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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一般使用者功能操作說明 

下列功能無須註冊\登入平台即可使用。 

壹、 會員註冊 

提供使用者執行註冊會員功能操作。 

說明如下： 

1、一般使用者點選首頁右上角[會員專區]中的[會員註冊]，如圖 1

所示。 

 

圖 1 

2、填寫會員註冊資訊，點選[下一步]，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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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註冊完成時會一併詢問是否一併進行訂閱資料服務申請，可依

需求自行決定是否訂閱，如圖 3所示。 

 

圖 3 

4、註冊成功，平台顯示發送驗證信至所註冊的連結中，如圖 4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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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5、前往會員註冊單中填寫的電子郵件信箱，點選[平台會員註冊確

認信]中連結完成確認，如圖 5所示。 

 

圖 5 

6、待平台管理員審核會員通過，使用者將收到[會員審核通過通

知]，即完成會員註冊。 

貳、 平台首頁 

1、進入平台後首頁顯示目前示警資訊，如圖 6所示，並可在欲查

詢的示警資訊中點擊，瀏覽該示警之進一步資訊，如圖 7所

示。 

 

圖 6 



                        民生示警平台操作手冊 

4 

 

圖 7 

2、平台中段部份顯示最新消息，如圖 8所示，並可在欲查詢的消

息中點擊，瀏覽進一步資訊，如圖 9所示。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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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3、移至下方後顯示[認識民生示警平台]圖示磚塊，包含歷史與簡

介、示警簡介、輔助資料簡介、示警相關文件下載等內容，如

圖 10所示，而此處亦可直接點擊功能磚塊後進入對應的網

頁，瀏覽相關訊息。 

 

圖 10 

4、再移至下方後為[各類示警介紹]，同樣以磚塊的方式呈現，可

切換欲瀏覽的示警類型，如圖 11所示，並按下[更多資訊]瀏覽

該示警的詳細介紹，如圖 12所示，此處並加入一欄[最近上架

示警]，說明最新加入本平台的示警，如圖 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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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圖 12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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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Q&A]中，點擊後可瀏覽平台使用與相關資訊的常見問題說

明，如圖 14所示。 

 

 
 

圖 14 

6、最下方為平台功能列表與客服聯結區，可點擊查詢欲瀏覽的資

訊或尋求客服協助，如圖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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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7、在[填寫問卷]中點擊後開啟線上問卷，針對平台使用之相關意

見或回饋內容進行填報，而意見信箱同樣會開啟內容回應，如

圖 16及圖 17、圖 18所示。 

 

圖 16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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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8、線上客服 

提供使用者針對本平台使用之相關問題透過社群通訊軟體（Skype 及

Line）予以進行相關解答，或進行回饋，相關說明如下： 

 點選平台功能的[線上客服]，出現相關說明，可先參考[認識平台]中

的[常見問題]，或需要與客服人員聯絡，可使用左下方的[線上客服

資訊]，如所示，包含 Skype及 LINE，點擊 Skype圖示後即出現

skype帳號，如圖 19所示。 

 透過 QRCODE掃瞄 LINE之後即出現 LINE之客服帳號，可加入並

進一步互動以解決相關問題，如圖 21、圖 22、圖 23所示。 

 

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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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圖 21 

 

圖 22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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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查詢示警 

查詢示警功能主要為提供查詢目前生效中的示警資料及歷史示警資料。 

說明如下： 

一、 即時示警查詢 

1、使用者點選[查詢示警]中的[即時示警查詢]。如圖 24所示。 

 

圖 24 

2、篩選功能提供使用者針對生效中示警進行篩選，篩選條件分別

依照[示警區域]、[示警單位]以及[示警類別]進行篩選。如圖 25

第點所示。 

3、排序功能提供將篩選結果進行排序功能，排序可以照[生效時間

排序]或[嚴重程度排序]。如圖 25第點所示。 

4、查詢結果顯示內容分別有[標題]、[生效時間]、[到期時間]、[嚴

重程度]以及[示警內容描述]。 

5、點選[CAP下載]可將該筆 CAP以另外開啟視窗網頁方式下載。

提供使用者瀏覽 CAP的詳細資訊。如圖 25第點及圖 26所

示。 

6、社群分享功能提供使用者將該筆示警資訊分享到社群網站上，

提供分享之社群網站分別為[Facebook]、[Twitter]以及

[Google+]。如圖 25第點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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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圖 26 

