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1997 年展開的第 23 太陽活動週期帶給地球

許多意想不到的太陽風暴效應，然而該週期自

2005 年後逐漸邁向太陽活動極小期，並於 2007

年底展開了極為寧靜的第 24 太陽活動週期，

2008-2009 年連續數百日觀測不到任何太陽黑

子，該期間卻是人類科技的大躍進期間。2007 年

之後普及的智慧型手機具備導航功能、2012 年

開始有性感的電動車具備自駕功能、以及無人機

開始在各地的天空運行，這些理應受電離層影響

的 GPS 導航新科技卻準確得彷彿電離層並不存

在，因為太陽極度安靜、電離層變得十分稀薄。 

 

2022 年 2 月 3 號發生的一個輕度(G1-G5 等級

中最低的 G1 等級)太陽風暴，造成 100 公里以

上的熱氣層大氣密度劇烈增加，使得剛發射至

200 公里高度的 Starlink 衛星在爬升入軌過程

中，因高層大氣(thermosphere 熱氣層)密度快

速增強而遭遇超過預期之飛行阻力（如圖一），

造成 38 顆衛星因無法維持軌道高度而於大氣層

燒毀。此一事件宣告目前第 25 太陽活動週期將

比預期更加活躍，而太空學界正如火如荼的發展

熱氣層-電離層預報系統，以因應未來更多更頻

繁的人造衛星應用。預報系統的一大重要挑戰是

需要有即時的觀測資料，我國於 2019 年 6 月發

射的福爾摩沙衛星七號即以太空天氣預報所需

之規範定義衛星任務，所觀測的資料需要在 30

分鐘傳至預報系統，這對於主要飛行於低緯度海

洋上空的人造衛星任務是極為昂貴的，需要在各

地建設衛星接收站方可達到此一任務需求，而也

因為此一獨特的資料即時性，福衛七號是目前國

際公認最重要的太空天氣任務之一。 

 

除了來自太陽的能量釋放所產生的太空天氣擾

動，來自地表的擾動 – 地震、火山爆發 – 產生

的影響則有突破性的發展！太空學界一直認為

電離層與其他的大氣層被位於約海拔 90 公里中

氣層頂 (mesopause) 的強烈大氣紊流完美隔

絕，但是 2011 年震驚世界的東北大地震與海嘯

產生的電離層擾動卻是完美的同心圓波動，說明

電離層具備十足潛力作為海嘯預警的工具。 

2022 年 1 月 15 日東加海底火山爆發，在太空中

更產生了威力超越東北大地震的擾動，這百年來

最強火山噴發在熱氣層與電離層中產生了過去

超級太陽風暴才能觀測到的現象！隨著火山爆

發所產生的獨特大氣 Lamb Wave 可以在全球

數次傳播，電離層擾動也可在全球傳播（圖二）。

2022 年這兩起太空天氣事件突顯了過去 20 年

太空科學研究的重要發展，我們有能力預報太空

天氣嗎？太空 - 大氣 - 地殼是如何交互作用？

對台灣的太空科學研究人員而言，這些對台灣社

會的實質意義為何？ 

 

首先，在太空天氣的民生影響中，人造衛星應用

將與我們生活緊密連結，未來提供服務的 6G 網

路所使用的巨量衛星星系(Mega Constellation) 

中成千上萬顆衛星的太空軌道交通將受熱氣層

大氣密度影響，台灣的太空研究團隊在太空天氣

預報模式發展執牛耳的地位以及具備福衛七號

自主衛星的優勢之下，所預報的電離層電子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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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林建宏教授與團隊研究成果 

 



 

在國際上已備受重視，下一步將挑戰預報熱氣層

大氣密度，並藉此發展大氣密度影響人造衛星軌

道之監測系統，作為太空交通系統之應用。 

 

東北大地震誘發海嘯並驅動太空電離層擾動在

海嘯上方領先傳播，東加火山則是藉由大氣

Lamb Wave 驅動大氣海嘯 (meteo-tsunami) 

與電離層擾動。我們希望藉由這些特殊觀測特徵

建立一包含海、陸、空觀測參數的預警系統，以

彌補單一觀測作為預警系統可能受到的限制，並

且藉由多種觀測參數同時預警而降低誤報 

(false alarm) 。從太空天氣到地震、火山、海嘯

等影響，位於太平洋地震、火山頻繁區域的台灣，

所具備的高科技能力最適合發展高科技太空研

究來守護我們的家園。 

 

 

 

圖一、（左）人造衛星軌道因大氣密度突增而面臨較大空氣阻力，造成減速以致於無法維持軌道示

意圖，（右）為熱氣層-電離層耦合模式預測 2022 年 2 月 3-4 日因為輕度太陽風暴引起之熱氣層大

氣密度增加情形。 

 

 



 

 

圖二、2022 年 1 月 15 日東加海底火山爆發引起之全球電離層擾動，（上圖）為火山爆發 10 小時

後所誘發之大氣 Lamb Wave（桃紅虛線）跨過歐亞大陸，（下圖）為 16 小時後 Lamb Wave 在

非洲上空聚合。因電離層電子密度具有沿地球磁場對稱之特性，觀測資料沿磁場投射至另半球時以

銅色(copper)色階表示。 
 



 

 
 
 
 
 
 
 

 

人造衛星自從太空時代開始就與地球科學息息

相關，人類的前兩顆人造衛星也是呼應

1957/1958 國際地球物理年而開發。其中蘇聯的

史普尼克1號 (Спутник) 任務目標是探索電離層

對無線電波傳遞所產生的影響，美國的探險者一

號 (Explorer 1) 所攜帶的宇宙射線探索酬載則

是發現了地球周遭的范雅輪輻射帶。過去 20 年

隨著人造衛星的微型化，100 公斤質量以下的小

型衛星（smallsats）及介面與重量標準化的立方

衛星技術逐漸成熟、普及。小型人造衛星較低的

製造與發射價位及時間成本，也成為科學界執行

衛星任務的新選擇。 

 

