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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目的 

「災害情資服務平台」(以下簡稱：情資網)是防救災資訊的發布

流通站，平台設計主軸係以串聯起中央部會、縣市政府及全台民眾共

同參與防救災為導向，協助中央部會對地方縣市的縱向資訊傳遞，並

串聯地方縣市之間的橫向聯絡，執行多面向的資訊傳遞(圖 1)。 

 

圖 1 災害情資服務平台與其子系統 

去年度以協助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建置針對輻射災

害的輻射災害情資模組，本平台營運涵蓋 3 個子系統－災情網輻射災

害情資模組、輔助系統及監控管理後台（圖 2）。今年度協助圖資更

新與資訊自動化介接，更新增地震情境模擬供 108 年核安第 25 號演

習之用。 

 

圖 2 輻射災害情資平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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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災害可能因不同災害發生，伴隨而來，因此本平台除情資網

既有水文、氣象、火山、地震等監測資訊外，更整合基礎點位資料、

輻射監測、輻射劑量評估、輻射預警涵蓋、境外輻射模擬及家庭訪問

訪查等資訊(如圖 3)。透過資訊的整合，縮短決策者決策判定時間，

降低災害之影響。 

 

圖 3 輻射災害情資網資訊整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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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期程 

本計畫自 108 年 5 月 14 日起至 12 月 20 日止，須完成 5 大工作

項目，包含提交執行進度規畫表、核安演習情境圖層呈現、機動式環

境輻射監測介面、自動擷取機關核子事故劑量評估系統輸出圖資及後

續動態功能設計，以及模組圖資更新，細部工作期程進度詳如表 1。 

 

表 1 計畫期程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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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輻射災害模組概述 

第一節 輻射災害情資模組規劃 

本計畫考量輻射災害應變時期及平時使用情境，進行輻射災

害情資模組規劃，分為輻射災害情資網(前台)，決策輔助系統(主系

統)及後台管理系統(後台)，以供各執掌人員使用。 

在權責規劃上，後台權限管理者與系統操作使用者為規劃區

別，皆具有使用輻射災害情資網(前台)與主系統(決策輔助系統)，

前者主要為情境式主題頁籤，後者則為應變時突發狀況之所需，需

彈性使用主系統做其他的資訊分析。而後台權限管理者則具有頁

籤新增與公告設定等功能(圖 4)。 

  

圖 4 使用者權限規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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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輻射災害情資網頁籤架構規劃 

本計畫依據輻射災害應變之所需，規劃出五大主題頁籤設定，

今年度更增加輻射災害情境下的地震衝擊情境分析，分別如下(圖 

5)： 

 

圖 5 輻射災害情資模組功能規劃 

一、 事故緊急搶救與調度 

以核能發電廠內核子事故情況為主為主，隨時了解各核

電廠運作狀況、環境輻射偵測值，並於災時可得知供電、供

水狀態，如圖 6 至圖 12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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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核電廠運轉狀態 圖 7 核電廠周遭輻射偵測 

  

圖 8 供電資訊(一般時期) 圖 9 供電資訊(梅姬颱風案例) 

 
 

圖 10 供水即時資訊 圖 11 道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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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火山監測 

 

二、 輻射偵測 

 提供全台環境輻射偵測資訊、劑量評估擴散模擬與境

外輻射災害擴等資訊，並搭配大氣動態風向等，推判受災物

位置與情況等如圖 13 至圖 17 圖示說明。 

 

 

 

圖 13 輻射監測(全) 圖 14 劑量評估系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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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境外輻射系統分析 圖 16 動態大氣觀測 

 

 

圖 17 風速觀測 

三、 疏散避難與收容 

 當輻射災害範圍擴及電廠周邊，將啟動疏散避難與收

容機制，藉由此頁籤類別內容能了解各別電廠周邊維生基礎

設施、疏散區域與人口分布在空間上相互關係，如圖 18 至

圖 28 圖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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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核電廠涵蓋分析-村里人口 圖 19 核電廠涵蓋分析-醫院 

  

圖 20 核一廠民眾預警涵蓋率  圖 21 核二廠民眾預警涵蓋率 

  

圖 22 核三廠民眾預警涵蓋率 圖 23 核一廠疏散分區 

  

