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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計畫為三年之整合型研究，第一年為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

統的整體規劃；第二年係依據洪水災害研究群的具體需求發展洪水防

救決策支援系統雛形，並選定示範區域著手規劃及建置其所需之整合

型資料庫；第三年則進行最終系統的建置與測試，並辦理技術移轉與

教育訓練。

　　本計畫以建置一套適用於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的洪

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為目標，其中存在許多與洪水災害研究群及政府

相關部門間的聯繫、整合、協調工作。在研究計劃的推動策略上，本

計畫將與相關專家學者及政府部門組成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研究

群，共同擬定全國整體性的發展架構，制定合作推動的共通作業規

範，避免未來分別執行政府部門各項相關研究計畫時，出現重複或互

有衝突的現象。藉由主動的聯繫與協商方式，可了解洪水防救組織體

系內各部門的決策支援需求，以及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下之洪水災害

研究群的資料需求，並釐清其未來研究成果及資料匯入防災國家型科

技計畫辦公室的資訊特性。同時，本計畫亦將提供其他研究群及相關

政府部門的技術性支援，包括對政府單位未來委辦相關研究計畫的技

術規格書建議。上述的溝通協調工作必須保持順暢，且為雙向互相運

作的形態。

本計畫為三年之整合型研究，今年度（八十八年度）為計劃執行

的第一年。計劃全程期望達成的具體成果包括：

提供洪水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研究群成員溝通、協調之管道，

整合政府單位洪水防救相關研究計畫推動方向與未來成果，避免系統

重複發展或相互衝突，落實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整合推動構想。

(1) 瞭解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洪水災害研究群及相關政府機構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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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需求，確立各相關計畫洪水防救資料庫建置內容，健全國內

洪水防救作業的資料體系。

(2) 建立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所需之資料庫，並建置輔助管理及使

用的詮釋資料系統，以有效提供防救災相關資訊服務。

(3) 結合洪水防救模式庫與資料庫系統，完成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

統，達成洪水災害潛勢分析及災害境況模擬的建置構想，有效輔

助政府機關洪水災害防救業務之推動，健全國內洪水防救作業體

系。

(4) 加強國內洪水災害相關研究機構及政府單位研究發展能量，提升

人員專業素養及資訊作業能力。

(5) 緊密結合國內洪水災害研究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增進跨領域、

跨單位之整合研究風氣與經驗，為將來共同研究奠下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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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災害管理的基本特質

在參考美國及日本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之最新發展及深入探討

台灣之整體環境的發展背景後，吾人發現防救災體系的建立乃是其中

的關鍵。防救災體系包括從相關法令之制定、基本資料庫之建置、權

責機構任務之界定、災害之預防到緊急救災能力之建立，可說是環環

相扣，缺一不可。而如何讓防救災體系及組織有效的運作，則有賴於

建立完善的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來整合學術研究機構之災害模擬模

式、政府相關部會所掌握之環境資料、防救災資源、以及民眾參與之

機制，並強力支援各項防救災決策之擬定與執行。

吾人可按災害發生前至發生後的整個過程視為一個完整的災害

管理循環，並依據其中不同的業務特質來區分為若干個管理過程，災

害管理的過程並沒有鮮明的起點或終點，而是針對受到環境情勢所影

響的各個構成因子彼此間相互的關係，進行初略估算、回應、再重新

估算等重複的循環過程，而我們必須先做好妥善的災害管理工作以因

應將會發生的各種災害。為了區別上述各個循環過程間的差異性及應

採取的反應措施，吾人利用了生命週期法將整個災害管理工作劃分為

四個階段，並針對各個不同的階段設定了災害管理的階段性工作。

基本上，吾人可將災害管理的循環週期主要區分為：減災

(Mitigation)、準備(Preparedness)、應變(Response)、復原(Recovery)

等四個階段，各個階段的主要特性簡述如下：

1. 減災階段：本階段的發生時機通常在非災害時期，其主要目

標在研究災害發生的現況及評估可能的改善策略，期望透過

有效的處置步驟來減少災害的威脅或損失，其重要的工作包

括：災害潛勢分析、災害危險度分析、災害境況模擬、及減

災對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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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準備階段：本階段的工作目標在現行環境、體制、資源狀況

