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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代序)

三十年來尋刀劍、幾凡離葉又抽枝

自從一見桃花後、直到如今更不疑

去年考察歐洲五個城市後，旋即離開臺中市政府到科技部任

職，在甫組改為行政機關的部會而言，科技部的資訊化及做為全國

資訊安全主管機關的擔子， 比想像中更重更沈。七月間抽空利用

休假完成了美國河濱市（Riverside ）的參訪，九月初秋時分，我再

度造訪孫運璿紀念館，午後的紀念館來客不多，和館內親切的服務

人員略為寒喧後，細步走向每一間展示室，靜觀而佇足良久，緬懷

先生功業，仰慕先生人格風骨，心頭激盪不已。

今年五月本文完稿時，我再訪紀念館，時逢政權移交，再度於

每間展示室佇立凝視，緬懷追思依舊，但念古心情愈熾，今昔炯

異，哲人難見；回首來時路，不意竟愴然滿懷；心力似已漸倦，是

時候了，放下即自在，想起少小離鄉；數十年一首老是在夢境中的

韱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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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般莫若退步人，閒雲野鶴自由身；松風十里時來往，笑揖

峰頭月一輪」。

能得基金會給獎殊榮，首先感謝臺中市胡市長志強的推薦及基

金會徐董事長立德、孫前校長震、史執行長欽泰丶鄭董事長崇華及

董事們的肯定提攜。

回憶得獎之初，已深知此程艱難，所有要考察的城市實務均需

自行安排；幸好美國ICF共同創辦人之一的Robert Bell,以其人脈協助

我洽接每個城市中發展智慧城市的主要團隊及聯絡人，在三個星期

的書信往來，敲定了參訪行程；加上台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同仁周貽

玲人事主任、劉淑華小姐在行政事務的協助，研考會柳嘉峰主任委

員的支持，讓我能順利成行，特別要致上最深的謝意。

其次也要特別感謝駐外機構代表及同仁的協助，包括駐瑞典辦

事處一等秘書張學仁、駐愛丁堡代表處張秘書志涵、駐荷蘭代表處

曹專員恭灝，尤其是張學仁先生，在Stockholm 全程陪同，認真負

責態度，令人感佩，此外也感謝美國ESRI 在台代理的陳啟川(Frank 

Chen) 先生協助處理在河濱市（Riverside）的考察。

近一個月的考察行程，妻秦鴻霞小姐及女兒張思婕分別伴我完

成了歐洲、美國的行程，讓行程多一份溫暖；也增加家人團聚的機

緣，感激之餘，讓我想當時得獎時向胡志強市長報告時；他問了一

個讓我直到如今都還心緒盪漾的問題，他說：「恭喜你，好像有

不少錢吼？」我答：「100萬」他又說「可不可以帶太太去？」我

答：「沒有說不可以。」，他笑著說：「那你一定要帶她去，機會

難得。」；我感佩這樣充滿人情味的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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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向基金會提出這計畫時，是臺中市獲得ICF年度首獎之

際，智慧城市概念在臺灣方興未艾；短短兩年不到，中央政府、地

方各城市及產業百花齊放、百鳥爭鳴，在臺灣舉辦的智慧城市論壇

及智慧產業展覽，年比一年盛大，我一人之力綿薄，但仍願一本初

衷，隨同全球智慧城市發展進程，就三年的觀察參與的心路歷程，

留下雪泥鴻爪，並冀望賢達不吝指正。

張 忠 吉  謹誌

一○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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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前　言

2013年12月經濟學人雜誌在網路舉辦了一場辯論，命題為

「智慧城市是否憑空炒作？(Are Smart Cities empty hype？)」這個

議題是導引自城市大數據運用於城市治理之方法及概念異同，而延

伸出二種相互對立的途徑，一為「由上而下(Top Down approach)，

另一為「由下而上(Bottom up approach)」，而二種方式所呈現的結

果，在當時專家的論述中均表示不甚令人滿意。

經過了10天的激戰後，開啟網路投票，結果為54％比46％，

認為不是憑空炒作者略勝一籌。這個結果給我個人的啟發有4成6的

人認為智慧城市有些空中樓閣的感覺，回想2013年台中市獲得ICF

智慧城市年度首獎，市政府方面，經常被問到的是：「智慧城市民

眾有何感受？」「產學如何因此而增益發展？」；易言之，「吹皺

一池春水，干卿何事？」，民眾要求政府的，應該是更切身的事

物，但政府所應該做的是否僅止於民眾所關切的近身事物嗎？「由

上而下」或「由下而上」，中央或地方政府，產官學研在智慧城市

推動浪潮中，能否執兩用中，近遠兼蓄呢？這是我起心動念的原因

之一。

從台灣推動智慧城市及ICF評比的關聯看；台灣各城市，歷年

來有部份縣(市)曾參與ICF評比，如台北市於2006年獲得「全球智

慧城市首獎（TOP 1）」，桃園縣亦在2009、2010、2011年獲得

「全球21大智慧城市」獎，新北市亦於2012年獲得「全球21大智

慧城市」，而臺中市首次於2012年參加評比，即連續獲選為「全

球21大智慧城市」及「2012全球頂尖7大智慧城市」（The TOP 7 

of 2012）獎項，是臺灣也是亞洲此次唯一入選的城市，而於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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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更一舉贏最高榮譽獎項-全球智慧城市首獎。

各城市能獲得獎項，固有其不同之獨特建樹，然而究其根源，

資通訊科技（ICT）建設是基本「成因」，而運用ICT於各種智慧

領域，則為其「成果」，觀之ICF所發佈各年度之城市獎，即可理

解，如台北市於2006即以「網路新都」獲得獎項。因此，雖智慧

城市產生之基本成因大皆相同，然在產、官、學、研各方面的運用

及產生效益，則受城市規模、民俗風情、文化背景及地理環境等不

同因素影響。

2013年，個人曾參與ICF高峰會( ICF　Summit)，在了解各城市

之間競合後，深感其中異同，非以一套標準可一體適用，而各城市

對＂智慧　＂的領悟及發展，亦因而不同。爰考量經由考察國際推

動智慧城市經驗，參酌中西方推動情形，研析其異同並試擬未來台

灣各城市推動之可用之策，這是我起心動念的原因之二。

2015年至2016年初，在參訪行程告一段落後，發現臺灣中央

政府與各縣市政府皆積極投入智慧城市發展；在參與金門縣政府及

台北市政府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科技部國網中心阿崗實驗室智慧

城市工作研討會、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智慧城市研究相關計畫及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智慧交通專案互動等過程中；深感臺灣推動智

慧城市有了很好的基礎，唯在整合與落實上仍然存在不小的落差，

遂從起心動念中延生了深深的期盼。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查訪國際知名智慧城市研析其在獲得國際智慧社區

論壇(ICF)評比首獎之推動歷程、具體成效及後續推動計劃與，包括

智慧園區(社區)之實體建設、資訊系統、創新服務與相關產業參與

程度，更進一步了解，民眾在智慧城市推動中的感受及參與角色。

此外，空間資訊(GIS)為當前各國運用於都市設計、規劃防



第一章　研究方法 �

救災，及公眾(PP-GIS)參與政府施政的主要地理圖資及工具，

全球各國均研訂有國家空間基礎建設發展計畫GSDI（Geo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臺灣的GSDI就是NGIS(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經由GSDI所建置的空間資訊及應用系統，大量

的在各城市發展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在推動智慧城市的同時，如

何有效的運用以加速建設，是值得重視的議題。

本研究目的歸納如下：

(一) 研析ICF推動全球智慧城市(Intelligent City)關聯特性及趨勢。

(二) 研析中西智慧城市評估指標之意義與適宜性。

(三) 考察各年度取得ICF年度獎項城市，研析其永續發展策略及

整體作為。

(四) 研擬國內中央及地方政府推動資通訊應用與智慧城市發展策

略及具體措施。

第三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聚焦二個群體；其一為得過ICF首獎城市；ICF首獎城市

在歐洲、美洲及亞洲擇部分城市，以實際參訪考察及資料研析進行

研究；其次為臺灣各城市；本部分則則期以全數囊括並以資料研析

為主，參訪為輔的研究方式。

因此；依據目前ICF公佈，自1999年起，獲得年度首獎之城

市包括Singapore（1999）、LaGrange, Georgia, USA（2000）、

New York, NY, USA（2001）、Calgary, Alberta, Canada 及 Seoul, 

South Korea（2002）、Glasgow, Scotland, UK（2004）、Mitaka, 

Japan（2005）、Taipei, Taiwan（2006）、Waterloo, Ontario, 

Canada（2007）、Gangnam District, Seoul, South Korea（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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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holm, Sweden（2009）、 Suwon, South Korea（2010）、

Eindhoven, Netherlands（2011）、Riverside, California, USA

（2012）等12個城市，其中亞洲有4個（包括臺北）、歐洲有3

個、美洲有5個（拿大及美國），其中2003從缺（未舉辦）。

故而在考量城市發展之背景與地理環境及歷史文化息息相

關，並完整研析各年度首獎智慧城市之特性及其發展優勢，研

究範圍需擴及亞洲、歐洲、美洲各城市，包括美國Riverside、

蘇格蘭Glasgow、瑞典Stockholm、荷蘭Eindhoven、日本三鷹市

（Mitaka）、韓國漢城（SEOUL）、臺北市(國內)等，而臺中市是

台灣新科智慧城市當然也在研究之列，而考察訪問的機構將包括各

城市市政規劃及資通訊部門，及產、學推動智慧化運用相關部門

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具體研究方式包括經驗分享簡報（Presentation）、會議

討論( Discussion)及實地訪視(Site Visit)，此外資料蒐集及研析亦為

本研究的重要工作，重點內容分述如下：

(一) 經驗分享和會議討論

在參訪城市時進行兩城市智慧化推動經驗並討論以下問

題：

1. 在獲得ICF年度受獎、前後有關智慧城市之推動計畫及具

體方式或措施如何?

2. 參與智慧城市推動計畫之產、官、學、研，有哪些?實際

運作機制如何?是否建立相關平台? 是否有適合專為組織

智慧城市發展和活動的督導機制？

3. 智慧城市面相廣泛，貴城市如何可定位發展主軸?(防救

災、觀光、產業、航運、文化古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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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的智慧化成就(建設)有哪些?如何評估其效益?

5. 園(社)區或城市智慧中心(IOC, Intelligent Operation Center)

設置實例，包括實體規劃及建設，組成方式、運用方式、

涵蓋範圍等。

6. 城市中，有地理資訊系統(GIS)的運用情形。

7. 在ICF評比指標中，那些最強?那些較弱?弱的部分如何改

進?

8. 城市中有無佈建WIFI ? 收費或免費?市民之反應如何?

9. 產業界對貴城市推動智慧城市的貢獻如何?期望如何?有協

助進行具體建設?若有，主要在哪些方面?

10. 智慧教育與智慧人民方面，有何具體作為?

(二) 實地訪察(Site Visit)，重點如下

1. 城市中智慧社區、園區，及其智慧營運中心(IOC)之實體建

設。

2. IOC中之資訊系統或資訊服務。

3. 空間資訊建設及應用情形

(三) 資料研折

本研究進行期間，逢臺中市政府、臺北布政府分別於

104年底及105年初組團到韓國及日本進行智慧城市考察；

因主題一致，爰參考其參訪報告，以資料分析方式進行了解

比對，而台灣各縣市，則以媒體報導及各縣市政府官方網

站、智慧城市推動報告書為主要參考素材。

第四節　預期效益

智慧城市即以資通訊為基礎，發展寬頻經濟以促進各不同規模

之城市發展，其涵蓋面將不僅於資訊科技，其中更重要的是如何結

合資訊科技之運用，建立產、官、學互動平台，同時兼顧社會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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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之數位權（縮短數位落差），增進全體民眾在物質及精神層次

之幸福感。

同時為保持智慧城市之推動永續經營及擴大影響效應，逐漸擴

及周邊臨近城市或社區，推動智慧城市將須就城市特性，循計畫漸

進、具體推動建設,因而知己知彼,借他山之石攻錯, 必可竟功。

本研究之預期效益如下：

(一) 以中西各城市在資通訊運用之智慧化推動之特質及具體措施

為基礎，比較並深入探究中西方在資通訊建設與地理環境、

文化歷史背景之關聯。

(二) 據以規劃因應各別發展要素之資通訊建設投資策略。

(三) 研擬國內各城市推動智慧城市之實施策略及具體措施，將有

助於國內各縣市政府未來掌握推動智慧化之重點，探掘各縣

（市）之優勢，建立各縣（市）特有之發展利基，並進而協

助產、學發展，期擴增全國民眾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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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智慧城市評比機制及指標意義

第一節　智慧城市意涵

依據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簡稱ICF)官方

說法；智慧城市概念是由該組織所發起，它是美國世界通訊端協會

(World Teleport Association , WTA)所屬的非營利智庫組織，會員來

自加拿大、美國、法國、英國、俄羅斯、日本、新加坡、比利時等

40多個先進國家和地區，其總部設於美國，主要在探討以寬頻建設

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如何創造工作機會及促進經濟發展。

自從1999年ICF提名新加坡成為其第一個年度智慧城市後，取

得ICF獎項成為世界各城市推展智慧建設的驗證。而善用資通訊科

技，強化政府內部及與民眾間的串連，同時結合產、官、學、研，

甚至個人的創意與合作，來提供更感動、貼心的服務，進一步打造

一個「好生活」的城市，此為智慧城市最佳的定義。

IBM則是從ICT運用的角度解釋智慧城市；係指智慧城市需要

擁有高度感知化（Instrumented）、物聯化(Interconnected)、智慧化

(Intelligent)的能力;同時可以籍由資訊化手段優化配置城市中的資

源，平衡各方面需求，進而成就城市為高效管理的和諧社會。

在國內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在經濟部工業局委託的「Smart 

City 探索」報告中則依據國家、聯盟組織及企業三個面向的觀察；

認為智慧化重要關鍵在於資通訊科技（ICT）的應用；亦即「透過

資通訊應用於城市運作的任一元素，設法提升城市運作之效能，便

可稱之為城市智慧化」，而積極目標在於「顧及市民健康與安全，

增進城市居民之生活品質，邁向永續發展之城市」。

基於智慧城市定義，從數據應用及城市發展方式將智慧城市

分類；包括智慧永續環境、智慧交通運輸與通訊、智慧觀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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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政府治理、智慧幸福生活、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產業

等。同時配予分類因子及研定指標，做為評比之基礎；例如ICF以

人為本的理念，結合科技來建設未來新穎城市的觀念，在全球已

經如火如荼的展開，評估各都市是否具備智慧都市所需要的各項

條件，並訂其五大指標：寬頻連接(Broadband Connectivity)、知識

工作力(Knowledge Workforce)、數位內涵(Digital Inclusion)、創新

(Innovation)及行銷與倡導(Marketing and Advocacy)。

此外如則資策會FIND中心，以華人社會的角度定義智慧城市；

並研擬適地化的評比指標，其他如歐盟則以能源、策略性科技計畫

為主軸訂定歐洲智慧城意涵及其評比指標。

目前全球已啟動或建置中的智慧城市相關計畫已高達1千多

個，且每年以近20%的複合成長率增加，讓各界充分感受到「智慧

城市」的正夯氛圍；各城市政府無不積極借助資通訊科技的建設與

應用推廣，藉以擘畫一個讓民眾更能感受到幸福、企業更有競爭力

的城市未來發展願景，從各種不同評比機制及指標內涵可見端倪。

第二節　智慧城市評比機制及指標

智慧城市評比機制及準則依地域特性及評比主軸（重點）而有

異同，國際間較著名者，包括歐洲綠色城市指標、歐洲智慧城市指

標、永續居住環境工具、美國ICF智慧城市獎、美好生活指標；亞

太地區的未來政府獎、亞太未來城市指標、中國大陸的智慧城市指

標及台灣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服務創意中心的華人智慧城市

指標；各項評比指標及衡量主軸，在資策會的出版的「智慧城市導

入參考手冊」收集了完整的資料。

而智慧城市評估因地域而不同；本研究僅以下列舉美國ICF、

歐洲智慧城市指標(European Smart City Index)及FIND 的華人智慧城

市指標，以作為後續臺灣各城市推動智慧化面向的基準。



第二章　智慧城市評比機制及指標意義 �

一、ICF指標

ICF評比指標是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以下簡稱ICF)建立，ICF是美國世界通訊端協會(World Teleport 

Association , WTA)所屬的非營利智庫組織，會員來自加拿大、美

國、法國、英國、俄羅斯、日本、新加坡、比利時等40多個先進國

家和地區，其總部設於美國，其成立宗旨在研究以寬頻建設為主體

的經濟體系如何創造優質生活環境、工作機會及促進經濟發展；無

論城市大小、開發中或已開發國家皆是其研究與推廣對象。ICF每

年均透過研究資訊發表、座談會舉辦及年度獎項頒發來達成3項主

要目標：

1. 針對「寬頻經濟體系」議題投入研究與分析，並探索於城市

層面所可能帶來的影響與效益。

2. 鼓勵城市間的相互研究及案例分享、交流，以便因應經濟環

境的變遷，同時為居民及企業創造更高的福祉。

3. 對於積極投入寬頻建設與應用、突破困境而永續發展的城市

給予褒獎。

ICF認為「智慧城市」係指以資通訊科技為核心，串聯物與

物、人與物之間的網絡，藉以傳遞城市內的各項服務、訊息，大幅

提升企業與市民的便利與幸福感。而ICF以人為本的理念，結合科

技來建設未來新穎城市的觀念，在全球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自

1985年起，於美國創設「ICF智慧城市獎」，並建立五大基本指標

及每年度皆不同的「主題指標」，這些指標再分小項並以數據佐登

展示相關成效。包括：以下五大指標：

1. 寬頻連接(Broadband Connectivity)

評估城市中已建置Wi-Fi 熱點及光纖範圍及加值服務應

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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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識工作力(Knowledge Workforce)

評估城市中已建置Wi-Fi 熱點及光纖範圍及加值服務應

用情形。

3. 數位內涵(Digital Inclusion)

評估城市中縮短數位落差及提供偏鄉數位機會情形。

4. 創新(Innovation)

評估高科技及資通訊技術，在各大領域中的創意形式及

價值。

5. 行銷與倡導(Marketing and Advocacy)

評估城市領導者的領袖魅力及城市行銷企圖心，城市永

續發展的關鍵作為、參與國際城市互動情形。 

此外尚有是否具備三大成功要素：

1. 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著重產官學研間的互相合作

2. 領導(Leadership)：與產官學研建立多贏的夥伴關係，並擁有

致力於改善社會經濟、社會福利的精神 

3. 永續性(Sustainability)：不受資金、政策影響的永續發展的

規劃

另外，還有一個個每年皆不同的「主題指標」，是ICF在觀

察全球經濟、文化、變遷中所設立的，目的在評估城市的因應

之道，例如創2012年主題為「智慧社群-創新平台」(Intelligent 

Communities-Platforms for Innovation)2013 臺中市獲得首獎，其年度

主題聚焦在「創新與就業」（Innovation and Employment）。

二、歐洲智慧城市指標

歐洲指標著重於中型城市，肇因於看重於中型城市未來的發展

潛力，同時也有別一般只以大都會為關注焦點的都市規劃設計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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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設計包括六大面向，即智慧經濟（Smart Economy）、智慧

人民（ Smart People）、智慧政府治理（Smart Governance）、智慧

移動（Smart Mobility）、智慧環境(Smart Environment)及智慧生活

（Smart Living）等，每個面向下另設數個因子（factor）,每個因子

再分數個指標(indicator)，以便具體衡量。

本方式共有74項指標；而各項評估指標所需之數據資料均取

材自國家（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資料庫，包括審計、空間規劃

查察計劃、歐洲共同體統計機構資料庫、歐盟民調及歐洲創意產業

研究等；各項因子指標包括創業、經濟形象、生產力、勞動力、國

際化程度、人力素質、終身學習、決策參與、政府透明度、交通建

設、居住品質、環境保護、文化設施、教育資源、觀光吸引力、醫

療資源等等。評比主要目的在：

(一) 運用多元數據，分辨城市差異性

(二) 述明各城市定位及發展重點

(三) 提供各城市相對的強弱因子

綜言之，評估結果可供城市依其特色及資源條件，研訂後續發

展計畫。

三、FIND 指標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服務創意中心（FIND）向來致力

於研究和發展具備前瞻和未來型的服務系統，過去幾年來體驗到，

科技的各類建設始終都要回歸到民眾的需求，因此便積極投入「亞

太智慧城市指標和規劃方法的研究」，就是希望能運用理性的研究

數據和各城市邁向智慧城市的體檢分析，以協助新五都在內的關鍵

城市，能依據民眾和企業對未來生活形態和企業營運時所需的服務

需求，並結合各城市的特色，運用經濟部技術處已建立的科技和服

務創新整合機制與平台（i236計畫），來協助塑造各城市運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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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獨特且可真實體驗未來生活型態，讓各類夢想、未來生活形態

和自主服務系統開發，得以不斷實踐。 

為了評比數據能與國際城市接軌，FIND團隊積極參與和汲取美

國智慧城市論壇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已經累積的國際

寬頻城市評比經驗和觀察構面，以ICF為例，自其1999年所舉辦第

一屆全球智慧城市選拔以來，每年定期從全球各國選出建構並維運

具有競爭力及包容性的寬頻智慧社區，由於資策會創研所FIND積極

投入「亞太智慧城市指標和規劃方法的研究」備受ICF肯定，曾於

2010年10月應邀於ICF 年會中，發表智慧城市之相關研究成果，引

起眾多國際城市代表的關注。

2011年，經濟部協助資策會所舉辦「智慧城市趨勢論壇」

中，FIND揭露了亞太第一套智慧城市評量指標。這套指標設計的

思維，主要是探討什麼才是好的服務，由於好技術必須要讓民眾企

業能使用，好服務當然也必須能夠感動民眾和企業，當資源有限，

城市持續追求智慧化應用、創新投資的競賽過程，投入的效益就成

了關鍵的考量。因此這套首創的指標將供給和需求端做了強烈的連

結，建立起一套「亞太智慧城市資源配置效率的評估模式」，分析

政府、企業對ICT相關智慧化應用的投資(input)，和所產生的企業

競爭力和民眾幸福感之間的效益(output)作為評估標準。

FIND華人智慧城市評比包括城市智慧化能力、市民滿意程度、

城市建設效益三個構面；並設有環境、企業、市民、政府治理等指

標及細項；其評比（量）的用意在探索城市特色及民眾需求，並藉

此發展適切的服務，期以增進人民福祉及促進產業發展。

第三節　研析智慧城市評比指標之實質意義

城市發展型態，與城市文化、歷史、地理環境、民眾水準等特

性息息相關，為充分瞭解城市在發展中影響因素，並借以作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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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發展的基礎，再加上ICT的運用，多元數據增益影響城市

因子的細微與真實性質；這應該是各種智慧城評比指標紛紛出現的

重要原因；誠如智慧城市導入參考手冊中，所提

「納入國際智慧城市評比指標的目的：

一、給欲參加評比之地方政府做中賽參考，藉以協助各地方縣市提

升城市能見度與世界接軌。

二、進行比較並分析其差異處，作為建構適用台灣本土之智慧城市

發展衡量參考指標系統之基礎。」

而從本研究的角度，更希望能因此發展出本土化的指標，並落

實於尋求台灣各城市可發展的因子，並據以研析出各城市在智慧發

展的具體項目。

第四節　智慧城市評比作業-以臺中市參與ICF評比為例

一如前述，ICF是美國世界通訊端協會(Wor l d  T e l e p o r t 

Association , WTA)所屬的非營利智庫組織， 它係以寬頻建設為主

體的經濟體系，如何創造工作機會及促進經濟發展為其研究宗旨。

因此自從1999年ICF提名新加坡成為其第一個年度智慧城市後，取

得ICF獎項成為世界各智慧城市對其所推展智慧建設之驗證。

由於ICF評選申請分為三階段，會以五大指標寬頻連結、知識

工作力、數位內涵、創新、行銷倡導及年度主題等，審查評估參

與城市；但每階段的重點不同，第一階段申請表格強調描述城市

背景、挑戰、策略計畫、成果，透過審查後，若獲得入圍前21名

（Smart 21），則進入第二階段，此時需提送智慧城市問卷調查成

果，將前階段所描述內容加以充實具體事證，若再獲得頂尖七大

（Top 7），則進入第三階段，由ICF代表人實際到獲提名城市訪查

評鑑，決定年度首獎的相關事宜。以臺中市2013年獲得首獎，各

階段作業流程及方式為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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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階段評比申請

本階段由ICF委員會評分審查，申請表格強調描述城市背景、

挑戰、策略計畫、成果，從全球400多個城市選出「全球21大智慧

城市獎」，並擁有角逐「全球7大智慧城市獎」之資格，要參加ICF 

評選之城市，首先要到ICF 網站下載提名表格，ICF 每年約於9月接

受各城市申請，申請文件說明摘要如下：

(一) 申請文件成果彙整、翻譯、美編

依據ICF於2012年7月9日所公布2013年度主題，及臺中

市盤點與實際訪談體驗結果，進行成果彙整其在ICF五項指

標具體成果，預計101年8月20日前，產出ICF規定格式之申

請建議書初稿。

(二) 申請文件內容

針對ICF所列出之八大項目、五項指標以及年度主題，

就各單位訪談內容、紙本資料以及新聞雜誌相關報導綜整。

申請文件內容包括：

1. 城市背景

說明人口產業特性、獨特區位優勢-海陸空三合一轉

運都市、產業發展群聚塑造科技都市、優質環境人文生活

都市及文化創意的幸福都市。

2. 所面臨之挑戰

臺中如何利用既有的基礎來帶領大臺中朝向下一個階

段前進?一個幸福的城市最重要的是滿足市民的需求，隨

著時間與科技的演進，市民已不再滿足於過去那種硬體

建設與都市規劃，取而代之的是開始重視生活便利與切身

感受，也因此城市的規劃最終仍要以人性需求為依歸，利

用資訊科技規劃智慧城市的輪廓，數位科技不再只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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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角，更簡化人類的工作與生活，並在全球興起一股狂

潮，在城市競爭力中扮演關鍵角色。臺中市正面臨如何在

智慧城市的推動下，透過實現「藝文‧低碳‧智慧城」的

目標，同時也創造臺中產業發展及就業機會，提昇投資力

及就業力，提昇經濟價值。

3. 策略與專案

臺中市如何運用策略，規劃建立智慧城市。臺中市區

域內不僅擁有完備的數位基礎設施，更提供豐富多元的電

子服務及多媒體應用環境。近年來，透過官、產、學密切

的合作，將區域內高科技產業鏈結形成完整的產業聚落，

並提供專業技術以及研發人才的培育，進而促進大臺中地

區高科技研發及經濟發展在全球的競爭力。此外，臺中市

的智慧城市發展策略並不僅止於城市硬體建設與產業經濟

的推動，對於城市的人文內涵更是格外的注重，並以文化

形塑臺中之都的城市意象，建構一個具有人文氛圍、智慧

化環境以及國際觀的魅力城市。

4. 數據成果

分別在五大指標，以數據佐登展示相關成效。

(1) 寬頻建設(Broadband)

截至2012 年7月，已建置臺中市30 座圖書館及其

他公共場所計2491處Wi-Fi 熱點及12Mbps光纖範圍由

40%提升到95%等。

(2) 知識工作力(Knowledge Workforce)

臺中市17所大學每年於各大領域培訓約44,000個

高學歷專才進入職場。此外，結合區域產業的發展，在

每年度各學校都有卓越的成績。

(3) 數位內涵 (Digital I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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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府輔導共有3處數位教育中心，另外中華電

信基金會亦於臺中大肚區、霧峰區成立2處數位教育中

心，提供社區的數位教學，結合地方力量的共同參與營

造社區的凝聚力。

(4) 創新(Innovation)

建構大臺中科技走廊，提供高科技、精密機械產業

約有45,521個就業機會。另外，農業經由政府輔導，引

進資訊技術，提升生產效率、產能，突破保鮮技術，讓

農特產品外銷國際，也提升農特產品售價，改善農民收

入。

(5) 行銷與創導(Marketing and Advocacy)

案例說明臺中市府補助與帶領地方業者如工具機、

機械等積極參與國際專業展覽會；拓展臺中市農特產品

行銷通路，國際行銷點遍布主要城市，為農民帶來豐富

的收益。另外，結合地方文化觀光，大甲媽祖文化活

動，也活絡地方產業經濟。

(6) 年度主題:創新與就業

2013 ICF年度主題聚焦在創新與就業，需說明下列

事項：

A. 因創新而失業

由於題目闡述城市發展因為創新，而造成失業現

象，並就此問題提供1至3個案例，表達城市如何面對

創新、科技取代部份人的就業機會；市政府如何輔導

市民轉型到新就業市場？這些計畫是否成功? 請分享

從中學習到經驗。本計畫提出傳統產業面臨創新、員

工職能轉型，創造更大價值。

B. 創新策略創造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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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子題目，需舉例說明私人或政府創造新

就業機會，如何提供不同類型的職場能力及不同薪資

結構，並進一步解釋是否擬定策略提出計畫，輔導創

新及促進產業成長。本計畫擬定規劃科技產業投資環

境，推動地方產業創新研發；緊密結合產學訓的終身

學習計畫；促進就業媒合與鼓勵創業等。

(三) 申請文件送出

完成上述申請文件後，將於9月21日前，提交申請書至

ICF組織，並與其確認。

二、ICF第2階段評比問卷審查

本階段必須提送智慧城市問卷調查成果，回覆問題經審查後，

選出「全球7大智慧城市獎」，並擁有角逐「全球智慧城市首獎」

之資格。ICF「2013全球21大智慧城市」（The Smart 21 of 2013）

入選名單，於2012年10月21日下午8時(美國時間)於美國加州濱江

市(Riverside)公布，臺中市獲選全球21大智慧城市，得以進入第2階

段角逐全球7大智慧城市獎，臺中市必須於2012年11月30日前，針

對ICF所列出5項指標及年度主題共28個題目，就各單位提拱的方案

策略、具體成果及新聞雜誌相關報導，經資料蒐集、分析、綜整，

完成產出ICF第2階段參選問卷，提送文件中、英文版。其文件內容

摘要如下：

(一) 背景

針對臺中市的人口結構、區域面積、地理環境及整體產

業概況，依據5項指標彙整計畫策略及具體成果分別敘述如

下：

1. 寬頻

向相關單位調查臺中市的寬頻連接系統、連結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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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寬頻上網速度和服務費用，以及列舉建置寬頻基礎

建設、網路服務的推動方案，並提出具體成果數據。

2. 知識勞動力

針對臺中市的人口教育程度百分比、大專院校學生人

數、畢業概況、區域內與資通訊相關的工作機會，以及提

出有關於推動創造能夠從事知識勞動力及豐富的數位科技

勞動力的方案和具體成果。

3. 數位內涵

說明臺中市數位內涵的策略和目標，並提出以提供設

備、軟硬體、培訓及獎勵機制進而提升數位共享為目標的

方案，如數位機會中心、深耕數位關懷、雲端圖書館啟動

數位閱讀等計畫之具體成果。

4. 創新

主要針對經濟成長創新計畫，說明推動創新的政策，

並依序彙整有關政府對居民的創新服務案例、企業提供產

品和服務創新的案例，以及列舉代表性的企業投資項目，

顯示創新與經濟就業的高度相關性。

5. 行銷與宣傳

藉由寬頻、知識勞動力發展、數位共享、創新及經濟

發展，展現臺中市行銷措施及成功扮演的角色，並實際列

舉具體的行銷方案，以及針對經濟發展提供獎勵措施吸引

企業主投入創新研發，並說明企業成長的成功故事，最後

提出獲選為智慧城市，臺中市將如何運用這項殊榮進一步

作為行銷的目標。

(二) 年度主題：創新與就業

2013年度主題為創新與就業，針對臺中市在地方政

府、機構或企業，為留住員工、提昇失業者的就業能力，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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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地方經濟，所提供相關政策、計畫方案，如臺中市勞工大

學終身學習計畫、職業訓練計畫培育技能、增加二度就業機

會等，並提出由公私部門創造就業機會的案例，如中部科學

園區和精密園區擴建所創造的就業機會，說明低、高技能、

專業及相關價值，並進一步解釋是創造永久還是暫時就業機

會。

三、第三階段評比、實地考察

本階段由「獨立研究單位依資料重新計算分數」加上「實地考

察分數」，最高分者獲得「全球智慧城市首獎」。

2013年頂尖七大智慧城市臺中市實地訪查時間訂於4月18日至

19日舉辦，訪查之目的、活動綱要；依據ICF官方給臺中市政府的

文件。

(一) ICF智慧城市實地訪視目的

1. 驗證七大城市書面資料所提及的內容及相關數據，以作為

日後年度智慧城市選定之參考。

2. 更清楚地了解訪查城市所面臨的挑戰，以及因應策略與現

況發展。

3. 了解產、官、學、研等就智慧城市推動的承諾程度。

4. 簡要說明在紐約高峰會議的期望和協定。

(二) ICF智慧城市實地訪視重點

1. 基礎建設：在評選文件中有提到的寬頻、資訊科技、育成

開發產學加值、醫療保健和其他相關機構及設施，及從中

獲益的案例。

2. 知識工作力：城市智慧化推動，吸引產業投資、創造經濟

成長及就業機會，並藉由產學培訓人才，提供優秀人力資

源，使得產業發展及就業市場得以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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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同作業和領導能力：與關鍵產、官、學、研之領導者會

談，聽取他們對智慧城市相關議題的思維、如何努力及投

入貢獻等。

4. 數位包容：透過教育、訓練或其他方式協助在寬頻經濟裡

較弱勢的族群。

5. 創新和創造力：激勵、保持和加速產、官、學、研及整體

城市文化的創新，以及在民間產業創新及ｅ化政府方面最

佳案例。

6. 行銷和宣傳：向市民、在地企業（對內）及潛在投資者、

其他民眾（對外）宣導說明智慧城市的推動策略與成果，

以及運用獲選Smart21及Top7來提昇對相關成就的關注與

刺激。

7. 智能社區-創新平台：匯集產、官、學、研的力量，塑造

一個富有活力的夥伴關係，以提供民眾更好的服務，並協

助創業與組織成長與永續經營，以及建立和維持創新的文

化來吸引人才，投資和獲得國際肯定。

(三) ICF智慧城市實地訪查方式

1. 訪查產、官、學、研相關機構與設施，並配合必要的展示

與小組討論。

2. 與相關領導者會談。

(四) 以輕鬆的方式進行意見交流。

(五) 希望能有機會讓ICF 向在地媒體傳達獲選七大智慧城市的重

要性，以提昇其於國內及國際的能見度。

據此臺中市於4月18-19日接受ICF七大智慧城市實地訪

查，進行二天馬拉松式的實地考察行程。行程重點摘要如

下：

1. 與各界分享全球推動智慧城市的觀點與經驗，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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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在寬頻建設、知識工作力培育、數位內涵、創新及

行銷倡導各方面積極結合產官學研資源，共同打造智慧城

市的推動成果。

2. 實地參訪臺中市在「創新與就業」努力建構多元

的數位基礎設施及以產業聚落的概念打造「中部科技走

廊」，結合產學聯盟合作培訓專業人才，有效滿足產業升

級的人力需求，提升及強化勞動力品質，以及提供充沛

之進修與教育資源，紮實且深化提升人力競爭優勢，另

外，亦結合工研院智慧科技來輔助中小企業，引導本市的

1,500家精密機械企業和上萬家中小零組件供應商，提升

技術水準與競爭優勢，並在傳統農業中導入科技應用，建

立農產品行銷國際管道，創造新的產業價值，同時這些都

是帶動經濟發展的助力。

環保方面的科技創新，如臺中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創新的態度，重塑工作環境、工作流程及研發創造產

值，使得企業形象得以轉化成"實在的好厝邊"；

1. 藉由草悟道結合企業勤美大樓重新美化，使得一個老舊沒

落的區域得以風華再現更勝往昔；另一個以非建設出身的

企業，秉持以提供更健康、安全、舒服、便利等生活環境

的核心理念，利用資通訊科技並加以整合，建構出「似水

年華社區」，尤其是透過智慧載具(如智慧手機或ipad等)

即可了解及控制自己的住所，是臺中市著名的智慧建築。

2. 參訪臺中市大肚山科技走廊時，有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

公司、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i236計畫辦公室、中部產

學聯盟、市府經濟發展局及勞工局等參與呈現相關成果，

簡報後了解到此區域在市府經濟發展局多年來努力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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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形成今日規模，當中吸引產業進駐並逐漸壯大成國際規

模的上市公司，或者吸引大公司進駐設廠，比如上銀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已是全球第二大滾珠螺桿線性滑軌工業機器

人商產廠商，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由代工廠轉化成

現在成為擁有自我品牌為國際上知名的自行車廠商。此

外，查訪者詢問台積電代表為何選擇臺中設廠？台積電代

表很明確清楚表示：臺中市位處台灣中部，除了地利之

便，更擁有多項交通便利設施，如空港、海港、高速鐵

路、鐵路、多條高速公路等，此外就是良好的政府行政工

作團隊協助，使得台積電臺中廠能在短短三年內即可完廠

營運，這就是台積電之所以選擇此地設廠的主要原因。

3. 數位機會部分，深入偏鄉暸解臺中市成立數位機會中心，

關懷弱勢也創造更多數位學習機會，在2011年推動電子

書包(行動學習載具)融入教學實驗計畫，除了讓學生可進

行無所不在適性學習活動，也提升學校ICT使用能力。而

經濟部工業局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智慧生活應用推

動計畫」資源整合，輔導業者推動大規模電子書雲端應用

服務，利用「雲端圖書館」啟動偏鄉數位閱讀，結合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服務系統，串聯全台5都17縣市圖書館，

讓行動閱讀車深入偏鄉小學，帶給偏鄉孩子數位學習的樂

趣。市府文化局亦結合了行動圖書館的圖書巡迴車，每週

定時定點將書籍及民眾線上預約的書籍送至資源較缺乏的

學區，以縮短城鄉差距，訪查者也親自體驗本市「圖書通

閱」便民服務，這項服務除了跳脫以往制式圖書館僅服務

在地讀書的概念，也讓圖書館發揮館藏書最大效益及資源

利用率。

4. 臺中市農業發展創新技術上，除了提升農業競爭力外，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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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型態也朝精緻農業與休閒農業發展。農業試驗所成功開

發節省溫室管理人力需求及可達到即時監控目標之蔬果設

施生產環境數位化監控系統，利用溫室內配置觸控螢幕，

或是利用遠端電腦、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就能連結網

路攝影機觀看溫室即時影像，也能透過自控設備與自動排

程，進行溫度、溼度及照度之調控，成功提升生產效率及

作物品質。另外，綠盈國際花卉有限公司創立人秉持著其

父親多年來深厚的花卉栽培實務經驗及品種育成技術，讓

傳統農業與現代生物科技緊密結合，自行研發並創新輕量

化的容器開發，同時自行開發資訊管理系統，有效並精準

的控管每一環節，促使培養流程高度自動化，大幅提升蘭

花種苗生產效率，展現臺灣蘭花產業企業化經營與精準工

業化生產水準，並將瓶苗供應與國際市場需求無縫接軌，

成功打進並拓展國際市場。國內方面也與產官學研合作，

讓這樣的技術能不斷精進改良，培育出最優質的花卉品

種，擴大外銷市場。

5. 臺中市除了在科技創新的運用外，更重要是在「文化」的

投入，臺中所打造的「文化資產」，讓整個社會經濟動能

向上提升，也是訪查重點。

四、實地訪查完成後，ICF組成評審委員會就實地訪查分數及獨立

研究機構所給分數，進行討論，決定年度首獎及其他獎項；

2013年6月臺中市贏得ICF 2013年全球智慧城市首獎：市政府

代表團在紐約舉辦的高峰論壇領獎，成功將臺中行銷國際，也

為台灣及臺中在國際媒體上爭取到曝光機會，臺中儼然已成為

國際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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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搜集了自1999年以來，曾經獲得ICF評比為年度首獎

的城市中之八個，其中歐洲三個，美洲一個、亞洲四個（含台北市

及台中市）；擬就各城市之特性與其參與評比前後發展情形，逐案

研析，各城市參訪研析主題及重點項目、未來發展策略計畫如表。

城市参訪研析主題及重點項目、未來發展策略計畫如表。

本研究之ICF首獎智慧城市一覽表

地區 城市 研究方式 主題(重點) 發展計畫

歐洲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Sweden）

城市考察（討
論及實地參
訪）

科技都更、政
府ISP.創新策
略

STOKAB、
HORIZON 
2020、
VINNOVA

歐洲
格拉斯哥
（Glasgow，
Scotland）

城市考察(討論
及實地參訪)

城市轉型
Glasgaw Future 
City  

歐洲
恩荷芬
（Eindhoven, 
Netherlands）

城市考察（討
論及實地參
訪）

領導行銷、公
私部門協作
（PPP）

Brainport 2020

美洲
河濱市
（Riverside, 
California）

城市考察（討
論及實地參
訪）

城市創新服務
、府會協作、
策略規劃

Riverside 
2.0Strategic 
Plan

亞洲
水原市
(Suwon, South 
Korea )

其他政府機關
參訪報告及ICF
官網資料研析

城市創新服務
、市會協作、
策略規劃

U-City

亞洲
三鷹市
(Mitaka, 
Japan)

其他政府機關
參訪報告及ICF
官網資料研析

城市創新服務
、市會協作、
策略規劃

Digital 
Revolution 

亞洲
臺北市
(Taipei, 
Taiwan)

本研究分析 城市創新服務
三創推動框架
、PMO辦公室

亞洲
臺中市
(Taichung, 
Taiwan)

本研究分析
領導行銷、城
市創新服務、

臺中市智慧城
市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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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美國河濱市(The.city.of.Riverside.,.California,.2009.)

美國加州河濱市（Riverside）是一個人口不到30萬的小城鎮，

位於南加州內陸，她曾經因為種植甜橘而賺進財富，並於1895年

間成為全美每人平均所得最高的城市。直到1970年代以來，全球

暖化使加州缺水問題日趨嚴重，甜橘業不敵缺水危機，逐漸蕭條。

處於南加州交通樞紐位置的河濱市轉而發展倉庫和運輸業，大部分

的經濟依賴鄰近大城洛杉磯和聖地牙哥。這樣的轉變使河濱市陷入

困境：河濱市成了貧富不均、教育差異懸殊的M型城市。受過高等

教育、經濟條件良好的市民通勤到洛杉磯或聖地牙哥，從事腦力密

集的高收入行業；地方上卻有許多經濟條件不好、無力接受教育的

居民，從事勞力密集的低收入工作，他們在貧困中打滾，他們買不

起課本和電腦，他們的子女在學校裡沒有能力和有錢人家的子女競

爭，轉向街頭組織幫派，社會問題層出不窮。

2005年，當時的市長、市政副理、以及學界、業界人士集合

起來，成立了智慧河濱市，發起河濱文藝復興計畫，由資訊總監召

集企業領袖商量對策，確定智慧城市發展主軸，進行下列系列推動

計畫：

一、數位共融計畫

凡是市民，年滿18歲、家庭年收入在45,000美元以下者，都

可以申請免費的電腦訓練課程，順利完成課程者，市府贈送一台桌

上型電腦。未滿18歲者，也可以由監護人陪同，申請課程，完成課

程後一樣可以獲得一台桌上型電腦。

送出去的電腦，來自本地市民、本地企業淘汰的舊電腦。智慧

河邊市是非營利機構，按照聯邦政府規定，捐電器給非營利機構可

以獲得減稅，加上智慧河邊市大力宣傳，舊電腦、舊電器的捐贈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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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源源不絕的湧入數位共融計畫的辦公室。

此外，再透過河邊市少年法庭，雇用有前科的少年犯，教他們

修電腦的技術，把淘汰的舊電腦翻新，送給完成電腦訓練課程的家

庭。數位共融計畫也接受電腦以外的舊電器捐贈，轉賣給二手電器

行，所得作為數位共融計畫的教育基金。

二、免費無線網路（free WIFI network）

自2006年數位共融計畫上路以來，已經有5,000個河邊市家庭

受惠。有了電腦，如果沒有網路，電腦的功能就大大減弱。為了

讓窮人家的孩子也享有資訊近用的權利，智慧河邊市招商提供免費

無線網路，在城市中廣為安裝無線網路基地台，在城市中布建光纎

網路擴及大學研究園區.全市共設有1600個AP, 每個提供超過1M頻

寬；目前免費無線網路的覆蓋率在河邊市已經到達80%。

在企業回饋方面，市政府對於願意免費提供市民無線網路的廠

商，承諾所有警用、消防用、交通用網路，都採用他們的設備，以

確保商家有錢可賺。因此網路供應商也願意提供市政府一個警、消

專用的網路系統，這也有助於提升河邊市的公共安全和交通順暢。

三、數位融合與資源回收計畫（SmartRiverside & E-waste）

河濱市數位落差彌平計畫始於2006年，數位融合計畫和免費

無線網路，弭平了市民的教育和資訊近用缺口，6年來已經看到成

效。高科技企業包括電子元件製造商柏恩科技（Bourns）、客戶

關係管理軟體製造商Surado公司等，都紛紛進駐河濱市，此外，

結合南加州最大的資源回收計畫（E-waste）之橋接計畫（Project 

Bridge），鼓勵入獄的幫派份子重生，學習電腦維修技能，同時每

年提供1500個新家庭使用收入電腦硬軟體。

此外，為節省能源，市政府亦積極推動綠色河濱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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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Riverside）, 主要項目為推動太陽能技術。

四、河濱市智慧城市2.0策略規劃（Riverside2.0 Strategic Plan）

數位共融 加上環境重建與文化建設，促進了市民和城市一起

重獲新生，在2012年6月，該市被ICF評選為年度首獎；並在「掌握

自己的命運」(Seizing our Destiny)一書中極度讚揚該城市在面對走

向創新新世紀的挑戰已有了相當的理解與準備。

2015年7月，我走訪河濱市時，市政府當局告訴我，他們在邁

向新階段智慧城市發展；並擬訂具體發展策略計畫，稱為 Riverside  

2.0 Strategic Plan ，並發動「掌握自己命運」運動（Seizing our 

Destiny movement ）。

此策略計畫目的在於落實提供高品質的市政服務，以建立一個

確保安全、包容、宜居的城市，並經由推動「掌握自己命運」運

動，引導未來吸引各類創新產業落腳，享受高品質生活及共同追求

美好的城市榮景。

從計畫研擬初期，市政府與市議會即共同合作，展開多次策略

規劃會議，確定發展目標後，市議會即要求市政府在60天內完成行

動計畫，整合市政府各局處的資源及明定分工權責，研訂具體實施

方案，包括所需資金、人力資源、完成期限；預期在今（2016）

年開始執行。

這是一個小型城市推動智慧化具體行動的實例，在府會和諧互

動的共識下，有效率推動市政建設的佳例；市議會由上而下（Top 

Down approach ）批准了明確目標導向的七個策略優先事項，包

括：

一、優先發展項目

1. 強化市民服務：增進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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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發展：持續建設為商機蓬勃的城市。

3. 社區服務：提供有魅力、方便及安全的環境。

4. 城市交通建設方案：持續建置高效率的交通系統和提供民眾

低負擔的通勤方案。

5. 增進住宅多樣化及相關選擇方案。

6. 增進團隊精神及溝通協調

7. 減少市民稅負及成本支出。

二、朝向「掌握自己命運」運動基石的實施方案

1. 智慧城市持續成長作為；包括從妥善運用本地歷史文物、自

然資源及區位等條件，提供絕佳就業機會，並經由貿易及運

輸路網擴大城市成為美國的輸紐地位。

2. 創新基地作為：城市領導階層協力解決問題，導引更多的創

意及多元科技方法，教育機構則專責於培育及扶持有益實用

的理念、研究發展、產品、學人、商人、藝術工作者和企業

家。藉此讓河濱市成為加洲及世界各城市追逐的創意城市。

3. 絕選區位：以無以倫比的景觀、全年可用的戶外活動、多元

的娛樂選擇及健康生活環境，建設宜居、健康、積極活力並

充滿吸引力的城市。

4. 具有共同目標的統一理念；綜整市民關切的共同利益，並兼

顧個別發展問題，造就具有珍惜遵重城市文化、歷史、環境

的城市共同體。

5. 落實於政府行政方案；所有智慧化推動事項，均須落實於行

政部門的資源配置與業務權責；並要求市政府執行上應遵循

責任制度、政策透明、即時回應問題、財政掌控、執行決心

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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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斯德哥爾摩市(City.of.Stockholm.,Sweden,.2004.)