圖 24 核二廠疏散分區 圖 25 核三廠疏散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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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核一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圖 27 核二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圖 28 核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四、 民眾防護 

針對原能會提供輻射災害急救醫院及家庭訪問訪查資

料進行規劃設計，以快速提供資訊，如圖 29 至圖 31 圖示

說明。 

  

圖 29 輻傷醫院(級別) 圖 30 民國 103 年家庭訪問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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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民眾告警資訊 

 

五、 其他情資 

包含本日情勢、颱風情資與地震情資等即時訊息，可藉

由此迅速得知，如圖 32 至圖 38 圖示說明。 

  

圖 32 現地即時觀測 圖 33 現地訊息回報 

  

圖 34 災害情勢 圖 35 示警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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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綜合研判指標 圖 37 一周內地震分布 

 

 

圖 38 地震 CCTV 監看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8 輻射災害情資模組電子地圖維護勞務採購案  

 

13 

 本年度模組能精進與更新 

第一節 模組功能精進 

一、 劑量評估系統分析 

107 年度嘗試將劑量系統評估分析資訊主題圖，當發生

輻射外洩情況，由核研所所提供的分析結果，藉由疊圖方式

呈現，將受到影響的民生基礎設施，呈現在本圖台上。本年

度考量縮短資訊傳遞時間，採自動化介接資訊方式。 

本資料將由本中心應用程式伺服器主動讀取核研所的

FTP 站台上 GeoTIFF 格式資料，嘗試建立自動化介接的形

式(圖 39)，進一步呈現在此頁籤圖台上。 

 

圖 39 介接流程圖 

左邊主題圖，疊加與民生點位，含學校、淨水廠、醫院、

消防隊與避難收容處所，搭配時間軸線，提供使用者選擇不

同時段，所涵蓋的民生基礎設施(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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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劑量評估系統分析圖 

二、 機動式環境輻射監測 

今年度考量當輻射災害發生時，輻射偵測中心將於事故

發生地點周邊布設機動式測站，藉由機動式測站資訊取得最

新輻射災害擴散狀態。是故此機動測站為臨時加設站點，並

有隨時移動之可能性。本計畫透過自動化介接方式，由本中

心應用程式伺服器讀取輻射偵測中心資料庫 csv 檔案(圖 

42)，寫進本中心資料庫伺服器中，由此能達到資料立即性的

傳輸(圖 41)。 

 

圖 41 自動化介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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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機動式表格欄位 

在主題圖呈現上，採用綠燈、黃燈與紅燈三種顏色燈號，

作為環境輻射值狀況(如表 2)，各個站點利用儀表板及歷線

呈現，可提供當下及過去環境輻射值之情況(圖 43)。 

表 2 環境輻射說明 

燈號 說明 

 
0.2 微西弗/時以下 : 一般背景輻射範圍 

 
0.2 ~ 20 微西弗/時 : 加強偵測調查 

 
20 微西弗/時以上 : 執行輻射緊急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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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環境輻射監測圖 

三、 核安演習情境規劃 

因應複合式災害之應變情境，今年核安第 25 號演習兵

棋推演設定以核能三廠因遭受地震災害侵襲，並伴隨地震災

害引發核電廠機組運轉中止，外電喪失、機組安全系統故障、

人為疏失等狀況使事故擴大成全面緊急事故之複合式災害

情境。前述災害情況，需緊急開設應變中心，啟動輻射災害

應變(圖 44 與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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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輻射災害各應變單位開設作業時序-1 

 

圖 45 輻射災害各應變單位開設作業時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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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利用本中心 TERIA 震損評估系統，針對地震衝

擊情境分析與模擬，提供原能會進行「108 年核安第 25 號

演習」演練腳本設定之參考。情境說明： 

 芮氏規模：7.0 

 位置：東經 120.70 度、北緯 22.06 度 (屏東縣) 

 深度：15 公里 

嘗試將等震度圖、可能受影響建物、可能受影響人口之

地區、受影響交通設施，以及受影響供水設施等資訊，以空

間化形式提供給原能會供演習之用(圖 46)。 

  

地動分布 受影響建物 

  

受影響人口 受影響交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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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響供水設施 108 年 7 月 26 日兵棋推演 

