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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計畫成果中英文摘要
(一)中文計畫名稱：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二)英文計畫名稱：
Simulation and Monitoring of Marine Pollution for Emergency Response
(三)計畫編號：
109-E-06
(四)執行單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岸水與環境中心
(五)計畫主持人：
王樹倫
(六)執行開始時間：
109/02/26
(七)執行結束時間：
109/12/31
(八)期末報告完成日期：
109/11/15
(九)報告總頁數：
正文 366 頁，附錄 122 頁
(十)使用語文：
中文
(十一)報告電子檔名稱：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docx
(十二)報告電子檔格式：
WORD 2013
(十三)中文摘要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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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中文摘要：
本（109）年度計畫使用美國 ASA 公司所研發具國際公信力的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軟體（OILmap、OILmap web）及化學品擴散模擬軟體（CHEMmap）
，
同時配合同為 ASA 公司所研發之 HYDROmap 模式模擬臺灣週邊海域潮流
作為污染擴散模擬流場，以及臺灣地區海域觀測與數值模擬之海溫與風，並
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相關資訊，提供海洋溢油、化學品洩漏之軌跡模
擬結果予海保署作為決策的參考與依據。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在接
獲海保署緊急海洋污染通報後，於指定時間內製作出模擬與分析報告，提供
海保署擬定應變處置策略，並在應變結束前，每日持續製作出污染擴散報告。
另外，配合海保署出動海洋油污染監測作業車進行油污染監測作業，及於作
業期間，每日至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參考，直至應變
結束為止。配合化學品模擬結果，提供海保署及相關單位應變處理建議及諮
詢服務；包括熱區、冷區範圍劃定與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等，以利
事故發生時作為緊急應變指揮參考，並蒐集最新版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作
為海運化學品洩漏緊急應變參考。整體計畫執行成果（油及化學品污染模擬）
將整合至海保署現行「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提供海保署海洋污染緊急
應變科學支援及監控平台。
本年度完成 13 件分別於金門、高雄、澎湖、屏東、台中、彰化及基隆海域的
實際通報海洋污染擴散應變模擬案例、4 件油污染擴散模擬假設案例、1 件
歷史案例研析及網路版模擬工具建置，同時針對模式模擬之差異性、準確度
及限制因子作研析探討；化學品擴散模擬則依篩選原則，選擇 2 種化學品分
別為鄰-甲酚及靈丹的擴散模擬及應變建議。並完成辦理 1 場次海洋油污染
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則於彰化彰濱工業區及高雄
港南星計畫區各完成 25 小時風、波及潮流監測作業；並於桃園市以及高雄
市配合展示 2 天次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相關執行成果（油及化學品污染模
擬）已整合至海保署現行「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提供海保署海洋污染
事件緊急應變模擬計畫支援。
(十六)英文摘要：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n 2020 i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il spill and
chemical dispersion simulation modeling software, developed by Applied Science
Associates (ASA).

Cope with the related geography information on surrounding

waters of Taiwan; and to provide the contaminants track.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environmental data profiles will be implemented to ASA's Ocean Map, an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results for the authority in urgent situations as well.

After

received an emergency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from Ocean Conservation
Administration (OCA),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will start and the relative
analysis reports will be accomplished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Another

application developed by the Norway MIROS is applied in the project, which is so
called Oil Spill Detection system (OSD), used in radar system for detecting the oil
spill, waves, currents system during sudden spill event.

There are some

observations detedcted in the mobility of oil pollution instantly, such as waves,
currents,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With the detection range of 3-8 km, the OSD

system not only can instantly display the locations of the oil spills, but also can
predict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of short-turmoil spill drift.

The real-time data

detected by OSD system can be adopted as input parameters of the OILmap
software as well as CHEMmap software for enhancing the accuracy of the oil
pollution and chemical pollution dispersion models. Two major goals of these
results are to integrate these applications for 「 MARINE POLLUTION
PREVENTION SYSTEM」as well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OCA
to establish program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emergency contamination in the
ocean.
So far, there are thirteen simulation cases accomplished for real events in the waters
of the Kinmen Island, Kaohsiung City, Penghu Island, Pingtung City, Taichung
City, Changhua City, and Keelung City respectively, and another four
hypothetical cases with different scenarios in this project.

Furthermore, we have

conducted two chemical dispersion simulations for Epichlorohydrin and Lindane
and a 25-hours’ OSD oper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Changhua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Both of oil and chemical simulation results are integrated into

「MARINE POLLUTION PREVENTION SYSTEM」as well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OCA to establish program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emergency contamination in the marine pollution issues.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計畫成果報告詳細摘要
計畫名稱：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計畫編號：109-E-06
計畫執行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岸水與環境中心
計畫主持人：王樹倫 副教授
計畫期程：109 年 02 月 26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
計畫經費：362 萬元
摘要
本（109）年度計畫使用美國 ASA 公司所研發具國際公信力的海
洋油污染擴散模擬軟體（OILmap、OILmap web）及化學品擴散模擬軟
體（CHEMmap）
，同時配合同為 ASA 公司所研發之 HYDROmap 模式
模擬臺灣週邊海域潮流作為污染擴散模擬流場，以及臺灣地區海域觀
測與數值模擬之海溫與風，並結合地理資訊系統（GIS）相關資訊，提
供海洋溢油、化學品洩漏之軌跡模擬結果予海保署作為決策的參考與
依據。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在接獲海保署緊急海洋污染通報後，
於指定時間內製作出模擬與分析報告，提供海保署擬定應變處置策略，
並在應變結束前，每日持續製作出污染擴散報告。另外，配合海保署出
動海洋油污染監測作業車進行油污染監測作業，及於作業期間，每日至
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參考，直至應變結束為止。
配合化學品模擬結果，提供海保署及相關單位應變處理建議及諮詢服
務；包括熱區、冷區範圍劃定與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等，以利
事故發生時作為緊急應變指揮參考，並蒐集最新版國際海運危險品準
則，作為海運化學品洩漏緊急應變參考。整體計畫執行成果（油及化學
品污染模擬）將整合至海保署現行「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提供海
保署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科學支援及監控平台。
本年度完成 13 件分別於金門、高雄、澎湖、屏東、台中、彰化及
基隆海域的實際通報海洋污染擴散應變模擬案例、4 件油污染擴散模擬
假設案例、1 件歷史案例研析及網路版模擬工具建置，同時針對模式模
擬之差異性、準確度及限制因子作研析探討；化學品擴散模擬則依篩選
原則，選擇 2 種化學品分別為鄰-甲酚及靈丹的擴散模擬及應變建議。
並完成辦理 1 場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海洋油污染
雷達監測則於彰化彰濱工業區及高雄港南星計畫區各完成 25 小時風、

波及潮流監測作業；並於桃園市以及高雄市配合展示 2 天次海洋油污
染雷達監測。相關執行成果（油及化學品污染模擬）已整合至海保署現
行「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提供海保署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
計畫支援。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n 2020 is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il spill and
chemical dispersion simulation modeling software, developed by Applied Science
Associates (ASA).

