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智慧城 讓好市發生
以政府做為平台

打造臺北智慧生活實驗室



臺北智慧城市發展願景

先改變體質
再來強健身體

｜宜居永續｜

智慧臺北

智慧決策

IOC智慧運籌中心

交
通

教
育

醫
療

警
政

PoC 場域驗證

創新導入

…

智慧城市
是台灣走出去的機會

｜城市國際化｜

城市外交 產業發展
｜產業全球化｜

以智慧城市產業
迎向全球市場需求

Smart Taipei

GO SMART 平台

Smart City Expo

智慧
交通

智慧
零售

智慧
醫療

智慧
教育

智慧
政務

智慧
安防 其他

…

智慧
建築



產業自提創新實證
Bottom-up PoC

透過POC模式提供場域與機會，
協助產業推動創新智慧解決方案

政策規劃創新諮詢
Top-down Policy

公民參與

引入創新思維
協助臺北市政府各局處智慧城市
相關計畫政策擬定及發展方向

開放多元管道及舉
辦市民參與活動，
參與人次達30000+

以機制創新帶動公務部門文化改變

資訊局
TPMO

Change

Culture

30+
臺北市政府局處 Engage 

Stakeholders

500+
ICT 業者及
學研單位

Facilitate 

Innovation

290+
Top-down
Bottom-up

QuickWinDriver

政府出題產業解題
Top-down PoC

扣合政策方向設定 PoC 情境，
徵求產業創新解決方案 Policy 

Advisory



智慧城市擴大落地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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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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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智慧城市實證及評估

臺
北
市
政
府
策
略
地
圖

各局處策略規劃

UNESCO

國際智庫

國際產學

產業趨勢

智
慧
城
市
場
域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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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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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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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

產學研

產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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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提案篩選

施政願景

年度規劃

中央政策

策略對齊

國際趨勢及標竿

跨局處

跨局處

跨局處

智慧城市架構對焦與定位

智
慧
城
市
發
展
架
構

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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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資
訊
局

跨局處

跨局處

跨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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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先導計畫

產學研

產學研

產學研

智慧城市策略規劃

開放場域

民間參與

TPMO 相關局處 資訊局

學術界 產業界 研究機構

國際推廣行銷

持續深耕及國際推廣

政策法規

基礎建設

系統發展

智慧城市轉型治理

資訊局

主辦局處

整體規劃

階段建置

營運設計

商機擴大媒合

跨境實驗場域

國內產業補助

由上而下-政策導引發展軸線

由下而上-創意導引發展軸線

臺北智慧城市協作生態系統



臺北智慧城市
推動框架

願 景 目 標

主 題 領 域

推 動 政 策

核 心 主 體

開 放 政 府

公 民 參 與

開
放
資
料

國
際
鏈
結

智慧安防

宜居
永續

Security

數位
政務

數位
治理

基 礎 架 構



臺北智慧城市推動小組

智慧政府 智慧安防 智慧建築 智慧交通 智慧教育 智慧健康 智慧環境 智慧經濟

資訊局 警察局 都發局 交通局 教育局 衛生局 環保局 產業局

各領域均選定一位TPMO代表作為專責執行秘書

資訊局
民政局
地政局
研考會

外部專家

警察局
消防局
資訊局

外部專家

都發局
資訊局

外部專家

交通局
捷運局

捷運公司
資訊局

外部專家

教育局
文化局
體育局
資訊局

外部專家

衛生局
社會局
資訊局

外部專家

工務局
北水處
翡管局
環保局
資訊局

外部專家

產業局
財政局
觀傳局
資訊局

悠遊卡公司
外部專家

1.盤點各領域發展現況、前瞻未來願景共同形塑「臺北市智慧城市未來規劃藍圖」
2.推動智慧城市各領域由上而下政策與由下而上方案的相互串聯
3.推動「臺北市數據中樞整合計畫」，共同定義「大數據中心」應用情境與數據分析模型

執行

每月分組會議

執行檢視

每季智慧城市委員會匯報

1+7領域

主政單位

工作重點

主責成員

執行秘書



PoC Opportunity 
Assessment

篩選創新、有感
具擴散潛力之智慧化方案

Policy

機會評估

育成可行、有效之創新公共服務
落實推動智慧城市政策

政府出題
產業解題

Top-down
Bottom-up

扣合政策方向設定 PoC 情境之預期目標，
以實際驗證成果判斷成效

PoC

PoC

Policy
Policy

政府出題產業解題的社會創新循環



01
概念性驗證階段 PoC

• Top-down PoC、Bottom-up PoC

• 完成PoC案件可參與TPMO年度創

新獎活動，經評選後擇優給予獎勵

02
前導階段 Pilot

透過小規模驗證確認未來擴大

之商業可行性，亦將成本效益

導入本階段評估

擴大階段 Scale-up

03

可供局處採購或由產業自負盈

虧之商業模式，視為成熟方案

且可大規模推動

★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 ★預算編列後，局處依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

PoC徵案擇優獎勵 編列預算小規模採購 編列正式預算採購

智慧城市方案PoC 至 Scale-up 三階段



預估期程
(按現況調整)

每年1月
期間4-8週

4週 4週 2-4週 2週 視提案規劃 2-4週 落地: 依採購
結案: 2-4週

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

政
府
出
題
徵
案

私部門
提案

建置

撤案

行政及場域協調
試辦
合作
契約

提案
評估

OA
機制

政策
落地

私部門
自行提案

提案
評估

廠商創
新提案

Bottom
-Up

實證

徵案表 (徵案局處)
公告 (徵案局處、TPMO)

提案書 (私部門)
資料管理計畫書(私部門)
個資自評表(私部門)
倫理自評表(私部門)
收件 (TPMO)

書審 (TPMO、個資、倫理委員)
複審 (領域小組)

書審(TPMO、個資、倫理委員)
領域小組審查
. 創新可行
. 未來擴充性
. 一定影響力
. 通則適法性

. 行政協調 (試辦局處、TPMO)

. 場地規劃、勘查 (試辦局處、合作業者、TPMO)

. 適法性評估 (試辦局處、TPMO)

. 正式規劃書擬定 (試辦局處、合作業者、TPMO)

. 試辦合作契約擬定 (試辦局處、合作業者、TPMO)

. 個人資料保護補充規定(合作業者)

簽約 (試辦局處)

領域對
外徵案

Top-
down

無提案
展延/
修正

實證
結案

個資、倫理審查

如有個資、倫理疑慮
. 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私部門)
. 臺北市政府資料治理委員會

(試辦局處、私部門)



3 國 際 行 銷 與 獲 獎 成 果

2 公 民 參 與 智 慧 城 市

1 智 慧 領 域 專 案



智慧領域專案

290+專案

交通運輸
車牌辨識應用實證
堤頂港墘路口車流辨識
信義路公車專用道自駕巴士

健康照護
獨居照護-視訊秘書

智慧消毒搬運機器人
實名制口罩自動販賣系統

內湖園區智慧路燈
社子大橋結構監測實證
智慧垃圾整合回收服務站(iTrash)

環境生態

教育學習
臺北英語學習城

校園安全監控電子圍籬
DSA網路分享實驗試辦計畫

政府治理

城市安防

經濟生活

建築工務
社會住宅智慧社區
雲端服務室內導航系統
智慧工地-物聯網安全管理



應用場域：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合作局處：警察局

計畫目標：
將針對警察局檢舉平臺中包含檢舉違規行車、
違規跨越雙黃線的可疑行為影片，進行自動化
標定並濃縮通報員警該影片須觀看之影片位置，
加速其舉發通知行政的作業。

預期效益：
本案AI智慧違規影像分析引擎，將於後端伺
服器以自動化批次進行分析檢舉影片，判斷
違規車牌，無須警局大量人力判斷與標定，
即可進行該單舉發，節省同仁人工辨識時間。

協力廠商：坤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3-111/12

民眾檢舉系統關鍵片段擷取之AI辨識應用智慧安防
Top-down

Bottom-up

舉發「未依規定變換車道」及「駛入來車道」之情境

自動化違規

舉發開單

AI行為辨識

判斷違規車輛

自動化分析辨
識位置及車牌

民眾上傳影片至
違規檢舉平台



應用場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合作局處：警察局

計畫目標：
冀望透過全景環繞攝影設備，全方面拍攝現場
畫面，提供指揮官360度環景掌握現場狀況，
以協助警方後續檢視各項跡證及現場還原重建。

預期效益：
以全景進行影音即時傳送及影像錄存，全方
位提升勤務現場掌控程度與刑事偵蒐現場還
原情形，並可減少執行拍攝之警力配置，降
低人力負擔。

協力廠商：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預)111/9-111/11

全景環繞影音即時傳送及現場還原智慧安防
Top-down

Bottom-up

手持式設備 穿戴式設備 全景環繞即時傳送至指定端點

錄存影像至設備硬碟，留下紀錄

執行勤務零死角



「視訊119」便民救援應用服務跨域整合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起始期間：106/12 - 108/1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消防局、資訊局、觀傳局、交通局

計畫目標：為強化119受理救災救護服務，
建置「視訊119」APP應用程式。為提高此
應用程式的使用率，媒合市府局處整合其他
APP應用程式，共同打造更智慧安全的家園

預期效益：整合各局處資訊，讓「視訊119」
APP更容易及吸引市民下載使用

協力廠商：全家安心、英業達基金會

公私合力

跨域整合

• 消防局
• 企業捐贈

• 資訊局
• 交通局
• 觀傳局
• 民間企業

視訊119 4+
「視訊119」讓民眾在臺北市
遇有報案需求時，可即時使用

臺北市政府
免費

線
上
指
導

G
P

S

定
位

即
時
影
像

一
鍵
報
案

智慧安防
Top-down

Bottom-up

https://itunes.apple.com/tw/developer/id376788741?mt=8


應用場域：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

合作局處：消防局

計畫目標：
藉由整合防災資訊網緊急連絡人員資訊系統及
電話交換機系統，提供網頁撥號功能，點選聯
絡人員後話機即可自動撥號，迅速追蹤災情案
件及各單位處理情形。

預期效益：
結合網頁資訊及最新電信系統，達到Web話
機自動撥號之功能，當災害應變中心開設時，
幕僚同仁可有效追蹤災情處理狀況，提升本
市EOC災情傳遞及案件追蹤之能力。

協力廠商：三煜通信電機有限股份公司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1/3-111/6

Web撥號整合系統智慧安防
Top-down

Bottom-up

使用者通話功能流程

登入防災資訊
網緊急聯絡人
資訊系統

於頁面選取欲
撥打之緊急聯

絡人

立即接通機關內
分機號碼

進行穩定通
話確認災情

數位話機

臺北市防災資訊網



Top-down

Bottom-upAI智慧巡邏執法服務平台智慧安防

• 應用場域：警察局

• 合作局處：警察局

• 協力廠商：博遠智能科技

• 計畫目標：為協助警方巡邏勤務，建構
「智慧巡邏影像平台」並提供車載式、
穿戴式微型鏡頭即時影像設備及手機辨
識APP，即時將影像傳輸平台辨識結果

• 預期效益：透過影像設備定位及自動辨
識，上傳平台並通報，讓勤務指揮中心
可以立即掌握現場狀況，協助人員調度

• 計畫現況：已完成

• 起始時間：110/9 - 111/1

穿戴式攝影機

車載式攝影機

智慧巡邏影像平台

勤務指揮中心

車牌辨識
前端告警
即時影像
巡邏軌跡

多平台存取
多路收看
影片保存
數據分析

SOS
緊急通報



應用場域：Line通訊軟體

合作局處：消防局

計畫目標：邀請演習對象於市民所熟悉之即
時通訊軟體LINE上導入機器人平台，利用
語意分析了解民眾需求並提供需要之災害防
救訊息，增加使用之意願與普及率

預期效益：未來經由介接資料大平臺，評估
整合市府相關帳號，應用LINE機器人能即
時且自動回覆使用者所需之災害防救資訊

協力廠商：究心公益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0/10

以LINE提供災害防救訊息智慧安防

配合109年度臺北市災害防救深耕第3期計畫-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里韌性社區演練暨成果展

現場演練災情通報
• 火災
• 路樹傾倒
• 救護送醫
• 其他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大稻埕五號水門

合作局處：警察局

計畫目標：以CCTV影像資料來源為基礎，
導入AI影像辨識技術，透過數據資料即時
蒐集與分析判讀，輔助警方運用於城市治
安決策與提升智慧偵防能量

預期效益：建置200萬畫素以上攝影機於
本市既有監控系統控制箱，進行AI智慧影
像分析，作為警察局未來規劃之參考依據

協力廠商：達運光電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 - 109/12

AI影像分析應用智慧安防

• 車影像AI分析
-車牌

-車型

-進出車流統計

-違停告警

• 人影像AI分析
-人數計數

-人群密度

• 特殊事件偵測(未達預期目標)

-火焰

-打架偵測

• 5G與4G差異

功
能
驗
證
項
目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民間餐飲業者

合作局處：資訊局、消防局

計畫目標：以NB-IoT技術整合火焰及瓦
斯偵測、電磁閥與壓力開關等設備，提供
使用及管理單位即時數據

預期效益：收集即時監測數據，提供感測
器通報平台，提升桶裝瓦斯安全

協力廠商：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7/10 - 108/3

LPG桶裝瓦斯即時安全通報實證計畫

雲端管理平台
Cloud Management 

Platform

NB-IOT 
device

基地台

壓力開關
LPG Pressure 

Switch

電磁閥
Solenoid 

Valve

瓦斯偵測器
LPG Gas 
Detector

火燄偵測器
UVIR Flame 

Detector

APP前台系統

網際網路
Internet

• 鋼瓶壓力低下回報(主動回報運送服務)

• 瓦斯洩漏警報‧火焰偵測‧高壓偵測(提升安全性)

• 瓦斯洩漏電磁閥遮斷供氣(減少災害發生)

伸波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液化氣體燃料商業同業公會

智慧安防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光復國小/博愛國小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目標：透過 A.I. 自主學習的機制，提
升校園安全也改善校方管理情況

預期效益：改善傳統電子圍籬誤報率較高
的問題，把關校園安全降低管理人員負擔

協力廠商：盾心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6/10 - 107/1

A.I. 虛擬警衛守護校園安全

紀錄

示警

攝影機

機器學習

事件觸發時，系統即會立即將相關
資訊進行記錄，以供後續查驗

由傳統被動監看模式，進入 AI 主
動通報關鍵資訊

攝影機安裝不受限於天氣影響，且
無須另行調校，利用Edge 
Computing技術亦可降低資料傳輸
量

利用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持續
優化功能及服務

智慧安防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中華成都路口

合作局處：警察局

計畫目標：建置高清500萬畫素以上之
攝影機，安裝於既有桿架，全日24小時
自動偵測違規，利用高解析攝影機擷取
影像，以AI影像偵測技術分析辨識車號、
車種、行車軌跡等，協助違規辨識

預期效益：即時事件發生時，系統立即
發出告警訊號、供警察人員第一時間掌
握車流狀況，輔助警方進行城市交通管
理，降低交通事故之發生率

協力廠商：亞太電信

計畫現況：階段終止

起始期間：110/1 - 110/7

智慧安防

數據資料蒐集

路口多功能動態違規逕行舉發

即時特定偵測告警

汽機車違規智慧偵測系統

1. 汽機車未依標線左右轉
2. 汽機車未依號誌行駛
3. 未禮讓行人識別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明倫社會住宅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透過任務導向型聊天系統，提
供住戶通報與申請報修案件。讓住戶確認
報修者的身分、故障設施種類、故障問題、
報修時間等，或進一步提出增修意見

預期效益：使機關即時了解住戶反應之修
繕事項、減化報修作業與修繕流程，並使
管理人員與住戶有更多元方式進行報修處
理

協力廠商：艾斯移動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0/8－111/11

社會住宅物業管理報修客服機器人導入案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建築

我是社宅雲報修機器人，任何
有關房屋物品問題、報修歡迎
找我～

方案架構 社宅雲整合



應用場域：明倫社會住宅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建立社宅長期修繕計畫數據資
料庫，內含各項工作項目及其關鍵要素，
透過功能模組進行管理與試算，提供實際
有效的參考數字做為決策依據。

預期效益：建立由上而下的管理框架，具
體落實與記錄資料庫內各項工作內容，有
效掌握長期修繕計畫執行狀況，有益於優
化遠端管理與決策，以期營運降低費用。

協力廠商：富鴻網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1－111/10

社會住宅長期修繕計畫服務應用導入案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建築

藉由長期修繕統計資料，進行修繕工
作、頻率、費用需求之推算預測。

生命週期成本追蹤 降低營運成本

由上而下的物業管理框架
主動式物業管理功能模組

設備預防保養

長期修繕管理儀表板

管理人員可以將前期長期修繕計畫以
時間線，制定其工作內容

長期修繕計畫內各項設施設備的關鍵
要素，透過功能模組進行管理與試算



應用場域：東明社會住宅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以建築資訊模型為基礎(BIM-
based)的設計、施工與維運管理模式，建
置可於維管現場取用之BIM模型資訊，並
即時以XR延展實境方式呈現，打造具有情
境感知的設施維管理系統。

預期效益：使設施維護管理作業在設施相
關資訊取得上更為快速、便捷且完整，能
夠有效降低設施維護管理作業之資訊處理
與整合上的負擔。

協力廠商：宇萌數位科技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1－111/10

應用延展實境(XR)結合BIM模型於社會住宅之情境
感知設施維護管理系統解決方案實證計畫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建築

XR室內導航 XR管理系統

XR設備維護 XR管線巡檢



應用場域：廣慈博愛園區社會住宅（D基地）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台灣地震頻繁，地震對結構損
傷影響巨大，亦造成人員傷亡。結構健康
監測平台，透過監測設備及資通訊技術快
速得知地震對建築物結構損傷狀況，提供
快速評估，以保障人民居住安全。

預期效益：透過雲端將當地的震動數據收
集，與結構專業整合，即時分析結構損壞
狀態，提供管理者決策判斷依據

協力廠商：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5－112/1

結構健康監測平台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建築



應用場域：廣慈博愛園區社會住宅（D基地）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利用建築設施做雨水儲留和滯
洪池，並建立一套可於建築物筏基有效監
控、調節雨水流進出的管理系統，透過天
氣預報、即時雨量和易淹水區水位等資訊，
即時改善極端氣候所造成的缺水和淹水。

預期效益：充分利用水資源及水資源使用
減碳，並透過大數據分析協助提升滯洪效
果，制定整體防汛規劃。

協力廠商：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5－112/8

建築物智慧降雨防汛儲水系統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建築

實證情境

以GIS呈現建築物相關水利資訊，結合民生公共物聯網資料，定期研
討蒐集資料之分析應用。

智慧筏基調控系統 水利模型分析



臺北市社會住宅智慧社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5年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鼓勵國內優質ICT業者共同建
構智慧化社區，提供優質智慧化應用與
服務

預期效益：翻轉社會住宅刻板印象，創造
優質居住環境，並帶動智慧建築產業發展

協力廠商：中華電信、群光電能等

居住正義

智慧辦公室 智慧圖書館 智慧醫療照護 智慧托育 智慧零售

12,000 戶
智慧三表 智慧停車

智慧服務智慧電網

智慧建築
Top-down

Bottom-up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市政大樓B1&2F

合作局處：資訊局、公管中心

計畫目標：於市政大樓導入指向性之藍芽
定 位 器 (LBeacon) ， 同 時 整 合 市 府
iBeacon設備並透過APP進行定位，提供
友善導引服務

預期效益：未來可整合室內導航、物件追
蹤或電子圍欄等應用，提高於複雜環境的
定位資訊運用，同時進低佈建和維護成本

協力廠商：畢迪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7/6－109/12

臺北市以雲端服務為基礎之室內導航系統試辦案智慧建築

◼ 提供導航與物件追蹤功能
◼ 提供 5 至 10 米定位精準度
◼ 相容藍芽 2.0, 3.0, 4.0 裝置
◼ 具備 WiFi 連網能力



公廁清潔作業智慧管理系統驗證計畫智慧建築

應用場域：E棟 B1-5樓廁所共10間

合作局處：公務人員訓練處

計畫目標：提供清潔與查核人員無感式自
動化簽到歷程紀錄，配合傳統紀錄同步驗
證實證成果

預期效益：管理者可透過平台即時掌握清
掃狀況，並藉由系統自動產製報表，提升
管理效率

協力廠商：智慧時尚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 108/11 - 109/1

感測到卡片即簽到

有效感應距離15-20 m

卡片靜止時會暫停運作

低功率藍芽信號藍芽4.0 

離開區域停止即感應及追蹤

系統統計可產製報表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東明社會住宅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透過科技來達到社會住宅「有
效委託、積極管理」的目標，掌握進出入
人員、獨居者、長者或弱勢者等住戶異常
活動之狀況

預期效益：藉由掌握社宅巡檢狀況及門禁
系統資訊，提供即時適切的協助與支援及
最佳化服務品質

協力廠商：友訊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0/4

社會住宅門禁優化解決方案實證計畫智慧建築

虛擬化主機優化維運

異常狀況自動警醒

影像辨識AI分析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萬華區福星工地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透過物聯網等技術手段，即時
監測施工現場狀況，並蒐集生命體徵等數
據，有效提高建築施工現場安全管理效率

