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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語言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商業化簡訊服務機制；歷史颱風暴潮資訊
系統
為延續中央氣象局前期研究成果，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的 4 年
科技發展計畫，將自民國 97 年起至民國 100 年進行「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以

貴局現有海域 GIS 資訊服務

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將系統功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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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成果

「海溫分析時序圖」兩模組於期中階段完成作業化運轉作業，而一
般版之「海象警示」
、
「藍色公路海況」
、
「海象統計」
、
「英文版」
、
「PDA
版」模組亦已於期末階段完成功能開發及上線作業。研究團隊也於
本期擴充維護「即時海況」模組功能，除增加潮高的預報潮位線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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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外，並針對潮位動態圖運算公式做修正，漲退判斷由原本的即時
潮位減預報潮位，修正為即時潮位減前 30 分鐘即時潮位。另增加
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以整合有關潮位及風向、浪向等說明。
本計畫在系統分類完成及辦理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宣導活動，並
訪談中華民國帆船協會及蜘蛛衝浪俱樂部等民間海洋遊憩團體。根
據本團隊之研究進度及已完成之系統建置成果提出海象資訊 e 化
服務系統表，以利於未來推廣工作之進行。
2.商業化簡訊服務機制建置：
本年度的主要工作就是進行商業模式的探討，並與電信業者進
行接觸，就海象測報中心自行建置發送作業、尋求民間氣象公司合
作開發商業模式、或是加入已有的氣象簡訊服務等進行評估，建議
一套可以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並建議依照氣象資訊的簡訊服務模
式，由海象測報中心依氣象資訊的提供途徑，提供海象資訊給電信
業者，並由業者協助在其網頁上增加簡訊服務的海象產品選項，讓
一般民眾也可在電信服務網頁上點選海象資訊，開始海象資訊相關
的簡訊服務。
3.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建置：
本系統主要進行內部版資料庫整合、系統查詢功能擴充至 2009
年、颱風災害圖層的製作及系統底圖置換、以縣市分類呈現災害文
字及圖片資訊，及內部版程式移機與上線工作。雛型系統直接連線
E 化系統內部版資料庫，並且將氣象局內部颱風、潮位及波高等相
關資料表匯入安管外 MySQL 資料庫，以供系統查詢。並已依據本
計畫第一期建置之 1998 年至 2007 年暴潮資料規劃設計暴潮及波高
資料庫格式，並於期中階段前進行氣象局資料庫系統反應時間測
試。有關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資料庫整併的部份，已完
成海岸災害及海堤溢淹之資料庫整併，研究團隊所蒐集的災害新聞
圖片也全數匯入系統，供災害縣市查詢。
4.近岸觀光遊憩休閒、防災與航行安全資訊之整合：
由於近岸觀光遊憩休閒及防災等資訊的提供並非中央氣象局
的業務，因此在這方面的資訊提供將此超連結的方式連到國內現有
的網站，而相關海象資訊與指標資訊的提供本計畫提供四種可能的
規劃，本團隊建議使用第四種資料整合建置方式，以各縣市海岸線
外 10 公里範圍內所含蓋的數值模式網格選取極值，再加上原先
北、中、南、東四個區域所選出的 35 個預報站做為海象及安全資
訊預報結果，透過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進行預報結果的展示。此
規劃經海象測報中心內部討論後決定使用漁業氣象的預報範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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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並完成漁業氣象預報的 XML 檔案的取得及轉換成海域警示
資訊的作業。另在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索範圍劃定系統維運方
面，將持續進行系統的維護並提供相關單位的諮詢。在績效指標方
面並已完成「漂流物搜索範圍劃定機制與系統」的專利申請。
5.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藍色公路航行安全之應用：
藍色公路海況系統本年度將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
時海況模組當中，在期中以前已完成預報模擬網格數值之評估與綜
合考量及雛型測試，在評估過後以符合現有海象需求為前提，於期
中至期末階段進行系統開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藍色公路航
行安全之應用工作項目已完成海象預報資料展示規劃、海象預報資
料展示雛形建置、波浪模式資料擷取作業化流程建置與測試、藍色
公路海象預報連結 Google Earth 測試等項目。藍色公路海況系統在
期中以後與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網頁連結，配合網頁的建置連結
已建置的網頁程式，經過與海象測報中心同仁與長官討論出最佳的
展示方式，完整的呈現藍色公路海況系統，並於 11 月 11 日在東港
到小琉球藍色公路上實地利用 3G 連結網路測試藍色公路海況系統
的海象預報資訊傳輸與展示。
6.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
本項工作在期中後持續進行系統的測試，及與海象測報中心人
員討論瞭解各時序列圖所需傳送的位置與流程，並建置自動作業機
制。期中後並完成系統轉移至中心本年度新購置的電腦伺服器中，
並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行。期中至期末階段除實際用於凡那比與
梅姬颱風外，並完成增加產生未來 12 小時、12 及 24 小時、24 及
36 小時所有測站暴潮最大值之時間及當時之總水位（暴潮水位加
上 1/2 模式預測波高）表格的功能，讓預報者可以輕易掌握各測站
的暴潮最大值，達到預警的目的。
有關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英文版及 PDA 版，針對已上線之一般
版開發英文版，完成即時海況、潮汐預報及海溫測報等模組開發英
文版，並列出海象專有名詞中英對照表供海象中心參考。PDA 系
具體落實應用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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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災害底圖於系統中顯示功能。
計畫變更說明

無

落後原因

無

檢討與建議(變
更或落後之因 無
應對策)
(以下接全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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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第一章 前

言

1.1 計畫背景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動海上及海岸之觀光計畫，希望更多的民眾能走向海洋、親近
海洋，然而海上及近岸遊憩在海象資訊無法充分提供下必然潛藏危機，許多民眾對於潛
藏於水下的流動由於緊張及無知，最後力竭而葬送性命，例如烏石港北濱沙灘衝浪發生
意外(96 年 10 月 20 日)、屏東墾丁南灣學生戲水溺斃(95 年 08 月 19 日)等，造成海巡署
曾公佈台灣本島十大危險海域呼籲民眾注意自身安全；而海上救難搜救問題，更需要詳
細的海象資訊及漂流物分析，以便迅速作成決策，於第一時間立即動作進行救難，減少
人命損失並將災害減至最輕，而過去發生重大的海難事件，例如希臘油輪阿瑪迪斯號墾
丁外海擱淺溢油事件(90 年 01 月 14 日)、澎湖華航空難事件(91 年 05 月 25 日)、巴拿馬
籍貨輪屏東外海擱淺(97 年 01 月 16 日)等。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分析之結果顯示，每年平均約有 3.5 次颱風侵襲臺灣海域。隨
著全球氣候暖化，聖嬰現象的影響，近年來的侵台颱風數量明顯增加。隨颱風或低氣壓
伴隨強風、豪雨及巨浪都是造成海岸地區造成海水位暴漲的主因。颱風暴潮所產生異常
水位常對台灣沿海造成重大災害，由於暴潮巨浪直接侵襲海岸，造成海岸侵蝕，並越過
堤頂而導致海水倒灌及沿海區域之溢淹，導致海水倒灌、農作物損害、魚塭魚苗流失等，
對於台灣海洋環境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因此，唯有準確地預報近岸區域之實際海
氣象狀況，加上考慮漂流物特質之流向分析及準確的搜索區域劃定，才能使海象資訊進
一步發揮功效，並且提高搜救效率。
民國 92 年至 93 年，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以下簡稱海下協會)承辦交通部
推動為期兩年「台灣沿海觀光遊憩資源與防災地理資訊系統之建立」研究計畫，建置一
套沿海地區遊憩資源與防災資料庫地理資訊系統，藉由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將完成
之台灣海岸遊憩資料蒐集調查與分析、沿海災損資料蒐集與分析、及防災相關資料蒐集
與分析等研究結果展現出來，作為沿岸地區防災與海岸環境創造技術探討之依據。
民國 94 年至 96 年，海下協會承辦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推動「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
之建立」研究計畫，完成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整體規劃、網際網路查詢系統建置、沿
岸遊憩娛樂景觀資料庫及圖層建置、航船衛星追蹤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建置、全球航船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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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追蹤網路地理資訊系統建置、航行佈告資訊系統建置、三維海底地形底質建置及三維
海底環境查詢系統、海象資料庫連結機制建立與效率提昇等工作。另外亦執行「海象資
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行安全之應用」
、
「岸基海象遙測技術之研發」
、
「海氣象觀
測站之評估及擴建」提供以航行安全、觀光遊憩應用為主，災難防救、工程規劃及資源
調查應用為輔之全方位服務。
此外，有鑒於現今政府組織架構仍未有海洋事務專責機構，對推動海洋科技與產業
發展形成許多整合介面問題，海洋相關之地理資訊系統並未受到國土資訊發展之重視；
海洋環境觀測資料、波高與水位觀測資料較為缺乏；暴潮資料統計分析以及防災資訊日
益受到重視下，如何將海象資料資訊化、建立完整之防災資料庫及具功能性之查詢系統
為重要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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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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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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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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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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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99 年度(本年度)工作內容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作業化運轉 ：本年度工作內容為持續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
1-6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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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100 年度工作內容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持續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運轉與維護，確保
系統之正常運作，主要工作項目包含(1)持續 SOA 服務架構導入，包含配合 SOA 架
構，建置海象資料訂閱服務。(2) 入口網站功能改善，考量計畫經費及人力因素，
應用 Web GIS 技術，增加網站地理空間資訊展示服務，並結合海象測預報資訊於
GIS 平台上動態展示。
(2)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 (2/2)：推廣目標將上年度推廣之成果加以檢討後，予
以研析，並依整個推廣規劃程序作進一步務實之運作。推廣步驟：主動提供資訊與
相關單位、追蹤各單位之參用結果以及辦理 e 化資訊講習。由 99 年度所辦理之成果，
研析 e 化資訊之使用情形及覓尋已建置之項目內容是否適用性，並由回應召開座談
會溝通，相互交換意見後必要時更進而辦理研習訓練課程。
2.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建置
(1)歷史颱風暴潮資料庫持續建置：將依據前期分析之暴潮及波高資料，及 99 年度的
建置的資料庫，持續進行暴潮及波高資料的輸入及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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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維運：進行系統測站及歷史統計分析查詢、歷次颱風事件測
站最大波高與最大暴潮偏差查詢、及暴潮空間查詢等功能之維護與運作。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料庫整合及建置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浪預報作業之應用：中央氣象局風浪預報作
業一向由氣象預報中心使用海面風力推估波浪進行預報，本年度將探討如何將海象
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風浪預報資訊取代舊有之風浪預報，以較準確之波浪數值模式
進行中央氣象局風浪預報作業。
(2)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兩岸航行之應用：本系統於此階段已完成初步成果，為瞭
解本系統可行性，規劃將於金門、馬祖與大陸兩岸選定示範區進行系統測試，並評
估系統實際操作功能，以達成本系統實用性。示範區域的選定以金門與馬祖實行小
三通的航線及停靠碼頭為主，並進行與大陸相關方面的接洽，進行電子看板或是船
舶追蹤系統的規劃與建置，落實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兩岸航行之應用。
4.暴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 (2/2)
本工作項目將依據上一年度測試結果，強化暴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整合成完整
的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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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

諮詢單位
運研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
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

計畫主持人
簡連貴 秘書長/教授

國家海洋科學中心
海巡署
交通部各港務局
交通部觀光局

協同主持人
顏厥正 李信志 李汴軍

海象資訊e化服務
系統建置與推廣

歷史颱風暴潮
資訊系統建置

海象資訊e化服務系統圖
資、資料庫整合及建置

暴潮展示與校驗功能
雛形建置(1/2)

簡連貴
(海下協會)

簡連貴
(海下協會)

簡連貴
(海下協會)

簡連貴
(海下協會)

李信志 許智翔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李汴軍
(華梵大學)

顏厥正 胡哲魁
(工研院)

顏厥正 林勝豐
(工研院)

許硯蓀 黃郁媚
(海下協會)

李信志 張瑞文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

馮宗盛 呂婷婷
(海洋大學)

張恆文
(工研院)

圖 1- 2 本計畫研究成員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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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年度計畫成果與未來工作重點
本計畫執行時程由民國 99 年 01 月 22 日至 99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約 11 個月。
本計畫在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及研究人員共同參與努力及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滕春慈主任及相關承辦人員指導下，期末階段各項工作皆依期初、期中委員審查意見(如
附錄一)規劃推動，大致符合進度要求。
計畫自簽約起工作至 12 月上旬為止，除完成期末報告外並召開重要會議，會議時
間及重要事項如表 1-1 所示。對內召開九次工作會議(如附錄二)、五次氣象局協商會議(如
附錄三)、兩次系統宣導與推廣(如附錄四)、兩次系統討論會議(如附錄五)、八次系統
維護會議(如附錄六)、一次系統教育訓練(如附錄七)以及提出本年度績效報告(附錄
八)，同時將本計畫前期(98 年度)相關研究成果發表於 International Offshore (Ocean) and
Polar Engineering Conference 2010 國際研討會、第 20 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國科會成果發
表會以及第 5 屆 2010 年中央氣象局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暨美華海洋大氣學會第 5 屆
國際海洋大氣研討會(各篇發表文章請參照如附錄九)。
表 1- 1 本計畫各階段重要會議時間表
日期

會議名稱

重要事項

990122

議價

辦理本計畫議價與簽約

990203

第一次內部工作會議

檢視驗收標準與發文單位

990303

第二次內部工作會議

本年度工作項目規劃

990316

海象中心第一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說明執行進度

990421

第三次內部工作會議

期中報告目錄大綱

990507

第 12 屆水下技術研討會暨

研究團隊發表 98 年度計畫成果

國科會成果發表會
990517

海象中心第二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說明執行進度

990615

第四次內部工作會議

討論期中報告初稿內容

990621~0626

ISOPE 2010 in Beijing
第四次內部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發表 98 年度計畫成果

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研究團隊發表 98 年度計畫成果

990615
990628~0630

期中報告定稿檢視與討論

990702

繳交期中報告

990713

第五次內部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進度報告

990722

海象中心第三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說明執行進度

990806

海象中心系統維護會議(I)

990817

海象中心系統工作會議紀錄 研究團隊更新與開發進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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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會議名稱

重要事項

990825

第六次內部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進度報告

990908

海象中心系統維護會議(II)

研究團隊至氣象局進行系統維護

990909

本計畫系統推廣會議(I)

研究團隊至帆船協會進行系統推廣

990915

第七次內部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進度報告

990915

海象中心系統維護會議(III)

研究團隊至氣象局進行系統維護

990923

海象中心第四次工作會議

研究團隊向海象中心說明執行進度

990924

海象中心系統維護會議(IV)

研究團隊至氣象局進行系統維護

991007

本計畫系統推廣會議(II)

研究團隊至蜘蛛俱樂部進行系統推廣

991013

海象中心系統維護會議(V)

研究團隊至氣象局進行系統維護

991013

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系 海象警示系統排程程式、底圖
統工作會議

991021

海象中心系統討論會議(VI)

研究團隊至氣象局進行系統維護

991027

第八次內部工作會議

期末報告初稿討論

991111

海象中心系統討論會議(VII) 研究團隊至氣象局進行系統維護

991118

海象中心第四次工作會議

991124

海象中心系統討論會議(VIII) 研究團隊至氣象局進行系統維護

991129

第九次內部工作會議

991203

繳交期末報告

研究團隊與海象中心討論未來重點
100 年度服務建議書討論

1.5.1 本年度計畫成果
玆將本年度各項工作成果，包含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歷史颱風暴潮
資訊系統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料庫整合及建置、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建置四項工作主題，詳述如下：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海象 e 化資訊系統一般版之「潮高預報圖」
、
「海溫分析時序圖」兩模組於期中階段
完成作業化運轉作業，而一般版之「海象警示」
、
「藍色公路海況」
、
「海象統計」
、
「英文
版」、「PDA 版」模組亦已於期末階段完成功能開發及上線作業。研究團隊也於本期擴
充維護「即時海況」模組功能，除增加潮高的預報潮位線繪製外，並針對潮位動態圖運
算公式做修正，漲退判斷由原本的即時潮位減預報潮位，修正為即時潮位減前 30 分鐘
即時潮位。另增加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以整合有關潮位及風向、浪向等說明。
海象 e 化資訊系統內部版建置進度的部份，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已於 9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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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完成雛型系統驗收，期中至期末階段，團隊完成了整合 e 化內部版資料庫、颱風
災害查詢系統資料庫、歷次颱風災害圖層底圖套疊於系統中顯示之功能、以及諸多歷史
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功能的調校。
推廣部分本計畫在系統分類完成及辦理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宣導活動，並訪談中
華民國帆船協會及蜘蛛衝浪俱樂部等民間海洋遊憩團體。根據本團隊之研究進度及已完
成之系統建置成果提出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表，以利於未來推廣工作之進行。
商業簡訊部分本年度的主要工作就是進行商業模式的探討，並與電信業者進行接
觸，就海象測報中心自行建置發送作業、尋求民間氣象公司合作開發商業模式、或是加
入已有的氣象簡訊服務等進行評估，建議一套可以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
2.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建置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置的部份，雛型系統直接連線 E 化系統內部版資料
庫，並且將氣象局內部颱風、潮位及波高等相關資料表匯入安管外 MySQL 資料庫，以
供系統查詢。並已依據本計畫第一期建置之 1998 年至 2007 年暴潮資料規劃設計暴潮及
波高資料庫格式，並於期中階段前進行氣象局資料庫系統反應時間測試。有關颱風期間
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資料庫整併的部份，已完成海岸災害及海堤溢淹之資料庫整併，
研究團隊所蒐集的災害新聞圖片也全數匯入系統，供災害縣市查詢。
近岸觀光遊憩休閒及防災等資訊的提供並非中央氣象局的業務，因此在這方面的資
訊提供將此超連結的方式連到國內現有的網站，而相關海象資訊與指標資訊的提供本計
畫提供四種可能的規劃，本團隊建議使用第四種資料整合建置方式，以各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範圍內所含蓋的數值模式網格選取極值，再加上原先北、中、南、東四個區域
所選出的 35 個預報站做為海象及安全資訊預報結果，透過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進行
預報結果的展示。此規劃經海象測報中心內部討論後決定使用漁業氣象的預報範圍及內
容，並完成漁業氣象預報的 XML 檔案的取得及轉換成海域警示資訊的作業。另在海上
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索範圍劃定系統維運方面，將持續進行系統的維護並提供相關單位
的諮詢。在績效指標方面並已完成「漂流物搜索範圍劃定機制與系統」的專利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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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料庫整合及建置(2/2)
藍色公路海況系統本年度將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在期
中以前已完成預報模擬網格數值之評估與綜合考量及雛型測試，在評估過後以符合現有
海象需求為前提，於期中至期末階段進行系統開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藍色公路
航行安全之應用工作項目已完成海象預報資料展示規劃、海象預報資料展示雛形建置、
波浪模式資料擷取作業化流程建置與測試、藍色公路海象預報連結 Google Earth 測試等
項目。藍色公路海況系統在期中以後與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網頁連結，配合網頁的建
置連結已建置的網頁程式，經過與海象測報中心同仁與長官討論出最佳的展示方式，完
整的呈現藍色公路海況系統，並於 11 月 11 日在東港到小琉球藍色公路上實地利用 3G
連結網路測試藍色公路海況系統的海象預報資訊傳輸與展示。
4.暴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 (1/2)
本年度的工作項目主要是要取代舊有的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暴潮展示系統，並
在颱風季節前可以上線供內部使用。因此在期中前已完成系統整體架構規劃與初步功能
建置。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展示 34 個測站的觀測資料、調和分析、調和分析加模式
暴潮、及修正後調和分析加模式暴潮等的時序列圖。使用者並可選取不同的暴潮模式及
預報時間進行上述時序列圖的展示，以及選擇單一測站進行時序列圖的放大與資料的展
示。

1.5.2 未來工作重點(100 年度)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維護與運轉：
因考量本計畫屬研究計畫案，系統正式上線後，若經海象中心確認故障
問題無法排除，請研究團隊針對網站(不含硬體)維運，於故障發生後二個工作
日內(例假日除外)恢復運轉及一般版上線後續維運再予討論並回覆海象中心。
(2)一般版系統擴充工作：
因應中央氣象局局「即時海況」及「藍色公路」模組變動需求，提供新
增即時海況測站及藍色公路航線與航段地圖擴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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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網站基本維護教育訓練：
提供一般版及管理系統雛型教育訓練，共 1 場次 2 小時，場域視硬體配
備需要以氣象局場所為優先。
(4)提供一般版管理系統雛型：
a.針對即時海況新增測站，開發管理模組以供維護人員新增及編輯測站所
需。並可由系統設定該測站是否於一般版系統當中展示。
b.針對潮高預報圖及海溫測報圖模組，開發一管理介面。可針對測站是否於
系統當中呈現作設定。
c.針對藍色公路模組，開發管理模組以新增藍色公路航線名稱，及設定相關
航段個數等基礎功能。
(5)服務系統推廣部分:
a.由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小組，進行持續型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
廣宣導活動。
b.99 年因尚未正式上線，滿意度調查無法作使用後之調查，僅依訪談交換滿
意度分析，本年度將配合系統上線需求繼續辦理問卷調查及推廣成果綜合
檢討。
2.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建置
(1)依據氣象局暴潮及波高資料庫格式，建置運算程式以擴充系統資料庫
依據氣象局安管內暴潮與波高資料表，計算適合本系統使用的資料庫擴
充程式。由氣象局系統維護人員每年於颱風季節過後手動執行產出資料庫檔
案，以匯入內部版資料庫供系統展示使用。
(2)系統颱風災害底圖與颱風動態圖擴充至 2011 年 9 月颱風
2010 年颱風災害底圖應配合行政區界重繪，以統一的圖例建置於系統當
中。並依據氣象局安管內颱風資料庫之中心座標與 7 級暴風半徑等資訊，繪
製颱風動態圖提供系統使用。
(3)颱風災害與海堤溢淹資料庫擴充至 2011 年 9 月
依照前期計畫成果為基礎，將颱風災情資料四種類型持續更新資料庫並
擴充至 2011 年 9 月。
3.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料庫整合及建置(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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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浪預報作業之應用
(1)中央氣象局風浪預報作業一向由氣象預報中心使用海面風力推估波浪進行預
報，原本在提四年計畫時規劃在本年度如何將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風浪預
報資訊取代舊有之風浪預報，以較準確之波浪數值模式進行中央氣象局風浪預
報作業，但由於 99 年度中心已決定仍使用漁業預報為海域警示的依據，因此本
工作項目只純粹進行評估及雛型作業化系統測試，不進行取代工作。
(2)本工作項目協助建置 NCL 程式來將海象測報中心由網格產生的海象預報產品
轉換成影像式 KML 檔案以便套疊 Google Earth。

2.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兩岸航行安全之應用
本系統於藍色公路預報展示功能已完成初步成果，在本年度規劃將於金
門、馬祖與大陸兩岸選定示範區進行系統測試，並評估系統實際操作功能，以
達成本系統在兩岸航行安全之實用性。
4.暴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 (2/2)
本工作項目將依據上一年度測試結果，強化暴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主
要工作步驟為暴潮校驗功能需求的確認與規劃，確定海象測報中心的需求後進
行功能規劃。然後將進行校驗功能雛形建置，再根據海象測報中心上一年度的
使用狀況，進行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整合成完整的暴潮
展示與校驗系統。主要工作包括:
(1)暴潮校驗功能需求的確認與規劃
(2)暴潮偏差校驗功能建置
(3)模式天文潮校驗功能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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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

2.1 引言
因應資訊技術視覺化、多元化、便民化之 E 化電子政府時代來臨，資訊提供者除了
將訊息忠實的傳達給民眾外，仍應綜合考量訊息提供的方式以及便利性。有鑑於此，由
海洋大學、台灣世曦及工研院組成的研究團隊於進行「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
建置(2/4)」進行系統功能的重新檢視及修訂，將海象中有關波浪、風、潮位、氣溫、海
水表面溫度（以下皆簡稱為海溫）
、測站氣壓等民眾查詢頻率較高之資訊納入一般版當
中。另納入海象業務相關之地理資訊圖層於專業版系統中。配合中央氣象局政策，以中
央氣象局網頁規格統一化之風貌呈現。考量中央氣象局網頁提供之服務，一般版並納入
英文網頁、RSS 訂閱、PDA 網頁等功能。內部版以海象預報課業務相關之歷史颱風暴
潮系統、暴潮展示校驗系統規劃為主體。
本期工作內容主要乃依據前期系統功能架構規劃進行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
合建置及進行程式作業化運轉之工作。期中工作階段以開發「即時海況」、「潮高預報
圖」
、
「海溫分析時序圖」等模組，及整併有關波浪預報及數值預報模組功能。內部版「歷
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及「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係依據歷次工作會議所達成之共識，
進行系統功能開發。
期中至期末工作階段，本計畫團隊召開多次系統功能討論會議，共計完成開發一般
版之「海象警示」
、
「藍色公路海況」及「海象統計」等系統，並建置英文版及 PDA 版。
內部版之「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係依據歷次中央氣象局工作會議或系統討論會議結
論，進行系統功能之修訂。雛型系統除已於期中階段前作業化運轉外，於期末階段另完
成颱風災害展示系統資料庫及海岸災害資料庫有關文字以及圖片之新增功能，將災害圖
層轉換為系統底圖，並將災情文字以縣市彩色圖片點選展示等功能。

2.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入口網站設計及建置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歷經 97 至 98 年需求訪談，及考量海象中心業務
層面的需要，將系統規劃為一般版、專業版、內部版、英文版、PDA 版、兒
童版等。於第二期已完成一般版之即時海況及潮汐預報模組進行開發，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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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一般版作業化運轉之工作。期末階段並完成海象統計、海象警示、藍色
公路海況模組、PDA 及英文版模組作業化運轉之工作。另研究團隊還針對內
部版的兩系統，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
、
「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進行圖文
資料庫建置及完整系統功能開發之工作。整體網站架構規劃如下圖 2-1 所示。
系統實際開發預定進度，參見圖 2-2。

圖 2-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架構圖

2-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圖 2- 2 系統開發進度干梯圖

2.2.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
依據歷次工作會議結論，一般版需參考中央氣象局標準網頁格式規劃
之。網站之專有名詞及單位、CSS 樣式必須予以參考統一。承 98 年「海象資
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2/4)」
，已將海象 e 化一般版網頁功能 SiteMAP
大致列出。一般版海象測報功能包含下列幾項主要選單，即時海況、海象警
示、潮汐預報、波浪預報、海溫測報、數值預報、海象統計等，茲分述如下：

1. 即時海況
海象 e 化一般版即時海況，係參考中央氣象局網頁（以下簡稱中央氣象局 V6 版網
頁）即時海況系統之結構及資料庫，將系統改進，以表格式整合展現台灣本島及離外島
共 77 個即時海況測站之海象資訊。原中央氣象局網頁之即時海況系統下分「即時海
況」
、
「波浪」
、
「風」
、
「潮位」
、
「氣溫」
、
「海溫」
、
「測站氣壓」七個主要次分項，中央氣
象局 V6 版即時海況系統圖整理如下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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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中央氣象局 V6 即時海況系統
由於中央氣象局網頁是於點選地區別、測站之超連結後，網頁將以內嵌方式連動開
啟該測站的靜態 HTML 網頁（排程方式每小時定時製作）
。故一個即時海象系統內其實
隱含有多達 217 個暫存 HTML 網頁在網站伺服器當中，故於上一期於系統設計階段時，
研究團隊便建議以整合式的系統畫面將六類海象資訊一次於網頁呈現。改良之系統畫面
如圖 2-4 所示。

圖 2-4 Ｅ化一般版即時海況系統
2-4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改良後之 E 化即時海況系統特點如下：
(1) 新增即時海況測站基本資料表功能
由於中央氣象局防火牆外之 mmc 資料庫內有 st 測站基本資料表，紀錄有即時海況
測站名稱、編號、位置描述、座標等基礎資訊。故新系統設計為，於點選測站名稱超連
結時，將另開新視窗展示測站資訊。於 99 年期末階段基本資料表之經緯度修改為小數
點表示。系統畫面如下圖 2-5。

圖 2-5 即時海況基本資料表

(2) 新增潮位動態圖示及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功能
本項功能於前期設計階段以至本期執行階段，已針對系統運算原則與實際潮位資料
與海象測報中心透過 Email 或工作會議進行多次討論。潮位漲退的箭頭分為 8 類，分別
以粉紅色（漲潮）及藍色（退潮）表示目前潮汐狀態，另結合水位分級（共 4 類）展現
目前水位高低程度。系統運算公式原則說明如下：取目前時刻潮位進行基準水位校正後
與前 30 分鐘之即時潮位比較，若前者較小則為漲潮狀態，以粉色箭頭表示；反之若較
大，為退潮狀態，以藍色箭頭表示。至於有關水位之運算原則為：取目前校正後水位扣
除該站歷年大潮平均低潮位，除以歷年大潮平均高潮位與大潮平均低潮位之差，該值若
小於 0.3 以 1 條水位線表示，介於 0.3 至 0.7 之間以 2 條水位線表示，介於 0.7 至 0.9 間
以 3 條水位線表示，若大於 0.9 為接近滿潮狀態，以深紅或深藍色箭頭表示潮高狀態。
於期末階段研究團隊思考民眾可能因風向小箭頭所指為風的來源與圖示傳達的印
象有所誤解，故規劃新增一瀏覽小技巧提示功能，並將原潮位圖整合併入提示頁，以另
開新視窗的方式表現。畫面如下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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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
(3) 浪向及風向以箭頭表示
風向以 16 方位表示，浪向之箭頭以 8 方位表示之。
(4) 風力及陣風分為公尺/秒及蒲福風級
由即時海況測站傳進資料庫之資料格式為 meter/second，系統已參考中央氣象局發
布之風級浪高對照表（http://www.cwb.gov.tw/V6/marine/wave_height.htm）進行轉換，並
將轉換前及轉換後之資料一併於系統中顯示。
(5) 過去之海象資訊以圖表另開視窗顯示
中央氣象局 V6 網站提供過去 36 小時歷史海象資訊，本系統以另開視窗表格顯示
過去 72 小時各海象資料，以方便民眾比對查閱。並且以圖示表示過去 48 小時各即時海
況折線圖。潮位站於本期已改良結合目前水位及調和分析潮高，繪製過去 24 小時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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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2 小時即時海況潮位，如圖 2-7。

圖 2-7 潮高時序分佈圖

於期末階段研究團隊也配合海象中心之需求，新增了三個即時海況測
站。分別是「台東外洋資料浮標」
（隸屬於綠島蘭嶼海面）
、
「東沙島資料浮標」
（隸屬於鵝鑾鼻沿海）、
「馬祖資料浮標」（屬於馬祖海面）
。即時海況表格內
排序並依照「浮標站」（或資料浮標）、波浪站、氣象站、潮位站等測站類別
排序。

