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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暴潮展示與校驗
系統
為延續中央氣象局前期研究成果，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的 4 年
科技發展計畫，將自民國 97 年起至民國 100 年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以

貴局現有海域 GIS 資訊服務

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將系統功
研究目的

能持續更新，提供全方位海域相關服務，包括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
統整體規劃；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計及復現期分析；臺灣近岸海
域與離島藍色公路圖資之建置；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料庫之
建立等工作項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研發模式，轉化成
可落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
動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本期除確保於一般版系統作業化運轉維護之工作外，另針對系
統諸多功能進行調校，並將納入第三期未完成之新增模組改寫需

研究成果

求。如系統網站新增模組及網頁重建、藍色公路海況模組「布袋－
馬公航線」擴充及資料展示內容調整之工作。另為提昇網頁穩定性
及系統測試功能所需，研究團隊建議建立備援伺服器機制，目前已
階段性完成即時海況（中文、英文、PDA 版）及海象預報排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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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並於海象中心共同協助下完成初步伺服器環境設定及部份模
組程式移轉等工作。
在系統 FTP 作業流程規劃方面，已完成 FTP 作業流程方法之
研究，並且於測試伺服器環境下進行新的 FTP 流程測試，以瞭解
何種方案對於本系統為最佳解，目前已完成 FTP 測試。另外，本
研究亦進行網頁排程執行檔 EXE 呼叫 Bat 的程式改寫，以達到減
少控制台排定的工作數量，便於網站維護人員管理所需。針對海象
中心假日排班人員使用之故障訊息發布系統，團隊目前亦以完成教
學指導及程式移機上線。
2.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 E 化系統中，可展示颱風路徑
動態的系統。且系統規劃有颱風災害圖文資料查詢的功能，並可查
詢暴潮、暴潮偏差時序變化圖。並依據海象中心的需要，納入災害
縣市底圖查詢之系統功能。研究團隊亦完整蒐集本年度颱風災害新
聞描述及圖片資料，完成 2011 年颱風新聞與災害資料的更新。
於本期期中階段前，研究團隊已完成 2010 年颱風災害資料之
蒐集、GIS 災害圖層的製作、縣市災害底圖出圖工作、及暴潮波高
資料的計算、跨單位所轄暴潮站的整理及暴潮查詢版面的改寫。針
對 2010 年發布颱風警報的 5 個颱風，研究團隊亦已完成 2010 颱風
系統查詢功能的擴充。團隊並已完成 2010 年氣象局暴潮站資料的
整理，並提出將 38 個暴潮站展示之建議。經團隊與海象中心透過
工作會議協商後，決議採 25 個預設暴潮站在同一頁面展現，並以
開關測站的方式查詢其餘的暴潮站資料。研究團隊並順利於期末階
段將此功能改寫完成。
關於本系統資料庫自動化擴充程式，已順利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驗收。並同步進行 e 化內部版暴潮及波高資料庫替換之工
作。並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內部版系統教育訓練，對承辦同
仁教授單機版程式的使用方式與功能。由於海象中心表示，2011
年度的颱風點位與暴潮資料預計將會在 2012 年 3 月完成資料檢核
校正與颱風路徑最佳化處理之工作，研究團隊暫時無法取得 2011
年度的暴潮與颱風路徑資料。因限於時程及資料無法取得因素，團
隊無法於結案前擴充 2011 年颱風查詢功能。建議中心可另案辦理
本系統後續年度颱風查詢擴充的工作。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
工作主要包含多個專業版網頁所要展示資訊的建置相關工
作，如利用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將預報資料於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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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上展示、專業版即時海況等項目使用 Google Earth API 開發嵌
入專業版網頁中、及進行波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並將結果同樣
用 Google Earth 展示等。初步的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已評
估測試完成，可以將模式預報結果與 Google Earth 套疊，並可只顯
示海域上的相關資訊，而保持陸地上原 Google Earth 的影像可以完
全展示不受影響，更能凸顯海域相關資訊的展示(如圖所示)。在即
時海況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的部分，今年展示修改項目有輸入更
新最新有的測站經緯度資料、測站標示字體縮小、測站資訊展示需
要進行類別劃分便於展示、及連結資訊文字標示清楚等項目，在現
階段皆修正完成，並將持續與海象測報中心研商。在波浪模式與漁
業氣象的比對工作方面，已完成與模式資料的比對並可以將波浪模
式成果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

圖 使用NCL產生的KML檔案套疊在Google Earth的畫面
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已於 100 年 2 月 1 日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
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對外服務社會大眾。海象測報中心在下半年
度已將港研中心基隆、臺中、蘇澳、花蓮、高雄港的即時資料納入
海象中心的資料庫中，因此即時資訊網頁也能建置測試完成。下半
年度持續維護藍色公路預報服務的正常運作。
藍色公路預報功能對外服務已經數個多月，已有業者、漁民、
及經常登上研究船隻的學者反應對該服務的資訊詳細與準確度給
予肯定。在 6 月 11 日嘉義縣布袋港與澎湖縣馬公港間觀光船「百
麗輪」遭遇大浪傷人事件，藍色公路預報顯示 10 時有 2.3 米的浪
高(有義波高)，準確預報出當時瞬間非常有可能有 3 米以上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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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本研究期望經由該服務的持續運轉及配合海象測報中心的要求
不斷的改進，除增加航線外，其他如加入風速資料、改為每小時更
新預報網頁、使用港研中心海象資料(包括展示即時海流資料)等
等，期望提供最好的資訊讓船舶航行的安全得以提升，並成為氣象
局不可或缺的重要服務項目。
5.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
本年度主要依據 99 年度測試結果，強化暴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
能，主要包括暴潮偏差校驗功能與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並根據
上一年度的使用狀況與新增的功能，進行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
介面編修與建置，整合成完整的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本項工作在
上半年度已將整體系統含部份暴潮校驗功能建置於海象測報中心
135 伺服器上，系統具備所有測站展示功能、總水位表列印及暴潮
偏差校驗相關係數(CR)與水位校驗 CR 結果展示功能。下半年完成
建置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差(RMS)與水位校驗
BIAS 及 RMS 計算與結果展示功能，並持續編修介面及進行系統
的維護測試，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行。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上線階段陸續接到民眾的建議，如即時
海況系統應顯示更立即及同步之資訊，為此，研究團隊配合海
象中心進行模組運算邏輯的修改工作，將資料撈取的判斷程式
改為可跨日選取前一日之資料，以避免跨日凌晨 0 時資料未進
入資料庫，網頁會有空白的情況產生。

2.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資料庫自動化擴充程式，已順利於 100

具體落實應用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驗收。並同步進行 e 化內部版暴潮及波高

情形

資料庫替換之工作。並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內部版系統
教育訓練，對承辦同仁教授單機版程式的使用方式與功能。
3.

100 年 11 月 10 日交通部部務會報更對於氣象局所開發的藍色
公路海象預報系統，在維護海上客輪之安全給予肯定，並要求
藍色公路要發揮最大功用，從旅客資訊需求面、船長專業海象
資訊及港務局管理等方面提供不同功能，期勉氣象局要與時俱
進，繼續努力。

計畫變更說明

無

落後原因

無

檢討與建議(變
更或落後之因 無
應對策)
(以下接全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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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1.1 計畫背景
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海上及海岸之觀光計畫，希望更多的民眾能走向海洋、親近
海洋，然而海上及近岸遊憩在海象資訊無法充分提供下必然潛藏危機，許多民眾對於潛
藏於水下的流動由於緊張及無知，最後力竭而葬送性命，例如烏石港北濱沙灘衝浪發生
意外(2007 年 10 月 20 日)、屏東墾丁南灣學生戲水溺斃(2006 年 08 月 19 日)等，造成海
巡署曾公佈台灣本島十大危險海域呼籲民眾注意自身安全；而海上救難搜救問題，更需
要詳細的海象資訊及漂流物分析，以便迅速作成決策，於第一時間立即動作進行救難，
減少人命損失並將災害減至最輕，而過去發生重大的海難事件，例如希臘油輪阿瑪迪斯
號墾丁外海擱淺溢油事件(2001 年 01 月 14 日)、澎湖華航空難事件(2002 年 05 月 25 日)、
巴拿馬籍貨輪屏東外海擱淺(2008 年 01 月 16 日)等。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分析之結果顯示，每年平均約有 3.5 次颱風侵襲臺灣海域。隨
著全球氣候暖化，聖嬰現象的影響，近年來的侵台颱風數量明顯增加。隨颱風或低氣壓
伴隨強風、豪雨及巨浪都是造成海岸地區造成海水位暴漲的主因。颱風暴潮所產生異常
水位常對台灣沿海造成重大災害，由於暴潮巨浪直接侵襲海岸，造成海岸侵蝕，並越過
堤頂而導致海水倒灌及沿海區域之溢淹，導致海水倒灌、農作物損害、魚塭魚苗流失等，
對於台灣海洋環境的發展造成了極大的衝擊。因此，唯有準確地預報近岸區域之實際海
氣象狀況，加上考慮漂流物特質之流向分析及準確的搜索區域劃定，才能使海象資訊進
一步發揮功效，並且提高搜救效率。
民國 92 年至 93 年，海下協會承辦交通部推動為期兩年「台灣沿海觀光遊憩資源與
防災地理資訊系統之建立」研究計畫，建置一套沿海地區遊憩資源與防災資料庫地理資
訊系統，藉由網際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將完成之台灣海岸遊憩資料蒐集調查與分析、沿
海災損資料蒐集與分析、及防災相關資料蒐集與分析等研究結果展現出來，作為沿岸地
區防災與海岸環境創造技術探討之依據。
民國 94 年至 96 年，海下協會承辦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推動「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
之建立」研究計畫，完成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整體規劃、網際網路查詢系統建置、沿
岸遊憩娛樂景觀資料庫及圖層建置、航船衛星追蹤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建置、全球航船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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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追蹤網路地理資訊系統建置、航行佈告資訊系統建置、三維海底地形底質建置及三維
海底環境查詢系統、海象資料庫連結機制建立與效率提昇等工作。另外亦執行「海象資
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行安全之應用」
、
「岸基海象遙測技術之研發」
、
「海氣象觀
測站之評估及擴建」提供以航行安全、觀光遊憩應用為主，災難防救、工程規劃及資源
調查應用為輔之全方位服務。
此外，有鑒於現今政府組織架構仍未有海洋事務專責機構，對推動海洋科技與產業
發展形成許多整合介面問題，海洋相關之地理資訊系統並未受到國土資訊發展之重視；
海洋環境觀測資料、波高與水位觀測資料較為缺乏；暴潮資料統計分析以及防災資訊日
益受到重視下，如何將海象資料資訊化、建立完整之防災資料庫及具功能性之查詢系統
為重要之課題。

1.2 計畫目的
台灣四週環海，近海地區是人民經濟活動、休閑娛樂的重要區域，不論海洋資源開
發、研究、海岸空間利用、海洋環境變遷預測、環境影響評估、漁業談判、海洋污染求
償，皆須有效充實海洋環境資料庫，提供海象資訊化的功能。因此整合與建置監測網、
統合海洋資料、推動海洋資訊之整合與交流，提供方便且容易操作之海洋資料搜尋與利
用的網路界面，充實 e 化生活，探討海洋與自然資源及災害之關連性，並應用於防災、
環保及經濟發展等民生議題，實為現階段重要之研究課題。
綜觀上述，本計畫為解決海洋環境觀測資料缺乏、暴潮資料統計分析日益受到重視
之課題，將強化海象觀測設施與技術，提升海象測報能力，利用國內現有海上資訊來整
合、研究與建立海上監測與預報系統，提升海象資訊應用效能。不論海洋資源開發、研
究、海岸空間利用、海洋環境變遷預測、環境影響評估、漁業談判、海洋污染求償，皆
須充分海洋環境資料庫。因此整合與建置監測網、統合海洋資料、推動海洋資訊之整合
與交流，提供方便且容易操作之海洋資料搜尋與利用的網路界面，充實 e 化生活，探討
海洋與自然資源及災害之關連性，並應用於防災、環保及經濟發展等民生議題。
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94 年至 96 年進行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行安全之
應用、岸基海象遙測技術之研發、海氣象觀測站之評估及擴建、及海域地理資訊服務系
統建置等主軸計畫之執行，並獲得豐富且有實質效益的成果。為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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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的 4 年科技發展計畫，將自民國 97 年起至民國 100 年
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以中央氣象局現有海域 GIS 資訊服
務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將系統功能持續更新，提供
全方位海域相關服務，包括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整體規劃；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計
及復現期分析；臺灣近岸海域與離島藍色公路圖資之建置；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
料庫之建立及海上漂流物軌跡及搜救範圍擬定之研究等工作項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
防災科技研發模式，轉化成可落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
統地推動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

1.3 整體計畫工作項目
本計畫規劃自 97 年起以四年期程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各年
度工作內容概述如下：

1.3.1 97 年度工作成果
97 年度計畫成果除完成海象資訊 e 化整體規劃、暴潮資料統計分析、海上漂流物
軌跡及搜索範圍劃定之驗證研究以及海域 GIS 資訊系統維運外，各分項計畫並分別培養
本會與各合作產官學研單位之研究團隊（海洋大學、華梵大學、工研院、台灣世曦），
為國家培育海洋資訊及防災科技人才。研究成果並發表於海下技術季刊 {臺灣近岸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第十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台灣近
岸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之建置與應用}。
97 年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學術成就包含(科技基礎研究)權重 30%、技術
創新(科技整合創新)權重 30 %、經濟效益(經濟產業促進)權重 20%以及社會影響(社會
福祉提升、環保安全)權重 20 %。玆將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整體規劃：成果包含擬定 e 化服務系統之範圍；完成國內海
象服務平台及分類方式、海象測報中心網站資料、海象資訊業務服務架構、現行海象資
訊業務服務能力地圖及產生業務服務檢驗。
2.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統建置
(1)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計及復現期分析(1/2)：以近岸海域暴潮與波浪的長期間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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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資料作為分析對象，完成統計分析與檢定探討不同海象條件下波浪與暴潮的統
計特性，推算出不同極端波浪與暴潮條件之復現期(return period)。
3.海上漂流物流向分析與搜索範圍劃定系統驗證及功能強化
(1)海上漂流物軌跡及搜索範圍劃定之驗證研究(1/3)：完成蒐集海巡單位過去之搜救作
業紀錄，及當時現場之處理狀況、海氣象資料(考慮資料存在的時間，主要以近期發
生的案例為主)等進行搜索區域劃定之驗證，並舉行相關之座談會與海巡署討論搜尋
區域劃定結果。
(2)海上漂流物軌跡與搜索範圍劃定之整合研究(1/4)：擬先蒐集國外相關軟體之搜索區
域劃定機制，探討使用漂流物追蹤法劃定搜索區域之依據，建立自動化搜索區域劃
定之功能，此外在漂流物軌跡計算方面，加上漂流物之 leeway 效應，考慮漂流物受
風之作用，可作為後續漂流區域範圍劃分之參考。
(3)海上漂流物流向分析與搜索範圍劃定系統功能維護改善(1/4)：對於漂流物流向分析
與搜索範圍劃定系統進行維護外，並依據本年度研究成果與使用者的需求與建議進
行系統改善工作，除此之外並進行網際網路展示海圖的現況資料蒐集，研究網路地
理資訊系統展示標準電子海圖格式的方法，可提供搜索範圍修正及維護改善之基礎。
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
(1)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料庫之建立(1/2)：完成分析歷年近岸災害類型資料及蒐
集國內外防災工法、建置防災資料庫欄位規劃及防災技術資料庫；完成防災資料庫
分析近岸地區海域災害的類型與規模；完成更新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資
料庫內容。
(2)臺灣近岸海域藍色公路圖資之建置：完成臺灣近岸海域藍色公路圖資構想；依據地
區、經營型態航行水域區分蒐集各項圖資，並依據整體系統規劃將圖層及底圖數化；
並完成台灣近岸海域圖資建置。
5.「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統」與「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
(1)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護與改善(1/2)：完成前期系統相關圖資與船舶佈告的更
新；完成建置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料查詢展示功能及系統圖層更新，成果可提
供 98 年度系統改善階段之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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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維護與中部資料展示功能增加：完成系統的每日運轉及效能
維護改善，並增加台灣中部地區的相關海象預報、即時資料展示、與安全舒適度指
標的推估等功能，除原先已建立的模式需要設定中部地區海象輸出範圍外，並設立
執行排程、資料處理排程、設計輸出網頁等作業。

1.3.2 98 年度工作成果
98 年度計畫成果除完成海象資訊 e 化建置及推廣、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統建
置、以及海域 GIS 資訊系統維運外，各分項計畫並分別培養本會與各合作產官學研單位
之研究團隊（海洋大學、華梵大學、工研院、台灣世曦）
，為國家培育海洋資訊及防災
科 技 人 才 。 研 究 成 果 並 發 表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HE
APPLICATION OF e-TECHNOLOGY FOR MARINE INFORMATION SERVICE }、第十
九屆研究成果發表於 International Offshore (Ocean)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
2009 國際研討會以及第 11 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e 化技術在海象資訊
服務之應用}。
98 年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學術成就包含(科技基礎研究)權重 30%、技術
創新(科技整合創新)權重 30 %、經濟效益(經濟產業促進)權重 20%以及社會影響(社會
福祉提升、環保安全)權重 20 %。玆將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依據第一年度對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規劃結果，開
始進行各系統彙整工作，將依海象資訊 e 化服務 SOA 架構，優先進行服務網頁、即
有系統取捨調整及系統資料效率調整，主要工作項目包含(1) 入口網站功能整合；(2)
即有資料庫整合與即有系統服務整合；(3) Web GIS 地理資訊技術服務提供。
(2)亞太地區海域資訊系統交流與研討參訪：本工作首先須瞭解亞太地區其他國之 e 化
系統建置狀況及技術研討，再相互訪問與資訊交流。藉由前期所建立之管道，進行
與各交流對象之實質資訊交換並溝通參與年度中所辦理之研討會，作進一步之交
流，並建置永久溝通之機制。
2.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統建置：
(1)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計及復現期分析(2/2)：研究方法著重於「同時考慮」波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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暴潮的作用下，其所呈現之統計特性。相關性分析的理論被引用來進行兩者的檢定。
透過相關性分析的結果來決定是否需要考慮波高與暴潮的聯合分佈，進而使用不同
的復現期分析方法。
(2)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統之規劃與建置(1/3)：主要是規劃海岸線及暴潮國土資訊
系統，本年度主要工作項目(1) 海岸線及暴潮空間資料庫設計(2)暴潮國土資訊系統
規劃，此成果可提供 99 年度暴潮資料庫建置之基礎。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
(1)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料庫之建立(2/2)：將第一期完成蒐集的海象資料與資料
庫建置內容納入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中，依據系統規劃流程，增設資料查詢欄位，
以充分擴充資訊系統之功能性，並達到海象資料查詢資訊化之目標。
(2)海象數值模式與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利用「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
及航行安全之應用研究」計畫所發展之台灣全島海流模式及 SWAN-4 模式，與 e 化
服務系統整合，展示即時資料，進行預報資料與即時資料的比較，提供作業化模式
預報資訊與實測資料的差異圖示，讓使用者了解預報資料與實測資料之趨勢走向，
落實海象數值模式與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
4.「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與「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
(1)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護與改善(2/2)：延續 94-96 年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建置
成果，確實落實運轉，並依據 98 年度成果規劃持續開放給需要的單位與大眾使用。
除要確保系統正常運作，並需適時更新相關圖資。
(2)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維護與東部資料展示功能增加：持續維護台灣海域安全資訊
系統，確實落實運轉，開放給需要的單位與大眾使用。除了持續進行系統的每日運
轉及效能維護改善外，並將增加台灣東部地區的相關海象預報、即時資料展示、與
安全舒適度指標的推估等功能，除原先已建立的模式需要設定東部地區海象輸出範
圍外，並要設立執行排程、資料處理排程、設計輸出網頁等作業。

1.3.3 99 年度工作成果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作業化運轉 ：本年度工作內容為持續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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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系統模組功能，以達到系統作業化運轉目的，並於海象 e 化系統一般版中增加「英
文版」
、
「PDA 版」
，做為 E 化服務項目，主要工作項目包含 a. SOA 網站功能服務運
作； b.資料庫與系統服務整合 c.建置海象資訊服務系統「英文版」及「PDA 版」
網頁。
(2)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 (1/2)：本年度計畫執行將 a.持續與中國海洋學會保持
聯繫及 b.辦理國內 e 化服務系統推廣。研究團隊於去(98)年透過參訪及座談取得該學
會對我國促進國際間之交流前瞻意念之充份瞭解，並表達合作意願。本年度將持續
推動與大陸海象資訊與技術之交流。在國內 e 化服務系統推廣方面，本年擬成立「海
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小組」
，辦理方式為(a)研究成果整理及(b) 整合式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宣導活動。推廣方式為將已 e 化之資訊藉折頁小冊印製，廣為發
放與可能之使用單位，其方式為將已建置完成之 e 化系統予以登載網址並介紹其內
容。
(3)商業化簡訊服務機制建置：考量使用者於戶外依舊能接收海象資訊，將建置簡訊服
務機制，訊息內容將以海岸及海域氣溫、潮汐及波浪資訊為主，交付手機系統業者(例
如中華電信、遠傳電信或台灣大哥大)發送。本工作項目為(1)商業化簡訊服務技術說
明、(2) 簡訊發送內容規劃與功能建置及測試、及(3)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商業模式探
討。
2.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本年度主要工作為建置歷史颱風暴潮資料庫、及開發雛型系統功能。主要工作項目
為(1) 歷史颱風暴潮資料庫建置及(2)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雛型開發。本年度將依據
先前分析之暴潮及波高資料及資料庫的規劃，進行暴潮及波高資料庫建置，並將開發系
統測站及歷史統計分析查詢功能、歷次颱風事件測站最大波高與最大暴潮偏差查詢功
能、及暴潮空間查詢功能，除上述開發建置外並將規劃系統後續維護方式。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
(1)近岸觀光遊憩休閒、防災與航行安全資訊之整合：本工作項目注重各區域內預報站
與相關海域安全資訊的查詢展示，不再強調國家公園管理處觀光資訊及遊憩景點，
只在各預報站的屬性資料中加註附近的觀光遊憩休閒簡易資訊，讓使用者可以點選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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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藍色公路航行安全之應用：本年度藍色公路模組將進行預
報網格數值轉換為航行安全指標的工作，並且前臺主要由 javascript 網頁進行藍色公
路預報範圍的展示。藍色公路海況預計將整併進入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中。為瞭
解海象資訊 E 化成果及系統可行性，將於我國藍色公路運行範圍內選擇一條 (如淡
水漁人碼頭、東港小琉球、或澎湖航線)進行系統連線測試，並評估系統實際操作功
能以測試系統的實用性。
4.暴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 (1/2)
本工作項目將配合氣象局不同暴潮數值模式的發展，整合暴潮模式與觀測資訊，進
行暴潮展示與校驗功能建置之雛形建置，包含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介面整合及整體系
統之架構，並於當年度之颱風警報期間測試其功能。本年度的工作項目主要是要取代舊
有的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暴潮展示系統進行暴潮的展示功能，並在颱風季節前可以
上線供內部使用。

1.3.4 100 年度(本年度)工作內容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持續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確保系統之正常運作，主要工作項目包
含(1) 主要確保前期所開發之所有排程模組能正常運轉並產出正確之網站產品，提供一
般工作天 2 日內系統恢復正常運轉。(2)確保排程執行檔能正常運轉，包含靜態 HTML
網頁及圖檔正確產出，並協助資料庫格式或排程設定諮詢服務。(3)因應中央氣象局局
「即時海況」模組變動需求，提供新增即時海況測站地圖擴充服務。(4)完成滿潮預報
圖、潮高預報圖、海溫分析圖台灣、海溫分析圖太平洋及波浪模式預報圖等選單輸出符
合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網頁語言格式。
2.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1)歷史颱風暴潮資料庫持續建置：將依據前期分析之暴潮及波高資料，及 99 年度的
建置的資料庫，持續進行暴潮及波高資料的輸入及建置。
(2)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維運：進行系統測站及歷史統計分析查詢、歷次颱風事件測
站最大波高與最大暴潮偏差查詢、及暴潮空間查詢等功能之維護與運作。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業之應用：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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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一向由氣象預報中心使用海面風力推估波浪進行預報，本年度將探討如何將海象
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風浪預報資訊取代舊有之風浪預報，以較準確之波浪數值模式
進行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業。
(2)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本系統於此階段已完成初步成果，為瞭
解本系統可行性，規劃將於金門、馬祖與大陸兩岸選定示範區進行系統測試，並評
估系統實際操作功能，以達成本系統實用性。示範區域的選定以金門與馬祖實行小
三通的航線及停靠碼頭為主，並進行與大陸相關方面的接洽，進行電子看板或是船
舶追蹤系統的規劃與建置，落實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兩岸航行之應用。
4.暴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 (2/2)
本工作項目將依據上一年度測試結果，強化暴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整合成完整
的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綜觀上述各年度工作方法，自 97 年起至 100 年以四年期程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
系統之整合與建置，成果除達成強化海象觀測設施與技術，提升海象測報能力外，並可
利用國內現有海上資訊來整合、研究與建立海上監測與預報系統，有提升海象資訊應用
效能，進而達成將海象各項資料資訊化的目標。
本計畫依據整體工作五大項目：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整體規劃。2.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統建置：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計及
復現期分析。3.海上漂流物流向分析與搜索範圍劃定系統驗證及功能強化：海上漂流物
軌跡及搜索範圍劃定之驗證研究、海上漂流物軌跡與搜索範圍劃定之整合研究、海上漂
流物流向分析與搜索範圍劃定系統功能維護改善。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
庫整合及建置：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料庫之建立、臺灣近岸海域藍色公路圖資之
建置。5.「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與「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海域 GIS 資訊
服務系統維護與改善、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維護與中部資料展示功能增加。其中有關
海上漂流物研究係海巡署委託中央氣象局辦理納入，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研究基
本上可分成四大工作類別，分別為資料建置、規劃評估、系統建置以及維護推廣，各項
方法內容環環相扣並具高度關聯性，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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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本計畫整體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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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計畫研究團隊配置
本工作團隊由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以下簡稱本協會）秘書長簡連貴教授
擔任計畫主持人，並邀請本協會會員海洋大學、華梵大學、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與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司，結合國內相關官、學、研專家學者組成諮詢顧問組，研擬本計畫
執行方法與研究團隊組成，以期有效執行本計畫。
本計畫依照策略與重點項目工作內容邀請本協會學研之專家會員與台灣世曦工程
顧問司地理資訊部應用系統組，組成研究團隊，期能落實本年度之工作目標。參與人員
分別擔任工作(如圖 1-2 所示)：

圖 1- 2 本計畫研究成員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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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年度工作成果與後續推動建議
本計畫執行時程由民國 100 年 02 月 09 日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共計約 11 個月。
本計畫在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研究人員共同參與努力及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滕春慈主任及相關承辦人員指導下，各項工作皆依工作進度規劃推動。
計畫自簽約起工作至 12 月底為止，除完成期末報告、期中審查意見回覆(如附錄一)
本計畫績效報告(如附錄二)外，並召開重要會議，會議時間及重要事項如表 1-1 所示。
對內召開九次內部工作會議(如附錄三)以及四次氣象局工作會議(如附錄四)，同時將本
計畫前期(99 年度)相關研究成果發表於第十三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與第二屆海峽兩岸論壇研討會(各篇發表文章請參照如附錄五)。
表 1- 1 本計畫各階段重要會議時間表
日期

會議名稱

重要事項

02 月 09 日

議價

辦理本計畫議價與簽約

02 月 10 日

第一次內部工作會議

檢視驗收標準與發文單位

03 月 10 日

第二次內部工作會議

本年度工作項目規劃

04 月 01 日

海象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04 月 29 日

第三次內部工作會議

期中報告目錄大綱

04 月 29 日

第十三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 研究團隊發表 98 年度計畫成果
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05 月 26 日

第四次內部工作會議

討論期中報告初稿內容

05 月 27 日

海象中心第二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06 月 08 日

教育訓練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內部進行教育訓練

06 月 11~17 日 第二屆海峽兩岸論壇研討會 進行海峽兩岸論壇研討會
06 月 28 日
07 月 08 日

第五次內部工作會議

期中報告內容討論

研究團隊繳交本計畫期中報告

07 月 12 日

第六次內部工作會議

討論期中審查意見與回覆

08 月 30 日

第七次內部工作會議

各分項執行進度討論

09 月 08 日

海象中心第三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10 月 13 日

第八次內部工作會議

各分項執行進度討論

11 月 07 日

海象中心第四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11 月 29 日

第九次內部工作會議

各分項執行進度討論

12 月 09 日

研究團隊繳交本計畫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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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本年度工作成果
本年度為四年中程計畫中最後一年研究，系統開發歷程包含第一年系統規劃、第二
年資料庫建置、第三年系統建置與推廣，前三年發展歷程重點摘要表可參閱附錄六，玆
將本計畫工作內容與成果，包含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歷史颱風暴潮資訊
系統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
四項工作主題，概述如下：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本年度除依據合約要求，確保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一般版系統作業化運轉維護
之工作外，另依據承辦課之需求針對系統諸多功能進行調校（請參考 2.3.2 節表 2-2），
並將納入第三年未完成之新增模組改寫需求。如節 2.2 描述之系統網站新增模組及網頁
重建、藍色公路海況模組「布袋－馬公航線」擴充及資料展示內容調整之工作。另為提
昇網頁穩定性及系統測試功能所需，研究團隊建議建立備援伺服器機制，目前已階段性
完成即時海況（中文、英文、PDA 版）及海象預報排程檔設定，並於海象中心共同協
助下完成初步伺服器環境設定及部份模組程式移轉等工作。
在系統 FTP 作業流程規劃方面，期中階段前完成 FTP 作業流程方法之研究，並且
於測試伺服器環境下進行新的 FTP 流程測試，以瞭解何種方案對於本系統為最佳解，
目前已完成 FTP 測試，期中至期末階段進行網頁排程執行檔 EXE 呼叫 Bat 的程式改寫，
以達到減少控制台排定的工作數量，便於網站維護人員管理所需。針對海象中心假日排
班人員使用之故障訊息發布系統，團隊目前亦以完成教學指導及程式移機上線。一般版
教育訓練部份，已於 100 年 6 月 8 日辦理，並依承辦人需求於海象中心場域進行。團隊
亦於期中階段提送一般版系統操作手冊，便利系統維護人員日常工作查詢之需。
2.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 E 化系統中，可展示颱風路徑動態的系統。且系統
規劃有颱風災害圖文資料查詢的功能，並可查詢暴潮、暴潮偏差時序變化圖。並依據海
象中心的需要，納入災害縣市底圖查詢之系統功能。研究團隊亦完整蒐集本年度颱風災
害新聞描述及圖片資料，並於 11 月底前完成 2011 年颱風新聞與災害資料的更新。
於本年度期中階段前，研究團隊已完成 2010 年颱風災害資料之蒐集、GIS 災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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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製作、縣市災害底圖出圖工作、暴潮波高資料的計算、跨單位所轄暴潮站的整理及
暴潮查詢版面的改寫。針對 2010 年發布颱風警報的 5 個颱風，研究團隊亦已完成 2010
颱風系統查詢功能的擴充。團隊並已完成 2010 年氣象局暴潮站資料的整理，並提出將
38 個暴潮站展示之建議。經團隊與海象中心透過工作會議協商後，決議採 25 個預設暴
潮站在同一頁面展現，並以開關測站的方式查詢其餘的暴潮站資料。研究團隊並順利於
期末階段將此功能完成改寫。
關於本系統資料庫自動化擴充程式，已順利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驗收。並同
步進行 e 化內部版暴潮及波高資料庫替換之工作。並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內部版
系統教育訓練，對承辦同仁教授單機版程式的使用方式與功能。由於海象中心表示，2011
年度的颱風點位與暴潮資料預計將會在 2012 年 3 月完成資料檢核校正與颱風路徑最佳
化處理之工作，研究團隊暫時無法取得 2011 年度的暴潮與颱風路徑資料。因限於時程
及資料無法取得因素，團隊無法於結案前擴充 2011 年颱風查詢功能。建議中心可另案
辦理本系統後續年度颱風查詢擴充的工作。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
工作主要包含多個專業版網頁所要展示資訊的建置相關工作，如利用 NCL 繪圖軟
體輸出 KML 檔案，將預報資料於 Google Earth 上展示、專業版即時海況等項目使用
Google Earth API 開發嵌入專業版網頁中、及進行波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並將結果
同樣用 Google Earth 展示等。初步的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已評估測試完成，可
以將模式預報結果與 Google Earth 套疊，並可只顯示海域上的相關資訊，而保持陸地上
原 Google Earth 的影像可以完全展示不受影響，更能凸顯海域相關資訊的展示。在即時
海況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的部分，今年展示修改項目有輸入更新最新有的測站經緯度
資料、測站標示字體縮小、測站資訊展示需要進行類別劃分便於展示、及連結資訊文字
標示清楚等項目，在現階段皆修正完成，並將持續與海象測報中心研商。在波浪模式與
漁業氣象的比對工作方面，已完成與模式資料的比對並可以將波浪模式成果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
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在 99 年度建置完成並於 100 年 2 月 1 日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
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對外服務社會大眾。海象測報中心在下半年度已將港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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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臺中、蘇澳、花蓮、高雄港的即時資料納入海象中心的資料庫中，因此即時資訊
網頁也能建置測試完成。下半年度持續維護藍色公路預報服務的正常運作。
藍色公路預報功能對外服務已經數個多月，已有業者、漁民、及經常登上研究船隻
的學者反應對該服務的資訊詳細與準確度給予肯定。在 6 月 11 日嘉義縣布袋港與澎湖
縣馬公港間觀光船「百麗輪」遭遇大浪傷人事件，當時載運 178 名觀光客上午 9 時 45
分由布袋港出發航向馬公港，出港 25 分鐘後遇到莎莉佳颱風外圍環流引發的大浪，導
致 22 名乘客受傷。藍色公路預報顯示 10 時有 2.3 米的浪高(有義波高)，準確預報出當
時瞬間非常有可能有 3 米以上的大浪。期望經由該服務的持續運轉及配合海象測報中心
的要求不斷的改進，除增加航線外，其他如加入風速資料、改為每小時更新預報網頁、
使用港研中心海象資料(包括展示即時海流資料)等等，雖不在原先規劃的工作項目中，
本團隊都會盡力配合，希望藉由不斷的改進更新，提供最好的資訊讓船舶航行的安全得
以提升，並成為氣象局不可或缺的重要服務項目。
今年 11 月 10 日交通部部務會報更對於氣象局所開發的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在
維護海上客輪之安全給予肯定，並要求藍色公路要發揮最大功用，從旅客資訊需求面、
船長專業海象資訊及港務局管理等方面提供不同功能，期勉氣象局要與時俱進，繼續努
力。
5.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
本年度主要依據 99 年度測試結果，強化暴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主要包括暴潮
偏差校驗功能與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並根據上一年度的使用狀況與新增的功能，進
行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整合成完整的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本項
工作在上半年度已將整體系統含部份暴潮校驗功能建置於海象測報中心 135 伺服器
上，系統具備所有測站展示功能、總水位表列印及暴潮偏差校驗相關係數(CR)與水位校
驗 CR 結果展示功能。下半年完成建置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差(RMS)與
水位校驗 BIAS 及 RMS 計算與結果展示功能，並持續編修介面及進行系統的維護測試，
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行。
本研究團隊定期與中央氣象局連繫，將接獲民眾之意見與建議適當的修改程式使程
式能更貼近民眾使用與操作，以下表格為中央氣象局接獲有疑問之民眾來信反映與提問
以及中央氣象局之回覆與解說整理於下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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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民眾提問與回覆
民眾反映與提問

中央氣象局回覆與解說

看到 貴局網站跑馬燈廣告已有好幾天
了，想要查詢該廣告 之訊息內容，不過遍
查 貴局(中央氣象局)網站，就是查不到有
該項說明之資訊，想必 貴局網站所述本局
是與 貴局無關，有興趣查詢的民眾一定
是一頭霧水!

親愛的網友您好：
本局網站藍色公路跑馬燈廣告並無直接點
選之功能，請於本局網站首頁點選「海象
測報」之「藍色公路」選項，並於「藍色
公路航線」選擇「布袋馬公航線」
，即可得
到航線上相關波高、波向、風級及風向等
24 小時相關資訊。
若還有任何相關問題，歡迎與本局海象測
報中心聯絡（02-23491192）

有關貴局網頁上之跑馬訊息「本局「藍色 親愛的網友，您好：
公路」新增布袋馬公航線， 請民眾多加利 本局網站藍色公路跑馬燈廣告並無直接點
用」相關資訊為何？
選之功能，請於本局網站首頁點選「海象
測報」之「藍色公路」選 項，並於「藍色
公路航線」選擇「布袋馬公航線」
，即可得
到航線上相關波高、波向、風級及風向等
24 小時相關資訊。
若還有任何相關問題，歡迎與本局海象測
報中心聯絡（02-23491192）。
中央氣象局 敬覆
首先謝謝您的答覆.
但乍看之下還以為貴單位也在經營乘客載
運呢？
原來是有關該航線的海象資訊.建議該跑
馬字眼可不可以用 更精確的字眼來表達
呢？

親愛的網友，您好：
感謝您寶貴的意見，關於本局網站「海象
測報-藍色公路」網頁新增布袋馬公航線海
況預報服務之跑馬燈資訊過於簡單，以致
於有興趣查詢民眾一頭霧水，本局已改進
並在文字描述上做更精準的介紹，請民眾
多加利用。
若還有任何相關問題，歡迎與本局海象測
報中心聯絡（02-23491192）。
中央氣象局 敬覆

請問要 如何看到貴局「藍色 公路」新增 親愛的網友您好：
布袋馬公航線的資訊。
本局網站藍色公路跑馬燈廣告並無直接點
選之功能，請於本局網站首頁點選「海象
測報」之「藍色公路」選項，並於「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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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路航線」選擇「布袋馬公航線」
，即可得
到航線上相關波高、波向、風級及風向等
24 小時相關資訊。
若還有任何相關問題，歡迎與本局海象測
報中心聯絡（02-23491192）
葉先生，您好：
謝謝您的來信，首先感謝您對本局提供的
服務提出指正，新版即時海況網頁為自動
更新系統，由於去年底上線後曾經一度故
障延時，相關問題本局業以修正完成，造
成您的不便，感到非常抱歉。目前我們監
看即海況均已正常運作，若您能明確告知
不即時的地點，我們可以對該地測站做更
詳細檢查，先感謝您的協助。

即時海況改成新版後,發現下列二點狀況:
1. 時常延時,並不是即時海況,應該是說過
去海況,一點也不即時,對我們這些捕魚的
一點幫助也沒,影響漁獲,相對也影響了生
計,真不知道到底在搞什麼,如為自動更新,
那電腦也太差了吧!如手動更新,那更新值
班的人也摸太大了吧!
2.即時海況頁面並不向之前的一看就懂,簡
單明瞭,現在網頁雖分區顯示各地資訊,看
即時海況新版面設計是參考一些民眾建
起來很詳細,卻不實用,看的眼花撩亂.
議，將潮位、波高、風等資訊一次顯示的
想必花了不少時間與金錢改進,卻沒對等
需求，您若可以更清楚告知不實用的資
的效果,反而更糟,期待改善!!
訊，我們可以納入日後改版時參考，您寶
貴的意見將使我們的服務更加完善。若還
有相關問題，歡迎隨時與本局海象測報中
心聯絡，電話 (02)23491197。
親愛的網友，您好:
Dear sir:
在潮汐預報中台灣地圖的 "彭佳嶼基隆海 有關您來信提及的問題，造成您的不便，
感到非常抱歉。 因為淡水位於「彭佳嶼基
面" 淡水並未被標示為藍色
隆海面」與「新竹鹿港沿海」中間，而本
右邊的資料表卻有"淡水"的資料
局過去慣例上將淡水歸於「彭佳嶼基隆海
面」
，考慮您的建議以及為免民眾使用網站
潮汐預報分區混淆，我們將儘速於近日修
改網頁，提供更清楚的資訊。
若還有任何相關問題，歡迎與本局海象測報
中心聯絡，我們可以於電話中立即答覆，電
話(02)23491197。
中央氣象局敬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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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後續推動建議
本研究建議後續可進行之研究項目分為近程與中長程，近程包括：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後續維護建議：建議汲取使用者意見，以持續更新系統功
能並朝向使用者意見調查乃能構思未來提供資訊服務的新走向。另建議持續向一
般大眾透過舉辦網站宣傳活動、研討會、教育宣導營隊…等方式進行海象資訊宣
傳，民眾除可透過公眾系統了解海象中心業務之重要性，並透過公開系統了解公
務單位日常業務。
2.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後續維護建議：雖資料庫分安管內與外版本，未來擴充系
統不應受限於網路環境。其次，除颱風查詢功能外，應思考提供對外大眾之服務
需求；最後，可持續進行地區性颱風路徑對波高與暴潮關聯性之研究。
3. 風浪預報作業應用後續建議：建議中央氣象局相關資料展示於 Google Earth 平台的
策略早日定案；建立波浪模式預報與漁業氣象預報建立互不牴觸的機制；建立預
報產品產生的 NCL 繪圖標準化作業。
4. 藍色公路航行安全後續建議：(1)持續依需要增加藍色公路航線預報並延長藍色公
路預報時數；(2) 航線上預報範圍更精準設定；(3) 依交通部指示，朝旅客資訊需
求面、船長專業海象資訊、及港務局管理等面向規劃提供不同功能，並朝空運氣
象資訊 SOP 作業方式邁進，以使客輪管理更精進；(4) 資訊傳播媒介的廣泛建立
包括社群網站、電子看板、及智慧行動裝置等。
5.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後續建議：配合氣象局內部組織變動，協助委辦單位進行系
統與相關資料庫的搬遷。規劃建置暴潮預報評分系統，利用系統計算出的相關係
數、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等搭配如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的計算來建置一套評
分系統，讓預報員及主管可以輕易的評估暴潮預報的準確性。
中長程推動建議：爲因應目前 e 化時代的環境，本研究於民國 97~100 年執行中央
氣象局「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一案，除完成辦理中央氣象局目前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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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各項資訊系統外，更建立完整的資訊環境與海象資訊服務整體規劃，包括資訊服務
項目、資料管理維護權責、資料供需關係、資料產生使用及更新頻率、軟硬體設備規格、
資料格式、人員訓練、資料流通、單位協調、資料共享格式、資料品質、資料傳輸等項
目，可提昇中心業務人員應用層次並加強機關間資料流通，以達成資訊共享目的。
此外，有鑒於國內在深海之海氣象觀測與近岸海流即時觀測資料缺乏、國外海面流
速遙測技術的不斷發展、水質、流速剖面等多項海洋觀測儀器於資料浮標的延續應用、
以及全面海域/海下環境、地形、與構造物之調查需求與三維網際網路技術之欠缺，中
央氣象局在海象數值模式資料同化技術、平行化數值模式之開發、預報指標之建立、大
範圍衛星遙測載具在海象資料應用、虛擬實境地理資訊查詢展示系統建置、個人化預報
預警系統建置、三維水溫展示查詢系統建置、船舶海況影像即時回傳系統建置、水下航
翼位置及資料展示系統建置、以及各模式系統間之整合運轉及維護方面將進行深入的研
究與開發，同時持續原有風浪及海流模式應用的研究(此仍應不斷的進行模式功能性及
區域性的建置工作)，讓我國在海象測報方面與國際同步甚至取得領先的地位，並獲得
豐富且有實質效益的成果。
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並考量海象預警成果的完整性，本計畫建議未來中央氣象局可
進行「海象防災技術研究」，針對極端氣候下海象防災技術進行相關研究，重點項目包
含：建構波浪系集預報系統、災害性瞬變海象之研究、建立多尺度海流預報模式並進行
歷史模擬預報驗證與評估、即時海象監測資訊系統整合、海象防災資訊資料庫建置以及
海象防災生活化資訊平台之建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研發模式，轉化成可落
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海象防災技術研究，以
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同時持續原有風浪及海流模式應用的研究(此仍應
不斷的進行模式功能性及區域性的建置工作)，讓我國在海象測報方面與國際同步甚至
取得領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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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2.1 引言
因應資訊技術視覺化、多元化、便民化之 E 化電子政府時代來臨，資訊提供者除了
將訊息忠實的傳達給民眾外，仍應綜合考量訊息提供的方式以及便利性。有鑑於此，由
海洋大學、台灣世曦及工研院組成的研究團隊於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
建置(1/4)」功能規劃階段，參考如英美日等西方先進國家之海洋、氣象網站，進行系統
功能的規劃與設計，第一年系統規劃以網際網路地理資訊服務系統(WebGIS)平台為主
體，輔以表格視覺化呈現海象資訊。並於第二年系統建置階段於專案進行期間進行系統
功能的重新檢視及修訂，並納入海象業務相關之地理資訊圖層於專業版系統中。規劃一
般版主要功能項目，確保網站風格與中央氣象局官方網頁統一。並納入英文網頁、PDA
網頁等功能。內部版規劃有歷史颱風暴潮系統及暴潮展示校驗系統。第三年進行大規模
系統建置及作業化運轉工作，並在海象中心配合下，將即時海況、海象預報、藍色公路、
潮汐預報、潮高預報圖、海溫分析時序圖、海象統計等主要中英文模組上線至氣象局網
站對一般民眾公開。
本期工作內容主要確保前期所開發之所有排程模組能正常運轉並產出正確之網站
產品。團隊提供一般工作天 2 日內系統恢復正常運轉。期中工作階段以前係針對「滿潮
預報圖」
、
「潮高預報圖」
、
「海溫分析圖」等模組進行網頁的改寫，並配合海象中心開發
一網頁訊息緊急故障發布程式，並採用 PHP 網頁格式改寫潮高預報圖與台灣、太平洋
海溫分析圖模組。並規劃新增藍色公路「布袋－馬公」航段。
在系統作業化運轉維護方面，一般版系統亦於期中階段前進行二次主要模組功能更
新。海象預報模組於 100 年 3 月 21 日因預報中心 XML 浪高字串格式之異動，進行一
次系統功能加強。即時海況模組則於 100 年 4 月 11 日改寫讀取 24 小時之內之海象資料，
若有缺值以「X」符號表示。並於海象中心協助下，另擇一安管外測試伺服器完成排程
程式作業化運轉環境安裝，以做備援伺服器之用。
專案團隊另於期中階段與期末階段各提供一次一般版系統教育訓練，對象以海象中
心各相關課室成員為主，以切合維護人員日常更新維護需求。並依據期中報告委員審查
意見撰寫本系統操作手冊。俾利符合承辦同仁日常維護一般版系統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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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網站新增模組與網頁重建
由於中央氣象局的主網頁是在 UNIX 作業系統下執行，因此希望能夠統合海象測報
中心對外伺服器(http://mmc.cwb.gov.tw)中的相關網頁，但由於 mmc.cwb.gov.tw 所在的
伺服器使用 Windows 作業系統，而其中多個網頁有含只能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執行
的 ASP 程式，無法在未來將網頁移植到中央氣象局的網站伺服器上，因此本年度將修
改滿潮預報圖、潮高預報圖、海溫分析圖台灣、海溫分析圖太平洋及波浪模式預報圖等
選單，來符合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網頁語言格式，本工作已於期中報告前完成在氣象局
61.56.11.135 伺服器建置 PHP 程式環境 (5.3.4 版本)、完成修改海溫分析圖台灣及海溫
分析圖太平洋網頁為 PHP 程式、及完成修改滿潮預報圖及潮高預報圖網頁為 PHP 程
式，其餘波浪模式預報圖動畫與海溫分析圖動畫於期末前完成。
PHP 程式語言的由來乃是在 1994 年末 Rasmus Lerdorf 用 Perl 寫了一些後端的程式
用來記錄線上履歷表瀏覽情形。之後網路上ㄧ些網友對 Lerdorf 所寫的程式碼產生興
趣，於是 Lerdorf 就整理這些程式碼，包裝成一個叫作 Personal Home Page Tools 的工具
語言，隨後又寫了一個 script 語言的核心引擎，再加上了能處理 HTML 表單輸入的工具
(Form Interpreter, FI)，在 1995 年完成的這個版本，稱為 PHP/FI 或 PHP2。PHP/FI 開發
出來之後，受到網站開發者的極大的回響，使用 PHP/FI 來開發網站程式的人越來越多。
在 1997 年中的時候，PHP 從 Rasmus Lerdorf 個人維護的開發專案，轉變成一個重要的
網站開發技術。PHP 的開發與維護也轉由一個由 Lerdorf 領導所組成的團隊來負責。在
1998 年 6 月改寫了 PHP 語言的解析器，並公佈這新的版本(PHP3)。在 2000 年推出的
PHP4，提供更多功能，到目前為止，PHP 已經變成 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 的一個
專案計畫，現在最新的版本為 PHP 5.3.6。本工作選擇 PHP 的理由如下：
(1) 開放原始碼而且是免費
(2) 低而平滑的學習曲線
(3) 功能強大，支援各種資料庫、網路連結、檔案系統、Java、COM、XML 等
(4) 跨平台(作業系統、Web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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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行穩定且快速
(6) 快速發展週期及活躍支援社群

本工作已於期中報告前完成在氣象局 61.56.11.135 伺服器建置 PHP 程式環境 (5.3.4
版本)，並完成修改台灣海溫分析圖、太平洋海溫分析圖、滿潮預報圖、潮高預報圖、
及波浪模式預報圖網頁為 PHP 程式。台灣海溫分析圖網頁如圖 2-1 所示。太平洋海溫
分析圖網頁如圖 2-2 所示。滿潮預報圖網頁如圖 2-3 所示。圖 2-4 顯示潮高預報圖網頁。
圖 2-5 顯示波浪模式預報圖網頁，這些網頁皆已移轉至海象測報中心 135 伺服器上。

圖 2-1 海溫分析圖(台灣)PH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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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海溫分析圖(太平洋)PHP 網頁

圖 2-3 滿潮預報圖 PHP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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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潮高預報圖 PHP 網頁

圖 2-5 波浪模式預報圖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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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年度進行波浪模式預報圖動畫與海溫分析圖動畫的 PHP 程式建置，並與海象
測報中心人員及氣象局資訊中心人員討論網頁替換時機及作法及進行必要之測試以確
保在非 Windows 視窗環境下可以正常的執行。下半年度的成果如圖 2-6 ~ 圖 2-8 所示。
相關的動畫功能皆已加入並測試成功。
由於現行之海象測報中心對外伺服器將下線，因此相關的程式及測試圖檔已依海象
測報中心指示，打包完整的 php 程式與測試圖檔及說明交給資料課轉給氣象局資訊中心
進行測試。
在下半年度 php 移轉測試中得之氣象局資訊中心希望能夠只接收 html 網頁程式而
不希望使用在伺服器端仍要執行的 php 程式，但由於此做法與當初同意使用 php 的做法
相去甚遠，需要完全重新利用如 VB.NET 的方式來設計撰寫程式，執行後自動輸出 html
網頁程式，無法在本年度中進行。若此仍是氣象局資訊中心的要求，則可在後續年度中
規劃進行。

圖 2-6 海溫分析圖(台灣)動畫

2-6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圖 2-7 海溫分析圖(太平洋)動畫

圖 2-8 波浪模式預報圖網頁動畫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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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維護
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系統包含「即時海況」
、
「海象預報」
、
「藍色公路」
、
「潮汐預報」
、
「潮高預報圖」
、
「海溫分析時序圖」
、
「海象統計」等模組。各功能均有對應之英文版系
統。另有即時海況 PDA 功能。一般版、英文版、PDA 版均已對外上線服務。系統架構
圖如下圖 2-9 所示。

圖 2-9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架構圖

2.3.1 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作業化運轉
海象資訊 e 化系統為一分年分期 4 年計畫，依據前一年度主要模組開發與上線工作
陸續完成，承前 2.2 節所述，本期亦補強部份預報圖模組網頁重建工作。有關作業化運
轉工作著重在確保各上線網頁模組皆依據排程時間定期運轉產生網頁產品。目前氣象局
安管外 MMC 資料庫已定時寫入海象資料，網站排程時間係搭配各模組資料寫入時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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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定，以達成對一般大眾顯示之網站資料均是最新的海況資訊。現行的海象資料時間
暨網站排程執行時間一覽表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一般版排程時間一覽表
對應網站

執行檔名稱

RunStmap.exe

SeaWarn.exe

名稱
即時海況（含過
去 36 時圖表）
海象預報

BlueHighway.exe 藍色公路
Eng_BlueHighway

版本
中文
英文
PDA

上游資料庫

網頁排程檔

預估

寫入時間

執行時間

所需時間

整點 13 分/22 分

整點 14 分/23 分

/36 分

/37 分

中文

4 時/10 時/16 時/22 4 時/10 時/16 時

英文

時 26 分

中文

5 時/11 時/17 時
5 時/11 時/17 時/23 /23 時 54 分
時 40 分

SSTHtml.exe

5 時/11 時/17 時

藍色公路

英文

潮汐預報

中文

前一年度 12 月前 0 時 6 分

潮高預報圖

英文

匯入資料

0時0分

海溫分析時序

中文

圖

英文

10 時 48 分

11 時 10 分

/23 時 56 分

.exe
TideHtml.exe

/22 時 51 分

執行次數

4 分鐘

每時 3 次

2 分鐘

每日 4 次

1 分鐘

每日 4 次

1 分鐘

每日 4 次

各 3 分鐘

每日 1 次

1 分鐘

每日 1 次

排程執行檔除上表所列外，尚有撰寫即時海況基本資料表／測站縮圖製作程式，以
便海象中心在新增、暫時移除即時海況測站時，能夠即時的更新網站資訊。相關的參數
值均紀錄在一般版 MMC 資料庫中。
上表中尚未納入研究團隊於 99 年完成撰寫海象統計模組網頁更新檔案，需每年由
承辦人員手動執行。包含潮位、海溫、波浪等 HTML 網頁及圖表撰寫程式，提供海象
中心於每年度更新統計資料庫時，同步更新歷年統計資訊。
上表僅列出來源資料存取時間及網頁製作排程時間，目前一般版伺服器於去年計畫
執行期間已由海象中心自行撰寫對外伺服器 FTP 的排程執行檔。FTP 運作時間恰如網
頁製作排程檔執行完畢時間相同。由於網頁製作 EXE 檔兩兩無法同時執行，FTP 特定
網頁產品也不可與同模組網頁排程同時重複執行，故伺服器排程時間設定甚為重要，調
整單一模組的執行時間前，需全體模組一併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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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去年即時海況系統上線前，原本即時海況為每小時執行一次，固定於整點 25 分
執行。因大部分的海象資訊會在 25 分前進入一般版資料庫，故可展示大部分的測站最
新資料。但由於系統模組稱為「即時」海況，海象中心希望能夠將最新資訊即時的呈現
給民眾，故委託研究團隊將程式修改為每小時執行三次。但由於即時海況模組含過去 3
日圖表繪製的功能，每次需更新多達 362 個 HTML 檔案、458 個 PNG 圖片檔（含中英
文、PDA 模組，72 個測站，檔案多寡視海象中心欲展示之測站數量而定）
，複寫檔案約
需時 4 分鐘，加上其他模組執行時間，每小時不能有任二排程檔重複執行。研究團隊即
進行即時海況中英文版合併的工作，針對資料庫設定 index，並於海象中心協助下，定
期清除過期的即時海況資料庫內容，以加快網頁製作時間。若將程式作業化運轉時間繪
製成一個鐘點的圓餅圖，可清楚看到尚有許多時刻可排其他的執行檔。如下圖 2-10 所
示。著色區域表示有排程程式正在執行，未著色表示目前各模組 FTP 運轉時間。目前
於伺服器上運轉的藍色公路時間已調整至 54 至 56 分執行。

圖 2-10 海象一般版排程時刻圓餅圖
研究團隊已於期末階段完成多數海象資訊 e 化系統一般版模組針對 FTP 工作，及
自動壓縮網頁產品為 ZIP 檔案等工作進行與網頁撰寫執行檔整併之工作。詳細排程作業
規劃請參考本章 2.3.3 小節所述。
於本期第一次氣象局工作會議中，海象中心提出備援伺服器的需求，同時研究團隊
2-10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也有於中心建置測試環境的想法，以便在每次程式更新時，能夠提供緩衝及測試運轉的
時間，大舉提昇系統穩定性。同時若在目前排程伺服器因不明原因（含軟硬體）故障情
況下，能夠有另一台伺服器提供備援機制，確保網站程式持續正常運作。日前海象中心
已選定一台伺服器（IP: 61.56.13.160）作一般版備援伺服器，此測試伺服器之網頁執行
檔乃連線至備援之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資料庫（IP: 61.56.11.142）
。執行團隊已完成測試
伺服器環境安裝（包含完成 Dot Net Framework 3.5 SP1 及相關 IIS 設定）。目前即時海
況、海象預報、海溫分析圖、3 日潮汐預報及潮高預報圖中英文版模組亦已同步於測試
伺服器上作業化運轉。

2.3.2 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系統維護
本章節主要說明本年度期中階段以前之數次系統功能更新強化內容。詳細的系統維
護紀錄單請參閱附錄七。關於維護項目及時間一覽請參閱表 2.2 內容所述。
表2-2 海象資訊e化一般版維護項目及重要歷程列表
項目名稱

更新時間

更新內容說明

即時海況

99 年 12 月 21 日

即時海況

100 年 1 月 3 日

即時海況

100 年 1 月 12 日

浮標站顯示品管後(QC=Q)資料

即時海況

100 年 1 月 25 日

中英文版執行檔合併，改為每小時執行 3 次

海象統計

100 年 2 月 11 日

統計繪圖程式圖說文字調整

海象預報

100 年 3 月 21 日

即時海況

100 年 4 月 1 日

其他

100 年 4 月 11 日

61.56.11.130 測試伺服器環境安裝

即時海況

100 年 4 月 11 日

僅顯示 24 小時內資料，資料中斷以 X 表示

即時海況

100 年 5 月 27 日

測站一覽表統一資料時間為測站名稱下時間

即時海況測站名稱下加入觀測時間
順序: 潮位,浪,風,海溫,氣溫,氣壓
可讀取前一日海象資料，過去 3 日折線圖繪製
可斷點

XML 波高字串格式異動，同步調整程式 index
計算功能
工作會議展示即時海況發布故障訊息程式介面
操作方式

今日明日後天潮汐預報，枋寮恆春沿海海域變
潮汐預報

100 年 6 月 8 日

色功能去除
潮高預報圖後龍站名稱變更為苗栗外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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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歷史颱風暴潮資
訊系統
系統教育訓練
一般版網頁故障
訊息發布
網頁故障訊息發
布上線
更改潮高時序圖
說明文字

更新時間

更新內容說明

100 年 6 月 8 日

100 年度颱風查詢功能更新

100 年 6 月 8 日

海象 E 化一般版系統教育訓練

100 年 6 月 15 日

100 年 6 月 21 日

團隊指導教學值班人員使用網頁故障訊息發布
介面，並安裝於 130 測試伺服器
更新至一般版伺服器並完成更新至對外網頁
有關即時海況時序變化圖、瀏覽小技巧、測站

100 年 7 月 12 日

資料表及潮高預報圖之文字資料修改有關潮位
基準說明文字(含中英文版)

潮高預報圖

100 年 7 月 20 日

一個月查詢選單中，增加半個月繪圖功能。

即時海況

100 年 8 月 4 日

測站故障時間超過 6 小時，以 - 符號顯示

即時海況
海象統計

100 年 8 月 31 日

龜山島資料浮標增加海象數值顯示於系統
波浪統計圖，圖示與軸文字變更

歷史颱風暴潮資 100 年 9 月 20 日

安裝單機版安管內 Oracle 匯出資料部分

訊系統

安裝單機版安管外 MySQL 資料匯入部分

一般版 EXE 與
ZIP 整合工作

100 年 9 月 23 日
100 年 10 月 11 日

整合海象預報與海溫分析圖 EXE 檔與網站產品
ZIP 壓製工作與 FTP(至 141)排程工作

系統教育訓練

100 年 10 月 13 日

一般版及內部版系統教育訓練

即時海況

100 年 10 月 20 日

EXE 與 FTP(至 141)(至資訊中心)、ZIP 整合工作

海溫分析

100 年 11 月 16 日

備援系統安裝

100 年 11 月 30 日

內部版資料庫安
裝

100 年 12 月 14 日

將淡水站加入新竹鹿港沿海，不僅只於彭佳嶼
基隆沿海顯示
將 3 日潮汐預報及潮高預報圖安裝於
61.56.13.160 測試伺服器中，並連線 142 資料庫
將原 61.56.11.97 資料庫安裝替換至 61.56.11.99

因特定更新頻率較為頻繁之系統模組，如即時海況，規劃較為彈性可由一般版維護
人員自行操作，故本案執行期間中，承海象中心維護人員之協助，有數次系統維護需求
乃透過 E-Mail 說明修改方式，可轉由海象中心人員自行操作。或程式開發者將需求加
入，執行檔重新再製後透過 FTP 更新至一般版排程作業系統。如即時海況新增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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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測站基本資料表，或海象資訊傳輸中斷之測站從網站上卸除…等需求，目前均可由
中心人員自行連線資料庫操作設定。
由上表可知，本案已完成於期中階段與期末階段，依據海象中心之需求各舉辦一場
次之教育訓練。詳細教育訓練內容說明請參照本章 2.5 小節。因應海象中心假日輪值人
員排班之需求，研究團隊另擇 6 月 15 日至海象中心針對值班人員網頁故障訊息發布系
統作教學及說明。本故障發布系統為支援臨時假日系統執行中斷之情況，將不顯示上一
次網頁錯誤的執行結果，將改貼上為護人員所發布之訊息內容。本程式已完成裝機至海
象中心一般版伺服器中，且具備文字換行功能。其使用介面如下圖 2-11，網頁發布結果
如圖 2-12 所示。

圖 2-11 海象一般版故障訊息發布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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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即時海況系統故障訊息發布結果

2.3.3 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網站 FTP 及 ZIP 排程作業規劃
於 99 年度專案執行過程中，團隊需開發為數眾多的海象 e 化網站系統，無法兼納
網站產品 FTP 至對外伺服器之工作。於本期氣象局第一次工作會議團隊即提出預計將
進行網頁執行檔 EXE 與 FTP 之 BAT 檔合併執行之工作，以減少控制台排定的工作之設
定數量。於期中階段前，專案團隊進行執行檔整合方式的研究及 FTP 流程的測試，期
中階段之後海象中心提出新的網站 FTP 需求。研究團隊為配合海象中心將 e 化一般版
系統分階段移轉至資訊中心 LINUX 伺服器並作業化運轉工作外，因資訊中心僅接受 ZIP
檔案傳輸格式，故團隊於期中階段後亦進行各模組 ZIP 網站產品整合於排程執行工作
中。以下分項介紹研究團隊尋求適合應用於本專案之 FTP 流程之方法，皆適用於海象 e
化一般版系統中。研究團隊已採方案 3 進行排程流程之整合，目前已應用於本網站排程
工作之中。
1.