下，規劃與設計未來實際面臨災害時能夠採行的相關處置作

為，追求在面臨實際災害時能夠將危險或損失降到可能最低

的程度，其重要的工作包括：災害緊急應變計畫研擬、災害

緊急應變演習及訓練、及救災資源儲備與佈置等。

3. 應變階段：本階段的發生時機為實際災害來臨期間，主要的

工作目標在如何快速而且有效的掌握即時性資訊、如何將重

要警訊加以產生與傳遞、如何因應實際災害情況有效調派救

助人力與資源，其重要的工作包括：即時性災害相關資訊蒐

集與傳遞、災害預警、人員疏散通報、災情通報、救災人力

及資源派遣、以及救災資源管理等。

4. 復原階段：本階段發生時機在實際災害過後，主要工作目標

在於如何能夠最有效的將受災地區加以復建，使其能在最短

時間內恢復原有的運作機能，並防止災後可能的引發的其他

負面影響課題，重要的工作包括：災害損失通報、災區環境

消毒、受災戶補助、公共設施復原或重建等。

本計劃推動的重點方向之一是配合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

防洪研究群之研究進度，協助建立有助於洪水防救決策支援工作的相

關資訊系統。

本研究透過實際訪談及書面文獻的分析，得以瞭解現階段防災國

家型科技計劃防洪研究群有關淹水潛勢及境況模擬的分析過程，在其

實際採用的集水區上游山區降雨-逕流模式及下游平原地區的二為漫

地流模式中，皆需要仰賴大量的地形、土壤、土地利用… 等地文資料

來分析其水文、水力演算上所需的各項參數，同時，在其洪災危險度

研究的構想中也需要許多土地使用、交通網路、管線系統、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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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經人文資料來進行分析工作，具有大量資訊蒐集及彙整的工作需

要，而這些所需的地理資料及水文觀測資料大多分散在不同政府機關

或民間團體，不僅資料量相當龐大，其數據格式也經常有所差異，並

且必須考慮時間有效性與更新週期的問題，欲解決這些資料需求唯有

考慮使用電腦網路系統及分散式資料庫架構之技術支援方能達成。另

一方面，無論是分析過程所需要的資料，或是研究成果的展現及決策

支援資訊的內容，都具有高度的空間分布特質，必須仰賴有效的空間

分析電腦技術來加以輔助，此時，地理資訊系統的導入有其必要性，

同時，可藉由這些有力的工具來提昇其自動化的程度，蓋因防洪課題

有其時間的迫切需求，以現行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防洪研究群

有關淹水潛勢分析過程而言，現行半人工作業方式進行的資料準備工

作，其耗損的時間便可能較之電腦實際執行潛勢計算本身高出數十

倍，足見資訊自動化的迫切需要。因此，大量且分散的資料蒐集與彙

整、電腦網路技術、空間分析及展示功能的支援、以及自動化程度的

提昇，可說是現階段淹水潛勢與境況模擬研究中，最迫切的資訊需求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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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洪水災害管理相關計畫分析與彙整

由於「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具有整合國內政府機關、學術研究

團體相關計劃之發展目標，為有效配合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有

關防洪組、資訊組與相關計劃間之聯繫、協調與整合工作，本計畫亦

十分重視與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發展有關的相關計劃之推動情

況，除積極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的防洪組、資訊組保持經常

性的聯繫與支援外，亦透過邀請座談之方式期望與相關專家學者及政

府部門組成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研究群，共同擬定全國整體性的發

展架構，制定合作推動的共通作業規範，避免未來分別執行政府部門

各項相關研究計畫時，出現重複或互有衝突的現象，另一方面，本計

劃也以資訊蒐集、分析、彙整方式來進一步了解各相關計劃之發展目

標與推動狀況。藉由主動的聯繫與協商方式，可了解洪水防救組織體

系內各部門的決策支援需求，以及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下之洪水災害

研究群的資料需求，並釐清其未來研究成果及資料匯入防災國家型科

技計畫辦公室的資訊特性。

本年度蒐集國科會及水資源局委託的 25 個相關計劃書面資料進

行分析與彙整工作，透過各計劃之計劃書、成果報告書（期中與期末

報告）內容之分析，整理出與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有關的各項資

訊，並填寫至本計劃所設計的紀錄表格中，以便爾後能夠藉以瞭解其

相互關係及推動進度。

本計劃在完成 25 個相關計劃的資訊分析作業後，嘗試彙整各計

劃間的相互關聯性與差異性，並與本計劃提出的洪水災害管理生命週

期概念相整合，期能確立各計劃在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整體架構中

所扮演的角色，並檢討現階段洪水災害管理決策支援各環節發展的情

況與待補強的相關研究。茲將本年度相關計劃分析與彙整所得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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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如下：

