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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臺中市智慧城市論壇 

 論壇宗旨  

臺中市持續發展寬頻基礎建設，積極打造智慧城市，為加速實現智慧城市的

目標，推廣臺中市在智慧城市的努力成果，舉辦「2012 臺中市智慧城市論壇」， 

以「推動智慧城市」與「智慧生活案例」為主題，邀請專家學者、資通訊產業界

領導者與會，針對智慧城市推動經驗、創造智慧產業環境及智慧生活科技等進行

專題演講與分享交流，協助中部地區產業聚落升級，增加工作就業機會，促進經

濟發展，提昇城市競爭力，創造一個幸福永續的臺中智慧城。 

 

 論壇資訊  

 會議日期：2012 年 10 月 5 日（星期五） 

 開幕時間：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惠中樓 301 會議室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 

 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執行單位：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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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程表                                       

時間 主題 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50 開幕致詞 

臺中市政府 蕭副市長家淇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何處長全德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潘處長城武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系

統科技中心 唐主任震寰 

09:50~10:20 
全球智慧城市發展趨勢與

臺中市推動實務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張主任忠吉 

10:20~10:50 新北市智慧城市推動分享 
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吳主任委員肇銘 

10:50~11:10 休息 

11:10~11:40 
結合智慧生活科技與文化

創意的都市設計新趨勢 
臺南市政府 林副市長欽榮 

11:40~12:10 
國際推動智慧城市─現況

與經驗分享 

臺灣思科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鈕技術長因任 

12:10~13:10 午餐 

13:10~13:40 智慧綠色交通管理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溫副局長代欣 

13:40~14:10 智慧防災管理暨應用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方博士耀民 

14:10~14:40 智慧生活科技推動成果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i236 智慧生活科技運用計畫 

吳執行長念祖 

14:40~15:00 休息(coffee/tea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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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講者 

15:00~15:30 智慧城市與雲端科技 
台達電子集團雲端技術中心 

翟資深處長本喬 

15:30~16:00 智慧醫療服務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賴總監建盛 

16:00~16:50 

綜合座談： 

「推動智慧城市，落實智

慧生活」 

主持人：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廖主任委員靜芝 

與談人： 

張主任忠吉 

溫副局長代欣 

吳執行長念祖 

鈕技術長因任 

翟資深處長本喬 

賴總監建盛 

方博士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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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位置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惠中樓 30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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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規則                                     

 

 專題演講 

 每場專題演講時間 30 分鐘 

 綜合座談 

座談主題以「推動智慧城市，落實智慧生活」為探討方向，針對智慧城

市推動經驗、創造智慧產業環境及智慧生活科技等進行經驗分享交流，並提

出以下幾個問題作為探討和發想方向，歡迎與會來賓踴躍發表建言。 

1. 如何利用網路雲端科技，推動智慧城市，落實智慧生活?  

2. 如何建造智慧園區，提高產業 e 化能力及創造經濟產值?  

3. 如何輔導傳統產業轉型，開創智慧產業環境，發展新市場?  

4. 如何結合資訊科技，打造安全無災的居住環境?  

5. 如何利用資通科技，提供健康醫療、便民服務，創造良好舒適生活?  

6. 如何結合數位資訊科技，跨域整合文化觀光，帶動地方消費經濟? 

7. 如何結合智慧科技，發展快速便捷且安全可靠的智慧交通? 

 注意事項 

1. 議程進行中，請將手機調整至靜音或關機。 

2. 與會者請全程配戴識別證，以利大會工作人員辨識。 

3. 會議結束後，請繳回識別證繩夾及透明塑膠套，以便回收。 

4. 午餐時間於原會議室用餐，請憑識別證向工作人員領取中餐乙份。 

 

 

 



2012 臺中市智慧城市論壇 

2012 Intelligent City Forum in Taichung 

 

6 

 

 

 

 

 

 

主講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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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忠吉 

  現職：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主任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 碩士 

  

經歷： 

內政部資訊中心 技正、組長、科長 

金門縣政府縣政 顧問 

金門大學空間資訊 兼任講師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 理事 

全國傑出資訊人才獎(98 年) 

國際土地政策研究訓練中心地理資訊系統與土地管理研討班講座(Similar o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land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Land Policy Studies and Training) 

