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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 
提案成效表 

 

提案獎項 □創新獎  █精進獎（請自行勾選參獎獎項） 

提案機關 臺北市政府消防局 

提 案 人 
（或單位） 

災害管理科（主要提案人：葉俊興 50%、其他參與人：洪文彬 20%、

陳志雄 15%、黃翔麟 15%) 

提案主題 精進應變中心(EOC)災情蒐報作業品質 

提案緣起 

當重大災害發生時，非單一局處所能獨立完成搶救，皆必須動用

跨局處救災資源，而為統籌處理各項災害應變措施，本府則依「本市

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成立市級與區級災害應變中心（以

下簡稱 EOC）因應，而本市 EOC 新建大樓甫於 96 年 12 月 12 日落成啟

用（圖 1、2），已非設於原消防局大樓內，如無法有效迅速掌握正確

之災情資訊，將嚴重影響後續指揮調度。 

有鑑於重大災害發生時，往往第一時間即湧入眾多災情案件上千

筆災情資料【96 年 10 月柯羅莎颱風 2158 筆、97 年 9 月辛樂克颱風

1000 筆、97 年 9 月薔蜜颱風 1213 筆】，其來源複雜，包含：民眾直

接報案、里民系統轉報、119 轉報及 1999 轉報等，以往災情蒐報作業

方式，係仰賴人工電話記錄登打管制，即使各單位陸續發展自己之資

訊系統也無相互介接，案件重複登打，除浪費時間更可能因轉報而漏

接報案訊息，造成災情無法有效掌握，更因無功能性之群組分工，造

成部分救災資源閒置或超派之情事發生，無法將救災用的人力、設備

及物資迅速地因地制宜的部署，以致救災行動不能立即有效地執行。

因此，如何靈活運用資訊科技、通訊技術及組織管理分工理論，

是遂行災情發布、災情傳遞、救災資源調度及救災行動推展是否成功

的關鍵，也是 EOC 最基本之要求，藉由 EOC 災情蒐報作業資訊平台，

將可有效提昇災害緊急應變處理品質。 

實施過程 
及投入成本 

配合本市新建災害應變中心資通訊系統建置案，本局成立專案小

組並委託專業團隊協助專案管理及監造工作，以維持施作品質，期間

亦透過『本府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提供相關災害防救資訊、通

訊之建議及諮詢事項，做為系統修正改進之參考依據。 

整個建置案包含資通訊軟硬體設施，其中災情蒐報作業系統之軟

體開發經費約為 6,720,000 元，而為提昇 EOC 災情蒐報作業能力，除

了系統開發外，亦著手進行 EOC 作業模式的調整，並要求本府各防救

災單位協助系統定期測試及實施系統壓力測試，以適用性、互運性、

成熟度、時間效率等為品質要求準則。 

提案編號：9815B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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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過程 
及投入成本 