國立中央大學執行國家太空中心計畫開發的第

一顆立方衛星飛鼠號（Ionospheric Dynamics 

Explorer and Attitude Subsystem Satellite，簡

稱 IDEASSat）於 2021 年 1 月開始運作，該團

隊也持續以自主及國際合作的方式開發新的衛

星科學任務與科學酬載。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大氣

與太空實驗室、印度太空科學與科技學院與中大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三方學校在 2015 年建立 

International Satellite Program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簡稱 INSPIRE) 聯盟，並共同開

發 INSPIRESat-1 ，其為一顆 9U 的小型人造衛

星。該任務的軟硬體開發、整測及人士經費部分

由中大張起維教授的科技部吳大猷及哥倫布計

畫補助。衛星所攜帶的科學酬載為中大趙吉光教

授所設計的微型電離層探測儀（Compact 

Ionospheric Probe， CIP） 

及科羅拉多大學 Tom Woods 博士所設計的雙

孔 X 光太陽頻譜儀（Dual Aperture X-Ray Solar 

Spectrometer， DAXSS），衛星系統則是由三

方的學生從 2017 年起共同設計、開發、整測 

（Figure 1）。INSPIRESat-1 於 2022 年 2 月 14

日從印度發射後由三邊的學生飛控團隊開始操

作啟用，兩個酬載也在發射後的兩個月逐步啟用

並回傳科學資料（Figure 2）。DAXSS 已經觀測

多次太陽閃焰的軟 X 射線頻譜，有助於了解太陽

閃焰形成的化學條件。CIP 在四月啟用驗證其在

軌道上的正常運作，並針對 2022 年 4 月 30 日

的日偏蝕進行電離層觀測（ Figure 3 ）。

INSPIRESat-1 將於 8 月 14 日達到發射後六個

月的任務目標，對於發展、應用、操控小型人造

衛星的能力大有提升，同時也可望逐漸發表科學

成果。 

 

中大團隊在執行飛鼠號及 INSPIRESat-1 所獲

得的經驗也持續應用在自主開發的小型人造衛

星及科學酬載發展上。未來三年將陸續升空的

科學任務包含：由哥倫布計畫補助執行電離層

與太陽探測、高光譜遙測的 SCION-X 

(SCIntillation and IONosphere eXtended，中

文名稱：鯨鯊號) 12U 立方衛星、進行高層大氣

及太陽探測的 ILITE (IDEASSat LITE) 3U 立方

衛星、以及將搭載於日本民間登月任務的 

Deep Space Radiation Probe （DSRP）輻射

環境探測儀。這些計畫將增進我國對小型衛星

的科發與應用能力，擴展衛星科學觀測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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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左：中大與科羅拉多大學的研究生針對 INSPIRESat-1 工程體進行組裝。右：整合完畢

測試中的 INSPIRESat-1 飛行體。 

 

 

Figure 2：左上：中大飛控團隊於衛星任務作業中心對 INSPIRESat-1 進行指令上傳（右上）、科

學與飛行資料回播（左下）與接收（右下）。 

 

 

 

 



 

 

Figure 3：以軌道推算器模擬 2022 年 4 月 30 日 INSPIRESat-1 經過日偏蝕地區示意圖。



 

 

 
 
 
 
 
 

 

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國內大氣科學界組織成立[臺

灣 區 域 豪 雨 觀 測 與 預 報 實 驗 整 合 計 畫

(TAHOPE)]，結合地面與探空觀測、移動式雷達

及衛星等資料，探討臺灣地區劇烈天氣強風及豪

雨之分析與預報議題：包括颱風特性、梅雨期中

尺度對流系統、及午後熱對流之可預報度。希望

透過對於劇烈天氣系統之密集觀測，結合大氣模

式之同化與預報系統發展，協助發展改善臺灣地

區劇烈天氣系統之分析與預報的關鍵技術。 

 

TAHOPE 整合計畫於今(2022)年 5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期間與美國 PRECIP 整合計畫及日本

TPARC-II 整合計畫三方合作，共同推動國際聯

合觀測實驗，這是以臺灣區域為主體進行之國際

聯合劇烈天氣的密集觀測實驗。國內參與此計畫

的學術與政府單位為臺灣大學、中央大學、臺灣

師範大學、文化大學、國防大學等、中央氣象局、

及國家實驗研究院等。 

 

參與此聯合觀測實驗的特殊觀測儀器，包括放置

於新竹海邊的美國國家大氣科學中心(NCAR)研

發的移動式 S 波段雷達(SPOL)、放置於桃園海邊

的國人自行研發的可移動式 X 波段(Team-R)雷

達、以及放置於新竹氣象站的氣象局自行研發之

自動探空釋放系統(Auto Sounde)等儀器。 

 

於今年（2022） 5 月 25 日到 8 月 10 日的進行

觀測實驗中，TAHOPE 觀測很多中尺度對流系統

(mesoscale convective system)以及產生冰雹

的午後強對流系統。例如圖一顯示的是美國

NCAR SPOL 雷達觀測到 6 月 23 日 07 UTC 位

於雪山山脈上具有深對流伴隨高層雲砧(cloud 

anvil)輻散氣流的典型垂直結構，40 dBZ 的雷達

回波可以發展至 18 公里高度，在大台北地區及

桃園地區降下冰雹與局部豪雨。圖二顯示的是中

央大學 Team-R 雷達觀測到 6 月 6 日 0645 UTC

的梅雨鋒面內部的深對流系統。其中雷達回波剖

面 圖 呈 現 明 顯 的 對 流 降 雨 (convective 

precipitation) 區 域 及 後 方 的 層 狀 降 雨

(stratiform precipitation)區域，其中層狀降雨

層中層 5 公里高度的融解層(melting level)清晰

可見。徑向速度顯示對流降雨區有強烈的水平輻

合及層狀降雨區低層有後方入流(rear inflow)。

差異反射率（ZDR）顯示在對流降水區有明顯柱

狀結構，即 ZDR 柱特徵。差異相位差（KDP）圖

亦顯示，在對流降水區低層（5 公里以下）有顯

著的 KDP 柱狀結構，且 KDP > 7o/km，表示伴

隨的局部降雨率高於 80 mm/h，達到豪大雨門

檻。這樣的高時空解析度的觀測資料在臺灣地區

是前所未有的，這對於劇烈天氣的分析、預警、

及預報有莫大助益! 

