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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08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計畫名稱 e 化河濱 智慧水岸管理機制 

期程 108年 2月 1日至 109年 1月 15日 

經      費 新臺幣 7,020元 

緣起與目的 

新北河濱公園使用人口眾多，每年超過上千件

違規事件，當越來越多民眾來河濱公園休憩遊

玩，如何透過智能科技，分析使用人潮、管理

設施、維護治安、取締違規及辦理災害預防分

析，是水域安全重要議題。 

方法與過程 

分析河濱公園內需提供何種智能服務，該服務

在提供過程所產生的問題，該服務如何提供方

得對機關既有人力及管理方式產生助益。與專

業服務團隊合作，依機關業務特性合作設計智

能系統模型、執行方案及執行流程，以朝向提

供正向服務，降低機關人力負擔。 

研究發現及建議 

影像分析為國內十分成熟技術，本處透過 AI

智能科技，以智慧影像辦識系統分析園區使用

人潮及取締違規汽機車，試行一年以來已具成

效。此外，本研究探討積淹水辨識技術，並介

紹 2種常見積淹水辨識系統，惟相關分析積淹

水機制尚未建立，且水位影像辨識準確度仍有

待提升，部份問題尚需克服，後續將以本研究

目前結果持續與顧問團隊研究討論提升水位辦

識精確度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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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市河濱公園腹地廣大，面積達 1382 公頃，擁有超過 200 公里自行車道，

設立許多休閒運動設施，已成為民眾主要休閒場所；此外，河濱跨堤道路更有縫

合城市及舒緩市區擁擠交通功能，成為新北市重要的通勤系統。由於民眾使用率

逐年提升，機關維護人力資源有限，河濱公園在治安、防汛、道路積淹水及設施

管理應思索朝智能管理方向再予以精進，以提供更優質的服務。智慧水岸是本處

未來重要政策，本研究討論如何以智能 AI 打造 e 化河濱公園，並利用河濱公園

既有監控系統搭配人工智慧分析，應用於人流分析、違規取締及積淹水水位辨識

作業，與機關既有人力資源互補，打造一個更安全具智能的休閒遊憩環境。 

本處於淡水區試辦人流分析，藉由影像辨識技術統計淡水各時段人潮狀況，

可分析使用率，經試辦得知每日 12 時至 18 時為人潮聚集時段，其中 16 時左右

為人潮高峰點，機關將據以加強環境清潔維護、管制大型維護車輛進出及增加保

全巡查頻率，以維淡水金色水岸河濱公園休憩品質。 

另三重區五華陸橋及蘆堤一號橋建置高灘地違規智慧車牌辨識系統，以影像

辨識自動判斷駛入陸橋之違規車輛，違規車牌辨識系統至 108 年 9 月開始告發取

締後截至 12 月底止，計舉發違規機車計 196 件，小貨車計 1 件，有效嚇阻違規

車輛駛入陸橋，執行成效斐然。 

此外，於蘆洲區二重疏洪道出口堰水閘門試辦水位辨識系統，已能辨識水位

高度，惟相關分析積淹水機制尚未建立，且目前影像辨識準確度僅 4 成，尚需克

服夜間辦識度不佳等問題，其精確度仍有待提升，未來將持續精進，可望做為園

區道路積淹水統計數據參考，提升應變能力。 

本研究三項智能影像辨識技術皆已實際應用於河濱公園管理，後續將持續精

進並廣為設置，以達河濱科技化管理，符合新北市智能城市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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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旨與背景說明 

人類文明從河流開始，在河流兩岸總

有崛起的繁華城市群，河畔空間已成為城

市重要綠帶，是現代人健身娛樂的重要區

域。新北市雖然占地面積廣大，但是市民

人數超過 400 萬，其中大部份人口密集區

域缺乏公園和綠地，為滿足民眾運動需

求，河邊綠地空間已成為民眾渴望放鬆身

心，運動休閒的去處。隨著經濟及都市化

快速發展，大臺北地區人口密度增加，都會居民對綠地需求亦日益增加，利用

平坦空曠的高灘地綠地空間開發為休憩園區已成為一個城市進步指標，水域安

全管理日漸重要。 

 

