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五大商港海域之波浪觀測與長浪之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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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洋海域，當有颱風形成時，對臺灣近海而言，不論其是否為發佈警報之颱風，
所衍生之長浪，均可透過國內五大商港近海監測波浪之尖峰週期(Tp)及示性波高(Hs)，清礎
地陳現其逐時演化歷程。又對於由東而西自太平洋向臺灣東部海域行進或過境之颱風，在蘇
澳港或花蓮港近海所監測長浪之演化歷程，特別具有指標性，故可作為長浪判釋之依據。至
於颱風長浪，尖峰週期通常會大於10秒，且其在蘇澳港近海之演化一般可區分為(1)啟始到
達；(2)群聚成長；(3)堆疊擁積；(4)成熟飽滿；及(5)減衰消退等五個重要歷程階段。其中，
啟始到達階段之辨識，可應用尖峰週期約12秒之深水群波傳播速度(~809km/day)估算；堆疊
擁積階段之辨識，可以長浪之示性波高是否由小逐漸成長至大於1.5公尺為基準；而有關減
衰消退階段之辨識，則可以示性波高是否由大逐漸減小至低於1.5公尺為基準。
關鍵字：長浪、湧浪、風浪、颱風、波浪監測

一、前言

化及阻塞作用而擁積及推疊，以致波高大幅放大，
甚至在岸邊引發突如其來的巨浪，或衍生瘋狗浪
(梁，2008；梁 等，2010；莊、曾，2014；氣象局，
2014)，進而對民眾之生命財產造成危害。

海洋中之波浪，通常係因風力之作用而衍生，
故有「無風不起浪」之俗諺。在海洋學之領域中，
此種因風(移動風暴、颱風、或強烈季風)而起之波
動，統稱為風浪(wind waves)。風浪之大小或所挾
帶能量之高低，主要取決於具有特定風速之風域(風
力作用場域)範圍及風力之持續吹襲時間。主要特性
之表達，藉助於波高(H)以及週期(T)或頻率(f)。
Munk(1951)將具有不同產生動力之各類型波
動型態及其所對應之波浪名稱，依其對應之顯要週
期區間，整理如圖1所示。由圖觀察可見，因風而
起之風浪，其主要週期大多小於30秒，而且，週期
約在8~10秒間之風浪，相對性地具有最大之波動能
量，紀錄中，風浪之最大波高，可達34公尺(Horikawa,
1978)。
湧浪(swells)，學理上係專指離開風域或失去原
生風力影響之風浪，故與颱風或強烈季風之存在息
息相關。一般而言，由於其比風浪具有較規則之波
動或較長之週期，因此，通俗上亦稱為“長浪”。
在海洋中，基於波動之分散(dispersion)特性，
週期長短不一之風浪，因而具有不同之傳播速度。
而長浪，因其能離開移動中之原生風域，故波動傳
播速度，通常較風域之移動速度快，所以，即使天
氣風和日麗，近海仍會存在長浪。此外，因其在生
成期間所挾帶之能量甚大，故可傳播之距離甚遠，
當其抵達近岸後，由於波能消散不易，加以水深變
淺、灣澳地形窄縮、及人造結構物之影響，因此，
先來後到之長浪，常會因波動本質之非線性群聚演

圖1 以週期差異為基準之波動分類
颱風，為臺灣首要的「災變天氣」。在西北太
平洋及南海海域，每年夏、秋季節(6~11月)，平均
有高達26.32個颱風會形成，其中，約有3至4個會侵
襲臺灣(氣象局，2014)。在海、陸、空各領域，由
於其伴隨之強風巨浪，通常會造各類型重大天然災
害，故國內現行較完善且最常施行的防減災策略與
作為，大多係以發布警報之颱風為對象。對於未發
布警報之颱風及因其而引發長浪之危害，卻常因無
具體預警措施與作為而屨屨被輕忽。鑑此，本文將
從國內五個國際港之既有波浪觀測談起，再以颱風
與長浪之密切關聯性為基礎，藉今年5月僅發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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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颱風警報之紅霞(NOUL)颱風與無警報之白海豚
(DOLPHIN)颱風之波浪逐時觀測紀錄，據以探討長
浪之演化特性，並提供簡易之辨識準則。