Cope with the related geography information on surrounding waters

of Taiwan; and to provide the contaminants track.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environmental data profiles will be implemented to ASA's Ocean Map, an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results for the authority in urgent situations as well.

After received an

emergency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from Ocean Conservation Administration (OCA),
th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will start and the relative analysis reports will be
accomplished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Another application developed by the Norway

MIROS is applied in the project, which is so called Oil Spill Detection system (OSD),
used in radar system for detecting the oil spill, waves, currents system during sudden spill
event.

There are some observations detedcted in the mobility of oil pollution instantly,

such as waves, currents, wind speed and direction.

With the detection range of 3-8 km,

the OSD system not only can instantly display the locations of the oil spills, but also can
predict the speed and direction of short-turmoil spill drift.

The real-time data detected

by OSD system can be adopted as input parameters of the OILmap software as well as
CHEMmap software for enhancing the accuracy of the oil pollution and chemical
pollution dispersion models.

Two major goals of these results are to integrate these

applications for「MARINE POLLUTION PREVENTION SYSTEM」as well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OCA to establish program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emergency contamination in the ocean.
So far, there are thirteen simulation cases accomplished for real events in the waters
of the Kinmen Island, Kaohsiung City, Penghu Island, Pingtung City, Taichung City,
Changhua City, and Keelung City respectively, and another four hypothetical cases with
different scenarios in this project.

Furthermore, we have conducted two chemical

dispersion simulations for Epichlorohydrin and Lindane and a 25-hours’ OSD operat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Changhua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Both of oil and chemical

simulation results are integrated into「MARINE POLLUTION PREVENTION SYSTEM」
as well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OCA to establish program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emergency contamination in the marine pollution issues.

前

言

臺灣四面環海且地處東南亞海運主要航道，由於地理位置特殊，使
得社會、人文、經濟和自然資源與海洋環境息息相關，加上國際貿易興
盛、工業發展需求，各類船舶經常航行臺灣四周海域。此外，隨著經濟
與民生發展，國內石化工業生產石化產品，仰賴船舶運輸原油及各種化
學品等承運業務量與日俱增。相對地，海洋污染風險也隨之增加，任何
船舶的意外事件，都可能造成臺灣附近海域及海岸遭受重大油污染或
是化學品污染災害。
然而，臺灣海域廣闊，應變人力與能量有限，在海洋污染事件發生
時，如何有效掌握污染事件的狀況，以進行適當的應變處理，仍是值得
探討的問題。為能夠在海域污染事件發生後，於短期間內即可掌握污染
物的未來變化與動態，並搭配先進的科技儀器設備，監控海表面油污染
擴散漂移路徑與分布範圍，以監控海洋油污染或化學品污染狀況，本
（109）年度計畫執行期間設置 24 小時待命人員，藉具有國際公信力
的專業溢油模擬軟體（OILmap）
、化學品擴散模擬軟體（CHEMmap）
、
網路版溢油應變模擬系統（OILmap web）及機動性海洋油污染雷達監
測作業車，進行我國海域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擴散模擬暨決策支援。透過
本計畫具體實行，以提升我國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能量與掌握海洋污染
情事，並為制定污染管制策略提供重要的依據。

執行方法
本工作內容包含：一、辦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二、強 化 海 洋
油污染擴散模擬效能及提升實務運用，支援應變決策作業；三、辦 理
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四、推廣運用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應變演練、及實務作業；五、運用雷達監測技
術於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並研提其他科技技術於海洋油污染監控作
業。
為落實執行本計畫，每一部分的具體實施工作方法，分別說明如下：
一、辧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一)建立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二)需依實際發生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
作業，準確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底地

形，在各風場、流場溢油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
溢油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影響範圍、曾經影響區域、在水
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粘附在海岸地區的數量以及
在某一特定區域內溢油量等模擬作業。
(三)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油污染通報後 2 小
時內，製作初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內，依現場
狀況及本署需求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擬
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四)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機關指定地點，應分別以單機版及網路版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各至少進行 12 件油污染事件擴散
模擬作業，以實際發生污染之案件進行模擬為原則。其中應至
少包括 1 件單機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之擴散模擬。模擬
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油品種類、海流、風力與海岸地質等影
響；產出之模擬報告，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
測、溢油特性分析、依時間序列評估溢油上岸可能性及油污可
能上岸區域與數量、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二、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效能及提升實務運用，支援應變決策作
業
(一)研析以建立預設假設情境方式，使溢油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應
變作業油污染範圍。以歷年或當年度實際發生油污染事件模式
模擬作業，至少完成 1 件案例，於事故初期建立每日油量殘留、
洩漏量之推估值，至少以 2 種假設情境(如溢油情境為事故前幾
日即全部洩漏或每日少量持續洩漏、海氣象條件逐日加劇或事
故船發生斷裂等)進行模擬，每件案例提出完整評析告、說明情
境假設條件、發生之風險機率評估、模式模擬油污擴散影響範
圍與實際油污染範圍之比較，作為如何即時修正模擬參數較符
合油污染範圍實際狀況，及修正模式模擬應變作業程序參加，
提升整體應變效能。
(二)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掌握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及國軍大氣海洋局等部會機關發展油污染漂流預報系統技
術與海氣象觀測及預報值資訊，運用於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作
業並強化模擬準確性，提升模擬結果於污染應變實務或演練之
決策參考性。
(三)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依據油品、區位、油污事件性質等，

