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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災害決策圖台−災害情資網應用推廣 

 

摘要 

隨著三維地理資訊技術逐漸純熟，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

簡稱災防科技中心)考量三維空間視覺化技術可使災害情資具有多元

展示視角，三維仿真效果可提升災害臨場感，更有助於決策輔助。因

此，災防科技中心從 2020 年起，以三維圖台為核心架構進行開發，

打造全災害決策圖台−災害情資網(以下簡稱新版災害情資網)。同時，

以全災害管理思維出發，納入多元災害類型及災害時間序列，強化複

合式災害情境設定，協助提升防災韌性與抗災耐力。新版災害情資網

具備三維空間及時間之全災害管理視野，於本年度(2022)正式上線，

提供災害情資研判與指揮決策更臻完善之資訊服務。 

一、 前言 

莫拉克風災過後，災防科技中心啟動建置智慧化防災資訊系統，

以強化災害應變工作。當前協助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之重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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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災害情資網，乃運用二維地理資訊、網路服務等技術，提供災害

主題圖頁籤服務，並依據天然災害類型分別開發單一災害兵棋臺，以

輔助災害應變人員進行災害情境演練，強化災害應變能力，實現共同

災害應變、情資共享之目標。2020 年災防科技中心考量三維地理資訊

技術發展逐漸純熟，故著手開發以三維地理資訊技術為基礎之新版災

害情資網，並強化多元災害情境設定機制，以適用於全災害情境。 

二、 系統特色 

由於開發技術翻新與網路服務興盛，新版災害情資網除導入三維

地理資訊技術，同時為提升各級政府防災整備及救援復建效能與抗災

耐力，納入災害類型及災害時間序列分析，增加複合災害情境設定與

分析機制。新版災害情資網特色有： 

(一) 導入三維地理資訊技術：三維地理資訊技術提供災害應變人員自

由切換多元視角，並加入三維建物模型，產生比擬真實世界的空

間資訊，提高災害環境擬真度，以滿足不同災害應變情境需求。 

(二) 響應式網頁設計：新版災害情資網採用響應式設計，災害情資主

題圖全面支援行動裝置以擴大服務對象。 

(三) 客製化專屬災害情資網：考量各防救災機關對災害情資使用需求

不盡相同，災防科技中心開發三維防救災主題圖展示模板建置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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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提供各防救災機關客製化所屬災害情資主題圖及客製化專屬

災害情資網。 

(四) 全災害管理模式： 因應複合式災害情境，新版災害兵棋臺以全

災害領域範疇，融合跨域多元資料，提供災害整合應用，強化災

害演練成效。 

三、 系統架構 

新版災害情資網包含下列 5 項子系統，分別介紹如下： 

(一) 災害情資主題圖：各級政府管理人員可自行透過主系統自行組合

各式災害情資主題圖，並透過災害情資主題圖展示模組上架至專

屬災害情資網，每個災害情資主題圖介面亦提供簡易的資訊綜覽、

快速定位功能，以利掌握各項即時災害情資。 

(二) 主題圖申請網：災害情資主題圖是結合專業防救災應用知識之空

間圖資，災防科技中心為便利災害情資主題圖流通與共享，運用

網路服務網址方式提供各界申請介接，減少各單位開發時效與成

本。 

(三) 主系統：使用者依系統權限可自行套疊相關防救災圖資，及使用

客製化地理空間分析工具如圖資編輯、時間軸查詢、路徑分析等，

並可透過圖層書籤機制客製化各式災害情資主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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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災害兵棋臺：為更貼近各單位災害演練現況，以之前單一災害

(淹水、坡地、地震)兵棋臺開發經驗，打造複合式災害兵棋臺，

提供多元災害複合應用情境，俾利各單位災害演練之用。 

(五) 後臺管理系統：透過便捷設定機制，提供系統管理者、各層級管

理人員管理各子系統功能，快速調整各功能介面與服務內容。 

四、 系統功能說明 

(一) 三維災害情資主題圖 

災防科技中心依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組需求，將豐富多

樣災害情資圖資組合出各式主題圖，並運用三維視覺化地理資訊、響

應式網頁設計等資訊技術，開發跨載具之三維災害情資主題圖服務，

供各防救災機關及一般民眾查詢使用。 

1. 跨載具之響應式網頁設計 

考量行動載具普及，災害應變作業不再只是電腦上作業，災防科

技中心開發三維災害情資主題圖時，採用響應式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亦稱自適應網頁設計，讓網頁可隨著不同載具之螢幕解