(1) 由洪水災害管理四個生命期概念所規劃之決策支援系統的觀點而

言（請詳見第四章），各計劃主要是定位在「洪水減災」與「洪災

應變」二個生命期，雖然部分計劃提出平時演習、演練的重要性，

但是，基本上並未對「洪災準備」及「洪水災害復原」二個災害

生命期的相關議題進行較深入的探討，這與本年度分析 25 個相關

計劃執行單位多為水利工程科系或水利研究機構有關，蓋因洪災

準備階段與洪水災害復原階段的相關災害管理工作涉及的相關單

位較為繁複，難以由單一水利權責政府機關來進行整體規劃與委

辦研究計劃。無論如何，由災害管理決策支援系統整體架構的思

考角度上，這仍然意味著現階段政府機關委託進行的洪災防救相

關計劃時，在涵蓋議題上有待進行更為廣泛的思考，部分涉及不

同權責單位的研究議題應可朝向跨行政單位配合委辦計劃的方向

發展。

(2) 在「洪水減災」生命期的相關研究上，淹水潛勢分析為現階段大

部分相關計劃主要的探討課題，發展的重點涵蓋淹水區域預測相

關模式研究以及所需資料庫規劃建置，這應該能夠與防災國家型

科技計劃辦公室防洪組的現行研究重點相配合，根據本計劃經常

性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防洪組聯繫的訪談結果，現階段

已完成台北縣市、嘉義縣市、台南縣市、高雄縣市、基隆市、桃

園縣、新竹縣、雲林縣等八個地區的淹水潛勢分析工作，其中，

前四個區域的分析結果並已完成審查工作，後四個地區的分析結

果亦已完成初步審查工作。淹水潛勢分析成果應進一步進行洪災

危險度的評估研究工作，已有部分計劃進行相關的探討，同時也

提出了洪災損失評估、災害保險制度等後續發展的方向。上述相



8

關計劃發展的電腦模式或作業程序，未來將成為洪水災害景況模

擬、洪水減災對策研擬等決策支援子系統發展上的基礎。整體看

來，有關「洪水減災決策支援系統」內各項子系統所需的模式部

分，在未來二至年內將會透過相關研究計劃陸續完成發展。

(3) 在「洪災應變」生命期階段的相關研究上，主要以經濟部水資源

局的委託計劃為主，其探討的課題主要朝：洪水預警系統規劃建

置、相關水利設施管理、水利災情資訊網建立等三個面向發展。

在洪水預警系統發展的相關計劃方面，係以淡水河洪水預警系統

為參考對象，分別針對烏溪、八掌溪及朴子溪、鹽水溪、高屏溪

等流域進行預警系統規劃建置研究，並強調與水資源局「台灣地

區水文觀測現代化整體計劃」相配合，期望透過水文觀測資料即

時傳輸系統的建立來滿足洪水預警系統的前置輸入需求，本年度

的進度大致是完成整體架構規劃、水文氣象觀測站網需求評估、

相關模式評選、預報中心選址及作業架構規劃等項目。在水利設

施管理相關計劃方面，係對現有與防洪有關之水利設施進行安全

評估並研提改善建議，並以雲林縣、台南縣、高雄縣、花蓮縣等

地區為實施對象，同時，部分計劃未來將透過地理資訊系統及相

關技術的輔助，建置能夠輔助設施管理的資訊系統。在水利災情

資訊網建立之相關計劃方面由資策會執行，期望建立能夠有效傳

輸洪水災情資訊的全國性網路。由「洪災應變決策支援系統」整

體架構來思考，本年度彙整的相關計劃課題涵蓋了洪水預警子系

統、防洪相關水利設施管理子系統、洪水災情通報系統等三項之

部分相關元件。

(4) 由本年度蒐集的 25 個相關計劃書面資料的分析彙整顯示，雖然其

研究工作中涉及許多與資訊系統相關的項目，但是大多比較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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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電腦模式的研究與發展，而較少有整合性的資訊系統之規劃與