今(2015)年5月4日及5月9日，在太平洋海域分
別有編號第06號之中度颱風「紅霞」及編號第07號
之輕度颱風「白海豚」相繼形成，並均大約以每小
時10至20公里之行進速度由東而西移動，相關移動
路徑潛勢預報圖及衛星雲圖，分別如圖3與圖4所
示。由圖觀察可見，紅霞颱風在5月9~10日接近菲
律賓陸地前，強度曾由中度轉為強烈，且基於其對
臺灣海域之威脅性，中央氣象局曾對其發布海上颱
風警報；而白海豚颱風在向臺灣海域接近期間，於
5月16~18日，強度亦曾由中度轉為強烈，但因其對
臺灣海域不具威脅性，故中央氣象局未曾對其發布
颱風警報。

二、波浪的監測
為科學研究與工程應用之需要，我國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經濟部水利署、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觀光局及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等政府機
構，以及海軍氣象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
所、國研院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臺南水工試驗
所等學術研究單位，在臺灣環島近海均建置有風、
浪、流、潮等海氣象監測站，並經管監測紀錄與資
訊分析。其中，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早自民國七十五年開始，即著手進行臺灣五個
國際港區附近海域長期性海氣象資料之蒐集、觀
測、整理及分析歸納，近三十來並已獲致頗豐碩之
研究調查成果(曾 等，2015)。
國內五個國際港既有波浪資料之蒐集，其起始
時間分別為：臺中港自1971、基隆港自1983、蘇澳
港自1984、花蓮港亦自1984、高雄港自2000。而為
建置各港之海氣象(風、浪、潮、流)即時監測與傳
輸顯示系統，高雄港自2000年12月起、基隆港自
2001年6月起、花蓮港自2001年8月起、蘇澳港自
2002年7月起、臺中港自2003年6月起，分別即廣泛
使用挪威NORTEK公司出品之超音波式波向波高
與剖面海流儀器(AWCP)，如圖2所示，進行長時間
連續之海面波浪及海流監測(曾 等，2015)。目前，
波浪監測係以1 Hz之取樣率，逐序從每小時第十分
鐘開始，逐時施測2048筆紀錄。
AWCP之主要優點包括：設置水深範圍較大(約
10m至60m)、可以取得即時波浪資料、並可依需要
調整記錄時間及取樣頻率；但缺點則有設置費用昂
貴、安裝需費時費力舖設電纜線、故障維修不易、
在惡劣海象下，測取波浪極端值容易造成誤差。所
量測之波浪紀錄，經儀器自身之分析及後處理功
能，可直接測得示性波高(Hs)、最大波高(Hmax)、1/3
最大波高(H1/3)、1/10最大波高(H1/10)、主波向、次
波向、以及尖峰週期(Tp)、二階譜週期(Tm02)、平均
週期( T )等波浪代表特性。

圖3 今(2015)年5月4日在太平洋海域所形成編號第
06號之中度颱風「紅霞」之移動路徑圖及05/10 13:30
之衛星雲圖(取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圖4 今(2015)年5月9日在太平洋海域所形成編號第
07號之輕度颱風「白海豚」之移動路徑圖及5/17
20:00之衛星雲圖(取自中央氣象局網站)
在國內五個國際港近海，應用AWCP對波浪進
行監測，因而可得「紅霞」颱風及「白海豚」颱風
影響期間之逐時波浪紀錄，分別如圖5與圖6所示。
在不同颱風之影響下，就波高之大小而言，
由圖5與圖6觀察可見，臺灣東部近海波浪之監測波
高，由於未受臺灣本島陸地岬頭地形遮蔽之影響，

圖2 國內自2000年以後廣泛應用於近海波浪監測
之超音波式波向波高與剖面海流儀AWCP(左)及其
在水下量測佈置(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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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浪的傳播速度

一般皆會大於西部近海。另外，在東部近海，逐時
波高之變化趨勢，約略近似相同，但很特別的是，
蘇澳港之波高，通常會比花蓮港大。
再就週期之逐時變化趨勢而論，臺灣東部近
海之波浪，亦皆比西部近海具有較長之週期。而且
在東部近海之蘇澳港與花蓮港，彼此之波浪週期，
與波高相似，甚特殊地亦約略具有甚相近似之逐時
變化特性，特別是在波浪週期由短而長之突變發生
時間。
綜合圖5與圖6，從國內五個國際港近海觀測
波浪之逐時變化特性比較可知，針對相同之颱風影
響，只要其行進路徑係由太平洋海域接近臺灣東部
海域，則波浪週期與波高之逐時變化特性，將可以
蘇澳港或花蓮港作為代表與指標。兩者相較，蘇澳
港更優於花蓮港。因此，對於臺灣環島海域相關長
浪之辨識與討論課題，建議均可以蘇澳港之逐時觀
測波浪特性作為代表。

