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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FICFICFICF智慧城市的五大評估指標智慧城市的五大評估指標智慧城市的五大評估指標智慧城市的五大評估指標1. 透過經濟發展的市場力，藉由城市寬頻、勞動力及其他資本的最佳配置，吸引資金投入，創造就業市場 寬頻建設寬頻建設((Broadband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知識工作力知識工作力((Knowledge Knowledge WorkforceWorkforce))創新創新((InnovationInnovation))數位內涵數位內涵((Digital Digital InclusionInclusion))
行銷推廣行銷推廣((MarketingMarketing))5. 透過公私部門的方案縮減數位落差，可經由數位科技發展獲得好處及利益

2. 透過如法規、獎勵措施或網路建設，提供企業、政府、居民寬頻服務 3. 透過有效的教育訓練，讓勞動者成為知識工作者4. 透過電子化政府推動及經濟群體努力，推動創新事業發展，刺激經濟發展
� 分享全球智慧城市的最佳做法，以幫助世界各地的城市找到可持續的重建和發展
� 藉由五大評選指標，評估城市實力、能力、活力、潛力及魅力
� 真正智慧的城市應具備智慧化發展的文化氛圍，寬頻建設是智慧城市是基礎設施ICF: 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國際智慧城市論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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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城市服務發展範疇城市服務發展範疇城市服務發展範疇城市服務發展範疇

智慧城市
生活與生活與教育教育 市民與市民與政府政府 能源與能源與節能節能社區與社區與家庭家庭通信與通信與寬頻寬頻安全與安全與防災防災觀光與觀光與文化文化交通與交通與運輸運輸

健康與健康與醫療醫療 物流與物流與流通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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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城市是基於無所不在的網路涵蓋、感知技術和資訊安全基礎
設施，充分獲取城市管理、行業、公眾使用者海量資料，打造智
慧生活、智慧產業、智慧管理的城市資訊化應用。

2. 藉由寬頻化基礎網路、雲端化服務平台、智慧化應用服務等整合
，提供有感的應用服務：包含智慧政府、智慧家庭、智慧節能、
智慧交通、智慧旅遊、智慧防災、智慧物流、智慧生活…等

寬頻化基礎網路

智慧化應用服務雲端化服務平台

智慧城市

中華電信對智慧城市發展構想中華電信對智慧城市發展構想中華電信對智慧城市發展構想中華電信對智慧城市發展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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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國際機場發展趨勢全球國際機場發展趨勢全球國際機場發展趨勢全球國際機場發展趨勢

1. 以機場為中心，發展為多元機能航空城都會
1) 航空城為全球發展所趨
2) 開拓機場周圍物流、商務、娛樂及觀光等產業發展

2. 機場服務型態轉變-導入科技、文化、娛樂的應用
1) 人流轉運中心/貨物集散中心
2) 購物中心
3) 會議中心
4) 娛樂中心

3. 整合機場智慧服務及週邊產業，朝向智慧航空城發展
1) 拓展旅遊經濟服務規模
2) 增益非航空業務應用收入
3) 帶動區域產業發展

88

航空城的典範航空城的典範航空城的典範航空城的典範————荷蘭史基浦機場荷蘭史基浦機場荷蘭史基浦機場荷蘭史基浦機場
機場商業城市

圖書館
購物商場
休閒體驗

旅客轉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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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仁川仁川仁川機場機場機場機場----全球服務最佳機場連五年第一全球服務最佳機場連五年第一全球服務最佳機場連五年第一全球服務最佳機場連五年第一

傳統文化體驗

1. 善用ICT 服務的機場，通關快速
1) 旅客入境 13 分
2) 旅客出境 17分

2. 大型資訊電子看板應用
3. 文創產業展示平台

快速通關
整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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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宜機場樟宜機場樟宜機場樟宜機場

4. 機場空間互動導覽
3. 行動客服諮詢服務提供百餘位工作人員手持iPad，在機場各處穿梭，提供有需要的旅客即時詢問、諮詢、指示等服務

2. Speedpost KIOSK方便旅客將無法攜帶至飛機的物品快遞寄出,寄送的物品有Barcode可供旅客上網追蹤
1. 手機APP資訊服務提供樟宜機場零售和餐飲場所以及機場設施和服務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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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機登機證
1) 以短訊或電郵收取備有QRcode的手機電子登機證
2) 到離境閘口，掃描手機登機證，即可入閘登機