二、 歷史示警查詢 

提供使用者查詢過去所有發佈的民生示警訊息，使用者可對單一示警訊

息進行 CAP檔案查閱與下載，或下載經由查詢條件篩選得到之 CAP檔案。 

說明如下： 

1、一般使用者點選[查詢示警]中的[歷史示警查詢]。如圖 2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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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圖 27 

2、設定查詢條件，查詢條件包含[發布單位]、[示警類型]、[生效

時間]、[區域]以及[排序依據]，如圖 28第點所示，點選[查

詢]。 

3、查詢結果將顯示在右邊，如圖 28第點所示。 

4、點選[下載 CAP資料]，將查詢結果的 CAP檔案以壓縮檔形式

提供下載，如圖 28第點所示。 

5、查詢結果顯示部分 CAP資訊，如圖 28所示。 

6、點選[CAP↓]可下載單一 CAP，如圖 28第點所示。 

 

圖 28 

7、點選示警，如圖 28第所示，即顯示該筆 CAP資訊內容，如

圖 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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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三、 示警簡介 

提供使用者閱讀 CAP 與各示警之基本資料介紹，包含氣象、水文、交

通、民生、地理環境、其他等 6類，示警類型選單以圖示顯示於頁面左邊，

可自行切換，如圖 30(1)所示；並點擊欲查詢的示警內容圖示後可顯示相關

資訊，包含定義、建議作為、示警提供單位或其他資訊等內容，如圖 30(2)

所示。 

 

圖 30 

肆、 資料下載 

主要之針對民生示警相關資料進行相關資料下載，操作說明如下： 

一、 示警介接 



                        民生示警平台操作手冊 

15 

提供使用者以 Atom Feed或 JSON方式介接示警資訊，使用者可一次訂

閱所有示警，亦可針對供不同示警類型、不同發布單位、不同影響區域進行

單獨訂閱。說明如下： 

1、一般使用者點選[資料下載]中的[示警介接] 。如圖 31所示。 

 

圖 31 

2、示警介接分為[ATOM]與[JSON兩種。如圖 32所示。 

 

圖 32 

3、每一種示警介接均分為兩區塊，分別為[示警介接]以及[示警介

接(ATOM feed或 JSON)]。如圖 33所示。 

 

圖 33 

4、示警介接說明內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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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謂 ATOM feed/JSON？  

(2) 顯示的時間規則為？ 

(3) 如何選擇適合的取得方式？ 

5、示警介接則依[所有示警(一般訂閱)]、[生效中的示警(適合 web

引用)]、[示警類型]、[發布單位]以及[影響區域]進行區分。 

6、點選其中一種 ATOM feed類型如[示警類型]中[颱風]則顯示中

央氣象局所發布之[颱風]示警資訊。如圖 34、圖 35所示。 

 

圖 34 

 

圖 35 

二、 資料推送 

提供使用者申請以 E-mail、FTP或 HTTP方式接收示警資料，當有新示

警資訊發布時，平台會將資料推送至使用者所申請之接收端。 

*本項功能需進行會員登錄後方可使用*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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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選[資料下載]中的[資料推送]，如圖 36所示，並跳出訊息說

明接收僅能申請一次，並案下確定，如圖 37所示。 

 

圖 36 

 

圖 37 

2、勾選欲申請的[接收方始式]並點選[下一步]，如圖 38所示。 

 

圖 38 

3、依據以下欄位填寫對應內容： 

(1) 輸入[申請原因]，如圖 39第點所示。 

(2) 勾選欲申請的[CAP示警資料]類型，如圖 39第點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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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申請 E-mail推送，請輸入[電子信箱]，或勾選同會員帳號，如圖 

40第點所示。 

(4) 若申請 FTP推送，請輸入[位址]、[Port]、[資料夾路徑]、[帳號]及[密

碼]，使用者可點擊[測試發送]進行測試，如圖 40第點所示。 

(5) 若申請 HTTP推送，請輸入[網址] ，使用者可點擊[測試發送]進行測

試，如圖 40第點所示。 

(6) 若想透過 HTTP申請 Atom更新，請輸入 HTTP[網址] ，使用者可點

擊[測試發送]進行測試，如圖 40第點所示。 

(7) 完成填寫後，點選下一步，如圖 40第點所示。 

 

圖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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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4、確認申請資料，顯示所申請的接收資料類型及皆收方式，並閱

讀完注意事項，，勾選[同意以上規定]，點選[確定]送出申請，

如圖 41所示。 



                        民生示警平台操作手冊 

20 

 