由於河濱地區隱蔽物多，使用人口眾多，易衍生治安及違規案件，每年平

均有超過 20 件公有設施破壞案件，數起治安事件，超過上千件違規事件，當越

來越多民眾來河濱公園休憩遊玩，如何透過智能科技，分析使用人潮、管理設

施、維護治安及取締違規，是水域安全重要議題。此外，河濱公園本質為河川

區域之一部分，因豪大雨、颱風等強降雨因素提供防洪排水功能，造成公園內

主要道路積淹水影響民眾通行安全，近年來由於氣候環境變遷因素，導致嚴重

颱災及強降雨頻率有縮短趨勢，做好災害預防變成非常重要的議題。 

 

河濱公園幅員廣大，單靠保全及管

理人員掌控園區狀況力量有限，為避免

巡邏死角及巡查空窗期意外發生，以固

定式監控系統輔助保全機動巡查機制，

有效減少園區犯罪死角，放大安全管理

效應。本處首創以雲端數位監視器系統 圖 1.2河濱公園數位監視器 

圖 1.1 新北大都會河濱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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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園區管理機制(圖 1.3)，與警察局連線共同維護河濱公園治安。 

 

目前新北市河濱公園內除有委外營運停車

場、私有停車場、市集及抽水站內自建監視器

系統，另有委託警察局設置之路口監視系統，

合計約有 900餘具監視器，為強化現有監視系

統，擴大其他區域治安及環境管理，市府 105

年起開始規劃於河濱公園人潮較多之地點、行人廣場、重要出入節點及偏遠地

區自行車道沿線建置雲端數位式監視系統，期望藉由廣設監視器達到有效嚇阻

犯意，加強民眾安全休憩信心，維護河濱公園秩序。 

此外，受到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當間歇性或長時間豪大雨來襲時，經常

伴隨著嚴重的災情發生，同時，道路發生積淹水的現象也越來越頻繁，而導致

交通癱瘓及災害損失。過往傳統的水位計及相關量測設備，其部屬成本高且設

備的維運妥善不易，皆須靠長期人力進行巡檢，使得人力及維護成本都是相當

大的負擔。然而，隨著電腦視覺領域蓬勃發展以及伴隨著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 AI)技術迅速的成長，原本需倚賴人力的任務工作也漸漸

被自動化取而代之，使得自動化的環境監控也逐漸成為現今主流的落地趨勢。 

新北河濱公園雲端數位監視器除基本影像管理目的，部份監視器另導入影

像辨識技術，使監視器兼具人流分析、汛期間高灘地水位監測及取締違規行為

之功能，發揮數位監視器最大效益。 

 

  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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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監控管理及保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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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研究及文獻探討 

雲端運算（英語：cloud computing），是一種基於網際網路的運算方式，通

過這種方式，共享的軟硬體資源和資訊可以按需求提供給電腦各種終端和其他

裝置，使用各種電腦運算和影像資源[1]。影像辨識領域是近年來最蓬勃發展的

一塊領域，舉凡智慧家居、安防監控、醫療影像等應用，都和影像辨識技術息

息相關。本次研究採用中華電信雲端開發及影像相關應用技術來實現各種智慧

影像辨識技術[2]，相關定義與設計原則說明如下： 

1、雲端運算的定義標準 

引述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對雲端運算的說明：「雲端運算是一

種透過網路連結存取共享的運算資源池(如網路、伺服器、儲存空間、應用程式

及服務)運作模式，可以在最少的管理工作或服務提供商介入下，自動迅速的提

供資源配置和發佈。」本案將依據 NIST 對雲端運算定義標準：五個關鍵特

性、三個服務模式、四個佈署模式規劃以滿足本專案監錄系統建置之執行範圍

及目標。 

2、雲端運算-五個關鍵特性 

(1) 依需求自助服務(On-demand self-service) 

可依使用者需求配置運算能力，如處理器、記憶體、磁碟空間等伺服器規

格，無需資訊維運人員介入，即可自動依需求提供服務。 

(2) 廣泛的網路存取(Broad network access) 

透過中華電信全台廣布的電信網路提供服務，支援各種標準的網路連線

機制，包括各種精簡或標準的用戶端、作業平台(如行動電話、筆記型電腦或

PDA)，存取其他傳統或以雲為基礎的資訊服務。 

(3) 資源池(Resource pooling) 