2. 智慧卡和生物特徵識別系統
1) 使用指紋、虹膜辨識
2) 提昇航空保安水準

3. RFIＤ行李追蹤管理

香港赤香港赤香港赤香港赤臘角臘角臘角臘角機場機場機場機場

手機登機證
RFIＤ行李追蹤管理 航空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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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航空城發展願景桃園航空城發展願景桃園航空城發展願景桃園航空城發展願景

1. 打造桃園成為台灣輪軸1) 整合桃園機場、台北港成為亞洲轉運中心2) 整合高鐵、捷運、高快速網成為台灣交通的樞紐
2. 打造桃園為亞太地區的經貿樞紐1) 外國企業的亞太營運中心2) 合作城市對外經貿平台
3. 提升桃園的國際戰略地位1) 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2) 發展前瞻性的經濟活動
4. 帶動區域產業轉型及台灣經濟繁榮1) 推動「6海1空自由經濟示範區」2) 再造「前店後廠」智慧運籌商機 資料來源:桃園縣航空城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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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發展目標及投資效益整體發展目標及投資效益整體發展目標及投資效益整體發展目標及投資效益

1. 發展目標
1) 投資高達4,950億元，包括機場園區的3,750億元及
園區附近地區的1,200億元

2) 土地開發範圍，包括：桃園航空城區域計畫的
6,150公頃及特定區計畫(產業專用區)之620公頃

2. 預期效益
1) 預計客運量目標值6,000萬人，貨運量450萬噸
2) 預計帶動2.3兆的經濟效益、840億稅收、創造26萬
個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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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資通訊建構綠色科技化的航空城整合資通訊建構綠色科技化的航空城整合資通訊建構綠色科技化的航空城整合資通訊建構綠色科技化的航空城
1. 科技化的航空城

1) 透過資通技術(ICT)應用建立嶄新產業服務及旅客創新的綠色體驗
2) 藉由 ICT 發展「智慧運籌」及「智慧城市」服務，擴大產業經濟效益

2. 發展「國門智慧運籌之都」
1) 架構加值型保稅供應鏈
2) 建立高效率物流平台
3) 形成雙港相關產業聚落

3. 發展「產業科技智慧之城」
1) 建立高科技城市示範區
2) 塑造旅客創新服務地標
3) 成為智慧管理運維中心

專注服務「人」與智慧創新感受專注服務「人」與智慧創新感受
高效率流通「物」與整合運輸高效率流通「物」與整合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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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化的航空城發展戰略科技化的航空城發展戰略科技化的航空城發展戰略科技化的航空城發展戰略

桃園航空城智慧化大戰略物流
城市智慧化航空城計畫區
機場綜合需求服務智慧化智慧機場產業

智慧城市產業
倉儲維修 人流 交通資訊轉運製造

智慧交通智慧觀光智慧服務
運籌管理產業維修產業製造產業智慧物流

智慧交通、智慧物流(以電子業為核心) 智慧機場、智慧觀光(人流價值優化)

ICT服務業ICT服務業
ICT服務業 ICT服務業

1818

擴展以人為主之旅途經濟應用服務擴展以人為主之旅途經濟應用服務擴展以人為主之旅途經濟應用服務擴展以人為主之旅途經濟應用服務

遊遊

住住 行行

娛娛 購購

食食

人流 物流資訊流 金流車流

旅途經濟旅途經濟
智慧智慧
交通交通

智慧智慧
觀光觀光

智慧智慧
機場機場

智慧智慧
物流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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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交通控制管理交通控制管理交通控制管理交通控制管理

航空城雲端交通管理中心

路口監控設備 車輛偵測設備 CMS看板 旅行時間標誌板
路網車流監看交通控制策略

20

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無縫複合公共運輸服務無縫複合公共運輸服務無縫複合公共運輸服務無縫複合公共運輸服務

1.整合高鐵、捷運軌道、聯外公路客運運輸系統，建構無縫運輸環境
2.提昇人流交通運輸服務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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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無縫交通資訊服務無縫交通資訊服務無縫交通資訊服務無縫交通資訊服務

公共運輸資訊務
道路交通資訊轉乘指引資訊
航班資訊停車資訊

2222

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智慧交通----停車導引服務停車導引服務停車導引服務停車導引服務

2. 在標示有『機場航廈停車導引』的感應區上進行NFC感應或讀取QR Code，取得並儲存旅客停車位置。機場停車導引

1. 在停車場柱子上設置『機場航廈停車導引』感應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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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ICTE ICTE ICTE ICTE 遊程服務遊程服務遊程服務遊程服務

