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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大臺中加入智慧城市論壇                                                                                        陳榮州 

本市大家長胡市長於 2010 年參選時，以『爭取加入智慧社群論壇，建

構智慧城市行銷國際』作為競選政見之一，當選後即要求針對本項承諾

研擬為期四年的中程施政計畫，以落實將臺中市成功行銷推展至全球，

成為國際知名城市之目標，可見市長對此一政見重視程度。以下我們即

針對智慧社群論壇、本府推動智慧城市規劃架構及本年度計畫推展情形

作一介紹。 

壹、ICF 及參選作業簡介 

一、ICF 簡介 

智慧社群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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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設於美國，會員有來自加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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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探討以寬頻建

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如何創造工作機會及促進經濟發展。ICF 主要目

標有三項： 

(一) 對「寬頻經濟體系」的認定及提出相關成因，並探討就地方層面所

可能帶來的影響。 

(二) 鼓勵城市間的互相研究及案例分享，以便因應經濟環境的變遷，同

時為人民及企業創造更高的福祉。 

(三) 對於積極發展寬頻建設，突破種種困境，並能在 21 世紀的今天站

穩腳步的城市給予褒獎。  

二、ICF 評選方式及期程 

(一) 第一階段：由 ICF 委員會評分審查，前 21 強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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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二) 第二階段：回覆問題經審查後，前 7強獲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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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 1月)。 

(三) 第三階段：由「獨立研究單位依資料重新計算分數」加「實地考察

分數」，最高分者獲得「全球智慧城市首獎」(次年 6月) 

三、ICF 評選指標及成功因素 

ICF 主要包含下列五項評選指標： 

(一) 寬頻連通性(Broadband Connectivity) 

(二) 知識勞動力(Knowledge Workforce) 

(三) 數位內含(Digital Inclusion ) 

(四) 創新(Innovation  ) 

(五) 營銷及擁護(Marketing and Advocacy )  

除了上述智慧城市五項指標外，對於成功的智慧城市，又可以歸納以下

三項成功因素： 

(一) 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 ：著重產官學研間的互相合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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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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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 

四、參選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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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表格之填報主要項目包含背景、挑戰、策

略及計畫、成果及針對 ICF 當年度主題之相關作為等。以最新公佈的

2012 年主題「智慧社群-創新平台」為例，該主題雖與 ICF 五項評選指

標之一的「創新」名稱相同，惟其意涵卻有所不同，主要強調如何利用

資通訊技術產生有效的創新生態系統，運用智慧社群-創新平台使政

府、企業、組織合作，使人民有更好的生活，經濟得以發展。 

貳、現行計畫推展情形  

本府於今(100)年 7 月 1 日邀集各一級機關舉辦參與全球智慧城市資訊



 

成果問卷調查說明會，各機關也相當配合完成回復，並於今年 8月 4日

邀請業界與會就民間業者光纖佈建、應用服務等進行意見交流。會中歸

結有三項作為與本年度主題創新契合，並計畫以此彙集成果參選： 

一、 善用無線寬頻網路(WiMAX)，發展智慧城市(社區)。 

二、 發展台中精密機械智慧產業聚落場域(i-PARK)。 

三、 運用 ICT 完成縣市之空間及組織整併。 

另於 8月中旬安排與各機關及相關業者就重點計畫作深度訪談，目前已

產出參賽文件，並於 9月 21 日向 ICF 提出申請。 

智慧城市的推展應該是持續不間斷的，如此才能使城市永續發展，所以在推

展過程中仍有賴本市各產、官、學界對此一理念的支持與協助，共同為建構

大臺中成為智慧城市來努力，提供具體推動計畫成果，以爭取 ICF 佳績，將

台中行銷推廣至全球，成為國際知名的城市。 

 
◎ 為辦理直轄市版公文整合資訊系統第 4 階段導入推動作業，雅潭地政事

務所及原屬台中縣之 20 個區公所(除和平區公所已於 99 年 10 月 11 日上

線外)自 9 月 13 日起，分 4 個梯次陸續上線，並配合上線時程於 9 月 6

日至 10 月 7 日辦理教育訓練。 

◎ 100 年度第二次電腦相關設備採購案已上網公告，並於 9 月 27 日上午 9

時 30 分開標。 

◎ 本府 100 年度推動民眾上網計畫，免費學習電腦課程委由巨匠電腦授課，

目前巨匠電腦各分校正積極招生中，預定於 10 月 17 日截止，名額有限，

請有興趣之民眾向各分校洽詢開課事宜或上網至 http://govprj.pcschool. 