圖 41 

5、待平台管理員完成審核，使用者可於 mail中接收到[申請接收

示警資料審核結果通知]，完成推送申請。 

三、 輔助資料 

提供使用者下載各部會提供之災害相關即時輔助資料，大多為 KML、

KMZ、PNG檔案。 

說明如下： 

1、一般使用者點選[資料下載]中的[輔助資料] 。如圖 42所示。

輔助資料分為[即時資料]與[一般資料]。 

 

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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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輔助資料分類依序為[示警提供單位]→[地區]或[資料類型]。如

圖 43所示。 

 

圖 43 

3、點選[Meta data]，檢視輔助資料詮釋資料。如圖 44所示。 

 

圖 44 

4、點選[檔案名稱]，下載輔助資料，如圖 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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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5、為了提供資訊介接的便利性，使用者可利用右上角[輔助資料即

時資訊 XML]連結了解各項資料的資料發布時間，如圖 46所

示。 

 

 圖 46 

6、XML格式詳見圖 47，內容說明如下： 

(1) <CapInfo>為 XML之根元素 

(2) <Org>當中的屬性為此輔助資料產製單位的資訊，包含單位名稱

<OrgName>及單位名稱縮寫<OrgCode> 

(3) <FileDate>中的值為此一輔助資料的最後更新時間 

(4) <LinkURL>為此種輔助資料的固定連結位置 

(5) 除上述元素以外亦可依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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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四、 歷史輔助資料 

提供使用者依據月份或特定災害下載事件示警。 

 

五、 CAP下載 

提供使用者下載預先打包好之重大災害事件示警資料，並提供下載最新

三十日之示警訊息。 

說明如下： 

1、一般使用者點選[資料下載]中的[CAP下載]，如圖 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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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提供 CAP打包下載，如圖 49所示。打包分類分別為： 

(1) 近 30天資料(每日更新) 

(2) 以災害發生時間進行 CAP打包，例如：2013蘇力颱風(SOULIK)  

2013/07/11~2013/07/14。 

 

圖 49 

3、點選[下載]，下載 CAP壓縮檔，下載後解壓縮即可看見相關檔

案。 

伍、 開發專區 

提供給開發者應用資訊以及工具。 

一、 軟體工具箱 

 提供開發者下載 CAP 開發所需之軟體開發工具箱，共有 Windows、

iOS與 Android版本，並附上說明文件，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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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使用者點選[開發專區]中的[CAP軟體工具箱]。如圖 50所

示。 

 

圖 50 

2、[軟體工具箱]提供「CAP開發工具」及「CAP產生器」兩種工

具： 

(1) CAP開發工具包含Windows版本、iOS版本和 Android版本等三種。 

(2) CAP產生器可讓使用者手動自訂符合 CAP格式的示警訊息，使用者

可參考說明文件或直接點選下載使用，如圖 51所示。 

(3) GitHub可進入社群功能，包括允許用戶追蹤其他用戶、組織、軟體庫

的動態，對軟體代碼的改動和 bug提出評論等，如圖 52所示 

 

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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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二、 CAP相關文件下載 

提供開發者於程式開發時所需各式 CAP 相關說明文件以利開發之進

行；說明如下： 

1、一般使用者點選[開發專區]中的[CAP相關文件下載]。如圖 53

圖 53所示。 

 

圖 53 

2、[CAP相關文件下載]提供共通示警協議相關資料、各類示警資

料說明、常見格式行政區代碼對應坐標資料：KML、

ESRI_SHP檔(編碼 Big5、UTF-8)和代碼，可直接點選文件下

載，如圖 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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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三、 示警查詢 API 

「示警查詢 API」是以網路應用程式介面 Web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提供應用開發者可透過程式介接取得即時示警訊息

的管道，本 API所提供的主要資料範疇為發布機關清單、示警類型清單、示

警訊息清單、示警內容等。說明如下： 

1、點擊進入[示警查詢 API]，顯示示警查詢 API之說明，如圖 55

所示。 

2、對於未申請會員帳號或未申請取得 API Key的使用者，本頁面

提供[會員註冊]與[會員專區]捷徑，供使用者快速上手。如圖 

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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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圖 56 

3、點擊[API說明文件]可查詢有哪些應用內容、查詢選項可供使

用者進行 API時參考使用，如圖 57及圖 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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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圖 58 

