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爾摩沙衛晨三號於全球變遷與地表著蓋章銬在泌應用

張家草鞋、主主機前1、朱子畫筆

攜爾摩沙衛星二號於全球變遷興地表覆蓋數點應用

星臺灣大學理學院空閑資訊研究中心張家豪、運婉茹

畫畫灣大躍I也還E饗讀資源學系朱子豪

一、I3U言

前人有云﹒士大炎不出門，能知天 F

事。現今社會藉出各項先進技縮，;得遠方

的事物忠實主呈現在彼此眼前。但是'事物

的變化與環境的改變，所造成的街擊，是

否就如限前所見?亦或是潛藏著未知的影

響?琨代社會中，人們的視野已逐漸從地

關仰室里崇山峻嶺，轉變成為從空中俯臉地

表的一切。以校閑自然環境、空間距離或

人文政治的隔閣，造成為地各處因人類活

動、自然壞境變遷而產生的地表景觀改

變，不得一如往昔般的神祕，而是完發且

忠實的呈現在股人眼前。

基於對追求真相的執著、滿足生活資

源的需求與對理解生活環境的渴望，籍吉普

通訊技街、光電科技與太空科學的發展，

環境資訊蒐集的方式以從傳統上現地架設

儀器的直接測壤，逐步發展的藉由遙測衛

星進行遠距離、大面積、劉定週期且快速

的地表環境及空絢資訊的蒐集與監測 o為

將發球各地對於地表環境觀測所得環境資

訊進行整合，以提供1吐界各地研究土作者

對地球環境進行長期監測，進而對於環境

變遷造成生物居住環境的街擊，提出有效

的預防與補救措施及建議，提供役界各側

的決策者作為環境保菁、永綴經營、人民

生活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衡量依據。世界氣

象紡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 、 全球觀測系統(Global Observation

System, GOS) 等機構便是基於以上白的所

設立的資訊麓合、分析與提供政策建議的

重要經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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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身為地球村的…員，自然必須對

地球環境貿獻心力。在政府相關單位的積

極推動下，國家太空中心(National Space

Organization , NSPO) 與關內外專家學者合

作，設計技成功發射梅爾摩沙衛晨一號、

二號與三號，分別對於海洋、陸地與大氣

環境進行至全球性的資料蒐集與監測，籍以

提供國內外各研究單位長期的全球環境變

遷、土地覆蓋靈與使m等資訊，以便準催掌

握環境變化現況，提出即時並有效的應對

政策與措施，維護現在與未來的生物存纜

的義本權利。

福爾摩沙衛星二號(以下簡稱褔儀二號)

為我國太空計霞說，中，主立交陸地環境艱測

的一頃。褔衛二號在設計上，主要針對於

至全球各地進行每日的軍複監測，能即時拿

握地表環境變化的其實現況，因此對於全

球各地的重大環境災害，宿街二號皆能提

供最新的觀測資料，自相關研究單位進行

資料分析後，交由政府權還單位進行有效

的現況掌控與災害防救繞到及執行。除室主

大環境災害外，褪衛二號亦可對於地表環

境進行長期監測，藉由現地現況影像影像

與!If史影像闊的變遷比對，中講以各項相關

環境里去游j資訊，作為後綴環境變遷研究的

重要參考來源。

本文分別針對搞衛二號於不同的環境

議題中的應用成果，如高緯~1水河前緣與

海冰治融、是大環境災容及人類過度開發

山坡地等議題，進行案例分析與探討。希

望能以應用案fJu探討，提供不同研究領域

的專家學者，對於其他隆地環境議題的長



其耳監測應用，

二、案倒介紹

(一)

梅衛二號為一可每臼於IE常抬街角 45

度內拍攝南北極點之商解析度衛豆豆，以其

拍攝特性，相當適合進行極區內冰川消退

與海冰消溶之間變化早在測。本案例籍以褔

諱:二三號影像之特性，選定北緯 82.475。至

82.757' ，間經 60 .697涅 的 407。為研究笛，

以 2006 及 2007 年 4 月 l 、 6 、 13 及 1 6等四

日之福衛二號影像，教化各符其白冰河前

緣，區分冰河覆蓋喜區域與海冰覆薰~域，

比較於不同年度閑之前緣消退速率與海冰

覆蓋商積變化，再與全球年均混及NOAA

B令 ALERT， Canada (82.50'N ' 62.33'W) 自甘 ilW

站資料進行比對，分析年度均溫差異與融

冰狀況闊的關係。

透過上述資料處理及分析後，便可於

研究區內建立長期敏被j基礎，以f聶衛二號

每日造訪與高解析度特性，觀察立主分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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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子進行比對，

基礎。

1.

