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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地區對於化學品的管理權責多分散於各部會，缺乏有效的資訊系統整合平台，
對於毒化物的災害管理多侷限於事故發生時的緊急應變與諮詢，有鑒於此，本研究擬發
展一套線上即時模擬之共通平台，整合各種防救災圖層及資訊，提供災害管理分析研判
與決策作為之參考。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係以美國 EPA 發展的重質氣體模式
(SLAB)為核心，簡化其模式操作介面、建立即時氣象資訊功能、統整各部會署毒化災相
關資料，結合資訊共通平台發展本土化模式，套疊基本圖層(如人口密度，醫院、學校、
防救災資源等)，並配合區域毒化災潛勢分析技術，提供防救災單位規劃應變之疏散路
線與資源配置之重要決策參考。
關鍵詞：重質氣體模式、Web-GIS、潛勢分析、毒化物

Abstract
Th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the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of toxic substance
disasters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techniques of regional risk analysis, on-line
web-based simulation and the related database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scue. The heavy
gas dispersion model of the system is developed by founding on SLAB model which is
developed by U.S. EPA and DOE. The system is able to re-evaluate the alloc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resources and suggest evacuation routes for the purposes of mitigation.
The on-line web-based simulation provides the information of chemical dispersion,
evacuation area and exit direction, and establishes complete information fo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Keywords: heavy gas dispersion model, Web-GIS, risk analysis, toxic chemicals

1

一、前言
發生毒化災事故時緊急應變的效率取決於事件開始發生時，是否能於短時間內進行
危害辨識、境況評估、擬定行動方案及管制事故區域，平時必須蒐集國內、外毒化災相
關事故累積經驗，做為災因研判、事後追蹤調查及紀錄使用，以達到減少人員傷亡，降
低災損的目的。毒化災事故發生時，應能有效且即時掌握災情現場狀況，方能與短時間
進行反應，然目前危害性化學品的管理權責分散於各部會，毒化災相關之防救災資料各
自建置且無相互分享整合應用之機制，在管理上多僅限於事故發生後的緊急應變與諮
詢，如表 1 所示。當災害事故發生時，相關資訊不易流通，不利於災害防救應變與緊急
作為，且無法立即反應造成許多資源浪費與環境污染，故亟待資訊整合與檢討管理機制。
表 1 現有危害性化學物質及防救災資料庫
單位
環保署

資料庫

使用情形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查詢系統

僅供行政管理使用，不對
外開放權限

毒性化學物質網路申報系統

消防署 公共危險物品列管場所資料庫
勞委會
工業局

危險性工作場所資訊
危害物質危害數據資訊資料庫
工業區區域聯防管理系統
重大工業火災爆炸事故資訊

資料老舊，未經常更新
MSDS 資料庫為公開性質
部分公開資訊，自建應變
資訊不開放權限

災防會 防救災資源資料庫

配合 NCDR 資訊平台進度

勞研所 工安災害統計資料庫

彙整後資訊為公開資訊

本研究建置之毒化災災害防救支援系統中包含災害管理減災、整備及應變階段中所
需之資訊與功能，決策支援系統中利用線上即時模擬功能，模擬毒化物擴散的情形與可
能影響的範圍，產出結果以 Web-GIS 展示，並套疊基本圖層(如人口密度，醫院、學校、
救災資源等)，配合區域毒化災潛勢分析結果，得知在地理位置上防救災資源的分布、
避難場所、應變指揮中心等選擇位置，提供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所需整合資
訊，並以災害情境假設說明平台的使用方式，可供防救災相關單位決策之重要參考依據。
本研究目標分為兩大部分：
1、區域毒化災潛勢分析技術
如何在災害未發生之前能先瞭解人為災害可能的危害風險較高的區域，將有利於災
害防救的準備與增加應變的效率，即為災害潛勢分析的最重要目的。針對毒化災災害潛
勢分析，利用 GIS 與風險分析以呈現區域的風險分布圖，可供：
(1) 災前了解區域的災害潛勢與危險度，配置所需救災資源並提高警覺。
(2) 提供規劃避難場所及應變指揮中心時選擇位置的參考依據。
(3) 事故發生時可提供救災單位應變路線與資源配置適宜性之參考。
(4) 縮短應變時間，遏止災情擴大，幫助決策者正確判斷有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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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一步整合入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中。
2、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
當化學災害發生時，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化學物質之數量、種類、危險性等資料，配
合即時之災害境況發展，以做成適當的應變決策。本研究整合危險性化學品相關資料庫
同時建置資訊共通平台，預期可縮短未來面對與處理化學災害時所需之反應時間，同時
協助緊急應變決策，避免災害範圍擴大並降低可能之災損。
(1) 利用美國 EPA 發展之重質氣體模式為核心，簡化操作介面發展本土化模式，迅
速提供防救災相關人員應變之參考依據。
(2) 重質氣體擴散模式與即時氣象資訊之 GIS 整合技術，並提供線上即時模擬使用，
模擬結果以圖層展示，提供防救災單位於事故發生時即時使用。
(3) 國內危害性化學品相關資料庫彙整，以及相關單位之防、救災資源、應變機具
等資料庫之整合，提供完整的應變所需資訊。
(4) 整合並增強使用者在災害管理中減災、整備及應變階段時需要的毒化災防救災
資訊。
本研究發展之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預計可將區域潛勢分析結果應用於防
範未然，達到減災之目的，並配合毒化災線上即時模擬與防救災相關資料庫，提供完整
的防救災相關資訊於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應變使用。