 

科技部林敏聰次長、自然與永續司羅夢凡司長、

氣象局鄭明典局長都曾帶隊實地參觀特殊觀測

儀器，並給予參與觀測的學者與研究生們打氣鼓

勵(圖三)。最後 TAHOPE 研究團隊希望，透過實

驗期間高時空解析度的觀測資料收集與分析應

用，能夠提升大氣科學界對於劇烈天氣系統的瞭

解，進而改進防災預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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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楊明仁教授與團隊研究成果 

 



 

 
 

 

圖一：（左）NCAR SPOL 雷達觀測的 2022 年 6 月 23 日 07 UTC 於雪山山脈的中尺度對流系統的

雷達回波垂直剖面圖，其 40 dBZ 回波發展至 18 公里高度，而最強回波值達到 55 dbZ 強度。

（右）此中尺度對流系統的 SPOL 雷達觀測之徑向速度垂直剖面圖，可以清楚看到低層（4 公里以

下）的水平輻合及高層（8 公里以上）的水平輻散。 

 

 

圖二：（左上）中央大學 TEAMR 雷達觀測的 2022 年 6 月 6 日 0645 UTC 的雷達回波垂直剖面

圖；（右上）徑向速度的垂直剖面圖；（左下）差異反射率（ZDR）的垂直剖面圖；以及（右下）

差異相位差（KDP）的垂直剖面圖。 

 
 
 
 



 

 

 

圖三：科技部林敏聰次長與自然與永續司羅夢凡司長及國內大氣科學界的學者專家們於 7 月 5 日實

地參觀 SPOL 雷達站，並給予參與觀測的學者與研究生們打氣鼓勵。 

 

 
 
 



 

 
 
 
 
 
 
 
 

颱風是自然界最具破壞力的天氣系統，也是臺灣

最嚴重的天然災害之一。颱風帶來的災損平均年

損達數百億元；「颱風假」重大衝擊民生經濟活

動，對臺灣每日經濟影響可達上百億元；颱風豐

沛的雨量為臺灣珍貴的水資源，缺少颱風降雨，

容易造成臺灣來年的缺水乾旱。我們統計過去數

十年，臺灣 19 個測站的時雨量觀測值，統計結

果發現影響臺灣五、六十年的颱風豪大雨機制，

主要為臺灣颱風登陸減速慢行，以下簡要說明。 

 

過去約 60 年觀測資料分析結果顯示：(1) 臺灣颱

風雨量多寡和颱風強度沒有明顯關係，(2)雨量和

颱風在臺灣停留時間成正比(圖一)，即颱風走得

越慢，雨下得越多，且總雨量除以停留時間的降

雨強度沒有明顯變化，(3)登陸後慢(快)的颱風多

是在北邊(南邊)登陸(圖二)，(4)逐時移速的觀察

顯示，慢(快)的颱風在登陸前走得慢(快)，登陸後

變得更慢(更快)，豪大雨的颱風個案多為走得慢

登陸後更慢的個案(圖三)。圖四為解釋以上觀測

機制的示意圖。路徑偏北的颱風下雨時，由於其

對流被中央山脈鎖定在西南部山區，降雨改變颱

風渦度並減慢颱風運動。颱風走得慢，雨下得大，

進而使颱風走得更慢，此正回饋產生長時間下雨，

總雨量可以多出 60%。 

 

全球暖化情境的科學研究顯示，溫度每上升一度，

水氣增加 7%，而雨量只有增加 2%。降雨增加量

不如水氣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暖化造成大氣更穩

定，以致大氣環流減弱。山脈地形區域，因為山

區會產生較強的動力外力，是可能產生較強的環

流，在全球暖化情境下使降雨變強。前面所討論

的臺灣颱風降雨，臺灣地形鎖定颱風降雨，降雨

減慢颱風移速，增長颱風停留時間，正回饋產生

非常大的雨量；同時地形使得降雨強度上沒明顯

變化。地形對臺灣的天氣氣候十分重要，在這環

境背景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支持我們執行

臺灣山區雲氣候卓越領航計畫，更進一步探討臺

灣中央山脈的氣象影響。 

 

2020 年 1 月 2 日陸軍黑鷹直升機在好天氣中從

臺北起飛，但在宜蘭附近山區遭遇亂流與低雲而

墜機，包含參謀總長在内 8 名人員殉職。2020 年

11月 21日宜蘭蘇澳區域在衛星與雷達無深對流

雲的信號下，以低層暖雲形式一天降下 240 mm

的豪雨。山區也是臺灣水庫的主要集水區域，生

態研究也顯示山區降溫率是氣候變遷下生物遷

移的重要控制因子。這些例子顯示我們需要更了

解臺灣山區的低層大氣，以及臺灣山區邊界層溫

度、降溫率、濕度、亂流以及雲，這些科學知識

對於山區飛行、空氣污染、生態、水資源與防災

十分重要。計畫研究目標針對在東北季風與西南

氣流影響的環境，探討臺灣山區複雜地形影響下

的大氣邊界層氣象與雲雨亂流特徵，計畫利用外

場 觀 測 實 驗 資 料 ， 配 合 精 確 數 值 模 型

(TaiwanVVM)以及高解析衛星資料，探討臺灣山

區雲氣候問題。 

 

「卓越領航」計畫追求科學卓越外，領航部分

可以建立一個團隊合作平台，引領國內跨校(中

央大學、文化大學、國防大學等)的一群年輕科

研究領域專欄 

從臺灣登陸減速慢行的颱風到「臺灣山區雲氣候卓越領航計畫」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郭鴻基教授與團隊研究成果 