Dot Net FTP Client
於微軟 Visual Studio 2005 以上之專案裡，關於 FTP 上載功能建議使用
System.Net.FtpWebRequest 及 System.Net.FtpWebResponse 元件，即可輕鬆的上傳
伺服器檔案。搭配 System.Net.WebClient()方法，可指定程式自指定伺服器 IP 上
傳或下載檔案。一般預設內建的 Port 是採 21，不過也可自訂建構函數(Uri)以達
到指定 Port 的效果。以下提供測試一小段 FTP 功能測試程式碼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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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TP 功能測試
dim URI as string=ftp://localhost/FolderName/" + FileName
Dim ftp As System.Net.FtpWebRequest =
CType(System.Net.FtpWebRequest.Create(URI), System.Net.FtpWebRequest)
ftp.Credentials = New System.Net.NetworkCredential(username, password)
ftp.Method = Net.WebRequestMethods.Ftp.UploadFile
(2) 指定 Port 的實做方式
Dim FtpUri As UriBuilder = New UriBuilder
("ftp", "124.0.0.1", 21, "/" & FileName)
My.Computer.Network.UploadFile(FilePath.Text,
FtpUri.Uri, "id", "password", False, 3000)
(3) 上傳範例
Dim wc As New System.Net.WebClient()
wc.Credentials = New System.Net.NetworkCredential
("username", "password")
wc.UploadFile("ftp://localhost/File.txt", "C:\File.txt")
wc.Dispose()
(4) 下載範例
Dim wc As New System.Net.WebClient()
wc.Credentials = New System.Net.NetworkCredential
("username", "password")
wc.DownloadFile("ftp://localhost/File.txt", "C:\File.txt")
wc.Dispose()
2.

使用 Dos 連線 FTP

也是最簡單的 FTP 方法，不用搭配任何較新的安裝軟體功能。檔案規劃以一 TXT
檔案儲放 FTP 連線設定資料，以 dos 讀取此 TXT 並連線 FTP，然後即可撰寫批次檔 FTP
上傳檔案。本功能適用於上傳對象伺服器 IP 常常需要變更的情況。但缺點是需逐各別
檔案撰寫 BATCH 指令，無法一次 FTP 整個目錄下的檔案。提供部份測試程式碼如下。
(1) FTP 參數 Txt 檔 (conn.txt)
Open 124.0.0.1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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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
(2) 撰寫 batch file
@echo off
ftp -s:conn.txt
echo cd foldername
echo mput filename
echo bye
ftp -n -v -i %124.0.0.1%
3.

NcFTP
一種可縮短 FTP batch 指令碼的軟體，其優點是可 FTP 整個資料夾下的檔
案，美中不足的是仍需撰寫 BATCH 檔。海象中心去年度曾採用此軟體以 FTP 海
象 e 化一般版網頁產品至對外伺服器。
指令撰寫如：nctftpput –u username –p password 124.0.0.1 upload ./foldername
整理一些常用的 NcFTP 參數：
-u username: FTP 伺服器登入帳號
-p password: FTP 伺服器登入密碼
-P port: FTP 登入 Port (可取代 default 值 21)
-R 上傳或下載整個子目錄
-a 傳輸使用 ASCII 格式，非二進位
其他常用指令：
cd /foldername: 切換目錄
type binary: 使用二進位模式
put filename: 上傳指定檔案
get filename: 下載指定檔案
put –R filename: 上傳本機端整個指定目錄
get –R filename: 下載本機端整個指定目錄
quit: 結束

2-16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4.

期中階段 FTP 流程測試成果說明
經研究團隊綜合評比，為減少現有一般版控制台排程的數量，降低排定的工作設定

量及變動之困難度，及增加系統運行效能，研究團隊將於期中階段開始進行網站執行檔
EXE 及各網頁模組 Bat 程式的整合。本小節上述之整合方式經實機測試後，預計將於執
行檔 EXE 最後末行增加 Command Line，呼叫該模組之 bat 檔，以將正確執行的網頁結
果 FTP 至對外網站。反之，若是執行檔 EXE 因資料庫連線錯誤或原始資料內容異常等
因素造成網站更新不完全，FTP 指令部份將不會執行，亦即中央氣象局官方網站將停留
在上一次成功執行的畫面結果。下圖 2-13 為研究團隊於測試伺服器環境下，成功透過
呼叫 NcFtp 指令，將特定檔案(test.txt) FTP 至氣象局伺服器中之畫面。

圖 2-13 FTP 至氣象局伺服器測試畫面結果
以下說明海象 e 化系統一般版網站現行排程作業之流程原則。首先系統透過控制台
排定的工作排程，呼叫 EXE 檔執行網頁製作程序，並於完成網頁及圖片檔寫入作業完
成後，呼叫 FTP 至海象中心對外 Windows 網站之 Batch 檔案工作，Batch 檔會將對應之
各 網 站 產 品 ( 如 HTML, JPEG) 等 檔 案 完 整 FTP 至 61.56.11.141(Domain Name 為
http://mmc.cwb.gov.tw)工作。完成呼叫 FTP 至 141 之 Batch 檔後，同一排程工作將會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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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自動執行壓縮網頁檔案為 ZIP 格式之工作。最後呼叫將 ZIP 格式檔案 FTP 至資訊中
心 未 來 上 線 之 LINUX 伺 服 器 (IP 為 172.17.66.1~2 ， Domain Name 暫 定 為
http://wsv3.cwb.gov.tw)。ZIP 之原則為各模組檔案以一個或多個 ZIP 檔產製為主，若遇
同一模組有多個資料夾或分散之檔案，則程式將壓制對應數量之 ZIP 檔。網站規劃 FTP
及 ZIP 檔清單如表 2-3 所列。
下表中目前研究團隊已完成有關即時海況、海象預報、海溫分析時序圖、藍色公路
海況之排程工作與 FTP 至 141、ZIP 及 FTP 至資訊中心之模組功能整合。因本期於期末
階段 FTP 之程序變動甚多，研究團隊已盡力配合變動之工作項目改寫，針對下表未完
成之潮汐預報與潮高預報圖模組，建議海象中心可於下一年度持續以系統維護方式辦理
後續模組整合與 FTP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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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海象資訊e化一般版FTP及ZIP相關檔案列表
模組名稱

網頁產品存放路徑

執行開始時間

預估
執行結束

執行時間

EXE 檔名

FTP 檔名

FTP 檔名(資訊中心)

(61.56.11.141)

(172.17.66.1~2)

ZIP 檔名

\\root\alldata1.html

14 分

18 分

Alldata_C.zip

\\root\stmap\

23 分

27 分

Alldata_E.zip

37 分

41 分

即時海況 \\root\stmap\picture\

整點

4 min

RunStmap.exe

sea_condition_ftp.bat stmap_ftp.bat

\\root\stmap\pda

Stmap_C.zip
Stmap_E.zip
MarinePDA.zip

海象預報 \\root\sea_warn1.html

5,11,17
,23 時

51 分

52 分

1 min

SeaWarn.exe

sea_warm_ftp.bat

sea_warn.bat

Marinewarn_C.zip
Marinewarn_E.zip

海溫分析 \\root\marineweb\sst\

11 時

11 分

12 分

1 min

SSTHtml.exe

sst_ftp.bat

sst.bat

Sst_C.zip
Sst_E.zip

3日
潮汐預報

\\root\tidefcsdata.html

0時

0分

1分

1 min

TideHTML.exe tidefcsftp.exe

0時

3分

9分

6 min

TidePic.exe

整點

54 分

57 分

3 min

Bluehighway.exe

\\root\tidefcsdata1.html
\\root\tidefcsdata2.html
潮高預報圖 \\root\tidelongdata.aspx
\\root\tide_long\pic\
藍色公路
海況

\\root\bluehighwa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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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資料庫更新維護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包含「一般版－海象測報」及「內部版」兩系統。分別連線
安管外 MMC（位於 61.56.11.134）及 PRO（位於 61.56.11.97）資料庫。海象中心 MMC134
另有一伺服器建置作為備援資料庫之用，IP 為 61.56.11.142。一般版及內部版資料庫中
分別儲放系統所需資料表，以供相對應之系統使用。整體系統架構圖請參考下圖 2-14。

圖 2-14 海象 e 化系統整體架構圖
E 化一般版主要連線位於局網防火牆外之安管外 MMC 資料庫（IP:61.56.11.134）。
而內部版系統則主要連線亦位於安管外之 PRO 資料庫（IP:61.56.11.97）
。前者主要儲放
每日海象觀測資料以及海溫、潮汐預報、統計資料。後者則存放關於災害資料庫、颱風
資料表及暴潮、波高資料表…等。前者資料庫內資料由海象中心資料處理課提供，來源
自海象觀測站（潮位站、氣象站、浮標站…等）傳輸而來。後者部份資料表為篩選過之
安管內 Oracle 資料。目前獨立一台 e 化一般版伺服器，一台內部版伺服器。目前藍色
公路排程也已移機至內部版。而備援伺服器主要是支援一般版對外網站使用，亦作測試
伺服器用途。以下分別介紹一般版（MMC）及內部版（PRO）資料庫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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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版 MMC 資料庫
為 e 化一般版海象測報各模組功能數值化資料存放之處。內有數個資料表，特定資
料表提供給數個模組共用，如近岸漁業分區表。詳細資料表欄位格式及內容說明請參考
附錄八，下以主要模組功能依序介紹資料庫結構。
(1)

即時海況

圖 2-15 即時海況資料表結構關聯圖
上圖 2-15 為即時海況資料庫系統關聯圖。即時海況為系統資料表關聯最多的模組，
設計較其他模組系統為複雜。本年度為系統維護期，僅依據承辦課需求作系統功能調
整，並視情況增加資料表內容或調整欄位結構，關於資料庫欄位或系統功能並不作大幅
度的調整。其他與本模組相關的資料表尚有 st1 資料表，紀錄較短字串的測站名稱，以
便測站分佈圖排版簡便之用。
(2) 海象預報
本模組原名為「海象警示」。警示指標的概念原取自於前期「海域安全資訊系統」
中關於航行、游泳、操舟、風帆等四類安全舒適度指標。後因海象中心認為「安全」或
「警示」字眼太過強烈，使用於公眾系統中並不妥適，故修改本模組名稱為「海象預報」
系統。系統資料表為 sea_warn，紀錄自預報中心 FTP 至一般版網站伺服器的 XML 檔案，
因每日 XML 檔案會複寫更新 4 次，過期之海象預報資訊就會被覆蓋掉無法追蹤。故本
系統設計一資料庫紀錄歷次的海域 XML 內容。本模組資料庫串聯圖如下圖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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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海象預報資料表結構關聯圖
(3)

潮汐預報
主要分為「潮汐預報」及「潮高預報圖」資料表兩者。前者為 tidehl，紀錄有各潮

汐預報站每日 2～4 次的滿潮及乾潮時間／潮高資訊。為「今日、明日、後天潮汐」模
組使用之資料庫。後者屬於長期潮汐預報，資料表為 tide6h，以 H0 欄位內容繪製潮高
預報圖。此 2 模組顯示哪些測站是以 stfcs 資料表來控管。資料庫串聯圖如下圖 2-17。

圖 2-17 潮汐預報資料表結構關聯圖
(4) 海溫測報
前一日之海溫資料存放於 sstf 資料表，固定於每日上午 10 時 50 分左右更新至資料
庫。資料庫串聯圖如圖 2-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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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海溫測報資料表結構關聯圖

2. 內部版 PRO 資料庫
內部版規劃有二系統，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及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以下說明
現行網頁資料庫架構。詳細之系統功能說明請參見第三章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及
第六章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有更完整詳細的說明。

(1)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
本系統可查詢、呈現關於颱風路徑、暴潮、波高…等資訊。於前期系統開發期更加
入暴潮時序圖查詢功能。尚可查詢各測站暴潮及波高警戒值。配合「颱風期間災害查詢
展示系統」及「近岸海域災害資料庫」等前期系統功能整合，更加入相關歷史颱風災害
資料庫災害分類文字描述及災害照片查詢功能，故本系統資料庫牽涉有較多資料表，關
聯圖如下圖 2-19。本期期中階段前乃著重於各資料庫內容進行 2010 年資料擴充，暫無
針對資料結構作修正之工作。資料表關聯原則茲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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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颱風暨暴潮波高資料表結構關聯圖

系統首先可由分年度查詢颱風名稱，亦可依據颱風路徑 9 大類別查詢指定颱風，故
由颱風編號資料表（TyphoonID）出發，將颱風名稱（CName）顯示於下拉選單當中。
由於資料庫中均設計有颱風編號（欄位名稱：ID），可依據此欄位關聯至其他資料表選
取指定內容顯示於系統當中。系統最重要就是查詢時序暴潮及波高資料，故自颱風中心
點位（Typhoon）資料表之時間欄位（Year, Month, Day, Hour）關聯至暴潮(TideDiff)及
波高(WaveH)資料庫，即可呈現該時刻暴潮及波高觀測結果。另有關於觀測警戒值
（WarnValue）則另開資料表存放。
系統中另一重要查詢功能即為「颱風災害資料庫」，資料內容分為文字及圖片兩大
類，由於一次颱風可能會造成不同縣市的災害，故現行系統以縣市作為大項之歸類。資
料庫規劃除繼承前期系統暨有的颱風災害（seadisaster）及暴潮溢淹（seainundation）資
料表外，尚有規劃災害圖片（stormphoto）資料表。以分類存放歷次颱風災情資料，便
於系統查詢及日後擴充之用。資料庫關聯圖如下圖 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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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 颱風災害資料表結構關聯圖

2.5 教育訓練
海象中心 100 年 4 月 1 日第一次工作會議中，承辦科提出修改合約驗收標準部份條
款內容，將原「9 月底前將網頁產品製作排程分割至本局提供之 3 台伺服器，並分別提
供傳輸排程程式將網頁及圖片產品傳送至對外服務網站」調整為「期中報告前提供網站
基本維護教育訓練及繳交系統操作手冊；整合自動排程及 FTP 為同 1 支程式，程式具
備指定 FTP 目的網址 IP 功能」
，詳見附錄第一次工作會議紀錄。因應期中前需舉辦一
場次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系統教育訓練，研究團隊與海象中心擇 100 年 6 月 8 日下午舉
行，海象中心共推派 5 位資料處理課成員參加。教育訓練表訂時間共 3 小時，含約 1
小時之實機操作講解。期中階段舉行之一般版系統教育訓練議題如下表 2-4 所示。
表2-4 海象資訊e化一般版期中系統教育訓練議程表
時間

講解議題

14:00~14:20

MySQL 資料庫操作

14:20~14:30

控制台排程設定方式

14:30~15:15

海象 e 化資料庫欄位設計

15:15~15:30

茶水休息時間

15:30~16:10

藍色公路與颱風暴潮預報圖系統

16:10~17:00

實機操作資料庫與維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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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練內容以講解 e 化一般版資料庫規劃及維護方式為主題，輔以討論藍色公路
系統未來呈現方式。由於時間限制的關係，教育訓練內容議題十分豐富，承辦課課長並
請研究團隊另擇 100 年 6 月 15 日已將「網頁故障訊息發布」程式移機至海象 e 化一般
版測試伺服器，並針對中英文版即時海況及海象預報模組指導海象中心值班人員使用。
e 化一般版系統教育訓練現場照片如下圖 2-21 所示，簡報資料如附錄九。

圖 2-21 期中一般版系統教育訓練活動照片
期末階段研究團隊另擇 100 年 10 月 13 日整天舉行整體系統教育訓練。訓練內容包
含一般版與內部版系統。上午安排一般版之即時海況、海象預報、3 日潮汐預報、潮高
預報圖、海溫分析時序圖，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等內容。當日下午則以講解藍
色公路系統上游資料產製作業、藍色公路系統排程、內部版暴潮展示校驗系統等作教育
訓練。該次系統教育訓練會議議程規劃如表 2-5，現場活動照片如下圖 2-22 所示，簡報
資料如附錄九。
表2-5 海象資訊e化服務系統期末系統教育訓練議程表
時間

講解議題

09:30~09:40

報到，意見交流

09:40~10:00

一般版模組資料結構關聯說明

10:00~10:30

一般版系統維護方式

10:30~10:45

茶水休息時間

10:45~11:20

歷史颱風系統資料庫運算程式

11:20~12:00

實機操作資料庫與維護系統

13:00~16:00

藍色公路與暴潮展示校驗系統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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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期末 e 化系統教育訓練現場照片

2.6 小結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本期除符合合約要求項目，確保系統於一般版排程伺服器作
業化運轉維護之工作外，另依據承辦課之需求針對系統諸多功能進行調校（請參考 2.3.2
節表 2-2），並將 99 年度未完成之新增模組改寫需求，如節 2.2 描述之系統網站新增模
組及網頁重建、藍色公路海況模組「布袋－馬公航線」擴充及資料展示內容調整之工作。
另為提昇網頁穩定性及系統測試功能所需，研究團隊建議建立備援伺服器機制，目前已
階段性完成即時海況（中文、英文、PDA 版）及海象預報、3 日潮汐預報與潮高預報圖
排程檔設定，並於海象中心共同協助下完成初步伺服器環境設定及部份模組程式移轉等
工作。
在系統 FTP 作業流程規劃方面，期中階段前完成 FTP 作業流程方法之研究，並且
於測試伺服器環境下進行新的 FTP 流程測試，以瞭解何種方案對於本系統為最佳解，
目前已完成 FTP 測試，後續於期中至期末階段進行網頁排程執行檔 EXE 呼叫 Bat 的程
式改寫。以達到減少控制台排定的工作數量，便於網站維護人員管理所需。針對海象中
心假日排班人員使用之故障訊息發布系統，團隊目前亦以完成教學指導及程式移機上
線。一般版教育訓練部份，已於 100 年 6 月 8 日及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兩場次，並依
承辦人需求於海象中心場地進行。團隊亦於期中階段提送一般版系統操作手冊，便利系
統維護人員日常工作查詢之需。
於本期 100 年 2 月合約簽訂以來，系統上線階段陸續接到民眾的建議，如即時海況
系統應顯示更立即及同步之資訊，為此，研究團隊配合海象中心進行模組運算邏輯的修

2-27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改工作，將資料撈取的判斷程式改為可跨日選取前一日之資料，以避免跨日凌晨 0 時資
料未進入資料庫，網頁會有空白的情況產生。即時海況於本期也作時間同步修正，即時
海況測站的各海象資料顯示時間為整點統一，若有缺不顯示前一時刻資料，避免可能有
使民眾誤解的情況發生。另有如系統於假日或非上班時間運作中斷，研究團隊之程式開
發者也配合以手機連絡方式做立即故障原因判斷，或建議海象中心將問題測站暫時從系
統上下架，以維護系統運作順利為第一優先。海象中心的系統維護人員對本系統運作原
則與排程原理越熟悉、教育訓練的辦理、資料庫欄位設計之原則，透過與研究團隊進行
多次溝通協調工作，本系統已大幅增進其運作穩定性。本案配合需求所開發之「網頁故
障訊息發布程式」實際使用情形也偏向備而不用，若以本案歷次系統維護紀錄來看，多
為系統功能修改及更新工作。排程運作中斷、故障排除發生次數下半年已幾乎無發生的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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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3.1 引言
歷史颱風暴潮系統為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四年計畫後三年所規劃設計的系統。暨
研究團隊於民國 98 年進行 1998-2007 年氣象局歷年暴潮及波高資料統計分析之研究，
並進行系統規劃設計，民國 99 年開始著手進行資料庫建置及雛型系統功能開發工作。
本系統之特色為，整合前期相關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系統、海岸災害資料庫。關於颱
風路徑圖，研究團隊已改良原使用固定具座標定位系統的掃描數位版紙圖，避免解析度
不佳或圖例配色不一致之缺點。改採地理資訊系統軟體依颱風中心點每 3 小時移動點位
座標出圖，並規劃於系統右上角區塊呈現。颱風時刻點位資料全數取自氣象局安管內
Oracle 颱 風 資 料 庫 。 由 於 本 系 統 位 於 安 管 外 海 象 中 心 新 購 之 內 部 版 伺 服 器 (IP:
61.56.11.135)，讀取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IP:61.56.11.97）
，故本案工作項目中需開發單
機版暴潮波高資料庫擴充程式。系統維護人員可於每年度颱風季節過後定期將安管內數
值資料擴充至安管外資料庫，便於系統擴充使用之需。
本系統於專案執行期間共有 3 檢核點，應於期中階段前完成 2010 年度颱風及暴潮、
波高資料庫匯入。且同時應將 2010 颱風災情相關資料加入系統。並於 9 月 30 日前完成
自動化程式及相關暴潮、波高資料庫更新。11 月 30 日前應完成更新颱風資料至 2011
年 9 月底，且台灣颱風災害底圖應套用新的行政區顯示。研究團隊亦已於期中階段前完
成 2010 年資料蒐集及整理，5 月底前完成匯入海象資訊 e 化內部版系統資料庫中。單
機版資料庫擴充程式亦已於 9 月 30 日前完成上線驗收。
由於本系統資料庫目前已整體替換為氣象局潮位資料，歷年的暴潮站含有氣象局、
內政部、水利署及工業港的測站。研究團隊於期中階段前將系統中應顯示之 38 個測站
作一整理列表，並透過中心例行之工作會議討論系統呈現方式。舊版系統僅可查詢 19
個測站，其他 19 個測站於期末階段完成使用選取開關暴潮站方式呈現於系統中，以解
決網頁空間排版限制。研究團隊亦採用中心之建議，將重複之顯示文字精簡以解決空間
重疊顯示的問題。中心亦選出預設暴潮站 24 站，於系統首次載入即可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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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維運及改進
3.2.1 暴潮（水位）查詢
颱風期間的潮位站觀測水位稱之為暴潮。暴潮查詢為依據颱風名稱查詢進階功能之
一。系統已具備查詢颱風警報發布期間每 3 小時逐時暴潮時序資料，點選測站名稱將可
查詢暴潮時序分佈折線圖，警戒值以紅線表示。另此頁面亦可呈現暴潮偏差資訊，以直
方圖表示。
因時序圖繪製時將一次呈現颱風警報發布期間每 3 小時的暴潮、暴潮偏差資訊，故
若是該次颱風警報發布期間特別久（如 2001 年納莉颱風長達 6 天）
，則時序分佈圖橫座
標間距繪製上會特別小。為解決資料點標示的問題，系統設計以滑鼠移過數值點將顯示
暴潮，點選則提示資料時間。如下圖 3-1 所示。

圖 3-1 暴潮時序圖查詢
於整理 2010 年暴潮資料時，研究團隊發現，依據測站編號歸檔，共有 40 個暴潮站。
其中，考量編號 198，東沙潮位站缺經緯度座標資料、編號 1473 站海象中心表示不提
供、芳苑潮位站資料值不理想等因素，海象中心決議不採此站作為預設暴潮站，承辦課
已選取 24 個站作為預設暴潮站如表列。下表 3-1 共有 38 站可於本系統中查詢。其中整
理有所有的 2010 年潮位站資料，座標值已轉換為 TWD97，TM2 座標系統，以公尺為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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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暴潮站一覽表
測站編號 測站名稱

建站日期

管理單位

縱座標

橫座標

可否於系統中

預設

查詢

暴潮站

112

新竹 1992/5/27

中央氣象局

241130

2749200 期中前可查

是

1102

淡水 1999/6/28

中央氣象局

292000

2785476 期中前可查

是

1162

東石 1999/3/11

中央氣象局

162213

2593729 期中前可查

是

1186

東港 2003/12/10

中央氣象局

192110

2485024 期中前可查

是

1196

後壁湖 2007/11/19

中央氣象局

223687

2427576 期中前可查

是

1226

龍洞 2001/4/26

中央氣象局

342601

2776895 期中前可查

是

1246

蘇澳 2005/10/18

中央氣象局

337829

2720921 期中前可查

是

1256

花蓮 2003/12/5

中央氣象局

312759

2651469 期中前可查

是

1356

澎湖 2007/11/25

中央氣象局

104833

2607201 期中前可查

是

1396

蘭嶼 2007/11/18

中央氣象局

301577

2440251 期中前可查

是

1456

麥寮 2006/4/13 經濟部水利署

164424

2631587 期中前可查

是

經濟部水利署

220253

2431981 期中前可查

是

1566

石梯 2001/11/1 經濟部水利署

301692

2599158 期中前可查

是

1586

富岡 2001/1/1

經濟部水利署

269821

2521134 期中前可查

是

1596

大武 2003/9/19 經濟部水利署

239413

2470926 期中前可查

是

1676

綠島 2001/10/5 經濟部水利署

297758

2506955 期中前可查

是

1786

永安 2003/10/1 經濟部水利署

167621

2524451 期中前可查

是

1496

蟳廣嘴 2001/1/9

1956

料羅灣 2001/6/1

經濟部水利署

-10702

2702694 期中前可查

是

1966

水頭 2004/1/1

經濟部水利署

-24968

2704352 期中前可查

是

113

外埔 2003/6/27

中央氣象局

226888

2727187 期末前加入

是

1116

竹圍 1992/7/1

中央氣象局

273727

2779093 期末前加入

是

1156

箔子寮 2004/1/1

中央氣象局

161988

2613052 期末前加入

否

1176

將軍 2002/1/1

中央氣象局

155576

2567898 期末前加入

是

1206

麟山鼻 2003/11/1

中央氣象局

301419

2797385 期末前加入

否

1236

烏石 2006/1/14

中央氣象局

334687

2751488 期末前加入

否

1276

成功 2002/1/1

中央氣象局

288587

2554176 期末前加入

否

1306

台北港 2007/12/4

中央氣象局

289572

2783007 期末前加入

否

1315

彭佳嶼 2007/12/3

中央氣象局

358001

2835476 期末前加入

否

1366

塭港 2003/6/19

中央氣象局

160355

2596233 期末前加入

否

1386

小琉球 2002/1/1

中央氣象局

186255

2472836 期末前加入

否

1436

台中港 2004/1/11

內政部

202598

2686975 期末前加入

是

1446

芳苑 2001/1/3

經濟部水利署

178449

2645757 期末前加入

否

1486

高雄 2004/1/8

內政部

176836

2501762 期末前加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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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編號 測站名稱
1516
1552

建站日期

基隆 2007/11/19
和平港 2003/1/1

管理單位

縱座標

橫座標

可否於系統中

預設

查詢

暴潮站

中央氣象局

325754

2783159 期末前加入

否

和平工業港

326751

2688796 期末前加入

否

1795

嘉和 2003/10/1 經濟部水利署

211511

2469462 期末前加入

否

1821

福隆 2007/6/13

中央氣象局

345880

2768507 期末前加入

否

1926

馬祖 2003/12/31

內政部

144306

2894886 期末前加入

是

若將上表的 38 個潮位站空間分佈展示於台灣地圖上，如圖 3-2 所示（期中後才加
入之測站，以「無顯示」標示之）。

圖 3-2 暴潮站分佈圖
由於期中以前系統展示畫面需同時顯示測站名稱、最大暴潮（警戒值）、最大暴潮
時間、逐時水位等資訊，且系統底圖有套疊災害分佈圖，所有的測站文字均不得與底圖
重疊。圖 3-3 以 2009 年颱風試排，推估 2010 年颱風暴潮偏差查詢結果，空間排列上若
將所有測站同時顯示於系統會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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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原系統查詢結果
研究團隊原提出以另一分頁用以展示其餘 17 個測站。模擬展示結果空間分佈圖如
下圖 3-4 所示，以 2010 年凡那比颱風侵台期間為例。本案最終並無採用。

圖 3-4 模擬系統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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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3-5 為期中階段研究團隊採用海象中心建議，目前已完成改寫暴潮查詢展示頁
且上線更新完成，將目前呈現的 17 個潮位站作字串長度的調整，發現已可大幅減少文
字排列展示空間。另外目前系統無資料的展示方式亦已完成跟一般版系統統整，統一以”
- ”號表示。颱風時間路徑選單下並有設計暴潮站選取區。預設之 24 個暴潮站將整體顯
示於系統，其餘之潮位站則以鄰近之測站，一次選取單一站做顯示。

圖 3-5 現行系統之暴潮查詢展示結果

3.2.2 暴潮偏差查詢
暴潮偏差之定義為颱風期間暴潮（觀測水位）扣除調和分析預報潮位，以公分為單
位。由於海象中心提供之潮位為每 6 分鐘潮位資料，每小時最大暴潮採用整點 Min0（第
0 分）為依據。每個潮位站之最大暴潮偏差則使用該次颱風警報發布期間整點最大值顯
示於系統中，並標示最大暴潮偏差發生時間。
暴潮偏差查詢結果可由「暴潮查詢」或「波高查詢」結果頁面，由右上方下拉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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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切換。其未來系統展示方式將與暴潮查詢採同步處理，類似圖 3-5 之排列結果，並具
備暴潮站篩選展示功能。將鄰近的暴潮站關閉後，將可開啟目前於系統中未展現之暴潮
站。系統畫面請參考(請於氣象局網路環境開啟)：
http://61.56.11.135/marine/tidediff.aspx?ID=1011

3.2.3 波高查詢
波浪及浮標站相較暴潮站於台灣沿海分佈密度較不高，故無上述系統展示空間排列
問題。研究團隊整理 2010 年波高資料，發現較 2009 年多出三個浮標站，分別為東沙島
浮標(C6V27)、馬祖浮標(C6W08)、台東資料浮標(WRA007)。下圖為波高 2010 凡那比
颱風查詢結果，上述三個浮標站因該次颱風侵台時間區段中洽無波高觀測資料，故未於
圖 3-6 中顯示。東沙島浮標位於台灣西南外海距高雄西南方 230 公里，落於小琉球浮標
下方。台東資料浮標則位於台東縣沿海，大武及富崗潮位站中間位置（圖 3-3）。

圖 3-6 波高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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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歷史颱風路徑展示
歷史颱風路徑為時間 X, Y 經緯度座標資料，且原始資料取自氣象局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中，資料時間為 UTC 世界格林威治標準時間，需加 8 小時才是亞洲台灣時間。
原始資料庫資料如表 3-2 所示。表中所列資料為 2010 凡那比颱風中心路徑點位資料，
以每 3 小時為間距。
表3-2 凡那比颱風中心路徑原始表
颱風編號 年度

月份 日期 時

緯度

經度

中心氣
VC
壓(hPa)

暴風半徑

VG

7 級 10 級

警報發布

1011

2010

9

14

18

19 129.5

1005

15

20

-99

-99

0

1011

2010

9

15

0

19.7 128.7

1004

15

23

-99

-99

0

1011

2010

9

15

6

20.4

128

1004

12

20

-99

-99

0

1011

2010

9

15

12

20.7 127.6

998

18

25

100

-99

0

1011

2010

9

15

18

20.9 127.5

995

20

28

120

-99

0

1011

2010

9

16

0

21.4 127.7

985

25

33

120

-99

0

1011

2010

9

16

6

21.7 127.9

985

25

33

120

-99

0

1011

2010

9

16

12

21.8 128.3

970

33

43

150

50

0

1011

2010

9

16

18

22.1 128.3

973

33

43

150

50

0

1011

2010

9

17

0

22.3 128.3

965

35

45

180

80

0

1011

2010

9

17

6

22.7 128.1

960

38

48

180

80

0

1011

2010

9

17

12

23.1 127.8

960

38

48

180

80

0

1011

2010

9

17

15

23.3 127.5

955

40

50

200

80

0

1011

2010

9

17

18

23.2 126.9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7

21

23.3 126.4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8

0

23.3 126.1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8

3

23.5 125.7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8

6

23.7 125.3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8

9

23.8 124.8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8

12

23.8 124.3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8

15

23.8 123.8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8

18

24 123.1

950

43

53

200

80

0

1011

2010

9

18

21

23.9 122.6

940

45

55

200

80

0

1011

2010

9

19

0

23.6 121.7

940

45

55

200

80

0

1011

2010

9

19

3

23.2

121

955

40

50

200

80

0

1011

2010

9

19

6

23.2 120.5

965

35

45

200

80

0

1011

2010

9

19

9

23.2 120.1

970

33

43

200

80

0

1011

2010

9

19

12

23.4 119.7

970

33

43

200

50

0

1011

2010

9

19

15

23.4 119.3

970

33

43

200

50

0

1011

2010

9

19

18

23.5

119

970

33

43

200

50

0

1011

2010

9

19

21

23.7 118.3

970

33

43

200

50

0

3-8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颱風編號 年度

月份 日期 時

緯度

經度

中心氣
VC
壓(hPa)

暴風半徑

VG

7 級 10 級

警報發布

1011

2010

9

20

0

24 117.6

970

33

43

200

50

0

1011

2010

9

20

3

23.8 116.8

980

28

35

180

-99

0

1011

2010

9

20

6

23.6

116

985

25

33

150

-99

0

1011

2010

9

20

12

23.8 115.3

995

20

28

150

-99

0

1011

2010

9

20

18

24 113.5

1000

15

23

-99

-99

0

颱風座標點位需選出座標經緯度位於系統展示範圍內之點位，約略是經度 117～131
度，緯度 17～31 度之範圍。
後續使用 ESRI ArcINFO 桌上型地理資訊軟體將 Excel 表格式資訊轉換為 ShapeFile
點圖層，經過座標轉換（經緯度轉換為 TWD97, TM2 座標系統）
，然後使用七級暴風半
徑欄位轉換為公里，再使用 Buffer 工具將點圖層轉換為面圖層，最後使用點及面圖層每
一筆時間關聯之特性，時間欄位需加 8 小時轉換為台灣時間，且將點圖層使用 Hawths
Tools 工具轉換為線圖層，即可每隔 3 小時存檔為颱風路徑圖。由於資料庫資料轉換為
系統颱風路徑圖片過程步驟十分繁複，且需經由許多不同軟體系統作中間資訊步驟之轉
換，且無法避免人工判斷的程序，加上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未來年度的查詢功能擴充
方面，本團隊建議應採系統擴充方式辦理，以新增下一年度颱風資料。故本期資料庫自
動化擴充程式僅針對 Oracle 中資料作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擴充，以利替換掉本系統資
料庫中 1998 至 2007 年暴潮及波高資料為氣象局資料庫資料，並無法適用於新一年度的
颱風查詢功能擴充。

3.2.5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災害資料庫更新與建置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災害資料庫更新與建置，其中包含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
示系統介紹、災害資料庫整併、災害查詢展示系統功能移轉、近岸海域災害資料庫介紹
與近岸海域災害查詢功能建置等部份章節內容。
1.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介紹
本系統緣起自 2000 年工研院能資所受氣象局委託執行「海岸地區海水倒灌調查與
分析」計畫成果，蒐集相關 1993 年至 2010 年間沿海地區發生海水倒灌事件以及該年度
颱風路徑、潮位、波高資料等，藉以分析台灣地區發生海水倒灌的次數。並於 2003 年
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00 版本開發一 VBA 單機版的程式，即為本系統的雛型。以供海
3-9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象中心於颱風發生時，可查詢歷年來相關的颱風資訊。工研院日後採用 ASP.NET 程式
配合 Oracle 資料庫，以三層式(Three Tier)的系統規劃架構建置了擴充版的資料庫查詢系
統，為將運算邏輯(模式)獨立出單獨的一層，以與伺服器、使用者介面分開。分散化的
系統架構使系統運作的彈性更大，並且更易於維護。系統功能包含了有歷史颱風資料查
詢、海水倒灌機率查詢、海岸災害及波浪資料查詢、海水倒灌及潮汐資料查詢，以及資
料管理權限區。而海岸災害資料庫的部份，去年度本計畫執行期間也已更新至 2010 年。
海岸災損分類分為四類，分別是暴潮溢淹、海堤破壞、海水倒灌、其他等四類，代碼表
請參閱表 3-3。
表3-3 海岸災損分類代碼表
災害類型

暴潮溢淹

海堤破壞

Kind

1

2

海水倒灌
3

其他
4

各類代碼意義茲詳述如下：
(1) 暴潮溢淹
造成岩岸溢淹的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為颱風或持續的強風所帶來之大浪形成波浪
越波的現象造成沿岸溢淹的情形；第二個原因為豪大雨造成雨量的累積所造成之溢淹情
形，此兩種因素為不同的兩個層面。當波浪遭遇海岸結構物，如防波堤、護岸或海堤時
由於波浪的前進受到結構物的阻擋，於是會在結構物表面發生溯升現象，並因波浪不斷
的入射、反射形成重複波浪系統，造成波浪溯升的程度增高，當波浪溯升的高度高過於
結構物高度時，波浪即越過堤頂發生越波現象，進而造成沿岸區域的溢淹情形。另外颱
風、暴雨所帶來之豐沛降雨，由於降雨集中，使得低窪地區在短時間內無法及時排放雨
水造成溢淹情形。一般在海岸結構物的設計上適度的越波量是被允許的，但太大的越波
量(海嘯、暴潮等)不僅會對結構物造成破壞，更會波及沿岸路地區域的人身安全。
(2) 海堤破壞
海岸結構物主要以防潮禦浪的功用為主，藉以保護海岸及沿岸設施與生命安全。海
堤與護岸海岸防護工程，為最常使用的技術與結構物，海堤用以防制溢淹災害，而為防
止路基被波浪沖刷，一般都使用護岸以及消波塊保護堤基，因此海堤與護岸能夠有效的
減低波浪的能量，達到保護海岸線的功效，但由於海堤與護岸處於保護海岸工程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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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當颱風、暴潮、瘋狗浪等海岸災害發生時，往往成為首當其衝的設施，所受到的衝
擊以及傷害顯而易見，故每當颱風來臨，常有海堤斷裂破壞、護岸崩塌傾斜等狀況發生。
因此海堤與護岸的破壞，使得沿岸設施、近岸居民無防護結構物保護，往往造成更嚴重
的災情。
(3) 海水倒灌
造成海水倒灌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因素主要分為三種，分別為滿潮因素、風速因
素、氣壓因素等三種。在正常環境狀況下，地球與太陽、月球之間的引力作用產生的潮
汐現象，並不會造成災害的發生，但若考量氣候因素，例如颱風、熱帶低氣壓的產生，
所帶來的強風以及暴雨，則會增加發生海水倒灌的可能性。持續性的強風能造成幾公尺
甚至十幾公尺的浪高，海浪接近防波堤前甚至越波，即產生海水倒灌，若此時正逢滿潮，
海水倒灌的情形更容易發生；且颱風本身為低氣壓氣旋結構，持續向颱風眼中心的上升
氣流，推高了幾公尺高的上漲浪潮，若加上滿潮等自然現象適時的影響，海水倒灌的情
形即刻發生。除自然因素影響之外，近岸地區養殖漁業的需求，抽取地下水供給魚塭養
殖使用，漁塭處處可見，致使過量抽取地下水，導致地底地下水平衡系統遭受破壞，進
而產生地層下陷等問題，除了造成地表結構物的沉陷、破壞等影響之外，地下水層的補
注若仰靠海水注入，則會造成土壤鹽化的問題，進而影響農作物的耕種。且地層下陷的
情況發生，使得沿海地區海拔高度低於海平面，每逢大潮，便會造成海水倒灌的問題。
(4) 其他
其他類型已於氣象局歷次工作會議中討論確定，
「其他」類型中包含為漂流木堆積、
砂石堆積、侵蝕、海堤護岸以外結構破壞。本項目主要探討，因漂流木堆積、砂石堆積、
侵蝕、海堤護岸以外結構破壞所造成之沿岸崩塌或交通中斷之災害情形，由於海岸地區
具有多樣的地形型態，並隨著波浪、海潮、河川輸沙以及人工設施等作用消長，造成海
岸線堆積侵蝕的現象。由於颱風作用下，上游樹木經河川漂流於海岸堆積於下游海岸稱
之為漂流木。若海岸補注之沙源較被侵蝕的沙量來的多，則稱為沙石堆積；而當海岸侵
蝕的作用較堆積作用來的強烈，則稱為侵蝕現象。近年來由於陸域土地利用快速，坡地
水土保持措施完善，降低泥砂流失量，反而造成注入之海岸的輸沙量減少，再加上海岸
各種經濟活動，例如海埔新生地開發利用、港灣衝程的建設與海岸結構物的出現，影響
海岸輸沙、泥沙移動的條件，造成海岸堆積侵蝕現象失衡，導致海岸侵蝕情況惡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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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堤效應所導致的淤積情形。總體而言由於各種河川改善工程以及水庫的興建，造成河
川排沙量顯著的減少，使得台灣整體海岸邁入侵蝕階段，侵蝕現象較為顯著。
海岸線不斷侵蝕的結果，除了造成國土流失，海岸線的後退，使波浪作用提早到達
防護構造物，而結構物本身設計之外緣海床深度及坡度增加，導致波浪或暴潮直接衝擊
濱海結構物造成崩壞，進而引起海水倒灌等各種災害發生，造成沿海地區居民生命財產
的威脅。海岸線不斷堆積的成果，常造成海堤被沉積物淤積接近堤頂，當受到颱風等暴
風雨影響時，海浪則會沿著坡度減緩的防護構造物淹過構造物，造成海水倒灌、溢淹等
情形發生。
承以上分類說明，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畫面如下圖 3-7 所示，系統資料
庫災害資料整理請參閱圖 3-8。

圖 3-7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

圖 3-8 災害資料庫整理
上圖 3-8 為海岸災損資料庫建置的基礎，團隊先以 Excel 表登打整理完成後，再依
據資料庫格式，匯入 Oracle 資料庫中，上圖的資料代碼意義如表 3-4 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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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海岸災害資料庫欄位表
ID

CNAME

DisasterCountry

DisasterStatus

Kind

颱風編號

颱風名稱

海岸災害發生縣市

海岸災害發生地點

災損類型分類

2. 近岸海域災害資料庫介紹
台灣地處北太平洋中西部邊緣，夏秋之際常受颱風侵襲之潛在威脅，每逢颱風過境
來襲，沿海地區時常發生海水倒灌，海浪拍打沿海結構物造成潰堤、越波等海岸災害，
導致暴潮溢淹、海岸洪水等災害發生，直接且間接的造成沿海居民生命財產之嚴重損
失。為維護海岸地區居民的生活福祉，並防止災害持續的發生，本研究蒐集過去幾年間
對台灣地區造成相當程度災情之歷史颱風資料，並針對颱風所引致之海岸災情部份進行
蒐集，對災害發生的機制與海岸災害的類型、發生災害的地點等有一程度上的了解，再
探討颱風特性對沿海地區所造成之衝擊以及關係，例如：颱風路徑和沿海暴潮溢淹的關
係、颱風暴潮對台灣全島商港、漁港之海堤之越波可能性分析等。利用所蒐集之颱風災
情報導以及災情資料，依據災害類型分類、災害發生原因、災害發生地點、颱風路徑影
響等因素考量，規劃建立海岸災情資料庫。
由於過去對於颱風期間災情之記錄，依據不同之災情特性散見於各處，如農、漁、
牧等方面的災情損失由農委會統計，海堤、河堤等潰堤或破壞由水利單位負責，交通設
施的損毀由公路單位負責，各地方政府、傳播媒體及中央部會則是對於包括人員傷亡、
建築物毀損在內均建立起全面相關之資訊，但此類資訊並沒有針對在颱風過後對於近岸
海域災情進行整合記錄，因此本研究擬蒐集各相關單位之災情記錄，整合並補足過去海
岸災情記錄的蒐集。本研究之海岸災情資料的取得可分為兩個部份，其一為透過經濟部
水利署「海岸水情系統」之歷史災情查詢所得之海岸災情資料，其二為透過報章雜誌、
網路報紙等的蒐集以及整合，建立「歷史報導資料庫」以獲得之逐年颱風災情報導，並
針對近岸海域之災情資料進行蒐集；另外於中央氣象局網站之「颱風資訊」查詢歷史颱
風紀錄，取得颱風編號、颱風強度、颱風路徑、海陸上警報發布時間等颱風基本資料。
將上述所得之海岸災情資料，依據本計劃所建立之「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
資料庫欄位要求整理彙整，其資料蒐集的內容敘述如下：
(1) 颱風海岸災害資料庫欄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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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前期計畫階段透過經濟部水利署「海岸水情系統」之歷史災情查詢所取得
2003-2006 年間颱風期間的災情資料，依據災害發生年度、颱風名稱、縣市別、災害類
別等查詢條件選擇，可得颱風海岸災害資料，所得災害資料欄位依據發生時間排序，內
容包括颱風名稱、災害類型、發生日期、主管機關、縣市別、鄉鎮別、資料來源、更多
資訊（災害情況的說明）等欄位，如圖 3-9 所示。此部分海岸災情資料的取得僅至 2006
年的珍珠颱風為止，而不足之海岸災情資料則仰賴歷史災情報導資料來蒐集。
資料來源：經濟部水利署「海岸水情系統」。

圖 3-9 颱風海岸災害資料欄位
(2) 近岸颱風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料庫
本研究於期中階段蒐集 2010 年颱風報導以及颱風所引致之災情報導，由報導中獲
得颱風警報發布初期的時間、颱風未來可能路徑、土石流警戒區域、海水倒灌警戒區域、
豪大雨地區等資訊的發布；此外還有受颱風侵襲台灣全島各處的災情報導，農作物損
失、人員傷亡、沿海結構物毀損、崩塌侵蝕斷橋封路等災情資訊。本研究針對沿海地區
受颱風襲擊之海岸災情進行蒐集。利用 Excel 將台灣逐年颱風資料及其報導整理成「歷
年颱風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料庫」，內容包含颱風資料、災情報導、災害圖片，如圖
3-10 至圖 3-11 所示，將所蒐集之所有颱風歷史災情報導以資料庫方式儲存並建立「歷
年颱風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料庫」，同時配合「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更
新所需之海岸災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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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歷年台灣颱風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料庫（2010，本研究整理)

圖 3-11 颱風災情報導展示（2010 梅姬颱風為例）
本工作項目依據前期(97、98、99 年度)建立之歷史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料庫，建
置成地理資訊系統可讀取之 shapfile 圖層資料。將三個年度所蒐集之歷史災損圖片，按
颱風期間所引致之災損位置，並將災損圖片直接展示於圖面之上，以方便使用者直接與
災損點進行對照，以獲知該災損之位置資訊、災損情況資訊及災損圖片資訊等。
3. 近岸海域災害圖層建置
台灣地處副熱帶季風區，夏秋之際常遭受颱風侵襲之威脅，每逢颱風過境，颱風的
災害事件是無法避免的，每年因颱風帶來許多港口、港灣以及海岸等災害。台灣北部、
中部地區雖不屬颱風登陸的要衝地區，但颱風持續北上，掠過北部的颱風，風向上大致
為西北風，而北半部的河流多為西北向，出海口面臨颱風來向，時常發生海水倒灌以及
暴潮溢淹的情形；且受颱風外圍環流所引進的強烈西南氣流影響，往往造成中南部地區
連日豪雨造成嚴重災情，尤以中部山區土石流情形最為嚴重，況且西部地區海岸與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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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接，海岸較為平淺，沙洲瀉湖結構發達，無天然屏障，颱風來襲等強烈氣候影響，是
造成西部海岸線侵蝕現象顯著以及海水倒灌以及颱風暴潮所造成的淹水情形的主要原
因。而強烈的風浪作用，對於構築於海岸之海岸結構物，為颱風、暴潮等海岸災害發生
時，首當其衝的設施，所設之衝擊顯而易見，難以避免海堤損害、護岸崩塌等災情發生。
東海岸為逐漸被侵蝕之海岸，其原因包括直接面臨深海，又有板塊擠壓的活動之助
力，更增加其被侵蝕性。礁溪斷層海岸位於頭城大澳至北港口間，海岸線相當平直，海
蝕平台及單面山分布其上，為東北角海蝕地形的一部分。蘭陽沖積海岸自北港口至北方
澳，主要由蘭陽溪供應砂源形成，並以蘭陽溪口為界形成二個獨立弧型海岸，海岸內側
有一道天然砂丘，為台灣地區最具代表性之砂丘海岸。蘇花斷層海岸界於北方澳及和平
溪口間，除南方澳三角洲河口小形沖積扇外，皆為面海矗立之懸崖峭壁，蘇澳至烏石鼻
一帶多灣澳、海岬，南澳以南為直線形斷層海岸，蘇花公路蜿蜒其上，形勢險峻壯觀。
花蓮海岸因地理環境的關係，歷年均受到太平洋低氣壓所形成之颱風巨浪侵襲。在立霧
溪口以北因屬斷層岩岸侵蝕較緩，在花蓮溪口以南屬海岸山脈之岩石海岸，侵蝕速度亦
較緩。東部海岸多屬山岩峭壁，砂岸間雜於岬角間，但底床多陡峭，砂灘狹窄，由於面
臨太平洋，受深海巨浪直接衝擊，即或 10 公尺高之灘地亦常有大量海水夾雜砂石溢淹。
而強烈的風浪作用，對於構築於海岸之海岸結構物，為颱風、暴潮等海岸災害發生時，
首當其衝的設施，所設之衝擊顯而易見，難以避免海堤損害、護岸崩塌等災情發生。台
灣之海岸概況如表 3-5 所示。
表3-5 海岸災害資料庫欄位表
海岸別

縣市別

海岸
長度
(公里)

境內重要

宜蘭海岸

宜蘭縣

106

蘭陽溪、和平溪

基隆市

18

淡水河

淡水河口以東：岩岸

變化不明顯

台北縣

122

淡水河

淡水河口以南：砂岸

略侵蝕

桃園縣

39

淡水河

砂岸

侵淤互現

新竹縣

12

鳳山溪、頭前溪

新竹市

17

頭前溪

砂岸

侵淤互現

苗栗海岸

苗栗縣

50

砂岸

侵淤互現

台中海岸

台中縣

41

砂岸

淤積

台北海岸
桃園海岸
新竹海岸

河川水系

中港溪、後龍溪
大安溪
大安溪、大甲溪
烏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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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類型
石城以北：岩岸
石城以南：砂岸

侵淤情況

侵淤互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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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別

縣市別

海岸
長度
(公里)

彰化海岸

彰化縣

61

烏

溪、濁水溪

砂岸

雲林海岸

雲林縣

55

濁水溪、北港溪

砂岸

由淤積轉為侵蝕

嘉義海岸

嘉義縣

41

砂岸

由淤積轉為侵蝕

砂岸

略侵蝕

境內重要
河川水系

北港溪、朴子溪
八掌溪

海岸類型

侵淤情況
大部分淤積
小部分地盤下陷

八掌溪、急水溪
台南縣

54

台南海岸

二仁溪
台南市

23

高雄縣

37

高雄市

26

屏東海岸

屏東縣

152

台東海岸

台東縣

172

花蓮海岸

花蓮縣

175

澎湖海岸

澎湖縣

320

高雄海岸

曾文溪、鹽水溪
曾文溪、鹽水溪
二仁溪
二仁溪、阿公店溪、
高屏溪

砂岸

－

侵蝕
略侵蝕

高屏溪、東港溪

鵝巒鼻段：珊瑚礁

枋山以南：變化不明顯

四重溪

其餘各段：砂岸

其餘各段：侵蝕

卑南溪、秀姑巒溪

成功以北：岩岸
成功以南：砂岸

秀姑巒溪、花蓮溪、 新城至花蓮溪口：砂岸

侵蝕
侵蝕

和平溪

其餘各段：岩岸

－

岩岸( 珊瑚礁)

變化不明顯

1,520

台灣省
金門海岸

金門縣

砂岸、岩岸兼有

砂岸部分侵蝕

馬祖海岸

連江縣

多數為岩岸

侵蝕

4. 台灣近岸海域災害類型
台灣地處北太平洋中西部邊緣，在太平洋西部生成的颱風，其行進方向受到太平洋
副熱帶高氣壓順時針環流導引，多以偏西至西北路徑移動，當進入西風帶（北緯 20°-30
°）後受西風影響則轉至東北向。當颱風持續向北行進，颱風所引起的氣壓場改變，使
得海水面上升伴隨著西北向的風力吹送，因北半部的河流多為西北向，出海口面臨颱風
來向，時常導致暴潮溢淹以及海水倒灌的情形；而強烈的海浪作用於海岸結構物上，所
造成的海堤破壞、護岸崩塌等狀況也常發生。本研究統計 2010 年颱風對於台灣北部地
區所造成的海岸災害， 共計有 8 筆資料，其災害地點及造成災害之颱風如下表 3-6 所
示，所蒐集之北部海岸歷史颱風報導照片，如圖 3-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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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台灣分區 縣市地區

北區

2010年颱風引致之海岸災害（本研究整理）
颱風名稱

災害地點

災害類型

基隆市

南修颱風

基隆市

侵蝕崩塌

台北縣

凡那比颱風
凡那比颱風

三重
大直

海水倒灌

台北市

萊羅克颱風

台北市

海水倒灌

梅基颱風

蘇澳

海水倒灌

梅基颱風

白雲寺

侵蝕崩塌

凡那比颱風

蘇澳

海水倒灌

梅基颱風

羅東

海水倒灌

宜蘭縣
宜蘭市
桃園縣
新竹縣

無資料

新竹市
苗栗縣

無資料

台中縣
台中市
中區

凡那比

台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無資料
萊羅克颱風
凡那比颱風

神木村
南投縣

雲林縣
花蓮縣

東區
台東縣

南區

嘉義縣

侵蝕崩塌
侵蝕崩塌
侵蝕崩塌

無資料
萊羅克颱風

花蓮縣

侵蝕崩塌

凡那比颱風

花蓮縣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嘉蘭村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瑪家村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南橫公路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大武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大鳥村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愛國蒲

侵蝕崩塌

凡那比颱風

太麻里

侵蝕崩塌

凡那比颱風

蘭嶼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阿里山

海水倒灌

凡那比颱風

山區

侵蝕崩塌

嘉義市
無資料

台南縣
台南市

高雄縣

康伯斯颱風

六龜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六龜

侵蝕崩塌

萊羅克颱風
凡那比颱風
凡那比颱風

利稻橋
六龜
新發便橋

侵蝕崩塌
侵蝕崩塌
侵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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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區 縣市地區

高雄市

屏東縣

颱風名稱

災害地點

災害類型

萊羅克颱風

小林村

海水倒灌

凡那比颱風

愛河

海水倒灌

凡那比颱風

民族路

海水倒灌

凡那比颱風

九如三路

海水倒灌

凡那比颱風

鼓山

海水倒灌

萊羅克颱風

三地門

侵蝕崩塌

凡那比颱風

新龍村

海水倒灌

凡那比颱風

來義部落

海水倒灌

凡那比颱風

佳冬

海水倒灌

梅姬颱風

恆春

海水倒灌

南修颱風躺土牆坍方

萊羅克颱風大武撤村

梅姬颱風宜蘭壯圍

凡那比颱風高雄鼓山積水

圖 3-12

2010 年台灣海岸地區歷史颱風照片(經本研究整理)

台灣中西部地區海岸海岸堆積地形相當發達，沿岸地區多屬陰堆積作用所產生之沙
灘、沙洲、沙嘴、潟湖等海積地形，由於海岸線較為平緩與平原直接連結，無天然屏障
保護，因次每當颱風作用下常有颱風暴潮以及海水倒灌等災害發生，除自然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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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近岸地區養殖漁業的需求，抽取地下水供給魚塭養殖使用，漁塭處處可見，致使過
量抽取地下水，產生地層下陷等問題，使得沿海地區海拔高度低於海平面，每逢大潮，
便會造成海水倒灌的問題。為保護西部海岸免受海水倒灌之苦，多以海岸結構物保護海
岸及沿岸設施與沿海居民生命安全，然而在受到波浪、海潮、河川輸沙以及人工設施等
作用下，造成西部地區海岸線消長，堆積侵蝕的現象顯著。本研究統計 2010 年颱風對
於台灣中部地區所造成的海岸災害，共計有 3 筆資料。
台灣南部集中夏季降雨，降雨強度非常大。台灣南部沿海地區早期在海岸附近建漁
塭來養蝦養魚，超抽地下水導致之地層下陷，也造成陸地高度降低，每當豪雨或颱風時，
沿海附近的鄉鎮較易淹水。且受東南季風及颱風影響時常導致海水倒灌的情形。本研究
統計 2010 年颱風對於台灣東部地區所造成的海岸災害，共計有 10 筆資料。
台灣地處北太平洋中西部邊緣，在太平洋西部生成的颱風，其行進方向受到太平洋
副熱帶高氣壓順時針環流導引，多以偏西至西北路徑移動，當進入西風帶（北緯 20°-30°）
後受西風影響則轉至東北向。颱風所引起的氣壓場改變，使得海水面上升伴隨著東北向
的風力吹送，因東部的河流多為東北向，出海口面臨颱風來向，時常導致暴潮溢淹以及
海水倒灌的情形；台灣東部形狀南北狹長，總長度共約 250 公里。冬季受東北季風影響，
長浪盛行。夏季發生於西太平洋地區的颱風，當路徑通過台灣，往往自東部登陸，常造
成災害。若颱風未登路台灣，造成的湧浪也對海岸是一大損害來源。而強烈的海浪作用
於海岸結構物上，所造成的海堤破壞、護岸崩塌等狀況也常發生。本研究統計 2010 年
颱風對於台灣東部地區所造成的海岸災害，共計有 10 筆資料。
本研究總共參考「海岸法」(草案)第十一條規範「海岸侵蝕」
、
「洪氾溢淹」
、
「暴潮
溢淹」
、
「地層下陷」
、
「其他潛在災害」
；中央氣象局 2003 年「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
示系統」將災害分為「颱風巨浪造成潰堤」
、
「海水倒灌」
、
「崩塌或交通中斷」
、
「其他」；
2008 年「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計畫將災損類型分為「海堤護岸破壞」
、
「海水倒灌/沿岸溢淹」
、
「海岸侵蝕與淤積」
、
「其他」
；
「海岸地區海水倒灌調查與分析」
（2001）
、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200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
建置」(2008)，相關海岸災害系統之災害類型分類，將海岸災損分為：
「海水倒灌」
、
「淹
、
「碼頭損壞」
、
「其他
水」
、
「侵蝕破壞」
、
「漂砂堆積」
、
「漂流木堆積」
、
「海堤護岸損壞」
構造物損壞」八類海岸災損類型，並簡化為「淹水災情」
、
「海水倒灌災情」
、
「海岸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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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
、
「海岸堆積災情」
、
「海堤護岸破壞」五個類別。而本研究在背景製作時採用之分
類乃考慮到資料庫整合原因，故分為「海堤護岸破壞」、「海水倒灌/暴潮溢淹」、「崩塌
或交通中斷」、「其他」四類。

3.3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資料庫擴充
於海象中心協助之下，已於 100 年 4 月 7 日提供研究團隊 2010 年颱風觀測水位資
料(tide6)。另有關調和分析潮位資料亦已於 100 年 5 月 3 日提供，其中 QC 欄位為 a。
波浪資料已於 100 年 4 月 7 日提供。團隊目前依據這些氣象局所提供之資料進行內部版
歷史颱風暴潮資料庫「暴潮」及「波高」系統資料庫內容擴充。
本系統另牽涉到「颱風路徑」及「颱風災害」資料庫。前者直接套用氣象局資料表，
進行資料表內容擴充即可。後者除需擴充內部版資料庫 seadisaster 及 seainundation 資料
表外，需針對相關新聞媒體報導颱風災害資料圖片。並進行資料整理及圖片關聯的工作。

3.3.1 暴潮資料庫擴充
暴潮資料庫擴充僅需針對時間欄位作字串格式的關聯以擴充至內部資料庫。較需複
雜計算過程的是暴潮偏差。暴潮偏差資料並無現成資料庫可匯入，需經由觀測水位及調
和分析理論潮位值相減作計算，在計算出每 6 分鐘之逐時暴潮偏差資料後，再取歷次颱
風期間整點之暴潮偏差資料作比對，挑選出最大的暴潮偏差值並結合時間資訊展示於系
統當中。以 2010 年襲台的凡那比颱風為例，若將觀測水位（暴潮）及調和分析潮高值
繪製為折線圖，以花蓮潮位站為範例（測站編號：1256），可呈現如下圖 3-13。