建置，特別是在電腦自動化功能方面，雖然部分計劃提出未來應

有的相關研究，但是基本上尚沒有較明確的資訊系統設計，這或

許與大多數計劃僅為第一個執行年度有關，本計劃亦將在未來持

續進行資訊蒐集與分析彙整，以瞭解各相關計劃在後續的研究工

作中有關資訊系統發展的進展。有關資訊系統未來相互整合的問

題也成為必須進一步思考的課題，為利於未來系統連結或整合的

需要，各相關計劃如涉及資訊系統的發展，建議應加強對系統的

說明與相關定義文件的建立，尤其是資料與資訊的輸出入格式，

更應明確的加以規範與定義，本計劃未來亦會加強有關系統整合

方面的研究。

(5) 在資料需求、資料蒐集、數化建檔、資料庫建置等方面，大多數

相關計劃蒐集的資料仍有頗高比例為書面形式而非較易流通的電

子檔案，如：區域性的排水系統圖、相關水利設施較精確的空間

座標分布… .等，由報告書或計劃書中難以確認這些書面形式的重

要資料是否在計劃執行過程中一併加以數值化；另外，與電腦模

式輸入有關的許多地文類空間資料，大多數計劃以蒐集方式為主

而較少有自行數化生產，因此，未來應仍會與國土資訊系統的資

料生產狀況有十分密切的關聯。因此，建議各相關計劃至少應該

明確的列出其所需要的各項資料，並清楚的定義資料需求的內

容，在現有數化形式資料無法取得且計劃執行單位無法自行數化

情況下，政府相關權責單位可能需要推動資料生產的各項專案計

劃，以平衡資料面的供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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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架構之規劃

本研究提出的洪水災害管理決策支援系統架構，乃是參考美國、

日本的相關防災文獻，在防救災空間決策支援系統的技術基礎上，進

一步的考慮前述之減災、準備、應變、復原等四個階段的災害管理週

期所規劃建置的系統（圖 4-1），其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套適合於中央

及縣市級政府防災中心，能夠實現支援其洪水災害管理決策的完整系

統架構。四個階段的決策支援系統應該能夠獨立運作，但是其中也應

該存在緊密的相互關聯，並且也有資料共享、衍生資料流通互用、分

析支援工具共用… 等情況，每一階段的決策支援系統內，根據其特殊

的業務目標可再往下細分或包含若干子系統。

Ⅰ. 洪水減災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

　　本階段災害管理生命期的重點在於瞭解現有環境狀態下，不同規

模洪水可能產生的災害潛勢，不同地區的洪災危險程度，以便據以研

擬與評估減少洪災威脅或損失的施行策略，作為實際洪水減災行為決

策的參考。為有效協助這些重點工作之需要，洪水減災決策支援系統

應包含有下列幾個子系統：

(1) 淹水潛勢分析系統：

此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是為了有效輔助災害管理決策者瞭解

不同規模洪水可能造成的淹水情況，包括淹水的空間範圍及淹水

的可能程度（深度），做為進一步評估可能損失與研擬減災對策的

依據。

(2) 洪災危險度分析系統：

　　本項子系統係用以輔助災害管理決策者，依據淹水潛勢分析

的結果來進一步與可能淹水地區的其他地理資料或社經資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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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便分析不同規模洪水對各地區可能造成的洪水威脅，因此，

本系統可視為淹水潛勢分析成果的後續加值處理系統。

洪
水
防
救
決
策
支
援
系
統

洪水減災

決策支援系統

）

(中央及縣市防災中心)

洪災預備

決策支援系統

）

(中央及縣市防災中心)

洪災應變

決策支援系統

）

(中央及縣市防災中心)

洪水災後復原

決策支援系統

(中央及縣市防災中心)

颱風動態顯示系統

淹水潛勢分析系統

洪災危險度分析系統

洪水災害景況模擬系統

洪水減災對策研擬系統

洪水預警系統

洪災人員疏散通報系統

洪水災情通報系統

洪水救災派遣系統

洪水救災資源管理系統

洪水災害損失通報系統

洪水災區消毒系統

洪水受災戶補助系統

公共設施復原系統

洪災緊急應變演習及訓練系統

洪災緊急應變計畫研擬系統

洪水救災資源儲備系統

防洪相關水利設施管理系統

圖 4-1  災害管理生命週期法概念下的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3) 洪水災害景況模擬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是期望透過現代化的電腦模擬技術，

以良好的視覺化展示方式，將淹水潛勢及危險度分析成果更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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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以呈現，讓災害管理決策者能夠更清楚的了解到洪災可能的

發生情況。

(4) 洪水減災對策研擬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主要是基於減災階段中的淹水潛勢與

洪災危險度分析結果，以及歷次實際洪水災害實況紀錄資料的研

究，來檢討現有或原先防救災計劃的適切性，設法研擬能夠有效

減少洪水災害威脅或損失的對策。

Ⅱ. 洪災準備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

(1) 洪災緊急應變計劃研擬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侍衛支援災害管理人員進行洪災發生期