2. 海象警示
海象警示系統最初的規劃構想為，本研究團隊結合 94-96 年「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
統之建立」三年計畫成果：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中有關沿海遊憩安全資訊，將台灣海
域區分為北部海域預報點、中部海域預報點、南部海域預報點，以及東部海域預報點等
四類，提供有關航行、游泳、操舟、風帆等四類安全舒適度指標。研究團隊亦參考了民
國 93 年交通部科技顧問室委託工研院所執行之「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系統之建立
(1/2)」計畫研究成果有關遊憩舒適度及安全指標之定義，總計共有北部 14 個預報點、
中部 7 個、南部 7 個、東部 7 個，本期新系統將保留此 35 個預報測站進行系統的重新
設計。
中央氣象局經考量後針對發布有關「安全」資訊的不適宜性，將系統定名為「海
象警示」系統，而該系統將整合進 e 化一般版網頁模組當中。本系統查詢介面將參考即
時海況模組之漁業預報海域分區方式。唯預報站以沿海預報點為主，並無法代表整個近
岸海域。本團隊經過多次與中央氣象局的工作會議討論後，考量到網頁整體性，系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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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之預報資料需與天氣預報模組所使用之資料同步。決議使用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所
發布之近海漁業天氣預報之 XML 檔案來開發本模組，以堤供民眾於進行沿海遊憩行為
參考之用。系統具備各海域風向、風速及陣風、浪高等資訊。畫面如圖 2-8 所示。

圖 2-8 海象警示系統畫面

本系統模組基於海象中心對於新增功能之期望，提前於 99 年 10 月 15 日上線運轉。
系統可依據浪高發布之數值計算出警示指標。警示指標分為三類，分別為「1 Calm」，
不予警示且浪高為 2 公尺以下、「2 Warn」，以淡橘色海域警示且浪高為 2～3 公尺。第
三類為「3 Danger」，以淡粉色為警示海域，且浪高為 4 公尺及以上。本模組每 6 小時
更新一次，一日共排程執行 4 次，並配合預報中心 XML 發布的時間，規劃於每日 5:30、
11:30、17:30 及 23:30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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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潮汐預報
潮汐預報功能包含五主要選單：今日潮汐、明日潮汐、後天潮汐、滿潮預報圖及潮
高預報圖。除滿潮預報圖模組規劃於 100 年改寫為 HTML 格式以外，其餘模組均於 98
至 99 年度完成上線運轉。
(1) 今日、明日、後天潮汐預報
此三模組系統採統一風格之網頁設計樣式呈現，以近海漁業分區標示台灣週邊 26
個潮汐預報站，使用滑鼠點選海域圖將切換右方表格內容，顯示每日兩次或四次的滿潮
及乾潮時間，以及潮高預報值。點選「未來 30 天」連結，將另開新視窗顯示未來 30
天該潮汐預報站潮高預報值。系統畫面如圖 2-9，未來 30 天畫面如圖 2-10 所示。

圖 2-9 今日潮汐預報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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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未來 30 天潮汐預報表
(2) 滿潮預報圖
本功能為海象中心提出之需求，希望把目前中央氣象局 V6 版提供之滿潮預報圖功
能（網址：http://marine.cwb.gov.tw/mmc-fcs/tide/tidefcs1.htm）納入 e 化系統之中。目前
系統以另開新視窗方式呈現。由於原先海象中心之網頁為 asp 程式撰寫，故預計本模組
於 100 年度規劃協助轉為符合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網頁語言格式。

(3) 潮高預報圖
本模組為本期建置之新系統功能，為參考中央氣象局 V6 網頁之「長期潮汐預報圖」
重新設計而成。中央氣象局原有網頁為採 ChartFx 以 ASP 網頁程式即時撈取資料庫長期
潮汐預報表，使用者可點選該測站任一長期潮汐預報結束時間繪製長期潮汐預報圖。經
上一期系統功能會議中，海象中心提出希望可以改寫此潮高預報圖模組，以五種時間間
隔提供已事先製作之潮高預報圖，而不讓民眾隨意選取時間。故本期於撰寫本模組時，
採取與即時海況繪圖程式相同之美工樣式，提供 1 日、2 日、3 日、5 日、1 週、1 月之
潮高預報圖。中央氣象局 V6 系統樣式如圖 2-11、改寫後新系統如圖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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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中央氣象局 V6 長期潮汐預報圖

圖 2-12 潮高預報圖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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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統以下拉選單的方式列出所有長期潮汐預報站，點選預報圖左右邊黃色箭頭
可切換前一張或後一張潮高預報圖。系統提供 1 天、2 天、3 天之潮高預報圖可點選至
1 個月後；5 天之潮高預報圖可點選至 2 個月後；1 週之潮高預報圖最多可點選至 3 個
月後；1 個月之潮高預報圖最多可點選至年底。依據 99 年 5 月 11 日中央氣象局與世曦
的系統討論會議結論，本系統繪製之潮高預報數值並不經過潮高水準值修正，每一測站
之座標軸最大最小值以目前存在資料庫中該測站的預報潮高最大值取整數加 1 為 Y 軸
最大值、軸的最小值以資料庫中最小值取整數減 1 為原則。以確保系統在切換前一張或
下一張預報圖時，線的繪製範圍不會有忽大忽小的狀況。

4. 波浪預報
波浪預報模組共整併 4 個功能選單：波浪分析圖、24 小時波浪預報圖、36 小時波
浪預報圖、48 小時波浪預報圖等。本模組以 IFRAME 方式將現有海象中心波浪預報網
頁納入 e 化功能選單為主。畫面如圖 2-13。

圖 2-13 波浪預報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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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溫測報
海溫測報系統包含「海溫分析時序圖」
、
「海溫分析圖（台灣）」
、
「海溫分析圖（太
平洋）」3 個主要模組功能。其中，海溫分析時序圖為本期新增之系統功能，為參考中
央氣象局 V6 網頁，海象測報，海溫測報中「海溫資料（台灣）」設計而成。而有關其
他 2 模組，「台灣」及「太平洋」海溫分析圖為整併現有中央氣象局 V6 功能。以下將
詳述本期新增模組規劃及系統功能說明。
(1) 海溫分析時序圖
海溫分析資料為台灣本島及蘭嶼、澎湖、金門、馬祖等離外島海溫資料為展示對
象。由於海水表面溫度每日為一筆資料紀錄於資料庫中，且當日的海溫資料需待隔日才
會於傳入資料庫，故本模組訂於每日零時定期排程啟動執行檔，繪製海溫圖。系統分為
左右兩個操作區域，左側為近岸海域圖面點選區域，於點選該海域後，右方將顯示相對
之海溫折線圖。以彭佳嶼基隆沿海海溫圖為例，該分區中共有 5 個海溫測站，系統將選
取該 5 站過去 10 日之海溫資料，橫軸以時間排序遞增繪製。於海域圖下方提供有過去
30 日海溫資料超連結，點選後將另開新視窗呈現該海域中所有測站 30 日海溫資料表。
系統畫面如下圖 2-14 所示，過去 30 日海溫資料表如圖 2-15。

圖 2-14 海溫分析時序圖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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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過去 30 日海溫資料表系統畫面
(2) 海溫分析圖（台灣）及海溫分析圖（太平洋）
本模組為整併現有中央氣象局 V6 台灣海溫分析圖功能。

6. 數值預報
數值預報選單整併有波浪模式預報圖功能。該功能原本位於中央氣象局海象測
報，波浪預報選單之下，於去年前一期計畫執行期間，海象中心建議將數值預報選單獨
立出來，納入 2 本期新增模組「藍色公路海況」及「颱風暴潮圖」系統，並整合波浪模
式預報圖模組。後者並預計於 100 年協助轉為符合氣象局資訊中心網頁語言格式。
(1) 藍色公路海況
本團隊依據海象 e 化計畫第一期成果，統整有關藍色公路航班與船行資訊，透過
GIS 工具建置帶有座標定義的藍色公路圖層，統計包含台灣至蘭嶼、綠島、小琉球、澎
湖、馬祖等共 43 條航班。本期期中階段選出 5 條較具有代表性之航線，包括台中馬公、
台東綠島、台灣馬祖、東港小琉球、高雄馬公，並以 5 公里為單位將整條航線切分以作
為網格點計算基準進行試作。研究團隊將參考前期相關計畫「沿海遊憩安全資訊與監測
系統之建立(2/2)」研究中有關台灣北部沿海之預報水域切分方式作為藍色公路網格計算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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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藍色公路海況系統首頁

藍色公路海況系統首頁如上圖 2-16 所示。航線地圖美工配色以中央氣象局網頁台
灣底圖輪廓及色系以相同設計為主，右方設計一下拉選單，可選擇連結至 5 條航線詳細
海況內容。
選擇單一藍色公路航段後，網頁將導向該航段未來 24 小時航程模擬海況內容。每
個航線依據航行長度分割為若干航段，舉台中至馬公航線為例，區分為第一航段及第二
航段，網頁可瀏覽單一航段每小時波高、波向、風速及風向資訊。使用航段下拉選單將
可切換下一航段海象預報值。表 2-1 為本研究團隊至今整理之藍色公路航線清單，編號
1 至 5 為較熱門航線所遴選試作之藍色公路名稱。圖 2-17 是單一航段系統畫面呈現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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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藍色公路海況航線查詢結果

表2- 1 藍色公路航線列表
是否

編號 航線名稱

起點

終點

1

台東綠島航線

富岡漁港

綠島南寮港 是

小琉球東港航線

小琉球漁港 東港漁港

是

台中馬公航線

台中港

是

定期

2
3

馬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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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離
票價

海浬

公里

全票 NT$460、半票 NT$230 19.20 35.52
成人票 410 元（公營來回）
、
350 元（民營來回)
1100 元

9.54 17.65
87.12 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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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航線名稱

起點

4

高雄港新濱

高雄馬公航線

5

碼頭

台馬航線（基隆馬 基隆港西二

是否

終點

定期

全票 1700~980 元

75.90 140.42

福澳港

是

1890 元至 630 元

143.70 265.85

全票 NT$150、半票 NT$75

6

關渡-大稻埕

大稻埕

關渡

是

7

關渡單點進出遊

關渡

關渡

是

8

渡船頭航線

10
淡水藍色公路

大佳碼頭

是

都會區藍色公路

12

碧砂漁港至基隆
嶼

全票 180~120 元, 半票 90~60
元
全票：20 元、半票：10 元

左岸八里碼

任一航段 全票：50 元、半

漁人碼頭

是

關渡碼頭

淡水碼頭

是

碧砂漁港

基隆嶼

否

全票 500 元半票 300 元

龜山島

是

全票 1200 元至 1600 元

11

9.99

5.64 10.43

淡水渡船頭 八里渡船頭 是

頭

5.40

全票 NT$900、半票 NT$
450

大佳碼頭-圓仔山 大佳碼頭

公里

是

碼頭

9

海浬

馬公港

祖航線）

河

距離
票價

4.62

8.55

0.66

1.22

6.30 11.66

票：25 元
關渡～淡水 全票：110 元
關渡～漁人

全票：160 元

5.94 10.99
3.06

5.66

13

宜蘭龜山島賞鯨

烏石漁港

14

南方澳賞鯨

南方澳漁港 南方澳漁港 否

34.86 64.49

15

粉鳥林漁港賞鯨

粉鳥林漁港 粉鳥林漁港 否

28.44 52.61

16

花蓮港賞鯨

花蓮港

花蓮港

否

57.96 107.23

17

石梯漁港賞鯨

石梯漁港

石梯漁港

是

全票非會員 1000 元

18

成功新港漁港賞

成功新港漁 成功新港漁

鯨

港

港

否

成人 800 元

19

富岡漁港賞鯨

富岡漁港

富岡漁港

否

23.28 43.07

20

綠島蘭嶼航線

綠島南寮港 蘭嶼開元港 否

37.32 69.04

21

台東蘭嶼航線

富岡漁港

49.02 90.69

22

墾丁蘭嶼航線

後璧湖漁港 蘭嶼開元港 否

23
高琉航線

高雄真愛碼
頭

蘭嶼開元港 否

11.94 22.09

9.66 17.87
21.84 40.40

1000 元

49.02 90.69

小琉球漁港 否

全票 700 元，來回 1260 元

23.28 43.07

24

高雄恆春航線

鳳鼻頭港

屏東海口港 否

單程 500 元

36.60 67.71

25

布袋馬公航線

布袋港

馬公港

全票 1000 元，來回 1950 元

43.20 79.9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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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航線名稱

26

澎湖(七美)-高雄
航線

27
馬公大倉島航線

28

是否

距離

起點

終點

七美港

高雄港

否

大倉漁港

是

5.40

虎井漁港

是

9.00 16.65

七美港

是

29.04 53.72

馬公港遊艇
碼頭

定期

票價

全票 921 元

海浬

公里

62.40 115.44
9.99

馬公桶盤虎井航

馬公港遊艇

線

碼頭

馬公望安七美航

馬公港遊艇

線

碼頭

30

望安花嶼航線

水垵漁港

花嶼漁港

是

全票 120 元、半票 60 元

31

望安將軍航線

水垵漁港

將軍漁港

是

全票 20 元、半票 10 元

花嶼漁港

是

全票 200 元、半票 100 元

19.08 35.30

水垵漁港

東吉漁港

是

全票 120 元、半票 60 元

14.04 25.97

水垵漁港

東嶼坪漁港 是

全票 80 元、半票 40 元

10.80 19.98

29

32
馬公花嶼航線

33

望安東吉航線

34

望安西嶼坪
東嶼坪航線

馬公港遊艇
碼頭

11.64 21.53
3.06

5.66

35

後寮吉貝航線

後寮漁港

吉貝漁港

是

5.28

9.77

36

赤崁吉貝航線

赤崁漁港

吉貝漁港

是

4.92

9.10

37

大倉重光航線

大倉漁港

重光漁港

是

2.04

3.77

38

岐頭員貝航線

岐頭漁港

員貝嶼漁港 是

1.44

2.66

39

岐頭島嶼航線

岐頭漁港

島嶼漁港

是

3.24

5.99

40

東莒西莒航線

青帆港

猛沃港

是

2.58

4.77

南竿莒光航線

福澳港

42

南竿北竿航線

福澳港

午沙港

是

43

大小金門航線

水頭碼頭

九宮碼頭

是

41

青帆港猛沃
港

是

16.68 30.86

全票 NT$48、半票 NT$24

4.74

8.77

1.92

3.55

7. 海象統計

中央氣象局原 V6 版本的海象統計為 ASP 執行檔撰寫之系統，提供各測
站每個月一筆的統計資訊，包含波浪統計、風速統計、潮位統計、氣溫統計、
海溫統計及氣壓統計等六類供民眾查詢。本期工作將海象統計模組項目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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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並依據 99 年 10 月 13 日系統討論會議結論，有關海象統計僅保留與海
象相關的測值，包含「波浪」
、「海溫」
、「潮位」等三個項目作系統開發。並
將系統撰寫為執行檔，提供給海象中心系統維護人員每年手動執行一次。以
下分述各海象統計模組規劃方式。
(1) 波浪統計
波浪統計模組提供前一年度新竹、龍洞等共 12 個浮標站，及成功波浪統計資訊。
波浪統計項目除中央氣象局網頁原本即可查詢之「最大示性波高」
、
「最大示性波週期」
、
「平均示性波高」
、
「平均週期」等四類之外，研究團隊並納入有關「觀測次數」
、
「尖峰
週期」
、「波向」、「發生時間」
、「示性波高分佈(%)」等資訊於本系統當中呈現。系統並
提供各測站波浪統計圖。波高以公尺為單位、週期以秒為單位。資料展示如圖 2-18。

圖 2-18 波浪統計系統畫面

(2) 潮位統計
潮位統計模組展示有中央氣象局、水利署、內政部等潮位站統計資訊，共統計有
七種潮位資訊，分別是「最高高潮位(HHWL)」
、
「大潮平均高潮位(HWOST)」
、
「平均高
潮 位 (MHWL) 」、「 平 均 潮 位 (MWL) 」、「 平 均 低 潮 位 (MLWL) 」、「 大 潮 平 均 低 潮 位
(LWOST)」
、
「最低低潮位(LLWL)」等。紀錄於安管外，mmc MYSQL 資料庫，TideStat
資料表。研究團隊擬以新版的 Microsoft Chart Control 繪圖表之功能開發潮位統計圖功
能。下圖 2-19 為使用 2008 年潮位統計資料繪圖結果，單位為公尺。關於 9 月之最高高
潮位暴潮狀態係因 2008 年 9 月中至 9 月底連續三個颱風「辛樂克」
、
「哈格比」
、
「薔蜜」
侵台所導致。且其中有 2 個為強烈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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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9 潮位統計圖示意
研究團隊並於 99 年 11 月 11 日至海象中心洽公時針對海象統計系統展示欄位與承
辦人作一討論，決定於潮位統計模組另加入「最高天文潮(HWOST)」、「最低天文潮
(LWOST)」並調整「大潮平均高潮位(MHWS)」
、
「大潮平均低潮位(MLWS)」欄位名稱。
系統所呈現之資訊如下圖 2-20 所示。

圖 2-20 潮位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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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位統計日前也於 99 年 11 月 30 日完成上線，系統畫面如下圖 2-21 所示。每個潮
位統計表下可另開新視窗呈現潮位統計圖，如圖 2-22。

圖 2-21 潮位統計系統畫面

圖 2-22

e 化潮位統計系統圖
2-2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3) 海溫統計
提供潮位站有關「最高海水表面溫度」、「平均海水表面溫度」、「最低海水表面溫
度」等海溫統計值，以度 C 為單位。另加入最高及最低海溫發生年度，以提供民眾更
詳細的資訊。如下圖 2-23 所示。

圖 2-23 海溫統計資訊

2.2.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專業版
海象資訊 e 化專業版設計為 WebGIS 系統所使用，規劃有二系統，分別為「即時海
況」及「Google Earth 應用」。「即時海況」部份以海象測報中心資料庫中的所有相觀測
站為點位標示在使用 Google Earth API 建置的網頁上，可顯示的資料除了特定測站即時
海況的連結外，還有相關統計資料的連結、測站照片、及各個測站詳細的資訊。在「Google
Earth 應用」方面有 。以下分別說明兩系統操作方式：
1. 即時海況
即時海象 WebGIS 系統為納入即時測站、波浪統計、潮位統計、海溫統計、測站
照片、及測站詳細資料，利用 Google EarthAPI 所建構的系統。原本規劃採用 Google Map
API 撰寫，但由於 Google Map API 無法處理同一經緯度多筆資料的展示，因此本工作
在期中後改使用 Google Earth API 來開發。Google Earth API 與 Google Map API 最大的
差異點在於，Google Map 是平面的，Google Earth 可以使用滑鼠操作 3D 地形，並可分
辨出單一點位多筆資料的情況(圖 2-24)。即時測站依據測站類別分為氣象測站、浮標測
站、波浪測站、潮位測站等，由於為簡化視窗畫面的展示，因此本功能的建置以海象相
關測站為主。系統操作畫面如下所示。使用者在點選測站後即會有跳出對話框展示該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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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相關資料及照片，並可進一步連結到海象測報中心該測站的即時海況(圖 2-25)，潮
位統計(圖 2-26)，波浪統計(圖 2-27)，及海溫統計(圖 2-28)等網頁。

圖 2- 24 Google Earth API 具展示單點多筆資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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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 即時海況 WebGIS 系統

圖 2-26 WebGIS 系統展示潮位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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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7 WebGIS 系統展示波浪統計資料

圖 2-28 WebGIS 系統展示海溫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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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ogle Earth 預報圖應用系統
Google Earth 預報圖應用系統是利用 Google Earth 的應用程式來展現現階段海象
測報中心的海象預報產品。海象測報中心的海象預報影像產品大多是大比例尺的海象圖
資而 Map API 著重在電子地圖的提供，通常不會提供到如此大的比例尺，而 Earth API
著重在大尺度 3D 立體地形的展示。系統底圖直接套用 Google 公司發布之衛星影像與
電子地圖。由於 Google Earth 應用軟體的功能較齊全，因此現階段是將預報圖轉換成
Google Earth 的 KML 檔，然後開起 Google Earth 的應用城市來進行展示。這樣的套疊
展示可同時操作使用多個圖層，包含有向量 GIS 圖層如氣壓場、波浪場等線型圖層，以
及 KMZ 影像圖層如波浪預報圖、海溫預報圖…等。圖層套疊示範如圖 2-29 至 2-30 所
示。

圖 2-29 向量 GIS 圖層套疊 Google Earth

圖 2-30 影像預報圖套疊 Google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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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已初步建置完成，相關的自動作業流程請見 2.4 節說明。在開發過程中海象
測報中心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如在展示套疊圖時不要轉動地球要立即展示相關圖層影
像，該問題可從以 Google Earth 的「工具」「選項」「導覽」「前往」選單中設
定「前往速度」為最快，則可讓地球在切換視野時不再旋轉，直接到位。在圖層套疊方
面有找到用 NCAR Command Language (NCL) 輸出成 Google Earth kmz 動畫檔的範例
(http://github.com/rpavlick/animated_kmz) ，經過測試已可將 NCL 所產生的圖檔以影像
(如 png 檔)配合四角座標定位，產生可正確套疊的 KML 檔(圖 2-31)。這樣的轉換工作
在下年度將配合海象測報中心全面改用 NCL 繪製其預報結果的作業，進行排程作業將
海象測報中心的預報圖產品使用正確的套圖方式，用 NCL 語言轉換成只有等值線或等
值區域的 kmz 預報結果檔案 (去除 XY 軸線及標題等)，套疊在 Google Earth 上。

圖 2-31 NCL 產生的 KMZ 檔套疊在 Google Earth 的情形

2-27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2.2.3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內部版
海象資訊 e 化內部版規劃有二系統，分別為「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及「暴潮展
示與校驗系統」。於去年系統設計階段，由於考量到颱風資料庫位於防火牆內之 Oracle
資料庫，以及使用者多為海象預報科專業人員對長官或預報中心簡報時所使用，故去年
原本設計為內部版，不對一般民眾公開。然於本期系統設計及雛型功能開發階段，於
99 年 5 月 17 日之中央氣象局工作會議決議，擬將內部版二系統之執行程式與相關資料
庫皆移至安管外伺服器，資料庫為求統一，也採用 MySQL 資料庫。歷史颱風暴潮系統
係已於 99 年 4 月 30 日進行雛型系統功能驗收，期中至期末階段，主要針對期中系統驗
收建議修正事項作系統功能之調校，及連結資料庫的程式字串改寫。本系統並已於 99
年 9 月 15 日進行程式與資料庫的移機作業，安裝於海象中心的 MMC135 伺服器當中。
有關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已先將網站程式及資料庫均安裝於防火牆外進行系統雛型功
能開發，並逐步針對各項暴潮展示功能進行程式撰寫。
3.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
目前本系統已可針對 1998 年至 2009 年之颱風事件進行暴潮或波高資料的空間展
示。系統將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之測站資料表，判斷該年度颱風期間有哪些測站是已建
置運轉的，才會將這些測站顯示出來。系統具備暴潮、水位或波高查詢功能，以波高查
詢功能為例，系統可同時展示該次颱風期間波浪站最大波高，以及逐時示性波高。系統
畫面如圖 2-32 至圖 2-33。詳細的系統功能介紹請參考第四章節說明。

圖 2-32

系統登入畫面

圖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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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海象測報中心的暴潮展示系統即是在讓預報員能夠整合暴潮模式的資訊，結合已知
的觀測資料，判斷出正確的潮位預報。由於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系統展示功能與效率部
符合現階段颱風期間聯合預報作業所需，因此在本四年計畫的最後兩年工作中加入暴潮
展示與校驗系統的建置(如圖 2-34)，包含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介面整合及整體系統之
架構建置，並於 99 年之颱風警報期間測試其初步的功能。詳細內容請見第七章。

圖 2-34

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2.2.4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英文版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英文版規劃將針對一般版暨有的模組做建置及整併的工
作。由於本期新增的系統含許多特殊專有名詞，故本研究團隊規劃構想先行整理出目前
現行中央氣象局 V6 英文版中查詢不到的海象名詞，請專業翻譯公司翻譯，並在英文版
系統雛型建置階段性工作完成後，以 E-mail 的方式將網址提送給海象中心負責同仁，
進行覆核的動作。日前於 99 年 5 月 20 日已 E-mail 提送即時海況英文版系統翻譯及版
面編排結果給測報中心資料處理課。表 2-2 為海象專有名詞翻譯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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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海象專有名詞翻譯表
編號

海象名詞

英譯

是否參考 V6

1

即時海況

Sea State

是

2

海象警示

Sea Warning

3

藍色公路海況

Sea Route Forecast

4

潮高說明

Tidal Height Explanation

5

測站位置圖

Station Distribution Map

6

潮汐預報

Tidal Prediction

7

今日潮汐

Today Tidal Forecast

8

明日潮汐

Tomorrow Tidal Forecast

9

後天潮汐

Day After Tomorrow Tidal Forecast

11

潮高預報圖

Tidal Height Prediction Curves

12

波浪預報

Wave Prediction

是

13

波浪分析圖

Wave Analysis

是

14

24 小時波浪預報圖

24hr Wave Predictions

是

15

風級浪高對照表

Wind and Wave Height Table

是

16

海溫測報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是

17

海溫分析時序圖

SST Observations Chart

是

18

海溫分析圖(台灣)

SST Analysis Chart (Taiwan)

是

19

數值預報

NWP Model

是

20

波浪模式預報圖

Wave Predictions Animation

是

21

海象統計

Marine Statistics

是

22

波浪統計

Wave

是

23

風速統計

Wind

是

24

潮位統計

Tide

是

25

氣溫統計

ATMP

是

26

海溫統計

WTMP

是

27

氣壓統計

Station Pressure

是

是

1. 即時海況
即時海況系統因網頁右方有表格幅度較寬的緣故，所有大於 4 個字元的英文全名皆
以英文縮寫表示。即時海況系統專有名詞英譯及縮寫整理如表 2-3。系統畫面如圖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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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即時海況專有名詞翻譯表
編號

海象名詞

英譯

1

海面即時海況

Inshore Sea State

2

測站

Station

3

潮高(m)

Tide (m)

4

浪高(m)

Wave Height (m)

WH

5

浪向

Wave Direction

WWD

6

最大浪高

Maximum Wave Height

Max WH

7

波浪週期

Wave Period

WP

8

風力

Wind Speed

WSPD

9

蒲福風級

Beaufort Scale

BS

10

風向

Wind Direction

WDIR

11

陣風

Gust

GUST

12

海溫(℃)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WTMP

13

氣溫(℃)

Air Temperature

ATMP

14

氣壓(百帕)

Station Pressure (hPa)

PRES

15

過去 2 日資料

Sea State for past 2 days

圖 2-35

縮寫

即時海況英文版

英文版系統提供有測站地理位置縮圖（圖 2-36）
、過去 3 日資料表（圖 2-37）及過
去 2 日資料繪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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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6

測站位置圖

圖 2-37

過去 3 日資料表

2. 潮汐預報
潮汐預報英文版系統畫面翻譯結果如圖 2-38，未來 30 天潮汐預報表如圖 2-39。

圖 2-38

潮汐預報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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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9

30 天潮汐預報表英文版

3. 海溫測報
英文版的海溫分析時序圖如圖 2-40。過去 30 日海溫資料如圖 2-41。

圖 2-40

海溫分析時序圖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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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過去 30 天海溫資料英文版

2.2.5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 PDA 版
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多元服務提供 PDA 版網頁，共有 16 類資訊，其中與海象測
報較有關的有 2 模組，
「即時海況」及「潮汐資料」模組。研究團隊並於 99 年 10 月 13
日系統工作會議針對 PDA 系統作一訪談及功能確認，並依據會議結論開發 PDA 網頁
版。由於「潮汐資料」屬中央氣象局網址(www.cwb.gov.tw)，故 99 年將僅針對「即時
海況」PDA 網頁作開發。系統之版面將參考中央氣象局版型予以統一風格開發。為求
系統設計統一，本模組將以「台灣近海海域漁業預報分區」下拉選單來控制，以查詢單
一測站資訊。PDA 網頁畫面如圖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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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

即時海況 PDA 畫面

2.2.6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管理雛型系統規劃
海象 e 化資訊系統為四年期之長程規劃設計及模組功能開發計畫，本期進行至第三
階段，完成大部份對外系統功能模組之開發工作。為完備資訊系統永續利用，並方便海
象中心人員控管系統資料庫，增強系統維護便利性等緣由，工作團隊建議應於 100 年系
統開發最終階段，規劃開發管理雛型系統功能，以便控管一般版即時海況等模組呈現內
容。
一個規劃完整的管理資訊系統可便利海象中心人員維護目前已規模化運轉之 E 化
系統，研究團隊秉持專業原則建議中央氣象局可於未來合適的經費支持下，規劃完整建
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管理系統功能。因本計畫分年分期建置之系統模組眾多，受限
於整體經費及時間考量，故建議於四年期計畫執行結束後另以系統擴充維護案辦理，或
納入民國 101 至 104 年長程研究計畫中辦理。唯本期仍考量系統完整性，予以整體建議，
供中央氣象局參考。
研究團隊建議，一個完整的管理系統應包含 E 化「一般版」、「專業版」、「內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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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用者分群的後台 MI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系統。茲分述如下：
1. 一般版 MIS 模組
一般版管理系統分為「即時海況」、「海象警示」、「潮汐預報」、「海溫測報」、
「數值預報」、「海象統計」等系統模組。
(1) 即時海況管理模組
即時海況管理系統功能應可控管測站基本資料，包含新增、修改、刪除有關
測站名稱、測站類型、測站編號、測站英文名稱、測站所屬近岸漁業海域分區、
測站權責單位、測站所轄行政區、測站經緯度座標、測站位置描述…等完整內容。
為有效控管即時海況測站資料正確性及即時性，於資料傳入系統後定時由 e
化一般版系統讀取，故於測站長期故障或資料傳輸中斷超過 1 日時，應由系統維
護人員透過管理維護介面將該中斷傳輸之測站由系統當中暫時移除，待恢復傳輸
後再行開放。
因此，考量到即時海況模組之「即時」性，本團隊建議海象中心可思考透過
一整合性的傳輸監控狀況畫面，控管各測站目前的傳輸情形，以方便維護人員決
策判斷，以達到系統最佳化的目標。以潮位站傳輸為例，此監控功能請參考下圖
2-43 所示。