圖 3-13 凡那比颱風花蓮站暴潮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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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颱風路徑，及中心點位位置，發現石梯潮位站更接近颱風中心登陸處。將石梯
潮位站暴潮資料繪製折線圖發現，若以相同時間花蓮站及石梯站比對暴潮變化趨勢，可
以發現折線圖暴潮及調和分析曲線類似，唯暴潮偏差之趨勢有所差異。石梯潮位站暴潮
分佈趨勢圖請參考下圖 3-14。

圖 3-14 凡那比颱風石梯站暴潮折線圖

3.3.2 波高資料庫擴充
團隊已完成 2010 年波高資料計算，並於期中階段完成 2010 年波高資料庫匯入。由
於 2010 年颱風僅於 8 月底至 10 月底期間曾發布颱風警報，為提升系統查詢效能，研究
團隊僅選取 8～10 月間資料匯入資料庫，以避免資料庫空間的浪費，及徒增系統查詢展
示速度。2010 凡那比颱風波高時序分佈圖如下圖 3-15 所示。系統查詢畫面如前 3.2.3
節，圖 3-6。

圖 3-15 凡那比颱風花蓮浮標站波高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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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可發現，隨著颱風接近，觀測波高由 1 公尺左右驟升至 9 公尺。然在 9/19 7
時至 8 時其波高值攀升高達 10 至 12 公尺。比對颱風路徑發現該時刻（2010 年 9 月 19
日 8 時）為颱風中心點最為接近花蓮站之時刻（如圖 3-16）。依據氣象局颱風防災資料
庫系統，凡那比颱風中心於 9 月 19 日 8:40 am 由花蓮豐濱附近登陸，花蓮浮標可能因
為地理位置極近颱風眼，造成 2010 年 9 月 19 日 5 時至 12 時波高攀升近 10 倍的情況。

圖 3-16 凡那比颱風與暴潮波高站地理關係

3.3.3 颱風資料庫擴充
颱風資料庫擴充主要包含 Oracle 數值資料庫擴充及颱風動態圖繪製二工作。2010
年有發布颱風警報之颱風共有 5 個，如下表 3-7 所整理。資料引述自海象中心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颱風 ID 資料表（TyphoonID)。
表3-7 颱風資料庫2010有發布颱風警報清單
CNAME SPONSOR PLOTBEG PLOTEND WARN1BEG WARN1END WARN2BEG WARN2END PATH INTENSITY KIND
萊羅克

UTC

南修

UTC

莫蘭蒂

UTC

凡那比

UTC

梅姬

UTC

2010/8/31

2010/9/2

2010/8/31

2010/9/2

2010/8/31

2010/9/2

00:00

00:00

12:30

06:30

18:30

00:30

2010/8/30

2010/8/31

2010/8/30

2010/8/31

2010/8/30

2010/8/31

14:30

12:30

14:30

12:30

14:30

12:30

2010/9/9

2010/9/10

2010/9/9

2010/9/10

2010/9/9

2010/9/10

02:00

00:30

02:00

03:30

03:30

00:30

2010/9/17

2010/9/20

2010/9/17

2010/9/20

2010/9/17

2010/9/20

15:30

06:30

15:30

06:30

21:30

06:30

2010/10/20 2010/10/23

2010/10/20

2010/10/23

2010/10/21

2010/10/23

18:30

15:30

09:30

15:30

18:3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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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 輕度

9

PON

輕度

0

POSW 輕度

0

PLC

中度

4

POSW 中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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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欄位紀錄有颱風路徑分類，以 0~9 表示，0 表示特殊路徑。若為 NULL 代表
沒有發布颱風警報。由於本系統專為查詢颱風侵台期間台灣沿岸潮位站及波浪、浮標站
暴潮及波高變化情形，故未侵台的颱風並未列在系統當中。颱風路徑分類圖如下圖
3-17，資料取自中央氣象局颱風資料庫系統。

圖 3-17 颱風路徑分類圖
每一筆颱風資料均有對應之颱風路徑資料表（Typhoon），以 ID 欄位作關聯，資料
欄位格式如前 3.2.4 節，表 3-2 所整理。
第二部份的工作為自資料庫中數值資料擴充為颱風動態圖。由於本步驟需較進階的
地理資訊處理技術，本節僅依序簡單介紹颱風動態圖的製作過程。
1. 以颱風編號選出颱風路徑，並進行 UTM 世界時間至台灣時間格式轉換
於本步驟可選用兩種方式操作，並達到篩選颱風路徑資料之目的。
(1) 直接由 Oracle 資料庫中匯出資料，另存為 Excel Dbase Ⅳ檔案
以凡那比颱風為例，Oracle 指令為：「SELECT * FROM TYPHOON WHERE
ID = '1011' ;」，查詢結果如下圖 3-18。

圖 3-18 颱風路徑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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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結果可使用 Export Wizard 將結果另存為 Excel Dbase Ⅳ檔案。
(2) 使用 ArcCatalog 直接連線 Oracle 資料庫
使用 Database Connection 功能，Data Provider 選取「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racle」
，連線之伺服器名稱請填寫本機所設定的 Oracle Client 連線名稱。輸入完成可點
選「測試連線」看是否連線成功。在屬性表中新增 DateStr 欄位，將年月日時之分別 4
個欄位合併為一個欄位，且同時轉換世界時間為台灣時間。使用 Field Calculator VBA
公式輸入如后：DateAdd ( "h" , 8, ( [YEAR] & "/" & [MONTH] & "/" & [DAY] & " " &
[HOUR] & ":00:00" ) )。相關 ArcCatalog 設定畫面請參考下圖 3-19。

圖 3-19 ArcCatalog 設定畫面
2. 將颱風點位展示為地圖
以 ArcMap 載入剛剛另存成 dbf 檔的颱風編號，在左方表格上點選右鍵選擇
Display XY Data，X Field 選 LONGIT（經度）
，Y Field 選 LATIT（緯度）
，即可將颱
風點位展為地圖。
3. 使用 ArcToolBox, Buffer 工具繪製 7 級暴風半徑
開啟 ArcToolBox，選擇 Analysis Tools，及 Proximity，Buffer 工具，將 Distance
欄位選擇為 Field，並選取自訂欄位 Radius。本欄位為 7 級暴風半徑轉換，因 R7 單
位為公里，而地圖目前座標投影系統為經緯度、度分秒格式，故不能直接以 R7 欄
位做 Buffer，需先新增欄位，將 R7*0.00900900901，單位為度。因 5400 海浬約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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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萬公里，而 1 分約等於 1 海浬，故 1 度約等於 111 公里。Buffer 操作畫面如下圖
3-20 左圖，繪製結果如下圖 3-20 右圖。

圖 3-20 將 7 級暴風半徑繪製為面圖層
4. 將颱風中心點與暴風半徑圖層以時間關聯，另存為系統底圖
將颱風中心點位圖層（點）
、颱風路徑圖層（線）
、暴風半徑圖層（面）圖層均
設定好統一的樣式，即可準備出圖。由於颱風點位圖層及暴風半徑面圖層每一筆資
料均有一共通欄位，年/月/日/時。以此欄位相關聯，將點及面圖層設定 Definition
Query 為相同，即可展現同一時刻颱風位置及暴風半徑，並另存為圖檔。設定結果
如圖 3-22 所示。每一颱風路徑圖均以時間作為存檔檔名，以 png 格式為主，並以颱
風編號為資料夾分類檔名，圖層檔名編碼格式為「颱風編號（4 碼）_西元年(末 2
碼)月(2 碼)日(2 碼)時(2 碼)」
。編碼的時間格式均已轉換為台灣時間，方便與資料庫
程式串連。

圖 3-21 將 7 級暴風半徑繪製為面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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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颱風災害資料庫擴充
研究團隊已於期中階段前完成 2010 年颱風災害資料之匯整與資料庫擴充更新之工
作。並依據歷次颱風災害圖片進行擴充各縣市災害照片資料，目前已可於系統當中查詢
各類颱風災害之圖片及文字描述資料。另進行災害 GIS 圖層製作及出圖的工作，以套用
於縣市底圖當中作呈現。下圖 3-22 左方為 2010 凡那比颱風災害資料庫查詢畫面，右方
為該次颱風造成之縣市災害地圖。

圖 3-22 凡那比颱風災害資料展示

3.4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資料庫擴充自動化程式
本節主要撰寫如何透過自動化流程，以方便系統維護人員擴充海象 e 化系統內部版
歷史颱風暴潮資料庫。本單機版資料庫擴充自動化程式預計將於本年度 9 月底前完成，
提供中心同仁置換資料庫中暴潮及波高值為氣象局資料。目前海象中心颱風資料庫系統
現況示意圖如下圖 3-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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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 氣象局颱風資料庫示意圖
由於氣象局颱風及暴潮、波高資料庫是位於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當中，由海象中
心每年颱風過後定期派員維護。於 e 化內部版資料庫當中亦存在與颱風資料庫中相同的
颱風資料表、暴潮資料表、波高資料表。故為定期維護更新內部版資料庫，研究團隊擬
於本期開發一資料庫篩選程式，此程式安裝於維護人員之個人電腦內，由維護人員連線
氣象局防火牆內網路環境，輸入暴潮更新年度，並選取颱風侵台月份（若安管內颱風資
料表已具備最新一年颱風警報發布時間，此月份資訊系統可自動帶入），自動化程式將
會篩選此年度當月份所有暴潮以及波高資料，並匯出為 Access 資料庫格式。
待資料存儲完成後，該維護人員僅需將電腦連線安管外網路線，設定完畢相關 IP
及 DNS 設定，開啟資料庫管理軟體，使用資料庫匯入精靈，將 Access MDB 檔匯入內
部版資料庫即可。若操作人員較不具備資料庫管理軟體相關背景，亦可透過本擴充程式
匯入運算後資料。相關免費資料庫管理軟體建議可使用 PremiumSoftTM 公司之 Navicat
軟體，網址：( http://www.navicat.com/cht )，或 Microsoft Office Access 資料庫軟體亦可
匯入 MySQL 資料庫。以下將分節介紹本自動化資料庫擴充軟體的實作方式，供海象中
心承辦人員參考。

3.4.1 氣象局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架構
氣象局暴潮、波高及颱風資料均存放於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由於氣象局存放有
完整的歷年資料，本系統已可查詢西元 1998 年至 2010 年度颱風期間的暴潮波高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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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綜合考量系統展示速度，於前一年度計畫執行期間研究團隊並進行系統連線 Oracle
資料庫的連線測試，發現氣象局資料庫內龐大的資料量會嚴重影響到系統展示時間。經
過多次工作會議溝通後，決議另於安管外建立一內部版資料庫系統，位於伺服器 IP
61.56.11.97 中。該資料庫為專供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及「暴潮展示與校驗
系統」使用。
氣 象 局 Oracle 資 料 庫 欄 位 結 構 請 參 考 附 錄 ， 主 要 分 為 「 颱 風 編 號 資 料 表 」
TyphoonID，
「颱風路徑資料表」Typhoon，
「潮高暨調和分析潮位資料表」Tide6，
「波高
資料表」Wave 及 Wave1。除颱風相關的 2 資料表外，其餘關於暴潮及波高資料表團隊
均已依據系統功能需求，進行資料庫結構重新規劃整理之工作。其中包含各年度颱風警
報發布月份的篩選、時間字串的重新整理、字串長度與格式正規劃，及暴潮偏差資料的
運算。

3.4.2 程式流程規劃
資料庫運算程式原理十分複雜，因颱風資料需依據年度及侵台類型作篩選。暴潮及
波高資料格式也需配合當年度發布颱風警報期間月份篩選資料做運算，以提高程式運算
效能。以下分項介紹本資料庫擴充運算程式之撰寫原理。
1. 颱風資料庫
下圖 3-24 說明颱風資料篩選及匯出為資料庫暫存檔格式之流程。

圖 3-24 颱風資料篩選流程圖
2. 暴潮資料庫運算方式介紹
下圖 3-25 說明暴潮資料篩選與暴潮偏差運算方式介紹。因暴潮牽涉到暴潮偏差的
計算，因颱風路徑暴潮查詢功能為顯示每 3 小時颱風中心之結果，故將以整點時刻取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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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資料做運算。

圖 3-25 暴潮運算流程圖
3. 波高資料庫運算方式介紹
因氣象局 Oracle 波高資料庫分為波浪站(wave1)及浮標站(wave) 2 資料表，故運算
程式會將資料分別篩選出，彙整存放為 Access 資料庫格式。如下圖 3-26。

圖 3-26 波高運算流程圖

3.4.3 程式開發方法介紹
研究團隊採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開發單機版 Windows Form 程式，以
Windows ODBC 資料管理員設定 Oracle 連線方式，使用 Oracle Client 可直接連線 Oracle
資料庫並讀取海象中心安管內資料庫的颱風及暴潮等資料表。期中至期末階段研究團隊
將程式移機至安管內伺服器，並完成設定相關連線環境參數。Oracle ODBC 資料連線設
定圖如下範例圖 3-27 所示。
（圖片中相關 IP 位置位於研究團隊測試伺服器，僅供參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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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7 Oracle ODBC 連線設定
執行單機版程式前，需於本機電腦安裝 Oracle Client，因氣象局 Oracle 版本為 9i，
且目前電腦作業系統多數已升級為 Windows 7 以上，為使 Oracle Client 安裝順利，建議
採安裝 11g 以上版本。官方網站下載（簡體中文頁面）網址為：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cn/database/features/instant-client/index-092699-zhs.htm
l，如圖 3-28。

圖 3-28 Oracle Client 官方下載頁面
安裝畫面如下圖 3-29，安裝過程中會同時檢查作業系統的相容性。

圖 3-29 Oracle Client 11g 安裝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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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完成 Oracle Client 後，可於開始→程式集→Oracle Client 11g→組態設定和移轉
工具→Net Manager 開啟 Oracle Net 組態設定畫面。下圖 3-30 試以 ORCL.world 服務命
名連線名稱設定 Oracle 連線，以提供單機版程式使用 Oracle Client 連線資料庫。

圖 3-30 Oracle Client 11g 設定畫面
於 Windows Form 程式介面亦設計一功能檢查 Oracle 資料庫連線是否正常。於完成
Oracle Client 相關設定值後，可執行單機版程式。系統分為安管內以及安管外兩版本，
安管內暫時選定預報課之 Windows 2003 Server 系統，因系統運算環境之需要另安裝
Microsoft 2003 Access 程式。以執行資料匯出時轉存為 MDB 檔。下圖 3-31 為本單機
版程式安管內操作畫面設計，僅有在安管內網路環境可操作的按鍵是可以點選的，為避
免操作人員誤按，已將其餘於安管外操作之按鍵預設為 Disable 不可點選。

圖 3-31 資料庫擴充運算程式
安管內單機版可操作之功能包含「Oracle 連線測試」
、
「颱風資料庫匯出」
、
「資料運
算及匯出」(含暴潮、波高、警戒值資料庫)。颱風資料庫匯出功能可選擇單一年度或跨
年度作資料庫匯出之工作，便於使用者更新單一年度的資料。應承辦課需求，暴潮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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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警戒值資料庫均為整個資料庫跨年度更新，不作單一年度篩選。下圖 3-32 圖左為
颱風資料庫匯出運算情況、圖右為暴潮資料庫匯出運算情形。

圖 3-32 安管內資料庫匯出操作情形
安管外的功能部分可操作「MySQL 連線測試」
、
「颱風資料庫匯入」
、
「暴潮、波高、
警戒值資料匯入」。資料庫匯入格式均為 Access MDB 檔案，目前本單機版程式安裝於
安管外的內部版伺服器，IP 為 61.56.11.135。系統維護人員可以遠端桌面登入方式操作
單機版擴充資料庫程式。波高資料庫匯入程式操作畫面如下圖 3-33 所示。

圖 3-33 波高資料庫匯入操作情形

3.4.4 教育訓練
本案因應期中審查委員之建議，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舉行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
訊系統教育訓練。本次教育訓與一般版教育訓練同一天合併舉行，海象中心並調派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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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人員參加。課程內容針對安管內 Oracle 資料匯出及安管外 MySQL 資料匯入分別講
解如何操作本單機版資料庫擴充程式。期間，並建議系統操作人員，因本單機版程式資
料處理均為 60 萬筆以上之潮位資料，且受限於網路頻寬限制與系統處理效能，若能於
下班時間後操作此系統，並使其在非尖峰時期執行，將較為理想。下圖 3-32 為本系統
教育訓練教材之畫面示意圖。

圖 3-34 教育訓練簡報摘錄畫面

3.5 小結
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 E 化系統中，可展示颱風路徑動態的系統。且系統
規劃有颱風災害圖文資料查詢的功能，並可查詢暴潮、暴潮偏差時序變化圖。並依據海
象中心的需要，納入災害縣市底圖查詢之系統功能。研究團隊亦完整蒐集本年度颱風災
害新聞描述及圖片資料，並於 11 月底前完成 2011 年颱風新聞與災害資料的更新。
於本期期中階段前，研究團隊已完成 2010 年颱風災害資料之蒐集、GIS 災害圖層
的製作、縣市災害底圖出圖工作、及暴潮波高資料的計算、跨單位所轄暴潮站的整理及
暴潮查詢版面的改寫。針對 2010 年發布颱風警報的 5 個颱風，研究團隊亦已完成 2010
颱風系統查詢功能的擴充。團隊並已完成 2010 年氣象局暴潮站資料的整理，並提出將
38 個暴潮站展示之建議。經團隊與海象中心透過工作會議協商後，決議採 25 個預設暴
潮站在同一頁面展現，並以開關測站的方式查詢其餘的暴潮站資料。研究團隊並順利於
期末階段將此功能改寫完成。
關於本系統資料庫自動化擴充程式，已順利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驗收。並同
步進行 e 化內部版暴潮及波高資料庫替換之工作。並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內部版
系統教育訓練，對承辦同仁教授單機版程式的使用方式與功能。由於海象中心表示，2011
年度的颱風點位與暴潮資料預計將會在 2012 年 3 月完成資料檢核校正與颱風路徑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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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處理之工作，研究團隊於 2010 年底前暫無法取得 2011 年度的暴潮與颱風路徑資料。
故建議海象中心可使用本案開發之單機版程式於未來持續擴充 2011 年暴潮、波高、警
戒值資料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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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
作業之應用
4.1 引言
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業一向由氣象預報中心使用海面風力推估波浪進行預報，而
海象測報中心在先前的研究有進行近海漁業氣象預報與風浪預報模式之比較研究(工業
技術研究院，2006)，而原本在提四年計畫時規劃在本年度如何將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
統之風浪預報資訊取代舊有之風浪預報，以較準確之波浪數值模式進行中央氣象局風浪
預報作業，但由於 99 年度中心已決定仍使用漁業預報為海域警示的依據，因此本工作
項目只純粹進行近一步的研究評估，不進行作業化系統建置及取代工作。本工作在下半
年執行完成，本章節說明波浪模式與漁業預報的比對方式。另外本章亦敘述利用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的評估測試。
本項工作包含多個專業版網頁所要展示資訊的建置相關工作，茲說明如下：
1.

執行期間需定期檢視各項展示方式，並依雙方同意原則下，做適當修正。

2.

本團隊將協助海象測報中心利用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將預報
資料於 Google Earth 上展示，本團隊將先行著手產出產品供中心評估。

3.

專業版即時海況項目本團隊提供未來欲展示之成果以利海象測報中心評
估後續相關事宜，並於期中完成展示，於期末報告前完成系統。

4.

專業版即時海況測站位置由海象測報中心提供相關資訊。

5.

將海象中心所提供之衛星波高資料，繪圖展示於 Google Earth 上。(由於
工作項目的調整，此工作暫緩實施)

6.

將波浪模式與漁業預報比對結果展示於 Google Earth 上。

4.2 波浪模式與漁業預報的比對
4.2.1 工作說明
在 99 年度氣象預報中心為了提高數值預報之時空精緻分區及逐時預報技術，在「發
展鄉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計畫中已建立 10 公里網格之遠海漁業氣象預報範圍之
NWW3 風浪模式(圖 4-1)，提供作為鄉鎮精緻預報及漁業氣象預報之參考；而預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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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負責中央氣象局之漁業氣象預報業務，利用風速資料提供風浪等級之預報作業。因此
在 100 年度本項工作正好符合現在中央氣象局的發展方向，在欲利用 NWW3 模式之預
報結果加入漁業氣象預報業務時，需事先與目前預報業務進行相關性之研究，以了解二
者間的差異。本項工作執行的方式針對近海漁業氣象預報範圍擇一區域蒐集 NWW3 模
式計算結果及漁業氣象預報結果，進行相關性如統計參數(平均偏差、均方差、及相關
係數等)計算之研究，藉以尋求最適化之漁業氣象預報作業方式。在波浪模式結果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部份在 4.4 節中有進一步說明。

圖 4-1 NWW3 風浪模式 10 公里網格之遠海漁業氣象預報範圍

4.2.2 枋寮恆春沿海(含琉球嶼)近海漁業氣象預報與風浪預報模式之比較
中央氣象局現階段在風浪預報上存在二種版本，除了漁業氣象使用蒲福風級之風浪
預報外，還包括使用風浪模式之風浪預報。本研究針對枋寮恆春沿海(含琉球嶼)之近海
漁業預報與風浪模式之計算結果進行比較分析，蒐集枋寮恆春沿海 NWW3 風浪模式
10km 網格之分析場（包括風速及波高）及逐日之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值等資料，來探討
此二種風浪預報之差異性，提供作為每日近海漁業氣象預報之決策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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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央氣象局近海漁業氣象之預報為每日 4 次，分別在每日的 4:30、10:30、16:30
及 22:30 發佈，有效期限為自發佈時間後 1.5 小時起至 24 小時止，以 4:30 發佈為例，
有效期限為當日之 6:00 至隔日之 6:00。雖然其提供每日 4 次之預報(表 4- 1)。
而各海域之漁業氣象波浪預報值，係採用各區域範圍（圖 4-2）內之估計風場值，
依據預報員經驗及蒲福風級轉換成波浪值（然而並未針對預報範圍內之計算值以數學運
算求出上下限）。漁業氣象預報所使用的專業術語，在波浪方面，包括數字方式的表示
及敘述性的描述，前者例如『浪高１至２公尺』
、
『浪高１轉３公尺』
、
『浪高１４公尺以
上』等，後者則利用蒲福風級之波浪名稱，加上波浪狀態之改變來描述，例如『小至中
浪』
、
『大轉中浪』
、
『狂濤轉巨浪』等。在風的敘述方面亦包括風向的文字描述及風速之
數字表示，前者如『偏南風』
、
『東北轉偏北風』等，後者如『７至８陣風１０級』
、
『７
陣風９轉５級』、『５至６雷雨區陣風９級』、『６雷雨區陣風９轉５級』等。

表 4- 1 漁業氣象預報之時間

Date 26
Hrs 8

27
12 16 20 0

28
4

8

12 16 20 0

29
4

8

12 16 20 0

4

8

漁1
漁2
漁3
漁4
Loca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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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區域圖及枋寮恆春沿海近海漁業氣象預報

4.2.3 分析方法
現階段 10 公里作業化風浪 NWW3 預報模式每日執行四次，分析場的計算結果為每
3 小時記錄ㄧ次。基於漁業氣象預報在每一海域內於 24 小時內僅有一值（例如浪高 1
至 2 公尺，浪高 14 公尺以上，風力 4-5 陣風 7 級），故本研究以漁業氣象預報為基礎，
將模式資料處理成在此 24 小時內之平均，然後比較 24 小時內海域之平均值，包括波高
及風速，再分析模式計算波高之最大及最小值，與漁業氣象預報之浪高範圍。此外本研
究亦利用模式在海域內之網格點數值進行統計分析，探討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在範圍內採
用單一數值之適用性。
由於漁業氣象預報資料在氣象局內部並無存檔，故無歷史資料可供參考，且本計畫
配合 10 公里 NWW3 模式之可靠輸出結果，故進行資料分析之時間自 2011 年 7 月至 2011
年 10 月止。

4.2.4 分析結果
圖 4-3 左欄為四個預報時段，自 2011 年 7 月至 2011 年 10 月止近海漁業氣象預報
與 NWW3 面平均波高之時序列分佈，右欄為對應之模式使用風速及漁業預報風速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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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中已經排除模式或漁業氣象預報資料缺失部分，每一筆資料為一天平均值，以起
始適用之時間當作該資料對應之時間)。圖中顯示四個時段圖形的差異不大，而在波高
部分，在 7 月時模式計算波高似乎較漁業氣象預報值高，但在 8/28 南瑪都颱風前，二
值相差不多，而颱風期間則差別甚大，颱風過後二值又相差不多，但 10 月後則模式計
算波高似乎已較漁業氣象預報值低。對應風速之比較發現，漁業氣象預報之風速值大致
較模式使用之面平均風速大，尤其在颱風發生的期間其差異更大，且最低風速均為四級
風，當二者風速較接近時(大於四級風)，波浪模式計算面平均波高會較漁業氣象預報值
大，但當漁業氣象預報之風速值較模式使用之面平均風速大時(大於四級風)，模式波浪
模式計算面平均波高會小於漁業氣象預報值，而在四級風速以下之波高二者之差異不
大。
進一步將漁業氣象預報值與模式之相關數值進行相關性分析(圖 4-4)，而漁業氣象
預報一般均包括浪高的範圍，例如浪高 1 至 2 公尺、浪高 1 轉 3 公尺或浪高 14 公尺以
上，因此再進一步分析模式之計算值與漁業氣象預報值範圍(最大及最小值)之關係。圖
中顯示在最大值之線性迴歸轉換關係，其相關係數在四個預報時段在 0.73~0.76，模式
在 24 小時內之最大值與漁業氣象預報之上限波高，比值約在 0.97~1.07: 1 之間。最小值
之線性迴歸其相關係數在四個預報時段約在 0.71~0.77，模式預報值與漁業氣象預報下
限波高之比值約為 0.34~0.41:1，顯示其差異性較大。
在風速部分，比較該時段內面之平均風速，其中模式預報使用的風場係來自於資訊
中心之 10 公里風場。圖中顯示大部分漁業氣象預報之風速大於區域範圍內之平均 10
公里風速，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數約為 0.72~0.75。
圖 4-5 為將四個預報時段綜合起來的結果。綜合上述分析，模式預報與漁業氣象預
報之關係，不論是在波高或風速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數平均約在 0.73，在風速部分漁業
氣象預報大部分均大於 10 公里風場，在颱風期間差距更大，在波高部分，颱風期間差
距最大，此因風速的差距造成在颱風期間漁業預報波高遠大於模式計算波高，其餘期間
則有大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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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模式計算波高及漁業預報波高時序比較圖(左)、模式使用風速及漁業預報風
速時序比較圖(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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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漁業氣象預報與模式波高(左)及模式使用風場(右)比較圖(由上而下發佈時
間:04:30、10:30、16:30、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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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漁業氣象預報與模式波高(左)及模式使用風場(右)比較圖(所有預報時段)

4.2.5 區域代表性
漁業氣象預報之區域劃分可能依據某些準則訂定之，每一區以一個特性值表示的適
用性，在準確的風浪預報模式建立完成後應可以作進一步的檢視。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
模式計算結果以了解在特定區域內資料之變異程度，是否以原有之區域劃分已足以代表
此區域之變化特性，有無必要再進一步劃分，甚且推翻原有漁業氣象預報之區域劃分等
問題。
本研究利用 NWW3 模式自 2011 年 7 月至 2011 年 10 月止之 24 小時模式預報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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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來探討此區域之變化特性，通常由近岸海域向外海延伸之範圍愈大，波高之變化即愈
大，現以模式預報之波高變化來檢驗漁業氣象預報之波高變化，若前者大於後者即表示
模式預報之範圍應較漁業氣象預報之範圍大，反之則表示漁業氣象預報之範圍已超過此
範圍。將漁業氣象預報之波高變化範圍，除以 24 小時內此海域之數值模式變化範圍(最
大值減去最小值)，當此比值大於 1，即表示漁業氣象預報波高之變化大於模式預報所得
之波高變化，顯示漁業氣象預報之區域範圍應可涵蓋目前海域，反之小於 1 則表示漁業
氣象預報之區域範圍僅止於其中的一小部分，圖 4-6 為整合四個預報之此比值機率分
佈，顯示 62%之數值小於 1，表示僅有 38%的機率漁業氣象預報可掌握目前海域(枋寮
恆春沿海)的變化，即目前海域範圍內之狀況比預報所述的變化小；反之約 62%的機率，
漁業氣象預報無法正確掌握目前海域的變化狀況，僅適用在其中部分範圍。
另探討面的差異性分析，由於預報值在時間軸上的差異性較大，故選用變異係數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來整合時間之變異，圖 4-7 為預報 24 小時之變異係數分佈圖，
顯示約 67﹪之變異係數在 0.35 以下，顯示較無法使用單一數值來描述此海域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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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漁業波高變化範圍與模式計算波高變化範圍之比值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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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NWW3 計算波高 24 小時(100.7-100.10)之變異係數分佈

4.3 專業版即時海況 Google Earth 展示
本年度延續 99 年度在專業版即時海況資訊使用 Google Earth 來展示。即時海象
WebGIS 系統納入即時測站、波浪統計、潮位統計、海溫統計、測站照片、及測站詳細
資料，利用 Google Earth API 來建構系統。原本規劃採用 Google Map API 撰寫，但由於
Google Map API 無法處理同一經緯度多筆資料的展示，因此本工作後來改使用 Google
Earth API 來開發。Google Earth API 與 Google Map API 最大的差異點在於，Google Map
是平面的，Google Earth 可以使用滑鼠操作 3D 地形，並可分辨出單一點位多筆資料的
情況(圖 4-8)。即時測站依據測站類別分為氣象測站、浮標測站、波浪測站、潮位測站
等，由於為簡化視窗畫面的展示，因此本功能的建置以海象相關測站為主。經過與海象
測報中心討論今年展示修改項目為：
(1) 輸入更新最新有的測站經緯度資料。
(2) 測站標示字體縮小。
(3) 測站資訊展示需要進行類別劃分便於展示。
(4) 連結資訊文字標示清楚。
由於內部版現階段仍有管制 IP 的連入，因此 Google Earth API 的使用牽涉到的金
鑰申請啟用問題仍與先前年度遭遇到的問題相同，因此此功能的示範原本仍須連回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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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伺服器來進行，但海象測報中心領先氣象局的決策，決定先開放 129 伺服器不鎖 IP
來進行 Google Earth API 金鑰的申請，並已申請出來完成設定，讓海象即時資料套疊
Google Earth 的展示可以完全在海象測報中心的伺服器上執行。系統操作畫面如下所
示。使用者在點選測站後即會有跳出對話框展示該測站的相關資料及照片，並可進一步
連結到海象測報中心該測站的即時海況(圖 4-9)，潮位統計(圖 4-10)，波浪統計(圖 4-11)，
及海溫統計(圖 4-12)等網頁。

圖 4-8 Google Earth API 具展示單點多筆資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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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9 即時海況WebGIS系統

圖4-10 WebGIS系統展示潮位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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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1 WebGIS系統展示波浪統計資料

圖4-12 WebGIS系統展示海溫統計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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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
4.4.1 工作說明
本工作項目協助建置 NCL 程式來將海象測報中心由網格產生的海象預報產品轉換
成影像式 KML 檔案以便套疊在 Google Earth 上。經過這樣的作業流程，日後海象測報
中心所產出的預報產品皆可正確的套疊在 Google Earth 展示平台上，提供社會大眾多一
個展示海象測報中心海象預報產品的平台，加速便利海象資訊的傳播。
本項工作將配合海象測報中心的需求，協助利用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
以便將預報資料於 Google Earth 上套疊，強化各項產品的展示方式。

4.4.2 NCL 介紹
NCL (The NCAR Command Language)是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開發的一種專門為科學資料處理及資料圖形化
設計的程式語言，尤其在氣象資料處理及圖形化方面被廣泛的應用。NCL 在圖形顯示
功能、資料處理模組如經驗正交函數法(EOF)，濾波(Filters)，及小波分析(Wavelets)等方
面都可以進行處理。NCL 支援 C 語言和 Fortran 語言的外部呼叫，與多個氣象資料模式
有專門的資料介面，除此之外，NCL 還具備完整的地圖投影功能，豐富的色彩效果，
讓圖形的視覺效果更為生動，已逐漸成為國際氣象資料顯示的重要工具。
上年度在圖層套疊方面有找到用 NCAR Command Language (NCL) 輸出成 Google
Earth kmz 動畫檔的範例(http://github.com/rpavlick/animated_kmz) ，經過測試已可將
NCL 所產生的圖檔以影像(如 png 檔)配合四角座標定位，產生可正確套疊的 KML 檔，
但陸地的部分無法切割出來以透明的方式來展現，導致原 Google Earth 上的地表衛星影
像無法顯示(圖 4-13)，造成使用者困擾，可能無法明辨水陸交界，影響模式結果的展現。
因此本年度的首要任務即是要測試 NCL，找出除去陸地部份的 KML 檔案產生方式。

4.4.3 初步成果
今年度經過不斷對 NCL 程式進行撰寫測試，已成功將陸地部份去除，將陸地區域
以透明方式顯示 (圖 4-14)。主要是 NCL 在產生的 png 檔時把在陸地的部分原先繪製的
顏色設為透明如圖 4-15 所示，這樣套疊在 Google Earth 上就會顯露出原本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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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地上的影像，讓資料的展示可以凸顯在海上的區域，讓模式分析的結果可以更明顯的
展示。

圖4-13 使用NCL產生的KML檔案套疊在Google Earth的畫面

圖4-14 使用NCL產生的KML檔案(不含陸地部份)套疊在Google Earth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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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NCL可以產生陸地部份為透明的png影像檔

4.5 小結
本章節敘述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工作主要包含多個
專業版網頁所要展示資訊的建置相關工作，如利用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將
預報資料於 Google Earth 上展示、專業版即時海況等項目使用 Google Earth API 開發嵌
入專業版網頁中、及進行波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並將結果同樣用 Google Earth 展示
等。初步的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已評估測試完成，可以將模式預報結果與
Google Earth 套疊，並可只顯示海域上的相關資訊，而保持陸地上原 Google Earth 的影
像可以完全展示不受影響，更能凸顯海域相關資訊的展示。在即時海況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的部分，今年展示修改項目有輸入更新最新有的測站經緯度資料、測站標示字體縮
小、測站資訊展示需要進行類別劃分便於展示、及連結資訊文字標示清楚等項目，在現
階段皆修正完成，可在海象中心的伺服器上執行。在波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工作方
面，已完成與模式資料的比對並可以將波浪模式成果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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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

5.1 引言
我國近海航行船隻多倚賴中央氣象局的氣象通報系統如撥打 166 與 167 氣象諮詢專
線電話、漁業電台無線廣播、及漁業氣象網頁等管道。這些管道資訊是長時間大區域的
平均預報資訊，對於時間區域性的變化比較難以預測。藍色公路海況系統於 2010 年納
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開始建置。2010 年的計畫進行藍色公路
示範區之系統規劃建置，包括預報模擬網格數值之評估與綜合考量及雛型測試，在評估
過後以符合現有海象需求為前提進行系統開發建置，完成氣象局對外網頁在高雄至馬
公、東港至小琉球、基隆至馬祖、台東至綠島、及台中至馬公等 5 條航線，各航線又以
約一小時航程劃分成不同航段之未來 24 小時的浪高、浪向、風級、風向等預報資訊的
展示。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網頁於 2011 年 2 月 1 日正式上線提供民眾查詢。藍色公路預
報功能對外服務已經數個多月，有業者與漁民反應對該服務的資訊詳細與準確度給予肯
定。本年度原先規劃將增加數條航線，但由於計畫經費刪減因此不列入今年的工作項
目，可是因為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推出後民眾反應不錯，因此中央氣象局希望工作團
隊能額外協助增加至少布袋到馬公的航線預報，經過團隊的努力及海象測報中心長官的
指導，已經增加建置完成，現階段網頁如圖 5-1 所示。本章說明藍色公路的現有成果與
相關的系統架構、波浪模式、及作業化流程，最後並詳細敘述新增航線的工作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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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功能系統已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中

5.2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介紹
5.2.1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
本團隊依據海象 e 化計畫第一期成果，統整有關藍色公路航班與船行資訊，透過
GIS 工具建置帶有座標定義的藍色公路圖層，統計包含台灣至蘭嶼、綠島、小琉球、澎
湖、馬祖等共 43 條航班，最後選出 5 條較具有代表性之航線，包括高雄至馬公、東港
至小琉球、基隆至馬祖、台東至綠島、及台中至馬公，並以個航線約一小時航程劃分為
單位，將整條航線切分以作為網格點計算基準。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網頁每六小時更新一次，分別在每日的 05:30、11:30、17:30、
及 23:30 顯示 06:00 到翌日 05:00、12:00 到翌日 11:00、18:00 到翌日 17:00、及翌日 00:00
到翌日 23:00 的海況資訊。

5.2.2 網頁使用說明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連結方式是使用瀏覽器連結到中央氣象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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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wb.gov.tw)後，在左邊選單點選「海象測報」
，然後選取「藍色公路」選項
即可。藍色公路海況系統首頁如圖 5-1 所示。航線地圖美工配色以中央氣象局網頁台灣
底圖輪廓及色系以相同設計為主，右方設計一下拉選單，可選擇連結至 5 條航線詳細海
況內容(圖 5-2)。
選擇單一藍色公路航段後，網頁將導向該航段未來 24 小時航程模擬海況內容。每
個航線可再選取航段，舉台中至馬公航線為例，區分為第一航段及第二航段，網頁可瀏
覽單一航段每小時波高、波向、風速及風向資訊。使用航段下拉選單將可切換下一航段
海象預報值。

圖 5-2 藍色公路海況單一航段查詢結果

5.2.3 系統元件與架構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系統的元件包括 NWW3 波浪模式、Sufer 預報文字輸出程
式、ASP 資料庫資料刪除與匯入程式、VB.net 網頁輸出程式、及 VB.net ftp 程式。各元
件的先後關聯性如系統架構圖所示(如圖 5-3)。5.3 節說明 NWW3 波浪模式。作業化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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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 5.4 節中會另作說明。

圖 5-3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系統架構圖

5.3 波浪模式
5.3.1 波浪模式介紹與應用
99 年度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為了提高數值預報之時空精緻分區及逐時預報技
術，在「發展鄉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計畫中委託工研院建立 10 公里網格之遠海漁業
氣象預報範圍之 NWW3 風浪模式。此作業化波浪數值模式的執行同時用在此藍色公路
的波浪模式作業化運轉中。
NWW3(NOAA WAVEWATCH Ⅲ, 3.14)波浪模式為美國海洋大氣總署(NOAA)所發
展之波浪模式，目前已可以進行多重網格(multi-grid)的計算，允許網格間雙向(two-way)
之交互作用，並利用類似集水區劃分流域的方式處理波浪能譜，進而產出包括風浪(wind
sea)、主湧(primary swell)及次湧(secondary swell)等特性波浪資料。因計畫之規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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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仍採用傳統之單向網格計算方式，多重網格及雙向網格計算的建置工作正在 100
年度進行中。

5.3.2 模式計算範圍及預報系統建置
波浪模式採用巢狀網格之計算方式，包括大網格(網格解析度為 0.25 度)及小網格(網
格解析度 10 公里)二種網格分布，模式建置所需之地形水深資料取自美國 NOAA 國家
地球物理資料中心(NGDC) ETOPO1-1 分網格之地形資料，近台灣海域部分再以海科中
心 500 公尺水深資料取代之，計算範圍及水深分布如圖 5-4 所示。
大 網 格 計 算 使 用 之 風 場 為 美 國 環 境 預 報 中 心 (NCEP) 之 作 業 化 全 球 大 氣 模 式
(aviation forecast model)所產生之 AVN 風場，模式網格解析度為 0.5 度，每日產生共四
次的預報資料，均由氣象局自網路即時讀取。小網格使用之風場為中央氣象局所提供之
10 公里風場，該風場模式之計算區域涵蓋部分西北太平洋及南中國海，使用藍伯特單
標準緯線之正型投影(Lambert conic conformal single standard projection)方式，其中央子
午線位於 120E，單標準緯線位於 23.5N，中心點位於(23.5N,120E)。因該網格採用平面
約等間距格網，與風浪模式使用之固定經緯度計算網格不同，故使用前須先進行差分處
理。
圖 5-5 至圖 5-6 分別為示性波高及平均週期(Tm02)於 2010/10 月份之比較圖，結果
顯示除了鵝鑾鼻測站，其他測站模式計算值與實測資料的變化趨勢均十分一致。鵝鑾鼻
測站與觀測資料差異很大，但是鵝鑾鼻測站的計算值與台灣東岸幾個測站點位變化趨勢
一致，經檢視輸入座標值發覺為模示之輸出點位錯誤，該值較測站位置經度加 1 度，故
計算值完全未受到台灣島南端約 6 公里長尾端之遮蔽作用，而與東岸點位之變化趨勢一
致，此錯誤解釋了圖 5-5 與圖 5-6 在鵝鑾鼻測站所呈現的差異。
目前作業化預報系統配合風場的計算及讀取的時間進行運作，每日共執行四次，包
括重現 (hindcast) 6 小時及預報 72 小時，預報內容包括解析波浪場及未來 72 小時每 3
小時之波浪場分布(包括示性波、風浪、主湧及次湧等之波高、週期、波向，主要能譜
之週期及波向)，與針對台灣四週波浪測站及藍色公路航線上之代表測站之每小時輸出
波浪特性資料，包括示性波高、平均週期、主頻、Tm01、Tm02、平均波向等。
針對藍色公路的需求，因為時間關係，只另就其格式進行 48 小時計算結果的整理
及定時輸出的設計，使其符合資料輸出的時效性及網頁輸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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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小網格計算範圍及水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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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作業化流程
5.4.1 作業化流程規劃建置
專為藍色公路的範圍而設定建置的 NWW3 波浪模式目前已經正常運作，每天在台
灣時間大約 5:30、11:30、17:30、23:30 會執行完成共 4 次。執行的方式為每次執行 48
小時的預報。以 4 月 1 日到 4 月 2 日的波浪模式執行作業為例，表 5-1 說明以 4 月 1 日
17:30 為模式執行完成時間，可以看到產生 4 個檔案，分別為 11040100.000.BUOY、
11040100.012.BUOY、11040100.024.BUOY、11040100.036.BUOY，各檔案包含了 12 小
時的預報資料，然後在 23:30 時又會產生 11040106.000.BUOY、11040106.012.BUOY、
11040106.024.BUOY、及 11040106.036.BUOY 等 4 個檔案。每次 NWW3 波浪模式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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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後就會將檔案輸出到海象測報中心的 135 伺服器上。而 Surfer 程式也會每天啟動四次
將檔案轉換成文字預報，其內容先後順序為航段、時間、分割符號、浪高、分割符號、
浪向、分割符號、風速、分割符號、風向、分割符號、指標、分割符號、備註。
表 5-1 模式執行與網業產生時間範例一覽表
NWW3
執行時間

c 4/01 17:30 產生 (台灣時間)

d 4/01 23:30 產生 (台灣時間)

產生檔名
UTC

11040100.000.BUOY
4/01 00:00 ~ 4/01 12:00
11040100.012.BUOY
4/01 12:00 ~ 4/02 00:00
11040100.024.BUOY
4/02 00:00 ~ 4/02 12:00
11040100.036.BUOY
4/02 12:00 ~ 4/03 00:00

11040106.000.BUOY
4/01 06:00 ~ 4/01 18:00
11040106.012.BUOY
4/01 18:00 ~ 4/02 06:00
11040106.024.BUOY
4/02 06:00 ~ 4/02 18:00
11040106.036.BUOY
4/02 18:00 ~ 4/03 06:00

網頁更新

每小時 54 分(英文) 、55 分(中文) 、56 分(ftp) (台灣時間)

顯示預報

每小時後共 24 小時 (台灣時間)

NWW3
執行時間

e 4/02 05:30 產生 (台灣時間)

f 4/02 11:30 產生 (台灣時間)

產生檔名
UTC

11040112.000.BUOY
4/01 12:00 ~ 4/02 00:00
11040112.012.BUOY
4/02 00:00 ~ 4/02 12:00
11040112.024.BUOY
4/02 12:00 ~ 4/03 00:00
11040112.036.BUOY
4/03 00:00 ~ 4/03 12:00

11040118.000.BUOY
4/01 18:00 ~ 4/02 06:00
11040118.012.BUOY
4/02 06:00 ~ 4/02 18:00
11040118.024.BUOY
4/02 18:00 ~ 4/03 06:00
11040118.036.BUOY
4/03 06:00 ~ 4/03 18:00

網頁更新

每小時 54 分(英文) 、55 分(中文) 、56 分(ftp) (台灣時間)

顯示預報

每小時後共 24 小時 (台灣時間)

5.4.2 資料庫匯入作業
作業化流程規劃建置除了利用 Surfer 程式將模式結果轉成文字預報檔案外，尚須將
資料匯入資料庫中，因此利用 ASP 程式讀取文字預報檔案然後匯入 MySQL 資料庫中。
藍色公路資料庫的欄位包含 route(航線)、section(航段)、dt(日期時間)、waveh(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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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d(波向)、winds(風速)、windd(風向)、及 index(航船指標)。現階段配合波浪模式一
日執行四次的排程設定，資料庫匯入作業同樣在波浪模式執行過後，一日分四次執行
Surfer 產生預報文字檔及四次執行資料庫的匯入作業。由於每次波浪模式的執行所產生
的 48 小時預報會有 30 小時的預報是重覆的，因此在匯入資料庫作業前需要先將此 30
小時的資料自資料庫中刪除，才能把該次的預報資料匯入資料庫中。

5.4.3 網頁產生作業
由前述之系統架構圖可看出最後網頁的產生是由本研究開發之 VB.net 程式執行後
產生的結果。該 VB.net 程式會讀取藍色公路資料庫的資料，擷取相關欄位及進行必要
之航線航段地圖設定、使用圖徵(風向與浪向圖徵)的設定、預報發布時間展示、預報有
效時間展示、與網頁下拉選單的建立等。由於輸出的網頁程式以各航段為一個完整的檔
案，每四小時輸出的檔名皆相同，因此若該程式執行失敗則網頁會呈現空白，因此在網
頁產生的程式中有加入確定資料庫內有足夠資料的判斷邏輯，若資料庫內資料不足則新
的網頁不會產生，而系統會保留 6 小時前所產生的那個網頁。若藍色公路海象預報嚴重
落後的話，則必須手動置換上有「系統修復中」訊息的網頁。

5.5 新增布袋馬公航線作業
5.5.1 背景說明
高雄港務局網站說明布袋國內商港(布袋港)是台灣本島距離澎湖馬公港最近的商
港，西距澎湖馬公港約 40 海浬。營運航線有布袋-澎湖馬公(客輪、雜貨輪)、布袋-澎湖
鎖港(雜貨輪)、布袋-金門(雜貨輪)等固定航線。布袋到馬公在客運航線方面有「今一之
星」、「凱旋 3 號」、「滿天星 1 號」、「百麗」等四艘客輪營運，一般每日 1 航次(早上布
袋開船、下午馬公回航)，單程約 90 分鐘，10 月中旬至隔年 3 月中旬季節性停航。由於
布袋馬公航線運量不小，以滿天星號為例，船長 38.8 公尺載客量達 355 人，船艙採上
下雙層設計，有寬敞的空間並設置獨立空調設備，自布袋港出發在六級風以內約需 80
分鐘就可抵達馬公港，是台灣澎湖間往來除了搭乘飛機之外一個經濟實惠的交通選擇。
由於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自推出以來受到各界重視，因此中央氣象局希望能夠在
本計畫原本工作項目外，在短時間內能夠協助增加此航線之預報服務，但因為航線增加
的工作牽涉到波浪模式的輸出、文字預報的產生、匯入資料庫作業、網頁產生、網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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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各項自動排程、及藍色公路首頁等相關程式與圖資的修改增建，工作量與各項協調
作業不少，但因為此航線的重要性因此本團隊秉著與委方的默契與使命感，不負所托於
5 月 19 日完成上線如圖 5-7 及圖 5-8 所示，中央氣象局網頁選單並加入跑馬燈強調布袋
馬公航線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上線，請民眾多加利用。

圖 5-7

藍色公路首頁增加布袋馬公航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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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布袋馬公航線海象預報網頁畫面

5.5.2 新增航線作業流程
新增航線的作業流程牽涉到許多地方，主要有 NWW3 波浪模式相關作業的修改、
文字預報產生 Surfer 程式的修改、匯入資料庫 ASP 程式的修改、及產生網頁的 VB.NET
程式的修改等 (圖 5-9)。在 NWW3 波浪模式相關作業的修改方面，圖 5-10 顯示相關的
修改項目與流程。首先需要修改 NWW3 的 input 檔自動產生程式，增加如表 5-2 的航點
資料，並為日後可能增加的航線預留空間。皆需要修改執行排程，由於暫時需要新舊輸
出方式並存，因此需要增加設定排程檔案，最後要修改資料處理程式讓 NWW3 的輸出
格式符合原先使用的 SWAN 波浪模式。
在 Surfer 程式的修改方面，主要如圖 5-11 所示配合新的航點輸出更改程式。由於
現在總共輸出 36 點，因此在迴圈部份要每次前進 36 筆資料。在資料庫匯入的 ASP 程
式部份，主要是增加矩陣的大小並設定為 F 航線及迴圈的數量如圖 5-12 所示。圖 5-13
顯示藍色公路首頁的 HTML 網頁程式需要修改的地方，主要是增加布袋到馬公的選項。
圖 5-14 顯示最終產生網頁的 VB.NET 程式的修改步驟，主要為增加航線的名稱及增加
產生新的選項的程式，其中還有需要更改判斷資料是否充足的程式，自 E 航線的第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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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改成 F 航線的第二航段，若此航段的資料不足 24 小時則網頁就不會產生。
表 5-2 NWW3 波浪模式預定輸出航線資料點一覽表

修改首頁地圖
製作布袋航線第一航段地圖
製作布袋航線第二航段地圖

劃設航線
定義資料點

修改 NWW3
輸出點位設定
及相關程式

修改首頁 HTML 程式
置換地圖
增加布袋馬公選項

修改文字預報
相關 Surfer 程式

修改例行產生網頁的
VB.NET 程式

修改重新產生網頁的
VB.NET 程式

確認 FTP 網頁傳輸批次檔正確
確認各項排程正確

修改匯入資料庫的
ASP 程式

整體作業化流程測試

布袋馬公航線海象預報服務上線
圖 5-9

新增航線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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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NWW3 波浪模式執行所須之修改流程

圖 5-11

Surfer 文字預報處理程式主要的修改處

圖 5-12

資料庫匯入的 ASP 程式主要修改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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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圖 5-14

藍色公路首頁 HTML 主要修改處

網頁產生的 VB.NET 程式主要修改步驟

5.6 藍色公路起迄點即時海象資訊展示功能建置
本年度在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建置方面，除了增加航線外，另一重點為納入藍色
公路起迄點附近的即時海況測站之波浪（波高、波向）及風（風速、風向）資訊於藍色
公路系統當中呈現。經於航線起、終點附近調查即時波浪或浮標站的資料如表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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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建置系統將資料庫中距離現在時刻在三小時內最新的風浪資訊與預報資訊一併顯
示於系統中。由於海象測報中心希望藍色公路起迄點即時海象資訊能夠取自港研中心的
即時觀測資料，但由於資料的智權問題及政府單位間的協調，也超出藍色公路網頁建置
的工作範疇，因此本團隊暫不協助建立將港研中心即時資料匯入海象測報中心資料庫的
作業，待即時資料已匯入海象測報中心資料庫後，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才會去讀取與
展示。在期中前仍按照原規劃先讀取中央氣象局已有的波浪或浮標站的資料。
由於現階段藍色公路網頁每 6 小時才更新一次，而即時資料每小時都會更新，為了
不影響原先網頁製作的排程，因此網頁原先規劃以 IFRAME 的方式嵌入另一個展示即
時資料的網頁(各航線有一個專門網頁)，此網頁是由另一個 VB.NET 開發出來的程式所
產生的，而此程式的執行為每小時執行一次，圖 5-15 顯示更新後的藍色公路作業流程。

表 5-3 藍色公路航線的起迄點現階段即時測站一覽表

航線
高雄馬公
東港小琉球
基隆馬祖
台東綠島
台中馬公
布袋馬公

起點測站

終點測站

風場

波浪

風場

波浪

大鵬灣浮標
46744A
大鵬灣浮標
46744A
龍洞浮標
46694A
台東浮標
WRA007
台西平台
46748H
台西平台
46748H

大鵬灣浮標
46744A
大鵬灣浮標
46744A
龍洞浮標
46694A
台東浮標
WRA007
台西平台
46748H
台西平台
46748H

澎湖浮標
46735A
小琉球浮標
46714D
馬祖浮標
C6W08
台東浮標
WRA007
澎湖浮標
46735A
澎湖浮標
46735A

澎湖浮標
46735A
小琉球浮標
46714D
馬祖浮標
C6W08
台東浮標
WRA007
澎湖浮標
46735A
澎湖浮標
467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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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NET
藍色公路網頁
產生程式(新版)
(每 6 小時執行一次)

VB.NET
即時海象資料網頁
產生程式
(每 1 小時執行一次)

航線 A 藍色公路網頁

航線 A 起迄點最新
即時資料網頁

IFRAME
航線 B 藍色公路網頁

航線 B 起迄點最新
即時資料網頁

IFRAME
航線 C 藍色公路網頁

航線 C 起迄點最新
即時資料網頁

IFRAME
航線 D 藍色公路網頁

航線 D 起迄點最新
即時資料網頁

IFRAME
航線 E 藍色公路網頁

航線 E 起迄點最新
即時資料網頁

IFRAME
航線 F 藍色公路網頁

航線 F 起迄點最新
即時資料網頁

IFRAME

圖 5-15

藍色公路預報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產生作業流程

含起迄點即時海象資訊的藍色公路中文網頁初步結果如圖 5-16 及圖 5-17 所示，英
文網頁初步結果如圖 5-18 及圖 5-19 所示。資料顯示的排列方式與預報資料相同，風象
與浪向及日後的流向皆用相同的圖徵方式來顯示。由於在下半年海象測報中心已經完成
整合港研中心的觀測資料於資料庫中，因此網頁可以展示海流資料。
最後定案的即時資料擷取測站如表 5-4 所示，其中基隆測站改用港研中心基隆港測
站，台中測站改用港研中心台中港測站，高雄站改用港研中心高雄港測站，而綠島部分
改用綠島外洋浮標。

5-16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表 5-4 藍色公路航線的起迄點定案之即時測站一覽表

起點測站

航線
高雄馬公
東港小琉球
基隆馬祖

終點測站

風場

波浪

高雄港*
0004
大鵬灣浮標
46744A
基隆港*

高雄港*
0004
大鵬灣浮標
46744A
基隆港*

0001

0001

台東浮標
WRA007
臺中港*
0005
台西平台
46748H

台東浮標
WRA007
臺中港*
0005
台西平台
46748H

台東綠島
台中馬公
布袋馬公

風場

波浪

澎湖浮標
澎湖浮標
46735A
46735A
小琉球浮標
小琉球浮標
46714D
46714D
馬祖浮標
馬祖浮標
C6W08
C6W08
台東外洋浮標 台東外洋浮標
C6S62

C6S62

澎湖浮標
46735A
澎湖浮標
46735A

澎湖浮標
46735A
澎湖浮標
46735A

*港研中心即時資料(含海流資料)

圖 5-16

高雄馬公航線藍色公路預報中文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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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基隆馬祖航線藍色公路預報中文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

圖 5-18

高雄馬公航線藍色公路預報英文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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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9

基隆馬祖航線藍色公路預報英文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

在下半年度實際執行時，海象測報中心希望能展示過去三小時的全部即時資訊，並
希望不要再增加排程來產生即時觀測的網頁，因此本團隊又重新進行設計。由於要展示
更新的資訊，因此原先放置即時資訊的空間已不敷使用，因此重新安排網頁並合併即時
資料網頁的產生程式與原先預報資訊的產生程式，不增加額外排程(圖 5-20)。最新定案
的中英文網頁含過去三小時即時資料的網頁如圖 5-21 及圖 5-22 所示。
由於中央氣象局內部組織改造，因此原先資料課將合併到氣候單位，與藍色公路預
報的業務無關，因此希望將藍色公路網頁的執行程式與排程移出原先的伺服器中，在下
半年度也以配合海象測報中心資料課的要求將所有藍色公路預報相關的作業移到預報
課 135 的伺服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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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NET
藍色公路網頁
產生程式(新版)
(每 1 小時執行一次)
航線 A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B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C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D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E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F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圖 5-20 藍色公路預報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產生最終定案之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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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定案之高雄馬公航線藍色公路預報中文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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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定案之高雄馬公航線藍色公路預報英文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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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小結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在 99 年度建置完成並於 100 年 2 月 1 日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
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對外服務社會大眾。本章說明藍色公路的現有成果與相關的
系統架構、波浪模式、及作業化流程，最後並詳細敘述新增航線的工作流程。由於海象
測報中心的資料庫中尚未存入藍色公路起訖點即時海象資訊，因此在上半年度時網頁中
尚無法顯示相關資訊。海象測報中心在下半年度已將港研中心基隆、臺中、蘇澳、花蓮、
高雄港的即時資料納入海象中心的資料庫中，因此即時資訊網頁也能建置測試完成。下
半年度持續維護藍色公路預報服務的正常運作。
藍色公路預報功能對外服務已經數個多月，已有業者、漁民、及經常登上研究船隻
的學者反應對該服務的資訊詳細與準確度給予肯定。在 6 月 11 日嘉義縣布袋港與澎湖
縣馬公港間觀光船「百麗輪」遭遇大浪傷人事件，當時載運 178 名觀光客上午 9 時 45
分由布袋港出發航向馬公港，出港 25 分鐘後遇到莎莉佳颱風外圍環流引發的大浪，導
致 22 名乘客受傷。藍色公路預報顯示 10 時有 2.3 米的浪高(有義波高)，準確預報出當
時瞬間非常有可能有 3 米以上的大浪。期望經由該服務的持續運轉及配合海象測報中心
的要求不斷的改進，除增加航線外，其他如加入風速資料、改為每小時更新預報網頁、
使用港研中心海象資料(包括展示即時海流資料)等等，雖不在原先規劃的工作項目中，
本團隊都會盡力配合，希望藉由不斷的改進更新，提供最好的資訊讓船舶航行的安全得
以提升，並成為氣象局不可或缺的重要服務項目。今年 11 月 10 日交通部第 1483 次部
務會報更對於氣象局所開發的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在維護海上客輪之安全給予肯
定，並要求藍色公路要發揮最大功用，從旅客資訊需求面、船長專業海象資訊及港務局
管理等方面提供不同功能，期勉氣象局要與時俱進，繼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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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
6.1 引言
氣象局使用及發展不同暴潮數值模式以便在進行潮位預報時，能夠考慮到暴潮的因
素，整合暴潮模式、調和分析、與觀測資訊，準確的進行潮位(海水面水位)的預報。海
象測報中心的暴潮展示系統即是在讓預報員能夠整合暴潮模式的資訊，結合已知的觀測
資料，判斷出正確的潮位預報。由於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系統展示功能與效率部符合現
階段颱風期間聯合預報作業所需，因此在本四年計畫的最後兩年工作中加入暴潮展示與
校驗系統的建置，包含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介面整合及整體系統之架構建置，並於
99 年度之颱風警報期間測試其初步的功能。在 99 及 100 年度將建置完成颱風暴潮展示
與校驗系統，在 99 年度已完成系統初步的建置，取代舊有的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暴潮展示系統，並在 99 年颱風季節已上線供內部使用，並將基隆、花蓮、台東、淡水、
台西、將軍、高雄、及澎湖 8 個站的颱風暴潮預報圖放在中央氣象局對外的網站上供民
眾瀏覽。本工作在今度依據 99 年度測試結果，強化暴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主要工
作步驟為暴潮校驗功能需求的確認與規劃，然後將進行校驗功能雛形建置，包括暴潮偏
差校驗功能與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並根據海象測報中心上一年度的使用狀況與新增
的功能，進行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整合成完整的暴潮展示與校驗
系統。

6.2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現有功能介紹
6.2.1 舊有系統
海象測報中心舊有的暴潮展示系統是使用 php 撰寫的網際網路系統，在安管內直接
讀取 Oracle 資料庫內的即時與預報潮位資訊進行展示，不但在同一網頁展示所有測站
的時序列圖，又需要進行潮位二維等值圖的計算與展示，因此需要花費很多時間來顯示
該網頁，不利海象測報中心人員與氣象預報在進行統合預報會議上進行展示。經海象測
報中心決定要拿掉潮位二維的展示，只單純一次展示各潮位站的預報與即時時序列圖，
但為節省展示時間，需要建立機制來事先產生約 34 個測站的時序列圖。另外由於原先
系統是建置在氣象局安管內，沒有對外的連線功能，因此若日後系統需要跨單位使用甚
至開放部份功能對外服務，則完全無法達到。經過海象測報中心的討論與長官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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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將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在氣象局的安管外，而相關觀測資料、調和分析資料、
測站基本資料、與暴潮模式執行的結果，由海象測報中心負責複製到海象測報中心安管
外的資料庫中，以利本系統的使用。99 年度已完成系統初步的建置，取代舊有的中央
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暴潮展示系統，下一節將詳細說明現有系統的功能。