預期效益：未來研商採「以租代買」之模
式，建立具備圖像化儀表板與模組化之後
台分析工具，數據可即時上傳戰情中心，
並針對異常狀況進行智慧化回報

協力廠商：智慧時尚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1/1

社會住宅智慧工地-物聯網安全管理應用實證

施工安全 工地管理

人員管控 即時分析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建築



社會住宅智慧電表數據-AI 大數據分析進行節能實證計畫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建築

中央
監控系統

遠傳智慧能源管理平台

需量
轉移

用電
指標

電度
預測

使用者維運者

應用場域：東明社會住宅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運用智慧電表數據進行AI分析，以圖像
化儀表板提供住戶節能資訊，並完成住戶累計電度
預測、住戶用電指標、導入需量轉移之理論效益分
析

預期效益：協助社宅政策最佳化，以落實場域即時
預測與追蹤，提升管理因應速度、優化社會住宅推
廣策略。另，促使住戶或維運者採取行動，達到節
電效益

協力廠商：遠傳電信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8－111/6

揚水幫浦 公區電表資料 宅內電表資料



應用場域：東明社會住宅

合作局處：都發局

計畫目標：運用智慧電表數據、建築座向、
建築立面、樓層關聯等進行機器學習方法
分析，監測社宅能耗狀況、規劃短期的因
應措施、觀察措施效益，以改善未來策略

預期效益：分析社區生活模式、能源使用
特性、用電量與建物之關聯，進而規劃社
區節能策略，並協助社宅政策最佳化，以
落實場域即時預測與追蹤，提升管理因應
速度、優化社會住宅推廣策略

協力廠商：工研院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8－111/５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建築 社會住宅智慧電表數據-AI 大數據分析進行節能實證計畫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05年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交通局運管科、停管處

計畫目標：以共享模式提升運具、車位之
使用效率及最後一哩路接駁

預期效益：降低私有運具之數量，並帶動
民間釋放閒置車位解決交通問題

協力廠商：WeMo、iRent 、GoShare等

YouBike

914 個站點
17,561 輛腳踏車

U-Motor

逾13,556 臺
租賃電動機車

U-EV

• 281個充電樁於107處公用停車場
• 以停車優惠為誘因，循序漸進鼓勵

民間共享汽車業者使用油電車

• 29,107處停車空間
• 推動利用閒置空地停車
• 推動建物車位開放停車

U-Parking

智慧交通 4U綠能共享交通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執行中

起始期間： 106年

應用場域：臺北車站

合作局處：交通局交治科

計畫目標：透過室內定位科技解決站內旅
客迷路及逃生不易之問題

預期效益：優化車站之服務體驗及安全，
並連結周遭商家帶動經濟效益

協力廠商：亞旭電腦

3D AR精準室內導航NEXT STEP 

台北車站、南港車站

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補助計畫測試中

智慧交通 臺北智慧車站
Top-down

Bottom-up



Top-down

Bottom-up既有 CCTV 結合 AI 影像辨識實證計畫智慧交通

• 應用場域：臺北市各大路口

• 合作局處：交工處

• 協力廠商：亞太電信

• 計畫目標：運用AI影像辨識，收集完整
的車流資訊、轉向量、停車、旅行時
間…等，並結合交通路況區分道路事件，
經由演算法訓練得持續優化事件模型

• 預期效益：取10組不同點位、電力、
網路通訊之CCTV影像，依據AI辨識驗
證結果，分析錄影及網路連線最適設定

• 計畫現況：進行中

• 起始時間：110/3 – 111/9

Step1.既有影像AI辨識結果驗證
Step2.AI辨識結合交通邏輯之驗證

Step3.特殊情境之事件邏輯驗證

例:車輛、行人辨識

例:緊急車輛事件、違規行為

例:交通事件、車流參數

依據各點位回傳之影像辨識成果，
分析CCTV最適規格、網路連線
等佈建設定



公車ADAS加值道路資訊自動化蒐集服務

應用場域：本市30台公車

合作局處：交通局運資科

計畫目標：於本市30台公車路線導入以色列
Mobileye設備，以其行車紀錄、先進駕駛輔
助系統(ADAS)，協助優化公共運輸安全，並
藉其AI影像辨識，同步進行道路資產管理。

協力廠商：景翊科技

預期效益：為ADAS系統加值資料服務，透過
群眾外包模式，可自動化進行道路資產資料蒐
集 ， 同 時 建 立 資 料 管 理 標 準 。 另 亦 可 透 過
ADAS警告紀錄找出高風險路段，作為工程改
善參考。

起始期間： 110/7 - 111/9

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 車輛後方：外部攝影機
不間斷地掃描車側和 A 
柱後盲區

• 擋風玻璃內側之後視鏡：
攝影單元

• 擋風玻璃左右側：液晶
螢幕顯示行人和騎車盲
區警示

• 駕駛座：視覺警示資訊
• GPS單元

設備裝置

計畫現況：進行中

規劃本市重要區域

路線之公車，裝設

設 備 Mobileye 8

Connect，進行運

輸安全，以及資料

蒐集

Mobileye
處理與過濾

重要資料

Mobileye
去個資、加

密，將數據
資料上雲

景翊科技建置AI
數位道路資訊整

合平台，並分流
導入市政府資訊

系統，進行道路
風險及道路資產
管理

1 2 3 4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0/9 - 111/9

應用場域：臺北市道路之車輛偵測資料

合作局處：交通局交工處

計畫目標：融合車輛偵測資料、道路即時
資訊 ，透過即時 AI 演算之雲端化系統，
提供道路交通流量及車流速率的預測

預期效益：
提供更為精確交通量及速率預測，以解決
仰賴大量車輛偵測設備布建之成本，亦可
應用於交通尖峰/離峰之號誌控制、及交
通資訊發布等公共服務

協力廠商：景翊科技

利用AI實現都市即時交通車流及速率預測

使用經過訓練的AI模型
和即時交通數據，預測
交通流量和車流速率。

以API串接提供預測及
原始資料進行應用。

緊急救援車輛綠燈帶

動態號誌控制

時制計畫重整

資訊發布

公車到站時刻預測優化

物流排程

為執行單位提供地圖
式路網及視覺化網頁
界面。

即時交通預測可應用情境：

路口影像、即時
數據資料彙整

Top-down

Bottom-up
智慧交通



應用場域：南港行政中心(往東) 公車亭

合作局處：交通局公運處

計畫目標：透過影像辨識方式主動偵測到
身心障礙族群（如視障或輪椅乘客） ，並
將辨識到的資訊即時提供予公車駕駛注意
及依標準流程服務身障者。

預期效益：達到公車駕駛員可主動協助身
心障礙族群乘客搭乘公車，未來可進行身
心障礙交通服務整合，如整合本府交通局
臺北好行APP(視障好行)進行自動預約。

協力廠商：訊力科技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1~111/9

公車站影像辨識特殊需求乘客及人流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 偵測型態:輪椅人士、視障人士、
一般人

➢ 觸發:候車亭燈號(DO)

➢ 偵測型態:公車、客車、機車、大貨
車、計程車等

➢ 觸發:聲音或燈號(DO)

身心障礙人士偵測服務

公車進站偵測服務



應用場域：美德街路外平面停車場、重陽
路邊停車場

合作局處：停車管理處

計畫目標：智慧停車柱整合車輛偵測、車
牌辨識，繳費柱提供多元支付方案，兩者
均採用電池做為系統運作的主要電力來源，
且停車柱上方亦可安裝電動車充電設備，
提供完整智慧停車解決方案。

預期效益：停車柱採更換式電池可降低建
置時馬路及纜線開挖成本；另擴充充電設
備驗證未來可彈性布設電動車充電區域。

協力廠商：鳴日科技、Gogoro Network

計畫現況： 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4~111/12

智慧停車暨充電系統實證計畫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停車柱與繳費柱獨立供電：配
設可更換式GOGORO 
Network 充電池，停車柱無
須再佈設電力線路，減少用電
申請及道路施工之時間及成本。

 智慧開單系統：獨立網路整合
車輛偵測、AI車牌辨識、多元
支付方案，開單流程更便利。

實證要點

 停車柱擴充電動車充電
設備：本案停車柱上方
加裝充電設備，引接台
電線路充電，同步進行
充電計價，成為停車計
費與汽車充電計價二機
一體的便利裝置。



應用場域：大安區安祥公園平面停車場

合作局處：停車管理工程處

計畫說明：提供民眾多元化繳費整合服務
方案，民眾將電動汽車停於充電車格位，
進行停車充電，後續可於繳費機一次完成
停車費與充電費的繳費作業。

預期效益：結合智慧停車柱、充電椿及繳
費系統，簡化民眾繳費流程，管理單位透
過雲端智慧停車服務平台，掌握場域停車
資訊。

協力廠商：鼎高科技股分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05－111/12

無柵欄式停車場智慧停車、充電、繳費整合實驗試辦計畫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41

自動繳費機 車牌辨識立柱停車+充電

智慧停車、充電、繳費整合服務

流程示意圖

電動車

油車

進場 離場

整合繳費

充電充電格位

停車



臺北市智慧停車實證計畫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 106年 - 108年

應用場域：臺北市停車格位

合作局處：交通局停管處

計畫目標：智慧化設施應用於路邊停車位
即時資訊傳輸及開單繳費可行性

預期效益：提升停車位管理效率、優化
民眾停車服務便利性

協力廠商：智慧停車業者、開單業者

智慧感測
設施

無線傳輸
技術

自主/自動
開單

即時資訊

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自動駕駛小巴夜間實驗計劃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 106/8 - 106/8

應用場域：信義路公車專用道

合作局處：資訊局、交通局

計畫目標：協助自駕車系統蒐集環境數據，
以具備更多元路況之因應能力；透過試乘
體驗收集各界回饋，促使新型交通服務的
產生

預期效益：視技術驗證情況逐步拓展實驗
情境，加速民間自駕運輸服務之成形，並
與現有公共運輸模式形成互補機制

協力廠商：喜門史塔雷克

系統驗證

資料蒐集

整合測試

社會接受度

• 2017年8/1-8/5凌晨1:00-4:00於信義路公車專用 (敦化南路
口至復興南路口)道進行五天自駕小巴實驗測試。

• 自駕小巴EZ10共有6台光學雷達（LiDAR），提供雷射測距和
防撞機制，實驗期間車速為20里以下。

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合作局處：資訊局、交通局、新工處

計畫目標：提供國內業者進行情境測試，
亦開放予國外產、學、研單位申請使用，
打造自駕車的友善環境，提供業者進行更
多元的測試情境

預期效益：加速自駕車研發與應用之進程，
為上路實測做準備，縮短車聯網、自動駕
駛技術在北市應用之時程

協力廠商：宏碁、福華電子、工研院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106/12－107/6

北士科自駕車場域實證計畫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台北市信義路公車專用道自駕巴士創新實驗計畫

計畫現況： 階段終止

起始期間： 109/2 - 110/9

應用場域：信義路夜間公車專用道

合作局處：交通局、資訊局

計畫目標：參與經濟部「無人載具科技創
新實驗計畫」，於北市信義路公車專用道
進行夜間自駕巴士測試，與中央及業者共
同檢視產業自駕技術並評估拓展公共運輸
服務的可能，第二年將以提升自駕平穩度
及速度為試驗目標

預期效益：加速國內自駕相關產業發展，
並提供民眾安全舒適的夜間交通新選擇

協力廠商：台灣智慧駕駛

第一階段：前置整備工作
(109.02-04)

• 建置高精地圖
• 智慧路口設置
• 安全告示牌面
• 充電站與營管中心

第二階段：自駕上路測試
(109.05-08)

• 乘載測試人員
• 驗證可能面臨之各種

情境反應

第三階段：開放民眾試乘
(109.09-110.02)

• 依據第二階段測試結
果，逐步開放夜間載
客測試，提供民眾體
驗試乘

6米車
載客數: 12+22

4米車
載客數:  9

100%

系統國產自製率
車輛國產自製率

68%以上

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OmniEyes 行動影像平台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7/1 – 108/11

應用場域：臺北市100輛公車

合作局處：交通局公運處

計畫目標：打造多功能影像管理平台，
發展更多影像應用服務，以改善城市生
活環境

預期效益：導入A.I.人工智慧技術，讓行
車紀錄器所蒐集之影像資料發展出不同
的延伸應用

協力廠商：臺大、動見科技、大都會客運

透過即時傳輸的行車紀錄器及AI技術，建立行動

影像平台，提供使用單位開發應用

建立即時影像共享應用平台

公車業者

警察局

即時傳輸

終端A.I.
應用

行動影像
來源

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堤頂港墘路口車流辨識試辦計畫

應用場域：

合作局處：

協力廠商： 義碩智能

起始期間：

計畫目標：安裝360度魚眼偵測器及槍型
攝影機，結合YOLOv4人工智慧辨識技術，
在複雜路口提供車種、車流、停等長度
及路口淨空事件偵測等即時資訊

內湖堤頂大道與港墘路口

交工處

預期效益：透過影像偵測器整合A.I.技術
於路口進行即時資訊收集，未來期望整合
號誌控制系統，模擬適切的交通解決方案

107/3 - 109/10

智慧交通

計畫現況：已完成

1.各路口左/直/右轉向量計算

2.個路口車流總量計算

3.偵測車輛種類 : 小車/大車/機車

路
口
績
效

各
車
種
通
過
量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南港區、松山區各一處路段

合作局處：交通局停管處

計畫目標：輔助智慧停車開單作業，提供
監控平台，降低人力成本也提升管理效益

預期效益：解決城市停車問題，協助北市
府停車管理處掌握路邊車格狀態、停車紀
錄等

協力廠商：惠隆資訊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8/1 - 108/8 

智慧停車開單高位視訊辨識系統試辦計畫

透過高位視訊辨識系統輔助智慧停車開單作業

• 於南港區及松山區兩處路段進行實證

• 協助停車管理工程處業務

• 與人力開單進行成效比較

• 提供監控平台(路段管理、停車格管理、繳費管理、停車現況資訊、

路段空格資訊、歷史紀錄查詢等資訊)

即時空位
資訊

影像資
料庫

降低人力
成本

使用者
付費

數據蒐集
應用

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民權建國路口

合作局處：交通局、交工處

計畫目標：於易肇事地點裝設5組影像辨
識設備，偵測運行車輛及事故發生軌跡，
建立數據監測管理系統及AI預測模型

預期效益：透過蒐集易肇事地點之車輛與
事故軌跡，完成AI影像辨識分析及預測模
型建置，期以將即時路況資訊告知管理單
位或用路人，降低肇事率

協力廠商：台灣智慧光網、景翊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 - 110/9

事故多發路段預警顯示實證計畫智慧交通

實證系統架構

現場硬體設備

AI影像辨

識主機

AI影像

攝影機

工業交換機 光纖網路終
端器

光纖網路有線網路

AI影像辨識
主機

路口控制箱

Internet

VPN網路

交換器

存儲伺服器

工作站

工作站

資料接收
伺服器

網路/資料傳輸架構

前端設備

中心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台灣智慧光網

物件偵測分析車流方向分析

Top-down

Bottom-up



機車停車收費管理機制試辦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 - 111/1

應用場域：台大醫院公車站牌旁18格位

合作局處：停管處

計畫目標：為提供機車族群更友善之停車
環境，規劃於本市高周轉率、重要商圈等
區域，運用資通訊軟硬體之結合，提供路
邊車格即時資訊並結合收費管理機制

預期效益：路邊機車格即時資訊發布於北
市好停車APP內，且提供路邊停車收費之
計費結果供民眾查詢

協力廠商：智行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停車格位感測試辦計畫

應用場域：永吉路120巷平面停車場

合作局處：停管處

計畫目標：利用NBIoT與雙模辨識技術，
結合現行後車擋，偵測車格在席狀況

預期效益：即時偵測停車格位資訊，提供
路外停車場等場域車位訊息揭露

協力廠商：雲派資訊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4 - 109/6

智慧交通

測試場域 方案流程

展示方式

NB-IoT感測應用

空閒車位

Top-down

Bottom-up



信義計畫區5G智慧公車示範計畫案

應用場域：信義計畫區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
1. 加速臺北市5G佈建速度
2. 民眾透過車上超高畫質影片，率先體驗5G大
頻寬特性
3. 為我國5G垂直場域帶來良好示範作用
4. 藉由5G體驗及車聯網安全服務之展示，提升
民眾搭乘大眾運輸之滿意度

預期效益：完成信義區5G基地台佈建及
5G垂直場域情境驗證，透過智慧公車提
供民眾5G數位內容服務體驗

協力廠商：中華電信

起始期間：109/6－109/7

5G

5G

5G

5G

5G

停

停

智慧交通

計畫現況：已完成

Top-down

Bottom-up



智慧交通無人機應用試辦計畫

應用場域：信義基隆-安和路口

合作局處：交通局交工處

計畫目標：測試無人機道路航拍，影像資
訊提供用車況辨識與分析應用

預期效益：蒐集即時資訊並監測各式交通
狀況，輔助管理決策期以優化交通

協力廠商：華電聯網、極現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4－109/10

智慧交通

透過無人機航拍蒐集即時都會交控影像資訊，後續進行AI影像辨識分析，
提供機關數據作為管理決策參考

無人機航拍影像及後台AI辨識分析

信義安和路口 信義基隆路口

航拍路線

• 監測視野和紅綠燈辨識分析

無
人
機
測
試
項
目

飛行高度7M~15M

• 車速及壅塞辨識分析
• 交通場域量測精準度分析
• 路面設施辨識應用分析

飛行高度15M~25M

Top-down

Bottom-up



北市公有停車場室內圖資建置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11 - 110/12

應用場域：臺北市公有停車場

合作局處：交通局停管處

計畫目標：為開發提供駕駛人更友善、便
利及明確的室內停車場圖像資訊，與市府
合作進行開發及驗證

預期效益：建置完整公有停車場3D模型圖
資，並上傳至北市Open Data資料庫，加
速未來廠商投入相關研發應用

協力廠商：GARMIN台灣國際航電

智慧交通

西門峨嵋立體停車場 市民大道林金段地下停車場

以出入口複雜、立體樓層停車場與信號干擾等因素，
鎖定本市3處停車場建置高精度 3D 模型圖資。

大安森林地下停車場

Top-down

Bottom-up



Top-down

Bottom-up
內湖既有CCTV 結合 AI 影像辨識實證計畫智慧交通

• 應用場域：內湖科技園區路段CCTV

• 合作局處：交工處

• 協力廠商：元氣智能

• 計畫目標：利用自主開發AI NVR結合
交工處CCTV圖資，進行路口AI影像辨
識，分析結果可作為交通號誌時間長短
調整、及CCTV攝影參數調整之參考

• 預期效益：於CCTV導入互動式AI系統，
能加快原本監控中心的反應速度提供示
警，並增加既有CCTV的附加價值。

• 計畫現況：已完成

• 起始時間：110/3 - 111/3
驗證業者亦從高樓拍攝瑞光路/港墘
路路口交通狀況，作為影像辨識交
互驗證使用

AI數據演算法

AI特徵學習
設計流程

AI訓練模型

AI推論結果回傳

加入交工處提供之雨天、夜間等CCTV影像，
進行AI辨識分析，作為CCTV攝影參數調整
參考



5G專網路口影像監控暨車速過快提醒驗證計畫

應用場域：中山北路五段、仰德大道二段

合作局處：交通局

計畫目標：本計畫預計驗證5G專網有效提升資料
傳輸速率並協助中心端運算，包括：(一)路口影
像監控：導入4K高清監視器，搭配5G傳送影像
回中心進行即時AI分析；(二)車速過快提醒：於
事故多發路口上游偵測行車速度、告警駕駛人，
並連線至下游裝置提醒行人，同時回傳至中心端
進行監控及分析。

協力廠商：中華電信

預期效益：結合5G通信模組及4K高畫質攝影機，
減少路口監視器建置數量、取代路口AI影像辨識
伺服器需求，同時提高中心端監控及運算效益。

起始期間：110/5 - 111/3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已完成

路口影像監控

車速過快提醒

傳輸高解析度即時影像
於中心端進行AI運算

交控中心本試辦需2台4K監視器(4096*2160)
監視範圍如紅框，無須安裝AI伺服器

過往需4台FHD監視器(1920*1080)
每台範圍如黃框，並搭配AI伺服器

上游車速偵測及告警

車

速

過

快

請

減

速

顯示告
警設備

速度偵測
設備

地面
投影
設備

車

速

過

快

請

減

速

顯示與聲音告警設備

喇叭

4K影像設備
速度偵測設備

下游車速偵測、告警及行人告警

交控中心

中心端監控

中山北路五段

仰德大道二段

智慧交通



智慧電動巴士接駁實證

應用場域：松德大樓-市政府-南港展覽2館接駁

合作局處：交通局公共運輸處

計畫目標：為展現國內自主開發智慧運輸，並
完善公共運輸之電能補充基礎建設，預計透過
展會期間接駁服務，驗證電動巴士智慧充電系
統，及新型態安全設計：內輪差警示系統、電
子後視鏡之效能，作為後續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驗證之基礎設置。

