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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物聯網應用於海港都市的機會與挑戰 

台灣IOT政策及在物聯網領域既有成果 

智慧漁港 IoT 解決方案規劃與建議 

結論 

2 



為何聚焦海港城市服務(Why Seaport C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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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帶動經濟, 港口為交易樞紐, 影響經濟甚大 

• 126 個世界主要 並有高經濟成長動力的都市中35都市擁有世界最大100個
貨櫃港.  如上海,大阪, 紐約, 洛杉磯, 倫敦, 曼谷, 雅加達;非海港國際
都市也需有便捷的運輸體系與海港相連   

• 海港都市2008-2013 GDP 經濟成長率為13%; 內陸都市平均成長為8% ; 世
界平均都市GDP成長為11% 

• 以歐洲荷蘭 鹿特丹Rotterdam, 為例 2007年港口帶動74,000 直接工作機
會並貢獻該都市13% GDP.以亞洲中國 上海 Shanghai為例,2012年港口帶動
84萬工作機會並貢獻7.6% 上海區域的GDP 

 全球最大835海港城市中, 依運載量排名前100名 第一是上海, 第二是新加
坡, 高雄 第13, 基隆 55 (資料來源：World Shipping Council 2015) 

Sour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lobal Port-Cities:  
Synthesis Report   Edited by  

http://www.euromonitor.com/rotterdam-city-review/report
http://www.euromonitor.com/rotterdam-city-review/report
http://www.euromonitor.com/rotterdam-city-review/report
http://www.euromonitor.com/rotterdam-city-review/report
http://www.euromonitor.com/rotterdam-city-review/report
http://www.euromonitor.com/shanghai-city-review/report


 萬物聯網對海港都市衝擊 
-如何快速建立成本效益高的IOT智慧基礎建設,  

增加價值與轉型 
 

 第一波 

 1985 1999 

  PC及網際網路 

  建構網際網路， 

  為線上世界打下基礎。 

 

產業 : PC+網通 
驅動因素 : 

•  產品 

•  水平分工 

•  規模量產 

   

 

 

 第二波 

 2000  2017 

 App 經濟與行動革命 

 搜尋引擎、社群媒體與 
 電子商務的新創公司 
 在網際網路上成長茁壯。 

產業 : Mobile + AP 
 

 驅動因素 : 

•   互聯網平臺 

•   獨立創新 

•   速度及流量 

  

 
 

 

 第三波 

 2018年之後 

 全聯網/萬物聯網 

(Internet of everything) 

 無所不在的連線， 
 實體 產業展開轉型。 

產業 : IoT Cloud S/I 

驅動因素 : 

• 生態系建立 

• 服務平臺 

• 夥伴關係，共享經濟 

• 傳產政策變革 

• 垂直產業專注 



Ke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 faced by All Seaport Cities 

“Smart Cities" can help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Reference: ABB, 2016 

• Growth 
• Population growth 
• Economic growth 

• Competition 
• Port Cities competing for investment and talented workforce 
• Citizen expectations for a high quality of life 

• Sustainability and Efficiency 
• How to management the Port infrastructure 
• Transportion: within the port, between port and other 

communities 
• Local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targets 

• Safety and Health Environment 
• Aging infrastructure 

• Often beyond its intended life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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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應用於海港價值與模式 
 物聯網應用於海港將帶來新的價值，國際上已有成功案例 

