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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駁輕軌駁二蓬萊站至哈瑪星，接駁人次超過3,500人

蔡總統首次搭乘自駕小巴
2017/10/1–10 生態交通全球盛典

照片來源: 總統府

照片來源: 總統府

EZ10活動盛事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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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駕駛小巴全台首次試乘體驗
陳菊市長在台首次搭乘

    專業自動駕駛技術於大眾運輸規劃論壇

7Starlake x 高雄
2017/6/7 駁二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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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駕小巴in
亞洲新灣區

高雄市致力推動智慧城市與智慧交通，勇於實驗新的解決方案， 
10月成功地在全球生態交通盛典引進智慧自駕小巴擔任活動接
駁車，體驗綠色運具環保低碳的優點，11月6日至30日，自駕小巴
在高雄亞洲新灣區提供長時間的在地試乘服務，涵蓋了自駕小巴
所積極推動的園區接駁及港灣觀光的雙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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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介紹



參與方式

一般民眾

團體預約

1.   一般民眾可至各站點「現場排隊」等候上車。

2.  一般民眾可網路預約當週週六、日上午10:00～12:00， 
 網址請見 報名頁面QR Code

 3.  團體報名需經過主辦方確認時段安排後才算預約成功， 
 報名說明請見 報名頁面QR Code

報名頁面

2017年 11月6日至11月30日

週一到週五 - 上午12:00～13:00，下午4:00～7:00 
週六日 - 上午 10:00～12:00（提供線上預約），下午3:00～7:00

（歡迎十人以上學校、機關、企業等團體預約試乘）
  週一到週五 - 上午10:00～12:00 

（本時段主辦單位保留是否開放現場民眾試乘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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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點路線
說明

1.  輕軌C7站
  (輕軌C7軟體園區站旁)

2. 軟體園區站 
 (復興四路，智崴資訊大樓與慶富集團大樓中間人行道上)

3. 輕軌C8站 
 (輕軌C8高雄展覽館站旁)

C9旅運中心站

C8高雄展覽館站

C7軟體園區站

C6經貿園區站

輕軌C7站
軟體園區站 

輕軌C8站

路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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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軟體園區站

C6經貿園區站

使用之EZ10自駕小巴，已於十九個國家服務超過十八萬名旅客，
至今二十二萬公里的無事故紀錄，並遵守高雄市政府規範為本活
動加保新台幣兩百萬公共意外責任險，敬請安心搭乘。

1. 上車試乘即視同同意以下主辦單位之規範。
2. 為確保試乘品質，每趟試乘為「單程體驗」，單趟約15分鐘，以6人(座位)，2人(站位)為原則，額滿為止。
3. 主辦單位視現場天候時段性暫停試乘活動，如遇颱風地震等不可抗之天災依主辦方裁決得宣佈活動暫停。
4. 搭乘者須遵守公共運輸之慣例，並依照工作人員之指引。
5. 為確保試乘活動順利，試乘者若有以下情形，主辦單位得拒絕或終止其體驗之資格：
i.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社會善良風俗。
ii. 騷擾他人、刻意干擾試乘體驗，或行為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
iii. 未著衣物、穿著或攜帶不潔、惡臭或異味之衣著、物品影響他人或公共衛生。
iv. 需他人護送之旅客而無護送人陪同。
v. 隨身攜帶物品之長度、體積造成他人極大不便。
vi. 攜帶危險或易燃物品者。
vii. 違反其他活動單位公告禁止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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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10介紹

綠能交通 智慧新運具
環保、安全、舒適

EZ10 如何運作

應用領域

全電動無人駕駛小巴EZ10，為SAE Level 4 — 高度自動化的智慧型
車輛。可乘載12人(6個座位，6個站位)，現階段自駕模式下，速度會因
行駛路況而有所調整，最高時速限制在20公里/小時，里程時數可達
10小時。全電動動力來源，EZ10具備高效能自我定位及導航系統， 
結合各項新一代感測及領航技術，擁有極為完善的安全機制，遇障礙
物能自動減速或停煞。此外小巴提供無障礙渡板，透過按鈕方式自動
升降，保證乘客上下車的安全與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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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建構和行程規劃 
(MAPPING & SCHEDULING)

車隊管理 
(FLEET MANAGEMENT)

自動和智能 
(AUTOMATED & SMART 
OPERATIONS)

機  場 工業場域 主題樂園 醫  院 大學校園 會議中心



GPS/LiDAR*2
車頂
協助車輛自我定位與地圖建置

2D LiDAR*4 
車身四個角落
防撞機制

主螢幕

攝影機*2
車子內部前後
上方
協助車輛自我
定位與防撞
機制

攝影機*2
前後車身正中央
防撞機制

觸控式螢幕

渡板
無障礙設施

6人座位

外部按鈕*2
開關門，渡板

內部按鈕
開關門，渡板，
緊急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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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10 服務應用

隨著EZ10的引進，「第一哩」與「最後一哩」路接駁的實現指
日可待，尤其在城市棋盤式專用道路的短程移動需求與近
郊應用，串接公共運輸的艱辛與困難將能獲得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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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    門到門交通路程 ( Door-to-Door )

未來    第一哩與最後一哩路接駁 ( First Mile & Last Mile )

低成本、高效能的智慧公共運輸

EZ10在使用上不需任何基礎建設，因此在建置上可避免漫長的建設交
通黑暗期，更提供交通規劃極高的使用彈性與續用性。如今最適合無人
駕駛小巴運用的小運量GRT(Group Rapid Transit) 系統，相較於其他
運輸系統，無論在建設費用和營運成本上都更經濟實惠。



