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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因應海上及近岸遊憩活動在未來將成為國內民眾休閒最主要的活動之
一，與政府積極推動台灣海域的藍色公路交通網，訂定2005年為海洋年，鼓勵瞭
解海洋、關懷海洋，進一步親近海洋等措施，有必要建立各地區詳實的海氣象資
訊提供作為從事海上活動之參考，而透過海上安全資訊的散播，將有助於災害的
防治與航行安全，尤其對於發生不幸海上事件時，準確的預報資訊更是搜救決策
擬定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本計畫延續交通部科技顧問室自民國九十年起推動之「海象災害預警雛型系
統建立」及「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建立」計畫，主要在強化中央氣象
局海象預報之作業能力、資訊可靠度及執行效率，使得相關資訊得以藉由維護完
整的資訊系統廣為傳播，提供作為近海遊憩觀光、防災、搜救決策及航行安全之
參考。
為達上述目標，本計畫共分三年度執行，本第一年度完成六個重點項目，包
括(1)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之建立(2)近岸海域海流(含潮流、洋流、風驅流)模式之
建置(3)NWW3風浪模式MPI模組之建立及風浪模式之整合應用(4)強化「沿海遊
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5)北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建立(6)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
之營運規劃。其成果分述如下：
在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之建立方面，比較衛星中心及資訊中心在海上觀測點
位之颱風風速資料發現，大部分測站風速值之大小排列依序為MM5預報模式(衛
星中心)、觀測值、NFS(0.05度)預報模式(資訊中心)，且預報風速與觀測值之相
關係數普遍偏低。以龍洞及龜山島為例，NFS(0.05度)預報模式所提供之風場較
MM5模式所提供之風場適合在此區進行風浪模擬。在衛星遙測資料蒐集部分，
QuickSCAT同時擁有較完整之風速及風向資料，且資料處理速度較快，將是監測
海面風場不可或缺的資料庫；SSM/I則具備涵蓋時間最長且資料最多的風速資料

。此二種資料網格點大小皆相同，若同時擁有這些資料，不僅能提高時間解析度
且可補足空間上漏失之資料，達到海面大範圍風場監測的目的。
在近岸海域海流(含潮流、洋流、風驅流)模式之建置方面，以NFS MC風場
資料驅動潮流模式以產生風驅流和潮流，並線性疊加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值所
產出之洋流，而獲得台灣周圍海域之流場分布，可得到一個含潮流、風驅流與洋
流的台灣周圍海域流場，供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由於加入的
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流場屬定值，故無法顯示出洋流本身受當地區域風場影響
所產生的季節變化，但展示出之流場仍可大略顯示出台灣東部黑潮洋流的存在。
在建立中、小尺度風浪模式方面，已完成新版V2.22 NWW3之MPI模組建立
及安裝，並測試其計算效能，顯示計算時間可大幅減少，因此在現階段NWW3
巢狀網格之建立主要著眼於較小MC風場的產生，若風場之效應可以預知，甚至
可以不必使用NWW3巢狀網格。另亦提送整合NWW3-1及NWW3-2之網格水深資
料至海象測報中心。另嘗試建立風浪模式在東北部測站12小時預報之統計指標，
作為下一階段全面性建立全台風浪預報統計指標之基礎，以掌握預報之準確性。
在強化「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方面，已拜訪四個單位並進行問卷
調查，受訪單位皆認為非常需要相關的即時與預報海氣象資料，且願意提供場
地、電力、網路等設施供電子看板使用。電子看板設置地點考量遊客曝光度與實
際資訊需求程度，規劃八里風帆碼頭與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服務中
心，其中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希望能與現有展示系統整合。
在北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建立方面，在海流部分，以NFS HC風場驅動台灣
北部潮流模式，並線性疊加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值所產出之洋流，而獲得台灣
北部海域之流場分布。由於HC風場風速較實際觀測值小，因此所產生的風驅流
也相對偏小。在風浪部分，調整SWAN-3在東北海域之計算參數，以改善計算之
準確度。同時因應業務單位所需，先行進行宜蘭蘇澳之近海漁業氣象與模式預報
之比較研究，結果顯示，以面及時間平均的方法分析，龜山島量測值與模式預報
呈線性關係，在波高方面，模式較龜山島高，但風速則相近；而模式預報與漁業
氣象預報之關係，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較低，且不論是波高或風速，漁業氣象
預報均較模式預報之結果至少大一倍以上。以漁業氣象預報波高範圍之大小值與
模式之最大最小值來建立其間之相關性，在最大值部分漁業氣象預報值約為模式
預報之1.7倍，但最小值用線性關係來描述之差異性較大。以模式計算探討區域
變異特性發現，約80﹪集中在變異係數為0.05至0.15之間，其中約50﹪分佈在0.05
至0.1之間，顯示面的數值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變異性。在資訊系統部分，沿海海
域安全資訊系統已轉移至海象測報中心，正繼續進行系統測試與簡訊發送作業。
在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之營運規劃方面，在組織部分已就作業化運作之需
求，規劃系統操作之人力為五人，並歸類為波浪模擬、海流模擬、系統資訊、通
報支援及行政宣導等。同時參考學者專家意見分析系統營運之可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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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the coastal area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blue highway trafficking network around Taiwan,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coastal recreation and tourism safety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can offer real
time and forecasted regional sea state information to prevent hazards from the
extremes. Both of the information which are either from the well-distributed coastal
sea state monitoring stations or from the sea state forecasting technology with higher
accuracy, need to be organized by the necessary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and filtered
by expert’s experience. The effective spreading of information will be good for the
coastal area recreation, navigation safet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It will also be
helpful to decision making during the rescue operation.
This project follows the safety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ed from the”Prototype
Development of Marine Hazard Warning System” and ” Establishment of the Coastal
Area Recreational Safety and Marine Information System” projects sponsored by the
MOTC from 2001. The system constructed in this project will be installed and
operated in CWB. The main issues of this project focus on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numerical model comput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apability of the system and
increasing the reliability of marine information. Maintenance of the system will be
carried out for a sustainable operation. Thus the safety of the maritime traffic can be
improved.
This project calls for three years and the main accomplishments in the first year are
listed below.

1.Comparsion the suitable wind field for wave forecasting
Two sources of forecasting wind field are produced for different purposes in CWB,
which include MM5 and NFS. Both wind fields are compared with field observations
from data buoys. The comparison shows that the tendency of speed from high to low
respectively is MM5, observation, and NF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orecasts
and observations is low. NFS is more suitable for wave forecasting in the northeast
ocean. For the other areas, further study is necessary after the calibration of wave
model is completed. Some wind fields measured from th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are
collected to compensate the fewer data in the ocean and will be analyzed next year.
2.Setup of near shore ocean current model including wind driven current, tidal current
and sub tidal current
Five years climate average of sub tidal current around Taiwan is established from the
EAMS model. The near shore ocean model with tide boundary condition is setup and
driven by MC wind field. The linear superposition of currents, including tidal current,
sub tidal current and wind driven current, is carried out to find the actual current. As
long as the climate average of sub tidal current is steady, the Kuroshio along the east
ocean of Taiwan can be seen apparently from the simulation.
3.Setup of NWW3 MPI module
Efficiency of model forecasts is necessary for operational purpose. The MPI module
of NWW3 new version 2.22 is setup and installed in the CWB’s PC Cluster. The tests
showed the obvious decrease of computation time. After all models are implemented
in efficiency, the way of nesting grids can be studied to find the best simulation
procedures with mor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Four statistical indexes of 12 hours
wave forecasts are also built at the northeast ocean of Taiwan. These indexes are
critical for the accuracy of forecastes and will be built for whole area around Taiwan.
4.Improvement of “Coastal area recreational safety and marine information system”
Four potential users of system were visited. They gave some suggestions and
questions about this system, and fully support the distribution of marine information.
They are also happy to supply the necessary assistance for setup the electric billboard
in their area. Nevertheless, as to the budget for purchasing the equipments for setting
up the electric billboard, it seemed more difficult for most of them. This will become
the main issue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marine information.
5.Setup of marine information forecasting models at the north part of Taiwan
It’s composed of constructing ocean model, th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he wind
wave model. For the ocean model, nested computation of ocean current model around
Taiwan is used and the HC wind field as the driven force. The combination of tidal
current, sub tidal current and wind driven current are shown at this area. For the wave
model, more typhoon cases are calibrated. It shows the well agreement between the
observations and computations. For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etup, more functions are
added and the system was transferred from ITRI to CWB. Due to the different OS and
more restricted firewall, some modifications are made to let the system functional at
the CWB. Nevertheless the remote control of system from the ITRI is still restricted,
thus, make the maintenance more expensive and time consuming.
Two different wave forecastes are carried out by different divisions, one is fishery
wave forecastes based on the Beaufort scale and the other is wave model forecas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still unknown. Recently, the complains from the
public is increasing for the fishery wave forecasts is not accurate enough. Three kinds
of data are collected for three months, including fishery wave forecasts, wave model

forecasts and field observation. The comparison showed that the wave height and
wind speed based on 24 hours and regional average are linear cor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Fishery forecastes is at least one time larger than the model forecasting for
wave height, whereas the wave height observation is less than the model forecasts. As
to the wave height, the higher value of fishery forecasts is linear correlation with the
highest value of model forecasts, while the lower values is not.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suitability of one wave height
as representative as whole domain. The analysis showed that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CV is between 0.05 and 0.15, therefore there are still a certain degree of variables in
this area. Further study is proceeded in the other areas.
6.Proposal of sustainable management for real time marine information monitor and
forecast center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center is planned based on the needs for sustainabl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ethods of service are also discussed in the meeting with
the 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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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起與目的
1-1-1 計畫緣起
近年來由於國民生活品質的提昇與週休二日的實施，使得觀
光旅遊人潮湧現、充斥各個景點，而隨著沿海遊憩設施的紛紛設
立及政府積極推動濱海公路的興築，希望能培養及吸引人們從事
海上或近岸的遊憩休閒，喚醒人們原有親近海洋的本性。然而在
鼓勵從事海上活動的同時，需強化海上安全資訊的散播，藉由海
象資訊的整合、作業化系統之運作及有關單位之管理，使民眾能
安全地在沿海從事活動。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自民國九十年起即推動「海象災害預警雛
型系統建立」為期二年之計畫，該計畫整合國內即時海象量測系
統之資料，同時建立整合之數值模式與即時海象觀測資訊。為滿
足作業化系統功能之需求，該計畫依據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現有軟硬體設備之基礎，考慮即時傳輸、網際網路服務與未來擴
充性等條件，規劃建置相關子系統之雛型。由於該計畫無論在系
統整合、即時資料整合及通報、模式預測等方面，均已針對國內
海象災害預警現況深入研究，雖前所建立之系統屬於雛型系統，
但系統結構完整，未來當可在此基礎下，持續發展相關技術，落
實至應用層面，使該計畫之效益得以發揮。
有鑑於此，交通部科技顧問室乃於民國九十二年起推動「沿
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建立」計畫，計畫目的主要藉由蒐
集國外沿海遊憩觀光與安全資訊，研擬及建置一套沿海遊憩觀光
安全資訊系統，選擇台北縣淡水第二漁港至東北角海岸風景區管
理處龍洞遊艇港至宜蘭烏石港所構成之東北海岸藍色公路為測
試區域，整合該區域現有即時海氣象觀測網，並建立相關之海氣
象預報及通報技術，以提供民眾從事包括近岸海上休閒活動及藍
色公路航行所需之安全資訊，保障從事海上及近岸遊憩活動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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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命安全。該計畫更加強原有海象數值模擬在近岸區的精度及
建立資料同化技術，同時亦強調作業化之實際操作，落實系統之
實際運作；該系統同時嘗試以一般民眾可讀之資訊為基礎，發布
舒適度安全指標，然而此類資訊牽涉運動生理學專業，需進行專
案研究後再行改進。此外，由於台灣四周海域流況複雜，只是分
析潮流流況將無法進行實際之應用，因此未來宜再考慮諸如風驅
流、洋流等效應，以確實掌握海流之流動現象。同時，亦應整合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之大、中、小尺度海流及波浪模式，強
化作業化系統，提供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相關資訊。

1-1-2 計畫目的
為能準確預報近岸區域之實際海氣象狀況，提供海域觀光遊
憩、防救災及航行安全之應用，需建構台灣沿海海上活動安全環
境之相關技術，並建置於規劃之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加以技術
整合使其作業化運轉，通報相關安全資訊以進行海域觀光遊憩、
防災、搜救決策及增進航行安全。建立一個包含受潮汐、黑潮與
季風等作用力驅動之區域性海流預報模式及風場模式，模擬運算
過程嵌入資料同化技術，結合實際海上觀測資料與數值模式結
果，以增進海象預測之可靠度。並接續進行計算效率之提昇，使
資訊之提供能更為迅速，同時建立搜救與航行所需風、浪、流、
水深等資訊之相關分析技術，然後將此所有技術加以整合，建構
海上活動之安全環境。

1-1-3 計畫重要性
政府在解嚴之後，積極規劃開發沿海的遊憩設施，除了農委
會積極規劃漁港的轉型外，交通部除了積極推動濱海公路的興築
外，也責成觀光局陸續強化或新增各海岸風景區管理處的功能。
其目的不外是配合海島型生活圈，培養及吸引人們從事海上或近
岸的遊憩休閒，喚醒人們應有的親近海洋的本性。
隨著相關觀光計畫之推動，未來預期將有更多的民眾走向海
洋、親近海洋，然而由於國內的海岸線在過去數十年之間因戒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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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不僅阻絕了人們親水的機會，甚至在某一年齡層以上的國
民更產生畏懼海洋不敢親近海洋的心態，更造成了現在要開放海
岸給國民休閒旅遊時，卻發現工程規劃所需的海氣象資料付之闕
如或缺乏連貫性與延續性，連帶地需要教導給民眾了解其週遭海
洋特性的資料也明顯不足。此一現象已經造成相關工程建設的延
緩或偏差，也使得目前推動的海上遊憩險象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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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颱風威脅下亦將衍生海上救難搜救問題，例如華航空
難事件及阿瑪迪斯號油輪擱淺溢油事件，若能有即時海象資訊之
提供，將可提供決策分析，於第一時間做出即時正確動作，進行
救難，減少人命損失並將災害減至最輕。因此，唯有準確地預報
近岸區域之實際海氣象狀況，並將之作業化、強化通報系統才能
隨時提供海域觀光遊憩、防救災及航行安全之應用，使海象資訊
發揮功效。

1-2 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形
1-2-1 國外海域資訊安全作業化系統之概述
美國政府在海象預報系統之發展是由美國大氣暨海洋總署
之海洋局(National Ocean Service, NOS)結合了國家氣象局的環
境模擬中心(National Weather Service’s Environmental Modeling
Center)、國家海洋局之海岸量測發展實驗室(National Ocean
Service’s Coast Survey Development Lab) 、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Princeton University)、及美國海軍(U.S. Navy)共同參與發展近岸
海域預報系統 (Coastal Ocean Forecast System, COFS)。COFS 自
1993年8月開始每日在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NCEP)的Cray高速電腦上執行美國東部
近岸海域的短期水理模擬(Aikman et al., 1994; Aikman et al.
1996; Aikman and Rao, 1999)。COFS使用三維數值模式模擬美國
東岸北緯30度到47度，西經50度範圍內的水溫、鹽度、水位及潮
流。數值模式以普林斯頓大學大洋模式(POM)為主，其驅動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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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在海水面之熱能、溼度、及動能通量等邊界條件。這些邊界
條件是由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的Eta-32中尺度大氣預報模
式(mesoscale atmospheric forecast model)(Black, 1994; Rogers et
al., 1998; Rogers et al., 1999) 提供。潮汐亦為模式邊界驅動條件
之一。模式網格的解析度在遠岸海域為20公里，在近岸海域為10
公里。垂直方向網格為18層之座標系統，其中至少九層網格是在
100公尺水深內(NOAA Coastal

Ocean Forecast System, 2000)。

NOAA作業化波浪模式主要為NCEP 的WaveWatch模式 －
NWW3 (Tolman, 1999)。NWW3波浪模式改進原有的WAM模式
(The WAMDI Group, 1988)，增加擴散項及重新探討能量的產生
及消散項，且更改程式寫法為Massively Parallel Processing (MPP)
平行計算方式，使其更有效率於模式計算，符合新一代電腦之架
構。NWW3已於2000年3月開始作業化運轉。
COFS及NWW3皆於1999年夏天及2000年初春時以各兩個月
的 時 間 參 與 國 家 海 洋 合 作 計 畫 (National Oceanographic
Partnership Program)所贊助的近岸海域示範計畫(Coastal Marine
Demonstration Project, CMDP)(NOAA, 2000)。CMDP是一個兩年
計畫由海軍研究辦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主導，於2000年
7月結束，在計畫執行期間，整合了許多資源以便執行及監控，
平常只做為科學研究之數值模式。這些模式經由系統之整合，在
固定的時間及程序上執行模式預報，並產生結果，即時供應使用
者經由網路及瀏覽器取得即時海象預報資料。CFOS在CMDP計
畫中提供近岸海域之水溫、潮流、及鹽度預測，NWW3 波浪模
式 提 供 近 岸 海 域 之 波 浪 預 測 ， 稱 為 CBWAVES 的
GLERL-Donelan 波浪模式提供Chesapeake Bay區域之波浪預
測。在示範執行期間，總共六個先進的數值模式在作業化環境下
執行預報，每日產生超過5000個模式預報與即時監測資料結果
圖，提供給四個NWS 預報辦公室及中心以及數十個各種階層之
客戶經由網路及瀏覽器取得資料。
物 理 海 洋 即 時 系 統 （ Physical Oceanographic Real-Time
System，PORTS）為美國國家海洋服務局所發展，提供船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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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長正確即時之海象資訊，作為航行安全之參考，以避免船隻擱
淺 及 碰 撞 等 事 件 發 生 ， 目 前 該 系 統 是 由 CORMS(Continuous
Operational Real-Time Monitoring System)統一負責系統之維護。
此系統包括：
中心式的資料擷取系統
資料傳播(dissemination)系統
數值現報與預報系統
其中資料傳播系統將所有港灣即時之水位、流及其他海象與
氣象資料，轉換成符合需求之不同格式，藉由電話語音及網路系
統即時傳輸至使用單位，而各港之管理單位及船公司，藉由電話
語音所獲得之即時水位資料，能對船隻之總噸位、最大負載及限
制穿越時間等，準確的作出正確之決定。
PORTS規劃提供即時與預報之流、水位、鹽度、溫度及風的
資訊，主要以重要之河口及海灣為主，目前在San Francisco Bay、
Tampa Bay、New York/New Jersey Harbor、Chesapeake Bay、
Houston/ Galveston 、 Narragansett Bay 、 Soo Locks 、 Los
Angeles/Long Beach、Delaware River and Bay、Port of Anchorage
等10個重要區域均設有此系統。而其中在New York/New Jersey
Harbor與Chesapeake Bay分別結合NYOFS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Operational Forecast System) 及 CBOFS(Chesapeake Bay
Operational Forecast System)系統，尚具有作業化數值模式之現報
與預報功能，提供區域全面之水位、流速與風速資訊。物理海洋
即時系統對於環境保護亦提供重要的指標，若能減少意外船難的
發生，相對亦減少船隻溢油、或有毒物質外洩的機會，亦更能保
護環境生態。
海象預報系統在歐洲方面極力發展及推動的是挪威Oceanor
公司所發展的海域環境自動監測系統－SEAWATCH，包括海域
自動監測浮標、資料傳輸系統、陸上資料處理中心、數值模擬系
統、以及資料庫等(Oceanor, 2000)。其數值模擬方面使用荷蘭Delft
水利實驗室(Delft Hydraulics Lab)研發的三維模式進行海象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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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SEAWATCH系統在歐洲及東南亞已建置數套，惟其使用情
況多著重於海況及水質監測，模式之執行並非皆使用於作業化海
象預報工作。國內環保署曾針對SEAWATCH系統做過可行性評
估(行政院環保署, 1996)，惟此套系統造價高昂並不符合國內海
洋.環境研究經費配置，無法順利推動。

1-2-2 國內海域資訊安全作業化系統之概述
過去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如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台灣大學海
洋研究所、台灣大學土木研究所、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研究
所、中山大學海洋地質及化學研究所、中山大學海工所、海洋大
學、港研中心、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及工研院能資所皆有進行三
維水理模式或波浪模式之數值模擬計畫及研究，通常這些計畫及
研究只針對個案進行階段性模擬，並未與即時觀測資料進行系統
整合，因此不具備定時作業化之能力。
在國內研發計畫中，國家海洋科學中心執行的「台灣海峽即
時預報模式計畫(TSNOW)」(海科中心, 2000)。該計畫自民國八
十七年起展開研究，旨在台灣海峽內建立海峽兩岸海氣象觀測網
以及一個能夠預測台灣海峽海流、水位、溫、鹽度變化的三維數
值模式。預期在海氣象測站所收集到的即時資料輸入模式，即可
預報上述海洋物理參數之變化。現階段該計畫仍在研發階段，除
持續海峽兩岸水位觀測工作外，並無現報或預報模式之作業化執
行以及分散即時性海象相關產品。
在國內現階段唯一作業化海象預報系統即為中央氣象局之
波浪預報模式，其波浪模式採用二種型式之預報，一種為改良式
S.M.B.示性波法(Peng, 1991; Lee, 2000)，另一種為波譜法(wave
spectral)，其中前者以網格點之波能參數值取代圖解法，而後者
為數值計算的方法，數值計算方法中已採用NWW3模式(於「海
象災害預警雛型系統建立」計畫中建置)。數值模式涵蓋之範圍
為東經99度至155度，北緯1度至41度，海域包括台灣海峽、巴士
海峽、東中國海、黃海、南中國海及部分的北太平洋，格網大小
為0.5度，第二層巢狀網格涵蓋之範圍為東經113度至129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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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17度至32度，主要包括台灣四周海域，格網大小為0.25度。波
浪預報所使用之風場係來自區域預報模式(Regional Forecast
System)，此模式涵蓋大部分的亞洲及西太平洋，使用之網格距
為45、15及5公里，整體計算在垂直部分分為20層，而波浪模擬
僅使用風場模式最底層之計算結果。在潮位預報方面，中央氣象
局海象測報中心採用調和分析法及自行改進之潮汐模式，來預報
台灣沿岸及離島(含金、馬)共26個地點之高低潮時及潮高，此模
式已經作業化，但並未將即時大氣資料輸入。在潮流模擬方面，
在國內現階段並無法即時取得任何潮流現況或是預報資料。
民國九十年至九十一年交通部科技顧問室推動「海象災害預
警雛型系統建立」計畫，為滿足作業化系統功能之需求，該計畫
於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簡稱海測中心)建置雛型系統，依據
海測中心現有軟硬體設備之基礎，考慮即時傳輸、網際網路服務
與未來擴充性等條件，規劃建置之子系統有：
即時資料觀測站資料傳輸子系統：為達到即時監測海象
動態，該計畫首先調查國內現有海象觀測單位之即時測
站，訂定資料分享制度與標準傳輸格式，以海測中心作
為全國海洋資料匯集中心，有效整合國內現有海象觀測
能量。
海象數值模式預報子系統：波、潮、流是造成台灣海域
災害最大的主因，該計畫評估選用之風浪模式採用
NWW3模式、潮位及潮流模式採用POM模式及暴潮模
式採用中央氣象局之暴潮模式，經由參數校正與歷史資
料驗證，準確推估波、潮、流之未來演變。
即時資料庫管理子系統：該計畫建置之即時資料庫為整
合海氣象觀測資料與預警資訊的核心模組，具有高效能
管理大量資料的特色，確保資料匯入與匯出、資料查
詢、資訊展示之效率與穩定性。
海象災害預警資訊網路展示子系統：因海象變化具有高
度的區域特性，該計畫採用地理資訊系統結合海氣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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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模式預報，提供空間與屬性資訊的展示，未來亦可
外掛不同的功能模組：災害預報模式、專家系統等，協
助決策者處理與分析資料，作為海象狀況評估、救災搶
險之決策判斷依據。
即時資料查詢子系統：藉由網際網路提供使用者快速查
詢即時資料。
海象災害預警資訊通報子系統：將預報結果與決策資
訊，透過多種傳輸管道(如：傳真、廣播、網際網路、
e-mail…等)迅速通報各級機關。
該雛型系統之流程如圖1-2-1所示。首先將即時資料觀測站
資料傳輸子系統整合之即時資料與海象數值模式預報子系統之
預報結果匯入即時資料庫管理子系統，藉由即時資料庫管理子系
統高效能之管理功能，提高資訊查詢、展示之效率與穩定。即時
資料查詢子系統與海象災害預警資訊網路展示子系統透過網際
網路提供一般查詢、海況評估與決策判斷之參考。最後將即時資
料與預警資訊透過海象災害預警資訊通報子系統通報出去。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也在2003年規劃於五
年內發展建置一套完整的「台灣環島海象預報系統」—
TaiCOMS(Taiwan Coastal Operational Modeling System)，包括數
值預報模式之建立與驗證、觀測網的架設及資料庫整合，有關台
灣海域模式系統部分規劃涵蓋風場、波浪、水位、流場及擴散等
模擬，風場預報則由中央氣象局提供即時預報資訊。該系統已於
民國九十二年建立台灣海域風浪模式及區域性風浪模式，於民國
九十三年建立水位模式，預計於本年度建立三維全域水動力模
式，預計於民國九十五年建立近岸港區污染物擴散數值模式，民
國九十六年將達成即時模擬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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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資料觀測站資料傳
輸子系統

海象數值模式預報
子系統

中央氣象局

水利署

風浪模式

港研中心

各港務局

潮位及潮流模式

其他

大氣數值模式

暴潮模式

即時資料庫子系統

中央氣象局資料庫

產品輸出
即時資料查
詢子系統

海象災害預
警資訊網路
展示子系統

通報機制

圖1-2-1 海象災害預警雛型系統流程圖

1-2-3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及監測系統之建立」計畫概述
由於在交通部科技顧問室於民國九十一年至九十二年所推
動之「海象災害預警雛型系統建立」計畫中，無論在系統整合、
即時資料整合及通報、模式預測等方面，均已針對國內海象災害
預警現況深入研究，雖前所建立之系統屬於雛型系統，但系統結
構完整，因此自民國九十二年六月至九十四年五月間，交通部科
技顧問室乃推動「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計畫，使相關
技術得以延續，並使之功能相互結合，而本計畫亦為此計畫之延
續計畫。「沿海遊憩安全資訊及監測系統」計畫之全程工作流程
圖如圖1-2-2所示。有關「海象災害預警雛型系統建立」計畫中
所建立之海象數值模式屬大尺度模式，其模擬值可做為區域性及
航線波浪、海流模式之邊界值，藉以建立具資料同化功能之區域
性及航線波浪、海流預報子系統。此二子系統與航線海況分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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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及中央氣象局之海面水溫預報系統之輸出，將匯入即時資料
庫子系統，並建置相關資料之展示及查詢子系統，在進行安全指
標之分析後，則進入通報子系統進行通報。此外，在「沿海遊憩
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計畫完成後，該系統經專家會議及期末計
畫審查後，決議將計畫成果移交給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後
續由該中心編列相關軟硬體，並投入經費研究，使海象作業化預
報之工作能早日達成。
以下簡述「沿海遊憩安全資訊及監測系統之建立」計畫之目
地及成果：
近岸遊憩活動明顯受到海象條件的影響，而潛在有一定程度
的危險性，為避免民眾在不知海氣象狀況下產生危機，同時因應
海上遊憩活動在未來將成為國內民眾休閑最主要的活動之一，及
政府積極推動台灣海域的藍色公路交通網，實有必要建立各地區
詳實的海氣象資訊提供作為從事海上活動之參考。該計畫之主要
目的在於建置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提供民眾從事近岸海上活
動及藍色公路所需之安全資訊，包括即時海氣象整合資料及近岸
區海氣象數值模擬預報資料，並選擇淡水第二漁港、龍洞遊艇港
至宜蘭烏石港之北海岸藍色公路為海上測試區域，淡水漁人碼頭
為展示看板設置區。並藉由資料同化技術之開發提升模式預報精
度，透過通報方式雙向連結使用端與資料提供端，加上個人簡訊
及有線傳輸，建立資料流通管道。
為達上述目標，該計畫分二年度執行，第一年度完成四個重
點項目，包括(1)國外沿海遊憩觀光與安全資訊系統資料蒐集(2)
行政配合與通報機制研擬(3)沿海即時海象預報技術之引進及開
發(4)藍色公路航線上海況分析。其成果分述如下：
在國外沿海遊憩觀光與安全資訊系統資料蒐集部分，經由網
路搜尋方式，蒐集國外遊憩觀光與安全資訊資料，顯示大部分的
單位或研究機構均著重在基本海氣象資料的蒐集、觀測及維護，
與數值模式之現報、預報等，其目的已經從維護航行安全逐漸擴
展到海上娛樂活動，在資料的散播與應用方式，已經發展到海氣
象資料的即時傳輸與虛擬實境，顯示提供正確的海氣象觀測與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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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資料為從事任何海上活動之根本。台灣四周海氣象複雜，常有
船難及溺水意外發生，基於事權的統一與整合的需要，台灣沿海
安全資訊體系之架構，應包括設立專責之海域安全資訊中心負責
系統運作，透過學研單位之技術支援與觀測單位之資料提供，並
配合主動通報、教育推廣及被動查詢之機制，始能充分發揮效
能，減少意外發生。
在行政配合與通報機制研擬方面，已完成系統未來輸出與接
收之行政協調，初步建議未來由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負責系
統之運作，及通報機制之研擬(包括通報方式、通報時機及通報
內容)。其中通報方式採主動及被動方式，主動通報在多點資料
傳輸方面利用個人簡訊及發送電子郵件，在特定點位傳輸方面則
採分封無線電服務(GPRS)、有線數據機等方式傳輸；通報時機
規畫平時每十二小時通報一次，有海上緊急事件發生時則以手動
調整通報時間，若遇颱風警報發佈時則利用定時蒐尋中央氣象局
網站之颱風資訊進行自動調整，並將通報時間改為每三小時通報
一次；通報內容之設計，除了即時觀測資料及數值模擬結果外，
為增加一般民眾之可讀性，依據船家訪談、專家意見與國外資料
初步研擬海上藍色公路航行及海上活動之舒適度安全指標、小帆
船及獨木舟之安全度指標等。
在近岸遊憩區海象即時與預報模擬展示系統建立方面，包括
利用POM及SWAN模式建置完成本區域之三維潮流及波浪模
擬，資料同化歷史資料之蒐集，並利用ArcIMS建置沿海遊憩安
全資訊系統。其中在潮流之計算結果顯示，模擬潮位之平均誤差
在竹圍為27公分、淡水河口30公分、麟山鼻13公分、龍洞40公分、
梗枋45公分、蘇澳22公分，而造成龍洞和梗枋有較大誤差的原
因，乃模擬所得之潮時略較實測資料提早所致。模擬潮流顯示，
北台灣潮流漲退潮間主要強流區出現在三貂角和富貴角海岸地
形轉折的附近海域，最大潮流流速可達1m/s(約2節)。
在近岸區波浪預報部分，其邊界條件取自中央氣象局NWW3
風浪模式及風場模式之計算結果，計算結果顯示，非定常狀態模
擬的波高值較定常狀態的結果更接近NWW3的推算值與實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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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週期部份推算值仍小於現場觀測值，而波場推算在5次迭
代後即趨於數值穩定。
在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建立部分，系統功能包括展示測站
之即時觀測資料、特定位置之模式計算值與觀測值套疊展示、模
式結果展示、自動定時發送會員簡訊功能等，其中簡訊內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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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用Surfer繪圖軟體，將數值模
式計算結果建置成地理資訊圖層，以便在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下，
與基本圖層及觀測站圖層整合，方便使用者查詢及展示。系統網
頁及簡訊內容亦可為下年度船舶及遊憩區展示通報系統建置所
用，而已建置之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也可以在下年度用來展示船舶
之即時位置。
在藍色公路航線上之海況分析方面，除分析探討北台灣藍色
公路發展現況及其面臨的營運問題外，並蒐集分析藍色公路附近
風、波浪及海流資料。
第二年度完成五個重點項目，包括(1)航線上即時海象預報
技術之引進與開發(2)資料同化技術的建立(3)沿海遊憩安全資訊
系統之建立(4)藍色公路資料通報系統之建立(5)沿海遊憩安全資
訊系統永續經營規劃及建議。其成果分述如下：
在航線上即時海象預報技術之引進與開發方面，在潮流部
分，根據「北台灣沿海潮流模式」利用POM模式之模擬結果，
依區域之潮流特性分為7個預報區段，分別為(1)淡水－三芝沿
海、(2)富貴角沿海、(3)金山－萬里沿海、(4)基隆－鼻頭角沿海、
(5)鼻頭角－三貂角沿海、(6)三貂角－龜山島沿海、(7)龜山島－
蘇澳沿海，各分區取代表計算點位作為該區航線上之預報值。在
近岸波場部分，以SWAN模式建置上述7個預報區段加上(8)龜山
島-頭城，共8個區域之定常狀態下之近岸波浪計算，網格解析度
可達200m。
在資料同化技術的建立方面，經由蒐集文獻進行同化方法之
評估後，在風浪模式部分，以NWW3模式為基礎開發副程式，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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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用最佳內插法(OI)、波能及波數進行資料同化；在潮流模式部
分則利用POM模式，以系集卡門濾波法(EnKF)進行水位資料同
化之技術建立。經過數值試驗(Twin experiment)及碧利斯颱風之
測試，已建立完成風浪模式NWW3之資料同化副程式，計算結果
顯示在大範圍之資料同化，仍能有效改善在颱風前偏低及颱風期
間偏高之原模式之計算結果，且更符合觀測資訊之變化趨勢，而
同化指標亦顯示資料同化之效果顯著，尤其在加入資料同化之觀
測站。在潮汐水位資料同化部分，將竹圍、淡水河口、麟山鼻、
龍洞、梗枋、蘇澳等6個潮位觀測資料同化注入北台灣沿海潮流
模式中，經測試當假設各站無偏(unbiased)之觀測誤差的標準差
和模式預報誤差的標準差均為1cm時，經資料同化技術後，模擬
所得的潮位分析值與未注入資料同化技術之模擬結果差異不
大。但當觀測誤差的標準差和模式預報誤差的標準差之值假定為
5cm和10cm，則模擬所得的潮位分析值與實測值的差異標準差約
自未同化之6~17cm降至4~10cm，顯示採用資料同化技術後確實
可提高模式模擬潮位的準確度。
在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之建立方面，完成建置方便使用者
使用之遊憩安全資訊預報網頁，包括系統首頁及航行、游泳、小
舟、風帆等海域遊憩活動，使用者由網頁即可直接進入不同海域
遊憩活動之網頁，取得該活動之安全資訊預報，或是進入原沿海
遊憩安全資訊系統網頁。另在淡水漁人碼頭志工室設立電子看
板，進行資訊系統對遊憩區輸出之測試，讓相關之預報及即時觀
測資訊得以透過網路線傳輸到熱門景點，供民眾參考使用。
在藍色公路資料通報系統之建立方面，完成藍色公路船舶及
資訊系統間相關資訊之雙向通報機制，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連結
上系統後，即可查詢欲追蹤船舶之即時位置，以及其所回傳之船
測資料。另完成安置於船上的船舶定位、船測資料回傳及接收雛
型系統之建置，可以將現在船隻位置及量測氣溫與溼度透過
GPRS回傳至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主伺服機上，而資訊系統所
產生之文字資料亦可透過GPRS傳回船上，提供操船者藍色公路
及所在海域之海象預報。

1-13

在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永續經營規劃及建議部分，藉由召
開資訊系統展示與座談會，廣徵專家學者之意見，研擬系統永續
經營所需之各項支援措施及未來發展方向。並擬將系統移轉至中
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繼續系統之開發測試，朝向作業化運轉
而努力。
海象災害預警雛型系統
即時資料觀測站資料傳輸
子系統
中央氣象局

海象數值模式
預報子系統

中央氣象局
大氣數值模式

NWW3風浪模式

水利署

POM潮流模式

區域性及航線海象
現報子系統
船舶觀測
航行船舶定位

航線海況分析
子系統

區域性及航線波浪
預報子系統

區域性及航線海流
預報子系統

資料同化技術建立

中央氣象局
海面水溫預報系統

即時資料庫子系統

展示及查詢子系統
即時資料查詢
子系統

資訊網路展示
子系統

本系統
其他未建置系統
其他已建置系統

安全指標子系統

通報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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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流程圖

1-3 計畫工作項目與內容
本計畫分年之工作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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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使用客戶

