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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進步，停車場也變得智慧起來了！結合新科技，建置符合人性化需求的

「智慧尋車」及「智慧商圈」服務，讓停車場管理有了新的創新思維，提供各項智能服

務。台灣世曦在「府前廣場及松壽地下停車場增設場內資訊導引系統案」及「信義區智

慧商圈停車場微導購實證案」等實作智慧尋車與智慧商圈系統之整合應用，兩案例改善

停車場在場內資訊導引系統的服務，及商圈購物活動的資訊提供與導引服務，便利民眾

找尋停車位與購物休閒活動。

智慧尋車與
智慧商圈系統
之整合應用與
未來發展趨勢

壹、前言

智慧尋車與智慧商圈系統的概念是什麼？

智慧停車場對使用者來說有那些不同呢？

以往，駕駛人在尋找停車場之停車空位

時，通常只會在停車場入口看到停車場目前的

總剩餘停車位數，若是有多樓層的停車場，並

不一定在入場前有分層顯示空車位數。現在，

智慧停車場將各個樓層的剩餘車位數，除完整

呈現外(如圖1)，到達該樓層後如何知道那裡有

停車空位？ 智慧停車場讓駕駛人可利用停車場

分區顯示空車位(如圖2)，並依循車道天花板上

的燈色，直覺的找尋空車位，綠燈顯示就表示

該區有空位可以停車，停好車之後，燈號將透

過上方的智慧型感應器，將燈色變為紅色，表

示該區已無空車位，如圖3與圖4所示。這種直

覺式的智慧找尋車位系統就是車位在席偵測系

統。對於停車場之營運方面來說，除可促進停

車場資源有效運用外，亦提供民眾便利且優質

之停車資訊服務。

圖1 停車場入口車位資訊顯示圖

1 2 3 4 5

之停車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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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智慧停車，亦要智慧尋車，利用場

內建置車牌辨識與車位在席系統，整合記錄車

輛影像與停放位置等資訊，充分展現「智慧交

通」、「行車順暢」的理念。開車進停車場後

不必再耗費時間繞行尋找停車位，取車時，亦

不用擔心忘了車子所停的所在位置，只要在繳

費機、智慧尋車機或APP上輸入車號，即得以文

字、2D或3D圖示顯示車輛停放位置，提升停車

及尋車的便利性(如圖5所示)。

圖2 停車場內車位資訊顯示圖

圖3 車位在席偵測系統顯示示意圖 圖4 車位資訊顯示示意圖

圖5 APP智慧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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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架構說明

一、車位在席偵測與尋車系統架構

車位在席偵測與尋車系統之系統架構圖如

圖7所示，主要包含車道口車牌辨識與停車位

車牌辨識。利用在席偵測攝影單元及車牌辨識

功能，以執行車輛停放位置搜尋功能、車位使

在停車及尋車都變容易了之後，出停車場

後的消費或休閒活動，亦結合及提供APP幫助消

費者！利用跟商圈合作，導入Beacon低功耗藍

牙定位技術，消費者只要在手機安裝App，進入

商圈後就能透過擴增實境瀏覽商家優惠訊息，

可訂位、前往消費，如圖6所示。智慧尋車與智

慧商圈系統之整合應用讓停車、尋車及消費都

變得更便利、更智慧、及更富有創意！

圖6 APP商場優惠訊息

圖7 車位在席偵測與尋車系統之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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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監看、移動偵測、保全拍照及錄影等系統特

性。以下分別就兩項功能說明：

(一) 車道口車牌辨識

　　車道口車牌辨識功能如圖8所示，使用

影像辨識方式將攝影機架設於停車場的出

入口，當車輛進入停車場時，系統自動取

像辨識車牌，即時回報並儲存車牌辨識結

果。

(二) 停車位車牌辨識系統

　　停車位車牌辨識系統功能如圖9所示，

使用影像辨識方式偵測車位上有無停放車

輛，再回報到相關的控制單元後連動。利

用指示燈及統計空車位數執行導引解決方

案。

二、智慧商圈微導購系統架構

智慧商圈微導購系統之系統架構圖如圖10

所示，主要包含APP程式與Beacon低功耗藍牙

定位技術。消費者只要在手機安裝App，進入商

圈後就能透過Beacon低功耗藍牙定位與擴增實

境瀏覽商家優惠訊息，可利用App訂位、前往

消費。

圖8 車道口車牌辨識系統圖 9 停車位車牌辨識系統

圖10 智慧商圈微導購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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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案例說明

本公司參與並實作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委託大日開發有限公司經營之「府前廣場與松

壽地下停車場增設場內資訊導引系統案」及資

策會創研所與大日開發有限公司所合作的「智

慧商圈停車場微導購實證案」，以下將針對該

案例之辦理情形做說明。

參、系統項目及說明

建置車位在席偵測及智慧尋車系統之主要

設備項目如表1所示，並說明如下：

肆、智慧商圈APP軟體設計

智慧商圈系統建置在開放網路環境之中，

並以APP為操作介面，使用者可透過手機及平板

電腦或是任何可使用APP的載體操作系統所有功

能，APP軟體功能如表2所示。

表1 車位在席偵測及智慧尋車系統主要設備表

項次 項目 說明

1 在席偵測攝影單元
裝設前應注意設置點前方是否有障礙物影響拍攝範圍及照明燈具燈光或日照因素
造成攝影機過曝之影響，必要時應採行補償機制或選擇適當點安裝，並應依車格
位調整適當角度。