圖 46 地震情境模擬 

為執行「108 年核安第 25 號演習」資訊提供，原能會除

了利用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服務（CBS）、手機簡訊、市話

及民防廣播系統，對核三廠緊急應變計畫區 8 公里內的民眾

發放核子事故警報之外，本中心更協助透過官方 LINE帳號，

的輻射災害訊息訂閱服務，讓非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亦

可得知災害訊息(圖 47)。 

 

圖 47 本中心官方 LINE 輻射災害示警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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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既有功能圖資更新 

一、 家庭訪問訪查 

配合原能會定期進行核電廠周邊地區家庭訪問訪查結

果，於 107 年以嘗試將 103 年度家庭訪問訪查資訊地點及所

需特殊載具地點呈現在本系統圖台。今年度將協助新增 108

年家庭訪問訪查資訊，依據原能會提供家庭訪問訪查的地址

協助轉換為 WGS84 經緯度座標(表 3)，配合運具需求，提

供 0-3 公里與 3-8 公里區域劃分的分析結果呈現(圖 48)。 

表 3 家庭訪問訪查資料表內容(摘錄) 

地址 經度 緯度 需特殊載具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里 14 鄰南灣路信

義巷 1 弄 5 號 
120.7587 21.96779 V 

 

圖 48 108 年家庭訪問訪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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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警涵蓋率圖資更新 

前一年度協助呈現民眾預警涵蓋呈現，提供 0-3 公里與

3-8 公里內所涵蓋人口戶數及預警廣播涵蓋率等資訊(圖 49)，

今年度嘗試將涵蓋情形結合圖台呈現，透過圖層疊合能了解

每一處民眾預警警報站，其發出預警後所涵蓋情形(圖 50)。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圖 49 107 年民眾預警系統涵蓋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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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圖 50 108 年民眾預警系統涵蓋率測試圖 

三、 村里人口距離分析 

依據原能會緊急應變計畫區之村里劃設區分進行本主

題圖調整與設定。 

電廠 距離 鄉鎮區 村里 

核一廠 

3 公里 石門區 山溪里、石門里、尖鹿里、茂林里、草里里、乾華里 

5 公里 

石門區 

山溪里、石門里、尖鹿里、茂林里、草里里、乾華里、老梅里、富

基里 

金山區 永興里、西湖里、三界里、兩湖里 

三芝區 橫山里 

8 公里 石門區 

山溪里、石門里、尖鹿里、茂林里、草里里、乾華里、老梅里、富

基里、德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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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區 