com.tw/100tc/index/index.html 查詢。 

◎ 為落實各機關網站定期檢視並即時更新網站資料，本府訂有「臺中市政

府各機關網站稽核檢測作業」，10 月份受測機關如下： 

一級機關：財政局、研考會、新聞局、客委會、教育局、勞工局、文化

局。 

二級機關：動防處、生命禮儀管理所、屯區藝文中心。 

戶政事務所：中區戶政、北區戶政、大安區戶政、太平區戶政、沙鹿區

戶政、神岡區戶政、潭子區戶政。 

地政事務所：中山地政、大里地政、雅潭地政。 



 

區公所：中區區公所、北區區公所、大肚區公所、外埔區公所、東勢區

公所、清水區公所、豐原區公所。 

檢核項目主要有 3 項：1.失效連結檢測 2.網頁內容更新檢測 3.不定期機

關網站服務信箱檢測。 

請受測機關依規處理，屬自建網站機關者並請依規提報檢測結果。 

◎ 為提升本府便民服務效率與服務品質，鼓勵各機關重視並積極推動網站

內容之更新與充實，本府將於下（11）月份進行「臺中市政府各機關網

站評比實施計畫」，期透過網站評比機制，引導各機關良性競爭，豐富網

站服務內容，同時達到提升本府施政品質及便民服務之功效。 

◎ 依據「臺中市政府電子公文線上簽核試辦計畫」，本府已於 9 月 16 日起

試辦公文線上簽核作業，試辦機關為秘書處、人事處、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資訊中心、中區、西區、西屯區戶政事務所等 7 個機關，試辦公

文類型為電子來文、屬定型稿之電子來文函復、屬定型稿之創函稿及機

關內簽等。試辦機關同仁如有線上簽核相關問題，可逕洽長科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客服專線(04-27057397)諮詢。 

◎ 八月份網路流量監控發現有下列 IP 作大量線上檔案上、下載：

192.168.218.11（交通局）、192.168.211.108（都發局）、192.168.143.18（財

政局）、172.20.27.15（客家事務委員會）及 192.168.113.12（經濟發展局），

資訊中心呼籲同仁，勿用公用電腦及網路下載私人及非法檔案，以免影

響公務正常運作。 

◎ 內政部有鑑於重大災害發生時，常因災區電話系統損壞或民眾關心家人

互報平安之話務，造成電話線路不通或壅塞，緊急報案電話亦無法撥通。

故於 99 年建置完成「1991 報平安留言平台」網站（http://www.1991.tw），

希望民眾多加利用此平台交換平安訊息，以免影響緊急報案。 

 

◎ 為增進本府資訊人員了解電腦機房之備份及備援機制，於 9月 21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共 2 小時），在文心樓（B 棟）3 樓 303 會議室辦理「永續

經營─電腦機房異地備援研討會」。 

◎ 於 9月 27 日辦理節能減碳－屋頂綠化、預防個資洩密及車載車牌辨識系

統等議題研討會，由國際法律事務所王可富博士邀集環保及電腦專家共

同講授。 

◎ 為加強 Active Directory（AD）網域服務相關知識，訂於 10 月 4 至 7



 

日舉辦「Windows AD 2008 R2」進階課程，請 AD 建置相關單位視需要派

1至 2名人員參加。 

◎ 為因應未來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法，增進本府所屬資訊人員對於防範個資

外洩管道之管理相關知識，訂於 10 月 12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共 2 小時），在文心樓（B 棟）8 樓 801 會議室辦理「防範個資外洩

實務研討會」，講師為鼎盛資科股份有限公司林志遠經理。 

◎ 本中心訂於 10 月 12 日於文心樓（B棟）3樓 303 會議室辦理「薪資系統

擴增臨時人員功能」教育訓練，屆時請相關承辦人踴躍參加。 

◎ 為增進本府同仁對於地理資訊與數位典藏資源相關應用，訂於 10 月 20

日下午 1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共 3小時），在惠中樓（A棟）10 樓 1001

會議室辦理「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資源與應用」研討會，講師為中央研究

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廖泫銘研究助技師。 

◎ 為提升本中心同仁對於採購法的認識與了解，訂於 10 月 26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共 3 小時），在文心樓（B 棟）8 樓 801 會議室辦理

「政府採購法實務探討研討會」，講師為彰化縣政府行政處採購科林中財

科長。 

◎ 差勤系統第 2 期導入計畫共分 4 個階段循序進行，第 1 階段預計於 10

月 5、7、12 日分三梯次上線，預計導入霧峰區公所、南屯區公所、烏日

區戶政事務所、文化資產管理中心、太平區公所、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南區戶政事務所、烏日區公所、西區區公所、大里地政事務所、太平地

政事務所、南區區公所等 12 個二級機關。教育訓練已於 9 月 14 日辦理

「系統管理員」1場、9月 19 日辦理「人事管理人員」1場及 9月 22 日

辦理「種子人員」2 場，並訂於 10 月 4、6、11 日辦理「一般人員」6

場及 10 月 17 日辦理「上線後種子、一般人員」2 場。各機關同仁如有

差勤系統相關問題皆可洽服務專線(02-77220872、77220873)諮詢。 

 