 

學家，專業合作並探索臺灣重要基礎科學，工

作項目如下： 

1. 宜蘭冬季(11 月-至隔年 1 月)觀測實驗

(圖五)，以科學目標放置儀器，中央大

學雷達團隊在淡大校區山上總攬蘭陽平

原。於 11 月雨季進行兩階段 11 天日夜

密集觀測，動用大約 7200 人時地觀測

人力，探討宜蘭山區雲氣候降雨關鍵科

學議題。 

2. 新儀器發展(無人機、亂流量測；微型探

空)與實地觀測，觀測儀器資料校正，機

動探空策略發展與實驗操作。 

3. 高解析度數值模式模擬實驗、資料

同化與觀測資料分析。 

4. 觀測期間舉辦蘭陽科普教育活動，

有 400 人次的學生及民眾參與。 

5. 觀測資料校正分析，儲存於國科會支持

的大氣水文資料庫，供更多科學家使

用。 

 
 
 
 
 
 
 
 
 
 
 
 
 
 
 
 
 
 
 

圖一 1960-2010 五十年颱風登陸期間 19 個測站總雨量與颱風登陸停留時間回歸分析。顯示颱風總

雨量和颱風停留時間成正比。分析也顯示北邊登陸颱風相對而言有較大雨量。(圖摘自徐理寰博士博

士論文發表於 JAS 期刊，Hsu et al. 2013.) 

 
 
 
 
 
 
 
 
 
 
 
 
 



 

 
 

 

圖二 以臺灣南北與颱風移速快慢繪製颱風路徑圖。移速快(慢)是指其登陸時期平均移速大於(小於)

移速資料一個標準差。綠色顯示的移速慢的颱風多在北邊登陸。(圖摘自徐理寰博士博士論文發表於

JAS 期刊，Hsu et al. 2013.) 

 
 

 

圖三 颱風登陸前後 3 小時平均移速的變化。慢(快)移速颱風是登陸前慢(快)，登陸後變得更慢(快)。

歷史大雨量颱風個案速度變化屬於慢颱風。(圖摘自徐理寰博士博士論文發表於 JAS 期刊，Hsu et 

a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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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颱風大豪雨產生機制示意圖，藍色點為莫拉克每小時路徑點，深綠色為受臺灣地形影響的颱風

降雨區，北邊登陸颱風大降雨區發生在西南山區。黑色箭頭為颱風原來移動速度，紅色為因降雨改

變颱風渦度，使得颱風移動的方向。北邊登陸颱風因為降雨位置在臺灣西南山區，登陸後降雨減慢

颱風移速(如圖三所示)，移速減慢降雨會更多，更多降雨颱風就更慢，透過此正回饋機制，產生爆

表颱風降雨。 

 
 

 

圖五  MCC/YEAR 2021 觀測實驗之探空站與儀器配置。NTU 為臺大，NCU 中大，PCCU 文大，

CWB 中央氣象局，RCEC 中研院環變中心。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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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佔地球表面積71%為地球最大之生態體系，

為眾多已知與未知生物棲息地。海洋供應地球生

物生存所需之能量與物質，同時吸收 23%人類每

年排放之二氧化碳及氣候體系內 90%多餘之熱

量，扮演控制地球氣候之關鍵性角色，同時也扮

演人類資源供應者與地球環境保護者角色。 

 

而聯合國正式啟動 「海洋科學永續發展十年計

畫」(2021-2030)，亦是希望藉由扎實的「科學知

識」基礎建立拯救海洋行動。在過去，海洋科學

幫助我們記錄了海洋變化，而在未來須藉由跨領

域合作，讓人類更清楚海洋這個孕育地球萬物的

系統是如何運作，可以讓我們應對接下來的氣候

變遷、海洋酸化、海洋物種消失以及海洋資源的

影響。 

 

為此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從 111 年開始推動

「航向藍海-海洋研究平面到立體建立海洋永續

利用基石」中長程計畫，藉由我國國家新研究船

(新海研 1~3 號及勵進研究船；圖 1) 進行長期基

礎數據觀測，如廣域立體海洋大氣觀測、海洋藍

碳、生態永續定序基因，及以關鍵數據建置深海

能源開發和我國海洋科學及海洋法政研究成果

之智識輸出國際合作所需的國內典章制度與政

府體制。詳細規劃如下： 

 

 

(一) 廣域立體海洋大氣觀測(圖 2)：利用我國既

有海洋長期觀測及自主觀測儀器提升臺灣

海洋與大氣現場觀測能力，建立全球前瞻海

洋觀測網技術。 

(二) 海洋藍碳(圖 3)：量測我國周遭海域不同季

節及物理過程影響下有機碳輸出通量與種

類組成隨深度的變化情形。 

(三) 發展西太平洋海洋生態定序基因資料庫(圖

4)：全面高通量解序臺灣海域微生物基因體，

建構未來海洋生態研究關鍵基礎資料。 

(四) 建置深海能源開發(圖 5)：研發創新深海工

程技術、建立國家級深海工程資料庫，掌握

深海環境因子。 

(五) 以科學為基礎之海洋管理體制(圖 6)：有效

回應聯合國倡議之「為永續發展之海洋科學

十年」，及國際社會「以規則為基礎之國際

秩序」（rule-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的價值，建構「與國際建制接軌之國家海洋

治理」的典章制度，並基於「以科學為基礎

之決策」及「海洋外交」與「科技外交」的

概念，用以促進國家（海洋）永續發展及開

創國際合作空間。 

 

「海洋科學永續發展十年」需要包括政府、科學

家、產業界與民間社會等不同領域的人們參與，

以創造新的思想、解決方案、夥伴關係與實際應

用等方式來拯救海洋。

 

 

研究領域專欄 

海洋研究平面到立體，探索地球浩瀚的內太空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蔣國平教授與團隊研究成果 

 



 

