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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全球暖化現象逐漸加劇，許多大城市

推動公共租借自行車系統來滿足都市中短程

旅次的需求。唯目前的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大

多採用 IC卡或 RFID電子收費方式進行，使用

者需至特定地點購買(租借)卡片，取得相當耗

時，且建置成本高昂。本論文提出一個整合無

線網路、快速回應碼(QR Code)與智慧型手機

三大元件，建置一個低成本的『智慧型公共自

行車租借系統』(QR-PBS)， QR-PBS 包含三個

子系統:中央線上租借資料庫子系統、公共自

行車鎖固子系統以及 APP租借子系統。透過無

線網路進行資料交換與控制指令之溝通，建構

出一個高效率、低成本的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

藉由 QR-PBS之提出，希望能提供一個更簡單、

快速與便利的方式租借公共自行車，有效提高

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的使用率，進而達到減少

空氣汙染，建構一個更健康的生活環境。 

關鍵字：無線網路、快速反應碼、應用程

序、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global warming gradually 

intensifying, many large cities are constructing 

public rental bike system to meet the needs of 

short trip in the city. Most of the public bike 

rental systems are using IC cards or RFID, users 

highly time consuming. This paper propose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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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to purchase cards in specific locations and 

"Intelligent public bike rental system" (QR-PBS), 

which is integrated wireless networking, 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 and intelligent mobile 

phone. QR-PBS system composed of three 

subsystems; central online rental database 

subsystem, respectively public bike locking 

subsystem, and renting APP subsystem. These 

three subsystems exchange data and control 

directives via wireless network. Through 

QR-PBS, we can provide a simple, fast and 

convenient way to rent public bicycle,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ublic bike rental 

system. 

Keyword: Wireless Network, QR Code, APP, 

Public Bike Rental System 

1、緒論 

21 世紀以來，由於工業發展快速，加上交

通工具的普遍，石油變成 21 世紀工業發展和

交通工具運作發展最依賴的能源，由於過度開

發和使用，石油這一項能源正面臨著隨時會消

失的問題，另外由於大量的使用石油當交通工

具和工業發展的能源，交通工具和工廠在燃燒

石油的過程中會排放出大量的廢氣，而造成空

氣汙染日益嚴重。因應全球暖化現象逐漸加劇，

先進國家大力推行環保交通工具-自行車來達

到節省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許多大城市

更推動公共租借自行車系統來滿足都市中短

程旅次的需求。唯目前的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



 