協力廠商：鴻華先進科技

預期效益：透過後臺之智慧充電排程系統提升
能源運用效率，未來可整合車輛調度平台，提
供客運業者完整規劃介面；另透過內輪差警示
系統、電子式後視鏡，提升公共運輸安全。

起始期間： 111/1 – 111/4

智慧交通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已完成

驗證方式驗證項目

智慧充電排程系統

內輪差警示系統

電子式後視鏡

透過排程分散充電時間、避開用電尖峰，維持電網穩

定，在充電樁數量有限情況下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轉彎時啟動警示燈；方向燈啟動時，警示燈將閃爍並

搭配警示音以強化警示效果。

駕駛可看到至少五公尺寬的水平路面視野，並從眼點

後方三十公尺處往後延伸，解決大型車輛視覺盲區。

1

2

3

1. 松德大樓
2. 市政府
3. 南港展覽館2館

來回接駁路線



智慧教育 臺北市智慧教育推動計畫-酷課雲
Top-down

Bottom-up

✓ 酷課OnO線上教室

✓ 多元彈性教學

✓ 學生諮詢輔導預約系統

✓ 輔導個案管理資料庫

✓ 科技診斷測驗

✓ 室內智慧照明

✓ 校園能源管理系統

✓ 新生報到系統

✓ 校園無現金化

✓ 智慧圖書館

✓ 智慧班牌

✓ 體溫感測識別系統

✓ 學生健康管理系統

智慧行政

智慧綠能

智慧社群

智慧學習

智慧教學

◆ 提供8大面向、12核心功能

◆ 超過13萬人次下載

◆ 家長親子綁定比例超過7成

智慧保健

✓ 親師生平臺/酷課APP

榮獲「2022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

◆ 家長親子綁定比例
由109年57.98%成長至111年71.3%

◆ 學雜費無現金支付比例
由109年13%成長至111年55.93%

加速校園數位轉型 建立 6i 智慧校園

• 計畫現況：持續維運中

• 起始期間：105年

• 應用場域：臺北市

• 預期效益：模組化各
項教育資源、彙整學
生數位活動歷程，以
提供相關局處最佳化
課程方向及未來介接
可能性

• 合作局處：教育局

• 計畫目標：以科技保
障教育平權，提供學
生、教師及家長多元
化學習資源，有效提
升師生雙方教學品質
與吸收成效



應用場域：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亮點：結合外送美食與防疫概念，消
費者線上訂餐後，保溫專車將餐點送至場
域之智能取物機，讓消費者享受安全餐點

預期效益：提供學生全用餐新選擇、促進
經濟，兼顧防疫需求，達到三贏（餐飲店
家、外送業者與消費者）的商業模式

協力廠商：浩華企業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0/12－111/11

O2O 智能防疫餐點外送平台智慧教育
Top-down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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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 外送

特色一：密封格位，避免接觸

智能取物機

特色二：掃碼取餐，不會拿錯

特色三：60度保溫，熱熱品嚐

特色四：紫外線臭氧消毒殺菌



應用場域：青年公園籃球場

合作局處：體育局

計畫目標：於河濱及堤內公園開放式運動場
地裝設AI監控系統，可即時辨識在場者的影
像並自動錄影，使管理單位透過手機APP觀
看，即可掌握球場使用狀況，並採取相關因
應作為，營造安全友善的運動環境

預期效益：管理單位能更彈性運用巡檢人
力，該設備只針對人形觸發事件錄影，提
升資源使用效益，而錄影資料儲存於雲端，
透過手機APP即可調閱，提升作業效率

協力廠商：新光保全

計畫現況： 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01~111/11

河濱及堤內公園場地智慧化監視系統智慧教育
Top-down

Bottom-up

1. 設定區域範圍，設置
智慧監視系統

2. 系統自動偵測，如有
人形即觸發錄影

4. 影像資料儲存於雲端，
可即時調閱

3. 影像同步推播至管理者
手機APP



應用場域：桃源國中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亮點：藉由智慧化的數位日記平臺，
透過特定提問、系統性的正向引導與定期
的紀錄，讓學生運用圖文創作來寫梳理情
緒，將情緒覺察與調節程序內化為個人習
慣，促進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預期效益：提升學生的自尊和自我效能感
（例如：解決衝突、負責任的決策和積極
的人際關係技巧）

協力廠商：漫話科技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02－112/03

數位社會情緒學習平臺實證計畫智慧教育
Top-down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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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透過日記平臺創作 2. 系統特定提問、正向引導

4. 教師評估諮商與輔導對策3. 系統提供老師分析圖表

✓ 步驟1. 陳述事件

✓ 步驟2. 情緒覺察

✓ 步驟3. 引導行為



應用場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指定試辦學校

合作局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計畫亮點：廠商使用Google Cloud Platform
(GCP)公有雲服務，提供資料雲端演算空間，
解決現有地端伺服器運行效能瓶頸；並透過機
器學習，利用AI大數據分析，解析學生的學習
成效，提供教師教學上的參考。

預期效益：教師可以透過平台的反饋，了
解學生的教學成效；學生也可透過學習成
效了解學習弱點；並透過GCP 分流與資料
備援，提供使用者良好的即時瀏覽體驗。

協力廠商：萬里雲互聯網路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預)111/7~111/11

人工智慧AI輔助適性化學習智慧教育
Top-down

Bottom-up

運用GCP公有雲服務，進行資料
運算，解決現有地端伺服器運行
效能瓶頸。

教師、學生依分析結果調整
學習計畫。

※GCP公有雲服務亦提供網站圖片資料
分流與備份，提升使用者瀏覽體驗。

資料上雲

雲端AI運算：利用大數據分
析，解析學生學習成效。

線上學習平台



應用場域：兒童新樂園

合作局處：教育局、捷運公司

計畫目標：透過遊戲闖關學習方式，與真
實環境互動並學習生活場域相關英語，讓
孩童邊玩邊學提高學習意願及效果

預期效益：豐富兒童新樂園的遊程體驗，
藉由此遊戲增進親子互動及孩童學習意願，
讓遊玩兒童新樂園更加有趣及有意義

協力廠商：希伯崙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6/10 - 107/08

擴增實境英語學習城

運用AR技術打造臺北英語學習城

• 整合AR及GPS技術，發展出一套

英語學習APP

• 與寶可夢相似知概念，讓使用者

透過遊戲學習英文以及周邊環境

智慧教育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立北一女中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目標：利用影音物聯錄播站將教室現
有的E化設備連接及整合，完成影音物聯網
校園建置

預期效益：將教室內數位顯示設備、麥克風
與攝影機、電腦、校園網路成為一個影音物
聯網應用節點，再以物聯網架構連接校園內
所有影音物聯網節點及網際網路

協力廠商：奇勤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06－110/02

AIoT校園管理系統智慧教育

會議室

活
化
教
室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立日新國小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目標：利用即時感測資訊系統，且在
不侵犯隱私的前提下，應用在校園死角並
進行即時監控

預期效益：可監控空間內有人異常久待、
跌倒意外與禁入時段的進出人流，可減輕
保全人力負擔外，更守護校園學生的生活
安全

協力廠商：華電聯網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06－110/04

校園智慧安防解決方案-日新國小智慧教育

• 採用無線射頻(電達毫米波mmWave)，無任何攝錄影鏡頭與設備，

完整保障個人隱私

• 後台的校園地圖呈現20台感測器位置與即時狀況(顏色區分)

• 可偵測異常久待、跌倒意外與禁入時段的進出人流

• 告警方式：公務手機、公務郵件，LINE群組

監測器外觀

後台管理系統：

藍(正常)、橘(過去發生異常)、紅(及時異常)、綠(異常已排除)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目標：透過「非光學式智慧感測裝
置」，24小時管控校園角落及廁所意外事
件，降低校園死角意外事故發生

預期效益：在不侵犯隱私的情形下，透過
感測裝置24小時管控校園角落及廁所，降
低死角意外事故發生，有效掌控校園安全

協力廠商：光禾感知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06－109/12

校園智慧安防解決方案-仁愛國中智慧教育

• 非接觸、非光學式的毫米波智慧感測裝置

• 偵測物體距離、速度與角度，且不受環境水分及光的影響

• 將偵測到的訊號轉成點雲，再經由AI分析與判斷是否危險

• 設置在男廁，共計三台感測器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立萬華國中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目標：於校門口設置裝設體溫感測設
備，並可於感應學生證時確認學生是否已
在家自行量測體溫並上傳系統，維持正常
入校移動速率，避免校門口壅塞問題

預期效益：以體溫量測設備取代人力作業，
入校感應刷卡則串聯體溫管理系統，讓校
方容易操作且迅速掌握學生體溫資訊

協力廠商：幻雲資訊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06－110/01

校門口即時體溫感測系統智慧教育

• 在進入校園的中廊設置兩臺體溫量測器

• 若學生體溫超標將發出警訊

109/6月 開始第一階段PoC

109/9月 因校方考量，
終止第二階段PoC

109/12月 開始第二階段
PoC：靠學生證同時紀錄

110/01月結案；於第一季
辦理結案會議

體溫量測器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立仁愛國中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目標：於校門口利用學生證悠遊卡於
靠卡後自動紀錄體溫，並連結體溫自主紀
錄系統，確保防疫無漏洞，並提升防疫工
作的效率，守護師生的健康

預期效益：透過儀器靠卡再個別測量學生
體溫並自動紀錄體溫和到離校時間，以精
簡學校人力負擔，使得主管單位能夠有效
管理所有資訊與處理突發與異常狀況

協力廠商：亞太電信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02－110/05

數位學生證體溫感測識別系統-仁愛國中智慧教育

後臺紀錄

學
生
證
靠
卡
感
測
器

體
溫
量
測
儀
器
結
合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立幸安國小

合作局處：文化局

計畫目標：提供學生使用悠遊卡或學生證
靠卡時讀取ID分析與量測體溫，並於學生
靠卡時偵測是否佩戴口罩，如學生體溫異
常或未佩戴則發出告警訊息

預期效益：利用學生證悠遊卡於靠卡後自
動紀錄體溫，並連結健康管理系統或體溫
自主紀錄系統，過程完善資訊安全防護，
並須遵循資通安全管理法等相關規範

協力廠商：艾斯移動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02－110/06

數位學生證體溫感測識別系統-幸安國小智慧教育

體溫檢測系統

學生靠卡量測體溫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北一女中

合作局處：教育局

計畫目標：以科展遠距教學應用為主題，
提供遠距協作應用與MR教材，教師可透
過配戴輔具，錄製其操作方法與語音步驟，
應用大量的感測器辨識手勢、語音、眼睛
等訊息，提升異地教學及學習之效率

預期效益：現利用MR新技術輔助遠程教
學、傳統教材應用，透過虛實整合的視覺
效果，提升遠程教學之臨場感與成效

協力廠商：亞太電信

計畫現況：階段終止

起始期間：110/02－110/10

混合實境(MR)課程教學應用智慧教育
Top-down

Bottom-up

1. 錄製教程 2. MR 教程編輯平台

3. MR 教程共享平台 4. 遠程協作示意



應用場域：松山文創園區

合作局處：文化局

計畫目標：分析來園人潮軌跡及停留時間，
期望提供有效解決方案予場域端營運之參
考應用，若有場域影像資料可做結合，更
能進一步詳細了解遊客輪廓

預期效益：透過資料蒐集分析，了解不同
類型的遊客特徵及消費行為，可提供園區
思考動線安排合宜性，期能提供更精準之
服務解決方案

協力廠商：台灣資料科學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02－111/06

松山文創園區智慧數據分析應用智慧教育
Top-down

Bottom-up

1. 設備導入場域，為接收場域內發
出WIFI與藍芽訊號的電子裝置

2. 人流辨識，進行數據收集

3. 人流資訊分析

總人次與回訪客比較 時段人次比較



打造城鄉跨域英語智慧學習村

英語情境教室

英語智慧校園

英語智慧城市

10大主題

AR境情境教室

6大主題

VR情境教室

5縣市

34所校園

5縣市

96處生活場域

校內隨處學習

校外延伸應用

英語教學資源共創共享平台

單一簽入、課程擴充、課程共享、城鄉共學

經濟部工業局智慧城鄉生活應用發展計畫核定，計畫金額1.5億元，獲補助6,750萬元
合作業者：希伯崙Live ABC

智慧教育
Top-down

Bottom-up



智慧病房場域試辦計畫

計畫現況：執行中

起始期間：106年

應用場域：臺北市聯合醫院各院區

合作局處：衛生局、聯合醫院

計畫目標：運用新科技促使醫療照護更加
完善，並針對不同院區醫療特色進行導入

預期效益：透過資訊工具的導入，讓醫療
效率提升，病人服務更加智慧化

協力廠商：華碩、永磐、胥宏、叡揚等

和平院區

婦幼院區

松德院區

失智症照護
實驗場域

慢性精神病照護
實驗場域

智慧健康

婦幼院區

林中昆院區

中醫內科照護
實驗場域

婦幼照護
實驗場域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大龍養護中心

合作局處：社會局

計畫目標：以WiFi空間發射、折射、反射
訊號作為行為感測技術的設備，提供突然
跌倒的偵測，裨益服務人員及時發現問題
及地點並提供協助，以降低照護負擔

預期效益：智慧化偵測設備的即時警示提
醒及後台數據分析，可減輕工作人員負荷
並優化服務品質，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完
善的照護

協力廠商：元創電子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09/6－111/6

智慧化偵測即時示警照護服務-大龍智慧健康

• 無侵犯的安全管理

• 無改變生活環境空間，不用穿戴裝置，無攝影機，隱私超安全

• 即可進行活動感測與異常事件提醒，供長者生活作息紀錄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聯合醫院忠孝院區

合作局處：衛生局、聯合醫院

計畫目標：透過網路整合技術，將藍牙
Mesh架接WiFi和Ethernet與雲端相連，
並結合影像識別技術，進行人體行為偵測，
即時掌握病人需求，提升照護品質

預期效益：提升安寧病房護理照護服務品
質，降低病人焦慮並減少護理人力辛勞，
使護理人員可妥善安排工作順序，提高工
作效率

。

協力廠商：亞旭電腦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0/8－111/7

運用智慧科技優化安寧病房病人照護計畫智慧健康

➢Receiver、Beacon、AICam、Sensor及BT Device等構成Mesh Network。
➢依靠分布於整個場域的節點蒐集各裝置回傳資料，對整體區域監控管理。
➢透過穿戴式裝置、藍牙接收器及Gateway，追蹤整個區域的人員位置、病患生理

狀況。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聯合醫院陽明院區

合作局處：衛生局、聯合醫院

計畫目標：提供復健治療排程及病人狀態
的即時資訊，便於醫謢人員查詢，並且同
步及通知病人的報到狀態、治療狀態及異
常狀態。

預期效益：減少設備空窗期或無設備可用
之情境，透過即時看板，降低治療師人力
浪費，提升復健器材使用率。

協力廠商：富研智醫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0/8－111/5

智能復健排程看板系統場域實驗試辦案智慧健康

急性後期照護護理站 復健科治療室

通知推送病人、特殊提醒事項 通知推送病人、治療紀
錄、異常通知

及時接收
緊急通知
介面簡易
提升效率

電子白板：病人治療狀態、治療排程、發布通知推送病人、特殊提醒事項等
主控台：病人治療狀態、治療排程、推送病人訊息管理、接收異常通知、特別提醒等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長者自宅

合作局處：社會局

計畫目標：為強化老人社區照顧資源及網
絡之建構，維護居家生命安全，藉由感測
裝置與24小時監控服務中心，提供長者在
宅緊急救援。

預期效益：加強預警主動偵測，若系統通
知異常狀態指標時，服務中心即時聯絡長
者，掌握目前身體狀況並提供處置，達到
長者的生命即時守護。

協力廠商：元創電子

計畫現況： 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1~111/11

創新型緊急救援系統科技服務方案智慧健康
Top-down

Bottom-up

1. 室內安裝感測器，
偵測長者動作頻率

2.   如長者作息異常，系統
主動警示服務中心

4.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即時守護長輩生命

3. 服務中心透過居家通話
鈴，聯繫追蹤狀況

廁所

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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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場域：聯合醫院 中興院區

合作局處：聯合醫院

計畫目標：應用5G網路特性，執行手持式
醫療設備、五官鏡、超音波等檢查時，可
即時分享影像，實現診療零時差，讓病人
得到更全面的照顧。

預期效益：藉由5G科技與遠距醫療，以
網路取代馬路，幫助醫院之間的轉銜服務
合作更加活絡，優化醫療服務。

協力廠商：中華電信

計畫現況： 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4月

5G專網遠距會診應用試辦計畫智慧健康

遠距會診應用情境

Top-down

Bottom-up



視訊秘書獨居長者照護智慧健康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6/3 - 107/1

應用場域：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合作局處：社會局

計畫目標：利用硬體輔助設備，提供獨居
長者與外界保持聯繫的管道，提供更好的
生活品質

預期效益：設計直覺且簡單化的按鈕，以
減少長者排斥科技產品，以便家族成員隨
時掌握長者獨居情形

協力廠商：瑪帛科技

獨居長輩

社工

視訊幫手秘書

SCEN

ERY

家庭成員



Wear-Free高齡者安全偵測及健康管理實證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7/12 - 107/12

應用場域：臺北市中山、大龍老人住宅

合作局處：社會局

計畫目標：評估此技術應用於無穿戴獨居
照護之可行性，同時收集管理單位之回饋
以優化照護情境

預期效益：無須佩戴裝置或架設影像偵測
系統，即可提供機構單位利用平台掌握長
者呼吸與移動軌跡，人力支援最佳化分配

協力廠商：巨安長齡、Origin Wireless 
Inc.、華碩

中山老宅大龍老宅

與 社會局 合作，於中山、大龍
老人住宅為實證場域

• 淺睡眠
• 深層睡眠
• 清醒
• 房內活動
• 浴室
• 無動靜

第二階段導入跌倒偵測
獲得中企處108年度新創採購補助計畫

智慧健康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7/7 – 109/6

應用場域：台北市聯合醫院、連江縣立醫院

合作局處：衛生局、連江縣衛生局

計畫目標：整合視訊會診與區塊鏈病歷共享
等科技導入，打造出一套供連江縣及北市支
援的醫療院所操作的遠距視訊會診系統

預期效益：透過智慧科技克服距離、天候狀
況等因素，讓台北市成功支援連江縣醫療支
援不足服務，提升離島醫療品質以及城市資
源共享

協力廠商：光寶科技

智慧健康

經濟部工業局智慧城鄉應用發展計畫

遠距醫療視訊會診

遠距醫療通APP

遠距病例調閱

資源整合 醫療平權

• 提升醫療品質
• 強化健康識能
• 落實遠距醫療

• 升級基礎建設
• 完善病例平台
• 城市資源共享

跨域跨院遠距醫療記者會

臺北市與連江縣遠距醫療實驗性計畫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衛生局

合作局處：衛生局

計畫目標：藉由機器學習將既有之文字語
音題庫與AI語音客服結合，模擬真人對答，
讓民眾不受時間限制，隨時都可詢問衛生
局正在推動的各項政策與服務

預期效益：降低人力成本及優化服務推廣，
可透過數據分析民眾常見問題，以協助局
處政策參考

協力廠商：雲鼎數位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0/7

智慧語音客服智慧健康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一壽照顧中心、興隆照顧中心

合作局處：社會局

計畫目標：為協助身心障礙者離床、起身
及在浴廁時容跌倒問題，透過「毫米波雷
達偵測之智慧照護機」以及「智慧床墊」，
住民無需穿戴設備，即可偵測與警示提醒
機構照護人員提供即時且完善的照顧服務

預期效益：透過智慧化偵測設備的即時警
示提醒及後台數據分析，減輕工作人員負
荷並優化服務品質，讓身心障礙者獲得更
完善的照護

協力廠商：華電聯網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1/4

智慧化偵測即時示警照護服務-一壽/興隆智慧健康

警
報
情
境
意
圖

異常事件告警通報模擬情境

Top-down

Bottom-up



實名制口罩販賣系統試辦案智慧健康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3 - 109/9

應用場域：臺北市12區健康服務中心

合作局處：資訊局、衛生局

協力廠商：業安科技、黑潮數位金融

計畫目標：因應新冠肺炎，本案透過業者
建置具有實名制功能之販賣機以及行動模
組，以輔助健康服務中心販賣口罩之作業

預期效益：配合場域特性，以智慧科技輔
助以減輕現場人員的負擔，並提升整體防
疫物資的分配效能

口罩販賣機

智慧行動模組

Top-down

Bottom-up



中央 + 臺北 科技 + 防疫

無現金支付：減少接觸

數位學生證：身份認證

場域：9所學校

校園自販機(1.0) 實名制口罩販賣機(2.0)

自行操作：體驗智慧生活

無現金支付：減少接觸

健保卡：實名制驗證實作

場域：6區健康服務中心

智慧化行動模組(3.0)

行動模組：服務位置不受限

無現金支付：減少接觸

場域：6區健康服務中心

戰略目標
增進防疫效能
提升便民措施

智慧健康 實名制口罩販賣系統實證
Top-down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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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場域：聯合醫院陽明院區得憶齋

