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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地性民生服務於行動網路環境之應用 

 

摘要 

隨著行動化科技發展，行動化裝置的使用已經達到高度普及，而

行動化通訊軟體平台的出現，創造新型態的資訊獲取與交流。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運用行動化科技，綜整災防

單位觀測及開放資料，基於通訊軟體平台建構即時資訊服務，提供民

眾一站式的災防資訊供應，並結合適地性服務(Location-Based Service)

的開發理念與基礎，達到為民服務的理念。 

隨著開放資料的提倡，民眾對資訊的需求更加頻繁，因應快速變

動的使用者需求，設計行動化資訊服務基礎架構，以情境式導入資訊

流，提出適地性地圖服務及資訊公告服務架構，運用軟體再利用特性，

減少開發時間，支援迅速變動性資料應用，如:口罩及快篩地圖。同時

於視覺化技術導入，結合擴充實境(AR)視覺化技術，以影像融合結合

相機設備，實現 AR在地打卡服務，提供民眾全新的使用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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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隨著科技發展與進步，行動化資訊傳播已經是民眾生活上獲取或

分享的重要管道，而行動裝置的技術也形成新型態的社群交流模式，

使用者運用行動通訊軟體的服務，創建許多的群組，形成社交圈，並

於其中進行各式各樣的資訊交流。現今許多的政府單位也將這種管道

視為重要的資訊散佈模式，並建立特殊的官方帳號，以一對一的資訊

服務模式，提供各類型服務給民眾[1, 2]。 

因應民眾新型態的資訊獲取模式，並結合行動化裝置的特性，行

動化服務的概念孕育而生，以適地性服務為基礎，結合跨領域的資料，

落實民生化服務的開發[3, 4]。LINE行動通訊軟體是當前臺灣民眾使

用普及率最高的軟體，同時 LINE也提供組織或單位以特殊的官方帳

號，提供使用者加入形成好友連結，創造新的資訊獲取管道。而對於

政府單位，建立官方帳號，運用 LINE平台提供的各種開發資源，創

造行動化開發服務的基礎環境[5]，以有效傳遞各項資訊，是當前行動

化資訊供應服務的重要手段。 

災防科技中心以 LINE行動化通訊軟體平台為基礎，運用平台提

供的標準化開發環境，連結行動通訊套件，能支援資訊傳遞機制的快

速建立，開發即時且具備安全的傳遞管道，同時藉由使用套件，能降

低服務的維運成本。在資訊供應服務上，基於防災與民生相關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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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服務，同時以過去開發的經驗，建構資訊供應服務的基礎元件，

提供快速的開發模板，因應各項民生服務的需求，減少重複開發工作，

提升服務上線的時效性。 

二、 行動化加值服務架構 

基於 LINE行動化通訊軟體建立官方帳號，目標在於提供一站式

入口網服務為原則，以此建立相關的資訊供應用服務，提供各類型民

生與防災結合的創新服務，同時資訊供應的服務以行動化服務架構為

基礎，建立資訊服務基礎架構，讓軟體開發上能夠再利用，以因應縮

短開發時間，並節省相關成本。 

災防科技中心官方帳號使用雲端環境建置各項服務，並藉由

LINE 行動化通訊軟體提供的套件作為訊息傳遞架構，後端為實際應

用程式的佈署環境，其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整合 LINE 所提供之 API進行整合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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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供應服務的開發上，各資料供應服務是獨立運作的服務應

用，與前端使用者藉由 LINE訊息傳遞架構來互動。依據常見使用需

求開發資訊服務基礎架構，其設計理念以常見的使用者情境為主軸，

加入服務化的流程概念，並依據資訊流的步驟，導入各項開放資料加

值應用，提出兩項基礎架構: 1) 適地性地圖服務架構、2) 資訊公告服

務架構。 

適地性地圖服務以地點為基礎的服務概念為主軸[6, 7]，結合地圖

化元件提供使用者周遭的資訊[8]，並以資訊列表結合地圖化的方式

展示資訊。資訊公告服務以資訊分類原則設計，以鄉鎮縣市地區作為

類型，並運用網路資源連結快速整合各種單一網路資訊，方便提供各

縣市區的公告資訊。 

基礎架構的應用，主要是依據使用者於行動化裝置上的使用情境，

運用多種基礎元件，結合成為資訊供應服務設計的架構，並且能快速

套用不同的開放資料來源，迅速的套用架構並上線服務。 

另外，於資訊視覺化的部分，運用行動化裝置的相機設備，與防

災上的各項觀測主題資訊，運用影像融合技術，將使用者所在地的各

項觀測資訊轉換成後，透過相機設備，實現虛擬實境(AR)技術的應用，

提供民眾全新的資訊獲取與分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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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適地性行動化應用 

