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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3月 12日 

臺北市政府 
4G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 

 
各單位需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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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場館環控系統，包含河濱場地之照明燈光，透過系
統監控，結合日光照度、雨水偵測、時程控制等方式管
理，搭配網路影像系統，以實際畫面方便管理人員利用
平板電腦及手機等遠端監看管理系統迅速掌握狀況 

建立場館容留人數偵測系統，提升場地使用品質及維護
人員安全，並提供民眾線上即時查詢 

體育局- 
建立運動場館智慧化控制，提高管理效率及服務效能 

體育局 智慧育樂-運動城市、健康市民 

聯絡人：林祝全 25702330分機5254 

tms_chu6328@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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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e大 

1,020期，發展行動載具學習。 

語
言

類 

資
訊

類 

公
務

類 

管
理

類 

人
文

類 

職
訓

類 

公訓處- 
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104年度訓練計畫 

公訓處 智慧育樂-公訓處104年度訓練計畫 

聯絡人：張正杰 29320212分機653 

pstc_lotus_amo@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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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金融支付系統，規劃以電子票券機制，整合劇院
門票、停車費用優惠與餐飲消費優惠等。 

 

強化科技藝術節目創作基礎，使大量數位訊息可快速
且穩定的於舞臺呈現，優化節目演出效果。 

 

運用4G寬頻進行劇場管理，包括劇場節目影音資料
於臺北藝術中心網域內進行隨選播送或付費即時觀看
服務等。 

文化局- 
臺北藝術中心大樓4G寬頻應用管理計畫 

文化局 智慧支付及育樂-臺北藝術中心大樓4G寬頻應用管理計畫 

聯絡人：李岱穎 1999分機3563 

bt-310@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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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端： 
1.提供館所開放時間.交通方式.館所導覽地圖。 
2.預約買票及預約導覽服務。 
3.志工招募訊息、場地租借訊息、廠商進駐 
4.結合悠遊卡： 
   1.提供館所門票/文創商品優惠。 
   2.租借館所內導覽用品。 
   3.會員套票優惠。 
 
 

 
 

文化局 智慧育樂-藝文館所整合需求服務 

聯絡人：蔡翠玲 1999分機3566 

bt-emilytsai@mail.taipei.gov.tw 

文化局- 
藝文館所整合需求服務 
 

客戶端： 
1.展覽演出 / DIY課程 (相關訊息.報名表)/館所
歷史背景/鄰近景點及美食/館所特色商品。 
2.掃描館所QR CODE/臉書按讚打卡即可享受
門票/商品優惠。 
3.兒童/青少年/學生：門票收費、DIY課程預
約、館所導覽員線上預約、教育課程訊息、智
慧定位(走失通報、協尋)。 
4.一般民眾：門票收費、DIY課程預約、館所
載具語音導覽服務、館所開放時間、交通方式、
館所導覽地圖、展覽演出 / DIY課程訊息、館
所基本介紹、特色商品/文創商品介紹、門票
優惠資訊。 
5.身障：門票收費、手機語音系統館所 
導覽、無障礙服務(友善餐廳及設施等 
特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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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管理 
園區容客管理 

票務智慧管理 

自助服務 
智慧建物管理 
(水、電、人、溫度、CCTV) 

圓山坑道館 城市一館 城市二館 生活文化館 

一卡到底 全區悠遊 

一、「自助服務-設備租借 」  

情境:self service,悠遊卡刷借(扣押金),領機器
(要有QRcode),還設備,悠遊卡刷還.問題:設備
未歸還或出園區,要能得知訊息 
二、「兒童保護協尋」 
情境:入園兒童,可透過悠遊卡感應+輸入手
機號碼,列印QRcode貼紙(兒童使用),走失兒
童協尋可刷條碼得知入園時間,連絡人電話,
卡號,或最後定位 