合作局處：衛生局、聯合醫院

計畫目標：透過照護人員教學，引導患有
輕度失智症病徵的住民操作平板，自行點
選報時用藥提醒、天氣查詢、老歌播放、
育樂新知等，觀察對病徵是否有正向幫助

預期效益：提供針對輕度失智患者客製化
的陪伴型平板，透過陪伴舒緩其心情，減
輕照護者壓力，期對失智病徵有正向幫助

協力廠商：慧利眾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1/1

失智據點陪伴型平板試辦案智慧健康

•具有AI技術的手機平板

•利用聲音刺激與音樂治療

➢ 1000+首經典懷舊老歌
➢ 1000+支健康養生影片
➢ 100歲阿公會玩的平板
➢ 10秒就能聽到熟悉音樂
➢ 1鍵就能撥通電話

Top-down

Bottom-up



AI 進行網路違規廣告稽查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4 - 111/2

應用場域：衛生局

合作局處：衛生局

計畫目標：為遏止違規廣告流通，透過業
者開發的AI廣告稽查系統，定時輪流搜尋
網購電商，主動偵測出違規廣告之文字、
圖像以及影音，並定期產出廣告稽核報告

預期效益：透過AI輔助稽查，可提升監控
人員的工作效率與加快調查流程，避免違
規廣告內容猖獗，保障民眾健康

協力廠商：大數軟體

智慧健康

➢ 文字
➢ 圖片
➢ 影音

自動偵測
違規廣告

AI判斷 產出報表
節省人工
作業時間

➢ 字元辨識
➢ 圖像辨識
➢ 語音辨識

➢ 違規類型
➢ 產品種類
➢ 網域登記

➢ 提升效率
➢ 方便查核
➢ 打擊犯罪

自動剖析廣告區域 YOLOv4 圖像辨識技術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社會局

合作局處：社會局

計畫目標：提供7x24服務週期的智能語
音客服機器人，精準解析民眾諮詢意圖，
理解民眾在諮詢過程中的情緒變化，同時
可透過客服機器人來減輕人力負擔

預期效益：透過數位科技提高社會福利相
關政策，並將人力資源運用於民眾關懷層
面及訪視場景。民眾諮詢服務將不受限

。

協力廠商：台灣固網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4－110/12

老人健保費補助語音客服機器人-1智慧健康

民眾撥入電話情境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社會局

合作局處：社會局

計畫目標：建構AI智慧客服語意題庫，提
供社會局常見老人健保補助問題之諮詢服
務，並強調語音客服應用

預期效益：提供多元智慧客服服務模式，
可節省工作人員人力負荷，並建立民眾回
饋與整體分析，加強推廣社政資訊與政策
能見度

協力廠商：亞太電信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4－110/12

智慧健康
Top-down

Bottom-up

透過意圖判斷引擎，智能客服先與民眾進行對話，並藉由單輪、多輪對
話、以及語意判斷，決定是否轉入真人對話

老人健保費補助語音客服機器人-2



應用場域：聯合醫院中興院區

合作局處：衛生局、聯合醫院

計畫目標：病患出院銜接智慧長照服務後，
可被快速精準媒合個人需求條件的長照機
構與服務，提高康復成效並完善出院後整
合照護服務宗旨

預期效益：讓病人即使癒後仍有完善照顧，
避免病患癒後久占病床或出院後又反覆入
院，使醫療資源可被有效與公平地運用

協力廠商：聯融智慧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 110/5－111/4

急重症照護整合(院內外整合)智慧健康

圖片資料來源
聯融智醫

Top-down

Bottom-up



• 一個樓層各提供一台機器人；共提供兩台機器人
• 消毒說明：
 一樓：集中於南北東三個主要的區塊進行消毒，

因西大門持續會有人員進出及警衛同仁駐守，因此不列入消毒範圍。
 二樓：中央休息區及南北區皆可以進行消毒。

市府大樓UVC消毒機器人

應用場域：市政大樓1F、2F公共區域

合作局處：公管中心

計畫目標：
全智通機器人透過AI運算技術自主移動，
機器人手臂可於夜間使用手持高強度
UVC燈管，在無人的環境下進行場域全
面消毒，可殺死90%以上之有害微生物，
消毒後不會有化學殘留物

預期效益：
1. 於疫情期間，加強公共區域環境消毒，
降低COVID-19傳染風險
2. 完善的機器人消毒方案，可彌補場域夜
間人力的消毒作業

協力廠商：全智通機器人

起始期間：110/5 - 110/12

計畫現況：已完成

Top-down

Bottom-up
智慧健康

一樓公共區域

二樓公共區域

單次消毒時間：3.5hr + 0.5hr移動時間

單次消毒時間：2hr + 0.5hr移動時間



AIoT智慧物聯網遠距醫療計畫智慧健康

應用場域：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合作局處：衛生局、聯合醫院

計畫目標：在院方急診室隔離病區架設移
動式影像視訊護理推車及病患安全照護系
統，降低醫護頻繁進入隔離病房穿脫隔離
衣的時間與成本

預期效益：有效降低醫療照護成本，並達
成病患對病期之了解與有效降低隔離期間
不安感從而提高病患滿意度

協力廠商：英特爾、華碩、翱騰國際、
智誠慧醫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10 - 111/4

Top-down

Bottom-up



5G專網智慧消毒運送機器人智慧健康

應用場域：聯合醫院仁愛院區

合作局處：聯合醫院、資訊局

計畫目標：
1. 透過消毒機器人UV燈進行隔離病房消毒作
業，消毒結束後機器人可自行消毒，避免二次
傳染
2. 透過簡易物資運送平台裝置，協助隔離病房
區之送藥、送餐、送物資作業

預期效益：
1. 可減少醫護進入隔離病房所帶來的感染風
險及防護設備的消耗，減輕整體醫護負擔
2. 建立5G專網，提升整體網路效能

協力廠商：亞太電信、富鴻網

起始期間：109/11 - 111/5

計畫現況：已完成

消毒機器人(UV燈)

簡易物資運送平台裝置

✓ 採SA架構；頻段N78頻點(3.7~3.8GHz)

✓ 5G獨立專網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

合作局處：公管中心

計畫目標：利用鈉離水極小水分子的特性，
將納離水變成水霧散佈到空氣中達到「主
動式空間淨化」的功能。在台北市政府的
北、東、南、西四大門各裝設一組防疫門，
為進出民眾進行清潔消毒。

預期效益：透過防疫門霧化歐舒特防護納
離水，可有效殺死病毒，阻斷病毒與人接
觸的頻率。

協力廠商：諾康生醫科技(股)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1/3~111/6

防疫門合作試辦案智慧健康
Top-down

Bottom-up

納米離子水特色:
⚫天然無化學添加 - 對人體無害
⚫高濃度氫氧根離子 –

非常強大的抗菌劑
⚫高安定性、效期長



應用場域：衛生局餐營廚房

合作局處：衛生局

計畫目標：使用創新VR虛擬實境技術，
設計後台統計系統，記錄學員的訓練成績，
及統計所有資料分析，供訓練單位加強訓
練，提升衛生稽查品質與一致性

預期效益：完整的數據分析系統，一方面
幫助學員有效改進失誤，另一方面加深業
者對於稽查項目及其影響的認知

協力廠商：宇騫數位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8－111/8

衛生稽查智慧實境教育訓練智慧健康

稽查區域

後台成績查詢系統VR操作示意圖

Top-down

Bottom-up



安全島垃圾棄置AI偵測計畫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 （預）111/08 – 111/11

應用場域：信義路及復興南路口

合作局處：環保局

計畫目標：利用影像處理與人工智慧技術，
建立垃圾棄置辨識系統，達到截取駕駛者
疑似違規或明確棄置廢棄物影像，提供環
保局作為後續裁罰依據。

預期效益：藉由系統辨識駕駛是否有從窗
內拋出廢棄物手勢，並記錄時間點提供環
保局覆核，藉此有效降低取締之人力及時
間成本。

協力廠商：雲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需大量人力取締、人工查驗
路邊隨意棄置廢棄物之情形。

AI違規行為判定，人工覆核

車輛偵測

車牌辨識

違規丟棄行為辨識

環保局覆核

現況

實證



雨水下水道纜線接續設施定位及感知裝置計畫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 （預）111/08 – 111/12

應用場域：承德路2段235號(成淵高中旁)

合作局處：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計畫目標：配合下水道纜線接續盒的設置，
併同裝設GPS定位及水位感知裝置，進一
步探查下水道是否堵塞等情形，將相關位
置、水位數據及結果經由既有纜線線路回
傳，以達到確實控管接續盒位置，及減低
線路佈設預算。

預期效益：可清楚掌握下水道狀況、水位
資訊，並於臺北市雨水下水道地理資訊系
統、水情資訊系統公開。

協力廠商：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目前困境

實證做法

纜線接續設施(接續盒)於本市雨
水下水道設置近3000餘處，且平
均分散全市，難以掌握現況，數
據收集較不完全。

雷達
水位計

透過感測資料回傳，精準掌握水位及堵塞數據



應用場域：北市府中央區2、7樓男女廁所

合作局處：環保局

計畫目標：透過公廁管理系統可詳細檢視
各公廁清潔狀況，整體提升公廁品質，提
供民眾享有潔淨且清新有感之如廁環境

預期效益：透過數位化，讓使用者即時反
映問題，管理單位收到問題後，給出相對
應之回覆，提供環保局有效監督

協力廠商：集智顧問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7 - 110/3

智慧環境 列管公廁線上稽查作業
Top-down

Bottom-up



內湖區港墘路及洲子街智慧路燈試辦計畫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 105/11 - 107/7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資訊局、公園處

協力廠商：艾普仕、中華係整

計畫目標：整合智慧照明、環境感測、車
流分析及資訊看板等功能，利用感測器偵
測環境資訊，以驗證相較傳統路燈僅提供
照明的差異

預期效益：將路燈連接網路後，搭載各式
感測設備即可作為城市聯網的神經系統，
並開展出各式情境與應用，滿足智慧城市
的各種連網應用

智慧環境

B1

B2

B3

B4

B5

B6

A1

A3
A2

A4

C1

C

依據附掛功能蒐集不同環境資訊，
包含：車種數量、車流轉向量、溫度、
濕度、PM2.5等

Top-down

Bottom-up



POC Pilot
「109年度夜間照明優化統包工程」

地域範圍：忠孝東路1~3段：

協力廠商：台達電

共桿共箱：新設更新號誌路燈共桿19支、中央
分隔島路燈共桿29支，人行道景觀路燈110支，
新設設備共箱於人行道及中央分隔島共28個

智慧環境 臺北市智慧路燈PoC to Pilot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資訊局、公園處

協力廠商： 艾普仕、中華系整、遠傳電信

計畫目標：分階段驗證不同感測器
偵測之環境資訊，以驗證相較傳統
路燈僅提供照明的差異

預期效益：將路燈連接網路後，搭載
各式感測設備即可作為城市聯網的神
經系統，並開展出各式情境與應用，
滿足智慧城市的各種連網應用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時間：105/11 - 109/7

計畫現況：執行中

起始時間：109/4

共通共用

基本需求 創新應用共桿

開放



空氣盒子應用實證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5/3－107/1

應用場域：臺北市小學校園

合作局處：資訊局、教育局、環保局

計畫目標：產官學研協力，將感測裝置佈
建於校園形成臺北空氣品質地圖，並提供
社群進行數據分析應用；另培訓種子教師
將創客教育導入課程

預期效益：資訊開放提供市民更安全舒適
的生活環境；將創客教育導入課程，培養
學生研發實作之創作能力

協力廠商：訊舟科技、瑞昱、 LASS社群、
中研院

智慧城市

環境教育

即時資訊

永續發展

開放資料
airbox.edimaxcloud.com環境空氣

(教育局/訊舟科技/LASS社群)

資訊/環境教育
自造空氣品質燈號
(公燈處/maker社群)

• 全臺六都及新竹、嘉義等縣市已跟進
• 韓國、新加坡、印度、加拿大、德國

等國家城市已同步使用
• 開放資料介接社群應用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翡翠水庫LoRa應用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起始期間：105/11 - 106/6 

應用場域：翡翠水庫

合作局處：翡翠水庫管理局

計畫目標：佈設LoRa基站及各式感測器，
提供定位及門禁管理、側傾管監測、水文
氣象監測等應用

預期效益：利用LoRa長距離低功耗的傳輸
特性，打造翡翠水庫庫區智慧管理系統

協力廠商：遠傳電信(得標廠商)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府前停車場節能燈控實驗案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6/6 - 107/3

應用場域：府前停車場

合作局處：停管處

計畫目標：配合停車場車流頻率，以區域
性感應調光系統調整燈控設備，降低非必
要之能耗，並維持停車場之安全及基本照
明需求

預期效益：提升停車場能源運用效率並維
持其安全性，節省不必要之電費支出

協力廠商：潔能系統科技

103

優點：有效節能、反應場域人流、車流狀況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市政大樓智慧廢棄物管理系統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7/9 - 107/12

應用場域：市政大樓 1、2、3樓

合作局處：公管中心

計畫目標：於垃圾桶內安裝感測器偵測垃
圾桶滿量資訊，相關數據可透過平台系統
供管理單位應用參考

預期效益：管理單位可藉由數據判斷清潔
狀況，並依需求調度人力優化現行機制

協力廠商：雙雙物聯網

• 實證場域：市政大樓1、2 、3及B1樓層，中央區茶水間，共24組垃圾桶

傳輸數據 監控管理

Wifi

紅外線感測器
現有模式分析，結合系統建議，
供場域單位參考

清潔周期 系統建議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中正區臨沂街

合作局處：資訊局、環保局

計畫目標：提供民眾24小時垃圾回收服
務，透過感測器與物聯網雲端平台，將滿
量資訊回傳管理與監管單位

預期效益：改善民眾等待及配合垃圾車清
運時間的不便，並將數據資訊傳遞給管理
單位，有效做到清運管理

協力廠商：晧揚環境科技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107/7 - 107/12

智慧城市垃圾回收整合系統(iTrash)

實證
成果

 800使用人次(2,000+筆交易數)

 回收近3,000kg垃圾

 25,000個寶特瓶與11,000個鐵鋁罐

 媒體曝光國內約30則、國際約32則以上

24小時垃圾回收服務，整合雲端及物聯網技術，採用電子票證(悠遊卡)提供一般

垃圾秤重計費與資源回收回饋機制誘發民眾從源頭執行垃圾減量與分類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社子大橋結構監測實證案

應用場域：社子大橋

合作局處：工務局新工處

計畫目標：以 IoT 精密監測橋體在面對各
類環境、天候之變化及穩定性

預期效益：協助主管單位加強對建物狀況
之掌握度，進而提升維護品質

協力廠商：法國新創廠商 Morphosense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解決方案
圖文說明

建築物結構監測解決方案–

感測 3D 形變及三軸振動數據並即時回傳

起始期間： 108/6 - 108/11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大崙頭山地

合作局處：工務局大地處

計畫目標：結合Sigfox與感測器應用，偵
測不同梳伐度的溫濕度環境資訊，提供林
相改良示範區之規劃參考

預期效益：紀錄環境資訊，作為新生態園
區環境教育場域之教學輔助應用

協力廠商：FoxTech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108/7 - 109/6

AIoT環境感測通訊實證

內雙溪大崙頭山地– 比較原始森林以及疏
伐度100% 60% 40% 溫溼度數據

預防森林大火

LPWAN 傳輸數據

太陽能電力自給

溫度

濕度

黃金救援
時間Alarm point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內湖智慧園區AI路燈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8/1 - 109/7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資訊局、公園處

協力廠商：遠傳電信、艾普仕

計畫目標：利用AI技術分析環境感測數據
與電信用戶之人流數據，作為預測智慧路
燈光強度，並達成節電之功效

預期效益：結合人工智慧與電信業者於行
動裝置所收集之人流資訊，作為進行智能
燈控分析與預判應用，除了達到節電功效
外，也可提供未來智慧路燈發展規劃參考

智慧環境
Top-down

Bottom-up

B1

B2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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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場域：臺北市內湖區5處

合作局處：資訊局、環保局

計畫目標：提供民眾24小時一般垃圾、
廚餘垃圾及資源(瓶罐)回收服務，透過感
測器與物聯網雲端平台，將滿量資訊回傳
管理與監管單位

預期效益：改善民眾等待及配合垃圾車清
運時間的不便，並將數據資訊傳遞給管理
單位，有效做到清運管理

協力廠商：晧揚環境科技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5 - 111/5

24小時垃圾回收服務，整合雲端及物聯網技術，採用電子票證(悠遊卡)提供一般

垃圾及廚餘垃圾以秤重計費，以及資源回收採回饋機制，誘發民眾從源頭執行垃

圾減量與分類

智慧環境

五處
站點

廚餘
回收

公有
房地

西湖國中服務站

瑞陽公園服務站

文德二號公園服務站

安湖三號公園服務站

東湖二號公園服務站

清運
彈性

圖片資料來源：晧揚環境科技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文山區5處、內湖區1處

合作局處：工務局下水道工程處

計畫目標：藉由電子裝置偵測計算人孔啟
閉次數，反映人孔使用頻率，作為人孔留
設判斷依據

預期效益：藉由電子裝置長時間偵測計算
人孔啟閉次數，反映人孔使用頻率，作為
爾後人孔留設判斷依據

協力廠商：富鴻網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1 - 110/5

智慧環境 人孔啟閉狀態感測器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西門商圈

合作局處：商業處

計畫目標：解決傳統零售業面臨的資訊落
差挑戰，協助本市商圈店家串接，導入線
上線下融合服務(OMO)，以活絡商圈發
展，拓展行銷手段以及提升服務品質

預期效益：創造富有功能性與娛樂性的商
業空間、利用OMO融合虛擬幣創造行銷
空間、利用導航硬需求，帶動商業活動

協力廠商：光時代科技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0/1－111/2

智慧店家科技導入輔導計畫-西門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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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引導服務入口/視覺引導
• 20公尺掃描距離/便捷交互
• 手機空間定位/LBS服務
• AR空間編輯器/AR物件空間定位
• 店家串接/OMO服務



應用場域：雙溪淨水場

合作局處：產業局

計畫目標：導入小水力發電系統與展示平
台，蒐集場域運轉數據與分析發電效率，
評估商業成本效益，作為市府後續施政依
據與推廣參考

預期效益：驗證小水力發電技術的可行性
與可靠度，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並示範小
水力發電的成效，推廣市民對綠能的認知

協力廠商：水律能源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0/11 - 111/12

小水力發電系統與展示平台建置計畫-1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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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能池

1.現地狀況

消能池

2.開挖並建置上池水槽

消能池

3.設置閘門與阻水單元於
既有原水管

消能池

4.建置阿基米德機組並
引水發電



應用場域：場域協調中

合作局處：產業局

計畫目標：讓中小型商家使用較低成本或
無須租賃設備的實體卡片行動收款方案，
減少消費者和商家的交易時間及接觸，並
降低商家營運成本。

預期效益：協助商家導入使用多元無現金
收款服務，擴大零接觸經濟的廣度，幫助
零售市場數位轉型，減少付款時間成本、
降低染疫和群聚風險。

協力廠商：盈士多科技

計畫現況： 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1~

中小型商家實體卡證行動收款方案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感應收款
• 無需外接任何設備
• 提升買家付款體驗
• 縮短賣家結帳流程

商店收款碼
• 客戶掃瞄店家專屬QRcode

自行填寫金額進行刷卡付款
• 讓收款由單向變為雙向
• 支援手機桌面小工具功能

輸入金額 確認金額 靠卡感應 完成交易



信義商圈Kiosk多媒體資訊站試辦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7/10 – 111/5

應用場域：臺北市信義百貨商圈

合作局處：觀傳局、文化局、公園處、新工處

計畫目標：提供民眾體驗更友善多元的網
路環境與資訊服務，亦驗證新型態商業模
式應用可能性

預期效益：以新創的模式提供免費WiFi、市
政及觀光等服務資訊提供民眾更便捷的生活
環境，並做為未來市政基礎建設規畫參考

協力廠商：訊舟科技、Vermillion、光明遠大

信義
誠品

新光
A4

新光
A8

新光
A11

新光
A9

微風
松高

威秀 威秀

市府

USB載具充電

免費公共Wi-Fi

市政觀光資訊

廣告推播

免費電話

城市數據蒐集

透過廣告收益商業模式營運

提供免費公共資訊服務

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市府一樓市民休憩區

合作局處：資訊局、公管中心

計畫目標：結合多元支付管道之智慧零售
體驗區，使民眾免用現金也能享受便利消
費，同時以行動認識智慧支付的概念

預期效益：結合市府場域與資訊科技建立
示範區，使民眾體驗無現金支付之便利性，
進而協助智慧支付相關產業發展

協力廠商：來來超商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 107/8 - 107/12

市府無現金支付體驗專區

OK mini 場域服務統計

• 使用者數量超過45,000人次

• 平均每日超過300位民眾進行數位消費

• 悠遊卡及信用卡占整體支付比例超過 85%

• 行動支付以街口最廣泛使用

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台北地下街、站前地下街廣場

合作局處：產業局

計畫目標：於商圈或市集建置智慧感測系
統，透過大數據分析與圖像化顯示即時商
情追蹤，提升市府治理模式及業者最佳化
行銷推廣策略

預期效益：於後台圖像化與模組化顯示場
域人潮及消費行為，並能針對異常狀況智
慧化警示，協助市府及商家彈性調整

協力廠商：台灣資料科學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0/7

商業場域智慧偵測及商情追蹤預測計畫-廣場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未
來
可
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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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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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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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場域：晴光商圈

