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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空間視覺化 ─ 健康風險地圖

詹大千副研究員

（本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摘要

地圖從古至今皆是找尋方向、提供決策參考的

重要依據，它的功能不只是狹隘的路徑規劃功能，

若與各種附有空間屬性的資料結合，就會變成該領

域的專業地圖，而本文所要與大家分享的健康風險

地圖（死因地圖: http://mortality.geohealth.tw/; 傳

染病地圖: http://id.geohealth.tw/; 癌症地圖: http://

cancer.geohealth.tw/ ; 急診資訊整合平台: https://

er.geohealth.tw/ ），就是公共衛生資料與空間資

訊整合的例子，它們將提供大眾、公衛人員、研究

人員探索臺灣不同地區健康差異的基石，在此基礎

上，可以做更多的分析與調查，以促進國人的身心

健康。

背景介紹

傳統描述流行病學當中，提及核心的5個W概念 

(What，Who，Where，When，Why/How)，就點出

空間屬性對於流行病學分析的重要性，而這些疾病

的空間解析度，可能細到每一個個案的居住位置、

工作地點或曾經活動過的地方，常見的是傳染病的

疫情調查分析，然而大多數的健康資料，由於隱私

保護的關係，大多只能到縣市或鄉鎮市區等級的解

析度，例如大家所孰悉的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分析

人員就只能依照病患就醫醫院的鄉鎮市區或是病患

承保機構所在的鄉鎮市區，進行後續的空間分析，

但也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情況，例如登革熱的開放資

料中，就將感染個案所在的最小統計區進行揭露，

最小統計區是一個比村里還要小的空間單元，比較

類似國外街區(Block)的概念，透過此方式的開放，

可以讓各界進行風險地圖的加值利用，以提醒民眾

注意相關疾病風險。

疾病地圖最典範的例子，是用於19世紀中葉英

國倫敦的霍亂疫情，約翰‧斯諾(John Snow)醫師

使用手稿將霍亂個案的點位、水井的位置、街道圖

彙整成疾病地圖，經由綜合判斷發現在百老匯街

(Broad Street)與劍橋街(Cambridge Street)交叉路口

的水井受到污染，因此建議封閉該水井，霍亂的新

增病例數也隨之下降。此案例若在約一百六十年後

的今日發生類似的傳染病流行時，我們所採用的繪

圖與流行病學原理差異不大，但近年實驗、採樣技

術與電腦、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等科技的進步，將可以得到比以往更

精準的分析結果，因此地理資訊系統可以廣泛地應

用於傳染病的偵測、流行病學調查與公共衛生防治

策略之評估。

然而疾病地圖仍屬於專業人員在公衛防治上使

用，若要讓一般大眾都能夠理解，以簡單、互動的

空間視覺化方式進行「風險地圖」的呈現將相當重

要，而最為民眾所瞭解的大概就是空氣污染地圖，

在現今電視台的氣象預報中，常常就可以見到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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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每小時空氣品質指標預報的地圖（圖1），並提醒易敏感

族群做好自我防護措施。

健康風險地圖

風險地圖 (Risk Mapping) 指的是一種資料視覺化呈現

的工具，利用資料分析與空間圖形技術識別出風險信息，

藉以傳達並與民眾溝通特定風險的所在，風險管理者或施

政者亦可透過此工具訂定及執行決策 [2]。本文以下所介紹

的健康風險地圖，是執行本院「健康雲跨領域研究: 巨量

健康資訊科技之研發與應用」計畫的部分成果，研究團隊

希望透過加值健康開放資料，讓各界更關注國人的健康議

題，衛生單位與研究人員也可以據此進行衛生政策的介入

與致病原因的深入研究。以下將簡短介紹本團隊所開發的

四個健康風險地圖。

1. 死因地圖 (http://mortality.geohealth.tw/) [3]