一、開發災情案件自動管理功能 
(一)困難點 

1.以往系統僅以颱風災害為主，故所列之災情類型皆以「風」或

「水」造成災情，並未考量其他災害（如地震災害可能造成建

築物倒塌、土壤液化..）。 

2.以往系統皆以單一災害專案為設計，如屬複合性災害（例如過

去曾發生過颱風時造成空難事件，或者颱風時同時造成地震災

害），將無法有效分別進行災情案件管制。 

3.以往系統未能依不同災害類型自動通報相關權責處理單位，必

須依賴 EOC 幕僚人員（管制組）依判斷填寫後，再交如繕打組

登入，始完成案件。 

4.當天然災害發生時，往往第一時間即湧入大量災情案件，且報

案者來自四面八方，以往系統未能自動初步過濾相同案件，造

成 EOC 幕僚人員管制困難，更可能造成重複派工情形。 

5.以往系統遠端者（權責處理單位）必須隨時上網重新讀取才可

瞭解是否有新案件登入，如遇夜間或凌晨往往會有遺漏，而必

須等待 EOC 幕僚人員通知始察覺，將延誤通報時間。 

6.以往系統案件處理進度之管制，皆仰賴 EOC 幕僚人員或研考會

督考人員之追蹤，如災情案件過多，將降低災情案件管制品質。

7.以往系統人工受理管制流程耗時：(1)受理組：電話受理填寫三

聯單、(2)管制組：填寫權責處理單位（有幾個權責單位就影印

幾份）、（3）權責單位拿到後電話聯絡追蹤（4）權責單位填寫 3

聯單拿回給繕打組將處理情形登打進去、(5)繕打組登打完成後

再將內容交還管制組完成案件管制流程。（所幸當時消防局 119

指揮中心和本市 EOC 在同一樓層，但現分隔二地）（圖 3） 

(二)突破策略 

1.依過去經驗將災害類別與災情類型先行歸納整理。 

2.定義不同災情類型所對應之「權責處理單位」，採自動通報模式。

3.系統設計自動警示管理案件功能及處理進度以不同顏色標記。

4.系統針對可能「重複案件」自動比對篩選。 

6.EOC 改採 ICS 功能編組，多層級災情案件管控。 

 

二、整合 119、1999 及民政 PDA 系統 
(一)困難點 

1.以往災情蒐報作業方式，係仰賴人工電話記錄登打管制（填寫

報案 3聯單），需要較多 EOC 幕僚人力協助，浪費重複繕打的時

間及增加錯誤的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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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往民眾或各區里幹事當發現災情案件，不管是否屬於「緊急

事故涉及人命危害事件」，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撥打 119，也因此

造成 119 專線擁塞佔線，反而急需緊急救助者無法報案，造成

消防救災救護品質降低。 

3.依「本市重大災害災情蒐報作業執行計畫」規定，消防、民政

及警察係屬於災情蒐報之主力，也因此本府民政局開發有「PDA

無線災情蒐報系統」，分配給予各里幹事執行災情蒐報之用，另

119 近年來亦開發一套「智慧型派遣系統」，雖可縮短災情查報

或報案時間，但如何與本系統介接，亦是亟待解決之問題。 

4.市府為提昇為民服務品質，自 96 年起開始擴大 1999 市民熱線

服務層面，並開發全新派工系統，從 96 年度平均每月服務 5 萬

通至 97 年底提升至平均每月服務 10 萬，而當天然災害發生時，

1999 亦同時轉換為服務諮詢中心，初期雖可避免民眾直接干擾

到各區 EOC 之運作，但因無與本系統介接，反而造成市級 EOC

幕僚人員必須重複受理（來自 1999）。 

(二)突破策略 

1.系統開發時應能與「119 智慧型派遣系統」、「民政局 PDA 災情蒐

報系統」及「1999 市民熱線系統」介接（含相對應災情類型、

案件格式、後續處理更新頻率等）。 

2.依自動化匯入功能，檢討災情蒐報流程，縮減幕僚作業人力。

三、結合緊急通報系統強化動員能力 
(一)困難點 

1.如何緊急動員各相關防救災單位立即搶救災或進駐 EOC 參與運

作，將嚴重影響整個災害處置成功與否，以往通報方式主要係

透過人工撥打電話告知，但其所需人力及時間甚大，後經採用

「手機簡訊群組」功能，雖可大量減少人力及縮短通報時間，

但仍會因手機關機或夜間簡訊未查覺等情事發生，並無法清楚

掌握是否已正確通報所屬人員及時間（以 93 年 911 超大豪雨事

件為例，係屬深夜突發性災害，反應時間不及，如以傳統一一

電話撥打方式通知，人員完全進駐時間超過 3小時以上）。 

(二)突破策略 

1.建置「一呼百應系統」，依動員類別律定群組成員，以語音方式

由系統依優先順序自動通報防救災人員。 

四、應用 GIS 地理資訊系統掌握災情發展趨勢 
(一)困難點 

1.以往系統並未提供災情案件定位功能，如要額外定位必須再重

新輸入，除浪費時間亦無法於同一作業平台掌握即時處理進

度，更無法掌握附近相關救災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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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1995 年日本阪神地震及 1999 年我國 921 地震為例，當發生

