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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遙測與模擬驗證之派對聚會提案 
A potluck party proposal for validate operational coastal ocean 

remote sensing and numerical simulat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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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業化海洋觀測與模擬技術為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事務等不同面向與目的之使用者，

提供持續的、即時的、有效的海洋環境數據，提升人類對全球環境變遷的瞭解以及海上作

業安全與資源探勘、災害防救等所需的重要資訊。我國作業化海洋遙測與模擬技術亦經歷

過一段時間的發展，雖然因為事權及目的不同，而分散在不同的機關、機構中，也因此有

了多元的發展並發揮其作業化的效益。如海洋雷達的普及及應用，在各單位的努力下逐漸

提升；而國研院颱洪中心發展了無人飛機探空作業團隊，串連現有大氣與海洋觀測設備，

如利用機載可見光與紅外線相機的空拍提供波浪、海溫等海洋環境觀測能量；此外在配合

我國人造衛星發展計畫，亦開展了次世代基於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反射訊號的研究，未來將

有機會發展出反演海洋反射面的海面粗糙度與海面風等物理特性和參數資訊；另一方面，

在作業化數值模擬平台的發展上，中央氣象局、運研所港研中心、國研院海洋中心、海軍

大氣海洋局等亦各自依其任務逐步發展出符合作業需求的海氣象數值模式。 
為促進我國作業化海洋遙測與模擬數據品質能在有限資源下得到實海觀測數據的比對

驗證，本文倡議一個由作業化海洋觀測與模擬相關之政府機關、研究機構在台灣周遭海域

劃定區塊、擇定期間，舉辦聯合觀測作業。透過各參與單位共同討論所欲驗證之遙測或數

模資料特性，並共同商議相關驗證工具的適用性，整合各方資源妥善規劃於現地佈放波浪、

海流、海溫…等實海觀測儀器，並發展拉格朗日或尤拉座標系統之比較、驗證方法，提供

各遙測與數值模擬在共同的量化基準下進行比較。相信透過此一提案的實現，未來不僅可

透過跨組織之觀測資源整合，實現空間分佈更廣之實測數據，以提供遙測平台與數值模擬

系統之驗證參考及後續改善之依據。在這樣的整合觀測資源的共同努力下，其分析結果相

信可做為政府海洋事務部門在防災應變與施政規劃之參考，具體提升我國在海洋或防災相

關領域之科研投入效益。 

關鍵字：資料品質驗證、作業化海洋觀測系統、作業化海洋數值模擬系統、海洋遙測 
 

一、前言 

 
作業化的海洋觀測模擬系統旨在提供持續的、

長期的、且具有區域甚至全球尺度特性的海洋環境

數據，因此系統之空間尺度  (Coverage)、即時性 
(Timelines) 以 及 一 致 的 程 序 與 標 準  (Agreed 
procedures and standards) 是必須視儀器系統及區域

特性被定義清楚以符合需求 (Chassignet and Verron, 
2006)。而作業化海洋觀測與模擬技術包含了長期海

洋觀測、觀測數據傳遞、品管與稽核、海洋模式建

立、海洋模式與觀測數據的資料同化，並實現作業

化數值預報，更包含資訊管理、資料應用及使用者

介面開發等面向多元之關聯技術發展。這樣的技術

為海洋科學研究與海洋事務等不同面向與目的之使

用者，提供持續的、即時的、有效的海洋環境數據，

提升人類對全球環境變遷的瞭解以及海上作業安全

與資源探勘、災害防救等所需的重要資訊。 
海洋探勘技術隨著人類對海洋資源開發活動逐

漸興盛也持續不斷地提升，其中人造衛星、高頻雷

達及水中無人載具等的發展，更開啟了線或面的作

業化海洋觀測。為使運作中或新開發之遙測與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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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得到精確度的量化依據，本文倡議一個由作業