本研究運用適地性服務的概念，並以近年疫情時代使用者對於個

項開放資料的需求為主軸，開發疫情民生相關的服務，同時也針對視

覺化運用擴充實境。 

(一) 口罩地圖服務應用 

於 109 年疫情開始的階段，臺灣面臨防疫物資-口罩的需求，政

府開放全國各地的口罩實名制的購買資訊，提供公私部門系統加值。

災防科技中心藉由適地性服務概念，導入全國口罩購買地點，提供民

眾查詢周遭口罩地圖的購買資訊與即時數量，讓民眾能快速了解該前

往何處購買(圖 2)，於 2 月 10 日上線，於該月份高達 190萬以上的使

用人次。 

 

圖 2 口罩地圖使用情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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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情地圖服務應用 

今年度因應疫情的關係，政府公告快篩試劑的開放資料，提供民

眾購買的地點資訊，並運用適地性地圖服務架構，建構各類型的疫情

民生服務。配合疫情中心第一批公費快篩的供應開放資料，使用適地

性地圖服務架構，結合使用者所在地點位置，查詢使用者周遭的販賣

點位，並運用 LINE原生元件提供資訊列表，同時整合谷歌地圖提供

地理化的資訊呈現與導航服務。今年(111 年) 4 月 19 日上線「公費快

篩實名制地圖」，使用「健康保險資料開放服務」與「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開放資料，提供使用者搜尋鄰近藥局營業資訊查詢 

(圖 3)，上線一週就達到 83,473的使用次數 ，且上線半個月內每日使

用數至少超過 1,800人次。 

圖 3 公費快篩診所地圖使用情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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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4 月 28 日公告實名制快篩藥局

的購買資訊，運用適地性地圖服務架構，於 4 月 29 日上線「快篩實

名制藥局地圖」，提供地圖化搜尋鄰近藥局快篩剩餘數量、藥局營業

資訊查詢(圖 4)，約兩周的時間快速累積 402,854 使用次數，上線當天

超過 8萬的使用次數，上線四週內每日使用次數最少超過 1,000人次。  

圖 4 快篩實名制藥局地圖使用情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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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兒童疫苗資訊應用 

針對兒童疫苗的接踵，因為各縣市提供情況不同，並無統一的彙

整資訊，且由地方政府自行公告接踵地點與時間等。因此，使用資訊

服務公告架構，以核心元件的方式彙整網路資源連結，依據縣市作為

資訊的分類，可以快速連結網路上的不同資源，並提供使用者依縣市

進行資訊的查詢，以快速獲取相關的資訊。於 6 月 1日上線「兒童疫

苗接種資訊」，提供特定事件縣市公告資訊，連結各縣市衛生局疫苗

防疫網站與預約平台，提供 22 縣市兒童疫苗預約與查詢與防疫資訊 

圖 5 兒童疫苗接種資訊使用情境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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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截至 6 月 11 日止已累積 394,643 點擊次數，且上線一個月內

每日點擊數至少超越 1,000人。 

(四)  AR視覺化技術之在地打卡服務 

使用者在地服務是最典型的適地性服務應用，根據使用者所在地，

提供各類型防災資訊服務，建立在地觀測主題服務，包含各項即時觀

測資料: 溫度、體感溫度、濕度、風速、時雨量、空氣品質等，並且

圖 6 在地觀測主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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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結合該地區是否當前有相關的示警資訊，如遇高溫、低溫等，同

時也依據示警的項目，結合生活化的注意事項，提供民眾民生化的服

務(圖 6)。 

隨著 AR 技術的發展[9, 10]，本研究運用 AR 的視覺化技術，以

在地打卡服務的概念，結合在地主題服務的即時觀測資訊，轉換成為

AR 的虛擬資訊，並結合行動化裝置上的相機設備，達成虛擬與實際

(b)颱風主題 

圖 7 AR 視覺化在地觀測主題打卡服務 

(c)高溫主題 

(a)觀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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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像結合，提供民眾 AR化的觀測主題打卡服務(圖 7-a)。同時結合

不同的示警項目，提供不同的 AR圖案與資訊，增加使用者的體驗度，

今年分別開發颱風(圖 7-b)、高低溫(圖-c)與地震等情境 AR主題。 

四、 結論 

行動化資訊傳播已經是民眾新型態的社群交流與資訊分享模式，

政府單位也將這種管道視為重要的資訊散佈模式，並建立特殊的官方

帳號，提供一站式的資訊服務模式。結合行動化裝置的特性，以適地

性服務為基礎，綜整跨領域的資料，落實民生化服務的開發，是當前

重要的課題。本研究運用 LINE平台開發資源，並設計資訊服務基礎

架構，以因應快速的民生需求，能快速導入政府開放資料，提供適地

性的行動化服務，藉由次次疫情的行動化服務，實名制快篩地圖服務

顯示，運用基礎架構能減少開發時間，並快速支援民眾即時的需求。

另外，針對適地性服務的創新，也導入新的 AR視覺化服務，結合在

地觀測資訊提供民眾新穎的在地打卡服務，並且可分享給自己的親朋

好友，達到報平安的效益。在行動化的時代，面對多變的開放資料與

民眾需求，累積過去的服務經驗，導入資料供應基礎架構，能有效提

高政府的應變能力與資訊供應量能，提升資料加值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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