合作局處：產業局

計畫目標：於商圈或市集建置智慧感測系
統，透過大數據分析與圖像化顯示即時商
情追蹤，提升市府治理模式及業者最佳化
行銷推廣策略

預期效益：於後台圖像化與模組化顯示場
域人潮及消費行為，並能針對異常狀況智
慧化警示，協助市府及商家彈性調整

協力廠商：紅門互動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0/7

商業場域智慧偵測及商情追蹤預測計畫-晴光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站前地下街

合作局處：產業局

計畫目標：於商圈或市集建置智慧感測系
統，透過大數據分析與圖像化顯示即時商
情追蹤，提升市府治理模式及業者最佳化
行銷推廣策略

預期效益：於後台圖像化與模組化顯示場
域人潮及消費行為，並能針對異常狀況智
慧化警示，協助市府及商家彈性調整

協力廠商：誠屏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0/7

商業場域智慧偵測及商情追蹤預測計畫-站前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臺北市複合式場域多媒體資訊站(Kiosk)試辦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5 - 110/12

應用場域：信義商圈、捷運站非付費區域

合作局處：公園處、新工處、臺北大眾捷運公司

計畫目標：提供民眾體驗友善多元網路環境
與資訊服務，亦驗證新型態商業模式可能性，
作為後續評估擴大辦理之參考

預期效益：以新創的模式提供免費WiFi、市
政及觀光等服務資訊提供民眾更便捷的生活
環境，並做為未來市政基礎建設規畫參考

協力廠商：訊舟科技、共享數位服務

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網路使用統計數據 行動電源租借量

共享數位服務

訊舟科技



應用場域：天母商圈

合作局處：商業處

計畫目標：解決傳統零售業面臨的資訊落
差挑戰，協助本市商圈店家導入開店寶，
以活絡商圈發展，拓展行銷手段以及提升
服務品質

預期效益：輔導店家線上線下整合行銷，
開拓多元銷售通路，透過運用及創新銷售
模式，打造店家新型態行銷推廣能力

協力廠商：艾斯移動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1－110/10

智慧店家科技導入輔導計畫-天母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建立天母商圈LINE官方
帳號，協助店家行銷

導入一站式開店服務平台
協助商圈內店家進行數位轉型服務

推播店家優惠訊息
吸引消費者透過合作平台取得店家
優惠訊息，並前往店家消費

• 整合支付
• 掃碼點餐
• 智能POS
• 外送服務
• 發券神器…



應用場域：西門商圈、後站商圈

合作局處：商業處

計畫目標：解決傳統零售業面臨的資訊落
差挑戰，協助本市商圈店家導入「雷e購」
虛實融合平台(OMO)，以活絡商圈發展，
拓展行銷手段以及提升服務品質

預期效益：輔導店家線上線下整合行銷，
開拓多元銷售通路，透過商圈『KIOSK數
位智慧互動機』導客至店家，打造店家新
型態行銷推廣能力

協力廠商：雷門數據

計畫現況：階段終止

起始期間：110/1－110/12

智慧店家科技導入輔導計畫-西門/後站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雷e購」虛實融合平台
平台串聯在地商家、企業福
委、消費者等，形成虛擬商
圈社群；透過網路活動集客
並搭配商圈KIOSK導客至店
家，創造『智慧生活圈』新
型態消費模式。



應用場域：雙溪淨水場

合作局處：產業局

計畫目標：利用市場既有小水力發電機組，
規劃適用於各供水溝渠或輸水管道，與各
類型電力系統併接，直接供電就地使用，
並提供數據化圖表與展示平台

預期效益：設置9kW等級小水力發電設
備，年發電量65,000度，每年發電減少
碳排放量約41,405 kgCO2

協力廠商：經一綠能

計畫現況：階段終止

起始期間：110/11 - 111/12

小水力發電系統與展示平台建置計畫-2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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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孔

匯流井

導
水
管

1.建置場域與範圍

建置範圍

2.小水力發電系統配置於攔水
堰蓄水池與匯流井間

3.建置發電展示平台與
串接數據



Top-down

Bottom-up5G智慧杆場域驗證專案智慧政府

• 應用場域：臺北市政府

• 合作局處：資訊局

• 協力廠商：5G智慧杆標準推動聯盟

• 計畫目標：協助產業探索與制定模組化
之桿件設計與應用功能共通標準，透過
5G智慧杆主題建立多元5G應用實證場
域，發展數據治理示範方案

• 預期效益：於本計畫驗證智慧照明、交
通偵測、充電樁、環境偵測及數位看板
之功能並透過管理平台監控與執行

• 計畫現況：進行中

• 起始時間：110/11 - 111/12 5G智慧杆位置示意圖

示
範
場
域

台北市政府後門
(東大門)

交通偵測

充電樁

環境偵測

數位看板

智慧照明

5G智慧杆功能驗證

圖片來源自5G智慧杆聯盟

B. 副杆1
A. 主杆

C.  副杆2

D. 迴路控制箱



臺北市政府AR服務導入計畫智慧政府

應用場域：市府大樓一樓中庭與市民廣場

合作局處：公管中心

計畫目標：AR是一個能沉浸體驗、提高效
率、增加轉化的技術，藉由此讓民眾體驗
APP內部其他的服務及便民業務。

預期效益：透過AR體驗，讓來到市府的民
眾有機會讓民眾能對新科技的體驗機會。
同時，並協助用戶進行場域導航等服務。

協力廠商：光時代科技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 111/3-112/6

Top-down

Bottom-up

掃描光標籤機台 市政宣導 AR導航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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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文件智取櫃試辦計畫

應用場域：北市府大樓B2

合作局處：秘書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試辦五個局處的公文交換導入
IoT智能取件櫃，串聯公文系統、自動化
通知送件與取件，以協助提升臺北市政府
各機關間公文傳遞效率。

協力廠商：iTake-格新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預期效益：公文交換系統導入智能取件櫃，
系統主動通知機關取件、櫃體可驗證寄件
取件者，用數位化方式管理公文交換模式，
使機關人員有效掌握公文收件需求及數量，
亦提升人力運用效率。

起始期間：111/4-111/12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進行中

公文系統發文建檔
存取於雲端資料庫

系統通知相關單位
文件打包

系統通知送件人員
取打包文件

送件人員投遞文件
至櫃格

系統通知取件單位
人員

取件人員現場登錄
身分取件

服務流程



應用場域：北市政府視訊活動及會議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說明：疫情時代各論壇會議往往以視
訊系統進行，衍生出講者眼神無法對焦鏡
頭、畫面解析度不佳、噪音干擾問題，預
計透過AI有效增加視訊會議的交流品質。

預期效益：疫情時代可加強在雲端、視訊
活動及會議的交流品質，包括修正眼球對
焦鏡頭、臉部追蹤等，增加與觀眾之間的
交流互動感受。

協力廠商：華碩雲端、NVIDIA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111/06－111/10

北市府視訊影像眼部對焦辨識案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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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R Translation

Before After

NVIDIA AI PLATEFORM

• Video & AR
• Audio

北市府視訊會議伺服器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 (預)111/09-112/04

應用場域：北市府資訊局維運之網站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透過系統檢測各機關網站內容，
若發生網站功能、版面異常、連結失效等異
常狀況，即自動通知管理人員判斷，減少人
工檢核作業時間，並提升處理效率。

預期效益：可根據網站架構不同，讓使用
者自行設定各項參數，並可透過自訂規則
或機器學習來進行內容判斷，自動監控與
檢測網站異常狀況，以圖像化方式回報。

協力廠商：社群洞察

網站檢核輔助系統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為提供台北市民優良的資訊服務，
各機關原需定期人工檢核網站內容，確認即時更新。

網站檢核輔助系統

A
網站

B
網站

C
網站

D
網站

E
網站

網站設定、監測
參數設定

系統監控
定時檢查

發現異常無異常

在不影響網站效能
下運行

連結失效
https://XX
X.XXX.gov.
taipei

即時透過郵件或LINE通知管理員，
並在後台以圖像化方式呈現加速判
斷、發現有問題之內容



計畫現況：進行中

起始期間： (預)111/10-112/7

應用場域：台北通APP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建立一套全自動化的上稿 SOP
機制，導入台北通公告訊息申請案的格式
判斷、以及自動上稿功能至本府的 Ragic
系統與台北通管理後台。

預期效益： 降低人工審核與作業的時間，
並能夠符合及時上稿之效率。審核申請之
上稿內容有無問題，進行上架作業或拒絕
申請。

協力廠商：伊斯酷軟體科技

台北通自動上稿介接功能智慧政府

台北通APP內含最新消息公告的功能，各局處可
透過APP公告最新訊息通知市民朋友。

台
北
通
後
台
公
告
上
架

需求機關
於上稿日前
3 個工作天
填寫申請單

人工

流程機器人(RPA)

定期審查

手動上稿

AI判別

自動上稿

不及時

耗人力

及時

免人工

收到表單後，審核到上稿一系列流程全自動

過去必須要由負責人每日查核、後台上架

Top-down

Bottom-up



跨年實聯制

以簡潔資訊視覺化的版面提供COVID-19相關資訊及台北市相關資源整合資料
供市府首長政策擬定之參考依據 口罩地圖

智慧政府 COVID-19決策輔助儀表板
Top-down

Bottom-up



虛實卡整合-台北通Taipei Pass智慧經濟
Top-down

Bottom-up



動物園試辦 小巨蛋實名制入場

智慧政府 防疫實名制APP-mycode台北隨行碼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與業者合作提供資源，鼓勵產
業開發LoRa、Sigfox、NB-IoT及5G等新
物聯網技術應用

預期效益：讓創新應用得以藉此物聯網
實驗平台發揮最大潛能，完整新生態系

協力廠商：正文科技、亞太電信、Unabiz、
遠傳電信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5/5 - 109/7

臺北市物聯網實驗平台

POC
模式

智慧政府

OGC 國際共通標準平台

80+

10,000 帳號

團隊

全台第一個開放試驗場域 100+ 團隊

2016

2017

2018

2019

Top-down

Bottom-up



臺北市智慧支付推動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起始期間： 106年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以臺北智慧支付平台為入口，
整合多項支付工具及繳費項目

預期效益：提供市民更便利繳費方式、
市政府節省手續費、帶動支付產業發展

協力廠商：銀行、支付業者

電腦

水處 停管處 聯合醫院

平板 手機 臨櫃

電子支付

橘子支 歐付寶

臺灣支付

第三方支付

愛貝錢包 街口支付

Pi

台新 玉山銀
行

智慧支付平台

$132億

其他

其他其他

其他

提昇公共費用

繳交便利性

帶動台灣智慧

支付產業發展

減輕市府收取

費用之負擔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臺北智慧城市物聯網創新實驗室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與業者合作提供資源，鼓勵產
業體驗5G環境，以創造更多物聯網技術應
用

預期效益：讓創新應用得以藉此試驗計畫
發揮最大潛能，帶動產業創新升級

協力廠商：遠傳電信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08/10 - 109/3

內湖智慧園區5G試驗計畫

「內湖智慧園區5G試驗計畫」啟動記者會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3C硬體廠商

智慧製造

廣達電腦、聯寶電腦、OPPO 、Google

台達電、杏泓科技、台灣塑膠、智捷科技

社群媒體 電腦王、手機王、台視新聞 、非凡新聞

申請測試團隊共計 組，
包含網、3C硬體、製造、社群
媒體、學研單位等..

114

網通相關 仁寶電腦、凌羣電腦、聯發科、啟碁科技



2020年臺北市政府跨年5G場域應用合作服務計畫智慧政府

應用場域：市府前舞台區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
1. 將5G低延遲特性應用在實(聯)名制，確
實掌握活動區域人數，作為防疫新應用
2. 架設攝影機，以AI預估晚會現場人流及
密度，並因應光影變化修正AI模型

預期效益：
1. 促進臺北市政府與中華電信在5G及智
慧城市創新應用服務之合作
2. 藉由跨年活動大量民眾參與，在高密度
人流場域，驗證5G服務特性、提供人流
密度分析，提供未來防疫新應用

協力廠商：中華電信

起始期間：109/12－110/1

計畫現況：已完成

Top-down

Bottom-up



智慧政府

應用場域：台北市殯葬管理處

合作局處：民政局殯葬處

計畫目標：
1. 以網路公祭方式，突破過去受限時間、
地點親人未必能出席的遺憾
2. 透過網路直播與手機、電腦多元參與方
式，連結人性與科技的溫暖

預期效益：
1. 由試辦達到無國界關懷，降低使用限制
2. 落實數位創新應用，改善傳統服務限制
3. 直撥參與，提升活動與關懷品質

協力廠商：奇勤資訊

起始期間：109/3－110/1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網路公祭試辦案
Top-down

Bottom-up



應用場域：單一陳情系統Hello Taipei案件

合作局處：資訊局、研考會

計畫目標：協助局處單位，從每日陳情事
件中，透過數據分析，找尋議題案件與對
應局處之關聯性，並提供每日案件預判於
局處，讓局處儘早準備與應對

預期效益：透過數據分析、關聯性應用，
並提供具有簡易數據呈現之介面，讓局處
了解最新市民關注議題

協力廠商：精誠資訊

計畫現況： 已完成

起始期間：109/6－110/9

智慧虛擬營運中心智慧政府

Step1: Hello Taipei平台案件 Step4: 平台案件型態連結與預測

Step3:關聯性應用Step2:數據分析

Top-down

Bottom-up



臺北大數據中心中樞整合計畫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起始期間： 110年

應用場域：臺北市

合作局處：全市府

計畫目標：臺北大數據中心扮演著頂層策
略分析與輔助決策角色，透過頂層議題設
計與規範，作為各局處不同單位系統彙整
的中心單位，以此改善過往在局處各系統
分散與獨立未連結現況

預期效益：讓決策可從頂層連結到最前
端的應用服務，使過去被動的訊息分析
管理，轉變為主動訊息取得與應對連結

協力廠商：亞太電信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Top-down

Bottom-up文化場域智慧化智慧政府

• 應用場域：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

• 合作局處：民政局

• 協力廠商：鴻圖

• 計畫目標：為「林安泰古厝民俗文物館」
建構3D數位導覽，民眾可於網頁上瀏
覽並結合QRCode掃描呈現景點介紹，
提供更優質的虛實導覽服務

• 預期效益：透過智能技術的協助導入文
化資產內涵並協助相關推廣，打造林安
泰古厝為臺灣民俗文化的體驗場域

• 計畫現況：已完成

• 起始時間：110/4 - 110/12

Matterport Pro2 3D 

3D立體格局場景

360°環景導覽

360°環景建置

QR Code
多語網頁導覽

包含多處文字說明
與AI語音導覽



Top-down

Bottom-up智能客服機器人智慧政府

• 應用場域：地政事務所官方網站

• 合作局處：地政局

• 協力廠商：碩網資訊

• 計畫目標：經由SmartRobot實踐實體
語音辨識及官網文字客服機器人系統，
提供遠端及局處使用者實價登錄新制及
危老都更地政諮詢問題自動化回覆

• 預期效益：透過智能客服輔助客服人員
解決常態型問題，可減輕重複性答覆之
工作，提升客服服務品質及人員產值

• 計畫現況：已完成

• 起始時間：110/1 - 110/9

自然語言分析

文本探勘

類神經網絡學習

模型發布

主動學習數據標註

模型訓練

關鍵字深度學習分析
引導判斷處理



Top-down

Bottom-up市府官方交友APP智慧政府

• 應用場域：臺北市政府

• 合作局處：民政局

• 協力廠商：美滿人生

• 計畫目標：協助臺北市政府內適婚年齡群
體中「想結婚但缺乏認識對象管道」或是
「有運用網路習慣但對交友APP 信心不
足」的市府同仁，進行線上媒合交友

• 預期效益：提供RWD式網頁頁面登入，
並且機關端可由後臺進行會員管理、統計
分析，過濾名單並提升使用信心度

• 計畫現況：階段終止

• 起始時間：110/8 - 110/9

會員管理 數據統計 使用者功能

• 註冊審核
• 真人認證
• 開通功能

• 使用者年齡
• 性別
• 學歷
• 居住地
• etc.

• 註冊
• 登入
• 瀏覽對象
• 約會邀請
• etc.

RWD式網頁
情境示意圖



臺北市鄰里智慧管理系統試辦計畫

應用場域：文山區景東里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
1. 以智生活App為核心，將智慧社區管理
系統導入鄰里，提升鄰里管理便利性
2. 導入鄰里E化公佈欄、E化巡邏、鄰里意
見反映等，解決鄰里訊息傳遞不便等問題

預期效益：
1. 低預算達成里政E化，提升里辦效率
2. 落實政府政策宣導，展現管理服務實績
3. 鄰里數位資訊中心，提升數據驅動決策能力

協力廠商：今網智慧科技

起始期間：110/3－110/8

計畫現況：階段終止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市府人流偵測試辦案

應用場域：市政大樓東、南、西、北門出
入口；南區、北區B1引道

合作局處：資訊局設網組

計畫目標：因應防疫需求於市政大樓出入
口裝設智慧人流監測設備，以有效控管進
出人流，數據可提供大數據中心進行整合，
後續將視試辦成效推廣至其他市府場域

協力廠商：東豐科技

預期效益：能即時掌握室內場館人數，避
免不必要的人群超載，透過顯示器可有效
提示往來民眾場館內壅擠程度，亦可進一
步掌握並監測人流狀況

起始期間：110/6 - 110/10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準確分辨進出或停留門口的人不重複計數

 人流分析系統應用於各式多樣化場景需求

 門口的障礙物不會造成計數的誤判

 提供95%以上準確率

3D人流計算儀及數據儀表板

採用3D高速人流計算儀分析技術

3D感測技術包含：
1. 立體視覺（Stereo Vision）
2. 結構光（Structured Light）
3. 飛時測距（Time of Flight）Ａ



市場實聯分流管理資訊站導入試辦案

應用場域：台北市南門市場設置5台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因應防疫需求，於南門市場試
辦人流管制一體機方案，其整合台北通、
身分證、居留證等掃描認證功能，並可量
測體溫，期可有效控制採買人流

協力廠商：浩鑫

預期效益：透過整合讓原本市場的分站作
業縮減成為一站作業，可有效提升民眾進
場效率，同時減少現場人力派工情形，此
外由系統判斷民眾是否符合分流政策，可
減少人為疏失

起始期間：110/6 - 111/1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實聯登錄 人流管控 測溫消毒



Top-down

Bottom-upTaipei Free 服務實證計畫智慧政府

• 應用場域：市政大樓

• 合作局處：資訊局

• 協力廠商：台灣智慧光網

• 計畫目標：透過密集與穩定的光纖網路
串連傳輸，替代4G訊號網路服務以達
到未來Wi-Fi 無線上網需求的成長

• 預期效益：於室外/室內場域裝設WiFi
AP無線基地台，手機在偵測範圍內即
可 透 過 WiFi 連 網 ， 寬 頻 規 劃 從
50M/120M提升至350M/120M

•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 起始時間：110/9 - 110/10

資訊局資通安全中心市政大樓

行動辦公室

（第三研討室）
市政大樓

大同行政中心4樓

（民政課櫃台前民眾等候區）
區公所

信義-E-光復路口

（往東停靠站）
候車亭

陽明山殯葬管理處

(臻愛樓廣場)
偏遠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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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Free

TPG內網
Taipei Free

7
*2

4

網
管
中
心

儀錶板
即時資訊呈現

電力監控
流量及品質監控

設備管理
熱點清單
匯出xls.

