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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壇宗旨 

臺中市持續建構異質多網網路達到 90%以上人口覆蓋率，以智

慧創新造就宜居環境，並於 2013 年 6 月榮獲國際組織智慧社群論

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的年度智慧城市首獎。臺中市

為將此成功經驗與各界分享，謹訂於 2014年 1月 23日於臺中市政

府 4F集會堂，舉辦「2014臺中市國際智慧城市論壇」，以「低碳、

快捷、幸福智慧城」為主題，除邀請 ICF共同創辦人及歷年 ICF獲

獎城市代表發表專題演說外，並邀請各界的專家以智慧政府、智慧

生活及產業創新等議題進行座談，共同激盪建構智慧城市的理念。 

二、論壇時間地點 

「2014 臺中市智慧城市論壇」，舉辦時間為民國 103 年 01 月

23日，會議地點於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 4樓集會堂。會場照片如

圖 1。 

  

圖 1會場舞台及觀眾席 

三、論壇流程 

舉辦2014臺中市智慧城市論壇，藉由邀請 ICF共同創辦人Louis 

A. Zacharilla 及臺中市大家長胡志強市長發表專題演講，也透過不

同城市的獲獎者的經驗分享及專題講座，達到城市交流提升臺中市

未來智慧城市推展借鏡，並同時行銷宣傳目前智慧城市成果。會議

主題、議程規劃安排等流程，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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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壇主題及宣傳標語(Slogan)  

合併升格改制為直轄市後的大臺中是臺灣的心臟，四通八達，

是不可或缺的發展樞紐，臺中發展至今，極具有智慧型城市的構

成要件；在此同時，臺中具體落實參與智慧城市行銷國際的政策，

以「世界的大臺中」接軌國際，積極建設智慧城市，2013年榮獲

全球智慧城市首獎，為臺中全體市民共同攜手打造智慧城市所付

出的努力給予肯定；本次論壇以「低碳、快捷、幸福智慧城」為

口號，持續結合各項科技、服務創新與臺中市的特色，加強產、

官、學、研等各界緊密合作，與國際智慧城市相互切磋琢磨、汲

取經驗，強化基礎公共建設、協助產業升級發展及推展便民應用

服務等作為，建構智慧永續環境，創造工作機會促進經濟發展、

提升城市文化，提供人民低碳、快捷、幸福智慧生活。同時，也

將參加 ICF及推動智慧城市的經驗分享給其他城市互相交流，讓

彼此都能更上一層樓。 

（二）議程規劃 

論壇議程包括(展示影片)開幕典禮、6 場專題演講、經驗分

享及專題座談；邀請推動智慧城市專家學者、資通訊產業界領導

者及智慧城市獲獎城市代表擔任講者，以專題演講及論壇交流方

式，針對智慧城市典範、智慧城市的發展與應用、智慧政府與生

活及智慧產業與創新等策略進行分享與交流。每場專題演講時間

為 30分鐘、經驗分享 20分鐘、專題講座 90分鐘，整體議程安

排如表 1。 

表 1臺中國際智慧城市論壇議程 

時間 主題 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10:00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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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講者 

10:00~10:30 
專題演講 1： 

低碳、快捷、智慧城 

臺中市 

胡志強市長 

10:30~11:00 

專題演講 2： 

Brain Gain: Creating the Best 

Future Cities Using only 1300 

Grams 

Louis A. Zacharilla, Co-Founder, ICF 

11:00~11:20 休息 

11:20~11:40 

經驗分享 1： 

A Global Laboratory: The 

Promise of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y Movement 

Jacqueline DeGarm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CF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y 

11:40~12:00 
經驗分享 2： 

臺北智慧城市的發展與應用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詹德存局長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主持人  

專題講座 I 

智慧政府與生活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張忠吉主任  

與談人  

The Concept of U-city on 

Suwon city, South Korea 

Cheol-Soo Park, Professor of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智慧城市發展與產、官、學、