圖 2-43

即時海況測站監控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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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象警示管理模組
由於 e 化前台系統是讀取預報中心 FTP 至一般版伺服器的 XML 檔案，並排程
製作的 HTML 模組。因此模組並無讀取 e 化一般版資料庫內容，故本管理系統建
議不需要太多元化的功能，甚至可省略。
(3) 潮汐預報管理模組
本管理模組分為兩大部分的控管對象：短期潮汐預報站（今日、明日、後天潮
汐）及長期潮汐預報站（潮高預報圖）。由於潮汐預報表皆為每年定時由海象中心
匯入資料庫，故變動性較無即時海況模組頻繁。研究團隊建議可針對「該預報站是
否於系統當中呈現」為主要的管理系統功能。
(4) 海溫測報管理模組
主要針對海溫測站進行系統的控管，控制該測站是否於系統當中顯示。
(5) 數值預報管理模組
主要針對「藍色公路海況」航線航段等暨有的基本資料設定變更為主，不以新
增航線功能為主要的規劃對象。
(6) 海象統計管理模組
管理功能主要為針對海象統計測站新增、刪除測站及是否於系統當中顯示之控
管功能為主。
2. 專業版 MIS 模組
專業版以即時海況 WebGIS 及 Google Earth 預報圖應用系統 2 模組為主，因牽涉到
較複雜的空間圖層地理資料庫，故建議不予以規劃管理系統模組。
3. 內部版 MIS 模組
內部版以暴潮展示較驗系統及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為兩大主要的前台模組功
能。研究團隊以歷次與海象中心工作會議系統訪談的歷程，認為內部版主要需要一個單
機版的資料庫擴充程式為主。單機版系統設計之緣由起因於中央氣象局網路系統安管內
外分屬不同版本之 Oracle 及 MySQL 資料庫，而網站系統無法跨越資安防火牆同時讀取
兩台資料庫之原因。故將於 100 年開發一單機程式，將可連線防火牆內 Oracle 資料庫
讀取颱風及暴潮、波高資料，並匯出 mdb 資料庫格式，再轉交由中心人員擴充內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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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功能。詳細的擴充程式運算規則請參考本報告書第 4.5 節所述。

研究團隊提出初步可行的管理雛型系統功能架構如下圖 2-44 所示。

圖 2-44

海象 e 化管理雛型系統規劃

2.3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資料庫建置
本專案建置之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因系統作業化運轉之需求，自 98 年系統開
發至今，已於海象中心伺服器建置一獨立於中央氣象局 V6 海象測報之新 MMC 資料
庫，資料庫版本採 MySQL 伺服器，並交由海象中心資料處理科監控一般版資料庫資料
傳輸狀態。團隊並依據新系統設計之需求，已將即時海況等 Stmap 資料表重新設計資料
表欄位，並隨時與海象中心專業資料庫維護人員透過 E-mail 或系統工作會議溝通協調
資料庫結構，以建立符合實際海象資料傳輸規則之 e 化系統資料庫。在專業版資料庫建
置工作方面，目前以建立 GIS 圖層資料庫為主。內部版 2 雛型系統程式，目前以連線
MySQL 資料庫為主，並獨立建置一內部版資料庫於海象中心防火牆外供 2 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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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及 PDA 版程式也將連線一般版資料庫，採共通資料表連線模式，以節省資料庫
空間及維護管理人員工作成本。
目前現行作業化運轉之海象網站伺服器及資料庫關聯圖如下圖 2-45 所示。

圖 2-45

海象資訊 e 化系統伺服器及資料庫關聯圖

E 化一般版網頁目前架設於中央氣象局網路安管外 61.56.11.133 伺服器上，連線
61.56.11.134，MySQL 伺服器 mmc 資料庫。海象即時觀測資料將由浮標站、氣象站或
潮位站傳回 e 化一般版資料庫，同時傳入目前中央氣象局 V6 網頁系統排程程式讀取的
資料庫。目前作業化運轉的 e 化一般版伺服器以每日或每小時為排程間隔，自動撰寫
HTML 網頁或海象統計圖表，研究團隊並於 99 年系統維運期間多次參與中央氣象局工
作會議，瞭解海象中心預計將一般版網站對外公開並取代現有的中央氣象局 V6 版海象
測報運作方式作一討論。
英文版及 PDA 版亦裝設於一般版網站伺服器上，連線與一般版相同的資料庫，透
過控制台排程工作執行檔設定程序，以定期寫入網站伺服器當中。
專業版系統以 Google Earth 開發之 WebGIS 系統為主，團隊已釐清相關前期系統圖
資並整合於空間資料庫中。團隊並將針對與海象業務相關的圖資進行向量圖層轉換為
2-39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KML 的工作，目前相關的 GIS 圖資均存放於專業版系統當中。
目前內部版雛型系統：暴潮展示及校驗系統、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已完成海象中
心新購伺服器 MMC135 伺服器上。內部版系統也已整合相關資料表統一匯入安管外
61.56.11.97 伺服器 MySQL 資料庫中。於計畫執行期間，團隊人員亦協助海象中心資料
庫管理人員，將相關安管內 Oracle 資料庫的颱風資料表及暴潮資料表、測站資料表、
波高資料表匯入 MySQL 伺服器中，以及提供資料庫諮詢服務。以整合內部版系統資料
庫。

2.3.1 海象資訊 e 化一般版網頁資料庫重整
承辦團隊透過海象中心人員的協助，瞭解整個目前中央氣象局 V6 版網站讀取伺服
器的原則以及資料表結構後，期中階段便著手進行 e 化一般版資料庫的重整工作。第一
階段主要針對即時海況資料表(stmap)及預報站資料表(stfcs)進行欄位重整，而其他相對
應的資料表如浮標站(buoy)、氣象站(meteo)資料表等則不予更動。因一般版系統多數模
組皆以漁業近岸海域分區作為測站分區的依據，故新增了一個近岸海域分區表(fishery)。
第二階段工作團隊依據幾次工作會議之結論，將潮汐預報中的潮高預報圖模組改寫
為選取 Stmaph 資料表中之測站作呈現。並重新設計規劃 StmapS 資料表，以供一般版
海象統計測站使用。本節以下將按照模組名稱依序以模組功能介紹系統使用之資料庫架
構現況。
1. 即時海況
一般版即時海況資料庫系統關聯圖請參考圖 2-46。

2-40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圖 2-46

即時海況資料庫系統關聯圖

即時海況模組是一般版中程式設計原理最為複雜之系統模組，該系統於去年度開發
完成後，99 年計畫執行期間為完備系統功能使得資訊更加完善，仍歷經多次修改。期
間，承蒙中央氣象局承辦人及維護人員認真負責及對本系統之期望，研究團隊人員亦受
到鼓勵，多次透過工作會議或 E-Mail 溝通系統功能。以下簡單說明本模組資料庫設計
原則。
資料表 post 欄位紀錄此測站是否顯示於系統當中，此欄位 1 為顯示，每一列都有
一獨立的 stid，關聯到 st 測站基本資料表，將測站中文名稱 stnac 顯示出來。系統依據
不同海域區分。近岸漁業分區表 fishery.seacode 可對應 stmap.seaid 欄位，於系統中顯示
漁業分區中文名稱 fishery.name。各即時海況測站海象資訊由觀測站傳入對應的 buoy,
meteo, tempw, tide6, wave 及 wave1 資料表，均以 stid 欄位與 stmap 關聯。以系統的風力
資訊為例，程式將判斷 stmap.winds 中有填值(buoy.ws1 或 meteo.ws)去對應浮標資料表
buoy 的 ws1 欄位或 meteo 資料表的 ws 欄位，取 buoy 或 meteo 視該站為氣象站或浮標
站而定，若資料庫中對應的兩個資料表該時刻都有風力值傳入，系統即可顯示該時刻即
時海況風力值。一般而言，若該氣象站觀測儀故障，系統暫不顯示，資料庫管理人員只
需把 stmap.post 欄位設定為 0 即可。即時海況資料表其他欄位 Stmap.windd 紀錄風向、
gust 紀錄風、waveh 紀錄波高、wavep 紀錄波浪週期、waved 紀錄波向、wavehmax 紀錄
最大波高、sst 紀錄水表面溫度、airt 紀錄氣溫、pres 紀錄氣壓、tide 紀錄潮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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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潮汐預報
潮汐預報系統分為短期潮汐預報（今日、明日、後天潮汐預報）及長期潮汐預報（潮
高預報圖）
。短期潮汐預報測站判斷依據為 stfcs.tidetf 欄位有填寫 tidehl.time，系統將依
據該欄位所屬海域的預報站篩選短期潮汐預報數值(tidehl 資料表，選取 time 等於今日)
並顯示於系統當中。潮汐預報系統資料庫關聯圖設計如下圖 2-47 所示。

圖 2-47

潮汐預報資料庫系統關聯圖

長期潮汐預報系統，指的是潮高預報圖，提供今日至當年底的長期潮汐預報值。程
式會選取另一資料表 Stmaph 之測站，判斷作為長期潮汐預報站，並顯示在系統的測站
下拉選單中（系統畫面請參見圖 2-12）。各測站的潮高預報值即為 tide6h.h0 欄位。

3. 海溫測報
海溫測報系統提供查詢之海溫站也是從預報站資料表來選取的，程式選取 stfcs.sst
欄位填寫 sstf.sst 值，即展示於系統當中。海溫數值各測站以每日一筆資料的方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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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sstf 資料表的 sst 欄位。海溫測報系統資料庫關聯圖請參考圖 2-48 所示。

圖 2-48

海溫測報資料庫系統關聯圖

4. 海象警示
海象警示模組乃使用預報中心每 6 小時發布之 XML 檔案，透過排程程式讀取 XML
並寫入一般版之資料庫，以方便資料管理人員查閱先前資料。海象警示系統設計獨立一
排程程式於每日 5:30 起每隔 6 小時執行，一日共執行 4 次。海象警示資料表設計為
Sea_warn，並與近岸海域資料表 fishery 串接，資料庫串接圖如 2-49 所示。

圖 2-49

海象警示資料庫系統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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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藍色公路海況
藍色公路海況系統設計為 2 資料表，其一為藍色公路航線資料表(sea_route)，記載
了航線代號、航線名稱、起始及終點站名稱，以及航段個數。另一為藍色公路各航段海
象資料表(bluehighway)，紀錄浪高、浪向、風向及風速等數值。資料庫串接設計如圖 2-50
所示。

圖 2-50

藍色公路海況資料庫系統關聯圖

海象 e 化一般版資料庫結構 schema 表請參見整理如附錄十表 5-1 至表 5-14。

2.3.2 海象資訊 e 化專業版網頁資料庫重整
海象資訊 e 化專業版網頁的資料庫將於期末報告前整併「近岸海域災害資料庫」
、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之資料庫內容至海象測報中心安管外的 MySQL 資
料庫中，而今年建置的「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所需的兩個暴潮模式執行結果也將放
入海象測報中心安管外的 MySQL 資料庫中。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之資料庫內容及後續「近岸海域災害資料庫」
所加入的資料，主要的資料項目為當初建於中央氣象局安管內資料庫 MRBANK 內的颱
風災情資料庫，此資料庫規劃於期中報告後開始進行資料庫的移轉。移轉的主要方式為
自安管內的資料庫以 CSV(逗號間隔)的 ASCII 檔案格式輸出，然後匯入安管外 129 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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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的微軟 Access 資料庫，然後再自 Access 資料庫匯入 MySQL 資料庫中。由於 MySQL
資料庫有中文亂碼的現象，因此無法直接自 CSV 檔案匯入 MySQL 資料庫中。
另外由於原先的「暴潮展示系統」所需的資料是建置在中央氣象局安管內的資料庫
中，而 99 年新建的「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 將建置在中央氣象局的安管外，因此所需
的相關觀測資料、調和分析資料、及測站基本資料都將取自於安管外的 MySQL 資料庫
中，而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所需的暴潮模式執行結果，則將由海象測報中心負責複製到
海象測報中心安管外的資料庫中，以利該系統的使用。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詳細的資料
庫重整請見第七章說明。

2.3.3 海象資訊 e 化內部版網頁資料庫重整
內部版規劃有二系統，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及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以下分別
針對此二系統各別說明網頁資料庫整合的方式。有關詳細系統功能及畫面請參見第四章
歷史颱風暴潮系統建置及第七章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有更完整詳細的說明。

1.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
本系統自去年系統規劃階段，有關颱風資料庫方面，海象中心即提出希望可以套用
中央氣象局內部 Oracle 伺服器內的颱風資料表。並於幾次工作會議中提出需求，希望
能整合颱風期間海岸災害展示系統的功能。由於去年對於系統功能需求面並無全盤瞭
解，尚無法評估是否可納入計畫中執行。本系統今年為第二年開發階段，因考量到海象
e 化整體系統需開發的功能模組眾多，且受限於計畫整體經費限制，有關「颱風期間災
害查詢展示系統」及「近岸海域災害資料庫」僅針對資料庫移轉、颱風新聞災害圖片的
展示，以及歷史颱風災害底圖製作等三項功能，納入本期專案工作內容。
本章節針對系統程式面說明資料庫結構，以及整理相關資料表 Schema，以供中心
參考。颱風路徑查詢暴潮及波高功能資料庫系統關聯圖如圖 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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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颱風路徑查詢資料庫系統關聯圖

系統由颱風點位時刻查詢暴潮或波高資料原則由颱風編號開始，颱風編號為 4 碼阿
拉伯數字，首兩碼代表西元年(四碼取末兩碼)，後兩碼為颱風生成先後的序號。在使用
者選取颱風名稱後，將颱風編號字串傳入颱風路徑資料表，關聯欄位為 typhoon.id。在
進入暴潮查詢頁面後，程式將帶入多筆颱風點位資料，均為每 3 小時為 1 欄，並以西元
年、月份、日期及時刻重新編排於系統右方 ListBox 中。使用者點選了颱風時刻後，程
式 將 此 時 間 字 串 傳 入 暴 潮 或 波 高 資 料 表 ， 並 傳 回 水 位 (tidediff.tide1) 及 暴 潮 偏 差
(tidediff.tidediff)資料。示性波高為(waveh.waveh)。系統之台灣測站分佈將已定位好之測
站位置繪製出來，若該次颱風此測站尚未建站，則測站點位及暴潮波高資訊均不顯示。
最後將各測站暴潮或波高數值顯示在相對地圖位置上，即完成該時刻的查詢。上述 5
資料表中，有關颱風編號資料表、颱風路徑資料表、測站資料表內容均與中央氣象局
Oracle 系統採用同一版本，研究團隊並已於期末工作階段，將資料庫全數匯入海象中心
內部版資料庫。
系統於期末階段亦完成災害新聞照片、災情描述（包含海岸災害、海堤溢淹資料庫）
等功能上線運轉工作。除整併前期相關資料庫外，另設計 2 資料表，災害新聞照片編號
資料表(stormphoto)及警戒水位值資料表(warnvalue)。資料庫關聯圖如下圖 2-52。內部
版資料表 Schema 格式整理如附錄十一，表 6-1 至表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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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災害圖片及測站警戒值系統關聯圖

2. 暴潮展示及校驗系統
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暴潮展示系統是使用 php 撰寫的網際網路系統，在安管內直接
讀取 Oracle 資料庫內的即時與預報潮位資訊進行展示，但由於在同一網頁展示所有測
站的時序列圖，又需要進行潮位二維等值圖的計算與展示，因此需要花費很多時間來顯
示該網頁，不利海象測報中心人員與氣象預報在進行統合預報會議上進行展示。另外由
於原先系統是建置在中央氣象局安管內，沒有對外的連線功能，因此若日後系統需要跨
單位使用甚至開放部份功能對外服務，則完全無法達到。經過海象測報中心的討論與長
官的指示，決定將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在中央氣象局的安管外。由於海象測報中心
相關對外網頁的需要，安管外 MySQL 資料庫已經具備，因此只要開放權限讓暴潮展示
與校驗系統可以讀取測站基本資料、觀測資料、與調和分析資料即可，而 ADI1 與 HSU
暴潮模式的執行結果則由海象測報中心相關人員協助放入 MySQL 資料庫中。

2.4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層作業化
上年度已經規劃 Google Earth 格式檔案的自動建置與提供機制，而在 99 年將要開
始建置此功能，本團隊在 98 年度就已初步完成 Google Earth kml 檔自動建置的程式，
定期排程執行後即可展示海象測報中心出產的波浪分析圖、24 小時波浪預報圖、36 小
時波浪預報圖、48 小時波浪預報圖、波浪模式預報圖、臺灣海溫分析圖(動畫)、及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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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海溫分析圖(動畫)。表 2-4 顯示海象測報中心出產的影像產品一覽表，表中顯示各產
品所在的網路位置及其所代表的時間及相關聯的 kml 自動產生程式。
表2-4 海象測報中心影像產品及相關kml檔案與轉換程式一覽表
KML
檔名

定時執行
程式

I12.kml

不需要

WFC.kml

不需要

2010/06/06
08:00
2010/06/06
11:00
:
2010/06/09
05:00
2010/06/09
08:00

NWW3.kml

NWW3.exe

產品名稱

產品網址

代表時間

波浪分析圖
24 小時波浪預報圖
36 小時波浪預報圖
48 小時波浪預報圖

www.cwb.gov.tw/V6/forecast/fcst/Data/I12.jpg
www.cwb.gov.tw/V6/forecast/fcst/Data/WFC24.jpg
www.cwb.gov.tw/V6/forecast/fcst/Data/WFC36.jpg
www.cwb.gov.tw/V6/forecast/fcst/Data/WFC48.jpg

最新
最新
最新
最新

marine.cwb.gov.tw/forecast/2010060600-00s.gif
marine.cwb.gov.tw/forecast/2010060600-03s.gif
波浪模式預報圖
(每 3 小時 1 幅共 3 日)

:
marine.cwb.gov.tw/forecast/2010060600-69s.gif
marine.cwb.gov.tw/forecast/2010060600-72s.gif

海溫分析圖(臺灣)
(每日 1 幅共 7 日)

marine.cwb.gov.tw/forecast/sst100530s2.gif
marine.cwb.gov.tw/forecast/sst100531s2.gif
:
marine.cwb.gov.tw/forecast/sst100604s2.gif
marine.cwb.gov.tw/forecast/sst100605s2.gif

2010/05/30
2010/05/31
:
2010/06/04
2010/06/05

SSTTW.kml

SSTTW.exe

海溫分析圖(太平洋)
(每日 1 幅共 7 日)

marine.cwb.gov.tw/forecast/sst100530l2.gif
marine.cwb.gov.tw/forecast/sst100530l2.gif
:
marine.cwb.gov.tw/forecast/sst100604l2.gif
marine.cwb.gov.tw/forecast/sst100605l2.gif

2010/05/30
2010/05/31
:
2010/06/04
2010/06/05

SSTPO.kml

SSTPO.exe

Kml 檔的產生是使用 VB 程式將個影像產品的相對四角坐標依照 kml 的格式輸出成
文字檔，而原產品所在網路位置及檔名會依照即時時間用程式自動輸入到 kml 檔中。自
動排程產生的 kml 檔將放在固定的位置由一般版的網頁中建立連結，讓使用者可以下載
到已安裝 Google Earth 的電腦中，即可觀看到這些海象中心的預報影像產品在 Google
Earth 三維地理資訊展示軟體上套疊衛星影像及地圖來展示。
現階段本項工作仍停留在轉換程式測試階段，尚未全面作業化執行，預計在期中之
後將開始建置與測試海象測報中心產品作業化轉換流程，並結合網頁的開發與連結，將
相關產品以 WebGIS 網際網路系統 Google Earth 來展示。

2.5 小結
依據 98 年前期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規劃架構，本期進行海象資訊 e 化系統各模
組作業化運轉作業。一般版之「潮高預報圖」
、
「海溫分析時序圖」兩模組於期中階段完
成作業化運轉作業，而一般版之「海象警示」
、
「藍色公路海況」
、
「海象統計」
、
「英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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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A 版」模組亦已於期末階段完成功能開發及上線作業。研究團隊也於本期擴充維
護「即時海況」模組功能，除增加潮高的預報潮位線繪製外，並針對潮位動態圖運算公
式做修正，漲退判斷由原本的即時潮位減預報潮位，修正為即時潮位減前 30 分鐘即時
潮位。另增加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以整合有關潮位及風向、浪向等說明。下表 2-5 整
理有本期 e 化系統功能及資料庫變更比較一覽表。
表2-5 海象資訊e化系統功能及資料庫變更一覽表
系統版本 模組名稱

詳細名稱
潮高動態圖

即時海況

一般版

潮汐預報

潮高預報圖

內部版

變更方式說明
原本：即時資料減預報資料

變更時間
期中階段

修改為：即時資料減前 30 分鐘即時資料

潮位修正 DL

即時潮位扣除 stmap.DL 欄位做潮位修正

期中階段

瀏覽小技巧

整合有關潮位動態及風向、浪向說明

期末階段

過去 3 日圖

圖標題由時序分佈圖變更為時序變化圖

期末階段

未來 30 日連結

增加連結在今日潮汐預報測站名稱下方

期中階段

Y 軸修正

原本給定 4 至-4 間，修改為取該站資料庫內最大 期中階段
最小值

測站讀取

由原本讀取 stfcs 改為讀取 stmaph 資料表

期末階段

藍色公路

航線地圖

增加 5 條藍色公路航線地圖首頁功能

期末階段

海象警示

風力及陣風描述

修改系統讀取風力及陣風文字描述展示方式

期末階段

系統底圖

五都地圖修改

系統底圖均修改為五都縣市之底圖

期末階段

增加颱風災損底圖

依據近岸海岸災害資料庫繪製歷次颱風系統底圖 期中階段

整併氣象局資料庫

進行中央氣象局波高資料庫反應時間測試

期中階段

暴潮查詢

系統增加暴潮及水位時序圖繪製功能

期中階段

海岸災害縣市查詢

整併颱風期間海岸災害資料庫

期中階段

資料庫連線設定

自 Oracle 連線字串修改為 MySQL 資料庫

期中階段

系統首頁颱風選單

修改為年度 + 颱風名稱呈現方式

期末階段

颱風查詢

更新至可查詢 2008 及 2009 年颱風

期末階段

颱風災害資料庫及

整併有關颱風災害查詢系統，及海岸災害資料庫

圖片查詢功能

等相關前期系統資料庫查詢功能

歷史颱風暴
潮系統

水位及波高警戒值

增加海象中心提供之各潮位及波浪站有關水位及
波高之警戒值展示功能

期末階段

期末階段

有關 e 化 PDA 版系統，於 99 年 10 月 13 日系統討論會議中，專案團隊協同海象中
心人員重新檢視中央氣象局 PDA 網站，發現到 V6 的潮汐預報 PDA 網址屬於中央氣象
局局網之網域(www.cwb.gov.tw)，故該次會議決議本期只需開發即時海況 PDA 版，不
需要開發潮汐預報 PDA 版，細節請詳該次會議記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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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 e 化資訊系統內部版建置進度的部份，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已於 99 年 4 月
30 日完成雛型系統驗收，期中至期末階段，團隊完成了整合 e 化內部版資料庫、颱風
災害查詢系統資料庫、歷次颱風災害圖層底圖套疊於系統中顯示之功能、以及諸多歷史
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功能的調校，詳情請詳本節表 2-5。
有關 e 化資訊系統一般版正式將網站伺服器移至資訊中心並對民眾公開之需求，團
隊將遵照海象中心的業務執行進度，提供伺服器移機或程式資料庫連線設定等工作協
助。
因應五都縣市之異動，台北縣改制為新北市、台中縣市改制為台中市、台南縣市改
制為台南市、高雄縣市改制為高雄市，本 e 化系統也針對一般版「即時海況」
、
「即時海
況測站地圖」
、
「潮汐預報」
、
「海溫測報」
、
「藍色公路海況」
、
「海象警示」等模組進行系
統底圖重新繪製，以便更新至目前最新的行政轄區圖。至於有關內部版「歷史颱風暴潮
系統」之底圖，團隊將於 100 年度新制實施時，再針對該年度系統縣市底圖作繪製的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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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
3.1 引言
本章乃就本年度工作之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後之推廣措施予以闡述說明。內容包括 e
化服務系統之推廣企畫及探討商業化簡訊服務機制建置之模式。
有關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後之推廣辦理結果，分別就其推廣目的及方法、問卷設計、
民間海洋遊憩團體訪談及滿意度分析等項予以說明，其次國際化交流方面仍本期中報告
時之基本精神持續辦理並保持聯繫。
至於探討商業化簡訊服務機置建置，其辦理之模式為分成(一)商業化簡訊服務技術
說明、(二)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內容規劃與功能建置及測試、及(三)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商
業模式探討，三個部份來執行，探討以簡訊方式傳播海象資訊的最佳方式。

3.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
3.2.1 國內 e 化服務系統推廣
1.推廣目標及方法
(1)目標
為使本 e 化系統建置之成果可提供國內相關公、私部門參考使用，依整體計畫，本
計畫在系統分類完成及辦理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宣導活動，並訪談民間海洋遊憩團體
兩家以上，如衝浪、風帆協會等。根據本團隊之研究進度及與海象中心討論之決議，先
後已完成之系統分類及各分類系統模組之內容如附表 3-1，又參考過去之實務經驗提出
可能需求海象資訊ｅ化服務系統之待推廣單位，一併列入表 3-1 以供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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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表
海象資訊

E 化系統
分類

系統模組

建議推廣單位

波 海 潮 氣 氣
風 營建署 漁業署 觀光局
浪 溫 位 溫 壓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即時海況
潮汐預報
海象資訊 e 海溫測報
化一般版 波浪預報
數值預報
海象統計
即時海象
ˇ
海象資訊 e WebGIS
化專業版 Google Earth
ˇ
預報圖
歷史颱風暴潮
ˇ
海象資訊 e 資訊系統
化內部版 暴潮展示與校
驗系統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學校
機關
ˇ

ˇ

ˇ

軍事
單位
ˇ
ˇ
ˇ
ˇ

私人
單位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2)辦理方法
本年度辦理流程如下圖 3-1。

選取之系統(一般版)

推廣宣導簡報資料

系統資料研析

問卷設計

宣導訪談活動

上 線

問卷回收及滿意度分析

後續建議
圖 3-1 海象資訊 e 化系統推廣流程圖（一般版）
B.國內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工作
a.工作小組組成
3-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國內 e 化服務系統推廣方面，本工作團隊組成「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工作小
組」，成員包括：海下協會、工研院、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及海洋大學等。其組織如
下圖 3-2 所示。
其主要辦理之工作有：
(a) e 化系統之選擇及內容調整
(b)問卷表設計
(c)宣導訪談
(d)問卷回收及滿意度整理分析

推廣活動

督導單位

海洋大學

台灣世曦

工研院

海下協會

氣象局海象
測報中心

工作小組

圖 3-2 推廣小組組成圖
2.問卷調查
為使對可能應用本次 e 化系統資料之民間團體單位能具體提出意見及表達滿意
度。設計問卷調查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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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調查表
您好，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以下簡稱 本協會)執行中央氣象局「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
統之整合與建置(3/4)」委託計畫，為使本資訊系統研究成果能夠提供需要之單位使用，本協會特以
此表進行問卷調查，以了解 貴單位對於本系統及其資料庫內容之相關建議，進而提升服務系統之
實用性。

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調查內容
問卷內容
(1)貴單位是否有海象資料需求?
是

否

※資料需求請勾選下列資料種類 (可複選)
1.數值資料： 潮位

海溫

2.數值圖資料： 海溫圖

氣溫

波浪預報圖

氣壓

波浪

風

潮汐預報

觀測及調和分析潮位圖

潮高預報圖

(2)貴單位目前海象資料取得方式
氣象局網站

海軍大氣海洋局網站

內政部測繪中心網站

觀光局網站

平面媒體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一般版，包含下列幾項主要選單：即時海況、海象警示、潮汐預報、
波浪預報、海溫測報、數值預報、海象統計；請貴單位勾選海象資料需求。
即時海況包含即時海況模組。
海象警示包含海象警示模組。
潮汐預報分為今日、明日、後天潮汐預報；滿潮預報圖；潮高預報圖等三類。
波浪預報分為波浪分析圖、24 小時波浪預報圖、36 小時波浪預報圖、48 小時波浪預報圖及
風級浪高對照表等五類。
海溫測報分為「海溫分析時序圖」
、
「海溫分析圖（台灣）」
、
「海溫分析圖（太平洋）」等三類。
數值預報選單有藍色公路海況、颱風暴潮預報圖模組，及整併有波浪模式預報圖功能。
海象統計模組包含波浪統計、風速統計、潮位統計、氣溫統計、海溫統計及氣壓統計等六類。

(3)本系統建置之資料庫內容對貴單位業務是否有幫助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本系統完成後， 貴單位是否會經常性至網站蒐尋資料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貴單位對於本系統建置之資料庫內容，認為可建議氣象局再納入何種資料?
建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願意提供聯絡窗口及聯絡人姓名?
部門名稱：

職位：

地址：

電話：

是

否
姓名：
e-mail：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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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間海洋遊憩團體宣導訪談
民間團體可能用到本次研究成果之單位有：帆船協會、衝浪俱樂部、潛水協會、水
下考古學會…等。故宣導訪談工作於 9、10 月份分別訪問帆船協會及衝浪俱樂部，推廣
簡報示意如圖 3-3。由於時間配合不易，除前兩者，其餘皆為問卷。
訪談過程除先以 powerpoint 方式介紹本次之宣導內容（如附錄十二）外，同時又收
集其問卷表，並對本次系統項目及內容之意見加以討論。

海象資訊e化服務系統之建置與推廣

海象資訊e化服務系統之建置與推廣

委託單位：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

圖 3-3 海象 E 化系統推廣簡報
(1)帆船協會
帆船協會係政府為推展我國亞、奧運帆船運動，於民國 64 年指示由海軍成立帆船
協會，歷經五任海軍總司令擔任理事長。83 年起經選舉由民間人士擔任理事長，該會
宗旨以發展帆船運動，辦理全國性及國際性帆船競賽，藉以提高技術水準，增進國民健
康，發揚運動精神。(詳如附錄十三)
在訪談交換之意見為：
a.目前台灣地區從事風帆活動之範圍自淡水、八里、竹圍、新竹、通霄、台中等，
需要範圍較小之即時預報風浪資料，建議北部區域範圍位置可再細分。
b.帆船協會各地委員會使用範圍皆固定。參考氣象資料皆由各委員會駐站主委或教
練，學員則較少，潮位亦參考農曆及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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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風帆於外海 6、7 級風，3 米浪以下皆可比賽，近年皆於近岸（5-6 海浬）及依政
府開放範圍內比賽。有時因現場風浪太大狀況下無法出海。
d.帆船協會參考網站：
(a)氣象局網站-潮汐預報、波浪、未來三天風浪顯示及一周天氣圖。
(b)windguru 風浪板網站-風、浪（即時、預報資料）
，台灣設有網站，且區域範圍
較細。windguru 網站提供資料應用之準確度尚稱準確。
e.搜尋氣象局網站即時資料，時常無法連結（故障中）。
f. PDA 版本建議測站氣壓以箭頭顯示上升或下降。氣壓趨勢目前較少參考。
g.氣象局目前每小時更新海象資料，潮汐資料每天更新，認為屬意。
h.建議事項：漁業氣象（風浪區域）範圍縮小。
其訪談紀錄詳附錄十四。

(2)衝浪俱樂部
衝浪活動多屬個體經營，多集中在北部、南部及澎湖。
訪談交換之意見為：
a.衝浪前會預測浪況，除參考氣象局網站，亦會參考日本及美國 WAVEWATCH
網站，其網站利用顏色變化，預測未來三天之浪況。
b.本衝浪俱樂部除將上述美日網站連結於本網站，並利用視訊將金山地區、
烏石港之浪況