分析其模式模擬之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並提出完整
研析報告，提供各級機關參考。
三、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一)建立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二)需依實際發生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
監測作業，準確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
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化學品污染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
時間情形下，化學品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影響範圍、曾經
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黏附在海岸
地區的數量以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之化學品等模擬作業。
(三)於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化學品污染通
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
時內，依現場狀況及本署需求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
同意結束模擬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化學品污染擴散模
擬報告。
(四)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本署指定之化學品種類，應至少進行 2 件
或 2 種海洋化學品擴散模擬作業，以實際發生污染之案件進行
模擬為原則。前述模擬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化學品種類、海
流、風力、海岸地質等影響。產出之模擬報告，須包含海洋表
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化學品特性分析與隨時間序列之
變化、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五)配合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須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
理策略建議及諮詢服務，包括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定，及
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等。
四、推廣運用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
及應變演練及實務作業
(一)需提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俾利各單位「海
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連結應用產出應變資材佈設決策建議，
提升污染應用實務運用效能。
(二)強化臨海 19 縣市政府並協助取得本署核發許可之公私場所完
成 109 年度所需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兵棋推演及演練所需之擴
散模擬作業。

(三)檢視使用者之輸入介面，輸入資訊為油品種類、數量、地點（自
動轉換出座標），即可產出模擬結果，同時有下拉式選單可選
擇為模式預設、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報或實際觀測之風場、流
場、氣象等資訊，可供各應變單位運用。
(四)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應用效能。
(五)提升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進行線上操作與呈現動
態模擬結果效能，強化圖層展示中文化介面使用便利性；整合
本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相關資訊，建置國內相關應變
機關單位與人員資料、應變資材與環境敏感區等資料；能以油
污染模擬地點評估研析緊急應變資材最佳調度方式、運送時間
及佈設情形、應變作業建議，作為現場應變決策參考，研析提
升海洋污染事件應變作業效能運用方式。
(六)辦理至少 1 場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負責場
地、研習、膳食等費用，每場次預估 50 人。
(七)修正「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
手冊。
五、運用雷達技術於重大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油污染監控作業，並
研提其他科技技術於海洋污染作業
(一)本項工作執行地點以臺灣本島，機關指定地點為原則。執行廠
商經接獲機關通報油污染事件後，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
業車進行油污染監測作業；及於作業期間，每日至少製作一份
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持續作業至機關同
意結束應變為止。
(二)配合應變作業或機關指定地點辦理活動、演練或展示，提供至
少 2 天次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以進行監測作業。
(三)執行應變作業時應製作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雷達監測報告應
涵蓋油污分佈位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四)整合歷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改進雷達監測
作業車監控作業程序，並研擬其他技術提升海洋污染監控效能
可行性。
六、各次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模擬監測成果圖示應能呈現事
故船所影響之環境敏感區位圖。

七、計畫相關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模擬監測、海洋油污染雷
達監測報告之成果，須整合至本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八、配合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工作事項。
(一)計畫執行期間機關得通知廠商運用契約價金，採實作實算方式，
協助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海洋污染防治相關事項。
(二)廠商執行本項工作，所需專業人員（如潛水人員、船長等）、
潛水設備、水中照相機（或錄影機）、船隻、清理用具等項目
與單價，機關應依規定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作業。

結

果

一、辧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一)建立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依據本年度工作內容規定，於接獲海保署緊急油污染通報
後，需於確認通報資訊完整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油污染擴散模
擬報告，為完整檢視溢油模擬支持應變成效，設計海洋污染事
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表單內容包括通報時間、事件
名稱、通報污染物、污染物數量、事件地點（坐標）、通報資
訊查核、初報時間、工作查核、通報結束應變時間、應變成果、
承辦人查核及簽章等 12 項資訊，其中通報資訊與工作查核設
計勾選欄位確認初報資訊是否完整，以及初報是否於通報後 2
小時內完成，最後惠請承辦人員簽章核示是否符合工作規定。
(二)需依實際發生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
作業，準確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底地
形，在各風場、流場溢油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
溢油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影響範圍、曾經影響區域、在水
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黏附在海岸地區的數量以及
在某一特定區域內溢油量等模擬作業。
於計畫執行期間，應變人員將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實際油
污染緊急應變通報時，啟動油污染模擬作業。應變人員將隨時
掌握油污染應變最新消息，並配合環境地理資料及風場、流場
等海氣象資料，利用數值模擬預測油污在不同時間下的可能影
響範圍、海表面漂移軌跡及殘留於海表面、混入海水中、黏附
岸際與揮發至大氣中的油污量等環境宿命分布，最後彙整為模
擬報告，提供海保署作為應變決策之參考。

(三)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油污染通報後 2 小
時內，製作初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內，依現場
狀況及本署需求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擬
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今年度，共接獲 13 次緊急油污染通報應變，為 1090309 台
發 88 貨船於金門縣烏坵外海沉沒事件、1090319 旗津漁港綠島
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1090604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
1090604 高雄二港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1090609 澎湖
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1090615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
件、1090619 高雄市外海發現異常油污軌跡事件、1090824 中油
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1091012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1091020 台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
1091024 吐瓦魯籍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
1091101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及 1091103 八斗
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值班應變人員於接獲緊急應
變通報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於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
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應變結束前，每日依現場狀況及
海保署需求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並於完整事件報告描述與
分析；另 13 起通報事件之資訊確認單皆由承辦人員簽核符合
應變時效，檢附表單於各完整事件報告中。
(四)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機關指定地點，應分別以單機版及網路版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各至少進行 12 件油污染事件擴散
模擬作業。其中應至少包括 1 件單機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
度之擴散模擬。模擬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油品種類、海流、
風力與海岸地質等影響；產出之模擬報告，須包含海洋表面流
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溢油特性分析、依時間序列評估溢油
上岸可能性及油污可能上岸區域與數量、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
等相關資料。
計畫執行期間共完成 17 件海洋油污染事件擴散模擬（符
合計畫至少 12 件模擬作業），當中有 13 件為實際海污案例及
4 件假設案例模擬，其中 1 件假設案例為考慮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水溢油情況，油污染於水下及海表面受海氣象條件影響，
預測其擴散路徑及分布影響範圍。事件模擬報告均包含海洋表
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溢油特性分析、環境敏感區標示

