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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情資研判作業說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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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行政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規定辦理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組織架構：依實務運作

為參謀、訊息、作業及行政等四個群組及

前進指揮所，下轄二十個功能分組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組織架構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行政院農委會
（水保局 林務局）

經濟部水利署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消防署

情資研判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召集

原住民委員會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指導

行政院新聞傳播處協助

4



 依規定成立後的運作包括：功能分組會議、工作會報及記者會

• 各單位分析研
判作業

依氣象資料變化，
隨時作業掌握情資

提供資訊

• 情資研判

配合工作會議召開
每日至少三次

情資綜整

• 工作會報

每日早午晚至少召開
三次

整體檢視

• 記者會

每日早午各針對防
災準備與救災情形

策略說明

科技研判 策略形成 策略協調 策略說明

各部會署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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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伯特颱風合計支援中央災害應變中心73小時、114人次；召開8次情資
研判會議、1次情資研判檢討策進會議；9次工作會報

尼伯特颱風應變支援工作說明

7月6日 09:30 第一次情資研判會議

10:30 應變小組長會議

14:30 海警發布，CEOC二級開設

14:45 視導工作會議 院長視導

20:30 陸警發布，CEOC一級開設

20:30 第二次情資研判會議

21:00 第一次工作會議

7月7日 08:00 第三次情資研判會議

09:00 第二次工作會議

14:00 第四次情資研判會議

15:00 第三次工作會議 院長視導

16:00 視導工作會議 總統視導

20:00 第五次情資研判會議

21:00 第四次工作會議

7月8日08:00 第六次情資研判會議

10:30 第五次工作會議 院長視導

15:00 第七次情資研判會議

16:00 第六次工作會議

18:00 視導工作會議 總統視導

20:00 第八次情資研判會議

21:00 第七次工作會議

7月9日08:00 第九次情資研判會議

09:00 第八次工作會議

14:00 情資研判檢討會議

14:30 海警解除

17:00 第九次工作會議 院長視導

17:30 CEOC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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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伯特颱風應變作業

總統、院長視導災害應變中心

指揮官主持情資研判會議部長視導中心應變作業

院長藉災害情資網了解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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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蘭蒂、馬勒卡颱風應變作業

總統視導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院長視導工作會議

院長視導情資研判組 院長視導情資研判組



情資研判組 -「決策支援」

 情資研判組因應「決策支援」的需求，完成組織明確分工，建構跨單位
資料傳遞與流程等工作，並持續精進各單位預警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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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災防科技中心

國家災防科技中心



應變情資的層次

啟動階段:
氣象局發布海上警報後，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開設

整備階段:
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後，中
央災害應變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

應變階段:
颱風的暴風圈開始接觸台灣的沿
岸，本島風雨開始加大

復原階段:
颱風暴風圈逐漸遠離台灣陸地，
風雨逐漸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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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颱風情境為例

 本階段以風險預報為主

 提供整場應變可能發生
災害之風險分析

 本階段以災害預測為主

 預報災害區位與規模

 提出應變建議

 本階段以災害監測為主

 評估災害衝擊程度

 提出救災搶險調度建議

 本階段以持續災害監測
與預防二次災害為主

 評估二次災害發生之可
能性，作為持續開設或
解編之建議

應變資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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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流程

一. 氣象報告 (氣象局)

二. 水象災害預警報告 (水利署、營建署)

三. 土石流災害預警報告 (水保局)

四. 交通災害預警報告 (公路總局)

五. 防災資訊綜整與通報單確認 (災防科技中心)

六. 災防辦說明

七. 主席裁示

情資研判會議流程

 情資研判會議每日至少召開三次(早、午、晚)，針對需要可不定時加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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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情資 (一)

 不同階段，針對每階段需求提供最新颱風動態、定量降雨預報及可能致災
天氣因素

①
②

8/7 05時

08/07 20L – 08/08 08L 08/08 08L – 08/08 20L

第二次分析研判 第五次分析研判 第六次分析研判 氣象局根據最新
的氣象資訊，修
正颱風路徑預報

登陸位置花東(偏南) 登陸位置北修 登陸位置北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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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象預報具有高度不確定性，氣象局會依最新的氣象變化，滾動式
修正降雨預測資訊