4、可參考底下步驟進行 API測試： 

(1) 點擊[Autharize]準備輸入 API 金鑰，如圖 58第點所示。 

(2) 於[Value]欄位填入，如圖 59第點所示。 

(3) 按下[Autharize]進行驗證，如圖 59第點所示。 

(4) 視需要點擊資源類型，這裡以【group取得發布單位清單】為例，如

圖 60第點所示。 

(5) 若欲測試 API使用，請點擊畫面右方的[Try it out]，如圖 60第點所

示。 

(6) 使用者，請輸入 API 金鑰至[apikey]，接著按下[Excute]進行測試，如

圖 61第點、第點所示。 

(7) 執行成功會出現該 API OutPut成果，如圖 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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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圖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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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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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示警應用 

一、 示警元件 

(一) 示警元件 1.0版 

提供元件讓使用者可直接嵌入網頁中使用。 

說明如下： 

1、一般使用者點選[示警應用]中的[示警元件]。如圖 63所示。 

 

圖 63 

2、[示警元件 1.0版]提供使用者可依照需求將網址直接嵌入網頁中

使用，說明網頁如圖 64、圖 65所示。 

 



                        民生示警平台操作手冊 

34 

 

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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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二) 示警元件 2.0版 

提供元件讓使用者可直接嵌入網頁中使用。但此處為最新版本(2.0)，說

明如下： 

1、一般使用者點選[示警應用]中的[示警元件]。如圖 66所示。 

 

圖 66 

2、點擊切換至[示警元件 2.0]並下拉畫面後點擊[(三) 開啟示警元

件 2.0版]，即可使用示警元件 2.0，說明網頁如圖 6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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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二、 示警應用協作平台 

示警用應點擊後進入【示警應用協作平台】，提供使用者瀏覽示警應用

案例之用，並提供關鍵字搜尋進行案例篩選。若使用者有推薦之示警資料創

意應用案例，亦可透過「新增案例」功能進行新增，此功能在登入後將開啟

編輯器頁面。 

(一) 基本查詢 

1. 使用者點選系統登入，可選擇 Facebook、Google或示警平台會員加

以登入，如圖 6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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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2. 在平台頁面中顯示現有的應用案例，如圖 69 所示，依照氣象、水

文、交通、、地理環境、其他等 6大項目來分類，可自行切換類別；

若想瀏覽案例內容，可點選案例後進一步瀏覽詳細資訊，如圖 70所

示。若想透過關鍵字搜詢內容，在[關鍵字搜尋]中輸入要找尋的文字

即可。 

 

圖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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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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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互動功能 

1. 在互動中區的部份可將此案例分享至社群團體，包含 Facebook、

Google+、e-mail 等，而點選蘋果圖示或 Google Play 圖示則可在對

應的 app網業中瀏覽其資訊，如圖 71至 

 

圖 71 

2. 點擊共筆編輯(類 wiki)，可針對該筆案例編輯相關輔助說明，類似維

基百科之模式(Wiki)，可依欲說明之內容進行建檔，如圖 72所示。 

 

圖 72 

3. 同樣在瀏覽案例詳細資訊最下方中有留言評論，如圖 73 所示，可

瀏 覽 現 有 評 論 內 容 ， 亦 可 針 對 該 案 例 加 以 評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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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三) 新增案例 

1. 點選平台右上方的[新增案例]，可進入填寫頁面，填寫欲新增的示警

案例內容，如圖 74所示，填報之對應表格內容如圖 7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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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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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柒、 認識平台 

認識平台提供使用者認識及瞭解本平台各項功能內容與相關資訊，共包

含[重要事蹟]、[使用規範] 、[下載操作手冊] 、 [常見問題]等五大項；點擊

平台中的[認識平台]後即可選擇相關功能項目，以下說明各項內容。 

 

圖 76 

一、 重要事蹟 

瀏覽本平台之相關說明，包含平台建置之目的與過程，如圖 7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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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二、 使用規範 

提供使用者瞭解本平台使用上規範及本平台之免責聲明，點選平台功能

列之[使用規範]後即可瀏覽相關規範內容，包含平台之目的、公開資料、平

台公開資料使用規範、本平台提供資料之機關等資訊，如圖 78 所示。 

 

圖 78 

三、 下載操作手冊 

點擊後直接下載本份平台操作文件之 pdf檔，並可於下載後加以瀏覽，

如圖 7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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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9 

四、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提供使用者瀏覽使用平台或示警資料過程中易遇到的問題或