研的跨界合作 
交通大學-林進燈講座教授 

智慧政府與生活- Big Data 在

新北市的運用 

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吳肇銘主任委員 

推動新竹智慧城市規劃與發展 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杜德霖處長 

15:00~15:30 休息 

15:30~17:00 

主持人  

專題講座 II 

智慧產業與創新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張家生董事長兼任

臺北市政府市長顧問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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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講者 

智慧綠建築產業之創新與發展 生產力科技集團-張芳民總經理 

數位匯流新紀元 
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楊東安技術長 

空間資訊在智慧產業中的應用 
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 

周天穎主任 

智慧產業導入雲端服務之趨勢

與優勢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 

資訊通信處-柯偉震副處長 

（三）開幕致詞 

「2014臺中市智慧城市論壇」開幕典禮由臺中市政府胡市長

致詞，歡迎各個蒞臨現場的嘉賓，提到臺中市從 2 年前則榮獲

2012 國際智慧城市 TOP7，但當年沒有獲得首獎，在 2013 年由

廖副祕書長前往紐約參賽，當時國際雜誌的訪問，問到臺中該如

何做到智慧城市的目標，胡市長相信臺中將透過 5年的努力達到

願景，推廣智慧城市是現代城市的共同命運，要推行光鮮、無線

網路甚至未來不僅僅只是 4G的時代，會進步到甚至是 20G都有

潛力，接著臺中還要繼續的努力，往這個方向發展，而本次「2014

臺中市國際智慧城市論壇」，值得全世界的關注，這將會是未來

城市的潮流趨勢，去了解一個城市發展的可能性。 

 

圖 2開幕式胡市長志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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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題演講 

1、演講人：臺中市胡市長志強 

(1)主題：智慧臺中˙全速精進 

(2)摘要： 

本次演講環繞著三大主題便捷交通、低碳環保、智慧城

為主，談及臺中智慧城市現在努力的方向，臺中市的面積是

香港的 2倍，新加坡的 3倍，便捷交通面相來說，海空對外

交通以清泉崗機場及臺中港為主，與重大交通樞紐的連結，

整體而言位置絕佳，陸運對外交通的便捷程度有目共睹，臺

中藉由高速鐵路的連結，只需一小時即可抵達臺灣主要城

市。 

臺中市創造了的區內交通網絡的奇蹟式發展，更是透過

發展大眾運輸系統的三部曲，目前公車 8公里免費培養市民

搭乘習慣，從過去 10年前每月搭乘公車的人數約 40萬人，

到現今每月搭乘人數約 1000萬人的推動成果，近來也舉辦

摸彩活動，摸出第一個第一億位搭乘公車的乘客，未來還有

BRT、捷運的設置完成，將讓具備搭乘大共運輸習慣的臺中

市民，擁有更便捷的交通路網。也建立全臺灣第一條都市環

線，臺中內環已在 2013年底通車，東西的交通將不用再經

過市中心，接著進行臺中外環工程，豐原到潭子路段尚未完

成，預計在 2020年完工通車，如同國外的大型城市一般，

未來大甲到后里的鐵路外環完成，將會達成臺中的鐵路山海

環線。 

低碳環保以建築低態城市為主，以一塊草皮帶動城市改

變，臺中市市民廣場由一片黃土變成一片草地，吸引許多企

業前來設立分店，為周邊帶來繁榮的商業活動，周圍的建築

勤美誠品還榮獲世界不動產聯盟頒布的世界綠建築首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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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建物涵蓋 16萬盆盆栽，由電腦系統控制細心培養照顧，