及透過網路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模擬油污染擴散模擬結
果。
二、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效能及提升實務運用，支援應變決策作
業
(一)研析以建立預設假設情境方式，使溢油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變
作業油污染範圍。以歷年或當年度實際發生油污染事件模式模
擬作業，至少完成 1 件案例，於事故初期建立每日油量殘留、
洩漏量之推估值，至少以 2 種假設情境(如溢油情境為事故前幾
日即全部洩漏或每日少量持續洩漏、海氣象條件逐日加劇或事
故船發生斷裂等)進行模擬，每件案例提出完整評析告、說明情
境假設條件、發生之風險機率評估、模式模擬油污擴散影響範
圍與實際油污染範圍之比較，作為如何即時修正模擬參數較符
合油污染範圍實際狀況，及修正模式模擬應變作業程序參加，
提升整體應變效能。
計畫執行期間完成 1 件研析案例模擬（符合計畫至少 1 件
研析案例），以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作為研析對象。
研析報告包含 2 種假設情境模擬、模式模擬油污擴散影響範圍
與實際油污染範圍之比較，作為如何即時修正模擬參數較符合
油污染影響範圍實際狀況，以提升模擬結果準確性，產出較符
合實際油污染影響範圍結果，並評估油污染發生之風險機率，
強化整體應變效能。
(二)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掌握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及國軍大氣海洋局等部會機關發展油污染漂流預報系統技
術與海氣象觀測及預報值資訊，運用於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作
業並強化模擬準確性，提升模擬結果於污染應變實務或演練之
決策參考性。
於 02 月 18 日由海保署協助發文，協請中央氣象局持續提
供預報資料支援海洋污染應變作業，氣象局回覆海保署提供資
料格式需求，於 02 月 26 日海保署已提供資料供應服務作業需
求表單。03 月 12 日氣象局通知完成續約，提供預報資料供應
至 111 年 3 月 13 日，取得區域預報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WRF），以及西北太平洋環流模式（Ocean
Circulation Model，OCM2）海流預報數據，並安排每日自動下
載。

(三)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依據油品、區位、油污事件性質等，
分析其模式模擬之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並提出完整
研析報告，提供各級機關參考。
國內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能量越趨成熟，為了掌握模式模
擬之差異性、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主要影響因子，計畫執行期
間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並依據油品、區位及油污事件性質
等相關，規劃特性提出其模式模擬之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
子完整研析報告。
三、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一)建立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依據本年度工作內容規定，於接獲海保署緊急化學品污染
通報後，需於確認通報資訊完整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化學品污
染擴散模擬報告，為完整檢視化學品模擬支持應變成效，設計
海洋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表單內容包括通報
時間、事件名稱、通報污染物、污染物數量、事件地點（坐標）、
通報資訊查核、初報時間、工作查核、通報結束應變時間、應
變成果、承辦人複核及簽章等 12 項資訊，其中通報資訊與工作
查核設計勾選欄位確認初報資訊是否完整，以及初報是否於通
報後 2 小時內完成，最後惠請承辦人員簽章核示是否符合工作
規定。
(二)需依實際發生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
監測作業，準確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
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化學品污染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
時間情形下，化學品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影響範圍、曾經
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粘附在海岸
地區的數量以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之化學品等模擬作業。
於計畫執行期間，應變人員將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實際化
學品污染緊急應變通報時，啟動化學品模擬監測作業。應變人
員將隨時掌握化學品污染應變最新消息，並配合環境地理資料
及風場、流場等海氣象資料，利用數值模擬預測化學品在不同
時間下的可能影響範圍、海表面漂移軌跡及殘留於海表面、溶
於海水中、影響岸際與揮發至大氣中的化學品量等環境宿命分
布，最後彙整為模擬報告，提供海保署作為應變決策之參考。

(三)於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化學品污染通
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
時內，依現場狀況及本署需求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
同意結束模擬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化學品污染擴散模
擬報告。
計畫執行期間配置 24 小時緊急應變值班待命人員，值班
應變人員於接獲緊急應變通報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於
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應變
結束前，每日依現場狀況及海保署需求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
指示結束緊急應變作業後，彙整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本年
度未接獲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應變。
(四)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本署指定之化學品種類，應至少進行 2 件
或 2 種海洋化學品擴散模擬作業。前述模擬作業內容，至少須
涵蓋化學品種類、海流、風力、海岸地質等影響。產出之模擬
報告，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化學品特性
分析與隨時間序列之變化、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計畫執行期間完成 2 件海洋化學品擴散模擬假設案例（符
合計畫至少 2 件化學品事件），模擬報告均包含海洋表面流預
測模擬、海氣象預測、化學品特性分析與隨時間序列之變化、
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五)配合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須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
理策略建議及諮詢服務，包括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定，及
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等。
計畫執行期間，各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皆提供海洋化
學品應變處理策略建議及諮詢服務，包括熱區、暖區、冷區範
圍劃定，及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等。化學品應變處理
策略建議，主要將事故處理原則分為四個主要處理階段，分別
為現場處置、指揮評估、災害搶救、復原清理等，綜整成海運
化學品事故應變處理流程。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定則以化
學品污染濃度及物質初期隔離距離作為依據，供人員進行應變、
保護及隔離。最後依洩漏化學品特性與現場濃度挑選合適之防
護具及設備。
四、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作業

