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新創採購-政府出題‧新創解題 

機關提案書 

 

 

(修訂版) 

 

 

 

 

 

 

 

 

提案機關：高雄市政府  

中華民國 107年 7月 19 日 



1 
 

提案表（本表置於封面頁後首頁）（以 2頁為限） 

提案機關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 

提案名稱 智慧安全-消防人員於火場即時定位及資訊整合服務 

配合單位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提案概要 

（具體並簡要

說明實證背

景、主題） 

 

近年來消防人員傷亡事件頻傳，如 104 年桃園新屋保齡球館

火警、106 年新竹湖口昇陽光電科技公司火警及今(107)年的桃園

敬鵬工廠火警，總共奪走 13 條英勇的消防弟兄的生命，目前火

災現場安全管理，尚無法定位消防人員進入室內搶救之位置，僅

能透過無線電的方式回報加以確認，如遇緊急狀況消防人員受困

時，甚至無法第一時間辨識受困位置，增加救援時間及困難。 

火場瞬息萬變，消防人員如遇臨時狀況可能無法即時回報自

身位置或甚至發生無法回報的狀況，倘能透過主動安全機制來輔

助，更加精準掌控入室搶救消防人員即時位置等資訊，在搶救效

能及安全管理上將有很大的幫助，亦能縮短消防人員受困的救援

時間，協助指揮官判斷，減少消防人員傷亡事件發生。 

為了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我們規劃結合目前成熟的科技提

出本案，希望藉由本案驗證火場即時定位的可行性，以增進消防

人員進入室內搶救之安全，並讓現場指揮官能即時掌握第一線人

員資訊，以便於進行現場救災資源的調度與整合。 

 提供之行

政協處內

容 

1.協助新創業者採 API 方式取得實證主題中所需圖資。 

2.由本府提供實證場域及本案相關之行政作業協助。 

3.由本府消防局、資訊中心，配合新創業者進行現場模擬，以驗

證本案的可行性。 

 

 

 

 預計期程 自廠商提案計畫獲選核定時起 3 個月 

（施作期間請以 3 個月為限） 

申請機關 

聯絡窗口（得

為複數） 

單位 姓名 職稱 電子信箱 聯絡電話 

高雄市政

府資訊中

心 

程彥傑 管理師 g9314029 

@kcg.gov.tw 

07-3368333 

#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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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背景 

（一） 面臨問題 

近年來消防人員傷亡事件頻傳，如 104 年桃園新屋保齡球館

火警、106年新竹湖口昇陽光電科技公司火警及今(107)年的桃園

敬鵬工廠火警，總共奪走 13條英勇的消防弟兄的生命，目前火

災現場安全管理，尚無法定位消防人員進入室內搶救之位置，僅

能透過無線電的方式回報加以確認，如遇緊急狀況消防人員受困

時，甚至無法第一時間辨識受困位置，增加救援時間及困難度。 

（二） 提案背景 

火場瞬息萬變，消防人員如遇臨時狀況可能無法即時回報自

身位置或甚至發生無法回報的狀況，倘能透過主動安全機制來輔

助，更加精準掌控入室搶救消防人員即時位置等資訊，在搶救效

能及安全管理上將有很大的幫助，亦能縮短消防人員受困的救援

時間，協助指揮官判斷，減少消防人員傷亡事件發生。 

 

二、 實證主題 

為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我們規劃結合目前成熟的科技，提

出「智慧安全-消防人員於火場即時定位及資訊整合服務」（以下簡稱

本案），希望藉由本案驗證火場即時定位的可行性，以增進消防

人員進入室內搶救之安全，並讓現場指揮官能即時掌握第一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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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資訊，以便於進行現場救災資源的調度與整合。 

 

三、 解題構想 

本案以室內空間定位共享服務新創產業為發想，建構以無人

機、WIFI、空間圖資及火場空間定位管理系統等整合 API 技術介

接地政、建管建物管理資訊，使消防人員在火場空間的位置可呈

現圖面上，提供消防火場決策支援，提升公安效益，創造創新服

務產值。 

 