及目前草悟道的設計整合，成為一座綠色城市。 

2011年臺中市被行政院中區的低碳示範城市，2012年

更成為亞洲唯一全球環境線上組織 ENO評選為世界三大綠

色城市，2013年臺中市民每年每人排碳量僅有 3.7公噸，遠

低於日本京都的 4.2公噸，在世界名列前茅。未來將在水湳

大宅門特區建立低碳示範區，希望區內皆以不用燃油的汽機

車為代步工具。「低碳生活不是政策選項（policy option），

是人類共同的必然依歸（ultimate destiny）！」這是臺中市

對低碳政策的期許。 

智慧城市方面，臺中市在 100Mb 光纖佈建上 3G 寬頻

涵蓋面積比例 78.22%，Wimax覆蓋率 98.8%，為全國最高，

寬頻管道佈纜更是全國最長長達 1,557公里，臺中也建構電

子城牆-監視錄影系統，獲警政署評核全國第一，臺中的超

過 400間精密機械相關廠商使用雲端工程資料銀行，研發人

力價值帶來 4億元產業效益。對於國際觀光文化節，推廣臺

中的國際觀光，讓世界更認識臺灣，最後由「一個智慧城市

必然以全速進步」做結語。 

 

圖 3演講人-胡市長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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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演講人：Louis A. Zacharilla, Co-Founder, ICF 

(1)主題：Brain Gain: Creating the Best Future Cities Using 

only 1300 Grams 

(2)摘要：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 the actual “resource” that 

is needed to create economic and social capital is the human 

talent, mind and spirit.  In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ies of the 

World, education and a good culture and quality of life are 

essential to develop “home grown” products that are rich and 

unique.  Like iron ore, coal or oil from the industrial period, 

human talent is now the raw material that can be extracted from 

a city or a village.  Once it is extracted and processed, the 

ability to create new businesses, new ideas and entire new 

industries may be without limits.   

In this talk, there will be a discussion related to ICF’s new 

book, Brain Gain (publication date, Spring 2014), which 

emphasizes this idea and refers to examples from other 

Intelligent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One example that 

will be cited is the Alliance underway in Taichung between its 

universities and its industrial companies. 

Community as Canvas.  From the mayor to the average 

citizen, creativity and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something fresh 

and new each day is the essenc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good 

citizenship.  The need to adapt and to eliminate the fear that 

goes along with change are essential. 

The next steps at ICF.  A brief look at what lies ahead in 

2014 for ICF and the ICF Foundation, and Taichung’s rol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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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4th Intelligent Community of the Year. 

 

圖 4演講人- Louis A. Zacharilla 

（五）經驗分享 

1、演講人：Jacqueline DeGarm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CF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y 

(1)主題：A Global Laboratory: The Promise of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y Movement 

(2)摘要： 

Ms. DeGarmo,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Walsh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Intelligent Community, 

will introduce the Institute and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 with a network of ICF Institutes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the academic, business and industrial sectors of Stark 

County in North Eastern Ohio, US.  She will be emphasizing 

the critical need to create, discover, investigate and share new 

models for the training and re-training of knowledge workers 

for our creativ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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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演講人- Jacqueline DeGarmo 

2、演講人：臺北市政府資訊局詹局長德存 

(1)主題：臺北智慧城市的發展與應用 

(2)摘要： 

為打造臺北市成為「水岸、人文與科技」的臺北城，自

2007 年起推動智慧城市，以「智慧城市，優質生活」為願

景，在無線城市基礎上，以「雲端便民服務」、「寬頻基礎建

設」及「資訊資源整合」為推動策略之重點。 

寬頻基礎建設的推行包括「Taipei Free」、「光纖到府」

兩者，Taipei Free自 2011年 7月啟用，逾 6,000個熱點提供

服務，服務範圍包含室內外公共場所與公車。主要是提供所

有到臺北市的朋友使用，日前使用人次已達到 4,074,724

人。 

資訊資源整合包含「地理圖資平臺」、「Open Data」、

「.taipei 頂級網域」等，未來將建置共用性 3D GIS 圖台

3D Taipei CyberCity，未來也將透過「電子化政府」、「網路

化社區」及「數位化生活」三策略目標，提供市民最便利的

網路生活以及 24小時不打烊的市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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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演講人-詹局長德存 

（六）專題座談 

專題座談主要分為 2個場次，第一場由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張主任忠吉擔任主持人，Cheol-Soo Park, Professor、林講座教授

進燈、吳主任委員肇銘、杜處長德霖等擔任與談人；座談主題以

「智慧政府與生活」為探討方向，第二場由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張董事長兼任臺北市政府市長顧問家生擔任主持人，張總經理