化海洋觀測與模擬相關之政府機關、研究機構在台

灣周遭海域劃定區塊、擇定期間，舉辦聯合觀測作

業。透過整合各參與單位之設備與能量，將遙測與

模擬平台的產出與實測數據進行比對、驗證，以期

具體提升我國在海洋或防災領域之科研投資效益。 

二、我國作業化海洋觀測/模擬現況 

 
台灣的海象觀測的濫觴可追朔到1897年 (明治

30年)設立暴風警報信號標柱，提供航海安全氣象警

訊。而第一個正式規模的海洋觀測所則是到1929年

於高雄所設立的「臺灣總督府高雄海洋觀測所」，

而後隨著組織的沿革陸續開設潮位及波浪觀測站。

過去70年間前人篳路藍縷陸續於1968年設立台灣大

學海洋科學研究所、1981年創立台灣省政府交通處

港灣技術研究所、1993年的交通部氣象局海象測報

中心到2008年的台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等，使得台

灣在探知海洋的科學理論、工程技術與作業化維運

等得到了相得益彰的發展，如近20年間氣象局海象

觀測網以及港研中心港灣環境資訊網的建立，就分

別以定點錨定浮標、底碇觀測樁及數值模式等發展

出作業化的海洋資訊系統，為船舶航行、漁業、海

事工程及防救災等提供了重要的、持續運作的海象

觀測與模擬資訊，同時也扶植了微型的海洋觀測相

關的產業鏈發展。 
海洋探勘技術隨著人類對海洋資源開發活動逐

漸興盛也持續不斷地發展，其中人造衛星、高頻雷

達及水中無人載具等的發展，更開啟了線或面的作

業化海洋觀測，另一方面跨平台、大數據的資料整

合應用亦是近年熱議的重要工作發展。目前一些已

開發國家對於開展作業化海洋觀測系統正積極地投

入，如美國整合海洋觀測系統  (Integrated Ocean 
Observing System; IOOS) 、 歐 盟 海 洋 觀 測 系 統 
(European Global Ocean Observing System; 
EuroGOOS) 等對於發展觀測模擬系統、數據分析處

理、品質管制以及海洋相關產品等都為瞭解海洋開

展了新的紀元；而中國也在其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五年計畫之「十二五」與「十三五」規劃綱要及其

頒布的相關推動方案中載明了作業化 (中國稱為業

務化)海洋觀測與模擬對促進海洋防災減災事業健康

發展的重要性及其推動的強烈企圖心。 
我國較具作業化規模之海洋觀測/模擬系統之現

狀以及作者所知的可能發展，依觀測空間特性整理

成點、線、面形式列舉描述如下： 

點式的海洋觀測發展 
於海上或岸際以底碇、繫覽錨碇或觀測樁等方

式定點觀測水位、波浪、海面風、海流、水溫甚至

鹽度、濁度等資訊，很長一段時間是台灣觀測海洋

的主要方式，如圖1中於海岸堤防安裝之潮位計、海

上觀測樁、錨碇資料浮標又或是底碇觀測系統等。

目前國內此類型作業化觀測系統主要由氣象局、港

研中心、水利署及觀光局等單位逐年編列預算進行

維護工作，且各分工單位更透過資料開放平台發展

出即時資料介接交換之策略，有效提升政府海洋事

務、防救災一體之整合效益。 
此外，國內海洋相關教學與研究單位亦積極研

發多元觀測項目及即時通訊的錨碇浮標系統，如台

大海研所的海氣象即時傳輸浮標系統，又如國研院

海洋中心根據海氣交互作用、全球變遷、海洋汙染

等議題設計出不同的錨碇系統(如圖2之設計架構圖

所示)，皆可成為大洋長期觀測的利器。 

    
潮位站 海上觀測樁 錨碇資料浮標 底碇觀測系統 

圖1. 我國主要作業化點式海洋觀測系統 

 
圖2. 國研院海洋中心依觀測目的所開發出各式錨碇

觀測系統架構圖 (左為海氣象資料浮標；中為ADCP
流速剖面浮標；右為沈積物蒐集器錨錠) 

