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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都市計劃系(所)

◤空間規劃策略、地理資訊科學、資料及商業分析

- 都市規劃師 : 長豐工程顧問

- 數據分析工程師 : 微程式資訊

- 資深規劃師 :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2020~now)

Education / Specialty / Award

◤ 競賽經歷

2016  台大黑客松 經濟與能源空間資料應用技術獎 / 優勝

2017  嘉義黑蚵松 地方開放資料黑客松 / 交通觀光組第三名

台大黑客松 中信金控 Data神機妙算 / 銀獎

亞洲跨國黑客松 / 台灣研發獎勵

臺中市智慧城市創意設計競賽 創意組 / 金獎

桃園開放資料創意應用競賽 / 銀桃獎

新竹黑客松 地方開放資料戰-消費支出與生活品質組 / 優勝

農業創新黑客松 / 銅獎優質農創獎

2018 智慧城市黑客松 / IDHub 應用獎

勞動黑客松 / 第二名

2019 臺南智慧城市資料視覺應用挑戰賽 / 第一名

經濟能源資料零距離創意競賽 / 第一名

2020 2020 數據創意提案大賽 / 第一名

2021 太空黑客松 / 第一名

Tim

卓易霆

- 都市計畫技師

- 數據分析工程師

- City Scientist

- Data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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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the dataset  
change your 
mindset”
– Hans Rosling_



3
<space intelligence agency> Image by RE_MAP, Manchester School of Architecture’s design research lab

1.  Data & Urban Plan

2.  Keelung

3.  IVC - InVisibleCities

https://remap.wordpress.com/2011/09/13/the-image-of-the-urban-landscape/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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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ta & Urba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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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pen data & me

都市計畫(Urban Planning)，是處理都市及

其鄰近區域的工程建設、經濟、社會、土地利用配置以及

對未來發展預測的專門學問或學科。都市管理之規劃、
建設、運作三個階段……關注研究與分析、戰
略思考、建築與都市設計、公眾諮詢、
政策建議、實施和管理等方面。

參考：youtube：2050年台北大改造

參考：「都市計畫」維基百科

我讀都市計畫，很需要用到大量繁雜的政府資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cTDLr0WdL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E%E5%B8%82%E8%A7%84%E5%8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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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pen data & me

WHY > HOW > WHAT
開放資料的效益：加速作業效率！

到底……？
我是誰？我在哪？
我在做什麼？

年輕時的我…寫報告寫到天昏地暗、以及整理超混亂的各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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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Open data & me

參考：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

如果政府開放資料能整理得更好更易使用，是否能節省更多人的青春：D

我會的工具：

開源資料 + 開源軟體 + 程式套件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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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的定義及範疇

參考：台灣政府開放資料網站

參考：2015.02，張維志，從開放資料到資料經濟

參考：2015.02，張維志，開放資料挑戰與機會

參考：五顆星 ★ 開放資料

參考：維基百科_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Open Data)

是一種經過挑選與許可的資料，這些資料不
受著作權、專利權，以及其他管理機

制所限制，可以開放給社會公眾，任何人都可

以自由出版使用，不論是要拿來出版或

是做其他的運用都不加以限制。

1.2 What’s Open Data

https://data.gov.tw/
https://www.slideshare.net/TajfunInsulo/20150202-44142375
https://www.slideshare.net/TajfunInsulo/20150213
https://5stardata.info/zh-TW/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9%96%8B%E6%94%BE%E8%B3%87%E6%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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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開放數據應用

台灣2016登革熱地圖

參考：用數據看台灣

參考：彙整開放資料引爆開發能量，口罩地圖的幕後推手－江明宗（Kiang）

#civic tech應用案例

1.2 What’s Open Data

https://www.taiwanstat.com/
https://ithelp.ithome.com.tw/articles/10231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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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國發會2015政府資料開放進階行動方案

1.2 What’s Ope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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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開放資料的效益

參考：開店靠IT選址有一套，500米人潮誘因一把抓

# 開店最重要的三件事就是地點、地點、地點
# 33開店選址開放資料整合計畫系統

新設一間三商巧福店面來說，光是開店所需基本費用約
400萬元，……，單月虧損金額經常超過10萬元。因為很

難只用幾個月營收來預測未來獲利情況 ......過去平均
每次展店需要2名人力花上22個工作
天才能完成.......。新的開店選址系統，透過政府開放資

料平臺串接了大量開放資料後……開店評估時間大幅縮減

1個人用10天就能完成。

1.2 What’s Open Data

https://www.ithome.com.tw/article/9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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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資料服務平台