1.第一年度之工作內容
(1).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之建立
本研究擬以二個過去已發生之颱風為例，蒐集資訊中心及衛
星中心該颱風發生期間之風場資料，並與海域實測資料進行分析
比較；並透過網際網路，蒐集各種衛星遙測海面大範圍風場資
料，包括QuickSCAT、SeaWind、SSM/I及AMSR_E等資料。
(2).近岸海域海流(含潮流、洋流、風驅流)模式之建置
本研究計畫預定擷取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東亞邊
緣海(TAMS)海流數值模式」(範圍99~140°E、0~42°N，水平網
格為1/8°，垂直分層26層)之模式輸出結果作為台灣附近海域低頻
海流的月氣候平均值流場資料與水文資料，再加上本計畫第一年
之「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之建立」工作所獲得之風場資料，予以
建置一個包含潮流、洋流、風驅流之台灣周圍海域三維海流模式。
(3).建立中、小尺度風浪模式
由於風浪預報之輸入條件係來自於風場預報，而使用巢狀網
格的計算形態與使用近似解析度之風場輸入，使得風浪預報的開
始預報時間完全取決於風場預報的結束時間，在目前積極推展近
海波浪預報的任務下，造成近海波浪預報在時間上(下午二點)無
法滿足需求，因此現階段亟需檢討各個巢狀網格之適宜程度，首
先從各個模式之MPI模組建置開始，當各個模式在現有硬體設施
可以完全發揮計算效率的情形下，檢討各個中、小尺度巢狀網格
之規劃(由氣象局其他計畫執行)，使其在維持足夠的精度情形
下，可滿足中央氣象局之業務需求。
(4).強化「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
就既有之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工業技術研究院，
2004)，提升其通報功能，如增加簡訊接收人數、增加預報發送
頻率、規劃及洽商電子看板地點等，除此之外並推廣四個使用單
位。
(5).北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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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交通部「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建立」所建置
之海象預測技術與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並配合本計畫所增進
建立之近岸海域海流(含潮流、洋流、風驅流)模式(第一年度工作
項目2)、中小尺度風浪模式(第一年度工作項目3)、強化「沿海遊
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第一年度工作項目4)之成果，針對台
灣北部海域建置一組可作業化之海象預測技術，並運用於近海觀
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應用之資訊系統，以供中央氣象局作業
化預報台灣北部海域之海象(潮、波、流)資訊。
(6).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之營運規劃
規劃「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以資訊服務之方式，
結合海象測報中心現有之相關系統(如海岸災害查詢系統及潮汐
預報系統等)，在海象測報中心內成立專責編制之人員、設備，
訂定作業流程及評估可能之商業運轉機制。本項工作並將規劃此
系統用於支援其他單位(如海巡署、環保署等)與海域環境相關之
決策支援系統。

2.第二年度之工作內容
(1).南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建立
針對台灣南部海域建置一組可作業化之海象預測技術，並運
用於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應用之資訊系統，以供中央
氣象局作業化預報台灣南部海域之海象(潮、波、流)資訊。
(2).衛星遙測資料在近海安全應用之評估
本年度將針對第一年度所蒐集之衛星遙測海面大範圍風場
相關資料，就其載台及衛星遙測資料之技術面（包括資料適用性
及精度）、時效性（包括載台重複掃描時間、資料處理時間）、
空間解析度（Resolution）及其是否需使用費用，評估衛星遙測
資料在近海安全應用之可行性。同時，將蒐集可遙測海面溫度、
波高、水深及近岸地形地物之其他衛星遙測資料，以補足更多的
海象資訊及近岸地形地物資訊，達到海上活動安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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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網路版)建置
將 2002 年 由 工 研 院 以 Excel 2000 VBA(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巨集程式開發完成之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
統，進行網路版的建置工作，提升其系統功能，使其更符合海象
測報中心之業務需求。
(4).近海波浪預報研擬與測試
依據本計畫所推動更小尺度數值模擬研究成果，進行近海波
浪預報研究，並蒐集目前漁業預報之詳細作業程序，與小尺度波
浪數值模擬之研究成果相互比對，藉以了解其差異性並作適當修
正，以避免片面修正後造成使用者之困擾。
(5).波浪及潮流預報圖產生及編修系統建置（1/2）
本工作項目將在整體計畫的第二年開始建置波浪及潮流預
報圖產生及編修系統，讓預報員可以利用系統建置之功能，輕易
的編修模式產生之圖形，成為最終之預報圖，並可以由編修之結
果反求得相關之數值資料。特殊符號之繪製、圖形物件之編修、
數值資料之推估、以及最終之影像產生與出圖列印都將規劃在系
統中。
(6).定期系統維護工作
對於已建置之系統軟硬體設備進行定期系統維護工作，如硬
體設備維修更新、軟體版次升級、系統資料備份、執行效率調整
等。電腦硬體若有損壞則可以更換效率較高之最新零組件，若正
常運作則硬體之升級不在硬體設備維修之範圍內。軟體版次升級
以當初購買軟體時所訂定之相關版權合約為主，若符合升級則本
工作項目會進行軟體之重新安裝及測試作業。

3.第三年度之之工作內容
(1).東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建立
針對台灣東部海域建置一組可作業化之海象預測技術並運
用於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應用之資訊系統，以供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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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作業化預報台灣東部海域之海象(潮、波、流)資訊。
(2).建立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預測技術
利用潮流及波浪模式自行開發或是引進國外海上漂流物流
向分析預測模式，建立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預測技術，對於海上
漂流物之去向及發現之漂流物之可能起始漂流點進行機率分
析，提供搜救單位使用，增加漂流物尋獲及來源認定之準確性。
(3).海上活動舒適度安全指標之應用研究
本年度擬針對與一般民眾最切身相關之海上活動舒適安全
度指標著手，從人體科學角度切入進行深入研究，使其更適合作
為一般民眾從事海邊活動之參考依據。
(4).波浪及潮流預報圖產生及編修系統建置（2/2）
根據第二年波浪及潮流預報圖產生及編修軟體評估結果，引
進或開發波浪及潮流預報圖產生及編修系統，進行安裝測試後並
舉辦教育訓練，協助訓練海象測報中心人員使用該系統，以提升
現有預報圖之產生流程與方式。
(5).作業化服務系統之整合測試與成果發表
對於新建立完成包含區域預報、效能及精度之提升、資料的
彙整等之監測及預報服務系統，進行最終之系統整合測試，內容
包括系統之執行效率、預報準確性的初步評估、通報系統之到達
率、操作介面之正確性等。
(6).防救災決策支援系統之初步研擬
初步研擬包括防救災決策標準作業流程及防救災決策支援
系統規劃，以利後續建立一個輔助管理者制定各類半結構化決策
的電腦化系統。
(7)定期系統維護工作
對於已建置之系統軟硬體設備進行定期系統維護工作，如硬
體設備維修更新、軟體版次升級、系統資料備份、執行效率調整
等。電腦硬體若有損壞則可以更換效率較高之最新零組件，若正
常運作則硬體之升級不在硬體設備維修之範圍內。軟體版次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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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當初購買軟體時所訂定之相關版權合約為主，若符合升級則本
工作項目會進行軟體之重新安裝及測試作業。
本計畫全程之工作流程圖如圖1-3-1所示，第一年之工作流程則
如圖1-3-2所示，執行過程中將定期赴中央氣象局開會討論工作執行內
容。
衛星遙測資料
在近海安全應
用之評估

區域性風場整
合技術之建立
颱風期間海岸
災害查詢展示
系統(網路
版)建置

基本技術建立

近岸海域海流(含潮
流、洋流、風驅流)模
式之建置

波浪及潮流預
報圖產生及編
修系統建置
作業化服務系
統之整合測試
與成果發表

北部海域海象
預測技術建立

沿海遊憩安全
資訊系統

強化「沿海遊憩
安全資訊與監測
系統」

推廣、維護

定期系統維護工作

南部海域海象
預測技術建立

即時監測與通
報中心之營運
規劃

海上活動舒適
度安全指標之
應用研究

建立中、小尺
度風浪模式

東部海域海象
預測技術建立

防救災決策支
援系統之初步
研擬

建立海上漂流
物流向分析預
測技術

近海波浪預報
研擬與測試

圖1-3-1 全程計畫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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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應用推廣

未來規劃

技術建立

區域性風場整
合技術之建立

近岸海域海流(含潮
流、洋流、風驅流)模
式之建置

未來規劃

即時監測與通
報中心之營運
規劃

建立中、小尺
度風浪模式

技術建立

沿海遊憩安全
資訊系統

強化「沿海遊憩
安全資訊與監測
系統」

北部海域海象
預測技術建立

圖1-3-2 第一年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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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應用推廣

1-4 工作時程

第 期(末 月

第十月

第九月

第八月

第七月

第六月

第五月

第四月

第三月

第二月

第一月

工作項目

備
註

)

一、區域性風場整合
技術之建立
(1).氣象局風場蒐集分
析
(2).衛星遙測風場資料
蒐集

二、近岸海域海流
(含潮流、洋流、風
驅流)模式之建置
三、建立中、小尺度
風浪模式
(1).MPI 模組建置
(2).風浪模式整合應用

四、強化「沿海遊憩
安全資訊與監測系
統」
五、北部海域海象預
測技術建立
六、即時監測與通報
中心之營運規劃
七、期初報告
八、期中報告撰寫
九、期末報告撰寫
工作進度估計百分比
(累積數)

預定查核點

5

15

25

35

45

55

65

75

85

100

第一季:完成衛星遙測風場資料蒐集
第二季:完成風浪模式MPI模組建置、期中報告撰寫
第三季:完成區域性風場整合分析、強化「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
第四季:完成報告書

說明：(1)工作項目請視計畫性質及需要自行訂定。預定進度以粗線表示其起訖日期。
(2)「工作進度百分比」欄係為配合管考作業所需，累積百分比請視工作性質就以上因素擇一估
計訂定：
1.工作天數 2.經費之分配 3.工作量之比重 4.擬達成目標之具體數字。
(3)每季之「預定查核點」
，請在條形圖上標明※號，並在「預定查核點」欄具體註明關鍵性工作
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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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畫預期成果及效益
本計畫第一年度執行完成後預期達到之具體成果如表1-5-1所
示：
表1-5-1 第一年度具體成果
工作項目
具體成果
驗收標準
一、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之
建立
(1).氣象局風場蒐集分析 氣象局現有風場模式十公 由報告內容驗收，報告
尺風場比較分析(二個颱 內容需包括二個颱風中
所有氣象局風場模式及
風)
測站之比較分析圖及結
論
(2).衛星遙測風場資料蒐 各種衛星遙測海面上大範 由報告內容驗收，報告
集
圍風場資料之蒐集
內容需包括
QuickSCAT、SeaWind、
SSM/I及AMSR_E等衛
星風場資料之蒐集
二、近岸海域海流(含潮流、 可定時自動作業化海潮流 模式需安裝測試成功於
洋流、風驅流)模式之建置 數值模式(網格不大於1/8 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指
定之電腦，並附模式操
度)
作手冊
三、建立中、小尺度風浪模
式
(1).MPI 模組建置
NWW3風浪模式MPI模組 需於氣象局海象測報中
建置
心指定之電腦安裝測試
完成，並附測試報告
(2).風浪模式整合應用
需於氣象局海象測報中
心指定之電腦安裝測試
完成，並附測試報告
四、強化「沿海遊憩安全資 規劃一處電子看板架設地 由報告內容驗收，內容
訊與監測系統」
點，推廣系統之使用至四 需包括一處電子看板架
個單位
設地點之規劃(並附訪談
會議記錄)及與四個使用
單位之連結測試(附測試
記錄)
五、北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 台灣北部海域之海象作業 GIS 系 統 需 建 置 於 氣 象
建立
化預報系統建立
局海象測報中心之電
腦，並附操作手冊及系
統功能清單
六、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之
由報告內容驗收，規劃
營運規劃
項目需包括人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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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營運之標準作業
流程，評估可能之商業
運轉機制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可由近程與長程兩方面來說：
近程效益：
(1).提昇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近海海象預報能力與作業化預報之
效率，使其能夠更準確的掌握台灣周邊之詳細海象條件，而經由
整合即時海氣象觀測資料及作業化海象數值模擬之預測結果，能
即時、準確、快速預報近岸區域之實際海象狀況，足以提供作為
海域觀光遊憩、防救災及航行安全之應用。
(2).藉由模式MPI模組之建立與巢狀網格適宜性分析，能在兼顧效率
與準確度之情形下，提供近岸風浪之預報，而海流模擬之建立、
風場之修正與衛星遙測資訊之引入，均將增加數值模擬之準確
度，強化本系統之可靠度。
(3).作業化軟體的建置與網路版資訊軟體的升級有助於作業化預報效
率之提昇與相關資訊的傳播，可加速拓展服務層面，使得相關有
用資訊可以服務更多使用者。
(4).在資訊系統的輸出推廣下，可由網路、個人通訊、船舶通訊及景
點展示等技術將預報海象資訊落實於一般大眾，以達到資訊推廣
的目的，將使得社會大眾更易掌握即時與預報之最新資訊，可作
為遊憩活動規劃之參考依據，大大提升國人使用海洋資訊的機
會，當可促進海洋觀光產業的發展。
(5).擴展沿海遊憩及海上航行之通報及展示系統之應用，使沿海遊憩
區及海上航行船隻，均能預先獲得準確之即時與預測之海氣象狀
態，增進海上交通及沿海遊憩之安全。
(6).系統之持續維護有助於系統之穩定與功能之發揮，而成果發表更
將有助於成果的展現與宣導，使得相關努力成果得以獲得上級長
官的認同，對於未來海象測報中心相關業務的推廣及經費的爭取
均有正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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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效益可包含觀光之災害預防、救難及環境等方面，茲分別說
明如下:
(1).提昇海洋觀光休閒品質，促進沿海觀光產值之增長
近年來海上活動及海釣娛樂逐漸受到國人之喜好，海況之提供當
可減少落海溺斃等不幸事件之發生，進而促進民眾親海之意願、吸引
沿海觀光人潮，促進沿海觀光產值之增長。
(2).輔助海上急難救助行動，提高救難搜尋成功機率
當發生船隻失蹤、漁民落海及海上活動遊客失蹤案件，預報系統
可以提供救難搜尋單位訂定海域救難等級以及研判失蹤船隻或人員
可能之位置，用以鎖定搜救範圍，提高救難搜尋成功機率。
(3).預警海域環境污染，對生態及觀光產業之衝擊
在漏油事件污染海域方面，系統之建立可以預測油污之走向，使
近岸之觀光遊憩區能做好防範工作，減少事件對近岸海域環境生態及
觀光產業發展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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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之建立
2-1 氣象局風場蒐集分析
目前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用於風浪預報之風場，包括RC(網
格精度45公里)、MC(15公里)及HC(5公里)，係由該局大氣數值模式之
低層風場所提供，此模式預測值最接近海面上之高度為四十公尺，而
風浪預報所需之風場為海面十公尺高之風速資料，因此乃藉由外插方
式求得海面十公尺高之風速。
另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為短期降雨預報(3~12hrs)亦已建立涵蓋
台灣之MM5風場模式，本研究蒐集過去已發生之颱風預報風場，包
括資訊中心之HC風場及衛星中心之風場，並與海域實測資料進行分
析比較。

2-1-1 資訊中心風場
海象測報中心用於風浪預報之風場，係由該局非靜力(NFS)
數值模式之低層風場所提供，此模式預測值最接近海面上之高度
約為四十公尺，而風浪預報所需之風場為海面十公尺高之風速資
料，因此藉由外插方式求得海面十公尺高之風速(U10m)，其推算
的方法如下所述：
U10m=Ukk*factor

(2-1-1)

Ukk 為模式最底層的風速，factor =

d3
wk1

，其中d3=d1*d2，

wk1=c1*c2，而d1、d2、c1、c2之定義如下：
d1 (

c1 (

d 4 z0
log
z0

H
z0
log 10
z0

)2

(2-1-2)
)2

(2-1-3)

其中 =0.4，z0為地表粗糙度(roughness)，其數值介於0與1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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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 AM1*Tkk/g，d4是以模式最底層的溫度(Tkk)所推導出的高
度，g是重力加速度，AM1是靜力穩定矩陣。H10 =10公尺。
假設大氣是穩定的(rib 0)，rib是大氣穩定指數，則
d2

c2
1

1
bb * 2 * rib

(2-1-4)

1 dd * rib

其中bb=5，且dd=5。
若大氣是不穩定的(rib < 0)，則
d2 1

bb * 2 * rib
1 bb * cc * 3 * tmp * d1
rib * d 4
。
z0

其中cc =7.5, 且 tmp
c2 1

(2-1-5)

bb * 2 * rib
1 bb * cc * 3 * tmp * d1

其中 tmp

(2-1-6)

rib * H 10
。
z0

目前的作業方式係調整 z0、bb、cc、dd的數值，來測試U10m
在不同天氣系統的推導結果，進而觀察其對浪高的預測效果是否
有改善。

2-1-2 衛星中心風場
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為短期降雨預報建立涵蓋台灣之MM5
風場模式，計算範圍的四個頂點為：(113.6E, 29.26N)、 (128.19E,
29.26N) 、 (114.28E, 17.5N) 及 (127.50E, 17.46N) ， 中 心 點 為
(120.91E, 23.578N)，如圖2-1-1所示，計算網格間距為九公里，
水平網格數為153

141。該模式之起始條件亦來自於該局非靜力

(NFS)數值模式之分析場，但由衛星中心加入其他觀測資料進行
客觀分析，形成所謂的LAPS初始場，再利用MM5風場模式進行
24小時之預報計算。
MM5模式在垂直方向採用 座標，共分30層，定義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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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s

pt
pt

(2-1-7)

其中p為大氣壓力，pt為大氣上層之大氣壓力，pt =100 hpa，ps為
海平面之大氣壓力，當p=ps時 =1，p=pt時 =0。
垂直30層之 值分佈如下：
1.00 0.99 0.98 0.97 0.96 0.94 0.92 0.90 0.88 0.86 0.83 0.80 0.77 0.74
0.71 0.68 0.65 0.62 0.58 0.54 0.50 0.45 0.40 0.35 0.30 0.25 0.20 0.15
0.10 0.05 0.00

若以颱風為例，當海平面大氣壓力為900 hpa時，倒數第二層之
壓力為892 hpa，則最下層之壓力差為8 hpa，厚度約為80公尺。

圖2-1-1 MM5計算範圍及2004/07/01風場分佈圖

2-1-3 風場比較分析
前二節所敘述之風場均來自於NFS風場，不同的是衛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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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再蒐集其他觀測資料進行客觀分析，得到LAPS初始場，再利
用MM5風場模式進行24小時之預報計算，而資訊中心則繼續進
行預報，因此若欲比較二風場模式之差異性，則必須考慮在預報
場的基礎上。
表2-1-1顯示中央氣象局現有波浪測站浮標之基本資料，所
有浮標測站之風速量測均位於海平面上2m的位置；而所有風場
模式之風場為風浪模式所需，其規格通常為海平面上10m高的風
速，基於現階段可利用之預報風場資料有限，故假設颱風期間海
平面上2m及10m高之風速差異不大的情形下，比較此三種資料的
差異性。
目前蒐集的颱風風場資料包括2004年7月1日(UTC)敏督利
(MINDULLE)中度颱風及2004年8月24日(UTC)艾利(AERE)中度
颱風各一天之風場預報資料，2005年8月之瑪莎及珊瑚颱風。圖
2-1-2及圖2-1-3為敏督利颱風及艾利颱風的遷移路徑圖，目前資
料涵蓋的時段為颱風眼逐漸接近台灣陸地的時間。圖2-1-4至圖
2-1-7為敏督利颱風及艾利颱風各一天之風速風向比較圖，其中
現場觀測資料除七股樁為每小時觀測一次外，其他觀測浮標為每
二小時觀測一次，而MM5模式留有每小時預報風速的資料，但
NFS風場模式（HC，解析度0.05度）僅存有每三小時一次之預報
風速資料。由於資料的時間點並不一致且樣本數太少，僅從圖上
之變化趨勢窺其特性。
在風速資料方面，圖中顯示在大多數測站中，除了花蓮測站
及敏督利颱風時之七股測站外，MM5模式計算所得之風速均為
三者最大，其次為現場觀測風速，最後為NFS計算風速。花蓮測
站在敏督利颱風時，觀測值仍大於NFS計算風速，但MM5模式計
算風速在10-15時卻低於觀測值及NFS計算風速；而在艾利颱風
時，MM5模式計算風速值仍然最大，但NFS計算風速值卻大於觀
測值。七股測站則在敏督利颱風接近時，大於13小時的時段有較
不規則之特性分佈。在風向資料部分，敏督利颱風時段，除了七
股及鵝鑾鼻測站小於10時前的時段外，MM5模式計算風向均與
觀測值較為接近；而在艾利颱風時段，除花蓮測站外，二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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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計算結果較為相近。
本研究另蒐集海象測報中心利用NFS不同解析度之分析風
場進行敏督利颱風之研究，圖2-1-8至圖2-1-11為龍洞及龜山島的
比較結果，其中SWAN-3所使用的風場解析度與本研究之NFS計
算風場一致。龍洞測站在7月1日之SWAN-3分析風場較實測值為
小，與前所述之預報風場趨勢一致，但有時間位移，其計算的波
高較實測值略微偏高；龜山島測站之風場亦有類似情形，分析風
場較實測值為小，但波高計算值與實測值十分穩合。而利用較大
的風速值計算之波高亦偏大，如NWW3-1及NWW3-2使用之風
場。
今年瑪莎及珊瑚颱風之遷移路徑如圖2-1-12及2-1-13。圖
2-1-14及圖2-1-15為各測站三種風速之比較圖。由於資料較為齊
全，利用下列統計參數以了解不同風場與實測風速之差異：
平均偏差(BIAS：the mean bias error)
BIAS

1
N

Pi

Oi .

均方差(RMS：root mean square error)
RMS

1

1
N

Pi

Oi

2

2

相關係數(CR：correlation coefficient)
Pi

CR
Pi

P

2

P Oi

O

Oi

O

2

1

2

散射指數(SI：scatter index)
SI

RMS
O

其中N是資料點數， P 是風場Pi的平均值， O 是觀測資料Oi
的平均值。表2-1-2及表2-1-3為上述統計參數之計算結果，表中
之平均偏差顯示在所有的測站，NFS(0.05度)之風速大都小於觀
測值，而MM5之風速在其中5站都大於觀測值，其餘3站雖小於
觀測值但仍大於NFS(0.05度)之風速，此與敏督利颱風及艾利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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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的比較結果一致；而絕對值較小之平均偏差都具有較小之均方
差，顯示風場大都分佈在觀測值一側；相關係數普遍都在0.7以
下，顯示海上風速的預報值與觀測值之變化趨勢並不十分吻合，
可能與海上觀測風速並未加入預報處理有關。如第四章瑪莎颱風
在龍洞之波浪預報及重現之計算顯示，其平均偏差顯示計算值略
大於觀測值，且相關係數達到0.92，而計算用的NFS風場較觀測
值小，但MM5風場均大於觀測值。
本研究項目之目的，主要在評析二種風場模式何者可以提供
較佳之風浪模式之輸入條件。綜合上述之結果發現，大部分測站
風速值之大小排列依序為MM5預報模式、觀測值、NFS(0.05度)
預報模式。以龍洞及龜山島為例，若預報值(1天)與分析風場之
變化趨勢相近，則普遍風速較小之NFS(0.05度)預報模式所提供
之風場，計算之波高與實測值相近，而普遍風速較高之MM5模
式，自然會計算出更偏高之波高，一如NWW3-1及NWW3-2模
式。至於其他測站，SWAN-3並未進行相關的波浪驗證比較，暫
無法從中得到相似結論。
然而NFS(0.05度)之風場係採用外插方式處理海平面10m高
之風場，而MM5模式則採用內插方式處理，但因10m高之位置較
接近海平面，因此主要仍受海平面風速的影響，而經由比較顯
示，MM5模式在海上測站之計算風速仍有普遍偏大的趨勢，研
判可能與 座標最底層之間隔及海平面邊界風場之處理有關。故
由上述之比較顯示，在東北部海域使用NFS(0.05度)之颱風風場
應能使風浪模式之計算結果更接近風浪量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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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中央氣象局現有波浪及海上風速測站一覽表
代碼
名稱
46694A 龍洞浮標

位置
25°05'46"N
121°55'24"E
46699A 花蓮浮標
24°02'08"N
121°37'51"E
46706A 蘇澳浮標
24°37'10"N
121°52'48"E
46708A 龜山島浮標 24°50'52"N
121°55'34"E
46714B 小琉球
22°24'13"N
120°20'46"E
46714C 小琉球
22°24'13"N
120°20'46"E
46714D 小琉球浮標 22°18'50"N
120°21'05"E
46730B 東吉島
23°15'00"N
119°41'46"E
46730C 東吉島 C
46741A 七股樁
23°05'37"N
120°00'25"E
46744A 大鵬灣浮標 22°25'00"N
120°26'02"E
46757B 新竹浮標
24°46'43"N
120°52'48"E
46759A 鵝鑾鼻浮標 21°54'02"N
120°49'53"E
46761D 成功
23°07'48"N
121°25'14"E
46787A 金門浮標
24°22'47"N
118°24'52"E

風速量測高度 備註
2m
龍洞遊艇港東南東方3公里水深32米處
2m

花蓮七星潭外海0.5公里，水深30公尺

2m

蘇澳港北方三海浬水深二十三公尺處，距
岸邊
水深20米處

2m

琉球嶼烏鬼洞西南方1公里，水深23公尺
處。
琉球嶼烏鬼洞西南方1公里，水深23公尺
處。
琉球嶼海子口外海西南方約700公尺佈放
水深?
東吉島氣象站東方3公里，水深44公尺處。

2m

2m

東吉島氣象站東方3公里，水深44公尺處。
七股頂頭額沙洲西方約2公里水深15公尺
處
大鵬灣外海4公里，水深26公尺處。

2m

新竹香山外海1.5公里，水深22公尺。

2m

墾丁南灣處香蕉灣外海水深44米處

2m

料羅灣港外海水深22米處

2m

表2-1-2 瑪莎颱風期間風速統計參數比較表
站名
統計參數

BIAS
RMS
CR
SI

大鵬灣
MM5
NFS
-3.28
-5.30
4.64
6.05
0.22
0.25
0.33
0.44

龍洞
MM5
2.05
5.22
0.33
0.64

新竹
NFS
-5.79
6.56
0.68
0.80

MM5
-1.36
3.87
0.56
0.43

NFS
-4.88
5.51
0.40
0.61

表2-1-3 珊瑚颱風期間風速統計參數比較表
站名

大鵬灣
NFS
統計參數 MM5
BIAS -1.32 -4.86
RMS 2.90 6.03
CR
0.83 0.67
SI
0.27 0.56

龍洞
MM5 NFS
3.45 -6.85
4.36 7.11
0.31 0.32
0.44 0.71

新竹
MM5 NFS
4.34 -1.37
6.23 2.22
0.20 0.10
1.96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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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
MM5 NFS
1.19 -2.43
5.36 2.78
0.45 0.88
0.46 0.24

花蓮
MM5 NFS
2.84 -2.42
4.08 2.92
0.01 0.38
0.88 0.63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圖2-1-2 敏督利颱風路徑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圖2-1-3 艾利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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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4 各測站風速比較圖(2004/07/01(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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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 各測站風向比較圖(2004/07/01(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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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6 各測站風速比較圖(2004/08/24(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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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各測站風向比較圖(2004/08/24(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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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圖2-1-8 龍洞測站風向比較圖（敏督利颱風，分析風場）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圖2-1-9 龍洞測站風速及波高比較圖（敏督利颱風，分析風場）

2-13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圖2-1-10 龜山島測站風向比較圖（敏督利颱風，分析風場）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圖2-1-11 龜山島測站風速及波高比較圖（敏督利颱風，分析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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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圖2-1-12 瑪莎颱風路徑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網站

圖2-1-13 珊瑚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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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4 瑪莎颱風各測站風速比較圖(2005/08/03(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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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5 珊瑚颱風各測站風速比較圖(2005/08/12(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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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5(續) 珊瑚颱風各測站風速比較圖(2005/08/12(UTC))

2-2 蒐集海面大範圍衛星遙測風場資料
風浪預報的準確度與海面風場的正確性有很大的關係，偏偏海面
風場資料十分缺乏，因此本研究在今年度希望透過網路來蒐集目前利
用衛星遙測方式量測海平面風場的資料，並作為下一年度分析評估之
依據。
RSS( Remote Sensing Systems )是一家專門研究、處理由衛星微波
感 測 器 所 蒐 集 到 的 微 波 資 料 之 企 業 公 司 。 PO.DAAC(Physical
Oceanography 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 )是負責收集分發有關

2-18

海洋自然狀態的資料庫中心，資料庫中各種資料的獲得也來自於衛星
載台感測器。本計畫海面大範圍衛星遙測風場資料之蒐集，資料來源
即來自於RSS公司網站http://www.remss.com/及PO.DAAC中心網站
http://podaac.jpl.nasa.gov/ftp/index.html/，風場資料包含QuickSCAT、
SSM/I、AMSR_E、NSCAT及SeaWind等資料。以下分別敘述之：
1.QuickSCAT資料
如圖2-2-1。QuickSCAT衛星於1999/6/19發射升空，為一繞
極軌道太陽同步衛星，每繞地球一周約為101分鐘，每天經過台
灣上空約2次，早晚各一次，其衛星高度約800公里。衛星上的
SeaWinds儀器是一種特殊的微波雷達可測量海面上約10公尺的
風速及風向，網格大小為0.25°×0.25°或25 km×25 km，資料精度
為風速 2 m/s、風向 20°。該資料經取得、處理後提供的時間與
實際的觀測時間約有2至3小時的延遲。目前資料庫擁有1999～迄
今，包含全球每天、3天、每周及每月平均的風速及風向資料。
目前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已自2005年1月1日起開始擷取資
料進行衛星遙測風場之研究，其範圍為經度0～360度，緯度-90
～90度。

圖2-2-1 QuickSCAT 2005/01/24東南亞（包括台灣）海面風場資料（風
速及風向）

2.SSM/I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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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2-2-2。DMSP(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
主要任務為設計、建造、維持衛星監測海氣象及太陽至地球間的
物理環境。SSM/I資料其主要載台為DMSP計畫下發射的六顆衛
星F08(1987/7～1991/12)、F10(1990～1997)、F11(1991～2000)、
F13(1995～迄今)、F14(1997～迄今)及F15(1999～迄今)，每一顆
衛星皆為繞極軌道太陽同步衛星，衛星高度約830公里，每繞地
球一周約為101分鐘，每天經過台灣上空約2次，早晚各一次。衛
星上的SSM/I(Special Sensor Microwave/Imager)儀器是一種特殊
的 微 波 感 測 器 ， RSS 產 生 之 SSM/I 資 料 是 NASA’S Pathfinder
Program部分的產物，在經由RSS利用整體物理算數求得海面上
約10公尺的風速資料，網格大小為0.25°×0.25°。目前資料庫擁有
自1987年迄今的資料，包含全球每天、3天、每周及每月平均的
風速及風向資料。

圖2-2-2 SSM/I 2005/01/24東南亞（包括台灣）海面風速資料

3.AMSR-E資料
如圖2-2-3。Aqua拉丁文的意思為水，為NASA地球科學衛
星，主要任務為收集地球水循環的資訊。此衛星於2002/5/4發射
升空，為太陽同步近極軌道衛星，攜帶包括AMSR-E(Advanced
Microwave Scanning Radiometer for EOS)等6個感測器。衛星高度
為705公里，每繞地球一周約為99分鐘，每天經過台灣上空約2
次，早晚各一次。RSS產生之AMSR-E資料有兩階段，第一階段

2-20

在資料接收到後盡可能在數小時處理為可用之資料；第二階段為
進一步處理使資料精確度更提昇，大約2天內將會更新其資料。
AMSR-E資料中之風速資料為海面上約10公尺的風速資料，網格
大小為0.25°×0.25°。目前資料庫擁有自2002/6開始迄今的資料，
包含全球每天、3天、每周及每月平均的風速資料。

圖2-2-3 AMSR-E 2005/01/24東南亞（包括台灣）之海面風速資料
4.NSCAT資料
其載台為ADEOS衛星，於1996/8發射升空，但於1997年失去
動力，僅有6個月(1996/9～1997/6)之資料。
5.SeaWind資料
其載台為ADEOS-II衛星，於2002/12/14發射升空，但於2003
失去動力，僅有6個月(2003/4～2003/10)之資料。
綜合上述（如表2-2-1），QuickSCAT除了同時擁有風速及風向
資料，為具備較完整之風場資料外，且處理速度較快，將是監測海面
風場不可或缺的資料庫。SSM/I則是具備有涵蓋時間最長（1987～迄
今）且資料最多（同一天最多有6份資料，現在有3份資料）的風速資
料。由於上述資料網格點大小皆相同，因此，在同時擁有這些資料時，
不僅能提高時間解析度且可補足空間上漏失之資料，達到海面大範圍
風場監測的目的。

表2-2-1 各種海面大範圍衛星遙測風場資料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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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載台

資料
QuickSCAT QuickSCAT

AMSR-E

F08 、 F10 、
F11 、 F13 、
F14、F15
Aqua

NSCAT

ADEOS

SeaWind

ADEOS-II

SSM/I

解析度

涵蓋時間

0.25° 1999~迄今
25公里

載台繞地球
一周時間
800公里
101分鐘

載台高度

資料
風速
風向

0.25°

1987~迄今

830公里

101分鐘

風速

0.25°

2002/6~迄今

705公里

99分鐘

風速

50公里
0.5°
25公里
0.25°
25公里

1996/9~
1997/6

830 km

100.8分鐘

風速
風向

2003/4~
2003/10

800公里

101分鐘

風速
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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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近岸海域海流(含潮流、洋流、風驅流)
模式之建置
海流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的應用上，基本的需
求是提供一份可靠且可作業化預報的台灣附近海域海流資訊系統，作
為近海遊憩觀光、防災、搜救決策及航行安全之參考。海流的預報可
根據歷史的觀測資料分析，配合即時的海氣象條件而予以推估。但由
於我國海域除了極少數地點(如敏感海岸、國際港港口、或特殊地點
等)以觀測樁、浮標、錨碇串等方式進行長期海流觀測外，多數區域
並沒有長期定點的海流觀測歷史資料可供作分析預報使用。另一種海
流的預報方法乃是利用數值模式配合給予的氣海象條件，以電腦計算
推估整個模擬海域的海流狀況。這種方法因電腦計算速度的提升，廣
泛地運用在國內外海流資訊提供者，如美國近岸海域預報系統
(Coastal Ocean Forecast System，簡稱COFS)、物理海洋即時系統
(Physical Oceanographic Real-Time System，簡稱PORTS)、我國台灣
海峽即時預報模式計畫(Taiwan Strait Nowcst Model Study，簡稱
TSNOW) 、 海象 災害 預警 雛型系 統(Prototype of Maritime Hazard
Warning System)、台灣環島海象預報系統(Taiwan Coastal Operational
Modeling System，簡稱TaiCOMS)等。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自民國九十年起，推動「海象災害預警雛型系
統建立」及「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建立」計畫。研究成果
中之「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與「北台灣沿海潮流模式」已技術移
轉至中央氣象局，此二模式分別可模擬預報台灣周圍海域
(117~125 E，18~27 N)和北台灣沿海(121~122.5 E，24~26 N)之潮流
與潮位。但由於此二模式僅針對於潮流部分進行預報模擬，在非潮流
主導之海域(如台灣東部海域)則與實際海流狀況有所差異，因此於本
計畫中將建立一個包含潮流、洋流、風驅流的近岸海流數值模式，以
獲得較符合實際海流流況的模擬結果，作為提供台灣附近海域海流資
訊的預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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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將以3-1節「台灣周圍海域流況概述」、3-2節「近岸海域
海流模式建置方法」兩個章節，分別說明近岸海域海流模式建置之成
果。其中3-2節又分別以所使用的普林斯頓海洋數值模式、東亞邊緣
海模式資料、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成果、NFS風場資料、近岸海域
潮流、洋流、風驅流合成流場等項目，說明近岸海域海流模式建置之
成果。