重大地震受災最嚴重之災區民眾往往通訊中斷無法立即報。 

 (二)突破策略 

1.當受理災情案件時，應用 GIS 地理資訊系統，可清楚掌握各項

防救災資訊。 

2.運用 GIS 整合相關防救單位 CCTV 監視系統，協助災情蒐報。 

3.運用 GIS 整合本局 101 遠端監控系統，進行大範圍主動勘災。

五、建置災情蒐報『備援』機制 
(一)困難點 

1.以往系統若因伺服器當機，當無法立即修復時即將造成災情案

件完全無法掌握。 

2.若通訊故障災情電話無法受理時，相關防救單位（警察、消防、

衛生、水利）雖設有無線電系統，但受限於頻道不同（VHF、UHF、

AM、FM），並無法互相通聯介接，造成通訊盲點。 

(二)突破策略 

1.新系統與舊系統併存，新系統伺服器安置於 EOC 大樓而舊系統

仍保留於消防局大樓內，相互介接同步備援，並與第 2應變中

心資料庫連線，達 3 地備援功能。 

2.建立跨機關「無線電整合平台」，以無線電協助災情蒐報。 

實際執行
成 效 

一、開發災情案件自動管理功能（圖 4~11） 
1.開啟災害專案時即自動帶入相對應之災情類型：經分析過去災

例，不同的災害類別將造成不同的災情類型（例如地震可能造

成建築物倒塌，但不會造成建築物淹水），故藉由系統管理者將

災害類別與災情類型先行歸納，以縮短判斷權責處理單位之時

間。【新系統災情種類 36 項】 

2. 採「多專案併存」之管理模式：有鑑於複合災害發生之可能性，

可依事後之最終判斷再行將災情移置至合適之專案。 

3.藉由事前定義不同災情類型所對應之「權責處理單位」，當獲得

災情案件時，即可依不同災情類型自動通報「權責處理單位」，

避免因 EOC 幕僚管制者疏忽，造成通報過慢。 

4.「權責處理單位」獲得新案件時，系統即自動閃爍或發出警示

音，提醒該單位幕僚人員儘速瞭解報案內容，當讀取後則自動

回覆系統，有效縮短通報時間。 

5.將處理情形依辦理進度以不同顏色標註，以迅速掌握案件是否

為未處理、處理中或已處理完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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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於天然災害，民眾報案地點常以模糊方式敘述（無詳細地