 

圖 1. 國科會國家新研究船船隊 

 

圖 2. 廣域立體海洋大氣觀測示意圖 

 

圖 3. 生態永續定序基因示意 



 

 

圖 4. 海洋藍碳關鍵技術 

 

圖 5. 臺灣東部深水海域於黑潮發電數據模擬示意圖 

 

 

圖 6. 以科學為基礎之海洋管理體制示意圖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電腦輔助工程組 

汪立本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遙測技術於氣象水文之應用 

都市水災、序列降雨模擬與預測 

汪立本博士之專長為氣象水文，主要研究領域為

利用統計及人工智慧模型發展高時空解析度降

雨模擬技術，包括在動態氣候下產生高解析度時

空降雨，以及短延時降雨預測。前者目的在於將

氣候變遷效應與區域降雨特徵做連結、並加以模

擬，希望藉此幫助在規劃設計基礎建設時，將氣

候變遷之效應考慮進去。短延時降雨部分則是專

注預測午後雷陣雨帶來的高強度降雨，利用氣象

雷達及衛星資料，搭配傳統統計及深度學習模型，

加強預測之準確度。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盧乙嘉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地熱資源評估、碳酸鹽地球化學(碳

氧同位素、碳酸鹽叢同位素)、水化學 

主要研究地熱區的潛能與流體演變。利用水化學、

同位素地球化學及岩脈的液包體均化溫度或叢

同位素，配合野外地質調查量測的溫泉分布、裂

隙或斷層位態進行地熱探勘，從而瞭解地熱田過

去熱液活動情況並評估現今儲集層的溫度和結

垢潛勢。 

新進教師介紹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 

鄭宇昕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海洋中尺度／次中尺渦旋、流與地

形交互作用、內波、海洋自然災害 

從以前到現在的研究範疇，由中大尺度的海洋運

動，如中尺度渦旋、內波，至中小尺度流與地形

交互作用，如島尾流、紊流。熟悉的研究方式，

也從海洋衛星觀測，到海洋現場觀測，尤其海洋

現場觀測更是個人近幾年研習和運用的主要研

究方式。遙感探測與現場觀測相輔相成，衛星遙

測可以提供同時且大範圍的觀測，但這些資訊只

局限於海洋表層，且往往重複觀測頻率較低，而

這些缺點就可透過現場觀測來彌補，雖然現場觀

測受限於研究船或載體(浮球、浮標…等)的特性，

往往只有單點或是沿線的觀測，不像衛星遙測般

大範圍，但可以提供我們海洋內部的資訊，且具

有較高的機動性，得到較高的時間解析度，尤其

在探討流與地形交互作用這類海洋運動變化較

快速的現象時，就更顯得格外重要。結合兩種研

究方式的優點，來達到對海洋環境整體性的監測，

進而協助我們研究其背後的水動力機制與其對

周遭海域生態之影響。 

 

 

 

 

 

 

 

 

國立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 

曾子榜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全球導航衛星系統、衛星軌道估計

與分析、衛星原子鐘估計與分析、衛星姿態控

制與分析、衛星定位技術演算法開發、衛星雷

射測距 

曾子榜博士專業領域是衛星精密軌道計算，衛

星時鐘校正及衛星定位資料處理。目前在國立

成功大學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任教。曾博士主

持過我國福衛三號與福衛七號低軌衛星任務的

軌道求定研究計畫，熟稔完整精密軌道核心計

算之流程。此外，曾博士研究非保守力對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NSS) 

衛星軌道誤差的影響，研究非保守力對衛星軌

道的影響為 International GNSS Service (IGS) 

發展的重點之一。曾博士的專長可被應用於定

位(Positioning)，導航(Navigation)與授時

(Timing)。 

新進教師介紹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曾開治 助理教授 

領域專長：動力系統模型與機器學習、大尺度

氣候動力、極端天氣展期預報／氣候變遷 

Kai-Chih Tseng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orking on the predictability and future projections of 

extreme weather from a dynamical system perspective. 

He is also interested in numerical modeling (e.g., GPU 

dynamical core, a.k.a. making climate models simpler 

and go fast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g., Deep 

Learning) and statistical method. Kai-Chih Tseng got 

his PhD in June 2019 from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where his advisors were Dr. Elizabeth Barnes and Dr. 

Eric Maloney. After his Ph.D., he worked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NOAA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 

 

 

新進教師介紹 



 

 

 

 

 

 

 

111 年 6 月 7 日 

 

《臺灣防災與永續社會之科普講堂》是科普微電

影「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

延伸系列活動之一，從科普角度來瞭解臺灣防災

工作與永續發展，活動中邀請專家學者分別就臺

灣防災與永續發展兩個方面，分享發展現況、推

動經驗與建言，並和與會者交流討論。在會場的

時間充分跟與會人士交流互動，其中包含大專院

校教授與研究生、高中老師、各類研究單位的研

究人員、相關地科學會與工程探勘公司人員，以

及對地球科學有興趣了解的一般民眾，包含層面

十分廣泛，從基礎教育、科學普及到專業領域，

從環境觀測到永續發展，透過實體與線上直播互

動時的資訊交流，同時傳達本活動的中心思想-

「國土永續經營、保育防災、環境變遷」給予來

賓，並希望其能作為一顆種子將資訊帶回去廣為

流傳，開枝散葉，達到人人科普，理念扎根的效

果。 

 

本次活動由主辦單位地科中心研究推動中心(科

學推展中心地科組)主任鄭芳怡教授擔任主持人，

開幕敬邀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羅夢

凡司長進行致詞，說明科技部對於臺灣防災工作

與永續發展科普推動的支持與重視。議程主題為

臺灣防災科普推動討論，第一個專題演講由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張志新組長進行演講開場解

讀防災科普的眉角，接續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尹孝元簡任正工程司分享並剖析台灣

土石流迷思觀測，最後由主持人 

 

 

 

 

 

 