3-1 台灣周圍海域流況概述
台灣周圍海域包含西側的台灣海峽、北側的東中國海的陸棚與陸
坡海域、東側的太平洋、南側的呂宋海峽、以及西南側的南中國海東
北部海域。由天體運轉因萬有引力所引發之大洋潮波，自東側太平洋
傳播到台灣近岸海域，因地形與水深的變化影響，造成台灣周圍海域
各地之潮流型態與大小有明顯的差異。台灣東岸終年有黑潮
(Kuroshio)經過，因此黑潮流徑、流幅、流速強弱的改變，也將影響
著台灣周圍海域流場的變化。台灣地區夏季吹西南季風、冬季吹東北
季風，風場季節變化明顯，因此週遭海域的流場也受季風影響而有季
節性的變化。
早期對台灣附近海域的潮波傳播研究均認為是從太平洋向大洋
西岸傳播前進，折射後自台灣海峽南北開口進入交會(王，1989)，受
到台灣海峽邊界束縮影響造成潮汐振幅增大，而增加比例半日潮遠大
於全日潮(Hwung et al, 1986；陳與黃，1990)，在台灣東岸則潮流變化
並不明顯。近期對台灣海峽的半日潮波運動有不一樣的研究結論，Lin
el al. (2000)利用淺水長波概念之數值模式結果，指出台灣海峽東側潮
差與潮型的變化，是因為半日潮波由台灣海峽南北向中部匯入所產生
潮汐協振盪波之共振現象。Jan el al. (2002)也是利用數值模式探討台
灣海峽內的潮波運動，卻認為半日潮波是自北向南傳播，受到海峽南
端水深急劇變深的影響而產生反射，因此在海峽東側造成近似駐波的
現象。至於台灣海峽內全日潮波一般均認為是自北向南傳播的前進
波，但是這個推論尚未利用適當觀測資料而予以驗證。除半日潮與全
日潮之外，台灣海峽的潮位能譜顯示於1/3日及1/4日頻帶處有明顯的
倍潮(overtide)與複合潮(compound tide)存在(王，1989；陳和黃，1990；

3-2

楊等1996)。
台灣附近主要的洋流為黑潮，黑潮起源於太平洋北赤道洋流
(North Equatorial Current)，當向西流動的北赤道洋流受到菲律賓呂宋
島的阻擋分列為兩支，一支往南流為民答那峨流(Mindanao Current)，
另外一支向北流則是黑潮。早期Nitani (1972)利用1924 1934年間所有
研究船、商船和軍艦在台灣周圍海域實施海流測量的統計結果，繪出
夏季和冬季的表層流場分布(圖3-1-1)，並指出黑潮主要是沿著台灣東
岸和東中國海陸坡而北流。在台灣東邊，黑潮的流幅寬度約100公里，
最大流速約為100 cm/s，流徑約平行於台灣東岸且沒有明顯的季節變
化。在台灣周圍海域海流出現較顯著季節差異之處，主要是在呂宋海
峽和台灣海峽北部。在冬季黑潮支流經由台灣南方的呂宋海峽入侵南
中國海，在夏季則部分來自南中國海的海水流入黑潮。在台灣海峽內
於澎湖群島南側無論冬夏季海流均為向北流；但在澎湖群島以北，夏
季向東北流、冬季向西南流。

圖3-1-1 台灣周圍海域流況分佈圖
(左圖為夏季，右圖為冬季，圖中標示流速大小之數字單位為節。
資料來源：Nitani，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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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風場以季風為主，夏季吹西南季風，
冬季盛行東北季風，因此台灣周圍海域流場易受季風影響，而有季節
性變化。例如詹(1995)將台灣海峽內的流場季節變化歸納成6個型態，
第一個型態為冬末春初之際，東北季風減弱，沿著中國大陸海岸南下
的大陸沿岸流減弱，而原本堆積在澎湖水道南部的高鹽度溫暖海水有
機會越過雲彰隆起沿著台灣西岸往北流；第二個型態大約在春天，西
南季風斷續吹起，海流自澎湖水道進入台灣海峽後，在雲彰隆起的西
側會先以順鐘向彎曲的方式繞過，然後在雲彰隆起的北側再以反鐘向
的方式靠向台灣西岸，直到桃園再脫離海岸轉向西北；第三個型態在
夏季，西南季風增強，經澎湖水道流入台灣海峽的流量大增，其底層
海流受雲彰隆起阻擋，偏向西北而流向台灣海峽北部西側底層，表層
海流則越過雲彰隆起繼續往北；第四個型態為夏末秋初，受到澎湖水
道裡的密度分層狀態增強，致使海峽北部的表層海流加速；第五個型
態為秋冬交替之際，東北季風大吹，澎湖水道內北向的流量大減，大
陸沿岸流向南擴展；第六個型態是隆冬時，強勁的東北季風驅動出較
強的大陸沿岸流，使原本在澎湖水道內北向的海流因而受阻，堆積在
澎湖水道南部，僅在東北季風減弱或暫停時，方能越過雲彰隆起往北
流。
近年Liang et al. (2003)利用我國船載式都卜勒流剖儀(Shipboard
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簡稱Sb-ADCP) 1991~2000年間之海
流歷史觀測資料，以及12組定點錨碇海流時間序列觀測資料，研究分
析台灣周圍海域上層(水深<300公尺)海洋之海流分佈狀況。圖3-1-2為
以Sb-ADCP歷史觀測資料所合成出水深30 m與水深100 m之海流空間
分布圖，配合定點錨碇的海流時間序列觀測資料，顯示黑潮分支終年
經台灣南部的呂宋海峽流入南中國海，其中部分的黑潮分支再經由呂
宋海峽北部(靠近台灣南端)處流出南中國海而匯入黑潮主軸。在台灣
東南海域黑潮有兩個較強的流速核心，隨著黑潮向北流動而逐漸合而
為一。沿岸北上的黑潮經宜蘭海脊後，逐漸轉向沿著台灣東北方的大
陸斜坡而偏離台灣陸地。在台灣東北方的大陸斜坡處，部分黑潮分支
脫離主軸而進入東中國海陸棚海域。在呂宋海峽西方進入南中國海的
黑潮分支，部分向北流入台灣海峽。在台灣海峽內，除了靠近中國大
陸岸邊有向南的海流外，其餘地區之海流主要是向北流動。台灣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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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北向的海流在海峽北部有部分黑潮分支沿著台灣北部海岸而匯入
黑潮主軸。

圖3-1-2 Sb-ADCP歷史觀測流速資料所合成之台灣周圍海域海流空間
分佈圖
(左圖為水深30 m處，右圖為水深100 m處。
資料來源：Liang et al.，2003)
圖3-1-3顯示水深30 m於西南季風和東北季風時期以Sb-ADCP歷
史觀測流速資料所合成之台灣周圍海域海流空間分佈。由於冬季東北
季風強勁，台灣海峽內海況不佳，研究船較無法至此區作業，因圖中
東北季風時期台灣海峽內的Sb-ADCP資料量較少。流場季節變化較為
顯著的區域，包含呂宋海峽、台灣東北海域以及台灣海峽。在東北季
風時期呂宋海峽內黑潮流入的角度較西南季風時期大。在西南季風時
期，台灣東北海域大陸棚邊緣出現一個小的反鐘向渦旋，中心位置大
約在25.5 N、122.5 E；但在東北季風時期，反鐘向渦旋消失且黑潮流
徑會較靠近大陸棚。在台灣海峽內，東北季風時期的海流流速較西南
季風時期弱，但兩個季節內的海流流向都主要為北向流。Sb-ADCP
在東北季風強勁時，因海況不佳而缺乏觀測到台灣海峽內往南流動的
大陸沿岸流，可由定點錨碇的海流時間序列觀測資料予以補助。由Lin
et al. (2005)在冬季於台灣海峽的海流錨碇資料顯示：靠近大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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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西側)於東北季風之驅動下，主要流向為往南；靠近台灣區域(海
峽東側)於東北季風較為微弱時流向往北。

圖3-1-3 Sb-ADCP歷史觀測流速資料所合成之水深30 m台灣周圍海域
海流季節空間分佈圖
(左圖為西南季風時期，右圖為東北季風時期。
資料來源：Liang et al.，2003)

3-2 近岸海域海流模式建置方法
延續交通部「海象災害預警雛型系統建立」計畫(2001, 2002)與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建立」計畫(2003, 2004)，使用美國
普林斯頓海洋模式(Princeton Ocean Model，簡稱POM)(Blumberg and
Mellor, 1987)所建置之「台灣周圍海域三維潮流模式」研究成果，再
考量台灣東側黑潮洋流之存在事實與其季節性變動差異的影響，以及
台灣海峽內明顯受到東北季風與西南季風影響所導致的風驅流等現
實流況，於本計畫將合成一個包含潮流、洋流、風驅流之台灣周圍海
域的流場資料，提供給「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使用。
本研究計畫建置一個可提供包含潮流、洋流、風驅流之台灣周圍
海域的合成流場，其工作方法主要包含四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為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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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東亞邊緣海海流數值模式」
，計算出1999
年~2003年的平均流場作為洋流的背景資料；第二個步驟為自中央氣
象局NFS風場擷取出本計畫研究範圍之資料，作為風驅流之海面風應
力條件；第三個步驟為將海面風應力作用於潮流模式，以產生風驅流
與潮流；第四個步驟乃將潮流、風驅流之模擬結果再線性疊加上洋流
背景資料，以合成出一個包含潮流、洋流、風驅流之台灣周圍海域的
流場。

3-2-1 POM海洋數值模式
POM模式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和海洋
大氣總署(NOAA)依據Blumbreg and Mellor (1978)研究成果所發
展出的三維、原始(primitive)方程式的海洋數值模式。該模式屬
於 公 開 自 由 取 得 程 式 ， 可 自 http://www.aos.princeton.edu/
WWWPUBLIC/htdocs.pom之POM網址自由下載(Mellor, 1998)。
國外使用POM模式進行潮流模式研究或模擬預報者甚多，例美
國 海 洋 大 氣 總 署 之 Coast Survey Development Laboratory
Forecasting Systems (http://chartmaker.ncd.noaa.gov/csdl/op/) 以
POM模式模擬預報Port of New York/New Jersey、Galveston Bay
and Houston等近岸海域之潮位與潮流。國內亦有不少學術單位使
用POM模式進行海洋研究，例如國家海洋科學中心、台灣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等等。
POM模式網格在水平方向可為直角或曲線正交座標，垂直
方向採用σ座標軸，

(z

) /( H

) ，η為自由海水面高度，H

為海床深度，σ=0為自由海水面，σ=-1則為海床，藉由採用σ
垂直座標軸系統，維持海床陡劇變化區的垂直網格層數。並以
Turbulent Closure Submodel (Mellor and Yamada, 1982)提供較合
理 的 Ekman 垂 直 邊 界 層 。 POM 模 式控 制 方程 式 在 Hydrostatic
Approximation與Boussinesq Approximation假設下，包含為連續方
程式；三維動量方程式；狀態方程式；溫度、鹽度、動能、動能
運動尺度等守恆方程式。可解出3個流速分量(u，v，w)、溫度(T)、
鹽度(S)、水面高度( )、密度( )、Turbulence之動能(q2)與其運度

3-7

尺度(Macroscale)(l)等變數。
對 於 求 解 動 量 方 程 式 之 方 法 使 用 模 組 切 割 方 法 (modesplitting method)包含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採用顯式(explicit)
法求解海面水位變化及深度平均物理量之外部模組(external
mode) ；另一部分則以隱式(Implicit)法求解三維速度場之內部模
組(internal mode)。
POM模式可分別執行三維流場模擬和二維深度平均之流場
模擬，其控制方程式分別如下：
1.三維控制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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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維模式控制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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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D

U

H

Udz ，

V

1
D

H

Vdz ，為深度平均之水平方向

流速分量；
(

sx

,

sy

) 為海面風應力；

( bx, by)=Cz(U2+V2)1/2(U,V) 為 海 床 摩 擦 應 力 ， Cz=Max
{ 2/[ln((1+

2
kb-1)H/z0)] ,0.0025}為摩擦係數，

3-9

=0.4，(1+

kb-1)H

為海床垂直向上一層的模式深度；
AM=C x y[( u/ x)2 +( v/ x+ u/ y)2/2+( v/ y)2]1/2 水 平
方向的渦流黏滯係數(AM) 採Smagorinsky Formula和Prandtl
Number決定以速度水平梯度推算；
垂直方向的渦流黏滯係數(KM)由Mellor and Yamada
(1982) 之Turbulence Closure Submodel提供。

圖3-2-1 模式之範圍與海底地形

3-2-2 東亞邊緣海模式
為了獲得包含黑潮的洋流模式資料，本計畫擬分析使用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吳朝榮副教授以POM數值模式所建立
的東亞邊緣海(The East Asian Marginal Seas，簡稱EAMS)模式，
作為本計畫近岸海域海流模式所需之洋流背景資料。EAMS數值
模式的計算範圍為99 140 E、0 42 N，水平網格為1/8 ，垂直分
層26層，使用ETOPO-5 (取自National Geophysical Data Center
[NGDC] , NOAA) 地形，圖3-2-1為EAMS之模式範圍與海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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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模式開口邊界資料來自大尺度之西太平洋海洋模式(West
Pacific Ocean，簡稱WPO)(梁，2002)，驅動EAMS模式的風場資
料為歐洲中尺度風場中心 (ECMWF) 所預報的風場 (Wu and
Hsin，2005) 。
本計畫擷取EAMS模式1999 2003年間範圍為117 125 E、
19 27 N內之日平均結果，進行年氣候平均之流場計算分析。
EAMS模式之垂直座標系統採 座標，本計畫所取得之日平均模
式結果已內插為0、10、20、30、50、75、100、125、150、200、
25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1100、1200、
1300、1400、1500、1750、2000、2500m等27層固定深度之流速
資料。
圖3-2-2為EAMS模式於深度0m、20m、50m與100m之年氣候
平均流場分佈圖，台灣周圍海域流速較大的區域主要出現在黑潮
流徑上，自呂宋島東北方經呂宋海峽東側、台灣東岸至東中國海
陸坡邊緣；另外一個流速較大的區域出現在台灣西南海域，呈現
出一個順鐘向的渦流；還有一處流速較大的區域出現在呂宋島的
西側，其流向呈現逆鐘向分布。這三個流速較大的區域在深度
0m、20m、50m與100m四個深度上都存在，而各深度間的流速差
異略有隨深度增加而稍微減弱的現象。
圖3-2-3為國家海洋科學中心(NCOR)所提供以Sb-ADCP歷
史觀測流速資料所合成之台灣周圍海域深度20m、50m與100m海
流空間分佈圖。EAMS模式之年氣候平均流場與Sb-ADCP合成流
場比較，較大的差異在台灣西南海域的順鐘向渦流和呂宋島西側
的逆鐘向海流，於Sb-ADCP合成流場中並沒有出現EAMS模式流
場的順鐘向渦流，且雖然在呂宋島西側近岸海域都有北向海流，
但是在更外海區域(南中國海之東北部)並沒有顯示出逆鐘向的
海流旋轉分布。另外，EAMS模式流場在澎湖水道內的流速較
Sb-ADCP合成流場小，而於台灣海峽北部海域之流速也較小於
Sb-ADCP合成流場。除此之外在黑潮的流徑上，兩者都可以清楚
的看出，黑潮沿著呂宋、台灣東側北上。圖3-2-4為EAMS流場與
Sb-ADCP合成流場之流速差異分布圖，其結果除顯示在台灣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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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與呂宋西側外海有較大的差異。另外，在黑潮流徑靠近台灣
東部花東地區近岸海域有流速較大的差異，主要是在這個區域
Sb-ADCP合成流場之黑潮主軸較EAMS流場的模擬結果更貼近
海岸。

圖3-2-2 深度0m、20m、50m與100m之EAMS年氣候平均流場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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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3 深度20m、50m與100m之Sb-ADCP合成流場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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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4 深度20m、50m與100m之EAMS流場與Sb-ADCP合成流場的
流速差異分佈圖
分析夏季(西南季風時期，4月~9月)與冬季(東北季風時期，
10月~3月) EAMS模式的流場差異，圖3-2-5為深度0m、20m、50m
與100m於夏季和冬季的EAMS模式流場分布。二者的主要流場分
布與年氣候平均值之分布相似，流速較大的區域仍是台灣東部的
黑潮、台灣西南海域的順鐘向渦流與南中國海東北部的逆鐘向海
流；二者差異較大的區域在台灣海峽內，於夏季台灣海峽內的流
場主要為北向的海流，而於冬季台灣海峽內的平均海流流速較小
接近於0。圖3-2-6分別為夏季與冬季流場和年氣候平均流場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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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二者的流速差異量都不大。但若將圖中流矢的繪圖尺度放
大，則可以看到在台灣海峽內的夏季扣除年氣候平均值後，多呈
現北向海流，冬季則為南向海流。另外在台灣西南海域的海流差
異之流向為向東流，冬季為向西流，顯示似乎夏季海水自南中國
海向東流入太平洋的趨勢，冬季則反向自太平洋流入南中國海。
在黑潮的流徑上，夏季的流速略大於冬季。但這些季節性的流速
差異值約為10cm/s左右，並不是很大。因為未來模式將由中央氣
象局NFS風場提供風應力的效應，而風場資料本身就具季節性的
變化，因此在台灣近海區域之洋流背景值，將採用年氣候平均值
來作為代表，以避免重複增強模式區域內風應力的效應，但因此
也將失去洋流本身非因區域風場影響的季節變化差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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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5 深度0m、20m、50m與100m之EAMS模式於夏季與冬季氣候
平均流場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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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6 深度0m、20m、50m與100m之EAMS模式夏季與冬季氣候平
均流場與年氣候平均流場之流速差異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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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風場
本計畫使用中央氣象局NFS預報模式所輸出之風場分析資
料，作為台灣周圍海域海流模式之海面風場的輸入來源。NFS預
報模式範圍包含西北太平洋與南中國海，模式包含三種水平空間
之解析度，網格間距分別為45公里、15公里、5公里，各以RC、
MC、和HC風場簡稱之。其中RC風場資料範圍為77.9 180.2 E、
-5.3 42.9 N、MC風場資料範圍為109.8 137.7 E、9.3 35.3 N、
HC風場資料範圍為118.7 123.3 E、20.8 26.3 N。台灣周圍海域
海流模式預計使用15公里 15公里之MC風場資料，未來台灣北部
流場模式則預計使用5公里 5公里之HC風場資料，作為海面風應
力的資料來源。
圖3-2-7和圖3-2-8分別為彭佳嶼之實測風速資料與鄰近該處
的MC風場與和HC風場風速資料時間序列圖，其中圖3-2-7為2005
年1~2月，圖3-2-8為2005年6~7月，分別代表冬季和夏季之彭佳
嶼風速情況。整體而言，MC風場和HC風場之風速資料都可以適
當地描述出冬季東北季風、夏季西南季風與颱風(如7月16~20日
之強烈颱風海棠)的風速變化情況。但是在風速大小上，MC風場
的風速大小與實測風速大小較為接近，而HC風場的風速則較實
測風速小。三者的東西方向、南北方向之風速分量的平均值與標
準差如表3-2-1所示，亦顯示出HC風場的風速變化量(標準差)較
實測值小，而MC風場的風速變化量和平均值均較接近於實測之
風速。圖3-2-9~圖3-2-10分別為MC風場與東吉島和蘭嶼之風速時
序圖，圖中也顯示出MC風場可適度地顯示出實測風速之時序變
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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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7 彭佳嶼2005年1~2月實測風速與MC風場和HC風場之風速向
量時序圖

圖3-2-8 彭佳嶼2005年6~7月實測風速與MC風場和HC風場之風速向
量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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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彭佳嶼實測風速與MC風場和HC風場風速之平均值比較
年月
風速分量

2005年1~2月
Wu (m/s)

2005年6~7月

Wv (m/s)

Wu (m/s)

Wv (m/s)

實測

-4.65

4.74

-3.26

4.23

-0.74

5.25

3.51

4.93

MC

-4.55

3.41

-5.74

4.49

-1.31

5.25

2.64

4.32

HC

-3.12

2.31

-3.80

2.98

-0.90

3.53

1.68

2.97

圖3-2-9 東吉島實測風速與MC風場風速之向量時序圖

圖3-2-10 蘭嶼實測風速與MC風場風速之向量時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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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1分別挑選出2005年1月14日00時、2月15日00時、6月20
日00時、7月04日00時、以及7月18日00時，範圍在117~125°E、18~27°N
之MC風場的風速空間分布圖，分別代表東北季風強勁時、東北季風
微弱時、西南季風強勁時、西南季風微弱時、以及颱風時期之風場分
布。圖3-2-12則挑選同時間HC風場在121~122.5°E、24~26°N之風速空
間分布圖，由二圖中亦可發現HC風場之風速小於MC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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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1 不同風速時期之MC風場風速空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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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2 不同風速時期之HC風場風速空間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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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
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是延續使用交通部科技顧問室民國
91~92年研究計畫「海象預警雛型系統建立」所建置之台灣周圍
海域三維潮流模式，該潮流模式以模式海洋開口邊界的水位變化
推動模式流場，而邊界水位變動量擷取自Schwiderski(1980)全球
潮汐模式M2、S2、N2、K2、K1、O1、 P1、Q1與Mf等九個分潮輸
出結果和部分英國海軍潮汐表(Hydrographer of the Navy, 1993)
中M2、S2、K1與O1等四個分潮分析結果所合成之潮位變化。
1.計算範圍及水深地形
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的計算範圍(圖3-2-13)以台灣島
為中心，西起117°E東至125°E，南起18°N北至27°N，水平
網格為5 5 ，計算區域之水平網格數目為97 109個，垂直方
向分為26層。所使用之地形水深資料取樣自國家海洋科學中
心水深資料庫水深網格解析度為500公尺之新編台灣海域數
值地形資料(TaiDBMv6)。

圖3-2-13 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之計算範圍及模式使用之水深資料
(圖中標示之水深單位為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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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算條件
(1).計算時距在滿足穩定性的CFL條件下，外部模組用6秒
鐘，內部模組用3分鐘。
(2).岸線邊界與海床為不可穿透與無法滑動。
(3).可考慮海面風應力，但本模式現階段並不考量其作用。
(4).海床邊界摩擦應力使用之z0=0.01m。
(5).水平渦流黏滯係數(AM)以速度水平梯度推算，C=0.2。垂
直渦流黏滯係數以Turbulent Closure Submodel計算而得。
(6).地球自轉柯氏參數 f=2 sin 為隨緯度變化。
(7).海水溫度與鹽度採用定值，分別為20℃與35psu。
(8).海洋開口邊界設定水位變化以推動模式流場。水位變動
量擷取自Schwiderski (1980)全球潮汐模式計算結果M2、
S2、N2、K1與O1等五個分潮所合成之水位變化。但由於
Schwiderski模式輸出網格為每經緯度，故應用於本模式
每5分網格之水位值則以線性內插求得。在靠近海岸地區
之開口邊界除以外插方式求得外，並參考英國海軍潮汐
表(Hydrographer of the Navy, 1993)中M2、S2、K1與O1等
四個分潮之振幅與相位。
(9).模式計算結果將每小時輸出包含計算範圍之海水位與海
流資料。
3.計算結果
圖3-2-14 圖3-2-18分別為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M2、
S2、N2、K1與O1等五個主要分潮的同潮圖。挑選16個台灣附
近潮位站實測潮位資料之調和常數與模式計算結果進行比
對，其中馬祖、烏坵、金門、富基、東吉島等5站資料取自
Jan et al. (2002)，其餘測站(基隆、新竹、台中、箔子寮、高
雄、東港、後壁湖、蘭嶼、成功、蘇澳、澎湖)資料由中央
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提供。表3-2-2和表3-2-3分別為潮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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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鄰近潮位站模式網格之M2、S2、N2、K1與O1五個主要分
潮的調和常數。表3-2-2中顯示各站M2分潮的振幅為各站分
潮振幅最大者，其中僅高雄驗潮站之K1分潮振幅與M2分潮
振幅大小相當均為18公分。表3-2-4為潮位站與模式計算之
調和常數的差值。M2、S2、N2、K1與O1五個主要分潮振幅
的平均誤差量分別為8.5、4.6、3.8、2.0和1.9公分，相位的
平均誤差量分別為11.9、7.4、10.0、10.0和5.8度。由於M2
分潮的振幅為各站分潮振幅之最大者，所以其分潮振幅的差
異也較大，M2分潮振幅差異最大的地點為澎湖(差25公分，
約為觀測值的27%)，其次為馬祖(差19公分，約為觀測值的
9%)。各分潮相位差異較大者為基隆之半日潮(其中N2分潮相
位差異39度)，這是因為半日潮在基隆附近有一個退化的無
潮點，模式網格若與觀測站點位存有些微差異則相位差異變
化較大。整體而言，模式潮位輸出結果與實際潮位觀測結果
相差不大，因此將擷取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之結果，作為
較細網格模式(北台灣沿海潮流模式)之海洋開放邊界條件。
表3-2-2 台灣海域潮位站之潮位調和常數
潮位站
基隆
富基
新竹
台中
箔子寮
高雄
東港
後壁湖
蘭嶼
成功
蘇澳
馬祖
烏坵
金門
澎湖
東吉島

M2
A
22
47
166
179
108
18
23
27
46
49
41
210
205
170
92
50

S2
G
48
73
86
90
84
350
355
317
303
300
296
64
89
112
91
79

A
5
12
47
49
28
7
8
11
20
20
18
66
55
49
23
10

N2
G
40
92
119
123
122
351
359
333
327
322
320
96
126
152
132
112

A
6
10
31
34
21
4
5
5
9
10
8
40
35
31
17
9

G
19
45
63
67
61
337
339
310
292
287
287
42
56
91
67
53

K1
A
18
21
23
22
24
18
20
22
13
16
19
31
39
33
24
20

G
107
116
125
145
157
166
170
137
122
101
105
120
147
157
159
159

O1
A
14
18
19
17
21
16
18
20
13
14
16
25
25
27
20
19

G
82
92
107
114
124
129
134
110
97
79
79
88
112
124
126
125

A代表振幅(單位cm)，G代表相位(單位 )，相位參考時間為1901年1月1日0時整，時區採用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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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計算水位輸出結果之潮位調和常數
潮位站
基隆
富基
新竹
台中
箔子寮
高雄
東港
後壁湖
蘭嶼
成功
蘇澳
馬祖
烏坵
金門
澎湖
東吉島

M2
A
23
51
172
190
117
30
29
33
43
46
44
191
209
182
117
62

S2
G
24
60
78
77
62
347
341
326
306
304
305
61
80
91
77
58

A

N2
G
27
98
127
128
116
8
2
347
331
330
330
106
133
148
134
110

6
13
55
59
33
10
10
12
18
19
19
67
68
58
34
15

A
4
7
23
25
16
5
5
6
8
9
9
27
27
24
16
9

K1
G
345
34
65
63
46
332
328
312
293
292
294
52
67
75
61
38

A
20
21
23
25
24
20
21
21
18
19
20
29
31
33
26
23

O1
G
100
105
129
138
145
150
149
134
106
97
95
111
135
146
150
150

A
16
17
18
21
21
19
20
20
16
17
17
21
25
26
23
21

G
86
92
118
125
130
130
129
116
95
86
83
99
119
128
133
131

A代表振幅(單位cm)，G代表相位(單位 )，相位參考時間為1901年1月1日0時整，時區採用GMT。

表3-2-4 台灣海域潮位站與模式計算之調和常數差值(模式計算結果
減去潮位站觀測結果)
潮位站

M2
A

基隆
富基
新竹
台中
箔子寮
高雄
東港
後壁湖
蘭嶼
成功
蘇澳
馬祖
烏坵
金門
澎湖
東吉島

1
4
6
11
9
12
6
6
-3
-3
3
-19
4
12
25
12

S2
G
-24
-13
-8
-13
-22
-3
-14
9
3
4
9
-3
-9
-21
-14
-21

A
1
1
8
10
5
3
2
1
-2
-1
1
1
13
9
11
5

N2
G
-13
6
8
5
-6
17
3
14
4
8
10
10
7
-4
2
-2

A
-2
-3
-8
-9
-5
1
0
1
-1
-1
1
-13
-8
-7
-1
0

A代表振幅(單位cm)，G代表相位(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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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
G
-34
-11
2
-4
-15
-5
-11
2
1
5
7
10
11
-16
-6
-15

A
2
0
0
3
0
2
1
-1
5
3
1
-2
-8
0
2
3

O1
G
-7
-11
4
-7
-12
-16
-21
-3
-16
-4
-10
-9
-12
-11
-9
-9

A
2
-1
-1
4
0
3
2
0
3
3
1
-4
0
-1
3
2

G
4
0
11
11
6
1
-5
6
-2
7
4
11
7
4
7
6

圖3-2-14 M2潮波的潮汐同潮圖
(左圖為等振幅線，右圖為等相位線。)

圖3-2-15 S2潮波的潮汐同潮圖
(左圖為等振幅線，右圖為等相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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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6 N2潮波的潮汐同潮圖
(左圖為等振幅線，右圖為等相位線。)

圖3-2-17 K1潮波的潮汐同潮圖
(左圖為等振幅線，右圖為等相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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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8 O1潮波的潮汐同潮圖
(左圖為等振幅線，右圖為等相位線。)

圖3-2-19為挑選出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2005年1月14日03
時、2月15日03時、6月20日03時、7月04日03時、以及7月18日03
時等五個時段(同圖3-2-11之不同風速型態時)之潮流流矢圖，其
中前二者為漲潮時段，後三者為退潮時段。此五個時段之流矢圖
將作為未來增加海面風應力作用後(3-2-5節)模式輸出結果之比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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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19 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輸出結果之海流流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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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台灣周圍海域合成流場
使用3-2-4節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並自MC風場輸入海面
風應力作用，海面風應力計算採 Fx Ca W uw ， Fy Ca W vw ，
其中Fx和Fy分別為東－西方向與南－北方向之風應力分量，風速
uw 2 vw 2 ，uw和vw分別為東－西方向與南－北方向之風速
為W
分量，風應力之拖曳係數採用Trenberth et al.(1989)所建議
Ca

(0.49 0.065W ) 10

Ca

1.14 10

Ca

(0.62

3

3

1.56
) 10
W

for W > 10 m/s；
for 3 W

3

10 m/s；

for W < 3 m/s。

(3-2-12)

其中由於MC風場所提供之風速為每6個小時一組資料，因此於模
式執行當中假設每6小時內之風場為固定值。
圖3-2-20為2005年1月14日00時、2月15日00時、6月20日00
時、7月04日00時、以及7月18日00時等五個不同風速型態作用3
個小時以後之潮流與風驅流在海面(水深0m)的流矢圖。2005年1
月14日03時東北風強勁時和6月20日03時西南風強勁時，由於增
加海面風應力的作用產生約順風向的流速，使得淺水區域(台灣
海峽與台灣北部海域陸棚地區)之潮流流速、流向有些許的改
變。例如受到強勁東北風的影響，在台灣北部海域和台灣海峽北
部之漲潮向西和向南的流矢，稍微增強向南的流速分量；而台灣
海峽南部原本向北的流矢變成向西北和向西；另外在南海與太平
洋水深較深的區域，海面流速受到東北風影響而略為增大。而於
2月15日03時和7月04日03時風速較為微弱的時候，風的影響海流
的程度也較為微弱。另外於颱風期間(7月18日03時，颱風中心位
於花蓮地區)受到強勁的風速影響，海面海流流矢有明顯的改
變，例如原本在台灣北部強勁的向東退潮海流，變成微弱或順風
向的西向海流；台灣海峽南向退潮海流則變為更加強勁；而原本
在台灣東部微弱的海流也因為颱風影響而增強為順風向的海流
型態。
圖3-2-21為2005年1月14日03時、2月15日03時、6月20日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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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7月04日03時、以及7月18日03時等五個不同風速型態作用下
潮流、風驅流與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之合成流場在海面(水深
0m)之流矢圖。由於是直接將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流場(圖
3-2-2)線性疊加於潮流與風驅流之流場(圖3-2-20)上，因此流矢的
空間分布特性也是結合了二者之特性。如原本在台灣東側海域與
台灣西南海域之微弱潮流與風驅流區域，增加了黑潮洋流和順鐘
向渦流的影響。這種線性結合流場的方式，並無法顯示出不同流
場間的非線性交互作用所引發的流場影響，且所使用EAMS模式
之年氣候平均流場本身也缺乏季節性之變化，這些都是未來仍需
再努力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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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0 台灣周圍海域不同風應力作用下潮流模式輸出結果之海流
流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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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1 台灣周圍海域不同風應力作用下潮流、風驅流與洋流之合成
流場之海流流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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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建立中、小尺度風浪模式
本所於民國九十年起在交通部科技專案計畫「海象災害預警雛型
系統建立」及「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建立」，協助中央氣
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建立風浪預報模式WAVEWATCHⅢ模式（現主要
由NOAA持續研究發展中，因此本研究後續均將此模式稱為NWW3）
及SWAN模式，目前已建立完成的計算範圍如圖4-1-1及圖4-1-2所
示。由於風浪預報之輸入條件係來自於風場預報，而使用巢狀網格的
計算形態與使用近似解析度之風場輸入，使得風浪預報的開始預報時
間完全取決於風場預報的結束時間，在目前積極推展近海波浪預報的
任務下，造成近海波浪預報在作業時間上（下午二點）無法滿足需求，
因此現階段亟需檢討各個巢狀網格之適宜程度。
風浪模式之最佳化格網研究部分，由海象測報中心委託其他計畫
執行，本所均參與其工作會議了解其研究進度，而在現階段作業化預
報部分，由於中央氣象局之硬體改善，部分模式之計算時間已減短，
如表4-1-1所示，大部分所花時間均為等待新的預報風場，除了
SWAN-4之外，經本年度4月20日之工作會議確認現階段之預報程
序，巢狀(nest)格網計算均採隨時偵測之熱機啟動，俟上階較大網格
計算完畢部分時段，可提供作為其計算之邊界條件時即啟動，不等其
完全計算完成後才進行，如此可提早產生部分預報之小網格計算成
果，另因SWAN-4之計算量甚大，計算12小時即需2.5小時之PC-Cluster
（6個node）計算時間，因此為了能在上班時間從事其他測試工作，
每日二次之SWAN-4計算改為僅單由午夜那次之計算來作為其計算
成果，並作為近海預報作業訓練之用。
而在風浪模式最佳化格網檢討之前，需先從各個計算模式之MPI
模組建置開始，當各個模式在現有硬體設施可以完全發揮計算效率的
情形下，來檢討各個中、小尺度巢狀網格之規劃才有價值，而SWAN
模式之MPI模組建置已於沿海遊憩計畫中建置完成，因此本研究從
NWW3模式之MPI模組建置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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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w3-1
nww3-2
swan-3
swan-4

圖4-1-1 中央氣象局海象預報水深及網格分佈

圖4-1-2 SWAN-5計算範圍分區規劃
表4-1-1 中央氣象局風浪模式之執行情形
風浪模式 風場模式 起動時間 網格大小 計算時間(H/F)hrs 結束時間
NWW3-1 RC(0.5o)

12:30
o

(0.5o)

84(12/72)

13:30

o

NWW3-2 MC(0.25 )

(0.25 )

84(12/72)

13:40

SWAN-3 HC(0.05 o)

5km

48(12/36)

14:10

SWAN-4 HC(0.05 o)

500

48(12/36)

SWAN-5 HC(0.05 o)
(H : Hindcast

F : Forecast)

94/4/20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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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NWW3 2.22版
目前中央氣象局作業化所使用的NWW3版本為1.18版，而現階段
已公佈之最新版本為2.22版，為了配合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將
NWW3建置在PC Cluster上，故選用最新版本之NWW3進行MPI模組
之建置。此模式可於http://polar.ncep.noaa.gov/waves/wavewatch網址自
由下載。
NWW3為第三代之風浪模式，所用之控制方程式為求解球面座標
之波浪作用力平衡方程式 (action balance equation)，如下式：
N
t

( N)

2

R cos

( N)

(D

2

N

)

( N)

g

N)

2

D
R

(
N

2

cos

S

R

2

(D

N

)

(4-1-1)

其中
C g cos

U

(4-1-2)

U

(4-1-3)

R
C g sin
R cos
C g tan cos
g

S
N

S

C g 1 cos

(4-1-5)

NC g 1 cos

(4-1-6)

d
s

d
1

N

U
s

d
d m

(4-1-7)
U
m

(4-1-8)

N ( , , , , t ) 波動密度能譜(wave

緯度，
S

(4-1-4)

