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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兩岸各級地方政府的互動與交流，各項卓越的技術與工程業績也成為對岸參訪

的重點之一。自2011年開始，隨昆山代表團來台的巴城鎮沈一平書記至台灣世曦公司進

行參訪與交流之後，在智慧運輸、BIM技術、空間資訊等方面的技術獲得了對岸領導們的

重視，雙方隨後密集互動並展現交流誠意，促成了專案合作的機會。

台灣世曦公司展現高度專業技術且兼具前瞻性與細膩度，並以跨部門協調合作與整

合的成果展現，贏得業主的信賴與肯定。同時，透過子公司世曦技術諮詢(昆山)有限公司

的在地深耕，在巴城之後，陸續與昆山市、杭州蕭山有了進一步合作的機會，也奠定了

在長三角地區的業務基礎。

台灣智慧運輸技術

登陸長三角之經驗

1 2 3 4 5

壹、前言

自1969年成立以來，中華顧問工程司與台

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即配合國家外交

任務或是基於業務發展，持續在機場、道路、

建築、軌道、港灣、工業區開發等專業技術項

目，以優勢的技術與經驗，為中南美洲、非

洲、東南亞的友邦服務。在土木交通領域，中

華顧問/台灣世曦的海外服務工作在友邦獲得極

高的評價，因此也在國際間廣泛的受到肯定。

本公司配合世界潮流，協助高速公路與地

方各級政府陸續進行智慧型運輸系統(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 ITS)的建設，十餘年來成

效卓著，獲得各單位的肯定。近幾年來，伴隨

著經濟起飛，大陸地區各級城市陸續高度都市

化發展，因應其車輛快速成長帶來的嚴重交通

問題，我們在ITS方面的建設經驗，恰可供彼岸

參考借鏡。或是更進一步，結合公司內各技術部

門的專長，以優勢的整合能力，提出跨領域的綜

合解決方案，對市政發展產生更全面的幫助。

在此背景之下，近年來代表案例昆山巴城

與杭州蕭山，分別介紹其緣起與發展狀況。

貳、昆山巴城專案

一、昆山巴城往來重大里程碑

(一) 緣起

 昆山，江蘇省蘇州市下轄的一個縣級

市，是近年來台商於大陸地區設廠投資的

最主要據點之一，昆山市政府為鼓勵台商

進駐以及強化兩岸商貿合作，逐年來台辦

理招商說明會，多由市黨部書記或市長率官

方代表團前來。2011年昆山巴城鎮書記沈

一平隨昆山代表團來台，因為該鎮著重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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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的發展，對於交通課題的解決有殷切需

要，遂於9月7日率副鎮長等核心幕僚，協

同幾位市政顧問至台灣世曦企業總部參訪

交流，開始了雙方第一次的接觸與互動。

 在張荻薇副董事長(時任總經理)與吳

榮煌副總經理率智慧系統部、電機部、BIM

中心等部門進行技術報告，沈一平書記一

行對各部門專業的技術與高度整合能力留

下深刻印象，同時為感謝本公司熱忱的接

待，邀請李建中董事長於月底率團參加該

鎮最有名的陽澄湖大閘蟹產季「蟹文化

節」活動，同時洽談合作的可能(如圖1)。

(二) 專案形成與訂約歷程

 有別於一般招標案件，巴城鎮並非

由業主直接指定工作內容、要求依契約完

成，而是透過詳盡的事前評估與多次的溝

通，最終讓專案成型。

 在巴城鎮領導們來訪之後，李董事

長應沈書記之邀，率隊出席巴城鎮蟹文化

節活動，於兩岸對接論壇中簡報「智慧交

通」，並在2011年9月27日雙方簽訂合作

備忘錄(MOU)，成為本技術專案發展的起點

(如圖2)。

 為能讓專案更加貼近巴城鎮的需求，

於2011年11月5日，由智慧系統部針對巴

城鎮於蟹文化節期間，因應饕客湧入鎮區

造成道路的壅堵，向沈書記報告「全方位

圖1 沈一平書記率巴城鎮領導來訪合影

圖2 李建中董事長(右一)於巴城鎮簽訂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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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協力共同完成：