圓山遺址展示 

便民服務 ‧導覽、預約、交通。 

‧台北卡 

‧橫向整合(市政府現有資源及服務) 
加值服務 

文化局 智慧育樂-台北市城市博物館聚落 

聯絡人：蔡翠玲 1999分機3566 

bt-emilytsai@mail.taipei.gov.tw 

 
文化局-台北市城市博物館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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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流行音樂中心4G寬頻應用管理計畫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為本市「新十大建設」之一 

 ，預計108年完工。 4G寬頻應用將有助於提
升營運效能及節目品質，並提供優質便民服務。 

計畫內容： 

規劃電子票券，整合門票、停車費、餐飲消費 

運用4G寬頻節目設計、舞台呈現 

文化局-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4G寬頻應用管理計畫 

文化局 智慧支付及育樂-北部流行音樂中心4G寬頻應用管理計畫 

聯絡人：葉衛璇 27677684分機794 

bt-lisa@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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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台第一座 W4智慧文創園區，完整公眾Wi-Fi服務 ，並
推設首波APP-AR互動導覽 。 

需求說明： 

 開放其它電信業者客戶，建立全園區無障礙之Wi-Fi無線上網
服務，並能統一簡化上網流程，鼓勵行動裝置使用習慣，並建
立行動加值應用良善環境。  

 建立專屬松菸導覽APP及管理平台，運用AR技術，利用園區
窗景特色，搭配全園區無線Wi-Fi服務，提供園區重要景點之
圖文、動態導覽解說。 

 建構遠端管理平台，可提供管理者帳號權限之內容管理，提供
彈性影音內容更新及互動應用模式。  

 

 

 

 

 

 

文化局- 
松山文創園區智慧文創營運加值整合服務 

文化局 智慧支付及育樂-松山文創園區智慧文創營運加值整合服務 

聯絡人：黃信捷 27677684分機762 

bt-chrisevans73@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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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透過4G網路呈現給國內外
觀光客，有身歷其境的體驗，
推展本市觀光。 
(目前本局3D宗教建築全景
系統建置本市40座著名宗教
寺廟，以720°VR多媒體及3D
建模方式記錄宗教寺廟資料) 

民政局- 
擴充建立孔廟及林安泰古厝建築3D全景計畫 

民政局 智慧育樂-擴充建立孔廟及林安泰古厝建築3D全景計畫 

聯絡人：王彩媚 27258357 

tsaimei@civil.tcg.gov.tw 



10 

建立區級政府溝通平台，加速訊息流通，提昇
市民參與感 
各區公所防災人員，可利用4G網路即時通報災情
訊息及圖片 

各區公所里幹事下里服務時，可利用4G網路即時
通報相關事項至區公所及里長，如市容查報等 

可利用4G網路即時通知訊息給里民 

開放跨區、線上案件申辦，提供便捷服務 
區公所受理人民申請案件94項，可跨區申請辦理 

 

民政局- 
智慧行政區計畫 

民政局 智慧安全-智慧行政區計畫 

聯絡人：陳澄瑞 27254564 

chen2713@civil.t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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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新移民可不受地點、時間
的限制，藉由電腦或行動
裝置隨時依課程分類進行
線上收看。 

民政局- 
新移民線上影音課程 

民政局 智慧育樂-新移民線上影音課程 

聯絡人：鍾興緯 27256263 

tkzhong@civil.t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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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智慧型站牌通訊以2.5G及3G為主，配合
計畫，將建置4G通訊LCD智慧型站牌，提升訊
息傳遞速度、穩定度、資料量，提供圖像、影
音等多元交通資訊。 

公共運輸處- 
4G智慧型站牌建置案 

交通局公共運輸處 智慧運輸-4G智慧型站牌建置案 

聯絡人：陳奐宇 27274168轉8552 

gt_marco@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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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程車全面更換新式計費錶，提供GPS定位、列印
收據及記錄旅次資訊等服務。 
二、開發計程車公用派遣叫車APP，免費媒合提供叫(派)
車服務，提升派遣效能。 