6.2.2 現有系統說明
99 年度已完成的系統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展示 34 個測站的觀測資料、調和分
析、調和分析加模式暴潮、及修正後調和分析加模式暴潮等的時序列圖。使用者並可選
取不同的暴潮模式及預報時間進行上述時序列圖的展示，以及選擇單一測站進行時序列
圖的放大與資料的展示，另可展示與列印總水位表。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整體架構如
圖 6-1 所示。
系統 99 年度完成的主要功能分成三個項目，第一個項目為時序列圖所有測站的展
示網頁，同時也是系統的首頁(圖 6-2)，該網頁包括了另一個項目的控制介面，就是時
序列圖檔產生的功能。由於預報員在執行暴潮模式運算時的時程並不固定，因此設計此
功能可為預報員自行啟動時序列圖建置的程序，以確保繪圖程式可以讀取到資料庫內已
經準備好的暴潮模式結果。當預報員在參加颱風期間聯合預報時即可事先啟動此功能準
備好時序列圖圖檔，以便在啟動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首頁時可以立即展現所有測站的時
序列圖，若需要某一個測站的詳細資料時，就可單獨啟動該測站的網路繪圖程式，展示
該測站詳細的時序列圖(可再局部放大)與每六分鐘的潮位觀測與預報資料(圖 6-3)。第
三個項目是暴潮總水位估算表的自動產生與展示功能，該功能產生未來 12 小時、12 及
24 小時、24 及 36 小時所有測站暴潮最大值之時間及當時之總水位表格以及列印功能(圖
6-4)。
為了能將產生的基隆、花蓮、台東、淡水、台西、將軍、高雄、及澎湖 8 個颱風暴
潮預報圖檔傳到指定的對外伺服器上(mmc.cwb.gov.tw)，現有作業程序中也建置了 ftp
批次檔，讓預報員可以輕易的將相關的圖檔傳出，讓一般民眾可以瀏覽相關測站的颱風
暴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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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整體架構

圖 6-2 上年度完成之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首頁與控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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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時序列圖單獨展示與局部放大的功能

圖 6-4 暴潮總水位估算表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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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暴潮校驗功能需求與規劃
6.3.1 系統功能需求
一、展示部份
(1) 各潮位站產出圖表如圖 6-5 所示，包含過去 12 小時觀測水位，過去 12 小時及未來
36 小時調合分析水位，未來 36 小時模式暴潮偏差（surge deviation）加上調合分析
水位，警戒水位。
(2) 要能選取不同的暴潮模式進行上述時序列圖的展示。
(3) 具備選擇模式第幾報的功能。
(4) 具備單張網頁顯示所有測站功能。
(5) 可選擇單一測站功能，進行單一測站時序列圖的展示。在此模式下可以放大顯示，
而使用滑鼠浮標在時序列圖上可以顯示時間及水位。
(6) 具備列印功能。
二、校驗部份
(1) 建置暴潮偏差校驗功能，利用海象測報中心實測值推算出的暴潮偏差與暴潮模式所
計算出的暴潮偏差，來進行三個統計參數即平均偏差(BIAS)、均方差(RMS)、及相
關係數(CR)的計算與成果展示。
(2) 建置預報水位校驗功能，利用原先建置的暴潮展示系統所計算繪出的預報水位與實
測值進行上述三個統計參數的計算與成果展示。。
(3) 整合原先的暴潮展示功能與暴潮校驗功能成為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

圖 6-5 潮位站時序列圖繪製需求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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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系統建置規劃
由於本團隊並非原先開發團隊因此無法使用現有程式進行修改，必須重新建置，此
網頁的建置將使用 ASP 網際網路程式開發環境與語言結合 HTML 與 Javascript 網頁程
式來撰寫。由於並未提供經費購買軟體，只能使用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 ChartFX 網際網
路繪圖軟體來執行時序列圖的繪製工作。
Chart FX 軟體為統計圖網路繪製軟體，由美國 Software FX 公司製作，是一個可以
透過網際網路讓各式統計圖展示於遠端瀏覽器上之軟體。資料在伺服器端透過該軟體繪
製統計圖，並以特殊之格式傳送到遠端的瀏覽器，透過專屬的載入程式即可展示互動式
的時序列圖。Chart FX 軟體特色包括：
(1) 經由客戶端瀏覽器可以展現 35 種以上的 2D/3D 統計圖，並且可以在客戶端視
使用者之需求旋轉觀看角度及更改展現方式。
(2) 針對不同瀏覽器提供伺服器端及客戶端連結資料庫元件。
(3) 提供樣板及程式產生工具可以產生 ASP, Cold Fusion 或客戶端程式，讓網站管
理者及程式設計者在網頁加入統計繪圖功能時不須額外撰寫複雜的程式。
(4) 可以產生互動式 Image Maps、下拉功能及其他網頁特性，讓客戶端具有完整
的互動功能。
由於 ChartFX 具備輸出時序列圖成為影像檔的功能，如「Chart.Export」 的指令，
因此在 ASP 程式中即可加入擷取 ChartFX 繪製出的圖檔轉換成影像檔的指令。由於首
頁是使用影像展示，因此在展示所有測站的圖檔時，使用者無法在此模式下對時序列圖
進行放大顯示，或是使用滑鼠浮標在時序列圖上顯示時間及水位，因此在展示的網頁程
式中必須加入超連結讓使用者點選後，可以進入展示單一測站的模式。使用者在首頁點
選單一測站的時序列圖後，即可連結 ChartFX 程式即時繪製該測站的時序列圖，如此才
能在此模式下放大顯示某一時段的時序列圖，並可使用滑鼠浮標在時序列圖上顯示時間
及水位。
上半年度已與海象測報中心人員討論暴潮校驗系統的功能需求，並開始進行系統的
規劃建置。由於原先暴潮展示系統已建置完成，因此校驗功能將依循原先的系統架構，
以往網頁瀏覽器的方式，使用 ASP 程式來建置暴潮校驗系統。由於暴潮展示與校驗系
統最後決定是在中央氣象局安管外的環境下建置，因此系統所需的觀測資料、測站基本
資料、調和分析資料，及暴潮模式執行後的結果都將讀自安管外的 MySQL 資料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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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象測報中心相關對外網頁的需要，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已經具備，因此只要開
放權限讓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可以讀取測站基本資料、觀測資料、與調和分析資料即
可，而 ADI1 與 HSU 暴潮模式的執行結果則由海象測報中心相關人員協助放入 MySQL
資料庫中。
根據計畫驗收標準本年度在期中報告前須將整體系統含部份暴潮校驗功能建置於
本局指定電腦，供海象測報中心內部使用。期中報告前之雛形系統需具備所有測站展示
功能、總水位表列印及暴潮偏差校驗相關係數(CR)與水位校驗 CR 結果展示。 暴 潮 偏
差校驗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差(RMS)與水位校驗 BIAS 及 RMS 結果展示則在期末報
告前要完成。

6.4 暴潮偏差校驗功能建置與測試
6.4.1 暴潮偏差相關係數(CR)功能建置與測試
本年度所要建置的暴潮偏差校驗功能，主要是在利用海象測報中心實測值推算出的
暴潮偏差與暴潮模式所計算出的暴潮偏差，來進行三個統計參數的計算，以量化模式與
觀測間之差異。系統所要計算的三個統計參數是平均偏差(BIAS)、均方差(RMS)、及相
關係數(CR)。在上半年度將建置暴潮偏差相關係數的計算與展示功能，其公式如下：

相關係數(CR：correlation coefficient )
CR =

[(

)( )]
{∑ (P − P) ∑ (O − O) }
∑ Pi − P Oi − O
2

i

2

1

2

i

(1)

其中 P 為模式計算出來的暴潮偏差，O 為觀測水位減去調和分析的值。

為了更能表示模式計算出來的暴潮偏差與觀測水位減去調和分析的暴潮偏差間的
不同，因此系統的校驗功能不僅將 CR 值計算出來，並將兩個暴潮偏差時序列圖繪出，
讓預報員可以更容易觀察到這兩組數據間的異同性。
系統建置完後使用 2010 年 9 月 17 日的凡那比(FANAPI)中度颱風進行測試。該颱
風屬於第四種路徑的颱風，行進方式為從東向西橫過台灣南部。圖 6-6 到圖 6-9 顯示
暴潮偏差相關係數計算的結果。表 6-1 顯示系統計算出的 8 個測站的暴潮偏差相關係
數。由系統展示的結果可以看出愈接近颱風路徑在台灣東邊的測站其暴潮偏差的相關係
數愈高，且陸地地形的影響也會影響到台灣西岸測站的暴潮偏差相關性，這樣的結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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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暴潮模式確實反應實際現象，可以肯定新增的颱風暴潮偏差校驗功能可做為颱風
暴潮預報是否準確的依據。

圖 6-6 暴潮偏差相關係數計算結果視窗畫面(一)

圖 6-7 暴潮偏差相關係數計算結果視窗畫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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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暴潮偏差相關係數計算結果視窗畫面(三)

圖 6-9 暴潮偏差相關係數計算結果視窗畫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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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凡那比颱風暴潮偏差相關係數計算結果
測站
基隆
龍洞
蘇澳
花蓮
麟山鼻
淡水
東石
將軍

暴潮偏差相關係數
0.763
0.868
0.934
0.976
0.188
0.575
0.334
0.409

6.4.2 暴潮偏差校驗功能建置下半年完成工作
暴潮偏差校驗功能建置在下半年完成的工作為增加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差(BIAS)
及均方差(RMS)的計算與展示功能。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的公式如下：
平均偏差(BIAS：the mean bias error)
BIAS =

1
∑ (Pi − Oi ).
N

(2)

均方差(RMS：root mean square error)
⎧1
2⎫
RMS = ⎨ ∑ (Pi − Oi ) ⎬
⎩N
⎭

1

2

(3)

建置的方式與上半年度建置相關係數計算與展示功能相同，將擴充原先的 ASP 程
式來撰寫暴潮偏差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的計算功能，也會連同相關的時序列圖展現在相同
的視窗內，以利預報員判斷颱風暴潮預報的準確性。
下半年建置成果如圖 6-10 所示。可以看到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的計算
結果與相關係數的計算結果一併展示在測站名稱的下方，結合時序列圖的展示可以看出
暴潮模式在預報暴潮偏差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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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暴潮偏差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的計算結果視窗畫面

6.5 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與測試
6.5.1 預報水位相關係數(CR)功能建置與測試
本年度所要建置的預報水位校驗功能，主要是在利用海象測報中心實測值與暴潮模
式所計算出的暴潮偏差加上調分析的水位值再加上當初修正的值後，來進行三個統計參
數的計算，以量化模式與觀測間之差異。系統所要計算的三個統計參數是平均偏差
(BIAS)、均方差(RMS)、及相關係數(CR)。在上半年度將建置預報水位相關係數的計算
與展示功能，其公式與暴潮偏差校驗所用的公式(1)相同。
為了更能表示模式計算出來的水位與觀測水位間的不同，因此系統的校驗功能不僅
將 CR 值計算出來，並將兩個水位的時序列圖繪出，讓預報員可以更容易觀察到這兩組
數據間的異同性。除此之外此校驗功能並同時計算不含暴潮偏差的水位值(調和分析)與
觀測值間的相關係數，以判定暴潮模式預報是否真正能夠提升水位預報的準確度。
系統建置完後如前述使用 2010 年 9 月 17 日的凡那比(FANAPI)中度颱風進行測試。
圖 6-11 及圖 6-9 顯示預報水位相關係數計算的結果。表 6-2 顯示系統計算出的 4 個台
灣東岸測站的預報水位相關係數。由系統展示的結果可以看出在台灣東邊的測站其含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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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偏差的預報水位的相關係數比不含暴潮偏差的相關係數為高，明顯可以看出暴潮模式
確實反應實際現象，可以肯定新增的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可做為颱風暴潮預報是否準確的
依據。

圖 6-11 預報水位相關係數計算結果視窗畫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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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預報水位相關係數計算結果視窗畫面(二)
表 6-2 凡那比颱風預報水位相關係數計算結果
測站
基隆
龍洞
福龍
烏石

預報水位相關係數
(含暴潮偏差)
0.984
0.948
0.976
0.968

預報水位相關係數
(不含暴潮偏差)
0.965
0.844
0.886
0.887

6.5.2 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下半年完成工作
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在下半年工作將增加預報水位校驗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
差(RMS)的計算與展示功能。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的公式與暴潮偏差校驗所用的公式(2)

及(3)相同。
建置的方式將與上半年度建置相關係數計算與展示功能相同，將擴充原先的 ASP
程式來撰寫預報水位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的計算功能。計算的結果也會分成含暴潮偏差與
不含暴潮偏差兩種數據。結果的呈現也會連同相關的時序列圖展現在相同的視窗內，以
利預報員判斷颱風暴潮預報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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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年建置成果如圖 6-13 所示。可以看到預報水位校驗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的計算
結果與相關係數的計算結果一併展示在測站名稱的下方，結合時序列圖的展示可以看出
暴潮模式在預報水位的準確性。

圖 6-13 預報水位平均偏差及均方差計算結果視窗畫面

6.6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
此項工作整合原先的暴潮展示功能與暴潮校驗功能成為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
介面，讓預報員及氣象局長官可以輕易的進行颱風期間暴潮預報結果的展示與準確性的
評估。初步介面設計如圖 6-14 所示，右邊介面加入了「暴潮偏差校驗相關係數(CR)」
及「水位校驗相關係數(CR)」兩個按鍵，使用者按下後即會出現如圖 6-6 到圖 6-12 的
視窗畫面，若計算程序正常結束則畫面的最後會出現「相關係數計算完成!」的訊息。
另外在將颱風暴潮展與校驗系統所產生的基隆、花蓮、台東、淡水、台西、將軍、
高雄、及澎湖 8 個站的颱風暴潮預報圖放在中央氣象局對外的網站上的作業，原先預計
同樣將建置按鈕供預報員按下後自 135 伺服器 ftp 到海象測報中心對外 141 伺服器上，
但由於利用網際網路 ASP 程式啟動 DOS 的批次檔(.bat)會有權限的限制，導致 ftp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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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業無法在網際網路上執行，因此相關的自動 ftp 批次檔將由預報員在 135 伺服器上
執行 DOS 的批次檔程式，就可以將 8 張颱風暴潮預報圖檔傳送到 141 伺服器上，這樣
就可自中央氣象局對外網頁連到颱風暴潮預報結果。在非颱風期間則預報員需要將預報
圖用事先做好的訊息圖替代各測站的颱風暴潮預報圖如圖 6-16 所示。暴潮展示與校驗
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將持續與海象測報中心相關人員詳細的溝通，瞭解其需求後進
行設計與建置。
在下半年度再次進行了主網頁控制介面的修改(圖 6-15)，簡少操作步驟，讓中英文
預報圖可以一次產生，並加入預報圖檔及非颱風期間圖檔 ftp 傳輸按鈕控制，讓預報員
可以輕易的將預報圖檔傳到對外的伺服器上，很快的展現在中央氣象局對外的網站上。

圖 6-14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上半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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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下半年)

圖 6-16 非颱風期間暴潮預報展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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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象測報中心在使用時希望能夠在預報時序列圖上加入先前的預報與觀測
資料的筆對結果，因此在下半年度額外完成撰寫程式增加模式時間點前 36 小時內有的
實測與預報資料，並計算相關校驗數據如圖 6-17 所示。每次展示單張預報資料時，程
式會自動搜尋資料庫內前 36 小時內的模式資料並與觀測資料進行統計數據的計算與時
序列圖的展示，讓預報員可以清楚的瞭解先前預報的準確性，進而對新執行的預報有參
考作用，以利了解與提升預報的準確性。

圖 6-17 模式時間點前 36 小時內有的實測與預報資料比對與統計數據計算展示

6.7 小結
在四年計畫的最後二年將建置完成颱風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99 年度的工作項目
主要是要取代舊有的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暴潮展示系統，並在颱風季節時上線供內
部使用。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展示 34 個測站的觀測資料、調和分析、調和分析加模
式暴潮、及修正後調和分析加模式暴潮等的時序列圖。使用者並可選取不同的暴潮模式
及預報時間進行上述時序列圖的展示，以及選擇單一測站進行時序列圖的放大與資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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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並可計算展示與列印總水位表。100 年度依據 99 年度測試結果，強化暴潮展示
及建置校驗功能，主要包括暴潮偏差校驗功能與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並根據上一年
度的使用狀況與新增的功能，進行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整合成完
整的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本項工作在上半年度已將整體系統含部份暴潮校驗功能建置
於海象測報中心 135 伺服器上，系統具備所有測站展示功能、總水位表列印及暴潮偏差
校驗相關係數(CR)與水位校驗 CR 結果展示功能。下半年完成建置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
差(BIAS)及均方差(RMS)與水位校驗 BIAS 及 RMS 計算與結果展示功能，並持續編修
介面及進行系統的維護測試，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行。

6-18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7.1 結論
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94 年至 96 年進行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行安全之
應用、岸基海象遙測技術之研發、海氣象觀測站之評估及擴建、及海域地理資訊服務系
統建置等主軸計畫之執行，並獲得豐富且有實質效益的成果。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中
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的 4 年科技發展計畫，將自民國 97 年起至民國 100 年進
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以中央氣象局現有海域 GIS 資訊服務
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將系統功能持續更新，提供全
方位海域相關服務，包括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
統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
「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統」與
「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之研究等工作項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研發
模式，轉化成可落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
本年度(100 年度)為全程計畫中之第四年研究計畫，執行時程自 100 年 02 月 09 日
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為止。在中央氣象局長官協助指導下，海洋大學近海防災科技研究
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台灣世曦顧問公司所組成之研究團隊共同努力，自 100 年 02
月執行至 100 年 12 月底止，整體工作經由統籌規劃與各分項小組合作推動，依工作現
況及合約要求提出期末報告。期末工作重點包括：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海象資
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玆將期末階段工作
成果詳述如下：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本期工作內容主要確保前期所開發之所有排程模組能正常運轉並產出正確之網站
產品。團隊提供一般工作天 2 日內系統恢復正常運轉。期中工作階段以前係針對「滿潮
預報圖」
、
「潮高預報圖」
、
「海溫分析圖」等模組進行網頁的改寫，並配合海象中心開發
一網頁訊息緊急故障發布程式，並採用 PHP 網頁格式改寫潮高預報圖與台灣、太平洋
海溫分析圖模組。並規劃新增藍色公路「布袋－馬公」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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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統作業化運轉維護方面，一般版系統亦於期中階段前進行二次主要模組功能更
新。海象預報模組於 100 年 3 月 21 日因預報中心 XML 浪高字串格式之異動，進行一
次系統功能加強。即時海況模組則於 100 年 4 月 11 日改寫讀取 24 小時之內之海象資料，
若有缺值以「X」符號表示。並於海象中心協助下，另擇一安管外測試伺服器完成排程
程式作業化運轉環境安裝，以做備援伺服器之用。
專案團隊另於期中階段與期末階段各提供一次一般版系統教育訓練，對象以海象中
心各相關課室成員為主，以切合維護人員日常更新維護需求。並依據期中報告委員審查
意見撰寫本系統操作手冊。俾利符合承辦同仁日常維護一般版系統之需要。
2.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 E 化系統中，可展示颱風路徑動態的系統。且系統
規劃有颱風災害圖文資料查詢的功能，並可查詢暴潮、暴潮偏差時序變化圖。並依據海
象中心的需要，納入災害縣市底圖查詢之系統功能。研究團隊亦完整蒐集本年度颱風災
害新聞描述及圖片資料，並於 11 月底前完成 2011 年颱風新聞與災害資料的更新。
於本期期中階段前，研究團隊已完成 2010 年颱風災害資料之蒐集、GIS 災害圖層
的製作、縣市災害底圖出圖工作、及暴潮波高資料的計算、跨單位所轄暴潮站的整理及
暴潮查詢版面的改寫。針對 2010 年發布颱風警報的 5 個颱風，研究團隊亦已完成 2010
颱風系統查詢功能的擴充。團隊並已完成 2010 年氣象局暴潮站資料的整理，並提出將
38 個暴潮站展示之建議。經團隊與海象中心透過工作會議協商後，決議採 25 個預設暴
潮站在同一頁面展現，並以開關測站的方式查詢其餘的暴潮站資料。研究團隊並順利於
期末階段將此功能改寫完成。
關於本系統資料庫自動化擴充程式，已順利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驗收。並同
步進行 e 化內部版暴潮及波高資料庫替換之工作。並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內部版
系統教育訓練，對承辦同仁教授單機版程式的使用方式與功能。由於海象中心表示，2011
年度的颱風點位與暴潮資料預計將會在 2012 年 3 月完成資料檢核校正與颱風路徑最佳
化處理之工作，研究團隊暫時無法取得 2011 年度的暴潮與颱風路徑資料。因限於時程
及資料無法取得因素，團隊無法於結案前擴充 2011 年颱風查詢功能。建議中心可另案
辦理本系統後續年度颱風查詢擴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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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
研究項目主要包含多個專業版網頁所要展示資訊的建置相關工作，如利用 NCL 繪
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將預報資料於 Google Earth 上展示、專業版即時海況等項目使
用 Google Earth API 開發嵌入專業版網頁中、及進行波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並將結
果同樣用 Google Earth 展示等。初步的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已評估測試完成，
可以將模式預報結果與 Google Earth 套疊，並可只顯示海域上的相關資訊，而保持陸地
上原 Google Earth 的影像可以完全展示不受影響，更能凸顯海域相關資訊的展示。在即
時海況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的部分，今年展示修改項目有輸入更新最新有的測站經緯
度資料、測站標示字體縮小、測站資訊展示需要進行類別劃分便於展示、及連結資訊文
字標示清楚等項目，在現階段皆修正完成。在波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工作方面，已
完成與模式資料的比對並可以將波浪模式成果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
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在 99 年度建置完成並於 100 年 2 月 1 日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
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對外服務社會大眾。海象測報中心在下半年度已將港研中心
基隆、臺中、蘇澳、花蓮、高雄港的即時資料納入海象中心的資料庫中，因此即時資訊
網頁也能建置測試完成。下半年度持續維護藍色公路預報服務的正常運作。
藍色公路預報功能對外服務已經數個多月，已有業者、漁民、及經常登上研究船隻
的學者反應對該服務的資訊詳細與準確度給予肯定。在 6 月 11 日嘉義縣布袋港與澎湖
縣馬公港間觀光船「百麗輪」遭遇大浪傷人事件，當時載運 178 名觀光客上午 9 時 45
分由布袋港出發航向馬公港，出港 25 分鐘後遇到莎莉佳颱風外圍環流引發的大浪，導
致 22 名乘客受傷。藍色公路預報顯示 10 時有 2.3 米的浪高(有義波高)，準確預報出當
時瞬間非常有可能有 3 米以上的大浪。期望經由該服務的持續運轉及配合海象測報中心
的要求不斷的改進，除增加航線外，其他如加入風速資料、改為每小時更新預報網頁、
使用港研中心海象資料(包括展示即時海流資料)等等，雖不在原先規劃的工作項目中，
本團隊都會盡力配合，希望藉由不斷的改進更新，提供最好的資訊讓船舶航行的安全得
以提升，並成為氣象局不可或缺的重要服務項目。
今年 11 月 10 日交通部部務會報更對於氣象局所開發的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在
維護海上客輪之安全給予肯定，並要求藍色公路要發揮最大功用，從旅客資訊需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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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專業海象資訊及港務局管理等方面提供不同功能，期勉氣象局要與時俱進，繼續努
力。
5.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
本年度主要依據 99 年度測試結果，強化暴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主要包括暴潮
偏差校驗功能與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並根據上一年度的使用狀況與新增的功能，進
行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整合成完整的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本項
工作在上半年度已將整體系統含部份暴潮校驗功能建置於海象測報中心 135 伺服器
上，系統具備所有測站展示功能、總水位表列印及暴潮偏差校驗相關係數(CR)與水位校
驗 CR 結果展示功能。下半年完成建置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差(RMS)與
水位校驗 BIAS 及 RMS 計算與結果展示功能，並持續編修介面及進行系統的維護測試，
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行。

7.2 建議
本研究建議後續可進行之研究項目分為近程與中長程，近程包括：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後續維護建議：建議汲取使用者意見，以持續更新系統功
能並朝向使用者意見調查乃能構思未來提供資訊服務的新走向。另建議持續向一
般大眾透過舉辦網站宣傳活動、研討會、教育宣導營隊…等方式進行海象資訊宣
傳，民眾除可透過公眾系統了解海象中心業務之重要性，並透過公開系統了解公
務單位日常業務。
2.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後續維護建議：雖資料庫分安管內與外版本，未來擴充系
統不應受限於網路環境。其次，除颱風查詢功能外，應思考提供對外大眾之服務
需求；最後，可持續進行地區性颱風路徑對波高與暴潮關聯性之研究。
3. 風浪預報作業應用後續建議：建議中央氣象局相關資料展示於 Google Earth 平台的
策略早日定案；建立波浪模式預報與漁業氣象預報建立互不牴觸的機制；建立預
報產品產生的 NCL 繪圖標準化作業。
4. 藍色公路航行安全後續建議：(1)持續依需要增加藍色公路航線預報並延長藍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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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預報時數；(2) 航線上預報範圍更精準設定；(3) 依交通部指示，朝旅客資訊需
求面、船長專業海象資訊、及港務局管理等面向規劃提供不同功能，並朝空運氣
象資訊 SOP 作業方式邁進，以使客輪管理更精進；(4) 資訊傳播媒介的廣泛建立
包括社群網站、電子看板、及智慧行動裝置等。
5.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後續建議：配合氣象局內部組織變動，協助委辦單位進行系
統與相關資料庫的搬遷。規劃建置暴潮預報評分系統，利用系統計算出的相關係
數、平均偏差、及均方差等搭配如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的計算來建置一套評
分系統，讓預報員及主管可以輕易的評估暴潮預報的準確性。
中長程推動建議：爲因應目前 e 化時代的環境，本研究於民國 97~100 年執行中央
氣象局「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一案，除完成辦理中央氣象局目前建置
中之各項資訊系統外，更建立完整的資訊環境與海象資訊服務整體規劃，包括資訊服務
項目、資料管理維護權責、資料供需關係、資料產生使用及更新頻率、軟硬體設備規格、
資料格式、人員訓練、資料流通、單位協調、資料共享格式、資料品質、資料傳輸等項
目，可提昇中心業務人員應用層次並加強機關間資料流通，以達成資訊共享目的。
此外，有鑒於國內在深海之海氣象觀測與近岸海流即時觀測資料缺乏、國外海面流
速遙測技術的不斷發展、水質、流速剖面等多項海洋觀測儀器於資料浮標的延續應用、
以及全面海域/海下環境、地形、與構造物之調查需求與三維網際網路技術之欠缺，中
央氣象局在海象數值模式資料同化技術、平行化數值模式之開發、預報指標之建立、大
範圍衛星遙測載具在海象資料應用、虛擬實境地理資訊查詢展示系統建置、個人化預報
預警系統建置、三維水溫展示查詢系統建置、船舶海況影像即時回傳系統建置、水下航
翼位置及資料展示系統建置、以及各模式系統間之整合運轉及維護方面將進行深入的研
究與開發，同時持續原有風浪及海流模式應用的研究(此仍應不斷的進行模式功能性及
區域性的建置工作)，讓我國在海象測報方面與國際同步甚至取得領先的地位，並獲得
豐富且有實質效益的成果。
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並考量海象預警成果的完整性，本計畫建議未來中央氣象局可
進行「海象防災技術研究」，針對極端氣候下海象防災技術進行相關研究，重點項目包
含：建構波浪系集預報系統、災害性瞬變海象之研究、建立多尺度海流預報模式並進行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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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模擬預報驗證與評估、即時海象監測資訊系統整合、海象防災資訊資料庫建置以及
海象防災生活化資訊平台之建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研發模式，轉化成可落
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海象防災技術研究，以
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同時持續原有風浪及海流模式應用的研究(此仍應
不斷的進行模式功能性及區域性的建置工作)，讓我國在海象測報方面與國際同步甚至
取得領先的地位。

7-6

參 考 文

獻

1. 蕭政宗，2006，以聯結函數探討雙變數水文事件之機率分佈，行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94-2211-E032-009)。
2. 林傑斌、林永清、嚴靜韻編著，2007，SPSS統計建模與應用實務，網奕資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謝旭洲，2008，社會統計與資料分析，威仕曼文化。
4. Gopal K. Kanji, 2006, 100 Statistical Tests, Sage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5. Sinclair, C.D. and Spurr, B.D, 1988, Approximations to the 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Anderson-Darling test statistic, JASA, 83, pp.1190-1191.
6. 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wb.gov.tw/
7. 中央研究院，2006。mg2kml.exe，http://gis.ascc.net/ISTIS/program/img2kml/
img2kml.zip。
8. Cser, Jim ， 2007 。 Cser’s Home Companion ， http://arcscripts.esri.com/
details.asp?dbid=14495。
9. ALF，2007。ALF’s ConvertZ，http://alf-li.pcdiscuss.com/files/ convertz802.zip。
10. ESRI，2008。ESRI網站，http://www.esri.com。
11. Google，2008a。Google Earth網站，http://earth.google.com。
12. Google，2008b。”The South Florida Water Management District and Google Earth
Enterprise”， http://earth.google.com/intl/en/enterprise/ southflorida_ss.html。
13. Google ， 2008c 。 KML

Tutorial ， http://code.google.com/apis/kml/

documentation/kml_tut.html。
14. USGS ， 2008 。 Earthquake Hazards Program ， http://earthquake.usgs.gov/
research/data/google_earth.php。
15. Alabama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2008。http://dhs.alabama.gov/。
16. Dell Inc.，2008。 “Dell Earthwatch Application offers a Global View of Web
Customer

Engagement” ，

http://www.dell.com/downloads/global/power/

ps1q08-39080112-Fielding.pdf。
參-1

17. Google，2009。Google 地球 API 網頁，http://code.google.com/intl/zh-TW/
apis/earth/。
18. NOAA，2009。NOAA Tides and Currents網站，http://tidesandcurrents.noaa.gov，
Center for Operational Oceanographic Products and Services。
19.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http://isohe.ihmt.gov.tw/index.aspx
20. 營 建 署 台 灣 地 區 潮 間 帶 劃 設 及 土 地 利 用 資 訊 網 ：
http://gisapsrv01.cpami.gov.tw/cpatidal/
21. NOAA-Tide and Currents:http://tidesandcurrents.noaa.gov/
22.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http://marine.cwb.gov.tw/
23. Windguru天氣/風預報網站：http://www.windguru.com/int/

參-2

附

錄

目

錄

附錄一 期中與期末審查委員意見與回覆
附錄二 本研究計畫績效報告
附錄三 研究團隊內部歷次工作會議紀錄
附錄四 研究團隊與海象測報中心歷次工作會議記錄
附錄五 本研究計畫論文發表成果
附錄六 本研究計畫前期摘要報告
附錄七 本研究計畫系統維護紀錄
附錄八 海象 E 化系統內部版資料庫結構表
附錄九 本研究計畫教育訓練簡報資料
附錄十 海象 E 化服務系統維護手冊

附錄一

期中與期末審查委員意見
與回覆

100 年度委託研究計畫期中計畫審查委員意見及建議事項
高委員家俊
意見

回覆

(一)本計畫執行進度符合合約規定，成 感謝委員肯定。
果值得肯定。
(二)NWW3 風浪模式之預報結果勢必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在下半年進行的
與原沿用之漁業氣象預報不一致，如何 NWW3 風浪模式之預報結果與原沿用
因應，氣象局應深入討論。

之漁業氣象預報之比較將探討差異的
可能原因，及與氣象局研商因應對策
建議。

(三)本計畫今年度將結束，未來系統維 感謝委員寶貴建議，本研究團隊將協
護應如何安排，以確保系統正常作業， 助配合海象測報中心，在計畫內提供
氣象局宜及早規劃。

必要的系統維護文件與運轉維護，同
時於期末與氣象局研商提出後續維運
規劃建議，以確保系統正常運作。

(四)明年政府組織再造啟動，氣象局宜 感謝委員寶貴建議，將協助配合海象
及早因應，確保系統能順利持續作業。 測報中心，在計畫內提供政府組織再
造後，系統能夠持續作業的相關建議。
(五)在現有作業架構下，應加入兩岸航 感謝委員指導，基本上認同委員建議
線波浪預報以因應後續需求。

後續能規劃納入兩岸航線波浪預報，
本計劃在合理的時間與工作量考量下
將儘量配合海象測報中心要求，惟航
線的訂定與相關預報模式的作業化編
修需要由海象測報中心來進行。

(六)預報與實測間存有差異，部分測站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由於在預報模式
差異大到不可忽略，後續應有持續研究 的設定、驗證、與作業化運轉上並非
改進計畫，以減少差異，增加可靠度。 本計畫的工作項目，因此無法對於預
報與實測間的差異進行探討與改進，
現階段只能很忠實的呈現預報結果及
計算相關統計數據提供業務單位評

估，建議海象測報中心能另案辦理。

莊委員甲子
意見

回覆

(一)本計畫大部分工作內容皆已陸續完 感謝委員肯定。
成，而且都已上網測試，成果及成效皆
甚良好。
(二)暴潮偏差日期時間標示宜移至下軸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將配合辦理。
較明確。
(三)最大暴潮偏差之發生時間預測盡可 感謝委員寶貴建議，歷史颱風暴潮系
能加以明確做重點顯示，使上網民眾可 統並無對一般民眾開放，系統僅供海
獲得立即且重要之資訊。

象中心預報課人員使用。另有關「最
大暴潮偏差」發生時間目前已可於系
統中查詢。

(四)鵝鑾鼻測站波浪預測與實測偏差過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2010 年波浪資料
大，宜對發生原因重加檢測。

均取自於氣象局安管內資料庫資料，
若有異常值發生，建議可進一步追溯
是否為儀器故障所造成。
由於波浪模式的設定與作業化運轉並
不在本計畫工作範畴內，而已有其他
計畫針對波浪模式的驗證進行研究，
因此只能初步說明可能是因為地形效
應導致鵝鑾鼻測站波浪預測與實測偏
差過大。另由於鵝鸞鼻站的預報結果
並未包括在對外的 8 個站內，因此不
會造成民眾取得不正確的預報結果。

(五)未來期末報告結論內容與書寫格式 感謝委員意見，後續期末報告將加強
宜加改進。

報告結論內容與書寫格式。

莊委員士賢
意見

回覆

(一)本計畫工作項目多，成果實用豐 感謝委員肯定。
碩，但未來應強化推廣與簡化資訊服
務。
(二)期末報告應增加未來多年期計畫的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由於後續多年期
規劃，可把〝雲端〞與〝行動裝置〞的 計畫的規劃並非本計畫工作範疇，較
應用納入考量，因此應再從使用者觀點 難在期末報告中詳細闡述未來的應用
出發來設計使用者介面。

規劃，本團隊會將委員意見與看法納
入後續推動建議。

(三)第 3 章海岸災損主要考量項目並非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海岸災損分類是
交通部負責的職掌，應再做分類。

以前期系統建置內容延續下來，本計
畫將於期末報告內容建議未來可再細
分災損類別，以更貼近實際海岸環境
災損的狀況。

(四)可再強化對其他政府單位的資訊服 感謝委員寶貴意見，將配合海象測報
務。

中心的需求，協助製作傳輸功能，將
部份資料傳送到其他政府部門。

程委員家平
意見

回覆

(一)本計畫於所規劃的 5 項工作於期中 感謝委員肯定。
所交付的成果均能滿足驗收標準的要
求，符合業務單位需求。
(二)本年度為全程計畫的第 4 年，為能 感謝委員指導，海象ｅ化系統分一般
使業務單位對於所建立的相關資訊系 版，專業版及內部版，牽涉多個不同
統的持續為運能有更好的掌握，建議未 版 本 的 資 料 庫 ， 上 游 資 料 來 源 亦 各
來可加強相關系統的軟體工程文件的 異，且大部分海象資訊為資料處理科
撰寫與提供，內容可包括：資料流程 負責觀測資料之管理。研究團隊主要
圖，作業流程圖，系統軟硬體與資料檔 引用中心的資料撰寫資訊系統。團隊
案的配置、架構、格式的說明及系統上 所提供之系統維護手冊應已可符合中
下游介接方式與機制。

心維護管理之需要，資料流程及上游
介接的部分仍須仰賴中心富有經驗之

專業人員協助。委員相關建議將盡可
能併入相關系統維護手冊中。
(三)建議製作本系統所提供各項觀測、 感謝委員指導，長久以來，系統上線
預報資訊的總表，包括：更新頻率、檔 及維護階段進行時，研究團隊工程師
案格式與存取方式，以利下游運用。

已提供海象中心人員數次諮詢，包含
系統資料庫管理基礎文件，除報告書
附錄操作手冊所納入之外，更新頻
率、檔案格式及存取方式均已撰寫於
報告書章節內文或歷次教育訓練文件
中。研究團隊將朝向匯整相關資料以
系統操作手冊方式提送。

滕委員春慈
意見

回覆

(一)完成期中各項檢核點的工作，驗收 感謝委員肯定。
通過。
(二)本年度為計畫最後一年，請提供歷 遵照辦理，研究團隊將於期末階段提
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專業版、藍色公 供歷史颱風暴潮系統手冊。
路、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等子系統之系
統手冊或維護手冊，供業務單位日後維
護參考。
(三)專業版即時海況宜增加觀測時序 遵照辦理。將連結到現行網頁上的觀
圖，請參考。

測時序圖。

(四)為推廣 e 化專業版系統，宜有帳號、 感謝委員指導，由於專業版在本年度
密碼管理機制，請參考。

對外上線的時程有多項因素無法配
合，如 Google Earth 金鑰問題等，將
在後續年度確定專業版將對外上線
後，增加相關帳號管理機制。

業 務 單
朱課長啟豪
意見

位 意 見
回覆

(一) 為應本中心業務需要，請廠商於期 遵照辦理，研究團隊將於期末階段提
末撰寫「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
、
「專 供歷史颱風暴潮系統手冊。
業版 Google Earth」、「暴潮展示與校驗
系統」等系統手冊。

陳技士進益
意見

回覆

(一)期中報告書第 2-17 頁內重要的系統 配合辦理
架構圖與資料表結構圖建議整合進一
般版系統操作手冊（附錄五）
。
(二)期中報告書第 5-16 頁藍色公路起迄 遵照辦理。將以讀取資料表或是檔案
點測站設定可否參數化，以利於未來測 方式來顯示各航線的起迄點測站即時
站變更、故障之維護。

資料，將來若有變動只要編修資料表
或是相關檔案即可顯示指定的測站資
料。

(三)期中報告前對一般版系統維護做的 感謝委員指導，期中階段乃針對海象
教育訓練 3 小時課程有點匆忙，可否於 ｅ化一般版進行系統教育訓練，請海
期末報告前再進行一次系統維護教育。 象中心釐清期末階段教育訓練主講內
容？（專業版或內部版哪一個系統）

100 年度委託研究計畫期末計畫審查委員意見及建議事項
莊委員甲子
意見

回覆

1.

凡那比颱風花蓮浮標站波高分布圖 感謝委員建議，經比對氣象局安管內波高
（圖 3-15）中兩小時內的波高遽降（4 資料庫發現乃因數值登打錯誤闕漏千位
倍），宜加檢核。
數，已於成果報告書中補正。

2.

模式計算波高及漁業預報波高比較 由於平常在風速部分漁業氣象預報大部
（圖 4-3）中，最大波高有兩倍之差（4 分大於模式所使用的 10 公里風場，而且
米及 8 米），模式宜再確認。
圖示是在颱風期間其差距更大，此風速的
差距才造成在颱風期間漁業預報波高遠
大於模式計算波高。

3.

波高（圖 5-5）及週期（圖 5-6）比較 鵝鑾鼻測站與觀測資料差異很大，但是鵝
圖中，針對鵝鑾鼻海域的特別偏差原 鑾鼻測站的計算值與台灣東岸幾個測站
因宜再加檢核。
點位變化趨勢一致，經檢視輸入座標值發
覺為模示之輸出點位錯誤，該值較測站位
置經度加 1 度，故計算值完全未受到台灣
島南端約 6 公里長尾端之遮蔽作用，而與
東岸點位之變化趨勢一致，此錯誤解釋了
圖 5-5 與圖 5-6 在鵝鑾鼻測站所呈現的差
異，將在定稿版本說明此原由。

4.

結論部分宜加扼要精簡。

感謝委員建議，第七章結論與建議將修訂
於定稿版本。

莊委員士賢
意見
1.

回覆

本系統功能符合業務單位之需求，但 感謝委員建議，期末提送之系統操作手冊
在執行面仍需加強測試並作修正，故 實質已含系統維護內容。目前系統維運情
建議業務單位能有後續計畫來使本計 況已趨穩定，若未來有維護計畫推動建議
畫更成熟，降低上線後可能出現的狀 可針對提高系統安全性及穩定性加強相
況，並強化本系統文件的編訂。

2.

關後續工作。

本系統的應用面有強調漁業預報的改 感謝委員建議，將配合業務單位的規劃逐
善與藍色公路航行安全的預報，以現 步擴大系統應用的範疇。
有已建立的能量，應可增加觀光遊憩
所需海氣象資訊的提供，可在交通部
業務職掌下，擴展系統的使用範圍。

程委員家平
意見

回覆

1.

本案執行內容充實，成果豐富，能滿 感謝委員肯定。
足實際作業需求。

2.

建議可再加強相關資訊系統的軟體工 感謝委員建議，將補充成果報告書中海象
程文件內容，以利業務單位承接後能 觀測資料流以至產製網頁之流程圖以補
持續維運或於未來委外時，能有足夠 強系統維護手冊內容。
文件說明本系統的實質軟體架構與內
容。

滕委員春慈
意見

回覆

1.

報告內藍色公路的圖檔是舊的，請更 感謝委員建議，遵照辦理，將修訂於定稿
新。
版本。

2.

7-1 頁計畫執行時間，請更正為 12 月。 感謝委員建議，第七章結論與建議將修訂
於定稿版本。

3.

圖 5-5，5-6 請加註是分析或是預報場 感謝委員建議，圖 5-5 及 5-6 是分析場的
比較。
比較，將在定稿版中註明。

4.

計畫依規畫項目完成，且已上線作 感謝委員肯定。
業，審查通過。

驗收結果：審查通過。
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附錄二

本研究計畫績效報告

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益報告
計畫名稱：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科技研發

群組）
（海洋 領域）

主管機關：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執行單位： 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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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政府科技計畫成果效益報告
壹、 科技施政重點架構圖：
貳、 基本資料：
計畫名稱：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主 持 人：簡連貴
審議編號：
計畫期間(全程)：97 年 01 月 01 日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
年度經費： 3550 千元 全程經費規劃： 20750 千元
執行單位：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

參、 計畫目的、計畫架構與主要內容
一、 計畫目的與預期成效：
台灣四週環海，近海地區是人民經濟活動、休閑娛樂的重要區域，不論海洋資源開
發、研究、海岸空間利用、海洋環境變遷預測、環境影響評估、漁業談判、海洋污染求
償，皆須有效充實海洋環境資料庫，提供海象資訊化的功能。因此整合與建置監測網、
統合海洋資料、推動海洋資訊之整合與交流，提供方便且容易操作之海洋資料搜尋與利
用的網路界面，充實 e 化生活，探討海洋與自然資源及災害之關連性，並應用於防災、
環保及經濟發展等民生議題，實為現階段重要之研究課題。
綜觀上述，本計畫為解決海洋環境觀測資料缺乏、暴潮資料統計分析日益受到重視
之課題，將強化海象觀測設施與技術，提升海象測報能力，利用國內現有海上資訊來整
合、研究與建立海上監測與預報系統，提升海象資訊應用效能。不論海洋資源開發、研
究、海岸空間利用、海洋環境變遷預測、環境影響評估、漁業談判、海洋污染求償，皆
須充分海洋環境資料庫。因此整合與建置監測網、統合海洋資料、推動海洋資訊之整合
與交流，提供方便且容易操作之海洋資料搜尋與利用的網路界面，充實 e 化生活，探討
海洋與自然資源及災害之關連性，並應用於防災、環保及經濟發展等民生議題。
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94 年至 96 年進行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行安全之應
用、岸基海象遙測技術之研發、海氣象觀測站之評估及擴建、及海域地理資訊服務系統
建置等主軸計畫之執行，並獲得豐富且有實質效益的成果。為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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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的 4 年科技發展計畫，將自民國 97 年起至民國 100 年進
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以中央氣象局現有海域 GIS 資訊服
務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將系統功能持續更新，提供
全方位海域相關服務，包括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整體規劃；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計
及復現期分析；臺灣近岸海域與離島藍色公路圖資之建置；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
料庫之建立及海上漂流物軌跡及搜救範圍擬定之研究等工作項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
防災科技研發模式，轉化成可落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
統地推動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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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計畫架構(含樹狀圖)：
本計畫規劃自 97 年起以四年期程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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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主要內容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本期除依據合約要求，確保於一般版系統作業化運轉維護之
工作外，另依據承辦課之需求針對系統諸多功能進行調校（請參考 2.3.2 節表 2-2）
，並
將納入第三期未完成之新增模組改寫需求。如節 2.2 描述之系統網站新增模組及網頁重
建、藍色公路海況模組「布袋－馬公航線」擴充及資料展示內容調整之工作。另為提昇
網頁穩定性及系統測試功能所需，研究團隊建議建立備援伺服器機制，目前已階段性完
成即時海況（中文、英文、PDA 版）及海象預報排程檔設定，並於海象中心共同協助
下完成初步伺服器環境設定及部份模組程式移轉等工作。
在系統 FTP 作業流程規劃方面，期中階段前完成 FTP 作業流程方法之研究，並且
於測試伺服器環境下進行新的 FTP 流程測試，以瞭解何種方案對於本系統為最佳解，
目前已完成 FTP 測試，期中至期末階段進行網頁排程執行檔 EXE 呼叫 Bat 的程式改寫，
以達到減少控制台排定的工作數量，便於網站維護人員管理所需。針對海象中心假日排
班人員使用之故障訊息發布系統，團隊目前亦以完成教學指導及程式移機上線。一般版
教育訓練部份，已於 100 年 6 月 8 日辦理，並依承辦人需求於海象中心場域進行。團隊
亦於期中階段提送一般版系統操作手冊，便利系統維護人員日常工作查詢之需。
2.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 E 化系統中，可展示颱風路徑動態的系統。且系
統規劃有颱風災害圖文資料查詢的功能，並可查詢暴潮、暴潮偏差時序變化圖。並依據
海象中心的需要，納入災害縣市底圖查詢之系統功能。研究團隊亦完整蒐集本年度颱風
災害新聞描述及圖片資料，並於 11 月底前完成 2011 年颱風新聞與災害資料的更新。
於本期期中階段前，研究團隊已完成 2010 年颱風災害資料之蒐集、GIS 災害圖層
的製作、縣市災害底圖出圖工作、及暴潮波高資料的計算、跨單位所轄暴潮站的整理及
暴潮查詢版面的改寫。針對 2010 年發布颱風警報的 5 個颱風，研究團隊亦已完成 2010
颱風系統查詢功能的擴充。團隊並已完成 2010 年氣象局暴潮站資料的整理，並提出將
38 個暴潮站展示之建議。經團隊與海象中心透過工作會議協商後，決議採 25 個預設暴
潮站在同一頁面展現，並以開關測站的方式查詢其餘的暴潮站資料。研究團隊並順利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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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階段將此功能改寫完成。
關於本系統資料庫自動化擴充程式，已順利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驗收。並同
步進行 e 化內部版暴潮及波高資料庫替換之工作。並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內部版
系統教育訓練，對承辦同仁教授單機版程式的使用方式與功能。由於海象中心表示，2011
年度的颱風點位與暴潮資料預計將會在 2012 年 3 月完成資料檢核校正與颱風路徑最佳
化處理之工作，研究團隊暫時無法取得 2011 年度的暴潮與颱風路徑資料。因限於時程
及資料無法取得因素，團隊無法於結案前擴充 2011 年颱風查詢功能。建議中心可另案
辦理本系統後續年度颱風查詢擴充的工作。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
工作主要包含多個專業版網頁所要展示資訊的建置相關工作，如利用 NCL 繪圖軟
體輸出 KML 檔案，將預報資料於 Google Earth 上展示、專業版即時海況等項目使用
Google Earth API 開發嵌入專業版網頁中、及進行波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並將結果
同樣用 Google Earth 展示等。初步的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已評估測試完成，
可以將模式預報結果與 Google Earth 套疊，並可只顯示海域上的相關資訊，而保持陸地
上原 Google Earth 的影像可以完全展示不受影響，更能凸顯海域相關資訊的展示。在即
時海況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的部分，今年展示修改項目有輸入更新最新有的測站經緯
度資料、測站標示字體縮小、測站資訊展示需要進行類別劃分便於展示、及連結資訊文
字標示清楚等項目，在現階段皆修正完成，並將持續與海象測報中心研商。在波浪模式
與漁業氣象的比對工作方面，已完成與模式資料的比對並可以將波浪模式成果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
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在 99 年度建置完成並於 100 年 2 月 1 日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
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對外服務社會大眾。海象測報中心在下半年度已將港研中心
基隆、臺中、蘇澳、花蓮、高雄港的即時資料納入海象中心的資料庫中，因此即時資訊
網頁也能建置測試完成。下半年度持續維護藍色公路預報服務的正常運作。
藍色公路預報功能對外服務已經數個多月，已有業者、漁民、及經常登上研究船隻
的學者反應對該服務的資訊詳細與準確度給予肯定。在 6 月 11 日嘉義縣布袋港與澎湖
縣馬公港間觀光船「百麗輪」遭遇大浪傷人事件，當時載運 178 名觀光客上午 9 時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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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由布袋港出發航向馬公港，出港 25 分鐘後遇到莎莉佳颱風外圍環流引發的大浪，導
致 22 名乘客受傷。藍色公路預報顯示 10 時有 2.3 米的浪高(有義波高)，準確預報出當
時瞬間非常有可能有 3 米以上的大浪。期望經由該服務的持續運轉及配合海象測報中心
的要求不斷的改進，除增加航線外，其他如加入風速資料、改為每小時更新預報網頁、
使用港研中心海象資料(包括展示即時海流資料)等等，雖不在原先規劃的工作項目中，
本團隊都會盡力配合，希望藉由不斷的改進更新，提供最好的資訊讓船舶航行的安全得
以提升，並成為氣象局不可或缺的重要服務項目。
今年 11 月 10 日交通部部務會報更對於氣象局所開發的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在
維護海上客輪之安全給予肯定，並要求藍色公路要發揮最大功用，從旅客資訊需求面、
船長專業海象資訊及港務局管理等方面提供不同功能，期勉氣象局要與時俱進，繼續努
力。
5.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
本年度主要依據 99 年度測試結果，強化暴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主要包括暴潮
偏差校驗功能與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並根據上一年度的使用狀況與新增的功能，進
行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整合成完整的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本項
工作在上半年度已將整體系統含部份暴潮校驗功能建置於海象測報中心 135 伺服器
上，系統具備所有測站展示功能、總水位表列印及暴潮偏差校驗相關係數(CR)與水位校
驗 CR 結果展示功能。下半年完成建置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差(RMS)與
水位校驗 BIAS 及 RMS 計算與結果展示功能，並持續編修介面及進行系統的維護測試，
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行。

註：請依原綱要計畫書上所列計畫目的、架構、主要內容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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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經費與人力執行情形
一、 計畫經費執行情形：(可以下列表格表達)
(ㄧ) 計畫結構與經費
細部計畫

研究計畫
主持人 執行機關

名稱

經費

名稱

備註

經費

(二)經資門經費表
預算數 / (執行數)
項目 主管機關預
合計
會計科目
自籌款
算(委託、補
金額(元) 占總經費%
助)
一、經常支出
1.人事費
2.業務費
3.差旅費
4.管理費
5.營業稅
小計
二、資本支出
小計
合 金額
計 占總經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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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僅以人事費、業務費(研究設備費、材料與雜費)管理費分類
經費項目
人事費
業務費

(委託、補助)

合計
自籌款

備註
金額

2,298,900

2,298,900

1,131,100

1,131,100

120,000

120,000

研究設備
費
材料與雜
費

管理費

主管機關預算

與原計畫規劃差異說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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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人力
計畫名稱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
統之整合
與 建 置
(4/4)

執行
情形

總人力
(人年)

研究員級

副研究
員級

助理研
究員級

助理

原訂

16

6

2

0

8

實際

16

6

2

0

8

差異

0

0

0

0

0

(四) 主要人力投入情形(副研究員級以上)
姓名

計畫職稱

簡連貴 計畫主持人

李汴軍 協同主持人

顏厥正 協同主持人

李信志 協同主持人

投入主要工
作及人月數

學、經歷及專長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秘書長、海洋大學近海防
災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
委員、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諮詢委員、
基隆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委員、台北縣都市計畫
委員會委員、營建署永續海岸推動實施服務團
委員、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從事海象氣象預報業
務許可申請審查委員會委員、ISOPE,TPC

專 長

近岸大地工程、防災科技、回填造地工程、
土壤動力與液化評估、大地資訊科技之應
用、大地工程、河海工程

學 歷

博士

11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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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組長、中央氣象局主任、海洋

經 歷

及水下技術協會副秘書長

專 長

海洋數值模式之研究、海象現象診斷分
析、海氣象觀測與分析

學 歷

博士

經 歷

工研院能資所研究員、Ohio Super-computer
Center 資深副研究員

專 長

地理資訊系統、電腦繪圖、數值模擬、遙
感探測、資料庫管理

學 歷

碩士

經 歷

台灣世曦公司 ITS 組長、GIS 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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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職稱

投入主要工
作及人月數

學、經歷及專長
地理資訊系統整體規劃、建置、系統開發、
專 長 一般資訊系統規劃設計、電子商務網站開發
無線通訊應用
學 歷

碩士

經 歷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副研究員
胡哲魁

張恆文

林勝豐

馮宗盛

副研究員

研究員

研究員

副研究員

2

2

2

11

海洋物理、海洋現場調查工作、程式設計
專 長 網頁設、資料庫建置、GIS 地理資訊系統建
置
學 歷

碩士

經 歷

工研院能資所副研究員

專 長

海洋工程、海洋物理、計算流體力學

學 歷

博士

經 歷

工研院能資所副研究員、泰興工程顧問公
司環境工程師

專 長

海洋物理、海洋探測、資料分析

學 歷

博士

經 歷

海洋大學專任助理

專 長

近海防災工程、機率統計、大地資訊工程
之應用

與原計畫規劃差異說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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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 畫 已 獲 得 之 主 要 成 果 與 重 大 突 破( 含 量 化 成果
output)
1. 請就本計畫涉及之(1)學術成就(2)技術創新(3)經濟效益(4)社會影響(5)其
他效益方面說明重要之成果及重大之突破，以文字方式分列說明。
2. 請依本計畫(涉及)設定之成果項目以量化績效指標方式及佐證資料格式
填寫主要之量化成果(如學術成就代表性重要論文、技術移轉經費/項
數、技術創新項數、技術服務項數、重大專利及項數、著作權項數等項
目，含量化與質化部分)。
3. 請依本計畫(涉及)設定之成果項目先分別將底下研究計畫以領域別分
類，再以量化績效指標方式及佐證資料格式填寫主要之量化成果。

陸、 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 (outcome)
請依前述重要成果及重大突破說明在學術成就上價值與貢獻度如：
一、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權重__30_%)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本工作項目為確保前期所開發之所有排程模組
能正常運轉並產出正確之網站產品，並提供一般工作天 2 日內系統恢復正常運轉，
同時採用 PHP 網頁格式改寫潮高預報圖與台灣、太平洋海溫分析圖模組。並規劃新
增藍色公路「布袋－馬公」航段，此項基礎研究可作為未來相關海事工程開發之參
考，同時亦可提供學術單位海象統計資料比對與分析之依據。
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學術成就並包含：完成氣象局海象中心人員兩
次系統教育訓練，講解內容包含 MySQL 資料庫操作、藍色公路系統上游資料產製
作業、藍色公路系統排程、內部版暴潮展示校驗系統，教育訓練成果使海象中心了
解系統開發流程、系統排程以及資料庫操作等成果，並將系統開發及網路化運轉等
重要成果發表在國內外重要研討會，以凸顯本研究在學術成就上之貢獻。
3.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本計畫海岸災害資料庫已完成更新至 2011 年，提供暴
潮溢淹、海堤破壞、海水倒灌及其他類型災害資料，可提供學術單位探討不同颱風
強度影響下，近岸地區海岸災害發生之類型，進而作為未來氣候變遷研擬災害防治
策略之重要依據。
4.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整合暴潮模式與觀測資訊，建置完成暴潮展示與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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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功能建置之雛形系統，包含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介面整合及整體系統之架構。
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展示 34 個測站的觀測資料、調和分析、調和分析加模式暴
潮、及修正後調和分析加模式暴潮等的時序列圖。

二、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權重_30__%)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為確保前期所開發之所有排程模組能正常運轉
並產出正確之網站產品，團隊提供一般工作天 2 日內系統恢復正常運轉。並針對「滿
潮預報圖」、「潮高預報圖」、「海溫分析圖」等模組進行網頁的改寫，並配合海象中
心開發一網頁訊息緊急故障發布程式，並採用 PHP 網頁格式改寫潮高預報圖與台
灣、太平洋海溫分析圖模組。
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計畫成果已成功將模式預報結果
與 Google Earth 套疊，並可只顯示海域上的相關資訊，而保持陸地上原 Google Earth
的影像可以完全展示不受影響，更能凸顯海域相關資訊的展示。

三、

經濟效益(產業經濟發展) (權重_20__%)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本計畫成果於今年 11 月 10 日交通部部
務會報對於氣象局所開發之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在維護海上客輪ㄓㄢ權給予高
度肯定，並要求藍色公路從旅客資訊需求、船長專業海象資訊及港務局管理等方面
發揮最大經濟效益。
2.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可展示颱風路徑動態的系統。且系統規劃有颱風災害
圖文資料查詢的功能，並可查詢暴潮、暴潮偏差時序變化圖；並依據海象中心的需
要，納入災害縣市底圖查詢之系統功能。此項成果除可作為我國未來國土利用以及
海域功能區劃之重要參考，更可保障我國近岸地區人民生命財產之經濟效益。

四、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權重__20_%)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協助建置 NCL 程式來將海象測報
中心由網格產生的海象預報產品轉換成影像式 KML 檔案以便套疊 Google Earth。日
後海象測報中心所產出的預報產品皆可正確的套疊在 Google Earth 展示平台上，多
提供社會大眾一個展示海象測報中心海象預報產品的平台，加速便利海象資訊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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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藍色公路預報網頁於 2011 年 02 月 01
日正式上線提供名眾查詢，業者與漁民對該系統服務的詳細資料與準確度功能給予
高度肯定，本年度並新增布袋到馬公的航線預報，更完整的呈現藍色公路於航行安
全之應用。

五、

其它效益(科技政策管理及其它) (權重_0__%)

註：若綱要計畫期程為 4 年期第 1 年執行者，請明確寫出本綱要計畫為第 1 年執行，
固無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其他非第 1 年執行者請填寫起始年累積至
今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度(例如：執行期程為第 3 年之綱要計畫即寫第 1
年到現在所有成果之 outcome)。

柒、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
捌、 後續工作構想之重點

爲因應目前 e 化時代的環境，民國 97~100 年中央氣象局「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
之整合與建置」一案，除完成辦理中央氣象局目前建置中之各項資訊系統外，更建立完
整的資訊環境與海象資訊服務整體規劃，包括資訊服務項目、資料管理維護權責、資料
供需關係、資料產生使用及更新頻率、軟硬體設備規格、資料格式、人員訓練、資料流
通、單位協調、資料共享格式、資料品質、資料傳輸等項目，可提昇中心業務人員應用
層次並加強機關間資料流通，以達成資訊共享目的。
此外，有鑒於國內在深海之海氣象觀測與近岸海流即時觀測資料缺乏、國外海面流
速遙測技術的不斷發展、水質、流速剖面等多項海洋觀測儀器於資料浮標的延續應用、
以及全面海域/海下環境、地形、與構造物之調查需求與三維網際網路技術之欠缺，中
央氣象局在海象數值模式資料同化技術、平行化數值模式之開發、預報指標之建立、大
範圍衛星遙測載具在海象資料應用、虛擬實境地理資訊查詢展示系統建置、個人化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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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系統建置、三維水溫展示查詢系統建置、船舶海況影像即時回傳系統建置、水下航
翼位置及資料展示系統建置、以及各模式系統間之整合運轉及維護方面將進行深入的研
究與開發，同時持續原有風浪及海流模式應用的研究(此仍應不斷的進行模式功能性及
區域性的建置工作)，讓我國在海象測報方面與國際同步甚至取得領先的地位，並獲得
豐富且有實質效益的成果。
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並考量海象預警成果的完整性，本計畫建議未來中央氣象局可進行
「海象防災技術研究」，針對極端氣候下海象防災技術進行相關研究，重點項目包含：
建構波浪系集預報系統、災害性瞬變海象之研究、建立多尺度海流預報模式並進行歷史
模擬預報驗證與評估、即時海象監測資訊系統整合、海象防災資訊資料庫建置以及海象
防災生活化資訊平台之建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研發模式，轉化成可落實應
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海象防災技術研究，以提供
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同時持續原有風浪及海流模式應用的研究(此仍應不斷
的進行模式功能性及區域性的建置工作)，讓我國在海象測報方面與國際同步甚至取得
領先的地位。

玖、 檢討與展望
本年度計畫執行時程由民國 100 年 02 月 09 日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止，共計約 11
個月。本計畫在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研究人員共同參與努力及中央氣象局海象測
報中心相關承辦人員指導下。整體計畫各項工作皆依期初、期中委員審查意見規劃推
動，大致符合進度要求。針對計畫相關檢討及建議事項簡述如下：
1.國內各產官學研及政府單位單位皆建置與海象相關之資料庫，惟缺乏有效性整合。
2.海洋相關產業與研究基礎資訊不足，包括海象資訊、沿岸地形、緊急應變措施和相
關整合機制未健全等。
3.目前民眾對於海域 GIS 資訊及海象資訊 e 化之誘因與認知有待提升。
4.政府缺乏海洋專責機構及資源整合運用。
5.各單位建置完成之資料庫不願意釋放與分享，造成資料無法有效整合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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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料來源與資料庫格式不一，GIS 資料庫轉換時間相當耗時。
7.缺發長期性計畫，後續經費若未持續支持，資料庫資料難以更新。
本研究計畫對於未來持續以海岸發展新契機--「沿岸遊憩觀光、防救災及航行安全」
為目標，以提昇及建立沿岸海象資訊預報技術與預測模式、改善海象資訊服務能量、海
象觀測效能及整合海象資料建立「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為策略，期望跨出推動海洋
研究與海洋產業之第一步，朝向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

填表人：

聯絡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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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擇合適計畫評估之項目填寫初級產出、效益及重大突破
屬性

(填寫說明如表格內容，未使用之指標及填寫說明文字請刪除)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A 論文

學術成就 科(技基礎研究

B 研究團隊養成

投稿國內論文期刊:
1. 發表第 13 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
國科會成果發表會{海象 e 化資
訊服務系統建置及作業化運轉}
2. 發表第 13 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
國科會成果發表會{藍色公路海
象預報服務建置}
3. 發表第二屆海峽兩岸論壇{海象
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與網路作
業化運轉}

4 個團隊

針對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
推廣、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
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
資料庫整合及建置、暴潮展示與校
驗系統建置等，各分項計畫分別培
養本會與各合作產官學研單位之研
究團隊（海洋大學、華梵大學、工
研院、台灣世曦）
，為國家培育海洋
資訊及防災科技人才，造就海象資
訊專業顧問團隊。

)

3篇

重大突破

C 博碩士培育

3人

本協會執行整體計畫期間，同時培 產值(薪資)
育整體團隊研究人力，100 年度尚有
1 位進修博士學位，1 位進修碩士學
位，藉本研究計畫推動，培育海象
資訊與搜救研究專業人才，有效提
升整體專業水平。

D 研究報告

10 份

研究報告提送政府單位採行，提送
各學術研究機關參考，並製作成光
碟供各界查詢使用。

屬性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E 辦理學術活動

2場

舉辦 2 場研討會，包含海下技術年
度成果發表會以及第二屆海峽兩岸
論壇，參加單位為各港務局、學術
機關、顧問公司，產官學研，參加
人員預計 300 人次以上，可對海象
資訊 e 化及專業技術提供創新理念。

技術創新 科(技整合創新

G 專利

產值(形成
產業)

H 技術報告
I 技術活動

J 技術移轉

)

S 技術服務
其他

經濟效益︵產業經濟發展︶

L 促成廠商或產
業團體投資

M 創新產業或模
式建立

重大突破

研發投資（3 件） 1． 加值生態景觀圖資：提供規劃
單位決策分析之用，推動產業
認養，營造生態教育環境。
2． 結 合 藍 色 公 路 與 海 域 安 全 指
標：帶動景點周邊觀光，提升
民間投資意願，促進地方經
濟。將多元化的藍色公路航行
指標與海域遊憩活動於中央氣
象局海象測報模組中完整呈
現。

屬性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N 協助提升我國
產業全球地位或
產業競爭力

2項

1. 透過整合性海象資訊服務，提供
不同語言解說，籍此宣傳我國海
洋資源，提高國際能見度。
2. 為確保我國於來往兩岸港口之
海上航行安全，兩岸相關單位須
藉由相互訪問、技術交流與研討
會等措施，共同研擬保障及維護
海上航行安全機制，建立海上觀
測資料與預報資料通報與交流
管道。

T 促成與學界或
產業團體合作研
究

2項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與推
廣由海下協會、台灣世曦與工研
院共同合作。
2. 歷史颱風暴潮展示系統由與台灣
世曦、海洋大學近海防災科技研
究中心共同合作研究。

U 促成智財權資
金融通

輔導診斷、案源
媒合（家數）

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融資及保證（家
數、金額）

家數

廠商研發投資、生產投資

O 共通/檢測技術
服務

其他
P 創業育成
Q 資訊服務
R 增加就業
社會影響

民生社會發展

W 提升公共服務

3項

1. 提供快速、清楚的海象電子化資
訊：減少紙本印刷、傳遞之運輸
成本。
2. 提供海域活動安全資訊給社會
大眾，減少海域休閒活動發生危
險的機率，減少社會因溺水等不
幸事件所付出的成本
3. 提供海域流場潛在危險性之知
識，發揮教育功能，減少海域休
閒活動發生危險的機率

重大突破

屬性

績效指標

初級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X 提高人民或業
者收入
其他
環境安全永續

O 共通/檢測技術
服務
V 提高能源利用
率
Z 調查成果
其他
K 規範/標準制訂

其他效益︵科技政策管理及其它

1.