間所需的應變計劃研擬工作，在這些緊急應變計畫的研擬過程，係依

據洪水災害危險度分析的結果，研訂各種型態的洪水災害來臨時的緊

急應變計畫，包括：在適當的地方配置洪水救災物資、具體選定最佳

的洪災疏散路線及緊急避難場所、分配洪災救援人員及設備的責任區

域… .等，以便洪災真實發生時能夠據以實施而有效減少災害損失。

(2) 洪災緊急應變演習及訓練系統：

由於洪水災害發生時具有很高的時間緊迫性，無法臨時決定各種

應變作為，正確的做法應是如同劇情設計般的事前擬定緊急應變計

劃，並如劇情排練般的以緊急應變計劃為藍本，在平時即進行各種情

況下的演習與訓練，期能在災害發生時能夠有最高的應變效率，這也

是本項子系統發展的主要目標。

(3) 洪水救災資源儲備系統：

本項子系統發展的主要目標是為在洪水災害來臨之前，輔助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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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員進行有關救災資源儲備情況的掌握及檢討，以滿足實際洪水

救災作業時之所需。

Ⅲ. 洪災應變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

(1) 颱風動態顯示系統：

此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是有效利用最新的遙測、網路及電腦處理

技術，來隨時掌握颱風的最新動態，蓋因颱風為台灣地區洪水災害發

生的最主要因素及時期，對於颱風可能移動與發展的預測結果，能夠

最為洪水救災人員及資源調派的參考。

(2) 洪水預警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主要是利用即時性的雨量、水位自動化觀

測數據，透過無線電或網路傳輸方式送回資料處理中心，並藉助以水

文學數理基礎建立的洪水預報電腦程式，來預測未來若干時間後可能

出現的洪水態勢，並據以發布洪水災害警訊來提供防救災指揮中心及

一般民眾參考，以便進行所必須的人員疏散、救援資源調度與派遣工

作。

(3) 防洪相關水利設施管理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主要是輔助災害管理人員，能夠有效管理

與防洪有關的堤防、水門、抽水機具… 等水利設施，並且配合洪水災

害的實際狀況來進行有效的操作。事實上，與防洪有關各項水利設施

的管理工作在洪水減災、洪災準備、洪災應變、洪水災後復原等各個

洪水災害管理階段都需要進行，但是基於相關水利設施在實際洪災發

生時扮演十分關鍵的角色，因此本計劃將本項子系統定位在決策支援

系統整體架構內的洪災應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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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洪災人員疏散通報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主要是輔助災害管理人員，根據洪水預警

系統分析的資訊，對可能面臨重大洪災威脅的地區緊急發布人員緊急

疏散的指令，將人員、車輛、或重要並可移動之設備，根據洪災緊急

應變計劃中所規劃的預定路線及避難場所，快速的加以疏散。

(5) 洪水災情通報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係輔助災害管理人員，蒐集及彙整與洪水

災害發生現場有關的即時性資訊，讓中央與地方的災害防救中心隨時

掌握最新的洪災情況，提供進行緊急救災派遣工作之參考。

(6) 洪水救災派遣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是為了有效支援洪水災害派遣工作，運用

電腦自動化技術來輔助災害管理單位採取最有效率的人員、設備、物

資的調度，以求減少洪水災害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

(7) 洪水救災資源管理系統：

本項子系統發展的主要目標是輔助災害管理人員能夠有效的管

理與洪災救援有關的各項資源，在災害發生時期能夠隨時正確的掌握

各項救災資源的狀況，以便進行最佳的洪災救援調度及支援工作。

Ⅳ. 洪災復原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

(1) 洪水災害損失通報系統：

本項子系統主要的發展目標是支援洪水災害實際損失清查工

作，藉由資訊技術的協助來迅速獲取受災地區詳細的洪水損失資料，

以便災害管理中心了解實際的受災情況，並會同相關政府機關執行後

續復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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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洪水災區消毒系統：

由於淹水地區往往具有傳染疾病潛在的威脅，在環境衛生與居民

健康的考量下，需要儘快的為淹水地區進行消毒工作，本項子系統主

要的發展目標是建置能夠輔助洪災地區消毒相關業務的資訊系統。

(3) 洪水受災戶補助系統：

本項子系統發展的主要目標是輔助災害管理單位落實洪水受災

戶的相關補助業務，其提供的功能應涵蓋補助工作相關的調查、認

定、發放、紀錄等要項。

(4) 公共設施復原系統：

本項子系統的發展目標是輔助災害管理人員能夠有效的進行受

洪災損壞公共設施的修復工作，系統提供的功能應涵蓋待修設施確

認、統計、進度控管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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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資料庫之規劃

