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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情資決策圖台：救災資源佈署圖應用說明 

 

摘要 

重大災害發生時，地方第一線災害應變人員即刻出動至災害地點

進行救災作業，往往受限於救災時間、資訊設備限制，詳細地災害現

地資訊無法即時橫向傳遞給外縣市支援單位或縱向傳遞給上級單位。

因此，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運用網路服

務、地理資訊三維等技術，開發三維視覺化之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

提供第一線災害應變人員簡易製圖工具，且可快速分享製圖資訊，讓

支援單位及各級指揮官能掌握現地情形，有助於快速、彈性的資源調

度分派作業，落實科技應用與資訊共享之目標。                                                                                                                                                      

一、 前言 

2018 年災防科技中心與內政部消防署合作，由災防科技中心運

用視覺化設計，結合地理圖資技術，開發「災害情資決策圖台」，提

供各級政府災害應變人員使用，以利全方位掌握災害情資變化趨勢。

黃俊宏、蘇文瑞、楊鈞宏、張子瑩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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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防科技中心考量災害應變單位有電子繪圖需求，2019 年「災害情資

決策圖台」功能擴充時，依需求新增「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功能

包含兩大模組： 

(一). 救災資源佈署圖繪圖模組(簡稱繪圖模組)：提供第一線災害應變

人員於災害現地，繪製災情現況及救災資源分布情形。 

(二). 救災資源佈署圖儀表板(簡稱儀表板)：提供支援單位及各級指揮

官查詢救災資源佈署情況，快速掌握現場救災量能。  

2020 年起災防科技中心與內政部消防署、新北市政府等單位合

作，推廣具三維視覺化之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期望能落實防救災科

技應用，邁向智慧災防之目標。 

二、 技術說明 

二維地理資訊技術已廣泛應用，但只能以平面綜觀整體局勢。三

維地理資訊技術則能提供不同俯視角度進行多面向檢視，若再加入三

維建物模型，產生比擬真實世界的三維視覺化空間資訊，將可提高救

災資源佈署圖的擬真度。 

災防科技中心開發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時，即導入三維視覺化地

理資訊技術，提供二維與三維展示切換功能(圖 1、圖 2)，便利災害應

變人員或指揮官自由切換不同維度之視角，以滿足不同災害應變情境

需求。 



 

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95 期, 2021/10 發行 

 

圖 1、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導入二維地理資訊技術 

 

圖 2、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導入三維地理資訊技術 

在災害情資決策圖台中，採用「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協會」(OGC)

標準規範的 ESRI i3S格式，其中介接由災防科技中心以財政部房屋

稅籍資料加值成具有建築材料、建物面積等屬性 1之三維建物框模型

(圖 3)。亦介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LOD1 三維建物模型服務。提供



 

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95 期, 2021/10 發行 

兩種不同屬性之三維建物框模型，供使用者自行選擇運用。 

 

圖 3、災防科技中心建置三維建物框模型 

三、 救災資源佈署圖繪圖模組 

繪圖模組主要提供第一線災害應變人員於災害現地繪製之用，考

量使用情境與一般網站操作有所不同，繪圖模組具有以下特點：  

(一). 戶外操作：介面採用色彩對比度高，戶外操作時介面清晰可見。 

(二). 操作簡單：以行動裝置(PAD)設計，去除不適於行動裝置之地圖

元素，以利於手勢操作繪製資訊，讓使用者快速標示災害資訊。 

(三). 即時共享：各單位可相互檢視佈署圖資訊，當使用者完成佈署圖

繪製後，即可將繪製成果傳送至儀表板提供檢視與共享。 

繪圖模組的重點功能，說明如下： 



 

5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95 期, 2021/10 發行 

(一). 災害事件一致性：繪圖模組已整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EMIC系

統」之災害應變名稱，使用者選擇災害事件後即可開始新增佈署

圖，且單一災害事件可建立多個佈署圖(圖4)。考量小型災害事件，

應變中心可能尚未開設，繪圖模組亦提供使用者可自行設定臨時

的災害事件，以利進行佈署圖繪製工作。 

 