將運算資源彙整至資源池中，提供多重使用者模型，按照使用者需求，

將不同的物理或虛擬資源，動態分配或再分配給多個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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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快速彈性(Rapid elasticity) 

資訊服務能力可以快速、彈性的供應，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自動實

現快速存儲容量擴充、系統快速上線。對於使用者來說，可供應的服務能

力近乎無限，可隨時依需求選擇或調整。 

(5) 服務可測量(Measured Service) 

雲端運算系統能夠自動控制優化某種服務的資源使用，是因為利用經

過某種程度抽象的測量能力(例如存儲空間、處理器、網路頻寬或使用者帳

號等)。使用者可監視、控制資源及產生報表，對提供管理者和使用者雙

方，都可透明的檢視資料。然而雲端運算和虛擬化技術，經常共同使用或

架構於虛擬化技術平台，然而雲端運算並非得和虛擬化技術綁在一起，但

是若沒有虛擬化的架構，確實很難做到較彈性的資源分配及高可用性，因

此這是必須要取捨考量的。 

3、雲端運算-三個服務模式 

(1) 雲基礎設施即服務(Cloud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提供給使用者擁有雲基礎設施的處理器、存儲空間、網路端口，以及

其它基礎性的運算資源，以利使用者部署或運行自己任何的軟體，包括作

業系統或應用程式。使用者不需管理或控制底層的雲基礎設施，但擁有對

作業系統、存儲空間和部署應用程式的控制管理，並具備網路元件的有限

控制(例如：主機式防火牆等)。 

(2) 雲平台即服務(Cloud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提供給使用者擁有雲基礎設施上的部署或創建應用程式，這些應用程

式使用資訊服務商所支援的程式設計語言或開發工具平台，使用者不需管

理或控制底層的雲基礎設施，包括網路、伺服器、作業系統或存儲設備

等，但可控制應用程式的部署，以及應用程式主機的某個環境設定配置。 

(3) 雲軟體即服務(Cloud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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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使用者擁有運行在雲基礎設施上的資訊服務應用程式。該應用程

式可從不同的用戶端設備，通過精簡用戶端(Thin Client)連接，如網頁瀏覽

器。用戶不需管理或控制底層的雲基礎設施，例如網路、伺服器、作業系

統、存儲空間，甚至其中個別的應用程式功能，除非是某些例外、有限的

使用者或特定應用程式的配置設定。 

2.1 本研究網路平台架構 

 

圖 2.1 中華電信雲端網際網路服務系統平台架構圖 

1、核心網路-HiLink MPLS VPN 

本研究網路系統以中華電信 HiLink MPLS VPN 為核心網路。HiLink 

MPLS VPN 為通過 ISO27001 資安管理認證之 MPLS VPN 服務提供商，採

用與 Internet 完全隔離專屬 VPN 骨幹電路。HiLink 將建置專屬獨立之多重

協定標錢交換虛擬私有網路(MPLS-VPN)群組，並且與其它網路(含其他虛擬

私有網路群組與網際網路)完整隔離,確保本專案網路之封閉性與通信安全。

HiLink MPLS VPN 骨幹網路具備多重備援高可靠性,MPLS VPN 路由器均具

備 Redundant 路由交換處理模組、網路介面卡模組及電源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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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取網路一 FTTB 専業型與光世代多機型電路 

依不同地勢的監控點攝影機分别接取當地中華電信電路連接 MPLSVPN 核

心網路。 

3、中央監錄影像儲存曁管理軟體平台 

針對影像管理及儲存需求，採用中華電信開發之中央監錄影像儲存曁管

理軟體平台，系統架構如圖 2.2.中央監錄影像儲存曁管理軟體平台架構圖。 

 

圖 2.2 中央監錄影像儲存曁管理軟體平台架構圖 

2.2 系統架構說明 

1、各監控點攝影機透過中華電信 VPN 網路，將影像儲存至後端主機房網路錄

影主機。 

2、如後端機房異常完全無法提供儲存時，可啟用備援機房之儲存機制，將影像

伺服器之影像傳送至備援機房網路錄影主機做儲存，以達到備援機制。 

3、影像儲存主機群可適當地分散影像收容機房，透過網路將影像收容至備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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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4、授權使用者透過網路，進入中央管理平台認證成功後，依照帳號權限提供不