在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架構內，乃至於整個國內災害防救組織體

系及工作項目中，資料庫必然扮演其關鍵性的角色，無論是災害基本

特性及其潛勢分析，或是災害境況模擬與防救計畫擬定，皆須仰賴完

整而且精確的大量資料。良好的資料需求分析與彙整是建置完善資料

庫的關鍵，而完善的資料庫則是建置優良決策支援系統的基礎，為達

成此一目標，我們利用三種方式來進行資料需求分析與彙整：

(1)訪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防洪研究群，並以防災相關資料

庫清單進行問卷調查，了解其業務執行所需相關資料。

(2)分析防洪相關計畫書面文件資料，包括國科會、水資源局、水利

處等政府機關所委託之相關計畫報告，從每一本計畫報告抽出所

需資訊紀錄在『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相關計畫彙整表』中。

(3)彙整洪災管理生命週期各階段資料需求及資料產出，界定資料相

互的回饋關係，釐清各資料項目在不同階段所扮演的角色，檢驗

系統流程的穩定及品質。

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資料庫由地理資料庫、水文觀測資料

庫、歷史性洪災資料庫、潛勢分析與境況模擬成果資料庫、詮釋資料

庫等五大資料庫所組成，如圖 5-1 所示。

資料庫分類採國土資訊系統九大資料庫分組，分為自然環境、

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品質、社會經濟、土地資料、區域及都市計畫、

交通網路、公共設施管線、基本地形圖等九大類，資料庫分類清單。

資料庫儲存架構依照資料特性而採用集中式、分散式或兩者並

行架構，以下就五大資料庫來分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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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資料庫架構

(1) 地理資料庫

地理資料庫因為資料變更幅度較小且更新的週期較長，所以原

則上採用集中式架構，但是實際上是集中式、分散式兩者並行架構，

一方面僅可能取得各機關單位的相關資料儲存一份在防災國家型科

技計畫辦公室，並建立定期更新資料的管道，以期掌握即時且正確的

資訊；另一方面對於無法完全取得或有技術上困難之資料，則迫於現

實採分散式架構，但是仍應保持暢通的接觸管道，能即時取得系統運

作時所需的資料。

(2)水文觀測資料庫

水文觀測資料庫由於具有資料分散、龐大且即時持續紀錄的特

性，所以在技術、需求與現實上無法儲存在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

室，因此採分散式架構，也就是資料實際儲存在各機關單位，而當決

地理資料庫
水文觀測資料

庫

歷史性洪災
資料庫

潛勢分析與
境況模擬
成果資料庫

詮釋資料庫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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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援系統運作時，再視系統之需求，透過網路即時至各權責單位擷

取所需資料。例如當洪水災害來臨時，我們需要即時的水文觀測資料

來分析與模擬，而這些資料不可能事先儲存起來，而是必需即時從水

文觀測站取得即時資料，由於所需資料數量不大，因此能以網路來傳

輸所需資料。

(3)歷史性洪災資料庫

歷史性洪災資料並無統一的格式或規範，也沒有專責的單位來

負責整理紀錄，資料散佈在水資源局、水利處、警政消防單位、各級

政府中，一般來說大多是很粗略地描述洪水災害之日期、淹水範圍、

淹水深度、持續時間、房屋與農漁受損情形等等的文字描述，其中雖

有數據的描述，但鮮少有數位化圖檔。建議採用集中式架構，建立取

得與定期更新資料的管道。

(4)潛勢分析與境況模擬成果資料庫

潛勢分析與境況模擬成果資料主要由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

室防洪研究群來執行運算與生產，因此採集中式架構，統一儲存在防

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平時以潛勢分析來找出不同降雨強度可能

淹水地區，提供各級政府加強防洪設施與訓練的參考，而洪水災害來

臨時則以境況模擬分析來預測淹水地區，提供救災單位搶救及疏散優

先順序的重要參考。

(5)詮釋資料庫

詮釋資料主要的用途是來描述資料，加強對資料基本資訊的了

解與掌握，讓使用者或供應者都清楚地知道資料的品質、來源及相關

資訊等。詮釋資料是純文字描述的電子檔，一般多提供在全球資訊網

(World Wild Web)上供人查詢，因此建議採分散式儲存架構，利用超

鏈結(Hyperlink)的方式，指引使用者前往正確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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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雛型之設計

本計畫之主要目的是配合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建置洪水防救決

策支援系統，�配合防災辦公室的發展期程，並依據洪水災害研究群

及政府相關單位的具體需求，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網路地理資

訊系統(Web GIS)、遙測(RS)、全球定位系統(GPS)以及全球資訊網路

(World Wide Web)技術，擴充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的功能及規模，