二、區域毒化災潛勢分析技術
2.1 研究架構與流程
區域風險潛勢分析依環保署研究使用 ALOHA 模式，其中包含高斯擴散模式及重質
氣體擴散模式，目的在計算容器或管線意外破裂或排放之洩漏速率，洩漏速率受到流體
種類、狀態、壓力、排放口的幾何形狀等所影響。主要在發展出一套能評估地區毒化災
風險潛勢的方法，其分析流程如圖 1 所示，分別需進行資料彙集與整理、篩選廠家、
ALOHA 擴散分析以及毒化物潛勢風險分析，計算出人為災害危害風險較高的區域，有
系統的將災前準備工作做好，以利於救災的準備與增加救災的時效性。
本研究以桃園縣為區域毒化災潛勢風險研究範圍，共有 13 個鄉鎮市，桃園市、中
壢市、八德市、平鎮市、大溪鎮、楊梅鎮、龜山鄉、蘆竹鄉、大園鄉、觀音鄉、新屋鄉、
龍潭鄉、復興鄉。將此 3 個鄉鎮市的毒化物運作場所資料由篩選原則篩選後，儲存氯、
丙烯腈、苯、環氧乙烷、1,3-丁二烯、氯乙烯、二異氰酸甲苯、2,4-二異氰酸甲苯八種的
毒化物運作場所有 94 處、112 筆毒化物儲存資料(資料來源為北區毒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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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彙整

毒化物運作廠、物質、儲存量、儲放
場所及當地氣象資料等。

篩選廠家

輸出入量大、危害性高以及
人口密集等。

ALOHA 分析

潛勢風險分析

應用加值分析結果

1×10-4

危害半徑(km) × 發生機率(1/yr)

套疊 GIS 基本圖層、避難場所、
人口密度、醫院、學校等。

3×10-4

2×10-4

6×10-4

圖 1 區域毒化災潛勢分析流程

2.2 潛勢分析結果與應用方法
毒化災區域風險潛勢分析評估以縣市為分析範圍(以桃園縣為例)，經資料分析彙整
與本研究制度之篩選後，以輸入(出)量大、危害性高、許可證或登記備查的篩選原則，
選定等八種毒化物(氯、丙烯腈、苯、環氧乙烷、1,3-丁二烯、氯乙烯、二異氰酸甲苯、
2,4-二異氰酸甲苯)為模擬對象，並調查縣市境內相關毒化物運作場所的資料，進行
ALOHA 模擬，最後以 GIS 軟體進行疊合加成及內差分析，得知各鄉鎮市及整體的毒化
物風險潛勢圖。
桃園縣毒化災風險潛勢分析結果中，潛勢較高區域為觀音鄉、大園鄉，而毒化物運
作場所較多者亦是觀音鄉，在中壢市雖然也有不少的毒化物運作場所，但因儲存物質相
對而且危害性較低，故其毒化災的風險潛勢也較為低。上述分析結果在各縣市可將其與
防救災資源圖層(消防設施、電力設備、載具等)做套疊，欲建立防救災資源圖層必需先
調查分析範圍內的種類及、設施及數量等，然後將調查統計的結果建置成圖層，套疊後，
可以瞭解區域內風險潛勢高低分佈的區域及防救災資分配是否適宜，加強風險潛勢較高
地區的防救災資源；另一方面，也可以區域內風險潛勢圖(圖 2)與人口密度圖層套疊(圖
3)，在避難場址選擇時應該考量避難處所及路徑時可能的避難人數、場所、設施、路況
等因素，平常就可以將其規劃好，使在災害來臨時的緊急應變達到最好的效率；而此方
法可再應用到運輸路線的選擇上，以此方法為基礎，只是考量不同的假設情境及機率參
數，即可針對多條道路評選出相對風險較低的路徑，以作為毒化物運輸時的路線選擇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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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桃園縣區域風險潛勢分析