R

S in

,

S nl

action density spectrum)， , 經度、
波浪傳遞方向及波數(wave number)， t 時間， C g 群波速度，
S ds

S bot 源項之波浪能譜(wave

energy spectrum)，包括風浪交

互作用 Sin 、非線性交互作用 S nl 、能量消散 S ds 及底床摩擦力 S bot ， 波
浪頻率， R 地球半徑， D , D , D 擴散係數，U ,U 流速， d 水深， s, m 波
浪前進方向及垂直方向座標。
2.22版之NWW3與1.18版除了在數值方法及物理意義的詮釋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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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差異之外，最大的差別在於其程式碼已全面使用ANSI標準的
Fortran90撰寫，利用模組(module)來取代原先使用COMMON指令之
include的程式，相關變數矩陣亦採用動態記憶體配置(allocatable)的方
式，以節省記憶體，而使用Fortran90的語法最大的好處在於基本上並
無與計算平台相關(machine-dependent)的元件，因此NWW3可以在大
部分的計算平台上安裝。在網格前置處理方面(ww3_grid.inp)，改採
用namelist的指令輸入，而在平行化計算方面，除了維持原有使用分
散 記 憶 體 (distributed memory) 系 統 架 構 之 MPI(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模組外，在共用記憶體(shared memory)之系統架構方面，則
將原有Cray共用記憶體平行化指令改為更普遍應用之OpenMP指令，
此舉將使得以GrADS圖形後處理軟體來取代原有之NCAR軟體。
在物理意義及數值方法的詮釋上，2.22版增加了許多的功能及方
法，例如在風浪非線性的交互作用上，加入WRT(Webb-Resio-Tracy)
的方法；在源項中可以使用前向(forward)時間積分法；在風浪傳動計
算方法上，為了避免因為離散的波譜表示法在計算解析度不夠的情形
下，導致湧浪計算時產生所謂的Garden-Sprinkler的效應(GSE)，2.22
版增加了ULTIMATE QUICKEST的方法加上平均化(averaging)及分
散化(divergence)二種方法；此外亦提供方法以便解析較小的島嶼及冰
塊所產生的效應，同時提供模式在平面座標上的計算。2.22版另外一
項特色即加入資料同化選項的入口介面，準備未來加入資料同化的計
算。

4-2 NWW3 MPI模組建置
NWW3 2.22版之安裝及MPI模組建置如附件四。本所已成功協助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安裝NWW3 2.22版於PC Cluster上，且完成
compile及link程序。
為了測試MPI模組化對於計算速度的影響，特別規劃NWW3-1之
計算格網（共6310個計算網格）
，計算條件包括每小時10個點位輸出、
每2小時面的輸出及160個小時的計算時間（含冷機啟動(cold start)之
起始條件及每12小時之風場輸入資料）。計算測試平台為本所為完成
本工作項目，於今年另再斥資建置小型之PC Cluster，包括3個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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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6個Intel EM64T Xeon之3.2GHz CPU及2GB DDR的計算平台，此平
台與目前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之操作環境一致，有助於NWW3之MPI
功能的測試。
表4-2-1為NWW3之MPI模組建置完成後，在本所使用MPIRUN之
測試結果，顯示MPI的執行確實有助於提升執行的速度。表4-2-1為相
同計算條件下、在海象測報中心PC Cluster之測試結果，圖4-2-1為二
計算平台之計算速率比較圖，圖中顯示利用海象測報中心6個node之
測試成果較緩，但MPI的建置已足以減少計算時間達2/3以上，以84
小時之預報作業為例，計算時間約為6分鐘左右，此數據可以提供進
行網格最佳化研究之參考。
由於海象測報中心PC Cluster之CPU為2.4GHz，於2003年底購
進，相較之下速度較慢，且與衛星中心共用相同的伺服器，依據雙方
協議在風浪預報作業時段屬於海象測報中心專用，因此測試期間無法
選擇在專用時段以避免影響風浪預報作業之執行，故只能利用非預報
專用的時段，然而在此情形下將無法排除衛星中心其他計算程式來共
享計算資源，此為導致測試之結果，但也說明計算資源的自主及獨立
性的重要。

表4-2-1 NWW3 MPI執行測試成果比較表(工研院)
Number of t No
160
1
2
3
4
5
6

1 CPU
2 CPU
3 CPU
4 CPU
5 CPU
6 CPU

秒
秒/ t
case
No MPI
1845
11.5
MPI
1215
7.6
MPI
1066
6.7
MPI
786
4.9
MPI
592
3.7
MPI
467
2.9

表4-2-2 NWW3 MPI執行測試成果比較表(海象測報中心)
Number of t No
160
1
2
3
4

2 CPU
4 CPU
6 CPU
8 CPU

case
MPI
MPI
MPI
M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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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秒/ t

2350
1299
1253
780

14.7
8.1
7.8
4.9

5
6

10 CPU MPI
12 CPU MPI

813
683

5.1
4.3

14
12

計算速度,秒/DT

10
8

工研院
海象中心

6
4
2
0
0

2

4

6

8

10

12

14

CPU個數

圖4-2-1 NWW3模式MPI模組建置計算速度比較圖

4-3 風浪模式整合應用
本項工作希望整合氣象局委託其他單位執行風浪模式之最
佳化格網研究之研究成果，但因時程趕不及故在與委方討論後，
改為進行SWAN-3模式在東北部海域預報指標之研究，此部份之
成果已在今年第二十七屆海洋工程研討會中發表，而在該計畫之
成果完成確認後，本所亦將協助整合至海象測報中心。
風浪預報資訊之正確性在近岸遊憩活動之逐漸熱絡的情形
下愈發顯得重要，海象測報中心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在風浪預報
及重現的研究上已累積相當多的經驗並達一定的水準，當然風場
的即時與準確的提供更是預報準確的不二法門，過去海象測報中
心利用分析風場重現過去之計算已與觀測值相當吻合，尤其在東
北部海域，但在預報的精度研究上仍未建立起作業化的機制，本
研究以瑪莎颱風為例，利用2-1-3節所述之統計指標分析龍洞及
龜山島之預報指引，作為未來作業化預報指標之基礎，更希望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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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全部波浪之預報作業上，此在作業單位並不儲存預報場的情
形下更顯的重要。
本研究比較觀測資料與SWAN-3重現及12小時預測之計算
結果，以確認預測結果之可信度。模式計算時間為民國94年8月1
日至10日，期間恰有瑪莎颱風影響台灣，瑪莎颱風的行進路線如
圖2-1-12。圖4-3-1及圖4-3-2為龍洞及龜山島測站之比較結果，顯
示SWAN-3之重現與預測結果大致吻合，僅在8月5日附近颱風影
響較大時，因為使用分析風場及預報風場的不同而有些許差異。
在颱風影響最嚴重時，SWAN-3均掌握到波高抬升的趨勢，而龜
山島測站可能受到龜山島遮蔽的影響，對於從北方入射之波浪產
生最大波高偏離的情形，雖然SWAN無法考慮繞射效應，但提高
網格解析度應有助於改善此一現象。
而龜山島資料浮標位於龜山島西側，介於龜山島與宜蘭之
間。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颱風行進路線對於SWAN模式模擬龜
山島的準確度有著很大的影響。由於SWAN未考慮繞射現象，當
波浪由南方入射時，並未受到地形遮蔽的影響，模式在龜山島測
點可以得到與實測相當吻合的結果。反之，當波浪由東方或北方
入射時，受到遮蔽的影響，SWAN模擬結果會比實測值小。而在
計算風場之風速與浮標量測值之間產生風速最大值之時間延
遲，但波高卻未發生此種現象，顯示目前之巢狀網格配置之適宜
性。
表4-3-1及表4-3-2的統計參數可知，重現與預報之差異不
大，顯見SWAN-3在12小時之預報指引上有其一定程度的可信
度。

表4-3-1 龍洞hindcast與forecast之統計參數比較
龍洞
BIAS
RMS
CR
SI

hindcast
0.20
0.50
0.9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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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cast
0.17
0.49
0.92
0.42

表4-3-2 龜山島hindcast與forecast之統計參數比較
龜山島
BIAS
RMS
CR
SI

hindcast
-0.19
0.46
0.83
0.37

forecast
-0.21
0.48
0.80
0.38

圖4-3-1 龍洞實測波高與SWAN模式預報及重現計算結果比較圖

圖4-3-2 龜山島實測波浪與SWAN模式預報及重現計算結果比較圖

4-8

第五章、強化「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
5-1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介紹
由交通部科技顧問室委託開發的「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已經
轉移至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完成初步的建置，現階段該系統的名
稱仍在討論設定中，在此先暫定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系統
架構如圖5-1-1所示，系統主軸為ArcIMS網路地理資訊系統，配合網
頁程式之撰寫、模式結果繪圖機制、資料庫之讀取建構成即時預報展
示系統。系統首先須自中央氣象局安館外資料庫取得測站資料以建置
測站圖層，再利用ArcIMS Author工具建置Map Services，經由ArcIMS
Server將相關地理資訊影像傳輸至客戶端，或是由客戶端使用瀏覽器
查詢即時預報展示系統網站，獲取最新之即時資料。
模式建立之資料則經由Surfer Script語言之執行建置等值線與流
矢/波向等結果圖檔，並輸出成地理資訊普遍使用之shapefile格式圖層
檔案。ArcIMS可以直接且動態的讀取shapefile檔案，如此則地理資訊
基本資料與模式產生之預報資料即可相互套疊，讓使用者更輕易的瞭
解模式之結果。
地理資訊軟體
˙讀取特殊表格(stmap) 以產生
各種測站圖層之shp檔案

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展示測站圖層以及其他
基本圖層

主動
E-Mail
電子看板

測站資料

ArcIMS Author
氣象局
安管外
MySQL
資料庫

網際網路

IIS
即時資料

ArcIMS
Server

預報結果

波浪模式
Surfer Script

ESRI
shapefile 格式
圖層

海流模式

圖5-1-1 資訊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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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上網
螢幕顯示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利用Surfer繪圖軟體將三維洋流模式與波
浪模式結果建置成地理資訊圖層，以便與基本圖層及觀測站圖層整合
於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之下，方便使用者查詢及展示。沿海海域安全資
訊系統除可以展示測站之即時觀測資料外，並可將特定位置之模式時
間序列結果與觀測值套疊展示，以便了解模式預報之準確性，除此之
外系統並具備自動定時發送簡訊功能，在正式運轉後，使用者可以加
入會員並選擇欲取得遊憩安全簡訊之沿海位置，經核可後即可開始定
時收取簡訊，簡訊內容包括水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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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系統基本操作
圖5-1-2至圖5-1-7顯示系統基本操作相關之視窗畫面。圖5-1-2為
系統起始畫面，上方為工具區，右方為圖層控制區，中間為圖層展示
區，下方為屬性展示區，左上角還有Overview區，使用者可以放大、
縮小、平移圖層或是將不同圖層套疊在一起展示(圖5-1-3)。表5-1-1
列出系統圖徵及其所代表之功能。圖5-1-4為即時測站圖層及屬性展示
視窗畫面，使用者可以用滑鼠框選作用圖層之物件，則其相關屬性就
會展示在視窗下方。另外系統還有屬性查圖、圖查屬性及查詢條件組
合等介面供使用者查詢作用圖層之符合物件並展示其屬性及所在位
置。
表5-1-1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基本操作功能
圖
徵
圖 圖
說 層 例
明 重 展
繪 示

屬
性
查
圖

圖
查
屬
性

拉
框
放
大

拉 平 全 作 前
框 移 景 用 次
縮
放 圖 放
小
大 層 大
全
區
展
示

5-2

矩
形
選
取

多
邊
型
選
取

清
除
選
取

索
引
圖
開
關

條
件
查
詢

資
料
超
連
結

距
離
量
取

環
框
分
析

圖
層
列
印

作
用
圖
層
套
疊
順
序

2. 即時資料展示
使用者在選定即時測站後即可連結至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的資料庫，直接展示即時資料。在特定的位置並可展示模式預報資料
之時序列圖，並與之套疊來研判模式預報準度及瞭解預報趨勢。使用
者在選定測站後即可按工具列中之「

」超連結按鈕，即會展示即

時資料選單，選取後即時資料就會以表格的方式展現出來。在特定的
位置(竹圍、淡水河口、麟山鼻、基隆、龍洞、梗枋、蘇澳)當即時資
料展示後，在表格的最下方有一個「模式結果與觀測資料繪圖」按鈕，
按下後即會展示該位置之模式結果與觀測資料繪圖(圖5-1-5)，繪圖的
方式是以最近之觀測資料為中心向前繪製24小時模式及觀測資料之
時序列圖以及繪製向後24小時的模式時序列圖。

圖5-1-2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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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 圖層放大後之視窗畫面
.

圖5-1-4 即時測站圖層及屬性展示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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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5 模式結果與觀測資料繪圖視窗畫面

圖5-1-6 量測功能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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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報資料展示
經由Surfer軟體製作的模式結果之shapefile透過ArcIMS即可展示
於遠端的瀏覽器上，使用者可以選擇展示預報波高、預報波向、預報
水位、及預報流況。選擇欲展示之項目後，圖資項目選單即會隨之更
改，展示預報時間點及往後之3、6、9、12、15、18、21、24小時之
圖層選項，各圖層皆可相互套疊或個別顯示。圖5-1-7顯示不同時間之
預報水位及流況圖層套疊展示之結果。

圖5-1-7 不同時間之模式預報結果套疊視窗畫面
4. 簡訊發送功能
系統之輸出可以透過手機個人簡訊傳輸文字資料至個人手機
上，以台灣大哥大為例，該公司有商務簡訊服務提供企業大量簡訊發
送，以開放式簡訊規格，供企業客戶依需求自行開發簡訊發送系統，
透過固接專線或網際網路連接到台灣大哥大電信網路簡訊平台，可快
速且大量傳送簡訊到可發送至台灣地區所有泛歐數位式行動電話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簡稱GSM)業者及個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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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系統(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 簡稱PHS)業者之行動接收端
(圖5-1-8)。商務簡訊服務並有雙向簡訊功能，可以由行動接收端回報
訊息，但本計畫現階段將只採取單向發送之應用，故本系統不使用到
電訊業者之MO Gateway亦不規劃建置MO伺服器。
由於系統有建置簡訊發送機制，因此在網頁上有設置會員專區，
方便使用者申請會員鍵入個人資料及設定欲接收沿海遊憩安全資訊
之位置。初步設定有竹圍、淡水河口、麟山鼻、基隆、龍洞、梗枋、
蘇澳等七個位置可供選擇。系統管理員可經由會員專區管理帳號及設
定是否發送簡訊，各會員亦可登入會員專區修改先前輸入之資訊及重
新設定欲接收沿海遊憩安全資訊之位置。圖5-1-9顯示申請會員時之輸
入介面，紅色有星號之項目必須填寫後才能完成會員申請之手續。

單向發送
圖5-1-8 個人簡訊發送系統(台灣大哥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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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 使用者基本資料登錄畫面
5. 電子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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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0)，並測試PowerPoint檔案展示。測試結果看
板亮度明亮，馬上吸引對面遊艇船家攤位的工作人員注意，前來詢問
此看板之用途。電子看板的內容使用VBA，在PowerPoint應用程式
下，自動執行接收預報結果的資料，然後利用樣本在固定的位置填入
海象預報及遊憩安全資訊，電子看板的投影機並可從遠方投過網路連
線遙控開關。電子看板除了展示預報資訊外，並可加入中央氣象局海
象測報中心網頁的即時觀測資料以及其他宣傳的資訊，電子看板內容
如圖5-1-11所示。圖5-1-12顯示電子看板的正對面有「台灣E政府」
(http://www.gov.tw)網站所裝設的「台灣看透透」網路攝影機正好可
以監看電子看板的開關情形，由圖中可以觀看到看板設置的位置就在
碼頭邊，並且看出在白天電子看板的亮度足夠，自遠方亦可感覺其亮
度。電子看板的設置延續到本計畫繼續執行，由於系統經歷轉移的過
程，故測試斷斷續續，待系統穩定且作業化運轉正式上路後即可穩定
的呈現沿海海域安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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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0 裝設在漁人碼頭志工室之耐外光型背投式電子看板

圖5-1-11 電子看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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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2「台灣看透透」網頁看到電子看板之情形
6. 船舶衛星定位及船測資料回傳系統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其中一項服務是提供藍色公路交通船於
航行時能獲取即時資料及預報資訊，並隨時讓線上交通船回報自身位
置資料及現場觀測海氣象資料，透過資訊的展示針對不同交通船送出
的回報及需求能迅速掌握船隻即時位置與即時海氣象資料並給予交
通船線上需求的資訊供操船依據，更進一步監控海象變化及掌控未來
海域狀況，作為分析海象環境依據。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計畫因此
開發專用定位與船測資料傳輸展示設備如圖5-1-13所示。船上模組係
透過GPRS通訊的方式，與「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保持網路連線
及資料的雙向交流，透過此連結通道來進行兩系統間的資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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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3 船舶定位與船測資料回傳系統操作示範中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包含了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展示功
能，當使用者點選工具列上的「船舶追蹤」選項後資訊視窗即會出現
「追蹤控制」與船測結果的介面。使用者在「追蹤控制」區域可以選
取欲追蹤的船隻編號、設定追蹤時的放大程度、設定路徑顯示的資料
筆數、顯示上次資料更新時間、以及關閉追蹤功能，除此之外「追蹤
控制」介面還提供「重播」功能，使用者只要輸入欲開始重播的時間
即會開始重播追蹤的過程與取得之資料。「船測結果」區域展示船測
的結果，包含船舶名稱、量測時間、量測位置、氣溫及溼度。圖5-1-14
為5月6日在漁人碼頭進行的系統示範之追蹤畫面，由系統畫面中可見
在12時22分53秒時遊艇繼續向淡水河上游行駛，當時的氣溫為攝氏
26.9度，濕度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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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4 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功能即時運作畫面
7. 沿海遊憩資訊安全系統首頁
系統需針對不同使用者提供簡明易懂且容易使用的資訊，故系統
以Macromedia Flash軟體設計系統首頁及航行、游泳、小舟、風帆等
使用者設計簡易的遊憩安全預報網頁，使用者由網頁即可直接進入不
同海域遊憩活動之網頁，取得該活動之安全資訊預報，若點選中間的
台灣選項即會進入原先之遊憩安全資訊系統。圖5-1-15顯示系統之首
頁，當動畫結束後，使用者點選各遊憩活動之選項即可進入該遊憩活
動之網頁如圖5-1-16顯示船舶航行安全資訊之網頁。航行安全分為安
全及危險兩級，燈號用綠色及紅色代表。航行舒適度分為平悶、舒適、
搖晃、暈眩四級，相關的燈號由淺綠、綠、黃、紅代表。圖5-1-17顯
示游泳戲水安全資訊網頁，其中安全性分為安全、浪大、失溫等三級，
分別用綠色、黃色、紫色燈號表示。舒適度分為悶熱、暖和、舒適、
涼爽、寒冷等五級，燈號分別使用紅色、黃色、綠色、藍色、紫色來
表示。圖5-1-18顯示操舟安全資訊網頁，其中安全性分為適合、最佳、
良好、技術、危險等五級，分別用淺綠色、綠色、黃色、橙色、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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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號表示。圖5-1-19顯示風帆安全資訊網頁，其中安全性分為靜止、
適合、最佳、技術、危險等五級，分別用淺綠色、綠色、黃色、橙色、
紅色燈號表示。
各安全資訊網頁皆使用Macromedia Flash軟體設計，該軟體有
ActionScript程式設計的功能，可以結合ASP伺服器端網頁程式動態的
改變網頁內容，在ASP程式部份使用FileSystemObject物件方式讀取產
生之簡訊文字串，然後使用ActionScript中的LoadVariables函數匯入變
數中以及顯示含不同燈號之frame，以便展現在Flash網頁中。

圖5-1-15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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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6 船舶航行安全資訊網頁畫面

圖5-1-17 游泳戲水安全資訊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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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8 操舟安全資訊網頁畫面

圖5-1-19 風帆安全資訊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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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系統推廣測試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除船舶及個人以及原先規劃的測試單位
外，並未推廣至其他需要此資訊之單位。本工作項目即是強化沿海海
域安全資訊系統之使用，選取至少四個單位，主動邀請其測試沿海海
域安全資訊系統，並作為整體計畫完成後之測試單位。初步規劃的四
個單位為觀光局、海巡署、台北縣政府、淡水區漁會。推廣方式原規
劃以問卷訪談(圖5-2-1)、E-mail及印製發送摺頁(圖5-2-2)的方式進
行。計畫期中之後，因應2005台灣海洋年海洋資訊應用研討會之舉
辦，為發揮文宣之效力，故本計畫不惜成本製作1000支拉頁筆如圖
5-2-3，並在會場上分發。拉頁筆文宣內容如圖5-2-4所示，一面介紹
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另一面介紹海象測報中心的全國海象資訊服務，
各界反應良好，達到宣傳的目的。
在四個單位的拜訪中，參與訪談的人員皆多少知道「沿海海域安
全資訊系統」，問卷的結果如表5-2-1所示。調查問卷請見附件六。
表5-2-1 訪問單位問卷結果
訪問單位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淡水區漁會
海巡署海洋巡防總局
特勤海巡隊
台北縣政府教育局
體健課

是否
聽過

投資設
提供場
提供
資訊需求 備、通訊、地、電力、
聯絡人
服務費
網路

是

非常需要 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

是

是

非常需要 可以考慮 非常願意

是

是

非常需要

未表示

非常願意

是

是

非常需要

不願意

非常願意

是

由訪談的結果可以看出各單位對於沿海遊憩安全資訊(含流況、
波浪、水位、水溫等)皆為非常需要，但由於設備、通訊、及服務費
用會是一大筆經費支出，故各單位回答趨於保守或是需要更高層級的
主管來裁示。台北縣政府教育局負責八里風帆碼頭的體健課由於預算
編列不易，更是回答「不願意」，惟由於八里風帆碼頭已經委託巨鷗
娛樂事業有限公司經營，而其負責八里風帆碼頭營運之陳廷鶴主任則
顯示高度興趣，並已建議可以安裝電子看板之地點(細節請見下一章
節說明)，裝置經費問題應可以進一步在與之洽談。
5-16

由於各單位皆非常需要沿海遊憩相關資訊，故在於是否願意提供
場地、電力、及網路連結方面，大多回答「非常願意」，因此若相關
設備中央氣象局可以編列經費購置的話，則安裝所需之電力，網路，
及場地應當都不成問題。

圖5-2-1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調查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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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2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宣傳摺頁初步樣式

圖5-2-2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宣傳摺頁初步樣式(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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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3 拉頁筆

圖5-2-4 拉頁筆文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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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加強簡訊發送作業
強化「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工作項目中包含加強簡訊的發送
作業，執行方式主要在增加簡訊接收人數及發送次數方面。既有之系
統在測試期間只針對最多十人進行每日兩次之簡訊發送測試。本計畫
將增加發送頻率至每日三至四次，視最新作業化波浪及潮流模式模擬
之頻率而定，初步規劃早上九時傳送當天下午二時的預報、下午四時
傳送下午十一時的預報、晚上九時傳送隔天早上五時的預報。
由於海象測報中心相關之軟硬體於7月採購完成，預定7月25日開
始安裝至新的伺服器上，故原先預定7月初開始簡訊發送作業。本計
畫將自6月起銜接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開始發送簡訊至年底，預估
需發送9180通簡訊，若每通簡訊費用以1.4元計，總共約需不超過一
萬三千元。本計畫在進行訪談及問卷調查後，皆請受訪單位提供測試
人員手機號碼，以便發送簡訊。各單位提出二至四人之手機號碼，連
同原先的測試人員，現階段每日須向15人發送三則簡訊，合計每日發
出45通簡訊。由於簡訊業者對於發送簡訊的電腦IP有所列管，故系統
移轉至中央氣象局新的IP須向簡訊業者申請IP變更，在加上中央氣象
局在網管方面相當嚴格，故簡訊的發送仍由原系統自工研院發送，至
11月中才進行自海象測報中心發送簡訊之測試。
遊憩安全資訊在不同的活動下設立了不同的級數，藉由此定義，
系統可以經由程式自動產生簡訊內容，再加上水溫、水位、波高、波
向、風速、風向即構成簡訊之內容。簡訊的產生以排程的方式執行用
Surfer的script所撰寫的程式。由於簡訊字數有70個字的限制，故內容
採精簡方式建置，圖5-3-1顯示手機展示簡訊的畫面，各預報項目分行
顯示一目了然，簡訊內容如表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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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1 手機展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畫面
表5-3-1 簡訊內容說明
內容
麟山鼻031612
溫位:20度/-0.3米
浪:0.5米/東北
風:5.5節/東北
船泳舟帆:安悶/失寒/良/適
遊憩安全

說明
麟山鼻海域3月16日12時的預報
水溫為20度，水位-0.3公尺
波高為0.5公尺，波浪自東北方位來
風速為5.5節，風自東北方位來
搭船安全但感覺無聊煩悶
游泳有失溫危險且感覺寒冷
獨木舟活動有良好的安全指標
適合駕駛帆船
此訊息是由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發送

由於水溫預報尚未放入系統中，故水溫資料採最近時間及地點之
浮標水溫資料，其他資訊皆為模式預報結果。由於波長資訊一般民眾
較難理解其代表之意義，且波浪模式有別於湧浪模式，其波長資訊無
法表現其特性，故現階段暫不放入，待湧浪模式整合入系統中再展現
波長資訊。
簡訊發送批次檔乃先執行IE然後呼叫簡訊發送的ASP程式，該程
式會讀取資料庫內的會員資訊，包括手機號碼，預報位置，及簡訊發
送旗標等，然後呼叫電信業者提供之CGI程式並附上相關之參數與簡
訊內容完成簡訊之發送。簡訊最新發送時間會記錄於資料庫每一個會
員的資料中，以便確認簡訊發送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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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電子看板地點規劃
本年度規劃北部區域另一個電子看板放置的地點，目前在研究範
圍內既有的海、氣象相關之展示系統，包括烏石漁港、貢寮漁會等漁
港，龍洞南口遊客服務中心、福隆遊客中心及大里遊客中心等遊憩
區，前二者均以文字方式展示於漁會樓下之電子看板上，透過撥接式
數據機接收自中央氣象局之即時與預報之海、氣象資料。後三者位於
遊憩區內，但目前大都置於管理單位內部，並未開放供遊客查詢使
用。電子看板放置地點以不重複設置以及看板曝光率來考量，表5-4-1
為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九十三年遊客人次統計表，根據統計數據旅
客人次多寡(超過三十萬人次)依序為大里遊客服務中心、福隆遊客服
務中心、福隆蔚藍海岸、鼻頭港服務區、北關海潮公園，若只看東北
角轄區海域開放地點來看則旅客人次多寡依序為福隆遊客服務中心
(海水浴場)、龍洞南口海洋公園及龍洞灣公園。另就考量新聞媒體進
來之曝光率，乃是以台北縣政府在八里淡水河口所設立的八里風帆碼
頭為最，這些地點皆為設置的重點評估地點。本工作項目在下半年度
進行了現場勘查與訪談，評估最適合放置電子看板的地點進行規劃及
洽商的工作。並與當地主管機關對放置電子看板相關事宜，如設置場
地、設置內容、設備維護、是否與當地景觀融合、運作模式可否納入
商業資訊、尋求廣告廠商贊助、單位人員配合、資訊資源協定等問題
進行洽商。
本計畫於9月8日拜訪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並向陳梅崗
處長說明本系統之功能及建置成果，除此之外並詢問在東北角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所管轄的風景區放置電子看板的可能性。現階段相關
之海象資料即時展示系統為成功大學進海水文中心幫中央氣象局海
象測報中心所設立的資訊展示平台(圖5-4-1)。該展示設備以電腦螢幕
為主，設立在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中心室內，所展示的
是龍洞浮標的即時資訊(含歷史資料時序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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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1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九十三年遊客人次統計表
據

點

總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5,316

17,949

23,508

38,325

38,325

30,861

45,174

41,072

24,366

28,500

32,226

18,089

353,711

鼻頭角步道

4,797

7,534

4,482

10,765

7,724

8,738

9,342

8,231

5,017

4,759

6,873

6,112

84,374

龍洞灣公園

995

1,589

786

1,115

2,906

5,616

10,264

10,572

1,214

1,264

-

-

36,321

2,899

2,521

1,332

2,844

4,017

6,930

16,251

13,479

781

1,774

5,870

1,308

60,006

鼻頭港服務區

龍洞南口海洋公園
鹽寮海濱公園

-

-

龍門露營區

806

813

福隆蔚藍海岸

-

-

4,493

7,286

8,326

21,088

5,308

3,570

2,395

1,581

54,047

2,197

4,857

5,475

4,601

23,168

11,962

8,716

7,539

8,762

1,295

80,191

-

-

-

-

-

4,505

313,518

11,083

3,420

12,600

15,709

18,095

378,930

福隆遊客服務中心

38,533

38,093

18,210

34,168

30,906

38,012

64,248

48,564

15,978

23,754

26,849

20,721

398,036

草嶺古道系統

14,590

11,950

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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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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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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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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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4

4,286

4,155

3,247

55,015

大里遊客服務中心

86,584

20,024

20,439

20,595

23,260

23,970

34,010

27,190

24,730

34,300

70,649

50,355

436,106

北關海潮公園

16,666

14,820

20,200

28,640

34,710

30,900

42,363

36,300

28,130

34,770

28,690

30,250

346,439

3,050

2,715

2,820

2,398

2,410

1,882

1,667

772

363

562

2,179

735

21,553

683

1,067

5,423

10,858

21,443

21,983

31,067

29,205

19,030

11,899

1,679

538

154,875

189,301

122,528

113,869

170,102

192,063

198,330

610,764

268,061

141,394

179,970

243,298

192,134

石城服務區

桃源谷步道系統
龜山島海域遊憩區
總

計

2,621,814
第一季總計

425,698

第二季總計

560,495

第三季總計

#######

第四季總計

615,402

(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提供)

圖5-4-1 東北角管理處遊客中心現有之海象資訊展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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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談論結果，陳處長瞭解本系統之重要性，但是關心電子看板
之設立是否會有重複性以及破壞遊憩區的整體景觀，因此希望我們能
和海象測報中心再行討論是否可以將兩套系統進行整合。如果整合後
要設立時，則在場地提供、電力供應、及網路提供方面皆沒有問題，
甚至在設備投資與服務費用方面也可考量。本計畫仍認為東北角海岸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的相關景點，如福隆遊客服務中心是相當好的設置
地點，惟進一步與現有的系統如何整合仍須由海象測報中心統籌規劃
以符合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之考量。
北部海域另一處可以考慮放置電子看板的地點即為台北縣政府
積極推廣的八里風帆碼頭。在10月22日正式營運的八里風帆碼頭，是
台灣第一座專為風帆運動量身訂作的碼頭設施，其管理範圍北起挖仔
尾，南至關渡大橋，長度約7公里。其水域特性潮差約為2公尺，且由
於距淡水河出海口不遠，時常有一定強度的風吹拂，但沒有潮流的影
響且浪濤不大，四季皆適合輕型帆船活動。另外管理單位還備有救生
艇、急救站，並與附近的海巡署岸防大隊合作，一有人發生意外，就
可及時救援，除水質問題外，應該可以成功推動輕型帆船活動。
本計畫於10月17日拜訪八里風帆碼頭，與該碼頭之主任陳廷鶴及
台北縣教育局體健課輔導員蔡肇唐介紹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陳主
任本身在軍方時期及現任職於巨鷗娛樂事業有限公司(風帆碼頭營運
者)多年下來皆積極推動帆船運動，對於本系統有極大的興趣，並陳
述本身從事風帆運動在十多年前就希望國內能建立類似的系統，因此
倍感欣慰國內開始重視沿海遊憩活動，政府肯編列經費建置這套系
統。
在陳主任的帶領下參觀風帆碼頭的設施(圖5-4-2顯示其浮動式碼
頭及拖放船隻的斜坡，圖5-4-3為風帆碼頭全景及辦公室)，並積極尋
找電子看板的位置，經與台北縣教育局負責碼頭營運事務的蔡輔導員
討論後，決定電子看板可以設置在其辦公室機房對外的玻璃窗上 (圖
5-4-4)，其尺寸亦符合現在裝設於淡水漁人碼頭之電子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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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2 浮動式碼頭及拖放船隻的斜坡

圖5-4-3 風帆碼頭全景及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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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政府教育局負責八里風帆碼頭的體健課由於預算編列不
易，在日後於11月2日填寫問卷調查時回答「不願意」投資設備服務
費等經費，但非常願意提供場地、電力、及網路等項目。由於八里風
帆碼頭已經委託巨鷗娛樂事業有限公司經營，而其負責八里風帆碼頭
營運之陳廷鶴主任有如此高的興趣，並已建議可以安裝電子看板之地
點，裝置經費若無法由中央氣象局編列預算，則應可以進一步在與之
洽談裝設經費問題。

圖5-4-4 電子看板預定放置位置

5-5 系統移轉作業
由於計畫期中後開始進行之系統移轉因為作業系統、網際網路地
理資訊系統等版本與原先開發的版本不同，而資料庫所使用免費的
MySQL與原先系統的微軟SQL Server亦不相同，故在程式安裝與資料
移轉方面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再加上伺服器放置位置的規劃以及中
央氣象局網域管理嚴格，任何電腦對外的連結皆需要經過申請，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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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移轉自7月底初步安裝系統於位於臨時位置的會議室內，一直到
10月中才大致移轉完成，時程與期中前的預估向後延遲近2個月，雖
然如此，原來位於工研院的系統仍每日正常運作，產生沿海海況及遊
憩相關指標之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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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北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建立
6-1 建立台灣北部流場模式
「台灣北部流場模式」範圍西起121 E東至122.5 E、南起24 N北
至26 N(圖6-1-1)，包含北台灣桃園、台北、基隆、宜蘭、花蓮等縣市
之沿海區域，使用POM數值模式和NFS之HC風場資料模擬潮流與風
驅流，再線性疊加EAMS模式之年氣候平均值，以獲得台灣北部沿海
流場的分布情況。

圖6-1-1 「北台灣沿海潮流模式」之模擬範圍及水深分布
潮流模式的開口邊界條件取自較大範圍的「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
式」水位輸出結果，以M2、S2、N2、K2、O1、K1、P1、Q1、Mf等9個
分潮所合成之水位變化推動模式內之流場。模式水平網格間距為
0.01 0.01 (約1公里)，垂直分層為16層採 座標系統，水深資料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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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海洋科學中心之水深資料庫新編台灣海域數值地形資料
(TaiDBMv6)。
模式的計算條件為(1)外部(二維)模組計算時距為2秒鐘，內部(三
維)模組計算時距為1分鐘；(2)海岸邊界與海床邊界為不可穿透與無法
滑動；(3)海床粗造度假設為0.01 m；(4)水平渦流黏滯係數採用
Smagorinsky formula以流速水平梯度和水平網格予以估算，垂直渦流
黏滯係數以Turbulent closure submodel計算而得；(5)地球自轉柯氏參
數(f=2 sin )採隨緯度變化；(6)海水溫度與鹽度採用定值，分別為20
℃與35 psu。
在不考慮海面風應力的情況下，潮位誤差之RMS分別為竹圍20
cm、淡水河口18 cm、麟山鼻16 cm、龍洞10 cm、梗枋12 cm、蘇澳12
cm。以調和分析比較實測潮位與模擬結果之M2、S2、N2、O1、K1五
個主要分潮的潮位振幅與相位，整體之潮位分潮振幅誤差的RMS為4
cm、相位誤差的RMS為11 。若依全日潮與半日潮區分，全日潮(O1
和K1)的潮位分潮振幅誤差約3 cm，半日潮(M2、S2、N2)的潮位分潮振
幅誤差約5 cm；全日潮(O1和K1)的潮位分潮相位誤差約14 ，半日潮
(M2、S2、N2)的潮位分潮振幅誤差約8 。其潮流流場在2005年1月14
日03時、2月15日03時、6月20日03時、7月04日03時、以及7月18日03
時等五個時段之潮流深度平均的流矢圖如圖6-1-2。
圖6-1-3為2005年1月14日03時、2月15日03時、6月20日03時、7
月04日03時、以及7月18日03時等五個不同風速型態作用下之潮流與
風驅流深度平均流速的流矢圖。由於HC風場之風速資料偏小，所計
算出的風應力僅MC風場之一半，因此作用於台灣北部海域流場模式
時，所產生的風驅流偏小，故流場分布情況與未加入風應力之潮流型
態十分相似。
圖6-1-4為2005年1月14日03時、2月15日03時、6月20日03時、7
月04日03時、以及7月18日03時等五個不同風速型態作用下潮流、風
驅流與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之合成流場深度平均流速之流矢圖。與
圖6-1-3相比較，主要的差異在於加入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流場後，
於台灣東部海域(三貂角以南)出現黑潮洋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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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2 台灣北部海域潮流模式輸出結果之海流流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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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3 台灣北部海域潮流、風驅流模式輸出結果之海流流矢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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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4 台灣北部海域潮流、風驅流、洋流合成流場之海流流矢分布
圖