並透過電腦網路結合災害研究群的雛形模式，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的洪

水防救資料庫系統。在洪水災害防救工作的決策過程中，必須提供決

策者相關的洪水災害資訊，以作�決策的依據，因此洪水防救決策支

援系統的建置實是刻不容緩。

完整的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包括減災、預備、應變、復原四個

階段的災害管理週期，共計十八個子系統，本計畫雖然提出完整的洪

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規劃，但是考慮到有限的時間、人力與經費以及

系統的成熟度，並不準備完成所有系統之發展建置，待整合政府各部

會所委託目前正在執行防災相關計畫之研究成果後，方能建立完整的

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全台灣各縣市的淹水潛勢分析，防災辦公室

洪水災害研究群已完成八個縣市，不僅資料豐富齊備而且模式發展成

熟，因此本計畫下一年度的雛型系統發展目標�「淹水潛勢分析系

統」。

淹水潛勢分析雛型系統之組成可分為五大部分：

(1)資料庫：包括水文資料庫、地理資料庫、歷史性洪災資料庫、

淹水潛勢分析成果資料庫、詮釋資料庫，水文資料庫由洪水災害研究

群負責蒐集與建立，主要提供模式演算參數所需；歷史性洪災資料庫

的系統化蒐集建置由經濟部水資源局準備發包執行，紀錄曾經發生過

洪災的相關資訊，作為減災策略與緊急應變的參考；地理資料庫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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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負責蒐集，提供相關的地文資訊，並與淹水潛勢分析成果圖套

疊作疊合分析；淹水潛勢水文演算模式所產出的成果則由本計畫轉為

ARC/INFO Coverage 並建置淹水潛勢分析成果資料庫，提供在不同降

雨強度下容易淹水地區的範圍及深度；詮釋資料庫記錄每一筆資料的

相關資訊，使得資料的來源與品質得以掌握。

(2)模式庫：包括淹水潛勢水文演算模式、環境變遷模擬模式，

淹水潛勢水文演算模式模擬不同降雨強度在不同地理環境下的淹水

範圍及深度，其發展、檢測與維護由洪水災害研究群負責，本計畫則

由資料庫抽取出模式所須之參數，並協助開發易用之使用者介面；環

境變遷模擬模式則模擬當環境有所改變的情況下，決定淹水潛勢水文

演算模式參數的改變，其發展、檢測與維護由洪水災害研究群負責，

本計畫協助開發使用者介面。

(3)空間資訊分析工具：包括淹水潛勢模式自動化支援模組、圖

形資料空間分析模組，淹水潛勢模式自動化支援模組能將淹水潛勢模

式所產出的數值成果自動化轉為 ARC/INFO Coverage 或其他資料格

式，方便圖層的疊合或系統的運作；圖形資料空間分析模組能提供淹

水潛勢分析結果相關之空間分析，包括淹水總面積、二十公里範圍內

相關救援設施位置與數量、淹水範圍內建築物數目、受災人口與車輛

等等，本計畫將在 Arc View系統中發展。

(4)整合性資料查詢展示系統：包括淹水潛勢分析成果圖製作功

能、淹水潛勢分析成果 3D 展示功能、圖像式資料展示查詢功能，淹

水潛勢分析成果圖製作功能係套疊淹水潛勢成果圖與其他地理資料

庫圖層，加上地圖所需元件如指北針、比例尺、圖利、標註等，並將

成圖輸出至繪圖機，本計畫將在 Arc View 系統中發展；淹水潛勢分

析成果 3D 展示功能利用 Arc View 3D Analyst Extention 的附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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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依據淹水深度資料做出 3D 立體展示，並可進一步轉換成 VRML 格

式，讓使用者能在全球資訊網瀏覽器中觀看；圖像式資料展示查詢功

能則方便使用者在全球資訊網親和的圖形的環境下，直覺地進行資料

的展示查詢，不需要特別的訓練或學習。

(5)決策資訊網路支援系統：包括洪災防救網站支援功能、資料

格式轉換處理工具、決策資訊與資料傳遞介面，洪災防救網站支援功

能透過全球資訊網站連結的方式，將本計畫所建置的網站整合至防災

國家型科技計畫防救災資訊網站上，擴充其功能與內容；資料格式轉

換處理工具依據不同系統的需求處理各種資料格式之間的轉換，以利

系統運作；決策資訊與資料傳遞介面則以決策者需求角度出發，在全

球資訊網路上開發資料傳遞介面，提供決策者所須之資訊，輔助其迅

速作出正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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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今年度（八十八年度）為本計劃執行的第一年，實際完成的