死因地圖網站的原始資料來源來自政府開放資料平台，由衛生福利部統計處所提供的38類癌症死因與41

類疾病死因的分年齡層死亡數，本團隊再利用自動化的程式與內政部的人口資料、世界衛生組織（WHO）

2000年世界標準人口進行年齡標準化死亡率的計算，目前網路上可供查詢的死因地圖可自1991年至2016年，

加值後的死亡率資料、地圖、統計圖表也歡迎各界進行下載與利用。目前該網站也提供縣市層級、鄉鎮市區層

級標準化死亡率的查詢，並可透過動畫或時間軸的選取，觀察有興趣的年度與死因類型，並提供鄉鎮死亡率排

行榜的功能，並能選取特定鄉鎮，觀察

其男女死亡率與時間趨勢上的變化，並

計算該年度十大死因與十大癌症死因的

排行。下圖2中顯示的風險地圖，是以

2016年糖尿病死亡率為例，高雄市那瑪

夏區的死亡率最高，且女性糖尿病的死

亡率比男性高。

另外透過健康開放資料的加值，

也可以使用本團隊所開發的軟體工

具-RingMap [4]，進行多年疾病資料的視

覺化，例如圖3將1991-2010年間女性子

宮頸癌的標準化死亡率進行繪製，可以

清楚的看出，圓圈的內圈為1990年代，

當時的子宮頸癌死亡率全臺灣都非常的

高，衛生署自1995年開始推動30歲以上

婦女每年1次子宮頸抹片檢查，除了子

宮頸癌的發生率逐年下降外，在圖3的

死亡率可以明顯看到在2000年之後就顯

著的改善，而且是全臺全面性的改善，

圖1： 環保署即時空氣品質指標(AQI）[1]

圖2： 2016年糖尿病死亡率的風險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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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空間視覺化的呈現，就可以一目了然。

2. 傳染病地圖 (http://id.geohealth.tw/) [5]

本團隊運用疾病管制署的開放資料，建置「臺灣傳染病標

準化發生率地圖」網站(圖4)，每日自動截取疾管署最新統計資

料進行雲端計算與空間視覺化呈現，各界可透過簡易的操作方

式探索國內各法定傳染病的發生率及分布情況，網站涵蓋2004

年起迄今近70種法定傳染病發生率資料，透過簡易介面及動

態播放功能，掌握各項傳染病發生率趨勢及縣市鄉鎮排名，點

選特定縣市或鄉鎮可以了解該傳染病感染個案的年齡、性別分

布、時間趨勢圖、十大傳染病排行榜，藉由即時的空間統計分

析功能，可讓各界聚焦傳染病高發生區域，所有統計圖表均提

供資料下載功能，可供各界後續再次分析使用。

 3. 癌症地圖 (http://cancer.geohealth.tw/) 

癌症發生率資料是使用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發生率

的統計數據，空間的解析度為縣市，時間範圍橫跨1979年至

2014年，呈現方式與傳染病地圖類似，但不

同癌症之間的比較對於探討可能的暴露原因相

當重要，因此在癌症發生率地圖中，我們設計

讓使用者可以同時比較兩種癌症的地圖、排行

榜、與時間序列圖，圖5是以女性乳癌與女性

肺、支氣管及氣管癌症的發生率作為例子。

4. 急診資訊整合平台(https://er.geohealth.tw/)

急診擁擠平時除了可能影響病人就醫的

品質外，在重大災害或大量傷患時，更會影

響緊急醫療資源的調度，透明的急診就醫資

訊，對於病患、醫院、醫療消防單位都非常重

要，目前在中、重度急救醫院的醫院網站，都

圖3： 1991-2010年子宮頸癌死亡率的時空變化

圖4：傳染病發生率地圖介面簡介

圖5：比較女性乳癌與女性肺、支氣管及氣管癌症發生率的時空趨勢

圖6： 跨平台設計的急診資訊整合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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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告該醫院急診室的看診人數、待床情況

與是否通報119滿床等資訊，然而這些資訊散

落各家醫院，也缺乏一個長期監測品管的外

部機制，因此本團隊設計此一平台（圖6），

透過網路爬蟲的方式每半小時進行大數據的

蒐集，迄今已累積兩年以上的資料，除可以

提供民眾查詢最新即時的急診資訊外（圖

7），也可進行相關擁擠預測、與品管的研究

工作，全臺灣的中、重度急救醫院約有118

家，目前已經被涵蓋於此平台的醫院有101

家，約占了86%的覆蓋率。透過響應式的網

頁設計理念，讓使用者可以在不同的資訊載

具，如手機、平板、電腦上進行瀏覽，並透

過移動定位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可以讓民眾即刻知道自己的位置，並

可以推薦與導航至最近、且不擁擠的急救醫

院（圖8）。

結語

本文展示了如何透過空間視覺化加值健

康開放資料，加值後的資料，透過分享或再

加值的過程，可以讓資料不斷循環並發揮最

大效用，近年以個人或以社區為出發的健康

風險地圖越來越受到民眾的重視，未來透過

跨部門資料的連結、物聯網大數據、個人與

社群的共同參與，健康城市的理想將能夠推

廣到每個社區與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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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各縣市急救醫院急診即時等候狀態

