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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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度建置針對輻射災害的輻射情資模組，本平台營運涵蓋 3 個

子系統－災情網輻射情資模組、輔助系統及監控管理後台（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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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輻射災害模擬及家戶

訪問調查等資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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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期程進度詳如表 1 說明。 

表 1 計畫期程進度表 

工 作 項 目 
計畫執行進度 

5 6 7 8 9 10 11 

日期 5/14 5/21 5/31 6/15 6/30 7/25       10/31 11/23 

1.提交執行進度規劃表                             

2.資料庫處理 

電子地圖資彙整與分析                             

3.開發模組應用介面 

模組介面規劃與設計                             

4.空間資訊操作功能設計 

a. 主題圖圖層展示操作之功能 

b. 系統底圖採圖磚方式設計 

c. 地圖操作之功能                             

5.資料屬性查詢功能規劃與設計 

a. 頁面功能雛型 

b. EPZ3 公里內圖資建置 

c. 核電廠半徑 30 公里內，人口

及重要點位建置 

d. 核電廠村里疏散分區及分區

人口數資訊建置                             

6.資料屬性查詢功能規劃與設計 

a. 頁面功能開發與展示 

b. 劑量評估與境外核輻射擴散

模擬介接與展示 

c. 家庭訪問調查結果查詢與展

示 

d. 核電廠機組運轉情形及環境

輻射監測之即時數據展示 

e. 道路災況圖資套疊功能 

f. 民眾預警涵蓋率圖層套疊                             

 7.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與頁面雛型測試 (配合

核安演習時程初步規劃)                             

工作進度百分比（累積數） 5% 15% 25% 35% 40% 50% 55% 60% 65% 70% 75% 80% 90% 100% 

簽訂 M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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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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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圖 4 輻射災害情資模組系統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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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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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使用者權限規劃說明 

第二節 輻射災害情資網頁籤架構規劃 

本研究依據輻射災害應變之所需，規劃出五大主題頁籤設定，

分別如下(圖 6)： 

 

圖 6 輻射災害情資模組功能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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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故緊急搶救與調度 

以核能發電廠內核事故情況為主，隨時了解各核電廠運

作狀況、環境輻射偵測值，並於災時可得知電力、供水即時

狀態及道路狀況等資訊，如圖 7 至圖 12 圖示。 

 
 

圖 7 核電廠即時運轉狀態 圖 8 核電廠輻射偵測 

  

圖 9 電力資訊(一般時期) 圖 10 電力資訊(梅姬颱風案例) 

 
 

圖 11 供水即時資訊 圖 12 道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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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火山監測 

 

二、 輻射偵測 

 提供全台環境輻射偵測資訊、劑量評估系統分析與境

外輻射系統分析等資訊，並搭配大氣動態風向等，推測受災

位置與情況等如圖 14 至圖 18 圖示說明。 

 

 

 

圖 14 環境輻射偵測 圖 15 劑量評估系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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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境外輻射系統分析 圖 17 動態大氣觀測 

 

 

圖 18 風速觀測 

三、 疏散避難與收容 

 當輻射災害影像範圍擴及電廠周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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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至圖 29 圖示說明。 

 
 

圖 19 核電廠基礎設施分析-村里人口 圖 20 核電廠基礎設施分析-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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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核一廠民眾預警涵蓋率  圖 22 核二廠民眾預警涵蓋率 

  

圖 23 核三廠民眾預警涵蓋率 圖 24 核一廠疏散分區 

  

圖 25 核二廠疏散分區 圖 26 核三廠疏散分區 

  

圖 27 核一廠 3 公里區域劃分 圖 28 核二廠 3 公里區域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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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核三廠 3 公里區域劃分 

 

四、 民眾防護 

針對原能會提供輻射災害急救醫院及以民國 103年家庭

訪問訪查之資訊進行規劃設計，以快速提供資訊，如圖 30 至

圖 32 圖示說明。 

 

 

圖 30 輻傷醫院(級別) 圖 31 家庭訪問訪查資訊 

 

 

圖 32 民眾告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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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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至圖 39 圖示說明。 

  

