣邀產、學代表共同組成 

獎勵方式 

第一名：新臺幣50,000元及獎盃乙座 
第二名：新臺幣30,000元及獎盃乙座 
第三名：新臺幣10,000元及獎盃乙座 
佳作(2名) ：新臺幣5,000元 
得獎隊伍的指導老師及該隊的學生成員均可獲得由臺北市政府資訊局、經濟
部工業局、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及資管學會共同頒發的中英文獎狀乙紙。  
得獎作品著作權屬該團隊，但需無償提供給臺北市政府予社會大眾免費下載
使用。 

備註 
得獎隊伍須填寫著作授權同意書，作為政府資料開放推廣用途之公開展示。 
(非指OpenSource授權，僅授權臺北市政府推廣展示用) 

http://data.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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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網址：  
http:// data.taipei/ 

開發指南，相關網址：
http://data.taipei/opendata/developer 

範例程式碼(Java,Nodejs):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資料開放平台連繫窗口： 

     電子郵件：services@mail.taipei.gov.tw 
     聯繫電話：02-27208889 分機：2858(李正賢) 

http://data.taipei/opendata/developer
http://data.taipei/opendata/developer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mailto:services@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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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F格式(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RDF格式使用了Web識別字技術(統一資源識別
字,Uniform Resource Identifiers) 

就是…藉由參數可以篩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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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開放平臺提供介接API：可藉由參數篩選取得
資料，例如http://www.taipei.gov.tw/doit#name
可以識別到「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http://www.taipei.gov.tw/doit#location可以識
別到「臺北市信義路1號」 

雲端平臺不支援API(即時交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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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程式碼：Node Js 

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Step 2: Install mysql-server 

Step 3: Install git 

Step 4: 從github上下載範例程式 

介接步驟 

Step 5:安裝redis-server,node(nodejs-legacy)跟npm 

Step 6:安裝node js相關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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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 

Step 7:import schema.sql (mysql -u username -p 
database_name(bus) < schema.sql) 

Step8:ru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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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程式碼：Node Js 

建議配備:一臺linux工作站(沒有的話可以用virtual box架) 
Azure,AWS等皆有提供雲端VM 

介接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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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至https://www.virtualbox.org/wiki/Downloads下載軟體 

 

 

 

 

 

 

介接步驟-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https://www.virtualbox.org/wiki/Downl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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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https://www.ubuntu-tw.org/modules/tinyd0/下載OS軟體 

發行版選伺服器版本，版本選擇16.4LTS，電腦架構依本機電腦架構
確認(在開始->電腦->(按右鍵)內容可以確認電腦架構) 

 

 

 

 

介接步驟-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https://www.ubuntu-tw.org/modules/tinyd0/
https://www.ubuntu-tw.org/modules/tinyd0/
https://www.ubuntu-tw.org/modules/tiny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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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untu ISO下載點請選擇國網中心(比較快跟穩定) 

 

 

 

介接步驟-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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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新增 

作業系統選擇Linux，版本選Ubuntu，如下圖 

之後都按下一步或安裝即可 

 

 

 

 

 

介接步驟-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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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機器建立完成之後，開始啟動 

介接步驟-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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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選取啟動光碟」 

選取剛剛下載的ubuntu OS檔案 

介接步驟-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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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English 

選擇安裝Ubuntu Server 

Country 選Other->Asia->Taiwan 

Detect KeyBoard Layout選No 

其他的選項選擇US即可 

介接步驟-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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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Name輸入任意英文 

User Account輸入想取的帳戶名稱(不能取admin)如taipeiod 

輸入密碼(要記好，不然只能重灌) 

完整安裝參考說明網址：https://magiclen.org/ubuntu-server-16-
04 

 

 

介接步驟-Step 1: Install VirtualBox 

 

https://magiclen.org/ubuntu-server-16-04
https://magiclen.org/ubuntu-server-16-04
https://magiclen.org/ubuntu-server-16-04
https://magiclen.org/ubuntu-server-16-04
https://magiclen.org/ubuntu-server-16-04
https://magiclen.org/ubuntu-server-16-04
https://magiclen.org/ubuntu-server-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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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Step 2: Install mysql-

server 
 
於畫面上輸入sudo apt-get install mysql-server 

輸入y 

設定root 密碼 

安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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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Step 3: Install git 

於畫面上輸入sudo apt-get install git 

安裝完成 

git = 開源網站github的套件，可以將github網站上的程式碼快速的
copy下來或fork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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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Step 4: 從github上下載範例程式 

輸入指令:git clone  https://github.com/tpe-
doit/OpenData_Demo 

輸入ls確認 

 

 

 

 

 

下載完成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https://github.com/tpe-doit/OpenData_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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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Step 5:安裝redis-server,node(nodejs-legacy)跟npm 

於畫面上輸入sudo apt-get install nodejs-legacy 

輸入y 

於畫面上輸入sudo apt-get install npm 

輸入y 

安裝完成 

Npm:專門用來下載nodejs的相關程式模組的套件 

於畫面上輸入sudo apt-get install redis-server 

輸入y 

安裝完成後啟動redis-server:/etc/init.d/redis-server start 

輸入linux 帳戶登入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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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Step 6:安裝node js相關套件 

範例程式需要的套件: 

node-schedule,功能:定期執行 

sequelize,功能:執行sql用 

bluebird,功能:循序執行用 

shell-escape,功能:執行系統script 

Redis,功能:In-memory Database client 

Mysql,功能:node js用的mysql client套件 

以上套件都可以用npm install 下載，如npm install node-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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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Step7.匯入資料庫 

切換到OpenData_Demo資料夾下(cd opendata_demo) 

登入mysql command: 輸入mysql –u root –p 

建立database:輸入create database bus 

登出mysql command:輸入exit 

輸入mysql -u root -p bus(DB名稱) < schema.sql 

匯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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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Run it! 