上部落格供衝浪客參考。

c.衝浪參考數據依照日本網站預測浪高（後方浪高）
，不同於台灣預測浪高（前
方浪高）。
d.氣象局未來規劃城鄉預報，改善目前以區域地區預報，提供更細區域之氣
象資訊。
e.風向亦為衝浪重要參考依據之一，風向可判斷浪況，吹陸風比海風較適合
衝浪。
f.氣象局目前波浪預測圖以線條方式展現，而非動畫方式，建議參考美國
WAVEWATCH 網站，採用顏色變化，預測波浪、湧浪、風向、雨勢等較一
目了然。另建議海象資訊系統增加預測下雨機率，顯示預測之雨量。
其訪談紀錄詳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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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問卷回收者：中華水下考古學會、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中華民國水上救生
協會、台北縣水中運動協會、台北縣救難協會潛水救難隊

4.滿意度分析
一般而言，滿意度之調查須為在 e 化系統上線後，經使用者提出試用意見，始可取
得確切之滿意度分析。因本年度系統雖已完成，但受限於硬、軟體之配合，暫無法取得
使用滿意度資料，擬在下（100）年度中繼續辦理。
根據回收之問卷調查表（詳附錄十四）及訪談紀錄，整理得初步之統計資料如下表
3-3。

3-7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表 3-3

國內民間團體海象 e 化資訊系統問卷統計表

問卷單位

使用系統項目

1.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潮位、海溫、氣溫、氣壓、波浪、風、潮汐預報、潮高預報圖

2.蜘蛛衝浪俱樂部

氣溫、波浪、風、潮汐預報、波浪預報圖、潮高預報圖

3.中華民國水下考古學 潮位、波浪、風、潮汐預報、波浪預報圖
會
4.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 潮位、海溫、氣溫、波浪、風、潮汐預報、海溫圖、波浪預報
會
圖
5.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 潮位、海溫、氣溫、波浪、風、潮汐預報、海溫圖、波浪預報
會
圖
6.台北縣水中運動協會 潮位、海溫、波浪、風、潮汐預報、海溫圖、波浪預報圖
7.台北縣救難協會
潛水救難隊

潮位、海溫、波浪、風、潮汐預報、海溫圖、波浪預報圖

由上表得知，各團體單位目前對使用氣象局資料亟為需要，目前多數皆為由氣象局
現有網站取得。故本次海象資訊 e 化系統之推廣訪談充份表達本研究計畫之基本服務精
神。
由簡報說明得知各單位對一般版之期待資料需求為：
(1)即時海況包含即時海況模組
(2)潮汐預報分為今日、明日、後天潮汐預報；滿潮預報圖；潮高預報圖等三類。
(3)波浪預報分為波浪分析圖、24 小時波浪預報圖、36 小時波浪預報圖、48 小時波
浪預報圖及風級浪高對照表等五類。
(4)海象警示包含海象警示模組。
(5)海溫測報分為「海溫分析時序圖」
、
「海溫分析圖（台灣）」
、
「海溫分析圖（太平
洋）」等三類。
(6)數值預報選單有藍色公路海況、颱風暴潮預報圖模組，及整併有波浪模式預報
圖功能。
(7)海象統計模組包含波浪統計、風速統計、潮位統計、氣溫統計、海溫統計及氣
壓統計等六類。
綜合結果，各單位對本系統建置之資料內容對其本身之業務均有幫助，且計
畫於系統公告後將會經常性上網蒐集資料應用。
5.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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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年度之研究成果，各類版之內容及 e 化資料均大致已完成，僅剩下何
時可核定上線。故後續之推廣工作將建議列入下（100）年度辦理。其工作項目
有：
(1)決定可上線之系統名稱及內容核檢
(2)確定待推廣之單位及其所需系統之調查分析
(3)持續辦理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之推廣宣傳
(4)滿意度分析
(5)推廣成果之綜合檢討

3.2.2 國際交流
有關國際交流方面，本年度計畫執行將持續與中國海洋學會保持聯繫。研究團隊於
去(98)年曾透過參訪及座談取得該學會對我國促進國際間之交流前瞻意念之充份瞭
解，並表達合作意願。雙方將持續推動海象資訊與技術之交流。
辦理方式仍以中國海洋學會（NGO）作為聯繫平台，藉此再與中國海洋局建立溝
通管道，根據本年初雙方在台北舉行之座談會結論內容，持續作進一步有效之實質交
流。基此，協會於本（6）月下旬已派員赴大陸北京與中國海洋局洽談有關海象資訊與
技術之交流，同時並商討下一次在大陸召開之第二次座談會初步構想方案。
又第一次座談會中提出之有關海洋環境之學術議題有：
議題一：海洋環境管理
議題二：氣候變遷下海岸地帶規劃
議題三：兩岸合作交流
其中議題三與本研究計畫之國際交流最為有關，其詳細提出討論內容為：
1.擴大交流（舉辦研討會）
2.資訊交换（簡單、不敏感者優先）
3.共同辦理海洋科技領域學刊
經與會人員之討論初步重點結論包括：
1.每年輪流主辦海洋科技專家與管理人員交流互訪，逐年提昇層級與重要性
2.視重要共同主辦兩岸海洋科技專題討論會研討會、年會等學術會議，以加大交
流度。
本（99）年 8 月，又洽談中國海洋局東海分局相關人員，商討擬在明（100）年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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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關研討會，有關時間、地點仍待作進一步之洽商。

3.3 商業化簡訊服務機制建置
3.3.1 商業化簡訊服務
1.商業化簡訊系統
手機簡訊傳輸服務就是利用手機來傳送或接收簡短的文字訊息，而且簡訊傳送過程
中並不干擾語音通話，是目前行動通訊系統中最簡單方便的數據通信方式，每一則簡訊
可容納 159 個英文字母或 70 個中文字，國內傳輸費用則從每通一至三元不等；由於簡
訊具有保證送達、可保存、可追蹤等特性，全球統一規格不受手機廠牌及通信系統供應
商，並有即時性與快速性的特性，再加上國內行動電話普及率極高的條件下，在日常生
活或商業用途上，反而創造了行動數據的很大應用空間。
商業化簡訊服務應用空間的擴大的另一原因，是基於手機簡訊的傳輸模式有簡訊廣
播服務(Cell Broadcast SMS)及點對點簡訊服務(Person-to-Person SMS)模式。後者是目前
最常用的方式，手機用戶透過簡訊與某個指定收訊用戶溝通，但前者卻是目前新興的行
動內容服務，系統業者以廣播方式直接發送特定資訊給特定族群的手機用戶，例如股票
行情、氣象預報、路況報導等訊息。
考量使用者於戶外依舊能接收海象資訊，將建置簡訊服務機制，訊息內容將以海岸
及海域氣溫、潮汐及波浪資訊為主，交付手機系統業者(例如中華電信、遠傳電信或台
灣大哥大)發送，由於系統商對簡訊發送仍有費用收取機制，因此商業模式最大困難處
在與各系統商洽談簡訊代碼設定、費用分攤及訂閱服務方式，未來可規劃使用者發送簡
訊代碼至手機系統商，系統商將簡訊代碼轉換為 XML 格式至指定 IP 位置擷取海象資
訊，再以 XML 格式回應給手機系統商，系統商將資訊轉換為簡訊格式後發送至手機上，
並計算相關費用，由於 SOA 架構己有 RSS 服務功能，因此技術課題應可順利達成。

2. 國內現有氣象簡訊服務
中央氣象局本身有對業務相關負責人發送簡訊服務，目前為半自動作業，未來朝全
自動發展。其所需的費用無特別預算，由氣象局的業務費支出，例如 4 月份簡訊發送的
費用約 3 萬。氣象局使用的電信業者為中華電信。中央氣象局本身不對民眾提供簡訊服
務，但國內手機系統業者皆有提供氣象簡訊服務，以下介紹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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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傳電信的相關服務。
(1)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有推出『氣象資訊訂閱系統』服務，內容包括有台灣今/明日天氣、台灣
地區警報&特報天氣(地震、豪雨、濃霧..)、各觀測站最新觀測資訊，凡中華電信行動電
話用戶(不含預付卡用戶)均可透過手機直撥 373 進入訂閱系統或至線上訂閱氣象簡訊
(圖 3- 4 及圖 3- 5)。中華電信每天都會將最新、最即時的氣象資訊送到用戶手機。服務
項目包含：
 今、明日天氣
任選台灣 22 個地區來定時接收今/明天的白天/晚上天氣預報。
 台灣警報&特報天氣
任選各種(颱風、地震、低溫、豪大雨、大雷雨及濃霧)警特報及接收最新內容。
 即時觀測特報
選擇氣象局各人工觀測站（台北、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台東、澎湖、金
門、馬祖）的最新天氣觀測資訊。

圖 3- 4 中華電信氣象簡訊服務網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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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中華電信氣象簡訊服務網頁(二)
(2) 台灣大哥大
台 灣 大 哥 大 e.WAP 服 務 與 世 界 上 最 大 規 模 的 全 方 位 氣 象 服 務 公 司 WNI
(Weathernews Inc.中文名稱：日商偉哲氣象新聞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提供消費者貼近
日常生活的本地以及國外即時的氣象資訊 (圖 3- 6)。內容包含：台灣各地氣象(免月租
費)、大陸城市氣象(月租費 10 元)、日本旅遊氣象及國際城市氣象(月租費均為 25 元)。
消費者可依個人需求選擇項目。台灣大哥大 e.WAP 的用戶並可以透過行動上網連結至
e.WAP 首頁進入新聞氣象再到 WNI 氣象，就能接收本項服務。該服務並針對台灣地區
研發了各項生活指數，包含感冒、啤酒、火鍋、星空等指數，提供生活化資訊。此外，
並包含全省 14 個旅遊景點的旅遊天氣、涵蓋全省 30 大高爾夫球場天氣實況的球場天氣。
台灣大哥大已經擁有台灣周圍海域之海浪、風向天氣說明的海上天氣，但海象資訊
的深度及廣度皆不及氣象資訊。 近年來消費者前往出國旅遊經商的人數逐年增加，台
灣大哥大針對不同地區提供不同的氣象服務及觀光資訊。台灣大哥大並透過 WNI 氣象
所擁有的全球天氣預報的資料庫,隨時提供用戶每日數次即時更新的大陸 25 個城市及全
球五大洲 100 個城市未來一週的天氣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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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台灣大哥大氣象簡訊服務網頁

(3) 遠傳電信
遠傳電信的「遠傳 Smart 950 方案」內含氣象服務(圖 3- 7)，包含全球天氣預報、
高爾夫球場氣象以及人體舒適感溫度等，另有賞花氣象、自行車氣象等，月租價值 30
元。 項目包含固定月租型的「任立渝氣象報」
，提供即時氣象，供應商為華人全球網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月租型的「小美女氣象」，可根據個人的膚質特性，提供個人
化天氣概況、適合穿衣、化妝、防曬、保養及實用生活指數，供應商為天氣風險管理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月租型的「WNI 氣象頻道」
，提供台灣及世界各地最新的氣象資
訊服務，可隨時查詢台灣各地當日的氣象並依據所選城市及欲知的訊息收到即時天氣資
訊，供應商為日商偉哲氣象新聞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月租型的「氣象達人」
，提供專業
化氣象資訊,配合衝浪浮潛,賞鯨海釣,登山健行,自行單車或高爾夫球等戶外運動，供應商
為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使用付費型的「晴雨娘娘」
，提供即時的氣象報導，
供應商為友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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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遠傳電信氣象服務網頁

3.3.2 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內容規劃與功能建置及測試
本年度進行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內容規劃與功能建置，最後並結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
系統的運轉進行測試。先前建置的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已有建置海象資訊簡訊全自動
發送系統，但皆無進行近商業化不間斷的服務。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中將繼續開發此海象
資訊簡訊發送系統。
由於每則簡訊發送的文字有字數的限制因此要適當規劃簡訊內容，本團隊在下半年
與海象測報中心人員溝通，訂定出每則簡訊發送的內容。由於海象測報中心林副主任指
示內容將以即時海況資料為主，不發送預報資訊，因此整理海象測報中心現有海象預報
的測站及相關資訊如表 3- 4。由此表中可以規劃簡訊內容及計算所要發送的字數。
表 3- 4 海象即時資訊的測站與種類及可能簡訊字數
測站
字數
合計
彭佳嶼
蘇澳
頭城
龜山島
龍洞
基隆

風力
6
7
13

風向
6
6
12

陣風
6
7
13

浪高
6
5
11

週期
6
5
11

浪向
6
3
9

氣溫
6
4
10

海溫
6
4
10

氣壓
6
6
12

潮高
6
6
12

字數
60
53
113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1
1
0
1
1
1

0
1
0
1
1
0

0
1
0
1
1
0

0
1
0
1
1
0

1
1
0
1
1
1

0
1
1
1
1
0

1
1
0
1
1
1

0
1
1
0
1
1

60
113
34
101
113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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麟山鼻
淡水
台北港
竹圍
馬祖浮標
馬祖
新竹
竹南
後龍
台中港
鹿港
芳苑
麥寮
箔子寮
塭港
東石
水頭
金門
澎湖
馬公
東吉島
將軍
七股
永安
高雄
東港
大鵬灣
小琉球
恆春
東沙島浮球
台東外洋浮標
蘭嶼
大武
綠島
台東
成功
石梯
花蓮

範例

0
1
0
0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0
1
1
1
1
1
1
1
0
1
1
1
0
0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0
1

12.0m/
12.0m/
東北東
s
10.0m
s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0
1

0
0
0
0
1
0
1
0
0
0
0
0
1
0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1
1
1
0
0
0
0
1
0
1

0
1
0
0
1
1
1
1
0
1
1
0
0
0
1
0
0
1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1
1
1
1
0
1
1
0
0
0
1
1
1
0
1
1
1
0
1
1
0
1
0
1
1
1
1
1
1
0
1
0
1
1
1

10.0s

360

28.3

28.3

0
1
0
0
1
1
1
1
0
1
1
0
0
0
1
0
0
1
1
1
1
0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1
0
1
0
0
1
1
0
1
1
1
1
1
1
1
0
1
0
1
0
1
1
1
0
1
1
0
0
1
0
1
1
1
1
1

34
72
12
34
101
82
101
60
72
82
60
24
93
72
82
34
24
113
101
82
60
34
101
24
82
34
101
113
113
101
101
82
60
82
72
113
82
113

1008.9 10.00m

本項目將根據採用的簡訊服務業者的發送方式，規劃系統來進行與簡訊接收者的互
動及發送測試。在與簡訊接收者的互動方面，若確定放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中則需要建
置網路介面讓使用者可以選擇簡訊的種類內容與發送的頻率等選項，讓此商業簡訊發送
的服務可以確實達到使用者的真正需要，發揮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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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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g

意義

username:

帳號

password:

密碼

rateplan:

Rate Plan

srcaddr:

來源號碼

dstaddr:

目的門號

en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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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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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p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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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v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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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d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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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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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預設內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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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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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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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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先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簡訊發送已測試多年，但由於現在簡訊將以即時海氣象
資料為主，因此原先的發送程式需要全部重新撰寫。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功能測試結果如
圖 3- 8 所示。以即時資訊為簡訊發送的內容由於資料測站眾多，因此現階段以海象測報
中心的即時海況網頁為主要資料來源，本功能的執行方式如所示。簡訊發送功能的流程
主要是利用 URL2FILE.exe 程式連結各測站的即時海況網頁後產生 text 檔，再利用 DOS
批次檔作業將相關資訊擷取出來產生 CSV 檔，最後再由發送簡訊的 ASP 程式讀取 CSV
檔，產生簡訊的內容後，再讀取資料庫中的發送對象資料，作為大哥大發送網站內
send.cgi 程式的參數，將該內容發送出去。即時海況簡訊發送功能測試報告如附錄十五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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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8 海氣象資訊簡訊發送功能測試手機端接收情形
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功能

各測站 HTML
文字檔

URL2FILE

即時海況
網頁

DOS 程式

各測站 CSV
文字檔

自行建置 ASP 程式
大哥大業者 SMS 伺服網站

即時海象資訊簡訊發送
圖 3- 9 海氣象資訊簡訊發送功能執行流程

3.3.3 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商業模式可行性評估
本工作項目針對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的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功能進行商業運轉模
式的探討。因為直接由系統進行簡訊的發送需要有成本考量，因此本項工作就海象資訊
簡訊發送的服務進行商業模式的探討，尋找最佳的商業模式，依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可
以永續經營此海象資訊簡訊發送功能，而不需要花費政府的預算經費，更甚者若能產出
結餘則可投入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的精進研發，完善整體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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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簡訊發送的商業模式探討針對資訊服務產業內主要關鍵成功的因素在市場誘
因、法規標準、交易機制、產業競合、降低成本、及網路安全等項目皆須進行探討：
在市場誘因方面，當手機從第一代行動電話進入第二代行動電話的時候，簡訊的使
用已經普遍為社會大眾接受，同時也成為重要的溝通利器之一，各家系統業者更提供跨
網傳遞簡訊及更便宜大碗的傳訊費用來吸引消費者，使簡訊的使用率大幅提高而增加營
收。根據資策會 FIND 調查結果顯示，台灣網民有九成一曾經使用過行動數據服務，其
中，曾經使用過「行動通訊/溝通類」數據服務的比例最高，達九成六；而在「行動通
訊/溝通類」的服務中，以文字簡訊(SMS)的使用比例最高，達九成。根據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NCC）的資料顯示 2010 年第 2 季台灣的行動通信用戶數為 2,717 萬戶，手機
門號占人口比例為 117.4%。NCC 統計在手機文字簡訊（SMS）則數方面，2010 年第 2
季文字簡訊總量約 15.6 億則，較去年同季增加 11.0%，平均單月簡訊則數為 5.2 億則；
該季每個門號平均使用 57.4 則簡訊，相當於每個門號每月使用 19.1 則簡訊。 單就簡訊
使用的狀況來看，利用簡訊發送海象資訊的市場誘因就足具吸引力，絕對是一個有效果
得傳播平台。
在法規標準方面，簡訊(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是行動電話的一個服務，最
早是由全球移動通信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引進，目前任何
手機系統都有此功能。一般簡訊能傳送 160 英文個字，或中文、韓文、日文...等 70 個
字。SMS 是一個純文字的儲存轉發服務，也是就訊息會先經過電信局的儲存，再轉發
到對方的手機裡，並不是點對點的直接傳送。這可以在對方電話未開機時，訊息可以在
下次開啟時收到。SMS 已為全球通用的標準，不會有資訊不相容的情形發生。
在交易機制方面，SMS 的服務多為發簡訊方需要付費，付費方式多為併入每月行
動通訊費用中，通常每月會有固定的可發送量，若超過該數量則超過的部分每則簡訊要
以較高的費用支付。在電信公司加值服務方面，發送具價值的資訊內容，則視提供服務
的種類，多由接收簡訊方以單則或是加入會員等方式付費，如前述的中華電信、台灣大
哥大、及遠傳電信所提供的氣象資訊發送服務。
在產業競合方面，由於現階段在簡訊發送服務方面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技術，因此發
送特殊簡訊的服務是否可以讓大哥大公司獲利，主要是看所提供資訊的內容，而海象測
報中心是國內唯一可以直接對社會大眾提供海象資訊的單位，所以在選擇大哥大公司合
作方面可以站在有利的地位，選擇各方考量下最適當的大哥大業者進行合作，不論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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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發送簡訊所採用的簡訊發送服務，或是加入大哥大業者已有的氣象資訊服務，皆可獲
得最好的行動通訊產業相關合作。
在降低成本方面，現階段大哥大業者的收費標準大致以購買的量作為依據，如一次
購買 1000 通簡訊每通為 1.4 元，但若增加採購的通數而每通價格依購買量的不同可降
至 1 元以下，可以大幅減少發送成本。以中華電信 373 氣象服務來看，每則簡訊收取手
機用戶 2.5 元，因此若能將發送成本降至 1 元以下，則可以有極好的獲利空間。
綜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海象資訊利用行動通訊的簡訊服務，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傳
播平台，在日益增加海域休閒活動的趨勢下，整體可行性高，特別是在今年 11 月 12 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船舶法修正草案，增訂遊艇專章，鬆綁遊艇檢丈規定，休閒遊艇可以往
來停靠不同港口，開啟了遊艇休閒與觀光產業，勢必增加台灣近岸休閒船舶的航行量，
海象資訊的即時傳播更顯其重要性。就算以商業模式是否可以獲利的考量來看，仍然深
為可行。
當然從整體考量下，因為在中央氣象局現行的服務機制及網路控管的制度下，由海
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直接對使用者進行收費簡訊發送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本團隊與中華
電信聯繫，瞭解其『氣象資訊訂閱系統』服務，試探增加發送海象資訊項目的可能性及
施行方式，進而歸納出一套可以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本團隊連絡到中華電信參與簡訊
業務的張忠信經理，瞭解中華電訊在氣象簡訊發送方面的業務執行情形，據張經理表示
氣象簡訊的業務所牽涉到的網頁(圖 3- 4 及圖 3- 5)是由中華電信研究所的同仁所開發
的，將協助連絡相關同仁後與海象測報中心人員及執行計畫的團隊一同討論增加海象資
訊服務的可行性及執行的方式。
海象相關資訊以簡訊的方式發送將根據簡訊發送商業模式探討評估、已完成的自行
發送功能、及中央氣象局及海象測報中心的決策，在下一年度實際開始建置海象資訊簡
訊發送系統。系統的建置與測試流程如圖 3- 10 所示，若是要自行發送簡訊，則要在 e
化系統專業版中建置測站及時間點選介面，還有自動發送程式與排程的建立測試，若是
結合大哥大業者的已有平台則要協助大哥大業者進行網頁的建置與資料傳輸作業的建
立。系統建立後會根據需求選擇測試對象如漁業電台等單位，並與之聯繫後開始進行作
業化簡訊發送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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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資訊簡訊發送系統建置

自行發送

透過大哥大
業者

內容選擇
介面建置

資料傳輸
機制建立

自動發送
作業建立

協助
界面建置

測試單位人員選擇聯繫

作業化海象資訊簡訊發送系統測試

圖 3- 10 作業化海象資訊簡訊發送系統建置流程

3.3.4 海象資訊網路智慧型手機主動發送機制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資料顯示 3G 用戶為 1,731 萬戶，占全台手機門號數比例
63.7%。2010 年第 2 季開通行動上網功能之總用戶數為 1,866 萬戶，占行動通信用戶之
68.7%。顯示越來越多的手機用戶除話務外會同時使用行動上網功能，而通常行動上網
的費用已包括在月費中，因此利用網路 push 的功能將資訊主動發送到用戶智慧型手機
上已經逐漸成為資訊傳播的趨勢。由於在與海象測報中心的工作會議上有提到此項傳播
方式，雖然並不在本年度工作範圍內，但是在此有稍加說明此項傳播技術。
Push 的方式最早是用在 Push Mail，就是利用推送技術，將電子郵件直接傳送到移
動終端。系統直接將電子郵箱中剛剛收到的郵件即時發送到用戶手中，不像傳統郵件系
統必須依賴用戶主動檢查郵箱，所以客戶智慧手機上時刻都能夠與所指定的信箱維持同
步的資料。 當用戶有新郵件時，伺服器會在第一時間將這個消息“推”給用戶，讓使用
者可以更快地收到郵件。
這樣的概念在 iPhone 的系統中更被發揚光大，適用到各種應用軟體上，最常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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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新聞類應用軟體，如路透社(Reuters)、ESPN，BBC News 等，都有建立 Push 的
功能。Push 的工作機制可以簡單的概括為下圖

圖 3- 11 iPhone Push 工作機制
圖中，Provider 是指某個 iPhone 應用程式的 Push 服務器。
APNS 是 Apple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Apple Push 服務器）的縮寫。
因此，整個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下面用 ESPN 客戶端來說明（ESPN 專門報導
體育新聞，只要使用者選擇的球賽結束後，比賽結果就會立即 Push 到手機上），此時
Provider 為 ESPN 服務器，三個階段的進行方式為：
第一階段：ESPN 服務器把要發送的消息、目的 iPhone 的標識打包，發給 APNS。
第二階段：APNS 在自身的已註冊 Push 服務的 iPhone 列表中，查找有相應標識的
iPhone，並把消息發到 iPhone。
第三階段：iPhone 把發來的消息傳遞給相應的應用程序， 並且按照設定彈出 Push
通知。
這樣的功能不需要再有簡訊的費用，而在智慧型手機越來越普遍的趨勢下，利用
push 來主動傳播海象資訊，應該是未來的首要途徑。

3.4 小結
為使本 e 化系統建置之成果可提供國內相關公、私部門參考使用，依整體計畫，本
計畫在系統分類完成及辦理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宣導活動，並訪談中華民國帆船協會
及蜘蛛衝浪俱樂部等民間海洋遊憩團體。根據本團隊之研究進度及已完成之系統建置成
果提出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表，以利於未來推廣工作之進行。有關國際交流初步辦理
方式仍以中國海洋學會作為聯繫平台，藉此再與中國海洋局建立溝通管道，根據本年初
雙方在台北舉行之座談會結論內容，持續作進一步有效之實質交流。基此，協會於 6
月下旬已派員赴大陸北京與中國海洋局洽談有關海象資訊與技術之交流，同時並商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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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大陸召開之第二次座談會初步構想方案。
隨者移動式個人化通訊產品愈來愈普及，透過個人化的海象資訊簡訊服務可以將海
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的產品廣為推廣。本工作項目與海象測報中心人員溝通，訂定出每
則簡訊發送的內容，接者持續進行簡訊的發送測試。本年度的主要工作就是進行商業模
式的探討，並與電信業者進行接觸，就海象測報中心自行建置發送作業、尋求民間氣象
公司合作開發商業模式、或是加入已有的氣象簡訊服務等進行評估，建議一套可以永續
經營的商業模式，由於在中央氣象局現行的制度及網路控管的制度下，不能由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直接對使用者進行簡訊發送，因此初步建議是依照氣象資訊的簡訊服務模
式，由海象測報中心依氣象資訊的提供途徑，提供海象資訊給電信業者，並由業者協助
在其網頁上增加簡訊服務的海象產品選項，讓一般民眾也可在電信服務網頁上點選海象
資訊，開始海象資訊相關的簡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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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建置
4.1 引言
台灣為海島型國家，地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氣候，歷年 5 月至 9 月為颱風侵台
影響最為嚴重期間。颱風對台灣的影響除山區地形陡峻常引發洪水氾濫、土石流
外，在沿海低窪地區亦造成淹水，危及台灣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以今年之氣候狀
態來看，本年度颱風生成均集中於九至十月間，短短 2 個月內即生成了 5 個颱風。
氣候異常及全球暖化效應交互影響著台灣地區。爰此，氣候的掌握及歷史颱風相關
研究更顯重要。氣象局委託本研究團隊執行海象資訊 e 化系統的整合，其中，歷史
颱風暴潮資訊系統為三年建置計畫，本年為第二年，將進行雛型系統的建置。
本雛型系統功能已於 99 年 4 月 30 日初步經由海象中心驗收通過，系統功能已
具備歷史颱風路徑查詢、暴潮及波高數值展示。本期透過工作會議中心提出希望整
併颱風期間海岸災害展示的功能，以及水位及暴潮時序列圖之功能。目前雛型系統
已可查詢歷次颱風災情縣市以及暴潮、水位時序列圖。研究團隊期中至期末階段也
依據驗收建議修正事項逐步於期中至期末工作階段進行系統功能之修訂。日前並於
99 年 11 月 18 日辦理本系統教育訓練，共 2 小時，並有多位承辦人參與，研究團隊
同仁並針對本系統開發緣由、資料庫背景說明、系統功能等逐項介紹。
有關資料庫系統重整，系統開發團隊已透過海象中心協助，取得有關安管內
Oracle 資料庫之颱風編號、颱風路徑、測站、暴潮、波高、潮位及波浪警戒值等資
料表。期中階段並針對氣象局波高資料庫進行系統反應時間的試作，期末階段工作
項目著重於下列幾項：暴潮及波高資料庫擴充至 2009 年、颱風災害文字及圖片查
詢功能的開發…等。本期並經由幾次工作會議協商，初步決議有關氣象局提供之暴
潮及波高資料庫部份，將由研究團隊於 100 年度開發資料庫篩選程式，透過系統維
護人員個人電腦執行程式連線安管內 Oracle 資料庫，匯出 Access 格式資料庫，並
透過資料庫維護人員匯入安管外 e 化系統 MySQL 資料庫，以達到海象中心需求，
希望可以套用氣象局的暴潮及波高資料，以整合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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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之建置
本系統經去年度系統設計階段至今，舉行多次工作會議中討論，對於系統功能
有下列幾點需求：
1.

需可展示歷史颱風路徑。

2.

需可依颱風路徑分類查詢颱風名稱。

3.

需可查詢暴潮。

4.

需可查詢水位。

5.

歷次颱風暴潮及水位時序列圖。

6.

需可查詢波高。

7.

需可依該次颱風展現海岸災害分類底圖。

8.

點選災情縣市，需展示海岸災害描述及圖片。

9.