析度而有不同之版面配置。尤其在行動裝置上，簡化繁瑣操作介面，

著重於災害情資訊息提供，提升災害情資主題圖查詢效率。(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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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響應式網頁設計 

2. 二維/三維地圖切換工具 

為增進災害情資主題圖三維視覺化效果，採用三維地理展示技術

－ArcGIS API for JavaScript 4.18 版開發，並提供三維模型以呈現立體

圖徵。亦提供平移與旋轉、三維(圖 2)及二維(圖 3)切換、指北等工具。 

 

圖 2、三維災害情資主題圖 

原災害情資網未提供底圖切換機制，災防科技中心開發時採納使

用者回饋意見，提供 6 種底圖類型以供切換。(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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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二維地圖及底圖切換機制 

3. 客製化感測物聯網圖資 

災防科技中心介接部分感測物聯網之即時數據，考量即時數據對

災害應變具高度參考價值，挑選 15 個感測物聯網圖資客製化即時數

據查詢模板，並製作成三維災害情資主題圖(圖 4)。客製化感測物聯

網圖資可再套用於其他災害情資主題圖上，擴充使用更為彈性。 

 

圖 4、交通串流及異常監測主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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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客製化專屬災害情資網 

新版災害情資網同樣提供各防救災機關自行組合各式災害情資

主題圖，並上架至專屬災害情資網(圖 5)之服務。客製化災害情資網

管理人員先至主系統上套疊所需相關圖資，並儲存成主題圖書籤，再

至後臺管理系統設定災害情資主題圖名稱、指定主題圖書籤及圖說資

訊等，即完成災害情資主題圖上架作業。 

 

圖 5、新北市災害情資網(範例) 

(二) 災害情資主題圖申請機制 

為建立防救災資訊服務共享機制，災防科技中心開發災害情資主

題圖申請網子系統，透過網路服務網址方式提供各界申請介接。申請

者透過線上申請機制，當審核通過取得主題圖介接金鑰(Token)後，即

可將災害情資主題圖服務導入所屬系統或網站(圖 6)，即時接收災防

科技中心提供之災害情資。考量服務量能，主題圖申請網目前優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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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各級政府機關，待服務能量提升再開放服務一般民眾。 

 

圖 6、領取金鑰啟用災害情資主題圖服務 

(三) 全災害兵棋臺 

鑑於各級政府在執行災害情境演練大都以紙本演練方式實施，災

防科技中心考量電子化兵棋臺可讓災害演練情境設定更具彈性。然而

由於災害發生不一定只是單一災害，為貼近各級政府災害演練腳本，

災防科技中心以全災害管理為目標，以三維地理資訊技術開發新版電

子化兵棋臺−全災害兵棋臺。全災害兵棋臺導入複合災害型態，納入

災害發生時序性，並引入「元件」概念，將各式災害演練腳本製作元

素以「元件」方式呈現，包含影像範圍計算、情境統計圖卡等，透過

各式元件互相搭配，組合成不同複合情境與處置作為，建構出完整複

合式災害演練腳本，流程架構如圖 7 所示，希冀全災害兵棋臺能更貼

近真實災害演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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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全災害兵棋臺流程架構圖 

1. 自訂專案名稱與專案權限設定 

為便利各級政府災害演練設定及保存災害演練成果，全災害兵棋

臺採專案形式，俾利使用者透過既有專案或新增專案快速開啟特定災

害演練，進行災害情境想定及處置作為設定作業。同時，因應災害演

練之參演局處眾多且有跨部會、縣市政府支援等情形，全災害兵棋臺

提供不同單位編輯或瀏覽權限。因此，規劃建立專案名稱者為專案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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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擁有者可依序開放編輯或瀏覽權限給特定使用者，亦可開放權

限給跨部會、縣市政府使用者(圖 8)。雖然災害演練設定作業時程較

長，考量資訊安全若閒置超過 30 分鐘將啟動自動登出機制。 

 