旅遊雲

協助桃園縣維持旅遊品質協助桃園縣維持旅遊品質資料智慧分析旅遊資源管理
私部門資源旅行社業
伴手禮業
旅館住宿業交通運輸業物流服務業飯店餐飲業

公部門資源景點資訊
客家文化停車資訊交通資訊
餐飲資訊活動資訊伴手禮資訊店家資訊住宿訊息商品上架 資料開放智慧應用協助店家發展旅遊服務協助店家發展旅遊服務

智慧旅遊
旅遊前 旅遊中 旅遊後

旅遊APP1. 整合六大產業，提
供一條龍服務

2. 公私資源整合，提
供旅遊資訊服務

3. 雲端應用提供自由
行無縫服務

4. 旅遊智慧應用分
析，提昇旅遊品質
及安全

I：Information , C：Communication, T：Transaction, E：Entertainment

•遊程規劃
•訂房服務
•交通工具 •導覽

•導航
•AR
•購物 •旅遊心得

•旅程紀錄
•照片

2424

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跨業整合服務跨業整合服務跨業整合服務跨業整合服務服務功能 內容1. 旅遊行程 1. 提供國內多家旅行社之旅遊行程商品上架銷售2. 提供旅行社旅遊行程商品查詢及評價資訊服務3. 旅遊行程放在儲存雲帶著走2. 旅遊資訊 1. 提供交通、天氣、景點、住宿、餐飲、活動等旅遊資訊服務2. 提供旅遊行程規劃工具，便利自遊者規劃專屬行程，並可下載至手機APP，讓旅遊行程及資訊隨時可得3. 提供著名景點3D虛擬觀光服務展示、讓旅客預先雲遊台灣3. 住宿 整合縣內旅宿業者，提供住宿訂房資訊服務4. 餐飲 整合縣內美食業者，提供美食餐廳訂位服務5. 旅遊票券 整合縣內遊憩業者，提供多種類的票券訂購服務6. 交通票券 提供機票、台鐵、高鐵、台灣好行等搭乘資訊及票價資訊7. 好康館 提供業者上架優惠商品，包括：旅遊行程、住宿、餐飲、名物等各類特殊優惠商品供旅客搶購8. 行李託運 提供行李託運至飯店之服務9. 社群 提供旅遊資訊討論專區，並經營各類會員活動10. 伴手禮 整合縣內伴手禮業者，提供提供業者上架各類精緻的桃園名物，供線上選購
住宿交通票券 餐飲旅遊行程

旅遊票券 旅遊資訊好康館 伴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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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旅客入境租借通訊服務上網 通話 導航 旅館 景點 商店國外旅客 店員 支付交易
國外旅客出境

ICT觀光應用情境
旅遊服務中心WiFi 下載旅遊APPAPP至手機

購買商品宅配回國aa 二維條碼（QR code）電子看板（Kiosk） 觀光地理資訊應用擴增實境（AR）3D觀光應用
導覽導購應用

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行動旅遊服務應用行動旅遊服務應用行動旅遊服務應用行動旅遊服務應用
1. 提供來台智慧型手機租用、行動通訊、行李託運等服務
2. 提供旅遊資訊、伴手禮電子商務、導覽導購等服務行程中景點導覽服務 出境：購物宅配及歸還手機

資料來源: 觀光局

26

完整旅遊攻略完整旅遊攻略 輕鬆走遍全台灣輕鬆走遍全台灣

HiNet 旅遊雲運用ICT技術滿足您旅遊前、中、後的所有需求

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旅遊攻略完全旅遊攻略完全旅遊攻略完全旅遊攻略完全GOGOGOGO

http://travel.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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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旅遊前旅遊前旅遊前旅遊前查詢景點、住宿 規劃行程� 景點Ａ
� 景點Ｂ
� 飯店Ａ
� 活動Ａ 票券訂購 準備旅遊工具

智慧智慧智慧智慧旅遊旅遊旅遊旅遊 旅遊旅遊APPAPP下載下載
�� 規劃旅遊行程規劃旅遊行程、、查詢景點介紹查詢景點介紹((景點預先景點預先瀏覽瀏覽))、、購票購票、、訂房服務訂房服務

2828

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行李託運服務行李託運服務行李託運服務行李託運服務((((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1)1)1)1)

1. 提供行李託運服務2. 解決自由行旅客隨身攜帶行李旅遊的困擾
旅客訂購行李託運，從旅客訂購行李託運，從機場機場運送至飯店運送至飯店 旅客訂購行李託運，從飯店運送至飯店旅客訂購行李託運，從飯店運送至飯店

機場入境機場入境 飯店飯店行李送至飯店行李送至飯店旅客繼續旅遊旅客繼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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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旅遊覽導解說旅遊覽導解說旅遊覽導解說旅遊覽導解說((((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2)2)2)2)