啟動redis server:輸入/etc/init.d/redis-server start 

修改example.config.js的db連線資料 

(資料庫的port 可以用netstat –tln確認，mysql預設為3306，
postgres為5432) 

輸入node fetcher.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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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進入DB檢視成果 

Mysql –u root -p進入mysql command line 

輸入「use bus;」 

輸入「show tables;」可以檢視database 

輸入「select * from routes;」可以檢視路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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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以ssh連線檢視中文資料 

Ubuntu server上無法直接檢視中文，需透過ssh 連線 

輸入sudo apt-get install openssh-server 

輸入ifconfig確認虛擬機器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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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以ssh連線檢視中文資料 

在本機上，找到command視窗(開始->輸入cmd) 

輸入ipconfig確認虛擬機器分配到的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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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以ssh連線檢視中文資料 

進入虛擬機器上的裝置->網路->網路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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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以ssh連線檢視中文資料 

點選連結埠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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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以ssh連線檢視中文資料 

主機IP輸入在本機電腦上找到的虛擬機器分配到的IP 

客體IP輸入虛擬機器裡找到的IP 

連接埠都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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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接步驟-以ssh連線檢視中文資料 

然後就可以用ssh連線視窗檢視中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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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code 

1.download eclipse (分為Java SE版、Java ME版跟Java EE版)，這邊我
們用的是SE版 

2.import file 

3.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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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運用方式 

建立服務介面(node js介面可以參考Materialize,D3.js) 

Java可以使用Spring MVC(Java EE)架構 

http://materializecss.com/
https://d3j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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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安置及相關認養前置作業完成， 
隔日即可在平台找到認養資訊!! 

市民發想-認你養 
可以瀏覽/認養臺北動保處開放認
養的小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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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熱點覆蓋率超高!!! 

市民發想-台北WIFI熱點搜尋 
可線上/離線搜尋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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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ke 
獨創”預估等待時間”及臺北市單車道
資訊全收錄 

UBike租賃站多，借車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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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共場所的哺乳室都查得到!! 

市民發想-台北市 優良哺集乳室 
提供全臺北市友善哺乳場所，方便哺
乳媽媽使用 



48 

資料來源：
http://foodtracer.taipei.gov.tw 

收錄了全臺北市學校、
夜市、賣場與連鎖店等
食材資料，並有豐富圖
片資訊~ 

http://foodtracer.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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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臺北公車之王 307 ，每日發車高達 780 

班次，載客七萬人，影響相當多市民/乘客
。 

這項視覺應用分析307的軌跡，發現發車的
時間雖然固定正常，在離峰時間到站的間
距也正常，不過在尖峰時間會有班車群聚
的情形證明市民覺得車子不來的時候都不
來，來的時候就好幾台的感覺的確不是假
的。 

透過視覺的呈現，可以提供交通局公車班
次規劃及管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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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個優秀的施工資料視覺化作品 

 

將施工資料採machine learning作法採k-

means的方式分群，進行施工特徵的分類，
共可分出“建設施工類”和“搶修工程類
”等4類，最有趣的是搶修工程類中的自來
水搶修類，有幾個區里特別容易發生，這
些資訊其實反映了一些狀況，也可以作為
管線維護或搶修預測的參考 

 

結論：資料若夠多，就可以做更多預測和
觀察。此框架也可用在其他不同種的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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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難度 
                公車： ★★★★★ 
                捷運： ★★★ 
            停車場： ★★ 
即時道路速率： ★★ 
         Youbike： ★★ 

市民發想-公共運輸顯微鏡 
以視覺化拓樸概念呈現不
同時段的交通運輸資料 

市民發想-Park&Bike123
整合停車場與YouBike服
務產生新型態服務 

點我 

http://demo.datarget.com.tw/Trip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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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強公車辨識度 
二、即時資訊應用 
(塞車預警、路段異常警示) 
三、進出城車輛預估 
即時道路速率 

http://data.taipei/opendata/datalist/datasetMeta?oid=b5aaf33a-a6dc-4836-bce6-09986241fe11
http://data.taipei/opendata/datalist/datasetMeta?oid=b5aaf33a-a6dc-4836-bce6-09986241fe11


53 

點我 

http://data.taipei/opendata/datalist/datasetMeta?oid=cf99a624-2e18-4d9e-84de-105cd15d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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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謝謝~ 
資料開放平台連繫窗口： 

     電子郵件：services@mail.taipei.gov.tw 
     聯繫電話：02-27208889 分機：2858(李正賢) 

mailto:services@mail.taipei.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