同監看服務。帳號權限可依攝影機分區、分群管理方式選取所需影像，作即

時影像監控、歷史影像調閱、歷史影像下載及相關記錄查詢。 

5、授權使用者透過電路或無線網路，進入中央管理平台認證成功後，依照帳號

權限提供不同監看服務。帳號權限可依攝影機分區、分群管理方式選取所需

影像，作即時監看該需求單位轄內攝影機影像。 

2.3 軟體架構說明 

軟體架構如圖 2.3 軟體架構示意圖，軟體平台係由網頁伺服器、串流伺服

器、網路錄影主機、資料庫伺服器以及事件伺服器等組成，上述所有伺服器組

均可以因應前端攝影機數量增加之需求不斷的平行擴充，各伺服器及主機說明

如下： 

 

1、WEB 網頁伺服器 

系統具有 N 十 1 備援 WEB 網頁伺服器,

提供使用者操作介面，該介面可作即時影像

監看、歷史影像調閱、供裝及計費的查詢。 

2、EVENT 事件伺服器 

系統具有 N 十 1 備援 EVENT 事件伺服

器,系統所有設備的事件訊息均由事件伺服

器集中收集判讀,並將事件訊息寫入事件資

料庫,以供未來查詢。 

3、DB 資料庫伺服器 

本系統具有雙備援 DB 資料庫伺服器,包含用戶資料庫及事件(含影像辨

識)資料庫。 

(1)用戶資料庫:儲存用戶的基本資料。 

圖 2.3軟體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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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件資料庫:儲存事件訊息及相關設備狀態訊息。 

4、Relay 影像串流伺服器 

所有的影像串流均由此伺服器串流至用戶端，每部 Relay 伺服器可支援

超過多個影像串流(即時影像及歷史影像)同時播放。另外考量備援需求，可

部署多部 Relay 伺服器。未來可在不提升硬體設備規格的前提下，透過增加

同等級之設備提升系統容量。 

5、NVR 網路影像主機 

接收從前端來的影像串流，儲存於 NVR，並作 RAID6 陣列，以增加影

像資料儲存的可靠度，收容的影像串流數由影像儲存天數決定。另外

FireWall 防火牆，使用 HA(High Availability)架構以阻隔外部網路惡意攻擊

及病毒攻擊。 

 

2.4 影像辨識技術(車牌辨識) 

車牌辨識(car plate recognition) 是指分析影像中車輛的車牌且辨識出車牌號

碼的影像處理技術。目前已有多項車牌辨識技術在日常中應用, 諸如: 停車場管

理、大樓門禁系統、高速公路收費等。然而近年來安裝於市區道路的監視攝影

機已越來越多,且紀錄下來的監視器影片也可達高畫質, 卻鮮少有辨識系統能直

接且充分的利用這些高畫質影片[3]。 

因此本研究案在無額外加裝硬體的情況下，完整利用數位監視器畫面資訊

的辨識系統，輔以 AI 人工智慧判斷，提升系統的辨識率。車牌辨識系統開發面

臨的問題主要有兩者：時間與辨識率。在時間要用於數位攝影機辨識車輛，必

須達到即時運算(real time) 才可負擔一整天監視器影片的資訊量。另外必須排

除車牌反光、髒汙、陰影等因素，以因應不同狀況開發與選擇穩健的辨識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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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辨識技術方面，可將車牌辨識系

統以模組化的方式呈現, 用兩大功能

模組(modules): 車輛影像擷取

(acquisition) 以及車輛辨識(vehicle 

identification) 來表示，如圖 2.4。車

輛影像擷取模組是用以偵測原始監視

器影片中車輛出現的時間與位置；而

車輛辨識模組功用為偵測出影像中車

牌, 並辨識車牌上的字元[4]。 

 

兩大功能模組其下可再拆分成七個模組:  