 

演講主題  全球智慧城市發展趨勢與臺中市推動實務 

智慧城市概念是由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簡稱 IC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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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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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亦在 2009、2010、2011 年獲得「全球 21 大智慧城市」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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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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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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奬項，是臺灣也是亞洲此次唯一入選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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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個人曾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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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研析國際推動智慧城市經驗，參酌中西方推動異同情形，淺談其發展趨勢，分

享臺中市智慧城市推動實務及提供未來台灣各城市推動雛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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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肇銘 

  現職：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主任委員 

  學歷：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 博士 

 

經歷： 

中原大學秘書室 主任秘書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系主任、所長 

中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教育部青年資訊志工營運中心 主任 

柬埔寨縮減數位落差暨藝文教育專案國際志工團 領隊 

北印度縮減數位落差暨貧民窟兒童發展專案國際志工團 領隊 

馬拉威「愛滋病病歷資訊系統」建置暨推廣教育專案國際資訊志工團 領隊 

 

演講主題  新北市智慧城市推動分享 

報告大綱 

一、新北智慧城之願景 

 四大願景 

二、新北智慧城建構之核心理念 

 3O 

 3 i 

 3T 

三、新北智慧城之推動成果與案例 

 七項主軸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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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欽榮 

 現職：台南市政府 副市長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 專任副教授 

 

 學歷： 

美國麻省理工研究(建築與規劃學院都市研究與規劃系 都市與區域研究學程)    

中國文化大學實業計劃研究所工學組都市計畫 碩士  

  經歷：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 專任副教授 建築研究所合聘副教授   

內政部營建署 署長(借調)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局長   

 

演講主題  結合智慧生活科技與文化創意的都市設計新趨勢 

20 世紀城市人口成長了 10 倍之多，城市化的趨勢持續上升中。因此，城市間不

停追求能源效率最佳化，加上網際網路應用程式的普及，智慧型都市治理方案已是全

球資訊科技化的政府與企業共同合作的新興模式。 

藉此利用智慧科技系統設施相助下，有效解決都市民眾交通、醫療照護、教育等

難題。產、官、學、研界的意見交流，以市民觀點看城市發展，重新思考對智慧城市

生活的想像，延伸到社區，打造創新、永續、智慧新城市。 

國際都市設計趨勢－瑞典赫爾辛堡、美國迪比克、比利時科爾特賴克、印度拉瓦

薩、荷蘭恩荷芬。 

台灣智慧創意城市－台南。智慧電動車加值－應用服務系統整合模式規劃、智慧

電網－基礎建設設計概要、行動觀光服務－創造新商機、農村智慧化行銷服務。 

發展永續與智慧城市，導入智慧生活科技，透過完整而全面的跨領域溝通，考量

使用需求發揮創新公共服務的效益，並能夠因應各城市背景情勢不同，都需要有「好

的治理」，來決定城市未來的願景，實踐其永續的發展。發展永續與智慧城市，導入智

慧生活科技，透過完整而全面的跨領域溝通，考量使用需求發揮創新公共服務的效益，

並能夠因應各城市背景情勢不同，都需要有「好的治理」，來決定城市未來的願景，實

踐其永續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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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因任 

現職：Cisco (台灣思科系統) 技術事業群  技術長 

學歷：淡江大學 土木系  

 

經歷： 

Cisco (台灣思科系統) 企業事業群 技術總監 

Cisco (台灣思科系統) 電信暨網路事業群 技術顧問 

IBM 大中華區網路部門 產品經理 

 

演講主題  思科推動智慧城市─國際現況與經驗分享 

報告大綱 

一、 從 ICT 資通訊科技導入談現代城市電子服務的挑戰和趨勢 

二、 智能互聯城市雲端服務架構藍圖簡述 

三、 思科推動智慧城市之國際案例與經驗分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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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代欣 

  現職：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副局長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行政院院本部 參議 

 

 

演講主題  智慧綠色交通管理 

臺中市政府已建立全國第一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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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交通管理資訊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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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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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到本局交控中心之伺服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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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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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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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耀民 

  現職：逢甲大學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逢甲大學土木及水利工程研究所 博士 

 

經歷：  

臺中市政府永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研究副教授 

 

