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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災害發生時成立應變小組，現地人員專職救災，指揮中心負責組織應變，為一般

災害處置標準作業程序。當災害發生於港區，含有各式油品、化學品等儲槽與貨

櫃，可能引發複合性的災害。目前指揮中心與現地救災人員傳遞資訊的內容大多

以口述或文件描述災情為主，無法滿足救災人員及決策者全盤掌握災情資訊隨時

間變化的情形，加上港區內油品與化學品可能產生的災害擴散無法適當的量化，

因此如何完整記錄災情隨時間變化的狀態，提供輔助決策的救災資訊，全面且快

速進行災情傳遞，遂為本研究之目的。 
本研究以臺北港為對象，利用 ALOHA 軟體進行丁二烯外洩擴散分析，將擴散模

擬結果展示於地理資訊系統，透過 CCTV、多媒體簡訊、災情影音上傳等方式呈

現即時災情的動態影像，並結合簡訊、語音、傳真等方式多元的傳遞災情。有效

降低指揮中心與現地人員對災害現況的資訊誤差，模擬結果可作為港區發生災害

的影響範圍參考之依據，藉由多方位的方式改善災情傳遞速度，提供救災單位精

準且即時的災情資訊，以提升救災決策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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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前言 

民國 99年莫拉克颱風，最大累積降雨量超過 3000公厘，造成台灣南部災情慘重。

當時災區對外聯繫與通訊中斷，災民無法利用市內電話與手機通話方式對外聯繫，

但部分災民仍可透過手機的微弱訊號將災情對外傳遞出來，使後續對於救災對象

與物資需求得以精確掌握，快速進行災害搶救作業。災害發生後，災情通報之精

度與頻率為掌握災情狀與救災成效之關鍵因素。但災害發生時，利用現有市內電

話與手機通報方式，無法精準的描述災害位置、狀況、影響範圍等救災重要資訊，

因此造成救災資源調度失常與無法精準救災的缺憾，尤其在劇烈天候環境下，對

於災情傳遞更為一嚴峻之挑戰。 
就目前國內各港區之災害防救作業，皆依據交通部相關規定進行，而在災情通報

部分大多採用室內電話、手機通話與簡訊、無線電等方式進行災情之口述與文字

描述，如此對於災害發生之位置、規模、與現況無法精準的描述與傳遞，如此可

能會降低救災效率。因此本研究以國內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台中港與高雄

港等港灣地區之災情通報流程為研究對象，建構多元化災情通報系統，提供港務

公司防災業務單位即時掌握災害之時、空特性，並為救災決策參考，進而提升救

災之精度，以達降低災害之目的。 

參、研究背景與目的 

臺灣為一海島國家，維繫經貿產能主要依賴海運與空運，其中港埠(Port)為水陸

運輸的門戶基地及國際貿易之樞紐，並為商船暫居處所與客貨集散之地，足以影

響一國政治與經濟之興衰。當港埠災害發生時，相關救災機制是否及時啟動，港

埠內外之災害防救設施是否足以滿足，達到災害抑制及災損降低之目的，亦為重

要之課題。就災害管理的角度分析港埠使用者所面臨的災害潛勢，可分為災害空

間（地）、災害類型（型）與災害時間（時）等三個向度；其中，災害空間係指

港埠中所有災害發生之有形環境（包括水域設施、隔浪設施、繫船設施、港勤船

舶及船舶修復設備與裝卸設備…等），災害類型包括了港埠使用者所可能面臨的

災害（包括海嘯襲堤、爆炸起火、護岸崩塌、結構物倒塌毀損等），災害時間則

是針對地與型在災前、災時以及災後三個階段重點防制之分界點。 
臺灣主要的貿易港埠包括了高雄港、臺中港、基隆港、臺北港、蘇澳港、安平港

與花蓮港，如何推動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之技術，整合災害空間、類型與時

間等三個向度，並針對這些港埠地區的特性與需求建立防救災體系，為本研究之

工作重點。此外考量防救災運作的整體與業務成效，港灣地區防救災體系必須能

夠配合中央、縣市到鄉鎮層級之指導原則，且依照各港灣所在縣市的自然環境及

社經背景之潛在因子，進行因地制宜規劃，並落實到港灣管理單位的防救災作業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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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以往的災情通報方式通以室內電話及行動電話為主，但往往人、事、時、地、物