鄭芳怡教授邀請現場與會人士與講者進行交流

互動的探討。接下來議程主題為永續社會科普推

動討論，國立中央大學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演

講分享永續價值驅動的氣候變遷調適，接著由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葉欣誠教授介

紹分享聯合國氣候變遷結合永續發展教育

(CCESD)之推動，最後由李明旭教授與葉欣誠教

授採用對談的方式與現場參與者互動分享。 

 

本次現場活動因疫情關係加強防疫，約有 30-40

位積極參與各方專家學者與對議題有興趣者外，

也提供線上直播給予更多不便前來現場的人同

步參與共約 71 位。也感謝四位來自於國內不同

政府單位、學術單位的主講者提供精采的演講，

同時也在綜合討論時不吝分享。地球科學研究推

動中心(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未來也將秉持著深

耕地球科學相關領域（地科、大氣、海洋、永續、

防災、空間）的研究更是以永續社會價值為核心，

須逐步建立科學與社會的連結，彼此建立良好關

係，期能強化參與此類型活動的意願，持續推廣

相關領域的成果分享。  

地科活動報導  

臺灣防災與永續社會之科講堂 



 
 

 
 

 
 

 
 

 
 

 
 
 

 

 
 

 
 

 
 

 
 

 



 

 

 

 

 

 

111 年 6 月 7-8 日 9:00~17:00 

      6 月 9 日 16:00 

參展地點：115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台北南港展覽館 1 館 5 樓  西側 ) 

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科學推展中心地科

組 )參展攤位編號：TGA06 

 

為能強化宣傳並分享推播 -地科科普微電影

「我們的島嶼 ‧我們的科學 ‧我們的永續社

會」，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科學推展中心

地科組 )於 2022 年 6 月 7 日至 9 日參加

「 2022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TGA)」進行擺攤設展。該會議為每 3 年聯

合舉辦並結合國內外地球科學相關之學術

研討會，為臺灣最重要的大地科研討會議。

且大會除了專業的學術研究成果報告外，也

有安排地球科學普及推廣的展覽活動，希望

經由潛移默化的方式，能有效提升政府與民

眾對國土利用、保育防災與環境變遷議題的

重視，達到臺灣寶島永續經營之目的。  

 

此次展位設計了投影播放【我們的島嶼，我

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影片，

營造出強烈的視覺感，在展會中樹立  

了獨特性，同時也請觀看者線上填寫科普微

電影的意見調查表。這樣參展方式也是首例，

相當吸睛，吸引許多與會者觀看，影片中的

科學顧問也有來展位合影支持。  

 

 

 

 

 

 

 

 

透過參展「2022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

討會 (TGA)」的主要目標，一方面是藉由實

際參展，推廣介紹科普微電影至各層面的人

員，進而帶領一般民眾來認識本土地球科學

相關領域的科學家與其科學研究成果；另一

方面希望透過設攤的互動，以地科科普微電

影推播分享為基礎，提升兩部影片於社會各

層面的知名度，進一步敘述科學如何讓我們

更了解大自然的敏感多變，希望讓居住在臺

灣這塊風水寶地上的人們都能更認識及珍

愛這島嶼的自然環境，能長久安居外，也能

夠永遠享有風與海所帶來的恩典。  

 

以下是彙整大多數展位參觀人員回覆的意見： 

※針對微電影，想要再深入了解哪個部份 

√具備科學性的防災結合社會議題案例 

√想了解更多的地科研究內容 

√太空天氣 

√地震 

√海洋儀器 

√水文 

※地科科普電影最有收穫的內容： 

√認識整合性的不同領域專家 

√更了解最新的地科研究，和對防災理念的認識 

√沒想到能夠利用儀器聽見石頭滾動的聲音 

√多認識台灣的好 

√海研一號 

√可以讓大眾知道科學研究在做什麼 

√地震方面的知識 

地科活動報導 

2022TGA 參展 (攤位編號：TGA06)參展設攤 

 



 

 
 

 
 

 

 

 

 

 

 

 

 

 

 

 

 

 

 
 

 
 

 
 



 

 

 

 

 

 

111 年 9 月 2-3 日 

 

睽違兩年，疫情趨緩，終於重新恢復實體方式召

開會議。本次『國科會自然處 2022 新進人員聯

合研討會』邀請自然處羅夢凡處長給予專題演講，

並激勵新進同仁。其主要目的為協助自然科學各

領域學門新進研究人員吸收先進的經驗、瞭解國

科會自然處各領域學門現有研究資源與國科會

相關政策。提供瞭解自然科學各領域學門的研發

現況，並期能增進獲取相關資訊。為了能讓自然

處新進人員認識及瞭解，特請該中心主任鄭原忠

主任進行推展中心介紹的演講，讓所有與會人員

更加讓認識及瞭解中心在自然科學上的任務與

推動服務。 

 

繼聯合研討會後緊鑼密鼓的接著上場是分組議

程，地科組(地科推動中心)開啟第一場「第十八屆

地球科學相關領域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

一開始則為【新進人員 fresh talk】主要是為了讓

新進人員互相認識外，同時也能讓地科相關領域

召集人、承辦人能夠知道本屆各位新進人員的領

域專長，透過 fresh talk 的開場後，則由地科中

心鄭芳怡主任介紹中心的服務、相關資源及近期

內的成果分享，第一次邀請自然處承辦人介紹自

然科學相關資料庫介紹，後續則分別由地球科學、

大氣科學、海洋科學三個領域的召集人介紹該學

門內的現況及相關研究注意事項，三位召集人除

了講述該學門內現有研究資源外，也用相當幽默

詼諧的方式說明需要注意學術倫理等相關事項。

本次會 

 

 

 

 

 

 

議特別安排【壁報交流時間】，邀請新進人員提

供海報並希望透過此方式可讓與會者認識新進

人員的研究領域，更期待促進各單位新進人員相

互跨域交流，拓展合作機會。 

 