◎ AP（Access Point） 

AP一般俗稱無線網路橋接器，主要是傳統的有線區域網路與無線區域網路

間之橋樑，任何一台裝有無線網路卡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均可透過AP使

用無線網路資源，有些AP具有網管功能，可針對使用者控管網路存取權限。 

◎ WiMax 



 

WiMAX是微波接取全球互通服務（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的英文簡稱，是一項高速無線數據網路標準，主要

用在都會型區域網路，在概念上類似WiFi，但比WiFi的100公尺提供更大

（數公里）的服務範圍。下一代的WiMAX預期可以提供1Gbps靜態（如：

家裡）傳輸速率和100Mbps速度給移動（如：開車）使用者。其可作為Wi-Fi 

熱點間或Wi-Fi熱點到達其他網路之連接，以及應用於長距離高速移動的

行動通訊服務。 

◎ Bluetooth（藍牙） 

Bluetooth為一種低功耗、低成本，同時可在短距離範圍內隨意無線連線

的通訊技術。最初由易利信公司創製，希望為裝置間的通訊創造統一標

準規則，解決使用者間互不相容的移動電子裝置。而「藍牙」一詞是出

自於10世紀丹麥國的藍牙王哈拉爾德（Harald II），出身海盜家庭的他統

一了四分五裂的北歐成了維京王國的國王，由於他喜歡吃藍莓，牙齒常

常染成藍色，而得此封號。易利信希望無線通訊技術能像哈拉爾德統一

北歐一樣，有一套標準協定故而取名「藍牙」。目前藍牙技術的運用主

要用在行動電話和免持裝置之間的無線通訊，如耳機、麥克風以及電腦

與週邊設備（如: 印表機等）的短距離無線連線。 

◎ IDS（入侵偵測系統） 

入侵偵測系統（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簡稱IDS）它是一種監測

封包進出、比對入侵型態、預防入侵攻擊，並能適時提出警告的偵測系

統，並且在發現可疑事件時記錄Log的網路安全設備。 

◎ IPS（入侵防禦系統） 

入侵防禦系統(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簡稱IPS)藉由辨識與阻

斷安全威脅強化攻擊偵測功能，即時的中斷、調整或隔離一些不正常或

具有傷害性的網路傳輸行為，以預防性的措施來抵禦各種安全威脅。 

◎ Proxy（代理伺服器） 

代理伺服器的原理類似代理人的角色去取得使用者所需要的資料，然後

存在自己的資料庫，當下次有人需要相同的資料時，就不必到網路上存

取，直接將代理伺服器資料庫內的資料提供給使用者，因此可藉由代理

伺服器來達成節省頻寬的目的，加快內部網路對網際網路的存取速度。 

◎ e-Tag 

e-Tag是新一代的國道電子收費系統，目前的ETC電子收費系統是使用紅

外線傳輸，而e-Tag則是利用RFID無線射頻識別系統，與員工識別卡的感



 

應原理相同。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明年二月起所有用路人只要預先儲

值五百元，即可安裝約6.7㎝ × 2.5㎝和OK繃差不多大小的e-Tag，貼在

擋風玻璃上就可上路，省去現行系統要插卡片、安裝電池之麻煩，未來

可望在超商申辦，增加用路人的方便性。 

◎ Angry Birds (憤怒鳥) 

這一款爆紅的手機遊戲，不但紅到上新聞，甚至全世界許多人都為了此

遊戲而瘋狂。這款遊戲原是芬蘭Rovio Mobile公司於2009年12月發佈在

iPhone版本，由於沒有複雜的3D界面及簡單易操控的特色，讓人破完一

關就會有想要再破下一關的衝動而大受歡迎，現在就連其他小遊戲都出

現了憤怒鳥，未來還可能會推出PSP和PS3的版本，從手機的小遊戲發展

到遊戲主機平台，成為最成功的軟體遊戲之一。 

◎ BI (商業智慧) 

BI全名為Business Intelligence，藉由大量資料庫系統分析，再透過數

學、統計學、人工智慧、資料採礦（Data Mining）與線上即時分析系統

（OLAP），提供企業在商情決策、行銷分析、顧客需求、產品偏好等方

面進行自動決策分析的機制，企業應用商業智慧，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在

最快的時在內，以報表呈現出各種市場需求，讓員工即時的瞭解公司的

政策及目標，有效的促成整體企業的生產力及效率，同時增加競爭力。 

◎ 資料採礦（Data Mining） 

Data mining被譯為資料採礦或資料探勘。資料採礦一般是指從大量的資

料中自動搜尋隱藏於其中的有著特殊關聯性的資訊的過程，通常利用統

計、線上處理分析、情報檢索、機器學習、專家系統和模式識別等技術

來將資料中隱藏的資訊挖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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