颱風資料庫應以氣象局提供資料表為優先。

10. 暴潮及波高資料表結構可由團隊自行設計，唯應考慮氣象局暴潮及波高資料庫
更新時應提供自動化程式。

11. 資料庫擴充至 2009 年。
12. 水位及波高查詢功能需加入警戒值。
由於本系統必須於 4 月 30 日前進行雛型功能驗收，故 1~6 項工作已先於期中
階段前進行開發完畢。第 7 點災損分類底圖，經過研究團隊與海象中心的共同努力
下，針對分類的研議已確認分為「海堤護岸破壞」
、
「海水倒灌及越波溢淹」
、
「崩塌
或交通中斷」、「其他」。
關於第 10 點，本期已於期中階段針對氣象局暴潮波高資料庫套用之需求，特
別進行雛型系統套用氣象局資料庫反應時間之測試。最後透過幾次工作會議之討
論，決定本系統以新設計之暴潮及波高資料庫格式為主。由於氣象局提供之暴潮及
波高資料庫較為複雜，且本期系統模組開發眾多，限於工作時程及經費因素，在與
承辦人溝通過後，決定暫時系統 2008、2009 年之暴潮及波高數值內容採用氣象局
資料，2007 年以前為研究團隊前期系統之分析資料，並預計於 2010 年度全部更新
為氣象局水位及暴潮、波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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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歷史颱風資訊系統暴潮展示
本系統首頁已整合進海象 e 化資訊系統專業版。專業版及內部版主要功能選單
均已整合於 MMC135 伺服器中。系統首頁以颱風查詢功能區域列出颱風年度，目
前系統已可查詢 1998 年至 2009 年有發海上颱風警報之歷史颱風。由於海象中心表
示，唯有發布海上颱風警報之颱風有做颱風路徑之分類，故系統將篩選颱風編號資
料表中，颱風路徑分類欄位中有填值的(0~9)，列於颱風名稱下拉選單中。

圖 4- 1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首頁

上圖 4-1 為系統首頁。系統左方是台灣籠罩在颱風下的一張設計圖，颱風尾端
的雲束以 0 和 1 表示，富含資訊代碼的設計感。右方第一個功能選單為颱風查詢，
列出 1998 年至 2009 年有發颱風警報之颱風。颱風路徑分類為 1 至 10 類，第 10 類
亦分類為特殊路徑，點選系統選單「颱風路徑」超連結，右方會顯示一張颱風路徑
分類的示意圖，以便使用者比對各路徑代碼的意義。設定颱風名稱及查詢暴潮功
能，點選「確定」，系統將導向至颱風路徑暴潮查詢結果，如下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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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暴潮查詢結果
以 2007 年 10 月侵台的柯羅莎颱風為例，目前雛型系統已具備該次颱風侵台期
間最高水位值（及其發生時間）
，及逐時暴潮偏差。查詢畫面右上方有設計一下拉
選單，可切換該次颱風波高查詢結果。颱風路徑示意圖以 7 級暴風半徑範圍繪圖，
颱風中心以一圓點表示位置。颱風軌跡以紅線表示，使用者於點選圖面下方颱風路
徑時刻，可切換颱風路徑圖。同時左方暴潮偏差也將隨時刻改變。資料庫中的水位
及暴潮偏差是每小時一筆資料，但由於颱風中心位置座標及時刻為每 3 小時一筆資
料，故查詢功能設計是以 3 小時為主。但最高水位發生時刻，有可能並非出現在有
颱風中心點的時刻。因水位最大值是以資料庫中該期間選取最大值為主。
系統提供第二個查詢功能，為該次颱風災損縣市的標示。程式會將該次颱風編
號作為參數，查詢颱風期間海岸災害資料庫，將有發生災損的縣市傳回，以彩色漸
層圖塊標示在台灣底圖上。以圖 4-2 為例，由於柯羅莎颱風是由台灣東方花蓮外海
登陸，故發生海岸災損及海岸溢淹的縣市有台北縣、宜蘭縣及花蓮縣。此三縣市在
滑鼠移過圖面時，會彩色圖塊浮凸顯示的功能，滑鼠移出該縣市圖塊將會消失，系
統如此設計主要原因是考量到不使縣市圖塊遮擋住颱風海岸災損底圖的原因。期末
研究團隊並針對系統災害分類底圖及以另開新視窗提供該縣市災損說明文字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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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之功能。後者為整併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系統功能。
暴潮查詢功能亦提供該次颱風期間水位及暴潮偏差時序圖繪製。使用者在點選
測站名稱後，將另開新視窗繪製該潮位站於該次颱風警報發布期間逐時水位及暴潮
偏差時序圖。系統畫面如下圖 4-3 所示。

圖 4-3 水位及暴潮偏差時序圖繪製
由於上圖橫軸為颱風侵台期間，考慮到歷年颱風可能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期間較
長，故系統設計不將數值標示出來，改由滑鼠移過展示替代。點選數值點可跳出對
話框顯示時間。

4.2.2 歷史颱風資訊系統波高展示
波高查詢功能系統提供該次颱風發布警報期間最大波高及逐時示性波高展
示，單位以公分顯示，以 2007 年颱風為例，台灣共有 12 個波浪站及 1 台西平台，
1998 年時只有 2 個波浪站，新竹浮標及花蓮浮標。由於 2007 年至今仍有多個暴潮
新建測站或波浪新建測站目前無在雛型系統中做顯示，故關於本系統驗收修正事項
第 5 點需求，
「台灣圖形大小建議可再縮小，以供中心評估頁面的編排」
，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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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評估後，建議圖面不宜再縮，因為以測站文字不遮蓋系統底圖的前提之下，目前
暴潮圖面的部份文字已經很擠，若再縮小勢必會有文字重疊或遮蓋住災損底圖而使
文字不清楚的狀況發生。且暴潮測站北部尚有至少 5 個 2007 年以後的新建測站目
前尚未在系統中顯示，這些潮位站包含「麟山鼻」
、
「基隆」
、
「台北港」
、
「福隆」
、
「彭
佳嶼」
。若考量到明年度擴充系統資料庫至 2010 年，這 5 個測站編排在目前系統底
圖上的前提之下，底圖比例尺再縮小空間可能會無法容納。波高查詢畫面如下圖 4-4
所示。

圖 4-4 波高查詢結果
基於海象中心於 99 年 3 月 16 日第一次氣象局工作會議中提出，歷史颱風暴潮
展示系統需於期末報告前由海象中心資料庫讀取颱風資料庫，及優先展示氣象局暴
潮及波高資料表。目前雛型系統已匯入氣象局提供之颱風資料庫，研究團隊業已透
過資料課取得波高（wave, wave1）及暴潮（tide6）資料，日前統計暴潮資料為 1991
年至 2010 年歷年每 6 分鐘之觀測與預測潮位資料，氣象局針對暴潮值之定義為「觀
測潮高－預報潮高」。資料筆數一共為 11,209,769 筆。氣象局資料庫資料量與第一
期研究成果，1998 年至 2007 年暴潮資料相差甚大，研究團隊之暴潮資料庫為 28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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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暴潮資料庫資料比數差距如此大的最主要原因為，研究團隊只有針對各年度颱
風侵台月份選出暴潮資料並匯入資料庫，而氣象局之暴潮資料庫除了並未針對月份
篩選外，資料庫為每 6 分鐘就有 1 筆資料，若系統套用氣象局資料庫勢必造成查詢
速度減慢，而且可以預期的是查詢快慢差距一定很大。針對資料量之不同，目前研
究團隊已開發一測試系統，使用氣象局波高資料庫的部份進行套用不同資料量的反
應速度測試。氣象局波高資料區間為 1997-2010，共分 2 個資料表（波浪站及浮標
站）
，為 936,053 筆，及 706,043 筆。研究團隊的波高資料庫為 1 個資料表，603,306
筆。系統查詢反應時間測試結果為 50-55 秒（氣象局之波高資料庫）
，與 3-5 秒（研
究團隊之波高資料庫）間。此測試結果亦已提供承辦人參考。

4.2.3 歷史颱風路徑展示
本節將說明如何由氣象局提供之颱風路徑資料表透過 GIS 工具轉存成為地理圖
層，進而繪製成為系統颱風底圖。以下範例採用 2007 年 10 月的柯羅莎颱風。

1. 以颱風編號選出颱風路徑，僅保留有發布颱風警報的中心點座標
經查詢氣象局颱風資料庫，2007 年柯羅莎(KROSA)颱風編號為 0715，以此代
碼以 SQL 指令自颱風路徑資料表選出柯羅莎路徑，並透過 WARN 欄位保留有發布
海上或陸上颱風警報之點位。Oracle 指令為：
「SELECT * FROM TYPHOON WHERE
ID = '0715' AND WARN > 0 ;」，查詢結果如下圖：

圖 4-5 颱風中心點座標查詢結果
由於海象中心表示，氣象局歷史颱風資料庫中的座標有兩種格式，一種是標準
時間(UTM)格式，另一種已轉換為台灣時間。而前者的資料較齊全。故研究團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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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中心申請的颱風路徑資料表均是 UTM 格式。但因系統使用習慣，以及暴潮、
波高資料庫時間均是台灣時間，故颱風資料表取出的資料必須將時間轉換為台灣時
間。

2. 開啟 ArcCatalog，設定資料庫連線字串
由於氣象局颱風資料庫為 Oracle 版本，故選擇 Data Provider 時要選取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racle」，連線之伺服器名稱請填寫本機所設定的 Oracle Client
連線名稱，非資料庫所在的電腦名稱。輸入完成可點選「測試連線」看是否連線成
功。設定畫面請參考下圖 4-6。

圖 4-6 ArcCatalog 設定 Oracle 資料庫連線畫面
若設定成功，於 Catalog 中會看到此資料庫中的所有資料表。

3. 開啟 ArcMap，載入颱風路徑資料表
開啟 ArcMap，點選工具列的 Add Data，選擇 Database Connections，選擇剛剛
設定成功的資料庫連線，載入颱風資料表，畫面如圖 4-7。
4-8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圖 4-7 ArcMap 載入颱風路徑資料表
開啟資料表後，選擇 Options，Select by Attribute，輸入查詢條件「ID=’0715’ and
WARN > 0」此步驟與第 1 步相同，若是資料庫可載入資料表且另存成功，可不需設
定第 1 步驟。若是電腦的 ArcInfo 為 9.2 更之前，可由第 1 步驟轉存為 dbf 檔，再由
ArcMap 讀取。篩選出的 ID 清單再另存為 dbf 表格於硬碟中。畫面如圖 4-8。另存成
功後再將 dbf 檔載入 ArcMap。

圖 4-8 選出颱風編號（左）並存檔（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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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開啟 dbf 檔並將颱風點位展示為地圖
以 ArcMap 載入剛剛另存成 dbf 檔的颱風編號，在左方表格上點選右鍵選擇
Display XY Data，X Field 選 LONGIT（經度）
，Y Field 選 LATIT（緯度）
，即可將颱
風點位展為地圖。如圖 4-9。

圖 4-9 將颱風點位展示為地圖

5. 以 ArcToolBox, Buffer 工具繪製 10 級暴風半徑
開啟 ArcToolBox，選擇 Analysis Tools，及 Proximity，Buffer 工具，將 Distance
欄位選擇為 Field，並選取自訂欄位 Radius。本欄位為 10 級暴風半徑轉換，因 R10
單位為公里，而地圖目前座標投影系統為經緯度、度分秒格式，故不能直接以 R10
欄位做 Buffer，需先新增欄位，將 R10*0.00900900901，單位為度。因 5400 海浬約
等於 1 萬公里，而 1 分約等於 1 海浬，故 1 度約等於 111 公里。Buffer 操作畫面如
下圖 4-10 左圖，繪製結果如下圖 4-10 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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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將 10 級暴風半徑繪製為面圖層

6. 將颱風中心座標轉存為線圖層
研究團隊使用網路上免費授權的 Hawths Tools 外掛 ArcMap 圖層處理工具
（http://www.spatialecology.com/htools/index.php），選擇 Animal Movements, Convert
Locations To Paths 將點圖層轉為線。轉換設定畫面如圖 4-11 左，轉換結果如圖 4-11
右。

圖 4-11 將颱風中心點圖層轉換為移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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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颱風中心點與暴風半徑圖層以時間關聯，另存為系統底圖
將颱風中心點位圖層（點）、颱風路徑圖層（線）、暴風半徑圖層（面）圖層均
設定好統一的樣式，即可準備出圖。由於颱風點位圖層及暴風半徑面圖層每一筆資
料均有一共通欄位，年/月/日/時。以此欄位相關聯，將點及面圖層設定 Definition
Query 為相同，即可展現同一時刻颱風位置及暴風半徑，並另存為圖檔。設定結果
如圖 4-12 所示。每一颱風路徑圖均以時間作為存檔檔名，以 png 格式為主，並以颱
風編號為資料夾分類檔名，圖層檔名編碼格式為「颱風編號（4 碼）_西元年(末 2
碼)月(2 碼)日(2 碼)時(2 碼)」。編碼的時間格式均已轉換為台灣時間，方便與資料庫
程式串連。

圖 4-12 儲存颱風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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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置
本系統延續去年資料庫設計，將資料表略分為基礎資料表、時序資料表、及颱
風資料表等三大類。今年進行資料庫整合及建置之工作，以下分節論述資料庫建置
之狀況。

4.3.1 基礎資料表建置
基礎資料表包含測站資料表，均為由氣象局安管內 Oracle 資料庫中匯出既定格
式，業已於期末階段全數匯入安管外內部版 MySQL 資料庫，以符合海象中心資料
庫整合需求。並且期末階段為了新增災害圖片的展示功能，新增一個災害圖片編碼
資料表於內部版資料庫中。

1. 測站資料表
測站資料表名稱為 ST，紀錄有各類海象測站編號、測站名稱、類別等資料欄位。
資料表 Schema 格式如下圖 4-13。詳細資料代碼請參考附錄十一，表 3-1。

圖 4-13

ST 資料表編碼格式

2. 測站編號資料表
測站編號資料表名稱為 STDATA，紀錄有各類海象測站編號、測站建站日期等
資料欄位。資料表 Schema 格式如下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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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STDATA 資料表編碼格式

3. 颱風災害圖片資料表
研究團隊將歷次整合之颱風圖片依據颱風編號整理歸檔，共整理出七個颱風有
災害報導，此七個颱風編號請參考下表 4-1 所示。團隊也依據先前研究成果蒐集之
災情報導新聞照片，予以統一縮圖轉檔為 JPG 檔，供系統使用。本資料表規劃如圖
4-15。
表4- 1 颱風災害圖片整理表
年度

颱風編號

颱風名稱

災害圖片個數

1991

9107

艾美 (AMY)

1

1996

9607

葛樂禮 (GLORIA)

1

2000

0010

碧利斯 (BILIS)

2

2000

0020

象神 (XANGSANE)

3

2008

0815

薔蜜 (JANGMI)

2

2009

0908

莫拉克 (MORAKOT)

2009

0917

芭瑪 (PARMA)
合計

圖 4-15

24
2
35

StormPhoto 資料表編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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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時序資料表建置
時序資料表包含暴潮資料表、波高資料表。目前雛型系統套用的資料表格式為
團隊建議的。於明年計畫執行期間將研擬由氣象局 Oracle 資料庫中匯出暴潮及波高
資料表，並匯入海象 e 化系統內部版資料庫中，以符合海象中心資料庫整合需求。

1. 暴潮資料表
暴潮資料表名稱為 TIDEDIFF，紀錄有各類海象測站編號、測站名稱、類別等
資料欄位。
(1) 系統現行之暴潮資料表
團隊建議之暴潮資料表格式如下圖 4-16。詳細欄位名稱請參考附錄十一，表
3-4。

圖 4-16 團隊建議之暴潮資料表編碼格式
(2) 氣象局提供之暴潮資料表
氣象局提供有每 6 分鐘一筆資料的暴潮資料表，資料表名稱為 Tide6，為 1991
年至 2001 年之暴潮資料，資料庫欄位格式如圖 4-17 所示。暴潮欄位為 min0。

圖 4-17 氣象局暴潮資料表編碼格式

2. 波高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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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高資料表名稱為 WAVEH，為研究團隊建議之資料表格式，紀錄有波浪站之
逐時示性波高、波向、週期等資訊。
(1) 系統現行之波高資料表
團隊建議之波高資料表編碼格式如圖 4-18，詳細欄位定義名稱請參考附錄
六，表 3-5。

圖 4-18 團隊建議之波高資料表編碼格式
(2) 氣象局提供之波高資料表
氣象局提供有每小時一筆資料的波高 資料表，資料表名稱為 WAVE 及
WAVE1，前者為波浪站資料表，後者為浮球站資料表。波浪站資料表編碼格式如
下圖 4-19、浮球站資料表編碼格式如下圖 4-20 所示。波高欄位為 wave.H、wave1.H3。

圖 4-19 氣象局波浪站資料表編碼格式

圖 4-20 氣象局浮球站資料表編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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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套用氣象局颱風資料庫
團隊於今年度計畫執行期間，透過海象中心人員協助取得安管內 Oracle 颱風資
料庫之 2 個颱風資料表。分別是颱風編號資料表，紀錄有歷年侵台颱風編號及中文、
英文名稱；以及颱風路徑資料表，紀錄有歷次颱風自生成到發布海上颱風警報、陸
上颱風警報、解除警報以至颱風消失之所有颱風中心點位座標資料及時間。以下分
項次說明 2 資料表結構。

1. 颱風編號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為 TyphoonID，資料表編碼格式如下圖 4-21 所示，詳細欄位代號請
參考附錄十一，表 3-2。

圖 4-21 颱風編號資料表編碼格式

2. 颱風路徑資料表
資料表名稱為 Typhoon，資料表編碼格式如下圖 4-22 所示，詳細欄位代號請參
考附錄十一，表 3-3。

圖 4-22 颱風路徑資料表編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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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相關前期系統功能整併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為海象 e 化服務系統所有系統模組規劃當中，唯一與颱
風展示有關的系統。海象中心人員表示，希望可以將前期與颱風、災害相關的系統
功能，挑選特定資料庫內容、颱風災害圖片等功能整併進入本系統當中。與前期相
關計畫較有關的有兩個部份，分別為「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
、以及「近
岸海域災害資料庫」兩類。以下分章節詳述此二系統功能以及資料庫整併的方式。

4.4.1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介紹
本系統緣起自 2000 年工研院能資所受氣象局委託執行「海岸地區海水倒灌調
查與分析」計畫成果，蒐集相關 1993 年至 2009 年間沿海地區發生海水倒灌事件以
及該年度颱風路徑、潮位、波高資料等，藉以分析台灣地區發生海水倒灌的次數。
並於 2003 年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00 版本開發一 VBA 單機版的程式，即為本系統
的雛型。以供海象中心於颱風發生時，可查詢歷年來相關的颱風資訊。工研院日後
採用 ASP.NET 程式配合 Oracle 資料庫，以三層式(Three Tier)的系統規劃架構建置
了擴充版的資料庫查詢系統，為將運算邏輯(模式)獨立出單獨的一層，以與伺服器、
使用者介面分開。分散化的系統架構使系統運作的彈性更大，並且更易於維護。系
統功能包含了有歷史颱風資料查詢、海水倒灌機率查詢、海岸災害及波浪資料查
詢、海水倒灌及潮汐資料查詢，以及資料管理權限區。而海岸災害資料庫的部份，
去年度本計畫執行期間也已更新至 2009 年間。海岸災損分類分為四類，分別是暴
潮溢淹、海堤破壞、海水倒灌、其他等四類，代碼表請參閱表 4-2。
表4- 2 海岸災損分類代碼表
災害類型

暴潮溢淹

海堤破壞

海水倒灌

其他

Kind

1

2

3

4

各類代碼意義茲詳述如下：

3. 暴潮溢淹
造成岩岸溢淹的原因有二，第一個原因為颱風或持續的強風所帶來之大浪形成
波浪越波的現象造成沿岸溢淹的情形；第二個原因為豪大雨造成雨量的累積所造成
之溢淹情形，此兩種因素為不同的兩個層面。當波浪遭遇海岸結構物，如防波堤、
護岸或海堤時由於波浪的前進受到結構物的阻擋，於是會在結構物表面發生溯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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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並因波浪不斷的入射、反射形成重複波浪系統，造成波浪溯升的程度增高，當
波浪溯升的高度高過於結構物高度時，波浪即越過堤頂發生越波現象，進而造成沿
岸區域的溢淹情形。另外颱風、暴雨所帶來之豐沛降雨，由於降雨集中，使得低窪
地區在短時間內無法及時排放雨水造成溢淹情形。一般在海岸結構物的設計上適度
的越波量是被允許的，但太大的越波量(海嘯、暴潮等)不僅會對結構物造成破壞，
更會波及沿岸路地區域的人身安全。

4. 海堤破壞
海岸結構物主要以防潮禦浪的功用為主，藉以保護海岸及沿岸設施與生命安
全。海堤與護岸海岸防護工程，為最常使用的技術與結構物，海堤用以防制溢淹災
害，而為防止路基被波浪沖刷，一般都使用護岸以及消波塊保護堤基，因此海堤與
護岸能夠有效的減低波浪的能量，達到保護海岸線的功效，但由於海堤與護岸處於
保護海岸工程的第一線，當颱風、暴潮、瘋狗浪等海岸災害發生時，往往成為首當
其衝的設施，所受到的衝擊以及傷害顯而易見，故每當颱風來臨，常有海堤斷裂破
壞、護岸崩塌傾斜等狀況發生。因此海堤與護岸的破壞，使得沿岸設施、近岸居民
無防護結構物保護，往往造成更嚴重的災情。

5. 海水倒灌
造成海水倒灌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因素主要分為三種，分別為滿潮因素、風
速因素、氣壓因素等三種。在正常環境狀況下，地球與太陽、月球之間的引力作用
產生的潮汐現象，並不會造成災害的發生，但若考量氣候因素，例如颱風、熱帶低
氣壓的產生，所帶來的強風以及暴雨，則會增加發生海水倒灌的可能性。持續性的
強風能造成幾公尺甚至十幾公尺的浪高，海浪接近防波堤前甚至越波，即產生海水
倒灌，若此時正逢滿潮，海水倒灌的情形更容易發生；且颱風本身為低氣壓氣旋結
構，持續向颱風眼中心的上升氣流，推高了幾公尺高的上漲浪潮，若加上滿潮等自
然現象適時的影響，海水倒灌的情形即刻發生。除自然因素影響之外，近岸地區養
殖漁業的需求，抽取地下水供給魚塭養殖使用，漁塭處處可見，致使過量抽取地下
水，導致地底地下水平衡系統遭受破壞，進而產生地層下陷等問題，除了造成地表
結構物的沉陷、破壞等影響之外，地下水層的補注若仰靠海水注入，則會造成土壤
鹽化的問題，進而影響農作物的耕種。且地層下陷的情況發生，使得沿海地區海拔
高度低於海平面，每逢大潮，便會造成海水倒灌的問題。

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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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類型已於氣象局歷次工作會議中討論確定，
「其他」類型中包含為漂流木堆
積、砂石堆積、侵蝕、海堤護岸以外結構破壞。本項目主要探討，因漂流木堆積、
砂石堆積、侵蝕、海堤護岸以外結構破壞所造成之沿岸崩塌或交通中斷之災害情形，
由於海岸地區具有多樣的地形型態，並隨著波浪、海潮、河川輸沙以及人工設施等
作用消長，造成海岸線堆積侵蝕的現象。由於颱風作用下，上游樹木經河川漂流於
海岸堆積於下游海岸稱之為漂流木。若海岸補注之沙源較被侵蝕的沙量來的多，則
稱為沙石堆積；而當海岸侵蝕的作用較堆積作用來的強烈，則稱為侵蝕現象。近年
來由於陸域土地利用快速，坡地水土保持措施完善，降低泥砂流失量，反而造成注
入之海岸的輸沙量減少，再加上海岸各種經濟活動，例如海埔新生地開發利用、港
灣衝程的建設與海岸結構物的出現，影響海岸輸沙、泥沙移動的條件，造成海岸堆
積侵蝕現象失衡，導致海岸侵蝕情況惡化以及突堤效應所導致的淤積情形。總體而
言由於各種河川改善工程以及水庫的興建，造成河川排沙量顯著的減少，使得台灣
整體海岸邁入侵蝕階段，侵蝕現象較為顯著。
海岸線不斷侵蝕的結果，除了造成國土流失，海岸線的後退，使波浪作用提早
到達防護構造物，而結構物本身設計之外緣海床深度及坡度增加，導致波浪或暴潮
直接衝擊濱海結構物造成崩壞，進而引起海水倒灌等各種災害發生，造成沿海地區
居民生命財產的威脅。而海岸線淤積的原因多是因為錯誤的海堤施工，所造成的突
堤效應產生海岸灘地淤沙現象，通常造成堤前堆積、堤後侵蝕的狀況，如圖 5-5 所
示。而海岸線不斷堆積的成果，常造成海堤被沉積物淤積接近堤頂，當受到颱風等
暴風雨影響時，海浪則會沿著坡度減緩的防護構造物淹過構造物，造成海水倒灌、
溢淹等情形發生。
承以上分類說明，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畫面如下圖 4-23 所示，系統
資料庫災害資料整理請參閱圖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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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

圖 4-24 災害資料庫整理
上圖 4-24 為海岸災損資料庫建置的基礎，團隊先以 Excel 表登打整理完成後，
再依據資料庫格式，匯入 Oracle 資料庫中，上圖的資料代碼意義如表 4-3 整理。
表4-3 海岸災害資料庫欄位表
ID

CNAME

DisasterCountry

DisasterStatus

Kind

颱風編號 颱風名稱 海岸災害發生縣市 海岸災害發生地點 災損類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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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資料庫整併
本期計畫於整合內部版系統時，目前已完成與前期相關系統「颱風期間海岸災
害資料庫」整併，而該系統相關資料表有 2 個，分別是海岸災害資料表
（SEADISASTER）以及海堤溢淹資料表（SEAINUNDATION）
。以下將分項次介紹
此二資料表。

1. 海岸災害資料表
資料表中紀錄有 1991 年度至 2009 年之颱風編號、颱風名稱、災害發生縣市、
災害描述、災害分類代碼等資訊。海岸災害資料表欄位名稱代碼請參考附錄十一，
表 3-6。

2. 海堤溢淹資料表
本計畫已將海堤溢淹資料表進行更新至 2010 年，資料表中紀錄有 1991 年度至
2010 年之颱風編號、颱風名稱、溢淹發生縣市、溢淹描述、分類代碼等資訊。海堤
溢淹資料表欄位名稱代碼請參考附錄十一，表 3-7。

4.4.3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功能移轉
本節將描述如何將颱風期間災害查詢展示系統功能與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
整合。由於 4.4.2 小節中所描述的海岸災害資料表及海堤溢淹資料表目前已整合進
入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內部版資料庫中，期末階段系統也已可於水位、暴潮及波
高查詢頁面中，點選災害縣市展示有關歷次颱風災害描述及災情照片。如圖 4-2 所
示，歷次颱風災情縣市已可透過資料庫篩選海岸災害資料表及海堤溢淹資料表中，
該次颱風 ID 代碼以 SQL Select 指令：Select SeaDisaster.County, SeaInundation.County
from SeaInundation Inner Join SeaDisaster on SeaInundation.ID= SeaDisaster.ID，即可
篩選出該次颱風有海岸災害或海堤溢淹的縣市。再以 Where 條件篩選指定 ID 的颱
風。以 2007 年柯羅莎颱風(ID=0715)舉例，於海岸災害資料庫中有台北縣、宜蘭縣、
花蓮縣三縣市有海岸災情，災情類別分別屬於海水倒灌、海岸侵蝕與淤積、越波溢
淹。而於海堤溢淹資料庫中則有台北縣 1 個縣市，災情類別屬於海岸侵蝕與淤積。
系統將以此三個縣市標示出圖塊，並於系統滑鼠移過縣市範圍時操作顯示。
研究團隊並已於期末階段增加系統功能，使用者可透過點選當次颱風災情縣市
的圖塊，另開新視窗展示災情縣市的文字描述，包含由海岸災害、海堤溢淹災害文
字描述。若該縣市有蒐集災情或溢淹圖片，系統將一併顯示出來。系統畫面如圖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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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災情進階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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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颱風海岸災害資料庫欄位規劃
本研究透過經濟部水利署「海岸水情系統」之歷史災情查詢所取得 2003-2006
年間颱風期間的災情資料，依據災害發生年度、颱風名稱、縣市別、災害類別等查
詢條件選擇，可得颱風海岸災害資料，所得災害資料欄位依據發生時間排序，內容
包括颱風名稱、災害類型、發生日期、主管機關、縣市別、鄉鎮別、資料來源、更
多資訊（災害情況的說明）等欄位，如圖 4-26 所示。此部分海岸災情資料的取得僅
至 2006 年的珍珠颱風為止，而不足之海岸災情資料則仰賴歷史災情報導資料來蒐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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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颱風海岸災害資料欄位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海岸水情系統」)

2. 歷年颱風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料庫
本研究蒐集 2003 年至 2009 年間之颱風報導以及颱風所引致之災情報導，由報
導中獲得颱風警報發布初期的時間、颱風未來可能路徑、土石流警戒區域、海水倒
灌警戒區域、豪大雨地區等資訊的發布；此外還有受颱風侵襲台灣全島各處的災情
報導，農作物損失、人員傷亡、沿海結構物毀損、崩塌侵蝕斷橋封路等災情資訊。
本研究針對沿海地區受颱風襲擊之海岸災情進行蒐集。利用 Excel 將台灣逐年颱風
資料及其報導整理成「歷年颱風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料庫」
，內容包含颱風資料、
災情報導、災害圖片，如圖 4-27~圖 4-28 所示，將所蒐集之所有颱風歷史災情報導
以資料庫方式儲存並建立「歷年颱風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料庫」
，資料庫內容詳述
於附錄十一，同時配合「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更新所需之海岸災情內
容，並配合經濟部水利署「海岸水情系統」歷史災情查詢的災情資料進行比對及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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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歷年台灣颱風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料庫（2003-2009，本研究整理)

圖 4-28 颱風災情報導展示（2009 莫拉克颱風為例）

本工作項目依據前期(97、98 年度)建立之歷史災情報導與災損圖片資料庫，建
置成地理資訊系統可讀取之 shapfile 圖層資料。本計劃將 97、98 年度所蒐集之歷史
災損圖片，按颱風期間所引致之災損位置，並將災損圖片直接展示於圖面之上，以
方便使用者直接與災損點進行對照，以獲知該災損之位置資訊、災損情況資訊及災
損圖片資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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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近岸海域災害查詢功能建置
因應暴潮系統背景構圖需求，故本研究團隊以原有之颱風災害點資料庫基礎，
配合 GIS 9.2 版本製作背景。內容除了包含原有之縣市界底圖，另外加上了災害點
分佈。將依颱風名稱分類後的災害點圖層與鄉鎮界圖層做 intersect 功能，擷取該次
颱風單個災害產生範圍圖層。此圖層透過地理資訊軟體出圖，套疊在歷史颱風暴潮
系統底圖，以供颱風查詢之用。本章節將依災損資料分類方式、使用軟體、圖層建
置過程闡述。

1. 台灣近岸海域災害圖層建置
台灣地處副熱帶季風區，夏秋之際常遭受颱風侵襲之威脅，每逢颱風過境，颱
風的災害事件是無法避免的，每年因颱風帶來許多港口、港灣以及海岸等災害。台
灣北部、中部地區雖不屬颱風登陸的要衝地區，但颱風持續北上，掠過北部的颱風，
風向上大致為西北風，而北半部的河流多為西北向，出海口面臨颱風來向，時常發
生海水倒灌以及暴潮溢淹的情形；且受颱風外圍環流所引進的強烈西南氣流影響，
往往造成中南部地區連日豪雨造成嚴重災情，尤以中部山區土石流情形最為嚴重，
況且西部地區海岸與平原連接，海岸較為平淺，沙洲瀉湖結構發達，無天然屏障，
颱風來襲等強烈氣候影響，是造成西部海岸線侵蝕現象顯著以及海水倒灌以及颱風
暴潮所造成的淹水情形的主要原因。而強烈的風浪作用，對於構築於海岸之海岸結
構物，為颱風、暴潮等海岸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設施，所設之衝擊顯而易見，
難以避免海堤損害、護岸崩塌等災情發生。
東海岸為逐漸被侵蝕之海岸，其原因包括直接面臨深海，又有板塊擠壓的活動
之助力，更增加其被侵蝕性。礁溪斷層海岸位於頭城大澳至北港口間，海岸線相當
平直，海蝕平台及單面山分布其上，為東北角海蝕地形的一部分。蘭陽沖積海岸自
北港口至北方澳，主要由蘭陽溪供應砂源形成，並以蘭陽溪口為界形成二個獨立弧
型海岸，海岸內側有一道天然砂丘，為台灣地區最具代表性之砂丘海岸。蘇花斷層
海岸界於北方澳及和平溪口間，除南方澳三角洲河口小形沖積扇外，皆為面海矗立
之懸崖峭壁，蘇澳至烏石鼻一帶多灣澳、海岬，南澳以南為直線形斷層海岸，蘇花
公路蜿蜒其上，形勢險峻壯觀。花蓮海岸因地理環境的關係，歷年均受到太平洋低
氣壓所形成之颱風巨浪侵襲。在立霧溪口以北因屬斷層岩岸侵蝕較緩，在花蓮溪口
以南屬海岸山脈之岩石海岸，侵蝕速度亦較緩。東部海岸多屬山岩峭壁，砂岸間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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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岬角間，但底床多陡峭，砂灘狹窄，由於面臨太平洋，受深海巨浪直接衝擊，即
或 10 公尺高之灘地亦常有大量海水夾雜砂石溢淹。而強烈的風浪作用，對於構築於
海岸之海岸結構物，為颱風、暴潮等海岸災害發生時，首當其衝的設施，所設之衝
擊顯而易見，難以避免海堤損害、護岸崩塌等災情發生。台灣之海岸概況如表 4-4
所示。
表4-4台灣海岸概況(本計畫整理)
海岸
海岸別