1. 結合台灣好行套票
1) 慈湖線
2) 小烏來線

2. 雲端電子看板服務
1) 景點資訊推播
2) 伴手禮、店家廣告服務
3) 桃園好山好水介紹

3030

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隨身旅遊服務隨身旅遊服務隨身旅遊服務隨身旅遊服務 ((((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3)3)3)3)

• 隨身旅遊服務—暢遊台灣優惠情報
交通指引

旅遊幫手
美食天地

景點導覽
住宿指南

暢遊台灣交通路況
旅遊祕書國快道資訊 NFC/QR CodeNFC/QR Code
地圖 實境導覽

路線規劃停車資訊
顯示桃園著名景點資訊

顯示台北住宿資訊，接取觀光局373筆住宿資訊
列表提供優惠情報、景點導覽、交通指引、美食天地、住宿指南、旅遊幫手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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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機場出境導引機場出境導引機場出境導引機場出境導引((((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4)4)4)4)1. 運用NFC/QR code/WiFi行動定位技術提供旅客機場導引服務降低旅客過境轉機困擾2. 導引旅客通關登機，尋找機場服務設施、提供入境轉乘公車資訊，建構優質服務品質

3232

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機場出境導購機場出境導購機場出境導購機場出境導購((((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旅遊中----5)5)5)5)

點選采盟免稅店1. 提供機場店家商品導覽及位置資訊，導引旅客輕鬆購買商品
2. 包裝機場為旅遊景點，擴大旅途經濟效應

采盟服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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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智慧旅遊----遊程記錄及分享遊程記錄及分享遊程記錄及分享遊程記錄及分享((((旅遊後旅遊後旅遊後旅遊後))))景點、住宿評鑑 照片分享
遊記分享

•• 社群網站社群網站
•• 部落格部落格
•• FacebookFacebook、、TwitterTwitter、、PlurkPlurk等網站撰寫遊等網站撰寫遊記、分享照片記、分享照片

由APP紀錄行為

資料來源:觀光局

34

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機場機場機場機場ICTICTICTICT應用服務應用服務應用服務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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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費上網服務
2. 視訊會議
3. 多媒體娛樂/電玩

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寛頻上網及應用服務寛頻上網及應用服務寛頻上網及應用服務寛頻上網及應用服務

3636

機場營運管理中心智慧化維安管理透過監控與警示，可整合營運、保全及交通等多種應用指揮與調度，便於整控機場運營全局
影像智慧分析

航站各區狀況警示監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保安應用服務保安應用服務保安應用服務保安應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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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7

� 2.環境管理依客戶需求部署CO/CO2/溫溼度感測器 � 3.空調節能納管用戶空調系統，提供節能控制
� 4.資訊看板公共空間部署節能資訊看板服務

� 5.LED路燈LED路燈監控平台服務 � 6.水情資訊水情資訊監測服務(水位、雨量)
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綠色智慧航廈綠色智慧航廈綠色智慧航廈綠色智慧航廈

� 1.用電管理依客戶需求監測總(分區)用電狀況並提供需量告警

� 管控設備包含：電力、空調、照
明、熱泵鍋爐、太陽能、節水、
給排水、環境監控等系統

3838

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機場智慧----快速通關快速通關快速通關快速通關

多元化Check In技術 印出登機證與登機口地圖 印出RFID行李拖運Tag
RFIＤ行李追蹤

自助辦票機登機證 自助出入境審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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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物智慧物智慧物智慧物流流流流

智慧物智慧物智慧物智慧物流中心流中心流中心流中心
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採購採購 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撿貨撿貨撿貨撿貨撿貨撿貨撿貨撿貨 搬運搬運搬運搬運搬運搬運搬運搬運

加工加工加工加工加工加工加工加工

包裝包裝包裝包裝包裝包裝包裝包裝配送配送配送配送配送配送配送配送

帳務帳務帳務帳務帳務帳務帳務帳務

分貨分貨分貨分貨分貨分貨分貨分貨檢核檢核檢核檢核檢核檢核檢核檢核

4040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一、何謂智慧城市

二、全球航空城發展趨勢

三、桃園智慧航空城規劃

四、綠色科技化的航空城發展建議

五、結語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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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與結語與結語與結語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航空城發展是全球發展趨勢
1) 先聚焦定位
2) 發展台灣自有特色
3) 創造成功基礎

2.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有助避免閉門造車
1) 多辦理研討會，凝聚國產官學研意見
2) 實際深度參訪成功案例

4242
42

42/33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