 國際港埠智慧化發展，由純粹物流中心的思維，轉向五流合一的
整合式智慧運籌港 

 類別 
第一代 

（1950年前） 
第二代 

（1950-1980） 
第三代 

（1980-2005） 
第四代 

（2005-2012） 
第五代 

（2012-迄今） 

主要 
功能 

運輸中心 運輸+服務中心 國際物流中心 自由貿易港 智慧運籌港 

主要 
貨物 

散貨、液體貨品 
散貨、半成品、成

品 
貨櫃為主、散貨為

輔 
貨櫃為主、散貨為
輔，物流加值 

跨國企業高附加價
值貨品 

活動 
範圍 

運輸、轉運、 
儲存 

運輸、轉運、 
儲存、管理 

運輸、轉運、儲存、
保稅、加工 

無障礙通關、貿易
便捷 

國土延伸策略 

組織 
特色 

港口獨立活動、非
制度關係 

行政單院與顧客的
關係開始密切 

港口與管理 
一體化 

管理單位與物流業
者成產業聯盟 

全球據點經營 

服務 
特性 

貨物集載 
提供聯合與增值服

務 
貨物資訊流動等服

務一體化 
強調快速、精準、

整合服務 

商流、物流、金流、 
資訊流、潮流「五

流 合一」 
的及時、整合異質

多元化服務 

發展 
特徵 

運輸裝載平台 產業群聚平台 物流資訊平台 全球網絡連結平台 
虛實資源與網絡連

結平台 

關鍵 
因素 

勞動與資本 資本密集化 技術與資訊 
網路安全與快速連

結技術 
整合型與跨系統連

結服務 



國際案例：新加坡與ICT業者合作推動智慧港口 
 新加坡政府整合舊碼頭後建立可吞吐6,500萬標準貨櫃的新港口－Tuas Port。

2015年與IBM簽訂合作推動智慧港即時作業平台SAFER，欲達到安全、效率、智
慧與環保目標，七個應用項目將陸續在2018年初前完成測試 

資料來源：MPA，資策會MIC整理，2017年10月 

登船檢測 
系統 

港區使用率
預測系統 

船舶動態自
動監測系統 

港口限制區
管制系統 

違法船舶 
監測系統 

船舶航行 
預測系統 

非法加油 
監測系統 



 漢堡港與 Cisco, SAP合作，採用 Cisco Fog 及 SAP Hana Cloud 

 利用各種感測器布建在路面上、港口設施、貨櫃、市區內，收集如溫
濕度、亮度、車流量等資訊，進行交通管理、港口管理等 

 交通管理物聯網：路面感測器收集交通資訊給霧運算節點，彙整後才
回傳雲端平台，平台判斷若貨船還沒到港，就先不讓(市區的)貨車進
入港區，避免港口附近擁擠；物聯網系統也會動態引導貨車到最適當
的港口停車場上下貨。 

國際案例：漢堡港應用物聯網案例 

預知船隻要經過時，再將橋面升起，
並透過交通管理，避免路面擁塞 

資料來源：Port of Hamburg, 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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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 A Small and Agile Island 
台灣有六個重要的海港都市 

(高雄, 台北, 基隆, 台中, 麥寮, 花蓮)  

  Land Area: 36,193 km2 
  Population: 23.4 million 
  Density: 647/ km2 



台灣IOT策略 Taiwan’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2) Field Application & Promotion 

Disaster 
Prevention/Relief 

Smart 
Transportation 

Smart 
Grid 

Distribution 
and Logistics 

(1) Technology & Industry Development 

1. Core Technology Research/Development and IPR 
Development 

2.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cubating  Large-scale IOT System Integration 
Companies 

Verifying Killer IOT Applications 
in 2 Major Trial Fields 

Building Taiwan as a Global and 
Asia-leading IOT Innovation Center 

Taiwan Official IO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ncluded by 2011 IOT Strategic Review Board (SRB) Meeting (Oct. 2011) 

11 

Smart 

Buildings 

/Cities 



Vision: Focus on core concepts of innovation, employment and 
distribution 

Green 
Energy 

Asia  

Silicon Valley 

Smart machinery 

Biotech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Defense 
Industry 

Link with 
Local 

Resources 

Link to the  
Future 

Link with 
Global 

Markets 

5+n Industry Innovation Programs  

 Agriculture 

Circular Economy  

 ….. 



Industry Promotion 

Government Think Tank 

R&D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III) 

Operation & Business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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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ociety 

* Founded 1979, HQ in Taipei 

* Government sponsored NPO  

• 1900+ personnel,  

• 75%+ holding M.S. or Ph.D 

* Goals: 

  - development of Taiwan’s ICT 

  -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society in Taiwan 

ICT 

Industry 



III’s R&D Awards 

2016 ─ Smart  

             Glasses Guides 

2013 ─ Zigbee CraneAbide 

2013 ─ BestLink  

2012 ─ RFID-MF   

2014  SS Shapewear  

2012  Interactive  

          InMedia 

          Bus info stop  
14 

2017 - Smart Glass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 

2015 - Smart Energy 

Solution 

WITSA 



III發展IOT雲平台並引導 高價值智慧海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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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平台與共通服務模組 