管
理
平
台

WiFi 服務
AP狀態、上線流
量、Wifi狀態流



市府大樓綠能充電健身車智慧政府

應用場域：市府大樓1F

合作局處：公管中心

計畫目標：運動結合綠能理念，並聯市電、
隨踩即用、全民運動、健康生活

預期效益：利用空餘空間，規劃多元活化
用途，以提升服務品質、整合資源及有效
活化利用

協力廠商：寧茂科技

計畫現況：已完成 (持續維運中) 

起始期間：110/11 - 111/1

場域：市府大樓洽公民眾休息區

動能經過發電機及變頻控制單元的轉換即可成為電能對手機
充電，充電處提供的USB  port 是QC 3.0規格。

踩踏速度63rpm，發電功率只有50W（瓦特），連續踩20小時可擁
有1度電，以上的發電功率為廠商概估值。

Top-down

Bottom-up



區塊鏈結合抽籤應用服務智慧政府

應用場域：機關既有抽籤資料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運用區塊鏈技術建構公正透明
的抽籤流程，透過不可預測的加密變數生
成得獎者以達到防弊公正之目的。

預期效益：結合區塊鏈技術具有去中心化、
可驗證、不可篡改之特性，創造市政服務
價值，提升民眾對市政的滿意度。

協力廠商：京侖科技訊息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 111/1~111/2

Top-down

Bottom-up

系統建構在 ThunderCore（閃電核心ＴＴ鏈），使用的 PaLa
共識演算法和權益證明(PoS)機制進行區塊鏈的相關架構，透過
智能合約進行抽籤並將結果上鏈。



臺北LBS 無圍牆AR城市導覽智慧政府

應用場域：台北通App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根據LBS導航，提升市民遊
覽體驗，後續將視PoC執行成果狀況評
估導入北市相關景點。

預期效益：藉由AR導覽的介紹與說明，塑
造台北開放博物館的相關歷史、人文故事，
也介紹當地特色美食或招牌商品。

協力廠商：鴻圖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 111/2-111/3

Top-down

Bottom-up

148

LBS+AR：讓使用者可以在真實世界依據自己地理位置體驗虛擬互動技術及服務

poI管理 虛擬招牌

AR設定應用 即時資訊



Top-down

Bottom-up市府網站搜尋引擎優化智慧政府

• 應用場域：臺北市政府

• 合作局處：資訊局

• 協力廠商：驊宏資通

• 計畫目標：為提昇民眾取用資料的效率，
提供整合性資訊檢索系統，針對臺北市
政府官網提供服務，建置整合性資訊檢
索系統，滿足民眾全面性之資訊檢索

• 預期效益：藉由單一整合界面，提供智
慧化檢索資料服務，包含關聯關鍵字檢
索、自然語言查詢功能、熱門查詢詞等

• 計畫現況：已完成

• 起始時間：110/9 - 111/3

資訊檢索機制

跨系統整合檢索及單

一系統檢索介面

關聯主題/知識地
圖檢索

進階檢索

存取權限管制

其他檢索方式

熱門查詢詞

檔案格式選取過濾

適性化網頁設計

進階篩選功能 關聯提示詞功能

網頁示意圖



Top-down

Bottom-up1999導入語音辨識評估專案智慧政府

• 應用場域：臺北市政府

• 合作局處：研考會

• 協力廠商：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 計畫目標：針對1999五大服務的語音
資料進行語音辨識，將語音資料轉為正
確的文字資料，提高話務人員登錄民眾
進線資料之正確率。

• 預期效益：將語音資料準確轉為文字檔，
搭配語音辨識(ASR)及合成(TTS)技術讓
文字客服機器人升級至語音客服機器人

• 計畫現況：已完成

• 起始時間：110/11 - 111/3

語音辨識功能深度學習

熱詞
模型

專項
模型

自學習
語言
模型

自主研發Bot Factory™ 平台

採用深度學習、機器學習的自然語言
處理技術作為平台的重要核心。

高精準語音識別語音辨識服務

智能語音平台
高擬真語音合成

語
音
辨
識
流
程

進線電話
錄音檔

自動語意識別
(ASR)

資料文件管理

語意解析 加值服務(ex:客服機器人)

建構文本



北市府1999心聲分析規劃專案智慧政府

應用場域：1999市民當家熱線

合作局處：研考會

計畫目標：「語音辨識STT」及「AI文本
分析」，結合 Nvidia GPU運算主機，進
行話後分析並呈現對話情緒辨識、主題分
群、對話重點摘錄等文本分析處理

預期效益：快速掌握民眾進線所關心的議
題及其變化趨勢，提升民眾對市民服務滿
意度

協力廠商：中華電信研究院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110/12 - 111/3

Top-down

Bottom-up

將「1999 語音對話」進行話後分析以視覺化呈現對話情緒辨識、
主題分群、對話重點摘錄等進行文本分析處理：

發展語音大數據分析

熱門詞語
分析

對話情緒
分析

對話主題
分群

對話主題
摘要

客戶心聲話後分析模型 視覺化呈現(文本分析結果)語音對話

全文轉譯

對話檢索

情緒分析

熱詞分析

主題分析

意圖句辨識

對話摘要



人流管理資訊站升級感應優化案智慧政府

應用場域：市府大樓實聯制機台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提升感應優化解決方案，讓台
北通未來在不使用App情況透過感應即可
完成相關實聯制認證技術可行性評估。

預期效益：透過簡易自助的一站式設備，
讓不同聯齡層皆有機會體驗數位化，降低
民眾對於數位化的不熟悉感。

協力廠商：浩鑫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現況：已完成

起始期間： 111/2-111/3

Top-down

Bottom-up

152

優化更新



公務手機資料清除概念性驗證計畫

應用場域：資料模擬測試

合作局處：資訊局

計畫目標：使用軟體技術將欲汰換之手機
內的相關資料及機敏文件妥善清除後，手
機可做為拍賣或轉贈使用，達到循環利用
的目標。

協力廠商：點子行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預期效益：確保汰換之手機內的公務資料
及個資等機敏性資料零外洩，並達到手機
再利用，減少環境污染的資源永續之正向
效益。

起始期間：111/5-111/6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已完成

快速資料清理降低個資外洩風險

主機安裝自主開發
iMT Cleaner 軟體

主機連接欲清理之
行動裝置

執行資料抹除程序

公務手機
資料清理

原廠
重置

系統
還原

資料
抹除

本驗證計畫將以各廠牌、型號之非公務手機進行實證，
確保資料及個資等機敏性資料「零外洩」。流程如下：

可選用特定清理標
準，並留存不可篡
改之清理記錄

確認軟體支援各型號iOS或Android系
統手機

產生清除報告

可自動清理，
無需額外人工
操作



安裝處 分局 派出所 業者 位置

松隆路 信義分局 三張犁派出所 中華電信 市區

祥雲街 信義分局 吳興街派出所 中華電信 郊區

南京東路三段 松山分局 中崙派出所 遠傳電信 市區

中山北路七段 北投分局 永明派出所 遠傳電信 郊區

永吉路 信義分局 五分埔派出所 台灣固網 市區

仙岩路 文山二分局 興隆派出所 台灣固網 郊區

警察局監視系統5G無線傳輸測試案

應用場域：臺北市市區及郊區路口CCTV

合作局處：資訊局、警察局

計畫目標：臺北市警察局於重要路段及路口
設置網路攝影機結合影像智慧辨識功能，建
構治安電子城牆，透過對照組驗證以5G取
代光纖電路應用於CCTV影像傳輸之可行性。

協力廠商：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台灣固網

預期效益：透過機動且快速的網路佈署，
降低纜線鋪設路面施工之成本；以5G高
速度、低延遲、廣連結特色，升級傳輸效
率；同時確認附掛設備及網路傳輸之安全
性、可維護性。

起始期間：111/5 - 111/6

智慧政府
Top-down

Bottom-up

計畫現況：已完成

5G
5G

主機機房

網路架構示意圖

IPVPN

測試點位一覽



31
案

2022

46
案

2021

35
案

2020

已完成案件結果

53%

47%

成功

未達期待

46%

13%
41%

進行中

已完成

終止

案件進度比例

22
案

2019

45
案

2018

64
案

2017

48
案

2016

平均實證時間

各年案件數量

完成11.1

MAX 44 個月 MIN 1 個月

智慧建築 32

智慧交通 49

智慧經濟 32

智慧政府 42 智慧安防25

智慧教育22

智慧健康46

智慧環境32

案件領域分佈

MAX 26 個月 MIN 1 個月

終止7.2



「智慧臺北創新獎」徵獎活動

• 「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歷年來成功促成許多創新試辦，由業者無償投入與機關合作，藉以帶動臺北

市創新產業之發展。透過年度創新實證徵獎活動，選拔年度優質試辦專案並給予獲選廠商獎勵期勉，同時展示年度成果。

• 徵獎活動邀請試辦合作局處及專家擔任評審，以實證情境完整度、場域執行效益、創新性、簡報內容等項目作為評選指

標，經初審及複審階段共選出15件，包含5件特優及10件優選試辦專案。

徵獎活動緣起與目標

1+7智慧領域

Bottom-Up

局處PoC

• 通過臺北市1+7領域智慧城市推
動小組公開徵求並已有階段成果
之試辦案。

• 透過「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
實驗試辦計畫」向TPMO提案<

• 經媒合有階段成果之試辦案。

• 於109年與臺北市政府各局處機
關合作並有階段成果之試辦案 。

15 家入選廠商
評審委員文件初審 評審委員簡報評選

成果展示 5 家特優廠商

10家優選廠商



2020年智慧臺北創新獎

獎項 獲獎專案 獲獎單位

特優 都會智慧快捷運輸服務先導實證運行計畫 台灣智慧駕駛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 智慧告別式解決方案 奇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 商業場域智慧偵測及商情追蹤預測計畫 紅門互動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 路邊機車格位即時資訊偵測與管理試行計劃 智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 台北市政府之室內導引系統場域試點計畫 畢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商業場域智慧偵測及商情追蹤預測計畫 台灣資料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數位影音物聯網校園 奇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臺北市信義商圈多媒體資訊站(kiosk)試辦案 訊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校園智慧安防解決方案 華電聯網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公廁清潔作業智慧管理系統驗證 智慧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松山車站智能室內停車場試辦計畫 雲派科技有限公司

優選 AI 智慧語音客服系統 雲鼎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堤頂港墘路口車流辨識實證計畫 義碩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內湖智慧園區5G試驗計畫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內湖智慧園區AI智慧路燈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5件

優選10件

超過30則媒體露出



2021年智慧臺北創新獎

獎項 獲獎專案 獲獎單位

特優 市場實聯分流管理資訊站試辦計畫 浩鑫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
ChargeSPOT 臺北市複合式場域
多媒體資訊站(Kiosk)試辦計畫

共享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 機車停車收費管理機制試辦計畫 智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 智慧店家科技導入輔導計畫 光時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 建築智慧化結構監測實證計畫 知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台北市智慧垃圾回收整合服務站計畫 晧揚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優選 失智據點陪伴型平板試辦案 慧利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老人健保語音客服機器人服務專案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智慧店家科技導入輔導計畫 艾斯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集電靴AI影像自動量測工作計畫 艾斯移動股份有限公司

優選 松山文創園區智慧數據分析應用 台灣資料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特優5件

優選6件

超過40則媒體露出



3 國 際 行 銷 與 獲 獎 成 果

1 智 慧 領 域 專 案

2 公 民 參 與 智 慧 城 市



意見收集

創意競賽

提案補助

透過提案競賽方式
徵求公民參與研究規劃案

(擬定中)

補助專題研究，鼓勵以公民參與
流程，提出具可行性之建議方案

(擬定中)

臺北市智慧城市指標調查
場域規劃調查

公民推廣

社區大學公民週
智慧生態社區工作坊
展會活動-資訊月、軟體應用展

課程合作

臺灣大學 D-Team
政治大學 資訊科技與政府課程
中央大學、世新大學、臺北大學

公民參與



課程合作

與大專院校課程進行合作，將臺北市
智慧城市主題融入課程設計，探討智
慧臺北發展政策、執行專案

專案合作

建立大專院校與北市府局處進行研究
專案合作之雙向管道，主題可由大專
院校自提，或由市府局處對外徵求

智慧臺北
學研合作平台

臺大
電資

成大
電資

政大
公行

臺北
商大

陽交
大電

機

臺科

公民參與-智慧臺北學研合作平台



公民參與-公民推廣與意見收集



108年度公民參與：大專院校課程合作
合作概念

TPMO

大學課程局處

教師學生

公民參與活動

智慧城市

循環 韌性 共享

透過與大學課程合作，作為收集公民參與意見之管
道，並將課程研究成果納為政策推動參考依據

合作對象

「資訊科技與政府」政大公行系 蕭乃沂 教授

「行政統計學」政大公行系 廖興中 教授

「教育創新與社會設計」台大D-School 黃書緯 教授

「綠色交通與永續發展」台大公運中心 張學孔 教授

「藝文創造力專題研究」師大創造力碩班 許和捷 教授

跨
域

跨
域

交
通

環
境

教
育

經說明會、公開徵選後，本年度共5個合作課程，透過
TPMO至課堂分享交流、媒合局處訪談等方式，推動官學合作

教育訓練
10/8 透過大學課程合作的教授，分享智慧城市發展
趨勢、相關研究成果，並促進與市府同仁交流

智慧交通

資料分析

韌性防災

敏捷管理

成
果
展
覽

成果展演
12月中旬於市府舉辦展覽及簡報競賽，展現課程
研究成果，並與府局處代表交流，強化官學鏈結

大學
師生

成果報告
獲得反饋

引進新創
政策參考

局處
代表

簡
報
競
賽

成
果
展
覽



109年公民參與：大專院校課程合作
合作對象

系統思考與決策分析政大公行系 蕭乃沂 教授

行政統計學政大公行系 廖興中 教授

市政規劃與發展和都市與區域發展
北市大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許耿銘 教授

市政規劃與發展和都市與區域發展
北市大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李天申 教授

跨
域

跨
域

環
境

環
境

經說明會、公開徵選後，本年度共4個合作課程，透過
TPMO至課堂分享交流、媒合局處訪談等方式，推動官學合作

成果展覽 110/3/18-110/3/25於市府中庭舉辦展覽，期間舉
辦《填問卷送好禮》，總計收集達355分有效問卷。

課程參訪 透過課程合作，引介學生參訪導覽公私協力概念驗
證（Proof of Concept, PoC）合作專案場域

iTrash智慧垃圾回收整合服務站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

信義商圈多媒體資訊站(KIOSK)試辦案

大數據中心籌備處

課程分享 協助合作課程，媒合市府單位進行研析訪談，並協
助邀請重點專家，擔任客座講師進行分享。



110年公民參與：大專院校課程合作

MOU簽訂 本年度更體化合作夥伴關係，透過智慧臺北學研合
作平台，與臺北市立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期透過MOU強化北市府公民參與智慧城市之推動

合作方式 為首次跨上、下學期以學年合作推動，總計與5間大
專院校、8位老師進行7堂課程合作，透過TPMO至
課堂分享交流、媒合局處訪談等方式，推動官學合作

成果展覽
111/5/11-111/5/20於市府中庭後方舉辦展覽，展
現12座，共36組學生專案成果。展期間舉辦《填問
卷送好禮》，總計吸引達500位人次參與

課程參訪
透過課程合作，引介學生參訪導覽公私協力概念驗
證（Proof of Concept, PoC）合作專案場域，提
供學生更深度了解專案

Parkey智慧機車格

福星智慧工地

市府大樓綠能充電健身車

信義商圈多媒體資訊站（KIOSK）試辦案

交通局-交控中心

東吳大學/政治系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上學期

上/下學期



3 國 際 行 銷 與 獲 獎 成 果

1 智 慧 領 域 專 案

2 公 民 參 與 智 慧 城 市



臺北市智慧城市推動機制成為國際標竿案例

IDC前亞太區總監、麥肯錫資深顧問
Charles Anderson撰文《Taipei City: 
How to Create a Citizen-Centric 
Smart City》提到：『臺北市此一策
略可能成為全球智慧城市的「遊戲規
則改變者(Game Ch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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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美國加州Santa Clara 舉辦的Internet of Things World中，Charles Anderson在
Opening Keynote 以臺北為例講述以市民為中心的智慧城市。



• 白金認證-ISO 37120指標體系
(WCCD, World Council on City Data)

•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2015

2016
•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 世界大會名人堂產業成就獎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rld Congress)

2017
• 合作城市金質獎

(WeGO, World e-Governments Organization of Citiesand Local 
Governments)

• 世界大會名人堂地方政府成就獎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rld Congress)

• 世界最高科技城市獎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Business Insider)

• 最佳資通訊城市典範獎
(ASOCIO, Asian-Oceanian Computing Industry Organization)

• 亞太優秀PMO獎
(PMI, 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 )

2018
• 全球智慧城市政府TOP50 (No.16)

(Eden Strategy Institute)

•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 Award of Distinction卓越獎
(The Open Group)

2019
•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交通運輸2.0 - AI交通治理新模式；學習無界限-全方位智慧教育在臺北)

• 跨城市驗證計畫專案獎(GO SMART, Global Organization of Smart Cities)

(AI校園圍籬跨城市實證計畫)

2020
•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學習無界限+ - 臺北酷課網路學校)

臺北智慧城市得獎成果

2021
• 全球資通訊科技卓越獎(WITSA 2021 ICT Excellence Award)

(大數據疫調專案；酷課雲)

•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台北通TaipeiPass 政府行動服務的數位通行證；台北市科技輔助防疫專案)

•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SCSE, Smart City Summit & Expo)

(創新智慧運輸，臺北信義路自駕巴士啟程；臺北供水區智慧水表推動策略；
南港機廠社會住宅-AIoT人工智慧物聯網平台)

• GO SMART AWARD(GO SMART, Global Organization of Smart Cities)

(視障友善公車物聯網)

2022
• 全球資通訊科技卓越獎(WITSA 2022 ICT Excellence Award)

(台北智慧城市--生活實驗室；酷課雲4.0--親師生平台)

• 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i-Voting 網路投票實現夢想 直接民主向下紮根；實現校園數位4.0的關鍵-親師生平臺)

•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SCSE, Smart City Summit & Expo)

(公務雲TAIPEION-創新智慧政府高效公務應用生態環境；
臺北酷課雲4.0-酷課APP)

• GO SMART AWARD(GO SMART, Global Organization of Smart Cities)

(大數據中心)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與新加坡科技設計大學(SUTD)合作，
調查全球118座城市，於2021年10月公布2021智慧城市指數
(Smart City Index)

排名 城市
Smart City Rating

2021
Structure 

2021
Technology

2021
Change

1 新加坡 AAA AAA AAA —

2 瑞士—蘇黎世 AA AAA A ▲ +1

3 挪威—奧斯陸 AA AAA A ▲ +2

4 臺灣—臺北 A A A ▲ +4

5 瑞士—洛桑市 A AAA A NEW

6 芬蘭—赫爾辛基 A AA A ▼ -4

7 丹麥—哥本哈根 A AA A ▼ -1

8 瑞士—日內瓦 A AA A ▼ -1

9 紐西蘭—奧克蘭 A A A ▼ -5

10 西班牙—畢爾包 BBB A BBB ▲ +14

2021 IMD全球智慧城市指數(SCI)排名

台北排名第4，亞洲第2



2019 全球智慧城市政府TOP50
Rank City

1 London
2 Singapore

3 Seoul

4 New York
5 Helsinki
6 Montreal
7 Boston
8 Melbourne
9 Barcelona

10 Shanghai
11 San Francisco
12 Vienna
13 Amsterdam
14 Shenzhen
15 Stockholm
16 Taipei
17 Chicago

18 Hong Kong & Seattle

20 Charlotte

21
Vancouver & 

Washington, D.C. 
23 New Delhi
24 Copenhagen
25 Columbus, Ohio

Rank City
26 Los Angeles
27 Surat

28 Tokyo

29 Berlin
30 Beijing
31 Sydney

32 Ahmedabad & Bhubaneswar 

34 Jaipur
35 Atlanta
36 Pune
37 Wellington
38 Kansas City

39 Toronto

40 Dubai
41 Dublin
42 Tel Aviv
43 Philadelphia
44 Reykjavik
45 Lyon

46 Paris

47 Jakarta
48 Rio de Janeiro
49 Phuket
50 Kigali

新加坡Eden Strategy Institute發布全球前50大智
慧城市名單，由10大因素評估全球140個城市在智
慧城市方面的發展。

台北排名第16，亞洲第5



2021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聯盟
(WITSA)全球資通科技應用傑出貢獻獎

171

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聯盟(WITSA)為聯合國轄下之非政府組織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資訊科技服務產業組織，
「全球資通科技應用傑出貢獻獎 (WITSA ICT Excellence Award)」則被譽為資通訊界的奧斯卡獎

Innovative eHealth Solutions Award
傑出醫療應用首獎

資訊局大數據疫調專案(COVID-19 
Dashboard and Data Analysis)

E-Education and Learning Award
傑出數位教育學習首獎

教育局酷課雲( Taipei CooC Cloud)



2022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聯盟(WITSA)
全球資通科技應用傑出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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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資訊科技暨服務業聯盟(WITSA)為聯合國轄下之非政府組織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資訊
科技服務產業組織，「全球資通科技應用傑出貢獻獎 (WITSA ICT Excellence Award)」則被
譽為資通訊界的奧斯卡獎

Smart City Award
公部門智慧城市首獎

台北智慧城市--生活實驗室
(Smart Taipei Living Lab – Social Innovation Ecosystem )

E-Education and Learning Award
傑出數位教育學習首獎

酷課雲4.0--親師生平台
(Taipei Cooc Cloud 4.0 — COOC 4.0 Creates an Interactive 

Social Media for Parents, Teachers, and Students)



Chair

WEN-JE KO
Mayor of Taipei City

Strategy Committee Secretariat

CHEN-YU LEE
Secretary-General

Industry 
Member

113 94 11 1

City 
Member

NPO
Member

Honorary
Member

(2021-2023)

Charles Reed Anderson

219

成立與推動GO SMART組織

(as of  Aug., 2022)

截至111年8月30日，共有219名會員，
包括113名產業會員、94名城市會員、
11名學研/法人會員以及1名榮譽會員。



46 Submissions / 12 Finalists

2019 GSA 2021 GSA2020 GSA

Organization Project

Milton 
Keynes 

UK Autodrive in 
Partnership with Coventry 
and the Motor Industry.

Tainan 
The System of Road 
Excavation Management.