台中市數位地圖館

經濟部地理圖資中心

行政界、內政部統計區圖資、各種社會經濟資料…

(舊範圍)台中市的建築物圖資、路網圖…

「經濟範圍」的統計區、電力工廠…

# 提醒，找資料有時候要回到原始單位的網站
(地方政府、該資料管轄單位)
通常會比較齊全、也會比較早發布！

1.2 What’s Open Data

https://segis.moi.gov.tw/STAT/Web/Portal/STAT_PortalHome.aspx
http://gishub.taichung.gov.tw/
https://egis.moea.gov.tw/Op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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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電信資料(開放資料)與戶籍人口數比對
「戶籍人口與平日日間停留數」負值越大，表示該地區實際上晚上居住人口更多！
反之，該值為正數者，表示其實該區晚上居住人口少於戶籍數。

有更多的開源資料，甚至可以相互比較與進階討論！

1.2 What’s Ope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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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彙整的平台與完善持續精進的資料庫是實踐智慧城市的第一步

NYC Map Gallery 可看見各種生活

主題的地圖(災害潛勢、地價、人口

密度、城市建設情況等)

參考：紐約的地圖畫廊

# 台灣OKF評比第一名 (?!)

# 這個資料的用途我還在努力想

1.2 What’s Open Data

https://www1.nyc.gov/nyc-resources/nyc-maps.page


What’s Benefit of Open data?

15

企業 / 開放數據應用

參考：Open data的發展及應用_鄧東波

# 蒐集大家的資訊後，再回饋給大家做輔助
參考使用，良性循環、越用越愛用

1.2 What’s Open Data

https://www2.slideshare.net/opentaoyuan/open-data20160531-62567833?from_action=save


16

1.3 Dancing with Data

參考：2018,03，張維志，瞭解資料 : 應用，價值，作資料

執著於資料的同時也要想清楚
•  要解決什麼問題

•  要解決的問題能用資料來解決嗎

•  資料在哪裡

•  用在這個問題的哪個部分

•  最終的產出成果想像

清洗資料的我

那什麼才是好資料？怎麼與資料共舞？

https://www.slideshare.net/TajfunInsulo/ss-9223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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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實作 > 想問題、然後解決它！

產出與實作

• 資料呈現 – 視覺化

ex : 資訊圖表、資料報導/報告

• 資料混搭 – 新服務與功能(組合功能) 

ex : 儀表板、查詢篩選、警示系統

• 決策建議與預測 – 推薦系統

ex : 推薦觀光行程、交通資訊

參考：2017.03，張維志，開放資料工作坊

Data Jam
(問題與資料)

Hackathon
(原型與實作)+

政府角度思考

•  年度政策目標、重點計畫

•  其他政策（民生、教育、就業、長照、SDGS) # 其中較難的是用戶偏好、路線整合，

須了解使用者的需求後方能較好的執行

1.3 Dancing with Data

https://www.slideshare.net/TajfunInsulo/2017-73926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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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設計馬拉松

(Hackathon，黑客松、駭客松)
程式設計師及其他與軟體發展相關的人員，如圖形設計師、介面設

計師與專案經理聚在一起，以緊密合作形式去進行某項軟體專案。

該活動的靈魂是合作編寫程式和快速應用，

時間一般在幾天到一周不等，挑戰很多人(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

以他們想要的方式，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維基百科)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達成共識、先做再說

考驗專案管理、有效率的取捨、最小可行性產品 (Minimum Viable Product)

自我能力檢視、善用各種網路資源替自己解決問題、一種很好的學習過程

1.3 Dancing with Data



Issue

Why

HOW
What

廣域的衛星圖分析能給予決
策者與規劃單位更明瞭的區
位指認，也便於由地圖檢視
既有建成環境的健康指數。

透過衛星圖分析，如NDVI植披指
數、建物與街廓 AI 影像判釋、配
合社會經濟開放資料疊加，快速
產出綜合分析成果。

除了資料視覺化的圖像產出以外，更以
raster檔轉為vector檔，以便都市規劃
作業套疊使用；並產製資料科學+藝術
創作地圖，使之更易於創作科普化文章、
或供給其他政府單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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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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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有人居住與活動的地方

找交通到的了的地方

挖出道路路網

判斷建築物形狀
判斷水綠空間

+ 國土利用測繪資料
(Py空間分析+影像辨識套件)

+ 工商家黃頁資料
(爬蟲)

拼湊出交通紋理
(PTX與OSM api)

Events : 人與活動

Net : 移動網絡

Space : 塊狀空間

Purpose Souse Get Puzzl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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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Python空間套件

geopandas 與建模影

像判釋，本團隊將影

像判釋後產生之像素

分群，以二維陣列再

轉換為可輸出之SHP

格式，以充分再解析

與加值衛星圖資。

Space+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AI



Approach +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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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x Net x Space

衛星影像辨識、萃取與轉換後
零碎不規則、未標籤分類的shp

最小統計區

計算平均每單位涵蓋多少「量」
(各類社會經濟社會屬性)