因風而起之風浪，參見圖1，其主要週期大多
小於30秒，再參照圖5及圖6可見，若長浪之尖峰週
期(Tp)平均以12秒代表，則在太平洋中，長浪將判
屬深水波，且其波動傳播速度將可以群波速度(Cg)
估算如下：
Cg =

1.56
Tp
2

(1)

=0.78*12 m/s
=9.36m/s
=33.7 km/hr
=809 km/day
掌握波動傳播速度，依據颱風行進路徑與距岸距
離，進而即可估計波浪自形成後，其前導波群可對
特定近海波浪測站產生影響衝擊之到達時間。
以今(2015)年5月4日及5月9日在太平洋海域
相繼形成之中度颱風「紅霞」及輕度颱風「白海豚」
為例，若以長浪每日約傳播809公里之速度為基
礎，則先從圖3可見，紅霞颱風在5月4日初生成時，
距離蘇澳港波浪測站之距離約2400 km，因此，伴
隨颱風衍生之長浪，估計應於3日後，亦即於5月7
日，其前導波群即會傳播至臺灣東部近海；而至5
月12日，颱風自臺灣東部近海開始北轉離開後，距
離蘇澳港之最近距離僅約200 km，故可預期，伴隨
颱風所衍生長浪之影響，應可自5月12日當日起即
開始減弱消退。
至於白海豚颱風，從圖4可見，其在5月9日初
生成時，距離蘇澳港波浪測站之距離約4600 km，
因此，當時伴隨颱風衍生之長浪，預期可於約6日
後，亦即5月15日，其前導波群將會傳播至臺灣東
部海岸；而至5月18日，颱風自臺灣東部外海開始
北轉離開時，距離蘇澳港之最近距離約2000 km，
故可預期，伴隨颱風所衍生長浪之影響，應可自5
月21日起減弱消退。
綜合而論，在蘇澳港，欲篩選近海實測波浪
紀錄，據以檢視或辨識颱風所衍生長浪的演化特
性，從以上應用群波速度所估計之起始影響與減弱
消退期間，針對「紅霞」颱風，應為2015年5月7日
至5月12日，共約6天；而針對「白海豚」颱風，則
其應為2015年5月16日至5月21日，亦共約6天。

圖5 紅霞颱風影響期間(05/09~05/14)在國內五個國
際港近海所監測之逐時波浪紀錄 (上：示性波高
Hs；中：尖峰週期Tp；下：風速)

四、近岸長浪之演化歷程
波高與週期，兩者共同是描述波浪特性之重要
參數，故而欲清礎陳現及檢視近岸長浪之演化歷
程，應將兩者綜合聯結。
另外，如前所述，在太平洋海域，自颱風形成
後，其所衍生長浪之逐時變化或演化特性，可應用
蘇澳港海象測站之監測波浪作為指標，至於其對蘇
澳港近海之起始影響與減弱消退期間，則可依據長

圖6 白海豚颱風影響期間(05/16~05/21)在國內三個
國際港近海所監測之逐時波浪紀錄 (上：示性波高
Hs；中：尖峰週期Tp；下：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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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之傳播速度(~809 km/day)進行估算。因此，在
2015年5月7日至5月12日共約6天之「紅霞」颱風影
響期間；及在2015年5月16日至5月21日亦共約6天
之「白海豚」颱風影響期間，整理蘇澳港近海波浪
逐時監測之示性波高(Hs)、尖峰週期(Tp)及近海十分
鐘平均風速等分析結果，分別可得如圖7與圖8所
示。
在圖7與圖8中，首先，觀察近海逐時風速之變
化特性可見，蘇澳港近海風速之強弱，明確具有日
週期之變動性，每日較小風速，約在2 m/s以下；較
大風速，則約介在6~10 m/s間，並且約發生於每日
正午(12時)之前後約2小時。因此，可判定該風力，
並非源自於遠域之颱風，而明確係因當地海─陸溫
差效應所衍生之「海陸風」。海陸風速越強，代表
天氣愈晴朗。也因此，從「海陸風」之明顯性，進
而可判定，在「紅霞」及「白海豚」颱風影響期間，
蘇澳港僅管風和，但卻日不麗，天氣很明顯是非常
晴朗而炎熱地。

