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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成立於1984年

7月1日，主要任務為太空及遙測科學之研究與教

學，以及遙測技術之發展與應用。

中心設主任(由教授兼任)一人，秘書一人，研究人

員包括教授(研究員)、副教授、助理教授、研究助

理，技術人員包括技士、技佐、技工，以及行政

人員及各計畫研究人員，合計近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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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本中心共分為遙測技術研究群、空間資訊研究群、與太

空科學研究群等三個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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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遙測技術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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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任務

本研究群之主要目標為研究遙測基礎科學及發

展其相關應用，包含主動和被動式遙測資料之

處理、分析與相關科學研究。在整合研究群團

隊專業之基礎下，本研究群以環境監測及機制

分析為主要任務。工作內容包含對各種遙測資

料之接收、蒐集、處理和資料庫建置，環境災

害之預警監測和評估，以及相關防救災資料系

統之建置。



研究方向- 遙測技術研究群

實驗室

氣象衛星實驗室

水文遙測實驗室

人工智慧與圖形識別實驗室

地質遙測實驗室

圖形模式運算實驗室

環境遙測實驗室

輻射觀測及應用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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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

劉振榮教授

劉說安教授

張中白教授兼主任

任 玄副教授

林唐煌副教授

劉千義副教授

黃 鍔院士 (從聘)

范國清教授 (從聘)



研究方向- 空間資訊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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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任務

以地理資訊系統(GIS)、遙測(RS)、以及衛星全

球定位(GPS)等3S科技為核心，本群組之研究

包括空間資料之獲取，資訊之萃取、分析、展

示及整合之應用，並以三維地理資訊系統及數

碼城市之建構為主體發表研究成果。在應用研

究部份則針對本土化的問題，例如土地利用監

測、災害防治、大地變形監測、虛擬建物模型

之建構及視覺化，提出解決方案。



研究方向- 空間資訊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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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數位攝影測量實驗室

地理資訊系統實驗室

空間運算實驗室

衛星測量及導航實驗室

成員

陳良健專案研究員

陳繼藩教授

蔡富安教授

曾國欣助理教授

姜壽浩專案助理教授

黃智遠專案助理教授

吳瑞賢教授 (從聘)



研究方向- 太空科學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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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任務

本研究群主要目標在探討中高層大氣、電離層研究，太

空環境及太空氣象研究。本研究群能提供全球大尺度三

維電離層電子密度分佈圖、東亞中低緯地區中小尺度二

維電離層斷層掃描圖、台灣地區上空電離層基本參數及

垂直電子密度分佈圖、地震前兆警示等。本研究群亦整

合目前地面設備與衛星觀測資料，配合福爾摩沙衛星三

號任務，進而發展台灣地區電離層氣象至全球太空氣象

的觀測與研究，以及電離層與太空天氣預報，以提供無

線電通訊、太空環境監測，甚至於地球永續發展的重要

訊息。



研究方向- 太空科學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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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

電離層探測及太空酬載實驗室

電波傳播實驗室

電離層電波科學實驗室

成員

蔡龍治教授

朱延祥教授 (從聘)

劉正彥教授 (從聘)



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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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程

授予學位：Master of Science

本遙測科技學位學程是國內第一個

專為遙測科技設計的碩士學位學程。

學程規劃為兩組，遙測技術組與空

間資訊組。

本學程全部課程可以英語授課，部

份課程(18/33)僅以英語授課。

博士學程

International Ph.D Program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UST-EST)

本學程僅收外籍學生，全部課程為

英語授課。

連絡人：廖凡儀小姐

連絡電話：03-4227151轉 57610

e-mail：degree@csrsr.ncu.edu.tw



資源衛星接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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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接收站分佈



 1987年6月國科會研究計畫「設置地球資源衛星接收站之成本效益
分析」結論可行。

 1989年5月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完成之研究報告指出可即刻進行建站。

 1989年10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召開「籌建我國資源衛星接收站協調
會議」決議建築費由教育部編列，設備及維運經費由國科會編列。

 1990年2月國科會委託國立中央大學執行「設置資源衛星接收站規
劃階段」計畫。

 1993年接收站正式運作，經費編列於科發基金，由國科會企劃處
督導。

 2003年，轉太空中心督導。

 2011年，轉國科會自然處(現科技部自然司)督導。

資源衛星接收站 - 發展歷程



本站目前除提供衛星影像資料及其加值產品
外，亦進行了輻射、幾何、遙測應用等研發
工作，以及相關技術諮詢、教育、推廣與服
務等，為台灣資源遙測科技之先驅。由於本
站同時具有接收處理、研究開發、與教育推
廣等三種功能，為全球少數具有「三位一體」
特色之資源衛星接收站。

資源衛星接收站- 主要任務



資源衛星接收站 - 接收範圍



資源衛星接收站 - 接收天線

13米天線



資源衛星接收站 - 接收天線

6.1米天線



接收之衛星: 
SPOT 1-5 (1993年7月~2015年3月)

ERS 1 (1993年10月~1996年6月)