永興里、西湖里、三界里、兩湖里、永興里、西湖里、三界里、兩

湖里、五湖里、六股里、重和里、清泉里、萬壽里、磺港里 

三芝區 橫山里、茂長里、圓山里、新庄里 

16 公里 

石門區 

山溪里、石門里、尖鹿里、茂林里、草里里、乾華里、老梅里、富

基里、德茂里 

金山區 

永興里、西湖里、三界里、兩湖里、永興里、西湖里、三界里、兩

湖里、五湖里、六股里、重和里、清泉里、萬壽里、磺港里、豐漁

里 

三芝區 
八賢里、古庄里、店子里、後厝里、茂長里、埔坪里、埔頭里、圓

山里、新庄里、福德里、橫山里、興華里、錫板里 

士林區 平等里、菁山里、陽明里、溪山里 

北投區 大屯里、泉源里、湖山里、湖田里 

淡水區 
中和里、屯山里、水源里、北投里、忠山里、忠寮里、埤島里、義

山里、賢孝里、樹興里、興仁里、蕃薯里 

萬里區 
大鵬里、中幅里、北基里、崁腳里、野柳里、溪底里、萬里里、龜

吼里、磺潭里、雙興里 

核二廠 

3 公里 

金山區 大同里、五湖里、和平里、金美里、磺港里、豐漁里 

萬里區 大鵬里、中幅里、北基里、野柳里、龜吼里、磺潭里、雙興里 

5 公里 

金山區 

大同里、五湖里、和平里、金美里、磺港里、豐漁里、六股里、西

湖里、美田里、重和里、清泉里、萬壽里 

萬里區 

大鵬里、中幅里、北基里、野柳里、龜吼里、磺潭里、雙興里、崁

腳里、溪底里、萬里里 

8 公里 

七堵區 友二里、瑪西里、瑪東里 

中山區 中和里、文化里、協和里、和慶里、德安里 

安樂區 中崙里、內寮里、武崙里、新崙里 

石門區 草里里 

金山區 

大同里、五湖里、和平里、金美里、磺港里、豐漁里、三界里、六

股里、西湖里、美田里、重和里、清泉里、萬壽里、永興里、兩湖

里 

萬里區 

大鵬里、中幅里、北基里、野柳里、龜吼里、磺潭里、雙興里、崁

腳里、溪底里、萬里里 

16 公里 

七堵區 

正明里、百福里、實踐里、長安里、長興里、正光里、富民里、永

平里、永安里、八德里、自強里、六堵里、泰安里、堵北里、堵南

里、瑪南里、瑪東里、瑪西里、友一里、友二里、 

中山區 新建里、安民里、安平里、中山里、民治里、中興里、仁正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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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里、通化里、居仁里、通明里、協和里、文化里、仙洞里、太白

里、西榮里、西華里、西定里、西康里、德和里、中和里、德安里、

和平里、和慶里 

中正區 

德義里、正義里、信義里、義重里、港通里、中船里、正船里、入

船里、中砂里、正砂里、真砂里、砂灣里、建國里、中濱里、海濱

里、社寮里、和憲里、平寮里、八斗里、碧砂里、長潭里、砂子里、

中正里、正濱里、新豐里、新富里 

仁愛區 

林泉里、花崗里、虹橋里、水錦里、智仁里、和明里、忠勇里、玉

田里、仁德里、博愛里、福仁里、誠仁里、吉仁里、育仁里、英仁

里、龍門里、德厚里、曲水里、崇文里、文安里、兆連里、獅球里、

書院里、朝棟里、明德里、同風里、文昌里、新店里、光華里 

安樂區 

西川里、定國里、新西里、定邦里、慈仁里、干城里、永康里、嘉

仁里、安和里、樂一里、外寮里、中崙里、內寮里、新崙里、三民

里、四維里、五福里、六合里、七賢里、鶯歌里、武崙里、長樂里、

興寮里、鶯安里、壯觀里 

信義區 

孝德里、孝忠里、仁壽里、仁義里、義昭里、義幸里、義民里、義

和里、智慧里、智誠里、禮儀里、禮東里、信綠里、東光里、東明

里、東安里、孝岡里、東信里、孝深里、孝賢里 

暖暖區 
八西里、八堵里、八南里、過港里、碇內里、碇和里、暖同里、暖

暖里、暖東里、暖西里、八中里、碇安里、碇祥里 

三芝區 
八賢里、新庄里、埔坪里、茂長里、橫山里、錫板里、福德里、圓

山里、店子里、興華里 

石門區 
德茂里、富基里、老梅里、山溪里、石門里、尖鹿里、乾華里、茂

林里、草里里 

汐止區 

義民里、禮門里、智慧里、信望里、橋東里、秀峰里、新昌里、復

興里、茄苳里、長安里、保安里、保長里、鄉長里、江北里、拱北

里、烘內里、八連里、樟樹里、北峰里、北山里、白雲里、東山里、

中興里、湖光里、仁德里、厚德里、忠孝里、自強里、文化里、金

龍里、福德里、興福里、康福里、忠山里、環河里、山光里、大同

里、崇德里、湖興里、長青里、福安里、秀山里、建成里、城中里、

湖蓮里、保新里 

金山區 

和平里、大同里、豐漁里、磺港里、美田里、五湖里、重和里、兩

湖里、六股里、三界里、清泉里、萬壽里、西湖里、永興里、金美

里 

淡水區 水源里 

瑞芳區 

龍山里、上天里、吉慶里、吉安里、傑魚里、深澳里、萬里里、龜

吼里、野柳里、大鵬里、磺潭里、雙興里、溪底里、中幅里、北基

里、崁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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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 

