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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災害應變情資研判服務滿意度調查 

 

摘要 

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在各功能分組中情資研判組主要負

責災害情資分析、收集與研判之重任，根據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規

定係由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負責主導及提供相關協助。為了解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災害情資之可及性，105年度災防科技中心依仙台減災

綱領第七項全球具體減災目標之精神，辦理情資研判服務滿意度問卷

調查。目的在瞭解於颱洪應變期間，地方政府對於情資研判組提供之

情資通報資料及情資展示平台(災害情資網)之實用性與接受度。此外，

也希望獲得第一線防災人員的使用需求反饋，做為後續改善之參考。 

105年度合計執行3次問卷調查作業，合計回收298份有效問卷。

統計結果顯示，超過 96%使用者認為情資研判通報資料以及災害情資

網有助於災害應變決策。若以受訪者所在縣市評估災防科技中心應用

科技防災產生之價值，總合約為 2 億 2 千餘萬元。 

李宗融、龔楚媖、于宜強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氣象組 

 

1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資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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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情資研判組」 -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Central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以下簡稱 CEOC）組織架構中 20 個功能分組之一。

根據行政院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規定，情資研判組係由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主導，經濟部、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原住民族委員會、內政部（消防署、

營建署）、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公路總局)共同參與，辦理提供各項

災害潛勢資料分析、預警應變建議及相關災害空間圖資分析研判等事

宜。情資研判組所扮演的角色如同 CEOC 的分析中樞，每當颱風、

洪水災害侵襲時，提供 CEOC 指揮官氣象、水象(河川水情、都會淹

水)、土象(土石流、崩塌)、交通(道路、鐵路)之即時預警及災害潛勢、

災害衝擊的綜合分析資訊，並提供防災操作之具體建議(圖 1)。 

 

圖 1. 105 年莫蘭蒂颱風情資研判會議，會議由指揮官內政部葉部長主持，

並與情資研判組各部會討論颱風情資 



 

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38 期，2017/01 發行 

 

近年，在行政院的指示及協助下，災防科技中心以「決策支援」

為核心，致力於推動情資研判作業的改革與精進(NCDR 103-A11、

NCDR 104-A12)。精進的面向有二，第一為橫向整合：強化情資研判

組各部會明確分工，建構跨單位資料傳遞與情資整合機制；其二為縱

向精進：協力改進各單位預警作業品質之深度與災害衝擊程度的評估，

以滿足指揮官決策之需求。在各單位之全力配合作業下，使得災害情

資研判作業在各災害階段下之研判重點內容以及情資整合效率獲得

顯著提升。在情資研判組作業改革與精進的過程中，災防科技中心亦

推動了「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流程」策進。「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

是由災防科技心於每次情資研判會議中，將各部會針對業管提出之災

害預警資訊進行綜整研判，並與各單位充分討論後，提供給地方政府

做為防災參考的重要資訊。此策進作為除改善情資研判組通資料製作

的流程外，在通報方式上，除保留傳真外，同時藉由消防署建置的

「EMIC 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平台以及災防科技中心之「災害情

資網」進行多元方式的通報，例如：電子郵件寄送、使用者下載等，

藉以提升颱洪災害應變期間，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傳遞至地方政府災

害應變中心之品質與速度(NCDR 104-A12)。 

2015 年聯合國第三次減災會議於仙台通過的「仙台減災綱領



 

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38 期，2017/01 發行 

 

2015-2030 」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譯(民 104)，以下簡稱仙台減災綱