多元網路服務模組  

UBI 
車隊 
管理 

自來水 
廠監控 

In-Snergy 

應用共通：設備／人／環境行為管理＆預測 
人工智慧，分析，預測等 

智慧 
電廠 

雲端服務模組 

水質 
監控 

物料 
預測 

智慧眼
鏡遠端
維修 

CarJ 

B2B B2B2C B2B2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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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aaS 平台 
 (Edge Intelligence PaaS Platform)  

● ● ● 

智慧物流 智慧工廠 智慧節能 汙水處理 其他 

IOT Platform – NIP EI-PaaS 
打造公版物聯網雲平台，提供創新雲服務 

自主平台共同研發 
(2017年~) 

Power Users 
應用共同研發 

(2018年~) 

將EI-PaaS平台發展成為亞太區領先之產業物聯網 SaaS Enabling 雲平台。
提供 Industrial Edge-to-Cloud 快速聯結機制，協助客戶迅速開發、佈署、
營運設備連網管理、大數據分析預測及可視化等創新雲服務之首選雲平台 

欣興、敬鵬 
耀華、迅得 

研華 



港區:貨櫃調度系統 
Smart Container Dispatching System 

in Taipei Port (R&D 100 Award) 

Zigbee-based  Vehicle Positioning  Reporting cards with e-paper 
 and Zigbee 

On-Truck Device Control Center 

Stake Holders 

• Government Sponsors: MOEA, MOTC 

• Industrial Vendors- Taipei Port Container 

Terminal Corp.UFO Communication, 

ShinYi Soft Company 

•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decrease cost to attract shipping companies to berth their ship, Taipei Port 
developed a smart container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ZigBee based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  
solution . WSN is vital to track vehicle positioning and automate the container dispatch and 
management. 

 Taipei port has achieved an average of 39.55 moves/Hr (Max 50 moves/Hr), top 3 in the world 

 



交通：公司夥伴關係(PPP)之 CarJ 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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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ed Car Services 

 Cloud 
Database 

Big 
Data 

Pro 
Service 

CarJ Alliance 
Fault Diagnosis & Failure Prediction 

Dynamic Route Guidance 

Safety Warning  

Emergency Assistance & Rescue Real-time Information 

Vehicle Road User 

Formed by domestic industries such as Finance, Insurer, After-sales 
Service, Parking, Vehicle Fleets, Telecommunications, etc. (Sep. 2016) 

PPP-base coalition for promoting the adoption of common TSP and open standard 
for providing divers with a new experience before, while and after driving 

Driver’s Needs 



交通: 二輪聯網系統 
V2M Motorcycle Safety System 

• Enhanced driving safety via two-wheeler V2X 

• Accurate diagnosis and analysis thru real-time data analytics 

• ECO friendliness by various supporting services 

Features 

• Check motorcycle conditions 

and analyze rider’s behavior 

regularly. 

• Utilize UHF band beacons to 

inform surrounding vehicles to 

prevent car accidents. 

• Support integrated & highly 

secured communications to 

enable "talks" to rider’s 

smartphone and cloud services. 

Partnership 

• SYM 
• ensoul 

• SanJet 
• ALPHA 

• NEXCOM • Toyota 
• Panasonic 



• Integrated support for a variety of IOT devices 
• Remote monitoring & control of appliances 
• Data analytics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能源：雲端能源管理系統(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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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Chain Stores  
• Optical Company : Auo Optronics 
• Daikin, Hitachi 
• Burkina Faso, Africa:  Solar Power 

Monitoring and Maintenance 
• Czech Republic: High School 
• etc. 

single-CT meter 

double-CT meter 

thermo-hygrometer 

CO sensor 
CO2 sensor 

IR controller 

Customers 



能源：自動化需量反應管理系統(D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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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wan Power Company 

• Domestic ESCOs 

• Local Universities 

• Fujitsu (Japan), etc. 