演講主題  智慧防災管理暨應用 

氣候變遷在世界各地引發多起重大災害，因此防災觀念與技術也不斷地在精進，

相對地，也揭露了傳統排洪設計考量的不足。而在大台中都會區，因流域受地形限制、

水利工程用地無法順利取得等因素之影響，而無法完全免除水患之威脅。在台灣降雨

方面，近年來局部地區降雨量屢破紀錄，然而現況防災技術藉由既有雨量站之降雨特

性推算可能淹水區，無法有效的對淹水區域發出即時通報告知當地居民。而防救災業

務目前已由以往的地方單位層級，提昇至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及應變體系。在執行全

國性的防救災作業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獲知災情及與災害有關的參考資訊。這項工

作涉及到不同政府單位間的資訊傳遞、彙報、分析及共享，以及與民間的災情通報、

預警、避難疏散等消息發布。為了能達到互通的資訊、有效的災情蒐集、即時的消息

發布以及決策支援，有必要針對防救災工作的資訊交換建立一套共通的溝通格式及規

範，由各級單位遵行辦理，用以處理防救災資料，並能進一步彙整於中央應變系統，

用以指揮防救災業務。 

臺中市全市河川水系，及河岸堤防、水門、抽水站等水利設施，每當豪大雨、颱

風發生，即需成立防災應變小組，針對全市的水患及土石流災情進行掌握，瞭解各地

與災害受損情形並進行防救災資源的調度處理。災害防救包含災害之預防、災害發生

時之應變及災後之復原重建等措施。依據災害循環之生命週期，可分為災前整備、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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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變及災後復原等三大重要階段，透過防災整備系統、災害應變系統及主管資訊展

示平台協助臺中市政府三大階段之資訊並進行防災應變相關決策，其中各項防救災作

業與資訊之整合相當重要，如何將眾多資訊集中於統一平台進行快速搜尋與管理、如

何利用各項資通訊設備達到即時資訊流通、進而避免資訊之延宕造成防救災作業之缺

憾。依據臺中市層級災害應變決策資訊需求，規劃建置防災應變中心，整合現有各單

位相關資源，發展防災整備系統，作為各種防災資源管理之平台，進一步建置災害應

變系統，並研發以服務導向架構（SOA）相關技術進行資料共享、資料介接並建立資

料交換機制、建立災害應變資訊分析研判作業平台。整合各級單位防救災資訊，讓災

害應變時的相關資訊能夠即時傳遞與共享，提供災情彙整研判、救災派遣、資源調度，

警戒通報等防救災應變之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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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念祖 

  現職： 

  工研院服科中心服務系統開發組 組長 

  工研院服科中心 i236 智慧生活科技運用計畫 執行長 

 

學歷：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博士 

經歷：艾迪訊科技市場與行銷部 協理 

 

演講主題  智慧生活科技推動成果 

「i236 智慧生活運用科技計畫」，自 99 年起執行四年計畫，重點方向以智慧城鎮

(Smart Town)和智慧經貿園區(Intelligent Park)二個推動主軸，透過打造智慧生活體驗

場域基地，推動新興服務實地試點，開發各種新體驗、新型態服務解決方案，並育成

在地新興服務生態體系(Ecosystem)與建置服務解決方案雛型，提高服務/產品商業化成

功機率，進而開創國內新興智慧生活服務產業。 

目前 i236 的計畫服務解決方案應用聚焦在：智慧公共服務、智慧經貿園區、智慧

觀光、智慧健康照護四大領域，所開發之服務解決方案，經過概念驗證(POC, proof of 

concept)、服務驗證(POS, proof of service)、商業驗證(POB, proof of business)三階段，

淬鍊出智慧生活新興服務並促成其維運。 

本份簡報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先初步智慧生活與智慧城市的關係，也將國

際智慧城市發展收集與分享，也將國內法人與業界科專所推動的場域與服務彙整分享，

第二部分介紹 i236 計畫背景與簡介，並將推動策略、主要開發系統解決方案、產業化

執行成果、服務創新與商業化營運推動以及現有國內智慧城市發展現況進行分享，最

後結論將執行經驗提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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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本喬 

現職：台達電子 雲端技術中心 資深處長 

學歷：紐約大學 電腦科學研究所 博士 

 