工作成果包括：

透過學者專家及單位代表邀請的方式舉行相關計劃的座談會及

說明會，並組成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研究群，以便往後經常進行意

見交流與相互支援。

多次實際訪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洪水研究群成員，並配

合資料清單勾選與填寫的方式，彙整完成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

洪水研究群的地理資料需求表，得以作為爾後資料蒐集與資料庫規劃

建置之依據。

藉由相關計劃之計劃書或期中、期末報告書的蒐集與分析，針對

已納入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下，由國科會與水資源局審查通過的 25

項相關計劃，完成其計劃主要特質及其與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關係

之分析與彙整工作。

以洪水災害管理生命週期的概念，完成洪水防救決策系統架構的

整體規劃，並對整體架構下四個洪水災害防救階段內的各項相關子系

統加以說明，闡述各項子系統所扮演的角色、彼此的關聯性、主要的

發展目標、以及應包含的實體系統功能等。

根據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洪水研究群的防談調查、相關

計劃分析彙整、以及決策支援系統整體架構規劃結果，完成洪水防救

決策支援系統相關資料庫的規劃工作，其中包含的類別為：地理資料

庫、水文觀測資料庫、歷史性洪災資料庫、潛勢分析與境況模擬成果

資料庫、以及詮釋資料庫等五大類。

按照洪水防救決策系統架構的整體規劃，並配合防災國家型科技

計劃辦公室的階段性發展目標，針對洪水減災階段所需細部規劃出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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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潛勢分析系統雛型，其組成包括：資料庫、模式庫、空間資訊分析

工具、整合性資料查詢展示系統、決策資訊網路支援系統，將於下年

度著手執行系統發展工作。

　　本計劃今年度的主要工作是完成了決策支援系統整體架構

及相關組成的規劃工作，包括：生命週期概念下的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規劃、資料庫建置規劃、雛型系統設計等，同時也基於協助防災國家

型科技計劃辦公室扮演資訊彙整的角色，建立起不同的資訊彙整及聯

繫管道，包括：決策支援系統研究群及洪水災害研究群協商管道建

立、相關計劃進度或成果分析及彙整步驟、對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

公室技術支援管道等，這許多的工作大多存在持續推動的必要，或者

具有落實或改進的後續工作有待進行，以下是有待進一部執行的研究

工作。

持續與防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的資訊組及防洪組聯繫與研

討，在洪水災害相關地理資料蒐集及地理資訊系統相關技術上給予協

助及支援。

透過今年度建立的溝通管道，持續與洪水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

研究群內的各個子計劃相互聯繫、交流與協調，特別是經驗、技術、

資料的互通共享應加以強調。

繼續透過成果報告書或說明文件的蒐集、分析與彙整，來掌握各

相關計劃的發展進度與階段性的成果。對於本年度已進行分析的計劃

將持續更新其相關資訊，另一方面亦將對其他單位、年份的洪災相關

計劃進行分析與彙整，以便對洪災管理決策支援系統整體架構下，各

個面向相關計劃發展情況有廣泛的瞭解。同時，考量報告書或計劃書

內容可能無法將本計劃期望瞭解的資訊項目完整說明，本計劃將與各

相關計劃人員主動聯繫，期望透過實際訪談方式來進一步瞭解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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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的發展方向與推動進度，並可藉計劃間的協調來增強彼此在資

料、資訊交流共享的合作關係。

配合洪水災害研究群的研究進行，持續蒐集與彙整其潛勢分析及

境況模擬方面所需的資料支持項目，提供洪水防救資料庫建置之參

考。在資料庫建置方面，將根據本年度所規劃的相關資料庫架構來逐

步發展，在進行時應留意其他研究單位或政府機關的資料建置狀況，

以避免重複並可進一步採行分工合作的方法，此項工作可透過國土資

訊系統的各資料庫分組體系，以及相關計劃分析、彙整、訪談方式來

加以執行。

依據今年度規劃的洪水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整體架構，以及配合防

災國家型科技計劃辦公室工作重點設計的洪水減災管理雛型系統，運

用地理資訊系統、遙測、全球定位系統、網路等相關資訊技術，積極

進行系統發展工作。為了確保所發展之資訊系統能夠順利運作並符合

需要，本計劃將選定適當的示範區域進行測試工作，同時也將與中央

及地方政府內之洪水防救權責單位進行訪談和聯繫協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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