(一)需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俾利各單位「海洋
污染防治管理系統」連結應用產出應變資材布設決策建議，提
升污染應用實務運用效能。
計畫執行期間，提供網路版海洋污染模擬擴散功能，使海
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以下簡稱海污網）使用者可透過連結直
接開啟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登入後（如圖 5-4-1）
可線上執行溢油模擬及瀏覽歷史案例動態模擬結果。並已開通
23 個單位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帳號。
(二)強化臨海 19 縣市政府並協助取得本署核發許可之公私場所完
成 109 年度所需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兵棋推演及演練所需之擴
散模擬作業。
配合本項工作執行，提供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
予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使用者利用，包含取得海保署
核發許可的從事油輸送行為之公私場所單位，以利從事油輸送
單位能運用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執行兵棋推演及演練所需之
擴散模擬作業。
(三)檢視使用者之輸入介面，輸入資訊為油品種類、數量、地點(自
動轉換出座標)，即可產出模擬結果，同時有下拉式選單可選擇
為模式預設、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報或實際觀測之風場、流場、
氣象等資訊，可供各應變單位運用。
計畫執行期間，推廣運用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
於海洋污染防治及應變演練及實務作業，使用者於模擬參數輸
入介面，僅需輸入「溢油點位置（可自動轉換出座標）」、「油
污洩漏時間」、「油污洩漏數量」及「油污洩漏種類」等條件，
同時於下拉式選單可選擇預報流場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報
場或自行輸入實際觀測之風場，設定為模擬之海氣象條件，即
可產出溢油模擬結果作為應變或海洋污染演練兵棋推演之參
考。
(四)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應用效能。
於計畫執行期間，辦理 1 場次海洋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
說明會，使各單位與會人員皆能自行執行假設案例油污染擴散
模擬，且具有油污傳輸擴散模擬結果判讀能力並能運用於海洋
油污染事件。同時規劃於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

說明會後蒐集與會人員建議，修改系統操作手冊。藉由以上作
業，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污染模擬應用效能，使各單位應變相
關人員瞭解並運用於海洋油污染事件。
(五)提升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進行線上操作與呈現動
態模擬結果效能，強化圖層展示中文化介面使用便利性；整合
本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相關資訊，建置國內相關應變
機關單位與人員資料、應變資材與環境敏感區等資料；能以油
污染模擬地點評估研析緊急應變資材最佳調度方式、運送時間
及佈設情形、應變作業建議，作為現場應變決策參考，研析提
升海洋污染事件應變作業效能運用方式。
為強化海洋污染防治效能，計畫執行期間，緊急應變人員
可藉由網路版海洋污染擴散模擬系統，並結合海污網建置之應
變相關單位、應變資材與環境敏感區等相關應變資材資訊產出
應變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評估模擬地點之緊急應變最佳調度方
式、運送時間及佈設情形等應變作業建議，作為現場應變決策
參考，提升海洋污染事件應變作業效能運用方式。
(六)辦理至少 1 場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負責場
地、研習、膳食等費用，每場次預估 50 人。
操作說明會於 8 月 28 日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辦理，課程
針對 (1)海洋油污染模擬介紹、(2)網路版系統操作說明、(3)學
員實際操作、(4)緊急應變溢油模擬案例分享及(5)海洋油污染雷
達監測系統的導覽等五項作說明及分享。說明會當日與會人數
共計 23 人，意見回饋表統計結果顯示，課程內容對於未來辦理
海污業務非常有幫助，本次操作說明會能有效協助各地方政府
海洋污染防治的推動。
(七)修正「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
手冊。
配合今年度（109）計畫工作內容，強化網路版海洋油污染
擴散模擬功能，依據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
會後蒐集與會人員建議，(1)增列如何開啟圖例之設定步驟，提
供操作人員如何開啟油膜圖例，(2)增列模擬情境參數重新修改
之設定，提供操作人員倘若需修改模擬參數時，如模擬時間、
油品項目、油量及環境場等，可依需求進行修改，(3)修正內文

部分文字敘述，提供操作人員更精確及詳細的說明，修正「網
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手冊」。
五、運用雷達技術於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強化監控效能
(一)本項工作執行地點以臺灣本島，機關指定地點為原則。執行廠
商經接獲機關通報油污染事件後，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
業車進行油污染監測作業；及於作業期間，每日至少製作一份
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持續作業至機關同
意結束應變為止。
計畫執行期間，當接獲油污染事件通報時，經海洋保育署
評估現場情況，指示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待作業
人員完成整備後，隨即出發至指定位址進行監控設備架設，並
啟動監控作業。應變結束前，每日至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達監
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持續作業至海洋保育署同意結束應
變，監測結果可納入年度海洋污染應變演練油污染監控作業成
果。
(二)配合應變作業或機關指定地點辦理活動、演練或展示，提供至
少 2 天次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以進行監測作業。
計畫執行期間完成 4 天次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分別於彰
化縣彰濱工業區及高雄港南星計畫區各執行 1 天次（25 小時）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並配合至高雄市鳳鼻頭漁港及桃園
市竹圍漁港展示 1 天次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
(三)執行應變作業時應製作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雷達監測報告應
涵蓋油污分佈位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接獲通報油污染事件時，經海保署評估現場情況，指示出
動海洋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時，監控人員完成整備後，立即驅
車前往事故現場，完成海洋油污染雷達架設作業後，啟動海洋
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於應變作業期間，每日至少製作一份油
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雷達監測報告應涵蓋
油污分佈位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四)整合歷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改進雷達監測
作業車監控作業程序，並研擬其他監控技術提升海洋污染監控
效能可行性。

彙整 100 年至 108 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
共累積 131 天次監控經驗，其中 3 天執行 100/10/03 基隆大武崙
漁港外海瑞興號溢油事件、61 天執行 105/03/10 本國籍德翔臺北
輪擱淺事件、7 天執行 106/10/15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及 11
天執行 107/08/23 獅子山共和國籍錦華輪海難事件之緊急海洋油
污染雷達監測實戰經驗；並根據以上作業經驗，彙整曾遭遇之作
業問題，完成改進雷達監測作業車監控作業程序，並研擬其他監
控技術，提升海洋污染監控效能可行性。
六、緊急應變模擬成果呈現事故船所影響之環境敏感區位圖
本項工作持續更新各次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模擬所在縣市之環
境敏感區域地圖，以利檢視事故船周圍之環境敏感區，諸如國家公
園、自然保留區、人工魚礁與濕地等。
七、計畫相關成果整合至「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本項工作已將計畫內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模擬監測成
果、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成果，整合至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
管理系統」。
八、配合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工作事項
於計畫執行期間若接獲海保署通知，本團隊將配合運用契約價
金，採實作實算方式，協助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海洋污染
防治相關事項，所需專業人員（如潛水人員、船長等）、潛水設備、
水中照相機（或錄影機）、船隻、清理用具等項目與單價，依海保署
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