Partners 

• OpenADR 2.0 Certified DRMS 
• Taiwan’s 1st ADR Field Trial 
• Support for Direct Load Control (DLC) and Demand Bidding 



工業: 工廠資料分析應用案例 
『Chameleon』PLC物聯網成功導入智慧製造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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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eleon』PLC物聯網平台 
研發 

自主性技術資產 

跨產業設備聯網 

PCB產業 工具機產業 手工具產業 

跨平台技術整合 

… … 

策略夥伴合作 
及應用推廣 

欣興 
群浤電子 

金豐
沖床 

久允
工業 

國際佈局與效益 

與四零四科技合作，Chameleon可補足該公司ThingsPro及
OPCUA之產品缺口，佈局歐洲、中國大陸等市場 



工業:5G URLLC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H2020  Clear5G 
Converged wireless access for reliable 5G MTC for factories of the future 

 Objective: Design, develop, validate, and 
demonstrate an integrated convergent 
wireless network for Machine Type and 
Missio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MTC/MCC) 
services for Factories of the Future (F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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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cenarios: 

• Distributed Machine 
Data Communication 

• Moving Object 
Communication 

18 



國際合作交流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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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日本 

− 智慧車聯網 (標準制
定與技術合作) 

  法國 (UPMC, INRIA, 
CEA Leti, Sigfox...等) 

- IoT 平台與技術，建置 
IoT Lab, oneM2M參與 

- 5G 研發與測試平台 
- 歐盟計畫提案 

  美國 

− 美國大學合作交流 (USC, 
Columbia, MIT, etc.) 

− 標準認證：OpenADR,  
OpenFog 

        英、法與歐盟國家等 

− 5G 合作 
− 智慧能源與智慧城市 
− 智慧工廠、未來工廠

(Factories of the Future) 

− 智慧能源 
− SDN 
− Open source 

IoT-LA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University_of_Surrey_Logo.svg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ved=0ahUKEwifuKeUucHLAhVFLaYKHRC7AxUQjRwIBw&url=https://ec.europa.eu/digital-agenda/events/cf/ict2015/item-display.cfm?id=15338&psig=AFQjCNEqSEjEIAD70ZE96QQd-XmnihF86w&ust=145808851971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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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ed in Taiwan, Take Two-pronged Approaches, to  

Compete in Global Markets 

Demonstrative Field in 
Emerging Markets 

Other 
Markets 

Emerging Markets 

Demonstration of 
Taiwan's Strength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s a leader 

Feedback 

Enter 

Technical 
Support 

•iChip/iDevice 
•iSystem 
•iService 
•iPlatform 
•iSoftware 

Demonstrative 
Fields in Taiwan 

物聯網智慧城市發展策略 
• 智慧城市發展三部曲 
區域示範-> 擴散國內區域-> 進軍國際市場 

海港城市之潛在經濟效益，選定海港城市為主要區域示範場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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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海港城市發展現況 

• 城市特色 
• 台灣四面環海，海洋文化形塑多樣的生活特色與風格 

• 台灣港市具國際觀光潛力，具備國際櫥窗能量 

• 困難與挑戰 
• 台灣海港城市管理人力不足，導致港口管理效率不彰 

• 人工與紙本報關簿作業 -港區與海上作業環境惡劣，紙本報關簿填寫保存相對困難，
對漁民造成不便 

• 台灣海域受東北季風影響，嚴重威脅船舶航行安全 

• 漁船在惡劣天候入港時最危險，港口導航燈在可能船長看不到 

• 安全與效率成為台灣海港城市治理的重要面向 
 

 

 

 

 

 

港
口
安
檢
人
力 

99年 105年 

8099人 

4686人 
精簡44.5％ 

紙本填寫效率不彰 船舶入港常常造成毀損 



物聯網智慧海港城市整體規劃 
• 整體目標: 以IoT 解決方案提高人/船安全與離港/進港效率 
• 安全: 

• 島礁磯釣安全、船舶入港安全 
• 效率 

• 船舶自動報關、船員智慧登錄 

10 km Sigfox 
3 km GPS-RTK 

100 m RFID 
LPWAN 

容納人數3人
目前人數4人 

XXX擅入 

慶陽號 
離開待命區 

違規警示 

Sigfox 
tracker 

協助救援 

慶陽號 
進入保護區 

違規警示 

CT-XXX 

Internet 

船員名冊 

Fog 

(((( 安全距離 )))) 

LPWAN /  NB-IoT 

港區環 
境監測 

島礁磯釣安全 船舶入港安全 自動報關/智慧登錄 

28 



IoT 解決方案引導 高價值智慧海港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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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 
 
 