領)，是未來 15 年全球減災策略的重要指南，當中列舉全球具體七大

減災目標與四大優先推動事項。仙台減災綱領中的第七項減災目標：

「實質改善民眾對複合型災害早期預警系統之了解以及提升災害風

險資訊可獲取性」，其含義在於政府須透過各式管道或媒體將預警資

訊確實且迅速的傳遞到地方防災人員、民眾等使用者，並透過評估之

方式，了解使用者對於預警資訊接收普及性以及預警資訊了解程度，

以達到防減災之目的。 

災防科技中心於 104 年度完成第一階段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流

程的策進之後，初步提升颱洪災害情資傳遞至地方的品質與效率。同

時災防科技中心亦希望瞭解，情資研判通報資料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防

災應變操作的實際使用情形及發揮功效。因此，105 年度依據仙台減

災綱領的第七項減災目標，規劃辦理「應變情資研判服務滿意度問卷

調查」。本問卷除調查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的使用情況外，同時也調

查災防科技中心針對災害應變情資需求開發之「災害情資網1」(NCDR 

103-T12、NCDR 104-T13)，於地方政府使用者之反饋，並進行評估

                                           
1災害情資網為災防科技中心建置之災害資訊彙整與展示系統，介接各部會監測與預警資訊，

並提供災情彙整與空間情報等加值資訊，輔助各級防災單位之應變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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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工作之成效。 

本文第二章將說明「應變情資研判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的設計

與調查方式、第三章為調查結果分析、第四章為結論。 

 

二、 問卷設計與調查方式 

「應變情資研判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主要調查重點分為四大類

別，合計 15 題，分別說明如下。第一大類為調查受訪者對於「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的取得方式與使用情形，本類別

共計有 3 個問題，分別了解受訪者是否於應變期間接收到情資研判組

通報資料、接收的管道為何以及受訪者認知本通報資料內容是否有助

其進行防災應變決策；第二類別則是針對「災害情資網」於災害應變

期間之使用調查，計有 5 題，分別是了解受訪者是否於災害應變期間

使用災害情資網、使用之時機點、系統上經常使用的防災資訊項目、

受訪者期待「災害情資網」可協助其進行災決策的項目以及受訪者認

知「災害情資網」是否有助其進行防災應變決策；第三類別為針對災

防科技中心於颱洪災害應變期間提供的服務滿意度及受訪者自評災

防科技中心提供之服務價值，本類別計有 4 題。此外，本類別有兩個

開放式問答，分別詢問受訪者希望災防科技中心未來可增加哪些資料，

協助其進行災害應變決策以及受訪者希望可深入合作之事項；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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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針對受訪者的基本資訊調查，為避免降低填答意願，此調查未涉

及個人資料收集，僅針對服務機關進行了解。例如：服務之機關類型

(中央、地方政府或協力團隊)、服務之單位及災害應變期間扮演之角

色。 

為便於問卷統計與分析，「應變情資研判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

採用網路問卷方式(圖 2)，於 105 年度每次颱洪應變結束後，透過災

防科技中心與科技部自然司「中央與地方防救災情資整合先期研究計

畫」等管道，針對中央與地方各層級的應變中心人員進行調查。105

年度合計進行了三次問卷調查，分別是尼伯特颱風、莫蘭蒂暨馬勒卡

颱風以及梅姬颱風。其中因為莫蘭蒂與馬勒卡颱風於中秋節期間接續

影響台灣，故將兩場事件合併進行調查，而 105 年度最後一場艾利颱

風應變，因其暴風圈對台灣陸地影響為乎其微，無任何地方層級應變

中心開設，故未針對此事件進行調查。總計三次問卷調查回收之樣本

數量分別為 115 份、154 份與 29 份，總計 298 份。分析梅姬颱風回

收樣本數遠低於其餘兩次調查的原因，主因為梅姬颱風應變緊接於莫

蘭蒂與馬勒卡颱風應變後一週，短時間內頻繁的調查，導致填答意願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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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災防科技中心執行莫蘭蒂繼馬勒卡颱風應變滿意度調查之網路問卷 

 

三、 調查結果分析 

（一） 問卷填答者組成 

問卷發送的對象遍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因此分析問卷填答者的工

作背景，有助於了解受訪者反饋的意見或是需求源自於哪個防災應變

層級。分析三次問卷填答者組成，其中 8%來自中央部會、32%來自

縣市政府、39%來自鄉鎮市區公所，21%則來自縣市政府的協力團隊

(圖 3)。這調查結果也充分反映出，本問卷之回收樣本高度符合災防

科技中心執行本項工作之初衷，在於了解地方政府對於 CEOC 提供

之防災訊息之反饋意見。 



 