喜門史塔雷克 & EasyMile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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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新里程 EZ10彈性化接駁服務

喜門史塔雷克股份有限公司為提供企業、政府與非政府機構完整方案諮詢、提案與
實施的專業顧問公司。 在「聰明城市，智慧交通」領域有深入的研究及願景，包括無人
駕駛科技、3D LIDAR智慧路口、V2X車聯網、智慧停車、共乘網絡等等。 服務內容從環
境評估、技術協助、系統整合、具體實施到後續追蹤維護，提供完善的服務方案。
至今，EasyMile所研發的EZ10已在19個國家90個點運行，包括亞洲、北美、中東和
歐洲。 2017年更吸引法國鐵路建設公司Alstom投資1400萬歐元。 做為EasyMile在
大中華地區的對應窗口，喜門史塔雷克提供無人駕駛車的銷售、試用推廣、租賃等服
務，並自許能為智慧城市、綠能交通盡心力。

*視客戶需求

服務類型

服務排程

捷運型 服務：

公車型 服務：

個別需求型 服務：

同MRT，站站停靠

EZ10 不會每站停靠，只會根據乘客需求到站停靠

乘客在停靠站或透過行動裝置指定A點到B點的接駁服務，
車隊管理系統會安排最短行車路徑

尖峰時刻

離峰時刻

不停靠 (根據乘客需求停靠) / 固定停靠站

根據乘客個別需求進行A點到B點接駁服務



Level 4自動駕駛小巴EZ10  
power by Intel Core i7解決方案

贊助合作夥伴介紹

自動駕駛小巴最強力的電腦運算心臟由全球領導品牌美商英特
爾所提供的高效能四核心運算Core i7 提供。

Image 
Processing: 

SR200

Driving: 

SR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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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合作夥伴介紹

優惠內容:
限量折扣票劵體驗5D飛行模擬劇院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9號
電話: 07-537-2869

優惠內容:
搭乘渡輪半價
地址: 新光碼頭
電話: (07)226-2888

優惠內容:
限量電影特映票卷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電話: (07)536-5388

在高雄軟體園區有智崴i-Ride體驗中心，以飛行的視
角，邀請您以前所未有的角度重新認識高雄，愛上高雄。

「飛越高雄」等您來親身體驗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是臺灣一家輪船公司，為高
雄市政府之公營事業機構，簡稱高雄市輪船公司、高
輪。其前身為「高雄市公共車船管理處」，於2004年7月
與公車的業務分開獨立運作，目前負責高雄市所有公
共渡輪、觀光遊輪的業務；並規劃公司民營化改革。

期望每個人在城市裡能擁有更好的生活。身為一個從
本土出發的企業，我們想讓在地的美好被看見。而這裡
絕對是大高雄結構歷史最悠久的生活空間，改造後的
台鋁舊廠房，與現代設計合而為一。唯一改變的是生活
文化，從重工業工廠到娛樂休閒，順著這座城市的轉變
軌跡，MLD台鋁試圖提出不同的生活消費想像。在這裡
大家可以與喜愛的事物相遇、與喜愛的活動相遇、與喜
愛的人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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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小巴吃喝玩樂

本次活動結合高雄在地特色商家，憑現場搭乘後回饋「填寫問卷」領取優惠券， 
乘客將能享有獨家優惠，趕快來亞洲新灣區搭乘EZ10 !!!  

*優惠券僅限11月使用*

LOUISA COFFEE

飲品85折
電話:07-9703889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十號一樓

Thomas Chien法式餐廳

憑優惠券於THOMAS CHIEN法式餐
廳用午/晚餐時，贈送單杯葡萄酒一杯
電話: 07-5369436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11號

比爾比夫和牛乾式熟成館

全館商品9折優惠
電話: 07-5351122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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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 library Cafe

憑優惠券點選飯類餐點一份，贈送
Lab紅茶乙杯(不限冰熱)
一張優惠卷限抵用一份餐點
此優惠方案僅限Lab市圖店使用

電話:07-5367659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3樓

A LUZ 簡單品酒

凡來店內消費點一組酒宮格的朋友，
即贈一份莫凡彼雞尾酒冰淇淋，點兩
組送兩份，以此類推
電話: 07-3384848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293號

卡契芬咖啡中鋼店

豆子全面8折 / 飲品一律8折
電話: 07-9769890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23號1樓
     (中鋼集團會館)

孫家小館

全店商品9折優惠
電話:07-5366755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23號
     (中鋼集團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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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ONE Cafe

於LAONE Café早餐、午餐、下午茶、
晚餐時段用餐，可兌換一個乳酪塔 
(一天限量30個)

電話: 07-5363715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11號

道騰國際商務中心

物聯網智能會議室租賃- 7折優惠
(30% Off)

美式矽谷風洽談活動空間- 6折優惠
(40% Off) 
( 以上活動限平日;星期一到星期五:9:00-18:00 )

電話: 07-2626026
地址: <四維館>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99號12樓
<民權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27樓

集盒-KUBIC

集盒護照優惠價15元(原價39元)
一人一護照，持完整護照可享進駐新創店家共14家各優
惠乙次，限於護照內頁蓋章兌換，展覽不限進場次數

電話: 07-3347310
地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5號

UBER

新用戶輸入優惠序號“7Starlake”，
享首2趟150元車資折抵
(限高屏地區上下車，單趟最高折抵1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