圖8：LBS技術定位使用者，並提供周圍醫院滿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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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陳永發院士奉核定為近代史研究所通信研究員，聘期自107年4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The Workshop for Blockchains,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in Modern Financial Markets

時　　間：107年6月25日（星期一）9:20-17:50

地　　點：本院地球所2樓會議廳

主辦單位：本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報名網址：http://www3.stat.sinica.edu.tw/bps2018/register.asp

活動官網：http://www3.stat.sinica.edu.tw/bps2018/index.html

聯 絡 人：賴姿秀小姐， (02)2783-5611分機128，conference@stat.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8期業已出版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8期已出版，本期共收錄

論文3篇、書評2篇。

3篇論文名稱及作者如下：

1. 雷祥麟／以公共痰盂為傲？香港、紐約與上海的反吐痰運動

2. 陳耀煌／二十世紀中國華北農村基層領導特質的演變──一個口述歷史的考察

3. 劉　潔／抗戰初期華東淪陷區親日群體研究──以「大民會鎮江聯合支部」為中心的探討

全文已上網，歡迎線上瀏覽：http://www.mh.sinica.edu.tw/bulletins.aspx

《歐美研究》48卷1期業已出刊

本期共收錄3篇文章，作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1.  Kaiju Chang（張鎧如）／Exploring the Dynamics of Local Emergency Management 

Collab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What We Learned from Florida County and City 

Emergency Managers’ Viewpoints

2. 焦興鎧／美國在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談判中對勞工權利條款之立場及對我國之影響

3. 邵允鍾／從歐盟會員國憲政危機檢討哥本哈根政治標準執行上之缺失

《中研院法學期刊》第22期業已出版

法律學研究所編印之《中研院法學期刊》第22期業已出版。本期收錄緬懷大法官吳孟

庚先生紀念文，及一般研究論文5篇：

1. 翁岳生、湯德宗、顏厥安、陳淳文、林子儀／緬懷大法官吳孟庚先生紀念文

2. 蘇彥圖／司法審查作為憲政工程 ── 結構最小主義的提議

3. 翁燕菁／歐洲人權法院保障同性關係策略評析 ── 彈性、侷限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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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陳瑋佑／適時審判請求權於民事程序上之侵害與救濟 ── 試論民事法院遲延審判之國家賠償責任

5. 角松生史／比例原則在日本行政法的功能

6. John D. Carlson／應報與正義的限度 ── 死刑的宗教與倫理反思

SRDA資料應用系列活動「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使用工作

坊」開始報名

時　　間：107年5月4日（星期五）10:30-16:40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第2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4月29日（星期日）

活動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

報名網址：https://goo.gl/HW1hsp

注意事項： 因場地座位有限，主辦單位保留錄取名單決定權，並於107年4月30日（星期一）以電子郵件通

知報名結果。

聯絡人：王俞才先生，(02)2787-1829，wyutsai@gate.sinica.edu.tw

▎公布欄
「2018年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徵稿啟事

會議主題：抽樣設計、資料加權、資料隱私、調查誤差與資料品質、手機應用調查、意見探勘、調查方

法研究、網絡調查研究、大數據應用與傳統調查、分析方法與應用、其他調查研究相關議題

會議日期：107年10月4日（星期四）至5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第1會議室、第2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摘要投稿期間：107年4月20日至5月31日

投稿審查結果公告日期：107年6月20日（將以電子郵件通知通訊作者）

議程公告日期：107年7月20日

報名期間：107年8月1日至9月20日

會議網站：http://survey.sinica.edu.tw/2018conference/

活動諮詢：(02)2787-1822，csrevent@gate.sinica.edu.tw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4/20(五) 14: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5樓 505B 演講廳

曾盛豪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Diffuse Eflectance 
Spectroscopy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In-vivo Skin 
Diagnosis

張允崇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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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三) 14:00
人文社會科學館 
南棟11樓講堂

曾于恒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A new North Pacific 
climate paradigm and its 
implication on the ENSO 
prediction

陳奕穎
助研究員

4/26(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李博仁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Integrated Microfluidic 
Chips for Clinical 
Bioassays

陳逸聰
研究員

4/26(四) 15:30
化學所 
A108會議室

王冠文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The Application of 
Nanomaterials for Low 
Temperature Fuel Cells