芳民、楊技術長東安、周主任天穎、柯副處長偉震等擔任與談人；

座談主題以「智慧產業與創新」為探討方向，主要針對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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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及近年來的應用發展探討，而致未來的趨勢走向，與談人所發

表之演講，也將帶領讓參與者更加深入的了解多元領域的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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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專家學者綜合座談合影 

 

1、主持人：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張主任忠吉 

(1)主題：臺中智慧城之前瞻 

(2)摘要： 

目前智慧城市儼然成為國際發展趨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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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臺中市

做為臺灣智慧城市的前導，未來希望可以透過臺灣各城市智

慧化推動之協同以及中臺區塊共同發展，開創產學研及政府

協同作業機制與平台，才得以蘊育智慧人民。 

「A city of smiles and happiness」，臺中將打造一座「幸

福臺中好生活，SMART城市服務」的智慧城市，目前以大

宅門智慧規畫輔佐，推動園區資訊交流整合、智慧營運中心

(IOC)等，以「大宅門特區」為基礎，將「智慧園區」的概

念，由內往外分階段擴展至整個行政區域，並提供與大宅門

特區同等級的服務，將「智慧園區」提升為指標性「智慧城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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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主持人-張主任忠吉 

2、演講人：Cheol-Soo Park, Professor of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1)主題：The Concept of U-city on Suwon City, South Korea 

(2)摘要： 

U-city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residents to increased 

productivity and satisfaction and it can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o have better business infrastructure. 

Why is u-city popular (successful) in Korea? Because we 

like quickness, swiftness, promptitude (Bali, Bali – hurry, hurry, 

fast, fast). We like IT (smart phones, smart TV, computer, 

games): More than 90% of 20s-30s in Korea are 

college-graduated. They are good at using any advanced IT 

equipment. Network/Wi-Fi is cheap (15-20$ per month) due to 

compact and highly populated land. 

Hope for the future can reach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Quantitative impact : traffic reduction, fire reduction, decrease 

in labor and time for civil work, pollution reduction,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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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nses saving, reduced waiting time. Qualitative impact : 

self-esteem, preventive maintenance, comfort and satisfaction 

of residents, loss due to absenteeism know-how of u-city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direct impact : job 

creation, boost of AEC and relevant industry、enhancement of 

local economy、selling the u-city technology to the following 

cities (countries) Beijing, Guǎngzhōu (China) Indonesia, 

Mongolia, Uzbekistan, India, Kuwait, Columbia 

 

圖 9演講人- Cheol-Soo Park 

3、演講人：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林教授進燈 

(1)主題：智慧城市發展與產、官、學、研的跨界合作 

(2)摘要： 

智慧城市治理方案已是當前全球政府與企業共同合作

的新興模式，隨著自然資源日益稀少，全球各城市間不斷追

求資源效率最佳化，漸漸影響科技服務的發展方向。同時，

因應複雜化的都市治理，當前國際發展智慧城市的趨勢在於

產、官、學、研界的共同合作，整合各界的專業資源與多重

角色，重新思考對智慧城市生活的想像，打造創新、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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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新城市。 

學界亦積極扮演人才培育及參與跨領域資源注入的角

色，同時展開地方發展的長遠策略路徑，現今已然成為多方

矚目的亮點。此一因應市場需求之潮流，大學將轉變成為一

社會型永續發展事業體，並嘗試推動及執行大型產學合作計

畫，同時與縣市政府共同努力於合作、規劃、提案、執行，

並藉由相關產學合作計畫產生都市引擎滾動模式，推動產官

學研服務模式規劃與創新產品系統整合。 

最後，智慧城市之發展絕非一蹴可及，不僅要著眼現今，

更是要放眼未來都市與當地區域發展及學界能量持續整合

導入智慧生活科技應用。 

 

圖 10演講人-林教授進燈 

4、演講人：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吳主任委員

肇銘 

(1)主題：智慧政府與生活- Big Data在新北市的運用 

(2)摘要： 

自 1999年起政府提供市長信箱、人民陳情、里長座談

等方式，讓市民可以表達自身民意，但在智慧政府與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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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之下，過去的這些傳遞民意的方式，不應只是處理民怨