圖 8、全災害兵棋臺專案權限設定 

2. 多災害類型與演練事件之時序設定機制 

全災害兵棋臺建構複合式災害演練機制，允許使用者於專案中設

定多個災害類型進行演練，而各災害發生時序及影響時間則為演練重

點。因此全災害兵棋臺採用時間軸形式呈現，並以不同圖徵代表「情

境」與「處置」，方便使用者快速檢視。同時，考量複合災害演練，各

災害權責機關可能不同，為讓各單位關注其權責之災害演練腳本，提

供情境分類與權責單位快速篩選功能，俾利演練時可快速查找指定災

害或依權責單位查看災害演練腳本。(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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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以時間軸呈現複合災害演練情境與處置作為 

3. 情境與處置設定採元件模組化彈性設計 

為讓每個災害演練能完整呈現多災害類型與演練事件之各式情

境想定與處置作為，災防科技中心將各式災害演練元素以元件模組呈

現，透過元件組和成各式情境想定與處置作為，以完整呈現災害演練

內容(圖 10)。未來若需擴充其他災害類型之分析模組元件時，也易與

既有功能串接。 

 

圖 10、情境與處置設定採元件模組彈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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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災害兵棋臺目前提供的元件計有：影響範圍計算、情境統計圖

卡、描述文字紀錄、空間繪製工具、空間圖片套疊、路徑規劃工具等

6 種元件，各項元件用途如圖 11 所示。 

 

圖 11、情境與處置設定採元件模組彈性設計 

4. 案例說明 

以下提供 2 種情境，說明如何將演練文字透過全災害兵棋臺予以

呈現： 

(1) 演練情境 1 

時間 分類 情境說明 案例操作 

03/28 

06:00 

情境

1 

因應豪雨鋒面通過，氣象局預

報台南地區未來 24 小時本市

累積雨量將達 500 毫米 

◼ 以描述文字記錄標示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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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情境 1 之處置作為： 

時間 分類 處置說明 案例操作 

03/28 

06:30 

處置 

1-1 

開設豪雨應變中心，單位派員

進駐，並召開工作整備會議 

◼ 以淹水潛勢計算台南市 24

小時 500mm 淹水區域 

◼ 以空間繪製工具標示台南市

應變中心 

 

(2) 演練情境 2 

時間 分類 情境/處置說明 案例操作 

03/28 

14:00 

情境

2 

新化斷層錯動，發生芮氏規模

6.1 淺層地震，多處房屋倒塌，

◼ 以地震震度範圍計算新化斷

層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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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電力與通訊受損嚴重，

因部分民宅倒塌導致約 33 位

居民無法返家。 

◼ 以情境統計圖卡計算日間影

響人口、災害弱勢處所 

◼ 以空間繪製工具標示受災地

點 

 

演練情境 2 之處置作為 1： 

時間 分類 情境/處置說明 案例操作 

03/28 

14:30 

處置 

2-1 

將災情通報中央災害應變中

心，同步轉換為複合式災害應

變中心，負責先期災情訊息掌

握、警報傳遞及救災資源調派

及執行各項災害搶救及處置 

◼ 以空間繪製工具標示應變中

心 

◼ 以描述文字記錄標示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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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情境 2 之處置作為 2： 

時間 分類 情境/處置說明 案例操作 

03/28 

15:00 

處置 

2-2 

收容場所開設，啟動民生物資

發放作業，妥善照顧及維持災

民生活功能 

◼ 以環域工具計算倒塌房屋周

圍 1 公里 

◼ 以情境統計圖卡計算避難處

所 

◼ 以路徑規劃工具標示避難路

線 

 

演練情境 2 之處置作為 3： 

時間 分類 情境/處置說明 案例操作 

03/28 

15:30 

處置 

2-3 

建築物倒塌人命搜救，大量傷

病患醫療救護 

◼ 以環域工具計算倒塌房屋周

圍 5 公里 

◼ 以情境統計圖卡計算醫療院

所 

◼ 以路徑規劃工具標示傷患運

送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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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災防科技中心開發全災害決策圖台−災害情資網以服務各級政府

機關為主，輔助防救災人員即時掌握災害環境狀況，並讓各級指揮官

即時掌握現地防救災量能。新版災害情資網將於 2022 年 5 月上線服

務，災防科技中心會致力推廣給各領域界，提供跨域應用，廣納使用

者回饋意見。未來將持續以防災數位孿生為目標深化研發技術，支援

中央與縣市政府防減災與應變決策，提供更友善之防災科技與資訊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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