1.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內部版資
料庫整合、系統查詢功能擴充至
2011 年。

XY 性別平等促
進

性別或弱勢族群
的受益情形

性別或弱勢族群的受益比例

AA 決策依據

新建或整合流
程、重大統計訊
息與政策建議、
決策支援系統及
其反應加速時
間、節省經費

依據96年1月5日公佈行政院科技
顧問會議結論：「加強延攬優秀科
技人才從事科技研發工作及科技
與人文並重，並鼓勵社會領域學者
專家與使用者參與，以及借重民間
智庫資源。」對海洋科技之推動、
落實與發展，奠定良好基礎。
依據96年1月5日公佈之全國科學
技術會議(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
畫)結論：
「規劃科技人力發展之中
長程計畫目標、加強科技人才之培
育及加強資訊及網路科技教育。」
90年3月政府公佈海洋政策白皮
書，作為各相關機關研擬訂相關海
洋事務發展之依據，明白指出應健
全海域觀光遊憩系統。

)

Y 資料庫

其他

重大突破

佐證資料表
（請選擇合適之佐證資料表填寫，超過 1 筆請自行插入列繼續填寫，未使用之指
標資料表請刪除）

計畫名稱：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A 學術成就表】
中文題名

第一作者

發表年 (西元年)

文獻類別

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
建置及作業化運轉

張瑞文

2011

e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
建置

顏厥正

2011

e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
建置與網路作業化運轉

李汴軍

2011

f

註：文獻類別分成 a 國內一般期刊、b 國內重要期刊、c 國外一般期刊、d 國外重要期刊、e 國內
研討會、f 國際研討會、g 著作專書

【B 研究團隊表】
團隊名稱

團隊所屬機構

團隊性質

成立時間 (西元年)

海洋大學

海洋大學

b

2008~2011

華梵大學

華梵大學

b

2008~2011

工研院

工研院

b

2008~2011

台灣世曦

台灣世曦

b

2008~2011

註：團隊性質分成 a 機構內跨領域合作、b 跨機構合作、c 跨國合作、d 研究中心、e 實驗室

【C 培育人才表】
姓名

學歷

機構名稱

指導教授

馮宗盛

博士

海洋大學

簡連貴

張恆文

博士

台灣大學

林銘崇

陳保慶

碩士

海洋大學

簡連貴

註：學歷分成 a 博士、b 碩士

【D 研究報告表】
報告名稱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4/4)

作者姓名

出版年 (西元年)

簡連貴等

2011

出版單位

中央氣象局

【E 學術活動表】
研討會名稱

性質

舉辦日期 (YYYYMMDD)

a

20110429

海下技術年度成果發
表會

主/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
協會

a
註：性質分成 a 國內研討會、b 國際研討會、c 兩岸研討會

【G 智財資料表】
專利名稱

專利類別

授予國家

有效日期 (YYYYMM)

註：專利類別分成 a 發明專利、b 新型新式樣、c 商標、d 著作、智財；授予國家分成 a 中華民國、
b 美國、c 歐洲、d 其他

【I 技術活動表】
技術論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性質

舉辦日期 (YYYYMMDD)

a
註：性質分成 a 國內研討會、b 國際研討會

【J 技術移轉表】
技術名稱

類別

授權單位

被授權廠商或機構

註：類別分成 a 先期技術移轉、b 軟體授權、c 技術移轉、d 新技術/新品種引進數

【K 規範標準表】
名稱

類別

參與性質

應用範圍

註：類别分成 a 規範、b 標準、c 法規、d 政策；參與性質分成 a 參與制定、b 共同發表；應用範
圍分成 a 機構內、b 國內、c 國際、d 未發表

【L 廠商投資表】
廠商名稱

投資類別

投資金額(千元)

產品名稱

註：投資類別分成：a 研發投資、b 生產投資

【P 創業育成表】
廠商名稱

資本額(千元)

年營業額(千元)

成立時間

【Q 資訊服務表】
網站或服務名稱

服務對象

服務人次/年

服務收入(千元)

【R 增加就業表】
廠商名稱

廠商統一編號

增加員工人數

增加之年度

【S 技術服務表】
技術服務名稱

服務對象名稱

服務對象類別

服務收入(千元)

a
註：服務對象類別分成 a 國內廠商、b 國外廠商、c 其他

【T 促成產學合作表】
合作廠商名稱

合作計畫或合約名稱

廠商配合款(千元)

合作參與人數

【U 智財資金融通表】
\智財名稱

廠商名稱

融資機構性質

融資機構名稱

註：融資機構性質分成 a 國內融資機構、b 國外融資機構

【Y 建置資料庫表】
資料庫名稱

資料庫內容

資料庫類別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內部版資料庫
整合、系統查詢功能擴充至 2011 年

資料筆數

Text

註：資料庫類別分成 Bibliography、Numerical、Factual、Multimedia、Text

【Z 調查成果表】
調查項目名稱

調查面積

圖幅數

調查點筆數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00 年度委託研究計畫研究成果處理及應用情形
計畫名稱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計畫主持人：簡連貴

教授/系主任

填報單位：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一)成果應用情形：
結論事項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本期除確保於一般版系統作業化運轉維護之工作外，另針對系統諸
多功能進行調校，並將納入第三期未完成之新增模組改寫需求。如系統
網站新增模組及網頁重建、藍色公路海況模組「布袋－馬公航線」擴充
及資料展示內容調整之工作。另為提昇網頁穩定性及系統測試功能所
需，研究團隊建議建立備援伺服器機制，目前已階段性完成即時海況（中
文、英文、PDA 版）及海象預報排程檔設定，並於海象中心共同協助下
完成初步伺服器環境設定及部份模組程式移轉等工作。
在系統 FTP 作業流程規劃方面，已完成 FTP 作業流程方法之研究，
並且於測試伺服器環境下進行新的 FTP 流程測試，以瞭解何種方案對於
本系統為最佳解，目前已完成 FTP 測試。另外，本研究亦進行網頁排程
執行檔 EXE 呼叫 Bat 的程式改寫，以達到減少控制台排定的工作數量，
便於網站維護人員管理所需。針對海象中心假日排班人員使用之故障訊
息發布系統，團隊目前亦以完成教學指導及程式移機上線。
2.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 E 化系統中，可展示颱風路徑動態
的系統。且系統規劃有颱風災害圖文資料查詢的功能，並可查詢暴潮、
暴潮偏差時序變化圖。並依據海象中心的需要，納入災害縣市底圖查詢
之系統功能。研究團隊亦完整蒐集本年度颱風災害新聞描述及圖片資
料，完成 2011 年颱風新聞與災害資料的更新。
於本期期中階段前，研究團隊已完成 2010 年颱風災害資料之蒐集、
GIS 災害圖層的製作、縣市災害底圖出圖工作、及暴潮波高資料的計算、
跨單位所轄暴潮站的整理及暴潮查詢版面的改寫。針對 2010 年發布颱風
警報的 5 個颱風，研究團隊亦已完成 2010 颱風系統查詢功能的擴充。團
隊並已完成 2010 年氣象局暴潮站資料的整理，並提出將 38 個暴潮站展
示之建議。經團隊與海象中心透過工作會議協商後，決議採 25 個預設暴
潮站在同一頁面展現，並以開關測站的方式查詢其餘的暴潮站資料。研
究團隊並順利於期末階段將此功能改寫完成。
1

關於本系統資料庫自動化擴充程式，已順利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前完
成驗收。並同步進行 e 化內部版暴潮及波高資料庫替換之工作。並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內部版系統教育訓練，對承辦同仁教授單機版程
式的使用方式與功能。由於海象中心表示，2011 年度的颱風點位與暴潮
資料預計將會在 2012 年 3 月完成資料檢核校正與颱風路徑最佳化處理之
工作，研究團隊暫時無法取得 2011 年度的暴潮與颱風路徑資料。因限於
時程及資料無法取得因素，團隊無法於結案前擴充 2011 年颱風查詢功
能。建議中心可另案辦理本系統後續年度颱風查詢擴充的工作。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預報之應用
工作主要包含多個專業版網頁所要展示資訊的建置相關工作，如利
用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將預報資料於 Google Earth 上展示、
專業版即時海況等項目使用 Google Earth API 開發嵌入專業版網頁中、
及進行波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並將結果同樣用 Google Earth 展示
等。初步的 NCL 繪圖軟體輸出 KML 檔案已評估測試完成，可以將模式
預報結果與 Google Earth 套疊，並可只顯示海域上的相關資訊，而保持
陸地上原 Google Earth 的影像可以完全展示不受影響，更能凸顯海域相
關資訊的展示(如圖所示)。在即時海況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的部分，今
年展示修改項目有輸入更新最新有的測站經緯度資料、測站標示字體縮
小、測站資訊展示需要進行類別劃分便於展示、及連結資訊文字標示清
楚等項目，在現階段皆修正完成，並將持續與海象測報中心研商。在波
浪模式與漁業氣象的比對工作方面，已完成與模式資料的比對並可以將
波浪模式成果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
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已於 100 年 2 月 1 日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
版即時海況模組，對外服務社會大眾。海象測報中心在下半年度已將港
研中心基隆、臺中、蘇澳、花蓮、高雄港的即時資料納入海象中心的資
料庫中，因此即時資訊網頁也能建置測試完成。下半年度持續維護藍色
公路預報服務的正常運作。
藍色公路預報功能對外服務已經數個多月，已有業者、漁民、及經
常登上研究船隻的學者反應對該服務的資訊詳細與準確度給予肯定。在
6 月 11 日嘉義縣布袋港與澎湖縣馬公港間觀光船「百麗輪」遭遇大浪傷
人事件，藍色公路預報顯示 10 時有 2.3 米的浪高(有義波高)，準確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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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當時瞬間非常有可能有 3 米以上的大浪。本研究期望經由該服務的持
續運轉及配合海象測報中心的要求不斷的改進，除增加航線外，其他如
加入風速資料、改為每小時更新預報網頁、使用港研中心海象資料(包括
展示即時海流資料)等等，期望提供最好的資訊讓船舶航行的安全得以提
升，並成為氣象局不可或缺的重要服務項目。
5.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
本年度主要依據 99 年度測試結果，強化暴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主要
包括暴潮偏差校驗功能與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並根據上一年度的使
用狀況與新增的功能，進行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
整合成完整的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本項工作在上半年度已將整體系統
含部份暴潮校驗功能建置於海象測報中心 135 伺服器上，系統具備所有
測站展示功能、總水位表列印及暴潮偏差校驗相關係數(CR)與水位校驗
CR 結果展示功能。下半年完成建置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差(BIAS)及均方
差(RMS)與水位校驗 BIAS 及 RMS 計算與結果展示功能，並持續編修介
面及進行系統的維護測試，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行。
應用情形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上線階段陸續接到民眾的建議，如即時海況
系統應顯示更立即及同步之資訊，為此，研究團隊配合海象中心進
行模組運算邏輯的修改工作，將資料撈取的判斷程式改為可跨日選
取前一日之資料，以避免跨日凌晨 0 時資料未進入資料庫，網頁會
有空白的情況產生。

2.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資料庫自動化擴充程式，已順利於 100 年 9
月 30 日前完成驗收。並同步進行 e 化內部版暴潮及波高資料庫替換
之工作。並已於 100 年 10 月 13 日辦理內部版系統教育訓練，對承
辦同仁教授單機版程式的使用方式與功能。

3.

100 年 11 月 10 日交通部部務會報更對於氣象局所開發的藍色公路
海象預報系統，在維護海上客輪之安全給予肯定，並要求藍色公路
要發揮最大功用，從旅客資訊需求面、船長專業海象資訊及港務局
管理等方面提供不同功能，期勉氣象局要與時俱進，繼續努力。

(二)建議事項處理情形：
1. 國內各產官學研及政府單位單位皆建置與海象相關之資料庫，惟缺
建議事項
乏有效性整合。
2. 海洋相關產業與研究基礎資訊不足，包括海象資訊、沿岸地形、緊
急應變措施和相關整合機制未健全等。
3. 目前民眾對於海域 GIS 資訊及海象資訊 e 化之誘因與認知有待提升。
3

4. 政府缺乏海洋專責機構及資源整合運用。
5. 各單位建置完成之資料庫不願意釋放與分享，造成資料無法有效整
合應用。
6. 資料來源與資料庫格式不一，GIS 資料庫轉換時間相當耗時。
7. 缺發長期性計畫，後續經費若未持續支持，資料庫資料難以更新。
處理情形

(三)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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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研究團隊內部歷次工作會議
紀錄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一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2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7 時

會議地點

海下協會會議室

主

簡連貴祕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黃郁媚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書長、李汴軍副祕書長、李信志副理（請
假）
、顏厥正博士、張瑞文工程師（請假）
、楊萬蓉組長、黃郁媚專員、
馮宗盛助理

一、主席報告：
感謝各分項協助，本計畫於 2 月 9 日完成與氣象局議價(NT$355 萬)，後續請
協會祕書處儘速辦理與氣象局合約事宜。

二、議題討論與決議：
1.本計畫各分項經費分配如 P2，台灣世曦調整為 80 萬，工研院為 80 萬；在經
費有限情況下，感謝研究團隊參與協助，請台灣世曦公司及工研院依據調整
後之經費，儘速完成合約。
2.請各分項於下次作會議提出期中報告章節目錄。
三、下次工作會議時間：3 月 10 日(星期四) ，請各分項提出期中報告大綱。
四、散會：下午 20:20。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二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海下協會會議室

主

簡連貴祕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黃郁媚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書長（請假）、李汴軍副祕書長、顏厥正
博士、張瑞文工程師、楊天瑋助理、楊萬蓉組長、黃郁媚專員、馮宗
盛助理、陳保慶助理

一、主席報告：
1.感謝各分項協助，台灣世曦與工研院已完成與協會子合約的簽訂。
2.本計畫已投稿「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建置」
、
「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
建置及作業化運轉」兩篇文章，請各位踴躍參加 04 月 29 日第 13 屆水
下技術研討會。

二、議題討論與決議：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已於 99 年 12 月 26 日正式上線，截至目
前為止曾於 2 月過年期間發生故障，經查明為資料庫問題，目前問題已
排除正常運作。建議台灣世曦公司於系統上增加計數器功能，利於統計
瀏覽人數，亦可列為績效項目。
2.建議於期末報告結論前增列本計畫整體績效，並將 101～104 年之工作
內容納入。
3.可發文給相關團體會員及業者，宣導氣象局已將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
一般版正式上線，請業者可上網搜尋並提供意見。
4.期中報告章節大綱修正如附件一。
5.請各分項再確認期中驗收標準是否皆納入。
三、下次與氣象局海象中心工作會議時間，建議 3/28、3/29(上午)、3/31(3:00)、
4/1，請天瑋與氣象局長官確認會議時間，並請各分項準備工作會議討論
議題及內容。
四、散會：下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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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NTOU)
1.1 計畫背景
1.2 計畫目的
1.3 整體計畫工作項目
1.3.1 97 年度工作成果
1.3.2 98 年度工作成果
1.3.3 99 年度工作成果
1.3.4 100 年度工作內容
1.4 本計畫研究團隊配置
1.5 期中工作成果與後續執行重點
1.5.1 期中工作成果
1.5.2 後續工作重點

第二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CECI +ITRI)

2.1 引言
2.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網站新增模組與網頁重建(ITRI)
2.2.1 海象資訊 e 化新增模組建置
2.2.2 海象資訊 e 化預報與分析網頁重建
2.3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運轉與維護
2.3.1 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作業化運轉
2.3.2 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系統維護
2.3.3 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網站 FTP 排程作業規劃
2.4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資料庫更新維護
2.5 小結

第三章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CECI)

3.1 引言
3.2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維運及改進
3.2.1 歷史颱風資訊系統暴潮(水位)查詢
3.2.2 歷史颱風資訊系統暴潮偏差查詢
3.2.3 歷史颱風資訊系統波高查詢
3.2.4 歷史颱風路徑展示
3.2.5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災害資料庫更新與建置
3.3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資料庫擴充
3.3.1 暴潮資料庫擴充
2

附件一

100 年氣象局計畫期中報告目錄

3.3.2 波高資料庫擴充
3.3.3 颱風資料庫擴充
3.3.4 颱風災情資料蒐集與擴充
3.4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資料庫擴充自動化程式
3.4.1 氣象局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架構
3.4.2 自動化程式流程規劃
3.4.3 程式開發方法介紹
3.5 小結

第四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業之應用(ITRI)
4.1 引言
4.2 漁業氣象預報與波浪模式評估分析
4.2.1 現行漁業氣象預報介紹
4.2.2 波浪模式介紹
4.2.3 波浪模式作業化運轉流程
4.2.4 漁業氣象預報與波浪模式結果比較
4.3 Google Earth 平台展示海象資訊
4.3.1 NCL 繪圖程式介紹
4.3.2 海象預報圖產品展示
4.3.3 即時海況展示
4.3.4 衛星波高展示
4.3.5 波浪預報比較結果展示
4.4 小結

第五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航行安全之應用(ITRI)
5.1 引言
5.2 藍色公路預報功能
5.2.1 藍色公路預報網頁介紹
5.2.2 藍色公路預報作業化流程
5.2.3 藍色公路預報網頁即時海況展示
5.3 藍色公路預報資訊傳播媒介評估
5.4 航行安全資訊未來應用與建置規劃
5.5 小結

第六章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ITRI)
6.1 引言
6.2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現有功能介紹
3

6.3 暴潮校驗功能需求研析與規劃
6.4 暴潮偏差校驗功能建置
6.4.1 平均偏差(BIAS)
6.4.2 均方差(RMS)
6.4.3 相關係數(CR)
6.5 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
6.5.1 平均偏差(BIAS)
6.5.2 均方差(RMS)
6.5.3 相關係數(CR)
6.6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
6.6.1 校驗功能介面建置
6.6.2 整體系統操作介面編修
6.7 系統操作流程與案例測試
6.7.1 系統操作流程
6.7.2 案例測試
6.8 小結

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NTOU)
7.1 初步結論
7.2 後續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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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三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00 分

會議地點

張榮發基金會海事博物館

主

簡連貴祕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陳保慶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李汴軍副祕、顏厥正博士、李信志副理、
張瑞文工程師、楊萬蓉組長、黃郁媚助理、馮宗盛助理、陳保慶助理

一、主席報告：
二、議題討論與決議：
1.

水位校驗相關係數(CR)結果展示，最後決議保留原標題不修正為模式水位
校驗相關係數。

2.

歷史颱風系統為 2010 年延伸之調合分析、暴潮展示系統為 2011 年延伸之
調合分析。

3.

氣象局與水利局之系統暴潮站分布分開顯示(編號 0 與 1)。

4.

教育訓練地點於台灣世曦，因操作時間需較多，請瑞文從新規劃時程表。

5.

為利七月初教育訓練順利推動，請海洋大學分配兩位人員協助相關事宜。

6.

請台灣世曦協助原先產生各航線的 GIS mxd 檔及相關 shape 檔，以便製作
布袋至馬公之航線圖。

三、下次會議時間、地點:
1.

請各分項於下次工作會議提出期中報告內容，下次工作會議時間：5 月 26
日(星期四) ，請研究團隊同仁撥冗出席。

四、散會：下午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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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四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海下協會會議室

主

簡連貴祕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黃郁媚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書長、李汴軍副祕書長、顏厥正博士、張
瑞文工程師、楊天瑋助理、楊萬蓉組長（請假）、黃郁媚專員、馮宗
盛助理、陳保慶助理

一、 主席報告
(1)感謝各分項協助，04 月 29 日水下技術年會由顏博士、瑞文順利發表本計畫執行成
果。
(2)06 月 11 日~06 月 17 日將於廈門舉行第二屆兩岸海峽論壇，本計畫將由李汴軍主任
發表「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與網路作業化運轉」。
(3)依據合約規定，本計畫將於 07 月 08 日前繳交期中報告。
二、 議題討論
1. 本年度為本計畫最後一年，報告中納入四年之總體目標說明、e 化服務系統整合成
果與績效，期中階段請強化說明目前系統上線後之執行現況與成果(如民眾之意
見)。
2. 1.5.1 節期中工作成果，請檢視內容與章節目錄相對應。
3. 各章節之引言：敍述期中階段工作重點，小結：說明期中成果、強化後續推動工作，
另請各分項檢視期中查核驗收工作並納入章節內容說明。
4. 各章節日期表示方式請統一(如 2011/5/30 或 2011 年 5 月 30 日)。
5. 第二章請增加 2.6 節教育訓練，刪除 RSS 訂閱項目。
6. 請檢視圖示＂海堤護岸破壞＂之正確位置，基本上不應該位於內陸。
7. 請檢視航線之起訖點，目前有那些為氣象局之測站；建議從氣象局之資料庫列入所
需資料，請納入與氣象局工作會議研商項目後決定處理方式。
8. 第五章頁標請修正，將民眾意見之回饋紀錄納入績效成果。
9. 第六章相關係數，建議調整數據為小數點 2 位數。
10.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之中、英文版，請朝同步方式處理。
1

三、 下次會議時間、地點
(1)05 月 27 日上午 10:00 召開第二次與海象中心工作會議，請於 09:40 於大廳集合。
(2)第五次內部工作會議時間：6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6 時 30 分。請各分項提送期
中報告內容。
四、 散會：20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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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五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6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海下協會會議室

主

簡連貴祕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黃郁媚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書長（請假）、李汴軍副祕書長、顏厥正
博士、張瑞文工程師、楊天瑋助理（請假）、楊萬蓉組長、黃郁媚專
員、馮宗盛助理、陳保慶助理

一、 主席報告
1. 感謝顏博士與瑞文協助，06 月 08 日於氣象局完成本計畫系統教育訓練。
2. 依據本計畫合約規定，07 月 08 日(五)前需繳交期中報告。
3. 經氣象局通知，本計畫期中簡報 07 月 20 日(三)下午召開。
二、 議題討論
1. 民眾提問及回覆部份建議加註日期。
2. 民眾 email 全文建議納入附錄。
3. 期中階段已完成之工作項目及符合驗收要求於小節敍述說明。
4. 教育訓練簡報、一般版維護手冊建議納入附錄。
5. 第四章 4.2 工作項目方法建議考量章節格式一致性納入引言。
6. 第五章 5.5 節修正為新增布袋馬公航線作業流程。
7. 請重新檢視目錄名稱與章節內文一致。
8. 報告各章節日期（年月日）表示方式依照前後文統一，網頁遵照氣象局為西元年。
三、 請各分項於 7 月 1 日（五）下班前將期中報告修正資料 Email 宗盛彙整，彙整後 Email
祕書長確認，7 月 7 日(四)中午送印，7 月 8 日(五)送交氣象局。
四、 下次內部工作會議時間：7 月 12 日（二）下午 6 時 30 分，請各分項準備期中簡報內
容，並於 7 月 11 日(一)上班前 Email 宗盛彙整。
五、 散會：20 時正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六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6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海下協會會議室

主

簡連貴祕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黃郁媚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書長、李汴軍副祕書長、顏厥正博士、張
瑞文工程師、楊天瑋助理、楊萬蓉組長、黃郁媚專員、馮宗盛助理（請
假）、陳保慶助理

一、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分項之努力，07 月 08 日(五)已將期中報告送至氣象局及審查委員。
2. 經氣象局通知，本計畫期中簡報 07 月 20 日(三)下午 13:30 召開，本次會議主要針
對期中簡報內容進行研討。
二、 議題討論
1. 第一章前言部份請參考去年度期末簡報內容，增加計畫緣起、前三年計畫成果、計
畫整體目標、績效；並請瑞文協助製作本系統已上線成果之簡報畫面。
2. 第二章部份請說明系統改版之重點，建議以字體顏色或表格強化論述。
3. 為避免審查委員疑惑，請注意論述因系統版面問題，依據工作會議協商目前開放 19
個測站、未來依據氣象局需求納入 6 個測站及 13 個測站。
4. 第四～五章簡報文字太多，建議再精簡以圖或表格呈現，重點部份以顏色 mark，本
局修正為貴局。
5. 暴潮校驗系統儘速改為自動化，增加送暴潮圖功能；海象中心擷取港研中心資料可
納入說明。
6. 各分項強化期末階段工作項目，結論改為小結，工作現況改為成果。
7. 各章第一頁目錄字體請統一，系統側錄部份於簡報最後播放。
8. 簡報時間預估：20 鐘，時間分配如下：
＊ 第一章、第七章：簡祕書長－ 3 分鐘
＊ 第二章、第三章：CECI 瑞文－7 分鐘
＊ 第四章～第六章：顏博士

－10 分鐘

三、 請各分項於 7 月 18 日（一）上班前將期中簡報修正內容 Email 保慶彙整，彙整後 Email
祕書長確認，7 月 19 日(二)下午送印。
四、 下次會議時間：7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15:30 於氣象局 617 會議室召開期中審查會議，
請研究團隊於當日中午 14 時 50 分於氣象局一樓大廳集合。
五、 散會：20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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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七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8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6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海下協會會議室

主

簡連貴祕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黃郁媚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書長、李汴軍副祕書長、顏厥正博士、張
瑞文工程師、楊天瑋助理、楊萬蓉組長、黃郁媚專員、馮宗盛助理、
陳保慶助理

一、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分項之努力，07 月 20 日已通過期中報告審查。
2. 後續推動中程計畫已提供氣象局參考，海象資訊 e 化應朝為多元化加值發展
努力，應持續推動本計畫後續工作，於期末階段請工研院與台灣世曦公司將
後續可持續推動海象 e 化服務系統方案納入建議。
二、 議題討論與結論
1. 各分項進度報告如議事資料（略）
。
2. 內政部營建署向氣象局索取颱風災害圖層資料，建議於期末報告中說明，強
化各單位對海象資料需求之重要性及本計劃之績效。
3. 第七章 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之發展演進內容，可能與期末成果內容部份重
覆，請思考本章表達主軸及如何撰寫內容。
4. 請各分項將期中審查委員及作業單位意見補充納入期末報告內容。
5. 藍色公路已增加金門、龜山島航線，請天瑋及顏博士協助。
6. 請各分準備與氣象局海象中心討論議題及目前執行進度現況，討論內容包
含：教育訓練為一般版或內部版、藍色公路、後續計畫相法及未來維護建議
規劃方向。
三、 下次與氣象局工作會議時間：建議 9 月 8 日(星期四)上午 11-12 點，中午 1-2 點，
下午 4-5 點等三個時段，請天瑋與氣象局長官確認會議時間，並請各分項準備
工作會議討論議題及內容。
四、 散會：19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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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七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10 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6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海下協會會議室

主

李汴軍副祕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黃郁媚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書長、李汴軍副祕書長、顏厥正博士、張
瑞文工程師、楊天瑋助理（請假）、楊萬蓉組長、黃郁媚專員、馮宗
盛助理、陳保慶助理

一、 主席報告
1. 感謝各分項協助，09 月 08 日完成與氣象局召開第三次工作會議，計畫工作
皆順利推動中。
2. 感謝顏博士與瑞文的協助，10 月 13 日於氣象局已完成本計畫系統的教育訓
練。
3. 本計畫 12 月 9 日前交期末報告。
二、 議題討論與結論
1. 各分項進度報告如議事資料（略）
。
2. 請宗盛向氣象局索取修正後之驗收標準，並請氣象局發函協會確認。
3. 請宗盛將驗收標準製作成表格 email 研究團隊檢視各章工作項目是否符合驗
收標準並填寫完成之章節。
4. 請各分項於下次與氣象局工作會議時提供期末報告章節大綱。
5. 教育訓練、技術轉移，需提供系統操作維護手冊，建議以重點為主。
三、 下次與氣象局工作會議時間：建議 11 月 7-11 日間，請宗盛與氣象局確認會議時
間，並請各分項準備工作會議討論議題及內容。
四、 散會：19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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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九次內部工作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

中華民國 100 年 11 月 29 日（星期二）下午 6 時 30 分

會議地點

海下協會會議室

主

簡連貴秘書長

席

出席人員

紀

錄：黃郁媚

簡連貴秘書長、許硯蓀副祕書長（請假）、李汴軍副祕書長（請假）、
顏厥正博士、張瑞文工程師、楊天瑋助理（請假）、楊萬蓉組長、黃
郁媚專員、馮宗盛助理、陳保慶助理

一、 主席報告
依據合約規定本計畫於 12 月 9 日前繳交期末報告，本次會議針對期末報告章節
內容進行研討。
二、 議題討論與結論
1. 本計畫執行四年之長摘要及研究成果納入附錄，期末報告本文強調本年度工
作成果。
2. 第二章部份，強化系統持續更新建置之重要性及資料安全性，無法於本年度
完成之項目可納入後續建議及上線試營運期間之統計分析加以論述，以突顯
績效成果。
3. 報告 P2-13 建議修飾文字說明，及「安管外」統一格式。
4. 第四章標題修正與驗收標準一致為「海象資訊ｅ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
浪預報作業之應用」
。
5. 建議刪除第七章海象ｅ化資訊服務系統之發展演進，請簡化內容納入第一章
成果。
6. 請宗盛詢問氣象局承辦人，系統操作手冊是否需單獨印製，可否先提供一本
或納入期末報告附錄。
三、 請各分項於 12 月 5 日（一）下班前將期末報告修正內容 e-mail 宗盛彙整，12
月 7 日（三）e-mail 祕書長修正確認，12 月 8 日(四)中午送印，12 月 9 日(五)
送達氣象局。
四、 下次工作會議時間：12 月 14 日（三）下午 6 時 30 分，討論期末簡報。
五、 散會：20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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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研究團隊與海象測報中心歷
次工作會議記錄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4 月 1 日(星期五) 下午 14:00
地
點：616 會議室
主
席：林副主任燕璋
紀
錄：楊天瑋助理
出席人員：陳進益、尤心瑜、簡連貴教授、李汴軍教授、顏厥正博士、張瑞
文工程師、馮宗盛助理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會議結論：
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1. 藍色公路資訊增加過去 3 小時即時資料，由海象中心自行自港研中心資料
庫抓取資料，由研究團隊協助海象中心撰寫資料抓取程式之工作。
2. 修改合約部分驗收標準：
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項目之第 3 項驗收標準，9 月底前將
網頁產品製作排程分割至本局提供之 3 台伺服器，並分別提供傳輸排程程
式將網頁及圖片產品傳送至對外服務網站。將修改為：期中報告前提供網
站基本維護教育訓練及繳交系統手冊；整合自動排程及 FTP 為同 1 支程
式，程式具備指定 FTP 目的網址 ip 功能。
3. 請研究團隊於海象中心電腦(61.56.11.130)建置測試網站，網頁程式修改後
將於此電腦展示穩定後，再置換正式對外電腦之程式。
4. 有關計畫績效報告，請研究團隊協助撰寫。
二、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業之應用
1. 研究團隊於 4 月底提出專業版即時海況之展示方式，並就專業版進行本年
度第一次討論。
2. 海象中心預報產品於 google earth 展示之方式，請研究團隊持續研究改進。
3. 研究團隊將針對藍色公路新增布袋到馬公及馬公到金門 2 條航線於期中
報告後進行評估回覆。
參、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16 時 00 分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第二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5 月 27 日(星期五) 上午 10:00
地
點：616 會議室
主
席：林副主任燕璋
紀
錄：楊天瑋助理
出席人員：海象中心：
朱啟豪、陳仁曾、陳進益、尤心瑜
研究團隊：
簡連貴教授、顏厥正博士、張瑞文工程師、馮宗盛助理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會議結論：
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1. 藍色公路網頁新增之起迄點即時海況資料每 1 小時更新一次，預報資料仍
為 6 小時更新一次，期中前使用起訖點附近氣象局已有波浪資料測站, 預
留海流資料展示位置, 期中後若氣象局仍未自港研中心取得資料, 再協助
進行資料的取得。
二、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3/3）
1. 系統展示方面：由於 2010 年潮位測站將由現有的 17 站增加為 38 站，無
法一次將所有測站展示於系統展示頁面上，因此將規劃新增測站選取介
面，可經由該介面選取欲展示的測站，無選取動作時，系統將展示預設測
站，預設測站則請海象中心於 2011 年 7 月中前提供，建議依行政區選取，
此功能預定於期末報告前完成。
2. 系統資料庫自動化更新：由本中心安內資料庫抓取所有歷史颱風期間波
高、暴潮、暴潮偏差及警戒值等資料，上傳至本系統資料庫使用，每年 5
月初執行一次。需於安內主機執行下載資料程式後，手動將資料移至安外
系統，再執行上載程式即可。
3. 修改波高、暴潮及暴潮偏差展示方式，將文字及年份刪除，以節省展示空
間，各數字代表意義則於展示畫面右下方說明，如附件一：
參、 會議結束時間：上午 12 時 00 分

附件一

修改成
新竹
205/290/-115
0709 23 時

第

2
頁，共 2 頁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第三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9 月 8 日(星期五) 下午 16:00
地
點：616 會議室
主
席：林副主任燕璋
紀
錄：楊天瑋助理
出席人員：海象中心：
陳進益、尤心瑜
研究團隊：
李汴軍教授、顏厥正博士、張瑞文工程師、馮宗盛助理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會議結論：
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1. 藍色公路起迄點即時海況資料已建立於海象中心安管外資料庫，請團隊聯
絡中心承辦人取得資料庫資料並於藍色公路網頁上展示。
2. 海象中心將與團隊討論 php 程式 zip 後傳送至氣象局 Linux 電腦上測試一
事，並決定 php 網頁程式替換時機。
3. 10 月中將於海象中心舉辦教育訓練，內容包含：即時海況模組系統控管
說明及資料表結構關聯圖、藍色公路模組、歷史颱風暴潮系統及資料庫運
算程式與系統操作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參、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17 時 00 分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第四次工作會議紀錄
時
間：100 年 11 月 7 日(星期一) 下午 15:30
地
點：616 會議室
主
席：林副主任燕璋
紀
錄：楊天瑋助理
出席人員：海象中心：
朱課長啟豪、尤心瑜
研究團隊：
簡連貴教授、顏厥正博士、張瑞文工程師、馮宗盛助理

壹、 主席報告：略
貳、 會議結論：
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
1. 團隊已完成製作 php 網頁程式。
2. 團隊已完成藍色公路含起迄點網頁製作。
二、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業之應用
由海象中心協助取得 GOOGLE API 使用金鑰，以利即時海況應用於
GOOGLE EARTH 展示。
三、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功能強化
團隊於期末前完成颱風暴潮展示校驗系統圖檔傳送程式。
參、 會議結束時間：下午 16 時 30 分

附錄五 本研究計畫論文發表成果

附錄五 本研究計畫論文發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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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建置及作業化運轉
張瑞文

1

2

簡連貴

馮宗盛

3

顏厥正

4

滕春慈

5

摘要
本研究主要依據前期系統功能架構規劃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建置及程式作業
化運轉之工作，將海象資訊中有關波浪、風、潮位、海溫、測站氣壓等民眾查詢頻率較高之資
訊納入一般版當中，以開發「即時海況」、「潮高預報圖」、「海溫分析時序圖」等模組，整
併有關波浪預報及數值預報模組功能，及完成開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之「海象警
示」、「藍色公路海況」及「海象統計」等系統，並建置英文版及 PDA 版。
本研究於本期亦擴充維護「即時海況」模組功能，除增加潮高的預報潮位線繪製外，並針
對潮位動態圖運算公式做修正，漲退判斷由原本的即時潮位減預報潮位，修正為即時潮位減前
30 分鐘即時潮位。另增加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以整合有關潮位及風向、浪向等說明。透過本
系統的建置與作業化運轉，期望能順應資訊技術視覺化、多元化、便民化電子時代，同時將訊
息忠實的傳達給民眾外，並增加訊息提供便利性。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ne
Information Electronic Services System
1

Jui-wen Chang

2

Lien-Kwei Chien

3

Tsung-Shen Feng

4

Chieh-Cheng Yen

5

Chun-Ci Teng

ABSTRACT
This study is primary focus on the Task of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ne
information electronic service system, which are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design of former system. We
had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marine information, such as wave, wind, tide, wate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s into public version, which are frequently surveyed by the people. These information
systems are “Sea Surface Condition”, “Tidal Height Prediction Curves”,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We also included “Wave Prediction” and “Nwp Model”, and had build systems such as “Marine
Forecast”, “Blue Highway”, “Marine Statistics”. We also construct the PDA and English version.
Our study also expanded and maintained “Sea Surface Condition” system continuously. Besides
automatically drawing the tidal prediction curves by the system, we also corrected the formula by
realtime tidal height difference, which the former one was the realtime difference the harmonic tidal
height. We had added the “User Tips”, to show the information about Tide, Wind and Wave. Through
integration and maintain function of systems, we wish we could adhere to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ical rules, “Visualization”, “Diversity” and provide “Convenience” information to the
general.

一、緒論
1.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空資部工程師

因應資訊技術視覺化、多元化、便民化之 E 化

2. 國立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電子政府時代來臨，資訊提供者除了將訊息忠實的

3. 國立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博士

傳達給民眾外，仍應綜合考量訊息提供的方式以及

4. 工業技術研究院 綠能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5. 中央氣象局 海象測報中心主任

便利性。有鑑於此，由海洋大學、台灣世曦及工研

由於中央氣象局網頁是於點選地區別、測站之

院組成的研究團隊於承接「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

超連結後，網頁將以內嵌方式連動開啟該測站的靜

之整合與建置」此一四年計畫，於第三年度進行系

態 HTML 網頁（排程方式每小時定時製作）。故一

統功能的重新檢視及修訂，將海象中有關波浪、風、

個即時海象系統內其實隱含有多達 217 個暫存

潮位、氣溫、海水表面溫度（以下皆簡稱為海溫）、

HTML 網頁在網站伺服器當中，故於上一期於系統

測站氣壓等民眾查詢頻率較高之資訊納入一般版當

設計階段時，研究團隊便建議以整合式的系統畫面

中。另納入海象業務相關之地理資訊圖層於專業版

將六類海象資訊一次於網頁呈現。

系統中。配合中央氣象局政策，以中央氣象局網頁

2.1.2 新版 網 頁 功 能 說 明

規格統一化之風貌呈現。考量中央氣象局網頁提供
之服務，一般版並納入英文網頁、RSS 訂閱、PDA

新版網站畫面如下圖 2 所示。

網頁等功能。內部版以海象預報課業務相關之歷史
颱風暴潮系統、暴潮展示校驗系統規劃為主體。
系統功能主要依據前二年度系統功能架構規
劃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功能整合建置及程
式作業化運轉之工作，以開發「即時海況」、「潮
高預報圖」、「海溫分析時序圖」、「海象警示」、
「藍色公路海況」及「海象統計」等模組，並建置
英文版及 PDA 版，整合有關波浪預報及數值預報模
組功能。內部版則針對「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
及「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進行系統功能開發工作。

二、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建置
2.1 即時海況系統
海象 e 化一般版即時海況，係參考中央氣象局
網頁（以下簡稱中央氣象局 V6 版網頁）即時海況

圖 2 即時海況系統
系統另設計有測站基本資料表，網頁資料主要
取自中央氣象局安管外資料庫之測站基本資料表，
紀錄有即時海況測站名稱、編號、位置描述、座標
等基礎資訊。功能面則於點選測站名稱超連結時，
將另開新視窗展示測站資訊。如圖 3 畫面。

系統之結構及資料庫，將系統改進，以表格式整合
展現台灣本島及離外島共 77 個即時海況測站之海
象資訊。

2.1.1 舊 版 網 頁 功 能 說 明
原中央氣象局網頁之即時海況系統下分「即時
海況」、「波浪」、「風」、「潮位」、「氣溫」、
「海溫」、「測站氣壓」七個主要次分項，中央氣
象局 V6 版即時海況系統圖整理如圖 1。

圖 3 即時海況測站基本資料表
即時海況系統創新設計「潮位漲退箭頭」功
能。依據不同水位狀態分為 8 類，分別以粉紅色（漲
潮）及藍色（退潮）表示目前潮汐狀態，另結合水
位高度（共 4 等級）以多層白色波浪設計展現目前
水位高低程度。系統運算公式引用即時潮位、目前
觀測校準後潮位與歷年大潮平均高低潮位綜合比
較，以深紅向上或深藍色向下箭頭表示潮高狀態。
如圖 4 畫面為說明潮高動態循環示意。

圖 1 中央氣象局 V6 即時海況系統

圖 4 潮高說明動態圖
此外，系統中關於方向的觀測值採箭頭顯示。
風向採 16 方位，浪向則採 8 方位。畫面呈現如圖 5。

圖 7 海象警示系統
系統可依據浪高發布之數值計算出警示指
標。警示指標分為三類，分別為「1 Calm」，不予
警示且浪高為 2 公尺以下、「2 Warn」，以淡橘色
海域警示且浪高為 2～3 公尺。第三類為「3
圖 5 風向說明示意圖
歷史的海象資訊則保留過去 3 天，另開視窗表
格顯示過去 72 小時各海象資料，以方便民眾比對查

Danger」，以淡粉色為警示海域，且浪高為 4 公尺
及以上。

2.3 潮汐預報系統

閱。並且以圖示表示過去 48 小時各即時海況折線

包含五大主要選單：今日潮汐、明日潮汐、後

圖。潮位站於本期已改良結合目前水位及調和分析

天潮汐、滿潮預報圖及潮高預報圖。除滿潮預報圖

潮高，繪製過去 24 小時及未來 12 小時即時海況潮

預計於 100 年完成外，其餘模組目前皆已上線運轉。

位，如下圖 6。

2.3.1 今日潮汐預報
本模組除以近海漁業分區標示台灣週邊 26 個
潮汐預報站，使用滑鼠點選海域圖將切換右方表格
內容，顯示每日兩次或四次的滿潮及乾潮時間，以
及潮高預報值。另設計「未來 30 天」連結，開新視
窗顯示未來 30 天該潮汐預報站潮高預報值。系統畫

圖 6 過去 3 日潮高折線圖

面如圖 8。

2.2 海象警示系統
海象警示系統原構想取自台灣海域安全資訊
系統中有關沿海遊憩安全資訊，將台灣海域區分為
北、中、南、東四大海域預報點，提供有關航行、
游泳、操舟、風帆等四類安全舒適度指標。系統展
示內容主要使用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所發布之近海
漁業天氣預報之 XML 檔案，海域劃分依據為取自
即時海況模組之漁業預報海域分區方式。以提供民
眾於進行沿海遊憩行為參考之用。系統具備各海域
風向、風速及陣風、浪高等資訊。系統每 6 小時定
時更新最新海況，畫面如圖 7 所示。

圖 8 今日潮汐預報

2.3.2 潮高預報圖

2.5.1 潮位統計

亦為創新系統功能，為參考中央氣象局 V6 網

共納入氣象局、水利署、內政部等潮位站統計

頁之「長期潮汐預報圖」重新設計而成。以五種時

資訊，共統計有九種潮位資訊，分別是「最高高潮

間（1 日、2 日、3 日、5 日、1 週、1 月）下拉選單

位(HHWL)」、「最高天文潮(HWOST)」、「大潮

的方式，配合列出所有長期潮汐預報站，點選預報

平均高潮位(MHWS)」、「平均高潮位(MHWL)」、

圖左右箭頭可切換前或後之潮高預報圖。本系統採

「平均潮位(MWL)」、「平均低潮位(MLWL)」、

取與即時海況繪圖程式相同之美工樣式，提供之潮

「 大 潮 平 均 低 潮 位 (LWOST) 」 、 「 最 低 天 文 潮

高預報圖。系統畫面如圖 9 所示。

(MLWS)」、「最低低潮位(LLWL)」等。下圖為淡
水站歷年潮位統計圖，潮高單位為公尺。

圖 9 潮高預報圖

2.4 海溫測報系統
主要為改寫海溫分析時序圖模組。原參考氣象
局 V6「海溫資料（台灣）」改寫設計而成。提供台

圖 11 潮位統計圖

2.5.2 波浪統計

灣本島及離外島海溫資料為展示對象。前一日海溫

波浪統計模組提供浮標站及波浪站統計資

資料，約於上午 11 時對外更新。系統畫面如圖 10。

訊。共可查詢 9 類資訊，分別為「最大示性波高」、
「最大示性波週期」、「平均示性波高」、「平均
週期」、「觀測次數」、「尖峰週期」、「波向」、
「發生時間」、「示性波高分佈百分比」。系統亦
設計直方圖查詢功能。波高以公尺為單位、週期以
秒為單位。

圖 10 海溫分析時序圖

2.5 海象統計系統
氣象局舊版網頁提供各測站每個月一筆的統
計資訊，包含波浪統計、風速統計、潮位統計、氣
溫統計、海溫統計及氣壓統計等六類供民眾查詢。
經討論後決議保留「波浪」、「海溫」、「潮位」
等功能。並將系統撰寫為執行檔，提供給系統維護
人員每年手動執行一次。

圖 12 波浪統計圖

2.5.3 海溫統計

規劃使用 Google 地球來展現現階段海象測報

提供潮位站有關「最高海水表面溫度」、「平

中心的海象預報產品，多為大比例尺的海象圖資，

均海水表面溫度」、「最低海水表面溫度」等海溫

並將預報圖轉換成 Google 地球的 KML 檔，使用者

統計值，以度 C 為單位。另加入最高及最低海溫發

可開啟 Google 地球的應用程式來進行展示。這樣的

生年度，以提供民眾更詳細的資訊。下圖 13 為大鵬

套疊展示可同時操作使用多個圖層，包含有向量

灣浮標站平均每月海水表面溫度折線圖。

GIS 圖層如氣壓場、波浪場等線型圖層，以及 KMZ
影像圖層如波浪預報圖、海溫預報圖…等。圖層套
疊示範如圖 15。

圖 13 海溫統計圖

三、海象資訊 e 化專業版建置
3.1 即時海況 WebGIS 系統
系統納入即時測站，為利用 Google Earth API
所建構的系統。Google Earth 可以使用滑鼠操作 3D
地形。系統畫面如圖 14 所示。

圖 15 海象預報圖套疊 Google 地球

四、海象資訊 e 化內部版建置
4.1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
台灣為海島型國家，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氣
候，歷年 5 月至 9 月為颱風侵台影響最為嚴重期間。
颱風對台灣的影響除山區地形陡峻常引發洪水氾
濫、土石流外，在沿海低窪地區亦造成淹水，危及
台灣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氣候異常及全球暖化效
應交互影響著台灣地區。爰此，氣候的掌握及歷史
颱風相關研究更顯重要。故研究團隊規劃建置歷史
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期三年，目前進行雛型系統
的建置。
系統功能具備歷史颱風路徑查詢、暴潮及波高

圖 14 即時海況 WebGIS 系統

數值展示。另提供颱風期間海岸災害展示、水位及
暴潮時序列繪圖功能。團隊並進行資料庫系統重

3.2 Google Earth 預報圖應用系統

整，以氣象局資料庫之颱風編號、颱風路徑、測站、
暴潮、波高、潮位及波浪警戒值等資料表重新整合
以供內部版系統使用。

4.1.1 暴潮查詢
颱風期間水位稱之為「暴潮」。系統可查詢西
元 1998 年至 2009 年歷次颱風侵台期間最高水位值
及發生時間、逐時暴潮偏差等資料。查詢畫面右上
方有設計一下拉選單，可切換該次颱風波高查詢結
果。颱風路徑示意圖以 7 級暴風半徑範圍繪圖，颱
風中心以一圓點表示位置。颱風軌跡以紅線表示，
使用者於點選圖面下方颱風路徑時刻，可切換颱風
路徑圖。同時左方暴潮偏差也將隨時刻改變。系統
查詢結果如圖 16 所示。
圖 16 波高查詢結果

4.1.3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展示
本系統已整合海岸災害資料表、海堤溢淹資料
表及颱風期間災害查詢展示系統資料庫。研究團隊
整理四類的海岸災害分類並透過地理資訊系統應用
程式出圖並套疊於系統中。當滑鼠移過該次颱風期
間有災情的縣市，並點選當次颱風災情縣市的圖
塊，將另開新視窗展示災情縣市的文字描述，並以
海岸災害、海堤溢淹分類呈現。若該縣市有蒐集災
圖 16 暴潮查詢結果

情或溢淹圖片，系統將一併顯示出來。圖 17 呈現
2009 年莫拉克颱風查詢結果。

系統亦提供颱風期間水位及暴潮偏差時序圖
繪製。使用者在點選測站名稱後，將另開新視窗繪
製該潮位站於該次颱風警報發布期間逐時水位及暴
潮偏差時序圖。系統畫面如圖 17。

圖 17 潮高時序列圖繪製

4.1.2 波高查詢
系統提供波高查詢功能，可空間顯示該次颱風
發布警報期間最大波高、逐時示性波高、波高警戒
值等資訊。波高單位以公尺顯示。

圖 17 海岸災害查詢展示

4.2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海象測報中心的暴潮展示系統即是在讓預報
員能夠整合暴潮模式的資訊，結合已知的觀測資
料，判斷出正確的潮位預報。氣象局發展不同暴潮
數值模式以便在進行潮位預報時，能夠考慮到暴潮

的因素，整合暴潮模式、調和分析、與觀測資訊，

列印三個連結，讓使用者在自己的電腦上進行設定

準確的進行潮位的預報，本系統因應而生。系統包

列印方式、預覽列印、及提送列印的作業。查詢結

含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介面整合及整體系統之架

果如圖 19。

構建置，並於颱風警報期間測試其初步的功能。後
續加入顯示每 12 小時的最大暴潮位及設定誤差值
帶狀顯示功能，以及具備暴潮偏差比較及天文潮校
驗功能。

4.2.1 時序列圖展示
使用者可以利用瀏覽器右邊的卷軸展示所有
的預報站。網頁上方粉色控制區可以讓預報員控制
圖 19 暴潮總水位估算表

34 個預報站所要展示某一次預報與相關觀測時序
列圖，並可選擇所要展示的時序列圖是由哪一個暴

五、結論

潮模式所執行的預報。除此之外並可設定讓兩個暴
潮模式的預報結果並排展示，如此的展示方式可以
讓預報員更能掌握瞭解暴潮模式的結果，進而進行
預報作業。系統加入選項讓預報員可以在各測站個
別展示時，不顯示前報的時序列圖，以避免展示單
一預報站的時序列圖時產生警告訊息。系統畫面如
圖 18 所示。

為延續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行
安全之應用、岸基海象遙測技術之研發、海氣象觀
測站之評估及擴建、及海域地理資訊服務系統建置
等前期研究成果，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
的 4 年科技發展計畫，將自民國 97 年起至民國 100
年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
究」，以中央氣象局現有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建
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
將系統功能持續更新，提供全方位海域相關服務。
主要工作內容包含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歷
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暴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
形建置等工作項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
研發模式，轉化成可落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

圖 18 暴潮模式時序列圖

4.2.2 暴潮總水位估算表
系統可產生未來 12 小時、12 及 24 小時、24
及 36 小時所有測站暴潮最大值之時間及當時之總
水位（暴潮水位加上 1/2 模式預測波高）表格，以
及此總水位表格列印功能。原先的首頁也增加展示
暴潮總水位估算表的按鈕。「重新產生圖檔及總表」
按鈕後即會產生各站的時序列圖及暴潮總水位估算
文字檔，點選「暴潮總水位估算表」後，系統會讀

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海象 e 化資訊
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
後續將於 100 年度持續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
系統建置及維運、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及持
續擴充工作、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
整合及建置（於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業及兩岸航
行安全之應用）、暴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等
工作。

謝誌

取剛才產生的總水位檔案，然後進行表格的編排及

本研究執行過程中，感謝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

展示。估算表包含了 0~12 小時、12~24 小時、24~36

中心滕春慈主任及其相關同仁協助，以及各階段評

小時所有測站最大報潮時間、最大暴潮水位、對應

審委員給予指導，並特別感謝海軍大氣海洋局、經

之示性波高、對應之示性波高除 2、及總水位等欄

濟部水利署、各港務局以及相關單位提供資料進行

位。網頁左上方有設定印表機、預覽列印、及設定

資料庫建置，使得本研究得以順利完成，在此一併
予以感謝。

參考文獻
1. 蕭政宗(2006) “以聯結函數探討雙變數水文事件
之機率分佈”，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
畫成果報告(NSC94-2211-E032-009)。
2. 林傑斌等、(2007) “SPSS 統計建模與應用實務”，
網奕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謝旭洲(2008) “社會統計與資料分析”，威仕曼文
化。
4.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http://marine.cwb.gov.tw/
5.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http://isohe.ihmt.gov.tw/index.aspx/
6.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cwb.gov.tw/
7.Gopal, K. K (2006) “100 Statistical Tests,” Sage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8.NOAA-Tide and Currents
http://tidesandcurrents.noaa.gov/
9.Sinclair,

C.

D.

and

Spurr,

B.

D

(1988)

“Approximations to the distribution function of
Anderson-Darling test statistic,” JASA, 83, pp.
1190-1191.
10.Windguru, http://www.windguru.com/int/

第二屆海峽兩岸論壇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與網路作業化運轉
李汴軍

1

簡連貴
1.
2.
3.
4.
5.