(一) 智慧綠色巴城發展策略研擬

 巴城是一個歷史古鎮，從春秋建鎮開

始，已有2,500年的歷史。有著大閘蟹、

葡萄等眾多豐富的物產，及優美的江南水

鄉特色，有發展生態旅遊的絕佳條件；同

時，現有的軟體園、精密機械產業園等都

是低耗能綠色產業，亦有發展高科技與智

慧化的潛力。

 本項工作由運土部擔綱，先針對文化

脈絡與發展戰略、環境生態保護策略、產

業發展策略進行研擬；接著提出最適智慧

城市發展建議模式、整體空間架構優化、

城市發展亮點形塑、智慧城市發展方案、

旅遊分區發展方向等建議；最後，研提具

體的策略與行動方案。

(二)  蟹文化節交通疏導方案及蟹文化節活

動策劃書

 每逢蟹文化節，因品蟹車潮大量湧入

巴城鎮，而產生嚴重之壅塞問題，分析可

能原因後，提出增闢臨時停車場、加強進

出城動線疏導、規劃完善之替代路徑等主

要改善策略。除傳統交通策略之外，更規

劃資訊化之交通偵測與疏導方案與設備布

設規劃，以強化其改善效果。

 原有的蟹文化節活動多由為期一天

的晚會、論壇等活動構成，樣板式的活動

對於節慶行銷的效果較不明顯，同時容易

產生交通過於集中的缺點，故提出新的蟹

文化節活動策劃，期藉由各地不同文化交

流、彙集，突顯出巴城豐富精彩的多元風

貌；用在地作號召，以品味相連結，帶領

民眾深刻體驗巴城令人驚豔之處。將單日

活動延長成帶狀，形成節慶感，有助於整

體行銷與旅客之參與。上述兩項工作主由

智能交通與信息服務」計畫內容及執行方

式。在BIM的3D建模輔助呈現之下，對鎮

領導們有新的刺激也衍生了更廣泛的專案

跨領域需求。

 在巴城鎮匯集更明確的需求之後，由

吳榮煌副總經理召集電機工程部、空間資

訊部，並跨事業群協請運土部加入、BIM

中心技術支援，連同原本提案的智慧系統

部，共同研擬符合巴城需求且具體可行的

專案內容，於2012年4月27日提出「智慧

園區規劃與信息展示平台建置」技術服務

專案的構思。在吳副總經理領銜下，各技

術部門完整的構思、前瞻性的方案以及領

先的技術整合力，獲得錢翌鎮長及鎮領導

們高度肯定，遂於當日簽訂合作協議書

(MOA)，確認專案的內容與規模(如圖3)。

 合作協議書簽訂之後，各部門隨即積

極展開工作。李建中董事長2012年09月20

日率隊拜會巴城鎮沈一平書記與各領導，

並簽訂「智慧園區規劃與信息展示平台建

置」專案合同，宣告專案工作正式啟動。

二、巴城專案計畫服務內容

於巴城鎮進行的「智慧園區規劃與信息展

示平台建置」專案共包含五個部份，由各技術

圖3 吳榮煌副總經理(左一)領銜各部門進行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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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董事長的簡報獲得昆山市政府與其下轄