點），因此往往有重複案件，造成管制困難或重複派工等情形，

故系統修正為依「災情類型」、「行政區」、「道路名稱」等自動

比對，如有類似者則以顯示方塊告知 EOC 幕僚管制者是否要將

二筆案件合併，避免重複派工，俾利提昇案件處理品質。 

7.於 96 年修訂本市 EOC 作業要點，仿照 ICS 模組概念，將本府相

關局處單位依功能屬性進行群、組修訂，並納入系統中，以強

化 EOC 指揮官及幕僚編組人員對災情之掌握及各項救災能量之

管理與運用，同時提高災害防救會報效率【以往 23 個單位輪流

報告（未整合），改以 9 個功能組報告，指揮官可全盤掌握災況】。

二、整合 119、1999 及民政 PDA 系統（圖 12~17） 
1.系統與「119 智慧型派遣系統」、「民政局 PDA 無線災情蒐報系統」

及「1999 市民熱線派工系統」介接。【從 97 年薔蜜颱風總災情

1213 件案件顯示：119 案件 222 件、1999 案件（含 EOC）453

件，二者案件佔 55%，超過 5成，若再加上里幹事主動災情查報，

則將超過 6 成以上，若未有效介接除影響 119 救指中心及 1999

案件受理外，亦影響後續派遣其他局處處理案件之品質。【每筆

災情案件從119或 1999受理至通知到最前線處理單位之時間約

可大幅節省 100 秒（轉報 EOC 電話受理時間 30 秒、EOC 影印通

知進駐單位 40 秒、EOC 進駐單位通知最前線處理單位 30 秒），

且可以節省大量的紙張及轉報通話費】 

2.依自動化匯入功能，檢討災情蒐報流程，減少重複受理，直接

分派管制，縮減幕僚作業人力達 1/4。 

三、結合緊急通報系統強化動員能力（圖 18~19） 
1.為克服深夜或手機關機而漏接訊息之窘態，特建置一套「緊急

語音通報系統（一呼百應系統）」，並依動員類別律定群組成員，
而各成員再分別登入其行動電話、住宅電話、緊急聯絡人行動
電話及代理人行動電話等 4組，藉由電腦語音撥號及優先順序
自動通知，可清楚紀錄接聽人員及時間，使各項訊息不漏接，
有效提升本市災害時之緊急通報功能【以去年 9 月 27 日薔蜜颱
風開設通報為例：總計 670 筆資料，第 1 筆通知時間為 8 時 47
分 21 秒，而最後 1 筆通知時間為 8時 55 分 22 秒，總共花費 8
分鐘即完成通報，若以傳統人工撥打各級 EOC 編組人員，所需
時間將近 1.5 小時之久，故通報效率提昇 10 倍之多。】 

四、應用 GIS 地理資訊系統掌握災情發展趨勢（圖 20~23） 
1.當受理災情案件時，即於系統中進行 GIS 定位，並可與救災資

源管理系統相結合，提昇救災調度效率，並可瞭解其災情可能
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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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 GIS 地理資訊系統，可清楚掌握各項防救災資訊，包括各

流域疏散門位置、土石流分布及影響範圍、歷史崩塌地資料、

避難資訊、危險聚落、配電盤位置等。 

3.運用 GIS 整合相關防救單位（交通局行控中心、捷運局、捷運

公司、水利署）等重要道路 CCTV 監視系統，共 379 具，可立即

於災情案件附件查看即時影像，做為搶救災之判斷依據。 

4.本局於臺北 101 大樓 95 樓設置 86 倍 3CCD 高倍數遠端監視系

統，可透過災情案件 GIS 定位，大範圍勘查受災區域，動員救

災能量，爭取黃金救援時效。 

5.做為指揮官視察地點選定及災後檢討參考資料。 

五、建置災情蒐報『備援』機制（圖 24、25） 
1.新系統伺服器安置於 EOC 大樓，而舊系統仍保留於消防局大樓

內，相互介接同步備援，正常狀態時以新系統為主，但舊系統

仍然主動定時自新系統抓取最新資料，若新系統當機時即可利

用舊系統立刻接替運作，使災情案件不漏接。 

2.於大同區鄭州路延平消防分隊樓上設置第 2應變中心資料庫備

援系統，平時進行資料庫異地備援儲存，以達多備援功能。 

3.全國首創建立跨機關「無線電整合平台」，整合警察、消防、水

利、衛生及業餘無線電通訊平台，除可群呼外，並可相互配接，

使各單位彼此透過無線電即可對通，以做為災情蒐報及災害搶

救搶救聯繫使用，這是無線電溝通上的一大突破。 

 

對災情案件的處理是秒秒必爭的，我們絕不容許有案件遺漏或未處理

的情形發生，本案精進 EOC 災情蒐報作業品質，外部最大效益係提供

受災民眾即時的服務，使民眾瞭解案件處理情形，有效解決 119、1999

及民政資訊平台整合問題，避免報案困擾。內部最大效益係提供完整

災情蒐集平台，再藉由修正案件處理管制流程及強化緊急通報作業模

式，使 EOC 人員通報效率提高 10 倍，每筆轉報案件自動匯入分派最

前線處理單位時間節省 100 秒，自動化案件管理幕僚人力精減 1/4，

GIS 及 CCTV 輔助提高救災調度效率，並建立無線電整合平台及系統備

援機制，期能有效降低降低天然災害所帶來的損失。 

相關附件 如附件 

聯絡窗口 消防局災害管理科（葉俊興副大隊長，27297668#8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