的「管道」，而應成為瞭解民意的「知識庫」，應透過「巨量

資料分析」、「快速回應」、「適應式治理」等方式，將民意轉

為政府進步的力量。 

巨量資料分析是藉由「態樣分析」及「熱點分析」，分

類新北市政府機關被陳情及抱怨的態樣，再經由快速反應機

制達到市政快速服務，自 100年施行至今，每月平均案件數

6,055件，而每件案件平均處理時間 4小時 5分，快速案件

量占整體陳情比率 43%，大幅提升處理時效,民眾問題儘速

獲得解決。 

 

圖 11演講人-吳主任委員肇銘 

5、演講人：新竹市政府產業發展處杜處長德霖 

(1)主題：推動新竹智慧城市規劃與發展 

(2)摘要： 

新竹市為全臺灣科技人才最密集的城市，也是全臺灣高

學歷人才最密集及市民平均收入次高的城市，並且在電腦使

用率、網路使用率等居全國第一，而工作數位化程度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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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並列第一，再加上新竹科學園區加持，在這些優勢的環境

基礎上，是發展智慧城市最佳的條件，讓全市市民享有便捷

公共服務與聰明智慧生活，並強化提升城市生活管理，改善

環境品質，創造市民最大幸福。 

故於 102年許市長提出『智慧，樂活』的施政重點目標

作為城市建設的主軸，以「電子化政府」、「科技化社區」、「數

位化生活」等做為新竹市智慧城市推動綱要，提供市民便利、

舒適以及智慧化城市。「電子化政府」以 ICT技術提升城市

管理與政府行政效率提供民眾無縫隙的優質政府服務品質

為目標，「科技化社區」將建立先進的智慧城市傳感網絡系

統，打造無縫隙的WiFi行動通信網路，「數位化生活」運用

科技導入生活，提升市民健康與安全環境，提供市民有感的

便利的智慧生活服務。 

 

圖 12演講人-杜處長德霖 

6、主持人：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任臺北市政府

市長顧問張董事長家生 

(1)主題：智慧產業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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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摘要： 

目前北市府一級機關的資訊處導入金控公司系統整合

的概念，進行全市府的資訊資源整合：包括網路、機房整合，

應用系統平台整合，以及資訊服務單一窗口整合。後續並基

於市政發展的長遠需求，架構多項以服務為導向的資通訊建

設，例如：為因應老齡化社會的來臨，推出「遠距健康生活

照護」；為因應行動化的資訊發展，推出「MOTA，趣遊臺

北地圖」；以及為提供市民單一服務窗口，建置「1999市民

當家熱線」系統；為實現郝市長治安零容忍政策建置全國首

套 CCTV 即時監控系統等多項行動應用。並考量雲端時代

的來臨，在基礎建設上，推動「臺北公眾區免費無線上網」

及「臺北市光纖網路委外建設暨營運案」；在資料整合上，

推動「臺北市政府公開資料平台」；在資訊應用上，推動三

網合一的「市政雲」服務。 

現今，張董事長接任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一職，

持續延伸悠遊卡交通及小額消費的應用範圍。未來將積極進

行票證整合，將悠遊卡應用延伸到其他交通運輸系統、行政

規費、風景區門票等多樣化服務，為民眾達成實現「一卡在

手，悠遊全台」之願景。並兼任臺北市政府市長顧問，持續

帶領市府資訊團隊，推動各項雲端應用服務發展、智慧觀光

服務、臺北卡整合服務、臺北服務雲及「. taipei」頂級網域

營運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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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主持人-張董事長家生 