6-2 東北部近海漁業氣象預報與風浪預報模式之比較
由於海象測報中心近來頻遭投書關於風浪預報不準的問題，實際
上投書民眾均係依據近海漁業氣象之預報資料，而中央氣象局現階段
在風浪預報上即存在二種版本，因此本年度計畫在主辦單位要求下，
先初步針對東北部宜蘭蘇澳沿海之近海漁業預報與SWAN-3進行分
析研究，未來在完整分析後，再逐步檢討全台各地之近海預報。
中央氣象局近海漁業氣象之預報每日4次，分別在每日的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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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6:30及22:30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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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海域之波浪預報值，係採用各區域範圍（圖4-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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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4-3-2所示。基於蒲福風級對
應之可能波高範圍在近岸區會有高估現象，因此本研究擬蒐集宜蘭蘇
澳沿海近岸區風浪模式之預報值（包括風速及波高）
、浮標觀測值（龜
山島）及逐日之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值，比較其間之差異性，提供作為
每日近海漁業氣象預報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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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 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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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圖6-2-2 宜蘭蘇澳沿海近海漁業氣象預報

6-2-1 分析方法
SWAN-3模式之篩選範圍如下所示：
海域名稱

左上座標

右下座標

宜蘭蘇澳沿海

121.5, 25

122.5, 24.5

現階段作業化風浪預報模式之計算程序中，每日執行二次，
如表6-2-1，例如27日凌晨完成SWAN-3之計算，其預報時間係自
26日20:00開始至48小時，如case1，而計算完成時間與04:30漁業
預報發布之時間較為接近(漁1，27日06:00至28日06:00)；而27日
下午完成之模式預報，其預報時間係自27日08:00開始至48小
時，如case2，計算完成時間與16:30漁業預報發布之時間較為接
近(漁3，27日18:00至28日18:00)，因此選擇此二種時段分別比較
SWAN-3、漁業氣象預報及龜山島實測資料。基於漁業氣象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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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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先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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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找出其間之關係作為互
相轉換的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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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進
行資料分析之時間自今年八月起至十月底止共三個月。
表6-2-1 漁業氣象預報及SWAN-3模式預報之時間
27
28
29
date 26
hrs 8 12 16 20 0 4 8 12 16 20 0 4 8 12 16 20 0 4 8
漁1
漁2
漁3
漁4
Case1
Case2
Local time

6-2-2 分析結果
1. 18:00至18:00
首先比較數值之平均以了解整體的趨勢，圖6-2-3分別
為8、9、10月自每日18:00至18:00止之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平
均值、龜山島實測面平均波高與SWAN-3面平均波高比較
圖。圖中顯示模式面平均波高一般均高於龜山島單點之時間
平均波高，迴歸顯示二者呈線性關係，相關係數均達0.9以
上，比值約在1:0.6~0.8之間，各月之差異性不大；而模式面
平均波高均小於漁業氣象預報之波高，若以線性迴歸方式表
示之，相關係數亦達0.8以上，比值約在1:2~2.6之間。若將
三個月資料一併分析，亦有類似現象，差異性並不明顯，龜
山島約為0.7比值於模式計算值，而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則約
為2.1倍於模式計算值，如圖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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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為平均值的比較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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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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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二者數值轉換上將更接近實
際，圖6-2-5為8、9、10月自每日18:00至18:00止之近海漁業
氣象預報範圍之上下限與SWAN-3波高最大及最小值之比
較圖。圖中顯示在最大值之線性迴歸轉換關係，其相關係數
均在0.76以上，模式在24小時時間內之最大值與漁業氣象預
報之上限波高，比值約在1:1.3~2.4之間，而最小值之線性迴
歸其相關係數均在0.78左右，模式預報值與漁業氣象預報下
限波高之比值約為1:3.9~9.2，顯示其差異性較大，原因在於
其中幾個漁業氣象偏大之預報值所致，實際上漁業氣象之範
圍下限大部分均在4公尺以下，當然也可能因為模式在近岸
區偏低的數值所影響，其最小值均在2公尺以下。圖6-2-6為
綜合所有資料之分析結果，在最大值部分，線性迴歸之相關
係數為0.77，最小值為0.72較逐月略為下降，顯示之模式預
報與漁業氣象預報之比值分別為1:1.7及1:4.8。
在風速部分，比較該時段內之面的平均風速，而模式預
報使用的風場來自於資訊中心HC風場，圖6-2-7為各月份之
分析結果，如同波浪之特性，模式預報與龜山島量測之風
速，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較高，均在0.84以上，但比值為
1:0.9~1.3，顯示模式預報所使用的風速略小於或等於龜山島
量測之風速，這與海象測報中心對敏督利颱風之研究結論一
致，而模式預報與漁業氣象預報之風速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
數介於0.64~0.77，且數值之比值在1:2.2~3之間。綜合所有資
料之分析結果，如圖6-2-8，模式預報與龜山島量測之風速，
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為0.86，比值為1:1.06，而模式預報
與漁業氣象預報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為0.65，比值為1:2.4。
綜合上述分析，在18:00-18:00之近海漁業氣象預報時間
內，龜山島量測值與模式預報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均相當
高，顯示線性關係已足以描述其間的關係，而在波高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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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面的平均值較龜山島高，但風速則約略為相等或偏低；
而模式預報與漁業氣象預報之關係，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
雖較低，但亦在0.7以上，且不論是在波高或風速，漁業氣
象預報均較模式預報之結果至少大一倍以上，因此若以簡單
之漁業氣象預報值波高範圍大小值與模式之最大最小值來
建立相關，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亦在0.7以上，在最大值
部分漁業氣象預報值約為模式預報之1.7倍，而最小值則為
4.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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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3 8月(上)、9月(中)、10月(下)SWAN計算波高及龜山島量測波
高、漁業預報波高比較圖(宜蘭蘇澳沿海，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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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4 8-10月SWAN計算波高及龜山島量測波高、漁業預報波高比
較圖(宜蘭蘇澳沿海，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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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5 8月(上)、9月(中)、10月(下)SWAN及漁業預報之波高最大值、
最小值比較圖(宜蘭蘇澳沿海，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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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6 8-10月SWAN及漁業預報之波高最大值、最小值比較圖(宜蘭
蘇澳沿海，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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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7 8月(上)、9月(中)、10月(下)SWAN計算用風速及龜山島量測
風速、漁業預報風速比較圖(宜蘭蘇澳沿海，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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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8 8-10月SWAN計算用風速及龜山島量測風速、漁業預報風速
比較圖(宜蘭蘇澳沿海，18-18)
2. 06:00至06:00
圖6-2-9分別為8、9、10月自每日06:00至06:00止之近海
漁業氣象預報平均值、龜山島實測面平均波高與SWAN-3面
平均波高比較圖。與18:00至18:00之變化趨勢相似，模式面
平均波高一般均高於龜山島量測之時間平均波高，迴歸顯示
二者呈線性關係，相關係數亦達0.88以上，二者比值約在
1:0.5~0.7之間；模式面平均波高均小於漁業氣象預報之波
高，二者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亦達0.8以上，比值約在1:2~2.6
之間。三個月資料整合分析如圖6-2-10所示，亦有類似現
象，龜山島約為0.66比值於模式計算值，而近海漁業氣象預
報則約為2.3倍於模式計算值。
在模式計算之最大、最小值與漁業氣象預報值範圍之關
係方面，圖6-2-11為8、9、10月自每日06:00至06:00止之近
海漁業氣象預報範圍之上下限與SWAN-3波高最大及最小
值之比較圖。圖中顯示在最大值之線性迴歸轉換關係，其相
關係數均在0.8以上，模式之最大值與漁業氣象預報之上限
波高，比值約在1:1~1.9之間，而最小值之線性迴歸其相關係
數除了9月份之外亦在0.85左右，模式預報值與漁業氣象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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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下限波高之比值約為1:3.4~8.9，差異程度較大。圖6-2-12
為綜合所有資料之分析結果，在最大值部分，線性迴歸之相
關係數為0.81，最小值為0.75，而模式預報與漁業氣象預報
之比值分別為1:1.3及1:5.6。
風速部分，圖6-2-13為各月份之分析結果，如同波浪之
特性，模式預報與龜山島量測之風速，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
數較高，均在0.77以上，但比值為1:0.8~1.0，顯示模式預報
所使用的風速略大於或等於龜山島量測之風速，而模式預報
與漁業氣象預報之風速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介於
0.44~0.73，且數值之比值在1:1.3~2.9之間。綜合所有資料之
分析結果，如圖6-2-14，模式預報與龜山島量測之風速，其
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為0.81，比值為1:1.01，而模式預報與
漁業氣象預報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為0.56，比值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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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9 8月(上)、9月(中)、10月(下)SWAN計算波高及龜山島量測波
高、漁業預報波高比較圖(宜蘭蘇澳沿海，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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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0 8-10月SWAN計算波高及龜山島量測波高、漁業預報波高比
較圖(宜蘭蘇澳沿海，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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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1 8月(上)、9月(中)、10月(下)SWAN及漁業預報之波高最大
值、最小值比較圖(宜蘭蘇澳沿海，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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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2 8-10月SWAN及漁業預報之波高最大值、最小值比較圖(宜蘭
蘇澳沿海，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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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3 8月(上)、9月(中)、10月(下)SWAN計算用風速及龜山島量測
風速、漁業預報風速比較圖(宜蘭蘇澳沿海，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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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4 8-10月SWAN計算用風速及龜山島量測風速、漁業預報風速
比較圖(宜蘭蘇澳沿海，06-0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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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一區一特性值的適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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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了解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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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蒐集SWAN-3
在今年8-10月之06:00-06:00及18:00-18:00、於近海漁業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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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報宜蘭蘇澳沿海的波高預報值來進行面的差異性分析，由
於預報值在時間的差異性較大，故選用變異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來整合時間之變異，圖6-2-15及圖6-2-16分為
06:00-06:00及18:00-18:00時間預報之變異係數分佈圖，圖中
顯示在三個月間的資料中，約80﹪之變異係數在0.05至0.15
之間，而約50﹪之變異係數集中在0.05至0.1之間，變異係數
0.05以下幾乎不存在，顯示以預報模式為基礎之區域特性仍
存在一定程度之變異，由於預報模式之範圍已涵蓋近岸區，
是否幾個近岸數值造成分佈的差異，亦或是應該再進一步的
劃分以提供不一樣的需求，如有需求如何劃分等，仍有待進
一步的研究。
06-06
0.6
0.524
0.5

機率

0.4
0.269

0.3
0.2

0.140

0.1

0.052
0.003

0.004

0.004

0.004

0.30

0.35

0.40

0
0.05

0.10

0.15

0.20

0.25

組距(變異係數)

圖6-2-15 8-10月SWAN計算波高變異係數分佈(宜蘭蘇澳沿海，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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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6 8-10月SWAN計算波高變異係數分佈(宜蘭蘇澳沿海，18-18)

綜合上述分析，無論是18:00-18:00或06:00-06:00之近海漁業
氣象預報時間內，在面及時間平均方面，龜山島量測值與模式預
報呈線性關係；在波高方面，模式面的平均值較龜山島高，但風
速則相近。而模式預報與漁業氣象預報之關係，其線性迴歸之相
關係數較低，但亦在0.7以上，且不論是在波高或風速，漁業氣
象預報均較模式預報之結果至少大一倍以上。而以漁業氣象預報
值波高範圍大小值與模式之最大最小值來建立其間之相關性，在
最大值部分漁業氣象預報值約為模式預報之1.7倍，其線性迴歸
之相關係數均在0.7以上，但最小值用線性關係來描述之差異性
較大。而以模式計算探討區域變異特性發現，約80﹪集中在變異
係數為0.05至0.15之間，其中約50﹪分佈在0.05至0.1之間，顯示
面的數值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變異性。
由於近海漁業氣象預報仍存在一些轉換的字語，例如浪高3
轉1公尺，大轉小浪等，在現階段研究都尚未考慮在內，是否以
風速的轉變或浪高的變化來作為施用的依據仍有待進一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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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北部海域風浪模式建立
為了改善SWAN-3在北部海域之模擬成果，如期中報告敏督利颱
風之模擬結果，本研究重新針對北部海域之地形資料等進行調整，圖
2-1-9及圖2-1-11分別為敏督利颱風期間，龍洞與龜山島資料浮標站實
測之風及波高資料，與NWW3-1、NWW3-2及SWAN-3重現結果之比
較。由圖得知，所有模式在趨勢上與實測值大致符合，6月29日附近
波高攀升時及7月2日附近示性波高達到最大時，模式已能完整的描
述，其中以SWAN-3最接近實測值；在風速部分，不同風場隨著解析
度減小呈遞減趨勢，最大風速發生的時間仍幾乎一致，而最大風速值
以NWW3-2所使用之MC風場與實測值較為符合，但有時間上的延
遲，而在風速成長及減弱時段，則以SWAN-3所使用之HC風場與實測
值較為符合。
上述結果顯示，在東北海域，三層巢狀的風浪計算方式已可以於
SWAN-3獲得與實測波高值較為接近的結果，而SWAN模式本較
NWW3模式更適合模擬近海的海況，可以預見其在西部海域之結果應
會更佳。而風速與實測值之時間延遲，與浪高值變化之關係則有待進
一步之研究。
圖6-3-1至圖6-3-2為SWAN-3模擬結果與蘇澳及花蓮資料浮標站
實測資料的比較圖，綜觀而言，SWAN模式在趨勢上及數值上，與龍
洞、龜山島、蘇澳及花蓮等站之實測資料有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其
中以龜山島最為接近實測值，可能與敏督利颱風行進路線相對於資料
浮標之位置有關。龍洞、蘇澳（蘇澳港北防波堤北方）與花蓮（七星
潭灣內）浮標由於受到地形遮蔽的影響，一般而言波浪若由南方入
射，則量測到的波高值將偏小。長期的觀測資料顯示，花蓮浮標當颱
風來襲時，波高會有先升後驟降的特性，推估係受到地形的影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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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1 蘇澳實測波高與SWAN-3計算結果比較圖

圖6-3-2 花蓮實測波高與SWAN-3計算結果比較圖

6-4 北部海域資訊系統建立
已建置的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涵蓋整個台灣地區，使用者可以
使用放大、縮小、及平移的功能來顯示任一區域，對於欲展示的圖層
進行開啟及關閉的功能，並可相互套疊展示，不會受到展示區域的限
制。雖然資訊系統沒有區域的限制，但由於現階段模式產生的資料限
於台灣北部海域，為了讓使用者能夠很快的流覽預報的結果，本年度
在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中加入分層之區域選項功能，讓使用者可以
經由跳出新視窗的按鈕選單選擇欲展示的大範圍區域(如北區、南
區、東區等)，或是透過下拉選單選取小範圍的區域(如淡水三芝沿海、
富貴角沿海、金山萬里沿海、基隆鼻頭角沿海、鼻頭角三貂角沿海、
三貂角龜山島沿海、龜山島蘇澳沿海等)。

圖6-4-1顯示系統控制列加入「沿海區域」的選項。功能控制相
當容易，使用者只要用滑鼠點選第一個下拉選單，選取區域後，第二
下拉選單之選項會隨之改變，接著再利用第二下拉選單即會選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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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最後按「顯示位置」即可放大至該區域。圖6-4-2顯示北區海域下
拉選單的項目。圖6-4-3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淡水三芝沿海
的畫面。圖6-4-4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富貴角沿海的畫面，
畫面中並套疊流況圖層。圖6-4-5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金山
萬里沿海的畫面。圖6-4-6顯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基隆鼻頭
角沿海的畫面。圖6-4-7顯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鼻頭角三貂
角沿海的畫面。圖6-4-8顯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三貂角龜山
島沿海的畫面。圖6-4-9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龜山島蘇澳沿海
的畫面。

圖6-4-1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加入「沿海區域展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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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2 沿海區域展示功能之下拉選單

圖6-4-3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淡水三芝沿海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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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4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富貴角沿海的畫面

圖6-4-5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金山萬里沿海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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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6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基隆鼻頭角沿海的畫面

圖6-4-7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鼻頭角三貂角沿海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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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8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三貂角龜山島沿海的畫面

圖6-4-9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龜山島蘇澳沿海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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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之營運規劃
本工作規劃「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以資訊服務之方式，結合
海象測報中心現有之相關系統(如海岸災害查詢系統及潮汐預報系統
等)，在海象測報中心內成立專責編制之人員、設備，訂定作業流程
及評估可能之商業運轉機制。本項工作並規劃此系統用於支援其他單
位(如海巡署、環保署等)與海域環境相關之決策支援系統。
由於海象測報中心現有之海岸災害查詢系統及潮汐預報系統皆
為本工作團隊參與開發建置的，故對於系統之運作能夠完全掌握，因
此在整合其他系統方面應該不成問題，但由於原先的系統為單機版，
與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之架構相差很遠，故系統之整合仍需時間與
經費之考量。
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之營運規劃工作方式在11月17日進行海象
測報中心相關人員座談會，首先提出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營運之標準
作業流程以及營運模式。系統之所有組件如圖7-1-1所示，系統之運作
主要分成模式執行、結果處理、系統網站、電子看板、E-Mail簡訊、
及藍色公路六大塊，各項目又分成三到五項工作。系統作業化流程如
圖7-1-2所示，現階段一天進行兩次模式執行、兩次結果處理(含網頁
預報圖層更新)、八次網頁跑馬燈更新及三次簡訊發送。
如此之系統組件及作業化流程所需之人力規劃如表7-1-1，預計
分成波浪模擬、海流模擬、系統資訊、通報支援、行政宣導等五組，
現階段每組一人共需五人。海象測報中心徐主任已指派黃曉薇負責電
腦伺服器部分 (系統資訊組)，其他成員將陸續指派。
在設備規劃方面海象測報中心因應承接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
統，採購HP雙CPU伺服主機，在軟體方面採購ArcIMS網際網路地理
資訊系統以及ChartFX網路統計圖繪圖軟體。本計畫協助海象測報中
心在新的伺服器上安裝及測試相關軟體，安裝測試完成後即可正式匯
入海象氣候資料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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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1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組件架構

圖7-1-2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作業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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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1 系統作業化運轉所需人力預估
組別
波浪模擬組
海流模擬組

系統資訊組
通報支援組
行政宣導組

工作項目
上位資料聯繫處理
執行及維護波浪模式
執行及維護海流模式
其他模式資料連結
產生預報圖層及文字
網頁及帳號維護
E-Mail及簡訊發送
系統運作檢核
電子看板及藍色公路
開發單位聯繫及系統宣導
合
計

人力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5人

在即時監測與通報服務系統所可能衍生之商業利益，本計畫在
2005年台灣海洋資訊應用研討會專家學者座談會中，請益國內外專家
學者關於如此系統商業化運轉的可能性不高，如果收費也只能就資料
散播所需之人工成本部份加以收費。就技術移轉部份，若廠商有意
願，則可進行協商將技術轉移出去，讓民間有能力做的事情，政府就
不要做，但海氣象觀測費用龐大，而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一定需要
即時的海氣象資料方能準確的進行預報，因此若民間公司願意承接並
運作這套系統，完成不仰賴政府單位，則需財力雄厚的機構方能辦
到，而單純提供服務或原始資料所能產生的盈餘有限，將很難找到有
投資意願的公司。
至於系統的其他部份，如藍色公路雙向通報系統，使其商業化來
提供服務是較具可行性。若業者的加值行為是被允許的，如何以額外
簽約的方式進行，或是以更嚴謹的計算方式(如每筆服務費的百分比
需要回饋給政府)，皆是可以被討論的。系統現階段仍將以政府的觀
點來建置，但若能製造盈餘，然後將盈餘再行投入相關技術之研發，
提升整體海洋相關產業的水準，則受益的將是全民。
本系統在跨部會角色方面，可以支援多個部會的相關業務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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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所示，其中漂流物軌跡預測與漂流物來源推估方面本系統尚未建
置，除此之外各項「產品」皆可支援不同的部會所需。其中除了海域
地理資訊會為所有部會需要外，各單位需求不同，例如漁業署對於船
隻位置相當重視，但即時的海流與波浪或許並不那麼需要，但漁會卻
非常需要。
本計畫會考量各單位所需，在日後的系統更新維護中，於經費允
許的範圍內增加服務項目以滿足各單位所需，而在客製化網頁製作方
面，由於需求的急迫性較低，當視與中央氣象局及需要客製化的單位
進行討論後決定之。

圖7-1-3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跨部會支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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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結論及建議
本年度已完成「氣象局風場蒐集分析」、「海面大範圍衛星遙測
風場資料蒐集」、「近岸海域海流(含潮流、洋流、風驅流)模式之建
置」、「NWW3 MPI模組建置」、「強化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
統」、「北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建立」、「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之營
運規劃」等工作項目，並獲致以下之結論及建議：
一、結論
(1) 中央氣象局宜蘭蘇澳之近海漁業氣象預報範圍內，以面及時間
平均的方法分析，龜山島量測值與模式預報呈線性關係，在波
高方面，模式較龜山島高，但風速則相近；而模式預報與漁業
氣象預報之關係，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較低，但亦在0.7以上，
且不論是波高或風速，漁業氣象預報均較模式預報之結果至少
大一倍以上。若以漁業氣象預報波高範圍之大小值與模式之最
大最小值來建立其間之相關性，在最大值部分漁業氣象預報值
約為模式預報之1.7倍，其線性迴歸之相關係數均在0.7以上，但
最小值用線性關係來描述之差異性較大。而以模式計算探討區
域變異特性發現，約80﹪集中在變異係數為0.05至0.15之間，其
中約50﹪分佈在0.05至0.1之間，顯示面的數值仍存在一定程度
的變異性。
(2) NWW3之MPI模組建立完成後可以充分發揮計算的效能，自然可
以在一定時間內承擔更大的計算量，現階段NWW3巢狀網格之
建立主要著眼於較小MC風場的產生，若風場之效應可以預知，
NWW3巢狀網格甚至可在作業程序中排除。
(3) 比較衛星中心及資訊中心在海上觀測點位之颱風風速資料發
現，大部分測站風速值之大小排列依序為MM5預報模式(衛星中
心)、觀測值、NFS(0.05度)預報模式(資訊中心)，且預報風速與
觀測值之相關係數普遍偏低。以龍洞及龜山島為例，風速較小
之NFS(0.05度)預報模式所提供之風場，計算之波高與實測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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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而自然風速較高之MM5模式將計算出更大之波高，一如
NWW3-1及NWW3-2模式。至於其他測站，SWAN-3並未進行相
關的波浪驗證比較，暫無法從中得到相似結論。
(4) 衛星遙測風場資料QuickSCAT同時擁有較完整之風速及風向資
料，且資料處理速度較快，將是監測海面風場不可或缺的資料
庫；SSM/I則具備涵蓋時間最長且資料最多的風速資料，而此二
種資料網格點大小皆相同。因此，若同時擁有這些資料，不僅
能提高時間解析度且可補足空間上漏失之資料，達到海面大範
圍風場監測的目的。
(5) 以NFS MC風場資料驅動潮流模式以產生風驅流和潮流，並線性
疊加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值所產出之洋流，而獲得台灣周圍海
域之流場分布，可提供出一個含潮流、風驅流與洋流的台灣周
圍海域流場，供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由於
所加入的EAMS模式年氣候平均流場屬定值，因此也無法顯示出
洋流本身非受當地區域風場影響所產生的季節變化，但所展示
出之流場可大略顯示出台灣東部黑潮洋流的存在。
(6) 以NFS HC風場資料驅動台灣北部潮流模式，並線性疊加EAMS
模式年氣候平均值所產出之洋流，而獲得台灣北部海域之流場
分布。雖然可以於三貂角以南的台灣東部海域出現黑潮洋流，
但由於所使用的HC風場風速資料較實際觀測值小，因此所產生
的風驅流也相對偏小。
(7)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已經轉移至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繼續進行系統測試與簡訊發送。
(8) 系統推廣拜訪四個單位並進行問卷調查，受訪單位皆認為非常
需要相關的即時與預報海氣象資料，並且非常願意提供場地、
電力、網路等設施供電子看板使用。
(9) 作業化運作初步認定系統組件分成五組分別是波浪模擬、海流
模擬、系統資訊、通報支援、行政宣導。人力需求為五人。
(10)電子看板設置地點考量遊客曝光度與實際資訊需求程度，規劃
八里風帆碼頭與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遊客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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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希望能與現有展示系統整合，
而八里風帆碼頭剛剛成立，設施尚未完備，而未來的曝光率仍
在評估中。

二、建議
(1) 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區域代表性之檢視，在風浪模式建立完成後
已變得可行，如何提供更為準確的預報資訊及以具有代表性之
區域劃分，在愈來愈強調資訊服務品質的年代將愈發顯得重
要。後續研究宜再針對宜蘭蘇澳之近海進行深入研究，尤其對
於波高範圍內之最小值及漁業氣象預報所謂的”轉”的應用等，再
以此為依據檢視所有近海漁業氣象預報，逐步推展到外海之漁
業氣象預報。
(2) 預報指標的建立提供預報單位對於預報資訊的品管，可作為進
一步改善預報準確度的依據，未來在各項海象預報資訊都應建
立類似作業流程，方能掌握預報資訊的品質。
(3) 在風浪模式完成其他地區之驗證後，應可考慮利用SWAN-3測試
不同風場的效應。
(4) 台灣周圍海域的流場之洋流部分目前是採用定值的EAMS模式
之年氣候平均流場，未來如果能夠配合其它研究單位所提供的
實際洋流變化值，則更可顯示出實際的流場情況。
(5) 台灣北部海域流場所使用的NFS HC風場風速資料偏小，未來可
考慮使用與實際風速觀測值較為接近的MC風場資料，應可提升
對風驅流的模擬成效。
(6) 由於中央氣象局網路環境管理嚴格，且設置環境與原開發環境
不逕相同，因此系統移轉作業比預定時程稍有延遲。為了以後
系統開發維護方便，建議中央氣象局開放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
統之遠端控制權限，讓如VNC之軟體可以由遠端固定，節省時
間增加效率。
(7) 中央氣象局協助申請對於四個查訪單位的網路權限開份，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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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需要簽署備忘錄說明資料不會外流，但由於與徐主任討論
過後，整個流程在中央氣象局尚未完全清楚系統運作外，暫緩
測試單位的開放。
(8) 電子看板的設置費用希望由中央氣象局編列預算來執行。在資
料展示需要整合的地方也希望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能召開
協調會議。
(9) 簡訊發送費用仍由工研院出資，希望在現階段儲值費用用完後
能由中央氣象局編列預算。
(10)系統中英文名稱之訂定，由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統籌設
定，本計畫全力配合修改網站及地理資訊系統內之標題。
(11)系統的產品需要開始進行檢核的動作，才能卻保預報的結果每
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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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
安全之應用研究(1/3)九十四年度會議記錄

附件1-1

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九十四年度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十九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整
貳、地點：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參、主持人：徐主任月娟
肆、出席人員：顏志偉、張恆文、楊天瑋
伍、記錄：楊天瑋
陸、會議結論：
一、確定期初報告之內容，包括評選委員意見與回覆、分項工作項
目與執行方式、目前執行成果現況等三項
二、報告交辦之事項。
三、衛星中心之 Pc Cluster(6 個 node)為本中心專用(主管間已確
認)，若仍有問題得逕向副主任報告，請求協助。
四、在林教授等最佳化網格未執行完成之前，計算流程仍按逐層巢
狀網格之計算方式，由大格網提供小格網之邊界條件。
五、為配合預報作業之需求，及白天上班時段需利用Pc Cluster測試
程式供近海預報練習之用，與SWAN-4模式執行12小時之計算
需耗2.5小時(在Pc Cluster)的情形，同意在下午時段不執行
SWAN-4之預報計算，但需將凌晨SWAN-4之預報計算延長，
供作下午SWAN-4之預報需求。
六、風浪預報因轉換計算平台(NWW3)，大幅提高計算效率，然大
部分之耗時均在等風場資料，因此修正原來之計算流程(即各
網格一次計算完成後才進行下一巢狀網格之計算，包括
hindcast 及forecast)，建議改為，各網格之計算(以12小時為單
位)採分段進行，若上一階之網格已計算完成12小時之計算即
可提供邊界條件給下一巢狀網格。此舉雖然總體計算時間未有
太大差異，但部分網格之預報結果可提早產出。
七、修正後各網格之執行時間如表1。
表1 中央氣象局風浪模式之執行情形
風場模式 起動時間 風浪模式 網格大小
RC(0.5o) 12:30
NWW3-1 (0.5o)
o
MC(0.25 )
NWW3-2 (0.25o)
HC(0.05 o)
SWAN-3 5km
附件1-2

計算時間(H/F)hrs
84(12/72)
84(12/72)
48(12/36)

結束時間
13:30
13:40
14:10

HC(0.05 o)
HC(0.05 o)
(H : Hindcast

SWAN-4 500
SWAN-5
F : Fore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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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2/36)

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九十四年度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貳、地點：工研院能資所24館
參、主持人：張恆文
肆、出席人員：顏厥正、林勝豐
伍、記錄：張恆文
陸、會議結論：
一、為因應即將到來之期中報告，由於委方已要求提早交付報告，
決議於七月六日將期中報告提交至張恆文處，以利彙整，相關
章節安排近期內將 mail 給各位，請注意期中之查核點。
二、PC-Cluster 已安裝完畢，有需要的同仁可逕洽張恆文安排帳號，
訓練課程俟日後較餘裕時間再行安排。
三、本月份助理又改聘為陳婉婷，前已針對相關處理事宜與師大協
商。
四、MPI 建置將請天瑋先安裝 SWAN 於本所 PC-Cluster 上，若一
切 OK，再嘗試 NWW3 之 MPI 建置，以避免衍生問題無法解
決。
五、未來營運規劃之工作項目擬以座談會形式舉行，建議於九月份
開始規劃，十月份或十一月初舉行，或可配合海象測報中心海
洋年相關活動一起舉行。
六、海流建置需請工讀生協助，已先行辦理相關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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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九十四年度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三十分
貳、地點：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參、主持人：林副主任燕璋
肆、出席人員：黃課長華興、顏志偉、顏厥正、林勝豐、張恆文、朱
啟豪、楊天瑋、陳婉婷
伍、記錄：楊天瑋
陸、會議結論：
一、計畫進度說明：
林副主任燕璋：
這類型的大型計畫中心非常重視，因此計畫報告務必詳盡。對
於期中的報告有三點要求：
1. 報告及簡報的電子檔務必交一份給中心，作為日後中心成果
推廣之參考內容。
2. 書面報告需於2005年7月15日前繳交。
3. 期初審查委員之問題、意見，需列入期中報告回覆。
張恆文：
改善風場技術方面：收集2004年7月1日與8月24日的NFS與
MM5風場資料做比較，將所有收集到的資料作一表列比較之。
NWW3中小尺度模式在MPI方面已完成compile，並已移交給海
象測報中心相關負責人員，後續將陸續做模式平行化處理效率
的比較。
林勝豐：
近岸海域：仍採用ＰＯＭ模式，並在模式加上洋流以及風驅流
項。
顏厥正：
GIS地理資訊系統在推廣方面有三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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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卷：利用問卷方式訪問民眾是否知道此系統，並教導民眾
認識此系統。
2. 訪問：指導中心人員能熟悉此系統之展示，以利於民眾在參
觀中心時能有完善之介紹。
3. 文宣：製作文宣簡介。此部分是否以氣象局之名義製作文宣
簡介，將再進一步討論。
二、交通部計畫成果技術轉移：
張恆文：
1. 期中報告會由張恆文親自送達中心。
2. 期中報告及簡報之書面資料將印製20份。
3. 漁人碼頭電子看板之軟硬體將移轉給中心。
4. 暫定7月25日將來中心做軟體相關之前置作業，並於7月27
日做技術的移轉說明。
5. 有關勞退新制將影響研究助理勞退提撥權益，希望雙方能夠
研擬解決目前更換雇主（由工研院至師大或由師大至工研
院）師大未提撥勞退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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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九十四年度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上午十時整
貳、地點：工研院能資所24館
參、主持人：張恆文
肆、出席人員：顏厥正、林勝豐
伍、記錄：張恆文
陸、會議結論：
一、依據評審意見，期末報告前會將原五百萬經費與後來剩下三百
萬之計畫內容，列出差異程度。另會將沿海遊憩之計畫內容及
成果列在報告前。
二、原整合性風場之內容是經由與委方確認，內容不會再作變更。
衛星風場相關資料之蒐集應也不會改變。
三、今年模式使用風場之來源全依據 NFS 風場。
四、下週與海象測報中心可能有幾項事情需確認，1.簡訊的測試，
2.可否配合 10 月底與海象測報中心合辦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
之營運規劃，3.摺業的設計。
五、系統的推廣拜會，預計 8/15 前聯絡邱主任秘書，再訪問東北
角管理處，希望在此之前能將摺業印刷好。另八月底完成拜訪
二個單位，九月底完成拜訪二個單位，請注意需有架設完成測
試報告。
六、另再選擇架設電子看板的地點，應有評選因子。
七、預計十月底舉辦各觀光局相關單位之教育訓練，約九月底即需
開始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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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九十四年度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整
貳、地點：海象測報中心主任辦公室
參、主持人：徐月娟主任
肆、出席人員：李汴軍教授、張恆文
伍、記錄：張恆文
陸、會議結論：
一、 現階段近海漁業氣象預報係從下午 4:30 發佈，有效期間為下
午 6:00 至隔天下午 6:00，由於近來氣象局接到許多抗議電話
指出近海漁業氣象預報準確度不佳，因此本中心希望透過分
析現場觀測、風浪預報及近海漁業氣象預報等資料，提供局
裏在作近海預報之參考。
二、 現階段先以北部海域為對象，比較彭佳嶼、龜山島及龍洞等
三測站之風速及波高資料。
三、 本週檢視完成後擬定簡單工作計畫書開始執行，擬妥後檢交
一份給李汴軍教授。
四、 漁業氣象預報建議由人工建成表格方式儲存。
五、 本研究納為本計畫之工作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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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九十四年度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整
貳、地點：工研院能資所24館
參、主持人：張恆文
肆、出席人員：顏厥正、林勝豐
伍、記錄：張恆文
陸、會議結論：
一、 風場評估部分，衛星中心將於十月初提供另二個颱風之相關
風場。
二、 包含海流之流場模擬，現階段進行雙月份氣候平均之流場及
水文場的計算分析。
三、 目前系統因氣象局牆內牆外安全管制嚴格，仍未建置完成；
預報資料傳輸需透過層層轉送，此問題已反映於海象測報中
心。
四、

NWW3 之 MPI 模組已於海象測報中心建置完成，但仍缺該
單位之測試報告。

五、 強化系統部分，由張負責後續之預約(海巡署及淡水區漁會)。
六、 中心之營運規劃部分，需協助海象測報中心訂定 10/19 會議
上之議題，並製作紀念筆(約 150 份)，會後可由天瑋整理資
料，但需在下次會議時列入會議紀錄。
七、 在北部風浪模式部分，需將內容改為比較風浪預報及漁業氣
象之差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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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九十四年度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二時整
貳、地點：中央氣象局616會議室
參、主持人：徐主任 月娟
肆、出席人員：顏厥正、林勝豐、陳琬婷
伍、記錄：陳琬婷
陸、討論事項及結論：
顏：
在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之建立方面，即風場評估部分，已連絡
衛星中心將於十月初提供另二個颱風之相關風場。至於蒐集海
面大範圍衛星遙測風場資料方面，此部份的期中報告已完成。
徐主任：
氣象局也有衛星觀測風場(QuikSCAT)，你們可以瞭解一下。
林：
在近岸海域海流模式之建置方面，目前缺乏對潮流模式結果與
實測數據比對之測試驗證。但是，請勿比對模式邊界的測站，
例如馬祖測站；而澎湖因為地形解析度的關係，已經自行比對
過，此地區的模式結果較有誤差；至於台灣本島，模式結果應
該都很好。
之前有連絡吳朝榮老師，請吳老師提供其模式的網格及地形，
但是吳老師表示原始的模式網格資料已經遺失，因此本計畫將
使用吳老師所提供之海流水文資料，內插至原台灣周圍潮流模
式之網格。
徐主任：
這方面可以向吳朝榮老師請益，如往後需建立台灣附近小範圍
的海流模式，範圍應多大比較適當。若範圍一致，以後不同模
式之間整合會比較容易。至於潮流模式的驗證，可以與朱課長
談談驗證的事宜。
林：
至於模式，希望往後能把海流、潮流都包含進來，理想做法是
試著放在ㄧ起run，據我所知，目前國內還無這種做法，而較
簡易的作法是將潮流和海流線性相加。