天福里、天和里、天山里、天玉里、天母里、永福里、公館里、新

安里、陽明里、菁山里、平等里、溪山里、翠山里、臨溪里、芝山

里、東山里、三玉里 

內湖區 

西湖里、西康里、西安里、港都里、港富里、港華里、內湖里、湖

濱里、紫星里、大湖里、金龍里、金瑞里、碧山里、紫雲里、清白

里、葫洲里、紫陽里、瑞陽里、五分里、東湖里、樂康里、內溝里、

湖興里、安湖里、秀湖里、安泰里、金湖里、康寧里、明湖里、麗

山里、寶湖里、南湖里 

北投區 
永和里、永欣里、奇岩里、林泉里、中心里、泉源里、湖山里、大

屯里、湖田里 

核三廠 

3 公里 恆春鎮 龍水里、山海里、大光里、水泉里、墾丁里、南灣里 

5 公里 

恆春鎮 

龍水里、山海里、大光里、水泉里、墾丁里、南灣里、山腳里、德

和里、城北里、城西里、城南里 

滿州鄉 永靖村 

8 公里 

恆春鎮 

龍水里、山海里、大光里、水泉里、墾丁里、南灣里、山腳里、德

和里、城北里、城西里、城南里、鵝鑾里、網紗里、四溝里、頭溝

里、仁壽里 

恆春鎮 永靖村、港口村 

16 公里 

牡丹鄉 四林村、石門村 

車城鄉 
田中村、保力村、後灣村、埔墘村、射寮村、海口村、統埔村、新

街村、溫泉村、福安村、福興村 

恆春鎮 

大光里、山海里、山腳里、仁壽里、水泉里、四溝里、南灣里、城

北里、城西里、城南里、茄湖里、網紗里、德和里、墾丁里、頭溝

里、龍水里、鵝鑾里 

滿州鄉 永靖村、里德村、長樂村、港口村、滿州村、響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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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村里人口距離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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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考量複合式災害情況下，輻射災害可能伴隨其他天然災害而發生，

而當核電廠發生輻射外洩，將會造成周邊地區受嚴重之影響，是故災

時緊急應變非常重要。而本中心目前所開發的災害情資服務平台，綜

整國內各天然災害即時監測與災害情資，並運用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開設時期情資研判重要科技技術。 

本計畫去年度將輻射災害相關資訊，包含核電廠運轉資訊、環境

輻射監測、境外與境內輻射災害評估分析，及核電廠周邊涵蓋民生基

礎設施等資訊，並結合災害情資服務平台之其他即時災害情資，以核

電廠發生事故作為背景設定，規劃出五大功能項目，事故緊急搶救與

調度、輻射偵測、疏散避難與收容、民眾防護及其他情資今年度更新

增地震情境模擬主題，再者，配合原能會客製化建立機動式環境輻射

監測介面主題圖，並採用資訊自動化介接方式，達到資訊傳輸的便利

性，以及各電廠民眾預警涵蓋分析的空間化呈現。此外更協助劑量評

估系統分析自動化介接、村里人口距離分析、108 年度家庭訪問訪查

資訊維護更新。進行開發輻射災害情資模組，以提供輻射災害應變時

期之用，縮短決策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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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本計畫嘗試開發災害情資服務平台-輻射災害情資模組，目前屬

開發測試階段，然災害屬即時性，能縮短應變決策時間，即降低災害

所帶來影響，下列提出建議事項： 

 協助核安演習情境(火山情境)協調與監測畫面規劃。 

 協助核安演習兵棋推演相關圖資於輻射災害情資網中呈現，

俾於本年度核安演習時使用。 

 依所提供資訊，完成車載移動環境輻射監測之即時數據顯示。 

 預警系統涵蓋率或涵蓋村里圖資。 

 開發預警系統涵蓋率單站開關功能，並套疊基礎設施。 

 介接核電廠預警系統成功發放訊號。 

 持續配合機關核三廠家庭訪問訪查結果，將緊急應變計畫區

內不同影響範圍需載具人數及人口點位分佈，標記於地圖對應

位置。 

 依後續需求更新既有圖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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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輻射災害情資模組電子地圖維護勞務採購案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 

項次 頁碼 審查說明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1 
內文第 6行，輻射情

資模組 

請修改為「輻射災害情資模

組」 

已調整文字說明。 

2 2 

內文第 3行，家戶訪

問調查等資訊等(如

圖 3) 