2

馮宗盛

3

張瑞文

4

顏厥正

5

華梵大學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博士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空資部工程師
工業技術研究院 綠能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本研究主要依據前期系統功能架構規劃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建置及程式作業
化運轉之工作，將海象資訊中有關波浪、風、潮位、海溫、測站氣壓等民眾查詢頻率較高之資
訊納入一般版當中，以開發「即時海況」、「潮高預報圖」、「海溫分析時序圖」等模組，整
併有關波浪預報及數值預報模組功能，及完成開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之「海象警
示」、「藍色公路海況」及「海象統計」等系統，並建置英文版及 PDA 版。
本研究於本期亦擴充維護「即時海況」模組功能，除增加潮高的預報潮位線繪製外，並針
對潮位動態圖運算公式做修正，漲退判斷由原本的即時潮位減預報潮位，修正為即時潮位減前
30 分鐘即時潮位。另增加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以整合有關潮位及風向、浪向等說明。透過本
系統的建置與作業化運轉，期望能順應資訊技術視覺化、多元化、便民化電子時代，同時將訊
息忠實的傳達給民眾外，並增加訊息提供便利性。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ne
Information Electronic Services Syste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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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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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primary focus on the Task of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ne
information electronic service system, which are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design of former system. We
had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marine information, such as wave, wind, tide, water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s into public version, which are frequently surveyed by the people. These information
systems are “Sea Surface Condition”, “Tidal Height Prediction Curves”,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We also included “Wave Prediction” and “Nwp Model”, and had build systems such as “Marine
Forecast”, “Blue Highway”, “Marine Statistics”. We also construct the PDA and English version.
Our study also expanded and maintained “Sea Surface Condition” system continuously. Besides
automatically drawing the tidal prediction curves by the system, we also corrected the formula by
realtime tidal height difference, which the former one was the realtime difference the harmonic tidal
height. We had added the “User Tips”, to show the information about Tide, Wind and Wave. Through
integration and maintain function of systems, we wish we could adhere to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ical rules, “Visualization”, “Diversity” and provide “Convenience” information to the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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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論
因應資訊技術視覺化、多元化、便民化之 E 化
電子政府時代來臨，資訊提供者除了將訊息忠實的
傳達給民眾外，仍應綜合考量訊息提供的方式以及
便利性。有鑑於此，由海洋大學、台灣世曦及工研
院組成的研究團隊於承接「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
之整合與建置」此一四年計畫，於第三年度進行系
統功能的重新檢視及修訂，將海象中有關波浪、風、
潮位、氣溫、海水表面溫度（以下皆簡稱為海溫）、

圖 1 中央氣象局 V6 即時海況系統

測站氣壓等民眾查詢頻率較高之資訊納入一般版當
中。另納入海象業務相關之地理資訊圖層於專業版

由於中央氣象局網頁是於點選地區別、測站之

系統中。配合中央氣象局政策，以中央氣象局網頁

超連結後，網頁將以內嵌方式連動開啟該測站的靜

規格統一化之風貌呈現。考量中央氣象局網頁提供

態 HTML 網頁（排程方式每小時定時製作）。故一

之服務，一般版並納入英文網頁、RSS 訂閱、PDA

個即時海象系統內其實隱含有多達 217 個暫存

網頁等功能。內部版以海象預報課業務相關之歷史

HTML 網頁在網站伺服器當中，故於上一期於系統

颱風暴潮系統、暴潮展示校驗系統規劃為主體。

設計階段時，研究團隊便建議以整合式的系統畫面

系統功能主要依據前二年度系統功能架構規
劃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功能整合建置及程
式作業化運轉之工作，以開發「即時海況」、「潮

將六類海象資訊一次於網頁呈現。

2.1.2 新版 網 頁 功 能 說 明
新版網站畫面如下圖 2 所示。

高預報圖」、「海溫分析時序圖」、「海象警示」、
「藍色公路海況」及「海象統計」等模組，並建置
英文版及 PDA 版，整合有關波浪預報及數值預報模
組功能。內部版則針對「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
及「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進行系統功能開發工作。

二、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建置
2.1 即時海況系統
海象 e 化一般版即時海況，係參考中央氣象局
網頁（以下簡稱中央氣象局 V6 版網頁）即時海況
系統之結構及資料庫，將系統改進，以表格式整合
展現台灣本島及離外島共 77 個即時海況測站之海

圖 2 即時海況系統
系統另設計有測站基本資料表，網頁資料主要

象資訊。

取自中央氣象局安管外資料庫之測站基本資料表，

2.1.1 舊 版 網 頁 功 能 說 明

紀錄有即時海況測站名稱、編號、位置描述、座標

原中央氣象局網頁之即時海況系統下分「即時
海況」、「波浪」、「風」、「潮位」、「氣溫」、
「海溫」、「測站氣壓」七個主要次分項，中央氣
象局 V6 版即時海況系統圖整理如圖 1。

等基礎資訊。功能面則於點選測站名稱超連結時，
將另開新視窗展示測站資訊。如圖 3 畫面。

圖 3 即時海況測站基本資料表
即時海況系統創新設計「潮位漲退箭頭」功
能。依據不同水位狀態分為 8 類，分別以粉紅色（漲

圖 6 過去 3 日潮高折線圖

2.2 海象警示系統

潮）及藍色（退潮）表示目前潮汐狀態，另結合水

海象警示系統原構想取自台灣海域安全資訊

位高度（共 4 等級）以多層白色波浪設計展現目前

系統中有關沿海遊憩安全資訊，將台灣海域區分為

水位高低程度。系統運算公式引用即時潮位、目前

北、中、南、東四大海域預報點，提供有關航行、

觀測校準後潮位與歷年大潮平均高低潮位綜合比

游泳、操舟、風帆等四類安全舒適度指標。系統展

較，以深紅向上或深藍色向下箭頭表示潮高狀態。

示內容主要使用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所發布之近海

如圖 4 畫面為說明潮高動態循環示意。

漁業天氣預報之 XML 檔案，海域劃分依據為取自
即時海況模組之漁業預報海域分區方式。以提供民
眾於進行沿海遊憩行為參考之用。系統具備各海域
風向、風速及陣風、浪高等資訊。系統每 6 小時定
時更新最新海況，畫面如圖 7 所示。

圖 4 潮高說明動態圖
此外，系統中關於方向的觀測值採箭頭顯示。
風向採 16 方位，浪向則採 8 方位。畫面呈現如圖 5。

圖 7 海象警示系統
系統可依據浪高發布之數值計算出警示指
標。警示指標分為三類，分別為「1 Calm」，不予
圖 5 風向說明示意圖
歷史的海象資訊則保留過去 3 天，另開視窗表
格顯示過去 72 小時各海象資料，以方便民眾比對查

警示且浪高為 2 公尺以下、「2 Warn」，以淡橘色
海域警示且浪高為 2～3 公尺。第三類為「3
Danger」，以淡粉色為警示海域，且浪高為 4 公尺
及以上。

閱。並且以圖示表示過去 48 小時各即時海況折線
圖。潮位站於本期已改良結合目前水位及調和分析
潮高，繪製過去 24 小時及未來 12 小時即時海況潮
位，如下圖 6。

2.3 潮汐預報系統
包含五大主要選單：今日潮汐、明日潮汐、後
天潮汐、滿潮預報圖及潮高預報圖。除滿潮預報圖
預計於 100 年完成外，其餘模組目前皆已上線運轉。

2.3.1 今日潮汐預報

2.4 海溫測報系統

本模組除以近海漁業分區標示台灣週邊 26 個

主要為改寫海溫分析時序圖模組。原參考氣象

潮汐預報站，使用滑鼠點選海域圖將切換右方表格

局 V6「海溫資料（台灣）」改寫設計而成。提供台

內容，顯示每日兩次或四次的滿潮及乾潮時間，以

灣本島及離外島海溫資料為展示對象。前一日海溫

及潮高預報值。另設計「未來 30 天」連結，開新視

資料，約於上午 11 時對外更新。系統畫面如圖 10。

窗顯示未來 30 天該潮汐預報站潮高預報值。系統畫
面如圖 8。

圖 10 海溫分析時序圖

圖 8 今日潮汐預報

2.5 海象統計系統
氣象局舊版網頁提供各測站每個月一筆的統

2.3.2 潮高預報圖
亦為創新系統功能，為參考中央氣象局 V6 網
頁之「長期潮汐預報圖」重新設計而成。以五種時
間（1 日、2 日、3 日、5 日、1 週、1 月）下拉選單
的方式，配合列出所有長期潮汐預報站，點選預報
圖左右箭頭可切換前或後之潮高預報圖。本系統採
取與即時海況繪圖程式相同之美工樣式，提供之潮
高預報圖。系統畫面如圖 9 所示。

計資訊，包含波浪統計、風速統計、潮位統計、氣
溫統計、海溫統計及氣壓統計等六類供民眾查詢。
經討論後決議保留「波浪」、「海溫」、「潮位」
等功能。並將系統撰寫為執行檔，提供給系統維護
人員每年手動執行一次。

2.5.1 潮位統計
共納入氣象局、水利署、內政部等潮位站統計
資訊，共統計有九種潮位資訊，分別是「最高高潮
位(HHWL)」、「最高天文潮(HWOST)」、「大潮
平均高潮位(MHWS)」、「平均高潮位(MHWL)」、
「平均潮位(MWL)」、「平均低潮位(MLWL)」、
「 大 潮 平 均 低 潮 位 (LWOST) 」 、 「 最 低 天 文 潮
(MLWS)」、「最低低潮位(LLWL)」等。下圖為淡
水站歷年潮位統計圖，潮高單位為公尺。

圖 9 潮高預報圖

圖 11 潮位統計圖

2.5.2 波浪統計
波浪統計模組提供浮標站及波浪站統計資
訊。共可查詢 9 類資訊，分別為「最大示性波高」、
「最大示性波週期」、「平均示性波高」、「平均
週期」、「觀測次數」、「尖峰週期」、「波向」、
「發生時間」、「示性波高分佈百分比」。系統亦
設計直方圖查詢功能。波高以公尺為單位、週期以

圖 13 海溫統計圖

三、海象資訊 e 化專業版建置
3.1 即時海況 WebGIS 系統
系統納入即時測站，為利用 Google Earth API
所建構的系統。Google Earth 可以使用滑鼠操作 3D
地形。系統畫面如圖 14 所示。

秒為單位。

圖 12 波浪統計圖

圖 14 即時海況 WebGIS 系統

3.2 Google Earth 預報圖應用系統
2.5.3 海溫統計

規劃使用 Google 地球來展現現階段海象測報

提供潮位站有關「最高海水表面溫度」、「平

中心的海象預報產品，多為大比例尺的海象圖資，

均海水表面溫度」、「最低海水表面溫度」等海溫

並將預報圖轉換成 Google 地球的 KML 檔，使用者

統計值，以度 C 為單位。另加入最高及最低海溫發

可開啟 Google 地球的應用程式來進行展示。這樣的

生年度，以提供民眾更詳細的資訊。下圖 13 為大鵬

套疊展示可同時操作使用多個圖層，包含有向量

灣浮標站平均每月海水表面溫度折線圖。

GIS 圖層如氣壓場、波浪場等線型圖層，以及 KMZ
影像圖層如波浪預報圖、海溫預報圖…等。圖層套
疊示範如圖 15。

路徑圖。同時左方暴潮偏差也將隨時刻改變。系統
查詢結果如圖 16 所示。

圖 15 海象預報圖套疊 Google 地球

四、海象資訊 e 化內部版建置
4.1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
台灣為海島型國家，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氣
候，歷年 5 月至 9 月為颱風侵台影響最為嚴重期間。

圖 16 暴潮查詢結果
系統亦提供颱風期間水位及暴潮偏差時序圖
繪製。使用者在點選測站名稱後，將另開新視窗繪
製該潮位站於該次颱風警報發布期間逐時水位及暴
潮偏差時序圖。系統畫面如圖 17。

颱風對台灣的影響除山區地形陡峻常引發洪水氾
濫、土石流外，在沿海低窪地區亦造成淹水，危及
台灣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氣候異常及全球暖化效
應交互影響著台灣地區。爰此，氣候的掌握及歷史
颱風相關研究更顯重要。故研究團隊規劃建置歷史
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期三年，目前進行雛型系統
的建置。
系統功能具備歷史颱風路徑查詢、暴潮及波高
數值展示。另提供颱風期間海岸災害展示、水位及
暴潮時序列繪圖功能。團隊並進行資料庫系統重
整，以氣象局資料庫之颱風編號、颱風路徑、測站、
暴潮、波高、潮位及波浪警戒值等資料表重新整合
以供內部版系統使用。

4.1.1 暴潮查詢
颱風期間水位稱之為「暴潮」。系統可查詢西
元 1998 年至 2009 年歷次颱風侵台期間最高水位值
及發生時間、逐時暴潮偏差等資料。查詢畫面右上
方有設計一下拉選單，可切換該次颱風波高查詢結
果。颱風路徑示意圖以 7 級暴風半徑範圍繪圖，颱
風中心以一圓點表示位置。颱風軌跡以紅線表示，
使用者於點選圖面下方颱風路徑時刻，可切換颱風

圖 17 潮高時序列圖繪製

4.1.2 波高查詢
系統提供波高查詢功能，可空間顯示該次颱風
發布警報期間最大波高、逐時示性波高、波高警戒
值等資訊。波高單位以公尺顯示。

4.2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海象測報中心的暴潮展示系統即是在讓預報
員能夠整合暴潮模式的資訊，結合已知的觀測資
料，判斷出正確的潮位預報。氣象局發展不同暴潮
數值模式以便在進行潮位預報時，能夠考慮到暴潮
的因素，整合暴潮模式、調和分析、與觀測資訊，
準確的進行潮位的預報，本系統因應而生。系統包
含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介面整合及整體系統之架
構建置，並於颱風警報期間測試其初步的功能。後
續加入顯示每 12 小時的最大暴潮位及設定誤差值
帶狀顯示功能，以及具備暴潮偏差比較及天文潮校
驗功能。
圖 16 波高查詢結果

4.2.1 時序列圖展示
使用者可以利用瀏覽器右邊的卷軸展示所有

4.1.3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展示

的預報站。網頁上方粉色控制區可以讓預報員控制

本系統已整合海岸災害資料表、海堤溢淹資料

34 個預報站所要展示某一次預報與相關觀測時序

表及颱風期間災害查詢展示系統資料庫。研究團隊

列圖，並可選擇所要展示的時序列圖是由哪一個暴

整理四類的海岸災害分類並透過地理資訊系統應用

潮模式所執行的預報。除此之外並可設定讓兩個暴

程式出圖並套疊於系統中。當滑鼠移過該次颱風期

潮模式的預報結果並排展示，如此的展示方式可以

間有災情的縣市，並點選當次颱風災情縣市的圖

讓預報員更能掌握瞭解暴潮模式的結果，進而進行

塊，將另開新視窗展示災情縣市的文字描述，並以

預報作業。系統加入選項讓預報員可以在各測站個

海岸災害、海堤溢淹分類呈現。若該縣市有蒐集災

別展示時，不顯示前報的時序列圖，以避免展示單

情或溢淹圖片，系統將一併顯示出來。圖 17 呈現

一預報站的時序列圖時產生警告訊息。系統畫面如

2009 年莫拉克颱風查詢結果。

圖 18 所示。

圖 18 暴潮模式時序列圖

4.2.2 暴潮總水位估算表
系統可產生未來 12 小時、12 及 24 小時、24
圖 17 海岸災害查詢展示

及 36 小時所有測站暴潮最大值之時間及當時之總
水位（暴潮水位加上 1/2 模式預測波高）表格，以
及此總水位表格列印功能。原先的首頁也增加展示
暴潮總水位估算表的按鈕。「重新產生圖檔及總表」

按鈕後即會產生各站的時序列圖及暴潮總水位估算

行安全之應用）、暴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等

文字檔，點選「暴潮總水位估算表」後，系統會讀

工作。

謝誌

取剛才產生的總水位檔案，然後進行表格的編排及
展示。估算表包含了 0~12 小時、12~24 小時、24~36
小時所有測站最大報潮時間、最大暴潮水位、對應
之示性波高、對應之示性波高除 2、及總水位等欄
位。網頁左上方有設定印表機、預覽列印、及設定
列印三個連結，讓使用者在自己的電腦上進行設定
列印方式、預覽列印、及提送列印的作業。查詢結

本研究執行過程中，感謝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
中心滕春慈主任及其相關同仁協助，以及各階段評
審委員給予指導，並特別感謝海軍大氣海洋局、經
濟部水利署、各港務局以及相關單位提供資料進行
資料庫建置，使得本研究得以順利完成，在此一併
予以感謝。

果如圖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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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內容包含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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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暴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
形建置等工作項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
研發模式，轉化成可落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
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海象 e 化資訊
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
後續將於 100 年度持續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
系統建置及維運、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及持
續擴充工作、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
整合及建置（於中央氣象局風浪預報作業及兩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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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的 4 年科技發展計畫「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計
畫(2008~2011)，以中央氣象局現有之海象測報網頁、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及台灣海域安全
資訊系統的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提供全方位海氣象資訊相關服
務。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已於 2010 年底上線，其中藍色公路海氣象預報由於是全新的預報產
品，延至 2011 年 2 月 1 日正式上線提供民眾查詢。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網頁提供高雄至馬公、
東港至小琉球、基隆至馬祖、台東至綠島、及台中至馬公等 5 條航線之未來 24 小時的浪高、
浪向、風級、風向等預報資訊，各航線又以約一小時航程劃分成不同航段。本論文在闡述藍色
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的建置工作，首先介紹該服務的展現與使用方式，然後說明該服務的系統架
構、使用之 NWW3 波浪模式、整體作業化流程、及實地測試的結果，最後說明藍色公路預報
服務系統未來的規劃，期望經由該服務的持續運轉可以提升船舶之航行安全，成為氣象局不可
或缺的重要服務項目。

Establishment of the Blue Highway Marine Forecasting
Service
Chieh-Cheng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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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ine Meteorology Center of Central Weather Bureau (CWB) has a four-yea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Information e-Service System” project (2008
~ 2011), which used original marine meteorology web pages, results from Marine GIS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aiwan Marine Safety Information system as the basis to integrate and plan a Marine
Infomration e-Service System. This System has been put on-line since the end of 2010, and due to
the Blue Highway Marine Forecasting System is a brand new function, the initiation of the web pages
had been postponed to February 1, 2011. Blue Highway Marine Forecasting web pages include every
hour forecasts of wave height, wave direction, wind speed, and wind direction for each one-hour
traveling time sections of Kaohsiung to Magong, Donggang to Liuqiu, Keelung to Mazu, Taitung to
Ludao, and Taichung to Magong routes. This article presen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lue
Highway Forecasting service by introducing the service web pages and usage, followed by the system
structure, NWW3 wave model,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rocedure, and the on-site system testing.
The future planning of the Blue Highway Marine Forecasting function was presented at the end and
hope that through continuous operation of the service can improve the safety of navigation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service of CWB.

一、緒論
1.
2.
3.
4.
5.

工業技術研究院綠能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
台灣世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研究助理
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主任

我國目前近海航行船隻多倚賴中央氣象局的
氣象通報系統如撥打 166 與 167 氣象諮詢專線電

話、漁業電台無線廣播、及漁業氣象網頁等管道。

圖輪廓及色系以相同設計為主，右方設計一下拉選

這些管道資訊是長時間大區域的平均預報資訊，對

單，可選擇連結至 5 條航線詳細海況內容(圖 2)。

於時間區域性的變化比較難以預測。藍色公路海況

選擇單一藍色公路航段後，網頁將導向該航段

系統於 2010 年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時海

未來 24 小時航程模擬海況內容。每個航線可再選取

況模組當中開始建置。2010 年的計畫進行了藍色公

航段，舉台中至馬公航線為例，區分為第一航段及

路示範區之系統規劃建置，包括預報模擬網格數值

第二航段，網頁可瀏覽單一航段每小時波高、波向、

之評估與綜合考量及雛型測試，在評估過後以符合

風速及風向資訊。使用航段下拉選單將可切換下一

現有海象需求為前提進行系統開發建置，完成氣象

航段海象預報值。

局對外網頁在高雄至馬公、東港至小琉球、基隆至
馬祖、台東至綠島、及台中至馬公等 5 條航線，各
航線又以約一小時航程劃分成不同航段之未來 24
小時的浪高、浪向、風級、風向等預報資訊的展示。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網頁於 2011 年 2 月 1 日正式上線
提供民眾查詢。本文說明藍色公路的建置成果與相
關的系統架構、波浪模式、及作業化流程，最後並
敘述在東港到小琉球航線進行藍色公路的預報網頁
實際連結測試的結果。

二、藍色公路海象預報介紹
2.1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

圖 1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首頁

本團隊依據海象 e 化計畫第一期成果，統整有
關藍色公路航班與船行資訊，透過 GIS 工具建置帶
有座標定義的藍色公路圖層，統計包含台灣至蘭
嶼、綠島、小琉球、澎湖、馬祖等共 43 條航班，最
後選出 5 條較具有代表性之航線，包括高雄至馬
公、東港至小琉球、基隆至馬祖、台東至綠島、及
台中至馬公，並以個航線約一小時航程劃分為單
位，將整條航線切分以作為網格點計算基準。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網頁每六小時更新一
次，分別在每日的 05:30、11:30、17:30、及 23:30
顯示 06:00 到翌日 05:00、12:00 到翌日 11:00、18:00
到翌日 17:00、及翌日 00:00 到翌日 23:00 的海況資
訊。

圖 2 藍色公路海況單一航段查詢結果

2.3 系統元件與架構

2.2 網頁使用說明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系統的元件包括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連結方式是使用瀏覽

NWW3 波浪模式、Sufer 預報文字輸出程式、ASP

器連結到中央氣象局網站(http://www.cwb.gov.tw)

資料庫資料刪除與匯入程式、VB.net 網頁輸出程

後，在左邊選單點選「海象測報」，然後選取「藍

式、及 VB.net ftp 程式。各元件的先後關聯性如系

色公路」選項即可。藍色公路海況系統首頁如圖 1

統架構圖所示(圖 3)。

所示。航線地圖美工配色以中央氣象局網頁台灣底

波浪模式採用巢狀網格之計算方式，包括大網

模式輸出

NWW3

格(網格解析度為 0.25 度)及小網格(網格解析度 10
公里)二種網格分布，模式建置所需之地形水深資料
取自美國 NOAA 國家地球物理資料中心(NGDC)

文字預報

Sufer 程式

ETOPO1-1 分網格之地形資料，近台灣海域部分再
以海科中心 500 公尺水深資料取代之，計算範圍及
水深分布如圖 4所示。

藍色公路
資料庫

ASP 程式

大網格計算使用之風場為美國環境預報中心
(NCEP) 之 作 業 化 全 球 大 氣 模 式 (aviation forecast
model)所產生之 AVN 風場，模式網格解析度為 0.5
度，每日產生共四次的預報資料，均由氣象局自網

HTML
網頁

VB.net 程式

路即時讀取。小網格使用之風場為中央氣象局所提
供之 10 公里風場，該風場模式之計算區域涵蓋部分
西北太平洋及南中國海，使用藍伯特單標準緯線之

VB.net 程式

ftp

對外
伺服器

正型投影(Lambert conic conformal single standard
projection)方式，其中央子午線位於 120E，單標準
緯線位於 23.5N，中心點位於(23.5N,120E)。因該網
格採用平面約等間距格網，與風浪模式使用之固定

圖 3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系統架構圖

經緯度計算網格不同，故使用前須先進行差分處理。
圖 5至圖 6分別為示性波高及平均週期(Tm02)

三、波浪模式
3.1 波浪模式介紹與應用
99 年度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為了提高數
值預報之時空精緻分區及逐時預報技術，在「發展
鄉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計畫中委託工研院建立 10
公里網格之遠海漁業氣象預報範圍之 NWW3 風浪
模式。此作業化波浪數值模式的執行同時用在此藍

於 2010/10 月份之比較圖，結果顯示除了鵝鑾鼻測
站，其他測站模式計算值與實測資料的變化趨勢均
十分一致，該鵝鑾鼻測站位於南灣內，受到台灣島
南端約 6 公里長的尾端遮蔽作用，而模式 10 公里網
格的計算值與台灣東岸幾個測站點位變化趨勢一
致，應不至於存在太大的錯誤，故以此種解析度的
建構似乎仍無法反映出此種效應，需要再進一步於
模式內考慮灣島的效應。
目前作業化預報系統配合風場的計算及讀取

色公路的波浪模式作業化運轉中。
NWW3(NOAA WAVEWATCH Ⅲ, 3.14)波浪

的時間進行運作，每日共執行四次，包括重現

模式為美國海洋大氣總署(NOAA)所發展之波浪模

(hindcast)6 小時及預報 72 小時，預報內容包括解析

式，目前已可以進行多重網格(multi-grid)的計算，

波浪場及未來 72 小時每 3 小時之波浪場分布(包括

允許網格間雙向(two-way)之交互作用，並利用類似
集水區劃分流域的方式處理波浪能譜，進而產出包
括 風 浪 (wind sea) 、 主 湧 (primary swell) 及 次 湧
(secondary swell)等特性波浪資料。
因計畫之規劃因素，本系統仍採用傳統之單向

示性波、風浪、主湧及次湧等之波高、週期、波向，
主要能譜之週期及波向)，與針對台灣四週波浪測站
及藍色公路航線上之代表測站之每小時輸出波浪特
性資料，包括示性波高、平均週期、主頻、Tm01、
Tm02、平均波向等。
針對藍色公路的需求，因為時間關係，只另就

網格計算方式，多重網格及雙向網格計算的建置工
作正在 100 年度進行中。

3.2 模式計算範圍及預報系統建置

其格式進行 36 小時計算結果的整理及定時輸出的
設計，使其符合資料輸出的時效性及網頁輸出的要
求。

measurement
model

m

40

5000

8

3400
3000

25

T r2 (s )

3800

longtung

8
T r 2 (s )

4200
30

10

10

4600

35

6

2600

Peng-hu

6
4

4

2200
20

2
10/5/10

1800
1400

15

10/21/10

2
10/5/10

10/30/10

10/13/10

10/21/10

10/30/10

1000
800

10

12

12

600

200
-10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6

圖 4 大、小網格計算範圍及水深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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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0 十月份 10 公里網格平均週期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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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2010 十月份 10 公里網格示性波高比較圖

月 1 日 17:25 為模式執行完成時間，可以看到產生
了 3 個 檔 案 ， 分 別 為 11040100.000.BUOY 、
11040100.012.BUOY、11040100.024.BUOY，各檔
案包含了 12 小時的預報資料，然後在 23:25 時又會
產生 11040106.000.BUOY、11040106.012.BUOY、

及 11040106.024.BUOY 等 3 個檔案。每次 NWW3

執行所產生的 36 小時預報會有 30 小時的預報是重

波浪模式執行完後就會將檔案輸出到海象測報中心

覆的，因此在匯入資料庫作業前需要先將此 30 小時

的 135 伺服器上。而 Surfer 程式也會每天啟動四次

的資料自資料庫中刪除，才能把該次的預報資料匯

將檔案轉換成文字預報，其內容先後順序為航段、

入資料庫中。

時間、分割符號、浪高、分割符號、浪向、分割符

4.3 網頁產生作業

號、風速、分割符號、風向、分割符號、指標、分
割符號、備註。

由前述之系統架構圖可看出最後網頁的產生
是由本研究開發之 VB.net 程式執行後產生的結
果。該 VB.net 程式會讀取藍色公路資料庫的資料，

表 1 模式執行與網業產生時間範例一覽表
NWW3
執行時間
(台灣時間)

c 4/01 17:25

產生

d 4/01 23:25

用圖徵(風向與浪向圖徵)的設定、預報發布時間展
產生

11040100.000.BUOY 11040106.000.BUOY
4/01 00:00 ~ 4/01 12:00 4/01 06:00 ~ 4/01 18:00
產生檔名 11040100.012.BUOY 11040106.012.BUOY
UTC
4/01 12:00 ~ 4/02 00:00 4/01 18:00 ~ 4/02 06:00
11040100.024.BUOY 11040106.024.BUOY
4/02 00:00 ~ 4/02 12:00 4/02 06:00 ~ 4/02 18:00
網頁更新
(台灣時間)

4/01 17:30

e 4/02 05:25

產生

f 4/02 11:25

示、預報有效時間展示、與網頁下拉選單的建立等。
由於輸出的網頁程式以各航段為一個完整的檔案，
每四小時輸出的檔名皆相同，因此若該程式執行失
敗則網頁會呈現空白，因此在網頁產生的程式中有
加入確定資料庫內有足夠資料的判斷邏輯，若資料
庫內資料不足則新的網頁不會產生，而系統會保留
6 小時前所產生的那個網頁。若藍色公路海象預報

4/01 23:30

顯示預報
4/01 18:00 ~ 4/02 17:00 4/02 00:00 ~ 4/02 23:00
(台灣時間)
NWW3
執行時間
(台灣時間)

擷取相關欄位及進行必要之航線航段地圖設定、使

產生

嚴重落後的話，則必須手動置換上有「系統修復中」
訊息的網頁。

五、實地測試

11040112.000.BUOY 11040118.000.BUOY
4/01 12:00 ~ 4/02 00:00 4/01 18:00 ~ 4/02 06:00

為實地測試藍色公路網頁的展示情形，本研究

產生檔名 11040112.012.BUOY 11040118.012.BUOY
UTC
4/02 00:00 ~ 4/02 12:00 4/02 06:00 ~ 4/02 18:00

於 99 年 11 月 11 日赴東港搭乘東港到小琉球藍色公

11040112.024.BUOY 11040118.024.BUOY
4/02 12:00 ~ 4/03 00:00 4/02 18:00 ~ 4/03 06:00
網頁更新
(台灣時間)

路航線的交通船，在交通船上利用無線網路連結到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實地展示藍色公路網頁(圖
7)。由於當時海象測報中心的伺服器尚未對外開

4/02 05:30

4/02 11:30

顯示預報
4/02 06:00 ~ 4/03 05:00 4/02 12:00 ~ 4/03 11:00
(台灣時間)

4.2 資料庫匯入作業
作業化流程規劃建置除了利用 Surfer 程式將模

放，只針對工作團隊的特定 IP 開放連結，因此本測
試在東港小琉球航線交通船上先用 3G 無線上網
後，遠端 VNC 到工研院的伺服器，再由該伺服器
連結到海象測報中心安管外的伺服器上進行測試。
雖然因此網頁更新速度會受到影響，但整體測試展
示並沒有困難。

式結果轉成文字預報檔案外，尚須將資料匯入資料

圖 8顯示當時藍色公路網頁的畫面。當天的藍

庫中，因此利用 ASP 程式讀取文字預報檔案然後匯

色公路實地測試是搭乘 10:45 從東港出發的交通船

入 MySQL 資料庫中。藍色公路資料庫的欄位包含

在 11 時於船上接收到的海象資訊為波高 0.4 公尺與

route(航線)、section(航段)、dt(日期時間)、waveh(波

風速 3.7 公尺/秒，與在船上實際感受類似。到小琉

高)、waved(波向)、winds(風速)、windd(風向)、及

球後隨即搭中午 12:00 的船回東港，在回程時於船

index(航船指標)。現階段配合波浪模式一日執行四

上接收到的海象資訊為波高 0.3 公尺與風速 3.2 公尺

次的排程設定，資料庫匯入作業同樣在波浪模式執

/秒的 2 級風浪，與當時在船上實際的感受與看到的

行過後，一日分四次執行 Surfer 產生預報文字檔及

波浪狀況(微波明顯、波峰光滑未破裂)相同如圖 9

四次執行資料庫的匯入作業。由於每次波浪模式的

所示。在東港小琉球的藍色公路航線上的手機訊號

此次測試順便訪問搭乘的飛馬號交通船上的

穩定，只有在中間靠小琉球的航點上訊號較弱，會

李船長，並展示藍色公路網頁給李船長看。李船長

從 3.5G(HSDPA)降到 3G/2.5G(EDGE)，但仍可正常

對於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將提供此資訊感到非

接收。

常的好，雖然說該藍色公路航線很短，但仍有參考
價值，可以更準確地掌握海況。李船長提及現階段
都是在前一天晚上讀取中央氣象局的漁業氣象預
報，做為明天操船的依據。雖然李船長提到由於受
到遮蔽效應，該航線除了颱風來襲外，幾乎沒有因
為海象條件不好而停開，但若有此每小時的海氣象
資料對於操船仍是有幫助的。
當問到若以後模式解析度更高時是否還需要
分航段時，李船長表示通常該航段前後差異不大，
若有差別則是在靠近東港或是小琉球部份，可能是
因為地形效應而會產生稍許的不同，因此若要分段
就從中間分成兩段來預報。另外李船長有提到在離

圖 7 東港到小琉球藍色公路航線上實地測試

小琉球 0.5 到 1 海浬的地方會有波浪與潮流交互作
用的現象，導致該區域會有較不平穩的海況，但由
於現階段海象測報中心並未進行波流交互作用的模
擬，再加上模式解析度問題，有據實告知李船長可
能現階段暫時無法做這樣詳細的模擬預報。

六、結論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在 99 年度建置完成並於 100
年 2 月 1 日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時海況
模組當中，對外服務社會大眾。本論文說明藍色公
路海象預報服務的建置工作，介紹該服務的展現與
圖 8 11 月 11 日 11 時東港小琉球藍色公路網頁畫面

使用方式，然後說明該服務的系統架構、使用之
NWW3 波浪模式、整體作業化流程、及於 99 年 11
月 11 日在東港到小琉球航線上實地利用 3G 連結網
路測試海象預報資訊的傳輸與展示。
藍色公路預報服務系統未來的規劃重點包括
藍色公路模組功能加強、納入展示藍色公路起迄點
附近的即時海況測站之波浪及風場資訊、增加其他
航線、及資訊展示方式的改良等。
藍色公路預報功能對外服務已經二個多月，已
有業者與漁民反應對該服務的資訊詳細與準確度給
予肯定，期望經由該服務的持續運轉可以提升藍色

圖 9 11 月 11 日小琉球到東港藍色公路上平穩海況

公路船舶之航行安全，成為氣象局不可或缺的重要
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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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計畫各階段重要會議時間表
日期

會議名稱

重要議題

970429

議價

辦理本計畫議價與簽約

970506

研究團隊第一次工作會議

檢視驗收標準與發文單位

970521

海象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970521

研究團隊第二次工作會議

各分項進度檢視與討論

970602

海巡署第一次工作會議

說明漂流物驗證執行進度

970603

台灣世曦與海象中心會議

瞭解現階段最新系統版本

970610

研究團隊第三次工作會議

各分項期中報告初稿檢視與討論

970701

研究團隊第四次工作會議

各分項期中報告內容檢視與討論

970702

台灣世曦與海象中心會議

暸解現行系統與資料庫架構

970717

研究團隊第五次工作會議

各分項期中期中審查委員意見討論

970808

海象中心第二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970911

研究團隊第六次工作會議

各分項期末階段進度說明與討論

971007

台灣世曦與海象中心會議

討論新增資訊以及資訊呈現方式

971014

研究團隊第七次工作會議

各分項期末階段進度說明與討論

971028

海象中心第三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971111

台灣世曦與海象中心會議

瞭解國內 GIS 軟體發展並做為評估參考

971111

研究團隊第八次工作會議

各分項期末報告初稿檢視與討論

971112

海巡署座談會議

向海巡署人員說明搜索系統操作

971205

研究團隊提送期末報告初稿

玆將本年度各項工作，包含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
計及復現期分析(1/2)、海上漂流物軌跡及搜索範圍劃定之驗證研究、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
術資料庫之建立(1/2)、
「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統」與「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詳述如
下：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海象測報中心為對應目前 e 化時代的環境，除繼續完成辦理局內目前建置中之各項資訊
系統外，為建立更完整的資訊環境，提昇同仁們的應用層次並加強機關間資料流通，以達成
資訊共享目的，於 97 年度辦理委託本專案計畫，希望藉由推動本計畫以儘早日達到海象資
訊 E 化及對外服務便捷化之目標，並能對海象資訊作進一步統計及分析，以產生可供決策支
援之參考資訊。
本章節主要內容分為二項，第一項為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整體規劃；第二項為地理數
2

值地圖資料使用整合作業，依據海象測報中心已開發建置或開發中之各項地理資訊系統，整
合各計畫之地理數值地圖資料，以提高行政效能之目標。本年度海象資訊 E 化規劃重點，敘
述如后。
(1)海象 E 化現況與需求分析
a.訪談初步分析
目前海象測報中心的所提供的資料查詢服務中潮汐預報、波浪觀測、海溫資料、風觀測
及氣溫/海溫觀測五項分類的查詢頻率較高。
一般民眾進入本網站多偏好查詢潮汐預報資料，查詢頻率高於其他項目 2~3 倍之多。包
括台灣 26 個潮汐站的一日潮汐預報資料(預報未來一週及每日，目前為條列式)，並自行研
判。網站使用者除了漁民外，不少海上活動者，如衝浪活動會詢問潮汐、風向資料，游泳、
浮潛的民眾較常詢問海溫資料等，顯示除漁民、研究單位外，目前從事海上活動的一般民眾
資料需求量亦高，統計資料如圖 1 所示。

圖 1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網站查詢頻率統計(資料來源：海象測報中心)
b. 資料申請對象分析
資料申請使用方面，依海象測報中心自 90 年 1 月至 97 年 1 月統計顯示，海象資料使用
整體是呈持續上升的趨勢，可見海象資訊逐漸受到重視，目前依資料申請機構大致分為學術
機構、政府機關、工程顧問、法律參證、其他五大類，依申請次數及申請金額圖 2 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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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央氣象局歷年海象資料申請次數統計 (資料來源：海象測報中心)
c. e 化現況說明
目前海象測報中心入口網站，主要以提供即時海況資訊供一般民眾或學術及政府機
關使用，為擴大為民服務成果，中心規劃於未來在網站內容上，將結合地理資訊服務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提供更多元化及整合性服務，不僅可使普羅大眾瞭解
海象中心業務範疇，更可於網站上得知本中心整合之地理資訊現況，並且具備宣傳 貴
中心建置地理資訊系統成效的功能，達到本入口網站之建置目標。
透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路傳播力量，即時展現海象測報中心多年建置資訊系統的成
果，除可讓民眾可以在入口網站查詢相關的即時海況資訊外，並可透過地理資訊網獲取
不同資訊，擴大服務層面，而其整體現有架構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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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系統整體架構圖
(2) 網站服務功能規劃
系統功能規劃目標主要以主動傳遞現有資訊並讓使用者更容易了解；標示海上警戒
區及海上活動安全評估；透過連結與交換資料完整海象查詢網路；整合現有 GIS 資訊服
務系統
a.系統功能架構
本計畫依據現有之網頁及訪談結果彚後，提出未來系統之功能架構圖，如圖 4 所示，
共分成八大類別，分別為即時海況、潮汐、波浪、風/氣壓、海溫/氣溫、海流/水深、GIS
應用、防災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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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系統功能層次結構圖
b.系統設計模型
物件導向技術是在系統分析設計上的新思維，有逐漸取代結構化技術的趨勢。物件
導向起源於模擬語言，以物件模式來描述系統，並將資料抽象化、封裝、繼承與同名異
式等觀念融入物件系統開發中。
(a)即時海況資料查詢系統設計模型
A01 即時海況資料查詢 使用案例圖 ( UseCase Diagram )

(b)潮汐資料查詢系統設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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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潮汐資料查詢 使用案例圖 ( UseCase Diagram )

2. 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計及復現期分析(1/2)
本章第一年度的研究工作著重在「潮位觀測資料的整理與補遺」
、
「海況地域性探討之方
法」
、
「海況資料的統計分佈與檢定」以及「極端海況資料復現期分析方法」等議題。期中報
告之重點，目前已完成觀測資料的收集、整理、部份潮位資料補遺以及修正等處理工作，並
已建立完成海況資料地域性分析以及統計分佈檢定的方法。期末報告前，將繼續進行潮位資
料的統計檢定以及海況的復現期分析，藉以完整達成今年度之工作目標。
(1)波浪與暴潮資料的檢核、整理、修正與補遺
目前中央氣象局所提供的資料有：花蓮、新竹、龍洞、龜山島、大鵬灣以及小琉球等六
個資料浮標站所測得的波高資料；淡水、新竹、東石、東港、後壁湖、龍洞、蘇澳、花蓮、
澎湖、蘭嶼等測站所測得之潮位值。
使用氣象局所提供的原始資料有下列幾項問題需要被克服：1.潮位觀測資料並非完全連
續，有少數資料缺漏的問題存在，需要進行資料補遺。2.有少部份測站的基準位有偏移之現
象，導致潮位資料的平均水位值有大幅之改變，需要進行修正。3.氣象局所提供資料為潮位
之觀測資料，需要進行調和分析，將天文潮的資料濾除。
除了資料缺漏的問題之外，有部份測站潮位資料的平均水位值在某些年度有大幅之改
變，這是因為測站的基準位偏移所導致。本文亦透過資料補遺的方式，嘗試修正部份測站因
水準位偏移導致暴潮計算不準確的問題。
如圖 5~圖 6 所示，為本計畫所整理出潮位站的觀測資料時序列(以新竹海域的潮位時序
列為例)，圖中被區塊的區域為台灣海域發佈颱風警報之期間。從圖 6 的結果可發現，颱風
期間之氣象潮大多偏高，顯示該期間颱風暴潮之作用確實不可忽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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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新竹潮位站測得之潮位時序列(區塊的部份為颱風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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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經調和分析後所算得新竹海域之氣象潮時序列(區塊的部份為颱風資料)
(2) 波浪與暴潮資料的統計分析結果與討論
本計畫以近岸海域暴潮與波浪的長期間歷史觀測資料作為分析對象，透過統計分析與檢
定的方法探討不同海象條件下波浪與暴潮的統計特性，推算出不同極端波浪與暴潮條件之復
現期(return period)，做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之基礎。
a.群集分析結果討論
透過分析所得台灣海域波浪之群性如圖 7 所示，由分析結果可看出本計畫所使用的群集
分析方法將台灣海域分為兩大群，一為台灣西南沿海的大鵬灣、小琉球海域；另一為台灣東
部以及北部沿海的花蓮、龍洞、龜山島以及新竹海域。
本計畫所使用的群集分析方法將台灣海域的波浪群集特性較明顯的有兩群，一為台灣東
部以及北部沿海的龜山島、蘇澳、花蓮；另一為台灣西南沿海的大鵬灣、小琉球海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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龜山島與蘇澳兩海域的歐式距離最近，代表兩海域的波高統計特性相近，從兩海域的地理位
置可看出，這樣的分析結果確實合理，如圖 7 所示。

圖 7 台灣環海波浪資料之群集分析結果
b.台灣海域海況之統計分佈
本文利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goodness-of-fit test)對台灣海域的海況進行統計分佈的檢
定，藉以討論台灣海域的海況分佈特性。分析結果如表 2、表 3 以及圖 8 所示。從表 2 的分
析結果顯示，大多數的海域的波高特性都能符合 Gamma 分佈。從分析結果也顯示出，有些
海域的波高特性同時會滿足兩種以上的統計分佈假設。為確認何種分佈較符合真實波高的特
徵，本文進一步利用一項誤差指標-均方根誤差，來評判各種統計分佈假設與真實波高分佈
之間的誤差，藉以獲得最適合描述海域波高的統計分佈。分析結果顯示，Gamma 分佈的均
方根誤差值較小，亦即各測站波高資料的統計分佈與 Gamma 分佈函數之間的差異較小。分
析結果也顯示出，波高資料的分佈與 Normal 分佈函數則相差最大。如表 4 所示，以花蓮浮
標的波高統計分析結果為例，發現該波高分佈的偏度係數(Skewness)為 1.9，峰度係數(Kurtosis)
為 13.0，與 Normal 分佈基本假設的偏度係數=0，峰度係數=3 相差甚大，解釋了實際的波高
統計分佈並非為左右對稱，因此與 Normal 分佈的假設相差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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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央氣象局波浪資料統計分佈卡方檢定
統計分佈

Normal

Rayleigh

Weibull

Gamma

花蓮

○

○

○

○

新竹

*

○

○

○

龍洞

○

○

○

○

龜山島

*

*

*

*

大鵬灣

○

○

○

○

小琉球

○

○

○

○

測站名

○：通過檢定

*：未通過檢定

表 3 波浪資料分佈與不同統計分佈數學函數之均方根誤差
統計分佈

Normal

Rayleigh

Weibull

Gamma

0.0170

0.0109

0.0106

0.0053

新竹

0.0159

0.0099

0.0097

0.0070

龍洞

0.0148

0.0118

0.0086

0.0070

龜山島

0.0186

0.0103

0.0104

0.0020

大鵬灣

0.0259

0.0214

0.0204

0.0143

小琉球

0.0194

0.0150

0.0147

0.0085

測站名
花蓮

表 4 波浪資料分佈與不同統計分佈數學函數之均方根誤差
統計參數

Skewness

Kurtosis

花蓮

1.9

13.0

新竹

1.5

10.5

龍洞

1.2

5.0

龜山島

5.4

120.6

大鵬灣

3.6

22.0

小琉球

3.3

20.0

測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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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花蓮海域波浪資料之統計分佈檢定結果

c.暴潮之統計分佈特性
本文利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goodness-of-fit test)對台灣海域的暴潮資料進行統計分佈
的檢定，藉以討論台灣海域的暴潮統計分佈特性。大多數的海域的暴潮特性同時會滿足兩種
以上的統計分佈假設，如表 5 所示。為確認何種分佈較符合真實暴潮特徵，本文進一步利用
均方根誤差，來評判暴潮分佈與理論統計分佈函數之間的誤差，藉以獲得最適合描述海域波
高的統計分佈。分析結果顯示，於大多數海域的暴潮分佈特性以 Weibull 分佈來描述，其均
方根誤差值較小。
表5 暴潮資料統計分佈卡方檢定
統計分佈
測站名
東港
東石
後壁湖
新竹
花蓮
蘭嶼
龍洞
澎湖
蘇澳
蟳廣嘴

Normal

Rayleigh

Weibull

Gamm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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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梯
大武
綠島
永安
料羅灣
水頭
○：通過檢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通過檢定

(3)波浪與暴潮極端值的復現期分析
本計畫以近岸海域暴潮與波浪的長期間歷史觀測資料作為分析對象，透過統計分析與檢
定的方法探討不同海象條件下波浪與暴潮的統計特性，推算出不同極端波浪與暴潮條件之復
現期(return period)，做為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之基礎。
利用中央氣象局所堤供的波浪觀測資料，分析統計 1998 年 2007 年期間各波浪觀測站之
波浪的極端值，分析結果得知：在所有觀測站中，以龜山島測得的波浪極值最大，為 2367
公分，發生在 2007 年柯羅莎颱風期間；其次為鵝鑾鼻浮標測得 1145 公分，發生在 2003 年
杜鵑颱風期間；另外花蓮測得 1142 公分，發生在 2005 年海棠颱風期間。
3.海上漂流物軌跡及搜索範圍劃定之驗證研究(1/4)
本工作項目延續前述工研院的研究成果，利用四年期間，針對海巡署參考美國海岸防衛
隊所建置的搜索範圍劃定之模組進行驗證研究，同時亦從海上漂流物漂流軌跡之預測，與海
巡署搜索範圍劃定進行整合研究，希望能發展出最適當的搜索範圍劃定機制，作為海巡署海
上搜救之用。另外亦針對建立於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上之自
動化搜索範圍劃定模組，進行使用者介面與功能之修改，使得海巡單位在操作上能非常方便
的加以使用。
(1)搜索範圍劃定之驗證研究(1/3)
本工作項目包括蒐集海巡單位過去之搜救作業紀錄，及當時現場之處理狀況、海氣象資
料(考慮資料存在的時間，主要以近期發生的案例為主，等進行搜索區域劃定之驗證，並舉
行相關之座談會，與海巡署討論搜尋區域劃定之結果，作為現階段搜索區域劃定應用及修正
之參考。
過去海難事件之驗證方面，目前僅自海巡署蒐集到 2008 年 04 月 26 日發生在南部七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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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式文件資料， 利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的流場數值模式進行驗證。利用中央氣象
局海象測報中心的流場數值模式進行單點之搜索範圍劃定，圖 9 及圖 10 顯示劃定之搜索範
圍，顯示搜索區域均為七星岩之西南方海域，與最後尋獲潛水人員之位置差異很大。從前期
之研究即顯示，目前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作業化之流場數值模式，在南部及東南海域的
流場準確度受到「中範圍海流數值模式」的影響(其原因稱係受到開放邊界的影響，致流況
與實際觀測差異較大，對於強調起始點位流速及風速的搜索區域劃定法而言，準確度自然不
高是可以預期的。

圖 9 搜索區範圍圖一(七星岩海域)

圖 10 搜索區範圍圖二(七星岩海域)

(2)海上漂流物軌跡與搜索範圍劃定之整合研究(1/4)
本工作項目將先嘗試蒐集國外相關軟體之搜索區域劃定機制，探討使用漂流物追蹤法劃
定搜索區域之依據，建立自動化搜索區域劃定之功能，此外在漂流物軌跡計算方面，加上漂
流物之 leeway 效應，考慮漂流物受風之作用。並比較國內海巡單位劃定搜索區域的結果，
及使用漂流物追蹤的方式劃定搜索區域，探討二者之間的相關性，並進行整合性的研究，以
建立綜合之搜索範圍。
本年度將在資訊系統中建立漂流物種類(遇險目標)之資料庫，方便海巡署管理相關資
料。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對於領海發生海難事件時，負有劃定搜尋區域範圍之任務，目前其
主要之作業程序係參考美國海岸防衛隊(U.S. Coast Guard)之作業準則，擬定搜索範圍並訂定
搜尋計畫
偏航分類表為資訊系統中所要建立漂流物種類資料庫之依據。由此資料庫中根據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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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流物即可查詢其相關的屬性資料，然後利用計算公式算出偏航速度及查出偏航角度。
(3) 海上漂流物流向分析與搜索範圍劃定系統功能維護改善(1/4)
a.搜索範圍劃定
現階段本工作項目已進行了下列各項系統和新程式修改：(1)預報風場操作間隙修改；(2)
風吹流選項修改；(3) 現報風場選項修改；現報及預報資料分開目錄存取修改；漂流物計算
點數修改；程式偵錯檔之建立；預報風場選項修改；自動化選取檔案功能修正；
b. 輸入介面改善
現階段輸入介面的改善(圖 11)已完成的部分包含：(1)進行搜索範圍計算程式修改後的相
關介面修改，讓使用者決定是否考慮風吹流的影響。(2)使用者介面修改讓輸入為 0 的欄位可
以不用輸入任何字。(3)增加年份輸入為西元的標題以免輸入錯誤。

圖 11 現階段輸入介面的改善

圖 12 新增搜索範圍漸進式展示功能

4.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料庫之建立(1/2)
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料庫之建立，主要以蒐集台灣近岸海域於颱風影響期間所產
生的災害，並依據災害種類進行分類與資料庫建立。此外，本項目針對前期中央氣象局颱風
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進行資料庫更新，主要將 2003~2008 年颱風影響期間，產生災害
的縣市、災害類型進行建置，期望提供資料更為齊全的查詢系統。另一方面，將建置台灣近
岸海域與離島間之海圖，其範圍包括台灣四個公認為較危險海域（新竹外海、東北角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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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域、小琉球海域），另將建置藍色公路相關圖層及其屬性資料，做為未來海域安全課
題及海象 e 化資訊服務之參考圖資。
(1)台灣近岸海域災害資料蒐集與探討
本研究搜集颱風所引致的災害類型，將災變發生之地形、地質、氣象及海象、水文等資
料，建構成「自然環境資料庫」
；並將災害類型與海岸防護工法結合，建置「防救災資料庫」；
此兩資料庫的建立，有助於「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後續系統營運的工作，因此蒐集沿岸
災損資料類型與防災工法以進行分析，建置「防災資料庫(Disaster Protection Database)」成為
刻不容緩的工作。防救災資料庫包含災害類型資料庫以及防災工法資料庫。
(2)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更新與建置
工研院能資所在 2000 年執行中央氣象局委託『海岸地區海水倒灌調查與分析』計畫，
已蒐集自西元 1993 年至 2000 年間之沿海地區發生海水倒灌事件及當時之颱風路徑、潮位及
波高資料，藉以分析各地區發生海水倒灌之次數，故於 2003 年以 Microsoft Excel2000 之 VBA
程式語言開發一套單機版之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供中心於颱風發生時查詢歷年
來相關類似的颱風資訊。
a.系統功能
本系統包含歷史颱風資料、海水倒灌機率、海岸災害及波浪資料、海水倒灌及潮位資料
查詢及資料管理權限區等五大功能架構，如圖 13 所示

圖 13 系統功能架構
15

b. 海岸災害資料更新
本新增資料透過經濟部水利署「海岸水情系統」之歷史災情查詢所取得 2003-2008 年間
颱風期間的災情資料，內容包括颱風名稱、災害類型、發生日期、主管機關、縣市別、鄉鎮
別、資料來源、更多資訊（災害情況的說明）等欄位，如圖 14 所示。將所得災害資料欄位
依據發生時間排序，蒐集記錄 2003-2008 年間所有颱風引致之災害資料。

圖 14 經濟部水利署「海岸水情系統」資料欄位
依據「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所展示之欄位格式，依序為颱風編號、颱風名
稱、受災縣市、受災狀況、受災類別，將所蒐集之颱風所引致之海岸災情資料依據其欄位於
EXCEL 先行整理過後，以 Tab 間隔儲存檔案為.txt 檔案類型，編輯完成如圖 15-16 所示。

圖 15 EXCEL 災害資訊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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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災害資料以 tab 副檔名儲存
(3)藍色公路圖資蒐集與圖層建置
a.藍色公路圖資蒐集
本期計畫擬蒐集之藍色公路範圍說明如下：
(a)以地區區分：包括金門、馬祖、基隆、宜蘭、綠島、小琉球、蘭嶼、澎湖群島、高
雄、雲林、台南及屏東等縣市。
(b)以經營形態區分：包括定期航班、公開售票之海上活動，如賞鯨船等。
(c)航行水域：以航行海域之航線為主，包括內河航行之藍色公路及港區渡輪。
各項資料將發文各航運公司，並附上相關海圖或 1/25,000 經建版地圖，惠請各公司協
助填寫相關航班資訊，若為非固定船線之賞鯨船公司，將建請航運公司協助繪製主要活動範
圍。
b. 藍色公路資料建置說明
藍色公路建置圖資方式說明如下：
(a)建置圖層：包括航行路線(line)、起迄港口(Point)及海上遊憩範圍-賞鯨範圍、海釣範
圍(Area)。
(b)底圖參考比例尺：1/50,000。
(c)資料數化方式：圖紙掃描後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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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資料格式：ESRI Shape File 格式。
c.台灣近岸海域圖資建置
本計畫建置海圖方式，將所購置之圖資以 200 dpi 8-bit 灰階方式先行掃瞄為影像
檔，因圖面坐標系統為橫麥卡托經緯度系統，本團隊將依經緯度坐標方格線交點為依
據，將各海圖轉換為 TWD97 坐標系統，方能使海圖與其他 GIS 圖層相互使用，海圖
建置範例如圖 17、圖 18 所示。

圖 17 新竹外海危險海域範圍示意圖

圖 18 東北角危險海域範圍示意圖

5.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統與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
(1)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護與改善(1/2)
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三年來共蒐集建置 18 種海域空間相關資料圖資。各圖資之
相關資訊如圖層名稱、Shapefile 檔案名稱、AXL 檔案名稱、提供或彙整單位、計畫期
程、最初資料年份、資料形式、處理方式、更新機制、更新頻率、作業難度等項目。本
工作項目將針對時間較久的圖層進行更新作業，聯絡原先提供的單位詢問是否有較新的
圖層可以提供。另外將就以往蒐集的圖層有遺漏的部分進行補齊。
圖層的新增或更新作業程序如圖 19 所示，首先須將更新圖層資料的 shapefile 檔案
以及經由 ArcIMS Author 所建置的 AXL 檔案複製到海象測報中心的伺服器上，替換掉
舊的檔案，該檔通常位於「C:\ArcIMS\Axl」目錄下，以文字檔的方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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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圖資更新作業流程
現階段進行的圖層資料更新將以與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業務相關的圖資為
主，首先將更新的資料為向國家海洋科技研究中心購買之五萬分之一水深資料，該資料
為 500 公尺網格的水深資料，涵蓋範圍自東經 117 度到 125 度及北緯 18 度到 27 度(圖
20)。現階段已完成購買程序，取得該水深資料，並經過初步處理得到如圖 21 的水深圖。
其次將處理海象即時測站圖資、颱風路徑圖層、波浪場圖層、及氣壓場圖層。最後為海
底管線圖資及觀光遊憩圖資的更新。

圖 20 水深資料範圍套疊 Google Earth 結果

圖 21 水深資料初步處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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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的維運工作，在航船佈告系統之潛在使用客戶與需求調
查方面，經與海軍大氣海洋局連絡希望提供關於航船布告網頁使用流量及點閱人數等統
計，發現海軍並未對於點閱航船布告的人數與 IP 位置進行統計，因此無法由網站得知
航船佈告系統之潛在使用客戶 (除海軍本身各單位、各港務局、縣市政府與相關部會等
公家機關外)。
(2)船舶布告資料輸入與系統維護
有關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的維運工作，在航船佈告系統之潛在使用客戶與需求調
查方面，經與海軍大氣海洋局連絡希望提供關於航船布告網頁使用流量及點閱人數等統
計，發現海軍並未對於點閱航船布告的人數與 IP 位置進行統計，因此無法由網站得知
航船佈告系統之潛在使用客戶 (除海軍本身各單位、各港務局、縣市政府與相關部會等
公家機關外)。期末階段與海軍大氣海洋局連絡，瞭解航船佈告系統之潛在使用客戶與
需求，如圖 22 所示。

圖 22 航船布告輸入介面初步建置結果
(3)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維護與中部資料展示功能增加
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經過 94 年到 96 年的開發與建置已漸趨完成，本工作項目除
持續進行系統的每日運轉及效能維護改善外，並將增加台灣中部地區的相關海象預報、
即時資料展示、與安全舒適度指標的推估等功能，除原先已建立的模式需要設定中部地
區海象輸出範圍外，並設立執行排程、資料處理排程、設計輸出網頁等作業。

a.作業化運轉功能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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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項目將增加中部海域的作業化運轉所需的程式自動排程設定，以產生的中部
海域 7 個站(預計為南寮、通霄、梧棲、芳苑、麥寮、塭港、及東石)的水位、水溫、波
高、波向、風速、風向、及有關船行、游泳、操舟、風帆等安全與舒適資訊台灣海域安
全資訊。
另外在作業化檢視方面，系統已每日定時運作，雖然尚未對外開放，但仍需要定時
檢視運作情況，因此本年度有規劃專人持續在海象測報中心定時檢查系統運作狀況。由
於現階段人力有限，故以上班時間來檢視系統運作情形為原則。
b.電子看板功能維護更新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於淡水漁人碼頭的志工室裝設耐外光型背投式電子看板，並
測試 PowerPoint 檔案展示，已證實為可行的海域安全資訊展示方式(圖 23)。本工作項目
將持續設立電子看板系統於淡水漁人碼頭新的遊客中心，並增加展示內容加入海象測報
中心的其他即時資訊。

圖 23 電子看板系統架構圖
由於漁人碼頭管理所志工室遷移到新的位置並重新裝潢，因此本年度已協助海象測
報中心將電子看板所有相關設備移至新的位置，並安裝完成(圖 24~25)。由於志工室外
有貼遮陽膜，會影響電子看板上半部的顯示，現正與第二漁港管理所交涉將遮陽膜擋到
電子看板的部分割除。
在軟體測試方面，原先的 PowerPoint 檔除顯示淡水的海域安全資訊外，已加入中央
氣象局海象觀測網頁內容 (圖 26 ~圖 27)。系統已於 6 月 2 日開始運作，於每日下午 4:30
到 7:30 開啟 3 小時，並視日後運轉情形而增加運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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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電子看板在志工室內部設置情形

圖 25 電子看板由室外觀看情形

圖 26 海氣象資訊看板首頁圖

圖 27 資訊提供者即使用說明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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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台灣中部資料展示功能增加
本年度計畫將建立中部海域 500 公尺網格之 SWAN-4 風浪模式，考慮模式維度之極
限，SWAN-4 中部海域風浪模式之計算範圍如圖 28 所示(左下(120.05E, 21.65N)及右上
(121.05E, 22.65N))，水深資料來源為海科中心 TaiDBMv5 之數值資料，風場輸入條件亦
延用 SWAN-3 之 5 公里解析度 HC 風場。模式計算之邊界條件係來自於 SWAN-3 之計
算結果。中部地區的 7 個預報站與模式的範圍在圖 29 套疊在 Google Earch 上展示。

圖 28 中部海域風浪模式之計算範圍

圖 29 模式之計算範圍與 7 個預報站套疊

4.計畫變更說明：無
5.落後原因：無
6.主管機關之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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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執行成果：
本計畫執行時程由民國 98 年 02 月 03 日至 98 年 12 月 31 日止，共計約 11 個月。本計
畫在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研究人員共同參與努力及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滕春慈主
任及相關承辦人員指導下，各項工作皆依期初、期中委員審查意見規劃推動，大致符合進度
要求。
計畫自簽約起工作至 12 月上旬為止，除完成期中、期末報告外並召開重要會議，會議
時間及相關結論如表 1 所示。對內召開八次工作會議、五次氣象局協商會議及兩次系統畫面
操作討論會議，同時將本計畫前期(94-96 年)相關研究成果發表於 International Offshore
(Ocean)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 2009 國際研討會，以及 97 年度計畫成果投稿於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與發表於海下技術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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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期末階段重要會議時間表
日期

會議名稱

重要事項

980203

議價

辦理本計畫議價與簽約

980212

第一次內部工作會議

檢視驗收標準與發文單位

980305

海象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980428

海象中心第二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系統建置

980507

世曦與氣象局工作會議

系統建置與操作功能討論

980508

海下技術年會

研究團隊發表 97 年度計畫成果

980518

投稿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980604

海象中心第三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980615

世曦與氣象局工作會議

系統建置與操作功能討論

980616

第三次內部工作會議

各分項期中報告初稿檢視與討論

980621~0626

研究團隊發表 97 年度計畫成果

980706

ISOPE 2009 in Osaka
第四次內部工作會議

980710

繳交期中報告

980715

第五次內部工作會議

980816-0821

期中報告定稿檢視與討論
各分項執行進度檢視與討論

研究團隊組團進行兩岸交流參訪

980901

第六次內部工作會議

各分項執行進度檢視與討論

980922

海象中心第四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981020

第七次內部工作會議

各分項執行進度檢視與討論

981111

海象中心第五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說明執行進度

981124

第八次內部工作會議

各分項期末報告檢視與討論

981204

繳交期末報告

玆將期末階段各項工作，包含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
訊系統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2/2)、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
與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詳述如下：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1)延續 97 年度的海氣象系統需求分析整理以及相關海氣象即時、預報及統計資訊之整
理，本年度完成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與專業版之功能架構規劃，並整理了進階版
系統 GIS 圖層展示清單。並完成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時海況功能及潮汐預報功
能之開發，此二模組並提供 RSS 之 XML 檔案下載。一般版並規劃將與氣象局 V6 網
頁系統整併。且依據現行氣象局網頁之海象測報功能中重擬網站架構並增加數個新的
網頁功能選單，如將原有之即時海況重新設計，綜合六大海氣象測報數值以分區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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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以及將既有系統提供之海面風速、浪高及海溫等數據運算分析而得之指標，規
劃危險海域警示指標查詢，以提供船行、游泳、操舟及風帆等活動之警示資訊。規劃
於一般版即時海況主選單之下的藍色公路海況模組，規劃將去年度之藍色公路建置成
果，整合相關計畫研發成果將網格性的數值轉變成為海況航帶航行預報資訊，並可提
供相關船班航行、與起終點、票價訊息。有關 RSS 發佈方面，規劃有即時海況(如圖
1))及潮汐預報部份製作 RSS 之 XML 下載。無障礙方面，系統一般版需符合氣象局之
要求達 A+等級。重新規劃整理的一般版頁面包含有即時海況、危險海域警示(如圖 2)、
潮汐預報、長期潮汐預報圖、海溫分析時序圖，有關海象統計預計於 99 年度進行系統
規劃，並預計於 100 年進行系統開發。
(2)另於進階之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功能規劃方面，本期主要加入了以 Google Earth API
開發之兩個 WebGIS 系統。針對進階圖層的規劃，已完成前期海域安全資訊及 GIS 系
統之圖層清查，最後以四類圖層（即時測站、海象氣候、氣壓場、波浪場，如圖 3~6
所示）作為整併進入海象資訊 e 化系統，於專業版 WebGIS 展示。有關本期規劃之歷
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及預計於明年度進行規劃與開發之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將整
併進入內部版，僅供海象中心人士操作及瀏覽。