在談斯德哥爾摩市前，先回顧一下近期歐洲智慧城市發展情

形；

2015年起歐盟啟動「Grow Smarter」智慧城市示範計畫，由瑞

典斯德哥爾摩、德國科隆與西班牙巴塞隆納三個城市試辦。

歐洲可以說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據估計在

2020年左右將會有大約八成的歐洲人民生活在所謂的城市地區，

甚至在某些小型歐洲國家其城市人口更將達總人口數的九成以上。

因此，歐洲智慧化城市發展計畫確實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然而一

個城市的智慧化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設施即是網路電信架構與相關公

共網路服務平台。高效能的智慧城市不僅可以提供城市居民更便捷

的生活，亦可為企業創造無限商機與發展前景，更重要的是對於生

態環境的益處，人類的城市發展與經濟活動需要兼顧生態平衡與永

續再生，這是歐盟展望2020計畫最重要核心基礎理念。

歐盟展望2020(Horizon2020)計畫架構於去年開始贊助三項指

標性智慧城市發展計畫，這三項智慧城市發展計畫分別為：GROW-

SMARTER計畫、TRIANGULUM計畫與REMOURBAN計畫。去年於比

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三項發展計畫分別提出各自的未來發展藍圖與

策略目標。歐盟企圖以全新的智慧化解決方案，探索未來城市發展

的基礎架構，並藉由這三項指標性智慧城市發展計畫的先行試做，

建立與規劃未來全面智慧城市發展之重要雛型。

GROW-SMARTER計畫選定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西班牙巴塞

隆納與德國科隆三個試行城市，推動十二項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包

含：改善60與70年代的城市建築、整合各項基礎設施與智慧化交

通管理系統、引進汽車替代燃料等。這項計畫的具體目標是要減少

百分之六十的能源耗損與歐盟規定之交通廢氣排放量，同時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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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大約一千五百個相關就業機會。GROWSMARTER計畫之智慧城

市解決方案亦將逐步推展至其他歐洲城市，預估在計畫結束前將可

以在三十個城市完成所有智能方案試驗計畫。

TRIANGULUM計畫則選定了荷蘭恩荷芬、英國曼徹斯特與挪威

斯塔萬格這三個歐洲城市，進行歷史建築改造，並且將建立一個大

型獨立城市能源網絡等，要幫助改善城市發展的能源供應效益。另

外，更要加強三個城市的電信網路技術，建立一個先進的光纖網路

基礎架構，提升網路資訊分享流動性。REMOURBAN計畫則是集結

去年十九項智能城市發展前瞻提案，選定土耳其埃斯基謝希爾、英

國諾汀漢與西班牙瓦拉朵麗，重點亦將放在能源效益、交通運輸與

網路通訊三個大方向。在能源領域將著重於能源產出方式、分配管

理與使用效率等。而交通運輸則會進行替代燃料的測試與城市交通

對外連接的管理，最後網路通訊技術將以最佳化基礎資通訊設施為

首要工作。

這三項指標性智慧城市發展計畫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要找尋試

行計畫三個重要成功元素之最佳平衡點，這包括了：示範指標性、

推廣深入性與回饋即時性。試行計畫的成功與否並不僅在本身計畫

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以此為依據的未來全面性發展實現性。而如何

將試行計畫的成功範例廣泛推行到各個城市，亦將是未來計畫需要

思考的一項重點工作。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是瑞典首都，也是第一大城市。面

積5400平方公里，人囗約80萬；瑞典王國政府、國會以及瑞典王

室的官方宮殿都設在斯德哥爾摩。它位於瑞典的東海岸，瀕波羅的

海，梅拉倫湖入海處，風景秀麗，是著名的旅遊勝地。市區分布在

14座島嶼和一個半島上，70餘座橋樑將這些島嶼聯為一體，因此

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譽。斯德哥爾摩市區為大斯德哥爾摩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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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3世紀起，斯德哥爾摩就已經成為瑞典的政治、文化、經濟

和交通中心每十一的瑞典人三分之一住在斯德哥爾摩，且因位置的

重要性，吸引大多數國家的主要辦事處和外商獨資公司位於那裡及

新的瑞典公司進駐。而城市教育水準很高 ，有51%就讀大學，平均

的薪水比例亦高。根據法律規定，瑞典城市必須終生照顧市民，市

民享有極大的福利。

此外，城市因免受戰爭的破壞而保存良好，現在共有100多座

博物館和名勝，包括歷史、民族、自然、美術等各個方面。它也是

一個高科技的城市，擁有眾多大學，工業發達。此外，斯德哥爾摩

是瑞典的經濟中心，其工業總產值和商品零售總額均佔全國的20%

以上，擁有鋼鐵、機器製造、化工、造紙 、印刷、食品等各類重

要行業。全國各大企業的總部有45%設在這裡。城市中最大的產業

是服務業，提供了大約85％的就業職位。由於幾乎沒有重工業，使

它成為世界上最乾淨的大都市之一。

城市北部的西斯塔衛星城是北歐最大的資訊科技中心，不僅瑞

典本國的通訊巨頭愛立信，多家世界一流的計算機、電子、通訊企

業如微軟、IBM、諾基亞、惠普也在此落戶，中國的華為通訊，中

興電子等也在此設有研發基地。

斯德哥爾摩也是瑞典的金融中心，瑞典主要的銀行的總部都在

這裡，包括北歐銀行、瑞典銀行、瑞典商業銀行和北歐斯安銀行。

大部分保險公司如斯堪的亞保險公司（英語：Skandia）的總部和

瑞典股票交易中心也設於此；而城市西南部的宜家超市是世界面積

最大的宜家超市。

最近幾年，旅遊業已經成為最主要的產業。根據Euromonitor的

調查，斯德哥爾摩是第二多遊客到訪的北歐城市，每年約有一百萬

名遊客。

2007年斯德哥爾摩被選為ICF首獎智慧城市，依據官網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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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基於下列條件：

一、社區再造（都市更新）典範

市郊的皇家港（Stockholm Royal Seaport）再造新社區，這個全

歐最大的城市開發案，使用獨創智慧化節能設計，每個中庭都有多

個外型奇特水管組成的創新回收系統；居民丟垃圾，只要輕鬆拿物

聯網晶片「叮！」一聲，就讓水管張口收下，從地底傳到集中清理

場地，再也不用苦盼垃圾車，除了可節省車輛人力，未來還能透過

連結雲端的系統，監控居民回收現況。

以科技創意再造社區計畫，源自於2015年歐盟將正式啟動智

慧城市計畫「Grow Smarter」，斯德哥爾摩成為重點示範都市，希

望帶動全歐做智慧化創新建設，解決很多都會城市共通的問題，包

括了人口太多、太多垃圾、能源浪費、行動上網頻寬壅塞等。

另一個都市更新結合ICT及節能環保實例就是Hammerby 

Sjostad，2015年參訪時，實地參觀甫完成的新社區，我稱之為皇

家港都更第二區，同樣是以推動都市再造方式，推動國家型共生社

區，配合水岸環境，打造優質、環保、科技的永續城市;社區中均

設置真空管道垃圾收集系統、污水處理廠及生態循環規劃方式，將

原本工業區所殘留的大量廢土、污油及金屬予以清除，重新賦予城

市住宅地所需良好生活機能的其礎建設及元素。

這是世界各地來到瑞典考察都市發展、社區再造及智慧城市參

訪團隊必看之地；以下就本計畫摘要如下：

(一) 本計畫為斯德哥爾摩市政府所提方案向瑞典申請經費，並結

合瑞典不動產開發業者進行都市規劃設計。執行過程中，由

瑞典企業提供產品及服務，包括Sweco提供工程技術顧問諮

詢、Envac提供真空管道垃圾收集系統；藉此由政府主導模

式，提供企業實作場域，使企業得以實務經驗及累積成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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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成為瑞典企業可整廠輸出的智慧城市新服務。

(二) 本計畫也是中央政府與城市共同推動的城市發展實例；參

與者包括建築、能源、交通、廢棄物污水處理及都市規劃

等相關領域的企業及政府行政部門；除上述Sweco及Envac

外，尚包括提供軟體整合的IBM、網路通訊的ERICSSON ,智

慧電表的Echeleon、智慧電網表的Landis&Gyr,燃料電池的

Acumentrics,以及瑞典皇家理工學院與25家瑞典不動產開發

公司，成功的結合產官資源，創造智慧城市雙贏成效。

二、城市智慧化基礎--Stokab

在九十年代初的危機，斯德哥爾摩市決定自己經營電信業務，

提供市民寬頻網路服務。乃於1994 年成立國有獨資公司 Stokab，

企圖打造一個所有運營商公平競爭的整合光纖網路。由該公司統一 

挖設管道安裝和運行纖維、並且開始向運營商以低於其自行安裝成

本方式提供暗光纖容量。目前已經有120 萬公里 網路具有超過 90 

家供應商和 450 個企業為主要客戶，且在計畫最後一年完成100%

光纖到府，預計將提供95,000 家庭上網服務。

便捷的Stokab 網路服務，發揮資訊提供效益，增進政府施政效

率。城市的主網站經由應用程式處理市民需求，如老人申請社會住

房服務，學生、教師、學校行政人員和父母或監護人之間的協作服

務。有超過 95%的租房者使用市政府住宅入口網站找到公寓，圖書

館亦提供線上存取 城市中44 個分館的資訊。

三、智慧政府治理

在政府治理方面斯德哥爾摩運用網路工具發展應用系統，來管

理各級單位的業務，從市政會議到學校管理和長老者住屋服務。該

系統旨在自動處理日常管理工作，如應付帳款和申請休假時間，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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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跨機構的合作。公民可以通過互聯網視頻，互聯網廣播在線上

取得市政或議會每次的檔案。市政府投資約 5900 萬歐元 在發展

各項服務，用以降低運營成本並改善為民服務。

2007年，斯德哥爾摩市發佈2030 年遠景規劃（Vis ion 

2030），確定城市的發展目標。根據計畫，至2030 年德哥爾摩將

是富有的城市、 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區域和市民享有廣泛

的高品質、高性價比的社會服務地方中心的世界級大都會。城市的

所有雇員都接受 每年三次線上教育訓練，以確保員工能善盡職責

並因應潮流趨勢。市政府也使用資訊系統的來追蹤其進展，並且於

全市網路發佈優良人員及其事蹟，以激勵他人。

四、產業智慧化進程

一個多世紀以來，瑞典一直是以出口為主，木材、鐵礦石和

水電是重要的出口產品，但50%的瑞典的輸出現在來自其工程的部

門，包括電信、汽車、藥品。如製藥公司AstraZenica及其在斯德哥

爾摩地區的全球生命科學研究。ABB，全球領先的自動化和機器人

技術，已在附近韋斯特羅斯 (2006 Smart21 社區) 的研發設施。愛

立信，是該城市最著名的網路設備和相關的服務之一，其在斯德哥

爾摩的 Kista 科學城進行大部分研發業務。

Kista 科技城是七十年代中期開始開發，它結合工作場所和公

寓混合使用的衛星城市。包括愛立信和 IBM 等公司均於當地設置

工廠或設施。1985 年，市政府確認Kista 具有吸引公司、大學及非

營利基金會的條件，並計劃導向成為知識經濟聚集所在。這構想促

使幾個研究機構開始行動，包括皇家技術研究所的分院-斯德哥爾

摩大學電腦科學學院。資訊和通信技術聚集的趨勢發展，促使Kista 

成為科學城市及創意公司和創新服務產業的基地。到目前為止，約

有3.1萬人於Kista 科學城工作及1,400各樣的的公司進駐。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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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科技聚集審查，Kista 排名第二，僅次於美國矽谷。

除了Kista，斯德哥爾摩經濟發展重點放在其生命科學產業鏈和

綠能行業，在歐洲排名第三，有2700 間機構從事此行業，每年出

口增長 16%。其中市政府是主要客戶，為發展節能綠能技術，目前

投資 17 億瑞典克朗 (160 萬歐元) 在能源效率的設備。這是 20 世

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斯德哥爾摩的特點。城市政府認為在作出大投

資的金錢、 資源和時間時，經濟和社會發展是不忽視的。2009年2

月斯德哥爾摩市由歐洲委員會指定為歐洲第一個綠色城都。斯德哥

爾摩被賦予將結合經濟增長與永續發展相的使命，包括到 2050 年

將不再依靠石化燃料。

五、大數據運用

除此之外，斯城亦運用大數據分析於城市服務，例如 由瑞典

皇家理工學院為市府打造預測分析平臺，利用GPS蒐集1500臺計程

車即時位置資訊，並搭配交通感測器、大眾運輸系統、環境汙染監

控設備、水利設備，收集到文字、語音、照片、影片等，整合多種

資料庫系統，如天氣預報資訊新聞資訊等，提供未來交通狀況供市

民參考。同時結合LBS空間資訊應用，讓市民提供起迄地點，系統

就會提供最新車況、天氣資訊及不同交通工具花費時間等，可減少

了該市20%的交通流量。

第三節　恩荷芬（Eindhoven.,Netherlands,..2011）

2011年獲得ICF（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全球智慧

城市首獎的荷蘭恩荷芬（Einhoven）市，原是知名品牌飛利浦

（Philips）發跡的科技重鎮，近年來經由市府和當地科技業合作，

積極打造全市智慧醫療、智慧照明的創新建設。靠智慧城市帶動創

新轉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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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荷芬地區，位於阿姆斯特丹南部，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地方。

官方指定為荷蘭 Samenverkingsverband Regio Eindhoven  (SRE)，該

區域長久以來都是荷蘭的工業中心所在，有730000 個居民和 40 

萬工作人力。它的主要城市是恩荷芬 (人口 212,000)、 赫爾蒙德 

(人口88,000) 和 Veldhoven (人口43,000)。

該市得獎原因，依據ICF的說法如下：

一、恩荷芬產出240 億的 GDP 和 550 億出口，是全荷蘭總數的四

分之一。它吸引了所有荷蘭私部門的研發支出的 36%，是全球

認同的大企業公司之都，包括飛利浦、 ASML，醫療保健、 照

明和消費產品巨頭，生產的矽晶片的光雕設備製造商均進駐於

此。有18%荷蘭汽車作業是在恩荷芬和 9%的生命技術就業。

恩荷芬技術大學現有超過 7000 名學生，被認為是歐洲最高的

三個研究型大學之一、由飛利浦創立高科技園區，進駐超過 

80 家公司，創造了7,000 居民的就業機會。

二、該區域還面臨重大挑戰，但城市向上提升的能力，將可確定其

成功是否得以沿續。

三、恩荷芬是一個高成本國家的製造業中心。通過專注生產高附加

值、 技術為基礎的產品，面臨了其他國家與快速增長的低成

本製造業中心的挑戰。很多人致力於完善那些曾是恩荷芬成功

的複雜的製造能量，這些也同時造成該地區必須提高生產力的

壓力；國外競爭對手也在尋求提高他們自己在研發和知識創新

的法門，這些產出了荷蘭所有專利的 50%，而恩荷芬需要在保

持領先的曲線上。

同時，然而，恩荷芬亦面臨歐洲 人口問題，包括低出生率和

人口老齡化造成的工作力的減少。要為了要贏得這場能增進競爭優

勢的人才大戰，該區域必須增加本身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表現，以吸

引從世界各地來的知識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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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上述挑戰，Eindhoven 市政府當局，開出的藥方是，推動

Brainport 發展計畫；要點如下：

一、Brainport 運作模式

首先採公私部門夥伴協作模式（Privite-Public Partnership）進

行智慧城市規劃，計畫成員包括雇主、 研究機構、 商會、 SRE，

頂尖大學和 區域內 三個大城市的政府。首先由基層專業人員與利

益攸關者定期開會，確認其優勢、需求和目的，然後尋找機會讓他

們在商業、 社會或文化目標上進行協作。任何利益相關者均可提

出新的倡議或與其他利益有關者合作機會的建議。

所有具體工作項目係依據Bra i n p o r t  2013  的策略計畫

（Brainport Navigator 2013）研訂，計畫目標與荷蘭政府資助的

2020年版工作項目一致。計畫重點在於發展五個關鍵領域: 生活技

術、 汽車、 高科技系統，設計和食物與營養。

本計畫模式乍看僅略與全球各城市或區域組織進行策略與協作

方式有所差異，但由於不斷的進行會議研討及協商，在充分掌握實

際需求後採取行動方案，發揮了成效，分述如下：

(一) 智慧醫療及健康照護

計畫進行時，該地區已有約 825 的企業專業於衛生健

康領域，同時進用17000 名員工。為求進一步增長，乃研訂

一個叫稱之為BrainPort 健康創新方案(BHI，BrianPort Health 

Innovation) 。其目標在促進長者和長期病患者的福利，以降

低醫療成本及提高生產力，並藉以促進區域經濟成長。

區域醫療的總成本預計將從 現在 的170億歐元增加到

2020年的250億歐元，到2020年，極為可能需要100,000 新

的醫護人員，以滿足需求的需要。BHI保守的目標是每年提

高1%的生產力，這將減少對新人員25000的需求和節省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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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5000萬。同時，BHI方案也預計產生150新公司雇用至少1

萬人。它是有意的減少在同一領域的就業需求，而增加於另

一個領域需求，而使區域整體受惠更多。

BHI 方案包括了醫院、 保險公司、 技術製造商當地政

府和病人的參與，來設計和實施一些有利可圖的現實技術解

決方案與營運模式。在生活實驗室電子保健專案中所提的工

作，即包括由 BHI 參與者引介的人口老齡化新服務和產品的

測試，包括遠端監測與診斷技術。

護理方案（Care Circle）,目的在更有效地媒合有能力提

供為老人與障礙者的護理服務。 這類病人能獲得在家照顧

的時間越長，他們就愈快樂醫療費用就愈低。在夜間是家庭

護理最大的挑戰，但經由本方案，所有的電話轉到中央服務

中心調度，將合作夥伴組織資源納入，提供近乎病人居住地

的看護。實現了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品質和可及性。

(二) 產學合作發展計畫

推動初期依靠小規模的合作如商用測試、費用分擔，看

不出BHI 專案的亮點。但這是 Brainport 推動模式。可以聚集

企業、 政府、 機構和公民團體，共同找出具體方案，並充

分暸解、掌握利益機會。而且審慎發展每一個方案，直到產

生獲利且能夠自我維運。

Brainport 專案範圍很廣。例如Automative 技術中心專案

就包括了涉125 組織協作，從 2005 年到 2008 年就有4500

萬歐元新投資。受此激勵，許多與高科技系統和資訊和通信

技術有關的新公司陸續設立。

此外設計連接方案，處理有關設計和技術領域，以鼓勵

養成工業設計的專業能力，期以如同資訊科技一樣做為所有 

SRE產業聚集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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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智慧教育與就業機會

(四) 智慧觀光

資訊和通信技術也承擔了創建高生活品質及能夠吸引留

客的角色。數位城市恩荷芬經由鼓勵居民瞭解更多關於該

區域中資通訊科技應用，每月 吸引50 萬遊客。此外，一個

叫做 SenseOfTheCity 的線上遊戲允許與具有GPS的行動電話

創建城市的個人地圖和找出他們喜好。一項名為12 天的活

動，稱為單肩包，吸引了 225,000 遊客、 這是一場以特色

音樂、 電影、 現場表演、 互動藝術、 光藝術和機器人為

賣點的大型活動。而「發光」是慶祝恩荷芬的歷史，城市作

為作菲力浦照明事業部的另一個節日。恩荷芬市中心在那十

天變以光線交互投映的露天博物館，吸引65,000 的訪客。

(五) 光纖網路與創新服務（OneNet）

Brainport 和 SRE 寬頻是城市長期實施的創新方案。

從 1999 年至 2005 年，荷蘭政府資助被稱為知識城市

（Knowledge City）方案， 補貼安裝的光纖到戶方案。完成

後連接 了15000 戶住家，之後再進化為聚集公司、 機構、 

社會組織、 各國政府和居民，以促進寬頻部建和應用為主

軸的寬頻網路聯結方案。

此方案激發後續商機及應用活動，如以服務社區居民的

供應商，提供超過 230,000 的家庭服務。另有8 個工業園

區，從恩荷芬市貸款提供擔保，安裝自己的光纖網路。市政

府提供了其超過100 個學校，使用固定成本低的光纖網路服

務，簡化管理流程，提高教學效果。

在 Neunen 小村中，兩個居民遊說荷蘭政府資助佈建一

個稱為 OnsNet的光纖網路， 營運三個月後達到 97%市場滲

透率，通過合作擁有權模型實現了這個顯著的目標。屋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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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從核心網路進他們的房子的連接。市民投資安裝網路，

會增加其家產的價值。

市民擁有 95%的 OnsNet ，會加入技術和業務會議，瞭

解新的想法和解決當前的問題的方式。創新的步伐一直不

斷。線上運動與虛擬健身教練很受歡迎。OnsNet 社區電視

服務訓練當地人使用視頻設備，簡單的上傳視訊短片及遠端

視訊活動。

(六) 開放創新模式（Open Innovation）

OnsNet 是一個開放創新實例，而Brain port 非營利條款

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式創新平臺，很多人在與他人協作中追求

自己的利益，而Brainport 則居中作為橋樑、 調解、 談判仲

裁。 此模式看似簡單，但實務執行很難。全球市場都在迅

速變化和人口變遷是共同的挑戰。恩荷芬行之多年的開放式

創新模式，將在資訊和通信技術的基礎上建立了競爭對手很

難匹配的優勢 。

二、新一代的智慧城市規劃（Brain Port  2020）

新一代Brainport 開宗明義，以因應當前經濟環境快速變遷及

新的發展趨勢而重行調整城市發展策略，將原本三螺旋（Triple 

Helix）,提昇為多元螺旋（Multi Helix）,亦即由原來產官學鐵三角

推動模式為基礎，進而擴增市民、投資者、消費者、設計者、藝術

家及相關公司行業的參與，並藉此連結科技、設計及社會發展的創

新服務，同時強化Brainport 計畫的國際知識領域，作為介接世界各

地的橋樑。

計畫強調人力、科技、吸引投資、國際商機及經由高端科技及

設計的協同合作加深國際化；從而以下列面向為計畫發展主軸：

1. 智慧經濟及產業



�� 國際ICF首獎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

2. 智慧創新服務（以創新實驗室為重心）

3. 智慧健康（長照計畫）

4. 智慧能源（太陽能應用計畫）

5. 智慧移動（有效率及安全交通路網）

此計畫為市政府引以為傲的城市智慧化成功實例，去年4月参

訪恩荷芬市政府，中午市長安排餐敘時，特別強調計畫帶給城市

在經濟產業發展及促進民眾福祉的效益，同時將城市行銷到全球各

地，而市長自己也經常到全球各地智慧城市論壇分享經驗，這也是

該城市以領導者魅力為top down 政策目標加持，助益於bottom up 

各項行動方案的實行。

此外，經由擴大生活實驗場域，鼓勵民眾擔任創新服務代表

（innovation agents）, 現身說法分享實際體驗，成為智慧城市行銷

員，實現了智慧人民目標，成就了提高就業率、企業生產力及所得

水準等城市智慧化發展效益。

第四節　格拉斯哥市（City.of.Glasgow.,.Scotland,UK,.2004）

格拉斯哥（Glasgow）是蘇格蘭第一大城與第一大商港，英國

第三大城市。位於中蘇格蘭西部的克萊德河（R. Clyde）河口。行

政上，格拉斯哥屬於格拉斯哥市（City of Glasgow）的管轄範圍，

是蘇格蘭32個一級行政區（稱為統一管理區）底下的一個，長年以

來一直是英國工黨的執政領域。

格拉斯哥的城市名由來，源自布利屯語（Brythonic，是克爾

特語的兩大分支之一）中的「glas cu」，意指「綠色的空地」。

格拉斯哥地區早在公元前已有部落聚居。後來，古羅馬人在此地

區設立了前哨站，建築了安多寧長城（Antonine Wall）來分隔當

時南部古羅馬管轄的不列顛尼亞（Britannia）和北部的加勒多尼亞

（Caledonia，蘇格蘭在羅馬時代的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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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傳教士聖姆格（Saint Mungo）於6世紀在此建立了教

堂，為格拉斯哥日後發展立了基礎。到了12世紀，格拉斯哥已有了

相等於今日所謂城市的地位。1451年，格拉斯哥建立格拉斯哥大

學。

在16世紀初，格拉斯哥已是重要的宗教與學術城市。當時，格

拉斯哥也是蘇格蘭對美洲貿易的重要中心，商人從美洲大量輸入美

國煙草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白糖，然後再轉售至不列顛群島和歐洲大

陸的其他地方。1770年代克萊德河的加深使到較大的船隻也可航

行到河的更上游。這對19世紀格拉斯哥工業，特別是造船業的勃發

有直接的關係。到了19世紀末維多利亞時代，格拉斯哥已有了「大

英帝國第二城市」（Second city of the Empire）的美譽。據說，當

時全世界的船隻和火車大多都是在格拉斯哥製造的。

到了20世紀，因為1930年代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格拉斯哥的經濟開始衰退。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更為格拉斯哥

歷史的黑暗時期。當時，重工業的沒落導致失業率高漲和生活表準

的低落。

自1980年代中期，隨著許多金融公司的遷入，格拉斯哥的經

濟有了明顯的改善。1990年，格拉斯哥被選為歐洲文化之都，吸

引了更多遊客到格拉斯哥。1999年，格拉斯哥被命名「建築與設

計之城」。2003年，又被選為「歐洲體育之都」。

格拉斯哥市曾經是英國工業革命的領導城市，同時在戰後亦曾

成為歐洲最富有的城市之一。但在戰後多年來，當造船、礦業及重

型製造等產業失去競爭力時，城市工業中心普遍低落。在 1980 年

後，這座具有60 多萬人口的城市開始強調服務、 文化和旅遊，並

經由重建政府大規模投資促進其經濟轉型。 

2004年，ICF評比為首獎智慧城市，認定其發展亮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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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商務環境

儘管城市持續穩步進展，但在1996 年格拉斯哥失業率仍達

16.8%，而在 1998 年，英國政府發布了致力於使英國成為全球最

佳電子商務環境的政策白皮書。 基於此政策框架，由一個區域的

機構名為蘇格蘭企業，由廣泛的利益攸關者共同從事轉型，並通過

協商確立具體發展目標為佈展蘇格蘭成為電子商務中心。目標包

括確保到 2002 年，蘇格蘭的中小型企業中至少一半會有互聯網連

接，而且其中三分之一會從事電子商務;同時確保在2001 年的春季

前，將會有百分之二十新設公司將會成為電子商務公司。蘇格蘭當

局已規劃了兩個主要的方案，以實現所設定目標。

其中數位蘇格蘭（Digital Scotland）旨在經由資通訊科技，確

保蘇格蘭能取得最大的經濟和社會優勢，並責成所謂知識經濟工作

小組綜處之。

二、減少60%的失業率

格拉斯哥市已然成為國家和區域政策方案的焦點。以全歐洲最

低的成本電信服務，100%的數位化和具有高度的競爭力。格拉斯

哥成了第一個佈展的3G無線網路服務的歐洲城市，同時英國電信

選擇格拉斯哥作為其資料主機託管的基地，是英國最大的一個。公

私部門投入巨大資金，包括投入300 萬歐元，開發 2 萬平方英尺

的新辦公空間，可提供20000 個工作機會和新的高速寬頻基礎設

施的金融服務區。到 2000 年，失業率已降至 6.9%的工作年齡人

口，較之整個蘇格蘭平均值有達60%的改善，且只略高於英國平均 

值5.6%以上。

當城市持續進行轉型，並著重於加速產業運用科技，促進電子

商務相關行業的增長，同時將電子商務投注於教育及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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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城市推動

經由1980年到2002年，一系列城市設計、文化活動及環境改

造，形成了城市新風貌，營造了活絡、友善、宜居的工業城市。

自2004年至今，歷經十年當城市發展到一個階段的時候，適

當的整合是必須的，而各種進化版的智慧城市(Smart City)計畫開始

孕育而生。

英國政府的Smart Cities計劃透過散佈在城市中的感應器和攝影

機，來收集資訊。像是管理能源、用水、交通還有廢棄物，經由資

訊整合後再透過物聯網及大數據分析讓城市的運作更有效率。同時

這些資料都是開放的，大家都可使用。

格拉斯哥（Glasgow）就是英國第一個得到政府補助的智慧城

市。格拉斯哥擊敗了其他29個城市，得到了2400萬英鎊的政府補

助。此計劃命名為Future City Glasgow。除了利用即時公車和火車交

通資訊的App管理交通之外；其他的App還包括通報柏油路破洞和

遺失的公共垃圾桶等；透過閉路電視與感應器收集而來的資訊，加

速辨識車禍、改善能源使用和犯罪率。其中還有一個名為Glasgow 

Cycling的計畫，改善以往自行車使用者因為路徑不連貫的困惑，提

高大家使用自行車的意願，進而減少碳排放。

在開放資訊方面，通過互聯網、設備和感測器截取了近二年所

產生的資料，格拉斯哥將它公諸於眾，提供加值應用，增進服務品

質並使城市的每一個市民從中受益。

去年參訪格城時，拜訪市政府規劃總監Duncan Booker時，提到

該市未來城市規劃（Future City Glasgow  ）,細節數推動願景及具體

行動方案。如下所述：

一、目標與策略

「未來城市」是英國一個投資總投資2400萬英鎊的計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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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在於實證如何運用資通訊科技，促使城市和生活更智慧、安全

以及永續發展。格拉斯哥在30個城市中脫穎而出，贏得了英國政府

創新機構設立的“未來城市＂的基金。

目前格拉斯哥已啟動此項開創性的驗證，引導市民習於技術融

合和應用。此計畫包含健康、安全和永續發展三個領域，經由開放

資料、行動APP應用、網站及市民互動地圖；鼓勵民眾、專家和企

業家參與，分享資料也達成集思廣義的效果。

計畫經由公私營部門合作為城市提供一系列的服務。這些部門

包括格拉斯哥市政府、蘇格蘭員警署、房地產開發商、英國國家醫

療服務系統、高校、能源企業和蘇格蘭商會等。

二、未來城市推動基準

格拉斯哥以人本為核心，以開放為原則，以物聯網為基礎，試

圖打造一座未來智慧城市。

城市的未來是以人為核心的，所謂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人們

創造知識與智慧，做出決策，定義城市特徵。因為有人，城市就擁

有引領新的知識經濟領域的潛力，而我們只需要發揮人們的潛能。

人們一旦駕馭了無處不在的資料和知識，便可以史無前例地洞悉城

市的運作機制。利用智慧，人們可以做出更明智的抉擇，突破創

新，從而提高每一個人的生活品質。分享這智慧化的經驗，便可增

益城市進步，找到新的機遇，從而共同做出影響城市未來的決定。

英國在資料開放方面全球領先，格拉斯哥也在其中爭得一席。

分享資料可增強城市各領域的聯繫，建立協作模式，預測需求並及

時滿足需求。通過新的技術和資料創造新的社會服務，人們可以比

過去任何時候做得更多。

同時，經由互聯網，裝置有感測器的物件大規模搜集城市資

料，形成「物聯網」可成為價值數萬億英鎊的產業，城市若能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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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獲得領先，則將擁有無窮的潛力。

三、資料中心與大數據分析

甫完成的格拉斯哥的資料中心與微軟合作開發，搜集近400個

城市資料，並提供市民、企業、社區和決策者使用。資料內容包括

駕照考試場所通過比率、每條街的人流量等等。經過交叉分析，提

升了資料價值。資料提供者間的資訊共用構建了一個生態系統，人

們可由此深入瞭解城市的運作機制。此外相關競選、行政和市政撥

款等資料，格拉斯哥公開了更多社區相關的資料。這些資料對於社

區做出積極的改變似乎有著更大的意義。格拉斯哥開放資料網站上

85%的資料集與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自行車架的位置、學校、

幼托、亦或是健康服務站。城市中的每個人都能為資料庫做貢獻，

越多知識的分享，資料庫就變得越有價值。

資料中心開發了資料發射台、自訂面板、移動應用程式和互動

地圖一系列產品說明人們獲取和分析資訊。資料發射台彙集各部

門的資料，提供一站式的檢索平臺，人們可以在此基礎上發現並解

決城市問題。自訂面板可以實現即時的資料獲取與監測，根據個

人需要定制資料服務。除了獲得資訊，格拉斯哥居民同樣可以通過

線上地圖工具和一個移動應用包（如未來城市格拉斯哥的自行車和

能源應用）貢獻他們寶貴的知識，許多人利用資料開發了新的移

動應用。而城市規劃設計師們則通過社會人口、公共交通樞紐佈

局、服務頻率和教育設施等資料包編制城市更新專案。作為公眾

參與的一部分，該地的企業和居民也利用“開放格拉斯哥＂（Open 

Glasgow）網站上的互動地圖繪製他們心中未來十年城市的模樣。

此外，安裝著感測器的智慧路燈會記錄人流量、車流量等資

料，並將其傳回資料中心，供人們免費查閱。升級後的LED路燈能

夠在夜間檢測到路過的行人和騎車人並自動提高光照亮度。這一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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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將使格拉斯哥真正具備城市物聯網的能力。

第五節　南韓水原市(Suwon,.South.Korea.,2010)

南韓有二個城市分別在2008年及2010年獲選為ICF年度首獎，

即水原市(Suwon)及首爾江南區Gangnam District Seoul），除此之

外，南韓尚有其他城市在同時間並行推動城市智慧化。

一、南韓U-city奠定智慧城市基礎建設

南韓自2004年起規劃「U-city」智慧城市藍圖，打造五大運用

資通訊的數位城市，包括全區光纖結合物聯網監控的松島、智慧電

網與電動車的濟州島、智慧港為特色的釜山等，智慧城市在南韓稱

U-City，其中的U字係引用拉丁語Ubiquitous、即「無所不在」之意

的字首字母。依據南韓U-City所定定義，在道路、橋梁、學校、醫

院等城市基礎設施上，架設運用先進資通訊技術的服務系統，可

隨時隨地就交通、環保、福祉等各領域提供所謂「無所不在」的

Ubiquitous服務。例如首爾市於2014年2月建立了南韓第一家網上民

事投訴和提案綜合管理系統，原本單獨營運的31個民事投訴和提案

窗口，合併為一個網上民事投訴和提案綜合管理系統作為單一服務

窗口。

單一窗口在當年度迅速處理大約7.3萬件（平均每天323件）民

事投訴，受到市民熱烈的反應。此外如同其他國家城市，在交通方

面亦利用太陽能公車站透過U-交通系統，準確告知等車的市民公車

進站時間。

二、大規模投入創新經濟

依據ICF官方說法，韓國期待政府強力支持建設世界領先的寬

頻普及率和速度，而這些從1995年起的大規模投資和私營部門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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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商是有激烈競爭的 。它使得公司虧了的錢、破產或合併以維持

盈利能力。但最終的結果卻是為國家建設了令世界大部分地區羨慕

的寬頻基礎設施。

而水原市位於漢城以南，同時也是京畿道省的省會，政府積極

經營數百年。該市由 第22 屆朝鮮王朝的統治者於200 年前所建立

的 第一個計畫中的社區。長時間原來相對較小的城鎮，水原已看

到近幾十年來人口激增，現在它已成為僅次於首爾第二大的自治

市。

就像在世界其他地區的衛星城市，水原成功的滿足了鄰近地

區；它成為了首爾南部以及專業技術和重工業製造樞紐的交通中

心。然後來了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水原市擁有最多員工的三星

電子遷出及三星康寧公司於2005 年停止運營。雖然像三星大財閥

主導了韓國經濟，但水原市當局意識到這情況會帶來了城市成本。

因此由水原市政府，啟動特別是以資通訊科技之中小企業小為

主軸，專業從事生物技術、 納米技術。市政府不吝投入達成此目

標的公共投資。

2003 年，城市開始發展複合工業第一階段計畫，在 2006 年

完成設立了156 家金屬加工公司。第二階段計畫也在2008 年完

成，扶植了40 家公司，生產電子元器件、 成像、 聲學和電信設備

等。第三階段計畫在2012 年完成。水原市提供基礎設施及一系列

的獎勵措施，鼓勵發展商及工廠落腳。

水原市也為吸引小較小的公司創業，而建設智慧建築，經由免

除或減少登記、 財產和加值稅。如水原創業廣場、 數碼帝國等，

共有900 家公司雇用超過 11000 人。另外三個多租戶建築物可容

納 320 公司和超過 4000 名員工。 最新的專案是一個商業中心，

於2008 年開業，現在居住著 25 家公司。

此外，市政府每年撥出 27 億美元作為投資資本，以加強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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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競爭力。搭配由私人投資或銀行貸款，為水原提供補貼達 

18000 美元於原型開發。水原也有一個創新的電子貿易辦事處連接

到其他的韓國城市，以及在亞洲、 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夥伴城市。

為共同發展城市智慧化，水原市還建立了 產業、 大學和政府

之間的協作關係。形成大量的公私營研究中心和機構，包括京畿道

區域，內容收斂軟體中心，京畿道生物中心，韓國納米晶圓廠中

心，新一代融合技術研究所研究中心和綠色能源，汽車零件及材料

研究中心。

三、無所不在的網路環境與服務

水原市仍努力於發展 21 世紀的資訊基礎設施。2005 年，市

政府發布了名為「U 快樂」（U-Happy）的 主要計畫。目標是使水

原市利用無處不在的網路環境，促使政府更透明、 更能回應公民

和更具成本效益。

因而市政府決定開發自己的寬頻網路。且經由消除租用線路

和運用現有交通運輸管理系統已建置的管道，將建設費用減至最

低的，減省了 近 25 萬美元的營運成本，同時提升連線速度從 32 

Mbps 到1 Gbps 。

在市政服務方面，市政府啟動系統重整工作，將現有稅務、 

房地產、 公共衛生和安全、 交通管理和城市管理的多個電腦系

統整合為一。同時府內五個局處密切合作，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多元圖層及航拍像影資料於簡化都市規劃，降低災害及提

高行政效率。

藉此，市政府開發了線上單一為民服務系統，功能包括線上服

務請求、 報告、 付款、 新聞和市政資訊。每年有1000 萬人次上

線提出需求服務，在2009年該網站共有93,000 的註冊使用者，他

們還可以選擇行動裝置上線，總交易量超過 600,000 筆。而且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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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電臺亦可經由服務系統提供當地有關市政快訊、 文化活動、 教

育和娛樂節目。並以確保服務可用於未上網的市民，包括利用互動

式數位電視提供政府新聞、 互動服務和資訊。

四、提供數位機會

為縮減數位落差，市政府自 2002 年以來即廠，超過 35000 

人接受在 20 個教育中心由志工參與的數位技能訓練。同時將辦

公室的舊電腦予以修整後分發到兒童中心、 圖書館和社會福利設

施等再生利用。到2003 年，近 5000 部再生電腦提供市民使用，

市政府也跑設置PC 維修體系，確保機制運作正常。水原市也在圖

書館提供公用電腦，從2002年的3個到目前8個國書館，在2009年

時，超過 500 萬的遊客進入圖書館 使用。此外，水原市設立「關

愛獎學金基金會」授予 459 萬美元獎學金 給800 名學生，以及研

究補助金給予績優老師，從 2006 年到 2008 年，該獎學金協助低

收入、 高潛力和需要特別教育學生支付昂貴的教育費用。

五、心智投資

「教育投資」是在水原市申請ICF頂尖七大城市所提出的亮

點，其為政府可以作出最佳最合宜的資本支出。2002 至 2009 

年，城市投資於教育超過 3億6000萬美元，改善學校設施，開設新

的學校和擴展工作人員。進一步 在2010年以1 億8600萬美元成立

水原教育發展支援計畫基金，其中包括 74 個個別專案著重於全球

經濟相關教育。

全球化是城市領導者重視議題，市政府在 2006 年提供7300 

名小學畢業生集約化的全球語言學習環境。水原市的外語學習畫，

在 2010 年年底開放提供包括中文和日語的語言相同的環境。2007 

年，水原設立京畿道水原外國學校，使城市成為外國人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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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籍跨國公司工作家庭來韓國的首選。該校設定招募有75%的外

國學生和 25%的本地學生。

水原的教育方案也注重技術創新。京畿科學教育研究所提供

專門它在當地的中學課程。城市為學生舉辦一年一度的水原發明

競賽，並且每年都會邀請世界創新奧林匹克選手。2004 年以來，

水原籌辦「資訊與科學節」，吸引60,000 人參加全國電子競技大

賽、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學生的科學節、 專業玩家展覽和許

多更多的活動。

1997 年的金融危機，迫使水原市面對當前問題並啟動投資於

建設中小企業經濟、 電子政務、 教育等。韓國;在 2008 年最後一

個季度，其經濟萎縮 了5%，但在 2009 年初開始反彈，此部分固

然得益於政府強大的行動作為，但也有可能是在 2010 年 1 月，

聯合國宣佈韓國電子政務名列前茅，這是第一次由亞洲國家有此成

績。而以地方角度觀之，水原市有亦具相同的成功案例。

2012年新北市政府10月、2015 年2月宜蘭縣政府及2015年底

臺中市政府，分別到韓國考察「智慧城市及創意城市」，共同的心

得包括：

一、城市領導階層明確而強烈的企圖心

一向重視科技發展的南韓，追求智慧城市也不落人後。在智慧

城市願景計畫中提到了幾個目前相當熱門的議題，包含巨量資料( 

Big Data)、開放政府 (Open Gov)、智能設備( Smart device)、地理資

訊系統 (GIS )及 APP 應用，計畫內容也走向國際，首爾市政府積極

料與 WeGO 世界電子化政府組織（World e-Governments Organization 

of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首爾市長還擔任 WeGO 現任首屆

會長。

最近才參觀韓國濟州島的IBM台灣智慧城市業務發展協理張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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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強調，當地政府全力發展智慧電網、電動車等創新產業來外銷，

企業如三星也全力相挺，「韓國人很有拚勁，而且拚得很有方向」

二、韓國首爾市-搭載智慧手機讓服務無所不在

韓國的首爾市近年來所推動的U-Seoul 計畫，主要便是希望透

過整合資通訊技術、因應消費者需求、解決城市現有疑難雜症等方

式，配合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化，達到建構無所不在的U-Seoul 智慧

城市及高水準電子政府之願景。在推動策略方面，一方面藉由強化

電子政府的服務效率及宣導工作，同時提供各式手機資訊化軟體，

使各項服務可即時化、客製化、智慧化與整合化，以提升市民生活

品質，讓首爾成為一個深具魅力的國際都市。

U - S e o u l 計 畫 可 分 成 兩 種 發 展 模 式 ， 一 種 是 N e w 

City+Ubiquitous，亦即新市鎮重建，主要針對新都市進行全新

改革，使得整個新市鎮到處充滿各項 U化應用，例如仁川自由

經濟區的松島新都、板橋優質生活新市鎮等；另一種則是 Old 

City+Ubiquitous，主要針對既有都市特色，加入各項 U化應用

元素與應用，以提升既有都市的效能，如首爾高品質生活新都 

U-Seoul，濟州島車用資通訊服務城市、釜山高科技港灣都市等。

三、韓國松島國際商業特區-發展再生能源打造低碳城市 

松島國際商業特區（Songd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位

於韓國第二大港口城市仁川外海，是一座填海建造的人造島嶼，由

美國地產開發公司Gale、韓國鋼鐵大廠POSCO E&C，與韓國LG CNS

共同合作建置「松島u-Life」。松島特區是全球首座以數位城市概

念建造的都市，從2000年開始興建，將於2015年完工，此計畫預

計花費金額為350億美金。在都市智慧化應用服務的建置方面，松

島特區與Cisco、Microsoft等業者合作，計畫藉由無所不在的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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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民眾便利與優質的生活環境。利用網際網路資源流動帶

動經濟發展，並讓相關產業進駐，成立技術園區，直接提供都市U

化的相關技術與人才資源。

松島特區的開發，預期成為全世界最綠的都市，在全球大型綠

色城市或區域設計規劃領域，建立新的標準典範。松島特區更要求

區內所有建築物都必須達到美國綠建築的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標準

規範（LEED），通過綠建築認證，減少基礎設施與環境所需付出

的損耗與代價，打造一座低碳生態城。

四、智慧城市管制中心（Smart City Governance Control Center）

設於首爾市恩平區的「智慧城市管制中心」 （Smart City 

Governance Control Center），整合治安、交通及環境等各單位所架

構使用的監視系統，將各地點影像同步即時傳輸至監控中心，統一

監看易有治安事件的地方、交通是否順暢，以及違規停車告發及水

位情形等，此外在距離首爾市約有 1 個半小時車程的坡州市，由

市政府推出的「U-City」計畫，是屬於智慧造鎮，與首爾市政府推

行的「U-City」計畫不太相同。此一智慧造鎮計畫，包含從區域土

地的徵收取得、規劃使用、基礎建設、住宅起造，到人民的生活機

能設計與產業發展方向，都屬於計畫中的一環；由政府完成基礎設

施建置後，再將土地釋出予民間進行後續的建物及銷售，為市民營

造出一個健康豐富的城市服務生活，有極高的綠地覆蓋率與無所不

在通訊服務，期讓市民願意居留，甚至吸引其它地區的人民移居。 

智慧造鎮計畫分為兩個階段進行，主要是計畫區域的擴大，目

前已完成第 1 階段工作，成功改變坡州市的都市風貌，並增加坡

州市的人口數與工作機會。「ubiPark」為智慧造鎮計畫的展示館，

除了保留整個計畫的施實內容與說明外，也包含了許多展示模型，

讓參觀人員可以模擬想像身在其中的居住感受，此外，尚有利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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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科技完成的交通管控、地理資訊、安全防護、大眾運輸、水循

環、保健福利、環境指標、門戶網站、基礎設施及城市資訊中心等

多項設施及服務。

第六節　日本三鷹市（Mitaka,.Japan,.2005）

三鷹市位於東京近郊，面積16.5 平方公里 ，人口 的173,00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它是以高科技中心箸稱，城市中有諸多航

空工業家和中小型廠家。但在 20 世紀 50 年代，高科技製造業轉

移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威脅到三鷹市的經濟生存。幸運的是，這個

城市開始吸引不同的組織進駐，如大學、 企業科研中心和資料中

心。他們被三鷹市因地理位置接近東京的條件所吸引，尤其是該市

處於低風險地震區（更適合建立資料中心），此外一些重要產業仍

然存留該市也是誘因，包括 日本無線公司（JRC）及一些知名和推

崇的技術公司。因此，幾十年以來，城市發展了與技術及在高重要

性研發的社會和政治文化。

一、數位革命方案（Digital Revolution）

前述發展的文化，使三鷹市在啟動數位革命時，重造日本和

世界的經濟。1984 年，三鷹市成為日本主辦現場測試光纖到府網

路的第一個城市。1988 年，它成為 第一個 ISDN 服務測試平台，

1996 年，三鷹有線電視成為日本第一個 ISP ，提供10 Mbps的寬頻

速度。

此外，熱烈的公民參與傳統對城市非常重要，因為它讓三鷹市

具備靈活和積極地應對全球經濟挑戰。

市政府辦公室有了近幾十年合作的科技教育者及公民團體領

袖。城市確立了發展策略，鼓勵民眾參與交通、公共服務、土地使

用和通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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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末，三鷹推出了「蘇活(SOHO )城市計畫」，進一步