大多採用 IC 卡或 RFID 電子收費方式進行，使

用者需至特定地點購買(租借)卡片，取得相當

耗時，且建置成本高昂。本論文提出一個整合

無線網路、快速回應碼(QRCode)與智慧型手機

三大元件，建置一個低成本的『智慧型公共自

行車租借系統』，藉由 QR-PBS 之提出，希望

能提供一個更簡單、快速與便利的方式租借公

共自行車，有效提高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的使

用率，進而達到減少空氣汙染，並且節省能源，

建構一個更健康的生活環境。 

2、相關文獻 

法國的公共自行車起源於 1998 年，由法

國一家清晰頻道戶外控股廣告公司，建置了公

共自行車租貸系統(Clear Channel)，由巴黎

市政府推行一項名為”Vélib”[9]的公共自

行車租用計畫。Vélib 是由法文的腳踏車（vélo）

和自由（liberté）兩個字所組成，合在一起

稱為「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Vélib 系統是

由巴黎市政府和廣告公司 JC Decaux 共同合作，

也是目前規劃這個系統最早的城市。由於出租

站和可以出租的自行車數量都很少，一開始使

用率很低，人們還一度以為是貴族才有權力可

以使用，後來發現是誤會，政府為了提高使用

率，才開始廣增租借車子和租借站。 

隨著法國發起之後，世界各國也紛紛投入，

以荷蘭阿姆斯特丹[7]和丹麥的哥本哈根，這

兩個國家被慣稱為「世界上最友善的單車城市」

在這些國家有 30%的單車都投入到觀光中，由

於風景漂亮，自助旅遊盛行，公共租貸系統在

這些城市被大量使用，對於環境保護和節省能

源達到了很大的社會效益。 

中國大陸杭州在 2008 年五月率先推出

“公共自行車交通系統”，於西湖風景區中、

市中心等旅遊相關區域，設置自行車租車地點。

公共自行車在杭州[4][8]，問世不到一年，日

均車輛租用頻率已經從初期的 0.93 次提高到

了現在的 3.27 次。儘管租車點和自行車數量

在不斷增加，但許多租車點還是出現了“使用

者多於使用自行車輛”的情況，常常出現“租

車難”和“還車難”的問題。 

目前推行這些公共自行車租用系統的遇到的

挑戰分別是： 

(1)、可租借車輛增加和出租站的數量增加，

伴隨而來的是失竊。 

(2)、惡意破壞租借車輛，造成車輛毀損率增

加。 

(3)、租借站車輛使用調度問題，也是需要探

討之問題。 

(4)、公共自行車租借站閒置。 

早期自行車租借系統，使用大量人工管理

之外，造成租借效率低迷，中期由於RFID系統

技術的開發，讓早期使用大量人力的管理工作，

逐漸被這些資訊系統所取代，化繁為簡，但這

些資訊系統由於各有各的系統租借方式，往往

造成人們使用上的不便和不普遍，每使用一個

系統就必須使用特有的租借方式。 

由於網路發展的快速，有人把系統以RFID

和網路Google MAP[2][3]結合起來，透過RFID

來建置自行車的身分認證建立，用數位化方式

來保護個人資料，透過資訊化來處裡大量資料，

透過Google MAP建置出租站附近的地圖導覽，

讓人們使用更方便，資訊更快速取得，有時候

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系統可以了解哪些出租

站的自行車已經被租用完畢，想租借者就不用

前往該處，而是轉往有大量自行車的出租站，

也不至於前往沒有車子可以租借的出租站，而

租不到自行車。 

QR Code(Quick Response Code)，又稱為

快速回應碼，是二維條碼的一種[1][5][10]，

是 1994年日本 Denso-wave設計發明，QR Code

跟普通條碼比起來，具有可儲存大量資料的優

點。 

從過去的自行車租借系統中，我們可以知

道車輛的損毀和遺失是這個租借系統一直以

來的所遇到的最大挑戰，但我們覺得還有一些

因素也是自行車租借系統目前面臨最重要的



 

一些問題，如下： 

問題一 ：租借條件和租借媒介不一樣 

每個國家城市用來做為租借的系統都不

相同，所以租借條件不一樣，每個系統都使用

自己的規格，所以租借條件不一，IC卡租借，

RFID租借，人工租借，申請規定也不相同，每

使用一種系統就必須遵守該系統規定的方

式。 

問題二 ：使用率(使用者使用意願)低落之問

題。 

綜觀公共租借系統推行以來，使用率一直

下降，低落，遲遲一直無法成為人們最後一里

路的最終替代方案，以租借媒介RFID Card[6]

和信用卡來說，在使用前，使用者手上必須擁

有信用卡，或是申辦相關的卡片，才能做為租

借使用，但申請或是購買須到特定的站(銀行)，

以方便性需求觀點來看，一個使用者，無法直

接走到公共自行車租借站，直接可以租借使用

系統，往往需要等待申請審核或者是使用另外

特定媒介(RFID CARD，優遊卡，信用卡)，申

請時還前往特定機構申請，審核使用者身分亦

需時間，這樣的結果往往造成，想使用的使用

者，無法立即可以馬上使用。 

問題三：租借媒介成本高 

使用悠遊卡或是信用卡片租借，核卡發卡

都需要製作卡片，悠遊卡中會用到RFID這個技

術，使用此技術的卡片一張費用不便宜，使用

RFID技術成本遠比QR-CODE還貴，且目前在手

持式裝置中，有關RFID的應用也只是在一般手

持式裝置電池蓋背面裝著一張RFID卡片，來使

用此應用，大部份的手持式系統裡並沒有直接

支援RFID的軟體可以使用，故以架設成本來看，

RFID的系統的開發價格成本還是比QR-CODE價

格要來的貴。 

3、系統分析與設計 

鑒於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使用(使用者)

意願低落的問題，為了提升人們使用此系統的

意願，本論文從簡化租借公共自行車系統租借

媒介開始，從申請程序到擁有租借會員資格，

簡化流程，申請不煩雜、不造成使用者困惱為

目標，目的是希望使用者可以透過這個簡易取

得之租借系統，對公共租借自行車系統，能產

生濃厚的使用興趣。 

 

3.1、APP 租借子系統 

本篇論文的 APP租借子系統的架構設計分

別由上往下的架構分別為:(a)、APPLICATION:

應用層中設計了 QR Code Generator Module 模

組，QR Code Generator 是利用來幫助使用者從

SERVER 下載租借用 QR Code，來讓使用者可

以利用此QR Code跟鎖固租借系統進行租借，

這個模組，是用來讓使用者透過 App client 執

行租借功能，使其租借更方便。 

 

 