2 現場影像微處理器

為在席偵測攝影單元影像處理裝置，以停車場樓層為單位計，可選擇分散於在
席偵測攝影單元內，以網路線串接至樓層控制箱；或以區域方式設置HUB或POE 
SWITCH集結在席偵測攝影單元線路，再以網路線連結至樓層控制箱內配置超高
速乙太網路交換器。

3 樓層控制箱
內附系統控制裝置，銜接現場在席偵測攝影單元影像微處理器及LED導引指示
燈，並與管理室超高速乙太網路交換器相連結。

4 LED導引指示燈
指示燈將顯示設定區域內能停放車輛之停車位數量，並協助導引駕駛人至下一個
可使用之停車格。

5
超高速乙太網路 
交換器

可設置於停車場管理室與樓層控制箱內，提供所有影像及數據等IP交換服務。

6 Beacon信號柱 提供室內定位與尋車導引所需訊號，大約10公尺安裝一組。

7 智慧尋車系統軟體

(1)  其應用程式可讓停車顧客以車號、時間、悠遊卡、停車票卡等四種不同方式
查詢。

(2)  搜尋後相符/類似之車牌車輛以圖像清單方式列於搜尋結果頁面內。
(3)  系統於使用者確認車輛後，車輛所在位置定位地圖便會顯示在畫面內，以顯

示車輛於場地內之所在位置。

8
中文圖控操作軟體 
及中央伺服器

(1)  中文圖控操作軟體可經由AP或WEB網頁介面進入系統，並提供統計資料及報
表，以協助業主衡量停車場性能及收集停車行為分析。

(2)  中央伺服器，提供一完整控管、組態配置及管理系統之設定工具。具有模
組，以控管單一停車格導引、區域在席偵測攝影單元、LED導引指示燈、車
牌辨識及停車進階功能，可持續追蹤場內可使用停車格數，並且將前端回傳
資料儲存及連線報表系統。中央伺服器硬碟容量需保留相當硬碟容量，提供
位移偵測影像或照片自動存檔功能專用。

9 電力系統
系統設備電源均由專用分電箱引接，所需電力由UPS集中供應，並接至緊急發電
機電源迴路。

10 車牌辨識軟體

(1)  具備辨識自用小客車、營業用小客車、小貨車之能力。
(2)  可辨識新、舊車牌。
(3)  可辨識特殊車牌：軍、使、外等特殊車牌。
(4)  可辨識250C.C.以上大型重型機車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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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基於臺北市府前廣

場停車場場地遼闊、車位數眾多、動線不夠明

確等因素，為提供民眾對於該停車場停車位資

訊的迫切需求，藉由「府前廣場停車場增設場

內資訊導引系統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之

細部設計與建置，以改善該停車場在場內資訊

導引系統的服務，系統建置完成後可提供一全

場完整的停車場內資訊導引，便利民眾找尋停

車位。如圖11、圖12及圖13所示。

表2 智慧商圈APP軟體功能表

服務項目 場域特色與現況簡述 主要消費族群

智慧尋車 導入智慧尋車可解決場域過大所造成的取車困難。 18～65歲開車之民眾

即時上架推播 提供商家利用APP服務，快速給予最新優惠訊息。 簽約之商家

建立活動(優惠券)
為使商家能發展特色及服務升級，提供商家APP系統製作優惠
券，吸引消費者。

簽約之商家

智慧導引
提供消費者導引服務，能更快速到達欲前往之商家，避免看路
牌尋路又擔心迷路之窘境。

全年齡、全職業

互動科技
於場域內，使用優惠券小遊戲與硬體機台進行與消費者的互動
連結。

全年齡、全職業

行動支付
提供金流平台，使消費者夠走到哪買到哪，不受時間及空間限
制。

全年齡、全職業

資料分析
將鬆散的各項資料利用整合型的雲端資料庫坐大數據分析，化
為有用之資訊。

商家、業主

效益評估
將分析數據加以評估，給予停車場及商家作為改善營運、提升
服務品質之依據。

商家、業主

圖11 府前廣場地下停車場進出口圖

一、府前廣場停車場增設場內資訊導引系統

府前廣場停車場位於松壽路一號，介於基

隆路、松壽路、市府路、松高路、仁愛路等路

段間，分為主停車場與副停車場2部分，各地下

2層樓，主副停車場間跨過基隆路連接，有松壽

路2進2處、仁愛路2進1出、松高路1進1出、基

隆路車行地下道1出等車輛出入口，共計2027個

小型車停位，24小時全自動電腦計時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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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府前廣場地下停車場B1平面圖

圖13 府前廣場地下停車場B2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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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松壽地下停車場增設場內資訊導引系統

