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管制署國際旅遊疫情 CAP 資料說明 

CAP Alert Message for International Epidemic Alerts 

Element Sub-element Notes or Value Domain Remark 

Identifier  變動値 CDC_IntlEpiAlt_20151111174530_001 

格式 CDC_IntlEpiAlt_YYYYMMDDHHm
mss_001 

說明 

YYYY 年 (2015) 
MM 月 (11) 
DD 日 (11) 
HH 時 (17) 
mm 分 (45) 
ss 秒 (30) 

001 流水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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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t  變動値 2015-11-11T17:4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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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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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旅遊疫情 此CAP說明文件針對國際旅遊疫情發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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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値集合
未發布等級, 第一級:注意(Watch), 第二級:警示

(Alert), 第三級:警告(Warning) 

依該國疫情區分等級，可參考疾病管制署國

際間旅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http://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aspx?
treeid=aa2d4b06c27690e6&nowtreeid=4dd5ed
d98f8580aa) 

certainty 固定値 Observed 發送示警皆表示疫情已在發生或進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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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lEpiAlt 

effective 變動値 2015-11-11T17:4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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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2-11T23:59: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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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來西亞─麻疹 (第一級:注意(Watch)) 發送國際旅遊疫情示警標題 

description 變動値

疾管署訊：馬來西亞今年累計逾 600 例確診病

例，為近 2 年全年總數平均(約 200 例)的 3 倍，

多數個案為 6 歲以下孩童，近 2 年逾半數病例未

接種疫苗，原因多為父母忙碌或忘記帶孩童接

種，及自然療法等反疫苗意見而拒絕接種所致。

更新時間：2015/11/11 17:45:30。 

概要說明國際疫情現況 

instruction 變動値

當地有瘧疾疫情，建議前往前述風險區旅客採取

防蚊措施，如曾在高風險區停留旅客，請注意以

下事項：繼續將瘧疾預防藥物服用完畢，才能達

到最佳保護效果。 瘧疾大部分在感染後的 7~30
天出現症狀，但潛伏期也可能長達數個月、甚至

數年，返國後 1 年內，如果出現發燒等疑似症狀，

應立刻就醫，並告知醫師曾到瘧疾流地區，延遲

治療可能會致死。相關疑問可撥打免費防疫專線

1922。 

建議民眾應該採取的措施 



web 變動値
http://www.cdc.gov.tw/InternationalTravel/Country
Info.aspx?treeid=aa2d4b06c27690e6&nowtreeid=fb
6a405b1d67aa69&tid=919502C2C9A44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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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為國際旅遊疫情示警 

value 固定値 國際間旅遊疫情建議 

valueName 固定値 severity_level 
依國際疫情劃分嚴重等級，可以參考疾病管

制 署 國 際 間 旅 遊 疫 情 建 議 等 級 表 
(http://www.cdc.gov.tw/countryepidlevel.aspx?
treeid=aa2d4b06c27690e6&nowtreeid=4dd5ed
d98f8580aa) 

value 變動値 第一級:注意(Watch) 

valueName 固定値 alert_disease 
依要發佈的國際疫情而定 

value 變動値 麻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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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疫情訊息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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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none 表示包含此發布縣市下所有發布

區，或當使用 polygon 作為發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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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來西亞今年累計逾 600 例確



診病例，建議前往前述風險區

旅客採取防蚊措施，旅遊後 21
天內如有不適，建議就醫評

估，並告知醫師相關旅遊史。

持續至 05/18 08:00，疾管署。

area 

areaDesc 變動値 桃園國際機場 發布 CAP 之鄉鎮村里名稱或地點 

polygon 變動値 

25.077420686054214,121.22639
872133732 
25.070385019749654,121.23279
310762882 
25.080394202488026,121.24515
272676945 
25.08709892547955,121.238586
67910099 
25.077420686054214,121.22639
872133732 

1. 為經緯度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