內容加以說明介紹，目前包含[平台目前有哪些示警資料類型？]、[我要如何

取得或應用平台上的示警訊息？]、[我有示警訊息想要提供到平台，請問要

如何進行？]等三項，並包含相關功能與流程之文字說明，如圖 80所示。 

 

圖 80 

第二節 會員功能操作說明 

下列功能僅供會員使用，請先註冊且登入平台，如圖 81所示；登入後

於[會員專區]中會有以下功能，包含基本資料管理、資料推送管理、資料提

供管理、示警行事曆訂閱服務管理、登出等，如圖 82所示；若登入時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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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則在登入畫面中點選[忘記密碼]，提供正確的電子郵件後本平台會寄

送「密碼重設」郵件至使用者信箱，並提供登入用之密碼，使用者於重新登

入系統後可逕行修改密碼。 

 
 

 

圖 81 

 

 

圖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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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會員基本資料管理 

1、登入並點擊[會員基本資料管理]後顯示會員基本資訊，如圖 83

所示，包含電子郵件、所屬機關、機關類別、聯絡電話、手機

號碼及取得 API KEY等資訊。 

 

圖 83 

2、會員基本資料管理中點擊[修改會員資料]後顯示電子郵件，而

所屬機關、連絡電話及手機號碼均可修改，確認修改時按下[確

定]，若無需修改則按下[取消]，如圖 84所示。 

 

圖 84 

3、會員基本資料管理中點擊[修改密碼]，需輸入舊密碼、新密碼

後並再次輸入新密碼，確認修改確認修改時按下[確定]，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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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修改則按下[取消]，如圖 85所示。 

 

圖 85 

貳、 資料推送管理 

1、點擊資料推送管理後進入到功能畫面，預設顯示[推送服務管

理]，如圖 86所示；顯示各項服務(依實際申請的內容顯示)如

Email、HTTP、ATOM等狀態，包含啟用狀態、啟用或取消、

服務有效時間、服務接收位置等相關資訊。 

 

圖 86 

2、若要將現有服務取消或啟用，可於該服務項目內之[啟用]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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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進行點擊，服務狀態即會更新調整，如圖 87所示。 

 

圖 87 

3、在資料推送管理中切換到[推送記錄管理]，如圖 88所示，會看

到相關之推送計錄，同樣依申請的項目顯示，內容包含發送檔

案、推送狀態、推送訊息、接收狀態、接收端回傳訊息、發送

時間等。 

 

圖 88 

參、 資料提供管理 

(一) 示警記錄管理 

點擊資料提供管理後進入到功能畫面，預設顯示[示警記錄管理]，顯示

示警資訊記錄，如圖 89所示；台接收時間、檔案名稱，及該示警之相關資

訊，如 Status(狀態)、MsgType(訊息類型)、Descripition(描述)等，可依檔案

上傳時間查詢。 

 

圖 89 

(二) 客服問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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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至[客服問題管理]，顯示所詢問之相關客服問題記錄，如圖 90 所

示，包含詢問時間、姓名、問題描述、回覆狀態、功能，並可依照詢問時間

及回覆狀態等條件查詢。 

 

圖 90 

(三) 我想提供示警 

本項功能提供使用者可回饋本平台平台之示警資料。 

1、點擊 [我想提供示警]，如圖 91所示。 

 

圖 91 

2、先顯示[申請進度查詢]，將目前現有資料都呈現在平台中，若

想撤回上傳之示警資料則可按[撤回]，資料將立即撤回，若想

修正上傳之示警資料則可按[修正]進入所提供的資料，並可加

以修改，如圖 9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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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3、回主頁面中點擊[上傳示警資料簡介]，進入功能說明，包含資

料提供者、上傳方式等資訊，如圖 93、圖 94所示。 

 

圖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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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4、點擊[填寫申請單]，填寫要提供示警之相關資訊，包含單位名

稱、單位代碼、聯絡人、電話、E-mail、示警類型名稱、示警

英文代碼、示警分類碼、示警簡介文件上傳、供應端 IP、供應

端上傳密碼、示警資料內容問題窗口等，填報完成之後按下送

出即可，如圖 95所示。 

 