松壽地下停車場位於松智路，共地下3層

樓，有松智路2進2出車輛出入口，共計440個車

位，24小時全自動電腦計時收費。

大日開發有限公司為提供眾多駕駛人員便

利之停車場停車位資訊服務，故於委外經營案

中承諾，松壽地下停車場將增設場內資訊導引

系統，以提升該停車場在場內資訊導引系統的

服務，系統建置完成後可提供一全場完整的停

車場內資訊導引，便利民眾找尋停車位。如圖

14～圖17所示。

圖14 松壽地下停車場進出口圖

圖15 松壽地下停車場B1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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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松壽地下停車場B2平面圖

圖17 松壽地下停車場B3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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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規劃設計府前廣場停車場及松壽地

下停車場內的資訊導引系統以「完整與準確的

停車資訊提供」為整個計畫之最高目標，為達

成此一目標，整個計畫在設計與建置過程中，

掌握下列準則。相關完成後之成果如圖18～圖

26所示。

(一) 有效的停車資訊導引

 資訊導引標誌與停車位顯示燈是駕駛

人尋找停車位最直接有效導引工具，系統

除了提供正確的資訊外，更應配合車道現

圖18 智慧尋車查詢機示意圖(一)

圖19 智慧尋車安裝示意圖(一)

圖20 智慧尋車安裝示意圖(二)

圖21 智慧尋車安裝示意圖(三)

圖22 智慧尋車畫面示意圖(一)

圖23 智慧尋車畫面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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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於駕駛人的決策點佈設適當的資訊導

引標誌，有效將駕駛人導引至停車位，以

發揮最高效益。

(二) 高穩定度的系統運作

 選用各項高品質的系統設備、有效的

備援保護及防駭功能設計、保養維修制度圖24 智慧尋車畫面示意圖(三)

圖25 智慧尋車畫面示意圖(四)

圖26 智慧尋車畫面示意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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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等方面加強，達到整體系統高穩定度

運作。

二、智慧商圈微導購實證案

本案服務出發點為停車場場域，當車主開

車進入商圈場域或社區時，最先接觸到的就是停

車場，希望由停車場域延伸至周邊信義商圈之

消費者，將傳統停車場建設為智慧化停車場，

並運用人潮流量，將其轉化為對周邊商圈有效

益之人流，藉由科技及載體，串聯信義區資訊

網絡，讓智慧化停車場能夠提供智慧服務，進

而形成智慧生活商圈，創造新的商業模式。

場域分為3大區域：(一)信義商圈　(二)府

前停車場　(三)松壽停車場。

主要係將信義商圈與停車場、利用APP完

成車位在席、尋車、場內導引(BEACON)、場外

導航至商家(GPS)、商家訊息、優惠券訊息、行

動支付(MONEYCOIN)、分析結果(雲端系統)，使

得商家資料與消費者行為與停車場資訊，不須

透過多種程式只單一APP介接所有資訊與使用。

在服務方面，服務系統分為智慧導航、即時上

架推播、建立活動(優惠券)、智慧導引、互動科

技、行動支付、資料分析、效益評估，以建立

一個大型的系統雲，進而提供該場與未來相關

事業體之的參考。

微導購APP系統所設計之系統主要功能如圖

27所示，包含停車管理系統、商家資訊系統、行

動支付系統、消費應用系統及資料分析系統。

相關建置完成後畫面示意如圖28～圖33所示。

陸、未來發展趨勢

本公司在停車場眾多服務案例中，一直缺

圖27 微導購APP系統主要功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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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智慧商圈微導購畫面示意圖(一)

圖29 智慧商圈微導購畫面示意圖(二)

圖30 智慧商圈微導購畫面示意圖(三)

圖31 智慧商圈微導購畫面示意圖(四)

圖32 智慧商圈微導購畫面示意圖(五)

圖33 智慧商圈微導購畫面示意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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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在席偵測與導引服務實績，為增加此業務機

會，故本部積極爭取府前及松壽廣場停車場智

慧尋車及車位在席系統工程案；且府前與松壽

停車場隸屬台北市信義區市政府周邊兩座最大

的停車場，尤其松壽停車場之既有停管設備及

車牌辨識系統皆由本公司在民國99年建置，如

今若再增設車位在席系統，及周邊商家整合APP

及行動支付一併導入停車場，將讓本公司在服

務應用與業務範圍更加擴大。

目前此開發之系統已有接洽台北市、新北

市、桃園市、台中市與高雄市等地方業者，亦

將推廣使用，及與大陸與馬來西亞等地方業者

接洽安排中，對於公司未來可提升案件爭取的

機會，並可獲得的實質利益。

柒、結語

本報告的完成，首應感謝各位長官這些日

子來對於本計畫的愷切指導與鼓勵，謹此致上

最誠摯的感恩與謝意。也要感謝智慧系統部長

官對報告的斧正與指導，使得本報告得以更加

完善，在此衷心誌謝。

本智慧尋車與智慧商圈系統能如期如質的

完成，並獲得業主的讚賞，除有業主的指導，

更感謝本公司長官給予特別的支持與協助，及

智慧系統部張智強、程思翰、林富泰、呂金

和等同仁，每天不辭辛勞的加班纘趕出來的成

果，在此由衷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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