經歷： 

Google Architect 

Bell Labs Research Scientist 

 

演講主題  智慧城市與雲端科技 

智慧城市的智慧來自於監控與運算，進而有賴於大量的運算資源。這些運算資源

形成許多個小系統。傳統 IT 系統之設計方式會針對每一個小系統訂定規格然後加以建

置。但每一個小系統並非隨時保持在滿載狀況，也不會同時達到滿載狀況，所以以這

種設計方式做出來的系統常有大量浪費運算資源的情形。從另一方面來看，又有一些

系統事先規劃的容量過於低估，以致後來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來升級。 

為解決以上兩種問題，最好的方法是以雲端系統的方式來建置智慧城市所用的運

算系統。一方面減少初期閑置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雲端系統彈性擴充的特性也使智

慧城市在發展上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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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建盛  

現職：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室 總經理特助 

學歷：台灣大學 地理與環境資源研究所  

 

經歷：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平台營運業務處 營運總監 

台灣地理空間資訊產業發展聯盟 副祕書長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專案顧問   

 

演講主題  智慧醫療－以遠端照護及行動醫療為例 

台灣隨著低生育率（0.9，2010 年），及人口高齡化問題（65 歲以上人口佔總數

10.7%，2011 年），預計 2017 年將邁向高齡社會（即 65 歲以上人口佔總數 14%）新

的醫療需求也將出現，龐大的醫療支出勢必產生；歐美國家因較早進入高齡社會，所

以為因應醫療成本的持續增加，各國政府積極尋求降低醫療費用的方法，目前作法多

朝智慧醫療的方向發展，導入資通訊技術及系統，來提升醫療效率與醫療服務品質，

其範疇包含五大類： 

1. 電子病歷： 

方便各醫療單位即時交換病歷，提高診斷的正確性，降低不必要的重複檢查。 

2. 效能管理： 

透過數位化報到系統，行動診療推車，救護車行動急診室等技術，提高整體醫療

效益，減少人力成本。 

3. 安全管控： 

透過 RFID 技術，應用於人員（包括醫療人員和病人）及藥品管控，避免醫療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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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遠距照護： 

   藉由血壓，血糖及血氧等量測設備，將身體狀態傳送至醫院，再透過醫護員遠

距方式如網路影像傳輸，給予照護建議。 

5. 個人化健康資訊雲端服務： 

    提供民眾詳盡的個人健康資訊雲端服務，由民眾管理自身的健康狀況。 

第 1～3 項是針對醫療體系的運作效益改善，包括醫院及診所等醫療單位，透過資

通訊的智慧化，來提昇醫療效益，減少醫療疏失，降低整體醫療成本。 

第 4 項是針對不需要在醫療體系就診的人，可透過遠距照護的設備，與醫療體系

結合，一旦病人身體可能有不適的情形，取得醫療體系的遠端服務，若是有必要，再

到醫院就診，可提高病人在家休養的方便性，及降低醫療成本的支出。 

第 5 項是從預防醫學的角度，讓民眾關心自已的身體健康，提供民眾個人化的健

康資訊雲端平台，內容包括個人的健檢、血壓血糖長期記錄值、就醫記錄等，並自動

提供飲食及生活建議提醒，讓民眾自行關心並照顧自已的健康，只有增加健康的人，

才能真正降低醫療成本。 

目前民間的企業有提供類似的服務，但仍不普及；衛生署在 2012 年 9 月 17 日啟

動「全民健康雲」先導計畫，未來可望整合健康、醫療、保險等相關機構所持有的個

人健康履歷，施打疫苗、健康檢查、就醫診療、門診用藥記錄、醫療保險等資訊。未

來民眾只要於入口網站登入個人帳號，透過任何行動裝置，可在個人隱私權受高度安

全保護的雲端平台，隨時隨地存取、管理和分享個人健康履歷資訊。這對於未來的智

慧醫療產業發展將有重大助益。 

台灣目前醫療產業發展方向，係由疾病治療走向健康預防，由集中式走向分散式

的照護管理，且發展為以病患為中心的醫療服務型態，所以盡早結合資通訊技術的智

慧醫療，發展行動化、無所不在的健康照護服務，才能因應未來高齡社會所帶來的龐

大醫療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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