促進在經發展佔了重要比重的小型辦公室和家庭辦公室的業務發

展。同時，成立三鷹市管理組織 (MTMO) ，用以創建SOHO 產業。

當時設置了七個環境，容納100 個與科技有關的企業。MTMO 還提

供應商務媒合方案、創業投資和其他金融服務，鼓勵創業和經濟增

長。

2003年，三鷹發起公私部門協作專案，稱為「明日城市」，

核心團隊包括的83 個公民和企業、 大學和政府的代表。該專案參

與國家資訊家電計畫實地測試和市民電子化服務專案。且在稍早於

1989年起，城市中已有部份學校連接到寬頻和有線電視系統並且

開始引入數位材料和電腦作為教學課程。例如在2003 年，學校推

動專案中曾有1400 名學生參與試行52 Mbps 的無線網路。此外，

市政府並沒有忽略校外民眾，它開設了一系列的課程和活動，引導

老年公民和父母學習網路世代的生活。

二、研究發展中心

三鷹市目前有日本電通、 IBM 和中興保全等公司的研究和資

料中心進駐，同時也設有各層級政府機構於此。其中有61 的教育

機構，雇用 3000 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另由法政大學領導集團創建

於2005 年開業的新三鷹網路大學。

三鷹市承續其傳統角色，成為高精密設計和製造及光學儀器的

聚群產業，同時也成為全球生產的動漫的要角，估計產出有 75%的

動漫廣傳於全球各地。

2013年十月新北市政府組團參訪日本東京，參訪協助日本政

府推動智慧城市的NEC及Hitachi企業，而2015年九月，臺北市政府

組團考察日本京都智慧城市推動情形，地點包括東京、橫濱、大

阪、京都等城市。除考察日本京阪奈生態城市園區，並對智慧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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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智慧交通之推動相互交流，同時了解日本如何將智慧概念應用

在老人長照制度日本在30年前就已選定京都、大阪、奈良3處，打

造「京阪奈智慧城市」，如今在智慧社區、電動汽車等方面成績斐

然。

依據該市政府返國報告書內容除考察智慧城市推動外，最主要

在參觀以城市為實騐場域的智慧新服務(New Services)；這也是臺北

市政府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從參訪考察內容可以看出，日本除三鷹市以外，各城市基於地

方特色，皆具體智慧化推動計畫及結合在地企業，落實實質建設；

摘要如下：

一、藤澤永續智慧社區

本社區為松下電器集團為開發主體以智慧生活規劃為基礎，整

合運用其家電、住宅、設備等各領域之智慧化技術，開發興建新住

宅社區，為日本智慧城市實證案例中少數已可商業化的住宅社區之

一

(一) 開發主體、參與企業及管理單位

該社區土地所有權均為松下電器集團所有，由松下電器

集團向藤澤市提出變更地區計畫，並辦理區劃整理事業，進

行公共工程，總經費約600億日幣，並分別由PanaHome株式

會社及三井不動產住宅株式會社興建住宅並銷售(PanaHome

株式會社採輕量鐵骨造建築，三井不動產住宅株式會社採木

造建築)。

藤澤市係就該開發案之地區計畫變更及區劃整理事業與

松下電器集團進行協議，共同策定造鎮方針，取得公共設施

用地，並負責維管該地區內的道路及公園，及招商高齡住宅

及長照中心之實施者，另補助該社區太陽能發電設備(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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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開發主體)。

於該社區規劃階段，松下電器集團集結19家不同業種之

企業，成立Fujisawa SST協議會，由藤澤市擔任顧問，共同

規劃該社區的設計、智慧化的措施及服務。

於該社區營運階段，由前開其中9家企業共同出資成立

Fujisawa SST 管理公司，支援該地區居民自治會，並協助其

營運、該社區物業管理、保全及該地區建物新建增建改建或

修繕的服務等。

(二) 規劃構想

松下電器集團於開發該社區時，以100年持續居住為願

景，讓一家3代在此都能獲得良好豐富的居住環境，藉由設

置不改變基本結構，但可因應時代變動的基礎建設，配合居

民生活模式的改變，加以最先端之服務，以實現所訂定之願

景。從2008年開始規劃，經10年的建構期，於2014年開始

第1期之入住至2018年全區開發完成，並迎接未來30年的成

長期，接續30年的成熟期，及更加發展的下1個30年。

二、日立（Hitachi）柏之葉智慧城市

(一) 城市概述：

「柏之葉智慧城市」(Kashiwa-no-ha Smart City)位於日

本千葉縣柏市，計畫面積約273公頃，人口約40萬，市區中

央為2005年開通之首都圈新都市鐵道筑波快線，2008年由

千葉縣及柏市行政機關、東京大學、千葉大學共同發表「柏

之葉國際學園城構想計畫」，於市區內劃定 “區域振興綜

合性特區（綜合特區）＂，並以三井不動產及日立公司主導

合作之新都市發展計畫，透過產、官、學合作(包含：三井

不動產及日立公司、千葉縣及柏市行政機關、東京大學、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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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大學)，從「環境共生城市」、「健康長壽城市」、「新

產業創建城市」三方面著手，以實現安全、可持續發展的智

慧城市為目標，期實現「未來都市」之構想。建設重點包

括：

1. 「環境共生城市」概念：因應地球環境能源課題，社區內

規劃太陽能發電及儲電系統等基盤建設，結合能源可視化

系統，藉由電力交換機制，克服該地區災害發生時能源切

斷之問題。

2. 「健康長壽之城」概念：因應高齡化社會課題，提供全面

的疾病預防和預防保健服務，建立「全面衛生保健站」及

開展康復護理和營養指導之照顧長者的地區，為老年人開

設培訓課程，促進該地區的醫療衛生服務作為「市民健康

的支持者」。另使用具遠端傳輸功能之健康偵測儀器，可

量測體脂率、運動量、卡路里消耗量等數據，還能記錄睡

眠與活動等24小時生活節奏，並與健康分析系統連接。

3. 「新產業創意城市」概念：鐵道筑波快線沿線聚集環境能

源、預防醫學、健康等各領域學術研究機關，本地區結合

大學和科研機構、政府與民間專家組成創業援助組織，積

極開展支援活動，孕育新創業。 

(二) 智慧城市計畫內容

 分別從環境共生城市、健康長壽城市、新產業創建城

市三方面著手，加上先進的能源管理系統調配區域內電力，

包含:區域能源管理系統(Area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簡

稱AEMS)、業務持續發展計畫(Business Continuity Plan，簡稱

BCP)及生活持續發展計畫(Life Continuity Plan，簡稱LCP)，

是綜合都市規劃、交通、產業科技、生活等因素，打造柏之

葉智慧城市。智慧服務構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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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管理系統AEMS與智慧電網

2. 智慧電網管理中樞 - 柏之葉智能中心

智能中心負責區域內能源運用，平常時可提供居民節

能方面之訊息，災害發生時將成為區域內電力調配管理基

地。

3. 大數據應用(Big data)

透過佈設感知器感應人流推算、消費習慣、屬性(年

齡層、消費行為等)及收集車流與何時何地塞車情形等情

報，經過評價與分析，提出改進措施，並應用於商店擺

設、商品販售模式及廣告效果評估等。亦即透過大數據分

析可得出許多額外的資訊和資料關聯性，也可用來察覺商

業趨勢或測定即時交通路況等。

三、關西京阪奈科學城(Keihanna Science City)

(一) 城市概述

關西京阪奈科學城(Keihanna Science City)，位於橫跨京

都府、大阪府、奈良縣3府縣8地市的丘陵地帶，距離大阪

市及京都市中心約30公里。整個城市面積總面積約15000公

頃，人口數41萬人。主要目標為發展成創新文化、科學及研

究的城市，並孕育新的科技及文化產業，是作為國家未來計

畫驗證而建設的新型城市。

(二) 關西京阪奈科學城推動目標

第三階段主要是將累積20年的成果加以應用化，並以下

列六點做為目標：

1. 結合智慧及人文文化，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服務科學

2. 推動國際招商活動，創造做為國際研究基地的新產業

3. 透過國會圖書館關西分館的成立，推動以文化做為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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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及學術研究

4. 借由市民與學者的城市推動，實現開拓未來知識的創新都

市

5. 全面提升並促進支持學研城市活動的基礎建設

6. 建全體制以進行高度的城市營運計畫

(三) 產官學研合作的發展歷程

為了推進城市建設，「關西文化學術研究城市建設推進

協議會」主要業務惟需求、宣傳活動及文化學術研究設施的

招覽活動；而推進體制系以「關西文化學術研究城市建設推

進機構」為主要溝通的平台，結合大學、學術專家、城市在

升機構、民間該發業者、關西經濟聯誼會及其他工商產業會

進行調查研究、專案策劃及新產品創造開發等工作，其中都

市開發計畫研擬後交由行政機關完成立法程序後再交由該機

關推動。

1986年成立的「公益財團法人關西文化學術研究城市

推進機構」為推進科學城的建設成努力，並推動1987年

「關西文化學術研究城市建設促進法」公布及實施，啟動至

今已達到第三階段的「城市綜合實力的發揮和高度城市運

作」。

除了關西地區以外，科學城還致力於推動日本其他地

區，以及歐美和亞洲各國的交流，結合與社區大學及研究機

構的合做，成為代表世界技術創新的族群。

(四) 京阪奈科學城的三大發展特點

1. 結合市民共同參予的推進計畫

京阪奈科學城除了是研究機構、大學和企業等所在地

之外，大規模的住宅開發也正在進行，是通過公眾交互

對尖端技術和新型社會體系的研究成果進行實證的最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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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京阪奈科學城所在的關西人口逐年減少，但該地區人

口卻一直增加，周圍的企業及學術單位也逐年增加，原因

是科學城作為城市特徵試以行政協助、學術研究、產業發

展及居民需求為基礎，藉由民間力量及資源推動城市建

設。

2. 集團式開發

京阪奈科學城的開發是以分散設置的方式將12個文化

學術研究區域如葡萄串般的設置，依據都市建設需求，主

要分為科學區和周邊區。科學區具有公益性設施，研究地

區及其他基礎設施，周邊區域則為必要的生活設施。這12

個區域都有有自己的發展特點，以分別承擔不同的城市機

能，並且先由發展條件完整的區域開始，減少過大的先行

投資及風險。

其中精華-西木津地區為主要的開發核心，該區域

包含了我們本次參訪的「國際電氣通信基礎技術研究所 

(ATR)」以及有員工獲得過諾貝爾化學獎，現階段致力於

醫療檢測裝置研發的「島津製作所」，另外也有以歷史及

文化為主題的「國立國會圖書館關西館」。因此，科學城

雲集眾多企業的研究所等機構，具有強烈的研發能力和資

訊發佈能力。    

3. 研究設施與住宅設施的綜合開發

截至2015年7月為止，京阪奈科學城已經有128家廠

商進駐，其中包含通訊、自動控制及全球環境變化等國際

級的研究單位；此外科學城也是結合學術與生活的複合型

城市，不僅是單純建設學術研究設施，更致力於住宅用地

的開發；京阪奈以創新技術，良好的城市環境及建全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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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創造一個適合居民發展及居住的城市。

由於科學城的特徵在於包含了使用高能源的研發機構

及於這些研發機構服務的居民眷屬，因此能源的使用將會

有明顯的區域性及尖峰性，因此能源的管理及分配將是重

要的課題。

在能源的管理及應用上則利用ICT技術進行能源及減

碳的最適化管理，並且利用智慧系統轉換模擬以節省能源

消耗率，由動態的PDCA循環機制管理，並啟用能源管理

模式以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4. 智慧系統的ICT循環機制管理 

日本在331福島核子災變後，陷入電力供應短缺的問

題，日本政府開始電力供需管理措施，首先日本政府思考

的是智慧電網的建置方式，將具有人工智慧的電力供應網

投入社區，使得能即時機動的整合調配用電供需，並達到

最佳節能的電力管理。其中智慧電網包括：輸配電網路、

先進智慧電表、各式儲能設施、資訊分析管控軟體及電路

安全保護機制等。

此外，有別於傳統單純的創電思維，開始針對削減夏

季與冬季用電尖峰時段的電力需求，並且從需求端進行

「需量反應」之能源管理，希望藉此項創新能源管理與城

市社會的驗證，緩解電力供需緊張問題。

從2009年開始，京阪奈科學城展現對於都市節能的

企圖心，結合所有的研發企業及學研單位，目標2025年

低碳排放量目標，並發展微型蓄電技術及先進電動車，期

待驗證將節能技術應用在醫療保健系統及近行先進能源管

理。

5. 京阪奈科學城的社區實證要點



�� 國際ICF首獎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

每個項目的驗證都是由一個企業或學術單位的研發單

位主導，並且結合了其他企業的研發單位作為參加及支援

團體，充分的展現科學城的發展特徵及資源共享的效果。

京阪奈科學城除了是研究機構、大學和企業等所在地

之外，大規模的住宅開發也正在進行，是通過公眾交互

對尖端技術和新型社會體系的研究成果進行實證的最佳地

區。

從2012年7月起，京阪奈科學城開始實施以“智慧用

電方法專案＂為主題。共有700戶科學城居民參加了本次

驗證。在驗證中，供電方為了平衡電力供求而採取的各種

促進抑制電力需求，並針對回應手段進行了大規模驗證。

其中包括用電量視覺化及變動電價對電力需求的抑制效果

等。    

第七節　臺中市（Taichung.City,.Taiwan,.2013）

在胡市長「加入全球智慧城市，行銷國際」之政見理念下，臺

中市政府團隊擬定臺中市智慧城市推動之四年中程計畫，循序漸進

打造智慧城市願景，同時藉由參與國際組織評比，展現臺中市在寬

頻環境、數位內涵及創新服務等各方面之推動成果，以「世界的大

臺中」接軌國際。2013年，臺中市在連續二年獲得ICF頂尖七大智

慧城市後，一舉拿下年度首獎，究其主因為自2011年合併升格無

縫接軌，建構異質多網無線網路環境達到90%以上的人口覆蓋率、

公私合作開發創意、開辦免費電腦課程、培育知識工作、結合科學

園區、打造中部科技走廊等，以整體合作打造本市的宜居環境等

等。

而依據ICF官網所公佈臺中市獲獎主要原因包括：

(一) 在過去十年胡市長的政治遠見與縝密的規劃，以及團隊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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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無間下，除了在科技創新的運用外，更重要是在「文化」

上的投入，讓整個社會經濟動能向上提升，讓臺中市成為經

濟文化面的偉大城市及21世紀智慧城市發展典範。

(二) 於2010年底順利完成臺中縣市整併升格之大臺中市，結合

70%服務業及50%勞動產業，創造出一加一大於總和的經濟

體。

(三) 具備海(臺中港)、陸(高鐵、臺鐵、捷運)、空(清泉崗國際機

場)等交通優勢，是中臺灣通往國際的重要門戶。

(四) 擁有1500家以上精密機械公司作為經濟成長主幹，在胡市

長的政策下，運用ICT提升港口、交通路網及農業發展績

效，積極創造新的市場，並讓中小企業在全球擁有競爭力。

大肚山科技走廊帶，1500精密機械製造相關企業，上萬家

中小企業零件供應商，總年產值達9000億臺幣工具機出口

量居世界第三。

(五) 以科技帶領傳統農業轉型，外銷國際：

1. 太平荔枝採冷鍊法運輸，延長保鮮達21天，外銷新加坡，

2013年上半年外銷137公噸，市前一年的2倍，價格部分

也提高，2012年為2011年價格的2.6倍。

2. 綠盈花卉，有別傳統栽種，其採無菌操作、病毒檢測、電

腦全自動恆濕溫控制，並導入瓶苗條碼系統等E化建設，

流程高度資訊化與自動化，並創輕量化苗瓶與運輸容器或

歐美市場青睞。

(六) 保障人民數位權寬頻覆蓋率可達9成人口：無線網路

4GWiMAX人口覆蓋率達95%。

(七) 為促進中小企業E化，臺中市政府結合工業技術研究院團隊

提供工程資料銀行雲端服務：目前有410家精密機械廠商

3430人使用此服務，資料納管數超過四萬個，據廠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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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入後每年可帶來近四億元效益。

(八) 文化人文是城市的自我品牌行銷利器：包括

1. 大甲馬祖國際觀光文化節2012年吸引504萬人次創造40億

元產值。

2. 2013年中臺灣元宵燈節會吸引560萬人次。

3. 新社花海暨臺諸國際花毯節吸引180萬人次。

除此之外，市政府研析得獎之重要因素尚有：

(一) 透過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開發具有創意的應用：

包括導入「工程資料銀行服務」為精密機械產業量身打

造有效進行智慧資產、供應鏈資料交換與共享。

(二) 在農業發展創新技術方面：

例如:農業試驗所成功開發節省溫室管理人力需求及即

時監控目標的蔬果設施生產環境數位化監控系統，以及綠盈

國際花卉有限公司自行研發並創新輕量化的容器開發，並促

使培育流程高度自動化，大幅提升蘭花種苗生產效率，並將

瓶苗供應與市場需求接軌，成功打進並拓展國際市場。

(三) 在創造數位機會的部份：

經濟部工業局透過工業技術研究院執行「智慧生活應用

推動計畫」資源整合，成立「雲端圖書館」讓行動閱讀車

深入偏鄉小學。市府文化局亦結合了行動圖書館的圖書巡迴

車，每週定時定點將書籍及民眾線上預約的書籍送至資源較

缺乏的學區，以縮短城鄉差距。

此外，臺中市以都市發展為基礎，並融入文化為內涵，建構出

一個低碳永續環境的宜居城市，且運用資訊科技串連各項建設，整

合力量讓產業升級，使縣市合併能達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而除

了科技之外，文化是城市的臉孔，臺中市雖然是年輕的城市，但對

文化保存相當重視，評審會認為臺中市把科技的技巧內化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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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連賣蘭花都可以從電腦控制，環保公司也可以從惡鄰居變成大

家的好厝邊，令人印象深刻。

具體而言，臺中市智慧化進程，從評比指標綜合觀察，分述如

下；

一、基礎網路建設

隨科技的迅速發展，臺中市結合了政府及民間資源佈建寬頻及

光纖網路環境，提供多元豐富的數位基礎設施，目前利用市府寬頻

管道佈建的光纖已高達2974公里，以民間電信業者的資料來看，

光纖網路的涵蓋率也達到95%以上，無所不在網路已是臺中智慧人

生活媒介，讓每一位居民都能充分享受高頻寬速度所帶來智慧生活

方便性。

二、促進數位機會

此外，臺中市政府強調一個數位共享的資訊社會，讓每一位市

民享有同等的資訊接觸及使用的權利，2008年開始，積極推動民

眾上網活動提供民眾及弱勢家庭有免費學習上網的機會，且縣市合

併後，2011年起也擴大為29個行政區皆開設數位學習課程，讓偏

鄉民眾有更多機會持續學習，達到縮短城鄉數位落差之計畫目標，

讓臺中市變成名副其實的數位城市，另外還有經濟部工業局執行

「智慧生活應用推動計畫」資源整合，輔導業者推動大規模電子書

雲端應用服務，利用「雲端圖書館」啟動偏鄉數位閱讀，結合國立

公共資訊圖書館服務系統，串聯全台5都17縣市圖書館，讓行動閱

讀車深入偏鄉小學，帶給偏鄉孩子數位學習的樂趣。市府文化局亦

結合了行動圖書館的圖書巡迴車，每週定時定點將書籍及民眾線上

預約的書籍送至資源較缺乏的學區，以縮短城鄉差距，這項圖書通

閱便民服務除了跳脫以往制式圖書館僅服務在地讀者的概念，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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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發揮館藏書最大效益及資源利用率。

三、落實智慧產業聚集

臺中市在完善的基礎資訊建設下，更透過官產學研密切的合

作，如中部科學園區、水湳經貿園區、精密機械園區、產學研平台

等，促使區域內的產業、學術界及研究、職業機構密切合作、建

立新型態的互動模式、帶動新興產業高度發展，並提供專業技術

以及研發人才的培育，辦理大型徵才就業博覽會，協助社會新鮮

人或轉職求職者就業，2012上半年辦理二場次大型求職求才就業

博覽會，共132家廠商設攤徵才，提供13,075個工作職缺，初步媒

合6,044人次，透過人才培育機會，讓廠商擁有更多知識工作力人

員，也讓園區的廠商願意留在臺中市發展，進而促進大臺中地區高

科技研發及經濟發展在全球的競爭力。

此外，市府也積極協助傳統農業轉型技術提升，例如：透過科

技保鮮技術，2012年太平區荔枝外銷至新加坡，行銷國際價格提

高，平均售價較去年成長260%，大幅提升農民的收入；臺中市的

綠盈國際花卉公司，成功研發輕量化的苗瓶與運輸容器，創新整合

相關製程，促使培養流程高度自動化，並將瓶苗供應做到定時、定

量、定性，以「3Q」服務策略，兼顧迅速與質量，大幅提升蘭花

種苗生產效率，並獲得國際市場青睞。

四、文化魅力與城市行銷

一個智慧城市的發展應該要「軟硬兼施」，不僅止於城市硬體

建設、產業經濟的推動及資通訊科技的應用，城市的人文內涵更是

重要的元素，為此，市府也大力舉辦多元的藝文展演活動、參與國

際交流，提升整體國際形象，以文化形塑臺中，帶動地方觀光發

展，建構一個具有人文氛圍、智慧生活以及國際觀的魅力城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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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地產業部門以及學研機構的共同奮鬥與建設下，臺中市已

逐步發展為具備國際水準的都會型城市，臺中市以「世界的大臺

中」接軌國際，積極參與或舉辦國際性活動讓臺中市在世界舞臺佔

有一席之地。例如導演李安執導的電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近八

成場景在臺中市拍攝，也因此興起電影相關產業的發展，而李安導

演及劇組在臺中市拍片生活的點點滴滴，也引起許多旅行業者的關

注，帶動臺中觀光熱潮。除此之外，前陣子在臺中市開打的世界棒

球經典賽，展現國人對棒球的熱情，以及全世界最大、最具權威的

「2013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64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今年5月

27到29日在本市金典酒店隆重登場，超過47個國家代表出席，也

超過1700人參與。這次由臺灣臺中市取得2013年的主辦權，距離

上次(1986)在臺舉辦，已有27年之久，臺中市取得主辦權也意味著

全球外資法人聚焦亞洲之際，臺灣已是亞洲不動產投資的新亮點，

臺中市也將藉此活動的舉辦，結合建築業產官學界齊心協力行銷臺

灣，並將臺中市豐富的人文特色及城市景觀介紹給到訪的外國友

人。此外，也展現了臺中市的經濟發展優勢及各項重大建設，吸引

國際投資人關注臺中市的投資機會，我們將藉由主動行銷，城市交

流學習，讓國際看見臺中投資魅力，在原臺中市既有的基礎上聚焦

永續發展觀點，統整融合、加乘發展，從科技、文化、交通等各個

面向，從都市更新、觀光行銷、經貿促進等軟硬體各項建設，永不

停歇的快速成長與蛻變，全面打造一個嶄新的國際大都會、一個幸

福洋溢充滿笑臉的臺中智慧城。

臺中市成為ICF首獎城市後，深知這是城市進一步發展的契

機，市政府積極研訂未來在智慧城市發展計畫，內容如下：

一、分析城市優勢

(一) 獨特區位優勢-海陸空三合一轉運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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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位於臺灣中部樞紐位置，具備海(臺中港)、陸(高

鐵、臺鐵、捷運)、空(清泉崗國際機場) 等交通優勢，是中

臺灣通往國際的重要門戶。隨著與中國大陸來往頻繁，臺中

市是臺灣三大都會區中，和大陸直線距離最近的都市，配合

清泉崗國際機場為空運中心，及臺中港兩岸定點直航的海運

中心，臺中已發展成為兩岸三地物流轉運中心。

(二) 產業發展群聚，塑造科技都市

臺中市擁有機械產業群聚資源，為發展大肚山科技走

廊，在既有臺中工業區的基礎下，配合臺中精密機械科技創

新園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及眾多主題工業園區之建構，塑

造科技產業的微笑軸帶，擴大產業鏈功能，發揮規模經濟效

益，約有1,500家精密機械大企業和上萬家中小零組件供應

商，總年產值達9,000億元，工具機出口量排名世界第三。

(三) 優質環境，人文生活都市

臺中市位於臺灣中心地帶，是臺灣一日生活圈的核心，

加上氣候宜人，2012年國內遠見雜誌「最佳退休友善縣

市」調查中，臺中市在經濟、居住品質、社會參與、休閒文

化、壓力指數、社會照顧與醫療等46項評估項目中，整體排

名第一，吸引不少重視生活品質的民眾入住。

(四) 文化創意的幸福都市

用綠概念打造公共空間，用藝文特區吸引文創產業。我

的草地市政學說明了在「一片草地，可以改變一個城市」之

理念下，透過都會綠帶再生，建構草悟道；以流動線條串接

每個活動節點，並以延續地區文化藝術特質，提高該地區使

用效能及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塑造臺中人文精神及園道

景觀更新之觀念，型塑一個「藝文與生活共融的新空間」，

重新結合文化、產業、休閒，讓以「國立科學博物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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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美術館」兩大觀光據點為核心的綠園道再現生

機。

二、寬頻網路光纖高覆蓋率

臺中市府和電信公司合作，創造數千個WiFi熱點，寬頻網路光

纖和4G的WiMAX，達到90%以上的人口覆蓋率。而透過公、私部門

的夥伴關係開發具有創意的應用，資通訊科技已成為臺中市在全球

競爭中擁有一席之地的驅動力。

三、臺中市智慧城市發展策略

現階段臺中市已具備有完備的數位基礎設施，並提供市民豐富

多元的電子化服務及多媒體應用環境。在完善的基礎資訊建設下，

結合產、官、學界的資源，將區域內高科技產業鏈結形成完整的產

業聚落，並提供專業技術以及研發人才的培育，進而促進大臺中地

區高科技研發及經濟發展在全球的競爭力。依據上述臺中市智慧城

市發展目標，本計畫擬定下列之具體發展策略：

(一) 強化即時透明的電子化政府

目前臺中市已有1999電話服務，提供民眾市政查詢、

法令查詢及各種便民查詢，快速的服務除建立起高效能的硬

體外，更需要極大的智慧型資料庫及查詢系統，使提供給市

民的資訊服務可達到快速且精準。智慧型政府在提供更多便

民化系統與服務，其背後更須建構完善的雲端資料庫與國際

化網絡，讓市民可以即時、透明的取得政府所提供的服務資

訊，以提升政府之服務效能。

(二) 運用協同合作及創新科技創造經濟產值

臺中市為精密機械重鎮，臺灣約有25%的傳統機械產業

位於臺中市，多數為20人以下之中小企業，產量雖大、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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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很低，在面臨金融風暴時，因體質脆弱的企業容易倒閉，

如何利用智慧科技引導臺中市的1,500家精密機械企業和上

萬家中小零組件供應商，創造群聚效應、結合資源，提升技

術水準與競爭優勢，將是臺中市創造精密機械產業高品質、

高產值的目標。

(三) 營造低碳生活與環境共生

臺中市朝向建構低碳城市，獎勵補助設置再生能源，建

立綠色消費模式，帶動綠能產業發展的智慧城市發展策略。

以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作為工業區低碳產業之示範區，推廣園

區內廠商裝設數位電錶與數位水錶，藉此強化能源效率之管

理，影響更多廠商自發性節約能源，讓節能減碳效益擴大，

同時，計畫建立綠能產業園區，藉由IT產業厚實基礎支撐，

扶植電動車等低耗能、高效率的新興產業，協助傳統工業轉

型，並推動綠色永續生產機制，發展綠色產業，調合環保與

經濟發展。

(四) 建構智慧交通及無所不在通訊網絡

交通與網路是都市現代化的重要基礎建設之一。臺中市

的交通管理系統是全國第一套利用GPRS無線通訊技術運用

於路口號誌管理之智慧化交通管理系統，可作為路口即時監

督管控、遠端遙控調整時制計畫，達成縮短行車時間、節省

能源消耗，進而改善行車安全及提升交通運行效率。

如果說交通是智慧城市發展的骨幹，那網路就是智慧

城市發展的血脈，目前臺中的寬頻管道佈纜長度總計1,803

公里，為全台灣之冠（統計至2012年10月份），而基本的

12Mbps光纖頻寬涵蓋率更達到95%以上，並提供100Mbps高

頻寬的光纖服務，涵蓋率達到72.5%。無線網路的發展策略

則配合行政院推動智慧臺灣(i-Taiwan)計畫，截至2012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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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臺中市政府機關、公共場所已建置324處Wi-Fi熱點、

加上中華電信在便利商店等各大連鎖企業建置2861處Wi-Fi

熱點，使得無線上網深入各公共區域及社區大樓，增加市民

行動上網便易性。網路為智慧城市基礎建設重要的一環，未

來臺中市府將持續整合有線與無線網路、建構FTTx光纖寬

頻、WiMAX無線寬頻、無線感知網路之三網合一的智慧型都

會網路基礎建設。

(五) 整合保安資訊建立防災應變機制

治安好壞與居住安全直接影響民眾對於安全的觀感，臺

中市善用行動科技加強治安管理，以GIS結合GPS，建構臺灣

第一套「ｅ化勤務指管系統」，同時整合「網路型數位錄影

監視系統」及「車牌辨識系統」應用系統。利用智慧警政系

統，透過監視系統影像自動辨識車牌，鎖定車輛行蹤，原本

需耗費人力辨識監視影像之工作時間自動化，大幅提升辦案

時效。

在防災方面，臺中市府結合學術研究單位，建立大臺中

防災與相關環境資訊平台，可查詢接收各單位之災情預警資

訊，以提供應變中心進行警戒發布之參考，另有內部勤務管

理、災情彙整通報等功能。並搭配智慧型手機行動功能，提

供多元應變資訊發布機制。此外，面對颱風豪雨天災，於高

度潛勢區域之松鶴部落建立土石流觀測站，透過遠端遙測監

控的技術，即時接收雨量資訊，隨時了解現地情況，透過自

動警戒訊息通報系統達到防災緊急應變預警效益，以保障人

民生命財產安全。

(六) 提供便民、即時的生活資訊服務

臺中市在2011年觀光遊憩區遊客人數首度突破千萬人

次，成長率達36.52%，較全國平均成長率16.4%高出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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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臺中市大甲區2011年「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吸

引650萬人次；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節觀賞人次150萬

人次；「2012中臺灣元宵節燈會」518萬賞燈人次。如何跨

域整合觀光、文化、地方產業，以人潮帶動地方消費經濟是

臺中市持續努力的方向。

(七) 推廣全民教育打造數位學習環境

建置相關數位學習知識內容，透過完善的網路系統與環

境，提供幫助偏遠地區學童或高年齡層者接觸數位機會，除

了可以大幅度降低數位落差，並可提升臺中市即時互動學習

服務，未來並搭配硬體設備快速發展，透過電子書以及雲端

書櫃服務可更即時提供市民隨時可得的閱讀空間環境。

三、臺中市智慧城市具體措施及方案

邁向智慧城市並無終點站，只有里程碑。因此如何在打造智慧

城市的同時，除注意必要的基礎建設外，城市更應配合現有的基礎

下發展獨有特色。近年來大臺中在市府、產業以及學研機構的共同

奮鬥與建設下，已逐步發展為具備國際水準的都會型城市，臺中市

區域內不僅擁有完備的數位基礎設施，更提供豐富多元的電子服

務及多媒體應用環境。而隨著大宅門經貿特區、臺中軟體園區等特

區之發展，將帶動高科技產業鏈結形成完整的產業聚落，並提供專

業技術以及研發人才的培育，進而促進大臺中地區高科技研發及經

濟發展在全球的競爭力。此外，臺中具有人文薈萃的特殊優勢，因

此在智慧城市的發展策略上，已不僅於城市硬體建設與產業經濟的

推動，對於人文內涵更是格外的注重，並以文化形塑臺中之都的城

市意象，建構一個具有人文氛圍、智慧化環境以及國際觀的魅力城

市。

依據前述智慧城市之發展目標與策略，本計畫彙整現階段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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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於各面向具有代表性之推動計畫、平台系統與服務。茲概述說明

如下： 

(一) 打造產業群聚效應之大臺中科技走廊帶 

結合中部科學園區、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

區、臺中軟體園區、大甲幼獅工業區、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

區、大里工業區等擴建計畫，建構大臺中科技走廊帶，積極

推動工業園區開發作業，營造優良投資環境，且具備臺中

港、臺中航空站、高速鐵路交通動線完善，加上設置多處研

發中心蘊含豐富的學術研究資源，輔導中小企業產業技術升

級，強化產業競爭優勢，吸引產業人才與資金流入進駐，形

成產業聚落，使臺中市躋身為中臺灣的科技重鎮。

(二) 透過產學合作推動臺中軟體園區

為促進中台灣軟體產業發展及提升研發能量，強化臺中

市的產業競爭力，設立「臺中軟體園區」。園區面積約4.96

公頃，預計2013年8月完成開發，目前正進行招商作業。園

區將以資訊服務產業、數位內容產業、雲端產業及華文電子

商務產業為優先引進產業為核心，次優先引進產業則為提供

軟體產業服務、具供應鏈關係或支援性質者，其中包含文化

創意產業中電視內容產業、流行音樂產業、設計、WiMAX 

產業及工藝等，達成建構軟體產業聚落之目標。此外，為加

強公部門與產、學界之合作，強化產業人才培訓，以促進軟

體園區發展，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結合臺中市12所大學

院校簽署聯盟意向書，未來將成立「臺中軟體園區產學策進

會」活絡中部產學合作，強化資訊產業人才培訓，共同建設

大臺中軟體資訊發展。2012年逐步供廠商興建辦公大樓，

至2013年8月完成開發，未來園區將提供就業機會約5,000

人，吸引80億元投資，年產值達15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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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產業聚落創新平台

國內中部地區為精密機械產業發展重鎮，中小企業普遍

E化不足，故目前精密機械產業所遭遇的問題包含：資訊投

資意願保守、系統導入意願不高、供應協力體系空洞且效率

降低。故如何節省成本達到高品質的產出，並解決產業的痛

點，是產業內共同的期許。為達成此目標，臺中市導入ICT

技術與軟體服務來提升精密機械產業競爭力。例如臺中市精

密機械智慧產業聚落(iPark)，同時導入「工程資料銀行」透

過開放式系統架構，以ORM(物件關聯管理技術)與API整合不

同系統平台，為精密機械產業量身打造有效進行智慧資產、

供應鏈資料交換與共享、訂單、採購與物料資源及售後服務

等項目之資訊管理。其服務系統設計彈性，使服務可滿足場

域內各類型企業所提出之大量且多樣的資訊需求，藉由此一

彈性化的服務系統架構能使服務在未來可以順利移轉到其他

場域或應用到其他產業。

(四) 一站式地理圖資建立雲端運算整合應用服務

臺中市府建置數位地圖館，以一站式地理空間平台解決

傳統數值空間資料管理上資料分散、資訊不公開及未全面流

通供應等問題，將臺中市政府內部原本散佈各機關之空間資

訊，含括＂時間垂直面＂(歷年資料)與＂組織水平面＂(橫跨

臺中市政府各處局)之圖資，進行系統化整合管理，提供城

市規劃者、管理者、研究者多角度長期觀測都市發展趨勢之

機會，以鑒往知來，促進城市發展。更進一步，採用Google 

Earth Enterprise雲端整合平台，持續規劃市政應用服務，

以完整的地理資訊(包含市政建設、觀光、文化、消費、交

通、防災等等)為基礎，陸續匯入自製3D重大建設模型，展

示城市發展建設，並使民眾隨時隨地取得多元的空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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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民眾針對市政措施抒發與建議的平台，廣納意見與體

察民意所向，做為市政發展方向的參考依據之一。透過單一

網路窗口，選擇所需圖資、線上申請、線上審核，在程序完

成後以email方式通知申請者取件，資料查詢時間由原本平

均90分鐘縮短至9分鐘，資料取得時間由以往的9天縮短至

1天，大幅減少使用者往返政府機關的時間與通勤成本。同

時提供平價、精確度高之影像圖及向量圖，多達400 圖層，

2000 萬餘筆圖資，圖資歷史年代橫跨40年，圖資流通量超

過其它地方政府機關數倍。於2011及2012連續兩年獲得國

家「NGIS流通服務獎」及「NGIS供應系統獎」的肯定。

(五) 農產品技術創新突破行銷國際

從農業生產、農場營運到農產品銷售，科技應用均可扮

演關鍵角色，為了提升農產品的品質與產量，臺中市農產業

者以技術創新建構新型態農業。鼓勵農業不斷創新，農民結

合獨特創意發展農作新技術，透過創新的冷凍保鮮技術，使

高產值農產品的銷售能拓展至國際，透過外銷的方式來穩

定農作價格。另外透過農作產期調整，培育環境改良技術以

及科技企業化的管理模式，使農作物突破以往季節變化，突

破產量之限制，而且外銷至國際農產品價格因而提高，也避

免農作因產量過剩而跌價，穩定農民的收入，改善其生活品

質。

(六) 推廣節能設備及能源管理，發展綠能產業

臺中市如何有效利用綠能思維，透過ICT資訊系統輔

助，節省能源支出與浪費。有別於其他城市，臺中市擁有腹

地寬廣的地利優勢，透過臺中市政府投入規劃，建立綠能城

市，透過政府鼓吹，力挺相關產業進行建築物智慧化服務，

利用能源管理平台、設備節能平台、電錶資訊管理、能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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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平台以及能源網路等，建構出一套完善的綠能城市，透過

創新的發展方向，有效達成綠能規劃的想法與概念。

以豐洲科技工業園區作為工業區低碳產業之示範區，推

廣園區內廠商裝設數位電錶與數位水錶，藉此強化能源效率

之管理，影響更多廠商自發性節約能源，讓節能減碳效益擴

大，同時，計畫建立綠能產業園區，藉由IT產業厚實基礎支

撐，扶植電動車等低耗能、高效率的新興產業，協助傳統工

業轉型，並推動綠色永續生產機制，發展綠色產業，調合環

保與經濟發展。

(七) 建立治安防護之智慧警政系統

城市永續發展根本是擁有良好的治安，善用行動科技加

強治安管理。臺中市以GIS(地理資訊系統) 結合GPS (衛星定

位系統)，建構了「ｅ化勤務指管系統」，同時整合「網路

型數位錄影監視系統」及「車牌辨識系統」應用系統。利用

智慧警政系統，透過監視系統影像自動辨識車牌，鎖定車輛

行蹤，原本需耗費人力辨識監視影像之工作時間自動化，大

幅提升辦案時效。此外，設置網路數位錄影監控系統，讓住

民生活更安心。

(八) 建立全方位防災整合平台

臺中市府結合學術研究單位，建立大臺中防災與相關環

境資訊平台，可查詢接收各單位之災情預警資訊，以提供應

變中心進行警戒發布之參考，另有內部勤務管理、災情彙整

通報等功能。並搭配智慧型手機行動功能，提供多元應變資

訊發布機制。此外，面對颱風豪雨天災，於高度潛勢區域之

松鶴部落建立土石流觀測站，透過遠端遙測監控的技術，即

時接收雨量資訊，隨時了解現地情況，透過自動警戒訊息通

報系統達到防災緊急應變預警效益，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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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九) 建構全國最快的網路通訊

網路為智慧型城市的基礎建設，臺中以都市核心建置，

逐漸發展成完備的網絡，應用資通訊科技、配合區域發展政

策，解決合併後所衍伸的區域數位落差。臺中市將以全國最

快的無線網路通訊基礎設施平台為基礎，輔以最完善資通訊

系統來提供民眾建構無線寬頻網路通訊城市。

1. 光纖100Mbps到府服務

寬頻管道是寬頻網路長期性之基礎建設，臺中市持

續建置寬頻管道，佈纜長度統計至2012 年 7月份總計 

1,786公里為全台灣之冠。在地業者中華電信公司，佈

建的光纖已經高達2,628公里，截至2012 年7 月30 日為

止，中華電信於大臺中地區基本的12Mbps光纖頻寬涵蓋

率達到90.7%以上，並提供100Mbps高頻寬的光纖服務，

涵蓋率由2011年中的17.80%至2012年8月達到71.60%。

另外，臺中工業區光纜涵蓋率已達100%，隨時可提供區

內廠商100Mbps高頻寬光纖服務。

2. 覆蓋率高的無線上網城市

隨著智慧型手機流行，行動上網蔚為風潮，至2012

年6月底中華電信3G涵蓋率，涵蓋面積比例75.90%，涵蓋

人口比例約為98.69%。另為便利市民無線上網之存取，

截至2012 年7月，配合iTaiwan 政府計畫在臺中市政府機

關、公共場所已建置293處Wi-Fi熱點，另市政府預計在

2012年底前再新增157處Wi-Fi熱點，提供民眾在公務機

關洽公時可免費上網；另外，加上中華電信在便利商店等

連鎖企業建置2491處Wi-Fi熱點，無線上網深入各公共區

域及社區大樓，增加市民生活便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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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打造智慧交通管理與服務平台

臺中市交通管理系統是全國第一套利用GPRS無線通訊

技術運用於路口號誌管理之智慧化交通管理系統，可遠端調

整路口時制計劃，並於主要幹道交叉路口設置監視攝影機掌

握路況，同時設置微波車輛偵測器獲取交通參數，利用資訊

可變標誌發布交通資訊供用路者參考，進而執行交控策略，

以達縮短行車時間、節省能源消耗提升交通運行效率。另

外，為提供民眾更高品質的公車服務，臺中市政府已開發全

國第一套需求反應式公車，民眾透過預約，即可於預約時間

將公車召至需搭車之地點，達到時間與空間的無縫接軌。下

分別就各項平台與服務進行說明：

1. 公車動態系統

自93年起逐年建置並維護公車動態系統，目前於市

區客運及主要公路客運約900輛公車安裝衛星定位(GPS)接

收器，將車輛即時位置透過GPRS無線通訊技術，傳送到

交控中心之伺服器。經伺服器運算後，將公車即時位置及

各站點預估到站時間資訊顯示在167座候車亭LED顯示器

及115座獨立式智慧型站牌與臺中市公車動態及路網轉乘

系統網頁之電子地圖上，並提供智慧型手機、語音電話及

1999臺中市民一碼通等查詢管道，供民眾行前資訊之查

詢與掌握欲搭乘公車路線之動態。

2. 臺中市交通管理系統

全國第一套利用GPRS無線通訊技術運用於路口號誌

管理之智慧化交通管理系統；可作為路口即時監督管控、

遠端遙控調整時制計畫，達成縮短行車時間、節省能源消

耗，進而改善行車安全及提升交通運行效率。同時已結合

手機APP，讓民眾掌握即時交通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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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元交通運輸道路系統

臺中市BRT、MRT、都市外環道路、自行車道等，搭

配市內8公里免費搭乘專案鼓勵市民使用便利的大眾運輸

網絡，透過智慧交管，減少都市排碳、縮短市民的通勤時

間、拉近了區域與區間的距離，邁向健康永續的智慧城

市。

(十一) 「1999」簡碼服務電話

「1999臺中市民一碼通」的成立，讓臺中市多了一個

聽取市民聲音的管道，更重要的是讓民眾的問題或意見，透

過一通電話即可解決，目前1999服務建立知識管理系統，

內容包括市政諮詢、申訴陳情、派工服務、活動查詢、詢問

市府服務等，或者通報路面不平、交通號誌維修，只要在臺

中市轄區內以市話或手機直撥1999，就可以獲得最迅速的

處理服務，大幅提升市政服務效率。

(十二) 科技結合觀光行銷城市

提升臺中大山城旅遊深度與能見度，創造產業契機。臺

中大山城範圍包含谷關、東勢石岡、新社、大坑等地區，擁

有許多獨具特色的觀光產業資源，每年吸引之觀光人潮至少

150萬人次。透過協助產業整合行銷，以人進物出為目標，

結合數位科技的輔助，規劃架設LBS網站，以臺中市大山城

旅遊資訊平台提供遊客所需之資訊，並於當地設置Wi-Fi上

網設備，提供查詢旅行中的即時資訊，並讓旅客能透過LBS

網站發表旅遊心得，達到宣傳大山城產業之效益。

(十三) 向下紮根的數位教育

結合臺中市政府、台中教育大學與民間電腦企業的資

源，辦理電子書包實驗教學，由民間企業贊助硬體設備，提

供學生小筆電(Netbook)與平板電腦(Tablet)等數位閱讀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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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採用臺中教育大學製作國英數科目之數位教材，透過校園

無線網路串聯雲端教學資源，達到學生數位化學習、教師資

源共享的目標。

1. 電子書借閱服務計畫

2012年配合國立臺中圖書館「數位到您家-偏鄉公共

圖書館試辦電子書借閱服務計畫」，由偏鄉新社區圖書館

試辦10部平板電腦供在地讀者體驗數位閱讀服務，並與鄰

近學校開辦相關推廣課程，藉由圖書館導入經驗與雲端技

術及市面上陸續推出之行動上網載具（如iPAD、iPOD、

iPHONE等）的結合，配合全市公共圖書館建構之無線上

網據點，讓民眾不分時地享受「行動閱讀」的便利。

2. 雲端圖書館啟動數位閱讀

經濟部工業局智慧生活應用推動計畫「愛在偏鄉」整

合工研院技術、企業勸募、社福團體志工社群互動平台，

以及數位圖書館等資源，使得臺中偏鄉學童也可取得電子

閱讀學習內容。雲端圖書館啟動數位閱讀，3年來勸募超

過2,000台電子閱讀器、數萬冊雲端數位內容，深入臺灣

456所偏遠小學。另自2011年6月份起，臺中市各區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加入「中部公共圖書館聯盟」，透由電子書

服務平台，讓使用範圍擴及萬冊以上電子書及共用資料

庫等各項數位資源。透過線上圖書系統的通閱服務，線

上共享的實體圖書量為300萬冊，上半年度線上借閱數為

1,273,551冊，較去年成長35%。

3. 推動市民免費上網學習，縮短數位弱差

推動民眾上網活動，2009年至2011年，數位課程開

班總計452班次，總參訓人數達10,234人次，至2011年統

計結果表示，大臺中地區之民眾上網率73.7%高於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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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上網率且微幅提升，表示數位落差正逐漸縮短，此外針

對偏遠地區及弱勢家庭有免費學習上網的機會，市府輔導

原有3處數位教育中心，包含東勢、新社與和平，由於東

勢數位教育中心運作成效良好，已獨立自行營運，目前新

社、和平區兩區的數位教育中心至2011年底，已開設資

訊課程127班，共培訓13,086人次。另外中華電信基金會

亦於臺中大肚區、霧峰區、北區、南區成立4處數位教育

中心，提供社區的數位教學，結合地方力量的共同參與營

造社區的凝聚力。

(十四) 大學培育知識工作人力

鼓勵地方產業與大學合作，增加打工與實習的機會，讓

大學生於畢業之前透過性向與專業的適性適才輔導，提早進

入就業市場學習，減少產學落差。另一方面鼓勵大學發展專

業研究科目，發展學術特色，以創新的科技研發結合產業需

求，為產業創造更多專業研發人才。臺中地區17所大學，含

括生技、農林、教育、科技、技職教育、商業管理、人文藝

術等研究特色，結合區域產業的發展，每年度各學校都有卓

越的成績。臺中市每年各大學培訓約44,000個高學歷專才進

入職場。

(十五) 臺中市勞工大學終身學習台。

「臺中市勞工大學」，針對在職勞動力，提供勞工教

育、語言、電腦、管理、產業發展應用、生活應用等6大學

程，提升勞工知識力與職場競爭力。為鼓勵弱勢勞工學習新

知，充實本身知能，補助弱勢勞工讓其免費就讀勞工大學。

另為平日無暇上課的勞工規劃專題演講，由講師將票選精選

書籍，製作成有聲書，提供勞工更多元的學習方式。臺中市

勞工大學2011年共辦理147班，學生人數為2,896人；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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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參與人數為1,789人，共開設85班，較去年同期成