附件1-10

徐主任：
若此部分的模式建置完成時，不必等到結案，可以先行移植到
中心運作。
顏：
中、小尺度風浪模式之NWW3 MPI模組已經建立，且安裝至
CWB之PC-Cluster，希望芳如能協助測試，並填寫測試報告。
而風浪模式整合應用方面，希望能持續邀集參與「網格最佳化
計畫」之進度會議。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已移轉至中心，大致上已經
可以執行，建置於61.56.11.129/msis上，且寫好定時執行排程，
測試每日能否正常執行。至於發送簡訊方面，台灣大哥大表示
發送簡訊需要IP位置，現已依相關程序提出申請辦理中。
另外，依計畫需要，已拜訪東北角管理處，管理處陳處長則提
出可否利用現有設施以及防蝕問題，我方會再瞭解並尋求解決
方案。預計下週拜訪海巡署及淡水區漁會。
徐主任：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管理處的拜訪行程，請排定於海象資
訊應用研討會後。
海巡署某些編制已經改變，應該再瞭解一下。另外，建議拜訪
單位可以增加台北縣政府，也可再考慮至宜蘭縣政府。
顏：
建立台灣北部風浪模式方面(代張恆文發言)，內容改為比較風
浪預報及漁業氣象之差異研究。現已完成漁業氣象資料之整理
程式，並已有初步結果。
另地理資訊系統方面，已建立台灣北部海域資訊系統，可展示
較local的資料。
計畫工作項目之ㄧ：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之營運規劃，其中有
提及任務編組及資料商業化的問題，能否於10/19的研討會議
上設為議題提出討論，聽取出席會議之專家學者的意見。
系統推廣方面，規劃製作紀念筆1000隻，文宣內容包含海象測
報中心及系統簡介，費用約為2萬元。
徐主任：
之前在觀光局東北角風景區管理處舉行資料浮標維護案期中
簡報時，提及東北角至龜山島的航線，可請志工記錄海象資
料，待中心取得資料，也可作為比對的依據。
至於營運規劃及任務編組之討論，由中心另行舉行會議討論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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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當。
柒、臨時動議：
顏：
下半年度經費是否如之前規劃數目提出，或須調整？
徐主任：
關於經費問題，最後還是取決於立法院，但目前情況尚屬樂
觀。若經費屆時有變動，再對工作內容上做些許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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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九十四年度工作會議記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整
貳、地點：中央氣象局616會議室
參、主持人：徐主任 月娟
肆、出席人員：顏厥正、張恆文、黃華興、陳進益、朱啟豪
伍、記錄：張恆文
陸、會議結論：
一、 程式最後結束的時間似乎可以提早。
二、 簡訊發送的時間可以再作一些調整。
三、 在海象測報中心尚未全盤暸解清楚之前，仍不宜將網站對外
公佈，因此四個單位的系統連結測試應暫緩至明年才執行，
但簡訊可以持續發送。
四、 順應個人化網頁的趨勢，應該嘗試建立網頁自資訊功能，同
時應朝無障礙空間，並應注意訊息公佈與氣象局及海象測報
中心公佈的資訊一致。
五、 資訊系統名稱仍無定論，似乎不宜太強調 GIS。
六、 操作手冊需使用案例方式說明操作程序。
七、 展示系統與伺服器部分的負責同仁為黃曉薇。
八、 測站之部分屬性資料應該不要公開，另測站位置與資料之定
期更新機制應該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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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期初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附件2-1

中山大學陳陽益教授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依據計畫名稱似乎係針對遊客及大型 本計畫的目標為強化中央氣象局海象預
船隻，但對於小型船隻而言，風浪預報 報之作業能力、提升資訊可靠度及執行
資訊可以讓其開到什麼速度，克服風浪 效率，使得從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到幾級?即風浪預報資訊可以對於小船 所提供之相關資訊得以藉由維護完整的
作如何因應之建議。
資訊系統廣為傳播，並提供作為近海遊
憩觀光、防災、搜救決策及航行安全之
參考。因此，本計畫著重在資訊的提供，
而部分轉化海象資訊成為各項活動之指
標，由於牽涉之層面及專業領域較廣，
大部分均參考國外現有指標或初步訂
定，未來仍需進一步研究檢核修訂。
台灣大學林銘崇教授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依近海觀光、防災及航行安全不同之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建立及改善中央氣象
目的所需資訊可能有所不同，在建立海 局之近海預報的技術，期能在作業化的
象資訊時，是否有考慮其不同。
要求下，提供準確的海象預報資訊，包
括海流及風浪等。雖然不同目的所需的
資訊可能有所不同，但考慮這些資訊都
需要基本資訊再加以轉換或進一步處
理，因此仍需從建立基本準確的海象預
報資訊開始，此亦為本計畫之主要工作
內容。
2.數值模式之開發建立可能不是本計劃 本計畫在數值模式之開發建立部分，均
之重點，如何結合及善用現有已開發之 使用既有的模式來加以應用研究，但仍
模式於本計劃之系統可能才是重點。 需在應用上投注相當心力加以修改，並
同時考慮與系統之結合。
台灣大學陳教授慶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如何驗證模式預測結果之正確性？如 目前在模式的建立過程均循校正與驗證
何改善模式表現？若有新的資訊如何輸 程序來建立，並採用解析度較高的巢狀
入模式中？
網格以反應部分較細小尺度的物理現
象，建置過程中均與委辦單位及其他專
家學者共同討論修正，以達到現階段模
式之最佳表現，同時在考慮提供預報最
佳之起始條件情形下，也考量使用資料
同化的方式，將新的資訊輸入至模式中。
2.近海惡劣海象往往在非常短的時間內 許多海象模式的輸入條件均需風場的資
就產生，如何在預報模式中快速反應這 料，而在面對惡劣海象狀況(颱風)，現階
些短時間的反應？此問題應多加考量。 段中央氣象局的處理方式為另使用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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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場模式來模擬這些急速變化的氣象條
件，同時加速更新預報的頻率，因此現
階段會完全配合氣象局在惡劣海象時之
作業程序來加以修正。
3.修改計畫預期成果，更具體描述哪些 已加強具體描述計畫預期成果。
目標是具體可達成的。
台灣大學莊文思教授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服務對象應區分，商船、漁船、遊艇、本計畫主要目的在建立中央氣象局之近
岸邊遊憩以及海上搜救工作，其需求各 海預報能力，重點在於基本海象資料的
有區分，此計畫並未針對需求提出目標 提供，而這些基本海象資料對於不同使
及作為，服務建議書內容較為簡略。 用對象而言，可能需有進一步解釋或整
合的程序必須進行，而這些加值的程序
或解釋並非本計畫之工作內容，而過去
本所曾經針對部分使用對象以蒐集國外
作法或國內其他研究嘗試初步訂定指
標，試圖拉近與使用對象的距離，唯部
分牽涉到如運動生理學的專業，建議需
再進一步接受檢驗或認證始較為客觀。
2.近海預報作業模式建立並不容易，建 近海海象預報作業為中央氣象局海象測
議書內容對於可能遭遇之問題並未明 報中心亟需建立的任務，面對許多海象
述，預期成果過於樂觀。
變化複雜的海域，實際上預報模式之建
立有它一定的難度，原因也有許多，將
在未來報告中詳述。然而本計畫嘗試從
建立雛型著手，以因應任務需求，當然
相關模式之建立必然需一再的研究修
正，絕非一個計畫即能完美達成，因此
本計畫將與氣象局其他計畫進行配合，
將模式作最完整之建立。
3.北部海域海流模式範圍（服務建議書 完全贊成評審論點，然而本計畫將依計
圖8，p23）擇定之海域，風、流、潮、 畫書所述之方式盡立將該區域之模式建
浪均甚為複雜，模式發展及驗證均不易。立至最完整。
中央氣象局葉組長天降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海象測報中心應詳訂驗收標準，減少 已加強具體描述計畫預期成果及驗收標
雙方對於完工定義的差距。
準。
中央氣象局鄭主任明典
審查意見
1.驗收標準應明確訂定。
遵照辦理。
2.廠商需附驗收計劃表，並應逐年審查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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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回覆

廠商所提計畫。
中央氣象局徐主任月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期末報告可針對北部海域對於近海觀 此部分工作內容將與海象測報中心再行
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做一些初步探 協商辦理。
討，可利用今年發生的例子作為主題
2.模式應陸續安裝於海象測報中心以方 遵照辦理。
便作業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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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期中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附件3-1

台灣大學林銘崇教授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本計畫涵蓋內容廣泛，並使用一些其 過去本所所參與或主持的計畫，已建置
他計畫研發之數值模式，此等模式之建 完成五層之風浪預報，但因時效性無法
置與本計畫網格最佳化工作間之配合如 滿足需求，故仍有其它計畫由其他單位
何具體執行？
執行(網格最佳化)。由於本計畫主要在促
成中央氣象局作業化之模式運作，因此
需緊密了解其他計畫之進度及內容，故
都派員出席相關會議，以期掌握確實內
容。
2.實用上三維潮流模式是否確有需要？ 本計畫將建置一個含潮流、洋流與風驅
流之海流模式，並考慮東部海域水深較
深且海流具垂直變化，因此將使用三維
模式進行模擬。
台灣大學陳教授慶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具體的程序 本工作項目在第一次經費刪減30%時，
是什麼？如何從幾種不同來源的風場及 已作修正，由於委方堅持工作名稱不
衛星風場整合出一個可用的風場？這些 便，故僅修改工作內容。為免造成誤解，
應有較充分的說明。
將遵從建議，將原有經費500萬內容與剩
下309萬內容作一比較放入附件中，避免
造成評審誤解。
台灣大學莊文思教授
審查意見
1.計劃執行迄今，實質進展有限。

意見回覆
本計畫自3/15議價、4/15簽約完成迄今
(7/15)，因工作時間僅佔全程1/3故成果
相對較少，且部份工作項目仍屬執行階
段，及與先前計畫重疊致部分工作無法
順利進行，但仍在期中報告完成部分工
作項目，將利用剩餘時間完成其他項目。
2.風場整合首在比較各不同風場間之相 謝謝指教，現階段由於資料有限無法進
關性，並應以客觀、科學的方法驗證。 行進一步分析，在期中報告已加以說明
(p2-4，第三段)。
3.EAMS之五年輸出，雙月平均值並不能 EAMS雙月平均流場僅提供海流模式之
代表台灣附近海域之流場，其功能在未 基本流場，未來將使用中央氣象局NFS
來模式發展過程有何助益並未說明。 風場模擬資料作為海面應力條件，以更
符合實際流場之模擬預報。
4.衛星風場之研究只在網路收集資訊階 本計畫今年此工作項目之範疇僅在初步
段，並無實際衛星資料互為比對，是屬 蒐集現有網站上之相關資料，衛星資料
不足。
互為比對不在本年度計畫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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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葉組長天降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摘要中應對上半年計畫進行情形做摘 依指示改進。
要說明。
2.書面報告應儘量簡明，集中於工作之 謝謝指教，未來將強調簡明扼要。
進行。
3.加強對資訊需求者之連繫。
遵照辦理。將依規劃拜訪所擬定拜訪之
四個單位，並利用問卷調查方式了解資
訊需求者的想法與建議。
觀光局邱長光主任秘書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電子看板地點規劃乙節，建議研究團 遵照辦理。將依計畫進度安排至東北角
隊宜先與東北角管理處接洽、協商。 管理處訪談。
2.系統移轉建置、教育訓練是推廣運用 本計畫本年度並未規劃教育訓練課程，
的重要工作，也應該要有適宜的規劃作 本計畫前身「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
業，尤其是對基層的使用單位而言，研 之移轉只針對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究團隊更宜設身處地為其著想。
人員進行。教育訓練的確對於使用單位
相當重要，因此在本年度計畫結束前，
將會針對系統推廣測試的四個單位，額
外進行一場次之系統使用教育訓練。
中央氣象局鄭主任明典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工作項目符合規劃項目，建議多瞭解 謝謝。將採用廣發問卷的方式來多了解
使用者需求。
使用者需求。
中央氣象局徐主任月娟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本計畫為提供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 謝謝指導並遵照辦理。本計畫將儘早至
航行安全所需之海象資訊，請配合本局 四個測試單位進行訪談了解其需求，並
其他海象模式的研發，將成果納入系 採用問卷方式多方蒐集使用者意見。海
統，注意作業化的時效性。更加強與使 象資訊之加值展示與應用是本計畫與其
用者的訪談，了解海象資訊的需求面， 前身計畫所追求之目標，當全力以赴。
將海象資訊素材、創造及產出豐富的資
訊，滿足外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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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NWW3 2.22版安裝手冊

附件4-1

NWWIII 2.22版風浪模式
安裝手冊

張恆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一、前言
本安裝手冊之目的主要希望能幫助使用者建立 NWW3 2.22 版模式，雖然 NOAA 已經
提供 user manual 供使用者參考，但若能同時參考本手冊，相信對於使用者而言，將能更
快進入狀況。同時手冊中亦對 MPI 之建置多作說明，希望能讓使用者減少安裝試錯的時
間，直接接觸到程式本身之運算。至於在輸入條件及其他參數等其他方面之說明，可參考
本人在協助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建置 NWW3 1.18 版時所撰寫的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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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裝、編譯及執行
NWW3 version2.22 模式之安裝，由於其使用 Fortran90 撰寫，故無法與
version1.18 compatible，因此需在其他目錄設定，但因其與 version1.18 相同均
使用同樣位於 login in 目錄之.wwatch3.env，因此強烈建議移去 version1.18 的
所有內容，或在計算平台上用新的 user 重新安裝，以避免衍生問題。2.22 版
之安裝有一些注意事項，建議遵從以下步驟：
1.假設目前的工作目錄為/user3/chang，欲在該目錄下安裝 NWW3。
2.在/user3/chang 之目錄上需有一些檔案，包括
install_wwatch3
wwatch3.aux.tar
wwatch3.ftn.tar
wwatch3.inp.tar
wwatch3.tst.tar
其中 install_wwatch3 為 shell script 的檔案，其他為壓縮檔，於執行安裝完成
後會自動解壓縮，不需在此時解壓縮。
3.在程式安裝時，應先在路徑上設定/bin 及/exe，例如/user3/chang/bin 及
/user3/chang/exe。一般均在 login in 後顯示之目錄上之.bash.profile 上設定。
4.先執行
chmod 700 install_wwatch3
對然後執行 install_wwatch3，其中會有一些問題需要回答，包括印表機、
Fortran compile、C compile、tar 檔案之目錄所在、暫存檔之目錄名稱等，這
些設定均會存在/user3/chang 之.wwatch3.env 之隱藏檔內。 . wwatch3.env 如
下所述：
#
# Environment variables for Wavewatch III
# --------------------------------------#
WWATCH3_LPR
y
WWATCH3_F77
f77
WWATCH3_CC
cc
WWATCH3_DIR
/user3/chang
WWATCH3_TMP
/user3/chang/temp
WWATCH3_SOURCE
no
WWATCH3_LIST
no
此部分 Fortran compile 仍然需選用 f77，因一些輔助檔仍然使用 Fortran77 撰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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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執行 install_wwatch3 後，即會產生 9 個子目錄，其中/user3/chang/temp 為之
前 WWATCH3_TMP 之設定
/user3/chang/inp/
/user3/chang/test/
/user3/chang/aux/
/user3/chang/exe/
/user3/chang/bin/
/user3/chang/work/
/user3/chang/ftn/
/user3/chang/temp/
/user3/chang/obj/
6.此外，在/user3/chang/bin 中有一 comp 的檔案，sec. 2.b 中需依據不同作業平
台作一些修正，如後之範例。請特別注意 fortran compile 的位址，有需要則
需加上路徑。
7.另有一 link 的檔案，sec. 3 中之 link all thing 需作一些修正，依據不同作業
平台而定，如 generic 或 red hat linux absoft 或 IBM RS 6000 xlf 等，如後之範
例。請特別注意 fortran compile 的位址，有需要則需加上路徑。
8.第 6 步驟及第 7 步驟修改完後才能準備執行 compile 的動作。
5.compile 時，主要之 script 檔案均在/user3/chang/bin 內，因有連結，故任何地
方均可使用 w3_make 來作 compile 或 link。執行時亦因執行檔在
/user3/chang/exe 內，因已連結，故任何地方均可使用。
6.執行時，由於輸入之檔名均固定(*.inp)，可以建立一新的目錄將原先
/user3/chang/inp 的 input files 全部 copy 到新的目錄，在經過編輯後再逐一執
行，或建立一新的目錄，而於/user3/chang/inp 中將此 input files 編輯後，再
於新的目錄中作 symbolic link 的動作。
7.建議不同的 case 能建立一個新的目錄，同時將/user3/chang/inp 目錄中的*.inp
均 copy 到此目錄，在此目錄編輯。再利用 symbolic link 的方式連結幾個主
要編譯之檔案，包括 switch, ln3, com, link, w3_make 等。如下所示
ln –s ../bin/switch
ln –s ../bin/link
ln –s ../bin/com
ln –s ../bin/ln3
ln –s ../bin/w3_make
此時即可建立一個 script file 來執行，或按正常步驟一步一步執行如下：
ww3_grid→ww3_strt→ww3_prep→ww3_shel，ww3_outp 及 ww3_outf 為輸出
面及點的執行檔，可視需要分別執行之。
9.上述之 compile 及 link 為單機之建置，其 switch 之建置範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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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0 NOGRB LRB4 SHRD LLG PR2 ST2 STAB2 NL1 BT1 WND1 RWND
CUR1 SEED O0 O1 O2 O2a O2b O3 O4 O5 O6 O7
若為 MPI 模組之 compile 及 link，則 switch 之設定需改如下範例：
F90 NOGRB LRB4 DIST MPI LLG PR2 ST2 STAB2 NL1 BT1 WND1 RWND
CUR1 SEED O0 O1 O2 O2a O2b O3 O4 O5 O6 O7
當使用 MPI 時，僅 ww3_shel 及 ww3_strt 具備平行化之程式架構，故其他程
式仍需使用單機之 compile 及 link，換句話說，請先使用單機之 switch、compile
及 link，再將 switch 改成 MPI 的設定，再 compile 及 link ww3_shel 及
ww3_strt。執行時，可使用 mpirun 來控制不同的 node，並設定 machinefile，
以了解不同 CPU 之排序，如下範例：
mpirun -np 3 –machinefile machinefile ../exe/ww3_shel
3 代表 3 個 CPU，請注意後面執行檔需付上全路徑。另若在作業化定期執行
之程序上，以使用排程(PBS)的方式執行較為妥當，系統可避免其他 job 的
干擾。而 Machinefile 之設定如下範例，在 3 個 CPU 的情形下：
cluster1
cluster2
cluste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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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
#!/bin/sh
# ------------------------------------------------------------------------------------------------ #
# comp : Compiler script for use in ad3 (customized for hardware and
#
#
optimization). Note that this script will not be replaced if part
#
#
of WAVEWATCH III is re-installed. Used by ad3.
#
#
#
# use : comp name
#
#
name: name of source code file without the extension.
#
#
#
# error codes : 1 : input error
#
#
2 : no environment file $ww3_env found.
#
#
3 : error in creating scratch directory.
#
#
4 : w3adc error.
#
#
5 : compiler error.
#
#
#
# remarks :
#
#
#
# - This script runs from the scratch directory, where it should remain.
#
#
#
# - For this script to interact with ad3, it needs to generate / leave
#
#
following files :
#
#
$name.f90
: Source code (generated by ad3).
#
#
$name.o
: Object module.
#
#
$name.l
: Listing file.
#
#
comp.stat
: status file of compiler, containing number of errors
#
#
and number of warnings (generated by comp).
#
#
#
# - Upon (first) installation of WAVEWATCH III the user needs to check the
#
#
following parts of this script :
#
#
sec. 2.b : Provide correct compiler/options.
#
#
sec. 3.a : Provide correct error capturing.
#
#
sec. 3.d : Remove unnecessary files.
#
#
#
#
Hendrik L.Tolman
#
#
January 2001, May 2002 #
# --------------------------------------------------------------------------- #
# 1. Preparations
#
# --------------------------------------------------------------------------- #
# 1.a Check and process input
if [ "$#" != '1' ]
then
echo "usage: comp name" ; exit 1
fi
name="$1"
# 1.b Initial clean-u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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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f $name.l
rm -f $name.o
rm -f comp.stat
# --------------------------------------------------------------------------- #
# 2. Compile
# --------------------------------------------------------------------------- #
# Add here the correct compiler call including command line options
# Note: - do not invoke a link step
#
- if possible, generate a listing $name.l
#
- make sure the compiler point to the proper directory where the
#
modules are stored ($m_path), see examples below.

#

# 2.a Determine file extens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90 assumes free format, .f assumes fixed format, change if necessary
if [ -f $name.f90 ]
then
fext='f90'
else
fext='f'
fi
# 2.b Perform compil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 compiler exit code in $OK
# Generic -------------------------------------------------------------------# pgf90 -c $name.$fext
> $name.out 2> $name.err
# OK="$?"
# Portland Group Inc FORTRAN on Redhad Linux -------------------------------# 2.b.1 Build options and determine compiler name
#
Note that all but GrADS output is forced to big endian data
opt="-c -Mlist -fast -module $path_m"
if [ "$name" != 'gx_outp' ] && [ "$name" != 'gx_outf' ]
then
opt="$opt -byteswapio"
fi
if [ "$mpi_mod" = 'yes' ]
then
comp=mpif90
else
comp=pgf90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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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 "$omp_mod" = 'yes' ]
then
opt="$opt -mp"
fi
# 2.b.2 Compile
$comp $opt
OK="$?"

$name.$fext > $name.out 2> $name.err

# 2.b.2 Process listing
if [ -s $name.lst ]
then
mv $name.lst $name.l
fi
# 2.b.3 Add test output to listing for later viewing
echo '------------' >> $name.l
echo "$comp $opt" >> $name.l
echo '------------' >> $name.l
cat $name.out
>> $name.l 2> /dev/null
echo '------------' >> $name.l
cat $name.err
>> $name.l 2> /dev/null
echo '------------' >> $name.l
# IBM RS6000 SP with xlf ----------------------------------------------------# 2.b.1 Build options and determine compiler name
#
This compiler expects the .f extension
#
My compiler had problems optimizing xnlserv.f90
# if [ -f $name.f90 ]
# then
#
mv $name.f90 $name.f
# fi
# fext='f'
# opt="-c -qsource -qarch=pwr3 -I$path_m -qnosave"
# if [ "$name" = 'serv_xnl4v3' ]
# then
#
opt="$opt -O2"
# else
#
opt="$opt -O3"
# fi
# vamp=' -I/usrx/local/vampirtrace/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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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mpire Trace includes

# vamp=
# debug=' -g -C -qcheck -qfltrap:enable -qsigtrap'
# debug=
# opt="$opt$vamp$debug"
# comp=xlf90
# if [ "$mpi_mod" = 'yes' ]
# then
#
comp=mpxlf90
# fi
# if [ "$omp_mod" = 'yes' ]
# then
#
comp=xlf90_r
#
opt="$opt -qsmp=noauto"
# fi
# 2.b.2 Compile
# $comp $opt
# OK="$?"

$name.$fext > $name.out 2> $name.err

# 2.b.2 Process listing
#
For this compiler i need to get error information from the listing
# if [ -s $name.lst ]
# then
#
mv $name.lst $name.l
#
sed -n '/^TOTAL UNR/,/^$/p' $name.l | head -3 > $name.err2
# fi
# 2.b.3 Add test output to listing for later viewing
## echo '------------' >> $name.l
## echo "$comp $opt" >> $name.l
## echo '------------' >> $name.l
## cat $name.out
>> $name.l #2> /dev/null
## echo '------------' >> $name.l
## cat $name.err
>> $name.l #2> /dev/null
## echo '------------' >> $name.l
# --------------------------------------------------------------------------- #
# 3. Postprocessin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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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Capture errors
#
nr_err : number of errors.
#
nr_war : number of errors.
nr_err='0'
nr_war='0'
if [ -s $name.err ]
then
echo > /dev/null
# Portland Group
grep inform $name.err | grep warnings | grep severes > $name.err2
mv $name.err2 $name.err
err_lines=`wc -l $name.err | awk '{ print $1 }'`
nr_inf=0
nr_war=0
nr_sev=0
nr_fat=0
line=1
while [ "$line" -le "$err_lines" ]
do
nr_loc=`sed -n "$line,${line}p" $name.err | awk '{ print $1}'`
nr_inf=`expr $nr_inf + $nr_loc`
nr_loc=`sed -n "$line,${line}p" $name.err | awk '{ print $3}'`
nr_war=`expr $nr_war + $nr_loc`
nr_loc=`sed -n "$line,${line}p" $name.err | awk '{ print $5}'`
nr_sev=`expr $nr_sev + $nr_loc`
nr_loc=`sed -n "$line,${line}p" $name.err | awk '{ print $7}'`
nr_fat=`expr $nr_fat + $nr_loc`
line=`expr $line + 1`
done
nr_err=`expr $nr_sev + $nr_fat`
nr_war=`expr $nr_war + $nr_inf`
# IBM xlf
# if [ -s $name.err2 ]
# then
#
#
#
#

nr_tot2="`tail -1 $name.err2 | awk '{ print $1}'`"
nr_unr2="`tail -1 $name.err2 | awk '{ print $2}'`"
nr_sev2="`tail -1 $name.err2 | awk '{ print $3}'`"
nr_err2="`tail -1 $name.err2 | awk '{ pri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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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r_war2="`tail -1 $name.err2 | awk '{ print $5}'`"
nr_inf2="`tail -1 $name.err2 | awk '{ print $6}'`"

# nr_err=`expr $nr_unr2 + $nr_sev2`
# nr_war=`expr $nr_err2 + $nr_war2`
# else
#
OK=1
# fi
# rm -f $name.err2
# End hardware / software dep. ------------else
if [ "$OK" != '0' ]
then
nr_err='1'
fi
fi
# 3.b Make file comp.sta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cho "ERROR
$nr_err" > comp.stat
echo "WARNING $nr_war" >> comp.stat
# 3.c Prepare lis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compiler does not provide listing, make listing from source code
#
and compiler messages. Second input line for w3list identifies if
#
comment lines are to be numbered.
if [ ! -f $name.l ]
then
echo "$name.$fext" > w3list.inp
echo "T"
>> w3list.inp
w3list < w3list.inp 2> /dev/null
rm -f w3list.inp
mv w3list.out $name.l
echo ' '
>> $name.l
cat $name.out >> $name.l #2> /dev/null
echo ' '
>> $name.l
cat $name.err >> $name.l #2> /dev/null
echo ' '
>> $name.l
fi
# 3.d Remove unwanted fi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clude here unwanted files generated by the compiler
rm -f $name.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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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 -f $name.err
# end of com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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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
#!/bin/sh
#-----------------------------------------------------------------------------------------------------#
# link : Linker script for use in make (customized for hardware and#
#
optimization. Note that this script will not be replaced if part
#
#
of WAVEWATCH III is re-installed.
#
#
use:link name [name ... ]
#
#
name: name of source code file without the extension.
#
#
the first name will become the program name.
#
#
#
# error codes : all error output directly to screen.
#
#
#
#remarks:
#
#
#
# - Upon (first) installation of WAVEWATCH III the user needs to check the
#
# following parts of this scripts :
#
# sec. 3 : Provide correct link command
#
#
#
#
Hendrik L. Tolman
#
#
February 1995, may 2002 #
# --------------------------------------------------------------------------- #
#Preparations
#
# --------------------------------------------------------------------------- #
# 1.a Check and process input
if [ "$#" -lt '1' ]
then
echo "usage: link name [name]" ; exit 1
fi
prog=$1
echo "
input="$*"

Linking $prog"

# 1.b Internal variab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w3_env='.wwatch3.env'

# setup file

# 1.c Read data from the environment file - - - - - - - - - - - - - - - - - cd
if [ -f $ww3_env ]
then
set `grep WWATCH3_DIR $ww3_env` ; shift
main_dir="$*"
else
echo "*** Set-up file $ww3_env not found ***"
ex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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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if [ -n "`grep MPI $main_dir/bin/switch`" ]
then
#
export mpi_mod='yes'
mpi_mod='yes'
else
#
export mpi_mod='no'
mpi_mod='no'
fi
export mpi_mod
if [ -n "`grep OMP $main_dir/bin/switch`" ]
then
#
export omp_mod='yes'
omp_mod='yes'
else
#
export omp_mod='no'
omp_mod='no'
fi
export omp_mod
# 1.d Initial clean-u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m -f $main_dir/exe/$prog
# --------------------------------------------------------------------------- #
#2.Check objects
# --------------------------------------------------------------------------- #

#

cd $main_dir/obj
objects=$NULL
error='n'
set $input
while [ "$#" -gt '0' ]
do
file=$1.o
if [ -f "$file" ]
then
objects="$objects $file"
else
echo "
*** file $file not found ***"
error='y'
fi
shift
done
# --------------------------------------------------------------------------- #
#3.Link all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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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Add here the correct linker call including switches
# Generic ------------------------------------------------------------------# f90 -o $prog $objects
> link.out 2> link.err
# OK="$?"
# Portland Group -----------------------------------------------------------# 3.a Build options and determine compiler name
#
No GRIB libraries for this one
opt="-o $prog"
if [ "$mpi_mod" = 'yes' ]
then
comp=mpif90
else
comp=pgf90
fi
if [ "$omp_mod" = 'yes' ]
then
opt="$opt -mp"
fi
# 3.b Link
$comp $opt $objects
OK="$?"

> link.out 2> link.err

# IBM RS 6000 xlf ---------------------------------------------------------# 3.a Build options and determine compiler name
#
Note GRIB libraries for this one
# opt="-g -C -qsigtrap -o $prog -O3 -qarch=pwr3 -qnosave"
# comp=xlf90
# if [ "$mpi_mod" = 'yes' ]
# then
#
comp=mpxlf90
# fi
# if [ "$omp_mod" = 'yes' ]
# then
#
comp=xlf90_r
#
opt="$opt -qsmp=noauto"
# 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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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prog in
#
'ww3_grib' ) libs="/nwprod/w3lib90/w3lib_4 /nwprod/w3lib90/bacio_4" ;;
#
*
) libs= ;;
# esac
# 3.b Link
# $comp $opt $objects $libs
# OK="$?"

> link.out 2> link.err

# End compiler dep. --------------------------------------------------------# --------------------------------------------------------------------------- #
#4.Postprocessing
# --------------------------------------------------------------------------- #
if [ "$OK" != '0' ]
then
echo "
*** error in linking ***"
echo ' '
cat link.out
echo ' '
cat link.err
echo ' '
rm -f link.???
rm -f $prog
else
if [ ! -f $prog ]
then
echo "
*** program $prog not found ***"
echo ' '
cat link.out
echo ' '
cat link.err
echo ' '
rm -f link.???
else
mv $prog $main_dir/exe/.
rm -f link.???
fi
fi
# end of lin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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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計畫經費調整前後工作內容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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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研究(1/3)
經費刪減後工作內容調整一覽表
經費(萬元) 500

350(309)

項目
1.區域性風場整合技術之 建 立 區 域 性 風 場 整 合 技
術
建立
蒐集海面大範圍衛星遙
測風場資料
2. 近 岸 海 域 海 流 ( 含 潮
流、洋流、風驅流)模式之
建置
3.建立中、小尺度風浪模 MPI模組建置
式
中尺度風浪模式適宜度
分析
小尺度風浪模式適宜度
分析
4.強化「沿海遊憩安全資 再 選 兩 處 規 劃 放 置 電 子
看板
訊與監測系統」
強化沿海遊憩安全資訊
與監測系統之使用，選取
至少八個單位
5.北部海域海象預測技術
建立
6.即時監測與通報中心之 召開學者專家座談會
營運規劃

附件5-2

Review 現有氣象局風場
及蒐集海面大範圍衛星
遙測風場資料

MPI模組建置
整合應用

再選一處規劃放置電子
看板
強化沿海遊憩安全資訊
與監測系統之使用，選取
至少四個單位

與海象測報中心合辦

附件六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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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2

附件6-3

附件6-4

附件6-5

附件七 近岸海流數值模式操作手冊

附件7-1

一、前言
本操作手冊主要說明本計畫所建置之近岸海流數值模式之使用
與操作程序。
本模式原始程式碼取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和海洋大氣總署(NOAA) 依據 Blumberg和 Mellor(1978)發展出的三
維 、 原 始 (primitive) 方 程 式 的 海 洋 數 值 模 式 2000 年 版 程 式 碼
(http://www.aos.princeton.edu/ WWWPUBLIC/htdocs.pom/)，經局部修
改起始條件與重新設定開放邊界之水位與流速條件，以及編寫模式輸
出程式將原本垂直方向採 座標之水平流速轉換Z座標水深0、10、
20、30、50、75和100m處的水平流速。模式計算範圍西起117°E東至
125°E，南起18°N北至27°N，水平網格為5’
×5’
(約9公里 9公里)，計
算區域之水平網格數目為97×109個，垂直方向分為26層。所使用之地
形水深資料取自國家海洋科學中心水深資料庫之新編台灣海域數值
地形資料(TaiDBMv6)。

二、檔案
1.輸入資料
a. pom2k.par：程式執行所需之參數，如計算時距與摩擦係數限
定等，資料行數說明如下：
行數 變數名稱

1
2

title
nread

3
4

dte
isplit

5

days

說明

Run’s title
Index to indicate whether run to start from
restart file (nread=0: no restart input file;
nread=1: restart input file)
2D time step (sec)
Internal (3D) time step / External (2D) time
step
Date and time of start of initial run of model
in format: YYYY-MM-DD HH:MM:SS in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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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數 變數名稱

6

rhoref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bias
sbias
grav
kappa
zob
cbcmin
cbcmax
horcon
tprni
umol
ispadv

18

smoth

19

alpha

說明

Reference density (1025 for seawater, 1000
for freshwater; S.I. Units)
Temperature bias (deg. C)
Salinity bias (psu)
Gravity constant (S.I. Units)
Von Karman’s constant
Bottom roughness (meters)
Minimum bottom friction coef.
Maximum bottom friction coef.
Smagorinsky diffusivity coef.
Inverse horizontal turbulent Prandtl number
Background viscosity (S.I. Units)
Step interval during which external (2D)
mode advective terms are not updated
Constant in temporal filter used to prevent
solution splitting
Weight used for surface slope term in external
(2D) dynamic equation (a value of alpha =
0.e0 is perfectly acceptable, but the value,
alpha = .225e0 permits a longer time step)

b. OBmtc.thc：開放邊界計算網格上所使用之潮位調和常數，資
料欄位說明如下：(振幅單位為cm，相位單位為 。)
欄
位
說
明

1

2

網格座標
I
J

3

4

M2分潮
振 相
幅 位

5

6

S2分潮
振 相
幅 位

7

8

K1分潮
振 相
幅 位

9

10

O1分潮
振 相
幅 位

c. fort.41：模式網格資料，包含網格經緯度、水深和格點間距等
資料。
d. fort.42：模式起始條件，包含水溫、鹽度、流速和水位等資料。
e. fort.71：模式計算資料，包含所有計算變數與參數，供再啟動
(nread=1)時使用。

附件7-3

2.執行程式
a. pom2kmtc5：潮流數值模式執行程式。
b. pom2k.c：主程式與各副程式之共同變數宣告。
c. runmtc5：模式批次執行程式。

3.輸出資料
a. pom.YYMMDDHH.e：水位資料，其中YY為西元年末兩碼、
MM為月份、DD為日期、HH為時間整點數，採用之日期時間
為台灣中原標準時間，即GMT+08:00。資料欄位說明如下：
欄
位
說
明

1

2

3

4

年月日時
(YYMMDDHH)

經度
( E)

緯度
( N)

潮位
(m)

b. pom.YYMMDDHH.sd：水深0、10、20、30、50、75和100m處
水平流速資料，其中YY為西元年末兩碼、MM為月份、DD為
日期、HH為時間整點數，採用之日期時間為台灣中原標準時
間，即GMT+08:00。資料欄位說明如下：(流向以正北為零，
順時針方向為正)
欄
位
說
明

1

2

3

4

5

6

年月日時
(YYMMDDHH)

經度
( E)

緯度
( N)

水深
(m)

流速
(m/s)

流向
( )

c. pom.ST.euv：輸出網格之潮位和深度平均水平流速的時間序
列，資料欄位說明如下：
欄
位
說
明

1

2

3

4

年月日時
(YYMMDDHH)

潮位
(m)

東西
向流

南北
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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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向流
速分
量
(m/s)

向流
速分
量
(m/s)

其中ST為輸出資料網格編號共26個，編號與地名如下：
編號 地名
編號 地名
01 鼻 頭 08 梧棲
角
09 王功
02 基隆
10 台西
03 石門
11 東石
04 淡水
12 將軍
05 大園
13 安平
06 新竹
14 高雄
07 苗栗