5月9日早上約8時許，雖然波高仍保持在1.0公尺以
下，但波浪週期再次從10秒大幅躍升，最大至約15
秒左右，這顯示海域之波動特性，明確已由風浪轉
變為長浪；而後，由於長浪波能之不易消散性，外
加先來後到長浪波群之陸續堆疊擁積，故長浪之波
高，自此時期開始，即將緩緩成長而增高，並約於
5月10日星期日(母親節)早上約8時許，波高超過1.5
公尺；及至5月10日晚上6時至5月11日早上6時間，
長浪演化臻於成熟，波高超過2.5公尺；接著，在5
月11日晚上約8時前，演化成熟之波高，最大可達
約3.5公尺，但接續由於颱風行進速度及強度之轉
變，促使發展已臻成熟之長浪，波高會在2.5公尺上
下陳現振盪；最後，隨著颱風自臺灣東部近海開始
北轉離開，促使保持在成熟飽滿狀態之長浪，陸續
會因堆疊擁積效應減弱而衰退，最高約達3.5公尺之
波高，因而會逐漸降低，週期亦會從12秒以上逐漸
減縮；及至5月12日下午約2時，波高已快速降低至
小於1.5公尺、週期小於10秒；而至5月13日中午約
12時許，波高已回降至約1.0公尺、週期趨近於6秒，
這意謂颱風衍生之長浪已完全消散，近海波浪再次
又回復為日常天氣下之風浪。於圖7中，特別值得
一提的是，海陸風速之日週期性強弱變動，並不會
使風浪之波高與週期，陳現對應之日週期性增減。

圖7 蘇澳港近海在紅霞颱風長浪起始影響至減弱
消退期間(05/07 ~ 05/13)之示性波高Hs(上)、尖峰週
期Tp(中)及平均風速(下)逐時演化歷程
其次，針對近岸長浪之演化歷程(莊、曾，
2014)，在2015年5月7日至5月12日共約6天之「紅霞」
颱風影響期間，由圖7之波高與週期之逐時變化觀
察可見，當紅霞颱風之前導長浪波群，於5月7日中
午前初抵蘇澳港近海時，波高甚小，不及1.0公尺，
而週期多在6秒上下，波浪係屬於日常天氣下之經
常性風浪，總體海象，尚算風平浪靜；及至5月7日
晚上約8時，僅管波高仍偏小，但週期已自6秒突然
增長至約10秒，可見，長浪波群已陸續抵達；再至