長24%。另外，2011年共提供675名弱勢勞工免費修習777

門課程1,650個學分。2012年上半年已提供415名弱勢勞工

免費修習478門課程1,031個學分。

(十六) 臺中市樂齡學習方案

透過「深耕數位關懷」線上課輔計畫，以原住民、偏遠

地區民眾、中高齡國民、低收入戶及婦女等弱勢族群為主要

服務對象，積極推動創造數位機會，協助弱勢民眾善用數位

資源。臺中市推動樂齡學習方案、辦理長青學苑，針對55歲

以上市民提供終身學習平

四、亮點計畫之智慧行政區發展規劃

臺中市雖能夠獲得國際組織的認定獲頒全球智慧城市首獎，然

而智慧城市的發展的挑戰才剛開始，市政府乃研擬具體行動方案，

那就是從2014年下半年啟動的「智慧城區」建設方案。

此方案緣自於2012年「水湳經貿園區開發案中」之資通訊整

合計畫，規劃理念為利用資通訊科技融入園區設計概念，並整合園

區各場館的資訊流通，讓園區的民眾何時何地都能享有資訊服務，

以達「智慧生活」的目標與願景。

規劃內容包含：園區資訊系統之整體架構及發展策略、8項資

訊系統之推動方案建議、園區智慧營運中心規劃及4處國外智慧園

區案例分析與效益探討等等。該計畫於103年8月完成園區資通訊

整合相關規劃，其中，資通訊整合重心在於規劃園區專屬之智慧營

運中心（Intelligent Operations Center，簡稱IOC），預定座落於臺灣

塔內，包含整合緊急應變指揮中心、雲端整合平台及網際網路資料

中心等多項功能且具擴充性，於園區各項建設趨於完備之際，其功

能與效益將逐步呈現；屆時，可將「智慧園區」的概念，由內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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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擴展至整個行政區，除增加必要之資通訊基礎設施建置外，

所需之應用服務（軟體及系統平台）皆可納入IOC整合及擴充，並

提供與水湳經貿園區同等級的服務，將「智慧園區」提升為指標性

「智慧城區」。 

其分階段推動方案為：

(一) 第一階段：建構位於西屯區之經貿園區成為「智慧園區」。 

1. 智慧營運中心（IOC）：

(1) 特區資訊系統整體發展架構將以智慧營運中心為核心，

其就如同園區資訊系統的心臟，將運用資通訊科技建構

節能且高效能的雲端服務基礎設施，包括：作業系統、

網路資料中心、IT設備與雲端基礎設施軟體等軟硬體設

施，並整合物聯網接收與處理園區內各項動態及靜態資

料。

(2) 智慧營運中心利用這些資訊基礎設施與資料，同時扮演

園區管理者與資訊服務提供者兩個角色，未來園區內的

各項業務管理系統均整合至營運中心之內，透過統一的

開發模型與資訊交流規範，使系統與系統、服務與服務

之間溝通無礙。園區內資訊應用服務將區分多項應用領

域，每個應用領域的發展將透過資訊整合流通服務彙整

多元資料，結合雲端平台進行巨量資料分析，建置智慧

型應用服務，其示意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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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營運中心架構圖)

2. 園區初期預定發展8項資訊系統方案，在規劃發展的過程

中，需整合相關機關之業務權責與能量，其應用領域、資

訊系統方案及業務機關協同作業如表1。

表1：規劃發展8項資訊系統方案

應用領域 資訊系統方案
業務機關
協同作業

公共安全 保全應用服務系統 警察局

防災資訊系統
消防局
水利局

緊急應變資訊系統 園區各相關局處

交通 交通監控資訊系統 交通局

能源管理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經濟發展局

環境保護 環境監測系統
低碳辦公室
環境保護局

園區管理 園區智慧導覽系統 園區各相關局處

共同管道監控系統 建設局

3. 當園區陸續發展，進駐更多商業活動及社區居民時，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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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多服務，屆時，預定延伸發展2項資訊系統方案，仍

須整合相關機關之業務權責與能量，其應用領域、資訊系

統方案及業務機關協同作業如表2。

表2：延伸發展2項資訊系統方案

應用領域 資訊系統方案
業務機關
協同作業

商業服務 適地性服務資訊系統 園區各相關局處

公共衛生 遠距照護資訊系統 衛生局

(二) 第二階段：由園區沿逢甲商區擴展至臺灣大道、中部科學工

業園區及台中工業區，在擴展的過程中，除增加必要之資通

訊基礎設施建置外（例如：各項感應設備、CCTV及介接網

路設備等），所需之應用服務（軟體及系統平台）皆可納入

IOC整合及擴充，並提供與特區同等級的服務。

(三) 第三階段：由第二階段擴展至西屯區全區，其仍僅增加必要

之資通訊基礎設施建置，所需之應用服務仍皆可納入IOC整

合及擴充，並提供與特區同等級的服務，同時，IOC將發揮

更大的效益，提升成為「智慧城區」的資訊中樞。

本計畫以特區為基礎的「智慧園區」擴展至整個西屯區的「智

慧城區」，除了提供以先進資通訊科技建構的應用服務外，也與企

業及民眾以「合作」、「互動」及「新思維」的模式，而達到「智

慧生活」，在不斷的活化的過程中，為市民帶來更為現代化進步生

活。有了這樣智慧城市（區）的概念和方向，在逐步地推展過程

中，同時也帶動了如：資通訊科技服務、交通運輸服務、能源管理

服務、環境品質服務、醫療照護服務、教育托育服務、居家安全服

務及商業行銷服務…等等相關產業的新契機，進一步還能夠加快產

業升級和企業轉型發展，為企業發掘新增長點和轉型提供新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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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促使政府、企業及民眾三方多贏而共利。

在成功地建構西屯區為指標性「智慧城區」後，將經驗擴展至

其他區域，進而西屯區與各個區域之間適當連結，將可以西屯區為

中心，由「點」擴展成「線」，進而構成星狀式或網狀式「智慧廊

帶」，再不斷擴大服務範圍，最後涵蓋整個大臺中，落實「智慧城

市」整體建設。

（詳細內容請參閱附錄4、臺中市智慧城區規劃方案）

2014年，臺中市政府換屆，並在2015年舉辦「臺中市智慧城

市論壇」，市長林佳龍出席致詞時表示：「臺中市致力於發展智慧

城市，以智慧交通切入，今年參加IBM「智慧城市大挑戰」，在全

球超過100個城市競爭中，躋身前16個入選城市，亦是今年台灣唯

一入圍的智慧城市；未來將進一步發展安全、人本及綠色的智慧交

通系統，打造宜居樂業的中都智慧城。」

同時，市政府表示，IBM專家顧問團隊完成訪談諮詢後提出一

些建議，包括「科技運用」、「市民參與及認同」、「組織協調」

3大目標，以及成立智慧營運中心(IOC)、設立「資訊長」等概念，

後續市府團隊將召開跨機關協商會議，研訂具體執行方案，利用大

數據分析，行動APP等工具，將台中智慧城市管理推向另一高峰。

此外，為讓智慧城市由點到面逐步擴展，水湳經貿園區包括

60公頃綠地、41公頃的創意研發專區，結合漢翔公司的航太專區

土地後，共有近300公頃，將引進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研發進駐，並

配合產業4.0規畫；此外，市府已爭取舉辦2017亞太資訊網路年會

(APNIC)，屆時水湳經貿園區將成為智慧、低碳、創新概念的最佳

示範園區。而台中長期以來為製造業重鎮，未來將促成中部28所大

學與在地產業，成立「中台灣產業4.0產官學研合作策略聯盟」，

全面提升中部地區產業技術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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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臺北市（Taipei,.Taiwan,.2006）

2015年1月臺北市參加智慧城市論壇在市政府創新應用主題館

以「智慧臺北　世界接軌」為主軸，並強調臺北一直以來是個充滿

活力及魅力的都市，透過持續的努力提供給市民的居民安全、便

利、友善及體貼的生活環境，更致力於與國際接軌，以「Adaptive 

City 不斷提昇的城市」為訴求。

市政府宣稱；2016年將舉辦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以創新的

「設計思考」呈現不同的臺北風貌，2017年更將舉辦世界大學運

動會，完善的城市建設搭配良好的行銷活動，讓臺北得以被世界看

見，也讓世界感受到臺北的對於外來訪客的友善與熱情。透過與科

技結合，臺北市政府積極進行智慧城市相關建設，希望藉由網路與

資通訊科技的進步，使民眾擁有更加便利且美好的生活品質，市政

服務亦不用再受到空間及時間的限制，隨時隨地都可以享受臺北市

政府24小時不斷電的便民服務。

實際上，臺北市於2006年成為全臺第一個獲得全球ICF智慧城

市首獎的城市，不僅榮獲世界電子化組織評選為2014全球最佳電

子化政府服務獎，臺北市推動的Taipei Free全市免費公共無線上

網服務，更獲英國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將臺北市與紐約、巴

黎、赫爾辛基、佛羅倫斯、特拉維夫、香港、澳門、伯斯等9座國

際知名城市，共同評選為「全球最方便的免費無線上網城市」，故

以「網路新都」拔得當年智慧城市頭籌。

歷經近十年，臺北市政府於「2015 智慧城市展」，以「智慧

臺北　世界接軌」為主題，展示「智慧政府」、「智慧交通」與

「智慧防災」三大成果，期呈現臺北市市政便民服務和智慧政府治

理。其具體行動措施包括：

一、有鑑於網路技術完善及雲端應用興起，民眾對於資訊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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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產生變化，臺北市政府遂整合市民需求，統合13大類78

項的市政服務，建置多螢一雲的「愛台北市政雲服務」，民眾

可透過手機、平板、電視及電腦，隨時查詢並使用相關市政便

民服務，並提供「行動應用防災」服務，即時傳遞防災資訊、

防災宣導、避難場所及災害地點予民眾。

二、光纖到府服務，提供民眾便利高速低價的光纖網路服務，

2014年內湖區、南港區、松山區已陸續開台，2015年底前完

成全市80%市民戶數覆蓋率的光纖網路建置的光纖網路建置，

透過基礎建設的建置及應用服務的完備，使市民享有便利的市

政服務。

三、臺北市政府首推的「.taipei」頂級網域則提供每一位民眾都可

以為自己、企業創造出獨特的網路識別名稱，民眾可登記富含

臺北特色的網址來使用，創造出象徵臺北的網路門牌； 

四、運用空間資訊系統，發展線上3D虛擬城市，透過體感技術民眾

可體驗翱翔在臺北市上空的新奇感受。

五、推出「台北卡整合服務」，民眾持台北卡不僅可輕鬆取得各項

市政服務，亦可參與市政服務推廣活動累積台北點，並將台北

點兌換成悠遊卡加值金進行小額消費。此外，民眾亦可憑台北

卡至臺北市各文化場館享有多項購票及周邊商品優惠。

六、智慧交通方面，市政府提供民眾所需即時交通資訊，透過臺

北好行App，提供大眾運輸乘車資訊，此外結合北市好停車

App，可查詢即時剩餘車位、繳納臺北市路邊停車費。也可

透過網頁（5284.taipei.gov.tw，諧音我愛巴士）、電話語音

（080-000-5284）、智慧型站牌等多元 查詢管道取得公車

路線及預估到站時間，規劃乘車服務。除提供即時交通資訊

外，YouBike微笑單車透過電子化無人管理系統，提供民眾公

共自行車租借服務；民眾亦可透過「臺北市即時交通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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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its.taipei.gov.tw），利用網站及手機就可查詢相關資

訊，透過各項服務，完整連結市民從出門到回家的每一哩路。

七、智慧防災方面；市政府除提供市民各種防災知識外，更與中研

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合作研發iCPR互動學習系統，透過趣

味互動學習與即時反饋，推廣全民CPR，有效提高緊急狀況發

生時的急救比率，今年更將把救心巴士搬至展場，讓民眾現場

進行CPR、AED及哈姆立克急救法互動學習。

2016後，為開創臺北智慧城市新紀元，臺北市政府整合跨局

處因應智慧城市之想法，從「智慧安全」、「智慧運輸」、「智慧

支付」、「智慧育樂」及「智慧照護」等五大面向，提出結合商圈

活動與行動支付及金流、共通性線上學習平台提供新移民學習機

會、智慧站牌及計程車運輸計畫配合場域行銷、安心城市影像予市

民服務應用及遠距健康照護等內容，讓市民生活更便利，爰參考世

界智慧城市推動PPP模式，成立「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及「智慧

城市專案辦公室」。同時搭載中央政府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

計畫，期以奠定臺北市為一座具領航指標的智慧城市。

首先臺北市政府尋求市民、業界需求元素，綜整市府各局處初

步構想，啟動第二階段「應用領航」，以下介紹臺北市主要推動計

畫及方案：

一、智慧照護、健康市民 

利用行動載具或穿戴裝置，如智慧手錶，記錄使用者的走路步

數、距離，計算卡路里消耗與睡眠狀況，分析個人運動數據，提供

民眾運動處方建議與運動中心建議課程訊息。並提供賽會訊息及影

音內容，吸引民眾參與運動及觀賞賽會，培養運動風氣，建構運動

城市。

此外，結合台北卡健康概念，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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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健康點數，並回饋給市民兌換現金或獎品，以強化市民自我健

康管理，提升健康識能及促進健康。近年來，臺灣正快速進入高齡

社會，為將臺北市打造成高齡友善城市，乃規劃建構雲端化的自主

照護服務，市民照護端以「健康便利站」為社區服務據點，並搭

配市政府建置之開放平台「台北健康雲」作為雲端健康照護資料平

台。

本計畫規劃在台北市增設大量「健康便利站」設備，期透過

4G寬頻傳輸速度快、資訊乘載量高、訊號涵蓋範圍廣之特性，方

便民眾傳輸、查詢個人健康相關紀錄，並藉由健康便利站之「衛教

宣導」專區，以宣傳影片或衛教單張方式傳遞市民正確之健康識

能，如：慢性病控制、緊急救護、防疫安全、食品安全、用藥安全

等資訊‧

另外，因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的普及，行動網路

已經成為民眾不可或缺之要素，因此本計畫期望透過4G寬頻智慧

聯網結合本局之雲端平台、雲端資料庫，讓市民享有個人專屬的雲

端服務，輕鬆建立個人健康存摺，藉由整合民眾個人之日常生理量

測數值、長及健康檢查紀錄、U-bike騎乘紀錄、預防注射紀錄、悠

遊卡消費之食品紀錄等，提供市民健康管理服務機制，籌建一個讓

民眾享有科技化遠距健康生活照護的「智慧城市」，並以市民「社

區健康守護者」之角色服務市民，由早期篩檢、疾病預防至串接醫

療與社福轉介機制，漸少醫療與社會資源消耗，滿足民眾對健康生

活的需求‧期望使市民享有優質健康管理與智慧照護服務，養成良

好的健康促進行為，作個健康樂活的臺北人。

二、松山文創園區智慧文創營運加值整合服務及智慧觀光

於松菸提供4G與Wi-Fi整體服務方案，建立3D全景計畫-孔廟及

林安泰古厝建築擴充建立孔廟及林安泰古厝建築3D全景，增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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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點曝光率，透過4G網路呈現給國內外觀光客，有身歷其境的

體驗，推展北市觀光。市政府以3D宗教建築全景系統，建置本市

40座著名宗教寺廟，以720oVR多媒體及3D建模方式記錄宗教寺廟

資料，並藉由地理資訊系統整合呈現，除可做為市府準確掌握這些

宗教空間目前現狀外，也留下一個歷史記憶。可利用4G網路更快

速瀏覽宗教寺廟，720oVR多媒體並可轉成水晶球的資料格式上傳

至Google Earth，將北市宗教寺廟多媒體經由Google平台推廣至全世

界。

三、智慧行政區計畫

市政府以區為單元，建構以各區公所為中心的智慧服務，例

如防災人員可利用4G網路即時通報災情訊息及圖片。各區公所里

幹事下里服務時，可利用4G網路即時通報相關事項至區公所及里

長，如市容查報等。

而區公所受理人民申請案件94項，可導入市府便民服務雲機制 

，跨區申請辦理。

四、建置4G智慧型站牌

現行智慧型站牌通訊以2.5G及3G為主，未來將建置4G通訊LCD

智慧型站牌，提升訊息傳遞速度、穩定度、資料量，並提供圖像、

影音等多元交通資訊。 

五、4G智慧型計程車建置案 

配合交通部研發新式計費器，北市所有計程車將配合安裝，經

由相關補助配套措施，輔導車隊建立智慧化、科技化及高品質化之

計程車服務，運用4G技術提供車內資訊服務,如行動支付或行動保

姆等,搭配差別費率與管理,提供乘客智慧運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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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4G車機建置案

現行車機傳輸以2G為主，配合計畫，將建置4G通訊車機暨整

合車上設備(站名播報器、車外顯示設備及悠遊卡機)，提升訊息傳

遞速度、穩定度、資料量，使民眾獲得更準確的公車預估到站資

訊。另「路邊格位智慧化」係運用PDA開單，於路邊開單後，立即

上傳資料中心，運算出路邊即時剩餘格位資訊，透過APP發布即時

資訊，提供民眾透過行動載具查詢。即時影像及資訊傳輸(手機) 

運用4G智慧寬頻，傳回路外、平面停車場、交通即時影像，以提

升停車場或道路管理成效。 

七、教育雲端應用及平臺服務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工作坊實施計畫，臺北市政府經由本計畫提

出擴大200個班級之硬體需求,各校行動學習及每校設備需求

全市擴大至200班實施行動學習。實驗班級配備平板電腦32部

(含教師)，使用4G上網，班上使用80吋以上液晶電視進行互動教

學。教師可利用80吋觸控式液晶電視，進行課程教學並使用APP軟

體或雲端互動電子書編輯系統，編輯教學教材，上傳雲端互動平

臺，提供學生上課或課餘時間學習。學生可利用課餘時間，透過平

板電腦可隨時記錄與拍攝影片上傳到平臺與同學分享，學生透過平

臺進行評分，老師課後回饋與獎勵。學生使用平板電腦，隨時可以

欣賞其他同學的觀察紀錄，並給予回饋。

此外並推動社區大學「老闆學程」線上教學課程，由社區大學

提供創業所需系列課程，並以虛實混成之學習模式，協助市民裝備

創業所需知能，便利學員在家自學，推動措施包括學員視訊自學創

業培訓課程、教師導引實體課程、與大師有約視訊諮詢服務、社群

學習互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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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情大監測資訊遠端查詢系統

藉由建構4G寬頻設備環境，市政府可以隨時利用行動裝置查

詢大壩安全監測系統資訊，可於颱洪、地震等緊急事件發生，即時

監控大壩安全監測之各項數據，評估大壩安全性。 

九、安心城市影像服務

市政府將行車記錄器或CCTV等側錄影像透過4G網路即時回傳

後台。進行數據分析提供贓車辨識、協尋人口特徵，回傳至指定行

動裝置。民眾或社區守望相助隊可透過App或租用設備搭配行車記

錄器，以4G網路即時傳輸影像,後台可提供民眾檢舉交通違規、肇

事車輛協尋等市政服務。此外，民眾亦可透過app或行車記錄器提

供GPS位置，與自訂聯絡人共享目前位置，用以分析、觀測人群聚

集行為，及鄰近交通狀況等資訊。

十、悠遊智慧商業城

建置擴增實境及地圖導引(結合地圖及臺北公車、捷運路線圖) 

，提供市民透過行動載具即時遊逛商圈或店家。 店家優惠訊息推

播，透過手機定位，可即時得知使用者所在地附近店家優惠訊息，

並可結合地圖導引至該店家消費。

十一、關渡自然公園實景導覽系統 

建立關渡自然公園地圖與查詢介面（含園區基本資訊、交通資

訊等查詢功能，並將主要環境教育路線特別標示）。提供園區主要

環境教育路線虛擬導覽及影片介紹功能，並運用4G智慧寬頻技術

引導參觀路線。

結合手機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定位功能，當民眾進入

園區主要環境教育路線之景點，即會出現歡迎訊息與該景點動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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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等即時導覽服務，建構完整的互動式環境教育展示App。

十二、建構智慧育樂城市 

建置觀光服務雲:整合景點、美食、藝文活動、旅館、觀光夜

市、電影院、交通、地理、醫療等相關旅遊觀光資訊，提供使用者

具路徑規劃功能的互動地圖服務、感興趣的特殊主題資訊及旅程規

劃功能等，便於民眾創造個人化參訪旅遊指南。

十三、臺北市政府市政IT再升級

五朵雲打造新市民服務IT服務再度超越自我，從被動等市民陳

情，到主動提供包括市民雲、教育雲、健康雲、企業雲、開放資料

雲，將市政服務送到市民手上；

(一) 與廠商合作提動市民免費5GB雲端儲存及分享空間，此即為

市民雲

(二) 教育雲：供教學教材及備課內容用

(三) 健康雲：儲存市民身體檢測資訊(血壓血糖等數據)供醫務人

員分析

(四) 企業雲：提供給企業10GB雲端儲存空間、各種軟體

(五) 開放資料雲：164種資料開放運用

十四、推動臺北市智慧城市實驗場域

2016年，台北市政府期望能夠將台北市開放為國內外廠商建

設智慧城市的試煉場域，未來更能以成功商業模式，整廠輸出國外

市場，也讓台北市升級為強而有力的智慧城市國際品牌。市政府指

出，台北市政府將從智慧政府、智慧市民、智慧公共基礎建設及智

慧實證場域等四大構面全方位地推動智慧城市建設；目前台北市在

智慧政府及智慧公共基礎建設的投資及推廣已見成效，更希望能進

一步將台北市開放為業者的試煉場域:甫於2月底發包的南港東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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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正是智慧社區建置的示範，在2016年底尚有5000戶的智慧公

共住宅場與會釋出；近期市府團隊將要一起將台北火車站打造為

「智慧車站」，將利用智慧化的技術將包含交通訊息、觀光資訊及

公共資訊提供給使用者，並將防恐、監控與安全防護等功能也納入

規劃；而在UBike後，也將推出U-Car電動車，繼續推動城市智慧型

的共享經濟。

綜觀臺北市下階段智慧城市規劃；將以「智慧城市新經濟」政

策目標，成立「智慧城市委員會」，負責推動臺北市邁向智慧城

市。智慧城市委員會的目標將是民間與政府溝通政策之平台，讓臺

灣業者能透過臺北市進行場域實驗、國際行銷，增進國家資通訊產

值。

此外透過前述「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調查市民需求、訂定

標準、媒合業界、規劃場域方案等，以結合業者帶給市民所需的各

種智慧化服務。市府也將協助優良服務廠商，把頂尖的資通訊應用

與服務行銷國際，達成市民、政府、業界三贏之效益。最終臺北市

政府期望能夠扮演資通訊產業的跳板，開放城市為實驗場域，邁向

全球競爭市場，且透過本市智慧城市計畫之實施，讓資通訊產業有

良好試煉場域作後盾，同時使市民享受智慧化服務的美好成果。

第九節　ICF首獎智慧城市推動構面及模式比較

全球智慧城市發展，在1999年以前，隨著城市領導者的遠見

格局、面對都市發展問題及資源多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智慧

化。近年來由於資訊科技應用極速擴展，全球智慧城市專家周遊列

國，各城市當前都瞭解勢在必行而且推動模式也漸趨一致，只有在

落實執行的面向上分輸贏了。以下將首獎城市之推動構面、模式及

優勢項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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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獎智慧城市推動構面、模式及優勢一覽表

城市名稱 智慧構面 推動模式 優勢獨特項目

斯德哥爾摩
（Stockholm, 
Sweden）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能源
智慧建築
智慧園區

中央與地方政府
合作、公私部門
夥伴關係（PPP
模式）

自營寬頻網路
科技應用於社區
再造

格拉斯哥
（Glasgow, 
Scotland）

智慧交通
智慧能源
智慧園區
智慧服務驗證

Top down、中央
與地方政府合作

城市轉型規劃建
立物聯網基礎
建立都市安全營
運中心

恩荷芬
（Eindhoven, 
Netherlands）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教育
智慧能源
智慧產業
智慧照護醫療
智慧觀光
智慧服務驗證

領導行銷、公
私部門協作
（PPP）、中央
與地方政府合作

開放創新產業平
台
公民合營寬頻網
路
培育智識工作力

河濱市
（Riverside, 
California）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交通
智慧觀光

Top down、
公私部門協作
（PPP）

社會融合方案
府會協作關係
地理資訊系統
（GIS）應用

水原市(Suwon, 
South Korea )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交通
智慧觀光
智慧園區
智慧服務驗證

Top down、
公私部門協作
（PPP）

物聯網
創新經濟
智慧營運中心
地理資訊系統
（GIS）應用

三鷹市(Mitaka, 
Japan)

智慧產業
智慧園區
智慧服務驗證

Top down、
公私部門協作
（PPP）

智慧城市專案辦
公室
企業主導智能中
心科學城

臺北市(Taipei, 
Taiwan)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交通
智慧園區
智慧服務驗證

Top down、
Bottom up 

智慧城市專案辦
公室
企業積極投入

臺中市
(Taichung, 
Taiwan)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交通
智慧建築
智慧園區
智慧服務驗證

Top down、
Bottom up

智慧城區方案
城市營運中心
（IOC）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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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台北市於2006年獲得美國ICF智慧城市首獎後，臺灣各城

市紛紛投入智慧城市推動熱潮；並在2013年臺中市獲得首獎時達

到高峰；2014年後，推動智慧城市成為各城市共同的目標並形成

不斷延燒、熱議的題目，2015年起各縣市政府與部分企業配合中

央政府推動「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更積極投入智慧

城市發展搶食大餅，並進而陸續於媒體發表具體的實施方案與成

果。

雖然各城市發展智慧城市的主要架構大致相同，但受到各地文

化、人口結構、經濟發展等不同面向的因素影響，因此各地方政府

各自也有一些發展出具有在地特質的智慧方案，但尚未普遍。

本章試著研析除台北市及臺中市外，目前臺灣各縣市政府智慧

城市發展現況及推動情形。

第一節　新北市

2014年ICF創辦人來新北巿進行實地訪察時說：「新北市是一

個令人驚羨的城市，它的智慧城市樣貌，足以成為全球其他城市的

典範。」，因為該城市勇於改變 展現旺盛的企圖心。其中幾個要

點；包括：

一、城市管理者的決心，從朱市長的「一個新北、一體政府（One 

City, One Government）」理念，就可以瞭解執政者全面性的施

政擘劃藍圖。

二、新北市在各個層面落實智慧城市發展，積極追求市民的幸福生

活、創造地方的經濟繁榮，以及堅持文化傳承與產業轉型的重

要性。

三、寬頻普及 帶動城市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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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因為具備綿密的寬頻網路，得以優化市政服務、

創造經濟成長、建立市民互動社交網絡與驅動文化交流。」

無論是政府提供的New Taipei公共空間無線上網，或是電

信營運商建置覆蓋率極高的寬頻網路，都極力弭除資訊城鄉差

距與數位落差。基礎寬頻建設的普及，是新北市民與企業，可

以不斷智慧化生活、工作與學習模式，創造活力的關鍵。

四、「不同於其他城市只將寬頻網路做為溝通用途，新北市進一步

以雲端提升寬頻作用，由政府帶頭協調提供雲端資源協助中小

企業，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由新北市政府主導推動的「企業

金斗雲」專案，串連各大電信業者與雲端服務提供商，推出各

種專屬、優惠的中小企業商務雲服務，為新北市中小企業朝科

技化轉型，帶來很大的幫助，這在其他也正積極發展智慧城市

的國家，是非常少見的創新作法。

五、發展智慧城市不只是資訊科技或基礎建設的普及，更重要的是

這個城市如何面對改變。而「創新」是建構智慧城市非常重要

的元素，唯有不斷創新，政府、企業與人民才能利用科技達到

人與人之間的協同合作。讓政府成為「企業、人民的夥伴」，

進而建構市民更大的幸福感，創造更多的產業轉型。

六、「一體政府(One Government)市政服務，是新北市以創新的資

訊科技及應用，創造美好市民生活的最佳展現。」不同於一般

城市的市政服務都是以政府面的角度為思考主軸，新北市則是

從民眾的角度出發、以民眾需求為核心，為市民打造出符合民

眾需求的各種一體化、智慧化服務。

以市政服務為例，新北市政府藉由雲端科技整合各局處資

料，讓市民可以在29個區公所得到相同的服務（跨區服務）；

利用資訊科技建構All in One整合服務，讓民眾只要進行戶籍

資料異動，即可同步更新不同局處的資料，不用再到不同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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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更新（跨機關通報服務）；此外更與金門離島進行遠端戶

政、地政、財稅等行政服務（跨縣市服務），嘉惠旅台鄉親。

這種以民為主的市政服務，同樣是國外少見的智慧服務模式。

七、創新轉型 帶動產業、文化蓬勃生機

創新市政之外，新北市的智慧創新也落實於傳統產業的轉

型與加值，讓整體城市發展同時兼顧傳統文化與科技化。「不

管是鶯歌陶瓷文化轉型的過程，或是興采實業以科技創新研發

出的咖啡紗，都讓我感到非常驚奇。」，在參觀鶯歌陶瓷博物

館之後，看到傳統陶瓷產業如何在新北市政府的協助下，成功

將創新科技整合在傳統文化技藝之上，為舊的文化產業添上新

的彩衣，延續了傳統文化的生機。這絕對稱得上是智慧城市的

最佳面貌之一。

而在宏磁磚洲觀光工廠實例，新北市政府成為中小企業背後最

大的支持力量，透過行銷方式的創新帶來傳統產業的蓬勃生機，甚

至讓台灣的品牌邁向國際化發展、走入全球市場，是成功的商業營

運模式。

從新北市參與多次評比的實務經驗觀之，專家認為：「城市蛻

變是一種藝術，而要成功建造出智慧城市這個有機藝術品，除了必

須仰賴資訊科技的協助之外，城市管理者是否具備高瞻的願景，願

意卯足全勁推動智慧城市發展，更是一個傳統城市能否成功走向智

慧城市的關鍵。」

從來城市建設角度看，新北市升格後，從郊區與農村城市轉型

為大都會，同時大量投入快速道路、捷運建設，串連城市各區；並

成功運用寬頻整合、知識創新，由「治理型政府」轉型為「適應型

政府」，創造新城市生活型態，是屢次獲獎的主因。現階段的推動

發展，依據新北市研考會說法，新北市將以雲端運算等科技，推動

「單一政府」、「開放政府」，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未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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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深化、擴大各項資訊成果，並以智慧生活、數位關懷為重點，

產、官、學、研合作，打造「新北智慧城」。

2016年，新北市連續3年獲「智慧城市論壇（ICF）」全球頂尖

7大智慧城市，ICF共同創辦人造訪新北市政府時，表示市府以「安

全」、「宜居」、「永續」3大核心為主軸舉辦成果展；是角逐首

獎的亮點，市政府亦表示，新北智慧城市從民眾的需求出發，回到

以人為本的精神，打造宜居城市。

例如消防局運用「雲端救護行動急診」，在急救現場傳送病患

資料給遠端醫師，做出即時診斷；警察局使用「雲端智慧影像分析

檢索系統」，自動過濾靜止的監視影像，辨識車牌、成立資料庫，

大量節省警員監看影片時間，方便搜尋犯罪資料。

此外，ICF認為台灣是全亞洲在智慧城市的火車頭，期待未來

ICF可以在台設置亞洲第一個研究智慧城市的機構,看來有從原來構

思於臺中市建立據點轉換跑道了。

第二節　桃園市

桃園市在未升格直轄市前，曾連續三年獲得ICF「全球21大智

慧城市獎」(2009、2010、2011)；依據ICF說法：

桃園縣能夠從全球400多個數位城市中再次脫穎而出，代表

著桃園近年來積極投入的各項資通訊建設，從「E桃園」到「M桃

園」推動電子化政府與建置無線寬頻網路應用，有效強化城市競爭

力，且縣府亦將持續發展「I桃園」(智慧桃園)資訊建設，實現「智

慧台灣(I台灣)」的理念，為民眾構築更好的資訊生活使桃園縣能躋

身國際智慧城市之列，其中具體行動方案，包括提供市民便捷資訊

服務、政府智慧治理等面向。

對於談論多年的桃園航空城，在2015年底台灣智慧航空城產

業聯盟(TIAA)與桃園市政府共同舉辦「智慧航空城／智慧城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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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暨國際研討會」，參加者包括中華電信、工研院、資策會、桃

園機場公司、桃園航空城公司、桃園捷運公司、大同、關貿、研華

科技、遠雄航空自由貿易港區、愛爾達、凌群、新竹物流、中興工

程、帆宣、華儲、華航、長榮、大椽、NEC、NTT、Cisco、美商栢

誠、世正開發、遠傳電信等業者，以及全國22縣市智慧城市相關

主管超過400人。會中談論期望與產業界合作推動綠色經濟版航空

城，帶動桃園產業往「三低一高」(低汙染、低耗能、低耗水、高

產值)永續經營前進，並落實「產業先行」的概念，積極招商與優

化投資環境，使航空城計畫促使桃園整體產業發展。

另一方面，也談到市府所推動的智慧城市旗艦計畫，已從生

活、產業、治理三大面向逐步開展與推動，計畫的推動很需要產業

界的投入與支持，未來智慧桃園將朝都市發展、市民樂活與產業創

新三贏局面的願景發展。

TIAA會長中華電信董事長於會中指出，該聯盟當年3月提出對

政府八大建言，已獲政府各部門積極回應，現更進一步結合工業局

「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成果，首創以成功案例分享及

應用展示之方式，在桃園市政府之場域展現智慧航空城及智慧城市

具前瞻性的創新應用服務成果，期望產、官、學、研各界共同參

與，協助台灣產業發展朝系統整合及應用加值轉型，並進一步厚植

台灣ICT產品之國際競爭力，促進台灣成為智慧航空城及智慧城市

研發重鎮之願景。

此外，市政府將學習荷蘭阿姆斯特丹之「推動智慧城市大原則

及規劃策略」；桃市府將融合智慧航空城計畫發揮循環經濟綜效；

配合中央政府推動4G寬頻智慧城市應用，彰顯航空城建設對於智

慧產業的無限商機。

2015年，桃園市政府表示，桃園市是國家的門戶，航空城計

畫並未停擺，桃園市政府已經與交通部達成協議，將進行航空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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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徵收的全區聽證，充分理解地區住民對土地徵收的意願並進行

溝通，計畫在明年4月完成，就能啟動航空城後續的規劃及建置工

作；計畫在明年通車的機場捷運系統也將串聯航空城的交通，將引

進智慧化物流與商務的服務體系，不僅大幅提升通關的速率，且能

全程監控物流方向，確保物品的安全性，且將桃園一舉推升為國際

性的會展場域。

同時在財訊、台北市電腦公會、非凡電視及山水民調等合辦

的「智慧城市市長論壇」上指出，桃園市推動智慧城市建設將著

重於:智慧交通、智慧生活、智慧政府、智慧環境及智慧防災等項

目；舉例來說，桃園新近發行的市民卡，就達到多卡合一與一卡多

用的目的，結合公共運輸付費、身分辨識、圖書借書證、健康卡、

學生卡及相關特約商店購物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系統，

此外，未來這些交易都會產生都會形成大數據，市政府可據以

分析市民的生活型態、消費行為及公共運輸的需求等資訊，作為往

後擴延智慧城市建設的決策參考基礎。

綜觀未來市政府推動主軸將擴及「智慧物流」、「智慧航空城

複合休閒」、「旅客與市民服務」、「機場智慧化服務」、「智慧

運籌管理中心」、「智慧政府應用」、「智慧生活應用」、「智慧

產業應用」；除了基礎建設外，航空城的智慧規劃仍然是桃園市的

亮點。

相關具體具措施包括：4G桃園智慧生活應用(行動市民卡、動

物友善城市行銷、偏鄉遠距PACS醫療)、4G桃園智慧政府應用(行

動工商、智慧區里、道路資訊管理系統、運籌管理、行動SNG、環

境監測-天羅地網)、4G桃園智慧產業應用(雙螢互動、智慧文創、

觀光套票、IPOS)、智慧物流(自助包裹存取系統、智慧才積辨識系

統)、複合休閒產業(Taiwan Easy Go)、旅客與市民服務(友善城市科

技微光服務、智慧商圈主動式優惠推播服務)、機場智慧化服務(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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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航務資訊服務系統、智慧影像監控應用)、智慧運籌管理中心、

智慧城市友善雲、智能旅遊購物免攜平台。

第三節　台南巿

臺南市曾經在2011年12月與交通大學Eco-City共同舉辦「2011

全球智慧城市高峰論壇」，會中邀請美國、比利時、荷蘭、印度和

瑞典等五個國家的主要國際級智慧城市首長及代表與會，共同進行

經驗交流並簽署智慧城市共同合作備忘錄。並邀請知名國際企業如

Siemens、IBM、Panasonic來進行企業智慧發展分享。

此外臺南市並邀請歐盟LLG（全球智慧生活聯盟）協助開設

「城市與產業領導者訓練認證課程」，期以培養更多未來智慧城市

的規畫專才。希望透過這次智慧城市國際論壇的舉辦，學習如何善

用科技有效於城市規中，以創造出更符合永續發展精神的城市。

2011年，市政府推出十大旗艦計畫，其中即有一項是「智慧

城市大臺南」；依據市政府資料，揭橥為大臺南永續發展，達成

「建設觀光樂園立足國際」、「推動低碳綠能永續城市」、「發展

經濟光電科技新城」、「保障弱勢照護溫暖南都」、「確保安全便

捷安心家園」等大臺南市發展願景，故提出本計畫，期以打造臺南

市成為首屈一指的智慧城市。具體行動方案針對5項智慧加值公共

服務系統進行總體規劃設計，並研擬永續營運與政策配套、實質補

助取得與各項回饋指標等相關事宜：規劃結果，包括下列行動方案

1. 智慧便捷交通體系

2. 城鄉衛生所社區健康照護智慧加值計畫

3. 智慧觀光遊遊服務計畫

4. 智慧生活社區推廣計畫

5. 智慧城鄉教室

6. 智慧防災監控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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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城鄉社區智慧治安監控系統

8. 三維地理資訊整合計畫：運用地理資訊GIS、全球定位系

統GPS等關鍵技術，整合與應用前述4項公共服務之空間資

源，規劃可持續發展與擴充之地理資訊公共服務基礎資訊設

施與資訊系統。

其中自2011年起推動部分策略應用計畫，包括智慧電動車加

值、智慧電網、行動觀光服務、農村智慧行銷等。

然而臺南市並未參與過ICF評比；直到2014年台南市政府宣布

啟動台南4G智慧城市旗艦計畫，融合文化首都與4G智慧科技，以

智慧交通、智慧健康、智慧防災、智慧教育及智慧觀光等五大項目

同步進行，並預計於2015下半年啟動，三年內將20多項應用陸續

建置上線，打造台南市成為全台首座全方位智慧城市。同時台南市

政府也宣布，將與遠傳電信合作，砸下逾10億元，啟動台南4G智

慧城市旗艦計畫，藉由文化首都與4G智慧科技的完美融合，打造

台南市成為全台首座全方位智慧城市，同時，將目光對準「ICF全

球智慧城市獎」，力拚成為領先國際的智慧城市標竿，代表台灣爭

取全球智慧城市Top 1。

其中很多計劃是和4G計劃有關；市政府表示，有經濟部工業

局及遠傳電信在4G智慧城市旗艦計畫的大力支持下，為文化古都

台南開創新文明、蛻變發展、開創新里程碑。

整個計劃由遠傳依據「ICF（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智

慧城市論壇」的五大指標：寬頻連結、知識工作力、數位內涵、創

新、及行銷推廣等構面為目標，與市政府七局處規劃六大領域智慧

城市應用，包括：與研考會打造台首創智慧城市營運管理中心，開

放政府資訊共享；與交通局合作實現道路設施傳輸全面4G化，建

立全方位智慧交通中心；與衛生局推動結合台南市民卡及社區關懷

據點，拓展自主健康管理服務；與水利局建立4G行動式水文資訊



第四章　臺灣各城市智慧化推動情形 �0�

收集平台，促進跨縣市合作防災；與教育局合作藉由M化及優化台

南市區及偏鄉校園無線網路，推廣行動教學平台與載具普及化；與

觀旅局及經發局共同建立O2O（Online to Offline）虛實整合的4G行

動富媒體（Rich Media）電商生態圈，帶動在地觀光與商機。

該計畫宣稱將創下六項全國第一，包含台灣首座智慧城市營運

中心、第一個全市公車100%搭載智慧公車影像及資訊整合分析系

統、第一台4G全頻TTIA車機、唯一市民卡整合公共服務系統、水

利系統100%完整4G監控平台建設及多重IoT（Internet of Things 物

聯網，縮寫為IoT）系統整合政府建設及服務。

在智慧交通方面，將打造最先進的大眾運輸資訊整合與監控系

統，建置智慧公車，提供Wi-Fi上網及公車派遣資訊；建置交通資

訊偵測及分析平台，運用RFID偵測市區主要道路上行駛車輛上的

eTag，計算交通流量及車速，經由4G網路將資訊回傳平台，作為

塞車時車流的疏導分析之用。

在智慧健康方面，將在全市鄉鎮市區100%配置社區健康管理

據點，打造完善社區健康關懷網；智慧防災方面，結合穿戴式裝置

提供4G即時影像傳輸，將全市抽水站100%建置4G行動式資訊收集

與監控平台，提升防洪防災效率，也有利於推動跨縣市合作防災。

發展4G智慧校園方面，將全市271所中小學100%納入行動教學

平台，協助老師開創行動教案，推廣行動載具普及化，縮短城鄉的

數位落差。智慧觀光部分，包括在古蹟安裝超過二萬個Beacon（採

用低功耗藍芽技術的微定位訊號發射器，像不停發射無線電訊號的

燈塔），只要遊客抵達古蹟就會自動推送訊息內容，不同以往死板

的導覽資訊，推送有趣的古蹟小故事內容加深遊客的印象。

2014年4月甫推出的「台南市市民卡」記名式電子智慧票卡，

目前已可用於繳納行政規費、停車費、搭乘公車/火車、作為借書

證以及小額消費等，與T-bike公共自行車租借系統整合也已進入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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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階段，預計今年內可望完成第一階段4個租借站，未來更將陸

續整合市民健康資料庫等公共服務系統，讓市民一卡在手，盡享多

元便利的行動智慧生活。

第四節　高雄市

高雄縣市在民國99年12月25日 合併之後，大高雄地區人口達

277萬人，是台灣人口第二多的直轄市，而面積更達到2946平方公

里，其中約52%是高山地區，因此目前高雄對於智慧城市的規劃，

主要優先聚焦於「交通」、「防災系統」、「遠距醫療」及「創新

產業」此四項主題。

而高雄一直以來都是重工業重鎮，因此「安全」這件事情是高

雄比其他城市都更重視的一環，尤其在高雄氣爆事件後，高雄市

府更傾注全力地思考、執行具體的解決方案，如何以「安全」為前

提，打造一個智慧宜居的城市。

而高雄也一直在努力執行城市轉型，期望讓「高雄是重工業密

集的城市」這樣的傳統印象，轉化為「高雄是個國際觀光城市」，

在轉型的過程中，首要解決的便是交通。依據市政府的規劃，著重

下列行動方案：

一、打造智慧運輸中心及運輸走廊，縮短旅程時間，提升旅遊品質

由於高雄市幅員廣大，連帶也拉長了區域間往來的運輸旅行

時間，因此如何縮短旅客往返的交通時間，是高雄市府努力的目

標，在縣市合併前便成立「交通管理中心」，從交管中心36片67

吋大型數位投影牆可同步看到71處主要路口交通狀況，即時掌握路

況。並經由交管中心和高雄市即時交通服務網，統整「交通管理系

統」、「公車動態資訊系統」、「資訊可變標誌」、「LED智慧型

站牌」等軟硬體的資訊與運用，建構高雄市智慧運輸系統。目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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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納入智慧運輸中心的監控號誌已達2,209處，交通管理系統即

時監控的具體成效可減少路段旅行時間10%至40%，並可降低油耗

成本及改善環境品質。

縣市合併後，高雄市府建置了「國道10號旗美文化觀光智慧運

輸走廊」、「台88線大發工業智慧運輸走廊」、「國道1號高雄科

學園區智慧運輸走廊」及「台17林園工業智慧運輸走廊」共四大智

慧運輸走廊，其基本概念與交管中心相似，利用資訊可變標誌來告

知用路人即時路況與替代道路，進而提升運輸效能。

高雄的交通運具很多元，有港埠、機場、台鐵、高鐵、捷運、

客運、公路及自行車，交通往返及轉乘的便利性很足夠，預計未來

能讓每位市民能在30分鐘內從住家到達高鐵或台鐵。對於交通建設

的未來期望，因應綠色城市的議題，思考如何減少這些交通運具的

碳排放量，達到節能減碳、永續發展的目標。

二、提升及整合災防系統，保障市民居住安全

因高雄長年受颱風等天災肆虐，尤以高山地區很容易造成嚴重

災害，因此更需透過資通訊科技來打造災害防救系統，目前已在前

鎮區規劃建置「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南部備援中心」，未來將成為南

部地區重大災害應變樞紐，負責災情彙蒐、統籌各災害防救機關、

軍方與民間各項防救災資源，以執行各類災害防救措施。

另外，高雄市府也在鳳山、旗山、岡山規劃建置了救災前進指

揮所，分別作為統整「工業區」、「高山地區」與「沿海低窪地

區」的救災人力、物資調度和集結的據點。另因天災來臨時，偏遠

鄉鎮總是路毀橋段，完全無法對外通訊，據此高雄市府規劃高雄地

區災害防救通訊系統，協調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電信業者，對偏

遠山區行動電話基地台加裝微波、衛星電話及發電機組備援設備，

以確保救災通訊不會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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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原高雄市設立的水情中心，在縣市合併後把原高雄縣的部分

納入，並建置大型移動式抽水機GPS系統及水位觀測站，用以監控

全市38個行政區的河川、防洪閘門、截流站，以全面掌控水情，對

水患能即時反應，達到迅速避難救災的效果。

而以重工業為經濟主體的高雄，在氣爆事件過後更加審慎檢討

各式氣體管線的規劃與整合，市政府並考慮拉高安檢標準，同時亦

期許企業本身能自主管理。

並將參考日本東京都事例，其負責瓦斯管線的公司光是在東京

都地底下便埋設了4000多個地震感知器，如因地震而造成管線破

損時，該公司可以立刻得到回報，以確保管線安全。

三、面對高齡化城市，推動遠距醫療

高雄市做為重工業城市，守護工業區居民健康是市長的施政理

念。在99年與100年時，小港醫院及高雄醫學院醫院與臨海工業區

合作，資策會也參與輔導協助，試辦「遠距健康照護（telecare）計

畫」，邀請工業區企業加入會員，為員工提供遠距量測血壓、血

糖，追蹤健康狀況，再輔以緊急醫療、定期衛教、健康諮詢等服

務，結合醫療照護、資通訊技術、電子化醫療器材等跨領域專業，

來守護高雄臨海工業區域藍領家庭的健康。

另外在三原民區遠距醫療照護計畫，部落的醫療資源一直以來

都較為缺乏，目前在茂林區，高雄市府建置共用醫療資訊平台，

內含居民病例資料庫，當地衛生所辦理巡迴醫療時不用帶厚重的病

歷，即可電腦連線進入資料庫進行看診、開立囑方作業，減少漏帶

及遺失病歷的機率。並且規劃在三個原鄉部落提供「行動門診」，

只要網路可達，均可建置ADSL基地台，在當地衛生所及醫院裝置

視訊通訊系統，藉由電腦寬頻連線即可看診。且能將病患看診資料

及檢驗數值或影像報告，透過此系統上船功能儲存於中央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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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高雄市原住民的健康資料庫。