1、觸發器(trigger): 指示畫面中何時有車輛經過。觸發器主要是藉由額外加裝

的硬體裝置達成, 例如: 在車道上埋藏感應線圈; 若系統為純軟體架構則缺

少這一項模組 

2、影像輸入(image capture): 將監視攝影器材所拍攝或檔案系統中的多媒體影像

檔輸入系統之中以供辨識。 

3、車輛偵測(vehicle present): 針對監視器影片所有畫面, 偵測影片中是否有車

輛經過並可將其從背景中切割出來。當存有觸發器狀況下, 只需等觸發器回

傳信號,即可知道當下有車輛經過畫面固定位置, 可藉此切割出車輛。 

4、車牌擷取(find plate): 在含有車輛的影像中偵測車牌所在的區域, 並擷取出只

含有車牌的圖片。 

5、字元切割(segment characters): 將車牌擷取模組所得到的車牌圖, 進一步切割

出車牌中每個字元, 並轉換成二元圖(binary image)。 

6、辨識(recognise): 由字元 切割模組所得的所有字元的二元圖, 利用光學文字

辨識(optical character reader,OCR) 加以分析屬於哪個字母, 藉此得知車牌號

碼。 

7、後處理(post-process): 將辨識所得的結果儲存至資料庫, 並視實際應用加以

處理資料。 

圖 2.4 車牌影像辨識技術架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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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影像辨識技術(農田水利會水位辨識系統) 

農田水利會主要任務首推灌溉管理，在水資源開發日益困難下，農田水利

會配合政府政策加強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及推廣設置省水管路灌溉設施，為

有效掌控各灌溉系統水源水量，作最適調配營運，並防止灌溉水源遭受污染藉

由電信公司服務協助建置雲端自動測報機制，期能使大圳用水管理、防災及自

動監測與水門遙控功能更趨完善[5]。 

系統運作如下(圖 2.5)： 

1、在水閘門監控點站上,建置各式水位計、閘

門控制器、警報器以及攝影機。藉由水位

計量測數據，決定是否開啟閘門，以及設

定閘門開度·當閘門開啟時，警報器會隨著

作響，並透過攝影機觀看閘門開啟狀態,是

否有異物阻塞。 

2、透過 iEN 控制盤體,將伺服器與控制器整合

於盤體內·透過 WEB 網頁讀取現場設備狀

態,並可下達設備控制動作 圖 2.5農田水利會水位辨識系統 



 

1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問題發掘 

本研究智能服務於 108 年度開始試行，研究開始前，將分析河濱公園內需

提供何種智能服務，該服務在提供過程所產生的問題，該服務如何提供方得對

機關既有人力及管理方式產生助益。本處先行利用 SWOT分析了解河濱公園管理

策略(圖 3.1)，分析既有管理方式及設施優勢、機會、劣勢與存在的挑戰。由

於市府重視智能城市政策，且河濱高灘地已有 300餘具租賃式雲端數位監視

器，在符合法規條件下充分可利用既有監視器系統，請專業電信廠商開發數位

影像辨識機制，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佳的管理效能。此外，以監視器辦理科技

違規取締，公權力屬警察局及交通大隊等執法單位權責，需整合各單位意見，

畫面內容更需符合相關規定避免遭受民眾挑戰。 

 

 

 

 

 

 

 

3.2 研究設計 

本研究與專業服務團隊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合作(圖 3.2)，利用高灘地 300

餘具既有雲端監控系統，依機關業務特性，以工研院智慧影像辨識系統人工視

覺應用[5]為基礎(圖 3.3)，協助機關設計智能系統模型，相關執行方案及執行流

 園區使用民眾日漸增加 

 設施建設日漸完善 

 民眾支持市府科技政策 

 行銷得宜，園區知名度大增 

 市府重視河濱公園休閒建設 

 推動市政智能管理政策 

 既有數位監視系統管理園區 

 合作廠商擁有專業資源 

 設施易受天然災害影響 

 偏遠地區不易架設系統 

 設施人力管理成本較高 

 園區廣大人力有限 

 

 影像舉發面臨法規限制 

 系統開發成本較高 

 各單位整合挑戰性高 

 科技取締畫面要求嚴謹 

 

S  W 

O  T 

 

  

圖 3.1 河濱公園管理策略 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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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由本處規劃，以朝向提供正向服務，降低機關人力負擔。期初以簡易人流辨

識方式先行由專業團隊針對淡水既有監視器開發人流辨識系統，再視執行成效

及精準度，導入車牌辨識系統及積淹水判斷系統。 

 

 

圖 3.2 中華電信專案服務團隊組織架構 

圖 3.3 工研院智慧影像辨識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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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工視覺應用 