影像AI分類社會經濟屬性

得到「形」

人類聚落與都市痕跡

自然環境與開放空間

Spatial join

> 先用顏色分類一次得到形狀
> 再用屬性空間合併後得到量，再進行一次歸類

aggregation

每一個區塊及屬性量化之結果

影像檔向量化 + 賦屬的過程

Vectorization + Attribut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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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C - In Visible Cities 在看得見的城市

線上分享會 – 錄影存檔
https://www.facebook.com/ivcinvisiblecities/v

ideos/4958946224122728

https://www.facebook.com/ivcinvisiblecities/?__cft__%5b0%5d=AZXMCanH7VrIokQfIf7pxSX4sbMUhDufQ3vB4YwonoCZEVeiNOJHcePzLcoxuYIfYCqEYkDTAeOrOg4X0HOYHJL3uB8sULUDedAInvYlzywdl1Xsu9QMiZFvCVlKt2bgke2YFH3f8SjJsOdfqak1xrb6JvTfzIJe7E4RVpMg1WelYw&__tn__=-UC-R
https://www.facebook.com/ivcinvisiblecities/videos/495894622412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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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e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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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Urban Plan & Case Study

參考：【從科技引擎到數據引擎，北市數位轉型的下一步】臺北市如何用大數據管理市政

參考：臺北市大數據應用實例大公開

資料驅動決策導向！

較為直接影響者為交通分析層面。

臺北市大數據中心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3177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4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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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Urban Plan & Case Study

參考：臺北市2021黑客松

資料曝光 >> 資訊媒合 >> 加速效率 & 資源再利用

思考：如果資料曝光能做到像 PTX 交通即時資料一樣，

那媒合資訊的系統是否能更即時、更好用！

市府盃黑客松



27

2.1 Urban Plan & Case Study

參考：臺北市2021黑客松

資料整合 >> 更了解現況(更便利查詢)

>> 分析各項服務之弱點 >> 有利資源分配之戰略

思考：如果資料整合之前，各單位的資料能更能正規化、

能定期更新，則將更有利時時掌握現況！

市府盃黑客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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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Urban Plan & Case Study

市府盃黑客松 >>
我自己台南智慧城市參賽經驗



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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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如何應用大數據於都市規劃中，我們需要不斷嘗試與挑
戰，並設計一套整合應用的指標和架構，作為決策者與
規劃師重要的參考依據。

都市議題越趨繁雜

新的數位工具與資訊技術的發展

人工智能、大數據、雲端

「由使用者產生的內容」
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 資料劇增

• Google map 地圖興趣點資料 (point of interest, POI)

• Facebook 臉書平台的商家打卡資料



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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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更貼近生活的城市大數據

(社會感知 > POI, AOI)

讓數據/
地圖說話

(統計/地圖會說謊)

參考：【一席】茅明睿：數據與城市正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5gQO9mMNao


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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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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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土地使用現況通常
是最直接快速的資
料、快速掌握地區
特性



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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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交通路網形塑出都市的命脈
PTX資料 + OSM路網擷取
> 可及性分析



資料科學

34

2.2 Methodology

有更細的POI後，
開始去想哪邊是熱
區、居住/學校/公
共設施區域



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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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把手上有的資料進
行分類/繪製視覺化



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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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熱度圖參數調整！



資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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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ethodology

資料科學：預測 /分類



What I think _ for Urba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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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v：都市計畫書資料三星化｜方法討論

(連結是hackpad，很多很有趣的觀點可以看看)

 都市計畫科普化 →建構都市計畫的「知識本體論」(Ontology)

 計畫書圖結構化、正規化；All in One Map

現今的領域知識需要被普遍的理解、分析、分類、分享，
使領域知識能更明確並得以再利用

普及 > 參與
結構 > 可讀性、分析

「活的」都市計畫書

• 都市計畫內容中的援引資料，能否以「即時

動態資料」、「依據開放資料來做計算」等

方式呈現？例如人口資料、環境資料。

•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原則自動化、定期演算

• 群眾通報與意見討論

2.3 Urban Plan & future

https://g0v.hackpad.tw/2qR2Pzdu95W#:h=%E5%85%B6%E4%BB%96%E6%9B%B8%E5%9C%96%E9%96%8B%E6%BA%90%E5%8C%96%E5%B1%95%E7%A4%BA%E6%A7%8B%E6%83%B3%E5%8F%83%E8%80%83%E6%A1%88%E4%BE%8B


3. IVC - In Visibl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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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InVisibleCities