圖一、租借 App Client 架構 

(b)、APPLICATION Framework:應用管理層裡，

包含了 Activity Manager、Package Manager、

View Manager，三種物件管理，可以利用這些

物件去構建自己的系統 。 

(c)、Libraries:透過 Libraries 的 open Source

各種資料庫可以供系統設計利用 

(d)、Android Runtime:經過設計，撰寫應用程

式及利用資料庫來儲存資料，最後利用 Open 

source 裡 Android Runtime 裡的 virtual 

Machine，來執行模擬，模擬我們建置系統的

功能。 

(e)、Linux Kernel:在 Linux Kernel 層裡，利

用 Open Source driver 來設計租借 client，



 

本篇論文在此 Linux kernel 用到 Camera 

Driver 、 Wi-Fi/3G(Internet function) 

Driver、Display Driver、USB Driver、Memory 

Driver，利用這些開放資源來提供支援模組功

能。 

3.2、中央線上租借資料庫子系統 

中央線上租借資料庫之功能包含有註冊成

為會員功能，最新消息，景點介紹，自行車路

線簡介，，透過智慧型手機裡的瀏覽器透過無

線網路上網，使用者可以看見網站首頁，首先

點選註冊會員資料，系統會請你填入申請資料，

填寫完畢輸入之後，使用者就成為公共自行車

系統的會員，使用者就擁有線上租借系統的使

用權限，也擁有使用這套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

的使用資格，在中央線上租借資料庫上，可以

查看中央線上租借資料庫的最新公告消息，可

以查詢目前鎖固自行車租借系統，擁有/剩下

多少公共自行車可以進行租借，欲歸還自行車，

目前此租借站還有沒有多餘的停車位可以提

供歸還，另外有出租站附近的風景介紹，可以

讓背包客歸劃行程，當使用者想租借公共自行

車時，可以從 APP 租借子系統，輸入目前的租

借時間，使用者姓名，使用者電話號碼，此時

APP 租借子系統就會傳送一組參數到網路上的

租借中央線上租借資料庫上，當中央線上租借

資料庫收集到 APP租借子系統傳過來的使用者

資料，就會根據送出的 APP租借子系統來源端，

會把資料與會員系統的資料進行比對，當驗證

身分是會員資格，依來源端回傳一組參數回

APP 租借子系統，當 APP 租借子系統接收到目

的端傳回的參數資料時，就會啟動 APP租借子

系統內之 QR Code模組，把來自於中央線上租

借資料庫傳送來的資訊，經過 QR Code模組轉

換，APP租借子系統產生出一張 QR Code圖形，

此時 APP租借子系統之 QR-code圖形就等於一

張已經具有租借系統會員資格的公共自行車

系統的租借卡。 

3.3、公共自行車鎖固子系統 

 

圖二、智慧型快速反應公共自行車租借架構 

鎖固租借系統上裝置有:鎖固系統 GUI人機

介面，搭配鎖固硬體鎖住系統，鎖著自行車，

web camera，當使用者欲使用鎖固系統時，可

以持智慧型手機，搭配手機中從中央線上租借

資料庫下載的 QR-Code 圖形，鎖固自行車租借

系統裝設的 web Camera 時，鎖固系統會呼叫

QR Code Decoder 模組，掃瞄 APP租借子系統

的 QR-Code圖型，QR Code Decoder 解析出 APP

租借子系統之 QR Code 圖形解析出使用者資料，

並把資料透過網路上傳到中央線上租借資料

庫，把解析出來的資料跟網路上的自行車租借

系統資料庫進行核對身分，進行資格審核，審

核使用者是否為本系統會員，是否有資格權限

可以使用本鎖固自行車租借系統，當審核通過，

就能得到使用租借系統的使用許可，此使用者

可以登入鎖固系統人機介面，登入後，鎖固系

統 GUI介面會出現租借腳踏車編號租借鈕，當

你選擇欲租借自行車的編號按鈕，鎖固系統會

透過硬體控制層來控制鎖固系統，告訴鎖固自

行車系統要對哪一台自行車進行開放租借功

能，讓使用者可透過按鈕，選擇欲租借的車子，

對自行車鎖固系統，進行租車(解鎖)/還車(解

鎖)。 



 