圖 33 現地即時觀測 圖 34 現地訊息回報 

  

圖 35 災害情勢 圖 36 示警燈號 

 
 

圖 37 綜合研判指標 圖 38 一周內地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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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地震 CCTV 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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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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輻射災害相關資訊，包含核電廠即時運轉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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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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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嘗試開發災害情資服務平台-輻射災害情資模組，目前屬

初步雛形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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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內劑量評估系統分析與境外輻射擴散分析，目前屬人工更新資

料方式，未來可規劃即時性介接服務，透過即時介接方式，快速更新

資料。 

 現階段環境輻射偵測資訊為固定點位形式，然在災時會具有臨時

環境輻射偵測儀器為非固定點位，未來可將臨時點位納入規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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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資安檢測項目 

A.網站弱點掃描 

本次掃描係採用 Acunetix 軟體（Acunetix Vulnerability Scanner）

進行網站弱點掃描，按照契約規定，依「政府機關（構）資通安全

等級分級作業規定」，採資訊系統「高」等級執行相關防護基準，

且符合 2017 年 OWASP 所發布的最新十大 Web 弱點程式碼檢測。

今年度經檢測結果無任何高風險或中風險，3 項低風險，2 項普通

（對用戶無影響）（弱點掃描檢測結果）。 

 

弱點掃描檢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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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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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滲透測試報告 

災害情資服務平台【http://ceocdss.ncdr.nat.gov.tw/】，今年度經

測試結果並無高、中等級風險。 

 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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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系統壓力測試 

壓力測試（Stress Test）是用以驗證本中心災害情資服務平台

在大量負載下的穩定程度，系統的功能是否還能正常運作。此外，

隨著系統使用者人數的增加，可能會造成系統回應時間越來越慢，

甚至無法正常進行作業，透過壓力測試了解系統的負載上限，確保

在多少人數下操作系統，每位使用者所發出的請求（Request）都

能正常被處理，同時可以很快的將資訊回應（Response）給使用者。 

依現行本平台的使用者環境訂定壓力測試計畫，此測試係以

Simon Sadedin 所開發之軟體進行腳本錄製，模擬多人同時連線至

【http://ceocdss.ncdr.nat.gov.tw/】站台。 

操作情境與腳本說明如下： 

  模擬多人同時連線至災防科技中心環境主機。 

  待連線至災情網後，點擊災害發生時最常查看之頁籤，模擬

操作後資料回應時間。 

將上述情境之腳本匯入 JMeter 軟體進行壓力檢測，檢測結果

符合規範，詳細說明與統計結果數據展示如下： 

  30 人同時上線連線至本中心機房之回應時間：1.2 秒。 

  回應時間超過 10 秒的同時上線人數：300 人。 

  回應時間超過 20 秒的同時上線人數：600 人。 

  回應時間超過 30 秒的同時上線人數：1,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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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 30 人同時上線回應時間 1.2 秒 

 

模擬 300 人同時上線回應時間 10 秒 

 

模擬 600 人同時上線回應時間 2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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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 600 人同時上線回應時間 22 秒 

 

模擬 1,000 人同時上線回應時間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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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程式碼檢測 

本次掃描使用 HPE Security Fortify 軟體，於 107 年 10 月 5

日完成檢測，輻射災害情資模組無中、高以上風險。惟此項文件，

本中心列為機密等級，完整報告不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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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O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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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教育訓練 

三、 時間：107 年 7 月 11 日 14:00-17:00 

四、 地點：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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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簽訂合作備忘錄會議 

本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輻射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應用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一、時間：2018年 10月 31日（三）10:00-10:45 

 

二、地點：本會 4樓會議室   

 

三、流程： 

時間 流程 備註 

09:50-10:00 處長辦公室相見歡(陳主任) 其餘貴賓於會議室 

10:00-10:05 本會 廖處長家群 致詞  

10:05-10:1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陳主任宏宇 致詞 

 

10:10-10:11 雙方簽署備忘錄  

10:11-10:12 互贈紀念禮品  

10:12-10:15 大合照(於本處大門)  

10:15-10:45 參觀核安監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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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長官簽署備忘錄合影 

 

雙方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