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事件分類、事件名稱與事件代碼對照表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1 Geo 地球物理 地震 earthquake 

土石流 debrisFlow 

崩塌 landslide 

海嘯 tsunami 

火山爆發 volcano 

火山灰雲 volcanicAsh 

火山泥流 lahar 

火山碎屑流 pyroclasFlow 

熔岩流 lavaFlow 

石灰岩水蝕 karst 

雪崩 avalanche 

隕石 meteor 

磁暴 magnetcStorm 

堰塞湖 barrierLake 

土壤液化 soilLiquefaction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2 Met 氣象 暴風 storm 

暴風等級風力 stormFrcWind 

颱風 Typhoon 

颱風等級風力 HurricFrcWnd 

強風 strongWind 

降雨 rainfall 

雷雨 thunderstorm 

暴風雪 blizzard 

龍捲風 tornado 

水龍捲 waterspout 

大浪 largeSurf 

大潮 kingTide 

寒害 frost 

寒潮 coldWave 

寒風 windChill 

冬季風暴 winterStorm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冰雹 hail 

雪颮 snowSquall 

急凍 flashFreeze 

凍霧 freezngSpray 

凍雨 freezeRain 

凍毛雨 freezeDrzl 

乾旱 drought 

熱浪 heatWave 

焚風 Foehn 

沙塵暴 dustStorm 

紫外線曝露 UVexposure 

淹水 flood 

河川高水位 highWater 

3 Safety 一般警報和公眾

安全 

墜落物體 fallObject 

緊急設施 emergFacil 

緊急支援 emergSupport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4 Security 執法，軍事，國土

和本地/私人安全 

恐怖活動 terrorism 

家庭犯罪 homeCrime 

工廠犯罪 industCrime 

商店犯罪 retailCrime 

車輛犯罪 vehicleCrime 

網路犯罪 cyberCrime 

危險人物 dangerPerson 

危險動物 animalDang 

公安事件 civilEvent 

民間緊急事件 civilEmerg 

5 Rescue 救援與恢復 遇險信標 distressBcon 

水面搜索 waterSearch 

陸上搜索 landSearch 

空中搜索 airSearch 

失蹤人口 missingPer 

弱勢人口失蹤 missingVPer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6 Fire 消防滅火和救援 森林火災 forestFire 

荒地火災 grassFire 

工業火災 industryFire 

城市火災 urbanFire 

結構火災 structurFire 

野火 wildFire 

煙霧 smoke 

7 Health 醫學和公共健康 傳染病 communicable 

人畜共通疾病 zoonoticDis 

動物疾病 animalDiseas 

動物蟲害 animalPest 

動物攻擊 animalAttack 

水產動物疾病 aqAnimalDiseas 

水產動物蟲害 aqAnimalPest 

海洋疾病 marineDiseas 

海洋蟲害 marinePest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植物傳染病 plantInfect 

植物病蟲害 plantPest 

8 Env 環境污染 污染 pollution 

空氣污染 Airpollution 

土壤污染 Landpollution 

水污染 waterpollute 

石棉污染 asbestos 

空氣品質下降 airQuality 

飲用水污染 drinkingWate 

9 Transport 公共和私人交通

運輸 

空難 aircraftCrsh 

空域關閉 airspaceClos 

飛機事故 aircraft 

飛機墜毀 aircraftCras 

機場閃電威脅 avLightning 

機場雷聲威脅 avThunder 

機場關閉 airportClos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海難 shipwreck 

航海事件 nautical 

石油外洩 oilSpill 

鐵路事故 railIncident 

火車/軌道撞毀 railCrash 

火車事故 train 

交通事故 accident 

道路崩壞 roadCrash 

道路延遲 roadDelay 

道路封閉 roadClose 

橋梁封閉 bridgeClose 

橋梁倒塌 bridgCollaps 

物體墜落 fallObject 

衛星或太空碎片

墜落 

spaceDebris 

10 Infra 公用設施，電信，

其他非交通運輸

基礎設施 

堤防潰堤 leveeFailure 

大壩潰堤 damFailure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管道破裂 pipeRupture 

建築物倒塌 bldgCollapse 

礦區災害 miningHaz 

電力中斷 electric 

供水短缺 water 

汽油短缺 petrol 

柴油供應短缺 diesel 

取暖油供應短缺 heatingOil 

市話通訊中斷 landlines 

有線電視中斷 cable 

行動電話中斷 Mobiles 

網際網路中斷 internet 

衛星服務中斷 satellite 

設施關閉 facilityClos 

設備封閉 facilityLock 

學校封閉 schoolLock 



編號 災害分類碼 

<category> 

定義 災害事件名稱 

<event> 

災害事件代碼 

<eventCode> 

停班停課 workSchlClos 

水庫洩洪 ReservoirDis 

11 CBRNE 化學，生物，放射

性，核或爆炸威脅

與攻擊 

生物危害 biological 

化學危害 chemical 

輻射危害 radiological 

毒性化學物質危

害 

chemical 

毒煙 toxicPlume 

爆炸 explosion 

核子事故 nuclear 

12 Other 其他 徵求志願者 volunteer 

徵求救護車 ambulance 

徵求血液供應 bloodSupply 

徵求藥品供應 drugSupply 

徵求食品供應 foodSupp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