現階段大家所稱的人工智慧(A)，所對應的尚景技術可視為是深度學習網路

(Deep Neural Network, DNN)的統稱，深度學習網路可以簡單描迹為「透過不斷

的修正錯誤與回饋,讓很多層的矩陣交互記憶與學習所要建成的正確任務」，在

這短短的一句話中內含了許多數學背景，從最基礎的工程數學、矩陣乘法到物

理動量、熱力學再到資訊工程的工作排程、記憶體管理等等,各類理工相關的技

術,都在近年來不斷與深度學習網路產生聯結[5]。 

深度學習網路透過不斷的嘗試錯誤，記憶與學習我們所要教會它的東西，

就像是小學生上學所用的教材，一個學得比較好的學生(神經網路)，多數都會

課前預習、上課學習與課後複習，透

過一次又一次的重複學習讓記憶深

刻。 

因此，透過深度學習網路所學會

的事物，我們很難用演算法去描迹。

舉例來說，傳統的車牌辨識系統，都

會處理與偵測車輛尾端後找到車牌的

位置，之後再找出車牌號碼位置並切

割字元，再辨識字元後回傳辨識結果。 

深度學習網路與影像辨識應用適用於各行各業(圖 3.4)，可有效協助傅統上

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縮短人員工時，讓人員可執行更有慣值的工作，在警

政、環保、產線、零售、交通等各類場域都有可實際實施應用的機會，各類前

端運行的設備也已成熟到可執行即時應用偵測，協助人員注意應注意而未注意

的事項。 

 

圖 3.4 深度學習辨別監視器各項物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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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流辨識系統(以淡水為例) 

利用淡水既有雲端數位監視器系

統(圖 3.5)，開發人流辨識系統，將人

流計數應用在河濱公園管理，可統計

目前淡水人數(圖 3.6)，以各時段不同

遊客數量提供未來服務品質，以避免

人數過多所發生的危險和不必要的傷

害。系統可同步更新現場的遊憩人

數，利用此數據分析每日、每週、每

月、等期間遊憩人潮高低峰歷史走勢

(圖 3.7)，做為日後管理的參考。 

 

 

圖 3.5 淡水數位監視器系統 

圖 3.7 人流歷史走勢分析圖 

圖 3.6 淡水數位監視器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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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違規車輛車牌辨識系統 

智慧車牌辨識取締高灘地違規

車輛涉及交通大隊及警察局等相關

單位權責，本處於 2 月 14 日召開

智能科技取締會議邀請各單位研議

智慧科技執法及科技管理之可行

性，會議中針對蘆堤一號陸橋(圖

3.8)及三重區五華陸橋(圖 3.9)等 2

座違規率高之地點先行試辦智慧車

牌辨識計畫。另於 108 年 3 月 13

日與警察局及交通大隊等相關單位

辦理現場會勘，後續由本處配合執

法單位要求，辦理監視器解析度提

升及告示牌改善等相關作業。 

經過努力協調之下，智慧監視器車牌取締系統於 6 月 30 日開發完成，系統

已能判斷違規車牌，惟期初因機器辨識學習時間短暫，辨識成功率僅 25%，民

眾穿著有數字資訊之相關外衣，系統即予以判斷為違規車輛(圖 3.10)，因精確

度不高需採用人工過濾方式過濾

照片，造成本處作業困擾。為配

合後續期程執行，本處仍於 108

年 7 月 24 日發布新聞稿公告周

知，並於官網首頁發布訊息，並

配合執法單位需求於網頁上增加

辨識時間及地點，以避免民眾產

圖 3.8 三重蘆堤一號陸橋 

圖 3.9 三重五華陸橋 

圖 3.10 學習時間短暫造成系統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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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爭議(圖 3.11)。另為加強系統操作人員便利性，另要求開發單位增加違規車

輛照片瀏覽畫面(圖 3.12)，使用單位可由單一頁面判斷系統辨識結果，避免以

純文字呈現增加照片工作人員檢視頻率。 

 

 

圖 3.11 違規車輛辨識系統相關資訊 

圖 3.12 違規車輛照片瀏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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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積淹水影像辨識系統 