請修改為「家庭訪問訪查等

資訊(如圖 3)」 

已調整文字說明。 

3 5 
內文最後 1行，如圖

6至圖 11圖示 

請修改為「如圖 6至圖 12圖

示」 

已調整項目標號為正確

編碼。 

4 5 
內文第 3行，核事故

情況為主 

請修改為「核子事故情況為

主」 

已調整文字說明。 

5 6 
圖 7 廠區內輻射偵

測 

「廠區內」請修改為「核電

廠周遭」 

已調整文字說明。 

6 

6 

災害情資網圖與圖

7 廠內輻射偵測圖

示不一致 

截圖如下，無法顯示如圖 7

資訊 

 

將依照審查會議決議，調

整頁面呈現方式。 

7 

圖 13同上問題 

7 7 圖 10「供水資訊」 請修改「供水即時資訊」 已調整文字說明。 

8 8 

疏散避難及收容項

下核電廠基礎設施

分析之防護站 

截圖如下，無法顯示所在位

置 

此頁籤已確認可查詢核

一廠、核二廠與核三廠防

護站資訊，本中心可協助

瞭解貴會網路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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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頁碼 審查說明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9 8 

疏散避難及收容項

下之民眾預警涵蓋

率 

圖資無法呈現 已確認可呈現此各核電

廠民眾預警涵蓋率頁籤。 

 

10 8 

內文第 1行，輻射災

害影像範圍擴及電

廠周邊 

請修改為「輻射災害範圍擴

及電廠周邊」。 

已調整文字說明。 

11 

10、

圖

30 

內文第 1 行，「家戶

訪查」及圖 30「家戶

訪問調查」 

請修改為「家庭訪問訪查」 已調整文字說明。 

12 10 

民眾防護項下 請將輻傷醫院之行政院衛生

署 OO 醫院改為衛生福利部

OO醫院 

已完成共 6處資料名稱調

整為衛生福利部之醫院。 

13 13 內文第 8 行，「收容 請修改為「避難收容處所」 已調整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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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頁碼 審查說明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所」 

14 14 
「機動式環境福測

監測」 

請修改為「機動式環境輻射

監測」 

已調整文字說明。 

15 14 
內文第 2 行，「事故

發生底點」 

請修改為「事故發生地點」 已調整文字說明。 

16 21 

1.圖 49 107年度民

眾與警涵蓋率圖 

2.圖 50 108度民眾

與警涵蓋率圖 

請修改為 

1.「圖 49 107年民眾預警系

統涵蓋率圖」 

2.「圖 50 108年民眾預警系

統涵蓋率測試圖」 

已調整文字說明。 

17 22 
村里人口距離分析 請將表格加入區別，以便了

解村里相對應之區別 

已配合完成增加行政區

別欄位內容。 

18 28 

建議四、俟台電放射

實驗室與核技處協

調結果 

請刪除此句 遵照原能會建議辦理。 

 

19 28 

建議五、俟與台電放

射實驗室確認後執

行 

請刪除此句 遵照原能會建議辦理。 

20 其他 

未能即時呈現本會 57 站環

境監測站資料，另台電所設

站台亦無法提供環境監測資

料，請確認系統是否有自動

檢核機制。 

有關劑量評估系統及台電機

動式偵測儀器資料上載，請

於操作手冊中提供相關 SOP

程序。 

測試時，系統穩定性不足。 

功能介面右下角均為此資

訊，有無特殊原因，建議可

選擇性開啟多選項功能之設

定。 

 已確認目前無此機

制。 

 已於文本中增加資

料介接流程圖，以便

確認資料來源。 

 此區塊內容可由右

上角行政區別選取，

呈現核電廠周邊行

政區之雨量站、河川

水位、水庫及地震統

計資訊，建議可搭配

核子事故應變情境

使用。 

 本中心將配合內政

部統計處進行資料

更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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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頁碼 審查說明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有關系統後台人口更新(以

區或里方式統計)部分，請在

確認更新情形及做法。 

 

輻射災害情資模組操作手冊審查意見 

項次 審查說明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該村裡戶數(管理者系統

操作手冊 P.27) 

請修改為「該村里

戶數」 

已完成文字修正。 

2 
供應變緊急時期之用(管

理系統操作手冊 P.38) 

請修改為「供緊急

應變時期之用」 

遵照原能會建議辦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