縣市別

長度

境內重要
河川水系

海岸類型

侵淤情況

(公里)
宜蘭海岸

石城以北：岩岸

宜蘭縣

106

蘭陽溪、和平溪

基隆市

18

淡水河

淡水河口以東：岩岸

變化不明顯

台北縣

122

淡水河

淡水河口以南：砂岸

略侵蝕

桃園縣

39

淡水河

砂岸

侵淤互現

新竹縣

12

鳳山溪、頭前溪

新竹市

頭前溪

砂岸

侵淤互現

17

苗栗海岸

苗栗縣

50

砂岸

侵淤互現

台中海岸

台中縣

41

砂岸

淤積

彰化海岸

彰化縣

61

烏 溪、濁水溪

砂岸

雲林海岸

雲林縣

55

濁水溪、北港溪

砂岸

由淤積轉為侵蝕

嘉義海岸

嘉義縣

41

砂岸

由淤積轉為侵蝕

砂岸

略侵蝕

台北海岸
桃園海岸
新竹海岸

中港溪、後龍溪
大安溪
大安溪、大甲溪
烏 溪

北港溪、朴子溪
八掌溪

石城以南：砂岸

侵淤互現

大部分淤積
小部分地盤下陷

八掌溪、急水溪
台南縣

54

二仁溪

台南海岸

高雄海岸

屏東海岸

曾文溪、鹽水溪

曾文溪、鹽水溪

台南市

23

高雄縣

37

高雄市

26

屏東縣

152

二仁溪
二仁溪、阿公店溪、
高屏溪

砂岸

－

侵蝕
略侵蝕

高屏溪、東港溪

鵝巒鼻段：珊瑚礁

枋山以南：變化不明顯

四重溪

其餘各段：砂岸

其餘各段：侵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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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
海岸別

縣市別

長度

境內重要
河川水系

海岸類型

侵淤情況

(公里)
台東海岸

台東縣

172

花蓮海岸

花蓮縣

175

澎湖海岸

澎湖縣

320

台灣省

卑南溪、秀姑巒溪

成功以北：岩岸
成功以南：砂岸

秀姑巒溪、花蓮溪、 新城至花蓮溪口：砂岸

侵蝕

侵蝕

和平溪

其餘各段：岩岸

－

岩岸( 珊瑚礁)

變化不明顯

1,520

金門海岸

金門縣

砂岸、岩岸兼有

砂岸部分侵蝕

馬祖海岸

連江縣

多數為岩岸

侵蝕

2. 台灣近岸海域災害類型
台灣地處北太平洋中西部邊緣，在太平洋西部生成的颱風，其行進方向受到太
平洋副熱帶高氣壓順時針環流導引，多以偏西至西北路徑移動，當進入西風帶（北
緯 20°-30°）後受西風影響則轉至東北向。當颱風持續向北行進，颱風所引起的氣壓
場改變，使得海水面上升伴隨著西北向的風力吹送，因北半部的河流多為西北向，
出海口面臨颱風來向，時常導致暴潮溢淹以及海水倒灌的情形；而強烈的海浪作用
於海岸結構物上，所造成的海堤破壞、護岸崩塌等狀況也常發生。本研究統計
2003-2009 年間颱風對於台灣北部地區所造成的海岸災害， 共計有 5 筆資料，其災
害地點及造成災害之颱風如下表 4-5 所示，所蒐集之北部海岸歷史颱風報導照片，
如圖 4-29 所示。
台灣中西部地區海岸海岸堆積地形相當發達，沿岸地區多屬陰堆積作用所產生
之沙灘、沙洲、沙嘴、潟湖等海積地形，由於海岸線較為平緩與平原直接連結，無
天然屏障保護，因次每當颱風作用下常有颱風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等災害發生，除自
然因素影響外，近岸地區養殖漁業的需求，抽取地下水供給魚塭養殖使用，漁塭處
處可見，致使過量抽取地下水，產生地層下陷等問題，使得沿海地區海拔高度低於
海平面，每逢大潮，便會造成海水倒灌的問題。為保護西部海岸免受海水倒灌之苦，
多以海岸結構物保護海岸及沿岸設施與沿海居民生命安全，然而在受到波浪、海潮、
河川輸沙以及人工設施等作用下，造成西部地區海岸線消長，堆積侵蝕的現象顯著。
本研究統計 2003-2009 年間颱風對於台灣中部地區所造成的海岸災害，共計有 3 筆
資料，其災害地點及造成災害之颱風如表 4-5 所示，並展示中部海岸地區歷史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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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如圖 4-29 所示。
台灣南部集中夏季降雨，降雨強度非常大。台灣南部沿海地區早期在海岸附近
建漁塭來養蝦養魚，超抽地下水導致之地層下陷，也造成陸地高度降低，每當豪雨
或颱風時，沿海附近的鄉鎮較易淹水。且受東南季風及颱風影響時常導致海水倒灌
的情形。本研究統計 2003-2009 年間颱風對於台灣東部地區所造成的海岸災害， 共
計有 2 筆資料，其災害地點及造成災害之颱風如下表 4-5 所示。
台灣地處北太平洋中西部邊緣，在太平洋西部生成的颱風，其行進方向受到太
平洋副熱帶高氣壓順時針環流導引，多以偏西至西北路徑移動，當進入西風帶（北
緯 20°-30°）後受西風影響則轉至東北向。颱風所引起的氣壓場改變，使得海水面上
升伴隨著東北向的風力吹送，因東部的河流多為東北向，出海口面臨颱風來向，時
常導致暴潮溢淹以及海水倒灌的情形；台灣東部形狀南北狹長，總長度共約 250 公
里。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長浪盛行。夏季發生於西太平洋地區的颱風，當路徑通
過台灣，往往自東部登陸，常造成災害。若颱風未登路台灣，造成的湧浪也對海岸
是一大損害來源。而強烈的海浪作用於海岸結構物上，所造成的海堤破壞、護岸崩
塌等狀況也常發生。本研究統計 2003-2009 年間颱風對於台灣東部地區所造成的海
岸災害，共計有 11 筆資料，其災害地點及造成災害之颱風如下表 4-4 所示，所蒐集
之海岸歷史颱風報導照片，如圖 4-29 所示。
本研究總共參考「海岸法」(草案)第十一條規範「海岸侵蝕」
、
「洪氾溢淹」
、
「暴
潮溢淹」、「地層下陷」、「其他潛在災害」；中央氣象局 2003 年「颱風期間海岸災害
查詢展示系統」將災害分為「颱風巨浪造成潰堤」
、
「海水倒灌」
、
「崩塌或交通中斷」
、
「其他」
；2008 年「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計畫將災損類型分為「海
堤護岸破壞」
、
「海水倒灌/沿岸溢淹」
、
「海岸侵蝕與淤積」
、
「其他」
；
「海岸地區海水
倒灌調查與分析」
（2001）
、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2002)、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2008)，相關海岸災害系統之災害類型分類，將海岸災
損分為：
「海水倒灌」
、
「淹水」
、
「侵蝕破壞」
、
「漂砂堆積」
、
「漂流木堆積」
、
「海堤護
岸損壞」、「碼頭損壞」、「其他構造物損壞」八類海岸災損類型，並簡化為「淹水災
情」、「海水倒灌災情」、「海岸侵蝕破壞」、「海岸堆積災情」、「海堤護岸破壞」五個
類別。而本研究在背景製作時採用之分類乃考慮到資料庫整合原因，故分為「海堤
護岸破壞」、「海水倒灌/暴潮溢淹」、「崩塌或交通中斷」、「其他」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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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2003-2009年間颱風引致之海岸災害（本研究整理）
台灣分區 縣市地區
基隆市
台北縣

颱風名稱

災害地點

災害類型

艾莉颱風

基隆嶼外側碼頭

侵蝕崩塌

薔蜜颱風

北海岸

海岸堆積

柯羅莎颱風

濱海公路貢寮路段

海水倒灌

台北市
宜蘭縣
北區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目前尚無資料
納坦颱風

宜蘭蘇澳大坑罟

海水倒灌

柯羅莎颱風

頭城石城漁港~蘇花公路朝陽漁港

海岸堆積

柯羅莎颱風

烏石、朝陽漁港

侵蝕崩塌

芭瑪颱風

冬山鄉

海水倒灌

艾莉颱風

新屋鄉深圳及蚵殼海堤

海堤護岸破壞

艾莉颱風

南寮

海水倒灌

碧利斯颱風

新竹市海巡署崗哨

侵蝕崩塌

辛樂克颱風

南寮港北自行車道

侵蝕崩塌

苗栗縣
台中縣

目前尚無資料

台中市
彰化縣
中區

莫拉克颱風

彰化縣伸港鄉

南投縣

雲林縣

花蓮縣

東區

台東縣

海岸堆積

目前尚無資料
敏督利颱風

台西鄉五港碼頭

海水倒灌

敏督利颱風

麥寮

海水倒灌

敏督利颱風

口湖海堤無尾屯堤防

海堤護岸破壞

碧利斯颱風

台西海堤海園北堤頂路

侵蝕崩塌

南瑪都颱風

花蓮縣花蓮漁港

海堤護岸破壞

泰利颱風

花蓮縣新城鄉垃圾場

侵蝕崩塌

龍王颱風

花蓮縣吉安鄉東昌村附近海堤

海堤護岸破壞

米塔颱風

蘇花、中橫公路

侵蝕崩塌

碧利斯颱風

吉安鄉榮光新村海堤

海堤護岸破壞

柯羅莎颱風

花蓮新社小湖船澳

海岸堆積

柯羅莎颱風

鹽寮船澳停車場

海岸堆積

柯羅莎颱風

水璉沙灘

侵蝕崩塌

柯羅莎颱風

磯崎沙灘

侵蝕崩塌

鳳凰颱風

環保公園鄰近海岸海堤

海堤護岸破壞

辛樂克颱風

豐濱村小港路海岸

越波溢淹

杜鵑颱風

台九線南迴公路太麻里路段

越波溢淹

台十一線海堤
(0+010～0+020、0+150～0+210)

海堤護岸破壞

香蘭遺址及豐里公墓

海水倒灌

台東富岡漁港

越波溢淹

敏督利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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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分區 縣市地區

颱風名稱

災害地點

災害類型

南迴公路太麻里多良段

海水倒灌

台東富岡二號海堤樁(0+135~0+165)

海堤護岸破壞

海棠颱風

台東富岡二號海堤樁(0+180~0+200)

海堤護岸破壞

薔密颱風

南橫公路栗松段

侵蝕崩塌

台九線大武至太麻里間路面

海水倒灌

蘭嶼

海水倒灌

敏督利颱風

東石、布袋

海水倒灌

碧利斯颱風

海浦堤防

海水倒灌

納坦颱風

莫拉克颱風
嘉義縣
嘉義市
台南縣
台南市
高雄縣
南區
高雄市

屏東縣

目前尚無資料
敏督利颱風

台南縣北門鄉永隆溝、將軍鄉、學甲
鎮

海水倒灌

海棠颱風

台南縣七股大潮溝海堤

海堤護岸破壞

敏督利颱風

台南市安南區顯草街、城西街

海水倒灌

杜鵑颱風

茄萣海堤

越波溢淹

珍珠颱風

西溪海堤

越波溢淹

珍珠颱風

茄萣海堤

越波溢淹

敏督利颱風

高市鼓山區哈瑪星一帶

海水倒灌

莫拉克颱風

高雄市小港區大林蒲

海水倒灌

米勒颱風

墾丁沿海大灣路

海水倒灌

敏督利颱風

屏東縣東港鎮大潭里

海水倒灌

敏督利颱風

屏東東港海濱國小

海水倒灌

碧利斯颱風

林邊鄉海岸

海水倒灌

蓮花颱風

屏東縣鹽埔漁港海岸

侵蝕崩塌

莫拉克颱風

屏東及台東外海

侵蝕崩塌

海棠颱風東部外海

科羅莎颱風海上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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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颱風花蓮港越波

台東富岡漁港

艾利颱風北部濱海公路陰陽海越波

科羅莎颱風海上巨浪

泰利颱風基隆八斗子長潭里海邊

馬莎颱風基隆北海岸越波

敏督利颱風嘉義縣東石鄉海水倒灌

敏督利颱風雲林沿海道路淹水

圖 4-29 台灣海岸地區歷史颱風照片(經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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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繪圖使用軟體介紹
ArcView 為全世界普遍使用之桌上型地圖與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提供圖像化、
查詢管理及分析功能的空間資訊工具，ArcView 之功能如下表 4-6 所列。因地理資
訊的流通，廣泛使用 shape file 資料格式的檔案，本研究採用 ESRI 公司所研發之 Arc
View 9.2 版本的軟體，建置本研究之海岸颱風災損資訊系統，讓資料格式於其他軟
體支援更形便利。Arc view 之分析功能如圖 4-30~圖 4-32 所示。
表4-6 ArcView之功能列表
Arc View
Arc Map

Arc Catalog



資料圖像化

 資料瀏覽與預覽



資料整合

 資料管理



資料建置

 詮釋資料建立與管理



空間分析

 資料組織



地圖繪製

 資料搜尋

Arc Toolbox

 資料轉換
 資料估計與轉型

圖 4-30 Arc view 圖層建立流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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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Arc view 資料分析流程畫面

圖 4-32 Arc view 圖層查詢流程畫面

4. 繪圖流程介紹
本研究以颱風災害點資料庫基礎及 Arc view 9.2 地理資訊軟體製作背景。圖層
設計考量細節如下：
(1) 底圖採用土地基本圖資資料庫之縣市界，以不遮掩災損範圍及暴潮系統為前
提之下，採用淺灰色塊做為底圖選色。
(2) 為保持畫面整齊，色塊之邊線採用透明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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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四種災害類型款式選定則是經過幾次搭配後，採用顏色對比明顯之色系，加
上特殊紋路及透明背景，即使多種災害類型重疊也可以清楚的分出該區域所
包含之災損類型。
除了原有之資料庫，因應此次圖層需求也將莫拉克八八水災圖層納入編列。分
類順序為路徑分類/颱風強度/颱風名稱/災損類型。本研究以第三路徑為基礎，結果
顯示，颱風路徑經過的地區極易有災情發生，而颱風規模越大影響的範圍越大，災
情分布的範圍也較多且廣，且幾乎沿著颱風路徑兩側發生，証明颱風期間海岸災情
的發生位置，與颱風行經的路徑有絕對上的關係。
本研究將災害點轉換為範圍之步驟如下:
(1) 為了解各災損類型集中區域與影響範圍，將集中區域與台灣臨海村里界圖
層，利用 ArcView 的「Selection/Selection By Location」工具將集中區域範圍
內的鄉鎮界選擇出來以建立各災損類型的可能危害區域，如圖 4-33。
(2) 以 ArcGIS 的 Export Data 功能將災損範圍做成一個獨立的圖層，如圖 4-34 及
圖 4-35 所示。
(3) 最後將颱風及獨立災損圖層放入同一個界面，並且執行出圖的動作即可完成。

圖 4-33

Select by location 步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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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

圖 4-35

Export Data 步驟示意圖

災損點面轉換圖層示意圖

選取要顯示的四種類型災害圖層與台灣底圖圖層，以 file 中的 Export Map 功能
將災害圖層另外出圖為個別圖檔。如圖 4-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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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36 災害圖層與台灣底圖圖層套疊
最後圖層結果可從中了解台灣各縣市之個別颱風災損情形，其中以莫拉克颱風
之災損點分佈最廣最多，如圖 4-37 所示。

圖 4- 37 災害底圖出圖結果(莫拉克颱風)
本研究所選用的空間分析工具分別為空間查詢分析「Identify」、套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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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sect」/「Union」，其分析方法與操作步驟介紹如下：
(1) 空間查詢分析
利用「Identify」工具查詢某一地物屬性，此分析有助於了解台灣地區整體空
間資訊，任何具有屬性資料之地物均可利用此工具獲得該地物敘述性資料，並配
合圖像展示以實際瞭解對於空間周圍的影響。本研究系統廣泛應用「Identify」工
具查詢各地物之屬性資料，操作步驟如下所示。
步驟一：在工具列上點選

。

步驟二：在圖像顯示區域點選欲查詢的地物，被點選的地物屬性資料會出現於
「Identify Results」視窗中。顯示圖層預設為「Top-most layer」也就是僅顯示最上
層圖層的屬性資料。
(2) 套疊分析
套疊分析的運用上，採用套疊分析的「Intersect」分析，將各縣市行政區界線
與土地利用資料進行套疊，即可擷取交集部分的幾何運算，得到各縣市界內土地
利用的資訊；另外採用「Union」分析，將兩個資料層中的屬性資料進行聯集運算，
原來屬性資料均會保留災結果資料層中。詳細操作步驟如下。
a. 「Intersect」分析
步驟一：從「ArcToolbox」視窗中，打開「Analysis Tools」
，再打開「Overlay」，
雙擊啟動「Intersect」指令。
步驟二：
「Input Features」中依序輸入或選擇資料圖層，可以使用上下箭頭調整。
步驟三：在「Output Feature Class」
，輸入分析結果資料層存放的路徑及檔名。
步驟四：在「JoinAttributes」中選擇屬性資料記錄方式，All 表示保存所有屬性
資料，NO_FID 表示不紀錄 FID 欄位資料，ONLY_FID 表示只紀錄 FID 欄位資料，
預設值為 ALL。
步驟五：在「Cluster Tolerance」中輸入數值及單位作為資料的黏合距離，如不輸
入則自動決定最小的可能值。
步驟六：在「Output Type」中選擇分析結果資料的型態，INPUT 表示根據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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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型態來決定，LINE 表示記錄線資料的分析結果，POINT 表示紀錄點資料
的分析結果，預設值為 INPUT。
b. 「Union」分析
本研究於相關圖資的蒐集上，採用經濟部水利署海堤資料庫之海岸結構物、
縣市界、鄉鎮界、村里界等圖層，是以北、中、南、東四個區域分別建置相關的
主題資料圖層，而本研究主要探究整個台灣地區大尺度的海岸地區相關資訊的探
討，因此本研究於此功能的使用上，主要將各自分散於各個區域之行政區域圖
層、海岸地質圖層、海岸土壤概況等圖層，利用 Union 之聯集功能，將所有圖層
之圖徵以及屬性資料一併保留於分析結果資料圖層中。
需要注意的是，此聯集功能並不適用於點形式之資料圖層，且於資料圖層的
聯集上，限制一次僅能以兩個圖層進行聯集分析，若有 3 個以上的資料圖層，則
必須批次進行分析。資料圖層聯集過後，需要注意屬性資料的編排是否正確，以
進行相關屬性資料編修作業。
步驟一：「ArcToolbox」視窗中，打開「Analysis Tools」
，再打開「Overlay」，雙
擊啟動「Union」指令。
步驟二：在「Input Features」中依序輸入或選擇資料圖層，並可以使用上下箭頭
調整順序。
步驟三：在「Output Feature Class」
，輸入分析結果資料層存放的路徑及檔名。
步驟四：在「JoinAttributes」中選擇屬性資料記錄方式，All 表示保存所有屬性
資料，NO_FID 表示不紀錄 FID 欄位資料，ONLY_FID 表示只紀錄 FID 欄位資料，
預設值為 ALL。
步驟五：在「Cluster Tolerance」中輸入數值及單位作為資料的黏合距離，如不輸
入則自動決定最小的可能值。
步驟六：勾選「Gaps Allowed」，將保留分析結果資料中的資料空隙，不會給予
屬性紀錄。若不勾選則分析結果資料中的資料空隙將有對應的屬性紀錄，各個欄
位的數值為零，而各個輸入資料的 FID 欄位值為-1。

4-40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4.5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自動化流程規劃
本節主要撰寫如何透過自動化流程，以方便系統維護人員擴充海象 e 化系統內
部版歷史颱風暴潮資料庫。本自動化程式將於 100 年度，也就是海象 e 化第 4 期進
行程式開發。目前海象中心颱風資料庫系統現況示意圖如下圖 4-38 所示。

圖 4-38 氣象局颱風資料庫示意圖
由於氣象局颱風資料庫是位於安管內 Oracle 資料庫當中，由海象中心每年颱風
過後定期派員維護。於 e 化內部版資料庫當中亦存在與颱風資料庫中相同的颱風資
料表、暴潮資料表、波高資料表。故為定期維護更新內部版資料庫，研究團隊擬於
明年度（民國 100 年）系統開發最後一年期間，開發一資料庫篩選程式，此程式安
裝於維護人員之個人電腦內，由維護人員連線氣象局防火牆內網路環境，輸入暴潮
更新年度，並選取颱風侵台月份（若安管內颱風資料表已具備最新一年颱風警報發
布時間，此部份系統可自動帶入），自動化程式將會篩選此年度該月份所有暴潮以
及波高資料，並匯出為 Access 資料庫格式。
待資料存儲完成後，該維護人員僅需將電腦連線安管外網路線，並開啟資料庫
管理軟體，在此以 Navicat 軟體（http://www.navicat.com/cht）為例，以資料庫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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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靈，將 Access MDB 檔匯入內部版資料庫即可。Source Table 及 Target Table 選擇
相同的名稱，並使用 Append 功能。匯入畫面如下圖 4-38 至圖 4-39 所示。

圖 4-39 匯入 e 化內部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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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匯入 e 化內部版資料庫
詳細資料庫匯入操作流程步驟，團隊擬於明年度系統建置完整後撰寫系統操作手
冊，供海象中心伺服器管理人員參考。

4.6 教育訓練
研究團隊於 99 年 11 月 18 日舉辦 1 場次 2 小時之「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教育
訓練，相關簡報與參與人員簽到單詳見附錄七。並有多位氣象局承辦人員參加。教育訓
練現場活動照片請見下圖 4-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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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系統教育訓練照片
教育訓練乃依序介紹「研究背景與目的」
、
「暨有系統功能簡介」
、
「資料庫介紹」
、
「系
統功能面介紹」
、
「系統畫面展示與實機操作」等項目。會議中並討論到系統資料來源面、
後續系統擴充方式、明年度系統可更新之功能等項目作討論。承辦人並提出請研究團隊
於明年度評估將防災中心颱風災害資料納入本系統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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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小結
本節說明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整體建置的情況。本系統為 E 化系統中，唯一
設計具備颱風路徑展示功能的內部系統。於 98 年系統規劃期間，本系統原先設計
將水位/暴潮與波高之數值與颱風動態圖結合，而後系統頁面編排因素，將颱風路徑
圖另外顯示於系統右上方。並奉海象中心指示，將查詢結果分為水位、暴潮、波高
等三類。水位可查詢逐時水位與最高水位；暴潮可查詢逐時暴潮與最大暴潮；波高
可查詢逐時波高與最大波高。
於期末工作階段，本系統主要進行內部版資料庫整合、系統查詢功能擴充至
2009 年、颱風災害圖層的製作及系統底圖置換、以縣市分類呈現災害文字及圖片資
訊，及內部版程式移機與上線工作。
關於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置的部份，雛型系統直接連線 E 化系統內
部版資料庫，並且將氣象局內部颱風、潮位及波高等相關資料表匯入安管外 MySQL
資料庫，以供系統查詢。並已依據本計畫第一期建置之 1998 年至 2007 年暴潮資料
規劃設計暴潮及波高資料庫格式，並於期中階段前進行氣象局資料庫系統反應時間
測試。有關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資料庫整併的部份，已完成海岸災害及
海堤溢淹之資料庫整併，研究團隊所蒐集的災害新聞圖片也全數匯入系統，供災害
縣市查詢。
有關在前期相關系統功能整併方面，日前以於期中階段增加該次颱風海岸災
損、海堤溢淹災情之縣市提示功能。並於期末階段完成災情縣市文字描述與新聞圖
片展示的功能開發。請參考前小節，圖 4-25。有關近岸海域災害資料庫功能整合的
部份，研究團隊已依據海象中心之災害定義規則將颱風災害 GIS 圖層依颱風編號分
別整理為向量圖層，並進行出圖工作，底圖功能並於 9 月 24 日於系統中更新。相
關資料庫及 GIS 圖層資料也一併以光碟形式提送予海象中心。
明年度本系統工作項目重點為暴潮與波高資料庫的轉換計算程式開發、颱風災
害資料庫與災害新聞圖片資料之擴充，以及本系統暴潮與波高資料之整體替換為氣
象局資料庫。並預計於明年度將針對本系統水位與暴潮查詢頁面之測站展示問題作
分頁排列之可能性評估。以完整展現氣象局潮位站豐富的潮汐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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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近岸觀光遊憩休閒、防災與航行安全資訊之整合
5.1 引言
本工作項目原先規劃將近岸觀光休閒資訊，包含藍色公路、東北角、東部、大鵬灣
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資訊及遊憩景點，並結合先期防災資料庫與查詢資訊連結，以及海
域 GIS 資訊系統中之航行安全資訊，有效建立完整近岸觀光資料庫，提供完整服務查詢
視窗，但由於後續的海象資訊 e 化服務將以藍色公路及北、中、南、東四區中的預報站
資訊查詢展示為主，而且不再維護其他如觀光遊憩相關圖層，因此本工作項目不再強調
國家公園管理處觀光資訊及遊憩景點，而只注重各區域內預報站與相關海域安全資訊的
查詢展示，但是仍會在各預報站的屬性資料中加註附近的觀光遊憩休閒簡易資訊，讓使
用者可以點選顯示。

5.2 防災與航行安全資訊展示現況
現階段中央氣象局並沒有任何防災與航行安全的資訊展示，而先前的研究所建立的
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內具備航行安全資訊的展示(圖 5-1~圖 5-2)，而台灣海域網際地
裡資訊系統內具備災害資訊的展示功能(圖 5-3)。另有建置及維護「颱風期間海岸災害
查詢展示系統」(圖 5-4)，也可做為防災的資訊提供。

圖 5- 1 每 3 小時的沿海遊憩安全資訊

5-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圖 5- 2 船舶航行安全資訊

圖 5- 3 颱風災害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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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颱風期間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

5.3 觀光遊憩休閒資訊連結
由於在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內不會強調觀光遊憩休閒資訊的提供，因此只會在各
預報站的屬性資料中加註附近的觀光遊憩休閒簡易資訊，讓使用者可以點選顯示。可以
連結的網站、相關主要海岸、及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鄰近預報站的資訊如表 5-1 所示。
下半年度將會建置這些超連結到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網頁相關的海象預報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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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觀光遊憩休閒資訊與海象預報站關係一覽表
觀光遊憩休閒資訊

網址

主要海岸

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

http://www.necoast-nsa.gov.tw/

東北角、宜蘭海岸

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http://www.eastcoast-nsa.gov.tw/

台東、花蓮、綠島
海岸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
區管理處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

http://www.swcoast-nsa.gov.tw/
http://www.dbnsa.gov.tw/
http://www.penghu-nsa.gov.tw/
http://www.matsu-nsa.gov.tw/

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http://www.northguan-nsa.gov.tw/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

http://marine.cpami.gov.tw/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http://www.ktnp.gov.tw/
http://www.kmnp.gov.tw/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http://www.tjnp.gov.tw/

雲林、嘉義、台南
海岸
大鵬灣、小琉球海
岸
澎湖群島海岸

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
鄰近預報站
龍洞、梗枋、蘇澳、福
隆浴場、龍洞公園、龜
山島
七星潭、花蓮港、石梯
坪、三仙台、富岡、綠
島、大武
七股、東石、將軍、箔
子寮、麥寮
大鵬灣、小琉球
馬公

東引、北竿、南竿、
無
莒光海岸
麟山鼻、淡水河口、基
北海岸
隆、翡翠灣、沙珠灣、
白沙灣、淺水灣
東沙環礁、綠島、
北方三島、澎湖群 綠島、馬公
島等島嶼
恆春半島海岸
鵝鸞鼻、南灣、佳樂水
大小金門海岸
無
鹽水溪至曾文溪沿
海黑面琵鷺保護
七股
區、七股潟湖