四、產業創新，帶動城市新價值

智慧城市需要相關產業做支撐，與高雄市正積極發展綠能與數

位內容產業的方向一致，「智慧幸福生活」中的智慧建築、綠建築

皆需要相關應用產業，高雄市府設立「綠色產業中小企業創新育成

中心」，目前委託國立中山大學營運管理。已有11家中小企業進

駐，一齊開拓應用市場。

在數位內容產業方面，智冠是在高雄經營已久的廠商，加上高

雄軟體科學園區及新興的數位產業腹地─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吸引

了包含日本電玩產業SCET及好萊塢特效公司R&H進駐設置研發中

心，高雄的數位內容產業正蓬勃發展著。

第五節　屏東縣

2013年,屏東縣政府曾經參與IBM全球「智慧城市大挑戰

（Smarter Cities Challenge）」，全球共31座城市入選，屏東縣政府

以再生能源創新運用計畫，成為台灣唯一入選城市。這是該縣推動

智慧城市的開始，屏東縣政府意在借重IBM在智慧能源領域的技術

及經驗，協助打造潔淨能源、經濟發展、安全生活與環境保護互利

共生的示範城市，落實「非核家園」的願景。 

2014年，IBM派遣來自全球不同部門的6位高階主管及產業專

家進駐屏東縣，與縣政府團隊密切合作，過程中並將和當地社群成

員、相關團體等進行訪談，專家們將以三週的時間，對屏東縣政府

提出的議題，透過IBM顧問諮詢服務及參考IBM全球相關案例，彙

整提出一份規劃藍圖。

屏東縣政府表示，對於入選IBM全球「智慧城市大挑戰」，期

盼借鏡IBM在全球推動「智慧電網城市」和協助日本311災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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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的成功經驗，以強化的配電系統與優化的ICT建置，提升當地

再生能源的使用效率和普及率。

此外，因應核三廠在2025年除役，屏東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的

在地生產和在地消費，以活化在地經濟。近年來陸續推動災區養水

種電計畫、學校和公有廳舍的太陽光電系統建置、畜牧業沼氣發

電、舊垃圾場生質能源作物栽植、離島小琉球電動機車、墾丁氫能

燃料電池車等措施，已累積相當經驗、成果，未來更將配合政府智

慧電網政策，讓先進的發電、輸配電、儲電、用電與管理等成果落

實到地方建設，並借重新科技改進安全的生活。

將以陽光農業縣 衝刺智慧能源為主軸，建構屏東縣為幸福城

市；屏東縣政府並考量從綠能環境及產業、教育、社政著手，結合

再生能源創新運用計畫，期與IBM雙方更將攜手共建屏東的智慧能

源藍圖。

屏東縣位於台灣的最南端，在財政及其他大型建設上，無法和

五都相比，但曹啟鴻認為，屏東縣的陽光充足、物產豐富，平均每

人的居住面積要比大都市大得多，許多農漁特產皆來自屏東，「屏

東人正為全台灣人創造幸福」。

在農業方面，現在屏東的芒果、鳳梨，在內外銷市場都獲青

睞，蜜棗及蓮霧的品質更是一級棒，源源不斷的生命力，這些是屏

東的在地特色，是屏東的幸福泉源，未來縣政府還會帶著農民向前

衝，以更高規格的認證標準，打開更廣的外銷市場。

為了因應人口老化問題，縣政府正著手規劃「幸福生活園

區」，將以農委會核定的1,500公頃平地森林遊樂區，結合大潮州

人工湖，闢建幸福生活園區，園區內將有長青學習學校、銀髮多功

能會館、休閒療癒園區等，成為融和全齡的園區。曹啟鴻說，這項

計畫仍在規劃階段，未來可望為屏東縣開創新的產業契機。

少子化則對屏東產生教育問題，屏東縣幅員遼闊，國中小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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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200所，因應少子化，屏東縣首創「理念學校」，鼓勵學校融入

教育及在地的理念，開發學校的特色教學，閒置的教室則可另外規

劃終生學習場所。

第六節　臺東縣

臺東縣是個重視創新、產業發展與教育深耕的城市，近年來克

服各種限制，積極規劃以數位科技彌補落差，聚焦醫療、教育、觀

光、行銷等面向，以「智慧政府」、「智慧觀光與行銷」、「智慧

農業」、「智慧交通」與「智慧教育」為主題願景，提出「推動智

慧城市示範計畫」，據以發展智慧城市。

2014年，臺東市主辦「智慧城市論壇」以智慧臺東‧聯動全

球」為主軸，標榜「產官學研頂尖匯聚 共同激盪創意智慧」。

市政府表示「思維要國際化，但作為卻要在地化」，在啟動

一連串E化公共服務之際，為聽取國際專家觀點、整合民間創新經

驗，並與民眾進行面對面溝通，臺東縣政府與遠見雜誌合作，舉辦

「智慧臺東‧聯動全球—2014臺東智慧城市論壇」，會中除說明

縣府積極推動各項E化的成果，也期盼藉由科技的結合，將台東在

地的觀光、文創及產業行銷到國際。

隨著網路科技發達及雲端運算的升級進化，建設智慧城市的概

念，正於全球各國掀起風潮以提升時代城市競爭力。臺東擁有珍貴

的自然與人文資源，然而幅員遼闊、地處偏鄉等特性，使發展面臨

諸多挑戰，臺東縣政府乘著智慧浪潮，積極規畫以數位科技彌補落

差，聚焦醫療、教育、觀光、行銷等面向，提出「推動智慧城市示

範計畫」，期盼全面藉由E化服務加速生活與產業成長。例如建置

戶外無線寬頻（TT-Free）系統，全縣將規劃建置250個戶外免費上

網熱區，作為未來提供網路加值應用服務及打造智慧城市的基礎建

設。另為促進醫療服務，架設智慧機服務站，提供雲端健康照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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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滿足市民基本需求；推廣觀光與農業發展方面，推出「旅行

臺東APP」提供即時的旅遊訊息；「3D臺東網路農場」則是全國首

創透過網路訂購當地農特產品。臺東縣政府正全面藉由E化服務加

速生活與產業成長。 

在「智慧政府」的推動方面，臺東縣積極辦理e化服務宅配到

家「阮a厝邊就是e」計畫，並深獲中央肯定，成為全國各縣市的

榜樣。此行動計畫2015年於全縣16個鄉鎮市公所及戶政事務所、

衛生局、稅務局及4個衛生所，共計37個點同步推動，讓各基層同

仁攜帶行動載具到民眾家中協助申辦案件，計畫自9/15起推動至

10/31為止，1個半月的期間共計完成2,928項的行動服務，相比去

年執行2個月共556件申辦案件，今年所展現的計畫績效更加的顯

著及亮眼，落實政府與民眾最後一哩的零距離服務。

2015年11月臺東縣為推動智慧政府創新服務，積極運用資通

訊科技彌補落差，建置縣戶外免費無線寬頻服務(TT-Free)網路，同

時建置「台東縣社會經濟資料庫輔助決策系統」，實施e化服務宅

配到家工作計畫。

台東縣幅員遼闊、交通不便，老人、殘障人士及弱勢族群比率

居全國之冠，為改變臺東縣先天上的弱勢及所面臨困境，將有限的

資源，更精準有效的分配運用於施政上，以獲得最大效益，台東縣

政府今年起建置「台東縣社會經濟資料庫輔助決策系統」，並依統

計區分類架構，將臺東縣各項公務登記、調查統計及民間相關資

料，以有別於過去僅能以鄉鎮及村里進行統計的呈現方式，轉化為

更小單元（最小統計區）並具有空間分布（GIS）之統計資訊，對

於分析小區域社經資料分布及變遷趨勢時，可發揮顯著的效果，社

會經濟資料庫未來可作為雲端大數據的基礎。

而臺東縣曾於2015，2016二年獲獲得ICF全球21大智慧城市

(Smar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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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宜蘭縣

鄰近臺北地區的宜蘭縣面積2,143平方公里，擁有46萬人口，

12個鄉鎮市，重要的經濟活動區域約700平方公里，與新加坡、浦

東相近，但2/3的地形是山地，地形相對封閉，利於管理與建設，

發展路徑跟西部地區有相當大差別。

雖然宜蘭本地人口不多，但自從雪隧通車之後，持續有移入人

口，全年超過800萬遊客人次，加上宜蘭人的熱情，以及一鄉一特

色的蘭陽風情，有台灣最優質的水質，宜蘭縣長朝向將宜蘭發展成

宜居城市，打造出台灣的桃花源。

縣府表示，該縣與臺北市等六大都會區發展模式不同，宜蘭可

以提供的城市發展經驗，是一種新世代台灣城鎮模式。大多數的都

市發展，都是運用中央協調優質服務或是在荒地造鎮，但宜蘭希望

能發展出虛實互補的模式，並在虛實互補的過程中，希望能帶動週

邊營收效益，包括交通物流、虛擬應用、文創美食及無毒有機農

業。並期以宜蘭的條件優勢，成為最好的智慧城市實證場域，如宜

蘭縣全縣地理條件的出入口有限，可以規劃的驗證區域非常明確，

人口只佔全國2%，驗證參與人數適當，樣本性強，而老年人口佔

了將近14%，有利於銀髮族產業的研發及應用實驗。

此外，宜蘭鄰近大台北的都會區僅40分鐘車程，資源調度容

易，地租條件為北台灣最佳，而且生活氛圍閒適，有助於企業提供

研發及創意人才生活經驗及創意發想。

縣府也提出宜蘭發展智慧服務的四個思考方向，不同於六都主

要是投入大量的資源，興建有指標性的硬體建設，宜蘭應該是要透

過ICT解決方案，提供優質的服務，透過開放資料讓更多業者加入

合作，讓政府是為了服務民眾而存在。

宜蘭政府目前規劃，包括票證(縣民卡、電子支付)、防災(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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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感應)、節能(日照感應、智慧路徑)、社福(銀髮照護)、通訊(Small 

BTS)、治安(高解像度監視系統)、交控(秒差、壅塞、CMS)，都將

透過巨量資料分析、開放資料及結合適地性的GIS地理圖資，進一

步成為智慧情報，有助於產業促進、公共服務、優質生活及城市治

理。

以宜蘭縣每逢假日交通就會雍塞的問題為例，由於中央權責

只能解決國道部分的問題，市區道路問題還是需要靠地方政府來

解決，未來希望能建立宜蘭交控網，在宜蘭設立智慧營運中心

(Intelligent Operation Center；IOC)，透過數據整合，發揮即時預警及

資源調度的功能，不僅解決交通問題，還可應用於觀光、治安及防

災等應用。

此外，佔地70公頃，位於蘭陽平原中心點的宜蘭園區，將成為

以應用研發為目標的科學園區，鎖定知識服務、數位內容及研發等

三大產業族群，將宜蘭園區建構成為台灣軟實力產業的新地標，企

業創新應用最佳實證場域。至於佔地20公頃的中興文創園區，不但

將會舉辦2015年設計展，未來也希望能在強調森林美學文化、綠

色文創等特色下，吸引影視產業進駐。

其他場域中，包括：結合文創領域的資源如展演空間、創意體

驗等，以及教育領域的資源如學校聯盟、教網中心及行動教學體

驗，在透過3D列印高階設備公用、Further Work交流推廣平台等，

建立完整的創客資源中心，讓宜蘭成為識別品牌。

此外，宜蘭也正藉由ICT科技發展開放政府，建立公民參與機

制。宜蘭縣政中心20多公頃的區域，可以提供智慧示範社區實驗場

域，如利用宜蘭幸福卡，提供單一身分認證、電子支付、跨業務整

合、異常預警、分析及個人化服務，將所有的智慧卡整合成一卡到

位。

在建構的衛福雲方面，由於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及健保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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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身心障礙者生活津貼、急難及災害救助等服務分散在不同部

門，未來會透過ICT解決方案，建立單一平台系統來整合。

2015年，報載東元與宜蘭縣政府簽訂「4G寬頻應用城市補助

計畫」合作意向書，計畫目標涵蓋家戶智慧安全、智慧節能、智慧

小農及便利生活等四大構面，預計可將智慧化生活型態及思維完整

帶進宜蘭縣。東元集團表示，本項計畫骨幹架構在建立「服務整合

平台」並應用4G、IoT及Big Data等技術，以O2O(Online To Offline)

的創新服務，協助宜蘭建立各項智慧城市所需的應用服務，促進農

業的智慧化。

東元集團指出，宜蘭縣兼具地理、氣候環境、人口結構和特色

小農的特質，十分適合發展本項計畫；此次與宜蘭縣政府簽訂合作

意向書，是繼日前成功推出智慧馬達和智慧電網後，再次證明集團

全面發展智慧化應用實力的例證。

宜蘭縣政府表示，為推動宜蘭縣成為廠商發展各項智慧產業的

實驗生活場域，協助縣內長期專注於有機及無毒耕種的小農將安

全優質產品行銷全國；縣府藉由本案與東元集團進行全面智慧化建

置，由東元集團旗下東捷開發雲端平台系統與縣府智慧營運中心平

台介接，東訊負責本計畫的4G通訊及家戶智慧安全防護，宅配通

(2642)則負責智慧小農產品的O2O(Online To Offline)營運與行銷，

東元家電則負責打造符合宜蘭環境特色的智慧家庭各項智慧物聯

(IoT)家電設備及環境。

在農業智慧化方面，東元集團表示，如在生產履歷平台上，可

以透過APP了解農特產品的原料篩檢、製作、衛生安全、包裝封箱

等重要資訊；農作物部份，可以掌握種苗繁殖、施肥、田間栽種管

理、病蟲害防治、採收狀況等所有歷程的資訊；宅配履歷則可以24

小時隨時了解配送歷程和溫度等相關資訊，確保產品的生鮮運送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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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項計畫預期將能協助宜蘭縣民更加邁入智慧化生活環境，

如在家戶智慧安全推動用戶與警政保全的家戶聯防警示應用，在智

慧家庭方面運用物聯智慧家電與家庭能源管理系統進行空氣、節能

等管理與應用；未來則可以在便利生活方面推動應用上的冰箱食物

管理聯接小農平台等；而透過全面的整合4G和物聯服務，縣民得

以在相關生活資訊上取得兼具即時性、互動性和可控性等便利，堪

稱為推動模範智慧城市的最佳典範。

第八節　彰化縣

彰化縣曾於2015年獲選為ICF全球21大智慧城市。根據官網及

市政府說法，彰縣獲選主因有：

一、彰化縣近年積極推動產業轉型，Google在彰濱工業區設立了亞

洲最大的資料中心。

二、落實電子化政府永續節能減紙，推行公文線上簽核、電子表

單簽核及免書證謄本資訊平台，每年至少可省下200萬張列印

紙。

三、推動植樹計畫，打造健康有氧城市，並推動點屎成金-畜肥變

綠金計畫；還在今年五月啟用微笑單車YouBike。

四、免費無線上網熱點，預計在年底就可以達到五百個熱點，並以

明年中達到建置一千點的目標，提供民眾及遊客更方便的網路

使用環境。

五、縣府係以「便捷e政府」、「永續YouBike」、「社福宅急

便」、「智慧警政」、「畜肥變綠金」、「高齡友善城市」等

為參選亮點。

今年彰化縣政府努力於智慧城市推動浪潮成長，積極加強基礎

建設，落實民生議題，並以119系統及GPS車輛管理系統為核心，

發展GPS車輛管理系統暨119安心簡訊服務全自動監控平台，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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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市電腦公會主辦智慧城市展中拿下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縣府此項智慧服務（智慧救護車隊系統）係以119系統及GPS

車輛管理系統為核心，發展全自動監控平台，該系統透過車輛

IDU(智慧型資料收集器)，與車輛感測元件結合，透過GIS空間展示

圖台彙整119報案系統受理派遣資訊、車輛即時定位資訊、轄區責

任醫院資訊與消防加值圖資資訊，於同一車輛監控圖台上進行全域

監控展示，針對所有119車輛即時狀態，提供最即時監控資訊，救

災救護勤務狀態資訊由系統結合車上感測元件，建立主動發報監控

機制，包括最新車輛勤務狀態回報、異常通報、行車軌跡…進而有

效輔助指揮中心派遣決策與強化相關機關之配合聯繫機制，提升災

害現場執行救災或緊急救護之作業效率。

智慧救護車隊系統結合雲端平台、GPS車載機(IDU)及智慧型手

持裝置，提供彰化縣消防局119 GPS車輛管理解決方案，透過衛星

車輛管理平台及手機APP，對車輛進行監控、調度、異常管理。進

一步透過IDU外接其他設備，如智慧型派遣面板、生理量測設備、

條碼機等設備，即可藉由IDU將這些擴充設備的資訊回傳至雲端，

讓彰化縣消防局119指揮中心掌握最即時的資訊，達到物聯網效

益，爭取救援時效。

第九節　嘉義市、嘉義縣及雲林縣

在臺西之三縣市，之前並未見其推動智慧城市；自2015年

起，卻均配合經濟部推動構建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擬從「智慧

育樂」、「智慧運輸」、「智慧支付」、「智慧照護」、「智慧安

全」等面向 ，結合地方觀光旅遊、農產行銷、健康醫療、市民卡

及警政安全等應用服務，規劃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

三縣市政府之規劃方向如下：

1. 嘉義市：擬以交通、安全、育樂、照護、市政、支付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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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設為主。

2. 嘉義縣政府推動雲嘉嘉區域資訊整合，透過雲嘉嘉聯合治理

平台，整合食、衣、住、行、育、樂及民生所需之資訊。

3. 雲林縣：主要則以電子化政府、智慧農業、智慧生活為主要

推動之方向。

第十節　基隆市

基隆市推動智慧城市以「打造智慧港都，提供市民更便利的服

務」為主軸，期積極與中央及各單位資源連結，打造「智慧城市」

的理念。

此外，基隆市政府亦與中華電信正式簽訂4G寬頻行動合作計

畫，內容含括「動態交通」、「智慧運輸」、「文創觀光」、「智

慧商圈」四大計畫，期望於假日及旅遊熱季，透過4G路況的即時

管控，讓市民和來基隆玩的旅客免受塞車之苦，提供用路人便捷的

行動交通資訊服務。

另針對如廟口商圈附近、火車站、來港旅客，也可透過市民推

播手機商家優惠訊息，引導旅客至商圈商店或線上行動商城消費，

可說一機在手，即可享受無窮的購物樂趣。

除此之外，市府更進一步規劃，以參加「2016世界智慧城市

論壇（ICF）」評比作為努力的目標，藉此打造智慧城市，提升基

隆的城市競爭力。

易言之，基隆市將以港都、商務、文創、觀光等多元豐富的城

市發展特色，透過4G創新應用，讓市民享受「食衣住行育樂」全

方位的便利生活，也讓基隆與國際趨勢接軌，成為一座高科技化智

慧便利城市；具體構想包括

1. 「便捷城市-動態交通控制管理服務」、「便捷城市-車輛智

慧運輸安全管理及監控服務」、「樂活城市-文創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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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城市-智慧商圈」以及台灣全區性服務之「樂活城市-

影視無所不在」共 5 項計畫，

2. 動態佈署的 4G 路況偵測器，連結後端雲端平台，融合 

eTag、車輛GPS、影像車流分析、本府 VD資料進行大數據

分析，以提供本府交控中心、警察交管人員及用路人所需的

智慧交通服務。 市區內並可提供即時停車場空位資訊，以

減少違停情形，並提供過境遊客利用替代道路資訊導引交通

分流，以紓解交通壅塞現象。 

3. 市內計程車將加裝整合車機、行車紀錄器與碰撞感應器之

4G設備，以多合一智慧功能，提供整合車輛資訊、影像、

雲端應用等功能，以提供乘客交通接駁、旅遊景點、POI等

互動與LBS在地即時導覽服務，讓造訪基隆遊客有更便利、

安心與優質之乘車體驗。 

4. 將於基隆市熱門觀光景點規劃電子旅遊套票服務與互動感知

看板廣告，結合環港商圈美食、基隆廟口與當地特色伴手禮

或農特產之觀光資源，並透過行動定位推播服務，以提供基

隆港到港旅客一站式購買服務。   

5. 以「便捷基隆、智慧港都」為計畫主軸，首先推出「智慧交

通」與「智慧商旅」兩項主題合作計畫。未來基隆市民及訪

客將可望以『4G雲端動態路況偵測與交通管理服務』即時

掌控交通資訊。而市府與商家也能透過『智慧商旅系統』來

規劃本市智慧圈服務，提供遊客及商務人士最貼心便捷的旅

遊優惠訊息以及線上行動消費服務，為基隆帶動最大的商務

動能。

第十一節　澎湖縣

澎湖縣推動智慧城市，僅見於導入智慧電網場域微電網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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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係由大同、工研院、東芝攜手合作之能源計畫，具體內容如下：

2012年經行政院核定通過，經濟部能源局與工研院在澎湖推

動「澎湖智慧電網示範系統建置」計畫，協同有建置智慧電網與微

電網實績的大同，在澎湖智慧電網場域導入東芝微型能源管理系統

(EMS)，發展台灣區域型微電網在地化應用。

藉由整合澎湖智慧電網計畫內建置，包含饋線自動化、低壓智

慧型電表、智慧家庭、再生能源等系統，達到提高再生能源占比，

維持穩定供電。這套系統可運用從各系統蒐集而來的用電資訊與饋

線負載資料結合澎湖當地氣候、環境特性，藉由雲端大數據分析歸

納出在地用電特性，找出尖離峰時段，進一步做到發電預測、負載

預測，達成供需最佳化調控。

大同強調，近年因氣候極度變化各國政府都相當重視環境保

護，綠能發電與電力智慧調度成為國家能源發展重要項目，微電網

可有效取代高汙染的小型發電設備，且較不受限於自然條件，應用

範圍廣泛。

而聯網型新能源微電網可應用於具備多能互補條件的地區建

設，獨立型新能源微電網則可應用於電網未覆蓋的偏遠地區、海島

等及僅靠小水電供電的地區，也可作為供電能力不足的鄉村獨立電

站改造。

目前澎湖諸島電力燃料以重油為主，透過微電網的調度與管理

方式，可有效穩定該區的電壓與頻率問題，有助於提升區域電力品

質，使再生能源滲透率占比提高，降低燃料成本與興建基礎設施的

費用，讓澎湖真正邁向永續的低碳島。

笫十二節　金門縣

曾為固若金湯的戰地；金門縣很有條件以此特色結合ICT應

用，發展智慧城市；在多版本的金門整體建設規劃中亦曾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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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未見細部及具體計畫。

民國93年「第八屆世界島嶼會議暨學術研討會」的《金門宣

言》揭示「運用新的通訊科技，加強對島嶼發展的瞭解、與世界分

享島嶼經驗、促進全球經驗與島嶼社區之交流」，當年縣政府為

落實「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及經濟部「M台灣計畫」的

「行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以落實行動服務、行動生活、行動學

習等無線寬頻應用等願景，縣府從而確立了提供免費無線網路的施

政方針，同時也配合行政院落實「愛台灣免費無線網路(iTaiwan)」

政策，積極推動全島公眾無線網路系統之建置，但有鑑於金門縣政

府每年電腦資訊建設總經費資源有限，乃自95年起採取政府免出

資招商的方式引進台中的中華金廈聯網公司，在這個建設當中，全

縣各機關、學校、村莊等都有無線訊號，供民眾以會員付費方式向

廠商申請使用，同時在車站、圖書館、公家機關…等公共場所建置

「愛台灣免費無線網路(iTaiwan)」，為當地民眾及外來旅金遊客提

供免費上網之便利。

當年中華金廈聯網公司看好金門位居兩岸轉介點的地理優勢，

以BOT方式承攬全島無線上網工程，打著「金門無線島，世界跟著

跑」的口號，希望上網覆蓋率達到99％以上，其目標是要為台商、

觀光客或民眾提供有關觀光、商務、小三通、科技教育、生活及各種

公務之無線上網科技服務，使金門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科技、商務、 

資訊與教育之觀光島。該公司除了投入無線上網基礎設施以外，同時

也建置入口網站提供許多加值應用服務，包括商家黃頁、網路購物商

城、部落格及線上論壇等相關功能，但受限於市場腹地、商業活動、

產業生態等外在因素，以及廠商網路營運團隊之商業模式的創新性與

利基點不足，加上近年來手機上網逐漸普及等等衝擊，不僅應用加值

服務無法產生有效的獲利點，連帶無線上網的會員募集也面臨很大的

瓶頸，在無線島BOT案合約到期後即黯然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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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縣政府以「科技生活智慧島」為主軸，進行「金門

縣智慧城市推動計畫委託規畫案」。

本計畫目的在勾勒全縣推動智慧城市的政策和藍圖，供各局處

和各單位在提相關推案時有所依循，並擬組成專家顧問團，供各單

位來諮詢，期能儘速產出政策白皮書，讓規劃案儘快落實。

目前了解，金門縣智慧城市規劃包括：智慧機場通關、智慧交

通、行動支付等。

較為具體策略如下：

1. 透過「智慧旅遊」整合餐廳、景區資訊、娛樂休閒、購物、

醫療健檢、交通、旅館民宿等旅遊服務資訊，讓旅客可以透

過手機、平板及車用資通訊設備等行動設備快速查獲所詢旅

遊資訊，尤其是很多商家希望能有效提升自由行的旅客人

數，透過資訊媒合可以快速降低很多來客的旅遊成本，讓遊

客更方便的取得商店、餐廳與民宿的評級與當期優惠，方便

預約租車及港口機場接送，所有旅客都可以在網上事先查詢

旅遊資訊便於安排行程，更由於旅遊資訊透明化，可以讓遊

客更了解商品的實價，減少導遊抽成的旅遊成本，進一步提

升金門自由行的旅遊品質增加受益層面。

2. 成立「有機養生島」專案推動辦公室，未來科技農業也可

透過「智慧農業」的應用，結合ICT技術、物聯網、自動化

與農業栽培等技術建置智慧農業工廠，將能促進農業科技革

新，建立高精確度的監測網絡，運用感測器元件建立感測網

路，針對環境中的溫度、濕度、酸鹼值及感光度等培育條件

進行有效監控；

3. 對於離島水電資源缺乏的環境，透過智慧電網與智慧水網等

智慧能源相關應用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少水電的消耗

與浪費，以達成節能的目標，精確水電用戶之使用計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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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建立警示預警機制便於快速反應處理水電網路運作所發生

各種意外狀況；現在，金門有些商家或住家的監控錄像系統

已經可以透過手機進行遠距監控，將來透過手機遠端遙控更

可以進一步操作家用電子電器設備，這些應用將來也會越來

越普及。

4. 智慧醫療長照解決金門長期之痛；隨著全球老齡社會的到

來，中國大陸老齡人口已超過一億人口，養老服務市場越來

越吃重，未來各國政府都投入龐大社會資源進行養老長期照

護，養老服務具備龐大商機，台灣養老機構在經營團隊、適

老化宜居建築、生理與心理服務等構面和經營內涵上，整體

來說更具競爭優勢，目前中國大陸在建築硬體與輔具產品等

硬件方面已經開始跟上，但在經營管理、人力培訓、醫療照

護與心理服務工作等軟實力部分則較為落後，這部分台灣養

老機構仍具備一定優勢，具有相當發展潛力，若鎖定中高層

客群引進台灣最先進的長期養老照護機構，未來市場仍大有

可為，事實上這部分客群也比較能接受無大陸醫保及台灣健

保的醫療服務。

智慧醫療及長期照護透過遠距感知感測設備所形成的智

能醫療及照護系統，可以讓醫療與照護團隊及時掌握居家

照護及長照機構的病人及受照護者之身體狀況與各種醫療數

值，便於長期監控病情，對於病人的緊急狀況可以即時處

理，金門在地醫療團隊更可和台灣先進醫療團隊進行遠距協

作，在地醫師透過視訊會議與他院醫師進行聯合會診，藉由

資料即時傳輸，共同檢視患者病歷、X光片、超音波檢查、

電腦斷層掃描...等等資訊即時共享，這些先進的智慧醫療及

長照服務將大大提升兩岸中高端養老客群前來金門享受頂級

養老服務的意願，而隨著高端醫療與高端長照需求的蓬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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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更能吸引優秀醫療及護理人才前進金門提升醫療服務品

質，形成良性的正面醫療產業循環。

5. 跨域推動之「智慧城市、金廈聯通」；金門廈門臨海對望，

歷來文化經濟依存，學界及縣府擬共同推動的「金門大願工

程–金廈聯動」計畫，企盼推動金廈聯動智慧城市，並進一

步研議如何有效結合臺灣與廈門的產業資源與科技服務能

量，進行合理的產業規劃與空間布局，完善基礎建設配套，

強化人才培訓教育體系，加強兩岸智慧產業的合作交流與資

源共享等可行性及永續發展方案。

其基本架構想包括：金門將扮演兩岸「智慧運籌中心」的角

色，通過「金廈聯動」大願工程及「亞太港」基礎建設，充分整合

兩岸資源及「一帶一路」的人流、物流、金流與商流，讓金廈成為

海上絲綢之路的新起點。

首先建設「中華智慧城」打造台灣優勢產業智慧運籌園區，

進一步整合台灣資源與國際創新技術形成「產業跨域加值示範基

地」，同時建立「微型生活實驗室(Living Lab)」進行創新生活服

務，在金門將台灣的綠色生活、健康生活、文創生活、藝術生活、

智慧生活、人文生活、公益生活、美食生活、教育生活等優質生活

模式相互結合，以大陸落地簽所及的龐大旅遊市場為腹地，讓大陸

旅客可以透過金門遊體驗台灣的優質生活，這部分生活體驗必須透

過產業聯網的應用技術建立生活聯網加快各種訊息流通，才能將金

門快速打造成台灣優質生活的體驗櫥窗，在長期目標上可以定位為

「華人優質生活方案提供商」，將台灣各種優質生活模式進行整廠

輸出。

有關「金門大願工程–金廈聯動」計畫對於金門智慧城市的跨

域及跨界整合，具有相當的產業高度與宏觀視野，實則是一種高起

點、高標準、高品質的產業戰略思維，而在兩岸新興產業搭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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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關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爭端處理及海關合作等方面，

都需要多領域人才的投入，尤其是如何結合公私部門來組織跨域治

理聯盟，建立有效跨域治理運作機制，在在需要許多產官學研各界

的積極投入，而公部門的政策與相關規劃也必須一次到位，然後配

合民間企業的投資積極性與群聚發展，不斷蓄積產業動能，創造更

多的就、創業機會，讓企業有感，讓人民有感。

第十三節　國內各縣市政府發展智慧城市構面及模式

如前所述，臺灣各縣市雖然文化歷史、生活環境接近，但地理

位置、人口規模、資源配置、產業發展差異頗大，從國際智慧城市

評比指標觀察，落差很明顯，故智慧城市發展應因應地方特性，例

如臺灣天災頻傳，在智慧防災構面應屬共同的問題，再例如離島發

展重點一定不同於本島，因面臨的城市挑戰及地方特色不同。

就所觀察情形綜整，大部分城市尚未具體投入長遠的智慧城市

發展規劃，也尚未能依據地方特性研擬具體策略及方案，下表中整

理各縣市政府發展智慧城市構面及推動方式。

城市名稱 智慧構面 推動模式 建議發展面向

新北市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交通
智慧園區
智慧農業

Top down
企業參與

城市規劃與科技
應用智慧農業

桃園市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交通
智慧園區
智慧航港

企業參與
委外規劃

智慧航空城計畫

台南市

智慧交通
智慧生活
智慧觀光
智慧健康
智慧安全

企業參與
委外規劃

文化觀光、智慧
農業



��� 國際ICF首獎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

高雄市 

智慧醫療
智慧生活
智慧觀光
智慧航港
智慧安全

企業參與
委外規劃

智慧航港農業創
新

彰化縣
智慧交通
智慧生活
智慧安全

企業參與 智慧生活

嘉義市
智慧生活
智慧安全

企業參與 智慧生活

嘉義縣
智慧農業
智慧生活
智慧安全

企業參與 智慧農業

雲林縣
智慧生活
智慧觀光

企業參與 智慧生活智慧農
業

屏東縣
智慧農業
智慧生活
智慧觀光

企業參與
委外規劃

智慧農業

臺東縣

智慧政府治理
智慧交通
智慧觀光
智慧教育
智慧農業

企業參與
委外規劃

智慧農業與觀光
、智慧照護醫療

宜蘭縣

智慧交通
智慧生活
智慧觀光
智慧醫療
智慧園區

企業參與
委外規劃

智慧交通、觀光
智慧農業

基隆市
智慧生活
智慧觀光

企業參與 智慧港

澎湖縣 智慧能源 中央政府計劃 智慧港智慧農業

金門縣

智慧觀光
智慧照護醫療
智慧航港

委外規劃 智慧航港智慧觀
光（戰地特色、
金酒文化）智慧
照護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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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臺灣智慧城市導入及推動

第一節　臺灣智慧城市的挑戰

一、推動智慧城市的方法論

在世界各城市紛紛投入智慧城市評比或規劃建設時，很多人擔

心智慧城市是否只是憑空炒作的海巿蜃樓，為此英國經濟學人雜

誌在2012年底舉辦線上辯論並以「智慧城市是否憑空炒作？（Are 

Smart Cities Empty Hype?）」為命題主軸；焦點在於城市中多元數

據作為智慧城市規劃管理的方式之異同，其推動方法各執二端；

其一、由上而下；以計劃及管控為主，其二、由下而上；以資

料開放為基礎，市民自行應用、決定之；經過線上投票，結果顯示

有百分之五十四認為智慧城市有跡可尋，而其他百分之四十六則不

以為然，從這結果看出，智慧城市推動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因

素，我個人認為由上而下之目標策略是成敗關鍵，由下而上的需求

盤點則應該是現況的呈現而作為決策參考之依據，重點在於各城市

的落實程度。

也就是說；此二種方式雖然是從技術層面著手的方法；若引用

在策略發展上亦同樣恰如其份；亦即領導階層必須有明確目標，政

策計劃（strategy plan）,進而並引導具體實施方案（action plan）。

從歐美國家的智慧城市推動觀之，領導者的企圖心是主要關

鍵，公私部門夥伴關係，包括民意機關的支持，導引智慧城市願

景，而城市智慧化推動策略及具體行動方案，則必須依賴市政府執

行團隊，從城市的文化、歷史、地理條件、面臨挑戰與問題等面

向，務實的盤點清理，透過機制整合組織資源；如第三章所述以美

國河濱市（Riverside ）市政府協同市議會所研訂的Riversid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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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計畫及荷蘭恩荷芬（Eindhoven） 的Brainport 2.0 發展計畫，

就是以領導者企圖心及公私部門協作的最好實例。

參與智慧城市評比對推動智慧城市有何啟發與作用？很多說法

認為，以智慧城市評比指標為依據，打造所稱的智慧城市即可；實

際上指標的選取，原就本於地域所面對的困難及發展條件，在未來

經過努力克服後能產生的城市發展優勢程度，再配合資通訊科技運

用程度而編定；所以在歐洲大部分以綠能環保為共同議題，在美國

則以科技發展、民眾福祉為主，亞洲國家在於經濟發展、衛生醫療

為主；因此，全球各國在智慧城市指標各有其重點比重。

此外城市人口、面積規模大小，也是推動智慧化另一個變數；

在一些評比指標並未明訂其比重，乍看之下會有不公平，唯從城市

開發目標而言，所面對城市發展需求面向差異不大，只在執行面的

難易程度不同而已。

方法論是導引城市智慧化的手段，妥善運用成熟的方法於規劃

及執行階段，並結合城市領袖的企圖心、執行團隊的能力及市民共

識，城市智慧化成效必能彰顯。

二、臺灣各城市推動智慧城共同的議題及挑戰

目前臺灣各城市間在推動智慧化的構面同質性甚高，從第四章

所述各城市所提出之主軸及計劃可以明顯看出來；故而同中求異是

城市面臨的重大挑戰，並必須以地方特色著眼，如具有港口城市、

文化資產城市、戰地特色、特殊人文或地理條件等，城市領導階層

須能確知並分別就特色優勢研訂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

城市發展的共同價值是讓市民過好的生活、感覺幸福；在

2011年後，北部各城市參與智慧城市評比者漸多，2013年在臺中

市獲得年度首獎後；全國各城市幾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參與；而且在

中央政府於2014年釋出將以新台幣50億元補助地方政府建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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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4G應用計畫後，更是遍地開花，尤其在原本未曾涉及城市智

慧化的都市，在民間企業的共同參與及積極佈局下，也出現了許多

智慧服務應用計畫。

因而，本研究發現各城市在現階段推動智慧化時，落差很大；

原因固然與各城市都市化程度及資源多寡有關，但所面臨共同挑戰

和根本問題卻多有相似之處，包括：

(一) 城市領導者的企圖、願景以及未能掌握城市特色。

(二) 推動方式尚在摸索，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模式，在臺灣

尚未普遍，大部分以委外規劃或是企業參與代為規劃較多。

(三) 推動組織人力不足或權責不明，政府部門中主導單位資源不

足或協調困難。

(四) 具體行動方案欠缺或是規劃階段未能落實。

(五) 資源整合程度度不夠，單位間不能確實分工。

第二節　臺灣智慧城市推動構想

一、智慧城市推動方案之形成

2016年起，臺灣各城市紛紛投入智慧城市發展，也有提出所

謂「智慧城市X.0」，這表示城市在進化過程中正處於不同位階，

而因為分處不同位階，其推動之主軸與實質內涵必然不同。那麼臺

灣各城市如何突破口號式的智慧城市發展而落實於實質建設呢？

2014年，我曾與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同仁參訪IBM臺灣辦事處

（台北），他們安排正在臺灣出差的首席顧問Edward H.B. Giesen 

介紹他們在全球推動智慧城市建設的策略及作為；在過程中我發現

他們有一份清單；詳列了智慧城市推動應該有的具體行動方案；這

些方案中在經由多項評估準則，篩檢出個別城市依其特性所可據而

實施的工作項目, 稱之為「智慧城市功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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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鍵在於基礎建設及應用服務創新；這一點恰如ICF每年

度的五個基礎評比指標所列細項準則，而基礎建設之優先順序，實

際上也因城市特色、規模、地理環境而不同，但是卻是每個城市所

不可或缺的，因此第一要務，檢視城市中那些基礎設施建設不符或

不足，如寬頻接取普及、資訊科技教育、、都市發展數據來源及收

集等等。

再者盤點城市中已開發或開發中的資訊系統，釐清資訊系統、

智慧服務差異；進而綜合都市文化、經濟發展情形，研提各城市智

慧城市推動白皮書及資訊系統推動白皮書。可參閱前幾章所提全球

部分首獎城市之推動構想形成之方式及具體行動方案之產出。

二、臺灣智慧城市推動準則

(一) 推動策略

1. 同中求異

以推動智慧城市而言；臺灣各城市從地理位置及環境

角度，大致只能分東西二大差異區域及離島地區；從經濟

發展角度，直轄市和縣市政府有甚大的落差，從文化的角

度，各都市各有特色，只有規模大小差異；

推動智慧城市重點在同中求異；如具有海、空交通優

勢，則智慧海港、智慧空港應該列為主軸，在人口密集的

產業活動興盛者，智慧交通、智慧生活、智慧產業、智慧

政府治理便為主軸，而具歷史文化遺產及特殊資源者，智

慧園區則是主軸，甚多都市以觀光產業為主，則智慧觀光

自是主軸。

許多城市具有複合項目，則以資源多寡及民眾需求分

列其優先順序。

2. 分進合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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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推動原屬地方事物；在國外最基礎的城市以

上的行政區如卅政府、或中央政府均甚少直接參與；只有

在國家面積較小，人口相對不多的國家，中央政府為綜合

資源有效運用，規劃國家推動計劃，如新加坡、南韓；臺

灣亦然，在多年前中央政府推動M臺灣、智慧場域Living 

Lab，直到2015年，創意臺灣；智慧園區；智慧國土；生

產力4.0；4G應用計畫等陸續出籠，尤其4G應用計畫，讓

國內外科技公司嗅到了不尋常的味道，也促使各城市一時

百花齊放無處不「智慧」。然而這些補助型一次申請計

劃，缺乏永續發展的方向及作為，從以前推動的很多例子

觀之，令人擔憂是否會是鏡花水月，一場泡沫。

中央政府推動智慧城市，必須掌握地方政府需求，研

定具體配合措施、區域整合理念與永續發展方案；避免中

央、地方政府之「一智各表」；終需感悟；唯其合進；才

見王道。

(二) 導入智慧城市之基本準則

前節提及智慧城市推動方法，以口語表達即是：「抬頭

看路與低頭拉車」，抬頭看路看到是願景及方向；也就是

Top down approach :城市領導階層在此階段的任務是尋求城

市定位，從經濟、文化、環境方面思考，並依據城市特性及

風貌設定願景。

而低頭拉車就是Bottom up approach , 落實盤點城市需

求，掌握資源並擬定優先發展順序。

再者由政府主導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協作，以興利及創

造雙贏的心態進行合作。

另外明訂推動組織及相關配套法令規定及措施，避虛就

實據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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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推動實例研析

一、臺中市

臺中市在獲得ICF智慧城市首獎時，市政府也恰在規劃「水湳

經貿園區」，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發展智慧園區實證場域，在歷經

一年半的參訪、會議，臺中市完成了「智慧城區規劃方案」，做為

市府分階段推動的依據；2015年林市長也表示要將臺中市台水湳

經貿園區規劃為「雲端、智慧、零碳示範區」，同時開始籌建「城

市管理中心（IOC）」。

詳細規劃內容請參閱附錄4、臺中市智慧城區規劃方案。

二、金門縣

金門縣是離島，是一個富裕而幸福的城市，規劃金門縣智慧城

市發展須確實依據「智慧城市以人為本，以創新服務來完成目的」

的理念來規劃，同時考量金門的主軸，包括：

1. 金酒園區

2. 智慧政府治理與金門大學（可能含IOC建設）

3. 縣府行政大樓規劃

4. 智慧空港、海港

5. 兩岸實質事務

6. 戰地文化與ICT新服務

7. 人口老化所需照護與醫療

2015年縣府委外規劃，可能因為時間不夠或建議書要求工項

不明確，在作業過程中留下很多討論空間，這情況也可能會出現在

其他城市，依本研究所建議推動準則，金門智慧城市規劃案最後

應該產出「金門縣資訊系統推動白皮書」及「智慧城市推動白皮

書」，導入過程應該注意下列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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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城市導入面向很多，必須依據城市特性及文化、經濟及環

境要件，具體研提推動面向，並分析目標、具體行動方案，才

可能落實。

例如那些智慧構面是未金門需要的？智慧能源、智慧交

通、智慧產業是否有必要？可行性如何？金門是否適合發展智

慧港？（海港、空港），金門的戰地文化能否成為智慧化的特

色？

二、智慧城市推動要有策略計劃（strategic plan）並 具體研訂分期

分階段實施計劃；其內容應該包括推動組織、分工、績效評核

等。以作為縣府實際執行的基礎。

三、智慧構面與資訊系統不盡相同。

四、金門推動智慧城市所需營運數據有那些，如何搜集、處理、

研析、整合及發展智慧服務，需不需要建立城市營運中心

（IOC），並運用到城市規劃。

五，智慧政府如何規劃？

第四節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協作模式

一、中央政府智慧城市推動方案

談及中央政府推動智慧城市歷程，最早應該是行政院i236計

畫,2009年在工研院與資策會等研發單位共同努力下，共同推動

「智慧生活科技運用計畫」，計劃在未來5年內在台灣北中南東各

建構1個科技應用開放試驗場域，以智慧小鎮(Smart Town)與智慧經

貿園區(i-Park)為推動智慧生活科技應用開放場域的2大推動主軸，

於該場域內將整合運用3種網路系統(寬頻網路、數位電視網路與

感知網路)，推動舒適便利、農業休閒、安全防災、醫療照護、節

能永續、智慧便捷等6大領域智慧科技應用，因而該計畫也簡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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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36計畫」。

在2012年經濟部並規劃發展出20種智慧生活科技應用服務，

建構服務應用實驗場域，蒐集百萬使用戶的使用體驗作為改進參考

依據，以生活應用在地化、應用服務產業化、服務產品全球化為發

展遠景及目標，預期在2020年時使台灣成為全球智慧生活科技應

用的新生活型態的先驅者，希望能以智慧生活科技以提升人民生活

水準，進而開創台灣產業經濟發展的另一高峰。讓台灣成為智慧科

技生活的試驗場域，將台灣產業的競爭實力推向世界舞台。

i236計畫基本就是「智慧台灣工程」的先導示範計畫，該計畫

執行將依循3階段進行後續推動工作，首先，希望能針對在地需求

與營運模式及所需之技術與系統進行分析，完成實驗場域的設計與

規劃，並發展雛型與相關業者合作進行小規模的試煉；第2階段，

將擴大規模與系統建置，強調使用者之體驗及經驗回饋，改進原有

相關技術與系統，期為「智慧台灣工程」打下基石；另方面希望建

立上中下游產業營運共生體系，朝永續經營目標邁進，並孕育未來

智慧生活科技新興產業。

這些計畫，實質上也產生了導引成效，2013年臺中市參與ICF

評比其中一項亮點就是i236計畫在臺中市精密機械園區所建立的！

工程資料銀行」。此外此計畫也將一些智慧新服務以地方政府為實

騐場域（Living Lab）。

其次，2014年6月行政院頒訂「加速行動寬頻服務及產業發展

方案」，以加速行動寬頻(4G)服務普遍、投入關鍵技術研發、完善

法規政策環境、培育新興服務產業生態，以及建立永續經營之營

運模式等工作，朝向構建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發展。 計畫由政

府、業者、法人三方攜手，透過「行動寬頻」及「創新應用」來展

現智慧城市新貌，推動地方政府結合中央政府資源，與在地網通與

設備業者協同合作，進行應用創新、設備國產、技術深耕，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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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永續經營，地方繁榮受惠，人民幸福有感的三贏目標，持續邁

向智慧城市美麗願景。「構建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主要是

透過補助計畫由 4G 業者/系統業者主導，於全台 6 都 16縣市(含離

島)或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智慧安全、智慧健康、智慧物流、智

慧金流、智慧運輸及智慧育樂等整合性應用服務，進而鏈結新興產

業生態體系，實現以服務帶動產業升級轉型政策，加快4G寬頻普

及、促進網路資訊消費、帶動應用服務創新、推展智慧城市建設、

實現有感便民政策，打造幸福便利智慧城市。

經濟部工業局配合行政院政策，推動構建4G智慧寬頻應用城

市，運用補助計畫以鼓勵國內業者結合地方政府共同投入，於全

國各縣市(含離島)或自由經濟示範區等場域推動4G行動寬頻應用服

務，爰依據「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及輔導辦法」，訂定

「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申請須知」，作為以補助方式推

動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計畫申請及審查之需要。同時，也並行推

動建立4G寬頻應用軟體創新創業園區，運用補助計畫以鼓勵民間

資源力量聯盟，佈建區域寬頻發展，設立區域產業主題特色創新發

展場域，以輔導各區域4G寬頻應用三創(創新、創意、創業)團隊與

人才，創造出高品質、高端4G國際商業創新利基之產品或服務及

促動大型開發內容商業化運作計畫之地點之目標，也訂定「4G寬

頻應用軟體創新創業園區發展計畫申請須知」以補助方式推動4G

寬頻應用軟體創新創業園區發展計畫。

到了2015年，第四代電子化政府推動方案進入尾聲，繼之而

起的是行政院推動 ide@ Taiwan 2020(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依據