各鎮之熱烈迴響，於2012年9月26日「T行昆山

論壇」，吳榮煌副總經理演講『智慧昆山、車

聯巴城』，獨特的見解與前瞻性構思，獲得各

級地方政府的高度肯定，兩岸相關產業廠商會

後亦積極聯繫，尋求合作的機會(如圖5)。

在此同時，為擴大參與大陸業務的能力，

2012年8月台灣世曦公司由子公司世曦海外(香

港)有限公司，於大陸江蘇省昆山市轉投資成立

「世曦技術諮詢(昆山)有限公司」，作為整個長

江三角洲地區(簡稱長三角)的業務拓展基地。目

前的經營範圍包括計算機軟硬體設計與開發，並

  圖4 李建中董事長於「昆山智慧城市建設說明會」報告

     圖5 吳榮煌副總經理提出「智慧昆山、車聯巴城」構思

智慧系統部及運土部研擬與規劃。

(三) 巴城交通資訊平台規劃

 為配合2012年蟹文化節各項

交通管制及旅客資訊需求，建立交

通及旅遊資訊展示平台，供蟹文化

節各項交通資訊收集、監視、及發

佈之用，其他相關之旅遊資訊亦可

通過本平台發佈。

 本項工作由電機部擔綱，延續

交通疏導方案的規劃，輔以完整的

工程規劃與設計，可讓鎮政府直接

參考擬定招標文件，於當地委辦合

格廠商進行建置。

(四) 巴城旅遊網新版網站建置

 巴城鎮為旅遊、美食的重點發

展地區，在資訊化的旅遊需求下，

一個現代化、便利、具吸引力的旅

遊專業網站甚為重要。巴城鎮原有

的網站設計較為單調，以報導式的

方式羅列所有資訊，對想到訪巴城

的遊客而言，便利度與吸引力皆有

改善空間。

 本項工作由空間資訊部主政，以巴城

四季不同的風貌與旅遊主題，融入傳統中

國潑墨山水的風格，建構了新的「巴城旅

遊網」，以春夏秋冬不同色調呈現，獲得

鎮領導們高度肯定。

三、專案業務由巴城鎮推至昆山市

在推動巴城專案的同時，公司各部門的專

業亦受到昆山市領導的重視。2012年5月22日昆

山市委書記管愛國率團來台，假圓山飯店召開

之「昆山智慧城市建設說明會」進行招商等相

關活動，會中特邀請李董事長簡報(如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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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並向管愛國書記簡報「昆山車聯網發展芻

議」(如圖8)。

昆山市的領導在參訪台灣世曦企業總部

之後，深刻感受到本公司在專業與技術上的能

力，並具有高度的前瞻性；而對昆山交通狀況

亦能有相當精闢的觀察與分析，展現解決交通

課題的細膩度。在台北經驗的績效肯定與歷次

專業技術的呈現下，促成由昆山市交通運輸局

委託運土部辦理「昆山市中環快速路平面交通

優化」計畫，解決昆山市新建的環市高架道路

對平面道路與整體交通的衝擊。

提供相關的技術服務、技術諮詢；企業管理諮

詢，交通相關行業與軟件的諮詢；信息系統的規

劃。後續，經營範圍將擴充至交通工程諮詢與設

計，智能化工程諮詢與設計，及計算機信息系統

集成之總體策劃、設計、開發、實施與服務。

其後，雙方高層緊密互動，昆山市路軍市

長於2013年3月30日率巴城鎮錢翌鎮長及市高

階領導蒞臨台灣世曦參訪(如圖6)；2013年5月2

日昆山市黨委管愛國書記率巴城鎮新任書記谷

文華等市高階領導蒞臨台灣世曦參訪(如圖7)；

2013年7月24日李董事長率「昆山車聯網創新

團隊」赴昆，視察世曦昆山新辦公空間及展示

圖6 路軍市長蒞臨台灣世曦參訪 圖7 昆山市黨委管愛國書記蒞臨台灣世曦參訪

圖8  李董事長率隊向管愛國書記簡報「昆山車聯網發展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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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杭州蕭山專案