第二天上午主辦單位特別邀請中研院新科院士：

臺灣大學凝態中心林麗瓊特聘研究員進行大會

演講，演講中林院士提到無用也是有用、失敗更

是前進，把握每次機會發光，作為勉勵新進人員。

綜合座談時，各位新進人員更是把握時間向林院

士進行提問相關提升台灣之國際能見度的經驗。

該時段結束前自然處羅夢凡處長為了能讓新進

人員能夠更加有所獲得，其一一回應與會者提問

關於國科會的相關規定及政策面的問題。 

 

大會演講結束後開始第二天的分組議程，第二場

「第十八屆地球科學相關領域新進人員及研究

推動研討會」緊接著開始進行，由跨領域的學門：

永續發展、防災科技、空間資訊的召集人介紹學

門內的現況。三位召集人說明了學門內跨領域主

要發展、跨域整合科學、研究主題選擇、各類計

畫通過標準等，讓新進人員更加了解跨領域的學

門並知道如何才能有所合作的機會。在國科會自

然處大地科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及審查說明-綜合

座談中，提問到許多關於近期很熱門的學術倫理、

研究著作抄襲等問題，每位召集人都一一發表各

自學門的看法、作法，以及相關建議等。 

 

第三場「第十八屆地球科學相關領域新進人員及

研究推動研討會」則是邀請國科會國研院轄下與

地科活動報導 

國科會自然處 2022 新進人員聯合研討會暨 

第十八屆地球科學相關領域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 

 

 



 

大地科領域相關各支援學研之研究機構、氣象局、

地調所、水利署相關單位進行業務介紹及安排綜

合座談，透過這些單位的介紹及說明，協助新進

人員知道更多研究資源平台與合作機會。 

兩天一夜的會議在主辦單位詳細又豐富的安排

中畫下完美的句點，希望大家得到一定的資訊與

資源分享，未來將繼續舉辦新進人員活動，亦期

待每次都能以更加精進的安排，讓大家得以獲得

更豐富的交流。

 
 

 
 

 
 

 
 

 

 
 

  
 

 
 

 



 

 

 

 

 

 

 

111 年 9 月 18 日 10:00~16:00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1F 大廳、半戶

外廣場 (地址:11165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

號)  

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市集攤位編號：24 

 

為能廣加宣傳並分享推播-地科科普微電影「我

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我們的永續社會」，地球科

學研究推動中心(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於 2022

年 9 月 18 參加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大災問-科

教館防災科普市集」進行擺攤。該主辦單位有鑑

於臺灣位於地震帶上，地震災害更成為威脅臺灣

最嚴重的天然災害之一；除此之外更常面臨豪雨

帶來的土石沖刷、淹水、土石流等危機，特將最

新的防災、減災知識，包含居家防災宣導、火場

逃生宣導、防救災能量展示及體驗、防災互動遊

戲、活力充沛的救難犬英雄、科學秀提供分享給

社會大眾。 

 

本次活動除了參加市集設攤外，也在館內 1 樓大

廳參與節目活動，當天上午 10 點到 11 點的時段

則安排了地科中心帶來的【臺灣防災與永續社會

科普講堂】，本次主要是一起來科普的活動方式

進行，介紹科普微電影是由國科會推動規劃及由

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葉孟宛教授團隊製作

後，開始播放第一部「我的島嶼．我們的科學」，

在播放完畢後進行第一階段的影片心得回饋與

有獎徵答，現在家長帶領 

 
 
 
 
 
 
 
 

著孩子們給予心得回饋，也在「我問你答」的有

獎徵答中獲得影片中科學家所帶來的成果資訊；

緊接著繼續播放第二部「風與海，我們的科學」，

播映後第二階段的影片心得回饋與「我問你答」

中，現場的大人與小孩更加熱情的舉手搶答，就

在愉快且熱情的互動中結束本次【一起來科普】

的活動。 

 

在市集攤位內投影播放「我們的島嶼，我們的科

學，我們的永續社會】的兩部影片，同時也請來

攤位的民眾於線上填寫科普微電影的意見調查

表，同時也提供拍照立牌給現場大朋友小朋友可

以來照相，吸引許多民眾來攤位了解並掃描 QR 

Code 進行觀看微電影，此次共收集了 183 份意見

調查表。 

 

參與「大災問-科教館防災科普市集」的主要目標，

一方面是藉由與其他單位的合作，推廣介紹科普

微電影至社會大眾，進而帶領來認識本土地球科

學相關領域的科學家與其科學研究成果；另一方

面希望透過設攤的互動，以地科科普微電影推播

分享為基礎，提升兩部影片於社會各層面的知名

度。同時地科中心也能進一步了解在科普活動的

推動還有哪些需要加以精進並優化。 

 

地科活動報導 

「大災問-科教館防災科普市集」(攤位編號：2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定 2022 年 7 月到 2023 年 6

月為「基礎科學促進永續發展國際年

（IYBSSD）」，強調並展現基礎科學對實現永續

發展目標的重要性以及貢獻。對於人類面對氣

候變遷、經濟成長、社會平權、貧富差距等生

存挑戰，基礎科學研究的進展已成為促進永續

社會的關鍵支柱，因此可以說，SDGs 永續發展

目標已經是各國極為重視的議題。為了響應這

個重要的活動，地科中心以期刊研究資源支持

學術領域與各界人士推動 SDGs，我們的圖書期

刊服務聚焦在 SDG 議題近 3-5 年關於環境永續

方面新出版期刊的相關資訊，希望可以提供大

家更多討論方向。 

 

One Earth 電子期刊介紹 IF 14.944 

自 1974 年以來 Cell Press

在整個生命科學研究發佈

居於世界領先的地位。經

過 40 餘年的發展，創辦

了一系列優秀出版物，為

生物化學、遺傳學、神經

科學、免疫學、癌症等多

個學科的研究者提供了最

具全球影響力的優質內容。One Earth 作為 Cell 

Press 旗下地球科學類的首本期刊，2019 年 9 月

的創刊號標誌著 Cell Pres 正式跨域至地球與環

境科學研究 

 

連線網址: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journal/one-earth 

全文閱讀（free access)：Volume 1(2019/Sep)至

Volume 4, Issue 8(2021/Aug.) 

