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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IoT智能櫃？

• 各國發展趨勢

• 應用案例1：中華郵政i郵箱

• 應用案例2：社區智慧包裹櫃

• 應用案例2：桃園地政局地政i領件

• 其他應用領域

• 國內共用推展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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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智能櫃領域的專業廠商

• 整合軟體系統與IoT裝置

• 協助客戶端營運計畫、提昇服務價值

吉達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智能櫃服務站點

400萬次+

服務使用次數

20種+

智能櫃應用領域



什麼是智取站（IoT智能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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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櫃的特點與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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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

電子支付

便利服務 創新物流智慧零售

互動體驗 科技行銷數據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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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發展趨勢



產業社會現況及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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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網購興起而出現的自助取貨服務。

歐洲各國郵政皆有提供Parcel Locker服務。
西、葡、法、英、德、奧、瑞、盧、捷、
波、芬、丹…

各國物流應用現況

www.gdastech.com

西班牙郵政 City Paq

• 約有2,600座CityPaq。

• 西班牙郵政與西班牙鐵路合作
營運。

德國郵政PACKSTATION

• 始於2001年，超過3,000座
PACKSTATION。

• 約90%的人口從自家10分鐘內
就可以抵達。

• 由DHL Parcel Germany營運

法國郵政 Pickup Station

• 約有400個Pickup Station散
佈在各大都會區。



產業社會現況及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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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Amazon

• Amazon Locker：起步早但只收
Amazon包裹（2011年推出，目
前2,800+櫃）

「共用」符合使用者期望與需求。

日本PUDO

• 政府補貼部分建置費用，推廣
物流智能櫃，目前有5,600座。

• 開放各物流業者共用，向物流
業者收取使用費。

以政府力量協助推動物流智能櫃。數據分析輔助選點，確保資源投放準確度。

新加坡POP Station

• 新加坡郵政成立專責團隊營運

• 結合跨境電商80萬會員，突破
低使用率困境

• 建立Locker Alliance，推動櫃
體共用。

串聯電商可有效帶來廣大使用者。

各國物流應用現況

www.gdastech.com

中國快遞櫃

• 包含快遞、電商、物業、第三
方服務商。

• 全中國超過40萬套快遞櫃，全
球最大快遞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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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案例1：中華郵政i郵箱



中華郵政i郵箱

10www.gdastech.com

中華郵政－
i郵箱是一種新型態的取/寄郵件體驗，提供全年無休、

自助領取、交寄包裹及退貨之服務。

窗口交寄→ i郵箱取

電商購物→ i郵箱取

i郵箱寄→ i郵箱取

i郵箱寄→配送到宅

延長營業時間 延伸服務觸角 減輕物流士負擔

工研院於105年協助規劃與期初建置，目前已發展超過2000點。



中華郵政i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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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

• 公益活動
• 電商取件
• 物流整合

• 會員優惠
• 便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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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i郵箱軟體與服務

www.gdastech.com

一致性的設計介面，以明確簡單的圖示指引取代複雜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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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郵政i郵箱服務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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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2021~

2,002個服務據點

2,400個服務據點

各地郵局、火車站、捷運站、

政府辦公大樓、社區、商辦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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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案例2：社區智慧包裹櫃



南港東明社會住宅－智慧包裹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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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東明公宅
社區包裹收送，整合社區
門禁對講機系統與住戶磁
卡。

智慧包裹收送

系統專利
不改變物流送件與住戶取件習

慣，便利易於使用。



台中大型建案－智慧包裹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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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一、送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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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二、住戶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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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案例3：桃園地政局地政i領件



Microsoft
用於交遞員工物品，透過自動通知

與跟催機制，提昇員工取件便利性

並有更好的隱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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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政i領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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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用於交遞員工物品，透過自動通知

與跟催機制，提昇員工取件便利性

並有更好的隱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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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政i領件軟體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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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導式便捷的操作界面，並提供服務滿意度調查。

• 與桃園地政e管家 App整合，通知與掃碼取件快速又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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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領域應用：吉達思解決方案



吉達思櫃載軟體產品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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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借還智能櫃 – IT服務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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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置衣櫃-健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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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101

健檢中心

北醫預防

保健中心

整合串接
會員APP
運用APP即可開
啟專屬櫃口



物件交遞智能櫃 –客戶服務/內部文件交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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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101

健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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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評估與國內共用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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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還是使用既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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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

使用
既有服務

混合模式

符合企業需求、整合性高、

可涵蓋多種服務面向、對外有品牌推廣效益

依照營運商規則使用既有多點位、導入成本較低

• 串接共用平台 - 單一串接可使用多營運商時效高

• 串接既有營運商 –可增加商務互動，其他策略綜效

依據不同策略目標，一方面持續自建服務，一方面加入共用平台

確認預期效益 評估時間與成本 選擇合作對象 建置發展 持續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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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產業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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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者

櫃體使用者

產業促進者

解決方案提供者

設備與櫃體製造商

其他應用需求

經濟部商業司 工研院 共用平台

i 郵箱 2000+       3000
吉達思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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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包裹取貨站共用平台

www.gdastech.com

ITRI 智取站

i郵箱電商A

電商B

電商C

電商D

共用平台

更多電商… 更多營運商…

物流宅轉櫃 金流代收櫃到櫃寄收件

電商取件 更多服務…電商退件

服務據點地圖 簡訊發送資訊查詢

後台操作介面 更多功能…標準API

物流商2 物流商3 物流商4物流商1 更多物流商…物流商5

共用平台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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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給IoT智能櫃專家 --吉達思科技-- 協助您發展智能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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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聯絡資訊

朱懿中 Gary Chu

TEL：02-2790-7122#20

Email：garychu@gdastech.com

Thank You

吉達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ww.gdastech.com

mailto:garychu@gdastech.com
http://www.gdastech.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