等資訊無法透過室內電話及行動電話中完全的被描述出來。若採用多方位災情通

報方式，如多媒體簡訊、自動語音電話、網路自動傳真，配合手持裝置(PDA、

平板電腦)或 3G 手機的使用，可以達到災情可經由多個管道傳遞的方式。本研究

以開放原碼地理資訊系統 MapGuide Open Source 軟體為系統平台，依據國內基

隆港、臺北港、蘇澳港、台中港與高雄港等港灣地區之災情通報流程，開發具多

媒體簡訊、3G 手機上網、語音電話、網路傳真、Google KML 災情資訊下載等

多元災情通報功能，提供更完整的通報管道（圖 1），並利用 4D（3 度空間+時
間）展現災情歷程，期望能在侷限之通訊條件下提升港灣地區災情通報之精度。 

 
圖 1 多方位災情通報流程 

伍、研究成果 

一、消防隊車輛即時影音傳輸 

港務消防隊建置救災車輛即時現地影像傳輸單機系統，此系統將錄影設備設置於

防救災車輛上，進行即時錄影並傳輸影像至主控台，透過系統可將影像檔案輸出

成 AVI 檔，消防隊員於災後將影片放置網路上提供查看。為與網路防救災資料

庫系統進行整合，需將救災車輛即時影片傳輸至本系統中(如圖 2)，因此本系統

規劃救災車輛即時影片傳輸方式，以達即時資訊整合之目的。 

 
圖 2 即時影音災情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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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港務公司消防隊員駕駛配置即時現地影像傳輸系統的車輛至防救災現場時，系

統會即時回傳現場實況影像至系統伺服器，伺服器接收信號後會將影像顯示至螢

幕或投影布幕上並將內容儲存成 PMF 格式的檔案，使用者可透過系統提供之功

能將 PMF 檔案轉檔成 AVI 影音格式。AVI 檔為一般通用的影音檔，大部份電腦

均可播放，使用者可將此檔案上傳至影音平台供使用者觀看並儲存其資訊，而本

計畫將納入影音連結的網頁於 KML 或 KMZ 檔中，為地理資訊系統添加更多元

的即時災情影片資訊。圖 3 為防救災影像資訊處理示意圖。 

 
圖 3 防救災影像資訊處理示意圖 

二、港區 CCTV 監控 

CCTV(Closed-circuit Television)為港區內部即時監視系統，用以掌握港區人員及

環境狀況，提供災害發生時鄰近位置影像資料，並於災後提供事件影像資料。臺

北港區內，由基隆港務分公司臺北港營業處自行架設共六處 CCTV，港灣技術研

究中心架設二處 CCTV。為豐富本系統防救災資訊，提供即時的災害現場畫面，

透過空間位置的點選，監看 CCTV 即時畫面(如圖 4)。 

 
圖 4 臺北港區 CCTV 系統畫面 



2012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5 
 

三、多媒體災情資訊傳遞 

應用系統內的災情空間資訊新增、即時多媒體簡訊災況進行災情描述，結合動態

影像即時上傳，與災害建立關係，使用者除了透過文字描述、空間資訊與圖片等

方式得知災況，另可透過連續的影片動畫更清楚與直接的掌握災情(如圖 5)。 

 

圖 5 災情影片連結系統畫面 
系統中提供的災情通報與傳遞功能（如圖 6），主要使用簡訊和語音的方式將災

情發送至指定接收群組。 

 

圖 6 災情通報系統畫面 

四、災害境況模擬 

港區因地理環境特殊，除自然災害外，港區有各類油品、化學品儲槽設施，港區

內進駐各類廠商，鄰近腹地住有居民，需考量災害引發爆炸或毒化災害的擴散範

圍，作為決策支援的參考。本系統依據儲槽及北美應變災害模擬結果，提供儲槽

發生爆炸的可能範圍(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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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火災爆炸模擬空間資訊圖層展示 
化學品產生的毒化物擴散，以固定地點做基準，使用由美國環保署（EPA）與海

洋大氣署（NOAA）共同開發之 ALOHA（Areal Locations of Hazardous Atmospheres）
軟體，進行外洩擴散分析（如圖 8）。 