Landsat-5 (1993年6月~1996年)

ERS 2 (1995年6月~ )

EROS-A (2000年12月~2003年 ) 

Terra & Aqua (2002年7月~ )
Formosat-2 (2004年9月~ ) 

SPOT 6-7

Pleiades 

資源衛星接收站 - 接收衛星



資源衛星接收站 -開放資料

 配合政府資料開放政策，無償開放台灣地區自
1993年起之台灣SPOT衛星正射影像，未來將
持續增加SPOT-6/7資料更新。

 「衛星影像開放資料服務已於2015年8月17日
上線。

 現階段開放對象為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之主持
人，經註冊成為使用者，即可無限下載影像。

 一年內所累積之帳面價值已超過新台幣2億元。



資源衛星接收站 -介接服務

開放1996年起至2015年度之台灣全島及澎湖
SPOT衛星影像介接服務。

提供國內之團體或個人在非以營利為目的下免費
使用。

採用OGC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WMTS (Web Map Tile Service) 標準建置。

為加速推廣便利使用，使用者無需申請帳號密碼，
全面開放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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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疊Open Street Map

套疊國土測繪中心通用電子地圖

莫拉克
颱風

多時期
影像

介接服務

file:///E:/接收站計畫/接收站計畫104年成果及105年經費審查/Morakot.mp4
Morakot.mp4
file:///E:/接收站計畫/接收站計畫104年成果及105年經費審查/SPOT_taipei.mp4
SPOT_taipei.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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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社會貢獻

科技援外: 中美洲計畫

舉辦國際研討會: ISRS, ACRS, 中日防災技術等

人才培育: 中美洲、東南亞人才培育計畫

國際緊急災害應變協助: Sentinel Asia

RS/GIS Training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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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社會貢獻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為資料分析節點
(DAN, Data Analysis 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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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社會貢獻

執行政府部門與學術機構研究計畫

重大災害資訊平台

遙測科普教育推廣

- 教師研習營

- 大專生遙測科技營

- 中心參訪與各項展覽



- 重大災害資訊平台

國際合作與社會貢獻

http://iws.csrsr.ncu.edu.tw/GoogleMap/disaster_show.aspx?project=20150808_Taiwan_SOUDELOR_typhoon
http://iws.csrsr.ncu.edu.tw/GoogleMap/disaster_show.aspx?project=20150808_Taiwan_SOUDELOR_typh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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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社會貢獻

- 遙測科技研習營

年度 梯次 中小學教師 大專生 其他 合計

2003年 3 144 0 0 144

2004年 3 171 0 0 171

2005年 3 152 0 0 152

2006年 3 129 3 0 132

2007年 2 142 18 0 160

2008年 3 150 80 0 230

2009年 3 61 56 0 117

2010年 2 118 29 2 149

2011年 3 106 73 8 187

2012年 3 107 78 2 187

2013年 3 154 87 1 242

2014年 3 126 81 3 210

2015年 3 110 73 1 184

合計 37 1670 578 17 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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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社會貢獻
-大型展覽

展覽名稱 展覽時間 展覽地點 參觀人次 合作單位

太空看家園特展 1998/3~
2001/12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150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國
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認識我們的家 2000/1~
2002/12

全省巡迴車展覽 27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大
地地理雜誌

數位台灣大地 2001/5~10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估計17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台灣土地故事影像展 2004/11~
2005/6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國
立中正紀念堂室外展出

估計50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
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及大
地地理雜誌

圖裏乾坤-台灣地圖特
展

2005/5~
2005/9

國立台灣博物館 估計10萬 國立台灣博物館與國立台
灣歷史博物館

原來台北是個湖 2005/12~
2006/8

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 35萬 臺北縣立十三行博物館

福爾摩沙衛星特展 2006/5~10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6萬 國家太空中心及其他5單位



28

展覽名稱 展覽時間 展覽地點 參觀人次 合作單位

神秘之眼--衛星特展 2007/1~8 嘉義縣北回歸線太陽館 3萬

從太空看家園II特展 2008/1~
2009/1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估計36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等

「防災教育行動博物館」 2009/9~
2011/3

全國各地巡展 估計 60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天旋地轉--認識台灣天
然災害

2009/11~
2010/11

國立台灣博物館 31萬 國立台灣博物館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2010/11~
2011/4

台北花博展場 108萬 太極影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發現臺灣地質之美 2012/5~
2012/6

桃園國際機場 20萬 桃園國際機場

2012年地質與防災特
展

2012/9~
2012/12

國立台灣博物館 估計7萬 國立台灣博物館

車籠埔斷層保存園區展
示館

2013/1~ 南投竹山 24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Ｃ/2012 S1世紀大彗星
艾桑特展

2013/10~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2萬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合計 約58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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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厚植太空遙測基礎科學、發展應用科技

整合衛星資源、推廣遙測影像之應用

關注全球環境議題、培養遙測科技人才

致力社會服務、拓展國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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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中心主任 張中白教授
cpchang@csrsr.ncu.edu.tw

mailto:lcchen@csrsr.n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