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說法，「主要是面對網路時代的新趨勢，政府應

建構實體與網路世界間訊息交換的橋梁與平臺，藉由網路科技與創

意，使政府施政更具前瞻性。爰於2014年接受行政院指示協同其

他部會研訂網路政策白皮書」，俾供民眾參酌與行政團隊相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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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指導綱領。

規劃過程秉持「多元溝通」、「網實合一」、「全民協作」

原則，歷經「先期整備」、「全民意見徵詢」、「草案彙整」 3階

段，藉由「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徵集群眾智慧，並結合實體徵

詢會議，由全民共同協作，於2015年4 月召開「網路智慧新臺灣政

策白皮書全民意見徵詢會議」，邀請各界代表共同討論後，由各相

關部會據以修訂完成網路政策白皮書，並經行政院院會討論通過，

以「ide@ Taiwan2020（ 創意臺灣）政策白皮書」為正式名稱。

白皮書的內容涵蓋「基礎環境」、「透明治理」、「智慧生

活」、「網路經濟」、「智慧國土」等五大構面，其中智慧生活之

願景，即 「在透過網路與其他基礎設施廣泛布建，讓行動終端更

易於隨身攜帶與符合人性需求，以大幅提升民眾的生活品質。為使

所有族群享有同樣的生活權益，並培育民眾具備應用科技改善生

活、解決問題的能力，達成老有所養、壯有所用、疾有所護等目

標，智慧生活領域將以智慧健康照護、數位學習、網路與文化娛

樂，以及智慧體驗服務四大面向為施政重點，導入網路數位科技，

著重使用者體驗，融入美感優化我國民眾日常生活各個面向，以打

造易用且符合人性體驗、兼顧各類族群需求、以及高度友善的學習

與生活環境。」，而智慧國土則「係以國土的永續價值為出發點，

運用網路智慧，建立人、環境及社會三個面向的互動關聯，推動

以資通訊技術為基礎，建立高度感知的（instrumented）、網路的

（interconnected）及智慧的（intelligent）策略整合架構，並透過災

防、運輸及城鄉等不同領域的具體實踐，落實成為經濟發展、社會

正義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的永續發展。」，並著重在災防、運輸及

城鄉等三個領域導入資通訊技術應用。在災防領域方面，將建立災

防聯網平台，加速資訊分享交流，強化橫向與縱向之協作整合，落

實應用智慧化、生活化災害示警資訊及開發相關產業加值，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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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效益；在運輸領域方面，以建立雲端資訊系統服務平台，結合

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技術，透過整合民間資源，創造交通與觀光

資訊多元化之服務，以滿足不同族群之需求；在城鄉領域方面，將

建立網路智慧化生活環境，提升都市管理效率、均衡城鄉發展、降

低能耗及碳排放，朝向結合低碳生活、增進民眾身心健康及促進城

鄉永續發展。

二、中央及地方政府協作模式

從中央政府推動智慧城市進程，估計投入超過200億，可見中

央政府掌握了大部分資源，但由於臺灣幅員小，中央政府權責及制

度與城市間有箸密切的關係，推動智慧城市不妨以統籌規劃角度，

綜整資源，研訂臺灣智慧城市推動計畫，並指定專責機關辦理，類

似電子化政府及國土資訊系統（NGIS）推動模式，研訂滾動式修正

計畫，並在法制、組織、分工上落實；其推動模式如下：

1. 以自2006年起臺北市獲得ICF評比為年度智慧城市首獎起至

2013年臺中市再度獲得首獎後二年間，至2015年各城市百

花齊放為濫觴，視為第一階段智慧城市推動期；並據此檢討

面對課題、提出發展策略方案；研訂台灣智慧城市2020，

作為第二代智慧城市發展的依據。中央政府專責機關，可以

在國發會、經濟部或握有資源的科技部擇一主政，分工原則

由中央綜理規劃各城市共同的部分；如交通、環保、防救

災、空間資訊應用及創新服務或中央補助學者或產業界研發

成果，地方政府則提供實現場域，發揮應用成效，落實於城

市規劃及發展具體方案。

2. 地方政府則考量城市可動員之資源；以尋求實質利基，創造

價值為主軸；由地方政府籌組地方產官學協作平台，配合中

央政策，據地方特色研訂可長可久的實質建設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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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論與後續議題

一、結論

城市是人民安身立命之所在，城市也具有聚集人群之引力；

人口超過千萬的城市愈來愈多，預估至2025年，全球會有百分之

六十以上人口住在城市中，人潮帶動了士農工商產業發展蓬勃繁

榮，給人們帶來便利，但也帶來了問題，如交通、污染、能源、水

資源、老化、罪惡等，城市領導者必須面對事實，克服這些障礙，

創造更多有利條件永續維持城市便利、給居民幸福生活；這一世

紀，科技發展突飛猛進，運用高科技解決城市問題成為顯學，數位

城市、智慧城市等以資通訊科技為基礎的城市再生方案應運而生，

解決方案包羅萬象，從基礎建設到產業發展，範圍自建築單元、園

區、城市至國家，如此種種，帶來了機會及挑戰。

首先我們還是要慎思，城市智慧化要怎麼樣避免淪為empty 

hype?從本次訪察及相關研究顯示歐洲及北美城市著重能源解決方

案及都市更新議題；亞太地區的都市多以城市治理、人民生活及交

通方案為主，中國大陸之城市智慧化則以創造經濟利益為主軸；各

有各的難處及因緣，打蛇打七寸，必須將資源集中在都市中重點方

案。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雖然建構在資通訊科技的基礎上，但最終仍

是要落實在以人為本的創意服務（或稱為新服務new services）。執

行上不能流於純以導入新潮科技為訴求，避免淪為冰冷的「科技城

市」，但確可以導引利基型科技解決方案成為智慧服務，加速智慧

城市建設。

此次到歐洲三城市深度考察智慧城市推動，看到了城市內產官

學研以無私的態度密切合作，朝向共同目標，各領域參與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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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也在同樣的標準和規範下良性競爭,給了城市進步的契機。

「有智慧，城市才能偉大」，期望各級政府都能運用「智慧」建設

偉大的城市。

二、後續發展相關議題

(一) 城市管理營運中心（IOC）

城市中賴以完成決策的數據是推動智慧城市的靈魂，從

各種感測元件回收的資料、城市民眾日常意見、市政管理所

產生的數據；必須有效完整的收集、處理及研析；並在研析

後發布警訊、進行派遣行動；國外很多城市為此設計城市營

運中心IOC（Intelligent operation center）在智慧城市擔擔戰

情及指揮的角色，較之於傳統的交通控制中心、環境監測中

心、警消行動或災變中心；IOC體系更完整、功能更全面。

規劃中的IOC，有些必要條件；如

1. 設立在園區或都市主建築中，做為標桿。

2. 活化智慧營運中心成為景點，為到場必訪景點。

(二) 智慧產業（智慧新服務）

依據 -日經BP CleanTech 研究所出版「全球智慧城市研

究報告」，智慧城市新服務（智慧服務）包括有綠能、減

碳、下水道、交通等所產生的新服務；可依商業模式分為四

大類型：

1. 行政服務或是公共公益事業部份民營化

2. 服務業者直接提供給消費者或企業

3. 建設公司、開發業者等提升不動產價值

4. 雲端服務等ICT相關業者提供系統、資訊等多樣化服務發

展

並可再細分為十種型態，包括36種服務細項目，該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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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到2030年止,新智慧服務市場潛能,累計金額達1000兆日

元。

臺灣各城市智慧城市發展帶來的商機，結合物聯網、車

聯網及大數據分析，是否可以整廠輸出，值得觀察。

(三) 智慧城市在虛擬世界戰爭（cyber war）中可能遭遇的風險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公布的

2015年全球風險報告：

「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停擺」名列潛在衝擊排行榜的第7

名，與名列發生機率第9名的「數據造假或遭竊」與、第10

名「網路攻擊」都是數位化與網路化後全球新興風險。

報載我國為提升台灣成為全球智慧生活創造者之目標，

將著眼虛擬世界法規鬆綁，打造台灣成為「亞太網路中

心」，並強化資通訊環境整備，推動台灣成為全球物聯網創

新聚落。此「智慧」的核心是利用新一代網路與資訊技術，

透過具備智慧聯網設備與感應器布建到智慧城市每個角落的

供電系統、供水系統、交通系統及家戶建築等關鍵基礎設施

中，使其形成物聯網，透過雲端運算與巨量資料應用與網際

網路相連，實現智慧城市與物理系統的整合，使企業與民眾

能以更加精細和動態的方式管理生產和生活的狀態。

上述願景之成功，必須奠基在採用新興與開放資訊技術

之關鍵資訊基礎設施，能夠提供令企業與民眾安全與信任的

保障之上。當我國朝向網路智慧新台灣的方向發展，新興智

慧聯網與網際網路之連接，將為所謂「第五領域」的網際空

間擴大浩瀚的「數位國土」，並進而帶動「智慧生活」與

「網路經濟」之快速發展。有鑒於我國長期遭受網路駭侵威

脅，針對此新興資訊技術與應用之發展，更應當在規劃與建

置之初便將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設計與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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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實例顯示問題的嚴重性，如代步的汽車有被駭客

入侵的風險嗎？美國就發出警告，指出全球數百萬輛車可能

存在高風險！駭客可以透過電腦、連結汽車網路，竊取資訊

甚至操控整輛汽車，在公路上左轉右轉、加速甚至任意煞

車，只要在遠端用鍵盤輸入指令，就可以做到。這樣嚴重的

安全漏洞，除了恐怕釀成交通事故，公眾人物一但淪為攻擊

目標，維安上恐怕有重大隱憂。

曾有資訊安全工程師模擬駭客，在遠端僅靠著筆電就能

控制整台汽車，加速、後退、左右方向，還能使喇叭自動響

起。而且任意改變儀表板數據也不是問題，甚至在公路上直

接讓煞車失靈。

此外，在智慧城市建構中，因為科技的應用，相對的隱

私權容易被忽略，例如智慧型手機內建的GPS功能以及社交

網路，還有讓我們能進入建築物的智慧門禁卡等等，都會暴

露我們的行蹤，只要是有心人就能解讀。如何保護個人隱私

資料也是嚴肅的議題。

(四) 地理資訊系統（GIS）在智慧城市的應用

世界各國均訂有「空間資料基礎建設計畫」，測繪各種

具有位相坐標的圖資，提供都市規劃及便利生活使用，隨著

圖資的易製及多元化，GIS運用於智慧城市發展日漸重要，

本次考察各城市中，有很多應用實例，另本書特別收錄二篇

文章，請參閱附錄。

(五) 智慧人民（Smart People）

智慧人民培育與智慧教育推動在城市智慧化中所佔比重

及影響程度，遠高於科技建設，這是一個百年樹人的「心智

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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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後記

逆境激流逢春雨、遠山浮雲效蒼狗

凌霄殿裏染紅塵、臥看閒書聽風吹

第一節　智慧城市參訪速記

三月十六日，細雨寒風中經阿姆斯特丹機場轉機，抵達了

斯德哥爾摩市Arlanda 機場，在出境大廳，欣見到駐瑞典代表處

張秘書學仁接機；夜晚入住離市政府步行十分鐘路程的喜來登

（sheraton）飯店，張秘書仔細的把三天行程安排告知後，互約明

天會面時間。

三月十七日，清早採著細雪，沿河走向飯店對街市政府大樓、

首先在市政府會議室聽取市政府計劃主任Malin Midby簡報城市如何

運用現代資訊科技（包括資通訊、地理資訊系統、電子化政府等）

創造領先契機，並進行分享智慧城市推動經驗。下午參訪開放創新

實驗室(openLab)，由執行主任Ivar Björkman, 介紹導引社會創新及

都市永續發展規劃實務並參觀團隊實作。

三月十八日，參訪市政府城市服務研發重鎮，創意中心

（Vinnova）, 由該中心國際合作處專案經理Henrik Fridén引導及交

換意見。中午與代表處李大使、國會議員Caroline Szyber與餐敘，談

了很多該市與臺灣城市的發展議題。特別一提是瑞典參議員Caroline 

Szyber,（chairman of the Swedish-Taiwanese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她任瑞典及臺灣二國議會代表協會主席，對於臺灣現況及發展

甚感興趣。

下午參訪皇家港再造社區(Stockholm Royal Seaport),由市政府資

訊辦公室主任簡報丶討論及參觀。

三月十九日，上午參觀愛立信公司（Ericsson），接待人員



��� 國際ICF首獎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

告知這家知名手機公司在轉型過程中參與城市資通訊與智慧化發

展，很成功的抓住了智慧新服務的商機。下午由接待人員 Erik 

Freudenthal介紹二代都市再造典範-漢默比創新社區（Hammarby 

Sjöstad），並實體參觀社區及興建中新的廢棄物回收系統。

三月二十日，代表處安排參訪瓦薩博物館及城市導覽，實際體

驗城市中居民的脈動。

市政大樓接待室（Malin Midby  、代表處張秘書學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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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市政府參訪及會談(Malin Midby)

參訪 Vinnova(Henrik Fridén, Program Manager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partment , 

Karen Chy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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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使澄然偕張主任與瑞典國會議員（Caroline Szyber）議員餐敘，就智慧城市的內涵

及作法交換意見

參訪Ericsson電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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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社區城市Royal Seaport

參訪社區城市 Hammarby Sjostad(Malena Karlsson, Project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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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管道垃圾收集系統(Royal Seaport)

Royal Seaport社區與木質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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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al Seaport簡報及參觀(Bo Hallqvist ,Information Officer)

Hammerby Sjos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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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Lab參訪（societal innovations and sustainable city 

planning, Ivar Björkman, Executive Dire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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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asgow M-citizen 一隅（和善開朗的服務員）

三月二十一日抵Glasgow ，駐愛丁堡代表張秘書志涵，開了一

個半小時的車來Glasgow 機場接我；並交換一下我此次參訪目的與

行程，晚間住進了一間非常現代且充滿科技感覺的商務旅館，名

為M-citizen ,並與協助此次參訪的Gordon  Kennedy 小聚，並溝通在

Glasgow的參訪行程，Gordon 曾經在2006年因當時任台北市長的馬

英九總統邀請到臺北市訪查；受到了臺北市熱情接待，對臺灣印象

良好且深刻，他說基於回報的心情，對我此次基於智慧城市的參訪

計畫，全力配合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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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智慧城市經驗（Gordon Kennedy）

Glasgow 音樂廳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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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隔日我們展開了馬拉松式的參訪行程，清晨拜訪

市政府城市發展總監Duncan Booker, 分享Glasgow 都市再生方案 ( 

Open Data / Future Cities Glasgaw) ， 隨及到了Eastgate城市安全營

運中心（Glasgow Operations Centre - Community Safety Glasgow ）

及未來城市規劃部門，由中心主管Kalim Uddin , （Operations Centre 

Manager ）參觀營運中心實體建設及介紹運作模式機制 並在同一地

點由Colin Birchenall ,（Operations Director , Future City Glasgow ）介

紹未來城市發展策略及行動方案。

中午參訪 位於Pacific Quay  的數位媒體設計組織Glasgow 

Digital Media Quarter , 這個組織提供了科技與創作環境，吸引各城

市有子的青年加入，創造商機及作育人才。之後參訪Glasgow 科技

發展中心與Dr Susie Mitchell, （Director Glasgow City of Science ）, 

Craig Steele , Coderdojo and Stephen Breslin （CEO of Glasgow Science 

Centre -  Glasgow Science Centre ）等交換意見。

傍晚參訪由政府支助學研的未來城市協會（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Future Cities Institute）主持人 Jill Farell , 彼此分享市政

府與學研協作方式，然後實地參觀尚在招商中的科技創新中心（位

於Strathclyde大學內，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re at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完成整天馬不停蹄的行程，夜晚的Glasgow 飄起細雪，通往市

政廣場的街道卻是仍見人潮，廣場旁邊深巷中，一間屬於在地人的

特色餐廳中，與當地商會主席（Chief Executive of Glasgow Chamber 

of Commerce ）Stuart Patrick 和Gordon Kennedy 餐敘，了解該市經

濟發展及商業模式轉型過程中的衝擊及因應對策。

夜深人靜，在滿身疲憊中入睡，隔天凌晨三時,趕搭飛法蘭克

福班機，去赴一場天外飛來的行程-科技部二天德國資安參訪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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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市政府（市府城市發展總監Duncan Booker,Gordon Kennedy）

Eastgate城市安全營運中心（Glasgow Operations Centre - Community Safety Glasgow, 

Kalim U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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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媒體設計組織(Glasgow Digital Media Quarter) 

數位媒體設計組織(Glasgow Digital Media Quar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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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Glasgow 科技發展中心（Dr. Susie Mitchell, Director Glasgow City of Science ）

科技部赴德國資訊安全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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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六日從法蘭克福機場飛抵阿姆斯特丹機場，駐外代表

處張恭灝先生來接機、告知另外幫我安排參訪該市智慧城市推動單

位，傍晚搭乘火車到 Amsterdam zuid(南部）的另一個同樣具現化視

覺與科技韻位的M-citizen 商務旅館，終於可好好睡個覺了。

三月二十七一早，天空飄起細雪，前往車站的路上，行人不多

但路旁河道彎蜒，古木參天；凝神遠望，百感交集。

在路人的指下，順利搭乘7:58直達車，9:10左右抵達Eindhoven

市，依據市政府洽接Anke Dankers-Roefs及 Gaby Sadowski事前Mail 

給我的簡圖，步行到離車站謹十分鐘路程的市政廳；展開一天完整

行程；在市政府一二樓會議室，與市政府智慧城市推動單位，進行

臺中市智慧城市進程與該市進展經驗交流，聽取該市簡報由負責

主任 Jaap Haenen報告Open Data and Smart City、Open Data Platform 

(Ad Steenbakkers en Joop Bruurs)、中午該市在智慧城市推動頗有名

氣且企圖心旺盛的市長Rob van Gijzel (Mayor of Eindhoven) and Joep 

Brouwers (Vice Director at Brainport Development) 簡餐；他在元月

曾經到訪臺灣，對於臺灣的政局及各城市發展情形興趣濃厚；40

分鐘交談；得知他引以為傲的計畫，Brainport 2020及ICFF扮演角

色和期許(Cooperation within the Brainport region and discuss the ICF 

out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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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Eindhoven 火車站

Eindhoven市政府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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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Open Data and Smart City、 Open Data Platform (主任 Jaap Haenen，Gaby Sadowsk)

中午餐敍（市長Rob van Gijzel 、 Brainport 計畫副主任Joep  Brouw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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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外務辦辦公室介紹Triangulum 計劃（Henk Kok ，Office 

foreign organisation)、城市行銷（Presentation City Marketing by 

Eindhoven365 with focus on Proxible and TDK subject (at EHV365)）

傍晚參訪位於舊法院的生活實騐室，實際體驗其創新科技

用於市政管理及智慧生活的研發。Presentation by Tinus Kanters 

(Project Manager LivingLab Stratumseind  at the Oude Rechtbank (Old 

Courthouse)

介紹Triangulum 計劃（外務辦辦公室Henk K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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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城市行銷（ Eindhoven365 公司）

參訪位於舊法院的生活實騐室（Tinus Kanters，Project Manager LivingLab Stratumse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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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體驗其創新科技用於市政管理及智慧生活的研發（Tinus Kanters）

17 : 00結束，回車站搭乘火車返阿姆斯特丹，回程中遇

Amsterdam 北部停電，火車不能直接返Amsterdam Zuid ,幸好遇到和

善人， 其中一小女孩並且用跑步帶我們到轉車月台，另外在另外

一火車漂亮女孩告知我們要metro才能到Amsterdam Zuid，並協助查

車班及月台，返回Zuid, 一帥哥協助查hotel 地點（google 即時）；

人生有太多意外，放得下，自在心，卻也造就許多美麗的錯誤。

今日完成所有原計畫的旅程，回憶自3月16日以來，幾乎馬不

停蹄，事事幻化猶如走馬之燈，不禁慨然，他日自說夢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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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terdam 河邊公園一隅（彩繪垃圾

桶-還可以練投球）

Amsterdam 河邊公園一隅（入口前有

趣的失物招領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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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 日，一早起，偷得浮生半日閒，這是二週來唯一悠遊吃

早餐，睡飽！陰雨中沿著阿姆斯丹河邊閒晃，在橋邊奇特的雕像

前，沈呤良久，「微風細雨異鄉人，長河短丘同林鳥」。

3月31日 阿姆斯特丹代表處特別安排參訪DRO(DRO ，Spatial 

Planning Service Amsterdam)，這原不屬本研究參訪行程，特別感

謝外交部幫忙及駐歐洲代表處安排，才有這一天意外旅程，中午

時分搭乘捷運到近市區的Weesperplein 街，在一個共用辦公空間的

會議室，市政府委託的智慧城市PMO辦公室規劃師Patrik Lie簡報

Amsterdam 智慧城市規劃理念、模式，並進行智慧城市構面選擇準

則之討論。

4月1日返臺。

智慧城市經驗分享（Patrik Lie , Karen Ch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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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一隅（貼心、實用、美觀的遮陽、雨棚）

城市一隅（Amsterdam 河邊色彩繽紛的資源回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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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盛暑，休假走訪美國加州河濱市(Riverside)，多年前到聖

地牙哥市時，曾經住在該市近河邊的一家旅館，同時在lohoya區看

到設計良善的高級住宅區，由於市府資訊長Lea Dessing那些天在聖

地牙哥市參加國際空間資訊使用者論壇活動，就約好在埾地牙哥著

名的會議中心，ESRI的Frank Chen 幫我們安排了一處討論室。

我把參訪的問題給了Lea,從得ICF獎、到紐約舉辦的智慧城

市高峰論壇分享推動經騐，聊到市府引人以為傲的「Seizing our 

Destiny」智慧城市運動，以府會合力完成的Riverside 2.0 策略推動

方案，實現了城市的夢，在這個不滿三十萬人的城市，努力朝向解

決貧窮、促進人性光明面的目標而去，十分感佩。

次一日逛逛鄰近城市，在聖地牙哥灣旁遊人如織，卻都悠遊自

在，智慧人民乎？

河濱市參訪(Lea Deesing, Frank Chen, 張思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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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濱市參訪(Lea Dee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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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特別的日子-獲獎致謝詞

這是個特別的日子，在這個時刻，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動的，各

位敬愛的長官、家人、親友及貴賓們，我不能免俗的要說感謝；感

謝基金會的賢達們給了我這個從事公務者夢寐以求的獎勵，感謝胡

市長的肯定與支持，感謝內政部及台中市政府長官(陳主委)與同仁

(資訊中心)関懷及協助、感謝我太太秦小姐及女兒思婕在困頓時的

陪伴、感謝親友們的愛護；沒有大家，就不存在我今天的站在這台

上的激動。

三年前，我離開內政部，前往剛升格為直轄市的台中市政府擔

任第一屆資訊中心主任，到了台中；首先第一件重要任務，就是智

慧城市推動；在胡市長明確的政策目標及市府團隊共同努力下,抬

頭看路和低頭拉車；雙頭並進；去年(2013年),臺中市拿下了國際

殊榮，那就是ICF全球智慧城市首獎。



第六章　後記 ���

然而共同問題出現了；那就是，「智慧城市給了民眾什麼感

覺？給了產業什麼希望？」

我自已也有二個念頭，其一「推動了二十餘年的國土資訊系統

在智慧城市推動下扮演什麼角色？」其二為「智慧城市推動如何落

實在人民日常生活及產業發展？尤其是臺灣各城市正積極推動智慧

城市建設之際」；這些成了我向基金提出研究計畫的動機。

感謝基金會給予我這個機會,明年起，我將善用基金會給予我

的機會，結合目前臺中市智慧推動實務，實現我給基金會及台中市

政府的承諾；

在完成考察後，研析中西方推動異同及研提未來臺灣中央政府

及地方政府推動資通訊應用及智慧城市發展策略及具體措施，以助

於國內各縣市政府未來掌握推動智慧化之重點，探掘各縣（市）之

優勢，建立各縣（市）特有之發展利基，並進而協助產、學發展，

期擴增大家共同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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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祝賀今日所有得獎者,也再次感謝基金會各位賢達、內政

部及台中市政府長官及同仁、家人、親友們及在場嘉賓，祝福大

家!謝謝大家！謝謝！謝謝！

（人生要有志向，總以服務為宗，而以勤奮不懈為銘，古人說

「才大幹大事，力小作小事，總之均為世人做有益之事」，於從事

公務者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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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善作者不必善成－一封未及寄出的信

（這是一封給台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同仁的一封Email, 在那一夜

寫完，卻一直未及寄出。）

當年，上高鐵南下，跟太太女兒說，三年台中出差；言猶在

耳，悠悠四年了，生命中的叉路，沒有自己選擇的餘地；放下、自

在、隨緣，是我個人覺得比較舒適的態度。

如果一個機關的成長，用人生來譬喻，那麼資訊中心雖然不是

我生的，但是在他出生後滿三個月時，我認養了，四歲了，可站可

走可以表達意見 ；但是「轉大人」尚待時日，却也等待有緣人續

緣，一棒接一棒，澆注心力，誏他茁壯、堅實，終而擔負使命。

資通訊的建設與應用，將是機關或企業永續經營的一環，城市

治理要能一如企業，則重視資通訊發展乃勢所必然，這樣的趨勢可

從國外諸多實例看出，韓國如此，美國如此，臺灣各城市則相對不

足，但也顯示出未來發展成長空間仍大。

機會是為已準備好的人而存在，格局決定大局、結局；臺灣政

府部門的運作機制，局限了單位的角色及個人專業，官大學問大、

近廟欺神；形成了公務人員不肯或不願勇於擔當；也造成了過度依

賴體制外力量，而雪上加霜，而由於市場利基小，體制外力量成了

廠商與學閥聯合割據政府資源的亂象；不論是MIS或GIS; 或是智慧

城市皆明顯出現此種跡象。

此次到歐洲三城市深度考察智慧城市推動，看到了城市內產官

學研以無私的態度密切合作，朝向共同目標，各領域參與之公司企

業，也在同樣的標準和規範下良性競爭,給了城市進步的契機。臺

灣每年都有人到國外參訪取經，但是不知是否學到了看事的眼光胸

襟及做事的態度，「直行終有路、何須計榮枯」終究不應該是從事

公務者淡淡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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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智慧，城市才能偉大；有專家說「智慧城市不是資通訊應用

之科技城市」，的確智慧是一種感動人心深處、却充滿柔和的溫暖

和淡然幸福洋溢的感觸；身為資訊人的我們，要推動建立台中智慧

城；準備好了沒？

祝福每一位工作夥伴，也準備在不久的未來，給資訊中心熱烈

的喝采，竪起姆指按下「讚」。



參考書目 175

參考書目

中文

一、中長期產業發展重大議題-國家產業力總體戰；Smart City 商機

大探索-------經濟部中長期產業發展規劃小組2013版，102年

12月,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出版

二、未來智慧城市引領風騷-思潮第12期（Think Wave 2014,5

月）-----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究所出版

三、智慧城市導入參考手冊-----102年1月，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出版

四、金門縣智慧城市規劃報告書，105年三月，金門縣政府

五、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刋，104年6月-------國家發展委員會

六、以智慧城市為本的「三創」推動框架（草案），105年三

月-----臺灣智慧城市產業聯盟

七、全球智慧城市研究報告，2012Nikkei BP CleanTech Istitute授權

巨思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八、IBM智慧城市功能模組

九、臺中市水湳低碳經貿示範園區-城市平台&生態系統整體規劃，

日立公司，2012年12月

十、臺灣塔替代方案--「數位運中心」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需求

說明書，臺中市政府，2015年9月

十一、臺南市政府智慧城市大臺南旗艦計畫委託策略規劃需求說明

書，臺南市政府，2012

十二、4G智慧寬頻應用計畫，經濟部工業局 2014

十三、「IBM智慧城市大挑戰計畫」問卷--IBM 2015

十四、各縣市政府官網



��� 國際ICF首獎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

英文

1. Seizing Our Destiny 2012,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2. Riverside 2.0 Strategic Plan-Implementing the City Council Strategic 

Priorities----City of Riverside April 28 2015.

3. Action Business Architecture for Smart Cities----IBM 2011

4. Digital Glasgow Roadmap---Glasgow City Government 2014

5. Integrated Operations Center-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work----

Intergraph 2012

6. Are Smart Cities empty hype?--Economist Debates---December 2013.

7. Smart Citizens- How the Internet facilitates smart choices in city life 

---ERICSSON 2014 



附　　錄 ���

附錄1　智慧城市導入及推動準則---以台中智慧城為例

發表於「國土及公共治理季刊第三卷第二期，2015年6月」

智慧城市導入及推動準則---以台中智慧城為例

張忠吉 科技部資訊處處長
 

壹、前言

自從1999年美國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簡

稱ICF)提名新加坡成為其第一個年度智慧城市後，取得ICF獎項成為

世界各城市推展智慧建設的驗證。而善用資通訊科技，強化政府內

部及與民眾間的串連，同時結合產、官、學、研，甚至個人的創意

與合作，來提供更感動、貼心的服務，進一步打造一個「好生活」

的城市，此為智慧城市最佳的定義。

另根據資策會資料顯示整理美洲、歐洲及亞洲之重要智慧城市

相關評比與認證機制後，歸納出不同特色之智慧城市包含下列八種

類型：

智慧永續環境、智慧交通運輸與通訊、智慧觀光、智慧政府治

理、智慧幸福生活、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產業。

而台灣歷年來有部份縣(市)曾參與ICF評比，如台北市於2006

年獲得「全球智慧城市首獎（TOP 1）」，桃園縣也在2009、

2010、2011年獲得「全球21大智慧城市」獎，新北市亦於2012年

獲得「全球21大智慧城市」，而臺中市首次於2012年參加評比，

即連續獲選為「全球21大智慧城市」及「2012全球頂尖7大智慧城

市」獎項，是臺灣也是亞洲此次唯一入選的城市，2013年，臺中

市更拿下年度首獎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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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能獲得獎項，固有其不同之獨特建樹，然而究其根源，

資通訊科技﹝ICT﹞建設是基本〝成因〞，而運用ICT於各種智慧

領域，則為其〝成果〞，觀之ICF所發佈各年度之城市獎，即可理

解，如台北市於2006即以「網路新都」獲得獎項。因此，雖智慧

城市產生之基本成因大皆相同，然在產、官、學、研各方面的運用

及產生效益，則受城市規模、民俗風情、文化背景…等不同因素影

響。

2011年個人曾參與ICF高峰會( ICF　Summit)，在了解各城市之

間競合後，深感其中異同，非以一套標準可一體適用，而各城市對

“智慧＂的領悟及發展，亦因而不同。

2014年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獎助「研析各國年度首獎智慧城市

之永續發展策略及整體作為」考察訪問計畫，目的在查訪國際知名

智慧城市研析其在獲得國際智慧社區論壇(ICF)評比首獎之推動歷

程及後續推動計劃與具體成效，包括智慧園區(社區)之實體建設、

資訊系統、創新服務與相關產業參與程度，更進一步了解，民眾在

智慧城市推動中的感受及參與角色。經由考察國際推動智慧城市經

驗，參酌中西方推動情形，研析其異同並試擬未來台灣各城市推動

之可用之策

貳、智慧城市導入面向

一、政策與目標

服務是推動智慧城市的基本價值，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所有

智慧化皆以為人群服務為依歸的，導入初期，先設定推動目標；這

個目標是據以研定後續行動方案。

二、資通訊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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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的底層是資通訊科技一，運用現階段風頭浪尖之ICT科

技，包括：智慧產業的新服務、開放資料、大數據、雲端運算、及

空間資訊系統

三、法規與協同作業平台

從寬頻基礎建設之共同管溝、光纜佈設及大數據搜集所需佈

建的監視器及感應器及地理資訊系統模組，其佈建規格、維護等

作業規範或是與民眾間共同遵守的建設契約及自治條例，是智慧

化的法制面需求；而同時，這些面向，與智慧園區內所有參與者

(stakeholders), 必須進行溝通，亦即透過公聽會、實境模擬等促進公

眾參與方式，並於此階段建立產官學研協同作業平台與機制，作為

決定智慧項目之優先順序及付諸實現的運作模式。

四、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責

雖然城市的地位日趨重要，在智慧城市推動中，基於資源整合

及聚集效益, 中央政府就共同開發事項宜統籌運維，例如實驗場域

或是實證項目的選定及開發資源投入分配基準，成效評估或案例分

享等。

參、智慧化作業準則

一、範圍

城市智慧化推動事項包括食、衣、住、行、醫療照護、娛樂等

與城市居民息息相關的事物，此外還有城市產業、經濟、文化、歷

史等；在經由盤點後，推動者應該依據城市特色及資源規模，確定

實施重點範圍，含塲域及面向。

二、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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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智慧規劃與城市之開發設計階段同時並進，是最有效率及

節省成本的最佳方式，從無到有，與實體建設並進。對於即有社區

更新，難度較高，但是仍然可以在不同的重建重整工程中納入智慧

化元素。

三、協作夥伴關係與協定

沒有一個獨立個體可以完成城市智慧化的；單靠政府不行，產

學研必須共同為智慧城市的促進者；世界各城市在推動智慧化領

域，一定強調協作平台，負責共同政策目標、規模、作業規範等，

通常由政府主導，成立智慧城市推動委員會，再委員會下設分組；

特定智慧園區則依據性質，决定其主導團體。

四、實證作業

智慧城市之各推動面向，尤其是創新服務方面，必須經由實證

並導入巿場，成為可以形成商業模式的新服務，以確保永續發展及

經營；此所以在智慧城市推動階段中必須有openLab與LivingLab等

過程。

智慧社區驗證，在臺灣是由現任台北市林欽榮副市長在交通大

學任教時所進行之研究計畫；內涵摘要包括：智慧科技在採購法內

的操作規則、智慧人才的培育、跨域整合、規格化、標準化、補强

及獎勵措施、產官學協作平台、雲端運算、大數據等。工研院推動

之i236計畫,立意也在此。

經由選擇社區進行實證，可以由點到面，以延伸及擴散方式，

全面建設完整智慧城市。

肆、臺中智慧城為例

臺中市正以由「點」之實證到「面」之擴散，分期分階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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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規劃推動；而研訂智慧城區發展計畫。

市政府為讓臺甲市能永續發展，乃目前正積極推動水湳經貿特

區計畫，該計畫係以「智慧生活」、「低碳生活」、「環境共生」

為開發願景，以智慧營運管理中心（IOC)為核心，將資通訊科技融

入園區設計概念，整合園區各場館的資訊流，提供園區智慧服務，

計畫分為三個階段執行：

第一階段：由市府資訊中心針對園區內光纖寬頻網路及大數據

搜集設備進行規範及佈建；其次

規劃園區保全、防災、緊急應變、交通監控、智慧能源管理、

環境監測、園區智慧導覽、共同管道監控等智慧化應用，同時規劃

世界級城市決策中心，內部設有雲端機房及指揮派遣設施。

第二階段：規劃由水湳經貿園區沿逢甲商圈擴展至臺灣大道、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及臺中工業區，進一步擴大範圍。

第三階段：規劃擴展至西屯區全區，在成功地建構指標性「智

慧城區」後，將經驗擴展至其他區域，進而各個區域之間適當連

結，將可以大宅門特區為中心，構成星狀式或網狀式「智慧廊

帶」，再不斷擴大服務範圍，最後涵蓋整個大臺中，落實「智慧城

市」整體建設。

最近市政府亦將成立智慧中都推動組織，並由市長親自督軍，

以具體行動落實智慧城市建設。

伍、結論

智慧城市建設，是城市領導者面對的重要課題；尤其近年來幾

乎有國際視野的城市首長均不約而同研訂不同階段期程的推動計

畫；但是因為智慧城市面向甚廣，每個城市必須依據城市特性及民

眾生活模式，尋求發展重點及定位；同時決定發展的優先順序；

三月間我因執行孫運璿學術基金會獎助計畫參訪歐洲三個曾經分



��� 國際ICF首獎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

別於2004，2009及2011年得到ICF 智慧城市首獎的Glasgow (蘇格

蘭）、Stockholm (瑞典）、Eindhoven (荷蘭）並在荷蘭駐外辦事處

安排下另外訪查Amsterdan市政府空間及都市發展部門；在這些城

市深度考察，看到了城市內產官學研以無私的態度密切合作，朝向

共同目標，各領域參與之公司企業，也在同樣的標準和規範下良性

競爭,給了城市進步的契機。

「有智慧，城市才能偉大」，從最初規畫期，即應有「智慧」

的定位城市走向，例如Amsterdam 市是歐洲評比(不同於美國ICF評

比）第二名之智慧城市，該市在得獎後即以智慧經濟、智慧行動、

智慧生活、智慧社會及智慧特定區為發展主軸，其他各城市共同重

點在於環保、節能、創意；說明了城市資源有限，必須有效的用在

刀口上，創造出符合居民之期待之新服務；而不是僅郁於高度科技

的使用；在於智慧教育及智慧人民議題，且待他日機緣再談。

參考文獻：

一、臺中市政府。2011-2013。臺中市申請ICF評比各階段文件

二、臺中市政府。2013。大宅門（水湳經貿園區）特區智慧規劃

報告書

三、Amsterdam 市政府。2011。Amsterdam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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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　空間資訊系統於智慧城市發展之關聯與應用

(發表於「國土資訊系統通訊季刊」第86期，2013年6月)

空間資訊系統於智慧城市發展之關聯與應用

Using.GIS.for.Intelligent.City.Development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主任 張忠吉

摘要

從ICF五大智慧城市指標寬頻連通性(Broadband)、知識型勞力

(Knowledge work)、創新(Innovation)、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

行銷宣傳(Marketing & advocacy)觀之, 智慧城市之底層係資通訊科

技的應用, ，其中有關空間資訊(GIS)，在實務推動上也被廣泛的應

用，但都很少被完整的提及，而GIS在智慧城市推動，卻具有舉足

輕重的角色

實際上,GIS對於地區性、區域性、及全球性健全政策的擬訂相

當重要。舉凡犯罪管理、商業發展、水災減緩、環境保育、社區

土地使用評估及災害重建等，決策者從GIS及其相關基礎建設的應

用，來協助尋找資訊、取得資訊、及運用這些資訊於決策過程中，

在可見的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內外部施政服務在GIS平台來設計應

用，建立以ICT為主軸的城市智慧化運用。

智慧城市之建設，依城市之特性，分別就其現有資源及未來可

開發資源種類及數量，設定最後推動目標，目前可就文化、經濟、

民生…等不同，面向著眼著手。以臺中市為例，2010合併臺中縣

市升格為直轄市，2011年起連續二年度蟬聯ICF智慧城市評比為全

球七大頂尖城市，獲獎原因，除開發城市治理無縫接軌為內部管理

優化原因外，其他皆因在產業、經濟、文化以及遠景等特殊之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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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這些條件中，有些已具體實現，有些正在實施初期，部份則

仍處在規劃或待規劃階段。

但不論是實施中之計畫，或規劃中之方案，都必需有豐富的地

理(空間)、人文及產業發展等具體數據來支持及運用，這樣的理論

或實踐，正與前述SDI推動空間資訊建置之理念，不謀而合。

本文即試從全球空間基礎建設(SDI)，國土資訊系統(NGIS)之推

動宗旨，淺論其間之關聯與應用，期以增益國家推動NGIS運用成效

及加速城市智慧化發展

Abstract

From the ICF five major indicators broadband connectivity, WORK 

Knowledge, innovation, digital inclusion, Marketing & advocacy concept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ity is based on applications of ICT, 

where relevant spatial information (GIS), in the promotion of practice is 

also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but are rarely complete reference GIS 

in the smart city to promote, but has a pivotal role.

In fact, G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sound policy formulation. All the crime manage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flood mitigation,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community 

land use assessment and disaster reconstruction, decision-makers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GIS and its related infrastructure, to help find 

informati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to use this information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r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y services in the GIS platform to design 

applic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 city intelligent use of ICT as 

the ma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cit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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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ity, in respect of its existing resourc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type and quantity of resources, promote the goals set last, in 

respect of cultural, economic and livelihood ... oriented focus to proceed. 

In Taichung City, for example, the 2010 merger Taichung County 

and was upgraded to a municipality in 2011 from reelected for two 

consecutive annual appraisal of the ICF smart city the world's top seven 

cities, winning the reasons, in addi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governanc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reasons, because the special optimal conditions for industry, economy, 

culture and vision, these conditions, som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and 

some are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the part is still in 

the planning or to be in the planning stage.

But regardl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lan, or the planning 

of the program, are required to GIS, Humaniti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other specific data to support the use of this concept 

(On) or practice, working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SDI promote the 

concept of spatial information is built, coincide.

this article are trying to explain, from the promotion goals of the 

global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SDI) and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GIS), the associat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to 

g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motion of  the NGIS and accelerate urban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as well.

壹、前言

根據聯合國人口基金會統計：從2008 年起，世界各國城市人

口已超越鄉村人口；到2030 年，全球城市人口更可望進一步突破

50 億大關。因此，城市治理已成為當今全球最夯的熱門話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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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0年代以降，隨著國際貿易、資本流通、跨國企業與資訊科

技的迅速發展，全球化的各種影響隨處可見，其對個人、社會、經

濟、文化、宗教、價值觀、環境、世界秩序，及國家(政府)，帶來

嚴峻的挑戰。

而城市係國家主要運作單位，無法自外於這些全球化衝擊，尤

其在緊密互動過程中，國家或經濟體之間不斷激化彼此市場競爭的

同時，城市之間的爭奇鬥豔亦益趨明顯而熱烈。有些「全球城市」

甚至已超越國家，成為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重鎮，與影響全球

化走向的主要來源。

世界各地的大城、小鎮都不斷地尋求創新機會與發展之道，希

望有效提升城市的競爭力與影響力。誠如美國哥倫比亞大學社會學

系教授薩斯基亞．莎辛（Saskia Sassen）在其「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1991）一書中所揭示的，

全球發展趨勢「以往由國家作為代表的經濟競爭場域，如今已然讓

位給全球城市」。

而主要以探討「以寬頻建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如何創造工作

機會及促進經濟發展」之全球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簡稱ICF)。自從1999年提名新加坡成為其第一個年度智慧城

市後，取得ICF獎項成為世界各城市推展智慧建設的自我體現與驗

證。

ICF係依據其評選五大指標寬頻連通性(Broadband)、知識

型勞力(Knowledge work)、創新(Innovation)、數位包容(Digital 

inclusion)、行銷宣傳(Marketing & advocacy)及年度主題,(102年為智

慧社群創新與就業(Innovation & Employment)),分三階段進行城市評

比。

從指標觀之, 智慧城市之底層係資通訊科技的應用, ，其中有

關空間資訊(GIS)，在實務推動上也被廣泛的應用，但都很少被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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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及，而GIS在智慧城市推動，卻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文即試從全球空間基礎建設(SDI)，國土資訊系統(NGIS)之推

動宗旨，淺論其間之關聯與應用，期以增益國家推動NGIS運用成效

及加速城市智慧化發展。

貳、全球空間資訊基礎建設計畫(SDI)與智慧城市(Smart.