近年來影像監視系統被廣泛運用在水情監測中，透過河道週遭的橋墩、河隄、

防洪堤，來進行洪水氾濫的警報或預防。隨著 AI 逐漸成為趨勢，自動化、智慧

化監視系統的開發與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透過影像處理技術許多不同的水位

偵測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由於在戶外拍攝的影像變化頻繁，包含亮度變化、光線

照射、物體遮蔽與尺度變化等，許多外在因素皆容易造成傳統影像處理於偵測與

辨識的困難。因此，「深度學習」於物件偵測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藉由不同的

神經網路架構與適當的訓練資料，能有效的減少環境因素與尺度問題所造成的影

響 [6]。 

 

 

圖 3.13 積淹水影像辨識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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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大雨災害發生時，如何快速

得知哪區域有發生積淹水機率，且

預測該區域淹水深度等資訊是一具

挑戰性之任務。本研究有別於農田

水利會水位辨識系統需設置水位計

感應水位高度，而希望可藉由監視

器智慧影像分析技術(圖 3.13)，運用河濱公園現有水門水尺監視影像(圖 3.14)，

設定影像比例尺與水平位置，每 5 分鐘擷取一張照片進行影像分析，透過 internet

進入義守大學道路淹水影像辨識系統進行設定(圖 3.15)，自動辨識水位高度[7]，

再透過分析以預測河濱公園道路發生積淹水機率。 

 

 圖 3.15 義守大學道路淹水影像辨識系統 

圖 3.14 河濱公園現有水尺監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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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問題分析及應用 

本次研究計畫利用河濱公園既有雲端監控系統，分別於淡水區試辦人流分

析，做為園區管理參考；於三重區五華陸橋及蘆堤一號橋建置高灘地違規智慧

車牌辨識系統，以影像辨識及判斷自動取締高灘地違規車輛；於蘆洲區二重疏

洪道出口堰水閘門試辦水位辨識系統，作為積淹水統計數據參考，期望與機關

既有人力及業務互補，打造一個更安全智能的休閒遊憩環境。 

本處於淡水區金色水岸試辦人流分析，藉由影像辨識技術統計淡水區各時

段人潮狀況，經檢視人流辨識逐日統計圖(圖 4.1)，每日 12 時至 18 時為人潮聚

集時段，其中 16 時左右為人潮高峰點，機關將據以加強環境清潔維護、管制大

型維護車輛進出及增加保全巡查頻率。另由人流辨識逐月統計圖(圖 4.2)分析，

每日人潮聚集時段皆集中於 12 時至 18 時，每月人潮高峰點皆落在周六及周

日，尚符合淡水金色水岸目前使用現況。本處除加強周六、日清潔及設施維護

外，並辦理假日聯合稽查及違規攤販取締作業，取締時段為每日 11 時至 17 時

人朝聚集時間段，以維淡水金色水岸河濱公園休憩品質。 

 

 

 

 圖 4.1 人流辦識逐日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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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於三重區五華陸橋及蘆堤一號橋試辦車牌辨識系統，於 9 月 1 日開始

試辦告發取締作業，後續系統經 4 個月持續深度學習後，至 10 月已有效提升辨

識率至 90%；至 108 年 9 月開始告發取締後截至 12 月底，計舉發違規機車計

196 件，小貨車計 1 件，合計 197 件(表 4.1)，已降低違規車輛駛入高灘地，達

實質公眾利益，可有效降低違規車輛透過該二陸橋駛入高灘地，後續將以本研

究結果為基礎，逐步推廣至新北河濱公園各違規熱點。 

日期 蘆堤一號橋 五華陸橋 件數 備註 說明

108/09/01~09/06 12 0 12 摩托車計12輛 9月車牌辨識系統啟用

108/09/07~09/12 17 1 18
摩托車計17輛

小貨車計1輛

108/09/13~09/22 18 0 18 摩托車計18輛

108/09/23~10/05 13 0 13 摩托車計13輛

9月份合計共61件，其中蘆堤一號橋60

件(摩托車60件)，五華陸橋1件(小貨

車1件)

108/10/26~11/01 24 0
24

摩托車計24輛

10月份合計共24件，其中蘆堤一號橋

24件(摩托車24件)，五華陸橋0件

108/11/02~11/11 15 0 15 摩托車計15輛

108/11/12~11/18 16 0 16 摩托車計16輛

108/11/19~11/25 7 0 7 摩托車計7輛

108/11/26~12/01 16 1

17

摩托車計17輛

11月份合計共55件，其中蘆堤一號橋

54件(摩托車54件)，五華陸橋1件(摩

托車1件)

