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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ATOM feed 說明 

ATOM feed 是以 XML 表示 CAP 檔案下載位置的目錄。每個連結網址是一個 ATOM 

feed，各代表一種 CAP 分類，其為固定網址。CAP 分類有示警類型、發布單位、影

響區域。 

 

顯示時間規則 

每個 ATOM feed 顯示最新一則 CAP 時間起回溯七天內的所有 CAP 連結，如最新一

筆資料是在 2015 年 9 月 9 日發佈，在 ATOM feed 連結中即會顯示自 9 月 3 日至 9

月 9 日這段期間的所發佈的所有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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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ATOM feed 介接方式 

若您使用的目的是希望下載到最新的 cap 檔案，可以撰寫程式藉由 ATOM feed 中所

提供的固定連結依時間序取得每一個 CAP 檔案的連結，當最新細胞廣播訊息發布後

30 秒內，本站即會更新 ATOM feed 資料, 因此可以持續取得新的 CAP 檔。程式讀

取 atomfeed 下載示警資料範例 

（WindowsFormsApplication7 : 

https://alerts.ncdr.nat.gov.tw/Document/GetCapFromAtom.zip ） 

 

若您只希望取得最新的示警相關訊息，也可以使用 RSS 閱讀器，直接讀取 ATOM 

feed 連結網址( https://cbs.tw/download/rssatomfeed )，如此可以接收最新 CAP

示警訊息。 

 

RSS 閱讀器： 

電腦推薦使用 Internet Expore(IE)或 Firefox 瀏覽器開啟 Atom feed 連結。 

手機則建議於 APP Store 搜尋「RSS Reader」挑選合適之 APP 使用。 

網路上之 RSS 推薦訂閱工具：https://zapier.com/blog/best-rss-feed-reader-

apps/ 

 

 

  

https://alerts.ncdr.nat.gov.tw/Document/GetCapFromAtom.zip
https://alerts.ncdr.nat.gov.tw/Document/GetCapFromAtom.zip
https://alerts.ncdr.nat.gov.tw/Document/GetCapFromAtom.zip
https://cbs.tw/download/rssatomfeed
https://zapier.com/blog/best-rss-feed-reader-apps/
https://zapier.com/blog/best-rss-feed-reader-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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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ATOM feed 欄位 

ATOM feed 連結網址( https://cbs.tw/download/rssatomfeed ) 

 

第一部分 

此 ATOM 的基本資訊 

<updated>最新一筆 CAP 的資料時間 

 

第二部分 

一個<entry>即為一則 CAP 的連結，欄位說明如下： 

https://cbs.tw/download/rssatomf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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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區塊描述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1 <entry> 
一個<entry>即為一則 

CAP 的連結 

ATOM feed 會有多則 entry 則表示七

天內的所有 CAP 連結 

2 <id> 此 CAP 的識別碼 
例如: A20220706080012627-

232552 

3 <title> 此 CAP 的事件名稱 例如: 水庫放流 

4 <sent> 此 CAP 的發送時間 
時間格式：年月日時分秒(時區) 

2022-07-06CST08:00:18+08:00:00 

5 <expires> 此 CAP 的影響時間 2022-07-06CST11:00:00+08:00:00 

6 <sender> 此 CAP 的發布單位 

例如: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 

詳請見表一【發布單位與發佈事件類

型表】 

7 <status> 此 CAP 的訊息狀態 
Actual: 正式 

Test: 測試 

8 <msgType> 此 CAP 的告警訊息類型 

Alert: 新增 

Update: 更新 

Cancle: 取消 

9 <eventCode> 此 CAP 的示警代碼 
詳請見表二 

【示警項目與代碼對應表】 

10 <area> 此 CAP 的影響區域 

影響區域會有三種地理圖形範圍 

例如： 

<circle>23.986607824717908,121.459

79401525685 

7.071574282499708</circle> 

 

<polygon>24.73,121.21 24.79,121.12 

24.83,121.15 24.77,121.26 

24.73,121.21</polygon> 

 