線式的海洋觀測發展 
以測線形式的海洋觀測方式，最常見的即是隨

波逐流的漂流浮標。隨著GPS定位以及衛星或VHF
通訊技術的的普及，透過漂流浮標觀測海流、水溫

等已有許多依觀測目的不同所發展出的商品，如圖

3( 左 1) 為 美 國 MetOcean 所 生 產 的 Surface Velocity 
Program (SVP) 浮標，SVP帶有15公尺拖曳傘，為國

內海洋科學界較常使用之大洋漂流浮標，而圖3(左2)
為中央大學地科院研發之逐秒報位浮球，又圖3(右2)
與(右1)則分別為台灣嘉藤電氣公司衛星浮標與美國

MetOcean 之 Coastal Ocean Dynamics Experiment 
(CODE/DAVIS)衛星報位浮標，此二類浮標露出海面

體積較小，配合適當的拖曳傘則不易受海面風之風

壓影響，目前在國內主要做為高頻海洋雷達測流驗

證及海巡署海難搜救模擬追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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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常見的海洋調查漂流浮標 

此外，海洋研究船依規劃航線所進行的海洋觀

測亦是重要且高品質的海洋調查數據來源，如圖4中

即為歷年來海研1、2、3號之船載單束水深測線航跡，

然而研究船以科學議題導向，較無法配合常態的、

重複的作業化觀測需求，因此若能輔以固定航線的

交通船或固定巡邏海域的海巡署巡防艦，加掛海氣

象、測深等觀測儀器，發展順路觀測船  (Ship of 
Opportunity Program; SOOP) 或  自 願 觀 測 船 
(Voluntary Observing Ship; VOS) 計畫，亦可成為海

洋環境長期觀測數據的重要資料來源。如往返基隆

─馬祖─東引的台馬之星(如圖5所示)加裝 ADCP後

成為了長期監測台灣海峽北側通量的重要觀測數據

來源 (Chen et al., 2016; Matsuno et al, 2016)；又如海

巡署與海洋中心共同於六艘千噸級巡防艦安裝之海

氣象觀測設施 (李等人，2017)。 

 
圖4. 海洋學門研究船歷史航跡圖 (圖片取自海洋學

門資料庫http://www.odb.ntu.edu.tw/) 

 
圖5. 定期航路觀測船軌跡：以台馬之星為例 (底圖

取自http://www.marinetraffic.com) 

面與三維的遙測與模擬的發展 
海洋浩瀚且變化萬千，能夠以作業化的觀測方

式掌握二維平面或三維立體之連續時、空變化的方

法仍非常有限，其中人造衛星、海洋雷達及海洋環

境模式可謂是近二十年間發展應用較佳的方法。  
國 研 院 海 洋 中 心 之 環 臺 岸 基 雷 達 測 流 網 

(TOROS)，以美國 CODAR公司開發的集成式天線

系統，逐時提供台灣周遭水域的表層海流資料(如圖

6)；而氣象局亦預定在2019年於彭佳嶼與馬祖東莒開

設陣列海洋雷達系統，預期將可提供海峽北側船隻

航行所需的波浪與海流等海象即時資訊。 

 
圖6. 國研院海洋中心TOROS環臺岸基海洋雷達觀

測網之海流觀測圖例 (24小時之日平均表層流場) 

在作業化海氣象數值預報模式則有氣象局的海

象預報模式、港研中心的臺灣近岸海象預報系統 
(TaiCOMS)、海洋中心的海象模擬平台 (TOPS) 以

及海軍大氣海洋局的  GSM/RSM (Global Spectral 
Model/Regional Spectral Model) 模式，這些平台長期

以來對於掌握我國周遭海域之海氣象資訊提供了重

要的模擬數據(如圖7)，近年更積極導入衛星遙測資

料、錨錠資料浮標及海洋雷達等數據發展資料同化

技術，使得作業化海象模擬的可信度日益提升。 

 
圖7. 國研院海洋中心TOPS海象模擬平台之圖例 

MetOcean SVP
中央大學
逐秒報位漂流浮球 嘉藤電氣衛星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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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引

