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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即時示警推播服務應用於社群軟體 

 

摘要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自 2017 年度

與台灣 Line 公司一同打造公益的防災資訊服務，災防科技中心成立

LINE 官方帳號，透過 NCDR LINE@服務，提供民眾訂閱在地化的「氣

象」、「水文」、「交通」及「民生」等四大類型之即時示警，當各公部

門發佈民眾訂閱區域的示警訊息時，災防科技中心官方帳號則會主動

透過 LINE 的窗服務，即時推播示警訊息。為了提供民眾更貼近生活

化的主題警示資訊，災防科技中心於 2020 年統整露營與登山等主題

示警的訂閱功能，以簡易方便操作的方式，設計輕量級閱讀內容與生

活化的氣象資訊，統整能秒讀式的重點資訊，以圖卡呈現當下防救災

資訊，建立起於專業防災資訊與民眾生活結合的嶄新服務，讓原本專

業的防救災資訊，更進一步提昇為便民的生活化服務。 

 

郭玫君、張子瑩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災防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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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示警訂閱功能系統架構 

NCDR LINE 官方帳號示警推播服務，截至 110 年 4 月底提供了

共 31 項示警供民眾自由訂閱。資料來源為民生示警公開資料平台

[1]，使用即時示警[2]推送至社群示警推播服務模組，當中以示警接

收至系統資料庫，並提供彈性化管理介面，讓管理者可以針對特殊情

境進行示警的客製化管理，傳送到社群示警推播服務模組中，進行各

項功能的推執行，以 LINE Message API 進行即時示警的推播(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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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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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示警訂閱功能系統架構 

 

二、 示警主題訂閱功能 

NCDR LINE 官方帳號示警訂閱推播服務推出後[3，4]，接受

到民眾回饋的各種正面建議，為了讓示警推播服務能符合民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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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式閱讀習慣，將生活化之主題示警圖卡整合於社群示警推播服

務中，如：露營及登(爬)山等遊憩活動，讓民眾可依據所規劃的

活動進行統整性的示警訂閱，系統則依照使用者所訂閱的內容進

行客製化的訂閱清單，並進行智慧化的即時主題圖卡推送服務，

使訂閱之使用情境如圖 2 所示。 

安排活動

訂閱主題

提前接收天氣預報

接收即時示警

 

圖 2 主題訂閱使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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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題選單 

以民眾已預先規劃從事的活動內容，開始進行主題的訂閱，採電

子書架方式呈現訂閱主題選單，提供民眾主題圖形化圖示，可直覺化

進行選單功能的選取。未來災防科技中心將持續依民眾所需，提供符

合民眾所需之民生防救災主題的訂閱功能，民眾可至 LINE APP 中的

加入好友，進行動條碼掃瞄（如圖 3），加入 NCDR LINE 官方帳號成

為好友後，即可進行訂閱示警中的主題訂閱功能，選擇符合活動內容

的主題進行訂閱（如圖 4）。 

  
圖 3 示警主題訂閱選單          圖 4 示警主題訂閱選單 

 

（二） 主題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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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災防科技中心已提供「露營趣」及「悠遊山林」等二大主題

訂閱功能。民眾可於主題訂閱功能選擇符合自己近期規劃的活動主

題，如圖四所示。民眾選擇後 NCDR LINE 官方帳號將依據主題特性

提供相對應的功能選項，如民眾規劃活動的主題地點：「露營趣」需

提供縣市、營區，而「悠遊山林」則須提供縣市鄉鎮、步道名稱；另

外 NCDR LINE 官方帳亦提供示警推播時間區段的設定，民眾可依行

程的規劃，選擇活動開始與結束的時間，進行主題示警接收的起訖點

（如圖 5）。 

 

     

圖 5 主題訂閱功能各選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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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接收天氣預報 

依照所規劃活動時間進行定時特報推播，系統將於主題活動前一

天開始，依民眾安排活動的時程來設定特報推播，固定於當日早上七

點、下午一點、晚上七點各別推送一次氣象預報供民眾參考當地的天

氣概況，同時彙整每日及未來五日的氣象概況，並且針對活動主題所

需注意的相關天氣資訊，進行當天降雨機率、紫外線指數、溫度及相

對溼度等資訊的推送，以供活動行程前與活動行程中之規劃參考(如

圖 6 及圖 7)。 

 

    

         圖 6 「露營趣」主題圖卡            圖 7 「悠遊山林」主題圖卡 

 