圖 95 


	第一節 一般使用者功能操作說明
	壹、 會員註冊
	1、 一般使用者點選首頁右上角[會員專區]中的[會員註冊]，如圖 1所示。
	2、 填寫會員註冊資訊，點選[下一步]，如圖 2所示。
	3、 註冊完成時會一併詢問是否一併進行訂閱資料服務申請，可依需求自行決定是否訂閱，如圖 3所示。
	4、 註冊成功，平台顯示發送驗證信至所註冊的連結中，如圖 4所示。
	5、 前往會員註冊單中填寫的電子郵件信箱，點選[平台會員註冊確認信]中連結完成確認，如圖 5所示。
	6、 待平台管理員審核會員通過，使用者將收到[會員審核通過通知]，即完成會員註冊。

	貳、 平台首頁
	1、 進入平台後首頁顯示目前示警資訊，如圖 6所示，並可在欲查詢的示警資訊中點擊，瀏覽該示警之進一步資訊，如圖 7所示。
	2、 平台中段部份顯示最新消息，如圖 8所示，並可在欲查詢的消息中點擊，瀏覽進一步資訊，如圖 9所示。
	3、 移至下方後顯示[認識民生示警平台]圖示磚塊，包含歷史與簡介、示警簡介、輔助資料簡介、示警相關文件下載等內容，如圖 10所示，而此處亦可直接點擊功能磚塊後進入對應的網頁，瀏覽相關訊息。
	4、 再移至下方後為[各類示警介紹]，同樣以磚塊的方式呈現，可切換欲瀏覽的示警類型，如圖 11所示，並按下[更多資訊]瀏覽該示警的詳細介紹，如圖 12所示，此處並加入一欄[最近上架示警]，說明最新加入本平台的示警，如圖 13所示。
	5、 在[Q&A]中，點擊後可瀏覽平台使用與相關資訊的常見問題說明，如圖 14所示。
	6、 最下方為平台功能列表與客服聯結區，可點擊查詢欲瀏覽的資訊或尋求客服協助，如圖 15所示。
	7、 在[填寫問卷]中點擊後開啟線上問卷，針對平台使用之相關意見或回饋內容進行填報，而意見信箱同樣會開啟內容回應，如圖 16及圖 17、圖 18所示。
	8、 線上客服

	參、 查詢示警
	一、 即時示警查詢
	1、 使用者點選[查詢示警]中的[即時示警查詢]。如圖 24所示。
	2、 篩選功能提供使用者針對生效中示警進行篩選，篩選條件分別依照[示警區域]、[示警單位]以及[示警類別]進行篩選。如圖 25第(點所示。
	3、 排序功能提供將篩選結果進行排序功能，排序可以照[生效時間排序]或[嚴重程度排序]。如圖 25第(點所示。
	4、 查詢結果顯示內容分別有[標題]、[生效時間]、[到期時間]、[嚴重程度]以及[示警內容描述]。
	5、 點選[CAP下載]可將該筆CAP以另外開啟視窗網頁方式下載。提供使用者瀏覽CAP的詳細資訊。如圖 25第(點及圖 26所示。
	6、 社群分享功能提供使用者將該筆示警資訊分享到社群網站上，提供分享之社群網站分別為[Facebook]、[Twitter]以及[Google+]。如圖 25第(點所示。

	二、 歷史示警查詢
	1、 一般使用者點選[查詢示警]中的[歷史示警查詢]。如圖 27所示。
	2、 設定查詢條件，查詢條件包含[發布單位]、[示警類型]、[生效時間]、[區域]以及[排序依據]，如圖 28第(點所示，點選[查詢]。
	3、 查詢結果將顯示在右邊，如圖 28第(點所示。
	4、 點選[下載CAP資料]，將查詢結果的CAP檔案以壓縮檔形式提供下載，如圖 28第(點所示。
	5、 查詢結果顯示部分CAP資訊，如圖 28所示。
	6、 點選[CAP↓]可下載單一CAP，如圖 28第(點所示。
	7、 點選示警，如圖 28第(所示，即顯示該筆CAP資訊內容，如圖 29所示。

	三、 示警簡介

	肆、 資料下載
	一、 示警介接
	1、 一般使用者點選[資料下載]中的[示警介接] 。如圖 31所示。
	2、 示警介接分為[ATOM]與[JSON兩種。如圖 32所示。
	3、 每一種示警介接均分為兩區塊，分別為[示警介接]以及[示警介接(ATOM feed或JSON)]。如圖 33所示。
	4、 示警介接說明內容為
	(1) 何謂ATOM feed/JSON？
	(2) 顯示的時間規則為？
	(3) 如何選擇適合的取得方式？