馬祖

基隆

氣象局馬祖浮標

波高 週期 波向 湧浪

風速 海流 水位 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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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衛星資訊演算海面水溫、水色、風場及海面高

等資訊圖例 (圖片提供：國研院海洋中心詹瑞文) 
1978 年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 (NASA)發射了三

顆搭載可見光、紅外光、及微波的感測元件的人造

衛星，從此為海洋觀測提供了新的方向，開啟了中

大尺度海洋動力過程、海陸氣交互作用等研究新領

域。衛星海洋遙測資料對於近代海洋科學的發展有

著緊密且獨特的價值，目前衛星海洋觀測數據以美

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OAA)及 NASA之地球觀

測衛星 (EOS--Earth Observing System)的產品為大

宗，提供了海溫、水色、鹽度、風場、海面高等資

訊；而國研院海洋中心與中央氣象局衛星中心及海

大環漁系遙測實驗室合作，每日亦提供了表水溫、

水色、鹽度、風場、海水表面高度與真實色彩影像

等產品，影像擷取範圍涵蓋了台灣主要經濟海域周

遭(如圖8所示)。 

其他發展中的遙測系統 
為實現長期的、作業化以及劇烈天氣系統下的

海洋觀測，目前仍有包括大洋的無人載具、天空中

無人飛機以及人造衛星等的技術研發正在進行。 
在水下探測技術上，台大海研所與國研院海洋

中心各購入一架水下滑翔機 (Glider)並陸續展開與

海洋分層有關的調查；同時台大、成大與中山亦有

水下無人載具開發之研究團隊，相信若能參考美國 
NOAA近年運作 glider之進展(如圖9)，妥善規劃其發

展與應用方向，將有機會發展成作業化的觀測艦隊，

提高對劇烈天氣系統下之海洋訊息掌握。 
臺灣在無人飛行載具進行探空觀測可追朔到

1998年，當時希望利用無人飛機觀測颱風，以瞭解

颱風結構變化的過程。國研院颱洪中心於2015年起

陸續購入六架具有15小時以上長滯空能力之新一代

無人飛機 (Aerosonde)(圖10左上)，並可使用自動降

落之功能。無人飛機除了配有大氣觀測儀器酬載外，

並已增購了紅外線海表面溫度感測儀與可見光/紅外

線照相機套件，可安裝於無人飛機之酬載艙(圖10右

上)。颱洪中心已在2015年10月完成一趟東沙島長程

往返飛行測試(圖10左下)以及2016年7月颱風尼伯特 
(Nepartak)外圍環流觀測任務(圖10右下)，未來也可

規 劃 加 入 海 洋 環 境 研 究 探 測 之 行 列 ， 發 揮 空 載 
(airborne)量測之優勢。 

在衛星遙測方面，國研院正與中央大學等單位

參考 NASA之 CYGNSS (Cyclone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計畫，發展次世代基於 GNSS-R全

球導航衛星系統反射訊號，未來亦將有機會發展出

反演海洋反射面的海面粗糙度與海面風等資訊。 

 
圖9. 水下無人載具在海洋溫鹽觀測的發展：以美國

NOAA IOOS之MARACOOS子系統為例 (資料提供：

美國Rutgers大學Scott Glenn教授) 