編號 地名
15 東港
16
17
18
19
20
21

南灣
福隆
頭城
蘇澳
花蓮
成功

編號 地名
22 台東
23
24
25
26

蘭嶼
澎湖
金門
馬祖

d. fort.72：同輸入資料fort.71為模式計算資料，包含所有計算變
數與參數，供再啟動(nread=1)時使用。

三、執行
目 前 模 式 程 式 碼 建 置 於 氣 象 局 海 象 測 報 中 心
MMC79(192.83.177.79)工作站之/home/linsf/MTC5目錄下，工作平台
為Linux系統。批次執行程式為runmtc5，設定為每週日清晨03:10定時
自動啟動執行數值模式，每次模擬下週(七天)之潮位與潮流資料，並
將 輸 出 資 料 自 動 轉 存 至 MMC210(192.83.177.210) 工 作 站
/model/pom/YYMM目錄下，其中YY為西元年末兩碼、MM為月份。
runmtc5程式執行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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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C79:/home/linsf/MTC5：

fort.41

fort.42

fort.71

pom2k.c
pom2k.par

pom2kmtc5

fort.72

OBmtc.thc

pom.YYMMDDHH.e

pom.YYMMDDHH.sd

pom.ST.euv

MMC210:/model/pom

四、結論
一般正常情況下POM2kMTC5潮流模式無須任何人員線上操作
之需求，但若欲更改自動執行時間，則須修改執行者在linux系統下之
crontab；若欲更改每次計算之輸出天數或重新啟動等工作，則只需修
改pom2k.par參數檔而不需要修改原始程式。上述使用說明若有不清
楚 處 ， 請 與 工 研 院 能 資 所 林 勝 豐 研 究 員 聯 絡 ， Email address:
linsf@itr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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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期末審查意見辦理情形

附件8-1

台灣大學林銘崇教授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針對風場模式檢驗所得之使用模式﹙ MC，HC風場模式，目前均在不同模式
即MC，HC﹚是否以後延用至其他海域 繼續使用，包括波浪及未來流的模擬，
雖然其適用性已有一些探討，但尚無決
？
定性之結論支持更改目前之用法。
MC風場資料未來仍將使用於95年計畫
中海流模式作為海面風應力條件。
2.本計劃預定應用風浪模式之最佳化格 本計劃預定應用風浪模式之最佳化格網
網研究成果，但其可行性有待檢討。 研究成果，將之整合至中央氣象局，若
其可行性經評審判定可行性有待檢討，
本計劃將不會進行整合的工作，而該工
作項目之成果將以其他研究內容代替。
台灣大學陳慶生教授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區域性風場比較只做颱風風場討論， 在區域性風場之比較，一如計畫書規定
所得到的結論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 只做二個颱風風場之討論，理由如下，
颱風風浪造成的危險性較大，長久以來
一直是風浪模擬的重點，儘管颱風風場
原本差異即大，但也只能取其中較適合
者進行風浪模擬，另在作法上，最佳的
方式即對不同風場分別進行風浪模擬，
因目前該風浪模式僅完成對東北部海域
之校正及驗證工作，尚未掌握其他地區
之模式模擬結果，若貿然進行測試，將
導致無法判定是模式或風場的因素，故
僅比較東北部海域，因其面臨水深較深
的海域亦較易獲得結論。
2.數值模式的正確性，取決於水深資料 遵照辦理。於95年海流模式中將增加水
的準確性，本計劃在這方面著墨不多， 深資料的處理說明。
往後工作應加入這方面的考量。
3.潮流模式是否一定需要三維計算？是 目前由於潮流模式所使用之溫鹽水文場
否目前計算結果已具體呈現斜壓潮現 為定值，故暫無法呈現斜壓潮現象。95
象？
年計畫將使用中央氣象局多尺度海流模
式所輸出之水文場作為模式之初始值，
屆時溫鹽具垂直變化後，方再探討斜壓
潮現象。
中山大學薛憲文教授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請 說 明 浮 標 之 位 置 與 模 式 驗 證 目前各種風浪模式均使用線性內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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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23﹚之關係，對未來浮標位置之選 求得浮標位置之計算值。從目前國內浮
擇提出建議。
標位置之分怖可發現都偏近岸，最欠缺
外海的浮標資料，此可作為入射之邊界
條件，再用近岸之浮標資料來調整模式。
2.由p.6-26~p.6-29可見有近岸地形之效 目前資料取得均以海科中心五百公尺解
應，加強此特性之分析，在地形資料或 析度為主之地形資料，以目前之網格大
其他資料之取得有困難，應設法解決。 小已足夠，本計畫這三年內不會接觸相
當近岸之研究，未來若有需求在尋求方
法解決。
3.滿足釣魚客之需求﹙p.5-16﹚。
釣客需求的海象資訊相當廣泛，不同的
海釣型態注重的海象資訊有所不同，如
以收穫來看，磯釣重視潮汐潮流、船釣
重視海溫海流，就安全考量則皆需要風
浪資料，因此現階段仍無專對釣魚客進
行資訊之加值作業，但釣客所需之一般
海象資訊，本系統皆能提供。
4.未來進行瘋狗浪之預測。
未來將可列入研究範圍。
5.請考慮如何提供油汙擴散之海氣象資 油汙擴散模擬所需之海氣象資料為本計
料。
畫所擬提供的，包括各格點的風場分佈
及海流分佈，若發生類似事件，可將模
擬預報結果提供環保單位進行進一步擴
散模擬之用。
6.請加強說明使用者之需求﹙與3，4，5 由於本系統將提供許多不同性質單位海
象預報資訊，無法同時滿足不同單位之
有相關﹚。
特殊需求，故本系統現階段只提供一般
性的海象預報資訊以及以沿海遊憩為主
的安全指標。
觀光局邱長光主任秘書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電子看板與東北角管理處現有設置之 感謝支持。本團隊會與海象測報中心協
海氣資訊展示系統整合乙節，建請能與 調整合機制，再與東北角管理處進一步
考量﹙本人在必要時也願意出面協調﹚。協商。
2.本系統的運用、建設能更具體化的說 現階段本系統除提供海象預報外並提供
明，例如提供遊客必要資訊是什麼﹙專 遊客北部七個區域之航行、游泳、操舟、
家提供﹚；又如商業運轉只提到藍色公 風帆等活動之安全與舒適性指標。商業
路雙向通報系統﹙民間提供﹚，請補強 運轉部份經評估只有藍色公路雙向通報
說明其原因與內容為何。
系統較可獨立出來，以提供硬體及資訊
服務為目的，收取器材及服務的費用。
3.海域遊憩活動的型態、特色與環境條 本團對於交通部「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
件是交互作用的，建議能深入了解影響 建冊系統之建立」計畫中已對於不同海
因素是什麼並加以研究。
域遊憩活動安全與舒適指標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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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年度將進一步進行探討，在研究中
將會遵照指示深入了解活動的型態、特
色與環境條件之交互關係，確立海象預
報的最佳呈現方式。
中央氣象局鄭明典主任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 可 能 使用 者 ，使 用方 式 應 先確 定 範 遵照辦理。為避免委員從計畫名稱一下
圍，如此工作重點才不致於太擴散。 子擴展到很多的工作項目，一如今年期
初時造成許多誤解，在計畫經費有限的
情形下，研究單位將先narrow down至目
前可能之使用者及其應用之方式，確定
計畫之重點。
2.使用者需求分析仍需再加強。
本系統已針對最有可能之使用者進行訪
談與需求確認，後續年度中將確實提供
本系統之產品，由交互溝通中確實了解
使用者之需求，進行分析與系統產品之
改進。
中央氣象局徐月娟主任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整合潮流、風趨流與洋流，除了線性 95年計畫將使用中央氣象局多尺度海流
相加洋流外，是否可使用其他更合理的 模式所輸出之水文場作為模式之初始
整合方式，以對海上救難真實有用。 值，於海面施加MC風場資料，開口邊界
給於天文潮位，期能對海流模擬提供更
合理之整合方式。
2.東北角海域風浪預報驗證，可再細分 未來在預報及重現指標建立後即可再加
為東北風、北風、西南風、南風、東南 以分類進行深入的分析。
風等不同情形下的特性，使結果適用於
增進近海風浪預報。
3.期末報告中錯誤請一併修正。
遵照辦理。
基隆港務局王更生科長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主題含括有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 遵照辦理。本計畫將視不同單位之需求
全之應用，故其使用對象亦含與前揭從 尋找共通點，設計開發改進簡單之操作
事相關者或業者，就防災、救難、航行 方式，方便使用者在短時間內即可找到
安全部分，以現階的台灣地區，應是指 所需之資訊。
漁船作業、海岸偵巡，救難等單位之使
用，因此在個案之展現，應參考實用者
之需求，操作之方便來設計﹙由資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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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研究單位已就準確性不斷努力﹚。
2.海象資訊，將來可能以收取費用方式 感謝指導。商業運轉牽涉層面很廣，本
提供服務，目前運研所也正進行電子海 團隊會與海象測報中心討論其可行性。
圖之籌建應用﹙海洋測量局可提供包含 與其他單位之連結會進行接洽，探討相
水深、障礙、箱網等﹚，其提供之對象，互精準超連結的方式，很便捷的串聯各
應與本研究對象相似，如何結合相關資 方資訊，便利使用者之查詢。
料或連接，提供使用者便利查詢，是可
研究之方向。
3.前提供意見者，就實用與效益分析， 未來在系統試用完成後，會再針對不同
近海之需求性是比較重要﹙大海航行 的需求對資料加以處理輸出，同時在計
者，洋流、氣壓均可經多方面取得﹚， 畫區域範圍內提供各類資料。
譬如風力等資料，是否可以分項到3海
浬、6海浬之風力區分，因沿岸、港口與
近岸，其差異是非常大的。
4.海巡署具有救難之重大責任，系統對 本計畫後續會對於漂流物之軌跡預測功
其之需求，請更重視與考量。
能進行建置，待建置完成後即可對於救
難作業有顯著的助益。

中央氣象局朱啟豪課長
審查意見
意見回覆
1.本計劃於年初已有驗收標準
將依驗收標準辦理。
2.近岸海域海流模式需安裝於本中心電 將配合中央氣象局予以安裝模式並提供
腦及操作手冊尚未完成
使用手冊。
3.NWW3的MPI 模組須附上測試報告尚 已完成附於報告第四章中。
未完成
4. 風 浪 模式 整 合應 用項 目 中 須安 裝 測 原預定就林炤圭教授之網格最佳化研究
試，安裝什麼呢？
計畫之成果整合至海象測報中心，但因
其執行日期延後且可行性仍有待確認，
目前無法進行成果安裝，故該工作項目
成果以其他研究代替。
5.GIS安裝本中心電腦，但是操作手冊並 操作手冊初版已提供海象測報中心，現
尚未完成。
在缺少的是針對各項操作撰寫一步一步
的詳細程序，將在定稿中附於附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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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系統概述
1-1 前言
「沿海遊憩觀光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建立」計畫之目的主要藉
由蒐集國外沿海遊憩觀光與安全資訊，建置一套沿海遊憩觀光安全資
訊系統，選擇台北縣淡水第二漁港至東北角海岸風景區管理處龍洞遊
艇港至宜蘭烏石港所構成之東北海岸藍色公路為測試區域，整合該區
域現有即時海氣象觀測網，並建立相關之海氣象預報及通報技術，以
提供民眾從事包括近岸海上休閒活動及藍色公路航行所需之安全資
訊，同時保障這類海上活動的人民生命安全。
沿海遊憩觀光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系統操作手冊乃針對此系
統地理資訊網站、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回傳系統、以及電子看板
之操作與維護進行說明。由於系統之開發至現階段完成關鍵網頁資料
展示、通報機制、通訊展示模組、電子看板等元件之開發測試，不涉
及系統整體之作業化運轉，且作業化運轉牽涉至少二個模式之運算步
驟與時程排定，故此操作與維護手冊只略述作業化運轉之排程而不涵
蓋模式計算之操作。

1-2 系統概述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於九十二年度已完成初步的建置，系統架
構如圖1-1所示，系統主軸為ArcIMS網路地理資訊系統，配合網頁程
式之撰寫、模式結果繪圖機制、資料庫之讀取建構成即時預報展示系
統。系統首先須自中央氣象局安館外資料庫取得測站資料以建置測站
圖層，再利用ArcIMS Author工具建置Map Services，經由ArcIMS
Server將相關地理資訊影像傳輸至客戶端，或是由客戶端使用瀏覽器
查詢即時預報展示系統網站，獲取最新之即時資料。
模式建立之資料則經由Surfer Script語言之執行建置等值線與流
矢/波向等結果圖檔，並輸出成地理資訊普遍使用之shapefile格式圖層
檔案。ArcIMS可以直接且動態的讀取shapefile檔案，如此則地理資訊
基本資料與模式產生之預報資料即可相互套疊，讓使用者更輕易的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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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模式之結果。
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展示測站圖層以及其他
基本圖層

地理資訊軟體
˙讀取特殊表格(stmap) 以產生
各種測站圖層之shp檔案

主動
E-Mail
電子看板

測站資料

ArcIMS Author
氣象局
安管外
MySQL
資料庫

網際網路

IIS
ArcIMS
Server

即時資料

預報結果

波浪模式

ESRI
shapefile 格式
圖層

Surfer Script

被動上網
螢幕顯示

海流模式

圖1-1 資訊系統架構圖

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展示測站圖層以及其他
基本圖層

地理資訊軟體
˙ 讀 取 特 殊 表 格 (stmap) 以 產 生
各 種 測 站 圖 層 之 shp檔 案

測站
資料

即時資料

氣象局
安管外
M ySQL
資料庫

ASP程 式
˙ 取 得 測 站 之 KEY資 料 經
SQL指 令 讀 取 特 定 資 料

即時資料展示網頁

圖1-2 網頁資料流架構
圖1-2 顯示網頁資料流架構，即時資料將讀取氣象局在牆外之
MySQL資料庫內之資料。由於自本次計畫開始時，正逢中央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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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資訊安全作業，故自工研院特定IP連線至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
心安管外MySQL即時資料庫的權限亦被取消，因此系統暫停每日的
預報資料更新及簡訊發送作業，但由於原系統架構在上年度已初步建
置並測試完成，所以等到計畫完成需要轉移至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
心時，則無安管的限制。

1-3 系統功能說明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利用Surfer繪圖軟體將三維洋流模式與波
浪模式結果建置成地理資訊圖層，以便與基本圖層及觀測站圖層整合
於網路地理資訊系統之下，方便使用者查詢及展示。沿海遊憩安全資
訊系統除可以展示測站之即時觀測資料外，並可將特定位置之模式時
間序列結果與觀測值套疊展示，以便了解模式預報之準確性，除此之
外系統並具備自動定時發送簡訊功能，在正式運轉後，使用者可以加
入會員並選擇欲取得遊憩安全簡訊之沿海位置，經核可後即可開始定
時收取簡訊，簡訊內容包括水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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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遊憩安全資
訊系統系統操作手冊將分成九個部份說明，分別為系統基本操作、即
時資料展示操作、預報資料展示操作、會員專區操作、簡訊內容自動
產生與發送操作、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展示操作、電子看板展示
操作、沿海遊憩資訊安全系統首頁操作、藍色公路船舶定位及船測資
料回傳系統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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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系統操作說明
本章將針對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之各個關鍵元件進行系統操
作說明。項目包括系統基本操作、即時資料展示操作、預報資料展示
操作、會員專區操作、簡訊內容自動產生與發送操作、船舶追蹤定位
與船測資料展示操作、電子看板展示操作、沿海遊憩資訊安全系統首
頁操作、藍色公路船舶定位及船測資料回傳系統操作等。

2-1 系統基本操作
圖2-1至圖2-6顯示系統基本操作相關之視窗畫面。圖2-1為系統起
始畫面，上方為工具區，右方為圖層控制區，中間為圖層展示區，下
方為屬性展示區，左上角還有Overview區。表2-1列出系統圖徵及其
所代表之功能。圖2-2為圖層放大後之視窗畫面，使用者可以將不同
圖層套疊在一起展示。圖2-3為即時測站圖層及屬性展示視窗畫面，
使用者可以用滑鼠框選作用圖層之物件，則其相關屬性就會展示在視
窗下方。圖2-4為屬性查圖介面視窗畫面，使用者只要輸入關鍵字則
任何欄位值只要相符即會被挑選出來，各筆資料的第一個欄位具超連
結功能，點選後可以放大至該測站。圖2-5為圖查屬性視窗畫面，使
用者在按圖查屬性按鈕後，點選作用圖層之物件即可展示其屬性。圖
2-6為查詢條件組合介面視窗畫面，使用者可以經由此介面組合出複
雜的搜尋條件，查詢作用圖層之符合物件並展示其屬性。
表2-1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基本操作功能
圖
徵
圖
說 層
明 重
繪

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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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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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圖

圖
查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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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框
放
大

拉 平 全 作 前
框 移 景 用 次
縮
放 圖 放
小
大 層 大
全
區
展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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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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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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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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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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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基本操作說明如下：
(1) 圖層基本操作
使用者由右下視窗點選欲查詢之圖資種類，然後在
右上方視窗中即會展示相關圖層名稱及開關選項。
使用checkbox對圖層進行開或關的設定。
按「

」重繪按鈕重新整理GIS圖顯示區內之圖

層。
按GIS視窗右上方「

」圖例按鈕可以展示圖例。

點 選 radiobutton 可 以 將 單 一 圖 層 設 為 作 用 圖 層
(Active)。
(2) 資料屬性查圖功能
點選radiobutton可以將欲查詢屬性之單一圖層設為
ACTIVE。
點選工具列中之「

」屬性查圖按鈕，視窗右上

方出現「屬性查圖」字樣。
查詢介面在下方視窗中顯示。
輸入欲查詢之關鍵字，按「開始查詢」按鈕開始查
詢。
查詢結果視窗顯示，在符合條件之物件中選取欲展
示之物件，按第一欄位的畫線連結則會放大到該物
件。
(3) 資料圖查屬性功能
點選radiobutton可以將欲查詢屬性之單一圖層設為
ACTIVE。
點選工具列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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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查屬性按鈕，視窗右上

方出現「圖查屬性」字樣。
使用滑鼠點選欲查詢屬性之圖層的物件。
視窗下方即會展示該物件之屬性。
(4) 圖層放大、縮小、平移功能
點選工具列中之「

」放大按鈕後，視窗右上方出

現「放大」字樣，在圖層視窗中點選或拉框放大。
點選工具列中之「

」縮小按鈕後，視窗右上方出

現「縮小」字樣，在圖層視窗中點選或拉框縮小。
點選工具列中之「

」平移按鈕後，視窗右上方出

現「平移」字樣，在圖層視窗中壓住滑鼠左鍵拖曳。
(5) 各種放大功能
點選工具列中之「

」放大至全區按鈕後，圖層視

窗即會展示全區圖層。
點選工具列中之「

」放大至作用圖層按鈕後，

圖層視窗即會展示作用圖層。
點選工具列中之「

」回覆前次縮放後，圖層視

窗即會展示前次縮放圖層。
(6) 圖層物件圈選功能
點選作用圖層後，點選工具列中之「

」矩形選

取後，視窗右上方出現「矩形選取」字樣，在圖層
視窗中拉框圈選，被選取之圖層屬性即會展示在下
方視窗中，按某一物件之第一欄位的畫線連結則會
放大到該物件。
點選作用圖層後，點選工具列中之「

」線條或

多邊形選取後，視窗右上方出現「線條或多邊形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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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字樣，下方視窗出現相關介面。在圖層視窗中
點 選 多邊 形各 角或 是 線條 節點 位置 ， 然後 選擇
」

「

或

是

」以完成選取，被選取之圖層

「

屬性即會展示在下方視窗中，按某一物件之第一欄
」重新

位的畫線連結則會放大到該物件。按「

」可以刪除上一個點位。

選取，按「
點選工具列中之「

」選取清除按鈕可以清除物件

的選取狀態。
(7) 索引圖的開關
點選工具列中之「

」索引圖按鈕後，索引圖視

窗即會展示或隱藏。
(8) 屬性查詢條件建置及查詢
點選工具列中之「

」條件查詢後，視窗右上方

出現「條件查詢」字樣，下方視窗出現相關介面。
」配合邏

在設定好查詢條件後，按「
輯運算元以建置查詢條件，按「

」按鈕開始執

行查詢，被選取之圖層屬性即會展示在下方視窗
中，按某一物件之第一欄位的畫線連結則會放大到
該物件。
點選工具列中之「

」選取清除按鈕可以清除物件

的選取狀態。
(9) 圖層物件之超連結
選取一個物件後，點選工具列中之「

」超連結按

鈕即會連結到預設的URL。
(10) 距離量測
點選工具列中之「
7

」即可量測距離。

使用滑鼠左鍵點選起始位置，再點選結束位置即會
展示每段之距離，並加總展示為全長。
按「

」可清除距離量測線，重新開始。

(11) 環框分析
先選取欲作環框分析之物件
點選工具列中之「

」即可進行環框分析選取。

下方視窗展示環框分析選取介面，點選欲由環框選
取之圖層。
輸入環框距離。
按「環框建置」按鈕即可顯示環框及選取結果。
(12) 圖頁列印
點選工具列中之「

」即可進行地圖列印。

下方視窗展示列印介面，輸入欲標示之標題。
按「產生列印圖頁」以開啟含地圖、索引圖、及圖
例之瀏覽視窗，然後使用瀏覽器選單之「檔案/列印」
選項，將該圖頁送至印表機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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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視窗

地圖視窗
圖層控制視窗

資訊視窗

圖2-1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視窗畫面

圖2-2 圖層放大後之視窗畫面
9

圖2-3 即時測站圖層及屬性展示視窗畫面

圖2-4 屬性查圖介面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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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圖查屬性視窗畫面

圖2-6 查詢條件組合介面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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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即時資料展示
使用者在選定即時測站後即可連結至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的資料庫，直接展示即時資料。在特定的位置並可展示模式預報資料
之時序列圖，並與之套疊來研判模式預報準度及瞭解預報趨勢。使用
者在選定測站後即可按工具列中之「

」超連結按鈕，即會展示即

時資料選單，選取後即時資料就會以表格的方式展現出來如圖2-7所
示。在特定的位置(竹圍、淡水河口、麟山鼻、基隆、龍洞、梗枋、
蘇澳)當即時資料展示後，在表格的最下方有一個「模式結果與觀測
資料繪圖」按鈕，按下後即會展示該位置之模式結果與觀測資料繪圖
(圖2-8)，繪圖的方式是以最近之觀測資料為中心向前繪製24小時模式
及觀測資料之時序列圖以及繪製向後24小時的模式時序列圖。

圖2-7 即時水位資料查詢結果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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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模式結果與觀測資料繪圖視窗畫面

2-3 預報資料展示
經由Surfer軟體製作的模式結果之shapefile透過ArcIMS即可展示
於遠端的瀏覽器上，使用者可以選擇展示預報波高、預報波向、預報
水位、及預報流況。選擇欲展示之項目後，圖資項目選單集會隨之更
改，展示預報時間點及往後之3、6、9、12、15、18、21、24小時之
圖層選項，各圖層皆可相互套疊或個別顯示。圖2-9顯示5月27日之預
報波高及波向圖層，圖2-10顯示同時間之預報水位及流況圖層。波浪
相關圖層使用細實線表示而水位流況則使用粗實線表示。各預報點以
及以後之時間以藍色、青色、紫色、綠色、棕色、紅色、黃色、土色、
粉色表示。圖層套疊如圖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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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波高及波向預報結果展示視窗畫面

圖2-10 水位及流況預報結果展示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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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不同時間之模式預報結果套疊視窗畫面

2-4 會員專區
系統有建置簡訊發送機制，因此在網頁上有設置會員專區，方便
使用者申請會員鍵入個人資料及設定欲接收沿海遊憩安全資訊之位
置。初步設定有竹圍、淡水河口、麟山鼻、基隆、龍洞、梗枋、蘇澳
等七個位置可供選擇。系統管理員可經由會員專區管理帳號及設定是
否發送簡訊，各會員亦可登入會員專區修改先前輸入之資訊及重新設
定欲接收沿海遊憩安全資訊之位置。
圖2-12顯示會員專區登入畫面，使用者登入後，只有一個修改個
人資料之選項，選取後即會展示個人資料介面(圖2-13)以便使用者修
改資料，修改完後按「儲存」即完成修改。圖2-14顯示申請會員時之
輸入介面，紅色有星號之項目必須填寫後才能完成會員申請之手續。
由於系統尚未移轉上線，而簡訊發送牽涉費用問題，故會員之核可與
收費機制是日後正式上線前要討論與設定之項目。當設定欲接收沿海
遊憩安全資訊之位置時，可以按「顯示位置」按鈕即可將地圖放大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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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位置(圖2-15)。
系統會判斷登入者是否為系統管理者，若為系統管理者則登入後
除原先之個人資料修改項目外，尚有「刪除會員資料」與「簡訊發送
設定」兩個項目，方便系統管理者刪除不要之帳號(圖2-16)與對每一
個帳號設定是否發送簡訊(圖2-17)。

圖2-12 會員專區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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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3 個人資料修改介面

圖2-14 使用者基本資料登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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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5 預報點位位置顯示功能

圖2-16 刪除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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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7 簡訊發送設定介面

2-5 簡訊內容自動產生與發送
遊憩安全資訊在不同的活動下設立了不同的級數，藉由此定義，
系統可以經由程式自動產生簡訊內容，再加上水溫、水位、波高、波
向、風速、風向即構成簡訊之內容。簡訊的產生以排程的方式執行用
Surfer的script所撰寫的程式。由於簡訊字數有70個字的限制，故內容
採精簡方式建置，簡訊內容如表2-2所示：
表2-2 簡訊內容說明
內容
麟山鼻031612
溫位:20度/-0.3米
浪:0.5米/東北
風:5.5節/東北
船泳舟帆:安悶/失寒/良/適
遊憩安全

說明
麟山鼻海域3月16日12時的預報
水溫為20度，水位-0.3公尺
波高為0.5公尺，波浪自東北方位來
風速為5.5節，風自東北方位來
搭船安全但感覺無聊煩悶
游泳有失溫危險且感覺寒冷
獨木舟活動有良好的安全指標
適合駕駛帆船
此訊息是由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發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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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水溫預報尚未放入系統中，故水溫資料採最近時間及地點之
浮標水溫資料，其他資訊皆為模式預報結果。由於波長資訊一般民眾
較難理解其代表之意義，且波浪模式有別於湧浪模式，其波長資訊無
法表現其特性，故現階段暫不放入，待湧浪模式整合入系統中再展現
波長資訊。
簡訊發送批次檔乃先執行IE然後呼叫簡訊發送的ASP程式，該程
式會讀取資料庫內的會員資訊，包括手機號碼，預報位置，及簡訊發
送旗標等，然後呼叫電信業者提供之CGI程式並附上相關之參數與簡
訊內容完成簡訊之發送(請見第四章說明)。簡訊最新發送時間會記錄
於資料庫每一個會員的資料中，以便確認簡訊發送與否。
本年度由於前述海象測報中心資料庫讀取權限問題以及波浪模
式模擬程序進行研發變更中，故簡訊發送暫時停止。現波浪模擬再次
啟動，惟模擬程序改變成每日20時10分左右會將前日UTC 0時到明日
UTC 0時共48小時的資料上傳至伺服機，由於波浪程式執行耗時較
多，故此資料上傳程序造成實際只有約36小時的預報資料(UTC 12至
後天零時)。表2-3以6月10日下午8:09收到的檔案為例，說明波浪程式
結果輸出的情況，表中灰色部分即為可作為預報的資料。由於現階段
氣象局模式執行時程之安排，只能針對「.000」的檔案使用最佳風場
模擬一次，並於隔日早上8時左右上傳至伺服器，惟此運算只為求得
現報之結果，以接續執行預報所需，並不會延伸預報時間。表2-4與
上述情形相同只是12小時後再次執行之輸出檔案。
表2-3 波浪模式輸出檔案說明(6月10日20時取得資料為例)
檔名

05061000.000.TBL

05061000.012.TBL

模擬
UTC時間

對應之
地方時間

取得時間

第二次 產生圖層
取得時間
資料

6/10 00:00
6/10 03:00
6/10 06:00
6/10 09:00
6/10 12:00
6/10 12:00
6/10 15:00
6/10 18:00
6/10 21:00
6/11 00:00

6/10 08:00
6/10 11:00
6/10 14:00
6/10 17:00
6/10 20:00
6/10 20:00
6/10 23:00
6/11 02:00
6/11 05:00
6/11 08:00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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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61000.024.TBL

05061000.036.TBL

6/11 00:00
6/11 03:00
6/11 06:00
6/11 09:00
6/11 12:00
6/11 12:00
6/11 15:00
6/11 18:00
6/11 21:00
6/12 00:00

6/11 08:00
6/11 11:00
6/11 14:00
6/11 17:00
6/11 20:00
6/11 20:00
6/11 23:00
6/12 02:00
6/12 05:00
6/12 08:00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6/10 20:09

-

表2-4 波浪模式輸出檔案說明(6月11日8時取得資料為例)
檔名

05061012.000.TBL

05061012.012.TBL

05061012.024.TBL

05061012.036.TBL

模擬
UTC時間

對應之
地方時間

取得時間

6/10 12:00
6/10 15:00
6/10 18:00
6/10 21:00
6/11 00:00
6/11 00:00
6/11 03:00
6/11 06:00
6/11 09:00
6/11 12:00
6/11 12:00
6/11 15:00
6/11 18:00
6/11 21:00
6/12 00:00
6/12 00:00
6/12 03:00
6/12 06:00
6/12 09:00
6/12 12:00

6/10 20:00
6/10 23:00
6/11 02:00
6/11 05:00
6/11 08:00
6/11 08:00
6/11 11:00
6/11 14:00
6/11 17:00
6/11 20:00
6/11 20:00
6/11 23:00
6/12 02:00
6/12 05:00
6/12 08:00
6/12 08:00
6/12 11:00
6/12 14:00
6/12 17:00
6/12 20:00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6/11 08:09

第二次 產生圖層
取得時間
資料
6/11 20:09
6/11 2009
6/11 20:09
6/11 20:09
6/11 20:09
-

為了能讓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能夠很快的展示在網頁上，沿海遊憩
安全資訊系統網頁增加直接展示功能，將原先設定產生的七個站(竹
圍、淡水河口、麟山鼻、基隆、龍洞、梗枋、蘇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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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適資訊以文字跑馬燈的方式展示在網頁上(圖2-18)，跑馬燈內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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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每次模式執行完成後，經由排程執行內容更新程式，即時自動更
新，然後經由ASP網頁程式讀取0600Z與1800Z之預報內容，再經由
HTML網頁程式內的「<MARQUEE>」指令將預報結果以跑馬燈的方
式展示出來。

跑馬燈-

圖2-18 網頁新增跑馬燈展示預報結果

2-6 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展示
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展示功能如圖2-1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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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 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展示介面
當使用者點選工具列上的「船舶追蹤」( )選項後資訊視窗即會
出現「追蹤控制」( )與船測結果的介面( )。使用者在「追蹤控制」
區域可以選取欲追蹤的船隻編號( )、設定追蹤時的放大程度( )、設
定路徑顯示的資料筆數( )、顯示上次資料更新時間( )、以及關閉追
蹤功能( )，除此之外「追蹤控制」介面還提供「重播」功能( )，使
用者只要輸入欲開始重播的時間( )即會開始重播追蹤的過程與取得
之資料。
「船測結果」區域展示船測的結果，現階段只有設置溫濕度計，
故展示的結果有船舶名稱、量測時間、量測位置、氣溫及溼度。由於
系統是使用影像式地理資訊系統，因此需要定時重繪螢幕，重繪的間
隔設定為每30秒，此間隔可視日後系統運轉情形來增減。
圖2-20為5月6日在漁人碼頭進行的系統示範之追蹤畫面，由系統
畫面中可見在12時22分53秒時遊艇繼續向淡水河上游行駛，當時的氣
溫為攝氏26.9度，濕度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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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 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功能即時運作畫面
圖2-21顯示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重播之功能畫面。當使用者
在「重播」按鈕左方輸入欲重播的時間然後按「重播」鈕後，系統即
會開始重播資料庫內該時間後的資料。重播時間會展示在「重播」鈕
右方的空格內，船舶當時的位置以及走過的路徑會展示在圖層視窗
內，當時的船測資料亦會展示在「船舶結果」區域。
圖2-22顯示在重播功能中若選擇展示多筆(200筆)路徑資料，則可
將資料庫內重播至某一時間前已記錄的路徑(200筆)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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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1 船舶追蹤定位與船測資料重播功能運作畫面

圖2-22 資料庫內船舶追蹤路徑展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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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電子看板展示操作
在淡水漁人碼頭管理所志工室設立的電子看板為耐外光投射式
電子看板，成員為42吋投射電子展示螢幕(WindowVision TGS 系列)
及高亮度3700流明單槍投影機 (Mitsubishi X500U)。由於使用的電子
看板尺寸不大，故電子看板之內容仍以大型彩色文字為主。電子看板
內容乃使用微軟公司的PowerPoint軟體，配合巨集(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VBA)的執行來讀取預報的資訊，最後將產生電子看板所
需的ppt檔傳輸到遠端的電腦上去播放。圖2-23顯示電子看板內網路自
動更新方式，其中預報文字檔的傳輸程式是使用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中的Winsock控制模組開發，讓資料在兩個IP間可以相互傳
輸。

投
影
機

伺服主機
預報結果
文字檔

Pow erPoint
VBA程 式 自 動 執
行產生播放檔

網際網路
W insock程 式
傳送預報結果
文字檔

遠端電腦
W insock程 式
接收預報結果
文字檔

圖2-23 電子看板內容網路自動更新方式
電子看板的內容使用VBA，在PowerPoint應用程式下，自動執行
讀取預報結果的資料，然後利用樣本在固定的位置填入海象預報及遊
憩安全資訊，最後顯示如圖2-24的電子看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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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4 電子看板內容規劃
由於淡水漁人碼頭志工室的電腦網路涵蓋在台北縣政府VPN網
路下，雖然可以上網但無法從VPN外的電腦透過網路進行控制，故上
述透過Winsock及PowerPoint VBA程式的方式無法運作，故請中華電
信於漁人碼頭志工室裝設獨立之ADSL網路線路，以便按照原先規劃
之方式在遠端連結俱Winsock功能之VBA程式，直接更改PowerPoint
檔案之內容，達到即時展示之目的，而且自遠端如海象測報中心之電
腦，透過VNC遠端遙控的程式，同步觀看到遠端電腦螢幕(投影機)所
顯示的內容。RealVNC可自http://www.realvnc.com/ 免費下載。
由於淡水漁人碼頭的志工室平時沒有人在內辦公，只有在假日時
會有志工進駐，故投影機必須能夠自遠端控制開關。Mitsubishi X500U
投影機有與控制的電腦RS-232埠連結，故可以透過如Windows 的超
級終端機下指令開關投影機(圖2-25)，因此若結合VNC遠端控制程式
則可在遠端將投影機打開或關閉。
志 工 室 電 腦 中 已 排 程 於 下 午 4:30 及 下 午 8:00 執 行 pjon.exe 及
pjoff.exe程式，自動開啟及關閉單槍投影機。
另為了能直接連結mmc.cwb.gov.tw中的即時海象資訊然後顯示
在PowerPoint檔案內，故使用PowerPoint「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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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益集」加入

LiveWeb.ppa

， 則 可 在 PowerPoint 中 加 入 超 連 結

(http://mmc.cwb.gov.tw/alldataxr1.asp?stidname=Danshuei)直接展示淡
水河口之即時資料。
由於使用此法連接較先前之VBA程式簡單許多，故預報資料的展
示亦更改使用此法來展示淡水河口之特製網頁如圖2-26所示。

圖2-25 利用超級終端機下指令控制投影機
X500U的通訊協定如下表：
表2-5 X500U單槍投影機通訊協定
PROTOCOL
BAUD RATE
DATA LENGTH
PARITY BIT
STOP BIT
FLOW CONTROL

RS-232C
9600 [bps]
8 [bits]
NONE
1 [bit]
NONE

主要指令如下表：
表2-6 X500U單槍投影機主要指令
執行
開
關

指令字串
00!
00”

查詢狀況

00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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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回覆
00!
00”
開的狀態 00vP1
關的狀態 00vP0