8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38 期，2017/01 發行 

 

 

  圖 3. 受訪者服務機關之人數及比例 

（二） 關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之調查 

針對第一大類「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使用意

見的調查結果顯示（圖 4），接收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比例逐次提高，

從尼伯特颱風 66%、莫蘭蒂暨馬勒卡颱風的 81.2%以及梅姬颱風

100%，顯見中央政府提供的防災資訊是逐漸深入地方政府各級防災

單位。配合受訪者自行評價通報資料是否有助於決策的分析，三次調

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通報資料有助於決策的比例都維持在 96%

以上，平均達 96.1%。由此可知，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對地方防災操

作確實是有發揮其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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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會議通報資料之使用調查結果 

關於通報單接收方式之調查，中央所屬單位主要由災害情資網或

其他管道取得通報資料；縣市政府則主要透過傳真、災害情資網與通

訊軟體群組獲得通報資料；鄉鎮市區公所則主要經由傳真接收通報

單；地方政府的協力團隊則主要透過災害情資網與通訊軟體群組獲得

通報資料。由上述分析可知，地方政府的防災人員已經以電子化方式

接收通報資料為主，鄉鎮市區基層的防災人員依舊仰賴傳真的方式。

此外，通訊軟體並非災防科技中心 104 年「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流程」

策進作為中選定之通報管道，而是由各防災單位間的互傳。然而，調

查結果中卻凸顯使用通訊軟體協助情資傳遞之重要性。顯見，行動裝

置在防災資料傳遞與交換上亦扮演極重要的角色，未來可作為提升基

層防災人員接收電子化防災資訊的重要平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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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關於「災害情資網」之調查 

針對災害情資網的使用意見調查結果分析(圖 5)，整體而言，

70.1%的受訪者曾使用災害情資網，其中高達 96.8%認為災害情資網

「有幫助」或「非常有幫助」於災害應變的決策過程，顯見，災害情

資網之預警資訊對於使用者是易於理解與高度被使用的。因此，分析

調查中未使用災害情資網的族群，以地方政府與鄉鎮層級的防災人員

佔比較高，此一族群是未來災害情資網的推廣與教育訓練之重點對

象。 

分析使用者使用災害情資網的時機，64.6%使用者於應變中心開

設前與開設期間皆使用，30.2%僅於開設期間使用。調查災害情資網

所提供的各類資訊中，使用者最常查看的資訊類型，以氣象類資訊為

最多，其次分別是水象類資訊、土象類資訊、即時影像與災害潛勢地

圖等情資(圖 6）。而在使用者期待災害情資網可協助的決策事項（圖 

7）方面，82%使用者期待災害情資網可以提供協助疏散撤離決策的

資訊，超過 5 成的使用者則期待在資源調度與道路管理等項目獲得決

策資訊。由此可知，疏散撤離依舊是地方政府執行颱洪防災操作最優

先與最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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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災害情資網之使用調查結果 

 

圖 6 應變人員常於災害情資網上查看之資訊（本題為複選題） 

 

圖 7. 應變人員期待災害情資網可以協助應變決策的事項（本題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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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災防科技中心應變支援服務的滿意度調查 

關於滿意度調查，統計分成：非常不滿意、不滿意、普通、滿意

及非常滿意五個等級，轉換為滿意度分數為 1 分（非常不滿意）~5

分（非常滿意）。三次調查結果顯示（圖 8），84.2%的受訪者對於災

防科技中心於應變期間提供的服務(包含情資提供、平台服務或是各

式諮詢等)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同樣地滿意程度也是逐次增加，整

體而言，災防科技中心獲得之應變滿意度為 4.2 分。 

在受訪者評估災防科技中心應變支援服務價值的部分，調查結果

顯示：21%受訪者認為災防科技中心提供的應變服務價值為最高級距

(問卷設定為 1000萬元以上)，認為應變服務價值為第二級距(100-1000

萬元)的有 32%，合計 52.9%受訪的應變人員認為災防科技中心的服

務價值超過百萬元（圖 9），其中以尼伯特颱風應變之服務獲得的評

價最高。本文透過此應變服務價值調查進一步評估災防科技中心利用

科技支援防災與應變之績效。若以各級距之平均值作為該級距之代表

價值(例如：100-1000 萬，代表價值為 550 萬)，並依受訪者所屬單位

(僅區分至縣市)進行加總後平均，即可獲得縣市評估 105 年度災防科

技中心應變服務之價值(表 1)。整體而言，105 年度災防科技中心應

用科技參與應變與防災產生的價值約為 2 億 2 千餘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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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應變人員對於災防科技中心應變支援服務之滿意度與滿意度得分 