<geocode>              

<valueName>Taiwan_Geocode_103</

valueName>              

<value>10002</value> 

</geocode> 

---------- 

<geocode>以 Taiwan_Geocode_103 地圖圖

資版本，依行政院主計處發布，103 年 12 月

25 日生效版本。 

請見表三【行政區代碼對應坐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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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hannel> 
此 CAP 的訊息碼或通道編

碼 

細胞廣播服務(CBS)係以獨立通道進行

訊息傳遞，並經由 CBS 訊息碼識別不

同通道。 

依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規劃，災防

告警系統將使用 24 個通道傳遞災防

告警訊息，相關 CBS 訊息碼分別是

911、919、4370~4380、

4383~4393。 

 

⚫ 通道 911、919 用以傳送警訊通

知 

⚫ 通道 4370、4383 為國家級警報 

⚫ 通道 4371~4379 及

4384~4392 為緊急警報 

⚫ 通道 4380、4393 為測試用訊

息。 

12 <link> 此 CAP 的網站訊息連結 

此則 CAP 的災害告警細胞廣播訊息網

公開訊息網址 

例如: 

https://cbs.tw/3c892e43 

13 <description> 此 CAP 的訊息內容 

例如： 

[水壩放水警戒]台電木瓜壩，自 07 月

06 日 9 時 30 分起進行放水，請木瓜

溪下游沿岸附近民眾加強注意並遠離

河床，以策安全。[Reservoir 

discharge]09:30  Mugua River 

level rise. Plz stay away.1911 

TAIPOWER(台電公司 1911)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東部發電廠東部發電廠 

 

表一：發布單位與發佈事件類型表 

單位 事件類別 

高雄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雲林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https://cbs.tw/3c892e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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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國際旅遊疫情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傳染病(疫情通知)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低溫警報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森林火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動植物疫情 

行政院農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土石流警戒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品警報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子事故警報 

苗栗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花蓮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水庫放水警戒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水庫放水警戒 

經濟部水利署 水庫放水警戒 

經濟部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水庫放水警戒 

經濟部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電力中斷 

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緊急停水 

經濟部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火災 

經濟部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爆炸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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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化學局 毒災警報 

澎湖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桃園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新竹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新竹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新北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彰化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屏東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宜蘭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基隆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國防部 飛彈空襲警報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每月例行測試 

嘉義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嘉義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台東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台南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台北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台中市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南投縣政府 疏散避難警報 

內政部警政署民防管制所 萬安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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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消防署 緊急支援 

內政部消防署 重大災害警報 

交通部公路總局 公路封閉警戒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大雷雨即時資訊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地震速報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火山噴發訊息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颱風強風告警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海嘯警報 

表二：示警項目與代碼對應表 

示警類別代碼 標題 

chemical 毒災警報 

coldsurge 低溫警報 

amlplntdiseas 動植物疫情 

emergalert 重大災害警報 

airquality 空品警報 

water 緊急停水 

industryfire 中油工業大火爆炸 

explosion 爆炸 

electric 電力中斷 

nuclear 核子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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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cuation 疏散避難 

airraidalert 防空警報 

intlepialt 國際旅遊疫情 

communicable 疫情通知 

debrisflow 土石流警戒 

reservoirdis 水庫放水警戒 

roadclose 公路封閉警戒 

volcano 火山噴發 

hurricfrcwnd 颱風強風 

tsunami 海嘯警報 

earthquakeew 地震速報 

thunderstorm 大雷雨即時訊息 

 

表三：行政區代碼對應坐標資料(ESRI_SHP 檔 編碼 UTF-8)坐標系統 WGS84 

縣市類別 資料下載 

縣 市(Taiwan_Geocode_103) 
文件下載  

MD5:ba4b803e99127ab92a0cf0cb287e28c1 

鄉鎮區(Taiwan_Geocode_103) 
文件下載  

MD5: 73469b3e69910007fe8007a7c0501efa 

村 里(Taiwan_Geocode_103) 
文件下載  

MD5: e52317cc0442f62f410bb1ce287ced40 

 

https://alerts.ncdr.nat.gov.tw/Document/city_103.shp(utf8)v2.zip
https://alerts.ncdr.nat.gov.tw/Document/town_103.shp(utf8)v2.zip
https://alerts.ncdr.nat.gov.tw/Document/village_103.shp(utf8)v2.z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