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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即將於三月下旬展開，本次展覽

有地主台北市政府的積極參與，邀請諸多國際城市參展與

參觀，成為歷來最國際化的一次智慧城市展。

以物聯網建設智慧城市
2016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

60

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根據 研 究 報 告 指 出 ， 時 至

2050年時，全球將有75%

的人口湧入都市。因此，透過網際

網路、大數據、物聯網等先進科技

來規劃智慧城市中包含健康保健、

公共服務、智慧商用建築、智慧家

庭、交通運輸、公共設施等項目勢

在必行。對此，已經舉辦到第三屆

的2016年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

主題就是放在如何以「以物聯網建

設智慧城市」上，希望藉此大型活

動來促成發展智慧城市的社會共

識，同時讓各界了解物聯網在智慧

城市建設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

智慧城市發展聯盟祕書長林智

清表示，建設智慧城市，ICT的技

術能力與能量固然重要，但是站在

政府的角度來看，如何形塑出民眾

的集體需求，並描繪出城市未來的

願景更是政府官員們首要關切的課

題。期望在願景與目標形成之後，

就可順利衍生出發展策略及執行方

案。

延續歷來成效 

台北市政府加入主辦

基於上述的目的，本屆智慧城

市論壇暨展覽的主辦單位還加入

了以往從未參加的台北市政府，配

合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中華智

慧運輸協會、台灣智慧城市發展協

會、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

策進會，以及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

公會、台灣智慧城市產業聯盟、大

同、中華電信、工業技術研究院、

聯合國際、資訊工業策進會、圓境

生態綠能、李祖原建築師聯合事務

所等單位，藉由發展智慧城市可帶

給民眾幸福便利的生活，更可以為

物聯網的發展蓄積動能，為產業界

創造極大的商機。

林智清進一步表示，台北的

「 智 慧 城 市 論 壇 暨 展 覽 」 是 於

2014年2月由IBM台灣公司、大

同、中華電信、研華、台灣地理資

訊中心及資策會等單位共同發起。

當年所舉行的第一屆，在兩岸智慧

城市發展經驗的交流前提下，五位

來自中國大陸城市的副市長領軍，

率領多達200多人的交流團來到台

北參與活動，成為當屆最大的亮

點，也開啟了兩岸智慧城市的交

流。

2015年所舉行的第二屆智慧

城市論壇暨展覽，在華碩及工研院

等單位所籌組的「台灣智慧城市暨

物聯網產業聯盟」的大力推動下，

初次嘗試邀請中國以外的其它國家

城市來台交流，其中包括荷蘭的恩

荷芬市Rob van Gizjel市長、捷克的

弗爾赫拉比市Jan Sobotka市長及韓

國的大田廣域市Ryu Soon-hyun副市

長等率團來訪，及600多位的海外

嘉賓也讓本屆活動增添不少特色。

今年舉辦的第三屆智慧城市論

壇暨展覽，除了延續以往兩屆各國

智慧城市經驗交流的內容之外，林

智清表示，今年的展覽與論壇中還

包括了六大焦點；那就是智慧城市

首長高峰會、智慧城市應用論壇、

智慧城市展覽、實境展示(Real Site 

Demo)、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以

及今年新增的SI典範獎等規劃的六

大焦點。其中，在智慧城市首長高

峰會的活動上，今年將有來自日

本、法國、捷克、荷蘭、英國、義

大利、以色列、美國、芬蘭、澳

洲、西班牙、以及馬來西亞等國家

的城市官方代表組團前來參與。而

本次由台北市政府共同辦理，共發

出市長邀請函56筆，即將參與的

海外市長將超過10位以上，達到

參與人數歷來數量之最。

專業論壇全面 

展覽解決方案齊全

其次，在智慧城市應用論壇

中，林智清指出，今年舉辦的場次

將超過40場，較上一屆的26場，

在數量成長超過54%。而論壇的焦

點，包括有「智慧城市首長高峰論

壇」、「打造兩岸智慧城市標準產

業高峰會」、「智慧交通論壇」、

「智慧生活趨勢論壇」、「智慧醫

療產業論壇」等主題。不同於以往

的是，今年還將由法國主辦的雙邊

合作論壇，而且題目以生技的領域

為優先，期望雙方能夠在智慧城市

的領域中加強交流與合作。

另外，在論壇中，由經濟部工

業局支持的「構建4G智慧寬頻應

用城市」計畫，也將邀請歐盟各國

城市推動智慧城市服務開發套件