4、系統建置與執行 

本論文採用 IBM開發出來的一套平台叫做

Eclipse，它是一套免費的開發平台，此平台

支援很多語言程式，例如有: Java， C++、

Python、PHP 等語言的開發。是一個功能多元

的工具，又可以跨平台整合程式語言，適合用

來開發軟體。 

智慧型 QR Code 租借系統功能，主要的目

的是用來讓公共自行車租借站的會員，當做租

借卡使用，功用讓使用者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

APP，經由網路，下載一張鎖固系統的租借卡，

直接透過鎖固系統的 WEB Camera，去掃描這

個 QR Code 圖形，直接辨別使用者身分，製做

一個租借 APP，讓使用者想租車時，可以當作

跟鎖固自行車系統之間的租借卡使用。 

當啟動租借系統按鈕時，會進入輸入使用者

電話號碼的畫面，提醒使用者需輸入本身的資

訊，如電話號碼，姓名，性別，當中央線上租

借資料庫收到之後，就會回傳字串給 APP租借

子系統，當 APP 租借子系統接收到來自於中央

線上租借資料庫子系統傳回的字串，會把字串

資料，放到 APP 租借子系統的 QR Code 模組，

QR Code 模組會對字串進行 QR Code 的轉換，

QR Code模組把字串轉成一張 QR Code的圖形，

然後可以拿著 APP租借子系統對鎖固自行車系

統進行租借。 

在 Eclipse 中 利 用 Socket Server 和

Socket Client的點對點傳輸功能，在Eclipse

本機端同時模擬 SERVER和 CLIENT， Socket 

Server 所指的是本論文中雲端上的公共自行

車線上資料庫/系統，Client所指的是本論文

中所提到的Intelligent QR Code App client，

在Socket Server上建立的連接port，做為跟

Client溝通的port，在Client方面，建構一個

文字輸入表單，和一個輸入按鈕，另外在lib

階層中，分別加入兩個library模組，一個是

core.jar，一個是javsse.jar。 

 

圖三、Socket Server and Socket Client 

 

當Server和Client的project分別建置好

之後，就進行實驗，執行時先啟動SERVER，當

看到Eclipse Console出現Server Start…，

再啟動Socket Client project，出現輸入畫

面時，這時候在表單中輸入跟上面提示文字訊

息一樣的字串，如:手機號碼，輸入系統的欄

位之後，按下欄位下方的送出按鈕，此時租借

系統Client就會利用Linux開放資源核心端，

啟動Linux核心中的Linux Driver，透過網路，

把這一個字串透過表單的方式傳送到網路上

給租借系統中的線上租借資料庫/系統，告知

中央線上租借資料庫子系統，目前有一個會員

想租借鎖固系統自行車服務，當中央線上租借

資料庫子系統接收到來自租借系統中的APP租

借子系統，所傳來的字串訊息時，會先進行會

員資格驗證，確認此會員電話號碼是否為線上

租借系統的註冊會員，當確認租借系統傳來的

會員資料，是租借系統的會員時，線上租借資

料庫系統會再次透過網路協定，把剛驗證過的

會員資訊，透過網路傳送回APP租借子系統，

輸入租借會員資訊的輸入畫面設計，透過Form

和 button的程式設計，設計出來的一個典型

傳送表單，透過此畫面，設計租借系統的輸入

使用者資料畫面。  

當 APP租借子系統接收到來自於中央線上租

借資料庫子系統的字串之後，會再把這個字串



 

送給 QR Code 模組經過 QR Code 的轉換，把字

串轉成二維條碼，讓使用者可以透過智慧型手

機把 QR Code 顯示圖形出來，並將此張 QR Code

做為租借卡使用，當使用者把這張圖靠近租借

鎖固自行車租借系統，可以透過有 QR Code 畫

面，搭配鎖固系統上的 web camera 進行鎖固

系統之解鎖動作，並且可以成為租借會員身分

的辨識認證用 

5、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近年來，油價節節高昇，物價齊漲的年代

裡，隨著環保風盛行，越來越多的國家為了減

少各式各樣的廢氣排放和開發挖掘新能源，而

想盡方法，為了尋找替代能源，投入大量經費

在研究上，以交通工具排放的廢氣最嚴重，演

化到目前為止，很多國家轉而推行環保交通工

具，於是一個基於公共使用，環保的又節能的

公共租借自行車系統誕生，公共自行車系統租

借站，目的是想為人們提供了最後一里行的延

伸，為達到節省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提

供了一個最佳的解決方案，公共自行車租借系

統也被人們稱為綠色交通載具。 

此系統帶來的優點有： 

一、縮短租借時間，減少管理人力浪費。  

二、提高使用者(租借)意願，提高使用率。 

三、使用門檻低，使用方便容易。 

以此行動智慧型通訊系統當基本，未來有

很多應用可以因為它而產生，比如說：把行動

通訊型系統，功能擴充，讓這個系統與各銀行

接軌，可以把貨幣電子化，開車子的門，也可

以用來當汽機車辨識啟動的媒介，可以搭飛機，

搭公車，可以買東西，更可以拿來當學生上課

點名的系統，可以遠端跟數位家庭做一個結合，

所有的資料都放在雲端上，隨時隨地取用，不

但增加方便性，也可以增加安全性有一天甚至

可以取代大型電腦 PC 的存在，因為攜帶變得

更薄，服務享受也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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