太平山
1346 毫米

多納林道
917毫米

地區 宜蘭 高雄

實際 1346 mm 917 mm

第一次情資研判 700-1000 600-900

第二次情資研判 700-1000 600-900

第三次情資研判 700-1000 600-900

第四次情資研判 700-1000 600-900

第五次情資研判 700-1000 600-900

第六次情資研判 1000-1300 600-900

第七次情資研判 1000-1300 600-900

第八次情資研判 1000-1300 600-900

第九次情資研判 1000-1300 800-1100

蘇迪勒颱風雨量預測與滾動修正

上
修 上

修

氣象情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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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的風災高風險區與高降雨區

預測降雨

 全台都為梅姬颱風風災高風險區。目前台北鞍部與花蓮測
站已測到14級以上陣風。須嚴防強風所造成的災害

 主要降雨縣市為宜蘭縣、花蓮縣、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市、嘉義縣市、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最大雨勢為
宜蘭山區，預估為900-1200毫米(上修)

風災高風險區

27日14時
~27日20時

28日02時
~28日08時

27日20時
~28日02時

颱風中心14級

10級強風

10級強風

7級暴風半徑250公里

實測陣風14級以上



各縣市應加強注意風浪重點區域

颱風接近(27日下午)：宜蘭、花蓮、

台東外海浪高預估約9-14公尺

颱風通過(27日晚間)：澎湖外海浪高

預估約8-10公尺

波高(公尺)

蘇澳
16:37

27日下午漲潮時間

花蓮
16:38

台東
16:32

澎湖
21:14

台東外海已監測到5.1公尺浪高

花蓮外海已監測到9.3公尺浪高

蘇澳外海已監測到8.8公尺浪高

台東外海已監測到11公尺浪高



水象情資 (一)

 水利署根據氣象預報資訊提供現在、最近6小時、與未來24小時內水災
預警資訊。營建署也提供各地都市計畫區淹水預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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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象情資 (二)

 水利署除了提供各地淹水警戒資訊外，亦提供水庫放流警戒、河川水位警
戒、供水濁度預警、河口潮位預警等資訊，供防災準備及避險操作使用

 若災害發生，也掌握停水、停電及淹水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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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象情資

 土象情資包括水保局提供的土石流警戒資訊、公路總局的道路橋梁封阻
資訊、以及災防科技中心提供坡地崩塌風險

 災情發生，提供災害情資供後續衝擊分析

 不同時段土石流警戒資訊  公路防災預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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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情報小組 (災情)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空間情報小組由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指揮)、
災防科技中心(召集)、國防部、地政司、空中勤務總隊、國土測繪
中心、水利署、民用航空局、公路總局、水土保持局 、林務局農林
航空測量所、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以及國研院所屬
之太空中心、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等聯合組成作業

 運用軍機、直升機、衛星(微波、雷達)、無人飛機等飛行載具實施
災區空照作業，可突破交通受阻即時掌握災情

無人機 直升機衛星 軍機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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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資綜整與建議

 災防科技中心彙整氣象、水象與土象預警情資，針對災害風險與衝擊
提出防災操作建議

 並將彙整與建議資訊製作成情資研判組通報單，於情資研判會議中經
各單位檢視無誤後，送交參謀群組發送各單位及地方政府參考

 坡地災害風險分析與撤離建議  情資研判組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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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伯特、莫蘭蒂、梅姬颱風災情比較

颱風靠近大陸時，強度均有減弱

死亡人數與經濟損失均較大陸少許多

死亡(含失蹤)人數 經濟損失(新台幣億元)

資料來源：
臺灣：EMIC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 - 災害情報站 portal.emic.gov.tw/
大陸：（梅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http://www.mca.gov.cn/article/yw/jzjz/zqkb/zqhz/201609/20160900001943.shtml

