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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遊 (TimePipe Go) 
旅遊者的智慧工具 

 旅遊計劃 

 遊記撰寫 

旅遊者的即時導遊 

 路線查詢 

 臨時變更行程 

 同伴聊天聯繫 

 定點即時提示 

旅遊者的社群平台 

 行程分享與查詢 

 社群、粉絲團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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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遊 (TimePipe Go) 

—— 下載與安裝 
 iOS 

 https://apps.apple.com/tw/app/timepipe-go/id1438815240 

 或是到 App Store 搜尋 “TimePipe Go” 並安裝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imepipe.go 

 或是到 Google Play 搜尋 “TimePipe Go” 並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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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設定 ——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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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 email 與手機號碼註冊 

透過 email 或手機簡訊傳送驗證碼 



起始設定 —— 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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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頁顯示公開旅程與清單 

只有符合目前語言設定的旅程才會顯示 

必須改變設定才能看到不同語言的旅程 



起始設定 —— 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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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的預設是根據硬體裝置的語言設定 

如果要改變語言設定 

 點選「關於我」頁右上方的「設定」按鈕 

 點選「系統語系」選擇語言，app 關閉後，請再啟動 



起始設定 —— 帳戶與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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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關於我」頁右上方的「設定」按鈕 

點選「帳戶資訊」—— 同時支援多種方式登入 

點選「隱私」—— 選擇公開或隱藏個人資訊 



旅遊者的智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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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計劃 —— 建立新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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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探索」頁或「我的旅程」頁右下方的「+」 

點選「建立旅程」 

輸入「旅程名稱」（其他資料可稍後再加），點選「建立」 



旅遊計劃 —— 加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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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旅程頁右側中間的「新增景點」按紐 

選擇當日想要去的區域（也可用關鍵字搜尋） 

螢幕顯示該區域的景點 



旅遊計劃 —— 加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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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任一地點右側的「+」，把該地點加入旅程 

下拉操作介面，顯示地圖與地點位置 

點選任一地點，顯示該地點的詳細內容 



旅遊計劃 —— 加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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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查詢「景點」、「餐飲」、「住宿」、「口袋地點」 

下拉操作介面，顯示地圖與各類地點的位置 

查詢範圍以地圖目前的區域為優先 



旅遊計劃 —— 加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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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搜尋」按鈕，在「搜尋」頁用關鍵字搜尋地點 

下拉操作介面，顯示地圖與所找到地點的位置 

搜尋範圍以地圖原本的區域為優先 

 



旅遊計劃 —— 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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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增景點之後，按「<」回到行程表，地點已被加進旅程 

點選「增天」和「減天」按鈕，調整旅程的天數 

點選「排序」按鈕（在「新增景點」左側），調整各地點的順
序、到訪日、交通方式 

 



旅遊計劃 —— 備選地點與口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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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天」序號左邊的「 」，新增景點為本旅程的備選地點 

在地點詳細內容頁，點選「放口袋」按鈕，把地點加到「口袋
地點」，作為未來參考 



旅遊計劃 —— 地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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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下行程表，顯示地圖 

點選各天序號或「 」， 顯示當天地圖或備選地圖 

左右滑動底部的地點滑條，瀏覽地點與地圖上的位置 



旅遊計劃 —— 地點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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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各地點的「備註」按鈕 ，幫該地點加上條列式的備註 

 各列的備註可以獨立修改或刪除，但是尚無排序功能 

 儲存之後，回到行程表，可以看到備註已被加到該地點 

 在旅程當中，到達地點時，對應的備註會自動顯示，提醒使用者 



旅遊計劃 —— 地點照片與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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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各地點的「照片」、「遊記」，幫該地點加上照片或遊記 

儲存之後，回到行程表，可以看到照片或遊記已被加到該地點 



旅遊計劃 ——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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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旅程頁的「編輯」按鈕，修改旅程基本資料 