圖 1 即時海況畫面
3

圖 2 海象警示畫面

圖3 波浪場套疊3D Earth

圖4 氣壓場套疊3D Earth

4

圖5 波浪模式預報圖套疊3D Earth

圖6 海溫圖套疊3D Earth

(3)亞太交流參訪方面，本研究團隊籌組參訪團於 8 月 16 至 21 日安排規劃北京國家海洋
局參訪行程，訪談題綱包含：海象資料庫及資訊 e 化服務技術交流、海域預報與現報
資訊在防災、近岸遊憩休閒及航行安全之技術交流、海峽兩岸海象調查資料交換與合
作調查可能性之研討，並就與本次研究計畫相關項目作初步比對，並討論資訊接軌之
可行性，期望落實亞太交流參訪的實質目的，促進兩岸間海洋資訊 e 化的交流。
2.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統建置
(1)由於本計畫所取得台灣各海域的波高與暴潮同步觀測資料皆較為有限，對於長期間復
現期的評估，恐有所不足。為解決此一議題，本計畫透過蒙地卡羅法繁衍各海域波高
與暴潮資料，藉以在同時考慮到波高與暴潮復現期條件下，計算出各海域的設計水位
條件。由蒙地卡羅法模擬資料的分佈圖可看出，波高最大值的條件下，暴潮值並不一
定會是最大。此外，蒙地卡羅法模擬波高與暴潮資料的準確度在於實測資料的所選用
之統計分佈函數是否能準確的描述出組體分佈(圖 7)。若統計分佈函數無法精準描述波
高以及暴潮的組體分佈，將直接影響到蒙地卡羅法模擬波高與暴潮資料的準確度，並
進而影響到後續復現期之分析。為能更有效評估岸邊設計水位之復現期(圖 8)，建議未
來待有更長時間的實測樣本波高以及暴潮資料後，仍需透過實測資料進行復限期計算。
(2)本計畫除了計算同時考慮波高與暴潮極值的復現期以外，進一步探討颱風特性與波高/
5

暴潮關係，藉以掌握颱風特性對台灣海域波高與暴潮的影響。本計畫依據九類颱風(如
圖 9)路徑進行分類，探討「不同颱風路徑對颱風資料統計特徵之影響，如圖 10」。本
計畫所選取的觀測資料為颱風與測站距離小於 150 公里內的觀測紀錄進行分析，分析
結果顯示一般型極端值分佈統計函數能較有效描述出花蓮海域之波高以及暴潮之組體
分布。此一結果與本計畫透過所有波高與暴潮偏差樣本資料(包含颱風以及非颱風期間)
所統計之結果有所差異。判斷是因為若將颱風資料挑選出後，樣本資料的波高與暴潮
值理應多偏高，這會造成波高與暴潮組體圖的統計分布會受到影響，進而改變其對應
之統計分布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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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金門波高組體圖與 Gamma 分佈之關係

圖 8 花蓮海域波高與暴潮聯合影響下，
不同重現期對應設計水位之鬚盒圖

圖 9 九類颱風路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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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新竹海域各分類颱風路徑之波高與暴潮的相關分析圖
(3) 本期有關本章節之工作項目為，依據去年之歷史波浪與暴潮資料統計成果進行規劃歷
史颱風資訊系統之功能架構(圖 11、12)。期中前已完成初步系統功能規劃，包含建議
規劃以基礎資料表及時序資料表共 7 資料表建置波浪與暴潮資料庫，分別為測站資料
表、颱風資料表、颱風位置資料表、最大暴潮偏差資料表、最大波高資料表、暴潮偏
差資料表、示性波高資料表等。以提供系統作為查詢基礎資料，此規劃方式方便日後
擴充未來颱風事件、暴潮與波高數值。系統設計為可依據潮位測站或浮標測站調閱歷
次颱風造成之暴潮與波高資訊，並且也可依據某年度之颱風事件調閱台灣地區近岸之
最大暴潮、最大暴潮偏差與波高資訊，以進一步作綜合成果的比對。
(4)針對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統於期中階段前，已於歷次工作會議將系統名稱調整
為「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
。並於期中至期末工作階段進行暴潮與波高之空間分佈展
現的方式做討論。有關系統後續維護方式，目前朝向以將歷史颱風資料空間分佈結合
暴潮及波高資料，以 ArcMap VBA 固定排程出圖程式撰寫的方式，提供系統暴潮與波
高空間分佈結果展現。系統預先將颱風路徑圖產出，預計將可大幅提昇系統查詢速度，
7

此亦為符合海象中心所提出系統效能之要求。

圖 11 海岸線與暴潮(國土)資訊系統查詢流程

圖 12 依統計分佈查詢結果統計分佈結果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2/2)
(1)根據近岸地區於颱風影響期間發生的災害類型進行 shapfile 檔案建置(圖 13)，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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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倒灌、海堤護岸破壞、沿岸溢淹、海岸侵蝕與淤積等四種類型，同時針對國內
海岸防災技術及工法進行分析並建置成 shapfile 檔案(圖 14、15)，如生態型海岸保
護工法、花蓮南北濱海岸環境營造計畫、西子灣人工養灘工法探討、白沙灣海岸環
境營造計畫、新竹海岸海岸保護計畫…等。
(2)依據本年度侵襲颱風的資料更新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並透過報章雜誌
與媒體資訊蒐集 2003~2009 年間歷史颱風災情報導，並依據颱風侵襲日期、名稱、
產生的災害類型，以 CSV 分隔值檔案進行建置，已完成更新颱風災害系統資料庫
內容。

莫拉克颱風 (高雄縣小港區海水倒灌)

莫拉克颱風 (屏東縣海底土石流)

莫拉克颱風 (台南縣漂流木堆積)

蓮花颱風 (屏東縣鹽埔漁港掏空)

圖 13 南部災情展示

9

圖 14 白沙灣人工養灘工法

圖 15 工法圖層展示(以白沙灣為例)

(3) 海象數值模式與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方面：已完成網際網路 GIS 展現海象即
時資訊的初步程式設計，可以使用暫存圖層的方式來展示海象即時觀測資料。第二
項工作項目已確認時序列比較圖的展現方式乃是使用 ChartFX 網路繪圖軟體進行比
較時序列圖的繪製(圖 16、17)。第三項工作項目已完成 Google Earth kmz 檔的建置
測試並產生多種海象測報中新產品的 kmz 檔案，並已與海象測報中心主任及相關人
員說明 Google Earth kmz 檔的展現方式及討論日後可能的應用方向。在下半年度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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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完成三種 kml 自動產生程式，可定時排程來產生波浪模式預報動畫圖檔(每 3 小時
1 幅共 3 日)、海溫分析圖(臺灣)(每日 1 幅共 7 日)、及海溫分析圖(太平洋)(每日 1
幅共 7 日)，透過網頁上的超連結使用者即可下載這些 kml 檔案並啟動電腦上的
Google Earth 軟體來套疊展示這些產品。

圖 16 即時資訊與預報資訊的時序列比較功能架構圖

圖 17 將軍潮位站模式結果與觀測資料時序列圖展示
4.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與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中將針對已建立的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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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進行系統維護更新的工作。在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護
與改善工作項目包括圖層更新作業(圖 18、19)、船舶布告資料輸入與系統維護、及
船舶追蹤系統改善。在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維護及東部資料展示功能增加方面，
工作包括作業化運轉功能維護、電子看板功能維護更新(圖 20)、及台灣東部資料展
示功能增加等。

圖 18

2008 辛樂克颱風期間的波浪場圖層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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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SWAN-4 台灣海域風浪模式計算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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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裝設在淡水漁人碼頭遊客中心的電子看板在大太陽下依然清晰
(2)上半年度在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護與改善方面，持續圖層更新作業如颱風期間
氣壓場與波浪場圖層的製作，並持續輸入船舶布告資料，除此之外並進行船舶追蹤
系統的推廣與聯繫相關的廠商及單位。已與交通部航政司、觀光局、及科技顧問室，
以及聯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Garmin 公司、百展科技有限公司、育新科技有限公司、
新禾航電股份有限公司等進行聯絡，並已開始進行實地拜訪推廣工作。本團隊於 6
月 10 日實際拜訪位於淡水的聯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除瞭解該中心的業務及研發
項目外，並說明本團隊開發之船舶追蹤系統，聽取相關領域專家的看法及可能的合
作方向，如照片 1 所示。

照片 1 至聯合船舶設計發展中心推廣船舶追蹤系統
(3)在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維護及東部資料展示功能增加方面，下年度持續監控測試
與修改系統作業化運轉功能，保持系統之正常運作，並建置台灣東部資料處理展示
13

功能(圖 21)，增加東部地區 7 個預報站，展示海氣象預報資訊與海域安全資訊。由
於在績效指標方面在此四年計畫中須要進行計畫研發成果的專利申請，而原先的海
上漂流物搜尋範圍劃定系統為工作項目之一，因此訂定「漂流物搜索範圍劃定機制
與系統」為發明名稱，並於本年度與長江國際專利商標法律事務所簽約，開始申請
專利的作業。

圖 21 東部海域波高及波向預報圖展示

4.計畫變更說明：無
5.落後原因：無
6.主管機關之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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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語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商業化簡訊服務機制；歷史颱風暴潮資訊
系統
為延續中央氣象局前期研究成果，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的 4 年
科技發展計畫，將自民國 97 年起至民國 100 年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以

貴局現有海域 GIS 資訊服務

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將系統功
研究目的

能持續更新，提供全方位海域相關服務，包括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
統整體規劃；歷史波浪、暴潮資料統計及復現期分析；臺灣近岸海
域與離島藍色公路圖資之建置；近岸海域災害、防災技術資料庫之
建立等工作項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研發模式，轉化成
可落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
動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依據 98 年前期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規劃架構，本期進行海
象資訊 e 化系統各模組作業化運轉作業。一般版之「潮高預報圖」
、

研究成果

「海溫分析時序圖」兩模組於期中階段完成作業化運轉作業，而一
般版之「海象警示」
、
「藍色公路海況」
、
「海象統計」
、
「英文版」
、
「PDA
版」模組亦已於期末階段完成功能開發及上線作業。研究團隊也於
本期擴充維護「即時海況」模組功能，除增加潮高的預報潮位線繪
1

製外，並針對潮位動態圖運算公式做修正，漲退判斷由原本的即時
潮位減預報潮位，修正為即時潮位減前 30 分鐘即時潮位。另增加
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以整合有關潮位及風向、浪向等說明。
本計畫在系統分類完成及辦理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宣導活動，並
訪談中華民國帆船協會及蜘蛛衝浪俱樂部等民間海洋遊憩團體。根
據本團隊之研究進度及已完成之系統建置成果提出海象資訊 e 化
服務系統表，以利於未來推廣工作之進行。
2.商業化簡訊服務機制建置：
本年度的主要工作就是進行商業模式的探討，並與電信業者進
行接觸，就海象測報中心自行建置發送作業、尋求民間氣象公司合
作開發商業模式、或是加入已有的氣象簡訊服務等進行評估，建議
一套可以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並建議依照氣象資訊的簡訊服務模
式，由海象測報中心依氣象資訊的提供途徑，提供海象資訊給電信
業者，並由業者協助在其網頁上增加簡訊服務的海象產品選項，讓
一般民眾也可在電信服務網頁上點選海象資訊，開始海象資訊相關
的簡訊服務。
3.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
本系統主要進行內部版資料庫整合、系統查詢功能擴充至 2009
年、颱風災害圖層的製作及系統底圖置換、以縣市分類呈現災害文
字及圖片資訊，及內部版程式移機與上線工作。雛型系統直接連線
E 化系統內部版資料庫，並且將氣象局內部颱風、潮位及波高等相
關資料表匯入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以供系統查詢。並已依據本
計畫第一期建置之 1998 年至 2007 年暴潮資料規劃設計暴潮及波高
資料庫格式，並於期中階段前進行氣象局資料庫系統反應時間測
試。有關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資料庫整併的部份，已完
成海岸災害及海堤溢淹之資料庫整併，研究團隊所蒐集的災害新聞
圖片也全數匯入系統，供災害縣市查詢。
4.近岸觀光遊憩休閒、防災與航行安全資訊之整合：
由於近岸觀光遊憩休閒及防災等資訊的提供並非中央氣象局
的業務，因此在這方面的資訊提供將此超連結的方式連到國內現有
的網站，而相關海象資訊與指標資訊的提供本計畫提供四種可能的
規劃，本團隊建議使用第四種資料整合建置方式，以各縣市海岸線
外 10 公里範圍內所含蓋的數值模式網格選取極值，再加上原先
北、中、南、東四個區域所選出的 35 個預報站做為海象及安全資
訊預報結果，透過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進行預報結果的展示。此
規劃經海象測報中心內部討論後決定使用漁業氣象的預報範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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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完成漁業氣象預報的 XML 檔案的取得及轉換成海域警示
資訊的作業。另在海上漂流物流向分析與搜索範圍劃定系統維運方
面，將持續進行系統的維護並提供相關單位的諮詢。在績效指標方
面並已完成「漂流物搜索範圍劃定機制與系統」的專利申請。
5.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藍色公路航行安全之應用：
藍色公路海況系統本年度將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
時海況模組當中，在期中以前已完成預報模擬網格數值之評估與綜
合考量及雛型測試，在評估過後以符合現有海象需求為前提，於期
中至期末階段進行系統開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藍色公路航
行安全之應用工作項目已完成海象預報資料展示規劃、海象預報資
料展示雛形建置、波浪模式資料擷取作業化流程建置與測試、藍色
公路海象預報連結 Google Earth 測試等項目。藍色公路海況系統在
期中以後與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網頁連結，配合網頁的建置連結
已建置的網頁程式，經過與海象測報中心同仁與長官討論出最佳的
展示方式，完整的呈現藍色公路海況系統，並於 11 月 11 日在東港
到小琉球藍色公路上實地利用 3G 連結網路測試藍色公路海況系統
的海象預報資訊傳輸與展示。
6.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
本項工作在期中後持續進行系統的測試，及與海象測報中心人
員討論瞭解各時序列圖所需傳送的位置與流程，並建置自動作業機
制。期中後並完成系統轉移至中心本年度新購置的電腦伺服器中，
並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行。期中至期末階段除實際用於凡那比與
梅姬颱風外，並完成增加產生未來 12 小時、12 及 24 小時、24 及
36 小時所有測站暴潮最大值之時間及當時之總水位（暴潮水位加
上 1/2 模式預測波高）表格的功能，讓預報者可以輕易掌握各測站
的暴潮最大值，達到預警的目的。
有關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英文版及 PDA 版，針對已上線之一般
版開發英文版，完成即時海況、潮汐預報及海溫測報等模組開發英
文版，並列出海象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供海象中心參考。PDA 系
具體落實應用
情形

統已完成系統雛型規劃，考量到使用者習慣，提供 2 種海象測站篩
選規則，以供海象中心參考。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已完成雛型系
統驗收，期中至期末階段，團隊針對程式連線 Oracle 資料庫連線
語法改為 MySQL，並逐步整合 e 化內部版資料庫。歷史颱風暴潮
資訊系統針對系統完成驗收修正項目做系統功能的調校，以及完成
「海岸災害」
、
「海堤溢淹」文字說明與圖片的顯示，及歷次歷史颱
3

風災害底圖於系統中顯示功能。
計畫變更說明

無

落後原因

無

檢討與建議(變
更或落後之因 無
應對策)
(以下接全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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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 本研究計畫系統維護紀錄

附錄八 海象 E 化系統內部版資料庫
結構表

海象E化系統一般版資料庫結構表

表 2-1 近岸漁業分區資料表
檔案代碼

Fishery

檔案名稱

近岸海域名稱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ID

編號

int(2)

Name

海域名稱

Varchar(20)

Seacode

海域代碼

Char(1)

式備

註

Unique

A-Q

主索引鍵 PK(ID)

表 2-2 測站基本資料表
檔案代碼

st

檔案名稱

測站基本資料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StID

測站編號

varchar(6)

對照 Stmap.ID

STNAC

測站名稱

varchar(16)

For kind=8 or 87

KIND

測站類別

Char(2)

1:氣象站；6:潮位站
7:波浪站；8:浮標站
F:預報站

STCODE

英文縮寫

Char(2)

STNAE

英文名稱

varchar(18)

CONTY

縣市別

varchar(10)

PLACE

鄉鎮別

varchar(10)

LOCATION

位置描述

varchar(50)

LON

X 座標

Decimal(10,6)

LAT

Y 座標

Decimal(10,6)

KP
DATEBEG

Decimal(7,4)
啟用日期

varchar(10)

小數點格式

註

檔案代碼

st

檔案名稱

測站基本資料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停用日期

DATEEND

式備

註

varchar(10)

DL

Decimal(7,4)

LATIT

X 座標

varchar(11)

LONGIT

Y 座標

varchar(12)

INTERV

度分秒格式

varchar(6)

SPONSOR

觀測機構

varchar(40)

SPONSORE

觀測機構(英文)

varchar(40)

SPID

Char(1)

RENEW

更新頻率

varchar(5)

COMMS

測站類型

text

PK(STID,KIND)

表 2-3 即時海況測站資料表
檔案代碼

Stmap

檔案名稱

即時海況測站資料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Stid

測站編號

varchar(6)

St.stid

X

橫寬度

int

圖面上橫向位置

Y

縱寬度

int

圖面上縱向位置

SeaId

海域代碼

Int(2)

Fishery.ID

winds

風力

varchar(10)

Buoy：ws1 or ws2
Meteo.ws

Windd

風向

varchar(10)

Buoy：wd1 or wd2
Meteo.wd

Gust

陣風

varchar(10)

Buoy：gust1 or gust2
Meteo.vg

Waveh

波高

varchar(10)

Buoy.wh
Wave.h3

註

檔案代碼

Stmap

檔案名稱

即時海況測站資料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週期

Wavep

式備

varchar(10)

註

Buoy.wp
Wave.t3

Waved

波向

varchar(10)

Buoy.wdir

Wavehmax

最大波高

varchar(10)

Wave1.hmax
(only for 成功)

水表面溫度

Sst

varchar(10)

Tempw.t
Buoy.tempw

氣溫

Airt

varchar(10)

Buoy.tempa
Meteo.t

氣壓

Pres

varchar(10)

Buoy.pres
Meteo.p

tide

潮高

varchar(10)

Tide6.min0

TideDL

潮高修正值

varchar(10)

水準位修正

Post

是否顯示於系統

Char(1)

0:不顯示；1:顯示

表 2-4 浮標資料表
檔案代碼

Buoy

檔案名稱

浮標站相關測值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Stid

測站編號

Char(6)

Year

年

Decimal(4,0)

Month

月

Decimal(2,0)

Day

日

Decimal(2,0)

Hour

小時

Decimal(2,0)

Min

分鐘

Decimal(1,0)

Gust1

陣風

Decimal(3,0)

單位為 dm/s

Ws1

風力(速)

Decimal(3,0)

單位為 dm/s

Wd1

風向(度)

Decimal(3,0)

0-360 度

註

檔案代碼

Buoy

檔案名稱

浮標站相關測值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Wd1t

風向(16 方位)

Varchar(10)

換算為十六方位

Gust2

陣風

Decimal(3,0)

單位為 dm/s

Ws2

風力(風速)

Decimal(3,0)

單位為 dm/s

Wd2

風向(度)

Decimal(3,0)

0-360 度

Wd2t

風向(16 方位)

Varchar(10)

換算為十六方位

Pres

氣壓

Decimal(5,0)

單位為千帕

Tempa

氣溫

Decimal(3,0)

單位為 10 度 C

Tempw

水溫

Decimal(3,0)

單位為 10 度 C

Wh

波高

Decimal(4,0)

單位為 cm

wp

週期

Decimal(3,0)

單位為 10 秒

Wdir

波向(度)

Decimal(3,0)

0-360 度

wdirt

波向(16 方位)

Varchar(10)

換算為十六方位

註

PK(STID,YEAR,MONTH,DAY,HOUR)

表 2-5 氣象資料表
檔案代碼

Meteo

檔案名稱

氣象站相關測值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Stid

測站編號

varchar(6)

Year

年

Decimal(4,0)

Month

月

Decimal(2,0)

Day

日

Decimal(2,0)

Hour

小時

Decimal(2,0)

Min

分鐘

Decimal(2,0)

ws

風力(風速)

Decimal(3,0)

單位為 dm/s

wd

風向(度)

Decimal(3,0)

0-360 度

Wd1t

風向(16 方位)

text

換算為十六方位

註

檔案代碼

Meteo

檔案名稱

氣象站相關測值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vg

陣風

Decimal(3,0)

單位為 dm/s

p

氣壓

Decimal(5,0)

單位為千帕

t

氣溫

Decimal(3,0)

單位為 10 度 C

註

PK(STID,YEAR,MONTH,DAY,HOUR,MIN)

表 2-6 水溫資料表
檔案代碼

Tempw

檔案名稱

潮位站水溫測值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Stid

測站編號

Char(6)

Time

觀測時間

Datetime

year

年

Decimal(4,0)

Month

月

Decimal(2,0)

Day

日

Decimal(2,0)

Hour

小時

Decimal(2,0)

min

分鐘

Decimal(2,0)

t

水表面溫度

Decimal(6,0)

QC

Char(1)

PK(STID,TIME,YEAR,MONTH,DAY,HOUR,QC)

式備

yyyy-mm-dd hh:mm:ss

單位為 10 度 C

註

表 2-7 潮位資料表
檔案代碼

Tide6

檔案名稱

潮位站潮高測值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Stid

測站編號

Char(6)

Year

年

Decimal(4,0)

month

月

Decimal(2,0)

Day

日

Decimal(2,0)

Hour

小時

Decimal(2,0)

Min0

潮高

Decimal(6,0)

式備

註

單位為公釐 mm

PK(STID,YEAR,MONTH,DAY,HOUR)

表 2-8 預報站資料表
檔案代碼

Stfcs

檔案名稱

預報站/浮標站資料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Name

測站名稱

varchar(16)

NameE

測站英名

varchar(18)

SNEW

分區

char(2)

X

Int(3)

Y

int(3)

Id

測站編號

測站類別

varchar(6)

char(1)
varchar(13)

windsf

varchar(13)

winddf

varchar(11)

wavehf
tidetf

註

varchar(6)

obsid
mdhn

式備

預報時間

varchar(11)

F/h
Wavef.wind10m
Wavef.wind10d
Wavef.waveh
Tidehl.time（潮汐預報）

檔案代碼

Stfcs

檔案名稱

預報站/浮標站資料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tidelf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長期預報 0 分鐘預 varchar(10)

註

Tide6h.h0

報值
varchar(11)

tidetong
tidelong

長期潮汐預報表

varchar(10)

sst

海溫資料

varchar(14)

Tidehl.tim
Tide6h.h0 （長期潮汐）
Sstf.sst

Float

OL

表 2-9 短期潮汐預報資料表
檔案代碼

Tidehl

檔案名稱

潮汐預報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Stid

測站編號

varchar(6)

Time

預報時間

datetime

HL

滿/乾潮位

Char(1)

Height

潮高

decimal(6,0)

單位為公釐 mm

Lunartime

農曆日期

varchar(4)

mmdd

yyyy-mm-dd hh:mm:ss
H/L

註

表 2-10 長期潮汐預報資料表
檔案代碼

Tide6h

檔案名稱

潮位統計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註

Stid

測站編號

Char(6)

Time

預報時間

datetime

yyyy-mm-dd hh:mm:ss

H0

0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單位為公釐 mm

H1

6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H2

12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H3

18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H4

24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H5

30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H6

36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H7

42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H8

48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H9

54 分鐘預報值

decimal(6,0)

表 2-11 潮汐統計資料表
檔案代碼

TideStat

檔案名稱

潮位統計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Stid

測站編號

Char(6)

Year

年

int(4)

month

月

int(2)

HHWL

最高高潮位

int(4)

LLWL

最低低潮位

int(4)

MHWL

平均高潮位

int(4)

MLWL

平均低潮位

int(4)

MHWS

大潮平均高潮位

int(4)

式備

註

以下單位均為公釐 mm

檔案代碼

TideStat

檔案名稱

潮位統計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MLWS

大潮平均低潮位

int(4)

HWOST

最高天文潮

int(4)

LWOST

最低天文潮

int(4)

式備

註

表 2-12 波浪統計資料表
檔案代碼

WaveStat

檔案名稱

波浪統計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註

Stid

測站編號

Char(6)

Year

年

int(4)

month

月

int(2)

No

觀測次數

int(4)

HSX

波高

int(4)

單位為公尺

HSX_PP

尖峰週期

int(4)

單位為秒

HSX_D

波向

int(4)

單位為度

HSX_HR

發生時間

int(4)

（日時分）

HSM

平均示性波高

int(4)

單位為公尺

PM

平均週期
示性波高分佈
(小於 0.6)
示性波高分佈
(0.6~1.5 小浪)
示性波高分佈
(1.5~2.5 中浪)
示性波高分佈
(大於 2.5)

int(4)

單位為秒

int(4)

以下單位均為百分比

perHW
perHS
perHM
perHL

int(4)
int(4)
int(4)

表 2-13 海溫統計資料表
檔案代碼

SSTStat

檔案名稱

海溫統計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式備

Stid

測站編號

Char(6)

Year

年

int(4)

month

月

int(2)

Tmx

最高海溫

int(4)

單位為度

Tmx_YR

最高海溫發生年

int(4)

西元年 4 碼

Tav

平均海溫

int(4)

單位為度

Tmn

最低海溫

int(4)

單位為度

Tmn_YR

最低海溫發生年

int(4)

西元年 4 碼

註

表 2-14 海象統計資料表
檔案代碼

Stmaps

檔案名稱

海象統計表

檔案格式

MySQL Table

存放位置

marine 伺服機端

屬 性 欄 位 說 明
欄

位

代

號欄

位

名

稱格

Stid

測站編號

Char(6)

Stnac

測站名稱

Char(20)

Stnae

測站英文名稱

Char(50)

TIDE

潮位

Char(5)

WAVE

波浪

Char(5)

SST

海溫

Char(5)

PK(STID)

式備

T:顯示；F:不顯示

註

附錄九 本研究計畫教育訓練簡報資料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海象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會議議程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時間：100年6月8日 （星期三）
地點：中央氣象局海象中心會議室
會議議程規劃：

顏厥正 博士
張瑞文 工程師

簡報人：

中華民國100年6月8日

海洋大學

工研院

14:00~14:20
14:20~14:30
14:30~15:15
15:15~15:30
15:30~16:10
16:10~17:00

台灣世曦

MySQL資料庫操作
控制台排程設定方式
海象e化資料庫欄位設計
茶水休息時間
藍色公路與颱風暴潮預報圖系統
實機操作資料庫與維護系統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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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海象資訊e化服務系統架構圖

簡報大綱

依不同使用族群規劃對應功能模組選單

1

MySQL資料庫操作

2

控制台排程設定方式

3

海象e化資料庫欄位設計

4

藍色公路與颱風暴潮預報圖

5

實機操作資料庫與維護系統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3

For
一
般
民
眾
族
群
使
用

For
專
業
使
用
者
操
作
查
詢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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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資料庫

目前E化一般版及內部版資料庫均為MySQL
優點：原始碼開放情況下為免費，較適用PHP及JSP
網頁程式
與目前市面上較為廣泛使用的Microsoft SQL Server
評比：

MySQL資料庫操作

連線
效率

中文特殊字元

費用

空間資料庫

適用平台

管理
方式

SQL語法

備份
恢復

MySQL

佳

大部分支援，少數
特殊中文字型顯示
會有問題，可用
PostgresSQL

大部分免費，政府
單位使用需開放原
始程式碼

不支援（Oracle
Spatial可）

Windows
Linux

簡單

大部分
SQL語法
皆可使用

較簡單

MS
SQL

較優

全中文環境

SQL Server Express
版本為免費 （4G以
下）

SQL Server 2008
Express支援

僅Windows

較容易

支持進階
擴展SQL
語法

簡單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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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MyAdmin操作畫面

管理方式
可使用PHPMyAdmin或Navicat軟體簡單連線
MySQL資料庫管理資料
PhpMyadmin可適用於MySQL Server，僅需
以Apache架於1台主機即可供許多管理員以
IE介面連線資料庫
Navicat現已可使用管理多種類型資料庫檔案
（含MySQL, MSSQL, Oracle），唯具備
Import Wizard之Premium版本需付費購買版
權 http://www.navicat.com/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7

帳號輸入畫面

登入畫面
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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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cat
新增資料庫連線

Pw: webonly123

一般版連線參數

Pw: prouser123

內部版連線參數
內部版連線參數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9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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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cat Lite 試用版下載

控制台排程設定方式

網址：http://www.navicat.com/cht/download/download.html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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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作業時間規劃

海象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控制台設定

排程表

新增排定的工作
執行檔時間

預估執行時間

執行
次數

執行檔名稱

對應網站名稱

版本

上游寫入
資料庫時間

RunStmap.exe

即時海況（含過
去36時圖表）

中文英文
PDA

整點13分/22分
/36分

整點14分/23分
/37分

4分鐘

每時3次

SeaWarn.exe

海象預報

中文英文

4時/10時/16時
/22時26分

4時/10時/16時
/22時51分

2分鐘

每日4次

BlueHighway.exe

藍色公路

中文

5時/11時/17時
/23時33分

1分鐘

每日4次

5時/11時/17時
/23時31分

1分鐘

每日4次

00時00分

3分鐘

每日1次

11時10分

1分鐘

每日1次

？
Eng_BlueHighway.exe

TideHtml.exe
Eng_TideHtml.exe
SSTHtml.exe

藍色公路

英文

潮汐預報

中文

潮高預報圖

英文

海溫分析時序圖

中文英文

前一年度12月
前匯入資料
10時4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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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資料庫語法(1)
Select 篩選： Select * FROM Table
選出所有在即時海況展示的測站，並以海域及測
站編號排序

操作示範

SELECT * FROM stmap where post=1 order by seaid, stid

選出今日海象預報資料
SELECT * FROM sea_warn where startT like '2011-06-08%‘

選出今日彭佳嶼基隆潮汐預報資料(Stfcs, Tidehl)
SELECT stfcs.SEAID,stfcs.STID,stfcs.NAME,tidehl.TIME,
tidehl.HEIGHT,tidehl.HL FROM stfcs Inner Join tidehl ON
tidehl.STID = stfcs.STID where tidetf ='tidehl.time' and time
like '2011-06-08%' and sea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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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資料庫語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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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常用SQL指令
Inner Join 表格關聯

Insert Into 插入語法 (依欄位順序)
Insert Into TableA values(‘1’,‘AAA’,’BBB’,’CCC’,’DDD’)

Update 更新語法

執行結果

Update TableA set ColA =‘ZZZ’ where ID=1

Delete 刪除語法

執行結果

Delete from Table A where ID=1

Select A.Col1, B.Col2 from TableA A
Inner Join TableB B On A.ID=B.ID

Group By 照特定欄位計算

Select Col1, Sum(Col2) from TableA Group By Col1

Order By 照欄位內容排序

Select * from TableA Order By ID

Select Distinct 選出欄位唯一內容(不重複)
Select Distinct(Col1) from TableA

Select Count 選出欄位內容為A的資料筆數
Select Count(Col1) from TableA where Col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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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海況 (1)

海象e化資料庫欄位設計

主資料表：Stmap
關聯資料表：ST, Fishery
海象資料庫：
潮位：Tide6, TideStat
海表面溫度：Tempw
波浪：Buoy或Wave,Wave1(已停用)
風, 氣溫, 氣壓：Met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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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海況 (2)
常用功能
控制哪些站顯示於系統:Stmap.post
風: 風力winds,
風向windd,
陣風gust
風力
風向
陣風
波浪: 浪高waveh,
週期wavep,
波向waved,
浪高
週期
波向
最大波高wavehmax
最大波高
海溫: 海表面溫度sst
氣溫: airt
氣壓: pres
潮高: tide, 潮位修正:Tide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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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預報

潮汐預報

主資料表：Fishery
預報資料表：Sea_Warn
排程檔原則：

主資料表：Stfcs
今/明日/後天潮汐預報表：Tidehl
常用功能：

原始檔案XML -> mmc資料庫 -> HTML檔案
中英文XML獨立不同檔案，故寫入資料庫語法先
insert 英文資料再update資料庫內中文資料
排程

排程

以波高計算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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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名稱(中文): Name
測站名稱(英文): NameE
是否顯示於系統: TideTF
測站隸屬於哪一個近岸海域分區: Se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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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溫分析時序圖
主資料表：Stfcs
海溫資料表：Sstf
常用功能：
控制測站是否顯示於系統: SST
測站屬於哪一海域分區: SeaID
與今/明/後三日潮汐預報分區方式共用同一欄位
變動此欄位將影響到兩個系統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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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高預報圖
主資料表：Stmaph
長期潮高預報表：Tide6h
常用功能：
控制測站顯示於系統: Tidelong
測站名稱(中文): Name
測站名稱(英文): Nam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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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統計 (1)
潮位統計

主資料表：Stmaps
統計資料表
潮位統計：TideStat
海溫統計：SstStat
波浪統計：WaveStat

常用功能
是否顯示於系統
潮位: Tide
波浪: Wave
海溫: SST

測站名稱(中文):
STNAC
測站名稱(英文):
STN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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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統計(3)
波浪統計
取WaveStat, Year=1900 之month=1~12各統計值
各統計資料
觀測次數: No
最大示性波高
波高: Hsx
尖峰週期: Hsx_pp
波向: Hsx_d
發生時間: Hsx_hr

海象統計 (2)

平均示性波高: HSM
平均週期: PM
示性波高分佈
小於0.6: PerHW
0.6~1.5小浪: PerHS
1.5~2.5中浪: PerHM
大於2.5大浪: PerHL

取TideStat, Year=1900 之month=1~12各統計值
最高高潮位: HHWL
最低低潮位: LLWL
最高天文潮: HWOST
最低天文潮: LWOST
大潮平均高潮位: MHWS
平均高潮位: MHWL
平均潮位: MSL
平均低潮位: MLWL
大潮平均低潮位: ML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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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統計 (4)
海溫統計
取SstStat, Year=1900 之month=1~12各統計值
常用欄位
最高海溫: Tmx
發生年: Tmx_YR
平均海溫: Tav
最低海溫: Tmn
發生年: Tmn_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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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公路 (1)
主資料表：Sea_Route
波浪及風資料表：BlueHighway
常用欄位(Sea_Route)
藍色公路名稱(中文): Name
藍色公路名稱(英文):NameE
分段: Sec
起站: Start
迄站: End

海象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海象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藍色公路 (2)
常用欄位(BlueHighway)
航線代碼: Route, 對照sea_route藍色公路名稱
分段代碼: Section
時間字串: dt (西元末2碼YY+MMDDHH)
波高: waveh
波向: waved
風力: winds
風向: windd
分級: index

藍色公路海象預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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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網頁使用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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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在99年度建置完成，並於100年2月1日納入
海象e化服務系統一般版海象預報選項中，對外服務社會大眾。
http://www.cw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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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系統元件與架構

NWW3
NWW3

模式輸出
模式輸出

NWW3波浪模式
Sufer預報文字輸出程式
ASP資料庫資料刪除與匯入程式

文字預報
文字預報

Sufer程式
Sufer程式

ASP程式
ASP程式

藍色公路
藍色公路
資料庫
資料庫

HTML
HTML
網頁
網頁

VB.net程式
VB.net程式

VB.net網頁輸出程式
VB.net ftp程式
系統每天進行四次計算可自動輸
出基隆馬祖航線8航段、台中馬公
航線2航段、高雄馬公航線4航
段、台東綠島航線1航段、及小琉
球東港航線1航段24小時的海象預
報。

VB.net程式
VB.net程式

ftp

對外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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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模式
¾ 波浪模式介紹與應用
NWW3(NOAA WAVEWATCH Ⅲ, 3.14)波浪模式為美國海洋大
氣總署(NOAA)所發展之波浪模式，目前已可以進行多重網格
(multi-grid)的計算，允許網格間雙向(two-way)之交互作用，並
利用類似集水區劃分流域的方式處理波浪能譜，進而產出包括
風浪(wind sea)、主湧(primary swell)及次湧(secondary swell)等特
性波浪資料。
計算波浪場分布(包括示性波、風浪、主湧及次湧等之波高、週
期、波向，主要能譜之週期及波向)，與針對台灣四週波浪測站
及藍色公路航線上之代表測站之每小時輸出波浪特性資料，包
括示性波高、平均週期、主頻、Tm01、Tm02、平均波向等。
針對藍色公路的需求，因為時間關係，就其格式進行36小時計
算結果的整理及定時輸出的設計，使其符合資料輸出的時效性
及網頁輸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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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波高及平均週期於2010/10月份之比較圖，結果顯示除了鵝鑾鼻
測站，其他測站模式計算值與實測資料的變化趨勢均十分一致

¾ 模式計算範圍及預報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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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浪模式採用巢狀網格之計算方式，包括
大網格(網格解析度為0.25度)及小網格(網
格解析度10公里)二種網格分布，模式建
置所需之地形水深資料取自美國NOAA國
家地球物理資料中心(NGDC) ETOPO1-1
分網格之地形資料，近台灣海域部分再以
海科中心500公尺水深資料取代之。
大網格計算使用之風場為美國環境預報中
心(NCEP)之作業化全球大氣模式(aviation
forecast model)所產生之AVN風場，模式
網格解析度為0.5度，每日產生共四次的預
報資料，均由氣象局自網路即時讀取。小
網格使用之風場為中央氣象局所提供之10
公里風場，該風場模式之計算區域涵蓋部
分西北太平洋及南中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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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作業化流程規劃建置

作業化流程

NWW3波浪模式每天在5:25、11:25、17:25、23:25會執行36小時的預報。
NWW3
執行時間
(台灣時間)

c 4/01 17:25 產生

d 4/01 23:25 產生

產生檔名
UTC

11040100.000.BUOY
4/01 00:00 ~ 4/01 12:00
11040100.012.BUOY
4/01 12:00 ~ 4/02 00:00
11040100.024.BUOY
4/02 00:00 ~ 4/02 12:00

11040106.000.BUOY
4/01 06:00 ~ 4/01 18:00
11040106.012.BUOY
4/01 18:00 ~ 4/02 06:00
11040106.024.BUOY
4/02 06:00 ~ 4/02 18:00

4/01 17:30

4/01 23:30

4/01 18:00 ~ 4/02 17:00

4/02 00:00 ~ 4/02 23:00

e 4/02 05:25 產生

f 4/02 11:25 產生

11040112.000.BUOY
4/01 12:00 ~ 4/02 00:00
11040112.012.BUOY
4/02 00:00 ~ 4/02 12:00
11040112.024.BUOY
4/02 12:00 ~ 4/03 00:00

11040118.000.BUOY
4/01 18:00 ~ 4/02 06:00
11040118.012.BUOY
4/02 06:00 ~ 4/02 18:00
11040118.024.BUOY
4/02 18:00 ~ 4/03 06:00

4/02 05:30

4/02 11:30

4/02 06:00 ~ 4/03 05:00

4/02 12:00 ~ 4/03 11:00

網頁更新
(台灣時間)
顯示預報
(台灣時間)
NWW3
執行時間
(台灣時間)

產生檔名
UTC

網頁更新
(台灣時間)
顯示預報
(台灣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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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資料庫匯入作業
利用ASP程式讀取文字預報檔案然後匯入MySQL資料庫中。
藍色公路資料庫的欄位包含route(航線)、section(航段)、dt(日
期時間)、waveh(波高)、waved(波向)、winds(風速)、
windd(風向)、及index(航船指標)。
文字預報
文字預報

ASP程式
ASP程式

藍色公路
藍色公路
資料庫
資料庫

VB.net程式
VB.net程式

HTML
HTML
網頁
網頁

¾網頁產生作業
網頁的產生是由本研究開發之VB.net程式執行後產生的結
果。該VB.net程式會讀取藍色公路資料庫的資料，擷取相關
欄位及進行必要之航線航段地圖設定、使用圖徵(風向與浪向
圖徵)的設定、預報發布時間展示、預報有效時間展示、與網
頁下拉選單的建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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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航線作業流程

海象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NWW3
修改作業
修改NWW3
修改NWW3
input檔自動產生程式
input檔自動產生程式
增加輸出點位
增加輸出點位

修改排程執行
修改排程執行
增加後處理排程
增加後處理排程
(新舊輸出兩案並存)
(新舊輸出兩案並存)

修改後處理程式
修改後處理程式
執行NWW3輸出格式
執行NWW3輸出格式
轉換成SWAN輸出格式
轉換成SWAN輸出格式

Surfer程式
修改作業

ferrytomysql.bas
For
Forj=0
j=0To
To12
12Step
Step11
row=8+j*36
row=8+j*36
Call
Callcontent(pathout,"A01",row)
content(pathout,"A01",row)
Call
Callcontent(pathout,"A02",row+1)
content(pathout,"A02",row+1)

::

Call
Callcontent(pathout,"A08",row+7)
content(pathout,"A08",row+7)
Call
Callcontent(pathout,"B01",row+8)
content(pathout,"B01",row+8)
::
Call
Callcontent(pathout,"C04",row+13)
content(pathout,"C04",row+13)
Call
Callcontent(pathout,"D01",row+14)
content(pathout,"D01",row+14)
Call
Callcontent(pathout,"E01",row+15)
content(pathout,"E01",row+15)
Call
Callcontent(pathout,"F01",row+16)
content(pathout,"F01",row+16)
Call
Callcontent(pathout,"F02",row+17)
content(pathout,"F02",row+17)
Next
Nextj j

航線資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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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ASP程式
修改作業

首頁HTML
修改作業

tomysql.asp

增加航線變數array
增加航線變數array
55
66
route(6)
route(6)=="F"
"F"

增加航線中
增加航線中
航段變數array
航段變數array
SC(6)
SC(6)==22

修改迴圈數目
修改迴圈數目
55
66

Bluehighway.html
<select
<selectid=“select1”
id=“select1”style=“width:150px;”
style=“width:150px;”
onChange=“location=
onChange=“location=
'bluehighway'+this.options[selectedIndex].value+'.html'">
'bluehighway'+this.options[selectedIndex].value+'.html'">
<option
<optionvalue=""
value=""selected="selected">請選擇航線...</option>
selected="selected">請選擇航線...</option>
<option
<optionvalue="C">高雄馬公航線</option>
value="C">高雄馬公航線</option>
<option
<optionvalue="D">東港小琉球航線</option>
value="D">東港小琉球航線</option>
<option
<optionvalue="A">基隆馬祖航線</option>
value="A">基隆馬祖航線</option>
<option
<optionvalue="E">台東綠島航線</option>
value="E">台東綠島航線</option>
<option
<optionvalue="B">台中馬公航線</option>
value="B">台中馬公航線</option>
<option
<optionvalue="F">布袋馬公航線</option>
value="F">布袋馬公航線</option>
</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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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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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NET程式修改 (例行與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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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highway(中英)與redo_bluehighway專案
134伺服器mmc資料庫的sea_route資料表
134伺服器mmc資料庫的sea_route資料表
增加布袋馬公航線資料
增加布袋馬公航線資料
增加航線圖名稱
增加航線圖名稱

ElseIf
ElseIfcode
code=="F"
"F"Then
Thenpicname
picname=="buma"
"buma"

修改網頁產生與否的SQL
修改網頁產生與否的SQLselect
select參數
參數

颱風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db1.CommandText
db1.CommandText=="select
"selectdistinct(dt),
distinct(dt),waveh,
waveh,…
…from
frombluehighway
bluehighwaywhere
where
route
route=='F'
'F'and
andsection
section=='02'
'02'and
and…
…order
orderby
bydt"
dt"

增加選單選項
增加選單選項

IfIfcode
code=="F"
"F"Then
Then
Print(j,
Print(j,"<option
"<optionvalue=""F""
value=""F""selected=""selected"">布袋馬公航線</option>"
selected=""selected"">布袋馬公航線</option>"
&&vbCrLf)
vbCrLf)
Else
Else
Print(j,
Print(j,"<option
"<optionvalue=""F"">布袋馬公航線</option>"
value=""F"">布袋馬公航線</option>"&&vbCrLf)
vbCrLf)
End
EndIf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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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1.舊有系統說明

¾ 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暴潮展示系統在安管內直接讀取Oracle資料
庫內的即時與預報潮位資訊進行展示。
¾ 需要花費很多時間來顯示該網頁，不利海象測報中心人員與氣象
預報在進行統合預報會議上進行展示。

2.現有系統說明
¾ 99年度已完成的系統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
展示34個測站的觀測資料、調和分析、調和
分析加模式暴潮、及修正後調和分析加模式
暴潮等的時序列圖。
¾ 使用者並可選取不同的暴潮模式及預報時間
進行上述時序列圖的展示。
¾ 系統可選擇單一測站進行時序列圖的放大與
資料的展示，另可展示與列印總水位表。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51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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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架構及作業流程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

3. 暴潮校驗功能需求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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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網頁的建置使用ASP網際網路程式結合HTML與Javascript網頁程式來
撰寫。網路繪圖使用現有的ChartFX網際網路繪圖軟體來執行。
¾ 系統所需的觀測資料、測站基本資料、調和分析資料，及暴潮模式執行
後的結果都讀自安管外的MySQL資料庫中，暴潮模式的執行結果則由
海象測報中心相關人員協助放入MySQL資料庫中。
¾ 系統主要功能架構如下：

工作項目規劃：
¾ 暴潮校驗功能需求的確認與規劃
¾ 暴潮偏差校驗功能建置
¾ 預報水位校驗功能建置
¾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
修與建置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驗收標準：
¾ 期中報告前須將整體系統含部份暴潮校驗功能建置於本局指定電
腦，供本局內部使用。
¾ 期中報告前之雛形系統需具備所有測站展示功能、總水位表列印及
暴潮偏差校驗相關係數(CR)與水位校驗CR結果展示。
¾ 期末系統除了上列功能外，還須具備暴潮偏差校驗平均偏差(BIAS)
及均方差(RMS)與水位校驗BIAS及RMS結果展示。

暴潮模式
ADI1
校驗功能
(100年建置)

時序列圖
所有測站
展示

時序列圖
檔及總水位
表產生功能
時序列
圖檔

單一測站
時序列圖
展示

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

暴潮模式
HSU

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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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系統作業流程如下：

颱風暴潮系統執行步驟:
颱風暴潮系統執行步驟:

9 颱風暴潮展與校驗系統所產生的基隆、花蓮、台東、淡
水、台西、將軍、高雄、及澎湖8個站的颱風暴潮預報圖需
要放在中央氣象局對外的網站上的作業。
9 原先預計同樣將建置按鈕供預報員按下後自135伺服器ftp到
海象測報中心對外141伺服器上，但由於利用網際網路ASP
程式啟動DOS的批次檔(.bat)會有權限的限制，導致ftp檔案
的作業無法在網際網路上執行。
9 因此相關的自動ftp批次檔將由預報員在135伺服器上執行
DOS的批次檔程式，就可以將8張颱風暴潮預報圖檔傳送到
141伺服器上。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55

中文
1. http://61.56.11.135/ssdvs
2. 輸入使用模式 (綠色區域) -> 選擇起始日期 -> 擇起始時間 -> 按 “重
新產生圖檔及總表” (綠色區域) -> 等待執行
3. 執行完成後可按"展示圖檔"(粉色區域)觀看結果
4. 開啟135的DOS視窗 cd d:\ssdvs
5. 執行 "ftpto141.bat HSU 201105090500" 將圖檔傳到141上 (假設使用
HSU模式 起始時間為2011/05/09 05:00)
英文
1. http://61.56.11.135/ssdvs/default_e.asp
2. 輸入使用模式 (綠色區域) -> 選擇起始日期 -> 擇起始時間 -> 按 “重
新產生圖檔” (綠色區域) -> 等待執行
3. 執行完成後可按"展示圖檔"(粉色區域)觀看結果
4. 開啟135的DOS視窗 cd d:\ssdvs
5. 執行 "ftpto141E.bat HSU 201105090500" 將圖檔傳到141上 (假設使
用HSU模式 起始時間為2011/05/09 05:00)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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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校驗功能成果

東岸

暴潮偏差相關係數

基隆

0.763

龍洞

0.868

蘇澳

0.934

花蓮

0.976

麟山鼻

0.188

淡水

0.575

東石
將軍

西岸

西岸

測站

東岸

位置

0.333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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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與意見交流
測站

預報水位相關係數
(含暴潮偏差)
含暴潮偏差)

預報水位相關係數
(不含暴潮偏差)
不含暴潮偏差)

基隆

0.98347

0.96516

龍洞

0.94836

0.84441

福龍

0.97551

0.88593

烏石

0.96786

0.88701

感謝您的聆聽
一般版系統教育訓練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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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機操作資料庫
It’s Your Tim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時間：100年10月13日 （星期四）
地點：中央氣象局海象中心會議室
會議議程規劃：

張瑞文 工程師

海洋大學

工研院

報到，意見交流
一般版模組資料結構關聯說明
一般版系統維護方式
茶水休息時間
歷史颱風系統資料庫運算程式
實機操作資料庫與維護系統

9:30~9:40
9:40~10:00
10:00~10:30
10:30~10:45
10:45~11:20
11:20~12:00

台灣世曦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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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依不同使用族群規劃對應功能模組選單
1

一般版資料庫結構關聯圖

2

一般版系統維護方式(DEMO)

3

海象e化一般版網站結構

4

歷史颱風系統資料庫運算程式

5

實機操作資料庫與維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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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資料表：Stmap
關聯資料表：ST, Fishery
海象資料庫：
潮位：Tide6, TideStat
海表面溫度：Tempw
波浪：Buoy或Wave,Wave1(已停用)
風, 氣溫, 氣壓：Meteo
請參考手冊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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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用功能
控制哪些站顯示於系統:Stmap.post
風: 風力winds, 風向windd, 陣風gust
波浪: 浪高waveh, 週期wavep, 波向waved,
最大波高wavehmax
海溫: 海表面溫度sst
氣溫: airt
氣壓: pres
潮高: tide, 潮位修正:TideDL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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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資料表：Stfcs
今/明日/後天潮汐預報表：Tidehl
常用功能：
測站名稱(中文): Name
測站名稱(英文): NameE
是否顯示於系統: TideTF
測站隸屬於哪一個近岸海域分區: SeaID

請參考手冊P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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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資料表：Stmaph
長期潮高預報表：Tide6h
常用功能：
控制測站顯示於系統: Tidelong
測站名稱(中文): Name
測站名稱(英文): Name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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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資料表：Stfcs
海溫資料表：Sstf
常用功能：
控制測站是否顯示於系統: SST
測站屬於哪一海域分區: SeaID
與今/明/後三日潮汐預報分區方式共用同一欄位
變動此欄位將影響到兩個系統顯示結果

請參考手冊P2-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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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考手冊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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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主資料表：Stmaps
統計資料表

潮位統計

潮位統計：TideStat
海溫統計：SstStat
波浪統計：WaveStat

常用功能
是否顯示於系統
潮位: Tide
波浪: Wave
海溫: SST

測站名稱(中文):
STNAC
測站名稱(英文):
STNAE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取TideStat, Year=1900 之month=1~12各統計值
最高高潮位: HHWL
最低低潮位: LLWL
最高天文潮: HWOST
最低天文潮: LWOST
大潮平均高潮位: MHWS
平均高潮位: MHWL
平均潮位: MSL
平均低潮位: MLWL
大潮平均低潮位: MLWS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3)
波浪統計
取WaveStat, Year=1900 之month=1~12各統計值
各統計資料
觀測次數: No
最大示性波高
波高: Hsx
尖峰週期: Hsx_pp
波向: Hsx_d
發生時間: Hsx_hr

平均示性波高: HSM
平均週期: PM
示性波高分佈
小於0.6: PerHW
0.6~1.5小浪: PerHS
1.5~2.5中浪: PerHM
大於2.5大浪: PerH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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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溫統計
取SstStat, Year=1900 之month=1~12各統計值
常用欄位
最高海溫: Tmx
發生年: Tmx_YR
平均海溫: Tav
最低海溫: Tmn
發生年: Tmn_YR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排程表

* 下表執行時間僅為估計,需視伺服器運算速度及資料庫連線狀況而異

執行檔名稱

對應網站名稱

版本

上游寫入
資料庫時間

執行檔時間

預估執行時間

執行
次數

RunStmap.exe

即時海況（含過
去36時圖表）

中文英文
PDA

整點13分/22分
/36分

整點14分/23分
/37分

4分鐘

每時3次

SeaWarn.exe

海象預報

中文英文

4時/10時/16時
/22時26分

4時/10時/16時
/22時51分

2分鐘

每日4次

BlueHighway.exe

藍色公路

中文

5時/11時/17時
/23時47分

1分鐘

每日4次

5時/11時/17時
/23時45分

1分鐘

每日4次

各3分鐘

每日1次

1分鐘

每日1次

5時/11時/17時
/23時40分
Eng_BlueHighway.exe

TideHtml.exe
Eng_TideHtml.exe
SSTHtml.exe

藍色公路

英文

潮汐預報

中文

潮高預報圖

英文

海溫分析時序圖

中文英文

前一年度12月
前匯入資料
10時48分

中: 0時6分
英: 0時0分
11時10分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1)
如何顯示或不顯示某一個即時海況觀測項目?
範例: 以即時海況龍洞浮標站(46694A)為例
操作方式: 修改MMC STMAP資料表
步驟:
1. 開啟MySQL STMAP
2. 若要關閉海溫資料:
將46694A的SST欄位清空
(其他海象資料對應欄位
請參考簡報P9)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新增排定的工作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2)
即時海況中,如何增加或減少測站?
測站增加需要於以下三個測站基本資料表新增一筆Row
Data(須給測站編號一樣才能對應得起來): ST, STMAP,
ST1
STMAP的POST欄位需設1,並給對應之海域編號
減少測站直接將POST欄位設0
填入對應需顯示的海象延伸資料表(參考P9)
換算位在測站縮圖網頁的橫及縱向位址
英文字通常比較長, 故保留X(For中文), eX(英文)兩欄
即時海況系統/過去三日圖表資料會在下個排程更新
測站基本資料表及測站海域縮圖需手動執行海象統計及
測站基本資料EXE後更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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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域縮圖

各個排程網頁產品規劃於哪一資料夾？
POS欄位意義

7

0

6
5

中文

1
2

4

3

英文
新竹
外埔

中文版：marineweb\
英文版：marinewebe\

PDA版： pda\ 下
(測站編號為html檔名)

各子模組：
即時海況：
主頁: alldata1.html
過去3日逐時資料表: stmap\測站編號.html
過去3日資料繪圖: stmap\picture\ 下
測站基本資料: st_table\ 下
測站位置縮圖: sea_map\ 下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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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潮汐預報
今日潮汐: tidefcsdata.html
明日潮汐: tidefcsdata1.html
後天潮汐: tidefcsdata2.html
過去30天潮汐: tide_st\ 下 (測站編號為html檔名)

潮高預報圖
主頁: tidelongdata.aspx (本期將被php取代)
圖: tide_long\pic\ (1, 2, 3, 5, 7, 8)

海溫測報
主頁: sstdata.htm
10日海溫圖: sst\pic\ 下 (海域編號為png檔名)
30日海表溫資料: sst\ 下 (海域編號為html檔名)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海象統計
潮位統計
潮位統計網頁: stat\tide\ 下(測站編號為html檔名)
潮位統計圖: stat\pic\tide\ 下(測站編號為png檔名)

波浪統計
波浪統計網頁: stat\wave\ 下
波浪統計圖: stat\pic\wave\ 下

海溫統計
海溫統計網頁: stat\sst\ 下
海溫統計圖: stat\pic\sst\ 下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DE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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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安管內及安管外兩台Server放置單機版
環境：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安管內程式介面

安管外程式介面

安管內：與預報用Windows Server 2003同一台
安管外：MMC135, 與歷史颱風暴潮系統同一台

安管內僅可執行Oracle匯出及暴潮運算
安管外僅可執行MySQL資料刪除及匯入
需將安管內匯出之MDB檔以隨身碟方式
Copy至安管外Server硬碟中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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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步驟一: 測試Oracle資料庫連線
系統資料庫IP位於: 172.16.8.23
服務命名: mrbank->颱風,暴潮,波高資料表
tsuwawa->警戒值資料表

步驟二
匯出颱風資料庫 (產品:typhoon.mdb)

可選擇單一年度或跨
年度颱風資料庫
隔年將自動出現2012
選單
設定完成, 點選資料
匯出

測試成功畫面: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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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tide.mdb
程式執行畫面:

7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產品: wave.mdb
程式執行畫面: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產品: warn.mdb
程式執行畫面: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步驟一: 測試MySQL資料庫連線
匯出MDB請用隨身碟Copy至安管外伺服器

系統資料庫IP位於61.56.11.97 PRO資料庫

測試成功畫面:

測試失敗畫面: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 )
正在匯入颱風資料庫資料…

開啟颱風資料庫(typhoon.mdb)

1.