Taipei
A.I. cameras  impacting 
urban design in 
Amsterdam and Taipei.

Organization Project

Lidbot
The World's Smartest and 
Smallest Waste/Recycling 
IOT Sensor.

MiTAC

Joint Development Project 
Plan on Mosquito 
Management with Redland 
City.

New Taipei
An AIoT and Blockchain
Application in Municipal 
Health Services.

Taichung
Road side parking spaces 
real-time information service.

37 Submissions / 12 Finalists 46 Submissions / 13 Finalists

Organization Project

City of 
Amsterdam

Object Detection Kit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of 

Taipei City 

Assist the visually 
impaired passengers to 
take bus smoothly with 
IoT

Kaohsiung 
Municipal Kai-

Syuan
Psychiatric 

Hospital

De-identification real-
time psychiatric patient 
safety monitoring and 
prediction system 
(iSAFE)

2022 GSA

42 Submissions / 14 Finalists

Organization Project

I3
I3 Systems and the City of Los 

Angeles

Qlue
Qlue Smart City Project: Alam

Sutera Intelligent Mobility 
System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aipei Urban Intelligence 
Center

Special Awards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Virtual Ward Platform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Remote Services for Assistive 
Technology Amidst the 

Pandemic

辦理GO SMART會員大會、GS AWARD



英國：彼得勃勒、格林威治、米爾頓凱恩斯、倫敦
荷蘭：恩荷芬、阿姆斯特丹、烏特勒支、阿爾梅爾
西班牙：巴塞隆納、馬德里
奧地利：維也納
芬蘭：坦佩雷
俄羅斯：烏里揚諾夫斯克、莫斯科
德國：柏林
法國：巴黎、格蘭諾博、昂熱市
波蘭：華沙
比利時：布魯塞爾
捷克：布拉格、南波西米亞、利貝雷茲
亞美尼亞
匈牙利：布達佩斯

美國：紐約、波士頓、堪薩
斯城、鳳凰城、愛達荷州
加拿大：艾德蒙特、蒙特婁、
魁北克、旺市

韓國: 首爾、大邱、釜山
日本: 大阪、京都、福岡、沖繩
馬來西亞: 雪蘭莪州
菲律賓
印度: 新德里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杜拜
新加坡：新加坡
奈及利亞

國際智慧城市鏈結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昆士蘭州、黃金海岸

Share Experiences & Take Actions

NEXT STEP: INTER-CITY PoC

175

哥倫比亞：波哥大



https://smartcity.taipei

Find Us



臺北市智慧城市 109年1+7領域徵案總表(1)

43個徵案議題

36個民間提案

1+7智慧領域
109年5月、11月徵件

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安防
5案次

109-01-SSE01 AI智慧影像分析應用
本案規劃廠商自行建置200萬畫素以上攝影機，安裝至既有治安要點或交通要衝之CCTV 監控系統控制箱旁(提供電力及網路
傳輸)，透過影像蒐集，情境偵測分析、即時告警顯示與物件比對查詢，進行AI 智慧影像分析，作為未來規劃錄影監視系統
之重要參考依據，以建構優質系統回應市民對治安之需求，並永續維護本市治安之穩定。

109-01-SSE02 淹水辨識告警功能
本案規劃由廠商於易發生積水之地區設置200 萬畫素以上攝影機蒐集影像，進行AI 智慧影像分析，透過資料蒐集、情境偵
測分析，提供淹水告警功能。提供即時淹水資訊協助災害防救，若辦識出有積淹水情形則以簡訊、LINE 訊息或電子郵件等
方式通知本府相關人員，縮短災害應變反應時間。

109-01-SSE03 以LINE提供災害防救訊息
建置LINE 機器人平台，透過語意分析了解民眾需求，並經由介接臺北市資料大平台之災害防救資訊，由LINE 機器人即時且
自動回覆使用者需要之災害防救訊息。

109-02-SSE01 汽機車違規智慧偵測系統
本市大同區鄭州路、塔城街口交通流量複雜並為10大易肇事路口，希望藉由本PoC以現有科技執法設備及其他影像資料來
源為基礎，導入資通相關技術，再透過數據資料的即時蒐集與分析之方式，達成判讀交通流量、即時意外事故示警的目標，
輔助警方進行城市交通管理，降低交通事故之發生率並提升道路安全係數。

109-02-SSE02 積水辨識告警功能
因氣候變遷，短延時強降雨常造成積水之狀況，惟相關災情發生快速，需經民眾通報才能得知，希望能經由智慧辨識機制
主動取得災害資訊，縮短災害應變反應時間。

0/36

規劃 建置

3/36

驗證

0/36

評估

0/36

結案

33/36

統計至111年8月



臺北市智慧城市 109年1+7領域徵案總表(2)

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建築
6案次

109-01-SBU01
社會住宅智慧工地-

物聯網安全管理應用實證計劃
利用移動互聯、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藉由PoC 提案尋求合適廠商打造定位系統、區域實時定位、
人數統計，輔助人員考勤、自動報警等功能。可用於工地空曠區域人員實時管理，並即時上傳戰情中心。

109-01-SBU02
社會住宅智慧電表數據-

AI 大數據分析進行節能實證計畫
提案尋求合適廠商協助AI 大數據分析智慧電表數據，透過商業大數據蒐集與判讀，以圖像化儀表板提供局處與住戶節能
建議，達到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

109-01-SBU03 社會住宅門禁優化解決方案實證計畫
提案尋求合適廠商協助透過門禁系統資料中的已知使用記錄，可即時獲知獨居者、長者或弱勢者進出及活動情況、提供
即時適切的協助與救援、掌握社宅物管人員服務及巡檢情況，提升物管服務品質。

109-01-SBU04 社會住宅智慧健康服務系統
提案尋求合適廠商透過資料蒐集建置鄰里醫療資源及社區活動空間服務等節點地圖，協助於居民生活健康與社宅公共空
間及周邊鄰里健康服務處建置結合多媒體資訊站，以圖像化儀表板提供局處與住戶，提供局處規劃社宅政策與推廣公共
措施及周邊服務網絡之參考資訊。

109-02-SBU01 社會住宅智慧健康服務系統
為能協助本府在規劃社宅政策與推廣公共措施及周邊服務網絡之因應作為，希望藉由PoC提案尋求合適廠商於社宅公共
空間及周邊鄰里健康服務處建置結合多媒體資訊站，以圖像化儀表板提供局處與住戶。

109-02-SBU02
智慧工地即時管理-

臺北市建築工地即時督導
打造建築工地即時監控系統，期望透過連結建築工地及其周遭區域之即時影像，達到不出辦公室即可即時掌控案件進度
目的。

智慧交通
5案次

109-01-STR01 機車停車收費管理機制
提供可偵測並蒐集路邊機車格位全日即時資訊、紀錄車輛入停與離開時間、結合路邊停車收費管理功能並與歷史人工開

單及收費資料比之解決方案，即時資訊可發布於北市好停車APP 供民眾查詢，以達到有效格位管理、提高開單效率及提

供多元支付之成效。

109-01-STR02 事故多發路段預警顯示
於多事故路段導入具24 小時數據蒐集、區域熱點分析、異常偵測等智慧科技應用，情境可為車路互動設備應用，或可結
合AI 影像偵測車流軌跡等，實驗目標供用路人即時告警資訊，同時提供管理單位相關數據及圖像化之儀表板工具，期以
利用智慧科技改善道路安全並降低交通事故之發生。

109-01-STR03 公車內擁擠度資訊顯示與應用
於車內安裝設備或透過其他先進資通訊技術，將車內乘客人數回傳演算中心，提供民眾可透過便民服務系統查詢公車車
輛擁擠程度之應用，另需將該訊息提供至市府之資料開放平台，供民間機構加值利用。

109-01-STR04 公車資訊異常自動偵測並發布訊息
於車內安裝設備或透過其他先進資通訊技術，將車機設備異常之車輛進離站位置回傳演算中心進行演算，以提供各便民
服務網站車輛預估到站資訊，目標提升公車動態資訊統準確率，以提升大眾對公車動態資訊系統之滿意度。

109-02-STR01
本市交工處既有CCTV

結合AI影像辨識實證計畫
利用中心既有至少1組有線傳輸CCTV，由廠商使用CCTV中心端影像結合AI影像辨識模組進行事件偵測或交通資訊自動
統計，並提供24小時數據蒐集及自動監測與回報機制。



臺北市智慧城市 109年1+7領域徵案總表(2)

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教育
9案次

109-01-SED01 校園即時體溫感測系統
以體溫量測設備取代人力進行學生體溫量測，且可動態顯示於螢幕作為控管依據。此體溫量測系統可連結「臺北市學生體溫
管理系統」確認是否已登錄當日體溫，若未登錄需發出警示或即刻量測及記錄。

109-01-SED02 校園智慧安防解決方案
善用科技與網路建立校園智慧安防機制和輔助人工巡查，當發生入侵、破壞、暴力等事件時，可及時示警並快速於事發現場

進行處理，以提升校園安全防護執行效率。相關解決方案須優先整合學校監視系統，不建議提案任何人臉辨識相關方案。

109-01-SED03 AIoT校園管理系統
利用AIoT 整合校園的節能設施、安全管理及行政智慧化應用。可包含電力設備監管及自動啟閉功能，各項設備、器材及場

地等智慧化管理，整合與活化校內各項資源系統之串接與應用。目標為強化校園之智慧管理能效，減輕校園行政管理負擔，

與落實校園節能政策。

109-02-SED01 數位學生體溫感測識別系統
因應 COVID-19持續發生的疫情，各級學校耗費大量人力逐一量測體溫，期望利用學生證悠遊卡於靠卡後自動紀錄體溫，連
結臺北市教育局的學生健康管理系統做系統整合，以發揮最大資源效益。

109-02-SED02 校園物聯網節能管理系統
以校園物聯網納管智慧電錶、智慧水錶、智慧電燈、智慧校舍與智慧校園服務等方面發展，達成電力消耗更有效率、功能與
服務更智慧化、提升連結數目與安全性、感測更多訊息以發展更多智慧化功能等目標。

109-02-SED03 混合實境(MR)課程教學應用
學生參加各項競賽時常需要外聘外縣市指導老師，往往在交通往返上耗費較多時間，欲透過智慧科技提供遠距且互動之混合
實境(MR)教學，以增進指導的時間及教學的廣度與深度。 業者應於試辦期間開發Microsoft HoloLens2混合實境(MR)課程
教學應用教材示例，以運用於遠端教學、模擬實境及遠端指導科展等身歷其境之應用。

109-02-SED04 松山文創園區智慧導引應用
希望藉由PoC提案尋求合適廠商協助設計推播系統，便於入園遊客可透過推播瀏覽各建物及設施相應位置和相關參訪資訊等，
藉以提升公共服務品質並落實場域日常管理。

109-02-SED05 松山文創園區智慧數據分析應用
建置可蒐集入園遊客相關數據之設備，作為營運單位在制定營運方向時的重要依據，惟為維護古蹟與歷史建物之原有完整性，
設備建置之工法需與營運單位協調並經主管機關同意。

109-02-SED06 河濱智慧化監視系統
構想於河濱公園開放式運動場地加裝智慧化攝影機或其他可偵測影像的設備，掌握場地安全與使用情形，提升服務品質，營
造安全友善的運動環境。

智慧健康
5案次

109-01-SHC01 智慧語音客服
結合局處原有的文字客服資料提供多元智慧語音客服，讓民眾不受時間限制24小時都能與得到解答，局處亦可透過後
台分析民眾常見問題以作為未來政策參考依據。

109-02-SHC01 AI進行網路違規廣告稽查
為遏止違規廣告流通保障民眾消費權益，協助建置系統以加強網路違規廣告之取締，並提升廣告監控人員的工作效率
與加快調查流程，避免違規廣告內容危害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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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健康
5案次

109-02-SHC02 智慧化偵測即時示警照護服務
為提供身心障礙服務者安全、健康、舒適的居住環境及優化的照顧，故規劃建置智慧照護設備，透過智慧化偵測
設備即時警示提醒和後台數據分析，提供即時完善的照護服務。

109-02-SHC03 老人健保費補助語音客服機器人
導入AI智慧客服系統，協助社會局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政策建立AI機器人問答集，以期能減少工作人員每日接聽電話之
負擔。

109-02-SHC04 急重症照護整合（院內外整合）
強化轉診醫療品質服務，智慧化簽床、資料傳輸及視訊，除以系統化作業取代人工作業外，更拉近雙向溝通之距離及時
效。結合雙向轉診、直入病房；採團隊照護制度，使醫療資源獲得最佳的運用，提升照護效率
打破以器官為分類之照護模式，回歸以人為本之照護，提供住院病人全人照護增進醫療照護品質。

智慧環境
7案次

109-01-SEN01 列管公廁稽查作業
需求包含公廁稽查作業電子化、公廁位置資料建置、公廁分級與廁間配置等資料建置，期以透過公廁管理系統可詳細檢
視各公廁清潔狀況，整體提升公廁品質，提供民眾享有潔淨且清新有感之如廁環境。

109-01-SEN02 強降雨提前預警
需要氣象資料數據分析、預警資訊的傳遞。針對熱對流形成前中後，各行政區雨量之預測、移動、分布，能預警易淹水
地區，並供民眾自主防災及市府防災單位應變調度。

109-01-SEN03 人孔狀態感測器
期望能發展可偵測人孔蓋之噪音或未確實關閉之情況，以避免噪音干擾周邊民宅。需感測器結合物聯網技術，以隨時監
測人孔蓋狀態，發生位移或傾斜時等異常狀況即刻通報並派工處理。

109-01-SEN04 自動化防水閘門
期望能發展低成本但可靠之自動化防水閘門，以利本處向民眾推廣。安裝自動化防水閘門，避免手動安裝而有人為安裝
失誤或安裝不及等因素造成防水效果打折。

109-01-SEN05 坡地災害防治及預警
透過觀測資料電子化，分析坡地觀測數據與地下水位、地質及雨量資料相互比對，做為邊坡穩定分析之參考，建立坡地
風險指數地圖。

109-02-SEN01 自動化防水閘門
目前因成本問題僅部分社區、公司行號使用自動化防水閘門，若降低自動化防水閘門成本，將有利推廣及智慧防災。自
動偵測淹水情況升起架設，達到自動啟閉降低淹水發生時因應對不及造成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109-02-SEN02 AIoT坡地災防早警
應用物聯網技術建構數位化坡地防災警報架構，以現有之坡地相關監測數據如地下水位、傾斜管、雨量等，建立智慧分
析之資料庫格式，藉由人工智慧方法，有效的發揮避災與減災功能，並提升災害救援的能量。

智慧經濟
2案次

109-01-SEC01 建立智慧感測及商情追蹤系統
協助商業場域商家優化行銷推廣策略：透過商情追蹤預測系統，提供商家未來情境預測與建議對策，協助商業場
域商家與管理單位，優化行銷推廣策略以提升效益。

109-02-SEC01 智慧店家科技導入輔導計畫
因應電商興起，改變消費者習慣，使傳統零售業面臨挑戰，為解決資訊落差協助本市商圈店家導入智慧科技，以
活絡商圈發展，拓展行銷手段以及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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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政府
4案次

109-01-SGV01 智慧虛擬營運中心

物聯網應用時代下，臺北在諸多局處中，也紛紛加入了物聯設備進行智慧化應用。惟多數連網設備，在數據搜集應用，僅作部
分資訊搜集，但因缺乏系統搜整，如有故障等疑慮產生，後端管理人員難以立刻掌握當設備、數據應用狀態，遑論派員增修等，
故擬嘗試以建立依據有搜整連網設備資料與局處次級系統整合之虛擬平台看板，以快速進行資料搜集協助一線單位進行可視化
的管控介面。

109-02-SGV01 北市場館聯合票務系統
北市場館聯合票務系統，提供各場館可於此系統進行販售票券、查驗票券、核銷票券等服務，降低各場館勞務成本；並讓市民
購買市府場館門票可以透過單一窗口進行線上購買，並可透過台北通於隨身行動裝置上進行取票、驗票、查票，獲得更好的服
務體驗。

109-02-SGV02 文化場域智慧化
為擴大市民參與及積極活絡館舍資源，導入本府推動「數位化智能」之政策精神，期待透過徵案取得最新科技服務，透過智能
技術的協助導入文化資產的內涵及相關推廣，打造林安泰古厝為臺灣民俗文化的體驗場域。

109-02-SGV03 智能客服機器人
隨著AI人工智慧技術成熟，目前企業導入AI有幾個常見的應用趨勢，特別是在客服領域。因此冀希透過AI一方面對於大量的簡
易諮詢能快速處理；一方面對於專業的艱深問題能引導分流，使得機關在有限資源下又能提升服務品質。



臺北市智慧城市 110年1+7領域徵案總表(1)

29個徵案議題

19個民間提案

1+7智慧領域
110年5月、11月徵件

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安防
4案次

110-01-SSE01 交通事故現場智慧定位軟體 簡化並縮短交通事故現場處理流程及時間，以降低發生二次事故之風險，保障當事人與員警自身安全並有效提升效率。

110-01-SSE02 防救災備援網路服務 模擬臺北市發生大規模災害，既有資通訊網路中斷時，可藉由備援網路進行災情傳遞等功能。

110-02-SSE01 
民眾檢舉系統關鍵片段擷取

之AI辨識應用
本案針對民眾於交通違規檢舉系統登錄檢之違規車輛清晰車牌影像作為舉發主件照片，並標記違規態樣影片，
以AI影像辨識自動擷取出現之關鍵片段，協助初步篩選，增加執法效率，並減少人力負擔。

110-02-SSE02 Web撥號整合系統
本案藉由整合「防災資訊網」緊急連絡人員資訊系統及電話交換機系統，提供網頁撥號功能，點選人員即可自
動撥號，供消防同仁迅速追蹤災情案件及各單位處理情形。

1/19

規劃 建置

5/19

驗證

1/19

評估

4/19

結案

8/19

統計至11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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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建築
4案次

110-01-SBU01
社會住宅物業管理

報修客服機器人導入案
減少管理機關與服務人員處理報修事件繁瑣程度，增加服務效益、簡化報修業務過程及安排修繕排程之作業流程，使管
理機關即時了解住戶反應之修繕事項，並使管理人員與住戶有多元方式進行報修處理，增加服務能量與滿意度。

110-01-SBU02
社會住宅智慧電表數據-

AI大數據分析進行節能實證計畫
透過資料蒐集與差異化分析，以客觀數據分析市府推動各項政策之成效，提升市府管理營運效率，當場域出現異常狀況
時系統可進行提醒，提升管理因應速度。藉由即時預測系統，提供未來情境預測與建議對策，優化推廣策略以提升效益。

110-02-SBU01
社會住宅長期修繕計畫

服務應用導入案

透過與社宅雲物業管理系統進行資料庫建立及整合，將社會住宅的報修保養記錄上傳至長期修繕計畫服務雲
端資料庫中。使用者（物業、機關管理人員）可遠端透過web連缐方式連至長期修繕計畫模組服務雲端資料
庫中，查詢長期修繕工作事項分類以及估算各年修繕的最新費用。

110-02-SBU02

應用延展實境(XR)結合BIM模型
於社會住宅之情境感知設施維護

管理系統解決方案實證計畫

透過BIM-based設施維護管理作業流程及設施維護管理之資訊需求解析，建構以XR及BIM為基礎之情境感知
設施維護管理模式。運用建築物既有物體做為辨識標記(XR Marker)，建立室內戶外導航機制，協助維護人員
能快速準確找到相關設施；設計圖像辨識及資訊呈現機制，讓使用者與XR內容間具有互動性功能，並呈現於
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智慧型眼鏡或其他頭戴顯示裝置 (Head-Mounted Display, HMD)，供維護人員
參考。

智慧交通
3案次

110-01-STR01
運用AI及其他科技技術解決

本市聯營公車車連車問題
透過事前預警、事中通知及事後改善機制，降低本市聯營公車車連車之情形，以提供民眾更公平穩定之公車服務。

110-02-STR01
公車站影像辨識

特殊需求乘客及人流

為主動協助身心障礙族群乘客（如視障或輪椅乘客）搭乘公車，臺北市現正試辦以APP協助視障者搭乘公車
計畫，期能邀請民間透過影像辨識技術，主動偵測到視障者或輪椅乘客，並將資訊即時提供公車駕駛注意及
依標準流程服務身障者，亦可考量與現有候車亭的服務燈連結，如辨識到身障乘客，可以主動亮燈提醒駕駛
注意。另外，亦可考量以影像辨識技術辨識即將靠站的車輛，並藉由語音廣播提醒視障乘客。

110-02-STR02 公車車機功能應用程式化

臺北市公車車上裝載之車機為公車業者自行購置，倘若需要擴充其他輔助功能皆僅能洽原先設備製造商進行
功能擴充，較無因應需求修改之擴充彈性，爰辦理本次徵案確認在符合「營業大客車車載機產業標準」3.0版
規範下，是否可將車機功能移植至其他載具上，並且使用開源架構俾後續功能擴充(於設備上以安裝應用程式
的方式提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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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教育
4案次