 

圖 9. 應變人員評估災防科技中心應變服務之價值（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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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縣市評估災防科技中心 105 年度應變服務價值表。 

縣市別  評估應變服務價

值(單位：萬元) 

 縣市別  評估應變服務價

值(單位：萬元) 

中央政府單位  2520  台北市  1008 

苗栗縣  2321  台中市  974 

高雄市  1980  台東縣  842 

屏東縣  1887  新北市  728 

宜蘭縣  1765  基隆市  550 

台南市  1582  新竹市  414 

金門縣  1540  桃園市  379 

南投縣  1404  彰化縣  185 

雲林縣  1392  嘉義縣  55 

新竹縣  1184  澎湖縣  55 

 

（五） 應變決策之需求調查 

本問卷調查，設計有兩題開放式問答，就是希望藉此了解地方第

一線應變人員期待獲得哪些額外的資訊或是符合現地需求的建議事

項，以幫助他們提升災害應變決策的品質與效能。三次調查總計獲得

73 則回覆，本文彙整分類如圖 10，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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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更精緻與在地化的災害情資：例如提供更小區域、更短時間

內的雨量預報或災害預警。 

II. 更即時的災情資訊：民生最重要的維生管線災情與修復資訊

需即時且由系統自動化提供。 

III. 更直覺的情資說明：利用白話或易懂的方式，說明預報數據

代表的事件強度或規模 

IV. 更明確的災害歷程：希望獲得災害發展趨勢，並提供警戒降

低或解除之時機，以供未來防災資源調度。 

V. 更詳細的風險資訊：期待了解颱風路徑偏差將造成的影響，

並隨災害情境演變獲得示警與通報 

這些反饋的建議，都將是 CEOC 情資研判組或是災防科技中心

持續精進應變作為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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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受訪應變人員對於情資研判資訊之需求與期待 

 

四、 結語 

災防科技中心於 105 年度依據「仙台減災綱領」第七項減災目標

之精神，辦理了應變情資研判服務滿意度調查。調查的內容分為四大

部分，分別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組通報資料」、「災害情資

網」、「災防科技中心應變支援服務滿意度」以及「受訪者的基本資訊

調查」，調查的對象以中央、地方政府負責防災應變之人員為主。105

年度共計執行 3 次問卷調查，分別是尼伯特、莫蘭蒂暨馬勒卡以及梅

姬颱風，總計回收 298 份有效問卷。關於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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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單、災害情資網的使用調查顯示，超過 96%受訪者認為情資研判

通報資料與災害情資網有助於災害應變決策過程。在災害情資網提供

的應變情資中，以氣象資訊使用度最高，82%的使用者最期待災害情

資網可提供協助執行疏散撤離的詳細情資。在災防科技中心整體應變

支援服務的滿意度部分，有近 85%受訪者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且滿

意度得分逐次升高，全年平均滿意度得分為 4.2 分；此外，評估災防

科技中心應用科技防災產生之價值，約為 2 億 2 千餘萬元。 

分析各級應變人員對於情資研判資訊的需求與綜合改進建議。結

果顯示，應變人員期待情資研判資訊應更加直覺、即時、細緻與在地

化；期待能提供更多風險分析與災害歷程說明以供決策，並有更好的

通報與示警機制。相關建議將成為 106 年度情資研判組執行應變作業

策進以及災防科技中心精進災害情資網的重要方向，以利未來中央提

供更高品質的情資研判資訊給予地方政府，提升整體政府執行颱洪災

害應變防災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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