結

論
(一)於計畫執行期間內 24 小時待命，並於接獲海保署緊急油或化
學品污染通報或指定演練課題後，進行污染擴散模擬作業，同
時於事後撰寫完整事件報告。本年度共計完成 17 件油污染擴
散模擬案例與 2 種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同時包含撰寫化
學品緊急應變建議。相關模擬作業均順利完成合約之規定。
(二)本年度計畫逐步強化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提供線上即
時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及即時瀏覽油污染動態模擬結果等功
能，並辦理系統功能操作說明會，推廣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之
應用效能。

(三)於計畫執行期間內，依照雷達各項設備規範進行日常維護及整
備，並持續加強監測人員操作訓練，以備接獲海保署指示海洋
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至指定地點進行現場監測。本年度至彰
濱工業區及高雄港南星計畫區各執行 1 天次雷達監測作業，並
配合海保署指定至鳳鼻頭漁港及竹圍漁港配合展演。雷達設備
運作正常，除顯示雷達設備日常維護及整備之確實外，同時確
保可順利支援海保署緊急應變作業。

建議事項
(一)執行污染擴散模擬預報時，海洋水動力對於油污漂移軌跡具有
極大影響力。如能以即時或更為準確之預測風場、流場等海氣
象資訊進行油污擴散模式模擬作業，能強化模式結果準確性，
提升應變決策資源參考性。建議持續掌握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
氣象觀測及預報技術發展，整合運用跨部會資源，提升油污染
模式模擬技術於應變實務之精準度。
(二)因經濟發展常涉及化學品的使用與製造，以致近年來海洋化學
品運輸貨物越頻繁，量也增大，因而在海洋或是港區邊發生化
學品洩漏相關事故的機率也增高，建議未來可加強船隻運輸、
港區載卸及儲存相關人員應變知識及技術之教育訓練及發展
相關災害潛勢評估技術，以加強事故的預防及第一時間應變，
亦可降低事故影響程度。
(三)本計畫強化「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透過網路認
證後直接於線上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即時掌握油污染可能漂
移軌跡與影響範圍。今年度辦理功能操作說明會，推廣網路版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予海污應變單位相關人員，以瞭解模
擬工具並實務應用至海洋油污染事件。惟公務機關人員更迭頻
繁，為持續強化地方油污染擴散模擬能量，建議可持續辦理「網
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說明會。
(四)目前使用的海洋污染雷達監測車已屆 10 年餘，建議加強雷達
車設備維護保養作業，如經費許可，應進行新一代油污監測雷
達車的建置，以利無縫接軌，即時投入海洋污染監控作業。

預定進度及查核點
工作內容

年別

109

月份

2

一、辦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一) 建立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
測資訊確認單。
(二) 依實際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事件，配合執
行預測溢油路徑、影響範圍等模擬作業。
(三) 緊急油污染通報應變模擬。
(四) 分別以單機版及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
模擬工具，各至少進行 12 件油污染事件
擴散模擬作業，其中應至少包括 1 件單機
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之擴散模擬。
二、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效能。
(一) 研析以建立預設假設情境方式，使溢油模
擬結果較符合實際應變作業油污染範圍。
(二) 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
(三) 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分析模式模擬之
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子，並提出完整
研析報告。
三、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一) 建立海洋化學品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
測資訊確認單。
(二) 依實際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事件，執
行預測化學品影響範圍等模擬作業。
(三) 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應變。
(四) 進行至少 2 種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五) 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理策略建議及諮
詢服務。
四、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
海洋污染防治及應變演練及實務作業。
(一) 提供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
(二) 強化臨海 19 縣市政府之油污染擴散模擬
之兵棋推演及演練所需之擴散模擬作業。
(三) 提供簡易網路版模擬功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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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強化各單位使用油污染模擬應用效能。
(五) 提升各單位使用油污染擴散模擬效能。
(六) 辦理至少 1 場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
能操作說明會。
(七) 修正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手冊。
五、重大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油污染監控
作業，研提其他技術於海洋污染作業。
(一) 緊急油污染雷達監測應變或演練展示。
(二) 執行 2 天次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
(三) 配合應變製作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
(四) 研擬其他技術海洋污染監控技術。
六、緊急應變模擬監測成果呈現事故船所影
響之環境敏感區位圖。
七、計畫相關模擬與監測成果，整合至海洋污
染防治管理系統。
八、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工作事項。
(一) 協助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海洋
污染防治相關事項。
(二) 執行本項工作所需經費，海保署應依規定
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作業。
預定進度累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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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查核點

預定完成時間

查核點內容說明

一

109 年 02 月 21 日前

109 年 02 月 19 日

提送執行規劃及工作進度書 10 份

二

109 年 06 月 30 日前

109 年 06 月 22 日

提送期中報告書 10 份

三

109 年 11 月 15 日前

109 年 11 月 11 日

提送期末報告書 10 份

實際進度及查核點說明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進度

一、辦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一) 建立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 完成通報資訊確認表單設計，資訊確認單請參
測資訊確認單。

考報告第 10 頁。

(二) 需依實際發生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事 一、

完成預定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篩

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作業，準確預

選原則之研擬，請參考報告第 56 頁。

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 二、

執行 109/03/09 台發 88 貨船於金門縣

型、海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溢油的動

烏坵外海沉沒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

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溢油

期間自 03/09 至 03/13，共計產出 6 份

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影響範圍、曾

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完整事件報告

經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

請參考報告第 72 頁。

數量、到達及黏附在海岸地區的數量以 三、

執行 109/03/18 旗津漁港綠島之星客船

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溢油量等模擬作

半沉沒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自

業。

03/18 至 03/19，共計提送 2 份油污染擴
散模擬預報單，完整事件報告請參考報

(三) 於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
關緊急油污染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

告第 83 頁。

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 四、

依據篩選原則，規劃 109/04/06 臺中港

內，依現場狀況及機關需求至少製作一

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執行海洋油

次以上續報。另於應變開始 7 日內或機

污染擴散模擬，完整事件報告請參考報

關同意結束應變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

告第 94 頁。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五、

依據篩選原則，規劃 109/05/05 新竹縣

(四) 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機關指定地點，應

南寮漁港外海遠洋漁船機械故障事件，

分別以單機版及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

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完整事件報

模擬工具，各至少進行 12 件油污染事件

告請參考報告第 103 頁。

擴散模擬作業。其中應至少包括 1 件單 六、

配合「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應變桌

機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之擴散模

面演練」，執行油污染擴散情境推演模

擬。模擬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油品種

擬，完整事件報告請參考報告第 112

類、海流、風力與海岸地質等影響；產出

頁。

之模擬報告，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 七、

執行 109/06/05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

擬、海氣象預測、溢油特性分析、依時間

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提送油污

序列評估溢油上岸可能性及油污可能上

染溯源模擬報告，完整事件報告請參考

工作內容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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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區域與數量、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
相關資料。