 照片、名稱、出發日期、說明、同伴編輯權限、類別、標籤 

更新之後，回到行程表，可以看到新的資料 



旅遊計劃 ——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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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旅程頁的「成員」按鈕，邀請並顯示旅遊同伴資料 

透過手機號碼、Email、聯絡人、掃描 QR 條碼來邀請 

邀請之後，可以看到新的成員資料 



旅遊計劃 —— 遊記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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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旅程頁右上方的「遊記」按鈕，顯示遊記格式 

上下滑動瀏覽整個遊記 

點選遊記左上方的「<」，回到行程表格式 



清單與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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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與旅程不同，清單集合了一些具有共通性的地點 

 點選「建立清單」選項，建立新的清單 

 內容不分「天」，地點也沒有特別的順序 

 社群式管理 —— 如果公開分享，別人可加入訂閱，但不能複製 



旅遊者的即時導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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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導遊 —— 路線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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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點路線 —— 查詢現在位置到任一地點的路線 

兩點路線 —— 點選兩個地點之間的橫條，查詢兩點路線 

可選擇導航 app —— Google Maps、Apple Maps、Waze … 



即時導遊 —— 搜尋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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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旅程頁右上方的「搜尋附近」按鈕，顯示附近景點 

點選搜尋附近的「餐飲」、「停車場」、「加油站」… 

下拉操作介面，顯示地圖與各類地點的位置 



即時導遊 —— 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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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旅程都有自動建立的成員專屬聊天室 

點選旅程頁的「聊天」按鈕，同伴們可以在聊天室自由交談 

領隊也可以藉此聯絡成員，通知行程變更或給予指引 



即時導遊 —— 臨時變更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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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程中，可以臨時變更行程 

成員會收到變更通知，點選「前往」可顯示更新後的旅程 

領隊與成員還可以藉「聊天室」進一步聯絡討論 



即時導遊 —— 到達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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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程中使用 app 時，app 自動偵測是否到達旅程的任一地點 

到達地點時，成員會收到通知，點選「前往」可顯示該旅程 

所到達的地點顯示「我在這」或「已經去過」 



旅遊者的社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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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平台 —— 公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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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旅程頁的「公開分享」按鈕，把旅程設定成公開 

公開的旅程可以在「探索」頁（首頁）被大家看到或找到 

公開之後，也可以再透過 Facebook、Twitter、Email … 分享
連結 



社群平台 ——「探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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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所有使用者所分享的公開旅程 

 上下滑動探索類別 —— 熱門目的地、最近更新、達人推薦 … 

 左右滑動和「顯示全部」探索旅程和清單 

 關鍵字搜尋 



社群平台 —— 搜尋、複製、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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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行程最快的方法 

 在「探索」頁搜尋喜歡的公開旅程，點選進入該旅程 

 點選「複製旅程」按鈕，複製到「我的旅程」成為私人旅程 

 按自己的需要增刪修改旅程名稱、內容 



社群平台 —— 按讚、評論、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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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頁點選進入感興趣的公開旅程 

 點選旅程頁右上方的「♥」按鈕，給旅程按讚 

 點選「評論」按鈕，留下對旅程的評論 

 點選「放口袋」按鈕，把旅程加到「口袋旅程」，作為未來參考 



社群平台 —— 關注、私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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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旅程作者的名字，顯示他的簡介、公開旅程、關注資訊 

 點選「關注」按鈕，成為跟隨者，有新作品時會立即被通知 

 點選「聊天」按鈕，建立與作者的私訊聊天室 



社群平台 —— 「關於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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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自己的簡介、公開旅程、關注資訊 

 「已公開」—— 已公開的旅程和清單 

 「關注中」—— 所關注的使用者，點選顯示任何一位的資訊 

 「跟隨者」—— 關注我的使用者，點選顯示任何一位的資訊 



社群平台 —— 「訊息」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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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聊天室狀態與通知紀錄 

 「聊天」—— 包含旅程聊天室與私訊聊天室，點選進入 

 「通知」—— 包含最近收到通知的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