7、演講人：生產力科技集團張總經理芳明 

(1)主題：智慧綠建築產業之創新與發展 

(2)摘要： 

近年來由於人類文明發展與地球環境永續間的衝突，為

落實智慧化城市與智慧綠建築信念，故考量人類的文化與生

活習俗，瞭解臺灣現有優勢，善用電子化、數位化、資訊化

的科技技術，提出人文與科技兼顧的智慧生活願景。在既有

綠建築基礎上，導入資通訊應用科技，發展「智慧綠建築」

產業，成為領先國際之典範，落實臺灣建立低碳島之政策目

標。 

運用資通訊高科技軟實力的成就與節能減碳之綠建築

結合，落實推展智慧綠建築產業，以滿足安全健康、便利舒

適與節能減碳之庶民生活需求，全面提昇生活環境品質，開

創產業發展新利基。創造安全健康、節能永續、舒適便利與

人性化的智慧綠建築，為新世紀人類生活的重要議題，也是

各產業努力的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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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演講人-張總經理芳明 

8、演講人：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楊技術長東安 

(1)主題：數位匯流新紀元 

(2)摘要： 

威達是目前唯一在臺中出發的電信營業商，近兩年來在

數位匯流上出現了熱門的議題，像是行動寬頻的高速時代即

將來臨，以及有線電視的數位化，未來將是各家公司的戰國

時代，今年也訂出數位匯流草案，在智慧型終端的發展趨勢

下，消費者們可以從網路上獲得更多過去沒有的服務，透過

雲端的發展已模糊了傳統的在電信、資訊及廣電間的界線，

未來將有更多的發展及多元應用的空間。 

數位匯流平台就是結合電信網、互聯網、廣電網等，可

以讓消費者應用在不同的終端上，為一雲多屏的雲端服務概

念，未來也將開發數位家庭，目前是以數位機上盒為主，希

望讓生活更加智慧化。近來也與政府部門的輔導之下一同合

作創造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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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演講人-楊技術長東安 

9、演講人：逢甲大學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周主任天穎 

(1)主題：空間資訊在智慧產業中的應用 

(2)摘要： 

空間資訊目前已經存在於我們日常所生活的空間裡，與

智慧生活更是息息相關。現今各行各業中，空間資訊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如網路發展、能源監控、環境監測、醫療保健

等，均可看見空間資訊的身影。這些資訊會大量的出現，有

賴於科技的發展，更有賴於智慧型裝置的普及。人們漸漸成

為資訊的蒐集者，且這些資訊無時無刻的被蒐集著，並用圖

像化的方式呈現在大眾面前，使沒有空間資訊背景的人，也

能輕易的瞭解與掌握事件的成果。對於產業而言，無疑是一

種創新的型態，圖像化的表現方式遠比以數字形式記錄的方

式更具視覺化、平易化，加上即時蒐集到的資訊能進行動態

更新，能加速提升產業的競爭力與降低因時間而造成的錯誤

資訊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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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演講人-周主任天穎 

10、演講人：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柯副處長偉震 

(1)主題：智慧產業導入雲端服務之趨勢與優勢 

(2)摘要： 

近年來自「雲端運算服務」出現後，從個人電腦到雲端

運算不只改變電腦使用的習慣，更是引發 IT產業新一代的

典範轉移，雲端運算具備「隨需自助式的服務」、「各式各樣

的網路接取」、「多人共享的資源池」、「快速靈活的部署」、「可

監控與量測的服務」等五項優勢特質，可幫助政府雲推動策

略，同時兼顧「應用價值」與「產業與經濟產值」發展原則，

亦可塑造更美好的未來。 

而對於流通業 ICT 服務雲化新趨勢，未來將往「資訊

系統雲端化」、「投資雲端」、「流通雲」，去達到智慧城市應

用服務雲端整合架構，雲端運算是改變服務交付方式的典範

轉移，面對上一個十年，電子商務改變了商品與商務服務交

付的方式，而接下去的下一個十年，雲端運算技術將又重改

服務交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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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演講人-柯副處長偉震 