圖 3 桃園縣毒化物風險潛勢與人口數套疊圖

三、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
3.1 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架構如圖 4 所示，產出包含四個部份，SLAB 擴散模
式、潛勢風險分析、決策支援及其他。潛勢分析可加值應用在災前減災及配置救災資源；
SLAB 模式則於發生毒化災需進行緊急應變時，即時提供毒化物洩漏的線上擴散模擬，
得知毒化物洩漏的濃度擴散情形與影響範圍，其平台雛形已建置完畢(圖 5)。SLAB 擴散
模式與潛勢分析朝增進準確度以及系統友善度改進。目前正建置防救災基本圖層(學
校、醫院、工廠位置、人口密度等)及防救災資源圖層(消防安全設備、洩漏緊急處理器
具、個人防護裝備及救災用車輛等)，未來將結合 SLAB 擴散模式、潛勢風險分析與防
救災圖資，可提供決策者完整的毒化災災害決策支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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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研究架構圖

圖 5 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

圖 6 大氣壓力下氣雲擴散結果
3.2 化學物質擴散模式比較
大多數毒化物擴散行為模擬時，使用的擴散模式為重質氣體模式，重質氣體模式是
相對於比空氣重的氣體，洩漏後分散行為與一般大氣浮力環境下不同，剛開始重質氣體
會先下沉，此因重質氣體比周圍氣體為重，而隨氣雲往下風方向移動，重力使得氣體稍
為分散，部分氣體會向上漂移，繼續往下風移動時，氣雲稀釋得與週遭空氣密度相當，
約在氣體濃度小於 1%或 10000 ppm 以下時，行為漸與一般大氣浮力擴散相同。小量洩
漏情形下，此現在發生下洩漏點下風數公尺處；大量洩漏情形下，此現象則在下風更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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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才會發生，如圖 6 所示。
本研究比較三種化學物質擴散模式優缺點後，採用 SLAB 重質氣體擴散模式(表 2)，
其產出的結果包含時間變化、距離、以及氣雲的穩定狀態與空間遮蔽情形，做三維方程
式的計算，並應用濃度變量曲線，計算而得知重質氣體擴散濃度影響的區域分佈結果，
提供重質氣體洩漏時，各種不同濃度值的擴散影響範圍以及濃度漂移的歷程。
表 2 模式優缺點的比較
模式名稱
優點
缺點
1. 以擴散理論為基礎的模擬，考慮毒 1. 為商業軟體，需付費使用。
化物受大氣稀釋的影響。
2. 模式未考慮地形對擴散情形的影
響。
2. 結果可呈現不同時間內的擴散歷
程。
3. 未考量毒化物受爆炸影響的分析
模式。
SLABview 3. 可利用 3D 圖呈現模式產出之擴散
結果。
4. 由 USEPA 和 Lakes Environments 研
發，適合毒化物分析使用。
5. 使用介面較為簡單。
1. 為 USEPA 和 NOAA 共同研發維 1. 模擬後果較為廣與遠，不精確。
2. 無法呈現不同時間內的擴散歷
護，免費使用。
2. 模式以災害應變為考量，產出結果
程。
以應變資訊呈現。
3. 僅呈現最後擴散結果，分析時間
3. 模式考慮熱輻射與爆炸。
為擴散 60 分鐘內，擴散距離不超
ALOHA
過 10 公理。
4. 未考慮大氣稀釋與樹木吸附毒化
物的衰減。
5. 模式未考慮地形對擴散情形的影
響。
1. 以擴散理論為基礎的模擬，考慮毒 1. DNV 商業軟體，年租金高。
化物受大氣稀釋的影響。
2. 結果可呈現不同時間內的擴散歷
SAFETI
程。
(PHAST)
3. 可利用 3D 圖呈現模式產出之擴散
結果。
4. 有爆炸分析模式。
3.2 線上即時 SLAB 擴散模擬
本研究發展之 SLAB 模式可即時線上操作模式模擬，得知毒化物可能的洩漏濃度與
影響的範圍，提供決策者進行緊急應變之參考依據，SLAB 擴散模擬流程如圖 7 所示，
當危害性化學物質發生洩漏時，依據災害現場情況逐步輸入相關參數，依下列順序選擇：
(1) 洩漏形式：蒸發池、水平洩漏、垂直噴射及短暫洩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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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平台內建資料庫之洩露物質名稱，點選名稱後，系統會自動引入相關參數，
或自行輸入洩漏物質名稱與相關參數。
(3) 洩漏物質相關參數：洩漏物質的溫度、流率、洩漏延時等。
(4) 現場相關參數：濃度最遠下風距離、座標定位等相關參數。
(5) 氣象相關參數：選擇鄰近氣象測站，系統自動引入相關參數，最後依大小次序
輸入濃度值(目前濃度單位設為 ppm)。
SLAB 擴散模式模擬以圖層產出，如圖 8 所示，圖層展示可明確表現洩漏物質可能
的影響範圍及濃度，提供決策者進行緊急應變工作中，應封鎖的範圍、民眾疏散方
向之參考依據。