圖8 蘇澳港近海在白海豚颱風長浪起始影響至減
弱消退期間(05/16 ~ 05/22)之示性波高Hs(上)、尖峰
週期Tp(中)及平均風速(下)逐時演化歷程
再於2015年5月16日至5月22日亦共約6天之
「白海豚」颱風影響期間，由圖8之波高與週期觀
察可見，當白海豚颱風之前導長浪波群，於5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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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聚成長；(3)堆疊擁積；(4)成熟飽滿；及(5)減衰
消退等五個重要歷程階段。
以圖7所示紅霞颱風在蘇澳港近海所觀測之長
浪演化歷程為例，依波動傳播速度估計，長浪應於
5月7日啟始到達蘇澳港近海，且在此時期(約於5月7
日20時)，觀測波浪之尖峰週期(Tp)，會從一般週期
約6秒之風浪，開始轉變為超越10秒之長浪，但因
當時近海之長浪，僅處於前導波群到達階段，故其
波高(Hs)，依舊甚小，普遍不及1.0公尺，故而仍以
週期約6秒之風浪作為主要之示性指標；及至5月9
日8時前，隨著颱風之接近，長浪開始群聚成長，
且所具有之波能，已逐漸超越風浪，故尖峰週期得
以持續維持於10秒左右之準長浪；而後，長浪進入
堆疊擁積階段，尖峰週期會作第二階段之躍昇，並
隨著颱風強度之逐漸變化，長浪之示性波高，隨即
逐漸增大，並於5月10日8時，超越1.5公尺，而於5
月10日中午，在綠島海域即傳出7名浮潛客，因為
颱風長浪轉大，7人體力不支無法游回岸邊，最後
靠浮潛教練和海巡署人員合力搶救，才順利上岸；
自此時間之後約10小時，即約於5月11日6時，由於
先來後到長浪之持續堆疊與擁積，終致使長浪成熟
飽滿，示性波高，因而可達3.0公尺以上；再持續約
24小時，即在5月12日以後，由於颱風強度減弱及
中心位置北轉偏移，故長浪開始進入減衰消退階
段，並在5月12日14時以後，波高已降低至1.5公尺，
週期亦逐漸往10秒趨近，直至5月13日12時以後，
近海波浪又回復為週期約6秒之經常性風浪。
同樣地，再以圖8所示白海豚颱風在蘇澳港近
海所觀測之長浪演化歷程為例，依波動傳播速度估
計，長浪應於5月16日啟始到達蘇澳港近海，且在
此時期(約於5月16日18時)，觀測波浪之尖峰週期
(Tp)，會從一般週期約6秒之風浪，開始轉變為超越
10秒之長浪，但因當時近海之長浪，僅處於前導波
群到達階段，故其波高(Hs)，依舊甚小，普遍不及
1.0公尺，故而仍以週期約6秒之風浪作為主要之示
性指標；及至5月17日17時前，隨著颱風之接近，
長浪開始群聚成長，且所具有之波能，已逐漸超越
風浪，故尖峰週期得以持續維持於10秒左右之準長
浪；而後，長浪進入堆疊擁積階段，尖峰週期會作
第二階段之躍昇，並隨著颱風強度之逐漸變化，長
浪之示性波高，隨即逐漸增大，並於5月18日9時，
超越1.5公尺；自此時間之後約10小時，即約於5月
19日0時，由於先來後到長浪之持續堆疊與擁積，
終致使長浪成熟飽滿，示性波高，約可達2.5公尺；
再持續約24小時，即在5月20日以後，由於颱風強
度減弱及中心位置北轉偏移，故長浪開始進入減衰
消退階段，並在5月20日12時以後，波高已降低至
小於1.5公尺，週期亦逐漸往10秒趨近，直至5月21
日7時以後，近海波浪又回復為波高小於1.0公尺，
週期約6秒之經常性風浪。

日中午前初抵蘇澳港近海時，波高甚小，亦不及1.0
公尺，而週期亦多在6秒上下，波浪係屬於日常天
氣下之高頻風浪，總體海象，亦可稱風平浪靜，具
有日週期性強弱變動之海陸風速，亦不會對風浪之
波高與週期，陳現對應之日週期性增減；及至5月
16日晚上約6時，僅管波高仍偏小，但週期已自6秒
突然增長至約10秒，可見，長浪波群已陸續抵達；
再至5月17日下午約5時許，與紅霞颱風長浪相似，
雖然波高仍保持在1.0公尺以下，但波浪週期之變
化，再次從10秒大幅躍升至14秒以上，且最長週期
約可達16秒左右，這顯示海域之波動特性，明確已
由風浪轉變為長浪；而後，由於長浪波能之不易消
散性，再外加先來後到長浪波群之陸續堆疊擁積，
故長浪之波高，自此時期開始，即將緩緩成長而增
高，並約於5月18日早上約9時許，波高超過1.5公
尺；及至5月18日下午2時至5月19日清晨，長浪演
化臻於成熟，波高均超過2.0公尺，且最大可達約2.5
公尺；接著，在5月20日清晨以前，演化成熟之波
高，再次由於颱風行進速度及強度之轉變，促使發
展已臻成熟之長浪，波高會在2.0公尺上下陳現振
盪；最後，隨著颱風自臺灣東部外海開始北轉離
開，促使原來保持在成熟飽滿狀態之長浪，陸續會
因堆疊擁積效應減弱而衰退，波高因而逐漸降低，
週期亦會從12秒以上逐漸減縮；及至5月20日中午
約12時，僅管週期仍維持在12秒左右，但波高已快
速降低至小於1.5公尺；而至5月21日早上約7時許，
波高已回降至約1.0公尺、週期趨近於8秒，這再次
顯示出颱風衍生之長浪已完全消散，近海波浪又回
復為日常天氣下之風浪。於圖8中，特別值得一提
的是，颱風長浪之演化，通常與當地之天氣及風力
或「海陸風」無關。。