一、蕭山往來重大里程碑

近年來，台灣世曦除在昆山巴城推展業務

外，在適當時間與條件下，布局大陸長三角市

場之一-「杭州蕭山」。民國2014年10月底，杭

州市蕭山區人民政府和杭州市臺灣事務辦公室

共同承辦首屆「海峽兩岸產業發展推進會」，

本公司 李建中董事長、吳榮煌副總經理與馮

道亨協理共同參與，會中由吳副總經理代表簡

報「智慧杭州、車聯蕭山」內容，著重於國際

智慧城市指標與台灣發展經驗，並就國際車聯

網發展趨勢，提出杭州市發展建設車聯網之步

驟。

此為搭建與業主合作關係的開始，亦為

本公司於杭州市蕭山區相關業務推廣鋪陳之契

機。 2015年1月至3月，持續與蕭山區發展改革

局、錢江世紀城管委會、以及湘湖旅遊區投資

公司等執行單位領導進行面談，了解實際業務

需求，並提出初步建議構想，與各代表建立起

溝通管道。除蕭山區智慧交通藍圖規劃外，智

慧系統部偕同運土部於其他片區提出「臨浦組

團產業發展策略」，期能利用浦陽江魅力水岸

發展水岸商貿軸及旅遊軸，為尚未完善開發的

地區勾勒發展方向。從綠色臨浦理念為基礎，

建議將臨浦組團發展成車聯網產業基地，建構

技術與人才輸出基地，並可供應蕭山區發展智

慧交通及車聯網所需之技術及人才。而車聯網

產業鏈發展包括車用資通產業、雲端通信產

業、交通設施產業、通訊與資訊產業、生產製

造體系、服務產業體系、及政府部門，建議未

來可引進民間產業之力量，引入各類上下游企

業，提升高新園區動能。

隨後，杭州市張耕市長於同年4月受龔書記

委託率隊至本公司交流參觀考察，由經濟和資

訊化委員會洪慶華主任、科學技術委員會楊作

軍主任、市台辦梁建華主任、西湖區章根明區

長、市金投集團有限公司張錦銘董事長、轉塘

科技經濟園區管委會呂鋼峰副主任、市經信委

圖9 杭州市張耕市長率團蒞臨台灣世曦參訪



2

No.110│April, 2016 │99

專
題
報
導

透過多次交流，展現本公司全方位經營之觸

角，並藉由過往業績及效益說明，更加增強大

陸業主信賴程度。

二、大陸蕭山服務計畫

於拓展大陸長三角計畫中，主由智慧系

統部負責開拓新業主、開創新市場的任務，並

視業主及業務需求，引入其他部門專業技術支

援。以昆山為例，後續則由運土部及建築部持

續耕耘；於蕭山，智慧系統部亦與運土部共同

協力推廣。期許未來能串連產業鏈上下游各領

域廠商之各類系統整合應用，負責系統及機電

整合、規劃與開發整合型之應用解決方案，發

揮一加一大於二之成效。

投入智能交通產業的企業可分為設備提供

商、軟件開發商、系統集成商和平台運營商。

大陸在智能交通的各環節均處於起步階段，由

於前端設備如傳感線圈、影像、微波等投入較

少，但可應用性較廣，所以相對發展較快。截

至民國 2011年底，大陸從事智能交通行業的企

業約有2,000多家，主要集中在道路監控、高速

技術進步與裝配處方翔副處長、市台辦經濟處

謝軍標副處長隨行，如圖9。此行安排貴賓參觀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科學園區，對高新科技園區

及產業有深入的瞭解，有助於未來產業佈局之

規劃。

「智慧交通」與「產業發展」兩大基礎環

節相互推動之下，2015年7月，獲蕭山區發改局

業主肯定給予鼓勵，開始執行「蕭山區智能交

通課題研究」一案，分析蕭山區內各城鎮產業

經濟、旅次特性、與主要車流動線，研擬未來

可能之交通瓶頸點，並提出可提早疏解車流之

策略，以及規劃未來輔助政府部門全面掌握蕭

山區即時交通之系統功能。

智慧系統部目前正基於前期研究成果，持

續擴展業務執行範圍。蕭山區政府俞東來書記

於同年9月率團參訪本公司，並進行簡報與意見

交流，另有協助推動蕭山區相關業務之世華實

業(杭州)公司人員與會，交流照片詳如圖10。

該次陪同俞書記等人訪問考察臺北市交通控制

中心、內湖科學園區管委會、以及台達電子公

司，進一步了解台灣實作效益以及相關產業。

圖10 蕭山區政府俞東來書記率團蒞臨台灣世曦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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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收費、GPS定位、以及地理信息和系統集成