(Smart CitySDK)的重量級人士上台

發表相關的專題演說。期盼藉由舉

辦「Smart CitySDK」論壇，能與國

內電信業界相關廠商及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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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可能性及實踐的效益，並且能

借鏡歐盟的推動經驗，讓台灣以智

慧城市為場域的4G行動通訊技術

相關數位服務應用能普及。因此，

隨著這麼多專業且豐富的演講活動

中，林智清有信心能把智慧城市的

交流層面進一步擴大，並且達到更

多的互動效果。

至於，在智慧城市展覽當中，

林智清也表示，本屆位於南港展覽

館的展覽攤位，目前估計已累積超

過800個。其中包含有來自海內外

二十多國家，超過上百家廠商共同

參與。而參與的廠商共分成智慧零

售、智慧建築、智慧醫療、智慧節

能、智慧社區、智慧商業、智慧交

通、智慧安控、智慧防救災、智慧

地理空間資訊治理、智慧政府、永

續經營、智慧校園、智慧物流、智

慧農業、植物工廠、智慧家居、雲

端應用、物聯網應用等類別。

而展覽中除了包含中華電信、

意法半導體、華碩、西門子、資策

會等科技大廠或單位，也將展出廠

商針對智慧城市所研發的智慧型解

決方案之外，包括英國、法國、荷

蘭、西班牙、義大利、馬來西亞等

國家也將在展覽會場中設立城市主

題館，藉以針對來參觀的來賓或國

際潛在客戶進行更加詳細的展示與

說明。

以建築觀點主導 

創新商模成亮點

本次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當

中，亦為主辦單位之一的圓境生態

綠能，藉由原本就是建築師事務所

的專業基礎，在董事長陳光雄建築

師的帶領下，把自己公司設計出來

針對智慧社區或城市的解決方案，

與華碩集團相互搭配，再由華碩集

團出面整合其他十多家供應商與系

統整合商，達到一個具規模智慧城

市解決方案提供者的目標。

林智清指出，就圓境生態綠能

的實際案例來看，要針對智慧城市

提供相關解決方案，不一定要規模

大的企業才能夠進行。只要產業間

能夠將價值鏈整合，補足彼此間不

足的地方，其實也可以做到相等於

大公司所能提供的服務，也在智慧

2016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得獎名單

類別 單位 領域 創新應用服務

海外觀摩
西班牙-巴塞隆納 智慧交通 智慧交通計畫

馬來西亞梳邦市議會 綠色減碳 減廢與綠化計畫

縣市政府

臺北市政府自來水處 智慧家庭 打造智慧水表聯網  創新市民智慧生活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智慧政府 臺北市政府開放資料X公民協作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智慧政府 i-Voting~投下你的聲音-美好的城市由全民一同打造

新北市立圖書館 智慧教育 智慧互動─Library 2.0+

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智慧商業 New Taipay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智慧安全 雲端智慧影像分析及檢索系統

桃園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智慧政府 桃園市市民卡

臺東縣政府 智慧農業 臺東健康智慧農業

彰化縣消防局 智慧政府 彰化縣消防局GPS車輛管理系統暨119安心簡訊服務

中央部會 交通部 智慧交通 智慧交通/公共運輸整合資訊流通服務平台

企業應用

遠通電收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交通 eTag建構之智慧城市物聯網架構

台灣智園有限公司 智慧教育 ROOMIS校園空間物聯網解決方案

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節能 紡織廠房的節能整合與能源優化分析應用

裕隆電能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交通 電動汽車雲端服務系統

遵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慧建築 智慧綠園區物聯網整合服務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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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衍生出的商機中具備關鍵性的