 
圖10. 國研院颱洪中心具科學酬載之無人載具現況 

三、聯合觀測的概念及量化比較方法 

 
本文的派對聚會提案旨在提出一個跨平台的整

合概念，匯集國內有限的海洋觀測資源，透過實測

數據的比對驗證，提升我國海洋遙測與模擬之水準。

相關構想說明如下： 

聯合觀測（派對聚會）概念的提案 
不論是遙感探測或數值模擬平台，有關系統可

靠度與數據可信度往往面臨質疑與挑戰，不論是維

運管理層面、科學及應用觀點亦或是財務效益方面。

因此平台需透過實海觀測所得數據的比對驗證，瞭

解 1) 遙測或模擬平台在哪些位置具有最佳性能？ 
2) 平台的品質是否存空間分區的良莠差異？ 3) 概

率與不確定度是否經過良好校準？ 4) 平台能否正

確地捕捉海氣象特性及其變異性？…等問題 (Fowler
等人, 2012)。 

因此，在實海觀測的派對聚會前，預定參與的

平台應該就 1) 提出待釐清的問題(包含驗證參數、 

水溫 水色 海面風 海面高

中央氣象局 2016/07/07 11:30:00
尼伯特颱風

颱洪中心無人飛機與彈射架 無人飛機酬載艙與相機

東沙島往返航程海表溫度觀測成果 執行尼伯特颱風觀測任務飛行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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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海洋遙測與模擬所需比對驗證實海數據收集

的派對聚會提案 (以西南海域為例) 

時空尺度解析、終端使用者需求…等)；2) 瞭解各種

遙測或模式性能屬性差異；3) 盤點各單位可提供的

比對驗證的實海觀測儀器的數量及特性；4) 將預定

觀測參數在時間與空間尺度的不確定度納入考量；

5) 實海觀測儀器的校驗率定，如溫度、鹽度、壓力

感測器的量測與轉換。綜合上述要項，同時應考量

各參與平台、單位計畫編列期程，透過事前的協商

討論，擇定作業期間與海域，協調佈放方式與分工，

使聯合觀測得以如期、如目標、如預算地順利進行。 
在此，以假想的台灣西南海域的波浪、海流與

海溫的遙測與模擬比對驗證，提出一個派對聚會的

例子(圖11)。盤點該海域中目前由各業務單位維護之

資料浮標、底碇潮波流儀、觀測樁等計有測波11處、

測流8處、海溫18處，然而受限於觀測設施佈放方式，

除七美浮標離岸較遠，其餘多在近岸之定點位置。

為克服觀測資料來源空間分布的侷限，提議由各參

與單位支援具有波浪、海流或水溫觀測能力之GPS
報位漂流浮標等觀測儀器，配合台南安平至澎湖東

吉的航線、高雄鳳鼻頭至小琉球的航線，以及海洋

科學研究船或協調海巡署支援搭載有海洋觀測儀器

之巡防艦，於航線中依所關注的比對驗證標的佈放

表面漂流浮標或 Argo floats，並配合無人飛機的空

域申請許可規劃適當的航路，取得在空間分布上更

廣的波浪、海流與海溫數據。 

量化的比對方法 
量化的比對方法的統一為各參與系統瞭解自身

遙測或模擬的數據品質現況以及在國內外相近系統

的水準；制定一套標準化的量化比對方法，使參與

平台間在同一套討論方法下進行交流、相互提升，

更能讓這樣的派對聚會不至於淪為海洋實測數據蒐

集的苦工而已。然而受到各式觀測方法的系統差別，

如 TOROS環臺高頻海洋雷達所觀測的各時間整點 

 

 
圖12. 新增測站對TOROS觀測網之觀測品質影響評

估 (上圖為無FALA測站之流場；下圖為加入FALA
測站之結果) (圖片提供：國研院海洋中心吳季莊) 

之海流數據，在時間上為90~155分鐘的累積平均，

在空間上則為該數據格點周遭15公里的平均；相對

的，漂流浮標則為儀器隨著海流移動所推算出之軌

跡上的速度平均值。因此，如何在尤拉 (Euler)與拉

格朗日 (Lagrange)座標系統間進行數據比較，需要

一些數據分析的方法。又例如未落在數據格點上的

資料如何與格網空間中某一觀測數據進行比對…等

資料比對前所會面臨的系統差異。因此在數據比對

之前，匹配 (matching)是首要之務，也可能是在量化

比對驗證過程中最困難的一部份。 
在比對驗證的量化上，除了常見的統計參數如

偏差 (bias)、平均絕對誤差 (mean absolute error)、中

間絕對偏差 (median absolute deviation)、相關係數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均方差  (mean squared 
error) 均方根差 (root-mean-square error)、距平相關 
(anomaly correlation)... 等 統 計 參 數 ， 類 別 評 分 
(Categorical Scores)的方式亦值得運用，如各式的技