City)

研究顯示很多的智慧城市運用大量的GIS於城市治理與規劃，

主要視覺化效果及空間分析功能,增益城市智慧化之實現, GIS與

Smart City 關聯，最上位可追溯及全球空間資訊基礎建設計畫

(GSDI)之願景及目標。

以聯合國為例,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所舉辦的聯合國環境與發

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其主要議題著重於改變環境惡化所造成的影響。21世紀議程

(Agenda 21)決議擬訂濫伐森林、污染、魚類資源枯竭、及有毒廢物

管理等問題之解決方法。而於1992年的里約高峰會議,則深入探討

運用地理資訊來協助這些日益嚴重的全國性、區域性、及全球性議

題之決策與管理的重要性，並由1997年所召開的聯合國大會(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審查21世紀議程的執行狀況。2003年時，

在南非約翰尼斯堡舉辦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議中,完整呈現線上

地理資訊系統(GIS)運用於永續發展上的功能、效益及可能性。

實際上,GIS對於地區性、區域性、及全球性健全政策的擬訂相

當重要。舉凡犯罪管理、商業發展、水災減緩、環境保育、社區土

地使用評估及災害重建等，決策者從GIS及其相關基礎建設(即：空

間資料基礎建設或SDI)的應用，來協助尋找資訊、取得資訊、及運

用這些資訊於決策過程中。

在GSDI協會的cookbook中提出,「有地理資訊的區域，結合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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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GIS)的功能、決策協助工具、資料庫、網際網路及其相容

性，對社群處理社會環境及經濟等重要議題時，提供了更好運用資

源的方式，此方式也正在迅速地改變。故而，無論是從哪個層面來

講，我們很明顯的需要能取得、整合及運用來自各方的空間資料，

以協助進行決策」。

此即為城市治理與GIS之關聯,做了最佳的註解; 同時，運用GIS

平台，發展產、官、學、研在各領域上的業務系統，在可見的未

來，將會有更多的內外部施政服務在GIS平台來設計應用，建立以

ICT為主軸的城市智慧化運用。

參、NGIS與智慧城市

國內空間資訊的發展，溯及1980年內政部成立NGIS推動小組

開始，歷經三期NGIS基礎環境建置計畫及1997年以後由行政院經

濟會主導之國土資訊系統十年推動計畫，以通稱「九大資料庫」分

組方式，依權責分工，建置中央及地方政府所負責之空間資訊，包

括核心資料之各比例尺之地形圖、門牌位置資料地籍圖、都市計畫

圖…等及屬於基礎資料之地質圖，交通路網圖、公共路線資料、防

救災地圖等，勘稱已具大量資料規模，並足以在繼資料建置維護

後，以供應流通及加值運用實用階段大放異彩。

行政院96年7月9日核定之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及推動十年

計畫,其計畫目標明示:

「國家地理資訊系統基礎圖資為國家發展之重要建設，為一個

邁向現代化國家所應具備的基礎建設，不論是國土規劃、國土復

育、國土保安、國土監測及防救災應用等皆以其為基礎，更為國家

整體決策過程中之重要參考依據，因此國土資訊系統的品質影響國

家整體施政的方針，為刻不容緩需加速執行的重要工作。

此外，地理資訊系統產業為當前國際上重要蓬勃發展之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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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理資訊科技更列為未來三大具前瞻性之新興技術之ㄧ。因此不

論是在國家整體發展需求上，或是國際趨勢上，地理資訊產業都占

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因此，未來宜應用網際網路建立整合式的國土資訊系統，並協

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應用國土資訊系統以提升其施政績效與決策品

質，提供國土規劃、國土復育、國土保安、國土監測及防救災應用

之所需，以達成電子化政府之施政目標。此外，並帶動民間地理資

訊產業之發展，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成為亞太地區應用地理資訊

系統之領先國家」

肆、ICT(含GIS)在智慧城市之應用

一、智慧城市 ( Intelligent City 或 Smart City )及「數位城市」

在談ICT在智慧城市之應用前,不妨先談什麼是智慧城市 ( 

Intelligent City 或 Smart City )及最早也有人提的「數位城市」，二

者有何異同？

最早倡導智慧城市理念，應是IBM集團，他們定義了智慧城市

概念，即「智慧城市需要擁有高度感知化(Instrumented)、互聯化 ( 

Interconnected )、智能化 ( Intelligent ) 的能力，應該是一個能夠平

衡城市各方面需求、優化配置城市各類資源的高效生態系統，是一

個透過資訊化手段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城市高效管理的和諧社會 

。具有特點如下:

1. 充分利用遍佈在城市各個系統中的資訊深入瞭解城市運營狀

況，做出更加明智的決策。

2. 利用這些資訊預測城市日常運營各方面存在的可能潛在風

險，如：公共安全、交通、能源、公共衛生等，化被動回應

型管理為主動預防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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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整個城市生態系統內部協調資源，最大化市民利益。

4. 增加城市競爭力，吸引人才和招商引資，實現城市的持續性

發展。

數位城市及智慧城市二者亦做了相關的說明如下：

“數位城市＂更強調將城市的營運用資訊化手段記錄下來，更

側重於資料的採集；而 “智慧城市＂是在城市的管理者已經擁有

巨量資料的基礎上，透過智能識別和分析找出那些能夠促進城市發

展，輔助科學決策的資料。

簡言之，智慧城市之建設，依城市之特性，分別就其現有資源

及未來可開發資源種類及數量，設定最後推動目標，目前可就文

化、經濟、民生…等不同面向著眼著手。

以臺中市為例，2010合併臺中縣市升格為直轄市，2011~2012

年連續二年度蟬聯ICF智慧城市評比為全球七大頂尖城市，獲獎原

因，除開發城市治理無縫接軌為內部管理優化原因外，其他皆因在

產業、經濟、文化以及遠景等特殊之優化條件，這些條件中，有些

已具體實現，有些正在實施初期，部份則仍處在規劃或待規劃階

段。

但不論是實施中之計畫，或規劃中之方案，都必需有豐富的地

理(空間)、人文及產業發展等具體數據來支持及運用，這樣的理念

(論)或實踐，正與前述SDI推動空間資訊建置之理念，不謀而合。

目前很多城市，在數位城市階段，已收集大量的MIS資料，

同時卻也不知不覺中大量的運用了GIS資料，只是到智慧城市推動

時，才驚覺空間資訊在智慧城市規劃擔任很吃重的角色，例如：在

都市規劃用地時，都市計畫之土地區分  ，在尋求設定學校，垃圾

用地、商店適當位置時，利用門排牌位置資料及人口分佈圖。

二、空間資訊系統如何因應智慧城市推動需求---以臺中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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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建設大台中市智慧城市，市府在2011年第一次參加ICF評

比，從Smart 21，直接到TOP 7後，相關機關即著手規劃「大台

中市智慧城市推動白皮書」其中以六大面向為基底，即「智慧政

府」、「智慧經濟」、「智慧環境」、「智慧安全與防災」、「智

慧交通與通訊」、「智慧生活」與「智慧教育」等(如圖一)。

圖一、大台中市智慧城市推動架構

以下即以此六大面向，但在逐項說明在GIS圖資及系統方面的

應用之前，須述明各大面向之共同使用之基礎空間資料與GIS共同

平台。

共同使用之基礎空間資料

其中核心資料部分，如千分之一地形圖、地籍圖、門牌位置資

料，管線資料等皆由地方政府建置、維護，而這些GIS圖資除中央

進行國土規劃，整合型防救災等政策及學務之推動外，更是各地方

政府在市政建設方面不可欠缺之主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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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共同平台

為打造智慧城市之願景，期望串聯中臺灣各縣市建立智慧城

市的網絡連結，建立節能永續、安全防災、健康照護以及便利舒

適的智慧城市，臺中市率先引進Google Earth企業版(Google Earth 

Enterprise)規劃及建置市政建設私有雲，透過市政資訊整合服務平

台可輕鬆查詢及瀏覽自有圖資，並具有流暢的3D導覽效果，並可陸

續匯入自製3D重大建設模型，展示城市建設具體成效及提供全市

GIS圖資及系統服務。

GIS圖資及功能需求於各面向之關聯與應用 

(一) 應用一站式地理圖資建立雲端運算整合應用服務，規劃及實

現智慧政府、智慧經濟

臺中市府建置數位地圖館，以一站式地理空間平台解決

傳統數值空間資料管理上資料分散、資訊不公開及未全面流

通供應等問題，除整合全府GIS圖資外，尚包括可供比對用

之歷史資料，利用Google Earth Enterprise(GEE)雲端平台,提供

城市規劃者、管理者、研究者多角度長期觀測都市發展趨勢

之機會，以鑒往知來，促進城市發展。

未來將陸續匯入自製臺中市重大建設3D模型，展示城

市發展實況，民眾隨時隨地取得多元的空間資訊，並提供民

眾對市政措施抒發意見與建議管道，廣納與體察民意，體現

Public Participate GIS(PPGIS)，增加民眾參與公共事務共識，

利於市政推展。加值運用方面，則強化GEE雲端整合平台(如

圖二)之服務項目，並持續與各機關之系統進行串接，以達

到資料分享與雲端資料庫之目的，範圍及至市政建設、觀

光、文化、消費、交通、防災等。

其中運用基礎圖資及GPS，協助規劃結合中部科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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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臺中工業區、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臺中軟體園區、

大甲幼獅工業區、神岡豐洲科技工業園區、大里工業區等擴

建計畫等之大臺中科技走廊帶，未來匯整園區圖資，形成智

慧園區，利於管理營運，同時應用從農業生產、農場營運到

農產品銷售，提升農產品的品質與產量，以技術創新建構新

型態農業，完成智慧經濟目標

圖二、臺中市市政資訊整合服務平台

善用行動科技加強治安管理,以GIS(地理資訊系統) 結合GPS (衛

星定位系統)，建構了「ｅ化勤務指管系統」，同時整合「網路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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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錄影監視系統」及「車牌辨識系統」應用系統。利用智慧警政

系統，透過監視系統影像自動辨識車牌，鎖定車輛行蹤，大幅提升

辦案時效。此外，設置網路數位錄影監控系統，讓住民生活更安

心，同時應用GIS空間分析功能,結合節能設備及能源管理，發展綠

能產業，建立綠能城市。

整合GIS圖資與技術建立全方位防災整合平台，可查詢接收各

單位之災情預警資訊，以提供應變中心進行警戒發布之參考，另有

內部勤務管理、災情彙整通報等功能。並搭配智慧型手機行動功

能，提供多元應變資訊發布機制。此外，面對颱風豪雨天災，於高

度潛勢區域之松鶴部落建立土石流觀測站，透過遠端遙測監控的技

術，即時接收雨量資訊，隨時了解現地情況，透過自動警戒訊息通

報系統達到防災緊急應變預警效益，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完

成智慧環境智慧安全與防災目標。

結合全國最快的無線網路通訊基礎設施，輔以最完善資通訊系

統所建構之線寬頻網路通訊。應用衛星定位(GPS)及主要幹道交叉

路口設置監視攝影機，將GPRS 無線通訊技術運用於路口號誌管理

的智慧化交通管理系統縮短行車時間、節省能源消耗，進而改善行

車安全及提升交通運行效率。同時已結合手機APP，讓民眾掌握即

時交通狀況。

應用門牌位置資料，管線資料於BRT,MRT、都市外環道路、

自行車道等，大眾運輸網絡規畫管理，透過智慧交管，減少都市排

碳、縮短市民的通勤時間、拉近了區域與區間的距離，實現智慧

交通與通訊，邁向健康永續的智慧城市。此外，應用LBS架構與技

術，結合重要地標、觀光景點行銷城市，實現智慧生活。

伍、結論

空間資訊於城市智慧化過程的應用，可進一步依智慧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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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自於智慧建築、智慧住宅，大至於智慧社區及智慧城市均可適

時各階段發揮其成效，在任何一階段開始前，首先必須完成資料面

向的準備，規畫出範圍內之GIS圖資，在規劃設計時，即應量測成

圖，作為智慧化建築之基礎。其後結合似屬性資料，而運用於整合

營運中心(IOC)。

若以一建築一 社區而言，固然亦有太小之分，但圖資來源尚

稱容易，若以城市為範圍，則堪稱困難，仍需賴以中央主導之國家

空間基礎建設計畫(SDI)循序於建置、維護、流通與運用等層面逐一

落實。

衡酌現階段空間資訊之推動與全國各縣(市)智慧化之推動情形;

簡以數語權充本文總結:

一、NGIS所推動圖資尚未竟功，包括核心及基礎仍需全面完整及即

時更新。

二、中央及地方政府實際應用之異同考量之層面,共用系統的研

發，雲端服務的提供，地方政府本身整合服務與中央專屬系統

之關聯,宜有所界定，便於分擊合進，即利圖資維護，亦促進

運用成效。

三、以ICT串聯而成的整合(智慧)營運中心(IOC)，將結合MIS與GIS

完成智慧城市為民服務之終極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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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　空間資訊於智慧城市營運中心之應用

（發表於「國土資訊系統通訊季刊」第86期，2013年6月，並經互動

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轉載）

空間資訊於智慧城市營運中心之應用

Using.Geospatial.Information.in.an.Intelligent.
Operations.Center.of.Smart.City

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內湖分公司
協理：蔣忠成

資深經理：常健行
技術經理：黃建輝
技術經理：聞臻真

摘要

都會地區具備完整的基礎建設及多元化的就業需求，因此人口

快速增加乃必然之趨勢，如此快速且密集的人口聚集速度，勢必會

為城市包括交通、環境、經濟、治安、污染等方面帶來許多挑戰。

為了維持城市長遠的發展，城市必須具備智慧，除了終端的各類感

測器，更需要完整的營運中心來運籌帷幄，而空間資訊便是營運

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礎資訊，空間相關的分析計算更能提供決策者參

考。本文便是針對智慧城市中，空間資訊相關的應用逐一說明，並

提出相關分析技術做為參考。

Abstract

Metropolitan areas have complete infrastructure and a diverse 

employment needs, so a rapi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his fast speed of dense population gathering will be a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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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city,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environment, economy, public 

safety, and pollut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the city must have an intelligent operation center just like 

human brain to integrate all of the sensors. In addition,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bases for the 

operation center. Furthermore, the powerful geospatial analysis could 

provid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decision maker.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the applications which use the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in smart city.

一、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智慧型手機平台的快速普及、物聯網及

雲端計算的實現，讓智慧城市的發展更加完整，透過智慧城市的構

建，能讓政府、企業、民眾所關心的問題獲得更好的解決方案。

智慧城市所包含的議題非常廣泛，其基本概念便是將感應器嵌

入到電網、公路、鐵路、橋樑、隧道、建築、供水系統、瓦斯等，基

於開放的服務協定透過網路傳遞至營運中心，而這些資訊除了本身監

測的數據外，更加上記錄所在地的地理資訊及時間資訊，因此營運中

心必須具備巨量資料處理能力的基礎架構，並應具備處理包含時間、

空間資訊的處理能力，以提供政府施政、決策及民生所需。

二、智慧城市與地理資訊系統(GIS)的關聯性說明

「智慧城市」為各地方政府在建設上的設計指標，建構具有

“智慧＂的環境，就必須考量周邊的條件、基礎建設、數位內容、

知識的傳遞等設計面向。目前大多數建構智慧城市都採取較為狹隘

的智慧城市定義，並利用ICT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來做為建設的基礎，實際運作上應包含六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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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指標一：智慧的經濟(Smart Economy)

l 指標二：智慧的政府(Smart Government)

l 指標三：智慧的環境(Smart Environment)

l 指標四：智慧的居民(Smart People)

l 指標五：智慧的生活(Smart Living)

l 指標六：智慧的行動裝置(Smart Mobility)

智慧的內容是易懂並且方便傳遞的，而「圖像」式的地理資訊

系統(GIS)就非常符合智慧城市發展中重要的資訊儲存與應用系統建

構的平台，GIS早期是以環境管理為主，現在已經衍伸到各應用領

域，在智慧城市的建構與展現上更能一目了然，下圖為Boyd Cohen

所提出及整理的智慧城市圖，可以發現具有空間資訊結構的分項，

都可使用GIS做資訊管理、展示、監控及分析等功能，讓智慧城市

不只是硬體及網路所覆蓋的區塊，更是能展現其價值的系統平台。

GIS與智慧城市之關聯

資料來源：What Exactly Is A Smart City?,Boyd Cohen,

http://www.fastcoexist.com/1680538/what-exactly-is-a-smart-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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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慧城市資訊基礎建設

(一) GIS資料倉儲

資料倉儲為建構智慧城市的基礎建設，所有的資訊及資

料庫服務都可以彙整至空間資料庫中，統一儲存及保管。資

料倉儲主要的工作包括：圖資類型檔案、詮釋資料確認、圖

資格式處理（資料格式轉換、座標系統轉換）、設定地理資

料倉儲座標、依不同使用需求與不同權限進行資料分組發

佈。

完整的資料倉儲，除了支援企業及的資料庫、版本機

制(Version)、複本機制(Replication)、別名顯示(Alias)及異質

資料格式轉換外，近年來更針對巨量資料(Big Data)(如影像

資料)的儲存、時序性及種類做更有效率地管理。下圖是Esri

透過企業級資料庫儲存技術，將超過2500幅影像，高達2TB

的容量，並以Mosaic Dataset格式儲存的Landset影像，並以

ArcGIS Server發布成影像服務，透過ArcMap進行服務的介接

及展示。

透過企業級空間資料庫儲存大量影像資料

Esri影像資料資料的儲存、分析及管理有了新的突破，

在ArcGIS 10.0版本之後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影像鑲嵌資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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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aic Dataset)，其資料格式特性包含：

1. 影像無須儲存到空間資料庫中

由於原始影像資料檔案容量較大，過去想要透過資

料庫技術來儲存是相當耗費時間及儲存空間的。現在，

透過Mosaic Dataset的儲存技術，讓資料庫只記錄影像的

參數，並產出類似影像金字塔的概圖(Overview)及圖幅框

(Footprint)，使用者還能在影像的圖幅框屬性中加入額外

的欄位資訊，讓原本需要花上大量時間儲存到資料庫的工

作，瞬間在幾分鐘內完成。

Mosaic Dataset資料格式

2. 影像鑲嵌、調色速度快

過去在製作影像鑲嵌時，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一旦

鑲嵌的效果不佳，就必須再次花費同樣的時間來製作。利

用ArcGIS來建立Mosaic Dataset，在幾分鐘內就能將所有影

像鑲嵌完成。影像鑲嵌後的顏色調整也是非常困難的工

作，現在利用ArcGIS中的處理工具，能夠先將所有影像的

灰度值作統計，並且依據統計的結果進行影像色調的調

整，同樣也只需要花費幾分鐘的時間就可完成工作。另

外，若資料集內的影像品質不佳或毀損，都可以透過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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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具進行抽換，以節省重新製作資料集的困擾。

使用ArcGIS進行鑲嵌影像的調色工作

3. 能直接發佈網際網路服務之影像服務

過去要將影像發布成網際網路服務需要將影像鑲嵌

後，再進行後續的工作。現在，透過ArcGIS Server能夠做

到：

(1) 能直接發布單張影像為服務

(2) 能直接發布Mosaic Dataset為服務

(3) 能直接發布OGC WCS服務

4. 具備時間記錄能力，並能加入額外屬性

由於影像資料的數量相當多且龐大，不同時期所擷取

的影像在管理上若是用一般的資料夾來管理較為不易。使

用ArcGIS所產出的Mosaic Dataset可產出相對應的圖幅框，

在圖幅框中，使用者可以將影像的描述及特徵紀錄於圖幅

框的屬性表中，系統在使用這些影像時，就會依據其特性

表現出來，下圖為杜拜在不同時期的影像展示，也能從影

像的統計中了解地區變遷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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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時期的影像變化

影像的變遷統計

(二) 資料格式交換系統平台

可利用工具，設計自動化空間資料處理作業。目前各業

務單位可能使用不同軟體平台進行日常維護作業，大多數仍

使用檔案方式保存。

由於不同的單位所使用的資料格式都不盡相同，可能為

Shapfiles、CAD及MapInfo等GIS資料格式， 所以系統在設計

上須具備FME格式轉換引擎，並支援上百種GIS資料格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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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Spatial ETL工具提供異質資料轉入、轉出的功能，以提

供客戶端所要的資料，也能確保倉儲的正確性及完整性。

在Web GIS上，使用者可以透過資料的瀏覽，並且透過

幾何的繪製，圈選出資料的範圍。下載時，伺服器能夠依據

使用者所選擇的格式下載，伺服器本身資料還是保持原來的

內容，而資料是透過Spatial ETL轉換，並發送至客戶端。

線上資料切圖下載並做轉換格式示意圖

(三) 詮釋資料

針對所蒐集及建置之圖資建置詮釋資料庫，並於圖資管

理子系統中，提供詮釋資料搜尋功能，以輔助使用者獲取圖

資詳細資訊。目前，TGOS已提供單機版「詮釋資料編輯系

統」（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供各單位使用，該工具以

精靈方式提供詮釋資料建置，並且遵循內政部最新TWSMP

標準項目，應可符合本計畫基本詮釋資料建置需求，當然若

有更高的自動化需求時，亦可針對TWSMP主要項目於系統

上擴充開發詮釋資料填寫自動化工具，該工具的優點為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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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本身內建的詮釋資料屬性（XML格式），提高詮釋資料

使用之可讀性及便利性。

國土資訊系統提供符合最新TWSMP詮釋資料編輯工具

林務局倉儲於ArcMap客制化詮釋資料登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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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由ArcCatalog即可快速預覽Metadata畫面

資料來源：ArcNews, A Look at Standards,

http://www.esri.com/esri-news/arcnews/winter1213articles/a-look-at-standards

四、資料流通標準規範-OGC規範

(一) OGC組織介紹

在智慧城市系統建置上，採用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架構，所以在發布服務時其服務協定必須是相

同的，在發布GIS資訊及處理服務時則必須遵循開放式地理

資訊系統協會(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OGC)所制定的標

準，才能確保服務的一致性。

而OGC協會為一非營利之組織，成立於1994年，其主要

任務為制定開放式地理資訊標準，目前有465 多個各國政府

機構、學術團體與公司企業所組成。我國參與OGC 之另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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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OGC 與ISO在規格作業程序上彼此合作，保持規格的互

補性和一致性，許多OGC規格也被納入ISO 標準。而Esri公司

為OGC主要成員，對於標準的建立及未來趨勢的定義，具有

相當大的影響力。

OGC的架構圖，主要分為四大塊，Interoperability，

Standards ，CITE 及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

Interoperability Program 重點在於測試及驗證標準的可行性。

CITE 重點在於測試實作標準的產品其相容性。

OGC 架構圖

資料來源：

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車載資通訊網路國際標準制定方向研究報告_OGC，中華

民國1 0 1 年1 2 月2 2 日。

2. Esri網站http://blogs.esri.com/esri/arcgis/2012/08/16/what-is-the-ogc/

3. OGC的標準規範及說明

在OGC標準規範中，WMS(Web Map Service)、WFS (Web 

Feature Service)及WCS (Web Coverage Service)為國內常用之協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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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S 運作流程                   WFS運作流程                   WCS運作流程

由於內政部TGOS圖資雲的建置，對於圖資快取用的圖

磚，則是依循WMTS標準進行製作。另外，使用者對於在網

際網路做分析處理的需求日增，故聯盟也制定了線上處理的

協定，以因應未來各種處理服務的流通及分享。以下將介紹

WMTS及WPS二種較為新的標準協定：

1. WMTS (Web Map Tile Service)

開放地理空間聯盟 (OGC) 的 Web 地圖切片服務 

(WMTS) 規範是一種在 web 上使用快取圖像切片提供數位

地圖時需遵守的國際規範。當您使用 ArcGIS Server 建立

快取地圖或影像服務時，可透過 WMTS 規範自動查詢該

服務及其圖磚。

WMTS圖磚

資料來源： OGC WMTS - open standard for fast web mapping, Jeff,

http://carboncloud.blogspot.tw/2009/03/ogc-wmts-open-standard-for-fast-we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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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PS (Web Processing Service)

開放地理空間聯盟 (OGC) 的網路處理服務 (WPS) 規

範是一種用於在 Web 上提供和執行地理空間處理的國

際規範。建立一個地理處理服務對於ArcGIS的使用者

是容易的，只要經過基礎的訓練，便可以透過獨特的

ModelBuilder建立屬於自己的處理模型，透過ArcGIS Server

就能夠直接發布WPS服務，無須撰寫任何程式，讓知識的

分享更為方便且容易。

使用ModelBuilder建立地理處理模型

五、物聯網技術-OGC SWE

目前，國土資訊系統已發展「路側設施即時交通資訊發布

標準格式」，而OGC於感測設施整合上已制定SWE(Sensor Web 

Enablement)協定，建議未來可要求相關廠商依循該協定，以使此問

題獲得一致性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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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C SWE 應用概念架構圖

資料來源：OGC, Sensor Web Enablement (SWE)

http://www.opengeospatial.org/ogc/markets-technologies/swe

六、智慧電網相關應用

(一) 智慧電網定義

依據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內容定義，智慧電網為「透

過資訊、通信與自動化科技，建置具智慧化之發電、輸電、

配電及用戶的整合性電力網路，強調自動化、安全及用戶端

與供應端密切配合，以提升電力系統運轉效率、供電品質及

電網可靠度，並促進再生能源擴大應用與節能減碳之政策目

標」。

(二) 國內在智慧電網發展時程

由於考量智慧電網範圍廣泛，故國家整體的智慧電

網規劃20 年以做為推動期程，分為「前期布建(5 年：

2011-2015 年)」、「推廣擴散(5 年：2016-2020 年)」、

「廣泛應用(10 年：2021-2030 年)」3 個階段。以下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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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之總體架構：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核定本)

(三) 運用GIS技術加速智慧電網發展進程

在智慧電網總體規劃中，台電主要是在電網系統的建

置，配合系統商做智慧電網的基礎建設，基礎建設包含了智

慧數位電表、電力饋線、輸配電硬體系統及電網通訊設備等

設施建置，最後是智慧化GIS圖台建置。

智慧化GIS圖台是智慧電網的重要系統建置工程，雖然

硬體系統廠商能夠針對輸配電、通訊等硬體設施做基礎的管

控，但後續的應用系統(例：輸配電、停電管理系統)至客戶

端的資訊(例：客戶服務系統)，都需要具有空間資訊的GIS來

呈現整體電網的運作狀態，以達到智慧監控、智慧調配、優

質客戶服務及快速維護等多重特性之智慧電網系統。以下將

介紹以邏輯圖技術為基礎之智慧電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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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邏輯圖技術

1. 邏輯圖概述

邏輯圖是網路的簡化表示，目的是體現自身結構以及

理解其行為方式。邏輯圖可用於表示一個不含比例約束的

已定義空間內的任一類型的網路。例如，已定義空間是一

張紙，透過最佳化的放置在其中顯示大量的資訊片段。在

邏輯圖中，不存在比例約束（電纜長度、距離等）。

2. 邏輯圖在電力上的應用

在電力行業中，可使用邏輯圖來生成：

(1) 與非空間對象混合的電力GIS 圖徵的邏輯圖，用於顯示

電力設施的內部連接。

(2) 通常在GIS 中不顯示的變電站的內部邏輯圖。

此外，提供了一組自定義邏輯圖佈局算法對邏輯圖內容

進行快速佈局並獲得其邏輯顯示和物理顯示，同時更好地了

解電力網路的組織方式並縮短決策週期。



附　　錄 ���

邏輯圖技術展示

電力網事件地圖

資料來源：esri, http://demos.es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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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緊急應變圖台

資料來源：A Google Earth Smart Grid, Shifra Mincer,

http://energy.aol.com/2011/07/21/a-google-earth-smart-grid/

3. 技術發展現況說明

(1) 網頁版版本智慧電網監控平台

透過ArcGIS Web API技術，能將地圖及邏輯圖相互

連結及展示，在功能上已經能做到停電管理範圍顯示

(含電表)、輸配電資訊監控及統計、再生能源資訊監控

及統計、總供電用電資訊監控及系統異常燈號顯示等功

能，GIS亦支援標準通訊協定，能接收各種設備所傳遞

之訊息，讓電網能夠完全受到監控與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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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版電網邏輯圖技術圖台

(2) 行動裝置版本智慧電網監控及維運系統平台

使用智慧行動裝置管理及維護電網設施及設備已經

是目前的趨勢，ArcGIS也提供各種Mobile API，供使用

者客製化。功能已經能做到線上屬性識別查詢、電表資

訊、用電量、種類及時段監控等功能，也可搭配派工系

統，以執行更多客戶服務及電網維運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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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再生能源狀態查詢

    

(五) 再生能源評估技術

國內在建置再生能源時較偏好太陽能及風能，而ArcGIS

正好能針對太陽輻射及風能做詳細的評估，甚至能透過

ModelBuilder工具，將能源效率、面積計算出建置成本，以

利後續資金投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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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太陽輻射工具來評估最佳的太陽能設備建置位置

日本九州大學使用ArcGIS對於棒球場周邊風場模擬測試

資料來源：

(1) ArcUser,Locating Sites for Photovoltaic Solar, Andrea Chaves & Terry Bahill,

 http://www.esri.com/news/arcuser/1010/solarsiting.html

(2) ArcUser, GIS to Meet Renewable Energy Goals, vento ludens GmbH & Co. KG

 http://www.esri.com/news/arcnews/fall09articles/gis-to-meet.html

七、智慧建築管理

具有圖像式的GIS平台很適合表現室內外空間的狀態，以下將

介紹各種GIS在建築上的智慧應用：

(一) 樓層管理

在建築建構時期，經常會使用CAD進行設計規劃，後續

的維運管理則可以使用GIS做管理及維運。以下圖為例，使

用者能夠透過網頁執行查詢工作，並能依據地圖上所顯示的

顏色來區分狀態，做相關資訊的識別及關聯。另外，能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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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的環境了解室內各項設施的分布的情形，也能做室內的

三維路徑規劃及近鄰分析。

  

樓層管理系統示意圖

  

三維設施管理

三維路徑規劃

(二) 建築周邊環境及視野規劃

GIS在分析上相當多元，像是三維淹水分析、視線分



附　　錄 ���

析、陰影及太陽光體積分析，配合疊圖分析(Overlay)，還能

計算出影響的範圍及交集的體積大小。

   

                        淹水分析                                             視線分析

陰影分析

室內太陽光分析

(三) 監控系統佈署規劃

透過Video Layer技術，能將監視器的影像回傳到系統上

展示，在設定監視器的位置時，能以XML來定義監視器的角

度及範圍，以模擬及設計出最佳的監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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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監視器影像

(四) 照明設施佈署規劃

ArcGIS能產出三維的環域(3D Buffer)，能將路燈照明的

範圍模擬，並能了解可能發生照度不足的位置，做出合理的

補強。

三維路燈照明模擬

八、智慧交通

智慧的交通應該是能依據現況及需求進行彈性地規劃的變更，

以下將展示智慧交通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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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時路況呈現

資料來源：ArcWatch,

http://www.esri.com/news/arcwatch/0709/freeway-traffic.html

(二) 如依據不同時間及路況的路徑規劃

(三) 依據不同的幾何型態的障礙進行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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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寬度限制                              淹水造成車輛改道

(四) 智慧交通運輸

  

                            物流規劃                                       即時車輛監控

九、智慧緊急應變

台灣處於天然災害頻繁的地帶，一個智慧城市必須具備緊急應

變的能力，才能在災害發生之前、中、後，做到預防、減災、監控

及救援等快速反應，以下將介紹智慧緊急應變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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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應變所建構之資料架構及圖台

(一) 基礎架構

1. 採服務導向架構易與系統整合及資訊交換

2. 圖台基本功能

(1) 基本底圖運用快取地圖提昇瀏覽效能（電子地圖、衛星

影像）

(2) 具備一般網頁地圖操作功能：放大、縮小、平移等

(3) 具備快速定位功能：依政區、交叉路口、重要地標

(4) 整合外單位即時資訊：中央及地方單位

(5) 其他輔助功能：緊急圖資發佈、套疊本機圖資

(二) 智慧緊急應變相關應用系統

智慧緊急應變系統包含以下幾個特徵：

1. 各項資訊綜合平台

平台包含各項災損狀態、重要設施監控、淹水或災損

狀態套疊及颱風動向等即時及綜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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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綜合平台示意圖

2. 災害範圍警示與套疊

能將災害範圍及相關資訊套疊於地圖中，供使用者參

考。

土石流及淹水警示

3. 動態避難路線

過去避難路線大多使用已經製作好的電子檔或紙本，

現在，編輯避難路線的工作者能夠依據現況更新原本預定

的路線，一般民眾能直接於系統上下載，就能得到最新版

本的避難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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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避難路線

4. 使用VGI概念回報災情狀況

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是一種自願性

提供地理資訊的概念，藉由社群的力量提供各種災情資

訊。

在功能上，能在網站上提供各種資訊的上傳及編輯任

務。VGI平台擁有的功能非常豐富，可以是照片、影片的

上傳及瀏覽，也能提供Shapefile或是CSV的檔案上傳，讓

災情資訊能夠透過各種"端"傳遞到有需求的人員。



��� 國際ICF首獎與臺灣智慧城市研究

VGI概念的資訊提供平台

5. 鄰近資源搜尋平台

透過GIS空間的查詢，能夠尋找到半徑範圍內的防救

災資源，以下圖為例，假設某區域發生淹水狀況，系統能

自動搜尋半徑範圍內10 KM的相關資源，並且列表於視窗

中，如此使用系統的使用者，就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通報

的工作，自然能夠加速整體的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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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距離範圍搜尋鄰近防救災資源

6. 災害損失統計

系統會根據災害所發生的時間及位置做出災損的統

計，使用者能透過列表及統計圖的方式，了解災害的嚴重

程度，並進一步計算損失的金額及各項財產。

災損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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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室內逃生路線及消防設施位置指引

在室內的緊急應變最常發生有火災的狀況，利用三維

及路網分析，就能夠在系統上分析出緊急逃生路線及近鄰

消防、通訊等設施位置。以下圖為例，當火災發生時，系

統會主動避開電梯及高溫位置，為逃難者引導一條安全的

路線。

室內逃生路線分析指引

十、智慧定位技術

空間定位的目的在於找到目標物在空間上的位置(x,y)，如此才

能做後續的分析及應用。一般關鍵字定位是屬於絕對的定位方式，

前提是資料本身就具有空間位置，在查詢時能夠直接依據使用者鍵

入文字內容進行目標的查詢，並產出候選列表，點選列表上的結

果，地圖則可同步做圖文查詢的動作，是最常使用的查詢定位方

式，但缺點是沒有資料或是使用者鍵入錯誤的資訊，則有可能查詢

不到任何結果。以下將介紹兩種在GIS上特有的定位技術：

(一) 地址定位技術

地址定位技術是一種具有彈性的位置搜尋方式，Arc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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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可客製化的地址定位器製作工具，使用者可以針對不

同的需求建立定位器，也能將不同條件下的定位器組合在一

起。

要構建複合位址定位器，首先要使用現有位址定位器。

在構建複合位址定位器的初始階段，應該為搜索過程指定計

劃。例如，可以先搜索包含地方道路資料的位址定位器，如

果沒有出現滿意的結果，可以再使用包含省際道路或國道的

位址定位器搜索地址。最後，應使用按特定區域（如郵遞區

號或城市）進行搜索的位址定位器。

複合式地址定位器運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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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條件地址定位器建立與地址重新配對

透過ArcGIS製作定址定位器，只要透過道路的名稱就可

以製作，若是道路的資訊更加詳細，就能製作具有門牌號碼

定位效果的定位器。另外，在商業的應用上，絕大部分的地

址都儲存於表單中，若要分析空間上的商業應用，可透過地

址定位器或是透過ArcGIS Server所發布的Geocoding服務將地

址轉換為空間的點位。未來地址定位的服務將會導入多國地

區及語言的定位方式，甚至是網際網路的線上服務。

使用地址定位器尋找表單所記錄的地址位置

(二) 線性參照定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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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用一個單一的位置來表示在線段的哪一個位

置，或是某個路段的多少距離到多少距離的狀況，不需要很

精準的XY座標就可以在圖上識別出圖層的狀況，例如在內

湖路一段120巷的20公尺處。

線性參照技術(Linear Referencing)能夠將敘述性的資訊轉

換為空間的點位或是線段。此技術經常應用在公路設施上，

像是交通意外事故、車道數、限速及道路鋪面狀況。此種技

術也常應用在緊急救災時，民眾只要說出位置的特徵或距離

範圍，就可以透過此技術定位。

  

根據事件內容作動態分段支線性參照技術

在ArcGIS展示道路鋪面寬度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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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智慧園區保安

公共安全是智慧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之基礎建設，伴隨資訊化

的時代浪潮推展，多數的警政保安作業皆已逐步完成e化，然各系

統經常僅為各單位業務目標獨立開發，隨著近年新型態的硬體感測

設施科技日新月異，以及橫向整合各單位資訊需求的拓展，開發具

備聰明智能的資訊系統，並將保護城市安全之神經網絡串接整合，

是智慧城市保安的重要課題。

空間資訊在智慧城市營運中心之角色佔有重要之一席之地，

例如國內龍頭電信業者中華電信曾經延伸GIS應用，建置智慧型門

禁管理系統，推出【3D RFID智慧園區】，將無線射頻識別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門禁管理系統與3D平台整合，搭配

即時監視影像，彌補傳統數位監控的不足，確實掌握園區人員的動

向；並可設定虛擬警戒線，針對不同樓層與區域，控管使用方式與

人員進出，即時進行追蹤管理，快速提升管理效率。

應用RFID整合3D GIS系統進行監控保全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電子報,「中華電信推 3D RFID 智慧園區，打造 3D 

智慧安全生活」, 2011/07/01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3c/news.php?no=1847&typ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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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北市警察局近年來更積極建構「科技防衛城」計畫，建置

全臺首創的「情資整合中心」，結合了「110報案系統」、「警車

衛星定位」、「地理資訊」、「贓車車牌辨識」及「路口監視器」

等8大系統的21個資料庫 2,400萬筆的資料，透過有效的整合管

理，加速打擊犯罪時效，並且運用GIS描繪犯罪熱點作為監視器設

置與巡邏勤務的規劃參考，更為有效的效嚇阻犯罪發生。

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犯罪熱點示意畫面

犯罪防治之長期發展策略規劃

資料來源：社區警政治安e話電子報,「啟動新北智慧城打擊犯罪與國際

接軌」, 2013/3/11

http://enews.ntpd.gov.tw/enewsdata/1020326/po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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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RFID、CCTV、識別辨識等技術結合GIS應用於智慧監

測，對於長期城市治安犯罪之防治策略上，GIS在問題導向聚焦與

多元化對應發展之面向上皆能發揮其輔助角色功能。例如在智慧

城市之營運監控中心平台，可運用GIS建置犯罪決策支援分析輔助

系統，例如美國The Omega Group使用世界地理資訊領導廠商Esri 

ArcGIS Server平台建置一套犯罪分析監控儀表版軟體Crime View 

Dashboard，協助執法單位從不同面向分析犯罪發生趨勢與情資以進

行戰術分析快速因應。

CrimeView Dashboard系統畫面

智慧城市之安全系統並非僅由政府主導參與，建構多元化

的管道讓民眾參與可強化全民保安意識，開放政府資料(Open 

Government Data)在英、美為重要的施政政策；開放資料透過公民智

慧加值與創新，讓人民參與共同設計讓整個城市智能系統可以更聰

明、更有人性來服務市民生活，例如英國警方，開放犯罪事件資料

供應民眾或學術單位可應用其資料開發智慧型行動裝置App，讓民

眾可查詢瀏覽犯罪、交通意外事故地圖與即時的警力聯絡方式，透

過資料開放可讓民眾對智慧城市系統之存在更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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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警方公告犯罪地圖與開放資料創新開發之APP

資料來源： The Omega Group , CrimeView Dashboard

http://www.theomegagroup.com/police/omega_dashboard_police.html

十二、結語

現代資訊技術的普及與急速發展，使得智慧城市的建設藍圖益

加清楚，城市的智慧建設，不但可以在滿足居民日益生活服務的方

便之餘，也必將促進城市更好的發展。

在智慧城市各項議題中，地理資訊的概念及技術是不可或缺

的，透過具備完整地理處理能力平台的輔助，智慧城市營運中心的

架構將更加完善。也唯有此，政府及民眾才能更早的體驗到智慧城

市真正智慧、低碳、綠色環保等和諧文明生態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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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臺中市智慧城區規劃方案

（2013年起臺中市政府進行「水湳經貿園區」建設，時逢市府獲得ICF
年度首獎，乃研訂具體智慧城市推動計畫，這是筆者自己在臺中市政
府資訊中心主任期間所領導規劃專案。）

臺中市智慧城區規劃方案

壹、目標

臺中市於2012年第一次參加智慧城市論壇（ICF）的評比，第

一年就入選全球七大智慧城市(TOP 7)，也是當年度亞洲唯一進入

TOP 7獎項的城市。2013年，臺中市第二次參加，就獲得全球智慧

城市首獎，是歷年獲獎城市中最年輕的城市。臺中市已獲得國際組

織肯定，然而，智慧城市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不能放鬆的，仍需

持續結合各項科技、服務創新與本市的特色，加強產、官、學、研

等各界緊密合作，建構智慧城市永續發展環境，創造工作機會促進

經濟發展、提升城市文化，才能提供幸福的智慧生活。

藉由「大宅門特區－資訊交流、智慧電網、再生能源及園區保

安推動計畫」的規劃，不僅落實大臺中智慧城市發展指標性建設，

對於打造臺中市成為一個智慧、低碳城市的目標，有著前導與推進

的作用，也促使大宅門特區朝著智慧園區的目標與方向邁進，透過

資通訊科技融入園區設計概念，期將整個園區建立成為一智慧生活

區。

未來成功地建構大宅門特區為指標性「智慧園區」後，將經驗

擴展至其他區域，進而與各個區域之間適當連結，將可以大宅門特

區為中心，由「點」擴展成「線」，進而構成星狀式或網狀式「智

慧廊帶」，再不斷擴大服務範圍，最後涵蓋整個大臺中，落實「智

慧城市」整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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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策略與推動方案

一、發展策略

大宅門特區智慧建設發展策略分為短、中、長三期，從資通訊

基礎設施建置、感測網路建置、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的發展到智慧

化的預測、分析與管理，逐步實現大宅門特區智慧生活園區典範的

願景。

(一) 短期策略

1. 完善網路通信基礎設施

網路通信基礎設施包括有線與無線的通訊設備與服

務，是所有資訊系統傳送資料的媒介，在有線網路方面，

大宅門特區內應建置高頻寬的且涵蓋全區的光纖網路。在

無線網路方面，民間與政府共同構築全區的無線通訊網

絡，包含定點的Wi-Fi熱點及行動通訊網路(3G/4G)等。提

供高品質的網路連線環境。

2. 雲端資訊服務基礎設施

藉由「大宅門特區－資訊交流、智慧電網、再生能源

及園區保安推動計畫」的規劃，不僅落實大臺中智慧城市

發展指標性建設，對於打造臺中市成為一個智慧、低碳城

市的目標，有著前導與推進的作用，也促使大宅門特區朝

著智慧園區的目標與方向邁進，透過資通訊科技融入園區

設計概念，期將整個園區建立成為一智慧生活區。

雲端運算的定義眾說紛紜，美國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於2009年10月7日公布的

第15版(version 15)定義：雲端運算是一個能夠依需求取

用分享的、可組態的網路資源的一種模式(如網路、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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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儲存設備、應用程式、服務)並以最小的管理成本進

行提供。

大宅門特區未來也將提供完善的雲端服務，建置雲端

機房與相關軟硬體設施，提供政府機關發展智慧化資訊

應用服務，同時也能提供民間單位發展各種不同領域的應

用。

3. 無所不在的感測網路服務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是智慧園區資訊系統

的資料流通神經系統，也是建構智慧園區的重要基礎設

施，猶如人類的視覺、聽覺、嗅覺、觸覺與味覺，能收集

各種不同資訊傳送到大腦，讓大腦去分析外在環境的情境

與目前所處的情境。物聯網使園區內透過各種儀器去感知

其物理與化學狀態，包括環境、人、各式載具、行動裝

置、商品、建物等，可運用於各項智慧分析、情境感知、

緊急事件處理等。故物聯網與相關基礎設施的建置，將是

智慧園區所有資訊系統的資料來源與觸角，讓園區的民眾

可以獲得即時資訊以提供個人決策的輔助，例如，是否因

為某場館的遊客過多而須改原預訂行程或發生交通阻塞必

須繞道行駛等。對管理者來說，這些資料則可以用來偵測

事物的使用模式或異常情形，例如透過智慧電表，便可了

解整個園區內用電模式，當發生異常時也能很快發現問題

的所在，便於擬定相關解決方案，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

(二) 中期策略

1. 以服務導向架構為基礎的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機制

大宅門特區的發展橫跨市府十數個不同的局處業務，

所有業務的推行都是需要跨局處的協調運作才能完成，亦

會涉及異質資料與系統間整合的問題（如水利局的水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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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資料、交通局的車流監測資料及清翠園的微氣候資料…

等等），資訊如何整合並妥善流通、資訊資源如何協調與

運用，都是大宅門特區需克服的挑戰。

各項異質資訊整合後，必須透過良好的機制讓大宅門

特區的所有單位共享；故中期規劃以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為基礎，建置資訊整合流通服

務，有效掌控園區內各項資訊資源，避免重複建置，並配

合市府公開資料平台（Open Data）加值應用產生更多新服

務。

2. 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

以完善的有線與無線網路環境、資訊資源整合流通之

雲端服務及巨量資料儲存與分析等，促使園區內的產、

官、學、研均可透過這些資訊基礎設施去發展各式各樣的

創新資訊應用服務，提供民眾創新智慧生活服務，如以園

區開放的資料加值應用於行動裝置，以不用的角度發展出

多樣且創新的服務內容。商家與企業可租用園區雲端基礎

設施發展商務應用，企業決策與風險評估模式，提昇產業

競爭力。園區管理單位應以便民角度去思考，使民眾可以

在適合的地點使用到適合的服務。

3. 智慧化園區營運中心與跨部協同運作

透過感測網路所獲得的資訊還必須透過視覺化的介面

提供民眾與管理者使用，所以必須建置大宅門特區智慧營

運中心(Intelligent Operations Center, IOC)，達到園區動態即

時監控的目的。透過一個共同的介面讓所有人可以同時了

解整個園區的即時現況，彙集園區內各個領域的營運指標

資料，針對不同的角色可以進行不同的配置與檢視觀點，

例如，民眾可以獲得停車位資訊、緊急事件或基礎設施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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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等; 園區營運者可以取得業務需求的資料。

智慧園區的發展強調多個單位的協同運作，園區的營

運管理必須有一個可即時溝通與通訊的平台，且能協同與

分配工作。對於各項事件的回應與處理須有標準化的工作

流程，可共同檢視事件的細節、關聯分析、自動通報、指

派任務與回報處理情形等。目的在於提昇園區公共服務的

品質，快速回應各項需求，使業務單位在處理任何問題時

都能以共同且透明的資訊為基礎來做決策。

(三) 長期策略

1. 智慧化園區營運趨勢預測與分析 

智慧園區的最終目標是化被動的反應為事前的預測，

並將數位資訊與園區的運作整合，達到一個「智慧」的狀

態。隨著雲端技術的發展，計算機已經能分析許多過去無

法做到的應用，感測網路所帶來的巨量資料，是園區營運

趨勢預測與分析的最佳材料，在收集到足夠的園區資訊

資料與事件後，以這些歷史資料為基礎，提供為資料挖掘

(Data mining)與智慧分析服務，為園區管理提供各種決策

資訊及問題的解決方案。園區的智慧分析是建立在巨量資

料的基礎上，綜合各種資料、資訊和模型技術的資訊處理

系統，可以提供決策者及時、準確和科學的決策資訊。

2. 擴展大宅門特區智慧建置，成果提昇大臺中城市競爭力

將以大宅門特區建置成果與經驗，將智慧營運中心與

各項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擴展至整個大臺中市。 

二、推動方案

大宅門特區所有的資訊系統都將建構在共同的資訊基礎設施之

上，每個系統能各司其職，並共享共用資料與資訊服務，在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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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面能提昇效率，達成智慧化管理，提供民眾更便利的服務，讓

生活更美好，對環境來說，透過資訊系統的管理，能達到低碳與環

境共生的目標。

表1　智慧化資訊系統推動方案

短期

發展策略 推動方案

完善網路通信基礎設施
園區內完整的高頻寬光纖網路

新一代無線寬頻通訊網路覆蓋環
境

雲端資訊服務基礎設施
先進雲端服務基礎設施與網際網
路資料中心

無所不在的感測網路服務

環境監測服務

交通監控服務

公共安全監測服務

共同管道監測服務

中期

發展策略 推動方案

智慧化園區營運中心與跨部協同
運作

園區動態即時資料整合服務

園區營運整合管理平台

園區民眾服務平台

以服務導向架構為基礎的園區資
訊整合流通機制

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服務

整合各場館智慧建築系統

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

空間資訊應用服務

交通應用服務

能源管理服務

公共安全應用服務

環境應用服務

長期

發展策略 推動方案

智慧化園區營運趨勢預測與分析
巨量資料分析加值應用

園區營運決策支援服務

擴展大宅門特區智慧建置，成果
提昇大臺中城市競爭力

擴展各項資訊應用服務至全臺中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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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短期推動方案

園區內完整的高頻寬光纖網路

將分兩階段執行，第一階段將以園區各公有場館間的連

結為主，未來大宅門特區的智慧營運中心將整合園區內各公

有場館間的智慧建築資訊，包括建物的能源、室內外環境、

保安、車輛與營運等資料都能以園區內部的光纖網路傳送，

同時可做為備份與備援的管道。第二階段將布建全區光纖網

路，讓所有資料與訊號都能有穩定且寬頻的傳輸網絡。

1. 新一代無線寬頻通訊網路覆蓋環境

為使一般民眾都能隨時享用到大宅門特區所建置的資

訊應用服務，本府可與民間電信業者共同合作建置Wi-Fi

熱點，提供免費或付費的無線上網服務；另一方面，可協

助民間電信業者於園區內布建行動通訊網路(3G、4G)，屆

時，將視利於本府及民眾之合作方式，提出建置計畫，俾

在園區內不論室內或室外都能有穩定及高速的網路服務可

以使用。

2. 先進雲端服務基礎設施與網際網路資料中心

將建置於大宅門特區的智慧營運中心（Intelligent 

Operating Center，IOC），在第一階段必須先完成雲端資訊

機房的建置，第二階段建置雲端服務基礎設施。機房的建

置包含主機與各項的機房維生設備，初期因為資訊系統的

用量不大，所以機房內的電腦主機的數量必須每年依實際

需求進行調整與擴充。

巨量資料服務建置計畫是以雲端服務基礎設施為基

礎，建置巨量資料的儲存與分析機制，其必須提供巨量

資料分析服務API，充分運用分散式運算技術(如: Map 

Reduce)、NoSQL資料庫等巨量資料分析技術，未來各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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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應用服務都能透過API來使用巨量資料的分析服務。

3. 環境監測服務

環境監測服務為基礎感測網路服務，環境監測項目應

包含空氣、天氣與土壤…等等，空氣部分應包含臭氧、二

氧化硫、一氧化碳與懸浮微粒等，天氣部分需包括雨量、

濕度、氣溫、風速、太陽輻射量、紫外線等，土壤部分包

含土壤含水監測。各項環境監測數據需整合至環境監測系

統中進行整合管理與應用，並提供資料共享服務，讓大宅

門特區內其他資訊系統或場館能取得即時監測資料，並進

行後續加值應用與資料分析。

4. 交通監控服務

大宅門特區未來將設置泊嵐匯國際會展中心與交通轉

運站等場館，另有臺灣塔與城市文化館等觀光亮點，交通

資訊的提供與疏導勢在必行，所以交通監控服務應提供包

括號誌控制、車輛偵測、車牌辨識、路口監視、停車監控

等服務。以提供民眾便利的交通資訊應用服務，同時提供

管理者決策支援服務，在面臨重大活動與緊急事件時能有

效因應。

5. 公共安全監測服務

公共安全包括保全、防災與緊急應變等領域，目的在

於提供大宅門特區一個安全與舒適的生活空間。大宅門特

區內需建置完整的保全服務系統，並整合警察局路口監視

器與大宅門特區各場館監視系統，進行即時監控，以利保

全人員掌握即時現況。另一方面在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

的預防、減災與復原方面，必須建置完善的防災資訊系統

進行災害監測與災害潛勢分析，並透過完善的緊急應變機

制，當災害來臨時能夠提供足夠的情資與進行災前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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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中救援與災後復原等行動。