環節。而中國大陸經歷2008年奧運會和2010年

世博會推動經驗，未來對於交通監控需求，包

括大型橋梁、車輛區域、交通運輸狀況、危險

物品運輸車輛、船舶、長途運輸、城市公交、

出租車、軌道交通、以及水上交通資訊服務之

需求將有增無減。

經檢視，大陸各地方政府部門普遍存在

缺少經營管理、交通運輸規劃、物流、金融服

務等概念，本公司可從宏觀角度，依各區域特

性，分析可預見之交通課題，研擬全方位解決

方案，適時引進新式交通管理策略及通訊技

術，提升交通管理績效。並就本公司於台灣各

縣市ITS中心規劃設計與建置工作經驗，提出未

來軟硬體分期建置、系統整合與分析功能等建

議，為本公司結合各事業群推行智慧運輸最佳

之施力點。

隨著緩解交通供需、提高交通通行能力等

基本功能日益受重視，智能交通發展趨勢開始

朝向「交通資訊雙向溝通」，不僅只是中心單

向查看，同時更著力於管理效率，減少壅塞時

間，降低交通事故與環境汙染等目標。此階段

需要資通訊科技整合既有資訊，跨領域應用系

統需求大增。因此，智慧系統部提出之「面向

2020蕭山區整體發展優化構思」計畫，擬定蕭

山中心區智能交通一期、二期工作項目，包括

運輸規劃現況檢視、壅堵路口改善設計、智能

交通功能設計、智能交通系統設計、以及系統

平台功能集成。本示範計畫依各分區當地特性

與功能需求，提供差異化的服務方案。

未來長期發展方向則擬定朝向即時路況

預測與客製化資訊發布應用，逐年分階段擴大

規模，並視政策目標、技術規範以及使用者回

饋，精進功能項目，下一步則面臨如何突破通

訊技術瓶頸、完善產業鏈以及健全商業模式之

課題，可說是推進車聯網技術發展的重要因

素，此為實現廣泛應用之重要節點。業務策略

上為爭取其他基地之業務拓展機會，本公司隨

時關注中國大陸政策及技術發展趨勢，並分析

研判各部門技術強項及可推動業務之變化與因

應。同時應用技術展示及公私單位之發表、研

討場合，宣傳凸顯既有市場技術缺口，並拓展

本公司可推動業務項目。

三、潛在業務機會

分析多方市場訊息，傳統交通運輸結合現

代化互聯網技術，儼然成為智慧交通新趨勢。

從需求面來看，大陸許多大都會如北京、上

海，目前均飽受車多堵塞之苦，對車聯網的寄

望甚深，期能從中達到「治堵」功效，增加行

車安全，並提高道路使用效率，提供順暢安全

道路交通系統。

除了「治堵」，車輛聯網技術與服務的

實現亦符合「科技」與「產業」發展趨勢。在

「科技」方面，智慧交通與汽車工業結盟，從

路側延伸至車載市場，從被動化為雙向主動，

聯網車安全應用將大行其道。未來聯網車加入

「服務產業」後，衍生相關的應用服務，將形

成車聯網產業集聚，既可連通人流、車流、金

流、資訊流，亦能活絡當地經濟活動。

另一方面，各類資訊系統整合及大數據等

新興技術應用，亦為潛在業務發展機會之一，

目前中國大陸於土建工程領域雖已有相當大規

模的市場與技術，但是在其與機電系統面的整

合、以及軟硬體間的資訊系統整合等部份，仍

有很大的技術缺口。現階段中國大陸政府部門

管理單位，如交通、公路交通、城市交通、公

交管理系統各自發展，且非一體性整體規劃，

未來將可見系統無法整合，或重複投資等問

題。

除了原先既有之系統整合缺口，“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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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部門協調合作與整合

任何階層的政府領導，都希望統整各領

域的課題集中於同一個專案整體解決，以減少

跨專案整合的風險。而台灣世曦擁有數十個專

業的獨立技術部門，恰可提供多元的整合性服

務，其他廠商常常還需要透過企業聯盟才能組

成陣容接近的團隊。而高階長官高度的企圖心

與統一的領導，有效整合各部門的資源與成

果，則更是最大的優勢。

三、子公司在地深耕

設於江蘇省昆山市的「世曦技術諮詢(昆山)

有限公司」，地處長三角的核心地位。作為第

一線的業務拓展基地，常設駐地的鄭台隆副總

經理可以即時獲取最新業務資訊，並利用辦公

室與多媒體展示室呈現技術成果，將大陸業務

成績與台灣優質業績做最佳的宣揚(圖11)。

期間開始出現各類新興技術應用，如大數據、

移動互聯網、社交網絡媒體等新興技術的發

展，其在智慧交通行業中的應用將更加普及。

因此，中國大陸在完成交通工程基礎建設建置

後，其系統的「智能化工程」、「計算機信息

系統集成」、「通信資訊網路系統集成」等項

的設計、諮詢(可行性研究、規劃、標準及科研

等)的領域將會有很大的需求，特別是在整合資

訊平台下，跨領域應用系統需求及結合新興技

術應用商機增加，為智慧系統結合事業群技術

整合可發展的機會。

肆、結語

在昆山巴城與杭州蕭山的計畫推動與取

得，都是台灣世曦公司在擴展海外業務版圖歷

程中，邁向中國大陸市場跨出重要的兩步。而

能有這樣的具體成績，以下三個要件缺一不

可。

一、專業技術兼具前瞻性與細膩度

身為台灣工程顧問界的領導品牌，專業

技術是最核心的基礎。大陸，是全球廠商都在

摩拳擦掌爭取業務的戰場，唯有憑藉最專業的

技術、掌握最新的趨勢、並以最細膩的方式完

成，才能達成業主的需求。

圖11 世曦昆山辦公室李董事長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