五、長浪的辨識
颱風在初形成時皆屬輕度颱風等級，因此，其
近中心附近10分鐘平均之最大風速，應達17.2~32.6
m/s，或蒲福風級8~11級(氣象局，2014)。在此種遠
域強風持續作用下，於廣濶海面所衍生之波浪，尖
峰週期(Tp)通常會大於10秒(Semedo et al., 2011)。至
於尖峰週期，學理上係指波浪頻譜中，具有最大波
能之頻率(fp)所對應之週期。所以，在太平洋海域，
無論形成颱風之遠近、強弱或有無發佈颱風警報，
只要颱風係由東而西向臺灣東部海域行進或過
境，則在蘇澳港近海所監測之波浪，檢視其尖峰週
期是否大於10秒，即可作為辨識長浪之簡易基準。
以國內五個國際港近海波浪之逐時監測分析
結果(參見圖5及圖6)及蘇澳港之長浪演化歷程(參
見圖7與圖8)為基礎，配合上列所述長浪之簡易辨識
基準，再結合長浪示性波高(Hs)之逐時變化，進而
可將長浪之辨識，更清楚地區分為(1)啟始到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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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之示性波高是否由小逐漸成長至大於1.5公尺為
基準；而有關減衰消退階段之辨識，則可以示性波
高是否由大逐漸減小至低於1.5公尺為基準。

為了工程設計與防災應用，通常採用之最大波
高，依合田(1990)之建議，其約可達示性波高之1.6
~ 2.0倍。至於，異常大波浪(freak waves)，則一般
係以波高大於示性波高之2.0倍(Sand et al., 1990)作
界定。因此，颱風長浪之示性波高，若如紅霞颱風
可演化至3.5公尺，則最大波高將可能高達5.6~7.0
公尺。也因此，在長浪達成成熟飽滿前之堆疊擁積
階段，對親海民眾之生命安全與近海人民之財產保
全，均將極具威脅性。故而在長浪辨識上，除了尖
峰週期應大於10秒之基準外，示性波高達成成熟飽
滿階段前後之判識，亦甚重要。而其間，最重要的
當然是掌握長浪演化是否已發展至(3)堆疊擁積階
段，以及確認是否進入(5)減衰消退歷程。
在紅霞颱風及白海豚颱風期間，依據圖7與圖8
所示蘇澳港之長浪(尖峰週期大於10秒)演化歷程，
再綜合以往相關之研究經驗(莊、曾，2014)，有關
其堆疊擁積階段之辨識，可以長浪之示性波高是否
由小逐漸成長至大於1.5公尺為基準；而有關減衰消
退階段之辨識，則可以示性波高是否由大逐漸減小
至低於1.5公尺為基準。至於，處在成熟飽滿階段之
長浪，其示性波高通常會高達1.5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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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波浪之尖峰週期(Tp)，係指波浪頻譜中，具有
最大波能之頻率(fp)所對應之週期；而其示性波高
(Hs)又與1/3最大波高(H1/3)相近似，故兩者綜合適可
應用以判識長浪之顯著性。
近15年期間，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
中心在基隆港、蘇澳港、花蓮港、高雄港、臺中港
等國內五大商港近海所建置之海象監測站，由於皆
應用AWCP進行波浪即時監測，顯示系統又逐時地
以示性波高及尖峰週期陳示波浪特性，因此，在太
平洋海域，當有颱風形成時，對臺灣近海而言，不
論其是否為發佈警報之颱風，所衍生之長浪，均可
透過國內五大商港近海監測波浪之尖峰週期及示
性波高，清礎地陳現其逐時演化歷程。又對於由東
而西自太平洋向臺灣東部海域行進或過境之颱
風，在蘇澳港或花蓮港近海所監測長浪之演化歷
程，特別具有指標性，故可作為長浪判釋之依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基於兩港各自地理位置與海域
地形水深之差異，蘇澳港對長浪判釋之指標性，實
際上優於花蓮港。
關於颱風長浪之辨識，甚簡易地可以尖峰週期
大於10秒作為基準。至於其在近海之演化，依據蘇
澳港之觀測，一般可將其區分為(1)啟始到達；(2)
群聚成長；(3)堆疊擁積；(4)成熟飽滿；及(5)減衰
消退等五個重要歷程階段。其中，啟始到達階段之
辨識，可應用尖峰週期約10秒之深水群波傳播速度
(~809km/day)估算；堆疊擁積階段之辨識，可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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