 
 
 
 
 
 
 
 

Climate Resil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電子期刊介

紹 

2022 年 2 月出版一本新的

OA 在線期刊，由皇家氣

象學會和 Wiley 聯合出

版。專注於解決氣候變化

的社會經濟和生物物理影

響並導致可持續和有彈性

的環境、社會和經濟的解

決方案的研究和實踐經驗。 

 

連線網址：

https://rmets.onlinelibrary.wiley.com/journal/269
24587 
 

Nature Reviews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電子期

刊介紹 IF 13.32 

人類、地球和環境的相互
作用及社會影響將會成為
未來的焦點。本刊將發表
關於地球科學、環境科
學、永續研究與氣候變化
等權威且讀者易懂的評
論，提供一個可以進行即
時和精簡評論的管道。 
 

連線網址：

https://www.nature.com/natrevearthenviron/ 
 
 
 
 
 
 
 
 
 

圖書期刊服務 

電子期刊——書訊新知 

https://www.nature.com/natrevearthenviron/


 

Nature Sustainability 電子期刊介紹 IF 27.15 

 

建立新型跨學科關係的期

刊。將發表自然、社會以

及工程廣泛領域中關於永

續性、其政策面向和可能

性解決方案的重大原創研

究。了解如何確保人類在

地球生物物理限制條件下

繁衍昌盛是永續性研究的首要目標。藉由線上

平臺，提供研究人員分享和討論永續性研究在

學術界的發展。 

 

連線網址：https://www.nature.com/natsustain/ 

 

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提供「購買單篇論文補

助」及「Token 補助單篇期刊論文」二種圖書期

刊服務，歡迎多加利用。 

購買單篇論文補助：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subsi
dy 

Token 補助單篇期刊論文：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toke
n 
 

 



 

 

 

 

 

 

 

 

 

地科中心提供 Elsevier 及 Wiley 兩家出版社的

Token 點數，申請者所屬單位未購置所需期刊

論文，可向地科中心申請 Token 點數於 48 小

時內單點單篇下載 Elsevier( ScienceDirect 平

台)及 Wiley (Wiley On line Library 平台)的文

章。 

 

說明： 

Elsevier_ScienceDirect 平台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 

收錄 Elsevier 出版社超過 2，500 種以上期刊及

39,000 本以上電子書，涵蓋科學、科技、醫學

與社會科學等領域 

Wiley _Wiley Online Library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擁有廣泛各類型跨學科領域的線上資源。超過

1,500 種同儕評鑑的重要研究論文，超過 800

多家國際學協會的出版品。 

申請資格：全台地球科學相關領域之教師、學

生、研究人員 

申請文件：中心網頁填寫申請表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cal

/token 

1. 申請前請確認是否已有該平台的個人帳號 

2. 選擇出版社平台(ScienceDirect / Wile On 

line Library)  

3. 申請人基本資料 

使用說明： 

1. 提供申請人該篇下載出版社平台使用手冊 

2. Token 帳密於開放與申請者後 48 小時失效

(發給申請者的通知信會註明帳密的起迄時

間) 

3. 每筆申請僅提供 1 點使用，請務必確認所

需文章後再下載 

4. 一個點數可下載一篇文章，或電子書的一

個章節, 列印, 儲存全文 PDF 檔 

 

圖書期刊服務 

Token 補助單篇期刊論文 

 



 

 

 

 

 

 

 

 

為保有國內地球科學圖書資源完整性。地科中

心購置西文學術電子期刊 29 種及地球科學相關

書籍於中央大學圖書館，供館際合作使用。可

由地科中心館際合作書目資訊查詢，並循館際

合作模式借閱使用。 

 

申請資格：全台地球科學相關領域之教師、學

生、研究人員 

申請流程： 

1.至地科中心館際合作服務專頁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

cal/partner)填寫申請表並送出 

2.地科中心於受理申請後四小時內回覆，並將

檔案至申請人所屬單位圖書館，並同時 e-

mail 通知申請人至該單位圖書館領取 

使用說明： 

1. 館際合作書目資訊清單：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

odical/partner_list 

2. 此項服務為免費服務，不需支付費用。 

3. 電子期刊全文下載因出版社對使用權的規

範，無法直接提供申請人，需經由圖書館

間館際合作，提供申請人所需期刊的紙

本。 

 

◆服務時間：上班日早上 9:00 -下午 5:00，於

受理申請後四小時內回覆，當日下午 4:00 後申

請單，會於隔上班日回覆。 

◆若送出隔日，未收到取件通知，敬請盡速與

中心聯繫(bonnie@ncu.edu.tw / 

esrpc@cc.ncu.edu.tw) 

圖書期刊服務 

館際合作服務 

 



 

 

 

 

 

 

 

 

囿於地科領域刊物屬性多樣化，且地科中心有

限的資源，為能實際滿足研究人員所需之研究

學術資源。以「補助單篇購置論文」的方式達

到更完整的圖書期刊服務。 

 

申請資格：國內教師或研究人員(含博士後研究) 

申請流程： 

1. 申請人需先至地科中心網頁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periodi

cal/subsidy)下載填寫申請表並，並提供申請

購買論文及期刊之相關資訊(含論文篇名、作

者、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迄頁碼) 

2. 取得中心寄發同意函且先行墊付，事後檢

附單據核銷歸墊 

 

使用說明： 

1. 同一申請人以一年不超過二十篇或是三萬

元為原則，如遇未獲補助或補助較少之學

術單位則酌情處理。 

2. 補助購買之期刊論文需與地科相關，若該

論文非地科領域相關，則須說明購置之理

由。 

3. 補助購買之論文需該單位未購置之期刊，

如經查證該單位已購置，則退回不予審

理。 

 
  

圖書期刊服務 

購買單篇論文補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