（莫蘭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www.mca.gov.cn/article/yw/jzjz/zqkb/zqhz/201609/20160900001798.shtml
（尼伯特）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7-17/7942280.shtml

中國新聞網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7-15/7939740.shtml

(44)

(39)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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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廣島縣2014年8月20日土石流的地理位置

廣島縣

廣島市

面積：8,476.95 km²
人口數：2百80萬人
山坡地面積：70%
土石流災害危險地：3萬1987處(全日本最多)

災區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7/Hiroshima_in_Hiroshima_Prefecture.pn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d/d7/Hiroshima_in_Hiroshima_Prefecture.png


日本受鋒面影響廣島地區因豪雨成災

 8月19日鋒面系統自黃海逐漸東移影響日本附近海面，鋒面前緣的
強烈西南風引發強降雨系統的持續發展

 20日凌晨有一強烈對流系統通過日本西部地區，導致廣島地區發
生短時間的強烈暴雨事件

強降雨系統

冷鋒

滯留鋒



降雨觀測

3:20災害發生

資料來源：日本國土交通省



日本廣島縣廣島市安佐南區災後影像(八
木)

400m

750m

500m

600m



日本災害警報發佈與疏散避難

類別 約束力 根據法律

避難準備情報
根據實際狀況而判斷可能發布避難勸告或避
難指示，因此發布避難準備

無法律根據，由各市或區
域防災計畫所訂立的

避難勸告 促使居民採取疏散避難行動 災害對策基本法

避難指示
對有受災的危險性而發布的命令，具有強制
的約束力。不遵照進行者，將予以強制實施

災害對策基本法以外法律，
如水防法、地滑等防止法、
自衛隊法等

• 氣象災害之警戒發佈是由氣象廳
負責，共有16種預報和7種警報

• 降雨持續或強度增加，累積降雨
量達到預估值時，發布豪雨警戒

• 依據降雨狀況、河川水位及坡地
災害危險度等資訊，地方政府將
進一步發佈土砂災害及洪水警戒



日本政府應變作為

03：20 發生土砂災害淹沒民宅

04：15 廣島市安佐北區的部分地區避難勸告

04：20 首相官邸設置危機管理中心聯絡訊息

11：15 中央政府在廣島縣現地設置災害對策室

07：40 陸上自衛隊派員28人抵達安佐南區救援

01：15 廣島市災害警戒本部設置

03：30 廣島市災害對策本部設置

04：30 廣島市安佐南區的部分地區避難勸告

06：00 廣島縣災害對策本部會議，首重人命救援

07：58 廣島市安佐南區的部分地區避難指示

(此數據至23日，已增至800名)

20日

21日 10：00 廣島縣 第10報，始掌握八木三丁目死亡失蹤狀況

晚 間 發佈資訊：有關收容所開設、災民安置工作

＊資料來源：廣島縣災害對策本部處置報

第二天



8/7 19:00
完成疏散撤離
累積雨量: 120mm

8/7 17:00
黃色警戒
累積雨量: 80mm

8/8 05:00
紅色警戒
累積雨量: 310mm

警戒基準值:350mm

8/8 07:40

發生災害
時雨量: 22mm
累積雨量: 410mm

土石流警戒區預報時序

桃園市復興區合流部落
災害發生歷程(蘇迪勒)

情資
提醒

8/7 12:00
自主疏散撤離
累積雨量: 30mm

8/7 02:30

陸警
指揮官
(強制)

院長
(檢核)

情資研判時序 8/8 04:30

颱風登陸



災害情資服務平台

情資整合與分享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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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情資整合服務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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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圖表說明-情資圖像化，快速呈現防災時空資訊