企業化車隊 

智慧化 

公共運輸處- 
4G智慧型計程車建置案 

交通局公共運輸處 智慧運輸-4G智慧型計程車建置案 

聯絡人：劉文晟 27274168轉8523 

gt_wencheng@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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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共約3,500輛公車，通訊以2.5G(GPRS)為
主 

2G設備逐漸遭汰換，時有通訊不穩 

另將計劃整合車內其他設備 

站名播報器 

車外顯示設備(車前、車側及車後LED) 

悠遊卡機 

提升訊息傳遞速度、穩定度、資料量，使民眾
獲得更準確的公車預估到站資訊 

 

公共運輸處- 
4G車機建置案 

交通局公共運輸處 智慧運輸-4G車機建置案  

聯絡人：陳奐宇 27274168轉8552 

gt_marco@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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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格位智慧化」係運用PDA開單，於路邊開單後，
立即上傳資料中心，運算出路邊即時剩餘格位資訊，
透過APP發布即時資訊，提供民眾透過行動載具查詢。 

現行 

4G 4G
運用 

停車管理工程處-路邊格位智慧化 

交通局停車管理工程處 智慧運輸-路邊格位智慧化 

聯絡人：陳致宏 27590666轉6536 

pmal90022@mail.taipei.gov.tw 



16 

影像伺服主機 

10M 專線 

現行 

4G 

4G
運用 

停車管理工程處-即時影像及資訊傳輸(手機) 

交通局停車管理工程處 智慧運輸-即時影像及資訊傳輸(手機) 

聯絡人：陳致宏 27590666轉6536 

pmal90022@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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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說明 單位 數量 
1 iOS平板電腦_含4G行動介面(每班32台) 臺 6400  
2 80吋以上觸控面板_含4G行動介面 套 200 
3 充電車 臺 200  
4 無線分享設備 臺 200  

本市為配合教育部「推動教
育雲端應用及平臺服務」依
下列面向，成立5個教師專業
發展社群工作坊： 

1. 行動學習 

2. 雲端智慧教室 

3. 活化學習 

4. 自主學習 

5. 教育e酷幣 

 本案需求如下： 

教育局「教育雲端應用及平臺服務」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工作坊實施計畫 

教育局 智慧育樂-「教育雲端應用及平臺服務」
教師專業發展社群工作坊實施計畫 
聯絡人：江芷瑩27331838分機24 

edu_ict.18@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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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說明 單位 數量 
1 iOS平板電腦_含4G行動介面(每班32台) 臺 ３８４ 
2 80吋以上觸控面板_含4G行動介面 套 １２ 
3 充電車 臺 １２ 
4 無線分享設備 臺 １２ 
5 智慧學習雲平台建置及維護（含數位內容製作） 套 1 

為推動市長新政「設立老闆學校」，由
社區大學提供創業所需系列課程，並以
虛實混成之學習模式，協助市民裝備創
業所需知能，便利學員在家自學，推動
方式如下： 

1. 學員視訊自學創業培訓課程 

2. 教師導引實體課程 

3. 與大師有約視訊諮詢服務 

4. 社群學習互動平台 

本案需求如下： 

教育局- 
推動社區大學老闆學程線上教學課程 

教育局 智慧育樂-推動社區大學老闆學程線上教學課程 

聯絡人：翁月照 27256424轉6424 

yueh4941@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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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運輸-臺北市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於本市大眾運輸工具及固網實體線路未及之場
所，建置4G/Wi-Fi熱點，運用4G後端網路提
供市民免費無線上網服務，包括下列場域： 

捷運列車 

公車 

藍色公路碼頭、船舶 

Youbike公共自行車站點 

停車場 

4G行動專車(支援性質) 

資訊局- 
臺北市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資訊局 智慧運輸-臺北市免費無線上網服務 

聯絡人：黃牧仁 1999分機8573 

ic-askemm@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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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水庫管理局- 
大壩安全監測資訊遠端查詢系統建置 