報告第 122 頁。
八、

執行 109/06/05 高雄二港外海船隻周圍
發現油污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
提送 1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完整
事件報告請參考報告第 135 頁。

九、

執行 109/06/09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
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提送 1 份
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完整事件報告
請參考報告第 145 頁。

十、

執行 109/06/15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
船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提送 1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完整事件報
告請參考報告第 155 頁。

十一、 執行 109/06/20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
異常油污軌跡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
期間提送油污染溯源模擬報告，完整事
件報告請參考報告第 165 頁。
十二、 109/08/24 變更契約，今年度油污染擴
散模擬案例由原本至少應完成 7 件，變
更為至少需完成 12 件。
十三、 執行 109/08/24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
管破裂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提
送 3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完整事
件報告請參考報告第 178 頁。
十四、 執行 109/10/12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
間自 10/12 至 10/16，共計提送 6 份油
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完整事件報告請
參考報告第 189 頁。
十五、 執行 109/10/20 台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
碼頭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提送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進度
1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完整事件
報告請參考報告第 200 頁。
十六、 執行 109/10/24 吐瓦魯籍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模擬應
變作業，應變期間自 10/24 至 10/29，共
計提送 7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完
整事件報告請參考報告第 210 頁。
十七、 執行 109/11/01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
壓油洩漏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
提送 1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請參
考報告第 221 頁。
十八、 執行 109/11/03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
作船沉沒事件模擬應變作業，應變期間
提送 1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請參
考報告第 231 頁。
十九、 依據篩選原則，規劃 109/09/03 花蓮縣
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執行深水
海洋污染擴散模擬，請參考報告第 241
頁。
契約變更前(109 年 8 月 24 日)接獲 7 件通報案
例，並執行 3 件假設案例。
契約變更後接獲 6 件通報案例，並執行 1 件深
水假設案例。
今年度執行 13 件通報案例及 4 件假設案例，
共計執行 17 件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

二、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效能及提升實務運用，支援應變決策作業
(一) 研析以建立預設假設情境方式，使溢油 一、研擬今年度預定執行研析案例篩選原則，
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變作業油污染範

請參考報告第 253 頁。

圍。以歷年或當年度實際發生油污染事 二、依據 4 月工作月報會議結果，挑選 108 年
件模式模擬作業，至少完成 1 件案例，

10 月 01 日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

於事故初期建立每日油量殘留、洩漏量

為研析對象，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工作內容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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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推估值，至少以 2 種假設情境(如溢油

完整研析報告請參考報告第 254 頁。

情境為事故前幾日即全部洩漏或每日少
量持續洩漏、海氣象條件逐日加劇或事
故船發生斷裂等)進行模擬，每件案例提
出完整評析告、說明情境假設條件、發
生之風險機率評估、模式模擬油污擴散
影響範圍與實際油污染範圍之比較，作
為如何即時修正模擬參數較符合油污染
範圍實際狀況，及修正模式模擬應變作
業程序參加，提升整體應變效能。
(二) 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 109 年 03 月 12 日通知完成續約，資料供應至
源，掌握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國軍大氣 111 年 3 月 13 日，工作進度請參考報告第 254
海洋局等部會機關發展油污漂流預報系 頁。
統技術與海氣象觀測及預報值資訊，運
用於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作業並強化模
擬準確性，提升模擬結果於污染應變實
務或演練之決策參考性。
(三) 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依據油品、區 配合今年度計畫執行完成油污事件性質之限
位、油污事件性質等，分析其模式模擬 制因子分析，請參考報告第 271 頁。
之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並提
出完整研析報告，提供各級機關參考。
三、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一) 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 完成通報資訊確認表單設計，資訊確認單請參
訊確認單。

考報告第 24 頁。

(二) 需依實際發生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 一、完成預定執行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
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作業，準確

篩選原則之研擬，請參考報告第 275 頁。

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 二、依據化學品污染事件擴散模擬作業篩選
型、海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化學品污

原則，假設 109 年 04 月 02 日新竹縣外海

染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

鄰-甲酚貨櫃落海事件，執行海洋化學品

化學品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影響範

污染擴散模擬。請參考報告第 284 頁。

圍、曾經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 三、依據 7 月工作月報討論會決議，選定「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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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中的數量、到達及黏附在海岸地區的

丹」為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之第二案例之

數量以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之化學品等

化學品，假設 109 年 08 月 10 日嘉義縣外

模擬作業。

海貨輪擱淺事件，執行海洋化學品污染擴

(三) 於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

散模擬。請參考報告第 302 頁。

關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後 2 小時內，製

本年度完成 2 種海洋化學品擴散模擬作業，模
擬報告同時提供應變處理策略建議及諮詢服
24 小時內，依現場狀況及本署需求至少 務。
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
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擬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化學品
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四) 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本署指定之化學品
種類，應至少進行 2 件或 2 種海洋化學
品擴散模擬作業。前述模擬作業內容，
至少須涵蓋化學品種類、海流、風力、海
岸地質等影響。產出之模擬報告，須包
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
化學品特性分析與隨時間序列之變化、
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五) 配合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須
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理策略建議及諮
詢服務，包括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
定，及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等。
四、推廣運用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及應變演練及實務作業
(一) 需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 完成今年度強化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能，俾利各單位「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 功能提升污染應用實務運用效能工作規劃，請
統」連結應用產出應變資材布設決策建 參考報告第 321 頁。
議，提升污染應用實務運用效能。
(二) 強化臨海 19 縣市政府並協助取得本署
核發許可之公私場所完成 109 年度所需
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兵棋推演及演練所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進度