	5、 示警介接則依[所有示警(一般訂閱)]、[生效中的示警(適合web引用)]、[示警類型]、[發布單位]以及[影響區域]進行區分。
	6、 點選其中一種ATOM feed類型如[示警類型]中[颱風]則顯示中央氣象局所發布之[颱風]示警資訊。如圖 34、圖 35所示。

	二、 資料推送
	1、 點選[資料下載]中的[資料推送]，如圖 36所示，並跳出訊息說明接收僅能申請一次，並案下確定，如圖 37所示。
	2、 勾選欲申請的[接收方始式]並點選[下一步]，如圖 38所示。
	3、 依據以下欄位填寫對應內容：
	(1) 輸入[申請原因]，如圖 39第(點所示。
	(2) 勾選欲申請的[CAP示警資料]類型，如圖 39第(點所示。
	(3) 若申請E-mail推送，請輸入[電子信箱]，或勾選同會員帳號，如圖 40第(點所示。
	(4) 若申請FTP推送，請輸入[位址]、[Port]、[資料夾路徑]、[帳號]及[密碼]，使用者可點擊[測試發送]進行測試，如圖 40第(點所示。
	(5) 若申請HTTP推送，請輸入[網址] ，使用者可點擊[測試發送]進行測試，如圖 40第(點所示。
	(6) 若想透過HTTP申請Atom更新，請輸入HTTP[網址] ，使用者可點擊[測試發送]進行測試，如圖 40第(點所示。
	(7) 完成填寫後，點選下一步，如圖 40第(點所示。

	4、 確認申請資料，顯示所申請的接收資料類型及皆收方式，並閱讀完注意事項，，勾選[同意以上規定]，點選[確定]送出申請，如圖 41所示。
	5、 待平台管理員完成審核，使用者可於mail中接收到[申請接收示警資料審核結果通知]，完成推送申請。

	三、 輔助資料
	1、 一般使用者點選[資料下載]中的[輔助資料] 。如圖 42所示。輔助資料分為[即時資料]與[一般資料]。
	2、 輔助資料分類依序為[示警提供單位]→[地區]或[資料類型]。如圖 43所示。
	3、 點選[Meta data]，檢視輔助資料詮釋資料。如圖 44所示。
	4、 點選[檔案名稱]，下載輔助資料，如圖 45所示。
	5、 為了提供資訊介接的便利性，使用者可利用右上角[輔助資料即時資訊XML]連結了解各項資料的資料發布時間，如圖 46所示。
	6、 XML格式詳見圖 47，內容說明如下：
	(1) <CapInfo>為XML之根元素
	(2) <Org>當中的屬性為此輔助資料產製單位的資訊，包含單位名稱<OrgName>及單位名稱縮寫<OrgCode>
	(3) <FileDate>中的值為此一輔助資料的最後更新時間
	(4) <LinkURL>為此種輔助資料的固定連結位置
	(5) 除上述元素以外亦可依需要使用。


	四、 歷史輔助資料
	五、 CAP下載
	1、 一般使用者點選[資料下載]中的[CAP下載]，如圖 48所示。
	2、 提供CAP打包下載，如圖 49所示。打包分類分別為：
	(1) 近30天資料(每日更新)
	(2) 以災害發生時間進行CAP打包，例如：2013蘇力颱風(SOULIK)  2013/07/11~2013/07/14。

	3、 點選[下載]，下載CAP壓縮檔，下載後解壓縮即可看見相關檔案。


	伍、 開發專區
	一、 軟體工具箱
	1、 一般使用者點選[開發專區]中的[CAP軟體工具箱]。如圖 50所示。
	2、 [軟體工具箱]提供「CAP開發工具」及「CAP產生器」兩種工具：
	(1) CAP開發工具包含Windows版本、iOS版本和Android版本等三種。
	(2) CAP產生器可讓使用者手動自訂符合CAP格式的示警訊息，使用者可參考說明文件或直接點選下載使用，如圖 51所示。
	(3) GitHub可進入社群功能，包括允許用戶追蹤其他用戶、組織、軟體庫的動態，對軟體代碼的改動和bug提出評論等，如圖 52所示


	二、 CAP相關文件下載
	1、 一般使用者點選[開發專區]中的[CAP相關文件下載]。如圖 53圖 53所示。
	2、 [CAP相關文件下載]提供共通示警協議相關資料、各類示警資料說明、常見格式行政區代碼對應坐標資料：KML、ESRI_SHP檔(編碼Big5、UTF-8)和代碼，可直接點選文件下載，如圖 54所示。