▍ 快-每日情勢- 衛星雷達、示警燈號、警戒區域、現地觀測、供水情勢、預警

▍ 易-易讀易懂- 本日情勢、豪大雨、颱風、地震、災害潛勢地圖

▍ 通-專業服務- 氣象、坡地洪水、地震、社會經濟

點選頁籤

地圖同步顯示

1

2

3

4

雙層頁籤操作 : 呈現紅色頁

籤為發布示警的資訊
訊息視窗同步顯

示頁籤傳達資訊

顯示地圖範圍內

的水文統計資訊

輔助性功能 : 定

位、連結與登入

輔助系統等

氣象預警資訊坡地災害
社福收容



 持續地方推廣應用：首長決策輔助

提供縣市政府防災人員每日災害資訊

第一線災防人員的教育訓練

鄉鎮區人員講習

長官情資參考(情資研判輔助資訊)

 學研合作：細緻化資料庫

科技部「中央與地方災害情資整合」計畫

105年度推動策略：12所大學+縣市

精進災害情資時空間解析度

促進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分享

推廣-地方決策輔助系統 (2)

104年度拜訪（17縣市）

105年度已規劃拜訪及教育訓練（20縣市）

台南(105.08.09)

台中(105.07.26)

桃園(105.08.03)

台北(105.04.21，04.28)

高雄(105.05.16)

屏東(105.04.21)
(07.29)

雲林(105.04.21)

台東(105.04.21)

宜蘭(104.01.14)

台南(103.12.02)

新北(103.10.21)

台中(104.02.05 )

桃園(104.01.14)

台北(104.02.06，2.10 )

高雄(104.02.16 )

屏東(104.06.02)

新竹(104.03.16 )

苗栗(104.04.13 )

南投(104.04.08)

台東(104.03.03 )

嘉義(104.04.21)

花蓮(104.05.12)

基隆(104.06.10 )

雲林(104.7.17 )

彰化(104.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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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105.06.24)

嘉義市(105.05.27)

宜蘭(105.07.11)

註：至105年7月底完成 13縣市拜訪及教育訓練

新北(105.04.14)

新竹縣(105.01.19)

基隆(105.07.01)

彰化(105.08.12)

花蓮(規劃中)

苗栗(規劃中)金門(08.09)

澎湖(08.31)

新竹市(105.08.12)



地方決策輔助系統使用狀況

• 8月6日~8月8日 (2015年，蘇迪勒颱風)

• 共20個縣市，7,492人次瀏覽

• 7月5日~7月9日 17:00（2016年，尼伯特颱風)

• 共19個縣市，10,539人次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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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示警平台之瀏覽情形 (Google為例)

Google Crisis Map

 2013年啟用，利用 Google Crisis Map 及Google Public Alerts

觀看災害示警平台資料量

 蘇力颱風(7/10-14)   約130萬次
(2死1失蹤，123傷)

Google Public Alerts

 2014年約1,200萬次，利用
Google Search 及Google Now功
能觀看災害示警平台資料量

聚落:桐林社區
聚落規模:60戶以上

地層滑動:否
緊鄰危險邊坡:是

期望有效減輕災害事件之危害，形成低災害、低風險的社會

 2015年約1,600萬次，利用
Google Search 及Google Now功能
觀看災害示警平台資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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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廣播服務-策略研擬

▍ 日本311地震災後，國安會研析
行動通訊「細胞廣播服務」於防
救災應用

• 台灣南北長約400公里，東西寬
僅約150公里，幅員小且人口密
集。區域型地震預警僅對震央
70公里外的地區有效，70公里
內則屬於地震預警的盲區，較
難在強震波到達前收到地震警
報

• 可運用在其他相關颱洪預警災
害，預警時間相對較長

▍ NCC策略：擬於發放4G行動寬
頻業務執照時，要求行動通訊
業者，提供災防細胞廣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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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洪水緊急速報 美國龍捲風速報



災害示警細胞廣播傳遞流程

政府來源端 訊息統整與派送 訊息傳送管道 應用端

細胞廣播服務

APP開發者

自動化防災系統

災害訊息廣播平台
(CBE)

基礎網路

行動寬頻業者(CBC)

Alert Gateway

CMSP Gateway

Internet 
Gateway

中央部會/地方政府

手動圈選發布

防救災訊息服務平台

自動化系統發布

地震速報、土石流警
戒、公路災害、預警
封閉、停班停課資
訊、水庫洩洪等等

CMAC (※2)