108/12/02~12/09 21 0 21 摩托車計21輛

108/12/16~12/23 24 0 24 摩托車計24輛

108/12/25~12/31 12 0
12

摩托車計12輛

12月份合計共57件，其中蘆堤一號橋

57件(摩托車57件)，五華陸橋0件

109/01/01~01/06 8 0

8

摩托車計8輛

109/01/01~01/06合計8件，其中蘆堤

一號橋

8件(摩托車8件)，五華陸橋0件

109/01/07~01/17 0 0 0 109年1月7日後無違規車輛

總計 205

表 4.1 車牌辨識系統移送違規車輛統計表 

合計 197 

圖 4.2 人流辦識逐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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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設置於蘆洲區二重疏洪道出口堰水閘門試辦之水位辨識系統，原預計

做為積淹水統計數據參考，目前雖有閘門水位統計資訊(圖 4.3)，惟相關分析積

淹水機制尚未建立，且本研究目前影像辨識準確度僅 4 成，其精確度仍有待提

升，另尚需克服夜間辦識度不佳(圖 4.4)等問題，因本項研究係透過中華電信數

據通信分公司團隊協助系統開發，未來將持續與團隊研究討論提升水位辦識精

確度，突破夜間辨識率不佳等問題，視試辦結果再逐步應用至一般通行道路做

積淹水辦識機制。 

此外，經比較農田水利會加裝水位計感應之系統與智慧影像辨識系統(表

4.2)，以水位判斷精準度而言，加裝水位計精確度遠高於影像辨識系統，係因影

像辨識系統為機器視覺辨識，易受周邊環境、影像精確度、光線變化等各種外

在因素影響辨識率，水位計屬於機械感應，精準度高。然而以建置及維護成本

而言，水位計維護成本高，機械設備易受水中雜質影響故障，設備風險高；影

像辦識系統因監控科技進步，各種先進影像學習機制及演算法越來越完善，已

逐步克服前揭環境影響因素，僅利用現場高畫質監視器影像即可辨識積淹水高

度，整體成本低，有機會逐步成為主流系統。 

圖 4.3 水位辨識系統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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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農田水利會系統及影像辨識系統比較表 

類別    比較項目          農田水利會系統           先進影像辨識系統 

圖 4.4 積淹水辨識系統夜間辨識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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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 

本研究試辦三種影像辨識機制，其中藉由影像辨識技術統計淡水區金色水

岸河濱公園各時段人潮狀況，經影像分析每日 12 時至 18 時為人潮聚集時段，

16 時左右為人潮高峰點，機關將據以加強環境清潔維護、管制大型維護車輛進

出及增加保全巡查頻率，以提供民眾優質水岸休閒環境。 

另新北河濱使用人口眾多，違規汽機車駛入案件層出不窮，每年超過上千

件違規事件。本處透過 AI 智能科技以智慧影像辦識取締違規汽機車，試行半年

以來經不斷調整精確度，已能有效取締違規車輛並移送執法單位告發，具相當

成效，試辦地點二座陸橋於 109 年 12 月底份違規車輛大幅減少，還給民眾友善

通行空間。 

此外，河濱公園本質為河川區域之一部分，因豪大雨、颱風等強降雨因素

提供防洪排水功能，造成公園內主要道路積淹水影響民眾通行安全，近年來由

於氣候環境變遷因素，導致嚴重颱災及強降雨頻率有縮短趨勢，做好災害預防

變成非常重要的議題。本研究探討積淹水辨識技術，並介紹國內 2 種常見積淹

水辨識系統，惟本處積淹水機制尚未建立，且以監視器辦理水位影像辨識準確

度仍有待提升，部份問題尚需克服，後續將以本研究目前結果持續與顧問團隊

研究討論提升水位辦識精確度，未來可望突破各種困難實際應用於河濱道路積

淹水分析及判斷，整合現有通報機制，朝向道路積淹水主動通報、水情通報等

智能方向辦理。本案研究三種影像辨識系統皆已具基本成效，透過科技服務成

功打造 e 化河濱，降低人力負擔，提供更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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