能得分  (skill score)或接收者操作特徵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等的評估分析。 

參與聚會對作業化平台發展的效益 
聯合觀測的派對聚會及標準化的比對驗證分析，

對於參與的遙測或模擬平台/系統，除了可以得到較

大範圍分布的觀測資料，做為平台系統的比對驗證，

並能呈現出跨平台間比較的差異，以此做為平台系

統改善、精進的依據。如圖12中以 TOROS平台測流

驗證為例，透過 Liu and Weisberg (2011)所提出正規

安平東吉航
線

鳳鼻頭小琉球航
線



 6 

化 累 積 拉 格 朗 日 分 離  (Normalized cumulative 
Lagrangian separation; NCLS)技能得分，我們可以清

楚瞭解增設枋寮測站 (FALA)對於提升屏東周遭海

域的漂流模擬正確性有顯著的提升，特別是原本為

雷達盲區的小琉球以東之屏東近岸海域。 

四、應用端的需求與參與 
海洋事務部門如海巡署與環保署在搜救漂流、

油汙擴散以及海洋垃圾等業務科技化評估機制中，

波浪、海流與風場資訊的資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而漁業署亦可利用海溫、海流等資料衍生出水溫鋒

面及水團結構等資訊做為漁業資源評估的資訊。 
因此，作業化觀測或模擬資料的應用單位若能

於聯合觀測前後即參與派對聚會，除了對於各個平

台的資料特性能更瞭解，也可透過參與交流，提供

平台發展、改善及應用價值等面向的評估，也因為

作業化觀測與模擬平台與業務單位緊密連結，進而

支援、協助一線業務單位科技化與現代化。 
相信透過此一提案的實現，未來不僅可透過跨

組織之觀測資源整合，實現空間分佈更廣之實測數

據，以提供遙測平台與數值模擬系統之驗證參考及

後續改善之依據。在這樣的整合觀測資源的共同努

力下，其分析比對結果將提供我國現有觀測與模擬

數據在區域性、海洋特徵的數據品質量化情形，相

信可做為政府海洋事務部門在防災應變與施政規劃

時之多元數據的參考，具體提升我國在海洋或防災

相關領域科研投入之效益。 

五、結論 
本文倡議一個由作業化海洋觀測與模擬相關之

政府機關、研究機構在台灣周遭海域劃定區塊、擇

定期間，舉辦聯合觀測作業。透過各參與單位共同

討論所欲驗證之遙測或數模資料特性，並共同商議

相關驗證工具的適用性，整合各方資源妥善規劃於

現地佈放波浪、海流、海溫…等實海觀測儀器。 
透過各參與單位共同討論所欲驗證之遙測或數

模資料特性，並共同商議相關驗證工具的適用性，

整合各方資源妥善規劃於現地佈放波浪、海流、海

溫…等實海觀測儀器，並發展拉格朗日或尤拉座標

系統之量化與類別化比較、驗證方法，提供各遙測

與數值模擬在共同的量化基準下進行比較。 
相信透過此一提案的實現，未來不僅可透過跨

組織之觀測資源整合，實現空間分佈更廣之實測數

據，以提供遙測平台與數值模擬系統之驗證參考及

後續改善之依據。而這樣的整合觀測資源的共同努

力下，其分析結果亦可提供政府海洋事務部門在防

災應變與施政規劃之重要的參考資訊，具體提升我

國在海洋或防災相關領域科研投入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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