年冰河消融狀況並不顯著，

豆豆點僅於海冰消融狀況上。

4 月海水給冰消

海冰覆葦及海水給冰在百積變化立主未出

現研顯變化，平均結冰前積為

450.97km2
，最大變化忍積為 36. 11

km2 , 個於 2007年影像中，可發現海

水結冰間積明顯縮減，及海面流冰

(Floating Ice) 面積明顯增加 ， 平均結冰

面積為 3 1 7 .67 km2
，最大變化面積為

577.19 km2 ， 由海水結J水面積縮減狀況

雄主事， 2006 年4 月1-16 日平均海水結

;7](縮減率為-1.22 km
2
/ 日 ， 而2007年則

為 33 .71 km2/日 。

由當地過去 20年均草草統計來看，平

均年均混為- 1 7 .76 'C '於 2006及 2007

年分別高於平均值 1 . 95'C及1.29'C '

且 2006 年較 2007 年lit高高 0.66 'C 。 觀

察兩年度 4月均溫可發現， 2006年 4



張家豪、連婉茹、朱子豪

月均溫較 2007年 4月均草草略低。.97

°C; 以兩年度的4 月1 、6 、13 、16 等

自 2006

期

4/1

4/6

4/13

4/16

國 I 2006 與2007 年4 月份海水消j容面教比t絞

若是 1 2006 、2007 年4 月結冰面積比較 (km
2
)

四臼平均溫度假較， 2006 年的四 日平

均溫度較 2007年低 6.3 I °C 。

2007

ImageArea Frozen Area LandArea Frozen Sea Sea/SeaIce Average Frozen Sea

20060401 2050.75 1772.15 1324.09 448.06 278.60

20060406 2050.75 1780.36 1347.74 432.62 270 .39
450.97

20060413 2050.75 1789.39 1334.91 454.48 261.36

20060416 2050.75 1764.05 1295.32 468.73 286.70

20070401 2050.75 2023.76 1321.15 702.61 26.99

20070406 2050.75 1619.52 1306.34 313.18 43 1.23
317.67

20070413 2050.75 1435.58 1310.16 125.42 615.17

20070416 2050.75 1426.95 1297.48 129.47 62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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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 2 2006 、2007年相同日期結冰商積比較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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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衛星二盟紛守主全球變遷與地表覆蓋監測悠閑

張家吾吾、運婉茹、朱子豪

(二)中國四川地震

2008 年5 月12 日14 日幸28 分 ， 中國四

川地區發生 32年來話次發生的 7級以土地

霞，造成北川、汶川、茂縣、青}II與都江

壞等地重大的災情，至今災後君主建與災~

居民的輔導工作仍持續進行中。由於地震

發生那段將闕，災~天候狀況不佳，雖然

NSPO 於地震發生後緊急拍攝災甚至 ， 但仍豆豆

14 日 才取得災區清楚的影像交料 ， 並將影

像資料透過國內各分送中心，如星星大空崗

畫著訊研究中心、的大褔衛二號影像加倍中

心、成大防災中心與中大太遙中心等單

位，提供翻內各研究單位進行災情判釋，

同游亦以關際交流與災害防治的名義，將

資料與判釋成果提供大陸方前進行災軍大

規模現況的評估與掌綴。經過一個月約持

續拍攝，並與燈史影像進行比對分析，褔

衛二號於本次的川地震中提供大壞的災區

主兒況資料給予關內外各棺關東位進行災情

評估，並持續壁畫發災區各1畫畫筆法目的狀態，

將褔衛二號每日室主複抬搔同一地區約特性

充分發揮主Ei:I:t人眼前。

劉 5 2008 年5 月14 日層家ill讓塞湖狀

況，古巴份農地已被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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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6 2008 年5 昂 的 臼廢家山種鑫湖狀

況，主制t室主研顯增加，民宅與農jj也完

全淹沒

屬 7 2008 年5 月16 日 (上)與5 月18 日 (下 )

居家山核星星泊fj狀況



國 8 2008 年5 月16 日居家山蠶豆蓋湖蠟艘

狀況

關 9 2008 年 5 月

狀況，出現一小段河段

關 1 0 2008年 5 月 22日居家山濯童基湖螃蟬

狀況，腥欒湖綴水量持續增加

(三) III坡地過度樹發

近年來III坡地災害主事件頻傳，台北

市政府有綠於此，白民協 88年起展關

長期山坡地安全管理計遷，透過地

質、雨量及關發狀況等相關資料，彙

整分析出地質災幸言敏感區域，以作為

山坡地開發合法性依據之一。隨著颱

iill\豪雨季節來晦 ， 山坡地遂法閃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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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之主重要性倚繕，然而，台北市政府