6. 共同管道監測服務

大宅門特區內建置了完善的共同管道系統，共同管道內整合

了包括電力、電信、網路、有線電視等重要管線。必須有

一套完善的系統進行整合監控與管理。共同管道監測應能

確保管道內各項管線之安全，在環境方面應佈設氣體、

溫濕度、火警等感測器，在出入管制方面，應建置防盜系

統，嚴格實行進出入管理作業。

(二) 中期推動方案

1. 園區動態即時資料整合服務

園區動態即時資料整合系統以感測網路所獲得的資訊

透過視覺化的介面提供民眾與管理者使用，建置大宅門特

區儀表版(Dashboard)達到園區動態即時監控的目的，透過

一個共同的介面讓所有人可以同時了解整個園區的即時現

況，彙集園區內各個領域的營運指標資料，針對不同的角

色可以進行不同的配置與檢視觀點。

2. 園區營運整合管理平台

營運管理的發展強調多個單位的協同運作，必須有一

個可即時溝通與通訊的平台，且能協同與分配工作。對於

各項事件的回應與處理須有標準化的工作流程，可共同檢

視事件的細節、關聯分析、自動通報、指派任務與回報處

理情形等。目的在於提昇園區公共服務的品質，快速回應

各項需求，使業務單位在處理任何問題時都能以共同且透

明的資訊為基礎來做決策。

3. 園區民眾服務平台

園區智慧資訊服務系統，更進一步能結合行動裝置、

RFID與QRCode等，除被動的查詢外，能主動提供資訊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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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需求的使用者。是大宅門特區所有資訊應用服務對民

眾服務門戶，民眾在此系統中能獲得大宅門特區的場館、

活動、環境、交通、緊急事件等訊息，並能主動提供使用

者感興趣的事件與政令的發布。

4. 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服務

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服務是負責整個大宅門特區資訊系

統的資訊交流平台，透過此平台能讓各個資訊應用服務能

共享彼此的服務與資源，使各個服務各司其職，避免重工

與資源浪費。

5. 整合各場館智慧建築系統

大宅門特區內包含了生態住宅區、文化商業區、創新

研究園區與幾個重要公共場館如：臺灣塔、電影館、國際

會展中心、城市文化館、轉運站等，佔整個園區非常大的

比重，各場館資訊的蒐集也是實現e化園區營運管理的必

要手段。所以在整合各場館智慧建築系統，能充分掌握大

宅門特區內各場館的即時狀況。

6. 空間資訊應用服務

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空間資訊系統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角色，建構智慧城市的過程中將蒐集與建置各式各

樣來自不同領域的資訊，如能源、交通、建築、環境、保

全、防災等巨量資料，而在這些資料當中約有80%是具有

空間元素的資料，是可以運用空間資訊系統來進行管理

的。

各領域智慧城市應用服務都需要空間視覺化的平台來

展現與管理資料，空間視覺化將資料與環境的實際位置做

連結，讓使用者從地圖上了解資料的位置與周遭環境的相

對關係，是文字與圖表所無法比擬的效果。空間的資料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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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也從2維進展至3維，加上時間序列進而成為動態的

四維資料。智慧城市的空間基礎設施應要具備能儲存與展

示多維度資料之能力。因此在中期階段必須先將空間資訊

應用服務建置完成。

7. 交通應用服務

交通應用服務系統包括停車資訊、大眾運輸資訊、停

車導引服務、路況資訊服務、共乘媒合服務與大眾運具轉

乘的服務，都可以在交通應用服務系統中取得。

8. 能源管理服務

園區各場館都採用智慧能源系統，可以隨時透過電

腦、智慧型手機等各種行動設備監控大宅門特區中的用電

情況，並依據情況平衡調配園區用電策略。

9. 公共安全應用服務

公共安全應用服務可分為三個計畫項目，防災資訊系

統、緊急應變系統與犯罪預防分析系統，防災資訊系統

平時能掌握救災資源的配置與調配，並宣導防災知識與概

念，災害來臨時能發揮警示作用，輔助災害應變人員了解

災害現況與救災資源調配的決策支援等。緊急應變系統為

因應大宅門特區內的各種緊急事故，包括天然災害、人為

災害與交通事故等，做為緊急派遺與處置的中樞系統，必

須整合交通、警察與消防等部門共同來執行應變派遺任

務。犯罪預防分析系統，則是運用大宅門特區內的強大巨

量資料分析能力，協助警方在偵辦相關案件時，能快速歸

納與檢索出相關事證，輔助案件偵查，例如：大宅門特區

內的上百具攝影機，便可透過即時人臉辨識功能，找出疑

犯出沒的位置或以車牌辨識系統追蹤特定車輛的行車路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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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環境應用服務

智慧環境保護系統將以環境監測系統為基礎進行擴

充，能提供環境敏感區域和環保目標的分佈情況，分析區

域污染的相互影響，進行環境品質的即時動態比對，預報

預警提供決策技術支援。結合各專業的數學模型，系統可

動態模擬區域空氣流動、污染物的擴散過程，進行空氣環

境品質的檢核，為預報預警、規劃環評和空氣污染控制策

略評估等提供技術支援。

(三) 長期推動方案

1. 巨量資料分析加值應用

本計畫前述已規劃巨量資料平台做為各資訊應用服務

進行巨量資料分析的基礎，然而巨量資料分析的精髓並不

僅僅是量與速度，而是幫助我們做到許多過去無法完成或

需要耗費很多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本計畫已規劃許多智

慧化資訊應用服務，希望能協助解決民眾、政府或企業所

面臨的問題，巨量資料的加值應用分析必須結合各種不同

領域來發展才能發揮其最大的價值。以商業智慧的運用為

例，美國百貨業者Target長期研發的懷孕預測模型，經反

覆進行測試，後來發現，大約有25種商品，譬如乳液、

無味香皂、棉花球、鈣片、內含鋅或鎂的營養補充品…等

等，背後的採購動機，無形中都與懷孕癥候高度關聯，因

此當偵測到女性顧客密集出現相關採購行為，且購買的數

量逐步擴大，即可據此推估該顧客已經出現懷孕現象，甚

至知道已經懷孕多久。而在大宅門特區內，已蒐集了巨量

的影像資料、交通資料、環境資料與歷年的緊急事件資

料，都能結合專業的模式來進行分析，協助解決未來大宅

門特區營運管理上所面臨的問題。所以在長期推動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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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將以影像資料、交通資料、環境資料與緊急事件

資料的分析應用進行研究，做為第二階段發展園區營運決

策支援系統的基礎。

2. 園區營運決策支援服務

園區營運決策支援系統包含緊急應變模擬與決策支援

系統、交通預測與決策支援系統與環境永續決策支援系

統。緊急應變模擬與決策支援系統，透過緊急事件資料的

分析預測結果，能針對不同緊急事故，自動擬訂應變方案

提供決策者參考，而應變方案的擬訂是依據歷史事件的發

展過程、事件發生的現地情況、可調度的資源、環境、交

通現況等因子判斷分析得出，以智慧化的方式減少人為判

斷的疏失。

交通預測與決策支援系統，以歷年各路段的交通流

量、事故資料、天氣狀況等等資訊，能預測出可能的交通

擁塞區域，由交通監控中心能提出做出應變與疏導措施，

更進一步能以交通模型分析出可行的交通疏導方案，提供

決策人員參考。

環境永續決策支援系統，目的是在提供園區整體發展

的評估系統，將結合空間資訊、適宜性分析、環境監測、

能源資料等資訊，能對園區的土地開發、能源使用、環境

影響與土地適宜性進行整體性分析，並以永續發展為前

題，提出相關改善的建議。

3. 擴展各項資訊應用服務至全臺中市

大宅門特區發展的最終階段是將各項智慧生活發展成

果能逐步擴展至大臺中地區，包括智慧營運中心的服務範

圍、智慧資訊服務系統、智慧環境保護系統、交通應用服

務系統及共同管道資訊系統服務等，都能透過網路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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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測器的布建，以最小的成本擴展其服務範圍。讓大臺

中所有市民都能享用到智慧化的資訊應用服務。

參、具體作業項目

現階段大宅門特區的各項建設仍持續進行中，包括區段徵收工

程、清翠園與各場館在未來幾年內都將陸續完工，大宅門特區的智

慧化建設刻不容緩。本計畫依據前述推動方案，擬訂大宅門特區在

短、中期內優先發展資通訊基礎設施與相關資訊應用服務建設；長

期推動方案則依短、中期實施計畫建置後之成效，適時調整與發

展。短、中期具體作業項目包括：光纖網路布建（1項）、智慧營

運中心建置（3項）與智慧應用服務（8項）建置，共計12項，說

明如下：

表2　大宅門特區智慧建設短、中期作業項目

短期發展策略 短期推動方案 短期作業項目

完善網路通信基礎設
施

園區內完整的高頻寬
光纖網路

園區光纖網路布建

新一代無線寬頻通訊
網路覆蓋環境

(註)

雲端資訊服務基礎設
施

先進雲端服務基礎設
施與網際網路資料中
心

智慧營運中心－空間
與機房建置智慧營運
中心－雲端服務基礎
設施(第一階段)

無所不在的感測網路
服務

環境監測服務
環境監測系統(第一階
段)

交通監控服務
交通監控與應用服務
系統（第一階段）

公共安全監測服務 保全應用服務系統

共同管道監測服務 共同管道監控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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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發展策略 中期推動方案 中期作業項目

智慧化園區營運中心
與跨部協同運作

園區動態即時資料整
合服務

智慧營運中心－資訊
整合流通服務

園區營運整合管理平
台

智慧營運中心－資訊
整合流通服務

園區民眾服務平台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
服務系統

以服務導向架構為基
礎的園區資訊整合流
通機制

園區資訊整合流通服
務

智慧營運中心－資訊
整合流通服務

整合各場館智慧建築
系統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
服務系統

智慧化資訊應用服務

空間資訊應用服務
智慧營運中心－雲端
服務基礎設施(第二階
段)

交通應用服務
交通監控與應用服務
系統（第二階段）

能源管理服務 智慧能源管理服務

公共安全應用服務
防災資訊系統緊急應
變資訊系統

環境應用服務
環境監測系統(第二階
段)

註：本府可與民間電信業者共同合作建置Wi-Fi熱點；另一方面，

可配合法規協助民間電信業者於園區內布建行動通訊網路

(3G、4G)；屆時，將視利於本府及民眾之合作方式，提出建置

計畫。

一、園區光纖網路布建

(一) 功能：

1. 大宅門特區場館間資訊交流。

各場館間可透過IOC資訊服務，交換各場館資訊（如

停車位、耗電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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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場館資訊應用資料儲存與系統備援。

IOC機房可提供各場館建置之資訊系統「資料備份儲

存」及「系統備援」服務。

3. 各場館網路對外備援。

各場館對外網路發生中斷時，可透過IOC進行有限頻

寬之對外服務備援。

(二) 具體措施

為供園區內各場館間資訊與智慧營運中心間資訊交流能

快速傳遞，現階段園區內規劃10GbE高速光纖網路架構。考

量園區內各場館完工時程不一，因此園區內光纖網路從智慧

營運中心向外延伸後，光纖線路末端不進入各場館資訊室，

而是規劃進入園區各場館鄰近共同管道之共管配電室內光纖

收容箱，如圖 1所示。俟各場館建置網路階段，依循共同管

道布設光纖線路至指定共管配電室內光纖收容箱。光纖網路

線路備援部份，規劃每個場館與智慧營運中心之間擁有2組

光纖迴路，以提供實體光纖線路備援功能，如圖 2所示。除

了實體光纖迴路備援機制，各場館與智慧營運中心外對網

路，透過VPN通訊協定，可建立另一條通訊備援迴路，如圖 

3所示。

各場館對外網路部份，可向任一ISP業者等申請對外網

路頻寬，並布設光纖線路至指定光纖收容箱，及採購符合要

求之網路交換器規範及光纖轉換介面，依網路規劃進行相關

設定，以銜接園區光纖網路。藉由園區光纖網路，智慧營運

中心可提供各場館對外連線服務備援功能，也提供各場館建

置之資訊系統「資料備份儲存」及「系統備援」服務。

園區內場館共享之服務與資訊 如：即時停車位數量、

電力負載等訊息，藉由光纖迴路匯集至智慧營運中心，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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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可透過智慧營運中心資訊服務取得其它場館所提供之即時

訊息。

圖1　園區內光纖線路、共同管道監視站及各場館相關位置圖

圖2　智慧營運中心與各場館光纖迴路備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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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單一場館與智慧營運中心間通訊與備援示意圖

大宅門特區內光纖網路布建，規劃為兩階段，第一階段(9個

月)佈設之光纖迴路主要提供園區內各場館內網使用，第二階段(6

個月)佈設之光纖迴路將延伸至國區內剩餘之共同管道，以提供其

它監控類等需求申請使用，如圖4所示。

圖4　光纖骨幹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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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營運中心-空間與機房建置

(一) 整體架構

園區智慧營運中心(如圖 5)規劃包含了整合共同管道監

控中心、緊急應變指揮中心、環境監測中心、交通控制中

心、雲端整合平台及網際網路資料中心等功能，所衍伸資訊

相關的活動及服務流程包含一般的作業、管理、規劃、發展

與評估，而主體包含資訊、資訊科技、資訊設備、資訊人

員，園區智慧營運中心維運模式為整個大宅門特區基礎設施

的一部份，與園區所有區域和服務是高度相關和緊密結合，

因此園區智慧營運中心維運之人力、經費需依據相關管理流

程進行編列。

圖5　智慧營運中心架構



附　　錄 ���

(二) 作業內容

智慧營運中心總坪數約400坪，內部主要空間分配規劃

為緊急應變中心、資訊機房、視訊會議室、小會議室與辦公

室等五個區塊，整體作業項目包含初期的資訊機房環境建

置、資訊機房消防建置、機房資訊設備建置與監控及辦公區

建置，建置內容分別如以下說明。

1. 資訊機房環境建置

(1) 依據EIA/TIA942空間規劃設計機房空間及水電配置。

(2) 天花板、地板、牆面工程裝潢施工。

(3) 電力、電信、網路工程配線及測試。

(4) 自來水及空調工程配管施工。

(5) 空調系統結合冷、熱通道設計，降低PUE值，以符合綠

色機房要求。

(6) 機櫃及環控系統建置。

2. 資訊機房消防建置

(1) 依據建築法規及消防法規等規定進行消防設計規劃。

(2) 智慧型滅火主機、偵煙、偵熱等探測器、氣體噴頭、管

路開關、火警警示系統、氣體鋼瓶及排氣設備建置。

(3) 消防管路配置安裝及測試。

3. 機房資訊設備建置

(1) 網路核心設備：骨幹核心交換器、路由器。

(2) 資料設備：網路資訊安全設備、入侵偵測防禦系統、邊

際交換器（DMZ）。

4. 監控區及辦公區建置

(1) 依據建築法等規定進行監控區及辦公室圖面設計。

(2) 天花板、牆面及地板裝潢工程施工。

(3) 電氣、空調、網路、電話系統施工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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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採購辦公桌椅等用品及電腦設備。

(5) 監控區多媒體視訊設備採購及安裝。

(6) 大、小會議室設置視聽設備、遠距視訊設備、會議設

備、音響設備及會議桌椅。

智慧營運中心-雲端服務基礎設施

目標

智慧營運中心係以「巨量資料平台」為架構進行資

料管理，並以系統擴充之彈性 (flexibility)、相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與相互透通性(Transparency)為目標。

作業內容

雲端平台透過雲端化服務架構，可提供客制化的虛擬機

器(VM)服務、網站應用服務、資料儲存服務、資料庫服務與

空間資訊服務，其中資料庫服務包括關聯式資料庫與NoSQL

資料庫，並支援空間資料庫功能，

圖6　智慧營運中心雲端服務功能架構

虛擬機器(VM)服務

可依各項資訊服務需求建置不同等級與作業環境之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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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並可搭載資料庫系統。提供VM快照與備份服務。

網站應用服務

提供完整的管理平台，可快速部署及調整 Web 應用程

式。可依網站需求選擇所需的運算核心、記憶體與儲存空間

數量。

資料儲存服務

提供具擴充彈性且穩定的雲端資料儲存服務，包括備

份、復原與分享機制。可用於儲存包括無結構文字或二進位

資料如視訊、音訊和影像等。

資料庫服務

關聯式資料庫服務

提供完整管理的關聯式資料庫服務，可提供彈性的管理

能力、內建高可用性、提供效能預測性，而是可擴展性。可

快速設定與部署。

NoSQL資料庫

可依使用需求，快速建置NoSQL資料庫(如:Hadoop、

MongoDB)，運用MapReduce原理來處理與分析巨量的半結構

(Semi-structural)或非結構化(Non-structural)資訊。

空間資料庫

提供空間資料儲存服務，可將各式地理圖資，以空間資

料庫方式進行管理。提供完整的空間資料庫管理介面，可匯

入、編修與發佈空間資料。

空間資訊服務

空間資訊服務基本必須具備三種基礎功能，包括標準網

路服務、2維地圖API與3維地圖API。OGC web service是目前

全球最通用的空間資訊標準服務，在各種不同的應用服務與

系統間，必須要有共通的介面才能有良好的互操作性。3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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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圖API是必備的能力，3維的視覺化呈現能使資料的展示

能更直覺與多元，比2維地圖複雜的都市環境中更能真實呈

現出都市的樣貌。

圖7　空間資訊服務架構

智慧營運中心-資訊整合流通服務

目標

智慧城市的不同資訊應用系統間常常需要取用同類型

的原始資料(如監測數據)或經初步處理後的基礎資料(如日均

溫、日雨量)，這些資料各由特定資訊系統蒐集與處理。為

使同一類資料或資訊不重覆建置，並達到資訊共享之目的，

建構於雲端平台上的資訊系統，由各偵測設備接收資料後，

均須依照預訂之資料格式標準，以網路服務(Web Services)的

方式，送至雲端平台之資料儲存空間。如此一來，不同的資

訊系統即可取用所需資訊。例如，「智慧能源管理系統」需

要園區各處的即時溫度與歷史日雨量進行空調或用電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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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只要透過「環境監測資訊系統」所發佈的氣象監測網路

服務即可存取這些資料。

依據大宅門特區需求並考量未來平台之可靠性、承載

性、可用性、安全性與延展性，構築出一套具有高可靠性的

服務平台，除了服務平台各模組之功能面、架構面外，同時

加上個人工作平台與服務平台整合，使資訊系統整合平台可

以發揮系統整合之目的。

作業內容

大宅門特區資訊整合流通服務之建置將採用Web 

Services作為平台資訊交換核心技術，未來能與電子化政府

服務平台（MyEGov）及市府OpenData 平台進行介接，可以

降低整合所需要的軟硬體成本。本平台整體架構包含7個模

組，如圖8所示，茲分述如下：

目錄服務模組

目錄服務可透過階層式管理方式，提供平台管理包括：

平台使用者(含園區管理人員與各項系統及廠商)、群組、業

務系統功能、資料庫資訊等資源。目錄服務提供單一介面的

網路化登錄環境，提供各項園區業務、加值應用等系統進行

分享，包括用戶、群組以及各業務系統功能資訊，目錄服務

之功能架構，如圖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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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資訊整合流通服務架構圖

圖9　目錄服務架構圖

註冊服務模組

註冊服務模組部份，包含應用系統註冊以及帳號註冊功



附　　錄 ���

能，註冊服務之功能架構，如圖10所示：

圖10　註冊服務架構圖

圖11　資訊交換環境模組架構圖

環境監測系統

目標

蒐集臺中大宅門特區之即時之氣候資訊及空氣品質資

料，於園區南側靠近臺灣塔附近設置氣候及空氣品質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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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進行長時間性環境氣象與空氣品質變化資料收集，蒐集

之資料除可供民眾查詢外，同步提供資料給智慧營運中心等

相關單位進行後續資料彙整與分析，以提供相關決策參考。

作業內容

圖12為環境監測資訊系統整體架構圖，規劃設置微氣候

監測站與空氣品質監測站，監測資料蒐集後經由大宅門特區

內之通訊網路，傳送至大宅門特區智慧營運中心之環境監測

資訊系統，由環境監測資訊系統進行後續的展示、分析與通

報等作業。計畫整體工作項目包含環境監測儀器架設、環境

監測站建置與環境監測資訊系統開發等項目。

圖12　環境監測資訊系統整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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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環境監測資訊系統功能架構圖

分二階段執行，分期工作項目如下：

第一階段（12個月）：

建置系統功能與儀器設備如下：

環境監測儀器架設：包含分析儀、校正系統與氣象設

備。

環境監測站建置：包含監測站儀器、監測站遮蔽物及週

邊附屬設備與軟體程式開發。

環境監測資訊系統開發：包含資料管理平台與資料展示

平台。

第二階段（9個月）：

資料管理平台與資料展示平台之功能提升，及多元通報

平台、地理資訊平台、行動版監測資訊平台與資訊服務平台

的功能開發。

交通監控與應用服務系統

目標

廣納各類型交通資訊，實施交通控制策略，以達到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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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部與園區周邊的衍生的交通壅塞問題。所收資訊舉凡

園區內外的路況資訊，各種大眾運具的班表資訊、即時點位

或場站位置等等，進行處理與加值應用。 

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當運具轉換資訊能夠準確且普

及，便可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讓民眾能夠習慣使用大眾運

具，達到節能、低碳、環保的目的。

作業內容

園區交通控制與應用服務系統架構圖，如圖 14所示，

各項子系統分述如下：

圖14　交通控制與資訊應用服務系統架構圖

1. 號誌控制系統(TC)

 相關功能如下：

l 全數號誌控制器需透過有線或無線的方式與交通控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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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連線。

l 系統必須能夠同時上傳或下載多群組號誌控制器時誌計

畫。

l 具備新增、移除與修改時制計畫所有參數之功能，例

如：時相、分相、時比與時差等，並且具備時誌計畫管

理介面。

l 透過路口圖顯示路口詳細的號誌步階變化與設備運作狀

態。

l 系統需配合地圖顯示路口即時動態燈號。

l 時誌計畫檔案匯出供主管單位定期檢視。

l 傳輸內容參照「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3.0版」。

2. 車輛偵測器系統(VD)

保全應用服務系統以多處佈署影像式車輛偵測器提供

留車流監控，但考慮幾處重要路段就交通控制系統應用的

角度仍需佈署微波式車輛偵測器以達到簡單的路徑導引策

略實施，相關功能如下：

l 須即時介接園區內所有車輛偵測器回傳的交通資訊。

l 系統需將資料轉換為每分鐘、每五分鐘、每十五分鐘、

每半小時與每小時之資料量。

l 偵測器起碼須能判別大車、小車與機車之車流量、速率

與佔有率。

l 傳輸內容參照「都市交通控制通訊協定3.0版」。

l 具備過濾異常資料之功能

l 系統提供自動繪圖功能，起碼繪製不同車種下依時間變

化流量、速率、密度與佔有率之折線圖。

l 系統須能夠判定壅塞情況，提出警示，並且與資訊可變

標示系統以及路況資訊發布服務連動進行路況資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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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路徑導引。

l 監測資料檔案匯出供主管單位或研究單位進行交通特性

分析。

3. 車牌辨識系統(AVI)

利用影像辨識技術或是etag偵測器監測辨識車輛，起

迄點兩相比對，相同者計算旅行時間，相關功能如下：

l 路側端硬體需即時且準確辨識車輛，並將結果回傳交通

控制系統。

l 系統須即時比對起迄點車牌或車輛編碼，相符者計算旅

行時間。

l 系統需能夠過濾篩選異常資料，並轉化成每時段平均旅

行時間，時段長度依照設備佈設位置決定。

l 與資訊可變標示系統以及路況資訊發布服務連動進行路

況資訊發布。

4. 路口監視系統(CCTV)

交通控制系統的監視攝影畫面除了介接保全應用系統

的設備畫面外並於重大路口設置全景式的攝影機，並且攝

影鏡頭必須能夠轉動。

5. 圖誌板控制系統(TSS)

園區內設置圖誌板(TSS)作為資訊發布與停車導引的

實施管道，相關功能如下：

l 將園區監測設備或介接所得之資訊轉換為路況資訊，呈

現於圖誌板上的路段服務水準，供用路人參考。

l 發布內容為道路服務水準、路段旅行時間、停車場方

位、停車位剩餘數與停車導引，非重要時間可發佈政令

宣導與觀光訊息等等。

l 系統需依照園區內停車場剩餘車位與周邊路況自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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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導引路徑。

l 若經費許可則可增設CMS於圖誌板上方或下方同步進文

字說明。

6. 設備管理系統(FMS)

建構所有設備的統一監控介面，目的協助園區設備維

運之遂行，相關功能如下：

l 建立所有設備的基礎資訊，包含型號、坐標、設備照片

與方向、佈設單位、佈設時間與保固到期時間等，並提

供新增、移除與編輯功能之介面以管理園區交通設備。

l 監控設備即時現況，若發生異常須立即警示。

l 針對發生異常之設備進行初步的異常原因判定，並且提

供簡易異常問題排除功能。

l 協助產生相關報表，提供管理中心相關的報修資訊，例

如是否仍在保固期、維修事件追蹤、報修清單等。

l 進行統計分析，提供管理中心了解那些設備異常狀況較

多，那些廠商提供之設備問題較多，以作為統和評估之

用。

7. 停車監控與管理系統(PMS)

停車區域設置感測器，系統接收停車空位即時資訊，

以便做停車導引，相關功能如下：

l 即時更新停車空位資訊。

l 接收停車場進出口之影像、相片與車牌辨識結果等資

訊。

l 提供停車位預約服務以及費率調整之操作介面。

l 接收剩餘空位所在位置，藉此進行管理預約停車位之運

作。

l 利用圖誌板與智慧型手機APP發布路況資訊與停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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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並進行停車導引。

8. 中心間溝通系統(C2C)

智慧營運中心與交通局交控中心之間資料交換、資訊

共享以及實施策略溝通為目的之系統，相關功能如下：

l 園區內之交通資訊即時交換共享，建立管理介面進行監

控，並且提供選擇交換共享資訊項目。

l 建立交通控制策略溝通管道，由系統介面相互傳遞訊

息，若雙方決定進行策略實施，則呼叫對應路側系統介

面進。

l 保留溝通紀錄供事後查驗檢討。

l 建立策略管理介面，提供新增移除與編輯各交通情境下

採行之策略，增加實施之便利，例如上下班尖離峰時啟

動彈性TOD，動態增加減少尖峰時制運作的時間，管理

介面提供修訂參數如流量門檻值之功能。

9. 停車導引服務

介接園區周邊停車場資訊，整合園區內剩餘空位，利

用CMS、網頁或是行動值裝置進行停車位導引服務，相關

功能如下：

l 掌握周邊道路路外停車場與園區內剩餘空位，配合車輛

所在位置導引至停車場，優先提供園區內停車位，若園

區內以無停車位則導引至園區外周邊停車場。

l 依照現行費率協助車主自動計算停車費用，當停車費增

加時發出提醒。

l 提供停車位預約服務介面。

l 行動裝置線上自動繳費功能。

10. 自行車租借資訊與導覽服務

介接自行車出租站資訊以及點位資訊，利用行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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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園區導覽服務，相關功能如下：

l 與自行車租借站連線，接收出租站剩餘車輛數與租借費

率發布於網頁或行動裝置供民眾查詢。

l 利用GPS點位資料可於行動裝置進行園區導覽，導覽軟

體須具備語音導覽功能，並且可提供所在位置鄰近場館

之活動訊息。

l 依照費率協助車主自動計算租賃費用，當費用增加時發

出提醒。

11. 跨運具轉乘導引服務

介接所有可能運具抵達或離開園區之資訊進行運具轉

乘導引服務，相關功能如下：

l 介接臺中市公車、BRT、捷運、高鐵以及公路客運的班

表、費用、即時點位與到站離站供查詢。

l 由使用者的點位資料、目的地與預計旅次開始時間，配

合班表、預估旅行時間提供使用者建議的旅運方式選

擇，並逐步於時空間導引搭乘運具。

l 系統針對總旅行時間與總費用初估，並提供使用者選擇

旅次目標為旅行時間最短或是旅行成本最低，並將預估

結果提供使用者參考。

l 搭車提醒，由使用者選定的旅運方式，利用即時點位確

定車輛即將抵達時由行動裝置發出提醒訊息。

12. 車輛共乘服務

提供民眾進行車輛共乘媒合之平台，相關功能如下：

l 提供民眾輸入需求起迄點位與最晚可抵達目的地時間，

每小時進行車輛時空間共乘媒合，若媒合成功則通知民

眾。

l 起迄點輸入須具備圖像化介面供民眾選擇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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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具備良好共乘媒合演算法，演算需能夠快速完成。

l 媒合介面與媒合結果通知介面為網頁或是行動裝置。

l 初估共乘費率提供民眾參考，為媒合是否成功之要素之

一。

13. 即時路況資訊發布服務

整合跨單位園區周邊與園區內交通路況資訊提供民眾

參考，相關功能如下：

l 介接高公局、交通局、公路總局、交通資訊服務雲甚至

未來其他交通控制中心(如區域交通控制中心)等單位的

交通路況資訊與事故資訊提供民眾參考。

l 提供操作介面與民眾輸入起迄點，依照即時路況資訊進

行路徑規劃，將建議路徑呈現於介面中。

保全應用服務系統

目標

本系統為維護道路監控、園區整體治安及交通之需要，

在重要入口處增設監視錄影、車輛偵測及車牌辨識相關設備

及系統，可整合原有臺中市警察局規劃之70處重要入口監視

錄影系統，加強監控設備及擴大監視範圍，並持續建立及提

升易操控、使用、管理、安全網路平台（需含電子地圖），

安全、順暢地聯結園區重要路口監視錄影暨車牌辨識系統。

智慧營運中心可將納入之系統直接進行調閱、監控、蒐證、

儲存、下載、統計、操控、管理等功能，發揮監視系統維護

治安、交通最大之功能，達到治安監控、釐清交通事故肇事

責任歸屬、重大交通違規案件掌握、協助道路交通流量統計

（疏導）等為目的。保全應用服務系統建置重點如下：

以監控為重點：需正面清晰監視人車或環境狀況。



附　　錄 ���

以交通為重點：需清晰監視路況、行車動向及號誌狀

況。

以事故為重點：需能清晰辨識違規車輛之車牌號碼。

作業內容

園區路口攝影機設備建置

路口端的系統架構大致上可分為錄影監看系統、百萬畫

素錄影系統、車牌辨識系統、反破壞警報系統等四個子系

統，且這些系統均採獨立方式運作，不會產生其中一套子系

統故障而導致整體系統均無法使用之窘境發生，可達到最穩

定且最有效率的功能需求。路口端系統架構圖，如圖15所

示。

圖15　監視系統架構

本系統建議設置7支全功能球型、3支彩色低照度及14

支車牌辨識攝影機，其目在於補強重要路口及次要路口全景

環境與車牌辨識的監視錄影設備（圖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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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園區路口設備位置圖

建置電子圖控管理軟體

建置電子圖控管理軟體，主要是結合GIS電子地圖，使

用者可透過多種查詢方式（依區/依需求/依狀況），找尋所

需攝影機畫面及資訊，本系統需提供後續擴充機制，可將園

區廠商所建置的攝影機位置或畫面一並納入Web-based電子

圖控管理系統內。

建置遠端監控管理系統

遠端監控管理系統，主要功能係提供可遠端遙控彩色低

照度攝影機之各項控制能力，採用百萬像素錄影系統，在

重要路口進行道路監看及錄影，日夜間均可提供清晰辨識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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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並有即時錄影監看功能，除可即時監看影像也提供即時

調閱影像功能。

建置智慧型影像雲端分析管理軟體

智慧型影像雲端分析管理軟體建置，主要功能包含車牌

辨識系統及車輛偵測系統。其中車牌辨識系統係利用影像分

析技術可將畫面中有車牌的部分進行擷取，再將擷取的畫面

轉換為文字，讓系統可進行車號分析。亦可下載警政署第三

代失車資料庫，進行贓車辨識（含贓車查緝管理功能）。車

輛偵測系統，則是在路口車道設置車輛偵測攝影機及系統，

在主要各重要道路進行相關車輛資料收集。

共同管道監控系統

目標

提供大宅門特區共同管道完整監控功能，包括環境監

測、火警、偵煙、排水、設備等。接收大宅門特區內各共同

管道監測站所回傳之資料，未來可擴充接收臺中市其他共同

管道系統。並協助管理共同管道主體及其附屬設施。以大宅

門特區為範圍，接收共同管道監測站，各項資料，提供統一

的監控介面與警示服務，以達到保全、人員進出管制、防災

等目的。

作業內容

共管系統將整合大宅門特區內各共同管道監測站所回傳

之資料，包括IR攝影機、環境監測、火警、偵煙、排水等設

備，透過光纖網路將各項資料回傳至智慧營運中心共管系

統，以進行包括影像監控、環境監控、警戒監控管理、管線

資料管理、監測設備管理、管道出入管制與監測資料整合

等。並可提供管線事業機關(如電力、電信、自來水、有線

電視等)更便捷的共同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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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共同管道系統整體架構圖

影像監控管理

大宅門特區共同管道內共佈設了171支IR攝影機，影像

監控管理須能即時監看現場影像，並能接收與管理監測錄影

主機所回傳的影像事件，包括移動偵測、設備觸動偵測、影

像連線異常等。可查詢歷史影像，匯出特定時段影像資料與

擷取靜態畫面。整合地理資訊系統，可顯示攝影機位置、拍

攝方向與該位置相關資料與環境現況等。

環境監控管理

共同管道的監測設備中包含溼度、溫度、甲烷、二氧化

碳等環境感測器，管理功能需包含監測設備介接、即時監測

資料展示、感測器查詢、歷史資料查詢與報表製作等，須具

備圖控化展示介面，結合空間資訊系統展示監測資料與設備

位置。

防盜監控管理

防盜設備包括配電室的極限開關與共同管道內的空間偵

測感應器為主，可設定警示開關，可接收監測設備所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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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示訊息，登錄警示回報處理資料，設置異常事件通知方

式，可支援電子郵件、SMS簡訊或行動裝置訊息推播等。

管線資料管理

提供管理單位登錄現有管線資料，管理各項管理GIS圖

資、工程文件與申請文件，可登錄管線事業單位之維護紀

錄。進階版可整合公共管線資料庫，完整紀錄各類管線分佈

位置、長度、屬性等。並可據此進行管線租金與維護費用之

計算與收費。

管道出入管制

提供管理出入管制之申請、申請文件管理與管理單位之

巡檢紀錄。出入管制之申請，可提供管線事業或相關單位申

請進入共同管道許可。

監測設備管理

提供管理單位完整設備清單，包括設備基本資料、購置

年份、維護紀錄與設備現況等等。

監測資料整合管理

可管理系統內介接的所以監測資料來源，包括資料接收

管理，可因應監測設備的調整進行來源或連結更換。系統所

收納的資料，亦可以網路服務方式整合至大宅門特區資訊整

合流通服務，讓其他單位或相關系統來使用與介接。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系統

目標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系統主要目標如下：

以資料提供為重點

來自各地與各單位的巨量資料將扮演生活中各式資訊提

供者的角色。

以資訊整合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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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式資訊，提供完善的、最佳的選擇給使用者。

以預警通知為重點

提供警示功能，在事件尚未發生前提早得知，以便使用

者於事前準備。

作業內容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系統乃資訊整合提供之窗口，

其仰賴於智慧營運中心所蒐集之資料，分析整理之後，再呈

現給使用者。其系統架構如下：

圖18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系統架構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系統架構共分成三個部分，資

料來源端、雲端儲存端與客戶端。本身是以服務民眾導向為

前提的系統，因此背後所需要的資料量極為龐大。大宅門特

區-「資訊交流、智慧電網、再生能源及園區保安推動畫」

中，擇要規劃八大系統，園區智慧資訊服務系統蒐集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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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大部分來自提他七大系統提供，這些系統所蒐集到的資

訊，以介接的方式進入智慧營運中心，且由於所蒐集之資料

過為龐大，因此必須透過雲端的方式將這些資料儲存於資料

庫。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系統規劃共有五大功能，包含

資訊查詢功能、分析規劃功能、空間查詢功能、回報系統功

能與事件提醒功能。下方將各資料來源所涉及的服務功能做

整理，並針對各項子功能進行描述。

圖19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系統功能規劃

資訊查詢功能

資訊查詢功能為一信息管理平台的應用，使用者透過輸

入欲查詢的資訊，即可得到資料庫中的資料。資料庫內的

資訊不需要再經過後端運算或處理，即可馬上回傳至使用者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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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規劃功能

分析規劃可視為資訊查詢功能之進階。當使用者輸入需

求後，資料庫將相關資料發送至雲端，透過雲端運算與分

析，再提供至前端給使用者作為參考資料。

空間查詢功能

空間查詢以地圖作為底圖，疊加上其餘屬性資料，再將

這些空間資料呈現給使用者。空間查詢以實踐地理資訊為主

要目的，呈現資料的空間分布，或是事物的空間變化。

回報系統功能

當有即時性資訊發生，或是現有資料過時，而系統內卻

未更改時，可藉由回報功能回報至系統資料庫，以利資料更

新。

事件提醒功能

當事件發生前或事件發生時，園區活動資訊暨應用服務

系統會藉由推播方式將訊息發送給使用者。在自然災害的部

分，主要透過介接中央氣象局之資料，輔以在園區內設立的

防災資訊系統之資料，來對民眾進行災害預警通知。人為災

害為介接保全監控資訊系統之資料，提供使用者所在地區域

的交通事故；客製化推播為其餘園區內公司行號或政府所提

供之資訊，使用者可自行決定額外想得到之推播資料。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目標

即時監控各場館能源使用情形

提升電力使用效率

提供用電管理計畫決策輔助

提供需量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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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內容

大宅門特區將以區域能源管理中心角色，掌管大宅門特

區內各場館能源使用資訊，利用先進電表技術來蒐集相關資

訊，整合各場館自有的能源管理系統進行分析與應用。 

圖20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整體架構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整體架構如圖 20所示，在感測端是

大宅門特區內各場館的先進讀表資料，大宅門特區各場館依

各自空間環境條件與能源監控需求裝設智慧電表，各場館能

源管理系統彙整後，透過園區光纖網路與共通標準資料將能

源使用資料傳送至智慧營運中心之智慧能源管理系統；再生

能源的資訊也可以同樣方式將資料回傳。在整合大宅門特區

各項能源資訊後，再進行能源資料分析與應用，包括即時能

源使用資訊呈現、能源使用地圖展示、能源使用行為分析、

電力與事件異常通知、需量反應機制、能源使用計畫建議與

契約容量最佳化演算等。

即時能源使用資訊

即時能源使用資訊包括各場館能源使用量查詢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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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場館內各分區與各項設備即時用電資料展示與歷史用

電資料查詢。並可依使用者需求產製用電報表，可依時間

(年、月、日)、區域與設備類型等，產製所需的用電報表。

並可訂定契約容量警示功能，當用電容量接近契約容量時可

發出警示並自動通知相關人員。各場館內部設備用電資訊可

以圖控化介面展示。

能源使用地圖

大宅門特區各建物的能源資訊可以能源地圖方式展示，

能源地圖是以地理資訊系統為基礎，將能源使用屬性資料結

合空間資料如建物圖或街廓圖，以顏色深淺表現各個建物的

能源使用量，即可了解能源使用的空間分佈，並可結合環境

監測資料提供整體規劃建議。

能源使用行為分析

可依據歷史用電資料建立用電模式，並可結合活動事件

與場館營運資料同步分析，可找出不合理用電行為，並據此

設定用電異常行為警示，設定緊急事件遮斷。結合各場館環

境監控資料，可發覺用電浪費行為，例如：空調過冷。

電力與事件異常通知

包含電表開啟、電表破壞、停電與竊電事件等異常事件

通知。

契約容量最佳化演算

可依據具時序性電力使用資料，選定最佳契約容量，系

統可依據用電模式，結合電力公司時間電價演算，便能提出

最佳化契約容量之建議，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需量反應機制

大宅門特區未來可以前述所建議的先進電表基礎建設，

結合各個場館同共來發展自動化的需量反應機制，各場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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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在用電尖峰時段可進行卸載的用電設備，當用電量接近

契約容量時，各場館可自行缷載相關非必要的設備，以平抑

尖峰用電，待用電尖峰過後再行啟用。也可搭配用電排程功

能進行操作。

防災資訊系統

目標

防災資訊系統以大宅門特區為範圍，結合資訊整合、監

測、預警、通報等技術，以掌握園區內之即時狀況，發揮防

災之成效。關於災害之疏散與應變之相關內容，將於緊急應

變系統中進行規劃。

作業內容

本系統規劃設置水位計，資料蒐集後經由大宅門特區內

之通訊網路，傳送至大宅門特區智慧營運中心之防災資訊系

統，進行後續的整合作業，架構如圖 21所示。整體工作項

目包含水位計架設與防災資訊系統開發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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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大宅門特區防災資訊系統整體架構

水位計架設

本系統規劃於園區內港尾溪設置一組淹水感測器，並搭

配訊號轉換器，將感測器擷取的監測資料回傳至防災資訊系

統中儲存，做為園區內淹水分析的數據來源之一，提升淹水

警戒分析之準確性。淹水感測器依照安裝的環境，有接觸式

與非接觸式兩種，須依照現場環境才能決定安裝的類型

防災資訊系統開發

圖22為防災資訊系統功能架構圖，包含資訊整合平台、

防災通報平台、主管資訊平台、地理資訊平台、民眾版防災

資訊平台、行動版防災資訊平台與資訊服務平台，透過系統

將防災的資訊做全面性整合、通報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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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防災資訊系統功能架構圖

緊急應變資訊系統

目標

本系統以大宅門特區為範圍，搭配大宅門特區規劃之防

災資訊系統與相關子系統，將災害反應機制整合於一運作平

台，分享資訊進行決策支援，分揮防災救災及應變之成效。

作業內容

緊急應變系統將災害反應機制及相關系統整合在一個共

通的運作平台上，分享資訊與協助決策的支援。功能包含災

前整備作業、災時應變作業與災後復原作業三個面向，整體

架構規劃如圖 23所示。本計畫所規劃的功能是以通報、聯

繫與調度為主軸，功能架構如圖 24所示，與業務相關流程

仍需回歸到轄管單位執行後續的處理，非緊急應變系統規劃

的範疇。

災前整備作業平台

災前整備作業係為平日或災前，針對救災資源、人員通

訊、避難疏散等資料作預先整備與管理等作業，以利在災時

應變階段，能迅速提供人員調派、資源調派與應變決策之基

礎資訊，功能包含基礎資料管理、救災資源管理、疏散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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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與演練測試專區等項目。

圖23　大宅門特區緊急應變系統整體架構

災時應變作業平台

災時應變作業平台之目的在於將防災相關資源整合於單

一平台，提供管理單位與決策者掌握災情資訊，配合災害應

變之作業流程，採取疏散避難或相關的應變作為。災時應變

作業平台主要處理從應變小組開設至應變小組撤除之相關事

項，功能包含應變小組管理、災情資訊管理、救災派遣管

理、動態避難路線與新聞作業管理等項目。

災後復原作業

主要功能為主管資訊平台，其目的在於緊急應變之後，

對於整體的程序與作為做全面性的檢討。藉由總體報告的產

製，匯整災害相關的資料與統計數據，作為災害檢討之用，

經由不斷的修正與調整，以建立更為完善的緊急應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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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緊急應變系統功能架構圖

配套措施

大宅門特區各場館建置期程不一，各場館主辦機關應配

合市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中心）於大宅門特區－

「資訊交流、智慧電網、再生能源及園區保安推動計畫」執

行期間，召開多次「資訊整合協商會議」所訂定之「資訊整

合協商配合事項（2.0版）」（已於103年5月29日中市資規

字第1030002056號函送相關機關）辦理，俾利後續資訊介

面整合。

本計畫執行期間應透過本府專案小組（如：水湳經貿園

區開發推動小組）定期或不定期會議討論，以利整合相關業

務及協同作業機關。

實施計畫統籌辦理機關：本實施計畫建議由大宅門特

區管理主辦機關(待指派)統籌辦理，始能發揮跨局處整合效

益。於辦理各項推動計畫時，得配合相關業務主辦機關與協

同機關共同辦理，各作業項目建議之業務/協同機關如表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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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作業項目建議之業務/協同機關

作業項目 業務/協同機關(暫訂)

1 園區光纖網路布建
業務機關：園區管理主辦機關(待指派)
協同機關：資訊中心

2
智慧營運中心-機房與空
間建置

業務機關：園區管理主辦機關(待指派)
協同機關：資訊中心

3
智慧營運中心-雲端服務
基礎設施

業務機關：園區管理主辦機關(待指派)
協同機關：資訊中心

4
智慧營運中心-資訊整合
流通服務

業務機關：園區管理主辦機關(待指派)
協同機關：資訊中心

5 環境監測系統
業務機關：環境保護局
協同機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6 交通監控與應用服務系統 業務機關：交通局

7 保全應用服務系統 業務機關：警察局

8 共同管道監控系統 業務機關：建設局（管線管理科）

9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
系統

業務機關：資訊中心

10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業務機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協同機關：資訊中心

11 防災資訊系統
業務機關：水利局
協同機關：消防局

12 緊急應變資訊系統 業務機關：消防局

智慧營運中心之營運與人力組織建議

智慧營運中心具園區資訊整合、提供及決策支援之功

能，為園區管理及服務中樞，其營運組織設立基準包括： 

指定專管機關整合各機關之專業，依性質指派人員成立

之。

依任務編組或法人方式成立。

營運組織內部分工及權責，於成立組織後另行籌組。初

期建議由園區管理主辦機關（待指派）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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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規劃

    本計畫所需經費預估為3億8仟8佰萬元整，彙整如表

17大宅門特區智慧建設實施計畫經費需求表。

表2　大宅門特區智慧建設實施計畫經費需求表

作業項目 經費需求(單位:千元)

1 園區光纖網路布建 20,000

2 智慧營運中心-機房與空間建置 184,700

3 智慧營運中心-雲端服務基礎設施 48,500

4 智慧營運中心-資訊整合流通服務 6,800

5 環境監測系統 14,800

6 交通監控與應用服務系統 42,900

7 保全應用服務系統 21,000

8 共同管道監控系統 12,800

9 園區活動資訊暨智慧服務系統 12,400

10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10,800

11 防災資訊系統 8,500

12 緊急應變資訊系統 4,800

總        計 388,000

預期效益

民眾對於城市智慧建設的需求日漸殷切，智慧城市推動

發展已是必須積極面對的關鍵課題，臺中市榮獲「ICF 2013

全球智慧城市」首獎後，更應以積極的態度建構智慧城市。

智慧園區是智慧城市的典範，期以提供市民智慧生活的便利

服務及提升民眾的幸福感受，打造一個安全、健康、便利的

友善居住環境。

本計畫提供以先進資通訊科技建構的應用服務外，也期

與企業及民眾以「合作」、「互動」及「新思維」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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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到「智慧生活」，在不斷的活化的過程中，為市民帶來

更為現代化進步生活。有了這樣智慧園區的概念和方向，在

逐步地推展過程中，同時也帶動了如：資通訊科技服務、

交通運輸服務、能源管理服務、環境品質服務、醫療照護服

務、教育托育服務、居家安全服務及商業行銷服務…等等相

關產業的新契機，進一步還能夠加快產業升級和企業轉型發

展，為企業發掘新增長點和轉型提供新的思維，促使政府、

企業及民眾三方多贏而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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