競爭力。而這也是今年本次智慧城

市論壇暨展覽當中與以往不同的特

色，而也希望能藉此能提供產業一

個可行的商業模式，為產業發展提

供另一契機。

虛擬展示吸睛 

創新獎受矚目

而自上一屆開始，同樣也受

到眾多好評的實境展示(Real Site 

Demo)部分，今年則選擇「智慧交

通」與「智慧校園」兩個項目作為

展覽內容。其中，在「智慧交通」

的部分，由於「ETC電子收費」為

全球第一個高速公路全面採用電子

收費系統，也是第一個將人工計次

收費轉成電子計程收費，再加上計

程收費路網總長度達926公里，因

此獲選為本屆展示的內容。另外在

「智慧校園」的部分，則因為「智

慧圖書館」的項目得到綠建築鑽石

級標章，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個將自

動化倉儲管理系統應用在圖書館的

案例，所以也成為本次實境展示的

項目。

在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中，一

直以來都頗受重視的「智慧城市創

新應用獎」活動中，林智清指出，

從第一屆舉辦至今，在智慧城市創

新應用獎已經累計了超過一百多項

的申請案例。而且，由於「智慧城

市創新應用獎」的獎項設立的目

的，是為了促進中央部會及各城市

政府資訊化建設的在地化特色發

展。其重視的是政府機構能否提供

試煉的場域給廠商，或者有沒有好

的創意構想在自已的縣市或場域中

試煉。因此，本獎項遴選出試煉成

果卓著足供其他城市效法者，以鼓

勵整體社會的創新氣息。

更重要的是藉此活動鼓勵政府

善用地方特色資源及廠商的力量，

最終期望能突顯出地方的特色，創

造更多更好的服務給民眾。再者，

也藉由每年舉行的智慧城市論壇暨

展覽，將其推廣出去，以創造產業

商機。

林智清進一步指出，今年是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第三屆的

活動，競賽內容的調整有三個部

份，首先放棄原本容易混淆的「使

用者單位組」，另外新增「中央部

會/公家機關組」、「企業創新應

用組」，及「海外應用觀摩組」，

讓各分組的定義變得更為清楚。而

為了鼓勵物聯網的發展，物聯網應

用被列為本活動的加分項目。

國際交流 

強化智慧城市未來商機

此外，本活動今年首次對國外

徵件，期能擴大觀摩與交流的範

圍與層次。據了解，國內報名的件

數已從上一屆的34件，大幅成長

103%，達到69件的數量。而在國

際組的部分，也有馬來西亞的梳邦

市議會以減廢與綠化計畫，以及西

班牙巴塞隆納市的智慧停車試驗計

畫報名參與。「可以說『智慧城市

創新應用獎』已成為『智慧城市論

壇暨展覽』中最受矚目的項目之

一。」林智清表示。

由於，今年是第一次台北市政

府加入協助主辦智慧城市論壇暨

展覽。因此，許多活動都較以往來

的較具規模。林智清指出，在開幕

當天下午的「智慧城市首長高峰

會」，台北市政府將針對永續發

展、開放、創新、移居城市等主題

與國內外的與會城市首長或代表進

行討論與交流。此外，針對「智慧

城市首長高峰會」中所達成的共

識，也將在活動進行中的第二天上

午，舉行的「總結會議」中共同簽

屬宣言，以強化並落實會議中討論

與交流的結果。

由於，根據市場研究調查機構

IDC預估，2020年全球物聯網產值

將高達7.1兆美元，屆時全球將出

現逾500億個智慧聯網裝置。可預

見物聯網產業將會是繼個人電腦、

行動通訊之後，下一波台灣科技業

躋身國際的大好機會。因此，藉由

「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的活動，

加強與國際上智慧城市的合作，未

來將是產業發展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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