5.4 安全與舒適度指標
5.4.1 藍色公路航行舒適安全度指標
藍色公路航行舒適安全指標與船隻噸位大小、航行速度、航行時間長短、海象條件、
海域位置(不同海域在相同波浪條件下有其影響船隻航行之盛行風向，例如西南季風為
影響淡水外海航行之主要風向，但東風則影響輕微)、是否逆風行駛、個人耐受程度、
個人所在船體位置等均有關聯，如前所述，且目前對於不同高速航行船體的舒適度已經
有深入研究(如 ISO2631、BS6841)，但由於國內娛樂漁船屬於 50 噸級以下，設計時均
以航行安全為首要考量，並無類似之反應方程式，且各家造船公司建造依據的藍圖亦不
相同，因此在適用性與普遍性的考量之下，本計畫僅嘗試選擇其中一個民眾在氣象預報
較易取得之參數-風浪大小，作為指標訂定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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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島北部海域之藍色公路主要以娛樂漁船方式經營者為主，夏天季節盛行觀賞
鯨豚，冬天則轉為淡水河內河航線及部分時間在海象條件允許之短程海上導覽行程。業
者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於考量經營成本、滿足顧客需求與永續經營的前提下，均提供
最佳、最舒適及安全之航行環境，因此造成舒適度指標在部分海象條件下是可以藉由人
為的操控而獲得提昇。此外，由於一般民眾對於航行仍存有好奇與追求刺激的心理，願
意搭乘藍色公路外海導覽的遊客(尤其為單港進出，屬於短程航線之航程)，在安全無虞
的前提下，其心理均有冒險的準備，並不擔心暈船，且願意挑戰較大波高之海象條件(如
香蕉船之娛樂設施)，反倒是在風平浪靜的海域時，會有一點枯燥及稍悶的感覺，而要
求船長加速飆船或 S 形航行，使能有波動的感覺(以值回票價)，因顧客均不願航程像內
河渡輪航線之平靜，當然這也使得民眾願意嘗試在浪高較大的海況下航行，自然亦擴大
了藍色公路舒適度指標訂定之範圍。
一般娛樂漁船對乘客安全舒適度使用之最大設計波高為 5 級風浪，船體結構則為 8
級風浪，因此，海上藍色公路舒適度指標之訂定，先前的研究建議依據航行時間長短分
為二類，即航行時間長於 1.5 小時之藍色公路客船與賞鯨豚航線，及航行時間短於 1.5
小時之娛樂漁船航線。研究成果藉由訪談娛樂漁船業者對於風浪特性的了解與當時觀察
民眾之反應程度初步劃分如表 5-2 及表 5-3 所示，當航行時間較長時，考慮民眾對航行
之耐受程度，其舒適度指標應會較短程航行時降一級，而表中指標具下線符號者為現階
段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發送簡訊傳遞時之代表文字。
依據各縣市藍色公路營運管理辦法之規定，
「藍色公路營運業者，於營運前就其對
乘客、船上工作人員及其他第三人依法應負之損害賠償責任，應投保責任保險，為船上
工作人員及乘客應投保個人傷害保險」
，只要業者出航，就必須保證乘客之安全(保險費
通常包含於票價中)。航行安全指標的訂定上，目前亦僅考慮波高之參數，對於影響航
行安全之其他眾多因素，現階段並不考慮；同時基於波浪為唯一考量且業者必須保證乘
客安全之前提下，除了浪高太大造成危險之等級外，其他等級基本上都屬於安全，唯考
慮到船舶航行在海況較不穩定時，容易有小意外發生，故將安全等級作逐級劃分，提供
作為民眾搭乘藍色公路時之參考。此外，蒲福風級為目前中央氣象局漁業氣象預報使用
之風浪級數(表 5-4)，其對應之可能波高範圍係累積漁民經驗之推估值，適用於開放水
域及相當風域條件下，在近海區域內會有偏高的情形產生，且其值亦為漁業預報採用之
海域範圍內之估計值(並未針對預報範圍內之計算值作數學運算以求出上下限)。而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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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之波高仍有二部分，一為氣象中心依據蒲福風級預報之漁業氣象，
另一為海象測報中心模式計算出之波高分佈，由於漁民早已熟悉幾級風浪之預報行為，
對於浪高之熟悉度較低，因此指標之訂定從訪談中僅得到蒲福風級相對應之舒適度指
標，對於波高數值對應之舒適度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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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適用於模擬計算之波高值及考慮安全係數，嘗試將蒲福風級之分佈波
高降一級，唯此部分仍需更多現場實測資料、漁業氣象預報值及計算波高值等加以驗證
比較。
表 5-2 娛樂漁船航線舒適度指標
蒲福風級
風浪級數
可能波高範圍

數值模式
計算波高

舒適度指標

安全指標

5 級以下

＜2m

＜1m

感覺稍悶、枯燥

安全

5-6

2-3m

1-2m

舒適

安全

6-7
7 級以上

3-4m
＞4m

2-3m
＞3m

微覺不適(晃)

安全

感覺不適(暈)

危險

表 5-3 藍色公路客船與賞鯨豚航線舒適度指標
蒲福風級
數值模式
舒適度指標
風浪級數
可能波高範圍
計算波高

安全指標

4 級以下

＜1m

＜0.6m

感覺稍悶、枯燥 安全

4-5

1-2m

0.6-1m

舒適

安全

5-6
6 級以上

2-3m
＞3m

1-2m
＞2m

微覺不適(晃)

安全

感覺不適(暈)

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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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福風級
Beaufort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表 5-4 中央氣象局使用之蒲福風級浪高對照表
名稱
風速
浪高(公尺)
風
浪
每時海浬 每秒公尺 可能浪高 最大浪高
無風
軟風
輕風
微風
和風
清風
強風
疾風
大風
烈風
暴風
狂風
颶風
颶風
颶風
颶風
颶風
颶風

微波
微波
小波
小浪
中浪
大浪
大浪
巨浪
猛浪
猛浪
狂濤
狂濤
狂濤
狂濤
狂濤
狂濤
狂濤

1以下
1-3
4-6
7-10
11-16
17-21
22-27
28-33
34-40
41-47
48-55
56-63
64-71
72-80
81-89
90-99
100-109
110-118

0-0.2
0.3-1.5
1.6-3.3
3.4-5.4
5.5-7.9
8.0-10.7
10.8-13.8
13.9-17.1
17.2-20.7
20.8-24.4
24.5-28.4
28.5-32.6
32.7-36.9
37.0-41.4
41.5-46.1
46.2-50.9
51.0-56.0
56.1-61.2

0.1
0.2
0.6
1.0
2.0
3.0
4.0
6.0
7.0
9.0
11.5
14.0
14以上
14以上
14以上
14以上
14以上

0.1
0.3
1.0
1.5
2.5
4.0
5.5
7.5
10.0
12.5
16.0
16以上
16以上
16以上
16以上
16以上
16以上

這些依照先前研究所訂出的藍色公路安全與舒適指標由於牽涉到海況是否安全與
否的認定，海象測報中心責任重大，因此在海象瞬時萬變及系統尚未經過評估測試時，
建議不宜對外發布安全與否的指標，而以舒適與否來代表海象預報的指標。

5.4.2 海上活動舒適安全度指標
海上遊憩活動項目廣泛，從水上、水面到水下不勝枚舉，以國內為例，較流行的水
上活動如拖曳傘，水面活動如衝浪、海水浴場、風帆船、浮潛、水上摩扥車等，水下活
動如潛水、潛水艇等，不同的活動項目在不同地區各有其適用之環境，自然會衍生不同
的舒適度問題，且技術層次越高裝備亦越多，尤其挑戰一般的安全極限，往往安全指標
凌駕於舒適度指標之上（即無所謂之舒適度問題），例如衝浪為挑戰波浪之極限活動，
沒有波浪自然無法進行，國內只有在颱風季節或東北季風強時會產生較大波浪，但當時
可能風、雨夾雜其中，惡劣環境下必須穿著防寒衣物才能駕馭其中，顯然在國內進行這
樣的活動絕對與在夏威夷的不同，自然無法相提並論，當然這樣的環境也與從事其他活
動不同。因此，本計畫針對技術門檻較低、屬於一般國內民眾可以從事的海上活動，如
海水浴場等，蒐集相關資料選定海水溫度為海上活動舒適安全度指數訂定的參數。
海水溫度舒適度指標與水面風速（風寒效應）
、海水溫度、空氣與水之溫差、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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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受程度等均有關聯，人體浸泡水中當其核心體溫低於 35 度時，便會產生「失溫」現
象，而人體暴露於不同的水溫下會影響其生命現象，發生失溫進而影響其存活時間，如
下表 5-5 所示。
表5-5 人體曝露於不同水溫影響生命現象時間參考表
水溫

低溫現象或無意識之時間

可能存活時間

0 度以下

低於 15 分鐘

低於 15~45 分鐘

0~4.4 度

15~30 分鐘

30~90 分鐘

4.4 度~10.0 度

30~60 分鐘

1~3 小時

10.0 度~15.5 度

1~2 小時

1~6 小時

15.5 度~21.1 度

2~7 小時

2~40 小時

21.1 度~26.6 度

2~12 小時

3 小時~未知

26.6 度以上
未知
未知
資料來源：廖朝輝，”人體落水之失溫問題”，水上救生協會民國90年年刊
一般民眾常接觸的水環境溫度，例如溫水游泳池的水溫約保持在 28 度左右，奧運
比賽的游泳池水溫為 25 度±1 度，初學者因活動量較少適合活動的水溫約在 28~30 度之
間。綜合上述之參考值訂定之海水溫度舒適度及安全指標如下表 5-6 所示。

表5-6 海水溫度舒適度及安全指標
海水溫度 T

舒適度指標

安全指標

T＜21

感覺寒冷

失溫危險

21≦T＜26

稍有涼意

安全

26≦T＜28

舒適

安全

28≦T＜30

稍有暖意

安全

30≦T

感覺悶熱
安全
註：當浪高超過2m時安全指標設為「注意波浪」

同樣這些依照先前研究所訂出的海上活動安全與舒適指標由於牽涉到海況是否安
全與否的認定，海象測報中心責任重大，因此在海象瞬時萬變及系統尚未經過評估測試
時，建議不宜對外發布安全與否的指標，而以舒適度指標來代表海象預報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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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小帆船及獨木舟安全度指標
參考英國對於小帆船及獨木舟所訂定之安全指標，研擬出小帆船及獨木舟合適度指
標，如表 5-7 及表 5-8 所示。
表5-7 小帆船合適度指標
蒲福風級
風浪級數
可能波高範圍

數值模式
計算波高

合適度指標

3 級以下

＜0.6m

＜0.2m

靜止

3-4 級

0.6-1m

0.2-0.6m

適合(suit for sailing)

4-5 級

1-2m

0.6-1m

佳(best for sailing)

5-6 級

2-3m
＞3m

1-2m
＞2m

技術(OK for advanced sailing)

6 級以上

危險

表5-8 獨木舟合適度指標
蒲福風級
風浪級數
可能波高範圍

數值模式
計算波高

合適度指標

1 級以下

＜0.1m

-

適合(best for beginner)

1-3 級

0.1-0.6m

0.1-0.2m

佳(easy for beginner)

3-4

0.6-1m

0.2-0.6m

良(OK for beginner )

4-5

1-2m

0.6-1m

良(OK for intermediate paddlers)

5-6
6 級以上

2-3m
＞3m

1-2m
＞2m

技術(advanced paddlers only)
危險

同樣這些依照先前研究所訂出的海上活動安全指標由於牽涉到海況是否安全與否
的認定，海象測報中心責任重大，因此在海象瞬時萬變及系統尚未經過評估測試時，建
議不宜對外發布安全與否的指標，在小帆船與獨木舟的指標方面將以合適度指標來代表
該種活動海象預報的指標。

5.5 整合建置考量與規劃建議
在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中將會提供原先共 35 個預報站的海象預報，但是若要配
合漁業氣象的海域劃分方式來展示海象預報會發現區域的劃分過於龐大，以此大區域的
預報或擷取出海象極值來做為休閒資訊預報甚至是防災救難皆不甚適宜，因此要如何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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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置近岸觀光遊憩休閒、防災與航行安全資訊將是本工作項目的重點。本節將提出整
合建置的四個考量方案，分別為(1)漁業氣象範圍內的海象預報、(2) 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內的海象預報、(3) 漁業氣象範圍內與 35 個預報站的海象預報、及(4) 縣市海岸線
外 10 公里內與 35 個預報站的整合方式，其中本團隊建議採取第四個整合建置的規劃來
顯示相關的安全資訊。各考量方案說明如下列小節所示。

5.5.1 漁業氣象範圍內的海象預報
若海象與指標資訊的提供以漁業氣象範圍內的極值與範圍來預報，則將使用地理資
訊分析軟體將漁業氣象的範圍(如圖 5-5)，與波浪模式的網格圖進行套疊，然後辨識出
各範圍包括的網格點位，然後在撰寫程式將個區域網格內的極值及範圍擷取出來，再透
過 e 化資訊系統的介面來進行連結展示。
以如此廣大範圍來展示近岸觀光遊憩休閒、防災與航行安全資訊，將會因為含蓋的
範圍太廣而失去其準確度，特別是近岸海象的特性如波浪，會因為擷取到水深較深區域
的模擬結果而導致預報出偏高的數值。若用此偏高的數值來做為預警的展示則會誤導民
眾在進行近岸休閒活動或是防災預警及航行安全方面時做出誤判。

圖 5- 5 近海漁業氣象預報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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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內的海象預報
若海象與指標資訊的提供以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內的極值與範圍來預報，同樣將
使用地理資訊分析軟體將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內的範圍(如圖 5-6)，與波浪模式的網格
圖進行套疊，然後辨識出各範圍包括的網格點位，然後在撰寫程式將個區域網格內的極
值及範圍擷取出來，再透過 e 化資訊系統的介面來進行連結展示。
使用這樣的預報範圍可以大幅減少各預報所含蓋的面積，也初步符合現在中央氣象
局在推動的「發展鄉鎮逐時天氣預報系統」以個別行政區為預報範圍的趨勢。唯一缺點
是自數值模式所要擷取出的預報數目較多，事前的作業較繁複，但辨別出各縣市海岸線
外 10 公里範圍內所含蓋的數值模式網格後，即可由程式排程自動輸出代表該縣市海岸
的海象預報結果，再透過 e 化服務網站展示相關海象預報。

圖 5- 6 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區域圖

5-1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建置(3/4)

5.5.3 漁業氣象範圍內與 35 個預報站的海象預報
若海象與指標資訊的提供以漁業氣象範圍內極值與範圍及 35 個預報站的海象資訊
來預報(圖 5-7)，則進行方式與上述相同，但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相關的網頁則要多
設計連結的控制，方便使用者挑選所欲展示的項目。
如此的規劃可以符合現有的漁業氣象預報範圍，但又可提供較詳細的海岸點位海象
資料，可以彌補含蓋範圍太大的缺陷，但同時使用如此的大範圍與預報站點位的預報，
可能會發生預報結果差異太大的問題，主要還是因為漁業氣象預報的大範圍會導致擷取
到數值較大的預報結果，而此結果可能會與在同一區域內的預報站的海象預報結果相去
甚遠，會導致使用者在參考該區域預報時產生困擾。

圖 5- 7 漁業氣象範圍與 35 個預報站圖

5.5.4 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內與 35 個預報站的海象預報
若海象與指標資訊的提供以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內極值與範圍及 35 個預報站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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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資訊來預報(圖 5-8)，則進行方式與上述相同，但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相關的網頁
則要多設計連結的控制，方便使用者挑選所欲展示的項目。
這樣的規劃可以縮小自模式擷取預報結果的範圍，對於各縣市海岸的海象情況較具
代表性，再加以 35 個預報站的預報結果同時展示可以詳細的展示各縣市海岸的海象情
況。如此的整合建置方案較不會有上述同一區域海象預報值差異太大的現象，不會造成
民眾解讀資訊時的困擾。
雖然採用本方案如前述所要擷取出的預報數目較多，事前的作業較繁複，但辨別出
各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範圍內所含蓋的數值模式網格後，即可由程式排程自動輸出代
表該縣市海岸的海象預報結果，再透過 e 化服務網站展示相關海象預報。再加上原先
35 個預報站海象預報及安全資訊的展示，即可完整的展示相關的安全資訊。
考量上述三種及本節所敘述的安全資訊整合展示方式，本團隊建議使用本節說明的
第四種資料整合建置方式，以各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範圍內所含蓋的數值模式網格選
取極值，再加上原先北、中、南、東四個區域所選出的 35 個預報站做為海象及安全資
訊預報結果，透過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進行預報結果的展示。若此方案為業務單位認
可，或是有修正的地方，會在期中報告後開始進行建置，初步規劃仍採用 Surfer 軟體處
理模式產生的檔案成為文字預報檔後，使用 Flash 軟體建置成互動式的網頁，後過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內的超連結來展示，亦可按照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內展示即時資訊
的方式，嵌在網頁裡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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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8 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內與 35 個預報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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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各鄰海縣市海岸區域與 35 個測站關係一覽表
區域
縣市
區域內預報站
基隆市

台北縣

北區
桃園縣
苗栗縣
新竹縣
新竹市
宜蘭縣
台中縣
彰化縣

中區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縣
台南市
高雄縣
高雄市
澎湖縣

南區
屏東縣

花蓮縣

東區
台東縣

基隆
麟山鼻
淡水河口
翡翠灣
沙珠灣
白沙灣
淺水灣
龍洞
龍洞公園
福隆浴場
竹圍

梗枋
蘇澳
龜山島
台中
麥寮
箔子寮
東石
將軍
七股

西子灣
馬公
小琉球
大鵬灣
鵝鑾鼻
南灣
佳樂水
枋寮
七星潭
花蓮港
石梯坪
三仙台
富岡
綠島
大武

5.6 安全指標相關展現方式最後決議
經過工作會議決議在海域警示方面最後採用漁業氣象預報的範圍及內容來進行海
域的警示。採用漁業氣象預報的 XML 檔案來展示海域警示資訊(圖 5- 9)。安全性指標
共分為三級，並依據波高描述字串運算。第一級”Calm”為 1~2 米，2~4 米為第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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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4 米以上為第三級”Danger”。第一級不做海域警示，第二級以淡橘色海域表
示，第三級以淡紅色海域表示之。海域警示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第二章 2.2.1 節。

圖 5- 9 最終決定使用漁業氣象預報範圍
在藍色公路展示方面則使用模式計算的波高作為指標展示的依據，因此參考上述航
船指標的訂定，將藍色公路的指標設定如下：
z

calm: ＜0.6m

z

pleasant: 0.6<= ~ <1m

z

rough: 1<= ~ <2m

z

danger: ＞=2m

指標內容在 e 化系統中不需展示，原先規劃只有在達”danger”時進行警示，如標
示該欄位的背景為淺藍色，但最終版海象測報中心決定暫不進行警示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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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索範圍劃定系統維運
5.7.1 本年事件說明與系統使用狀況
本年度有進行兩次協助相關單位執行搜救系統，一次在 2010 年 1 月 21 日 13:30 協
助海巡署處理人員漂流事件，及 2010 年 4 月 9 日 11:30 協助蔡政翰老師處理琉球漁船
觸礁沉沒相關資料提供。海巡署勤務指揮中心或是各地的海巡大隊先前皆有提供權限供
其登入使用系統，而此方面的使用並未留下紀錄。
1. 2010 年 1 月 21 日諮詢
 2010/01/20 12:00 人員漂流事件
 申請單位：海巡署
 落水地點：120 度 32 分 08 秒
24 度 21 分 00 秒
 受理時間：2010/01/21 上午

圖 5- 10 搜索範圍劃設及軌跡計算結果 (一)

2. 2010 年 4 月 9 日諮詢
 琉球漁船觸礁沉
 申請單位：海洋大學蔡政翰老師
 受理時間：2010/04/09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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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1 搜索範圍劃設及軌跡計算結果 (二)

5.7.2 系統運作成果檢討
1. 系統運作
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索範圍劃定系統有持續的在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統下運
作，每日「台灣周圍海域潮流模式」皆有結合風場資料正常運作，不但考慮潮汐及洋流
的影響也考慮風吹流的效應。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索範圍劃定系統所在的網際網路
地裡資訊平台雖然版本老舊，但仍能持續運作。整體系統在第一年計畫結束後雖然遭海
巡署終止經費支援，但工作團隊仍繼續開發改良原先美國海岸防衛隊的搜索範圍劃定機
制，讓期更能反應出流況的變化(圖 5-11)，並且又另外增加了漂流物軌跡運算後的搜索
範圍劃定，讓搜索的範圍更能反應實際軌跡的計算(圖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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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2 改善後的搜索範圍劃設結果

圖 5- 13 漂流物軌跡框出搜索範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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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索範圍劃定系統在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中並未列
為將要提供的功能之一，且使用者多為業務所需的專業人士，再加上海上搜索救難並非
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的業務，因此確實不適合放入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中，但由於該
系統的功能及其作業化的程度堪稱國內唯一，因此海象中心要求本系統能夠持續維運，
以便提供相關單位諮詢所需，但由於系統硬體逐漸老舊，而所使用的網際網路地理資訊
系統的版本甚至整體架構原廠商也不再支援維護與更新，因此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
索範圍劃定系統要如何能夠繼續提供所需的服務需要氣象局長官能夠起始跨部會的參
與及討論。

2. 專利申請
由於在績效指標方面在此四年計畫中須要進行計畫研發成果的專利申請，因此在
98 年度時規劃將第一年開發的海上漂流物搜尋範圍劃定系統做為申請專利的項目，經
討論結果訂定「漂流物搜索範圍劃定機制與系統」為發明名稱，並於本年度與長江國際
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簽約，開始申請專利的作業。經過與事務所的多次討論及修改發明
專利說明書後，已於今年 2010 年 06 月 01 日提出申請，申請號為 099117653。發明專
利說明書的中文摘要擷錄如下：
「一種漂流物搜索範圍劃定系統，先輸入一已知目標物的位置，搜尋區域劃定模組
根據此已知目標物的位置來預估漂流時間，且搜集相關資訊後，計算出一漂流距離及搜
索半徑，進而得到一劃定搜索區域。當尚未達到漂流時間，目標物起始位置預估模組根
據得到的劃定搜索區域，並搜集此目標物之最新偏航漂流速度、風向，計算此目標物在
該偏航漂流速度與風向情況下，在一段相隔時間內可能移動的向量，並將已知目標物的
預估起始位置輸至搜索區域劃定模組。」

5.8 小結
由於近岸觀光遊憩休閒及防災等資訊的提供並非中央氣象局的業務，因此在這方面
的資訊提供將此超連結的方式連到國內現有的網站，而相關海象資訊與指標資訊的提供
本計畫提供四種可能的規劃，本團隊建議使用第四種資料整合建置方式，以各縣市海岸
線外 10 公里範圍內所含蓋的數值模式網格選取極值，再加上原先北、中、南、東四個
區域所選出的 35 個預報站做為海象及安全資訊預報結果，透過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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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預報結果的展示。此規劃經海象測報中心內部討論後決定使用漁業氣象的預報範圍
及內容，並完成漁業氣象預報的 XML 檔案的取得及轉換成海域警示資訊的作業。另在
海上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索範圍劃定系統維運方面，將持續進行系統的維護並提供相關
單位的諮詢。在績效指標方面並已完成「漂流物搜索範圍劃定機制與系統」的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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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藍色公路航行安全之
應用

6.1 引言
我國目前近海航行船隻多倚賴中央氣象局的氣象通報系統如撥打 166 與 167 氣象諮
詢專線電話、漁業電台無線廣播等管道。這些管道資訊是長時間大區域的平均預報資
訊，對於時間區域性的變化比較難以預測。藍色公路海況系統本年度將納入海象 e 化服
務系統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由於本期將進行藍色公路示範區之系統規劃建置，故
於期中以前將進行預報模擬網格數值之評估與綜合考量及雛型測試，在評估過後以符合
現有海象需求為前提，於期中至期末階段進行系統開發。網頁以 javascript 建置之平臺
為基礎，以滑鼠或鍵盤操作畫面平移的方式，將台灣沿海之藍色公路完整呈現。並於操
作畫面點選右方藍色公路名稱，畫面將會移動切換至該藍色公路地理位置，並可查詢到
目前藍色公路海況之概況(圖 6-1)。由於網頁開發會在期中之後進行，因此現階段將使
用 Google Earth 的方式將藍色公路的預報網頁做一個初步的展示。本章將就藍色公路安
全與舒適指標的設定及海象測報中心的考量做一說明，然後規劃藍色公路路徑預報點海
象資料展示表格，最後並進行藍色公路的預報網頁的初步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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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藍色公路海況系統將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

6.2 藍色公路路徑預報點海象資料表格
6.2.1 藍色公路路徑圖層處理與點位資料擷取
在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藍色公路航行安全之應用現階段已辨識出五條藍色公
路如及所式。由於藍色公路上的海象預報將規劃以航段的方式來區分預報區域，因此考
量航行距離及航行時間，並與海象測報中心長官討論後，先將各航線上的等距座標點位
標示出來如所示，再根據所分的航段選出點位座標來對應波浪模式的網格點座標，擷取
出波浪模式的結果。
現階段已完成波浪模式網格資料擷取程式撰寫及測試，已可每天進行四次計算可自
動輸出台馬航線 8 航段(點資料)、台中馬公航線 2 航段(點資料)、高雄馬公航線 4 航段(點
資料)、台東綠島航線 1 航段(點資料)、及小琉球東港航線 1 航段(點資料)。點位資料如
圖 6-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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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 本年度規劃 5 條藍色公路展示海氣象預報
表 6- 1 藍色公路擷取波浪模式資料點一覽表
起點終點

基隆馬祖
A

台中馬公
B
高雄馬公
C
東港小琉球
D
台東綠島
E

航段代號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B01
B02
C01
C02
C03
C04

經度
121.715
121.517
121.278
121.04
120.802
120.600
120.317
120.028
120.256
119.765
120.15
119.957
119.76
119.563

緯度
25.256
25.438
25.646
25.855
26.063
26.241
26.308
26.188
24.065
23.53
22.74
23
23.24
23.485

航線中之點位
3
9
16
23
30
36
44
51
22
7
4
11
18
25

D01

120.402

22.377

3

E01

121.350

22.7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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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方式規劃以航段及時間的矩陣來表示如圖 6-3 所示。使用者點選航線中的一段
後即會顯示該條藍色公路的基本資料及該航段的海象預報超連結，點選超連結後即會跳
出視窗展示該航段 24 小時內的海象預報值。

圖 6- 3 藍色公路路徑預報點海象資料表格規劃示意圖

6.2.2 資料處理方式
波浪模式結果轉換成文字預報的資料處理方式仍是沿用原先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系
統內的方法，使用 Surfer 軟體讀取自波浪模式擷取出來的資料，經由方向的計算轉換成
波向與風向 16 方位及公尺浪高與風速節數的文字敘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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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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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駕齊驅的程式開發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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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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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執行所有 Surfer 可以執行之工作。波浪模式輸出的結果轉換程式中仍保留原先安全
指標與舒適度的計算，可以在最後網頁展示時不再輸出即可。
波浪模式擷取出的資料檔案格式如圖 6-4 所示，資料的排序如表 6-1 所示，各筆資
料所代表的 UTC 時間在第一個欄位。其中第四個欄位為波高資料，第七個欄位為波向
資料，第八及第九個欄位為風速的 X 及 Y 分量。

圖 6- 4 SWAN 波浪模式輸出檔案欄位格式

6.3 藍色公路航行安全作業化流程
6.3.1 作業化流程規劃建置
專為藍色公路的範圍而設定建置的 SWAN 波浪模式目前已經正常運作，每天在台
灣時間大約 2:30、7:30、14:30、20:30 會執行完成共 4 次。執行的方式為每次會先跑前
六小時的 hindcast，再接著 48 小時的 forecast。以 6 月 1 日到 6 月 2 日的波浪模式執行
作業為例，表 6-2 說明以 6 月 1 日 14:30 為模式執行完成時間，可以看到產生了 6 個檔
案 ， 分 別 為 10060100.000.BUOY 、 10060100.012.BUOY 、 10060100.024.BUOY 、
10060100.036.BUOY、10060100.048.BUOY、及 10060100.060.BUOY，各擋包含了 12
小時的預報資料，然後在 20:30 時又會產生 10060106.000.BUOY、10060106.012.BU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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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60106.024.BUOY

10060106.036.BUOY

、

10060106.048.BUOY

、

及

10060106.060.BUOY 等 6 個檔案，以及覆蓋過 10060100.000.BUOY 檔案內含 6 小時的
分析場資料。而被覆蓋過去的 6 小時預報場資料可補自 10053118.012.BUOY 檔案中。
每次波浪模式執行完後就會將檔案(表 6-2)輸出到海象測報中心的 129 伺服器上。而
Surfer 程式也會每天啟動四次將檔案轉換成文字預報如下：

A03100612%0D%0A 浪高:0.8 米%0D%0A 浪向:東%0D%0A 風速:4.4 節%0D%0A 風向:西%0D%0A 指標:舒適%0D%0A 藍色公路

|

|


|


|

|



航段 時間 分割符號

|





浪高

分割符號

|


|


|


浪向 分割符號

風速

|

分割符號

|


|

|

|

|

指標 分割符號

備註



風向 分割符號







接著再透過 ASP 網頁伺服器端程式讀取這些文字預報後，以上述規劃的表格矩陣方式
展現藍色公路海況預報資料。

表 6- 2 波浪模式作業化時間與輸出檔名及內容一覽表 (以 6/1 ~ 6/2 為例)
當地
時間

預報場
(UTC)

分析場
(UTC)
.000 檔
預報場
遺失時間
(UTC)

6/01 14:30
產生

6/01 20:30
產生

6/02 02:30
產生

6/02 07:30
產生

6/02 14:30
產生

10060100.000
6/01 00:00 ~
6/01 12:00
10060100.012
6/01 12:00 ~
6/02 00:00
10060100.024
6/02 00:00 ~
6/02 12:00
10060100.036
6/02 12:00 ~
6/03 00:00
10060100.048
6/03 00:00 ~
6/03 12:00
10060100.060
6/03 12:00 ~
6/04 00:00
10053118.000
5/31 16:00 ~
6/01 00:00
6/01 00:00 ~
6/01 06:00
可補自
10053112.012

10060106.000
6/01 06:00 ~
6/01 18:00
10060106.012
6/01 18:00 ~
6/02 06:00
10060106.024
6/02 06:00 ~
6/02 18:00
10060106.036
6/02 18:00 ~
6/03 06:00
10060106.048
6/03 06:00 ~
6/03 18:00
10060106.060
6/03 18:00 ~
6/04 06:00
10060100.000
6/01 00:00 ~
6/01 06:00
6/01 06:00 ~
6/01 12:00
可補自
10053118.012

10060112.000
6/01 12:00 ~
6/02 00:00
10060112.012
6/02 00:00 ~
6/02 12:00
10060112.024
6/02 12:00 ~
6/03 00:00
10060112.036
6/03 00:00 ~
6/03 12:00
10060112.048
6/03 12:00 ~
6/04 00:00
10060112.060
6/04 00:00 ~
6/04 12:00
10060106.000
6/01 06:00 ~
6/01 12:00
6/01 12:00 ~
6/01 18:00
可補自
10060100.012

10060118.000
6/01 18:00 ~
6/02 06:00
10060118.012
6/02 06:00 ~
6/02 18:00
10060118.024
6/02 18:00 ~
6/03 06:00
10060118.036
6/03 06:00 ~
6/03 18:00
10060118.048
6/03 18:00 ~
6/04 06:00
10060118.060
6/04 06:00 ~
6/04 18:00
10060112.000
6/01 12:00 ~
6/01 18:00
6/01 18:00 ~
6/02 00:00
可補自
10060106.012

10060200.000
6/02 00:00 ~
6/02 12:00
10060200.012
6/02 12:00 ~
6/03 00:00
10060200.024
6/03 00:00 ~
6/03 12:00
10060200.036
6/03 12:00 ~
6/04 00:00
10060200.048
6/04 00:00 ~
6/04 12:00
10060200.060
6/04 12:00 ~
6/05 00:00
10060118.000
6/01 18:00 ~
6/02 00:00
6/02 00:00 ~
6/02 06:00
可補自
1006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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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作業化流程與藍色公路海象預報展示測試結果
利用微軟視窗系統中的排程功能可以指定 Surfer 程式執行時間，程式執行後相關的
文字預報檔案就會被產生放在伺服器固定目錄內，由於藍色公路海象預報展示功能尚未
完全建置在海象 e 化服務系統內，因此現階段將使用 Google Earth 為展示平台，顯示 5
條藍色公路各航段使用不同顏色來表示(圖 6-5)，而使用者只要點選其中任一航段即會
顯示該條藍色公路的基本資料及該航段的海象預報超連結，點選超連結後即會跳出視窗
展示該航段自當時時間起 24 小時內的海象預報值(圖 6-6)。