圖2-26 淡水河口特製網頁示意圖

2-8 沿海遊憩資訊安全系統首頁製作
沿海遊憩資訊安全系統以Macromedia Flash軟體設計系統首頁及
航行、游泳、小舟、風帆等簡易的遊憩安全預報網頁，使用者由網頁
即可直接進入不同海域遊憩活動之網頁，取得該活動之安全資訊預
報。圖2-27顯示系統之首頁，當動畫結束後，使用者點選各遊憩活動
之選項即可進入該遊憩活動之網頁，若點選中間的台灣選項即會進入
原先之遊憩安全資訊系統。
圖2-28顯示船舶航行安全資訊之網頁，其中安全性與舒適度的表
示在上年度計畫中已定義清楚，航行安全分為安全及危險兩級，燈號
用綠色及紅色代表。航行舒適度分為平悶、舒適、搖晃、暈眩四級，
相關的燈號由淺綠、綠、黃、紅代表。圖2-29顯示游泳戲水安全資訊
網頁，其中安全性分為安全、浪大、失溫等三級，分別用綠色、黃色、
紫色燈號表示。舒適度分為悶熱、暖和、舒適、涼爽、寒冷等五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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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號分別使用紅色、黃色、綠色、藍色、紫色來表示。圖2-30顯示操
舟安全資訊網頁，其中安全性分為適合、最佳、良好、技術、危險等
五級，分別用淺綠色、綠色、黃色、橙色、紅色燈號表示。圖2-31顯
示風帆安全資訊網頁，其中安全性分為靜止、適合、最佳、技術、危
險等五級，分別用淺綠色、綠色、黃色、橙色、紅色燈號表示。
各安全資訊網頁皆使用Macromedia Flash軟體設計，該軟體有
ActionScript程式設計的功能，可以結合ASP伺服器端網頁程式動態的
改變網頁內容，在ASP程式部份使用FileSystemObject物件方式讀取產
生之簡訊文字串，然後使用ActionScript中的LoadVariables函數匯入變
數中以及顯示含不同燈號之frame，以便展現在Flash網頁中。

圖2-27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首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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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8 船舶航行安全資訊網頁畫面

圖2-29 游泳戲水安全資訊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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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0 操舟安全資訊網頁畫面

圖2-31 風帆安全資訊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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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頁連結安全度與舒適度的部分尚未完全開發測試完整，故暫
不移轉至伺服器上。

2-9 藍色公路船舶定位及船測資料回傳系統
藍色公路船舶定位及船測資料回傳系統(圖2-32)其整體架構如圖
2-33所示，資料流通示意圖則如圖2-34所示，系統架構主要整合沿海
遊憩安全系統(包括陸上以及海域即時監測系統資料)、中央氣象局海
氣象預報資料、藍色公路觀光交通船即時觀測資料等，以文字或圖形
方式展示資訊，其中文字部分可以透過簡訊方式傳送，而簡化之網頁
資訊則可在藍色公路觀光交通船上利用行動電話GPRS無線上網取
得。交通船管制中心則可以透過網際網路上網取得本系統圖形及文字
資訊，再透過定期廣播的方式通知航線上之交通船。

圖2-32 船舶定位及資料回傳系統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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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3 藍色公路資料雙向通報系統示意圖
雙向通報系統
伺服主機

船舶定位資料
航線上即時海象資料
航行安全資訊

航線上即時、
預報海象資料
航線上即時、
預報海象資料

船舶定位資料

圖2-34 藍色公路資料流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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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主要係提供藍色公路交通船於航行時能獲取即時資料及
預報資訊，並隨時讓線上交通船回報自身位置資料及現場觀測海氣象
資料，透過「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針對不同交通船送出的回報及
需求能迅速掌握船隻即時位置與即時海氣象資料並給予交通船線上
需求的資訊供操船依據。更進一步監控海象變化及掌控未來海域狀
況，作為分析海象環境依據。
船上模組幾乎完全自動啟動，只要打開開關系統即開始運作接收
及傳輸資料，操作非常容易，使用者只要使用滑鼠在預報畫面、即時
船測資料畫面、及ArcPad地理資訊系統畫面間切換即可，如此切換只
是改變船上模組所展示之資料，並不會影響資料的即時傳輸。
由於無線傳輸費用昂貴故無法由船上直接連接沿海遊憩安全資
訊系統網站觀看地理資訊系統圖層以及船舶定位展示畫面，故船上的
模組需要安裝ArcPad地理資訊系統，以便展示海域地理資訊系統以及
船舶所在位置(圖2-35)，由於預報資料上傳系統並未規劃建置地理資
訊圖層下載功能，無法以無線方式直接上傳至船上的機台，可以使用
隨身碟在開船前複製到船上的ArcPad地理資訊系統上來展示預報的
海象圖層資訊。

圖2-35 使用ArcPad展示海域GIS、船舶位置及水位流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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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上有此地理資訊系統則操船者可以根據所在的位置，結合事
先下載之海象預報資訊圖層，尋找最有利之海域狀況(如浪小以及順
流的地方)有效及安全的操控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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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台灣北部海域區域展示功能
已建置的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涵蓋整個台灣地區，使用者可以
使用放大、縮小、及平移的功能來顯示任一區域，對於欲展示的圖層
進行開啟及關閉的功能，並可相互套疊展示，不會受到展示區域的限
制。雖然資訊系統沒有區域的限制，但由於現階段模式產生的資料限
於台灣北部海域，為了讓使用者能夠很快的流覽預報的結果，本年度
在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中加入分層之區域選項功能，讓使用者可以
經由跳出新視窗的按鈕選單選擇欲展示的大範圍區域(如北區、南
區、東區等)，或是透過下拉選單選取小範圍的區域(如淡水三芝沿海、
富貴角沿海、金山萬里沿海、基隆鼻頭角沿海、鼻頭角三貂角沿海、
三貂角龜山島沿海、龜山島蘇澳沿海等)。
圖3-1顯示系統控制列加入「沿海區域」的選項。功能控制相當
容易，使用者只要用滑鼠點選第一個下拉選單，選取區域後，第二下
拉選單之選項會隨之改變，接著再利用第二下拉選單即會選取區域，
最後按「顯示位置」即可放大至該區域。圖3-2顯示北區海域下拉選
單的項目。圖3-3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淡水三芝沿海的畫
面。圖3-4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富貴角沿海的畫面，畫面
中並套疊流況圖層。圖3-5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金山萬里
沿海的畫面。圖3-6顯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基隆鼻頭角沿
海的畫面。圖3-7顯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鼻頭角三貂角沿
海的畫面。圖3-8顯示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三貂角龜山島沿
海的畫面。圖3-9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龜山島蘇澳沿海的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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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加入「沿海區域展示」功能

圖3-2 沿海區域展示功能之下拉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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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淡水三芝沿海的畫面

圖3-4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富貴角沿海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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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金山萬里沿海的畫面

圖3-6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基隆鼻頭角沿海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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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鼻頭角三貂角沿海的畫面

圖3-8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三貂角龜山島沿海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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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沿海海域安全資訊系統放大至龜山島蘇澳沿海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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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系統維護

4-1 ArcIMS安裝維護測試
4-1-1 ArcIMS介紹
網路地理資訊系統軟體ArcIMS 為ESRI公司最新推出應用程式
提供服務(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ASP)型態的網路新產品(圖
4-1)。這是GIS領域第一個ASP應用伺服器，將GIS的應用經由瀏覽器
推廣到專業領域人士及一般大眾。ArcIMS具有Internet GIS、分散式
資料儲存、負載分工、網路封包保密、網路分工編輯、及網路電子白
板式交談等特性。ArcIMS提供精靈，可以輕易的建置網站及智慧型
用戶端使用者介面。經由智慧型用戶端使用者介面，ArcIMS讓一般
人士可以經由網路輕易的使用地理資訊系統。
ArcIMS具有以下的特點：
分散式且多層次的GIS伺服器。
ASP(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型態的網路地理資訊系統。
支援客戶端以下列方式展示及應用圖資：
HTML、Java、ActiveX、XML
支援向量式(vector)和網格式(raster)資料之傳送。
支援遠端網路管理。
提供架設GIS網站精靈(Wizard)，使用系統開發管理網頁
(Manager)讓使用者快速生產網站 (圖4-2)。
自主性高的智慧型用戶端(Smart Clients) ：
可線上編輯圖資(點線面)，不直接破壞原圖圖層。
使用者可線上整合本機、http、及ARCSDE的圖層。
交談式文字、圖形、及影像註解地圖功能。
網站負載平衡功能(load balanc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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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 服 器 及 客 戶 端 皆 可 用 多 種 作 業 平 台 (NT/Windows
200/UNIX) 。
可使用Java Applet，Java Script，MS Active Server Page，及Cold
Fusion整合介面。
提供在網路上的服務群，如影像伺服器、向量伺服器、圖資
萃取伺服器、查詢伺服器、及地址定位伺服器。
具同步鷹眼子母視窗(Overview)、環框分析選取、MapTips浮
動游標、Query查詢、線上更改圖資符號、線上更改圖層順序、
畫面擷取、列印、超連結、及存取檔等功能。

圖4-1

ArcIMS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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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ArcIMS架設GIS網站之系統開發管理精靈

4-1-2 安裝ArcIMS
A. ArcIMS的安裝程序如下：
使用ArcIMS安裝光碟執行setup.exe.
在歡迎視窗，按 「View Readme」檢視最後更正之ArcIMS 安
裝指示。關閉視窗後點選「Next」。
在安裝視窗畫面, 點選欲安裝之部分然後點選「Next」(圖3-3).

圖4-3

ArcIMS安裝選項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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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定安裝路徑畫面，如需要點選「Browse」以便更改安裝
路徑，然後點選「OK」接著點選「Next」。
如果 JRE 2沒有安裝或是無法偵測到，則Java Runtime 環境
安裝視窗即會顯現。要執行ArcIMS Manager及Java Viewers，
必須要安裝JRE。點選「OK」開始執行 Java 2 SDK 安裝，
安裝完後才可繼續ArcIMS的安裝。
安裝完成後執行「ArcIMS Post Installation」，在電腦名稱及
工作目錄指定畫面，選取協定方式及設定網路伺服器名稱，
如果設定Internet 網址或是多個ArcIMS空間伺服器，則要包
含網域名稱，如esri.esri.com。如果連接埠不是HTTP port
(80)，則要加入連接埠號碼，如esri.esri.com:81。
設定網址工作目錄時, 使用原設定存放網頁及ArcIMS輸出，
或是點選「Browse」更改目錄.目錄設定完後需要在網路伺服
器上建立虛擬目錄。
設定使用者工作目錄, 可接受原設定值或是點選「Browse」
選擇另一個目錄。點選「Next」至下一步。
在服務設定的視窗畫面，依需要更改註冊埠(Registry Port)及
連接埠(Connector Port)。ArcIMS 空間伺服器、監視器、及事
件處理器經由註冊埠與ArcIMS應用伺服器連接。Servlet 聯結
器經由連接埠與ArcIMS 應用伺服器連接。點選「Next」至
下一步。
在 Servlet 連結器目錄螢幕，點選ServletExec4.1.1，並設定
其路徑為「C:\Program Files\New Atlanta\ServletExec ISAPI」。
點選「Next」至下一步。(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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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Servlet Engine設定視窗畫面

在那些視窗服務授權螢幕，依需要更改網域\使用者的名字。
使用者必須設有帳號及具有系統管理者的特權。這些資訊讓
ArcIMS可以啟動相關服務(ArcIMS應用伺服器、監視器、及
事件處理器)，並賦予ArcIMS空間伺服器具有讀取本身及網路
上資訊之權利。
輸入使用者名稱及密碼並再輸入一次以確定輸入無誤。點選
「Next」至下一步。
在安裝成功的螢幕，點選「Finish」以便重新啟動電腦。
在 ArcIMS 安裝完成後，尋找服務檔案並開啟檔案編輯且加
入註冊埠及連接埠號碼。舉例來說：
esri_reg 5353/tcp #ArcIMS registry port
esri_conn 5300/tcp #ArcIMS connector port
將此檔儲存並通知系統管理員以確保這些埠是唯一的。這些
埠的號碼會在ArcIMS 總結視窗畫面上並寫入「<ArcIMS安
裝目錄>\Common」中。
B. 要執行ArcIMS應用伺服器必須安裝ServletExec，才能正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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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安裝ServletExec的步驟如下：

在ServletExec目錄下執行「ServletExec_ISAPI_411.exe」即
可。
依指示按「Next」即可完成安裝。

4-1-3 測試連結
Ａ. 測試Servlet的連接：
「 http://<localhost>/servlet/com.esri.esrimap.Esrimap?Cmd=Conne
ctorPing」
B. 測試ArcIMS應用伺服器：
「 http://<localhost>/servlet/com.esri.esrimap.Esrimap?Cmd=getVer
sion」
版本號碼及建置號碼應該會顯示。如果網路伺服器埠不是原設定
值(80)則需輸入：.
「 http://<localhost>:<port#>/servlet/com.esri.esrimap.Esrimap?Cm
d=ConnectorPing」
直接執行ArcIMS Diagnostics程式即可輕易的測試安裝結果。(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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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

ArcIMS測試程式視窗畫面

4-2 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建置步驟與檔案說明
ArcIMS最主要之特徵即是使用系統開發管理精靈(Manager)，帶
領著使用者按部就班的產生及發布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建置的三個步
驟是：
(a) 產生地理資訊圖資服務 (MapService)
(b) 設計網頁控制介面
(c) 發布地理資訊圖資服務

步驟(a)：
使用ArcIMS Author建立圖資。ArcIMS是一個獨立，選單形式的
圖資建立工具。在此步驟中，將讀取shapefiles 或是Spatial Database
Engine (SDE)資料，定義符號標誌、座標投影系統、比例尺及其它地
圖參數等。資料庫的連結亦是在此步驟中訂定。ArcIMS Author的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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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檔案是使用XML 格式撰寫的圖資服務發佈檔(MapService Publish
file)。檔案放置在”c:\arcims\axl\” 目錄內。
步驟(b)：
使用ArcIMS Designer製作客戶端所使用的網頁介面。ArcIMS
Designer使用問答方式，由設計者決定是否使用Java applet，採用何種
模範形式，讀取哪一些圖資，以及決定客戶端瀏覽器上應具備之操作
項目及功能。由ArcIMS Designer輸出的檔案是完全HTML格式或是有
含Java applets之網頁。完全HTML或是搭配JavaScript之網頁只能展示
影像檔 (bitmap images)，且所有的要求皆將傳回伺服器中重新產生影
像檔案。含Java applet之網頁則提供客戶端較多之查詢及展示功能，
包含特徵之傳輸(向量格式)。這些Java applet是可即刻使用之應用程
式，一但連線後即會自動下載到客戶端以供使用。這些應用程式提昇
地理資訊及地圖展示之功能，如平移及縮放，除此之外，並提供空間
查詢、更改圖資展示方式、標示物件、甚至修改資料等功能。這些功
能常在客戶端執行而不需要傳送請求至伺服器上，以減少網路傳輸所
造成之延時。若不使用Designer來設計介面，亦可用ArcIMS提供之多
圖資服務網站架構之範本，自行修改開發網站介面，此為本系統將採
取之方式。
為了簡化使用者安裝載入程式的步驟，本系統規劃使用HTML搭
配 JavaScript 之 網 頁， 使用 影像 檔之方式來 展示 。相關 檔案 放 置
在 ”c:\arcims\website\msis\” 目 錄 內 ， 共 用 之 JavaScript 程 式 則 放
在”c:\arcims\website\javascirpt\” 目錄內。
步驟(c)：
完成前述之兩個步驟後，即可發布圖資服務。設計階段之最後一
個步驟即是發布圖資服務。ArcIMS Manager中的Administsrator可以用
來監控ArcIMS伺服器以及圖資服務。在伺服器端可以控制圖資服務
以及ArcIMS伺服器及伺服器組之啟動或停止。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所需要啟動的MapService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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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ArcIMS所需啟動之MapServices
MapServices
名稱

說明

basic

基本圖層

index

索引圖層

pomel

預報水位圖層

pomuv

預報流況圖層

swanwh

預報波高圖層

swanwd

預報波向圖層

station

海氣象站圖層

含有圖層

AXL檔案位置

TOWN_region.shp
25KRIVER.shp
ROAD4_polyline.shp
ROAD3_polyline.shp
ROAD2_polyline.shp
C:\arcims\axl\motc\basic.axl
ROAD1_polyline.shp
RAIL_polyline.shp
Twn_hsrail_polyline.shp
:LAND_font_point.shp
nainland.shp
TAIWAN_region.shp
00小時後水位.shp
03小時後水位.shp
06小時後水位.shp
:
24小時後水位.shp
00小時後流況.shp
03小時後流況.shp
06小時後流況.shp
:
24小時後流況.shp
00小時後波高.shp
03小時後波高.shp
06小時後波高.shp
:
24小時後波高.shp
00小時後波向.shp
03小時後波向.shp
06小時後波向.shp
:
24小時後波向.shp
weathersta.shp
wavesta.shp
tidesta.shp
pilesta.shp
buoysta.shp

C:\arcims\axl\motc\index.axl

C:\arcims\axl\motc\pomel.axl

C:\arcims\axl\motc\pomuv.axl

C:\arcims\axl\motc\swanwh.axl

C:\arcims\axl\motc\swanwd.axl

C:\arcims\axl\motc\station.axl

4-3 模式結果圖層建置與排程設定說明
模式的結果將使用Surfer軟體繪至成影像檔供ArcIMS Server讀
取。Surfer是一個在微軟視窗作業系統下繪製等值線及三維表面的製
圖軟體。Surfer可以輕易及快速的將數值資料轉換成生動的等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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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表面、網狀結構、矢圖、影像、及陰影起伏圖等，各種圖形皆可
依據需求，輕易的製作成使用者所想表現的方式。
Surfer可以被任何具自動化功能的語言控制，如Visual Basic、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C++、Perl、或是與VBA近似之Surfer
的Scripter程式語言。幾乎任何可以互動的作業都可以被自動程式語言
來控制。Surfer的Scripter程式語言具有與Visual Basic並駕齊驅的程式
環境，不但可以編輯、除錯、還可以執行Script，如此則可自動執行
重複的工作，產生Surfer的前端程式，或是執行所有Surfer可以執行之
工作。
數值模式的結果展示將首先使用Surfer的Scripter建置可以自動
執行之Script，將模式的結果繪製成具等值線或流矢之圖檔，並配合
座標系統轉換該圖檔成為ESRI的shapefile格式則可以和現有之圖層
進行套疊，將模式的結果與地理資訊疊合在一起，增加對模式結果之
瞭解。
製作完成的Surfer Script搭配批次檔即可在指令環境下批次執
行，而執行微軟作業系統提供之定期排程(圖4-6)，定時執行內含Surfer
Script程式之批次檔，產生地理資訊圖層(.shp相關檔案)。這些資料會
經過ArcIMS伺服器的控制與傳輸，將圖層影像資料展示在遠端電腦
的瀏覽器上。

圖4-6

排程控制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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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之批次檔及其執行時程如表4-2所示：
表4-2 系統批次檔一覽表
批次檔名稱

pomswan00.bat

Surfer Script 檔名

功能

執行時
間

產生12Z往後24小時之 20:20
預報流況與波浪圖層

pomswanall.bas

(每3小時)
Pomswan12.bat

產生0Z往後24小時之

pomswanall.bas

8:20

預報流況與波浪圖層
(每3小時)
message00.bat

messageall.bas

產生12Z往後24小時之 20:30
簡訊內容(每3小時)

message12.bat

messageall.bas

產生0Z往後24小時之

8:30

簡訊內容(每3小時)
messagesend05.bat messagesend05.asp 發送隔日5時簡訊

21:00

messagesend14.bat Messagesend14.asp 發送14時簡訊

9:00

messagesend23.bat Messagesend23.asp 發送23時簡訊

16:00

4-4 簡訊發送說明
在建立的網路伺服器上，利用HTTP協定中Get Method來發
送簡訊,其參數如下 (台灣大哥大，2003):
URL格式為:
http://ip:port/send.cgi?Tag=Value&Tag=Value…
Tag清單如下:
意義

Tag
username:
password:
rateplan:
srcaddr:
dstaddr:

帳號
密碼
Rate Plan
來源號碼
目的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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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ding*:

smbody:
wapurl:*
dlvtime:*

vldtime:*
response:*

編碼方式，單則簡訊內定值為BIG5，長簡訊無內定值。
目前有效值為單則簡訊有十種:
ASCII/BIG5/CP950/NHEAD/PASCII/PBIG5/PUSH/UPUSH/UCS2/
GB2；
長簡訊有三種LASCI/LBIG5/NHEAD。
簡訊內容，請進行標準之URL Encoding。如果使用WAP push的格式
則此欄為WAP push title。
使用WAP push將多出此欄內容（即encoding用PUSH或UPUSH），
default為http://ewap。此欄目前支援的協定為http及https。
幾秒後傳送(因有些GSM手機無法於掛斷電話之同時接收簡訊，避開
手機的問題),內定值為0,即馬上傳送。
另外帶YYYY/MM/DD hh24:mm:ss表Schedule Time的功能，目前可
預約最久的時間為三天內。
有 效 期 限 ,YYYY/MM/DD hh24:mm:ss, 或 幾秒 內 有 效, 內 定 值為 各
SMSC之有效期限的預設值
狀態回報網址,內定為空字串(不回報)

註記：
1. 所有含*的Tag表非必要,若未輸入,系統會帶內定值進
去。
2. dlvtime 和 vldtime 只 支 援 二 種 格 式 ： 秒 數 及
YYYY/MM/DD hh24:mm:ss，其餘格式皆不支援。
3. ip,port,username,password,rateplan,srcaddr由大哥大業者
提供。
4. 單則簡訊：
(1) encoding為ASCII或PASCII，則smbody最多為160個
英文、數字混合字元。
(2) encoding為BIG5、 CP950、PBIG5、UCS2或GB2，
則smbody最多為70個中英文混合字元。
(3) PASCII和PBIG5為即現式簡訊(又稱Pop-up SMS，
Flash SMS)的編碼方式， 僅適用於單則簡訊。
PASCII 和 PBIG5 的 smbody 限 制 與 ASCII 和 BIG5 相
同。
(4) encoding 為 NHEAD ， 則 smbody( 含 編 碼 所 需 之
Header)最多為14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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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ncoding為PUSH或UPUSH，則smbody與wapurl兩者
合計最多88 Bytes；其中半形英文、數字編碼方式為
一個字元算成1Bytes，全形英文、數字、符號及中
文字編碼方式為一個字元算成3 Bytes。
(6) 使 用 WAP push 此 功 能 (encoding 為 PUSH 或
UPUSH)，將增加wapurl 的tag欄位，未填入時將使
用default定義值(http://ewap)；目前WAP Push功能的
smbody僅支援ASCII及BIG5字型。
(7) UPUSH 與 PUSH 不 同 之 處 為 當 用 戶 收 到
ecoding=UPUSH 的WAP push簡訊會有提示訊號出
現，而使用ecoding=PUSH時，該WAP push訊息僅會
被送至手機的WAP push 信箱，但不會有提示訊號。
5. 此發送方式可以一次發送多則不同之簡訊，但本計畫只
規劃一次發送單則簡訊。
6. 由於發送電腦IP改變故需向台灣大哥大申請IP變更方可
繼續發送簡訊。

4-5 圖層建置說明
用ArcGIS建置測站圖層之步驟如下(以潮位站資料為例):
1. 將原資料以ASCII格式輸出，欄位間以「，」分開。
2. 使用ArcView 8.3地理資訊軟體之「Add XY Data …」選
項讀入座標欄位的資料，建置測站圖層。(圖4-7)
3. 圖層建置成功如圖4-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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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ArcView 8.3之「Add XY Data …」選項視窗畫面

圖4-8 潮汐測站圖層建置視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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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船舶定位及資料回傳系統
4-6-1 系統介紹
系統係透過GPRS通訊的方式，與「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保
持網路連線及資料的雙向交流，透過此連結通道來進行兩系統間的資
訊通報。圖4-9顯示雙向交流資訊通報流向。
衛星定位資料定時回報
觀測海氣象資料定時回報

船舶衛星
定位及船
測資料回
傳系統

提報需求 / 提供資料
中央氣象局預報資料定時提供

沿海遊憩
安全資訊
系統

海氣象動態安全資訊定時提供
海上警訊不定時提供

圖4-9 雙向交流資訊通報流向

4-6-2 硬體裝置
系統以Wincon-8000控制器為發展核心，再搭配溫度/溼度計、GPS
衛星接收器及GPRS Terminal等裝置來完成通報系統。硬體裝置分為
以下幾個部分：
(1) Wincon-8000(包含W-8331、I-8017H、I-8053、I-8114模組)
(2) 溫溼度偵測計(rotronic)
(3) 衛星定位接收器(GM-305)
(4) GPRS終端機(MA8-9)
(5) 液晶螢幕
(6) 電源輸入及轉換基組
(7) 外殼(包括端子盤)
圖4-10顯示船舶定位及資料回傳系統內部情形。設備中主要的元
件如圖4-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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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0 船舶定位及資料回傳系統內部情形

WinCon-8000

溫度/溼度計

GPS衛星接收器

GPRS Terminal

圖4-11 系統儀器設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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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Con-8000控制器相當於一部IPC(工業電腦)與PLC(可程式化
邏輯控制)的結合，擁有Windows CE .NET 的圖形介面環境的新一代
嵌入式控制器，它的耗電量低、不需要風扇跟散熱器、用快閃記憶卡
取代了硬碟，當機機率很低，也沒有 Windows 重新啟動的安全模式
問題。為目前 Windows-based PLC中少有開放程式化的產品。特性如
下說明：
WinCon-8000

圖4-12 WinCon-8000特性說明
於WinCon-8000標準上，選用編號W-8331-G規格作為系統核心開
發基礎，其詳細規格如下面表格，主要是選定I/O擴充模組的數目：
表4-3 選用WinCon-8000規格表
Standard
WinCon-8000
with Display

W-8031-G

W-8331-G

W-8731-G

Processor

compatible with Intel Strong ARM CPU, 206MHz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CE.NET

Pre-load Software

Standard WinConSDK, Utility

SDRAM

64M bytes

Flash

32M bytes

EEPROM

16K bytes

Expansion Slot

1 x Compact Flash type II insert with ejector

Interface

1x USB1.1,
2 x PS/2 port(Keyboard and Mouse),
1 x VGA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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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Port

1 x RJ45, 10BaseT

COM 2

9-pin D-Sub (RS-232)

COM 3

2-wire Terminal Block (RS-485)

Additional Serial Port

N/A

Default Function

64-bit hardware unique serial number
Reset button、Power LEDs
Watchdog Timer
Real Time Clock

I/O Expansion Slot

0

Operating Temp.

-25¢XC to +75¢XC

Storage Temp.

30¢XC to +85¢XC

Humidity

5~95%

Power Supply

20W, Unregulated +10Vdc to +30Vdc

Dimensions
(LxHxD)(mm)

114x110x90 229x110x90

3

7

354x110x90

WinCon-8000控制器可透過I/O擴充模組(I/O Expansion Slot)接收
現場裝置儀器資料，例如上面列舉的溫/濕度計資料及GPS衛星定位資
料。由於現場儀測資料通常包括類比訊號資料及數位訊號資料，為了
能接收這兩類訊號資料，I/O擴充模組選擇納入編號I-8017H及編號
I-8053兩模組，分別為類比訊號8通道輸入模組及數位訊號16通道輸入
模組，他們的特性如下說明：
I-8017H

圖4-13 I-8017H模組特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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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053

圖4-14 I-8053模組特性說明
系統將控制器及相關裝置安置於鐵箱中，為方便接收交通船上裝
置儀測的訊號輸入，已將8組類比訊號源及16組數位訊號源的輸入點
延伸到鐵箱的側面外層，現場可將訊號線壓上Y型端子鎖在固定端子
盤上。

Y型端子
訊號輸入固定端子盤
圖4-15 訊號輸入固定端子盤
現場儀測資料接收後可暫存於系統的Flash記憶卡中，利用純文
字格式或Access的方式存放，系統需定時提報儀測資料或回報需求給
遠端的「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系統做法是將要提報或回報的資
料 整 理 成 字 串 後 透 過 串 列 阜 (Serial Port) 將 資 料 送 至 「 GPRS
Terminal」，透過GPRS Terminal的功能，可將字串傳送至具有固定IP
的「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由於系統核心WinCon-8000需增加串
列阜的通訊模組，I/O擴充模組選擇納入編號I-8114模組來增加Com
Port的應用，此模組特性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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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114

圖4-16 I-8114模組特性說明
「GPRS Terminal」採用WirelessPlug公司的MA8-9產品，在硬體
上MA8-9提供了工業標準的RS-232/RS-485介面，可以直接與儀測設
備或、偵測器連接(本系統設計為WinCon-8000 I/O Plug I-8114)。
MA8-9支援GPRS 900/1800/1900 三頻網路，整合目前最先進的GPRS
模組與標準介面，內建TCP/IP協定，讓終端的設備(MA8-9)透過GPRS
網路及Internet與原有的「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以TCP/IP 方式連
結，於「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另安裝PlugMasterTM軟體，負責終
端設備的認證管理外，亦做到資料存取及交換，經由GPRS網路與遠
端的終端設備雙向傳輸。以下為此段說明示意圖：
WinCon-8000

GPRS Terminal

封包傳輸

ISP業者

GPRS Service

InterNet

TCP / IP

沿海遊憩安全資
訊系統主伺服器
PlugMasterTM
iMac

圖4-17 GPRS通訊建立及封包傳輸接收示意圖
62

PlugMasterTM軟體透過COM Port與終端設備(MA8-9)連線，針對
GPRS及Serial Port做設定，參數設定畫面如圖4-18，包括：
依電信業者，對於GPRS的Dial方式及APN名稱設定。
設定GPRS連線失敗時自動重連間隔。
資料回報伺服器固定IP及TCP Port的給定。
自我回應機制(Heartbeat)啟動及間隔設定，避免被電信業系
統斷線。
通訊協定設定，系統設為9600,None,8,1協定參數。

圖4-18 GPRS Terminal軟體設定畫面

PlugMasterTM軟體(圖4-19)於「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需長駐執
行，隨時準備接收終端設備回送的資料，及作為「沿海遊憩安全資訊
系統」與終端設備溝通的中繼橋樑，進行雙向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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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9 PlugMasterTM軟體啟動設定畫面
系統操作畫面如圖4-19，此程式於系統開機後會自動啟動，其主
要工作有三項：
(1).為透過WinCon-8000系統I/O收取現場類比訊號及數位訊
號的數值，將即時顯示於畫面上。
(2).依操作者設定的回傳頻率，不定時將即時資料透過「GPRS
Terminal」傳回至「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
(3).隨時等待接收「沿海遊憩安全資訊系統」送出的遊憩安全
預報資訊，將安全資訊顯示於畫面上。

圖4-20 即時資料取得及展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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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船上資訊接收功能
本系統取得及接收的資訊以純文字的存取方式儲存，建立一交換
區 ： 定 義 的 交 換 檔 有 2 個 ： 一 個 為 txtRead.txt 另 一 個 為 SS.txt 。
txtRead.txt存放系統最新取得的資訊檔，提供圖4-20展現資料。SS.txt
存放系統接收7站預報資訊的資訊檔，提供圖4-21展現訊息。其內容
格式如下：
txtRead.txt
0,14.299,11.987,-0.001,-0.004,0.004,-0.006,-0.013,-0.
001,2441.6086,12054.8993,1,24.4,1,50

定義：
DI(16bit),AI0, AI1, AI2, AI3, AI4, AI5, AI6, AI7,N(北緯),E(東
經),0/1(有值/沒值),T(溫度),0/1(有值/沒值),H(溼度)
SS.txt
001071512,TW:32/-4.0,WW:0.5/02,WD:15.3/01,SS:01/01/01
/01,LV1。
002071513,TW:31/-4.0,WW:0.5/02,WD:15.3/01,SS:01/01/01
/02,LV1。
003071512,TW:32/-4.0,WW:0.5/02,WD:15.3/02,SS:01/01/01
/01,LV1。
004071512,TW:31/-4.0,WW:0.5/02,WD:15.3/02,SS:01/01/01
/02,LV1。
005071512,TW:32/-4.0,WW:0.5/02,WD:15.3/01,SS:01/01/01
/01,LV1。
006071512,TW:32/-4.0,WW:0.5/02,WD:15.3/01,SS:01/01/01
/01,LV1。
007071512,TW:32/-4.0,WW:0.5/02,WD:15.3/02,SS:01/01/01
/01,LV1。

定義：
編 號 (3bit)MMddHH(6bit),TW 溫 位 值 區 ,WW 浪 值 區 ,WD 風 值
區,SS船泳舟帆值區,LV安全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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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1 預報資訊接收及展示畫面
各海域編號說明：
表4-4 海域編號一覽表
編號
001
004
007

對應海域
竹圍
基隆
蘇澳

編號
002
005

對應海域
淡水河口
龍洞

編號
003
006

對應海域
麟山鼻
梗枋

4-6-4 裝置連接安裝說明
1. W-8331為Wincon-8000主要樞紐，以Windows CE為核心的嵌入式
系統，提供一般PC的標準IO，及連接阜。請將螢幕接至W-8331
的VGA輸出，及接上(PS/2介面)滑鼠。
2. I-8017H為類比訊號輸入模組，示範系統僅輸入一組類比訊號，
提供者為溫溼度偵測計，請將溫溼度計訊號線接至I-8017H的
(Vin0+)及(Vin0-)組並連接電源到電源基組。目前已將I-8053之其
他組訊號接腳接連到外殼端子盤上標示為AI。
3. I-8053為數位訊號輸入模組，現階段無任何裝置輸入數位訊號。
目前已將I-8053之訊號接腳接連到外殼端子盤上標示為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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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8114為COM通訊模組，總共提供4個RS232的通訊阜，由上至下
分別為COM5、COM6、COM7、COM8。規劃COM5做GPRS雙
向傳輸，COM6及COM1(W-8331擁有)做GPS訊號輸入。請先將
RJ45-RS232轉換線接至COM5(I-8114)及COM6(I-8114)。
5. GPRS終端機為自動啟動系統，請將電源接上並將其RS232透過
NULL MODEM線連接至COM5等待系統呼叫傳輸。
6. 衛星定位接收器為自動啟動系統，請將電源接上並將其RS232透
過RS232線連接至COM6及COM1(透過1分為2的RS232分接線)，
便會不斷將訊息傳送至系統中。

4-6-5 軟體設定說明
1. 系統及應用程式分為幾個部分
(1) Windows CE作業系統
(2) ESRI ArcPad應用軟體
(3) GPS AND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2. Windows CE作業系統設定
(1) 由【開始】→【程式集】→「WinCon Utility」(圖4-22)
(2) 到「ComPort」頁按【New Card Wizard】進入
(3) 按【Solt Scan】如果「Resource」區域顯示裝置不正常，請
按【Save New Module】進行註冊
(4) 到「Auto-execute」頁(圖3-23)是否於Program1有設定值，如
果 沒 有 請 按 【 Browse 】 進 入 選 取

\Compact

Flash\Temp\FTP\AIDIO.exe 檔後按【ok】完成開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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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WinCon Utility視窗畫面
→ 完成Wincon-8000通訊模組的重新偵測及引用。
(5) 到「Auto-execute」頁是否於Program2有設定值，如果沒有請
按【Browse】進入選取 \ Compact Flash \ ESRI ArcPad 6.0.3
\FTP\ ArcPad.exe 檔後按【ok】完成開機設定
(6) 按【Save Setting】完成

圖4-23 WinCom Utility Auto-execute視窗畫面
→ 完成「GPS AND DATA ACQUISITION SYSTEM」及「ESRI
ArcPad」程式及軟體於開機後自動啟動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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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4 WinCom Utility Save Registry視窗畫面
(7) 到「Save Registry」頁(圖4-24)按【Save and Reboot】，後重
新開機完成系統設定。
3. ESRI ArcPad應用軟體設定
(1) 由上方【工具】→【選項】→「ArdPad選項」(圖4-25)
(2) 到「協定」頁，將自動啟動打勾、選擇協定為「NMEA 0183」、
GPS基準面為「WGS84」

圖4-25 ArcPad選項視窗畫面
(3) 到「GPS」頁，選擇通訊阜為「COM6」、鮑率為「4800」、
奇偶校為「None」、資料位元為「8」、停止位元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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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系統支援方式
對於系統之操作程序及任何訊息有疑問處，請洽系統開發單位之
聯絡人，聯絡人名單及聯絡方式如表一所示：
表5-1 系統聯絡人員名單

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支援人員名單
單位

工研院能資所
永續資源組
資源與空間資訊技術研究室

姓名

顏厥正

林威隆

電話

(03) 5918579
0935207550

(03)5915293
0952172339

E-Mail

ccyen@itri.org.tw

neil1221@itri.org.tw

當系統發生錯誤訊息時，請使用鍵盤上的「Print Scrn」功能將螢
幕複製到Word Pad檔案中，然後將檔案傳至系統聯絡人處，以便進一
步針對問題做適當之修正或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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