圖 4、佈署圖新增與編輯 

(二). 繪圖協作機制：災害應變發生時，大多是多個救災單位進駐災害

現場，因此設計繪圖協作機制，允許多位使用者對同一幅佈署圖

進行新增、編輯之繪圖作業，以達到共同繪製、即時佈署的成效。

繪圖協作機制提供下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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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共同編輯之使用人數及帳號名稱，以利使用者掌握繪圖

協作之人員資訊。 

2. 圖層編輯鎖定：使用者編輯佈署圖時，被編輯之圖層將被鎖

定(圖5)，其他使用者將無法對該圖資進行編輯，以避免彼此

覆蓋，而遺失重要的編輯資訊。 

 

圖 5、編輯佈署圖之鎖定狀態 

3. 編輯逾時機制：為避免使用者啟動佈署圖編輯協作後，卻長

時間閒置造成其他使用者因為鎖定狀態而無法編輯，繪圖協

作機制會於閒置超過5分鐘時跳出警示訊息，使用者若無回

應，則解除該使用者之編輯狀態，以利其他使用者進行圖層

編輯作業。 

(三). 與國際使用圖式設計結合：因應國際救災佈署需求，災防科技中

心設計圖示，建立了六大類310種圖例圖示(如表1)，並以顏色區

分不同類別，採用代碼組合區分不同國家、縣市或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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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圖式大類清單 

 

(四). 成果檢視：重大災情發生時，繪圖模組將會有眾多單位在繪製災

害情資及救災資源資訊，因此繪圖模組除了繪製功能外，也提供

檢視其他災害應變單位之繪製資訊，以利相互確認救災資源佈署

現況，可適時進行人員或機具調度。此外，亦提供框選統計功能，

讓現場指揮官能對特定區域進行災情、人員、機具之統計分析(圖

6)，以了解特定區域救災進度，掌握最新情況，期能迅速、有效

地控制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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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佈署圖框選統計功能 

四、 救災資源佈署圖儀表板 

儀表板主要彙整各災害應變單位佈署圖成果，提供指揮官掌握災

害現場救災佈署狀況。儀表板具有以下特點： 

(一). 快速查找：考量佈署圖繪製數量增加導致檢視不易，因此採取應

變事件、佈署圖篩選機制，運用時間區間或關鍵字快速查詢佈署

圖成果。 

(二). 資訊易讀：為讓指揮官快速掌握現場救災量能，運用圖卡快速呈

現佈署圖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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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地圖強化：發生重大災害時，指揮官需了解災害周邊環境，因此

採用三維地理資訊展示技術，納入三維地形圖及三維建物模型提

供套疊之用，以利指揮官透過不同視角評估災害情勢。 

此外，儀表板提供具彈性之介面空間，並加入多元實用工具，提

供檢視災害現場佈署狀況，儀表板的重點功能說明如下： 

(一). 多樣性地圖維度及底圖服務 

1. 地圖維度：介面提供二維/ 三維展示模式切換鍵，使用者可

自行切換至二維模式或三維模式(圖7)，地圖操作工具也會依

據不同維度置換為所屬的工具按鈕。 

2. 地圖底圖：提供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圖7)與

衛星影像兩種底圖套疊。 

 

圖 7、三維維度之通用版電子地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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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維建物模型：提供災防科技中心的三維建物框模型及內政

部國土測繪中心LOD1三維建物模型服務。 

(二). 佈署統計查詢 

1. 圖卡式統計資訊：為讓使用者一目了然佈署圖統計資訊，採

用圖卡式介面呈現佈署圖統計資訊，統計分類簡化為建物、

救災單位、人員受困、現場佈署單位、救災資源五種資訊。 

2. 自訂查詢範圍：各級指揮官大多以行政區界了解各地救災資

訊，儀表板提供以行政區進行佈署圖統計分析。然而，小區

域災害若用行政區統計方式，將無法明確得知特定範圍之佈

署圖統計資訊，故儀表板也提供使用者自行繪製統計區域，

進而統計該範圍之救災資源佈署統計資訊。(圖8) 