翡翠水庫管理局 智慧安全-大壩安全監測資訊遠端查詢系統建置 

聯絡人：林保隆 26664916 

paolung@feitsui.gov.tw 

基地台 
透過4G網路 
傳送監測資訊 

平時與地震、颱洪即時安全
監測數據與歷線變化(如大
壩變位、上舉水壓力、滲水
量、壩基岩盤壓縮量等)。 

大壩、壩體安全監測(如滲
水量測定堰)、遙測室等監
視系統影像監控畫面。 

大壩安全監測評析畫面。 

本局人員使用 
行動裝置App或電腦 

即時掌握大壩安全狀況 

需求說明： 
建置安全監測資訊管理
系統Web版軟體 

行動裝置App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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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市增設大量「健康便利站」設
備，並搭配本局建置之「臺北健康雲」
平台作為市民雲端健康照護平台。 
 

本局現有之健康便利站可讓市民進行
健康量測並即時傳輸至個人專屬雲端
帳戶；另衛教宣導專區可傳遞市民正
確之健康識能資訊。 
 

透過4G寬頻智慧聯網，建立市民個人
健康存摺，提供市民一個自我健康管
理之服務平台。 

 

 

 雲 
 

 端 

健康雲端 
資料庫 

臺北健
康雲 

衛生局- 
建構臺北4G健康雲端智慧照護服務 

衛生局 智慧照護-建構臺北4G健康雲端智慧照護服務 

聯絡人：黃子易 1999分機7163 

jerryhuang@heal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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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平台 
(影音資料儲存/分析/運用) 

(與IDC/線路提供者) 

民眾使用 
1. APP影音上傳

與儲存 
2. 行車紀錄器租

用影音儲存/分
析服務 

3. 社區巡邏與鄰
里協助 

車牌辨識 

活動軌跡 

區域事件 

刑事案件分析 

衍生應用服務 
(地方保全業者 

地方交通業者計程車
與公車等 3rd Party 

異業
合作 

民眾
運用 

雲端行車記錄 

4G 

民眾、分群共享 

城市治安 
1. 公部門值勤車車牌辨識 
2. 員警值勤行動錄影 
3. 社區巡守隊行動錄影 
4. 緊急影音傳遞 
5. 資料分析 

公部
門運
用 

社區、鄰里 4G 

行動攝影機 

社群共享 

活動軌跡 

區域事件 

通報機制(報案) 

影像收集 

與辨識 

車機 

4G 

4G 

警察局- 
安心城市影像服務 

警察局 智慧安全-安心城市影像服務 

聯絡人：蔡孟軒 23831642 

kmar@tcpd.gov.tw 



 商圈介紹、擴增實境及地圖導引 

(結合地圖及臺北公車、捷運路線圖
或停車) ，使用者可透過行動載具即
時遊逛商圈或店家。                                                                  

 店家優惠訊息推播，透過手機定位，
可即時得知使用者所在地附近店家
優惠訊息，並可結合地圖導引至該
店家消費。                                                                     

 線上購物、訂位、點餐及付款。                                        

 商圈共同行銷                                                                   

 即時推播市府活動訊息 

產發局- 
悠遊智慧商業城 

產發局 智慧育樂-悠遊智慧商業城 

聯絡人：王健行 1999轉6496 

cx_40362@mail.taipei.gov.tw 



 本市夜市、地下街、公有市(商)場等介紹、擴增實
境及地圖導引(結合地圖及臺北公車、捷運路線圖或
停車) ，使用者可透過行動載具即時遊逛店家。                                                                       

 店家優惠訊息推播，透過手機定位，可即時得知使
用者所在地附近店家優惠訊息，並可結合地圖導引
至該店家消費。                                                                

 線上購物  

 店家共同行銷                                                         

 即時推播市府活動訊息  

產發局- 
智慧台北市集 

產發局 智慧育樂-智慧台北市集 

聯絡人：溫玉琴 23415241轉2802 

cw-1881@mail.taipei.gov.tw 



 建立關渡自然公園地圖與查詢介面（含園區基本資
訊、交通資訊等查詢功能，並將主要環境教育路線
特別標示）。 

 提供園區主要環境教育路線虛擬導覽及影片介紹功
能，並運用4G智慧寬頻技術引導參觀路線。 

 結合手機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定位功能，當民眾進入
園區主要環境教育路線之景點，
即會出現歡迎訊息與該景點動植
物解說等即時導覽服務，建構完
整的互動式環境教育展示App。 