四、論壇會場相關事務紀要 

為使論壇順利進行，會前安排事務流程研擬、以及各項事務及

接待指派、相關人員訓練以及相關單位聯繫與追蹤。且為呈現完善

且視覺性佳的會場，場地規劃設計上囊括整體視覺性設計、環境花

卉布置、燈光投射安排、文宣背板規劃設計，並於廳外設置電視牆，

播放臺中智慧城市成果案例影片等；而硬體設備包括舞台佈置、觀

眾席座位、會場投影機、筆記型電腦設置、麥克風配置以及會場指

引牌設立等。 

（一）論壇會場布置 

為強化會場環境之整體視覺效果，設計一系列會場議程表、

歡迎海報、演講主題海報等相關文宣，並在舞台上兩側設置側景

及安排座談沙發座椅，此外，在會場外也設置電視牆，讓貴賓能

到會場就能迅速辨識出論壇場地，如圖 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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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會場側景、會場座位、場外電視牆及議程表 

（二）會場指引等標示 

規劃多座指示看板、立牌引導賓客進入會場。另外，為能明

確指引貴賓於眾多的座席中迅速的識別各貴賓之座席，設計貴賓

標示以及貴賓椅牌，引導各貴賓前往之貴賓座席。 

    

圖 19指引文宣及貴賓座席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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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人員識別設計 

為使與會貴賓能清楚找尋到會場工作人員，或於論壇會場能

彼此交流談話，採直式加大尺寸( 9×12.5cm)，並用不同色之識別

證繩，使其容易區分，並區分為外國貴賓、國內貴賓、政府單位、

民間產業、學術機構、現場報名、工作人員等類別，又將識別證

底色區分為與會來賓與工作人員，可清楚區隔會場中不同性質的

人員，如圖 20。 

圖 20識別證設計 

（四）論壇會議資料編輯及輸出 

論壇會議資料封面設計，圖 21，內容編輯包括活動流程、

論壇宗旨、專題內容、講者介紹、臺中市智慧城市推動成果介紹

等，經設計、編排、輸出，於會場提供與會來賓參閱。 

 

  

圖 21會議手冊封面及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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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到服務設置 

會議期間設置報到服務台，提供與會貴賓簽到、會議資料及

免費停車服務，並安排專職服務人員為與會來賓講解說明，以利

會議之順利進行，並安排茶水、下午茶點服務。 

  

  

圖 22與會來賓報到及提供茶點服務 

（六）設備使用規劃 

會場提供投影設備、布幕、麥克風、擴音器、雷射筆、電腦、

網路等設備，以提供專題演講使用。燈光及各項器材將安排專職

工作人員操作設備，另有中英口譯專業人員及備有同步口譯機借

用服務，如圖 23所示，以利會議之順利進行。 

圖 23同步口譯機借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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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報名及邀請作業 

關於論壇與會來賓邀請及報名註冊作業，說明如後。 

（一）與會來賓邀請 

邀請推動智慧城市專家學者、資通訊產業界領導者及世界主

要智慧城市代表擔任講者(如議程表)，以專題演講及論壇座談方

式，針對智慧城市典範發展應用、智慧政府與生活及智慧產業創

新等策略進行分享與交流。 

另外，邀請國內外產官學界專業人士共襄盛舉，結合廣宣及

邀約活動，同時搭配活動宣傳，於會前發送邀請函、宣傳電子報、

線上報名宣傳網頁等，廣邀各界一同參與盛會。 

（二）報名作業流程 

參加人員報名作業流程，從邀請卡寄發、與會人員聯繫及確

認、報名人數統計，至活動當天，所需之報到流程規劃與人員資

料記錄等。 

（三）與會貴賓寄發邀請函 

籌備時期，於會議前確認邀請的貴賓名單，寄送貴賓邀請函

及回條，如圖 24，並再次確認貴賓是否收到以及回覆情形，以

利於掌握貴賓之參與。 

 

圖 24貴賓邀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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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會人員報名方式 

為便於與會來賓報名參加以及確切掌握與會人數，規劃設計

論壇報名網頁，與會來賓可透過線上報名機制，完成報名手續，

透過線上報名之名單，總計為 316人。 

（五）參與人員統計 

本次論壇參與人員除貴賓蒞臨外，還包含產官學相關人員，

採事先線上報名或現場報名，共襄盛舉者合計超過 393人次。 

（六）學習認證申請及登錄 

論壇結束後，依據現場簽到人員參與情形，並協助辦理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申請及登錄。 