船員智慧登錄 

 
 

島礁磯釣安全 

Remote I/O Module Serial Connectivity 

MQTT/AMQP/HTTP 

RESTful APIs 

PLC Gateway 
(變色龍)  

EI-PaaS 

(系統所) 

Edge 

PaaS 

Device 
Management 

( Condor ) 

Metering 

DB  
Servics 

AFS 

Management  
Center  

Knowledge 
Center                              

IoT Hub 

Security 
 (資安所) 

DevOps SSO       

Gateway DDS 

OpenStack (數位所) 

 
 

船舶自動報關 

 
 

船舶入港安全 

硬體設備商 
合作夥伴 

服務使用者 
漁政單位 

維護者 
資策會 



應用情境:島礁磯釣安全 

目前安全機制 (As is) 
• ㄧ礁至少兩個人 
• ㄧ礁ㄧ無線電對講機 
• 接駁船要在鄰近 
 

安全機制(To be) 
• ㄧ人ㄧSigfox Tag，ㄧ船ㄧSigfox Tag 
• 人船位置訊號傳到後台監測紀錄 
• Sigfox Tag 每十分鐘送一次訊號 
• 緊急狀況(落水)提高頻率到30秒ㄧ次，燈塔啟

動無人機協助搜救 
 

 
 

Tag 

島礁 

Tag 

更有效的 
管理方式 

違規警示 

無人機緊急 
救援協助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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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情境:船舶入港安全 

嗶 
嗶 

嗶 
嗶 

• (As is) 漁船出入港口導航燈在惡劣天候船長可能看不到導航燈號 
• (To be)船舶加裝GPS-RTK移動站，每秒即時定位(精確度10cm)，
配合即時地圖與警告聲音引導船長，避免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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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情境:船舶自動報關 

(As is) 安檢站人工紙本報關 
(To be)船舶GPS搭配圖資設定，達到船舶自動通關登錄 

3 km 
 

4G 

50公分   
 以內 
  定位 

霧 
端 
解 
算 

RTK 
移動站 

GPS 

基站 

在範圍內即時定位每艘船位置 
得知每艘船何時出入港 

• 舢舨船身裝設半主動式RFID(電池8年) 
• 以RFID Reader 讀取船舶ID訊息(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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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情境:船員智慧登錄 

• (As is) 人工紙本登錄，資料容易疏漏，造成保險無法理賠 
• (To be)船長以手機app登錄船員或到安檢所設立船員查詢系統上傳
資料，自動紀錄哪艘船哪個時間載哪些人出去，作為意外保險理賠
依據 

 

Private 
Cloud 

固定班底 本次出航 新增漁工 船長帳號 
密碼 輸入 

姓名 
身分證號 

•以船長帳密登入拖曳操作，以姓名(綽號)頭像識別船員 
•船舶出港前半小時將人員名冊上傳 
•船舶入港ㄧ小時後人員名冊自動登錄，除原船員有異動由船長登錄修改 
 

App 登錄 查詢系統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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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礁磯釣安全 
• 人員安全管控，意外落水協尋 

• 船舶入港安全 
• 惡劣天候視線不佳，增加船舶船員的安全保障 
• 船碰船與船碰物告警 

• 船舶自動報關 
• 節省進出港報關人力時間與人工操作誤差，提高準確度與即時性 

• 作業船舶領取補助佐證資料 
• 海港設施利用率統計，近海漁業資源估算 

 

• 船員智慧登錄 
• 公部門可出俱保險理賠所需證明資料，保障漁民權益 
• 方便船長即時更新船員名單，免於意外發生時揹負道義責任 
 

 
 

海港導入IOT解決方案之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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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Internet of Things (IOT) 
Cloud/Data Platform (PaaS) 

Demand 

Response 

Transit  

Traffic 

Management 
Fleet 

Managemen

t 

Mixed 

Traffic 

Prediction 

2-Wheller 

Safety  

Autonomous  

Driving 

ITS Domain  

& Requirements 

 ICT /IoT 

Technology 

Solutions 

Reference: Advantech 
presentation, 2017 

Communication Network for Different Service Requirements 
Coverage, Massive, Low Latency, Reliable, Ultra Reliable, Hybrid, …..  

Business Platform 

Summary: The 3rd Wave  Transformation 

Co-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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