2.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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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tide.mdb資料庫並進行匯入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讀取wave.mdb資料庫並進行匯入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讀取warn.mdb資料庫並進行匯入

海象e化資訊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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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系統緣起
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94 年至 96 年進行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
及航行安全之應用、岸基海象遙測技術之研發、海氣象觀測站之評估及擴
建、及海域地理資訊服務系統建置等主軸計畫之執行，並獲得豐富且有實
質效益的成果。為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
的 4 年科技發展計畫，自民國 97 年起至民國 100 年進行本研究，99 年度
工作項目完成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
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以及暴潮展示與校
驗功能雛形建置等工作項目。100 年度亦將持續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
統運轉與維護；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
資料庫整合及建置、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
科技研發模式，轉化成可落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
門，有系統地推動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
之依據。
有鑑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各模組陸續於 99 年 12 月至 100
年 2 月間陸續對外公開於中央氣象局局網，為使系統運轉順利，便於海象
中心系統維護人員在管理、控制系統呈現內容及資料庫維護管理之需求，
本研究團隊於 100 年 3 月 25 日氣象局工作會議即承諾將於本計劃期中階段
提送一般板系統操作手冊。
本操作手冊將依據海象資訊 e 化系統各模組功能選單，依序說明「即
時海況」
、
「海象預報」
、
「藍色公路」
、
「3 日潮汐預報」
、
「潮高預報圖」
、
「海
溫分析時序圖」
、
「海象統計」
。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等模組予
以說明系統功能、系統開發原則與維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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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開發環境架構
本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分為「一般版(公眾版)」、「專業版」及「內
部版」等系統，目前均架設於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安管外部網路伺服
器下，分為二台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統架設。整體系統架構圖如下圖 1-1
所示。

圖 1-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架構圖

本案整體系統伺服器配置架構圖規劃如下圖 1-2 所示。除一般版位於
61.56.11.133 (網域http://tsuna.cwb.gov.tw/)外，專業版及內部版目前皆位於
61.56.11.135 伺服器下，後者為 99 年下半年新購之伺服器。為提升對外網
站穩定性，及建置測試新版程式環境，故海象中心於 100 年間另架設備援
伺服器，IP 位址為 61.56.13.160。備援伺服器程式連線備援資料庫，IP 為
61.56.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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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海象資訊 e 化系統伺服器配置圖

E 化一般版主要連線位於局網防火牆外之安管外 MMC 資料庫
（IP:61.56.11.134）
。而內部版系統則主要連線亦位於安管外之 PRO 資料庫
（IP:61.56.11.97）。前者主要儲放每日海象觀測資料以及海溫、潮汐預報、
統計資料。後者則存放關於災害資料庫、颱風資料表及暴潮、波高資料表…
等。前者資料庫內資料由海象中心資料處理課提供，來源自海象觀測站（潮
位站、氣象站、浮標站…等）傳輸而來。後者部份資料表為篩選過之安管
內 Oracle 資料。目前獨立一台 e 化一般版伺服器，一台內部版伺服器。目
前藍色公路排程也已移機至內部版。而備援伺服器主要是支援一般版對外
網站使用，亦作測試伺服器用途。

1-3

第一章 緒論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1.3

系統開發方法
本專案配合一般標準系統開發流程。於 97 年間進行系統需求訪談工作
及系統功能雛型規劃，98 年進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整體架構調整並進
行雛型系統開發，99 年間除進行諸多暨有模組功能增強改進外，更大幅進
行 e 化系統開發上線工作。並於 100 年計畫進行期間配合海象中心持續針
對系統上線後功能修訂意見，進行系統功能改良之工作。本案系統開發流
程如下：
一、系統需求訪談
系統使用者需求分析是系統開發最為關鍵也最為重要的部份。故
本團隊針對系統潛在使用者，以發放問卷、當面訪談、舉行會議、電
話或 E-Mail 方式獲得各項需求內容，以規劃系統架構與功能需求項
目。
二、系統分析設計
經第一階段各方需求訪談後，將藉由書面文字描述或圖片、靜態
測試網頁內容來描述系統功能及畫面。以充分讓使用者瞭解規劃之系
統呈現內容與排版是否能夠充分滿足使用者業務之需求。分析設計之
工作可能包含需求分析、評估各項可行方案、完成系統需求規格書及
完成系統設計規劃書等。
三、系統開發
系統開發階段在於將系統分析設計結果實體化。透過撰寫程式碼
並確認功能完整性。系統開發將依據前一階段系統分析設計所產生之
文件進行。並依據各功能項目特性，以最適當之整合開發工具進行開
發工作。以有效達到系統開發目的並縮短開發時程，與減低發生系統
錯誤之可能性。
四、系統部署及測試
開發完成後，將部署系統與資料庫至 貴局伺服器網路環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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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確認系統功能及執行流程無誤，將進行系統測試與運轉持續一段
時間，確認功能無誤即可更新至正式對外服務平台。由於海象中心伺
服器部份網站並無對外 DN 位址，且受限於測試場所，部份功能還需
海象中心派員持續定時紀錄並監控網站執行結果。一般而言系統測試
流程可分為功能測試、單元測試、整合測試、安全測試及壓力測試等
五項。各項測試方法說明如下，系統標準測試流程圖如圖 1-3 所示。
1. 功能測試：依據合約或承辦單位所訂定之功能作為準則。確保各項
功能均具備完整內容。
2. 單元測試：將程式原始碼重新編譯後，安裝部署於 貴局伺服器中
需可正確執行，且與開發者測試環境內容一致。
3. 整合測試：測試範圍在檢視各項系統功能及其所屬子系統間進行介
面整合工作。
4. 安全測試：使用網頁弱點掃描工具進行各模組之資安弱點檢測，以
避免系統受到駭客攻擊。
5. 壓力測試：使用壓力測試程式評估系統所能承載之最大負荷量。並
依據測試結果優化系統各模組程式。

圖 1-3 系統測試標準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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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跨瀏覽器執行
以下使用 Internet Explorer、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Apple
Safari 瀏覽器等市佔率超過 90%之網際網路瀏覽軟體測試，並將測試結果
截圖貼附於下。

圖 1-4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測試結果

圖 1-5 使用 Google Chrome 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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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使用 Mozilla Firefox 測試結果

圖 1-7 使用 Apple Safari 瀏覽器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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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象 e 化一般版系統功能操作說明

2.1

一般版即時海況
海象 e 化一般版即時海況，係參考舊版中央氣象局網頁（以下簡稱為
氣象局 V6 網頁）即時海況系統結構及資料庫，調整系統資料庫欄位及系
統呈現方式作一重整規劃，以表格式整合展現台灣本島及離外島共 77 個即
時海況測站之海象資訊。原中央氣象局網頁之即時海況系統下分「即時海
況」、
「波浪」、
「風」
、「潮位」
、「氣溫」
、「海溫」
、「測站氣壓」七個主要次
分項。舊版網頁架構如下圖 2-1 左，右方為舊版系統畫面。

圖 2-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架構圖

由圖 2-1 左圖可知，舊版即時海況主要以 1 測站產出 1 海象網頁之方
式，供民眾查詢各測站海象現況。以下拉選單切換各即時海況站呈現各地
區之鄰近測站內容。如龍洞地區可查詢龍洞浮標及龍洞潮位站。搭配六大
海象功能選單，針對各主項作查詢。
一、系統使用說明
研究團隊所規劃之新版則以海域作查詢分區，將各測站內容一次
完整作呈現。輔以過去 3 日即時海況圖表資料，完整將歷史即時海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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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呈現於系統當中。新版即時海況畫面如下圖 2-2 所示。

圖 2-2 一般版即時海況畫面

3 日內之歷史即時海況另以圖表方式呈現，提供每小時整點的即
時海況資料。若遇資料中斷，表格中以 “–“ ，繪圖以斷點表示。系統
畫面如下圖 2-3。

圖 2-3 即時海況過去 3 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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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民眾易於獲取進階即時海況測站資訊，新版即時海況具備進階
測站基本資料查詢功能。另為提供民眾測站地圖概念，亦可查詢測站位
置圖。如下圖 2-4 所示。

圖 2-4 即時海況進階查詢功能

二、系統控管方式說明
以下將分項說明如何調整本模組呈現內容。
1. 調整即時海況系統(alldata1.html)中測站名稱：中文名稱於 ST 資料
表 stnac 欄位作調整，英文名稱請於 ST 資料表 stnae 欄位作調整。
2. 調整即時海況測站基本資料表（圖 2-4 左）中測站名稱：中文名稱
於 ST 資料表 stna 欄位調整，英文名稱請於 ST 資料表 stnae 欄位作
調整。調整完畢請執行「即時測站基本資料及海象統計.EXE」程式。
執行完畢後並手動將位於 C:\Inetpub\wwwroot\marineweb\st_table\
下之所有 HTML 檔 COPY 至對外伺服器網站。
3. 調整單一測站是否顯示於即時海況系統：修改 Stmap 資料表 post
欄位。0 為不顯示，1 為顯示。系統變更將於下一次排程開始後更
新。
4. 調整即時海況測站位置圖（圖 2-4 右）中之測站名稱：修改 ST1 資
料表 stnac 欄位。英文名稱請於 ST 資料表 stnae 欄位作調整。調整
完畢請執行「即時測站基本資料及海象統計.EXE」程式。執行完畢
後並手動將位於 C:\Inetpub\wwwroot\marineweb\sea_map\ 下之所有
HTML 檔 COPY 至對外伺服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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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閉特定即時海況測站之對應海象資料值：修改調整 Stmap 資料表
中 Winds～TIDE 欄位內容。若不顯示某一特定資料，請將該測站
資料欄位內容清空即可。

三、資料庫關聯圖

圖 2-5 即時海況資料庫關聯圖

上圖 2-5 為即時海況資料庫關聯圖。由於 98 年度系統設計時各海
象資訊串聯出的資料表較多，如目前運轉中的 meteo、buoy 外，尚有
wave、wave1 資料表。原則上，系統維護人員需留意上圖紅色框線中
的欄位填寫之資料欄名稱正確無誤，以便程式抓取到關聯的海象資
料。
四、以 PhpMyAdmin 或 Navicat 維護
建議可使用 PhpMyAdmin 直接用 IE 連線即可瀏覽並控管資料庫
內容。或使用 Navicat Lite 版免費軟體直接下資料庫語法即可查詢所需
資料。圖 2-6 上圖為 PhpMyAdmin 維護畫面，下圖為 Navicat 維護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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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圖 2-6 資料庫維護畫面

以下簡單提供幾個資料庫語法範例，供系統維護人員查詢資料使
用。
1. 選出所有在即時海況展示的測站，並以海域及測站編號排序：
SELECT * FROM stmap where post=1 order by seaid, stid
2. 選出有顯示海水表面溫度資料的即時海況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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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 FROM stmap where sst='tempw.t' and post=1
五、即時海況維護議題
提問：如何增加或減少測站？
1. 測站增加需要於以下三個測站基本資料表新增一筆 Row Data(須給
測站編號一樣才能對應得起來)：「 ST, STMAP, ST1」
2. STMAP 的 POST 欄位需設 1，並給對應之海域編號。
3. 減少測站直接將 POST 欄位設 0。
4. 填入對應需顯示的海象延伸資料表（參考圖 2-6 上圖）
5. 換算位在測站縮圖網頁的橫及縱向位址，英文字通常比較長，故保
留 X(For 中文)、eX(英文)兩欄。
6. 即時海況系統與過去三日圖表資料會在下個排程更新。
7. 測站基本資料表及測站海域縮圖需手動執行海象統計及測站基本
資料 EXE 後更新。

2.2

一般版海象預報
海象預報之系統初期規劃發想為依據前期「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功能
中有關海域安全指標。經多次工作會議中確認將不使用「安全」及「警示」
字眼。並將使用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提供之近岸海域有關風向、風力及浪
高資訊呈現於本系統中。系統將依據浪高字串拆解判斷，運算出 index 指
標值並存放於一般版資料庫 Sea_warn 資料表中，波高為 2 公尺以下為「1
calm」：系統中海域不予著色；2～3 公尺為「2 warn」：系統中海域以淡橘
黃顯示；3～4 公尺為「3 danger」
：系統中海域以粉紅色顯示。系統畫面如
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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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海象預報系統畫面

二、系統控管方式說明
由於本系統完全引用預報中心 XML 檔案內容，故系統可調整彈性度較
低。本模組每日更新四次，配合預報中心 FTP 上游 XML 檔案的時間。如
欲調整本模組更新時間可於控制台排定的工作選單中作調整。系統整體流
程圖如下圖 2-8 所示。

圖 2-8 海象預報系統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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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議題：選出今日（100.11.30）海象預報資料
資料庫語法：SELECT * FROM sea_warn where startT like '2011-11-30%'
三、資料庫關聯圖
本系統由於直接引用預報中心提供的 XML 撰寫網頁內容，資料庫關聯
表較單純，除預報內容海象警示表 sea_warn 外，僅參考海域漁業分區名稱
資料表。如圖 2-9 所示。

圖 2-9 海象預報資料庫關聯圖

2.3

一般版潮汐預報
潮汐預報功能包含五主要選單：今日潮汐、明日潮汐、後天潮汐、滿
潮預報圖及潮高預報圖。除滿潮預報圖模組規劃於 100 年改寫為 HTML 格
式以外，其餘模組均於 98 至 99 年度完成上線運轉。以下分「今日、明日、
後天潮汐」及「潮高預報圖」說明本系統使用說明及控管方式。
一、系統使用說明
今日潮汐，明日潮汐，後天潮汐為統一固定版面格式呈現。操作
上以滑鼠或鍵盤 Tab 鍵（可事先使用 Alt+C 快速鍵定位）切換系統左
方台灣近岸海域地圖。於滑鼠點選海域或鍵盤 Enter 後，畫面右方表
格將隨之切換對應海域內潮汐預報站資訊，並提供各測站今日、明
日、後天潮汐預報時間以及潮高資料。系統畫面如下圖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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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今日潮汐預報系統畫面

點選各潮汐預報站「未來 30 天」超連結後，可另開新視窗查詢一
個月內之潮汐預報資料。系統畫面如下圖 2-11。

圖 2-11 未來 30 日潮汐預報資料查詢

有關潮高預報圖模組，為改良中央氣象局舊版長期潮高預報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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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所規劃設計，舊版採用 asp 程式撰寫，以下拉選單切換長期潮汐預
報站，由於舊版系統可任選當年度任一日作動態圖繪製，故系統採用
直接連線長期潮汐預報資料庫作撰寫。因本案於系統需求訪談期間承
辦課有資安上的考量，希望本模組能改寫以靜態圖為主，故定義出五
個時間區段間隔，分別為「1 天」
、
「2 天」
、
「3 天」
、
「5 天」
、
「1 週」、
「1 個月」等選單。系統舊版畫面如下圖 2-12 所示。

圖 2-12 氣象局舊版長期潮汐預報圖
新版系統以下拉選單切換潮高預報圖測站，並可選擇對應的時間間
隔，再以圖片左右兩側的箭頭切換下一張預報圖。預設畫面是切換到淡
水河口潮位站（測站編號 140）之 3 天潮高預報圖。系統畫面呈現如下
圖 2-13 所示。

圖 2-13 新版潮高預報圖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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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控管說明
以下分項說明如何調整潮汐預報模組呈現內容。
1. 調整短期（今日、明日、後天）潮汐預報系統中潮汐預報站名稱：
中文名稱於 Stfcs 資料表 name 欄位作調整，英文名稱於 Stfcs 資料
表 namee 欄位作調整。系統將於隔日自動排程執行後同步更新。
2. 調整短期潮汐預報站是否於潮汐預報系統中呈現：若 Stfcs 資料表
中 TIDETF 欄位有填入 tidehl.time 字串，則會顯示；反之若將此欄
位清空，則隔日自動排程將網頁更新後，此預報站將由系統中移除。
3. 調整長期潮汐預報站是否顯示於潮高預報圖系統中：若 Stmaph 資
料表中 TIDELONG 欄位中有填入 tide6h.h0 字串則會顯示；反之若
將此欄位清空，則此站將由系統當中下架。
4. 調整長期潮汐預報站站名：可藉由調整 Stmaph 資料表 NAME 欄位
修改潮高預報圖中文測站名稱；英文名稱變更可透過調整該資料表
中 NAMEE 欄位，將於隔日更新。
三、資料庫關聯圖
下圖 2-14 為 3 日(今天、明天、後天)潮汐預報系統資料表關聯圖。圖
2-15 為潮高預報圖系統關聯圖。

圖 2-14 3 日潮汐預報系統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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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潮高預報圖系統關聯圖

四、維護議題：
1. 選出今日(2011.11.30)彭佳嶼基隆沿海潮汐預報站資料
（需關聯兩個資料表：Stfcs, Tidehl）
資料庫語法：
SELECT A.SEAID,A.STID,A.NAME,B.TIME,B.HEIGHT,B.HL FROM stfcs
A Inner Join tidehl B ON A.STID = B.STID where tidetf ='tidehl.time' and time
like '2011-11-30%' and seaid='A'
2. 選出本月份(2011.11)淡水河口長期潮汐預報資料
資料庫語法：
SELECT * FROM tide6h where stid='140' and time like '2011-11%'

2.4

一般版海溫分析
海溫分析模組包含「海溫分析時序圖」
、
「海溫分析圖（台灣）」及「海
溫分析圖（太平洋）
」3 個主要功能選單。其中，海溫分析時序圖為本 e 化
系統改寫增強之模組，系統規劃原則為參考中央氣象局舊版網頁海溫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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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溫資料（台灣）
」設計而成。以下依序介紹本模組操作使用方式及控
管方式說明。
一、系統使用說明
舊版系統是以北部、西部、中南部、東部分區呈現近 10 日海水表
面溫度表格資料，新系統規劃以近海漁業分區圖展示所屬該海域內之
海溫測站，經由點選海域圖片以切換過去 10 天海水表面溫度時序圖。
圖中綜合呈現海域中海溫測站近 10 日內海溫資料之折線圖（當日海
溫資料則不顯示）
。另規劃將原本過去 30 天觀測變化圖更改為展示 30
日海溫資料表。舊版系統畫面如圖 2-16，新版畫面如圖 2-17～2-18。

圖 2-16 舊版台灣海溫資料系統畫面

圖 2-17 新版海溫分析時序圖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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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新版過去 30 日海溫資料畫面(節錄部分日期)

二、系統控管說明
以下分項說明如何調整海溫分析時序圖模組呈現內容。
1. 調整海溫分析時序圖系統中海溫站名稱：中文名稱於 Stfcs 資料表
name 欄位作調整，英文名稱於 Stfcs 資料表 namee 欄位作調整。
2. 調整海溫站是否呈現於此模組系統中：若 Stfcs 資料表中 SST 欄位
中有填 sstf.s 字串，則會顯示；反之若將 SST 欄位清空，則不會顯
示於本模組中。以上兩種控管方式皆於隔日自動排程執行後同步更
新。
三、資料庫關聯圖
下圖 2-19 為海溫分析時序圖系統資料表關聯圖。

圖 2-19 海溫分析時序圖系統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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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護議題：
1. 選出今日（100.11.30）之海水表面溫度資料，以時間遞減排序：
SELECT * FROM tempw where year=2010 and month=11 order by
day desc
2. 選出所有海溫分析時序圖測站：
SELECT * FROM `stfcs` where sst = 'sstf.s' order by stid

2.5

一般版海象統計
海象統計系統可自中央氣象局上方「統計資料」功能選單中查詢而得。
主要包含三大模組功能：
「潮位統計」、
「海溫統計」、
「波浪統計」
。因本模
組網頁更新頻率不如前述幾項每天或每月定期更新，故研究團隊採用
Windows Form 系統開發一單機版 EXE 程式，提供海象中心網頁維護人員
於當年底匯入該年度資料進入一般版 MMC 資料庫後，執行單機版程式，
以更新一般版海象統計系統。圖 2-20 為本程式使用介面，本單機程式已完
成與即時海況測站基本資料表、測站位置圖整合為同一隻程式。

圖 2-20 海象統計單機版程式使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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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依據不同統計對象分為 HTML 更新按鈕及統計圖更新按鈕，程式
下方留白處為統計圖繪製區域，每個按鈕下方有提示說明更新後之 HTML
或圖片檔案位於那一網頁資料夾底下，以便提醒維護人員手動將更新產品
網頁複製一份到正式對外伺服器對應目錄之下。以下依序介紹本模組系統
使用及控管方式說明。
一、系統使用說明
潮位統計模組設計有 9 項潮汐統計資料，對應到 tidestat 資料庫內
容。系統畫面如下圖 2-21～2-22 所示。

圖 2-21 潮位統計主系統畫面

圖 2-22 潮位統計圖畫面

海溫統計模組設計有 5 項海溫統計資料，對應到 sststat 資料庫內
容。系統畫面如下圖 2-23～2-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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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海溫統計主系統畫面

圖 2-24 海溫統計圖畫面

波浪統計模組設計有 11 項波浪統計資料，對應到 wavestat 資料庫
內容。系統畫面如下圖 2-25～2-26 所示。

圖 2-25 波浪統計主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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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 波浪統計圖畫面

二、系統控管說明
以下分項說明如何調整海象統計各模組呈現內容。
1. 調整海象統計系統內各模組之測站名稱：中文名稱於 Stmaps 資料
表 STNAC 欄位作調整，英文名稱於 Stmaps 資料表 STNAE 欄位作
調整。
2. 調整測站是否顯示於潮位統計系統中：Stmaps 資料表中 TIDE 欄位
為 Y，意為會顯示；若該欄位中填 N，為不顯示。
3. 調整測站是否顯示於波浪統計系統中：Stmaps 資料表中 WAVE 欄
位為 Y，意為會顯示；若該欄位中填 N，為不顯示。
4. 調整測站是否顯示於海溫統計系統中：Stmaps 資料表中 SST 欄位
為 Y，意為會顯示；若該欄位中填 N，為不顯示。
5. 潮位統計，海溫統計，波浪統計系統三模組中運算出來的統計值對
應 到 統 計 資 料 庫 TideStat, SstStat, WaveStat 資 料 表 中 ， 為 取
Year=1900（表歷年），Month=1~12 之各統計站各月歷年平均統計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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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庫關聯圖
下圖 2-27 為海象統計系統資料表關聯圖。圖中，潮位統計資料表
tidestat、波浪統計資料表 wavestat、海溫統計資料表 sststat。

圖 2-27 海象統計系統關聯圖

四、維護議題：
1. 選出歷年（西元 1900 年）之龍洞潮位站統計資料，以月份排序：
SELECT * FROM tidestat where year=1900 and month>0 and stid= '1226 '
order by month

2. 選出海象統計系統之所有波浪統計測站
SELECT * FROM stmaps where wave='Y'

2.6

一般版故障訊息發布程式
本單機版「故障訊息發布程式」為因應海象中心假日值班人員需要而
設計開發。由於固定排程系統之特性為固定時間間隔更新，可能會受到上
游資料存取進入資料庫時，因資料格式異常，或資料存入失敗，而導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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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執行檔更新網頁產出異常值或網站顯示錯誤內容。亦可能因為上游資料
庫主機硬碟損壞、不正常關機或當機而導致網頁排程執行檔存取不到資料
庫而寫入失敗。因假日時中心人力較少，可能因技術受限因素，無法即時
進行伺服器故障排除或初步錯誤原因判斷，故本團隊配合海象中心開發此
一般版網頁故障訊息發布程式。下圖 2-28 為本單機版程式操作畫面。

圖 2-28 網頁故障訊息發布程式界面

本故障訊息發布程式為支援臨時假日系統錯誤狀況，將不顯示上一次
網頁錯誤的執行結果，將改貼上維護人員所發布之訊息內容。本程式已完
成裝機至海象中心一般版伺服器(IP: 61.56.11.133)中，支援文字換行功能。
若訊息內容沒有填入任何字元，中文版網頁將顯示「本網頁維護中」
，英文
版網頁將顯示「This web is not available」。
本單機程式可操作一般版「即時海況」
、「海象預報」及「海溫分析」
模組網頁錯誤訊息發布公告內容，支援中英文版同步發布，使用即時海況
模組發布結果如下圖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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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 即時海況故障訊息發布結果

海象預報模組發布結果如圖 2-30。

圖 2-30 海象預報故障訊息發布結果

海溫分析時序圖模組發布結果如圖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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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海溫分析時序圖故障訊息發布結果

一般版網頁排程原則說明

2.7

一般版系統依據上游 MMC 資料庫已定時寫入海象資料，網站排程時
間係搭配各模組資料寫入時間予以設定，以達成對一般大眾顯示之網站資
料均是最新的海況資訊。現行的海象資料時間暨網站排程執行時間一覽表
如下表 2-1 所示。
表 2-1 一般版排程時間一覽表
執行檔名稱

RunStmap.exe

對應網站
名稱
即時海況（含過
去 36 時圖表）

版本
中文
英文

上游資料庫
寫入時間
整點 13 分/22 分
/36 分

網頁排程檔
執行時間

預估
所需時間

執行次數

整點 14 分/23 分
4 分鐘
/37 分

每時 3 次

PDA

海象預報

中文
英文

4 時/10 時/16 時/22 4 時/10 時/16 時
2 分鐘
時 26 分
/22 時 51 分

每日 4 次

BlueHighway.exe 藍色公路

中文

5 時/11 時/17 時
1 分鐘
5 時/11 時/17 時/23 /23 時 47 分

每日 4 次

Eng_BlueHighway
藍色公路
.exe

英文

潮汐預報

中文

潮高預報圖

英文

海溫分析時序
圖

中文
英文

SeaWarn.exe

TideHtml.exe

SSTHtml.exe

時 40 分

5 時/11 時/17 時
1 分鐘
/23 時 45 分

每日 4 次

前一年度 12 月前 0 時 6 分
0時0分
匯入資料

各 3 分鐘

每日 1 次

10 時 48 分

1 分鐘

每日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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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程式作業化運轉時間繪製成一個鐘點的圓餅圖，可清楚看到尚有許多時刻
可排其他的執行檔。如下圖 2-32 所示。著色區域表示有排程程式正在執行，其餘
區塊表示對應模組 FTP 運轉時間。表 2-2 為 FTP 及 ZIP 工作相關檔案列表。

圖 2-32 海象 e 化一般版排程圓餅圖
表 2-2 一般版 FTP 及 ZIP 相關檔列表
模組名稱
即時海況
主頁
過去
3 日資料
PDA 版

網頁產品存放路徑

EXE 檔名

FTP 檔名
(61.56.11.141)

FTP 檔名(資訊中心)
(172.17.66.1~2)

\\root\alldata1.html
\\root\stmap\
\\root\stmap\picture\

RunStmap.exe

sea_condition_ftp.bat

stmap_ftp.bat

\\root\stmap\pda

ZIP 檔名
Alldata_C.zip
Alldata_E.zip
Stmap_C.zip
Stmap_E.zip
MarinePDA.zip

海象預報

\\root\sea_warn1.html

SeaWarn.exe

sea_warm_ftp.bat

sea_warn.bat

Marinewarn_C.zip
Marinewarn_E.zip

海溫分析

\\root\marineweb\sst\

SSTHtml.exe

sst_ftp.bat

sst.bat

Sst_C.zip
Sst_E.zip

TideHTML.exe

tidefcsftp.exe

TidePic.exe

tidefcspicftp.exe

\\root\tidefcsdata.html
3日
潮汐預報

\\root\tidefcsdata1.html
\\root\tidefcsdata2.html

潮高預報圖

\\root\tidelongdata.aspx
\\root\tide_long\pic\

藍色公路
海況

\\root\bluehighway.html

Bluehighway.exe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之部分網站結構說明如表 2-2 之系統存放路徑，上
表僅包含排程定時更新之模組。若以整體網站系統結構，以一般版網頁模組區分
整理如下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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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一般版網站結構表清單
CWB 主頁

觀測

主模組名稱

即時海況

屬性

子項目名稱

預報

海溫分析

藍色公路

預報-漁業
氣象

海象預報

預報-漁業
氣象

潮汐預報

預報-漁業
氣象

氣候

潮高預報圖

海象統計

產品格式

執行檔檔名

執行檔置放路徑

即時海況總表

marineweb\alldata1.html

HTML

RunStmap.exe

不隨排程更新

即時海況標題頁

marineweb\alldata.html

HTML

網頁故障訊息發布.exe D:\錯誤訊息發布

程式隨需求修改之

排程更新

過去 3 日圖資料

marineweb\stmap\picture\

PNG

排程更新

過去 3 日表資料

marineweb\stmap\

HTML

RunStmap.exe

D:\一般版網頁排程

每小時更新三次

排程更新

PDA 版(中文)

marineweb\pda\

HTML

marineweb\st_table\

HTML

依需求手動更新 即時海況海域縮圖

marineweb\sea_map\

HTML

即時測站基本資料及
海象統計.exe

D:\一般版網頁排程

不隨排程更新

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

marineweb\sea_condition_tip.html HTML

不隨排程更新

海溫分析時序圖主頁

marineweb\sstdata.htm

HTM

排程更新

過去 10 日海溫折線圖

marineweb\sst\pic\

PNG

排程更新

過去 30 日海溫資料表

marineweb\sst\

HTML

SSTHtml.exe

D:\一般版網頁排程

每日一次

不隨排程更新

藍色公路主頁地圖

marineweb\bluehighway.html

HTML

排程更新

各航段海況預報表格

marineweb\bluehighway*.html

HTML

Bluehighway.exe

D:\一般版網頁排程

*: A~F，每小時一次

SeaWarn.exe

D:\一般版網頁排程

每日四次

TideHtml.exe

D:\一般版網頁排程

每日一次

TidePic.exe

D:\一般版網頁排程

每日一次

即時測站基本資料及
海象統計.exe

D:\一般版網頁排程

每年手動執行一次

不隨排程更新

藍色公路瀏覽小技巧

marineweb\bluehighway_tip.html

HTML

不隨排程更新

海象預報標題頁

marineweb\sea_warn.html

HTML

排程更新

海象預報主頁

marineweb\sea_warn.html

HTML

排程更新

今日潮汐預報

marineweb\tidefcsdata.html

HTML

排程更新

明日潮汐預報

marineweb\tidefcsdata1.html

HTML

排程更新

後天潮汐預報

marineweb\tidefcsdata2.html

HTML

排程更新

潮高預報圖主頁

marineweb\tidelongdata.aspx

ASPX

排程更新

各測站潮高預報圖

marineweb\tide_long\pic\

JPG

潮位統計測站表格

marineweb\stat\tide\

HTML

依需求手動更新

潮位統計圖

marineweb\stat\pic\tide\

PNG

波浪統計測站表格

marineweb\stat\wave\

HTML

波浪統計圖

marineweb\stat\pic\wave\

PNG

海溫統計測站表格

marineweb\stat\sst\

HTML

海溫統計圖

marineweb\stat\pic\sst\

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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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更新

依需求手動更新 即時海況測站基本資料表

觀測

網頁產品路徑位置檔名

每小時更新三次

依測站編號命名
依海域代碼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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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一般版藍色公路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系統連結方式是使用瀏覽器連結到中央氣象局網站
(http://www.cwb.gov.tw)後，在左邊選單點選「海象測報」
，然後選取「藍色
公路」選項即可。藍色公路海況系統首頁如圖 2-33所示。航線地圖美工配
色以中央氣象局網頁台灣底圖輪廓及色系以相同設計為主，右方設計一下
拉選單，可選擇連結至 6 條航線詳細海況內容(圖 2-34)。
選擇單一藍色公路航段後，網頁將導向該航段未來 24 小時航程模擬海
況內容。每個航線可再選取航段，舉基隆至馬祖航線為例，區分為第一航
段到第八航段，網頁可瀏覽單一航段每小時波高、波向、風速及風向資訊。
使用航段下拉選單將可切換另一航段海象預報值。

圖 2-33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功能系統已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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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藍色公路海況單一航段查詢結果

2.8

一般版颱風暴潮預報圖
99 年度已完成的內部版颱風暴潮展示系統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展示
34 個測站的觀測資料、調和分析、調和分析加模式暴潮、及修正後調和分
析加模式暴潮等的時序列圖。使用者並可選取不同的暴潮模式及預報時間
進行上述時序列圖的展示，以及選擇單一測站進行時序列圖的放大與資料
的展示，另可展示與列印總水位表。
為了能將產生的基隆、花蓮、台東、淡水、台西、將軍、高雄、及澎
湖 8 個颱風暴潮預報圖檔傳到指定的對外伺服器上(mmc.cwb.gov.tw)，現有
作業程序中也建置了 ftp 批次檔，讓預報員可以輕易的將相關的圖檔傳出，
讓一般民眾可以瀏覽相關測站的颱風暴潮資訊。
一般民眾在氣象局主網頁左邊選單的「海象測報」中選擇「數值預報」
後，在展出視窗的上方點選「颱風暴潮預報圖」即可展示上述 8 個颱風暴
潮預報圖(圖 2-35)，起始網頁是展示基隆站的颱風暴潮預報圖，使用者可
2 - 26

第二章 系統功能操作說明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以點選下方各站的縮圖以便在中央展示區中展示。在非颱風期間則預報員
需要將預報圖用事先做好的訊息圖替代各測站的颱風暴潮預報圖如圖 2-36
所示。

圖 2-35 颱風期間暴潮預報展示網頁

圖 2-36 非颱風期間暴潮預報展示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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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功能操作說明

3.1

內部版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
台灣為海島型國家，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氣候，歷年颱風侵台造成
民眾生命財產影響甚鉅。颱風對台灣的影響除山區地形陡峻常引發洪水氾
濫、土石流外，在沿海低窪地區亦造成淹水，危及台灣民眾生命財產的安
全。以近年之氣候狀態來看，只要有強烈颱風生成並襲台，其停留台灣的
時間與颱風災害影響大致成正比。氣候異常及全球暖化效應交互影響著台
灣地區。爰此，氣候的掌握及歷史颱風相關研究更顯重要。氣象局委託本
研究團隊執行海象資訊 e 化系統的整合，其中，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為
三年期建置計畫。歷經 98 年颱風暴潮波高的資料研究、99 年系統建置、
100 年系統更新及單機版資料庫擴充程式開發，研究團隊並於結案前辦理
內部版系統教育訓練並撰寫本操作手冊，以供相關人員進行系統維護工作
之依據。
中央氣象局之颱風資料庫規劃位於防火牆內之 Oracle 資料庫，儲存歷
年颱風資料。本系統設計為內部使用，不對一般民眾公開。系統使用者為
海象預報科專業人員對其長官或預報中心簡報時所使用，故本系統之網站
本體係安裝於海象中心的 MMC135 伺服器當中。並將系統資料庫建置於 IP
為 61.56.11.97 之 MySQL 伺服器當中。由於本系統所使用之原始颱風、暴
潮與波高、警戒值資料均位於安管內之 Oracle 資料庫，故規劃開發另一單
機版資料庫擴充程式。本程式相關功能及維護方式請參考本手冊第 3.2 章
節所述。
以下依序介紹本系統開發原理與系統維護方式。
一、系統使用說明
本系統可查詢西元 1998 至 2010 年颱風期間暴潮與波高資料。首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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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查詢功能操作區列出颱風年度，並可顯示對應年有發海上颱風警報之
歷史颱風。因僅有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颱風有做颱風路徑之分類，故系統
將篩選颱風編號資料表中，颱風路徑分類欄位中有填值(0~9)之颱風名稱供
查詢。颱風名稱前併列出颱風西元年。本欄為 NULL 值之颱風不列入系統
查詢項目。系統共分為「暴潮查詢」、
「暴潮偏差查詢」及「波高查詢」等
三項主要功能。系統首頁畫面如圖 3-1 所示。

圖 3-1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首頁畫面

首頁左方是台灣籠罩在颱風下的一張設計圖，颱風尾端的雲束以 0 和 1
表示，富含資訊代碼的設計感。右方第一個功能選單為颱風查詢，列出 1998
年至 2010 年有發颱風警報之颱風。颱風路徑分類為 1 至 10 類，第 10 類亦
分類為特殊路徑(typhoonid.kind=0)，點選系統選單「颱風路徑」超連結，
右方會顯示一張颱風路徑分類的示意圖，以便使用者比對各路徑代碼的意
義。設定颱風名稱及查詢暴潮功能，點選「確定」
，系統將導向至颱風路徑
暴潮查詢結果。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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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暴潮查詢畫面

颱風時間路徑選單下並有設計暴潮站選取區。該年度有潮位資料的站
才會出現於系統畫面及選單中。預設之 25 個暴潮站於系統載入時已顯示於
系統，其餘之潮位站則以鄰近之測站，一次選取單一站做顯示。
暴潮查詢中點選測站名稱可查詢該次颱風期間水位及暴潮偏差時序圖
繪製。以另開新視窗繪製該潮位站於該次颱風警報發布期間逐時水位及暴
潮偏差時序圖。系統畫面如下圖 3-3 所示。表 3-1 為資料庫中暴潮站清單。

圖 3-3 暴潮時序圖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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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暴潮站一覽表
測站編號
112
1102
1162
1186
1196
1226
1246
1256
1356
1396
1456
1496
1566
1586
1596
1676
1786
1956
1966
113
1116
1156
1176
1206
1236
1276
1306
1315
1366
1386
1436
1446
1486
1516
1552
1795
1821
1926

測站名稱 建站日期
新竹
淡水
東石
東港
後壁湖
龍洞
蘇澳
花蓮
澎湖
蘭嶼
麥寮
蟳廣嘴
石梯
富岡
大武
綠島
永安
料羅灣
水頭
外埔
竹圍
箔子寮
將軍
麟山鼻
烏石
成功
台北港
彭佳嶼
塭港
小琉球
台中港
芳苑
高雄
基隆
和平港
嘉和
福隆
馬祖

1992/5/27
1999/6/28
1999/3/11
2003/12/10
2007/11/19
2001/4/26
2005/10/18
2003/12/5
2007/11/25
2007/11/18
2006/4/13
2001/1/9
2001/11/1
2001/1/1
2003/9/19
2001/10/5
2003/10/1
2001/6/1
2004/1/1
2003/6/27
1992/7/1
2004/1/1
2002/1/1
2003/11/1
2006/1/14
2002/1/1
2007/12/4
2007/12/3
2003/6/19
2002/1/1
2004/1/11
2001/1/3
2004/1/8
2007/11/19
2003/1/1
2003/10/1
2007/6/13
2003/12/31

管理單位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水利署
經濟部水利署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中央氣象局
內政部
經濟部水利署
內政部
中央氣象局
和平工業港
經濟部水利署
中央氣象局
內政部

縱座標
241130
292000
162213
192110
223687
342601
337829
312759
104833
301577
164424
220253
301692
269821
239413
297758
167621
-10702
-24968
226888
273727
161988
155576
301419
334687
288587
289572
358001
160355
186255
202598
178449
176836
325754
326751
211511
345880
144306

橫座標
2749200
2785476
2593729
2485024
2427576
2776895
2720921
2651469
2607201
2440251
2631587
2431981
2599158
2521134
2470926
2506955
2524451
2702694
2704352
2727187
2779093
2613052
2567898
2797385
2751488
2554176
2783007
2835476
2596233
2472836
2686975
2645757
2501762
2783159
2688796
2469462
2768507
2894886

預設
暴潮站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上表座標值已轉換為 TWD97 參考 121 經線之座標參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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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高查詢功能系統提供該次颱風發布警報期間最大波高及逐時示性波
高展示，單位以公分顯示，以 2010 年颱風為例，系統資料庫中共有 12 個
浮標站及 1 個波浪站可查詢。不同年度所顯示之浮標站不同，依據查詢年
度是否有建站及該月份資料庫中是否具波浪資料而定。系統畫面如下圖
3-4。

圖 3-4 波高查詢畫面

波高及暴潮查詢尚可查颱風期間災害資料。若該次颱風有造成災害損
失，及舊有系統資料庫中有災害 RowData 及圖片，即可於該次颱風查到災
害資訊及報導圖片。災害以縣市區分，並具災害類型分類 4 大類，災害資
料分類請參考表 3-2。災害資料可透過點選系統上的縣市突起 Icon（請參考
圖 3-4）查詢。系統查詢畫面如圖 3-5 左、災害底圖如圖 3-6 所示。系統中
波浪及浮標站清單如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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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颱風災害資料查詢畫面
表3-2 災害分類
災害類型

暴潮溢淹

海堤破壞

海水倒灌

其他

Kind

1

2

3

4

表3-3 波高站一覽表
測站編號
46694A
46699A
46706A
46757B
46759A
46787A
46708A
46744A
46714D
46778A
46735A
46761D
C6S62
46748H

測站名稱
龍洞浮標
花蓮浮標
蘇澳浮標
新竹浮標
鵝鑾鼻浮標
金門浮標
龜山島浮標
大鵬灣浮標
小琉球浮標
七股浮標
澎湖浮標
成功
台東外洋浮標
台西平台

建站日期
1998-10-13
1997-02-01
1999-03-01
1997-05-01
2000-11-17
2000-07-22
2002-05-15
2002-11-15
2003-09-19
2006-08-01
2006-09-20
2001-11-23
2009-08-14
2006-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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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站類型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浮標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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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暴潮查詢外，若該站資料庫中有值，暴潮偏差查詢及波高查詢於使
用者點選颱風路徑時間同時均可顯示警戒值資料。系統中警戒值以紅色字
體表示。
二、系統資料庫關聯圖
下圖 3-6 為本系統資料庫關聯圖。

圖 3-6 系統資料庫關聯圖

以上圖可知本系統十分複雜。首先颱風編號帶入颱風編號資料庫
(typhoon_id)須以年份查詢測站有效性(st.datebeg, st.dateend)。若為暴潮查詢
功能則查詢暴潮資料庫(tidediff.tide1)，暴潮偏差則讀取暴潮偏差值
(tidediff.tidediff)。若為波高查詢功能，則程式將選取海上颱風警報發布時
間區段波高資料(waveh.waveh)。以上三種查詢功能均可顯示警戒值
(warnvalue.warnval)。系統中右側颱風點位路徑為依據颱風編號(typhoon.id)
選出有發颱風警報的時間並分行顯示。該次颱風若有災害資料則讀取海岸
災害資料庫(seadisaster)或海堤溢淹資料庫(seainundation)，並顯示災害照片
(stormphoto)。上述三個災害相關的資料庫均以颱風編號屬性做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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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單機版資料庫擴充運算程式
因本系統所使用之颱風路徑時刻點位原始資料全數由氣象局安管內
Oracle 颱風資料庫撈取出來匯入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又本系統位於安
管外海象中心新購之內部版伺服器 (IP: 61.56.11.135)，讀取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IP:61.56.11.97），故開發一單機版暴潮波高資料庫擴充程式。系統
維護人員可於每年度颱風季節過後定期將安管內數值資料擴充至安管外資
料庫，便於系統擴充使用之需。本系統相關資料庫與系統配置關係如圖 3-7。

圖 3-7 歷史颱風暴潮資訊系統架構圖

程式分為安管內資料匯出以及安管外資料匯入兩版本。可於安管內操
作之單機版程式僅可操作暴潮資料運算與資料匯出功能；安管外操作之單
機版程式僅可操作舊有資料刪除與 MDB 資料庫匯入功能。按鍵僅在對應
之安內或安外網路環境是可操作點選的。為避免操作人員誤按，以安內城
式為例，已將安外相關操作按鍵預設為 Disable 不可點選。以下將分安內與
安外兩大部分介紹本單機版程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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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匯出相關功能
安管內暫時選定預報課之 Windows 2003 Server 系統(IP:172.16.8.23)，
因系統運算環境之需要另安裝 Microsoft Office 2003 版本 Access 程式。以
執行資料匯出時轉存為 MDB 檔。下圖 3-8 為本單機版程式安管內操作畫面
設計

圖 3-8 安管內單機版程式介面
在進行資料運算以前均須要先進行資料庫連線測試。點選安內或安外
資料庫連線測試按鈕，若出現測試成功即可開始進行相關資料匯出或匯入
工作。圖 3-9 為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連線成功畫面。

圖 3-9 安管內資料庫連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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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線測試完成後即可進行颱風資料匯出。颱風資料庫匯出功能可選擇
單一年度或跨年度作資料庫匯出之工作，便於使用者更新單一年度的資
料。下圖 3-10 為颱風資料庫匯出運算情況。

圖 3-10 安管內颱風資料庫匯出
安管內還可操作暴潮資料運算與匯出功能。系統將以歷年(西元 1998~
現在年度) 之資料進行運算。並取每個潮位站的潮汐觀測值(已經過品管)
扣 除 調 和 分 析 潮 位 (tide6.QC=a) 。 以 上 兩 個 潮 位 值 均 取 整 點 潮 位
(tide6.min0)。經過運算後的潮位資料將以 Access MDB 檔的形式存放。由
於資料筆數很多，故程式設計執行中會傳回目前運算的潮位年度。如下圖
3-11。

圖 3-11 暴潮資料庫運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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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完畢後會有對話提示框跳出讓使用者點選確認。並可於檔案總管
將 tide.mdb 此檔案以隨身碟方式複製出，以便攜至安管外伺服器進行暴潮
資料匯入。開啟 MDB 檔案資料存放情形如下圖 3-12 所示。

圖 3-12 暴潮資料庫 MDB 檔
波浪資料庫匯出功能設計與暴潮資料匯出類似。匯出檔案將以
wave.mdb 命名。同樣匯出完成後可使用 Access 開啟觀看波浪資料庫內容。
檔案匯出畫面如圖 3-13，匯出之波高資料庫如圖 3-14。

圖 3-13 波高資料庫匯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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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波高資料庫 MDB 檔
警戒值資料庫匯出功能，單機版程式將撈取安管內 Oracle 資料庫 warn
資料表中所有測站警戒值資料。包含暴潮站與波浪、浮標站。若使用者於
系統中發現某個站並無警戒值資料可先由安管內資料庫確認是否有該站之
警戒值資料，再進行資料匯出並更新至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即可。程式
運算畫面如圖 3-15 所示。匯出檔名將命名為 warn.mdb，開啟後畫面如圖
3-16。

圖 3-15 警戒值資料匯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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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警戒值資料庫 MDB 檔
二、安管外 MySQL 資料庫匯入相關功能
安管外程式主要是舊有資料刪除以及資料匯入的部分。可操作「MySQL
連線測試」
、
「颱風資料庫匯入」
、
「暴潮、波高、警戒值資料匯入」
。資料庫
匯入格式均為 Access MDB 檔案，目前本單機版程式安裝於安外的內部版
伺服器，IP 為 61.56.11.135，與內部版歷史颱風暴潮系統、暴潮展示與校驗
系統網站與一般版網頁排程是同一台伺服器。系統維護人員可以遠端桌面
登入方式操作單機版擴充資料庫程式。單機版操作介面如圖 3-17。

圖 3-17 安管外單機版程式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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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操作匯入資料之前須先行測試 MySQL 資料庫(位於 IP:61.56.11.97)
連線。若資料庫連線正常將顯示「MySQL 資料庫連線成功」。若連線值設
定異常或資料庫無法連線，程式將跳出「Error Connecting to the database」
之對話框。若資料庫連線成功可操作颱風資料庫匯入、暴潮資料匯入、波
高、警戒值資料匯入等功能。安外颱風資料庫匯入操作如圖 3-18。首先要
點選資料匯入(安外)下，”請選擇檔案”右方按鍵選取 typhoon.mdb 檔。

圖 3-18 颱風資料庫匯入

選取 MDB 檔名正確將可點選「颱風按鍵」並進行颱風資料庫匯入。由
於颱風資料庫筆數相較暴潮資料為少，故 5 分鐘內應可執行完畢。執行完
成後將跳出「執行完畢」對話框。若選擇的是 tide.mdb 檔案，圖中的「暴
潮按鍵」將可以點選，以區隔相關的匯入功能，如圖 3-19。安外暴潮資料
庫匯入情形如圖 3-20。在資料匯入前會進行舊有資料刪除。刪除進度及匯
入年份情況皆會顯示在單機版程式執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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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暴潮匯入功能起始畫面

圖 3-20 暴潮資料庫匯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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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外波高資料庫匯入於前述檔案選擇步驟（圖 3-18）
。選取安內匯出之
wave.mdb 檔可操作波高資料匯入功能。檔名正確「波高按鍵」將變為可點
選。波高資料庫選擇畫面如圖 3-21，波高匯入情況如圖 3-22，功能與暴潮
匯入近似，會先進行舊有資料刪除後再進行資料匯入。程式執行完成後將
以對話框提示使用者資料已匯入完成。

圖 3-21 波高匯入功能起始畫面

圖 3-22 波高資料庫匯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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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在進行警戒值資料匯入前，系統將刪除安外資料庫內所有警戒
值資料再進行 warn.mdb 資料庫的替換。選取檔案後「警戒值按鍵」將變為
可以點選，資料庫選取畫面如圖 3-23，匯入完成後將直接跳出執行完畢訊
息。

圖 3-23 警戒值匯入功能起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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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藍色公路預報系統說明

4.1 系統元件與架構
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系統的元件包括 NWW3 波浪模式、Sufer 預報
文字輸出程式、ASP 資料庫資料刪除與匯入程式、VB.net 網頁輸出程式、
及 VB.net ftp 程式。各元件的先後關聯性如系統架構圖所示(圖 4-1)。作業
化流程在 4.2 節中會另作說明。

圖 4-1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系統架構圖

4-1

第四章 藍色公路預報系統說明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4.2 作業化流程
4.2.1 作業化流程規劃建置
專為藍色公路的範圍而設定建置的 NWW3 波浪模式目前已經正常運
作，每天在台灣時間大約 5:25、11:25、17:25、23:25 會執行完成共 4 次。
執行的方式為每次執行 36 小時的預報。以 4 月 1 日到 4 月 2 日的波浪模式
執行作業為例，表 4-1說明以 4 月 1 日 17:25 為模式執行完成時間，可以看
到產生了 3 個檔案，分別為 11040100.000.BUOY、11040100.012.BUOY、
11040100.024.BUOY，各檔案包含了 12 小時的預報資料，然後在 23:25 時
又 會 產 生

11040106.000.BUOY 、 11040106.012.BUOY 、 及

11040106.024.BUOY 等 3 個檔案。每次 NWW3 波浪模式執行完後就會將檔
案輸出到海象測報中心的 135 伺服器上。而 Surfer 程式也會每天啟動四次
將檔案轉換成文字預報，其內容先後順序為航段、時間、分割符號、浪高、
分割符號、浪向、分割符號、風速、分割符號、風向、分割符號、指標、
分割符號、備註。
表 4-1 模式執行與網業產生時間範例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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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中央氣象局叢集電腦的執行時程，排程整體延後 10 分鐘，已確保波浪模
式可以完成執行，及時產出波浪預報資料以利後續作業的進行。

4.2.2 資料庫匯入作業
作業化流程規劃建置除了利用 Surfer 程式將模式結果轉成文字預報檔案外，尚須
將資料匯入資料庫中，因此利用 ASP 程式讀取文字預報檔案然後匯入 MySQL 資料庫
中。藍色公路資料庫的欄位包含 route(航線)、section(航段)、dt(日期時間)、waveh(波
高)、waved(波向)、winds(風速)、windd(風向)、及 index(航船指標)。現階段配合波浪
模式一日執行四次的排程設定，資料庫匯入作業同樣在波浪模式執行過後，一日分四
次執行 Surfer 產生預報文字檔及四次執行資料庫的匯入作業。由於每次波浪模式的執
行所產生的 36 小時預報會有 30 小時的預報是重覆的，因此在匯入資料庫作業前需要
先將此 30 小時的資料自資料庫中刪除，才能把該次的預報資料匯入資料庫中。資料
庫欄位說明如圖 4-2所示。資料排程說明如圖 4-3所示，每日四次執行批次檔。

圖 4-2 藍色公路資料庫欄位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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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藍色公路資料庫排程說明

4.2.3 網頁產生作業
由前述之系統架構圖可看出最後網頁的產生是由本研究開發之 VB.net 程式執行
後產生的結果。該 VB.net 程式會讀取藍色公路資料庫的資料，擷取相關欄位及進行
必要之航線航段地圖設定、使用圖徵(風向與浪向圖徵)的設定、預報發布時間展示、
預報有效時間展示、與網頁下拉選單的建立等。由於輸出的網頁程式以各航段為一個
完整的檔案，每小時輸出的檔名皆相同，因此若該程式執行失敗則網頁會呈現空白，
因此在網頁產生的程式中有加入確定資料庫內有足夠資料的判斷邏輯，若資料庫內資
料不足則新的網頁不會產生，而系統會保留 1 小時前所產生的那個網頁。若藍色公路
海象預報嚴重落後的話，則必須手動置換上有「系統修復中」訊息的網頁。
排程說明及檔案關聯如圖 4-4所示，現階段藍色公路的網頁產生作業皆在 135 上
進行。產生的網頁存放在 C:\Inetpub\wwwroot\marineweb 的目錄下，準備 ftp 到 141
伺服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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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藍色公路網頁產生排程說明

4.3 新增航線作業
4.3.1 背景說明
由於藍色公路海象預報服務自推出以來受到各界重視，因此中央氣象局希望能夠
在本計畫原本工作項目外，在短時間內能夠協助增加此航線之預報服務，但因為航線
增加的工作牽涉到波浪模式的輸出、文字預報的產生、匯入資料庫作業、網頁產生、
網頁傳輸、各項自動排程、及藍色公路首頁等相關程式與圖資的修改增建，本節說明
新增航線的作業。

4-5

第四章 藍色公路預報系統說明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圖 4-5 藍色公路首頁增加布袋馬公航線畫面

圖 4-6 布袋馬公航線海象預報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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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新增航線作業流程
新增航線的作業流程牽涉到許多地方，主要有 NWW3 波浪模式相關作業的修
改、文字預報產生 Surfer 程式的修改、匯入資料庫 ASP 程式的修改、及產生網頁的
VB.NET 程式的修改等 (圖 4-7)。在 NWW3 波浪模式相關作業的修改方面，圖 4-8顯
示相關的修改項目與流程。首先需要修改 NWW3 的 input 檔自動產生程式，增加如
表 4-2 的航點資料，並為日後可能增加的航線預留空間。皆著要修改執行排程，由於
暫時需要新舊須出方式並存，因此需要增加設定排程檔案，最後要修改資料處理程式
讓 NWW3 的輸出格式符合原先使用的 SWAN 波浪模式。
在 Surfer 程式的修改方面，主要如圖 4-9所示配合新的航點輸出更改程式。由於
現在總共輸出 36 點，因此在迴圈部份要每次前進 36 筆資料。在資料庫匯入的 ASP
程式部份，主要是增加矩陣的大小並設定為 F 航線及迴圈的數量如圖 4-10所示。圖
4-11顯示藍色公路首頁的 HTML 網頁程式需要修改的地方，主要是增加布袋到馬公
的選項。圖 4-12顯示最終產生網頁的 VB.NET 程式的修改步驟，主要為增加航線的
名稱及增加產生新的選項的程式，其中還有需要更改判斷資料是否充足的程式，自 E
航線的第二航段改成 F 航線的第二航段，若此航段的資料不足 24 小時則網頁就不會
產生。
表 4-2 NWW3 波浪模式預定輸出航線資料點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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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首頁地圖
製作布袋航線第一航段地圖
製作布袋航線第二航段地圖

劃設航線
定義資料點

修改 NWW3
輸出點位設定
及相關程式

修改首頁 HTML 程式
置換地圖
增加布袋馬公選項

修改文字預報
相關 Surfer 程式

修改例行產生網頁的
VB.NET 程式
增加布袋馬公選項

修改匯入資料庫的
ASP 程式

修改重新產生網頁的
VB.NET 程式
增加布袋馬公選項

確認 FTP 網頁傳輸批次檔正確
確認各項排程正確
增加布袋馬公選項

整體作業化流程測試

布袋馬公航線海象預報服務上線

圖 4-7

新增航線作業流程

圖 4-8 NWW3 波浪模式執行所須之修改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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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Surfer 文字預報處理程式主要的修改處

圖 4-10

資料庫匯入的 ASP 程式主要修改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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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圖 4-12

藍色公路首頁 HTML 主要修改處

網頁產生的 VB.NET 程式主要修改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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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藍色公路起迄點即時海象資訊展示功能建置

本節說明藍色公路起迄點附近的即時海況測站之波浪（波高、波向）及風（風速、
風向）資訊於藍色公路系統當中呈現。經於航線起、終點附近調查即時波浪或浮標站
的資料如表 4-3 所示。初步建置系統將資料庫中距離現在時刻在三小時內最新的風浪
資訊與預報資訊一併顯示於系統中。藍色公路起迄點部份即時海象資訊取自港研中心
的即時觀測資料，該即時資料已匯入海象測報中心資料庫。由於現階段藍色公路網頁
每小時都會更新，所以即時資料網頁內容的產生程式合併於原先的程式中每小時都會
更新。表 4-3 中基隆測站用港研中心基隆港測站，台中測站用港研中心台中港測站，
高雄站用港研中心高雄港測站，而綠島部分改用綠島外洋浮標。

表 4-3藍色公路航線的起迄點現階段即時測站一覽表
航線
高雄馬公
東港小琉球
基隆馬祖
台東綠島
台中馬公
布袋馬公

起點測站
風場
波浪
高雄港*
高雄港*
004
004
大鵬灣浮標
大鵬灣浮標
46744A
46744A
基隆港*
基隆港*
001
001
台東浮標
台東浮標
WRA007
WRA007
臺中港*
臺中港*
005
005
台西平台
台西平台
46748H
46748H

終點測站
風場
波浪
澎湖浮標
澎湖浮標
46735A
46735A
小琉球浮標
小琉球浮標
46714D
46714D
馬祖浮標
馬祖浮標
C6W08
C6W08
台東外洋浮標 台東外洋浮標
C6S62
C6S62
澎湖浮標
澎湖浮標
46735A
46735A
澎湖浮標
澎湖浮標
46735A
46735A
*港研中心即時資料(含海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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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NET
藍色公路網頁
產生程式(新版)
航線 A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B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C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D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E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航線 F 藍色公路網頁
(含過去 3 小時
即時資訊)
圖 4-13 藍色公路預報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產生作業流程
含起迄點即時海象資訊的藍色公路中文網頁初步結果如所示。資料顯示的排列方
式與預報資料相同，風象與浪向皆用相同的圖徵方式來顯示。海流資料展示在流向方
面暫時使用數字來表示。
由於海象測報中心希望能展示過去三小時的全部即時資訊，並希望不要再增加排
程來產生即時觀測的網頁，因此本團隊又重新進行設計。由於要展示更新的資訊，因
此原先放置即時資訊的空間已不敷使用，因此重新安排網頁並合併即時資料網頁的產
生程式與原先預報資訊的產生程式，不增加額外排程。最新定案的網頁含過去三小時
即時資料的網頁如圖 4-14所示。
由於中央氣象局內部組織改造，因此原先資料課將合併到氣候單位，與藍色公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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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的業務無關，因此希望將藍色公路網頁的執行程式與排程移出原先的伺服器中，
因此現階段所有藍色公路預報相關的作業皆在 135 的伺服器中。

圖 4-14

高雄馬公航線藍色公路預報網頁(含即時觀測資料)

4 - 13

第四章 藍色公路預報系統說明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4 - 14

第五章 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說明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4/4)

第五章

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說明

5.1 系統架構與操作說明
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展示 34 個測站的觀測資料、調和分析、調和分析
加模式暴潮、及修正後調和分析加模式暴潮等的時序列圖，並可計算相關校驗
數據。使用者並可選取不同的暴潮模式及預報時間進行上述時序列圖的展示，
以及選擇單一測站進行時序列圖的放大與資料的展示，另可展示與列印總水位
表。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整體架構如圖 5-1所示。
系統的主要功能分成二個項目，第一個項目為時序列圖所有測站的展示網
頁，同時也是系統的首頁(圖 5-2)，包含了時序列圖的展示、預報圖檔及非颱風
期間圖檔 ftp 傳輸按鈕控制、及相關校驗數據及時比對圖的產生及展示。
第二項為中英文時序列預報圖可以一次產生的功能及暴潮總水位估算表
的自動產生與展示功能。該功能產生未來 12 小時、12 及 24 小時、24 及 36 小
時所有測站暴潮最大值之時間及當時之總水位表格以及列印功能(圖 5-3)。該網
頁包括了另一個項目的控制介面，就是時序列圖檔產生的功能。由於預報員在
執行暴潮模式運算時的時程並不固定，因此設計此功能可為預報員自行啟動時
序列圖建置的程序，以確保繪圖程式可以讀取到資料庫內已經準備好的暴潮模
式結果。當預報員在參加颱風期間聯合預報時即可事先啟動此功能準備好時序
列圖圖檔，以便在啟動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首頁時可以立即展現所有測站的時
序列圖，若需要某一個測站的詳細資料時，就可單獨啟動該測站的網路繪圖程
式，展示該測站詳細的時序列圖(可再局部放大)與每六分鐘的潮位觀測與預報
資料(圖 5-4)。
為了能將產生的基隆、花蓮、台東、淡水、台西、將軍、高雄、及澎湖 8
個颱風暴潮預報圖檔傳到指定的對外伺服器上(mmc.cwb.gov.tw)，現有作業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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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也建置了 ftp 批次檔操作按鈕，讓預報員可以輕易的將相關的圖檔傳出，
讓一般民眾可以瀏覽相關測站的颱風暴潮資訊。

圖 5-1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整體架構

圖 5-2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首頁與控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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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暴潮總水位估算表視窗畫面

圖 5-4 時序列圖單獨展示與局部放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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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統檔案關連
颱風暴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檔案關連如圖 5-5所示。該系統在 135 伺服器
上，任何可連結到 135 伺服器上的電腦都可以遠端使用瀏覽器執行該系統。

圖 5-5 系統檔案關聯說明

4.3 系統繪圖程式說明
由於本團隊並非原先開發團隊因此無法使用現有程式進行修改，必須重新
建置，此網頁的建置將使用 ASP 網際網路程式開發環境與語言結合 HTML 與
Javascript 網頁程式來撰寫。由於並未提供經費購買軟體，只能使用海象測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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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現有的 ChartFX 網際網路繪圖軟體來執行時序列圖的繪製工作。
由於 ChartFX 具備輸出時序列圖成為影像檔的功能，如「Chart.Export」 的
指令，因此在 ASP 程式中即可加入擷取 ChartFX 繪製出的圖檔轉換成影像檔
的指令。由於首頁是使用影像展示，因此在展示所有測站的圖檔時，使用者無
法在此模式下對時序列圖進行放大顯示，或是使用滑鼠浮標在時序列圖上顯示
時間及水位，因此在展示的網頁程式中必須加入超連結讓使用者點選後，可以
進入展示單一測站的模式。使用者在首頁點選單一測站的時序列圖後，即可連
結 ChartFX 程式即時繪製該測站的時序列圖，如此才能在此模式下放大顯示某
一時段的時序列圖，並可使用滑鼠浮標在時序列圖上顯示時間及水位。
ChartFX 城市說明如圖 5-6所示，是使用 ASP 程式語法撰寫的，6 條時序
列曲線編號如圖中所示，相關數據皆放入對應的矩陣中以利 ChartFX 程式顯示。

圖 5-6 ChartFX 網路繪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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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校驗數據計算程式說明
本系統進行三個統計參數的計算，以量化模式與觀測間之差異。系統所要
計算的三個統計參數是平均偏差(BIAS)、均方差(RMS)、及相關係數(CR)。為
了更能表示模式計算出來的暴潮偏差與觀測水位減去調和分析的暴潮偏差間
的不同，因此系統的校驗功能不僅將 CR 值計算出來，並將兩個暴潮偏差時序
列圖繪出，讓預報員可以更容易觀察到這兩組數據間的異同性。顯示暴潮偏差
相關係數計算的結果，可做為颱風暴潮預報是否準確的依據。 對於水位的比
對使用相同的方式如圖 5-8所示。

圖 5-7 暴潮偏差比對時序列圖及統計數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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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水位比對時序列圖及統計數據展示

相關係數(CR)的計算公式如圖 5-9所示。暴潮偏差、水位(含暴潮偏差)、
及水位(不含暴潮偏差)的計算方式如圖中展示。 平均偏差(BIAS)的計算公式
如圖 5-10所示。暴潮偏差、水位(含暴潮偏差)、及水位(不含暴潮偏差)的平
均偏差計算時所用的時序列數據如圖中展示。 均方差(RMS)的計算公式如圖

5-11所示。暴潮偏差、水位(含暴潮偏差)、及水位(不含暴潮偏差)的均方差計
算方式如圖中展示。
本系統還具備展示與計算先前的預報與觀測資料的筆對結果，展示模式時
間點前 36 小時內有的實測與預報資料，並計算相關校驗數據如

圖 5-12所示。每次展示單張預報資料時，程式會自動搜尋資料庫內前 36 小時
內的模式資料並與觀測資料進行統計數據的計算與時序列圖的展示，讓預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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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清楚的瞭解先前預報的準確性，進而對新執行的預報有參考作用，以利了
解與提升預報的準確性。

圖 5-9 相關係數統計數據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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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平均偏差統計數據計算方式

圖 5-11 均方差統計數據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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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模式時間點前 36 小時內實測與預報資料比對與統計數據計算展示

5.5 颱風暴潮執行步驟與 ftp 程式說明
颱風暴潮執行步驟如下：
1. http://61.56.11.135/ssdvs/defaultall.asp。
2. 輸入使用模式 (綠色區域) -> 選擇起始日期 -> 擇起始時間 -> 按 “重新產
生圖檔及總表＂ (綠色區域) -> 等待執行。
3. 執行完成後可按“展示圖檔＂(粉色區域)觀看中文及英文圖檔結果。
4. 按 「傳送颱風期間圖檔」按鈕將相關圖檔傳到 141 上。
5. 颱風警報結束後按 「傳送非颱風期間圖檔」按鈕將相關圖檔傳到 141 上。

ftp 相關程式說明如 圖 5-13 所示，該程式的起動已經設計在控制介面的按鈕
上，不需要手動實際執行 ftp 的指令。由於要讓遠端電腦透過瀏覽器可以執行ftp.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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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程式，因此需要先改變ftp.exe指令的執行權限如圖所示。

圖 5-13 ftp 作業相關檔案與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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