CAP-TWP

(※1) CAP-TWP： 共通示警協議-台灣子標準
(※2) CMAC：行動寬頻示警系統-示警閘道至行動寬頻系統閘道介面協定

CAP-TWP(※1)



時間 作業

15:53:24.4 地震發生

15:57:50.43 氣象局發出一則「地震報告」

15:57:51.00 CBE收到氣象局發出的一則「地震報告」

15:57:51.13 CBE自動送出一則通報給通訊業者CBC

15:57:51 起 五家行動通訊業者發送至手機端

•地震發生時間：15時53分24.4秒

•震央與規模：花蓮縣政府南偏西方59.4公里，芮氏規模4.7

•地震報告發布：震度及規模達到中央氣象局發布的標準，

地震訊息經過細胞廣播平台(CBE)，自動直接傳達至行動通

訊業者(CBC)

• 5月6日作業時序：

105年5月6日氣象局發送「地震報告」之傳送說明

黃色為本次氣象局CBS發送區域



CMAC (※2)

災害示警細胞廣播傳遞流程 (案例1)

政府來源端 訊息統整與派送 訊息傳送管道 應用端

中央部會/地方政府

2016年5月6日地震訊息傳送時序

地震發生：15:53
源頭訊息：15:57:50.43

15:57:51.00

15:57:51.13

20則 ?

手機端

災害訊息廣播平台
(CBE)

基礎網路

行動寬頻業者(CBC)
Alert Gateway

CMSP Gateway

地震速報

(+1.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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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AC (※2)

災害示警細胞廣播傳遞流程 (案例2)

政府來源端 訊息統整與派送 訊息傳送管道 應用端

中央部會/地方政府

2016年5月12日地震訊息傳送時序

地震發生：11:17:14.8
源頭訊息：11:17:32.34

11:17:32.5000

11:17:32.7006

3G, 4G手機 ?

手機端

災害訊息廣播平台
(CBE)

基礎網路
行動寬頻業者(CBC)

Alert Gateway
CMSP Gateway

地震速報

(+0.16)

(+0.2)

39



CMAC (※2)

災害示警細胞廣播傳遞流程(案例3)

政府來源端 訊息統整與派送 訊息傳送管道 應用端

手機端

災害訊息廣播平台
(CBE)

基礎網路

行動寬頻業者(CBC)

Alert Gateway CMSP Gateway

中央部會/地方政府

2016年11月25日地震報告傳送時序

地震發生：05:55:05.5
訊息送出：06:04:42.512

06:04:43.343

06:04:44.184

地震報告

(+0.831)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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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情資平台

社群情資蒐整與應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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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網路於災害防救之應用

來源聲量分布統計

災害事件關鍵字分析

社群來源分析

社群搜尋

社群網站

部落格

討論區

社群分析
&統計



案例 :   (06/14/2015)  台北豪雨



台北豪雨 (6/14) – 網路資料來源

抓取總樣本數: 152 與主題無關: 30 
相關度: 80.3 %         不相關度: 19.7%

社群網路來源: 11個
(關鍵字檢索 : (淹水|淹大水|暴雨)&( 台北|文山區..))



台北豪雨(6/14) – 詞彙頻率統計

搜尋結果經人工檢視統計



台北豪雨 (6/14)– 災情綜整

從社群網路擷取資料，並經人工繪製27筆災情資料



台北豪雨(6/14) – 災情範例



台北豪雨(6/14) – 災情範例



社群網路災情時空間分佈圖資產製

• 綜整社群網路淹水災情資料

• 快速製圖時空間資訊展示

• 產制27筆社群網路淹水災情資料

災害時序 - 災點 & 災情圖

社群災情時空分佈綜整
(2015/6/14台北豪雨)

16:00 17:00

災後復原情況

20:00

15:52 聯合電子報報導
台北午後暴雨！ 大巨蛋旁也淹

13:00

降雨
開始

14：59
社群討
論開始

15:00

15：30
完成資
料擷取



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