圖 6- 5 藍色公路航段使用 Google Earth 展示

由於要限制開啟視窗的大小與方式，因此採用 Javascript 撰寫一個外層 ASP 程式來
控制開啟視窗的大小，該 ASP 程式配合適當的參數如「route」及「section」
，並自動抓
取現在的時刻，即可輕易的展示該航段藍色公路未來 24 小時的波浪及風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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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6 藍色公路航段海氣象資料表格展示

6.3.3 資料庫匯入作業
作業化流程規劃建置除了 6.3.1 節中說明利用 Surfer 程式將模式結果轉成文字預報
檔案外，尚須將資料匯入資料庫中，因此利用 ASP 程式讀取文字預報檔案然後匯入
MySQL 資料庫中。藍色公路資料庫的欄位包含 route(航線)、section(航段)、dt(日期
時間)、waveh(波高)、waved(波向)、winds(風速)、windd(風向)、及 index(航船指標)
如表 6- 3 所示。現階段配合波浪模式一日執行四次的排程規劃，資料庫匯入作業同樣在
波浪模式執行過後，一日分四次執行 Surfer 產生預報文字檔及四次執行資料庫的匯入
作業。由於每次波浪模式的執行所產生的 72 小時預報會有 66 小時的預報是重覆的，因
此在匯入資料庫作業前需要先將此 66 小時的資料自資料庫中刪除，才能把最新的預報
資料匯入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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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3 藍色公路資料庫表格及內容範例

6.3.4 海象 e 化服務系統藍色公路網頁展示及實地測試
為實地測試藍色公路網頁的展示情形，本團隊於 11 月 11 日赴東港搭乘東港到
小琉球藍色公路航線的交通船，在交通船上利用無線網路連結到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
統，實地展示藍色公路網頁(圖 6- 7)。由於現階段海象測報中心的伺服器尚未對外開放，
只針對工作團隊的特定 IP 開放連結，因此本測試在東港小琉球航線交通船上先用 3G
無線上網後，遠端 VNC 到工研院的伺服器，再由該伺服器連結到海象測報中心安管外
的 tsuna.cwb.gov.tw 伺服器上進行測試。雖然因此網頁更新速度會受到影響，但整體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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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展示並沒有困難。

圖 6- 7 東港到小琉球藍色公路航線上實地測試

圖 6- 8 11 月 11 日 11 時東港小琉球藍色公路網頁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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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8 顯示當時藍色公路網頁的畫面。當天的藍色公路實地測試是搭乘 10:45 從東
港出發的交通船在 11 時於船上接收到的海象資訊為波高 0.4 公尺與風速 3.7 公尺/秒，
與在船上實際感受類似。到小琉球後隨即搭中午 12:00 的船回東港，在回程時於船上接
收到的海象資訊為波高 0.3 公尺與風速 3.2 公尺/秒的 2 級風浪，與當時在船上實際的感
受與看到的波浪狀況(微波明顯、波峰光滑未破裂)相同如圖 6- 9 所示。在東港小琉球的
藍色公路航線上的手機訊號穩定，只有在中間靠小琉球的航點上訊號較弱，會從
3.5G(HSDPA)降到 3G/2.5G(EDGE)，但仍可正常接收。

圖 6- 9 11 月 11 日小琉球到東港藍色公路上平穩海況
此次測試順便訪問搭乘的飛馬號(圖 6- 10)交通船上的李船長，並展示藍色公路網頁
給李船長看。李船長對於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將提供此資訊感到非常的好，雖然說
該藍色公路航線很短，但仍有參考價值，可以更準確的掌握海況。李船長提到現階段都
是在前一天晚上讀取中央氣象局的漁業氣象預報，做為明天操船的依據。雖然李船長提
到由於受到遮蔽效應，該航線除了颱風來襲外，幾乎沒有因為海象條件不好而停開，但
若有此每小時的海氣象資料對於操船仍是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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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問到若以後模式解析度更高時是否還需要分航段時，李船長表示通常該航段前後
差異不大，若有差別則是在靠近東港或是小琉球部份，可能是因為地形效應而會產生稍
許的不同，因此若要分段就從中間分成兩段來預報。另外李船長有提到在離小琉球 0.5
到 1 海浬的地方會有波浪與潮流交互作用的現象，導致該區域會有較不平穩的海況，但
由於現階段海象測報中心並未進行波流交互作用的模擬，再加上模式解析度問題，有據
實告知李船長可能現階段暫時無法做這樣詳細的模擬預報。

圖 6- 10 行駛在東港到小琉球藍色公路上的飛馬號交通船

6.4 小結
藍色公路海況系統本年度將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在期
中以前已完成預報模擬網格數值之評估與綜合考量及雛型測試，在評估過後以符合現有
海象需求為前提，於期中至期末階段進行系統開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藍色公路
航行安全之應用工作項目已完成海象預報資料展示規劃、海象預報資料展示雛形建置、
波浪模式資料擷取作業化流程建置與測試、藍色公路海象預報連結 Google Earth 測試等
項目。藍色公路海況系統在期中以後與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網頁連結，配合網頁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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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連結已建置的網頁程式，經過與海象測報中心同仁與長官討論出最佳的展示方式，完
整的呈現藍色公路海況系統，並於 11 月 11 日在東港到小琉球藍色公路上實地利用 3G
連結網路測試藍色公路海況系統的海象預報資訊傳輸與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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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

7.1 引言
氣象局使用及發展不同暴潮數值模式以便在進行潮位預報時，能夠考慮到暴潮的因
素，整合暴潮模式、調和分析、與觀測資訊，準確的進行潮位(海水面水位)的預報。海
象測報中心的暴潮展示系統即是在讓預報員能夠整合暴潮模式的資訊，結合已知的觀測
資料，判斷出正確的潮位預報。由於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系統展示功能與效率部符合現
階段颱風期間聯合預報作業所需，因此在本四年計畫的最後兩年工作中加入暴潮展示與
校驗系統的建置，包含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介面整合及整體系統之架構建置，並於本
年度之颱風警報期間測試其初步的功能。在 99 及 100 年度將建置完成颱風暴潮展示與
校驗系統。本年度的工作項目主要是要取代舊有的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暴潮展示系
統，並在 99 年颱風季節前可以上線供內部使用。本工作在第二年度要加入顯示每 12
小時的最大暴潮位及設定誤差值帶狀顯示功能，以及具備校驗功能(暴潮偏差比較及天
文潮校驗功能)。本章將就現有系統、功能需求、使用軟體、系統架構、及初步的成果
進行說明。

7.2 系統功能
7.2.1 現有系統
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暴潮展示系統是使用 php 撰寫的網際網路系統，在安管內直接
讀取 Oracle 資料庫內的即時與預報潮位資訊進行展示，但由於如圖 7-1 所示不但在同一
網頁展示所有測站的時序列圖，又需要進行潮位二維等值圖的計算與展示，因此需要花
費很多時間來顯示該網頁，不利海象測報中心人員與氣象預報在進行統合預報會議上進
行展示。經海象測報中心決定要拿掉潮位二維的展示，只單純一次展示各潮位站的預報
與即時時序列圖，但為節省展示時間，需要建立機制來事先產生約 34 個測站的時序列
圖。另外由於原先系統是建置在氣象局安管內，沒有對外的連線功能，因此若日後系統
需要跨單位使用甚至開放部份功能對外服務，則完全無法達到。經過海象測報中心的討
論與長官的指示，決定將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建置在氣象局的安管外，而相關觀測資
料、調和分析資料、測站基本資料、與暴潮模式執行的結果，由海象測報中心負責複製
到海象測報中心安管外的資料庫中，以利本系統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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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暴潮展示系統

7.2.2 系統功能需求
(1)

(2)
(3)
(4)
(5)
(6)
(7)

99 年度工作項目需求如下:
各潮位站產出圖表如圖 7-2 所示，包含過去 12 小時觀測水位，過去 12 小時及未來
36 小時調合分析水位，未來 36 小時模式暴潮偏差（surge deviation）加上調合分析
水位，警戒水位。
要能選取不同的暴潮模式進行上述時序列圖的展示。
具備選擇模式第幾報的功能。
具備單張網頁顯示所有測站功能。99 年上半年完成。
可選擇單一測站功能，進行單一測站時序列圖的展示。在此模式下可以放大顯示，
而使用滑鼠浮標在時序列圖上可以顯示時間及水位。
具備列印功能。
須與海象測報中心密切討論版面呈現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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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潮位站時序列圖繪製標準

7.3 系統建置方式
7.3.1 使用軟體說明
由於本團隊並非原先開發團隊因此無法使用現有程式進行修改，必須重新建置，此
網頁的建置將使用 ASP 網際網路程式開發環境與語言結合 HTML 與 Javascript 網頁程
式來撰寫。由於並未提供經費購買軟體，只能使用海象測報中心現有的 ChartFX 網際網
路繪圖軟體來執行時序列圖的繪製工作。
Chart FX 軟體為統計圖網路繪製軟體，由美國 Software FX 公司製作，是一個可以
透過網際網路讓各式統計圖展示於遠端瀏覽器上之軟體。資料在伺服器端透過該軟體繪
製統計圖，並以特殊之格式傳送到遠端的瀏覽器，透過專屬的載入程式即可展示互動式
的時序列圖。Chart FX 軟體特色包括：
(1) 經由客戶端瀏覽器可以展現 35 種以上的 2D/3D 統計圖，並且可以在客戶端視
使用者之需求旋轉觀看角度及更改展現方式。
(2) 針對不同瀏覽器提供伺服器端及客戶端連結資料庫元件。
(3) 提供樣板及程式產生工具可以產生 ASP, Cold Fusion 或客戶端程式，讓網站管
理者及程式設計者在網頁加入統計繪圖功能時不須額外撰寫複雜的程式。
(4) 可以產生互動式 Image Maps、下拉功能及其他網頁特性，讓客戶端具有完整
的互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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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ChartFX 具備輸出時序列圖成為影像檔的功能，如「Chart.Export」 的指令，
因此在 ASP 程式中即可加入擷取 ChartFX 繪製出的圖檔轉換成影像檔的指令。由於首
頁是使用影像展示，因此在展示所有測站的圖檔時，使用者無法在此模式下對時序列圖
進行放大顯示，或是使用滑鼠浮標在時序列圖上顯示時間及水位，因此在展示的網頁程
式中必須加入超連結讓使用者點選後，可以進入展示單一測站的模式。使用者在首頁點
選單一測站的時序列圖後，即可連結 ChartFX 程式即時繪製該測站的時序列圖，如此才
能在此模式下放大顯示某一時段的時序列圖，並可使用滑鼠浮標在時序列圖上顯示時間
及水位。

7.3.2 系統架構
由於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最後決定是在中央氣象局安管外的環境下建置，因此系統
所需的觀測資料、測站基本資料、調和分析資料，及暴潮模式執行後的結果都將讀自安
管外的 MySQL 資料庫中，由於海象測報中心相關對外網頁的需要，安管外 MySQL 資
料庫已經具備，因此只要開放權限讓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可以讀取測站基本資料、觀測
資料、與調和分析資料即可，而 ADI1 與 HSU 暴潮模式的執行結果則由海象測報中心
相關人員協助放入 MySQL 資料庫中。
系統主要功能分成三個主要項目，第一個項目為時序列圖所有測站的展示網頁，同
時也是系統的首頁，該網頁現階段包括了另一個項目的控制介面，就是時序列圖檔產生
的功能。由於預報員在執行暴潮模式運算時的時程並不固定，因此設計此功能可為預報
員自行啟動時序列圖建置的程序，以確保繪圖程式可以讀取到資料庫內已經準備好的暴
潮模式結果。當預報員在參加颱風期間聯合預報時即可事先啟動此功能準備好時序列圖
圖檔，以便在啟動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首頁時可以立即展現所有測站的時序列圖，若需
要某一個測站的詳細資料時，就可單獨啟動該測站的網路繪圖程式，展示該測站詳細的
時序列圖與每六分鐘的潮位觀測與預報資料。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整體架構如圖 7-3
所示。

7.3.3 時序列圖繪製原則
時序列圖主要展示四條曲線，分別為(1)觀測水位、(2)現報暴潮+調和分析、(3)現報
暴潮+調和分析+修正、及(4)調和分析。另外再加上前報暴潮+調和分析的曲線。上述時
序列曲線的繪製方式如下列算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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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 = Lmt – Hmt ........................................................................................................... (7-1)
Lft = Hdt + Smt .............................................................................................................. (7-2)
Ct = Ot – Lft ............................................................................................................... (7-3)
Ft+1 = Ct + Lft+1 ............................................................................................................ (7-4)
其中

Smt 為在 t 時間暴潮模式偏差量
Lmt 為在 t 時間暴潮模式計算水位
Hmt 為在 t 時間暴潮模式計算的調和分析水位
Hdt 為在 t 時間海象中心資料庫中的調和分析水位 (曲線 4)
Lft 為在 t 時間暴潮模式結合調合分析所預報的水位 (曲線 2)
Ot 為在 t 時間觀測水位 (曲線 1)
Ct 為在 t 時間觀測水位與暴潮預報水位的修正量
Ft+1 為最終的預報水位 (曲線 3)

圖 7-3 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的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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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系統本年度成果
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已經於期中前建置於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指定的電腦中，並已
達驗收標準，可供氣象局內部測試使用，並完成氣象局驗收作業。期中至期末階段除實
際用於凡那比與梅姬颱風外，並增加產生未來 12 小時、12 及 24 小時、24 及 36 小時所
有測站暴潮最大值之時間及當時之總水位（暴潮水位加上 1/2 模式預測波高）表格的功
能。

7.4.1 系統首頁
海象測報中心原本的暴潮展示系統是建置在中央氣象局安管內的系統，但經 5 月 4
日與海象測報中心朱課長指示後確定該系統將放在安管外，因此原先在安管內現有暴潮
系統伺服器上準備的 IIS 與 Chart FX 環境將不用再進行, 並轉移到安管外的 129 伺服器
上繼續系統的開發。系統所需的潮位站資料、調和分析資料、及即時觀測資料的讀取權
限開放及暴潮模式資料匯入 MySQL 資料庫等相關問題已由海象測報中心協助解決。
系統初步雛形如圖 7-4 所示。使用者可挑選所要展示的暴潮模式(ADI1 或 HSU)，
另外利用日期點選介面(圖 7-5)及時間下拉選單，使用者可以輕易的輸入模式預報日期
(如 20100419)與時間(如 20)起點，即所謂的哪一報，如此即可立即展示(使用右方捲軸)
已建置完成的 34 個測站的圖檔。系統展示的時序列有觀測水位、前報暴潮+調和分析、
現報暴潮+調和分析、現報暴潮+調和分析+修正、及調和分析，另外有標示大潮警戒線、
現報起始線、及換日線。

7.4.2 預報站時序列圖展示
在系統首頁上 34 個預報站的時序列圖皆一次展示在網頁上，使用者可以利用瀏覽
器右邊的卷軸展示所有的預報站。由圖 7-4 看出在網頁上方的粉色控制區可以讓預報員
控制 34 個預報站所要展示某一次預報與相關觀測時序列圖，並可選擇所要展示的時序
列圖是由哪一個暴潮模式所執行的預報。除此之外並可設定讓兩個暴潮模式的預報結果
並排展示(圖 7-6)，如此的展示方式可以讓預報員更能掌握瞭解暴潮模式的結果，進而
進行預報作業。
由於有時並未有暴潮模式 3 個小時前的模擬(前報)，因此暴潮展示系統加入選項讓
預報員可以在各測站個別展示時，不要展示前報的時序列圖。由於時序列圖的影像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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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產生的，因此此選項對於影像的展示沒有影響，主要的影響是在串連個別測站影像
到單一測站時序列圖展示時表明不用顯示前報，如此一來在展示單一預報站的時序列圖
時，就不會因為沒有讀取到前報的資料而產生警告訊息如圖 7-7 所示。

圖 7-4 系統首頁展示 34 個預報站的相關時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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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暴潮模式起始日期點選視窗

圖 7-6 二個暴潮模式的結果與相關時序列圖並排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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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在單一預報站時序列圖展示時未讀到前報資料而出現警告訊息

7.4.3 單一時序列圖展示
由於首頁上的圖皆為影像檔因此無法進行詳細的資料讀取，但使用者只要點選任一
預報站即可展示該站詳細的時序列圖，並可進行局部放大的功能如圖 7-8 所示。圖 7-9
顯示時序列圖局部放大的結果，使用者並可持續在該圖上繼續圈選區域進行放大展示。
使用者並可使用下方及右方的卷軸來展示時序列圖上不同的區域。圖 7-9 同時顯示使用
者使用滑鼠將指標移動至時序列線上即可展示該點數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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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時序列圖局部放大的功能

圖 7-9 時序列圖局部放大與指標資料數值展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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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時序列圖產生
在首頁的網頁上方的淺綠色控制區可以讓預報員產生 34 個預報站某一次預報與相
關觀測時序列圖檔，只要選擇所要使用的模式計算結果、輸入暴潮模式起始日期與時
間、及勾選是否加入前報，按「重新產生圖檔」 的按鈕即可 (約需 30 秒完成)。按「重
新產生圖檔」後系統會打開另一個網頁，展示圖檔產生的情形。若使用者有勾選「加入
前報」
，但系統無法讀取前報資料則會顯示警告訊息如圖 7-10 所示。由於缺少前報資料
並不會影響暴潮預報的作業，因此訊息比較屬於一般的警示，但若是時序列圖在產生時
發現該站無觀測資料或是無調和分析資料，則是屬於嚴重錯誤的情形，會影響到該站的
潮位預報作業，因此會出現「嚴重錯誤」的警訊。
時序列圖的產生最後會出現「暴潮時序列圖建置完成!」的訊息讓使用者知道時序
列圖產生的作業已完成，可以關閉該瀏覽器視窗，而回到系統首現進行時序列圖影像的
更新展示。

圖 7-10 時序列圖產生時的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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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1 時序列圖產生完成後會有訊息顯示

7.4.5 首頁編排及圖檔繪制變更
在 9 月 23 日第四次工作會議時海象測報中心林副主任有建議原先的首頁輸入日期
與時間的介面是否有重覆設定的必要，經討論後認為可以簡化介面只要輸入一次日期與
時間就好，因此重新設計首頁介面，讓所要展示的圖檔與要重新產生圖檔的日期與時間
控制共用一組介面，另外時序列圖檔的繪製也做稍許的變更，如每個測站標題的展示方
式。修改後的介面及圖檔如圖 7-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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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2 系統介面及時序列圖繪製變更後的網頁

7.4.6 暴潮總水位估算表
期中以後進行暴潮總水位估算表的自動產生功能建置，該功能產生未來 12 小時、
12 及 24 小時、24 及 36 小時所有測站暴潮最大值之時間及當時之總水位（暴潮水位加
上 1/2 模式預測波高）表格，以及此總水位表格列印功能。原先的首頁也增加展示暴潮
總水位估算表的按鈕 (圖 7-12)。
使用者在按「重新產生圖檔及總表」按鈕後即會產生各站的時序列圖及暴潮總水位
估算文字檔，當使用者按「暴潮總水位估算表」後，系統就會讀取剛才產生的總水位檔
案，然後進行表格的編排及展示 (圖 7-13)。暴潮總水位估算表包含了 0~12 小時、12~24
小時、24~36 小時所有測站的「最大報潮時間」
、
「最大暴潮水位」
、
「對應之示性波高」、
「對應之示性波高除 2」、及「總水位」等欄位。網頁左上方有「設定印表機」
、「預覽
列印」、及「設定列印」三個連結，讓使用者在自己的電腦上進行設定列印方式、預覽
列印、及提送列印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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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暴潮總水位估算表

7.5 小結
在四年計畫的最後二年將建置完成颱風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本年度的工作項目主
要是要取代舊有的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暴潮展示系統，並在颱風季節前可以上線供
內部使用。因此在期中前已完成系統整體架構規劃與初步功能建置。使用者可以透過瀏
覽器展示 34 個測站的觀測資料、調和分析、調和分析加模式暴潮、及修正後調和分析
加模式暴潮等的時序列圖。使用者並可選取不同的暴潮模式及預報時間進行上述時序列
圖的展示，以及選擇單一測站進行時序列圖的放大與資料的展示。本項工作在期中後持
續進行系統的測試，及與海象測報中心人員討論瞭解各時序列圖所需傳送的位置與流
程，並建置自動作業機制。期中後並完成系統轉移至中心本年度新購置的電腦伺服器
中，並確保系統可以正確的執行。期中至期末階段除實際用於凡那比與梅姬颱風外，並
完成增加產生未來 12 小時、12 及 24 小時、24 及 36 小時所有測站暴潮最大值之時間及
當時之總水位（暴潮水位加上 1/2 模式預測波高）表格的功能，讓預報者可以輕易掌握
各測站的暴潮最大值，達到預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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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未來工作重點
8.1 結論
中央氣象局於民國 94 年至 96 年進行海象資訊在近海觀光、防災救難及航行安全之
應用、岸基海象遙測技術之研發、海氣象觀測站之評估及擴建、及海域地理資訊服務系
統建置等主軸計畫之執行，並獲得豐富且有實質效益的成果。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中
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提出新的 4 年科技發展計畫，將自民國 97 年起至民國 100 年進
行「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整合與應用研究」，以中央氣象局現有海域 GIS 資訊服務
系統建置成果為基礎，整合規劃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將系統功能持續更新，提供全
方位海域相關服務，包括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海岸線與暴潮國土資訊系
統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料庫整合及建置、
「台灣海域安全資訊統」與
「海域 GIS 資訊服務系統」維運之研究等工作項目。執行過程需整合其他防災科技研發
模式，轉化成可落實應用於防災業務的技術，並結合政府相關部門，有系統地推動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以提供相關單位執行救災業務之依據。
本年度(99 年度)為全程計畫中之第三年研究計畫，執行時程自 99 年 01 月 22 日至
99 年 12 月 31 日為止。在中央氣象局長官協助指導下，海洋大學近海防災科技研究中
心、工業技術研究院、台灣世曦顧問公司所組成之研究團隊共同努力，自 99 年 01 月下
旬執行至 99 年 12 月上旬整體工作經由統籌規劃與各分項小組合作推動，依工作成果提
出期末報告，目前均已達合約要求完成工作項目。本年度工作重點包括：海象資訊 e 化
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建置、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料
庫整合及建置(2/2)、暴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1/2)。玆將本年度工作成果詳述如下：

8.1.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海象 e 化資訊系統一般版之「潮高預報圖」
、
「海溫分析時序圖」兩模組於期中階段
完成作業化運轉作業，而一般版之「海象警示」
、
「藍色公路海況」
、
「海象統計」
、
「英文
版」、「PDA 版」模組亦已於期末階段完成功能開發及上線作業。研究團隊也於本期擴
充維護「即時海況」模組功能，除增加潮高的預報潮位線繪製外，並針對潮位動態圖運
算公式做修正，漲退判斷由原本的即時潮位減預報潮位，修正為即時潮位減前 30 分鐘
即時潮位。另增加即時海況瀏覽小技巧，以整合有關潮位及風向、浪向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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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象 e 化資訊系統內部版建置進度的部份，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已於 99 年 4 月
30 日完成雛型系統驗收，期中至期末階段，團隊完成了整合 e 化內部版資料庫、颱風
災害查詢系統資料庫、歷次颱風災害圖層底圖套疊於系統中顯示之功能、以及諸多歷史
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功能的調校。
推廣部分本計畫在系統分類完成及辦理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宣導活動，並訪談中
華民國帆船協會及蜘蛛衝浪俱樂部等民間海洋遊憩團體。根據本團隊之研究進度及已完
成之系統建置成果提出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表，以利於未來推廣工作之進行。
商業簡訊部分本年度的主要工作就是進行商業模式的探討，並與電信業者進行接
觸，就海象測報中心自行建置發送作業、尋求民間氣象公司合作開發商業模式、或是加
入已有的氣象簡訊服務等進行評估，建議一套可以永續經營的商業模式。

8.1.2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建置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資料庫建置的部份，雛型系統直接連線 E 化系統內部版資料
庫，並且將氣象局內部颱風、潮位及波高等相關資料表匯入安管外 MySQL 資料庫，以
供系統查詢。並已依據本計畫第一期建置之 1998 年至 2007 年暴潮資料規劃設計暴潮及
波高資料庫格式，並於期中階段前進行氣象局資料庫系統反應時間測試。有關颱風期間
海岸災害查詢展示系統資料庫整併的部份，已完成海岸災害及海堤溢淹之資料庫整併，
研究團隊所蒐集的災害新聞圖片也全數匯入系統，供災害縣市查詢。
近岸觀光遊憩休閒及防災等資訊的提供並非中央氣象局的業務，因此在這方面的資
訊提供將此超連結的方式連到國內現有的網站，而相關海象資訊與指標資訊的提供本計
畫提供四種可能的規劃，本團隊建議使用第四種資料整合建置方式，以各縣市海岸線外
10 公里範圍內所含蓋的數值模式網格選取極值，再加上原先北、中、南、東四個區域
所選出的 35 個預報站做為海象及安全資訊預報結果，透過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進行
預報結果的展示。此規劃經海象測報中心內部討論後決定使用漁業氣象的預報範圍及內
容，並完成漁業氣象預報的 XML 檔案的取得及轉換成海域警示資訊的作業。另在海上
漂流物流向分析與搜索範圍劃定系統維運方面，將持續進行系統的維護並提供相關單位
的諮詢。在績效指標方面並已完成「漂流物搜索範圍劃定機制與系統」的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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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料庫整合及建置(1/2)
藍色公路海況系統本年度將納入海象 e 化服務系統一般版即時海況模組當中，在期
中以前已完成預報模擬網格數值之評估與綜合考量及雛型測試，在評估過後以符合現有
海象需求為前提，於期中至期末階段進行系統開發。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藍色公路
航行安全之應用工作項目已完成海象預報資料展示規劃、海象預報資料展示雛形建置、
波浪模式資料擷取作業化流程建置與測試、藍色公路海象預報連結 Google Earth 測試等
項目。藍色公路海況系統在期中以後與海象 e 化資訊服務系統網頁連結，配合網頁的建
置連結已建置的網頁程式，經過與海象測報中心同仁與長官討論出最佳的展示方式，完
整的呈現藍色公路海況系統，並於 11 月 11 日在東港到小琉球藍色公路上實地利用 3G
連結網路測試藍色公路海況系統的海象預報資訊傳輸與展示。

8.1.4 暴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 (1/2)
期中前已初步完成系統整體架構規劃與初步功能建置。使用者可以透過瀏覽器展示
34 個測站的觀測資料、調和分析、調和分析加模式暴潮、及修正後調和分析加模式暴
潮等的時序列圖。使用者並可選取不同的暴潮模式及預報時間進行上述時序列圖的展
示，以及選擇單一測站進行時序列圖的放大與資料的展示。

8.2 未來工作重點(100 年度)
8.2.1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建置及推廣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正常維運：
因考量本計畫屬研究計畫案，系統正式上線後，若經海象中心確認故障
問題無法排除，請研究團隊針對網站(不含硬體)維運，於故障發生後二個工作
日內(例假日除外)恢復運轉及一般版上線後續維運再予討論並回覆海象中心。
(2)一般版系統擴充工作：
因應中央氣象局局「即時海況」及「藍色公路」模組變動需求，提供新
增即時海況測站及藍色公路航線與航段地圖擴充服務。
(3)提供網站基本維護教育訓練：
提供一般版及管理系統雛型教育訓練，共 1 場次 2 小時，場域視硬體配
備需要以氣象局場所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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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一般版管理系統雛型：
a.針對即時海況新增測站，開發管理模組以供維護人員新增及編輯測站所
需。並可由系統設定該測站是否於一般版系統當中展示。
b.針對潮高預報圖及海溫測報圖模組，開發一管理介面。可針對測站是否於
系統當中呈現作設定。
c.針對藍色公路模組，開發管理模組以新增藍色公路航線名稱，及設定相關
航段個數等基礎功能。
(5)服務系統推廣部分:
a.由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廣小組，進行持續型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推
廣宣導活動。
b.99 年因尚未正式上線，滿意度調查無法作使用後之調查，僅依訪談交換滿
意度分析，本年度將配合系統上線需求繼續辦理問卷調查及推廣成果綜合
檢討。

8.2.2 歷史颱風暴潮資訊系統建置
(1)依據氣象局暴潮及波高資料庫格式，建置運算程式以擴充系統資料庫
依據氣象局安管內暴潮與波高資料表，計算適合本系統使用的資料庫擴
充程式。由氣象局系統維護人員每年於颱風季節過後手動執行產出資料庫檔
案，以匯入內部版資料庫供系統展示使用。
(2)系統颱風災害底圖與颱風動態圖擴充至 2011 年 9 月颱風
2010 年颱風災害底圖應配合行政區界重繪，以統一的圖例建置於系統當
中。並依據氣象局安管內颱風資料庫之中心座標與 7 級暴風半徑等資訊，繪
製颱風動態圖提供系統使用。
(3)颱風災害與海堤溢淹資料庫擴充至 2011 年 9 月
依照前期計畫成果為基礎，將颱風災情資料四種類型持續更新資料庫並
擴充至 2011 年 9 月。

8.2.3 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圖資、資料庫整合及建置(2/2)
1.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中央氣象局風浪預報作業之應用
(1)中央氣象局風浪預報作業一向由氣象預報中心使用海面風力推估波浪進行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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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原本在提四年計畫時規劃在本年度如何將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之風浪預
報資訊取代舊有之風浪預報，以較準確之波浪數值模式進行中央氣象局風浪預
報作業，但由於 99 年度中心已決定仍使用漁業預報為海域警示的依據，因此本
工作項目只純粹進行評估及雛型作業化系統測試，不進行取代工作。
(2)本工作項目協助建置 NCL 程式來將海象測報中心由網格產生的海象預報產品
轉換成影像式 KML 檔案以便套疊 Google Earth。

2.海象資訊 e 化服務系統於兩岸航行安全之應用
本系統於藍色公路預報展示功能已完成初步成果，在本年度規劃將於金
門、馬祖與大陸兩岸選定示範區進行系統測試，並評估系統實際操作功能，以
達成本系統在兩岸航行安全之實用性。

8.2.4 暴潮展示與校驗功能雛形建置 (2/2)
1. 暴潮展示與校系統功能強化
本工作項目將依據上一年度測試結果，強化暴潮展示及建置校驗功能。主要工
作步驟為暴潮校驗功能需求的確認與規劃，確定海象測報中心的需求後進行功能規
劃。然後將進行校驗功能雛形建置，再根據海象測報中心上一年度的使用狀況，進行
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整合成完整的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主要
工作包括:
(1)暴潮校驗功能需求的確認與規劃
(2)暴潮偏差校驗功能建置
(3)模式天文潮校驗功能建置
(4)暴潮展示與校驗系統操作介面編修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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