六、活動宣傳 

辦理智慧城市論壇之宣傳及推廣作業，包括新聞媒體邀請、網

路廣宣作業及產官學各單位公文宣傳等工作。 

（一）論壇會議資訊報名網站 

架設智慧城市論壇會議資訊網站，透過網頁方式進行本次會

議資訊之宣傳及報名作業。如圖 25所示。 

網站具備中英文版分為「論壇宗旨及資訊」、「論壇議程」、「參

訪行程」、「線上報名」、「旅館住宿」、「交通資訊」等單元，提供

資訊包含論壇辦理之宗旨、時間、地點、主辦單位、議程內容安

排、發表人簡介，以及提供會場相關道路指示圖、會場位置分佈

圖等交通資訊等，並設置報名機制，提供產、官、學界各界人士

直接採取線上報名方式，以利即時統計與會人員名單，供與會人

員查詢，並提供聯絡方式，含聯絡人、地址、電話、傳真、E-mail

等資訊，以利與會人員諮詢。 

另外，說明 1月 22、24日參訪行程介紹，希望透過教育、文化

創新、低碳永續等主題的親身體驗，展現臺中自然人文之美，並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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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提供講者簡報 PDF檔，讓有興趣的人員至網站下載瀏覽。 

 

 

圖 25論壇中英文版網站 

（二）新聞媒體邀請 

發送新聞稿至各媒體，傳達本論壇內容，相關工作如下： 

1、預擬論壇新聞稿 

於會前提出預擬論壇新聞稿。 

2、主動提供新聞記者取得相關資訊 

協助提供論壇辦理後之相關新聞照片、資料給各媒體記者，

以利會議成果之訊息露出。 

3、新聞刊登 

會後蒐集新聞刊登篇幅，包括新浪新聞、中時電子報、大

紀元電子日報、蘋果日報、自立晚報等多處媒體新聞皆

有露出，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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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媒體新聞刊登 

（三）產官學界公文宣傳 

藉由發送宣傳公文至產官學各界，並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報名

參加。  

（四）社群網站及電子報發行 

為宣傳本論壇資訊，將利用社群行銷傳播訊息，配合在社群

網站(如：facebook)發散會議資訊，更廣泛宣傳活動；另將製作

電子報，主動寄發至個人信箱，讓各單位及民眾瞭解智慧城市論

壇各項資訊及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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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活動宣傳-社群網站及電子報 

（五）活動網站連結 

規劃設計不同規格之 banner橫幅，如圖 28，置於相關單位

網站進行連結，讓各界及民眾能透過此管道進而了解智慧城市論

壇內容。 

  

圖 28banner橫幅活動連結 

七、結語 

臺中市 2013 年榮獲智慧城市首獎，近年來持續改善網路基礎

建設，建設上千個無線網路熱點，在縣市合併後，也全心投入縮小

城鄉數位落差，利用網路拉近差距，臺中在就業機會的創造上更是

不渝於力，透過與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合作，開發出共享的企業資

源規劃系統，藉由產官學合作及配合，讓勞力資源能夠更加切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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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地企業所需。藉由本次舉辦「2014臺中市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以「低碳、快捷、幸福智慧城」為主題，除邀請 ICF共同創辦人及

ICF 獲獎城市代表發表專題演說，數百名產官學參與。會中包含臺

中市、新竹市、臺北市、新北市四市政府機關推動智慧城市的寶貴

經驗交流，以及資通訊產業界菁英總計超過 393位與會來賓齊聚一

堂，共同激盪建構智慧城市的理念，討論智慧城市既是全世界都應

注意的重要趨勢，感謝長官貴賓、演講人及與會來賓蒞臨參與，也

共同努力為營造一個幸福永續的臺中智慧城而邁進，一個智慧城市

必然以全速進步，願臺中成為一座民眾最想移居的智慧城市！ 

  

專題演講人會後合影 與會來賓參與踴躍 

  

報到現場參與踴躍 休息時間茶點準備 

圖 29論壇現場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