現行仍以巡山良苦奮地場勘為主，在速

度及安全性方詣有待商榷。

褔衡之號具有每日以同樣時間、角

度的攝同一地區之特性，

態、影像可遠地諒解析皮 2公尺之高解

{象力，對於土地開發監測研究土耳提

供最新立完整之參考資料。本研究以

2006 年至2008 年?萄街二號台北市東南

地區影像，排除建物密集區及主要道

路後，透過樑準化主主與植生指數

(Nonnalize社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

NDVI)' 針對此三年度的NDVI制自變

化狀況，游、除間自然環境所造成約差

異(如大氣狀況、太陽高度等) ，將

NDVI 數個變化~域~分為植生種類變

遷(仍為植生覆蓋)與地表覆蓋變遷(巳

'時進…步宇日軍軍變遷原

因為自然或人為造成。

1.研究地區

本案例透過長期針對于高衛二號影像

進行觀察，並進行 NDVI轉換，於本

單E域中草草察到 1 5 個明顯變與點 ， 將變

異點襟示於褔衛二號影像上展示，女I]

蓋章 II 台 北市 山坡地 開發變 5零

點 o並於及中j蠶豆巨兩個開發面積絞8Jl

顯的~域，作為主要研究測試區。

間 II台北市山坡地吾吾發變5零點



況，

大氣狀況、太陽高度等) ，將 NDVI 數

值變化道城區分為搞生種類變遷(仍為

2006 年至2008 年拍攝

之福悔之號影像，進行幾{可校志，立立

以 GCP 、 DEM 修正之正身于化過程後之

影像，作為梅生變遷分析之材料。

年皮影像分別為 2006/4/5、 200717120

及 2008/4/26 。

2. 研究方法

褔衛二號具有每日以同樣時間、

度抬主輯同一地區之特性，加上其全色

態影{象可遠地面解析度 2公尺之高解

{象力，對於土地聞發壁畫測研究上可提

測試區(一)

2006/4/5

200717120

2008/4/26

國 1 2 2006 年-2008 年地表植生狀況變化

42



3. 成果分析

;等三時期衛星影像，經過 NDVl 計

算後，比對三司弩之空間分佈如國 12

2006 年-2008 年1也是是槌:'.t.狀況變化所

示。由於 2006 年影像資料陰影區較為

明顯，造成兩餾測試區之 NOVI ZP:均值
2006 2007 2日08

, tt對測

，如閻 1 52006

。影

，至 2007

，判斷可能為

，而

，標註點左

2007 年的一倍 ，

，而J明顯看

從

年約

年增3日 :

變化則街 2006 年的

自'J 0.441

沛在測試瘟(二)

2006 年之0.63 公頃 ，

2.36 公頃 ， 兒園14

表覆蓋變遷商綴。

14

8
公頃

6

方面， NDVI 備也

2006 年至2007 年減少編j支較大 ， 而在

2007 年至2008 年僅略微減少 ， 自影像

比對推佑， 2007 年該地愣發已完成 ，

因此在 2008 年該地變化與 2007 年相較

之下差異不大，故反映在 NDVI 偏上 。

關 1 3 測試區(-) 地表覆蓋變遷面積

2006 2007
年度

2008
玉、結論

(一)福衡之號拍攝優勢

褔衛二號為震耳人自去控制的商解析度

地頭資源衛星，可每臼以固定角度拍攝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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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讓

一地區，對於地表壞境長期盟主測而言，具

有相當高的應用價值。由於褔衛二號飛行

45

重大環境災害言的議題方函，也於搞衛二號

衛冕軌道設計為固定軌道，因此最晚"BJ :fj令

事件發生後的鋪天便能拍攝到災區現況，

有助於相關單位對於災情的掌控與防救規

劉。

主皂，

2006/4/5

2007月/20

2008/4/26

。在

國的 2006 年-2008 年地表影像狀況變化

(二)褔衛二號抬搔限制

雖然褔衛二號可每日提供關定拍攝角

度的商解析皮影像資料，但也囡囡定衛星

軌道的原函，致使在中低綠軍會產生部份

地區無法似 45度內的正常拍攝角度進行影

像拍攝，必須將拍攝角度提升至 53度才可

完整溺護主全球。且褔f翁之號為光學衛星，

一 44

提供商解析度的~色態、藍光段、綠光

段、紅光段及近紅外光段的光譜資料，可

滿足多數的地表環境里在測與製餾應用，因

此易受到天候狀況的差異，影響影像接收

品質。

(三)未來宿街五號的輔助



雖然褔衛二號目前仍正常運作，且燃

料蓋章足以使別至 2011年以後，假由於其設

計壽命將蓋章，且為延續圈內太空科技發

展、?寺綴提供圈內高解析度的全球士也E奇觀

測資料，同時彌補褔衛二號在拍攝上的條

件限制， NSPO 正積極規IU褔衛二號後綴衛

星計畫，並命名為宿街五號。希望籍街褔

衛五號的加入，持綴提供全球2公尺解析度

的衛星影像資料，配合每兩日讓複到訪的

軌道設計，彌補褐括~j二號在中低終區影像

拍攝間隙的不足，遂成全球涵蓋室的資料蒐

榮任務，提供更完室主約環境監測與變遷分

析所需的基礎資料蒐集 o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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