110-01-SED01 校園物聯網節能管理系統
以校園物聯網與智慧化技術監控電力等能源，達到智慧化節能成效。透過校園節能管理系統技術能進一步擴散應用於校園其

他系統，如飲水機濾心更換、校舍消防訊息通報等。

110-01-SED02 河濱智慧化監視系統
精準掌握場地使用狀況，例如球場燈具啟閉時間、場地使用狀況、設施設備運作情形等。透過上揭輔助掌握各場地情況，能

夠更彈性運用巡檢人力，精準到位。自動監控系統與回報機制，若遇設備異常或服務中斷情事，需於8小時內通報並詳細記

錄異常原因及因應作為。

110-02-SED01

智慧典範AI校園
（校園智慧行政儀表板、資訊整合

系統）

藉由本案系統建置，將AI導入教育決策系統，自動統整與分析校園各項數據(Big Data)，例如：學生在校表現、
校舍水電使用情形、教師及學生差勤、學校環境維護等，協助學校及局端建立資料倉儲，作為資料探勘等分析依
據，並依據使用需求於個人終端螢幕（儀表板）顯示圖像化資料，提供決策者所需相關行政資訊。

110-02-SED02
河濱及堤內公園場地智慧化監視系

統

本案構想於河濱及堤內公園開放式運動場地加裝智慧化攝影機，或其他可偵測影像的設備，藉由該系統、設備精
確掌握場地安全與使用情形，藉由系統回傳場地使用狀況，透過登錄APP軟體即時觀看場地狀況，並保存資料數
據於雲端硬碟，如有問題第一時間派員處理，並保留影像紀錄以利日後調閱，希冀藉以提升服務品質，營造安全
友善的運動環境。

智慧健康
5案次

110-01-SHC01 衛生稽查虛擬實境教育訓練
針對外部顧客食品業者非單方面傳達宣導資訊，透過實境軟體清楚明瞭及娛樂方式達成輔導效能，並透過系統檢核同仁執行

稽查業務能力，針對個人缺失不足部分加以補強，建立執法標準作業流程，提升衛生稽查品質及一致性。

110-01-SHC02 創新型預防走失科技服務方案
家屬可進行動態搜尋，掌握長者活動軌跡並即時提供處置，提高長者外出行動的安全感，達到長者的即時守護。期待以長者

易於接受方式提升配戴意願，並即時掌握長者動向，達到失智長者的即時守護。

110-01-SHC03
運用智慧科技優化

安寧病房病人照護計畫
藉由智慧科技技術來提升安寧病房在維護病人安全、環境安適及降低病人焦慮並減少護理人力辛勞，以達成善終目標的優良

照護品質。

110-02-SHC01 創新型預防走失科技服務方案
長者走失通常以自行外出居多，本案期望如遇長者外出走失或家屬無法聯繫上時，家屬可進行動態搜尋，掌握長
者活動軌跡並即時提供服務，提高長者外出行動的安全感，達到長者的即時守護。

110-02-SHC02 創新型緊急救援系統科技服務方案
以預警式主動偵測模式(如偵測長者生命徵象、生活作息、活動量、睡眠作息等)，倘發生長者有異常狀況，主動
透過服務中心連絡長者狀況，並即時提供處置；裝設在宅守護視訊功能，提供家屬掌握長者居家安全概況。



臺北市智慧城市 110年1+7領域徵案總表(4)

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環境
3案次

110-01-SEN01 自動化防水閘門
於易淹水地區之建築通道口（如地下停車場）安裝自動化防水閘門，若該地發生積淹水，能在無人操作情況下自動架設

閘門，抵擋向屋內灌入之水流，降低淹水發生時因應對不及造成之人民生命財產損失。

110-02-SEN01 利用影像技術調查鼠類族群密度計畫
現行鼠類族群密度評估法調查方式，一般採取「捕捉去除法」，即在某一地區，以一定數量的捕鼠器連續捕
鼠而除去鼠隻，再以Zippin法統計推估區域內的鼠群密度。利用目前技術成熟之人流影像偵測與計數技術，
調查室內市場鼠類數量及其成長趨勢。建立鼠類族群數量燈號，研訂投置鼠餌滅鼠時機。

110-02-SEN02 安全島垃圾棄置AI偵測計畫

民眾易於停等紅燈時，將車內之廢棄物拋棄於安全島造成環境髒亂，現行取締違規棄置廢棄物（菸蒂、紙屑、
瓶罐等垃圾）於安全島，需由稽查同仁不定期站崗錄影取締或以移動式攝影機進行錄影取締，且為清理安全
島遭棄置之廢棄物，造成清理人員之負擔。利用影像處理與人工智慧相關技術，建立垃圾棄置辨識系統，達
到有效截取違規棄置廢棄物影像，供環保局後續依據取締告發使用。

智慧經濟
2案次

110-01-SEC01
小水力發電系統

與展示平台建置計畫
以實證場域測試小水力發電技術的可行性與可靠度，透過蒐集實證場域運轉數據與分析發電效率，可作為市府後續施政
依據與推廣參考。

110-02-SEC01 中小型商家實體卡証行動收款方案

尋求合適業者，提出讓中小型商家可以用較低成本或無須租賃設備的實體卡片行動收款方案，減少消費者和
商家的交易時間及接觸。中小型商家僅須透過手機APP軟體或其他簡易方式，就能完成收款；消費者無須下
載APP綁定卡片，只需要拿出實體卡片或用其他簡易的方式即可完成結帳，降低消費者使用門檻，達到簡單、
快速結帳的效果。

智慧政府
4案次

110-01-SGV01 市府官方交友APP
以非營利及女性使用者角度為導向，把關審核使用者及交友機制，相當程度上能做到從源頭過濾使用者的效果，希望提
高市民使用信心，讓有意願結婚的單身市民安心使用。

110-01-SGV01 1999導入語音辨識評估專案
針對1999五大服務的語音資料進行語音辨識，將語音資料轉為正確的文字資料，提高話務人員登錄民眾進線資料之正確
性。

110-01-SGV02 市府網站搜尋引擎優化
目前民眾仍以站內搜尋關鍵字的方式尋找需要的資料，期能優化搜尋功能，透過系統功能讓使用者能快速且精準地找到
所需資訊。

110-02-SGV01 公共資源抽籤導入區塊鏈
因應科技日新月異，區塊鏈儼然已是全球關注之新興科技，區塊鏈導入公共服務已成國際趨勢。為結合區塊
鏈技術具有去中心化、可驗證、不可篡改之特性，預計導入區塊鏈至公共抽籤，創造市政服務價值，提升民
眾對市政的滿意度。



臺北市智慧城市 111年1+7領域徵案總表(1)

11個徵案議題

6個民間提案

1+7智慧領域
111年5月徵件

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安防
2案次

111-SSE01
全景環繞影音即時傳送

及刑事現場還原
以全景進行影音即時傳送及影像錄存，全方位提升勤務現場掌控程度與刑事偵蒐現場還原情形，並可減少執行
拍攝之警力配置，減少人力負擔。

111-SSE02 防救災備援網路服務
模擬臺北市發生大規模災害既有資通訊網路中斷時，可藉由備援網路進行災情傳遞等功能，且隨著資通訊網路
快速發展，導入最新通訊技術及設備，提升傳輸效益，以加強本市災害應變中心防救災資通訊網路韌性。

智慧交通
1案次

111-STR01 虛擬資訊可變標誌(CMS)
以實體CMS發布即時路況、事故、管制與交通宣導等訊息，介接至導航業者系統，當民眾車輛進入虛擬CMS範
圍時，導航系統自動顯示訊息，提醒用路人注意路況或提前改道通行。

6/6

規劃 建置

0/6

驗證

0/6

評估

0/6

結案

0/6

統計至111年8月



臺北市智慧城市 111年1+7領域徵案總表(2)

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教育
2案次

111-SED01 人工智慧AI輔助適性化學習

將人工智慧相關技術導入「臺北酷課雲」等線上學習平臺，運用AI診斷學生學習成效，協助教師確實掌握每位學

生各階段學習進度，預測學生學習弱點，並提供客製化先備知識及補救教學資料，引導學生預、複習，協助學生

解決學習問題，以AI提升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效。

111-SED02 智慧學習好幫手 雙語AiTutor

透過 AI語音及文字互動技術導入本市自編雙語教材，開發並建置AI Tutor系統，提供本府教育局指定雙語課程學

校師生進行課室教學使用，透過雙語口說互動、語音修正、字詞學習、語法導正、反覆練習及自我學習成效檢核

等，以增加雙語生活學習情境，並深化於日常生活應用的目標。其次是透過系統模組大數據（Big Data）的建立

與運用，長期並主動調修系統語音判別、語法導正及文字轉換的精準度，及建立在地用語的習慣與常態，輔助教

師檢核學生學習成效。

智慧健康
1案次

111-SHC01 創新型預防走失科技服務方案

有關防走失手鍊智慧構想，本市前於103年開辦「NFC手環」，但發現人均仍以電話通報協尋中心或直接將走失

長者送至警局，無使用晶片感應協尋的紀錄，107年因可支援NFC之電子產品及軟體普及性不足，加上塑膠材質

長者較不喜歡，故停止發放NFC款式手環；另本府教育局於106年亦與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共同試驗透過LoRa系

統之主動協尋產品，然經測試後受限大樓環境與氣候因素，易造成傳輸訊號不穩定，106年12月暫停本實證計畫。

期望本次徵案能尋找相關智慧科技產品運用之可行性方案，看是否有其它材質、裝置或替代創新作法，以長者易

於接受方式提升配戴意願，即時掌握長者動向，達到失智長者即時守護。

智慧環境
2案次

111-SEN01
雨水下水道纜線接續設施定位

及感知裝置

纜線接續設施(接續盒)於本市雨水下水道設置近3000餘處，且平均分散全市難以掌握現況，導致管理不易，又目

前本市水位計單點設置成本較高，故難以廣布設置，數據收集較不完全。本案希望配合纜線接續盒設置結合GPS

定位及水位感知裝置併同裝設，並進一步探查下水道是否堵塞等情形，將相關位置、水位數據及結果經由既有纜

線線路回傳，以達到確實控管接續盒位置，及減低線路佈設預算。

111-SEN02 安全島垃圾棄置AI偵測計畫

經查民眾易於停等紅燈時，將車內之廢棄物拋棄於安全島造成環境髒亂，針對安全島及周邊道路垃圾棄置偵測所

需之技術，牽涉到物件偵測與行為辨識相關技術，並須針對多項標的進行辨識及整合分析後方能正確識別出垃圾

棄置行為及對象，其中如物件偵測及車牌辨識等技術尚稱完備，惟仍有駕駛人不易清楚拍到、垃圾體積太小種類

多元、環境異物干擾及棄置行為動作多元等各因素須納入考量。因此需利用影像處理與人工智慧相關技術，建立

垃圾棄置辨識系統達到截取駕駛者疑似違規或明確棄置廢棄物影像，供環保局後續依據取締告發使用。



臺北市智慧城市 111年1+7領域徵案總表(3)

領域 編號 徵案主題 主題簡介

智慧經濟
1案次

111-SEC01
觀巴餐車領航智慧交通
駛向元宇宙旅遊新紀元

於本市雙層觀光巴士或雙層餐車上提供乘客具備AR擴增實境功能之穿戴式或手持式裝置（例如AR智慧眼鏡、
平板電腦或手機等），便利國內外搭乘旅客透過AR視覺技術體驗分享各種有趣或吸引消費者的資訊，完善乘
客搭乘餐車的沉浸式體驗。亦可於乘客欣賞本市沿路景色的同時，推播景點的相關介紹、城市故事與市政訊
息等各類有用的觀光資訊；並可結合Web AR、PWA等輕量化技術，整合情境內容，蒐集旅客的回應與回饋
資訊等數位足跡，結合體驗與記憶的社群分享，透過後台即時顯示可分析之旅客感興趣的話題與區域熱點，
提供本府產業發展局研擬後續發展觀光、美食與新科技技術結合發展之策略時的重要參考依據。

智慧政府
2案次

111-SGV01 台北通自動上稿介接功能

台北通公告訊息目前由需求機關自行於本府Ragic線上填寫表單，再由本府資訊局安排人員每日定期進行審核
與上架處理。現階段作業流程以人工方式辦理，然而當審核稿件遇到問題或機關臨時通知有緊急上架需求，
便需另與機關討論與說明並請之調整抽換或重新申請，影響緊急上稿的時效性。因此需建立完善統一的SOP，
降低上稿所耗費人力時間，並解決機關上稿緊急需求或未能及時上稿的問題。

111-SGV02 網站檢核輔助系統實證計畫
本府各機關平時皆花費不少人力，連至各機關各自權管之網站，以全面式或隨機檢查的方式，人工檢核網站
之功能性以及內容正確性，期望藉由PoC提案尋求合適廠商，協助判別網站的功能與資料內容的正確性，透
過數據蒐集與判讀，以圖像化方式提供檢測結果追蹤，以利後續人工再進行校對、修正或處理。



109年公民參與課程執行成果(1)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李天申 教授 許耿銘 教授

課程名稱｜市政規劃與發展、
都市與區域發展

合作說明｜藉由演講、參訪、專題研
究等多元方式，實地了解市政之規劃
與發展，透過個案研究，結合理論與
實務，以助於提升其學術視野與研究
能力，並回饋市政之規劃與未來發展。

課程名稱｜市政規劃與發展、
都市與區域發展

合作說明｜藉由演講、參訪、專題研
究等多元方式，實地了解市政之規劃
與發展，透過個案研究，結合理論與
實務，以助於提升其學術視野與研究
能力，並回饋市政之規劃與未來發展。

蕭乃沂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課程名稱｜系統思考與決策分析

合作說明｜並運用TPMO 以及資
訊局之智慧城市之專案和機制作為同
學實際運用系統思考與決策分析的概
念與方法的案例，並且成為其自主學
習的依據。

廖興中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教授

課程名稱｜行政統計學

合作說明｜運用統計分析軟體實際操作
統計方法並解讀成果，並以台北市政府
與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相關POC 
專案或是自訂城市議題作為分析資料之
標的。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蕭乃沂教授

智慧政府 從協力創新觀點探討智慧城市

智慧政府 智慧儀表板製作流程之探究

智慧政府
基於多屬性決策的開放資料個資去識別化風

險決策研究

智慧交通
以系統思考與決策分析觀點探討未來試辦機

車路邊停車收費機制之可行性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李天申 教授
許耿銘 教授

智慧環境 居民對iTrash之看法：政策順服觀點

智慧環境 臺北市i-Trash(智慧垃圾桶)使用動機之研究

運用TPMO案例實際參訪與研析，使同學熟悉系統思考與決策分析的基本概念與方法，同時具備將觀念轉換為政策模
型的相關知識技能，點出系統思考在決策與政策分析的特定意涵，並了解市政之規劃發展與PoC專案，透過個案研究
結合理論與實務，以助於分析出合理之政策建議。

109年公民參與課程執行成果(2)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廖興中教授

智慧健康 台北市捷運站內ＡＥＤ設置評估

智慧交通 共享車位政策與臺北市停車需求之探討

智慧交通 探討台北市交通便捷性——從大眾運輸出發

智慧政府 評估臺北市各行政區推行智慧城市難易度

智慧交通 探討108年台北市各行政區Youbike使用量

智慧政府 Taipei Free的統計分析與研究

智慧建築 台北市社會住宅周邊機能分析與後續建議

智慧健康 托育中心與家庭性質—台北市各行政區為例

智慧教育 圖書館使用率研究 (以台北市為例)

智慧安防 台北市治安相關設施與犯罪率間的關係

智慧環境 臺北市行政區空氣品質相關性研究

智慧安防 透過疊圖與相關性分析，觀察路燈密度與犯罪之關係

針對臺北市現有的統計資料、開放資料、同學們所收集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或資料探勘，
議題圍繞智慧城市相關主題，並根據所分析的結果提出未來可能的相關建議。

109年公民參與課程執行成果(3)



110年公民參與：大專院校課程執行成果(1)

臺北市立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李天申 教授

課程名稱｜市政規劃與發展

合作說明｜以臺北市智慧城市為場域，
藉由演講、參訪、專題研究等多元方
式，使學生熟悉市政規劃之理論與實
務，以及培養研究能力。。

蕭乃沂 教授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課程名稱｜政府資訊管理與數位治理

合作說明｜以介紹資訊管理的基本技
術與管理觀念，配合公部門的特殊環
境點出資訊管理的重要性，並探討政
府運用資訊科技的相關議題。透過
PoC案例，使同學們了解數位治理的
應用情境。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課程名稱｜行政統計學

合作說明｜針對臺北市政府現有的統計
資料、開放資料，以及同學們收集的資
料，進行統計分析或資料探勘，並根據
分析的結果提出未來智慧城市政策可能
的相關建議。

廖興中 教授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朱斌妤 教授

課程名稱｜政府資訊管理與數位治理

合作說明｜透過理論介紹、案例分析
與實作，闡述政府數位治理重要政策
內容與國際發展趨勢。引導同學透過
分組，運用訪談、問卷、實地觀察等
方式，針對臺北智慧城市1+7領域專
案，進行深入了解與資料分析。



110年公民參與：大專院校課程執行成果(2)

台灣大學土木系＋建築與城鄉所

謝尚賢 教授

課程名稱｜土木工程新興技術的導入實務與演練＋智慧城市與數位民主

合作說明｜以政府開放資料，結合TPMO、數位社群、公民團體一同探
索智慧城市與數位民主的前沿。課程以社子島與關渡地區為基地，透過
新興技術的導入應用，進行數位民主方案之嘗試。學生學習應用BIM、
GIS、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結合開放資料運用，促進公共領域的討論。

趙恭岳 教授

東吳大學政治系

課程名稱｜智慧城市治理

合作說明｜培養學生具備對智慧城市
治理的理解及城市治理專業所需的相
關基礎知識，更強調同學瞭解現實我
國智慧城市治理之相關實務問題，藉
由合作讓同學實際透過資料解讀、分
析，並提出智慧城市方案。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

課程名稱｜智慧城市數位轉型

合作說明｜透過合作課程，讓學生了解
智慧城市數位轉型的概念、國際城市發
展之脈絡與趨勢，以及各國政府相關政
策規劃、執行過程與成效，並定期透過
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專題演講，分享最新
國際趨勢與前瞻議題研析。

李予綱 教授 黃麗玲 教授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蕭乃沂教授

智慧健康 AI透明化與民眾順服程度之關聯

智慧經濟 政府如何提升商圈數位化的意願

智慧健康 虛擬實境與實務落差的初探性分析

智慧健康 公部門建構網路平台服務課責問題

智慧政府 情感分析導入 1999市民當家熱線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朱斌妤教授

智慧環境 iTrash智慧無人收集服務計畫成效檢視

智慧政府 南門市場實聯資訊站之觀察暨建議

智慧政府 松山文創園區智慧數據分析現況

智慧政府 松山文創園區路線與規劃改善建議

智慧交通 AI應用於交通預測之可能性分析

智慧政府 科技與防疫結合—以市場實聯制為例

智慧交通 臺北市路口車流計畫之分析

智慧交通 AI預測車流與排除交通事故之研究

TPMO向學生介紹臺北智慧城市推動機制，也依照各課程特性與議題需求，引介參訪導覽 PoC合作專案場域及媒合
相關局處單位進行交流，最後引導學生研究檢視北市府智慧城市PoC專案、市民需求或智慧城市政策，進而提出建議
進行研究分析，並將學生分析結果提供各局處作為施政參考。

110年公民參與：大專院校課程執行成果(3)



110年公民參與：大專院校課程執行成果(4)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廖興中教授

智慧交通 臺北市行人安全提升與路口設計

智慧健康 臺北市托嬰資源的分布情形為何

智慧環境 臺北市垃圾處理問題與iTrash設置分析

智慧交通 臺北市機車格供需分析與建議

智慧建築 臺北市社會住宅與一般租屋之比較

智慧教育 臺北市全自動借書站之最佳增設地

智慧安防 臺北智慧路燈最適設置地點評估

智慧健康 高齡者居家安全偵測及健康管理

智慧安防 臺北市車禍高頻區域探討與AI執法

智慧健康 臺北市長照C據點與長者分布研究

智慧交通 臺北市智慧交通科技運用建議

智慧交通 探討臺北市公共運輸工具的便捷性

智慧環境 對臺北市設置iTrash之建議

智慧交通 臺北市交通事故熱點分析

智慧環境 論發電地磚在北捷實施之潛力點



110年公民參與：大專院校課程執行成果(5)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李天申教授
智慧交通 臺北市 Parkey 智慧機車架潛在市場初探

智慧建築 福星工地智慧裝置成效的探討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趙恭岳教授

智慧建築 展廳能源使用分析與改善

智慧建築 企業校園行政辦公室之差異比較與節能提案

智慧建築 智慧科技如何解決人類居住所產生之社會問題

智慧建築 比較台北市立美術館和他館能源管理系統效益及提出建議

智慧建築 以小型商場進行的全面性研究

智慧建築 場域分析-以某知名速食餐廳為例

指導教授 領域 題目

謝尚賢 教授
黃麗玲 教授

智慧經濟 城裡的農田——關渡農業實驗社群

智慧交通 關渡慢城－「慢行」與「慢活」的設計規劃

智慧環境 關渡平原－可生活的自然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