洩漏形式

洩漏物質性質

洩漏相關參數

現場相關參數

氣象相關參數

圖 7 SLAB 模擬流程

圖 8 模式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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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毒化災風險潛勢分析以縣市為分析範圍，經由分析資料彙整與本研究制度之篩選
後，以輸入(出)量大、危害性高、許可證或登記備查的篩選原則，其氯、丙烯腈、苯、
環氧乙烷、1,3-丁二烯、氯乙烯、二異氰酸甲苯、2,4-二異氰酸甲苯八種之毒化物為毒化
物模擬對象，並調查縣市境內相關毒化物運作場所的資料，以桃園縣為例由調查結果得
知，桃園縣內此八種毒化物的運作場所有 94 處，共 112 筆毒化物儲存資料，資料彙整
後，進行 ALOHA 模擬，再利用 GIS 軟體進行疊合加成及內差分析，即得到桃園縣各鄉
鎮市及整體的毒化物風險潛勢圖，分析完成後可知：
1、 風險潛勢分析結果可得知區域內何處為潛勢較高區，經分析了解該區域的災害潛勢
與危險度，配置所需救災資源。
2、 產出之區域內風險潛勢圖與防救災資源圖層做套疊，套疊後，災前可瞭解防救災資
分配是否適宜；當事故發生急需進行緊急應變時，可提供救災相關資訊。防救災資
源圖層，如消防設施、電力設備、載具等，平時應調查範圍內的種類、設施及數量
等，隨時提供完整的資料。
3、 產出之區域內風險潛勢圖與人口密度圖層套疊，事先規劃避難處所及路徑可能的避
難人數、場所、設施、路況等因素，針對多條道路評選出相對風險較低的路徑，緊
急時可達到最好的應變效率。
4、 以風險潛勢分析方法為基礎，應用到運輸路線的選擇，考量不同的假設情境及機率
參數，即可針對多條道路評選出相對風險較低的路徑，以作為毒化物運輸時的路線
選擇參考。
毒化災緊急應變決策支援系統於 96 年度完成建置雛形，新增自動引入即時氣象資
訊功能，未來將套疊基本圖層如工廠平面圖、毒化物運作量與儲存情形、人口密度、救
災資源、醫院、學校等，提供現場指揮官與毒災諮詢及監控中心人員提供決策重要參考
依據。並持續擴充危害性物質及救災相關資料庫，目前已依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之資料庫
有環保署所管理的 258 種毒性化學物質、勞委會公開的 MSDS 資料庫以及工研院部分公
開資訊，統整資料以符合本系統使用格式。
1、 本研究發展的本土化模式，以簡單的操作介面，方便使用並迅速提供防救災相關人
員應變之參考依據。
2、 線上即時毒化災境況模擬分析，模擬結果以圖層產出毒化物擴散情形與影響範圍，
提供防救災單位於事故發生時，進行緊急疏散之距離與方向的參考依據。
3、 國內危害性化學品相關資料庫收整，以及相關單位之防、救災資源、應變機具等資
料庫之整合，提供完整的應變所需資訊。
本研究發展之毒化災災害防救決策支援系統，將區域毒化災潛勢分析技術、毒化災
線上即時模擬與防救災相關資料庫結合運用，可依據分析結果配置救災資源，規劃疏散
路線達到減災之目的，即時境況分析提供救災之封鎖範圍與逃生方向，建立完整的防救
災相關資訊，以利事前準備與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應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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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1、 毒化災資料庫及圖層收集與建置：毒化災資料部分缺值補齊，並增加中文名稱、
CASN 編號、ERPG 濃度、LD50 以及 LC50 等資料；建置基本圖層，包含人口密度、
公共設施(如消防栓)、公園、學校、工業區、醫院以及其他防救災相關資料等。此
外，本研究發展之模式，需要大量的資料以進行模擬分析，需要有關單位定期更新
各防救災資料庫，維持資訊流通。
2、 SLAB 重質氣體模式，未考慮毒化物引發爆炸之擴散情形模擬，未來將針對此功能
不足處，持續修正模式。
3、 未來將持續增加模式操作介面之友善度與準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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