四、 預期功能或規格 

（一） 使用者前端平台服務功能需求 

1. 火場建物平面圖展示功能 

2. 火場周遭地圖展示功能 

3. GIS空間圖資展示功能 

4. 消防人員火場定位功能 

（二） 後端管理服務平台 

1. 地政資料介接匯入 

2. 建管資料介接匯入 

3. WIFI基地台位置維護管理 

4. 消防人員管理 

5. 使用者管理 

6. 權限管理 



5 
 

7. 使用者記錄管理 

（三） 其他服務功能需求 

1. 建物資訊整合查詢 

2. 火場資訊整合查詢 

（四） 服務維運需求 

1. 本服務平台的營運架構是整合消防局、地政局、工務局

建管處業務資訊，由市府進行整合及營運。 

2. 本服務計畫之提案者或團隊，需於計畫之期中階段完成

平台營運角色的確認。 

3. 於期中階段確認實驗場域的導入，以利後續完成實驗場

域模擬作業。 

（五） 其他規格要求 

1. 結合地方政府的 OPEN DATA需求，針對服務的可開放資

訊進行整理，並以 OPEN DATA及 OPEN API的方式，開

放進行研究使用。 

2. 系統架構需求 

(1) 系統之發展需至少區分為使用者端(APP/WEB)、應用

程式介面(API)、應用服務核心技術模組

(Application / Module / Data Analysis Engine)、

資料傳輸標準及裝置端人機整合介面等設計功能，如

下圖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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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系統設計參考架構圖 

 

 

圖二、系統設計參考架構圖 

 

(2) 提案單位須依據上述的系統階層分類，將各項細部的

服務系統之功能模組進行規劃設計(上圖之功能項目

僅供參考)，以滿足前述的各項 APP/WEB、後台服務、

及其他功能需求。 

3. WIFI 定位裝置防火需求 

(1) 防火需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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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本質安全性 UL913  

 防爆等級符合 Class I,Division 

I,Groups.A.B.C.D.等級，並具 ETL認證。 

 防水防塵等級達 IP67。  

 符合 NFPA1982防焰測試標準。 

(2) WIFI 定位器須放置於具有符合上述防火等級需求之

容納物中，例如消防衣口袋或直接掛置於消防衣裡

面。 

4. WIFI 精度說明 

透過 WIFI基地台進行定位，誤差在10公尺以內。 

 

五、 試作或實證場域及範圍 

實證場域：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請參考下列附圖。 

 

圖三、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立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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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 1樓平面圖 

六、 提供行政協處內容 

（一） 協助新創業者採 API 方式取得實證主題中所需圖資。 

（二） 由本府提供實證場域及本案相關之行政作業協助。 

（三） 由本府消防局、資訊中心，配合新創業者進行現場模擬，

以驗證本案的可行性。 

 

七、 預計期程 

（一） 計畫時程：90日曆天。 

（二） 計畫項目：建立火場定位實驗場域、開發建置火場定位前

後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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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查核依據 

 無人機：4台，每台皆含 WIFI 基地台、GPS定位等功能。 

 WIFI 定位器：5組，供消防人員攜入火場進行定位使用。 

 4G LTE 網路：1式。 

 火場定位 APP：1式。 

 火場定位 WEB前台系統：1式。 

 火場定位 WEB後台系統：1式。 

 資料介接 API：1式。 

 

九、 預期效益 

為保障第一線消防人員的生命安全，不讓憾事再度發生，規

劃「消防人員於火場即時定位及資訊整合服務」是件刻不容緩的

提案。本提案不但可以提升消防人員救火時的安全，更能讓火場

指揮官的指揮調度以更科學、更智慧的方式進行決策，透過導入

新科技，輔助指揮官瞭解火場狀況，以 3D立體的概念進行火場

救災的資源整合。 

本案的各項初步構想，皆已有相關研究證實其可行性，但因

整體執行規模過於龐大，本期先就火場即時定位所需服務平台、

周邊設備的機動式佈署及火場內人員定位的準確度進行研發。未

來將規劃消防人員身上配備的各項資訊裝置（如生命偵測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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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物連網（IoT）的傳輸模式整合進服務平台中，此部分將於次

期續行，以逐步完善整體提案。 

若本案能依序通過提案審查，不但為智慧安全領域進行創新

性應用，未來驗證成功後，更能推廣至其他縣市政府進行成功案

例的複製，為台灣智慧城市的發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