	三、 示警查詢API
	1、 點擊進入[示警查詢API]，顯示示警查詢API之說明，如圖 55所示。
	2、 對於未申請會員帳號或未申請取得API Key的使用者，本頁面提供[會員註冊]與[會員專區]捷徑，供使用者快速上手。如圖 56所示。
	3、 點擊[API說明文件]可查詢有哪些應用內容、查詢選項可供使用者進行API時參考使用，如圖 57及圖 58所示。
	4、 可參考底下步驟進行API測試：
	(1) 點擊[Autharize]準備輸入API 金鑰，如圖 58第(點所示。
	(2) 於[Value]欄位填入，如圖 59第(點所示。
	(3) 按下[Autharize]進行驗證，如圖 59第(點所示。
	(4) 視需要點擊資源類型，這裡以【group取得發布單位清單】為例，如圖 60第(點所示。
	(5) 若欲測試API使用，請點擊畫面右方的[Try it out]，如圖 60第(點所示。
	(6) 使用者，請輸入API 金鑰至[apikey]，接著按下[Excute]進行測試，如圖 61第(點、第(點所示。
	(7) 執行成功會出現該API OutPut成果，如圖 62所示。



	陸、 示警應用
	一、 示警元件
	(一) 示警元件1.0版
	1、 一般使用者點選[示警應用]中的[示警元件]。如圖 63所示。
	2、 [示警元件1.0版]提供使用者可依照需求將網址直接嵌入網頁中使用，說明網頁如圖 64、圖 65所示。

	(二) 示警元件2.0版
	1、 一般使用者點選[示警應用]中的[示警元件]。如圖 66所示。
	2、 點擊切換至[示警元件2.0]並下拉畫面後點擊[(三) 開啟示警元件2.0版]，即可使用示警元件2.0，說明網頁如圖 67所示。


	二、 示警應用協作平台
	(一) 基本查詢
	(二) 互動功能
	(三) 新增案例


	柒、 認識平台
	一、 重要事蹟
	二、 使用規範
	三、 下載操作手冊
	四、 常見問題


	第二節 會員功能操作說明
	壹、 會員基本資料管理
	1、 登入並點擊[會員基本資料管理]後顯示會員基本資訊，如圖 83所示，包含電子郵件、所屬機關、機關類別、聯絡電話、手機號碼及取得API KEY等資訊。
	2、 會員基本資料管理中點擊[修改會員資料]後顯示電子郵件，而所屬機關、連絡電話及手機號碼均可修改，確認修改時按下[確定]，若無需修改則按下[取消]，如圖 84所示。
	3、 會員基本資料管理中點擊[修改密碼]，需輸入舊密碼、新密碼後並再次輸入新密碼，確認修改確認修改時按下[確定]，若無需修改則按下[取消]，如圖 85所示。

	貳、 資料推送管理
	1、 點擊資料推送管理後進入到功能畫面，預設顯示[推送服務管理]，如圖 86所示；顯示各項服務(依實際申請的內容顯示)如Email、HTTP、ATOM等狀態，包含啟用狀態、啟用或取消、服務有效時間、服務接收位置等相關資訊。
	2、 若要將現有服務取消或啟用，可於該服務項目內之[啟用]或[取消]進行點擊，服務狀態即會更新調整，如圖 87所示。
	3、 在資料推送管理中切換到[推送記錄管理]，如圖 88所示，會看到相關之推送計錄，同樣依申請的項目顯示，內容包含發送檔案、推送狀態、推送訊息、接收狀態、接收端回傳訊息、發送時間等。

	參、 資料提供管理
	(一) 示警記錄管理
	(二) 客服問題管理
	(三) 我想提供示警
	1、 點擊 [我想提供示警]，如圖 91所示。
	2、 先顯示[申請進度查詢]，將目前現有資料都呈現在平台中，若想撤回上傳之示警資料則可按[撤回]，資料將立即撤回，若想修正上傳之示警資料則可按[修正]進入所提供的資料，並可加以修改，如圖 92所示；
	3、 回主頁面中點擊[上傳示警資料簡介]，進入功能說明，包含資料提供者、上傳方式等資訊，如圖 93、圖 94所示。
	4、 點擊[填寫申請單]，填寫要提供示警之相關資訊，包含單位名稱、單位代碼、聯絡人、電話、E-mail、示警類型名稱、示警英文代碼、示警分類碼、示警簡介文件上傳、供應端IP、供應端上傳密碼、示警資料內容問題窗口等，填報完成之後按下送出即可，如圖 95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