郭俊宏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4/23(一) 11:00
細生所 
1樓演講廳

Dr. Wan-Chen Lin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ICOB Seminar- 
Optogenetic Manipulation 
of Neural Inhibition: From 
Tool Development to In 
Vivo Photo-control

傅琪鈺
助研究員

4/23(一) 14:00
細生所 
1樓演講廳

Dr. Yuanpu Peter Di
 (Univ. of Pittsburgh,  USA)

ICOB Seminar- The 
Promise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timicrobial 
Peptides

吳金洌
客座講座

4/26(四) 11:00
細生所 
1樓演講廳

Dr. Jia L. Song 
 (Univ. of Delaware, USA)

ICOB Seminar- Regulatory 
Roles of MicroRNAs in 
Early Development

蘇怡璇
副研究員

4/26(四) 11:00
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Dr. Tai-ping Sun 
(Duke Univ., USA)

DELLAcate Balance for 
Plant Growth by Sugar 
Modifications

呂官杰
博士後研究
學者

4/26(四) 15: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 樓演講廳

Dr. Nina Yasuda
 (Univ. of Miyazaki, Japan)

Genetic Connectivity and 
Speciation of Coral Reef 
Benthos

湯森林
研究員

4/27(五) 11:00
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陳柏仰副研究員 
（植微所）

Genomewide DNA 
methylation in plants and 
fungi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4/20(五) 16:00
史語所 
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Prof. Margaret Tillman 
(Purdue Univ., USA)

Overseas Chinese in Cuba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Right of Assembly, 1860-
1874

張谷銘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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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一) 10:00
史語所 
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王鴻泰研究員 
（史語所）

學屬對覘器識：明清士人
的啟蒙教育、對句練習與
文人性格的形成

4/24(二) 13:30
社會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南棟
8樓802會議室

陳兆勇博士後研究 
劉清耿博士後研究 
（社會所）

主題：戰後土地改革與產
業發展

4/24(二) 14:00
臺史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北棟
8樓802會議室

顧雅文助研究員 
（臺史所）

災害與治理：日治時期洪
水脆弱性的歷史建構

翁佳音
副研究員

4/24(二) 14:30
經濟所 
B棟1樓B110會議室

Prof. Youngsub Chun 
(Seoul National Univ., 
Korea)

Kidney Exchange with 
Immunosuppressants

葉俊顯
研究員

4/25(三) 12:00
民族所
新館3樓2319會議室

林煜軒醫師 
（臺大醫院）

從手機解讀人類行為：以
日夜作息為例

張仁和
助研究員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行事曆」項下瀏覽。 

《 週 報 》 投 稿 須 知 暨 審 稿 原 則

《週報》為院內學術活動宣傳、學術成果報導及本院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如該日適逢國定假日，則

停刊一週；春節假期，停刊二週。除特約稿件外，不致稿酬，稿件若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一、週報現有〈本院要聞〉、〈學術活動〉、〈公布欄〉、〈知識天地〉、〈學術演講〉、〈院內人物側寫〉、

〈輕鬆一下〉、〈同仁來函〉、〈活動迴響〉等專欄。其中〈本院要聞〉、〈學術活動〉、〈公布欄〉係供

院內各單位刊登訊息，來稿需經各單位主管核可。〈知識天地〉刊載特約稿件，由各所（中心）輪流提供，

稿費最高以篇幅3000字、圖表2張計酬。

二、〈輕鬆一下〉、〈同仁來函〉、〈活動迴響〉供院內同仁投稿，文稿一律以執筆人真名及所屬單位發表，來

稿篇幅以800字、圖表以2張為原則（篇幅至多1頁，字數不得超過1000字）。為免內容涉及人身攻擊或不實

描述，以致造成不必要的困擾與爭議，編輯委員會對來稿有刪改權。

三、來稿之審查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四、為平衡且有效率的報導，凡投書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約定答覆期限。後者若未能於期

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可擇1至2篇刊登。文稿遇有爭執議

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投稿方式：來稿請提供*.doc檔，圖表請提供*.jpg檔，逕寄：wknews@gate.sinica.edu.tw 

或送院本部秘書處公關科或傳真至2785-3847《週報》收；歡迎惠賜英文稿件。

六、截稿時間：出刊日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週二）截稿。〈學術

演講〉訊息則於前述時間由院內「重要活動行事曆」中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中擷取。

七、凡擬轉載週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