產發局- 
關渡自然公園實景導覽系統 

產發局 智慧育樂-關渡自然公園實景導覽系統 

聯絡人：李長垚 8789-7158轉7017 

tcapo162@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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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 
行政規費智慧支付一手搞定 

地政局 智慧支付-行政規費智慧支付一手搞定 

聯絡人：陳瑞章 27208889分機2895 

oa-0532@mail.taipei.gov.tw 

行政規費 

檢驗、戶口名簿、
許可證、牌照、

身分證等 

使用規費 

設施、設備及場
所、謄本、簡章

及圖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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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傳局- 
建構智慧育樂城市 

觀傳局視聽資訊室 建構智慧育樂城市 

聯絡人： 劉欣華1999#8514 

qa-liuhh@mail.taipei.gov.tw 

提供行動電子化景點參觀導覽服務：透過行動科技取得景點
即時參觀資訊、影音導覽、720度環景。 

建置觀光服務雲： 整合景點、美食、藝文活動、旅館、觀光
夜市、電影院、交通、地理、醫療等相關旅遊觀光資訊，提
供使用者具路徑規劃功能的互動地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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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辦公大樓的安全 
建構穩定的資料傳輸環境。 

佈設監測設備蒐集建築物耐震及火災相關
數據。 

無論平時或災害發生時，都能不中斷的回
傳至消防局伺服器，進行後續的分析及計
算。 

意外災害發生時，能自動啟動防災自救及
緊急通報的功能，提升安全保障。 

 

兵役局- 
水源辦公大樓安全考量 

兵役局 智慧安全-水源辦公大樓安全考量 

聯絡人：周石雄 23653106 

ao-chou@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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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退舍、榮民(眷)之安養及照顧 

建請資訊局列入社會局規劃範圍。 

生活、醫療及日常照顧。 

必要時可考慮用4G遠距智慧照護服務。 

兵役局- 

本市退舍、榮民(眷)之安養及照顧 

兵役局 智慧照護-本市退舍、榮民(眷)之安養及照顧 

聯絡人：周石雄 23653106 

ao-chou@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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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係為救災業務及執行災害搶救運作之中
樞，本局自94年建置「智慧型電腦勤務輔助派遣系統」迄今，其目
的為強化救災救護指揮體系，發揮整體勤務運作統合的力量。 
為提升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患者(以下簡稱OHCA)康復出院比例，
目前本局119有護理師進行線上指導，期望在救護人員到達現場前
能儘早實施CPR，惟有時因報案人為年長者、幼童或外籍看護，單
純使用語音溝通無法有效傳達案發現場資訊，若能藉由視訊通話結
合本局現行系統，使護理師能快速了解現場狀況提供正確醫療指導，
應能拯救更多破碎的家庭及生命。 
此外，藉由視訊通話也可了解災害現場情形，使消防人員進行更為
精準更智慧的派遣，避免災害擴大及降低人員傷亡。 
目前訪間雖有APP或軟體可供使用，惟考量災害通報需爭取時效性，
故傾向使用Web介面進行視訊通話，減少民眾需透過下載軟體或行
動APP的時間，且日後還可推廣至本府其他單位擴大使用。 

消防局- 

守護你我，視訊119 報案更明確 

消防局 智慧安全-守護你我，視訊119 報案更明確 

聯絡人：張仁勇 27297665分機6917 

ryc1216@tf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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