 

圖 8、自訂範圍救災資源佈署資訊統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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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佈署資料清冊：使用者點選圖卡後，佈署資料清冊會以

表格方式展示於地圖下方，並以圖文連動方式提供快速查找，

以顯示特定佈署資料之地理位置與詳細資訊。 

(三). 災點路徑規劃：交通路線規劃對於指揮官及災害應變人員是重要

參考資訊，儀表板導入HERE Maps API服務，開發阻斷點路徑規

劃功能，由使用者自行選定多筆道路阻斷點或封閉區域，路徑分

析即可避開該位置，進而提供最適路徑(圖9)。 

 

圖 9、災點路徑規劃功能 

五、 應用推廣 

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自 2020 年起陸續與災害應變單位合作，推

廣活動說明如下： 

(一). 2020年國家防災日大規模震災消防救災動員演練 

演練情境設定在南部中洲斷層發生規模 6.9 地震，造成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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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600 人死亡、1 萬 2,000 餘棟建築物倒塌之嚴重災情，內政部消防

署運用繪圖模組現場繪製救災支援集結據點，國軍、各縣市及國際救

援隊之支援人力及運輸路線。災害據點指揮官及應變中心則透過儀表

板查詢救災佈署及支援調度現況。(圖 10) 

 

圖 10、2020 年國家防災日演練 

(二). 新北市政府「救災佈署圖」推廣活動 

2021 年 3 月 29 日假新北市政府災害應變中心，舉辦「救災佈署

圖」推廣活動，由新北市政府各消防大隊派員參加。演練情境設定為

當新北市某處發生大火，消防大隊人員如何利用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

繪製火場範圍、消防車配置、水線佈署等資訊，並如何透過儀表板查

詢繪製之佈署圖。(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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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新北市政府「救災佈署圖」推廣活動 

(三). 內政部消防署「救災佈署圖」教育訓練 

內政部消防署為使應變人員及救災人員於重大突發事件(如 0402

臺鐵 408 次太魯閣號事故)及重大災害發生時，具備災害現場繪製圖

資之能力，內政部消防署災害管理組分別於 2021 年 7 月 29 日及 8 月

3 日舉辦「救災佈署圖」教育訓練，由消防署輪值人員、緊急應變小

組、特種搜救隊、各港務消防隊、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及花蓮縣消防局

等人員參訓。災防科技中心透過實機展示，教導救災人員操作繪圖模

組功能，以繪製現地災情及救災資源分布情形，及運用儀表板查詢功

能，即時調閱佈署圖以提供各級政府指揮官進行決策。(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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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內政部消防署防災決策圖台「救災佈署圖」教育訓練 

(四). 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搶救組「救災佈署圖」教育訓練 

2021 年 9 月 30 日內政部消防署災害搶救組舉辦「救災佈署圖」

教育訓練，由各縣市消防機關災害搶救科及所屬大(中)隊派員參訓。 

六、 結語 

災防科技中心開發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使用對象主要設定為各

級政府之災害應變單位，其中繪圖模組提供災害應變人員現場繪圖功

能及多人繪圖協作機制，輔助災害應變人員於最短時間內繪製救災資

源佈署狀況；儀表板則彙整各災害應變單位之佈署圖，提供各級指揮

官即時掌握現地救災量能，同時亦導入三維展示模式以貼近真實地理

環境。在 2020 年 921 國家防災日實際操作，獲得相當不錯的評價。

災防科技中心已完成 5 場推廣活動，將持續推動救災資源佈署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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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用，以期落實智慧防災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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