研究專案公開發表及公眾參與：

2017 台北消極空間、YouBike+、情境式地圖。

2018 創意台北、農地工廠、高齡友善城市。

2019 全台 PM2.5 空汙潛勢地圖。

2019「明日公寓」台北共居生活趨勢研究，與玖樓共生公寓聯合發表。

2020 與台北市資訊局合作，作為大數據中心核心成員與顧問。

受邀演講與參展：

2017 上海劉海粟美術館，「智.未來，中國信息與交互創新設計邀請展」。

2017 台中大墩文化中心，「數位文化地景邀請展」。

2018 上海「城事設計節」內容共建單位。

2019 泰國曼谷設計週 Pechakucha 演講邀請。

獎項榮譽：

2017 二等獎，上海城市設計挑戰賽。

致力於城市創新與研究的開放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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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https://medium.com/ivc-invisiblecities

https://www.facebook.com/ivcinvisiblecities

歡迎追蹤

https://medium.com/ivc-invisiblecities
https://www.facebook.com/ivcinvisible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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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看見以往看不見的城市
作者：林佑達

IVC-InVisibleCities 在看得見的城市
社群創辦人

數據化

參考：城市新興數據、空間策略與城市治理的探索

https://medium.com/ivc-invisiblecities/%E5%9F%8E%E5%B8%82%E6%96%B0%E8%88%88%E6%95%B8%E6%93%9A-%E7%A9%BA%E9%96%93%E7%AD%96%E7%95%A5%E8%88%87%E5%9F%8E%E5%B8%82%E6%B2%BB%E7%90%86%E7%9A%84%E6%8E%A2%E7%B4%A2-6432c7c9da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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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佑達
IVC-InVisibleCities 在看得見的城市

社群創辦人

反思與謬誤

參考：城市新興數據、空間策略與城市治理的探索

數據分析最容易犯的錯誤之一，就是把數據之間的「相關性」誤以為「因
果關係」。…… 美國的森林大火次數與冰淇淋的銷量有強烈正相關，難道是因
為冰淇淋造成了森林大火？還是因為大火所以大家想吃冰淇淋？其實僅僅是因
為這兩件事都發生在夏天、與氣溫正相關。

…… 錯把「現象（Fact）」視為「需求（Need）」，譬如，從自行車的

騎行軌跡，發現大家都騎某個路段，並不一定是因為該路段特別吸引人，可能

僅僅是因為騎手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 數據能幫我們更清楚看到「What」，但不能告訴我們「Why」。要真正了

解因果關係，光數據分析往往是不夠的。

# 分析出來的東西請再三思！

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https://medium.com/ivc-invisiblecities/%E5%9F%8E%E5%B8%82%E6%96%B0%E8%88%88%E6%95%B8%E6%93%9A-%E7%A9%BA%E9%96%93%E7%AD%96%E7%95%A5%E8%88%87%E5%9F%8E%E5%B8%82%E6%B2%BB%E7%90%86%E7%9A%84%E6%8E%A2%E7%B4%A2-6432c7c9da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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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中午

晚上

上班

尖峰

下班

尖峰
白洞：捷運站釋放出來的人
黑洞：進去捷運站的人

資料視覺化

紅色：非大眾運輸上班者
綠色：大眾運輸上班者

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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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低活力：

工地、空地、停車場、晚上的學校、機關、路燈密度低的地方

不易到達：

捷運 500 m、youbike站 250 m不可及之處

負面因子：

竊盜及婦幼犯罪熱區、噪音熱區、環境差 (菜市場、回收站)

組合疊加

專案：《角落翻轉》



46

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Step1. 基本疊圖指認

Step2. 疊合人口密度高的地方

重點篩選

專案：《角落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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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Step3. 挑選里別後，進行環境分析

微觀案例

專案：《角落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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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專案：《角落翻轉》

Step4. 高流量捷運站周邊觀察

換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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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IVC - In Visible Cities 專案：《角落翻轉》

方案策略

Step5. 依據不同族群給予不同的改造案例及發想

食品市集

餐車攤販 戶外電影院

動態人口增量區域內的消極空間，活化的方式應把握
該區人流的特定需求，提供針對性強、短時間的功能
服務，商業化的機會較社區型空地高，可置入臨時性
的設施，也可以是彈性的活動策劃。



騎樓地圖 行道樹地圖 路燈地圖

下雨天步行地圖 晴天慢跑地圖 夜間安全步行地圖



# 洛杉磯建物資產價值
# 人種居住區域(白人/黑人)
# 建物面積 / 屋齡
# 公寓/大樓
# 空閒住宅

# 大眾運輸工具
# 逐筆交易資料
# 移動路徑與聚集站點



效率 Efficiency / 公平 Justice

《Kevin Lynch, 1960, 城市的意象》

# AI 容易讓好的地方更好、很資本導向的演算法

# 如何兼顧公平(正義)是決策者更要思考的



創造新的事物，解決現有的問題

並相信自由與共享的價值

卓易霆 / City Scientist

信箱：f24964034@gs.ncku.edu.tw

有任何問題或想交流的歡迎寄信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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