 
圖 8 ALOHA 模擬外洩擴散分析 

五、整合式即時災情資訊 

考慮港務人員實際使用之需求與港務消防隊救災系統，規劃增強即時災情資訊與

空間資訊之連結，讓使用者透過系統更能明瞭港區內所發生之災情與空間資訊。

整合項目包括災情歷程空間資訊更新、整合式災情通報、動態災情影音連結與港

區即時災情 KM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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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災情歷程空間資訊更新 

當災害發生時，使用者必須於本系統新增「事件」，在特定事件下「新增災害」，

並對災害現況進行災況更新，此為單一災害產生的事件。有鑒於日本地震引發海

嘯或八八水災造成的土石流所形成的堰塞湖，諸如此類的複合型災害愈趨頻繁，

而港區也有複合型災害發生的可能。港區地處臨海，船舶本身就運載可燃性物質

或危險品，各港區依屬性不同有著數量與品類相異的化學品和儲槽，當災害發生

時可能誘發其他災害，依據上述概念下修正系統，進行災情歷程資訊之更新。系

統依據不同災害進行災害歷程管理，於空間資訊上更新災害位置，並進行災害描

述(如圖 9)。 

 
圖 9 災害歷程更新系統畫面 

(二) 整合式災情通報 

系統在建置與開發的過程中，加入愈來愈多災情資訊，也依各港區的屬性不同進

行調整，身為輔助港區的防救災資料庫系統，必須有效的增加災情通報與災情資

訊之連結，今年度將災害與歷程以表列的方式，依事件、災害、時間做排序，提

供使用者進行管理，並結合語音通報和簡訊通報，更直覺且便利的進行災情資訊

的傳遞(如圖 10)。 

 
圖 10 整合式災情通報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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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態災情影音連結 

本計畫進行影音多媒體災情資訊傳遞模組的開發，使用者僅需持有 3G 手持裝置，

透過手持裝置之鏡頭進行影片錄製，再以 3G 上網的方式將影片傳送至系統，使

用者即可透過系統針對災情與即時影音進行配對(如圖 11)，提供多元、即時且符

合災況之資訊。就港務防隊而言，消防隊應變中心人員，可即時剪輯消防救災車

輛即時現地影像，並透過本計畫之多媒體災情資訊傳遞模組上傳即時救災情形，

以供指揮官與相關救災決策者參考。 

 
圖 11 動態災情影音連結系統畫面 

(四) 港區即時災情 KML 檔案 

去年度新增 Google KML 即時災情下載功能，其內容僅包含部分災情資訊，今年

度主要透過 Google KML 格式呈現災害位置、災況描述、災情影音資訊隨時間變

化歷程之４Ｄ空間（災害三度空間＋時間）之資訊展示，強化 Google KML 所提

供的災情資訊，使用者於系統內新增的災情資訊，在下載 Google KML 檔案後，

可更加結構化的使用 Google Earth 進行災情查詢（如圖 12）。 

 
圖 12 KML 結構化目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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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以樹狀結構進行分類，目錄內依災害歷程分為災害發生、災害階段與災害結

束，點選各項災害則開啟說明視窗，提供資訊包括災害類別、災害描述、發生時

間與影音影片資訊（如圖 13）。 

 
圖 13 KML 災情資訊視窗 

透過系統下載 KML 檔，會主動與系統進行災情同步與更新，使用者僅需下載一

次 KML 檔案，只要有連結網路，即可得知目前港區內災情狀況。 

陸、結論與建議 

災中應變過程中，成功的災情傳遞是災情掌握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本研究中提

出多方位災情通報系統包括「簡訊通報」、「電話語音通報」、「多媒體通報」、

「網路傳真」與「KML 即時災情資訊下載」等整合通報功能，可有效提升災情

傳遞之精度與時效，往往災害發生時交通、通訊、水電中斷的情形會影響災情傳

遞之品質，採多方位災情通報，可解決災情傳遞阻斷的問題。更進一步針對特定

災害進行災害境況模擬，提供毒化物擴散、火災爆炸等災害擴散範圍，做為決策

支援之參考。未來，若透過多媒體簡訊將具空間意涵的文字進行解譯，並結合地

理資訊系統的展示，可有效提供災害搶救時輔助決策分析所需之影音、空間與災

情資訊。而於未來之研究上，將考量納入開放之標準並結合更多的空間語意分析

能力，期望建構災情多媒體空間資訊服務，以提升本研究實用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