（四） 接收即時示警 

在設定主題訂閱服務的期間內，當有任何新示警產生時，系統將

即時推送區示警資訊給民眾，若當定時特報推播時，與訂閱主題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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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示警的警示，將與即時示警資訊一併列出推送。為能強化示警

類型的特性，在主題圖卡上設計呈現以示警危害特性，進行顏色呈現

的區別，以提醒使用者當下直覺式的示警預警通知。以下說明「露營

趣」及「悠遊山林」的各項內容。 

1. 露營趣 

本主題主要目的為提供民眾從事戶外露營活動時，能即時取

得當地露營區之天氣及示警資訊，並考量民眾露營地的安全

性，特別提供交通部觀光局網站[5]已核可的安全合法露營地

點為訂閱選單，並依本主題特性融合民生示警平台的示警資

料介接服務[2]上既有的示警資料 API，設計將相關「氣象」

類型的即時示警，如颱風、高溫、低溫、降雨、雷雨與林火

危險度預警等示警資訊統整為露營主題圖卡的推送內容 (如

圖 8 至圖 10)。 

 

  
圖 8 「露營趣」主題合併發佈颱風與降雨示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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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露營趣」主題合併發佈雷雨與低溫示警畫面 

 

  
圖 10 「露營趣」主題合併發佈林火危險度預警與高溫示警畫面 

 

2. 悠遊山林 

本主題主要目的為提供民眾從事戶外登山活動時，能即時取

得登山步道所在區域之天氣及示警資訊，並降低民眾登山時

可能發生的危險性，因此特別統整林務局台灣山林悠遊網[6]

內管轄的步道地點，並依本主題特性融合民生示警平台上既

有的示警資料類別，設計將相關「氣象」、「水文」及「民生」

類型的即時示警，如颱風、降雨、雷雨、高溫、低溫、濃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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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火危險度預警、土石流、國家公園入園等示警資訊統整為

悠遊山林主題圖卡的推送內容(如圖 11 至圖 15)。 

 
圖 11 「悠遊山林」主題合併發佈颱風示警畫面 

 

  
圖 12 「悠遊山林」主題合併發佈降雨與雷雨示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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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悠遊山林」主題合併發佈高溫與低溫示警畫面 

 

  
圖 14 「悠遊山林」主題合併發佈雷雨與林火危險度預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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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悠遊山林」主題合併發佈土石流與國家公園入園示警畫面 

 

而為了因應示警嚴重程度的不同，對民眾所造成的災害危險程度

亦不同，故特別針對主題示警中的颱風示警進行彈性化情境功能的增

加，若當颱風示警的達到「極嚴重」等級的程度時，本主題圖卡將即

時依據使用者所訂閱的地點與警示的地區對行比對，若符合警示範圍

內，則會在圖卡上自動開啟「平安報報」功能。 

並由系統提供簡潔的訊息文字，民眾亦可自行修改報平安之文字

內容，再將訊息透過 LINE 分享給好友，使用者可透過此功能將目前

所在登山步道的地點與狀況告知親友，「平安報報」功能訊息分享流程

如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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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悠遊山林」報平安功能 

 

另外，當颱風從發佈海上警報狀態改為陸上颱風警報時，系統將

自動化的增加主題圖卡內「撥打電話」功能按鈕，提供使用者可即時

查看所訂閱登山步道所在管轄的相關聯絡單位電話，如林區管理處、

消防局與救難電台等相關聯絡資訊，以提供在地化救援的詢問，確保

民眾的生命安全並降低災害風險發生(如圖 17 與圖 18)。 

(1)極嚴重等級時提供報平安服務 

(2)提供預設文字亦可自行修改 

(3)透過 LINE訊息分享功能 

(4)平安訊息分享給 LINE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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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悠遊山林主題圖卡撥打電話功能     圖 18 悠遊山林主題圖卡聯絡資訊 

 

三、 結語 

災防科技中心除了應用民生示警公開資料平台於NCDR LINE官

方帳號的示警訂閱外，更進一步設計依據示警類型符合示警意象的圖

卡推播，如「露營趣」與「悠遊山林」主題訂閱功能，未來將持續針

對民眾生活與防救災相關資訊，分析符合國內民眾關注的防救災議

題，進行民生與即時示警的生活化圖卡推播服務，以利民眾更便利地

選擇接收的綜整示警內容，取得在地化的智慧型秒讀訊息，可快速掌

握所需之重點資訊。期望透過即時示警與民生議題結合的防救災資訊

服務，能提昇民眾在台灣各生活面向的防救災資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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