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管制署傳染病警報 CAP資料說明 
CAP Alert Message for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c Alerts 

Element  Sub-element Notes or Value Domain Remark 

Identifier  變動値 CDC_communicable_20160517151256_001 

格式 CDC_communicable_YYYYMMDD
HHmmss_001 

說明 

YYYY 年 (2016) 
MM 月 (05) 
DD 日 (17) 
HH 時 (15) 
mm 分 (12) 
ss 秒 (26) 

001 流水號 
Sender  固定値 cdcinfo@cdc.gov.tw 即代表疾病管制署 

Sent  變動値 2016-05-17T15:12:56+08:00 
格式 YYYY-MM-DDTHH:mm:ss+tt:00 
說明 1. 時間格式同 Identifier 說明 

2. tt 表示時區 

Status  値集合 Actual, Exercise, System, Test, Draft 說明 
Actual 真實發送 

Exercise 針對特定對象測試 
System 內部網路測試 

Test 技術性測試 
Draft 測試 CAP模板 

msgType  値集合 Alert, Update, Cancel, Ack, Error 說明 Alert 發送示警 
Update 更新示警 



Cancel 取消示警 
Ack 有限制性接收者，參

考 references 內容 
Error 拒絕接收 

Source  固定値 CDC 資料來源為疾病管制署 
Scope  値集合 Public, Restricted, Private 發送對象原則上均為不受限的一般大眾 

Info 

language 固定値 zh-TW 繁體中文 
category 固定値 Health 分類為健康 

event 固定値 傳染病 此 CAP說明文件針對傳染病疫情發送訊息 
responseType 固定値 Monitor 配合後續 instruction 使用 

urgency 値集合 Immediate, Future 說明 Immediate 疫情沒有確切開始時

間，為立即反應 
Future 未來反應 

severity 固定値 Unknown 大部分疫情的嚴重程度無法單由軟體判定，

故以 unknown 為主 

certainty 値集合 Observed, Possible 說明 Observed 疫情已在發生或進行

中 
Possible 疫情可能會發生 

eventCode 變動値 profile:CAP-TWP:Event:1.0 CAP 版本，但改版時間與版本變更不頻繁 
固定値 communicable 

effective 變動値 2016-05-17T15:12:56+08:00 
格式 YYYY-MM-DDTHH:mm:ss+tt:00 
說明 1. 時間格式同 Identifier 說明 

2. tt 表示時區 



3. 表示 CAP 生效時間，與 Sent時
間不一定相同 

expires 變動値 2016-05-18T08:00:00+08:00 
格式 YYYY-MM-DDTHH:mm:ss+tt:00 

說明 
1. 時間格式同 Identifier 說明 
2. tt 表示時區 
3. 表示 CAP 失效時間，視疫情狀
況而定 

senderName 固定値 疾病管制署 發送 CAP單位或組織名稱 
headline 變動値 高雄市:登革熱群聚疫情 發送傳染病疫情標題 

description 變動値 

疾管署訊：高雄市登革熱已出現群聚疫情，影響

區域包含：鳳山區二甲里內的部分區塊，請社區

共同動員加強戶內外孳生源清除工作；若有出現

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出疹

等症狀，請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所在地區已有登

革熱病例。更新時間：2016/05/16 08:00:00。 

概要說明疫情現況 

instruction 變動値 
登革熱滅孓妙招：「巡」覓病媒孳生源、「倒」

乾積水容器、「清」除環境廢棄物、「刷」淨斑

蚊蟲卵。相關疑問可撥打免費防疫專線 1922，最
新疫情請查閱 http://www.cdc.gov.tw/。 

建議民眾應該採取的措施 

web 變動値 http://dengue.gov.tw/ 網路訊息參考網址 
contact 固定値 0800-001922 疾病管制署免付費防疫專線 

parameter 
valueName 固定値 alert_title 

此 CAP文件為傳染病疫情示警 
value 固定値 傳染病 

valueName 固定値 alert_disease 依要發佈的傳染病疫情而定 



value 變動値 登革熱 
valueName 固定値 CHANNEL 

說明 13,130911 細胞廣播簡訊推播通道 
value 變動値 13,130911, 14,0 14,0 網路平台通道 

valueName 固定値 disease_category 參 考 法 定 傳 染 病 疾 病 分 類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disease.as
px?treeid=beac9c103df952c4&nowtreeid=6B7
F57AAFDE15F54) value 變動値 2 

valueName 固定値 dissemination_area 1. 此與統計處發布資料相同 
2. 傳染病訊息發布，當發佈依據為臺灣縣市
鄉鎮村里 Geocode 時，此配合顯示該鄉
鎮村里之實質影響的一級發布區代碼 

3. none表示包含此發布縣市下所有發布區。 
value 變動値 none, A6412-B4-794, 

A6411-45-006,  A6411-45-008 

valueName 固定値 CMAMtext 

配合 channel 若為細胞廣播時，民眾手機收
到之顯示內容。 value 變動値 

您所在區域已出現登革熱群聚

疫情，請做好防蚊措施，主動

清除室內外積水容器並定期巡

查；若有疑問請洽免付費 1999
專線或 1922防疫專線。持續至 
05/18 08:00，疾管署。 

area 

areaDesc 變動値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 發布 CAP之鄉鎮村里名稱 

geocode 
valueName 固定値 Taiwan_Geocode_103 1. 根據「Taiwan_Geocode_103」設定臺灣各

縣市之區域代碼。 
2. 參考國家災害防救中心示警平台資料

(https://alerts.ncdr.nat.gov.tw/CAPfiledown
load.aspx) 

value 變動値 64014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