需之擴散模擬作業。

(三) 檢視使用者之輸入介面，輸入資訊為油
品種類、數量、地點（自動轉換出座標）
，
即可產出模擬結果，同時有下拉式選單
可選擇為模式預設、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預報或實際觀測之風場、流場、氣象等
資訊，可供各應變單位運用。
(四) 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應
用效能。
(五) 提升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進行線上操作與呈現動態模擬結果效
能，強化圖層展示中文化介面使用便利
性；整合本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相關資訊，建置國內相關應變機關單位
與人員資料、應變資材與環境敏感區等
資料；能以油污染模擬地點評估研析緊
急應變資材最佳調度方式、運送時間及
佈設情形、應變作業建議，作為現場應
變決策參考，研析提升海洋污染事件應
變作業效能運用方式。
(六) 辦理至少 1 場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
能操作說明會，負責場地、研習、膳食等 於 109/08/28 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舉辦，與會
費用，每場次預估 50 人。

人數共計 23 人，請參考報告第 324 頁。

(七) 修正「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海洋油 完成今年度修正操作手冊規劃，工作規劃請參
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手冊。

考報告第 329 頁。

五、運用雷達技術於重大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油污染監控作業，並研提其他科技技術於海
洋污染作業
(一) 本項工作執行地點以臺灣本島，機關指 一、完成預定執行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
定地點為原則。執行廠商經接獲機關通

地點篩選原則之研擬，請參考報告第 335

工作內容項目
報油污染事件後，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

實際執行進度
頁。

監測作業車進行油污染監測作業；及於 二、配合海保署指定演練 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
作業期間，每日至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

污染第二級緊急應變兵棋推演，109 年 06

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持續

月 11 至 12 日前往彰化推演地點進行監

作業至機關同意結束應變為止。

測，提供桌面演練所需資訊，請參考報告

(二) 配合應變作業或機關指定地點辦理活

第 337 頁。

動、演練或展示，提供至少 2 天次海洋 三、109 年 06 月 23 日接獲通知，為配合行政
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以進行監測作

院人事行政總處施人事長能傑視察海保

業。

署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業務，於 06 月 30 日

(三) 執行應變作業時應製作油污染雷達監測
報告，雷達監測報告應涵蓋油污分佈位

前往鳳鼻頭漁港，執行雷達回波現場監控
展演。請參考報告第 342 頁。

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 四、配合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
訊。

啟動海洋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測作業
機制，執行 1 天次緊急海洋油污雷達監測
作業。請參考報告第 345 頁。
五、109 年 09 月 22、23 日出動雷達車至竹圍
漁港，配合辦理「一○九年度港區船舶火
災事故引致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請參
考報告第 352 頁。
本年度完成 1 天次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
1 天次緊急應變及 3 天次活動演練。

(四) 整合歷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 彙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改
控成果，改進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作業 進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作業程序，並研擬其他
程序，並研擬其他技術提升海洋污染監 監控技術提升海洋污染監控效能可行性工作
控效能可行性

成果，持續彙整監控成果於報告中，請參考報
告第 355 頁。

六、各次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模擬監測成果圖示應能呈現事故船所影響之環境敏
感區位圖。
逐步更新各縣市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

工作內容項目

實際執行進度

七、計畫相關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模擬監測、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之成果，須
整合至本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將於各案例結案時上傳成果至「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八、配合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工作事項。
(一) 計畫執行期間機關得通知廠商運用契約 配合署之指示辦理。
價金，採實作實算方式，協助執行調查或
清除海洋廢棄物等海洋污染防治相關事
項。
(二) 廠商執行本項工作，所需專業人員（如潛 配合署之指示辦理。
水人員、船長等）
、潛水設備、水中照相
機（或錄影機）
、船隻、清理用具等項目
與單價，機關應依規定辦理契約變更新
增項目議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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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前言

臺灣地理位置特殊，四面環海且地處東南亞海運主要航道，使得社會、人文、
經濟和自然資源皆與海洋環境息息相關，加之國際貿易興盛、工業發展需求，促使
各類船舶航行臺灣四周海域頻率高。相對地，海洋污染風險也可能隨之增加，任何
船舶的意外事件，都可能造成臺灣附近海域及海岸遭受重大油污染或是化學品污
染災害。為防治海洋污染，保護海洋環境，維護海洋生態，確保國民健康及永續利
用海洋資源，我國於民國 89 年 11 月 1 日公布「海洋污染防治法」，並定期實施海
洋油污染事件處理演練與訓練，加強對溢油事件處理的應變能力，有助於海洋污染
防治處理與救災應變。近年來，部份貨、輪船擱淺而造成的溢油事件對海洋環境造
成相當大的衝擊，因其洩漏的油品或運載的化學物品大多屬於毒性物質，對海洋中
所產生的毒害程度可能極為嚴重。近五年，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共支援我國
29 件海洋油污染事件，其中 105 年發生的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與高雄港遠
洋漁船颱風斷纜事件，具溢漏風險的油量超過 100 公噸。為持續強化海洋污染應
變效能，期許提升對海洋油及化學品污染事故支援應變決策作業及實務運用。
當海洋污染事件發生時，利用海洋油污染或化學品污染擴散模式，並結合跨部
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數值預報風場、流場資訊，作
為模式模擬海氣象輸入參數，於短期間內即可掌握污染物未來的變化與動態，預測
模擬結果可作為污染應變實務或演練之決策參考。
因應資訊整合與推廣運用，提升海洋油污染應用實務運用效能，設計精簡介面
的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提供模擬系統服務供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
理系統」
，使用者登入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後，可透過網頁連結登入網路版油污
染擴散模擬系統，即時瀏覽油污染擴散模擬；緊急應變值勤人員亦可藉由網路版海
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產出應變報告，包含油污染範圍及應變建議，強化我國海洋
油污染應變效能。
此外，當海洋油污染事件發生時，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攔阻油污影響及清除岸際
油污是非常重要的，但受限於事故發生時，海氣象條件往往可能較為惡劣，無法進
行污染防治應變作業。為克服此一限制因素，可運用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系統，在
視線不佳狀況下，24 小時不分晝夜即時掌握海表面油污動態，對於油污染監控支
援應變防治效率有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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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藉由美國 ASA 公司（Applied Science Associates, Inc.）的 OILmap 油污
染擴散模擬軟體、OILmap web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及 CHEMmap 化學
品擴散模擬軟體，配合臺灣四周海域相關的海洋環境資料，以及 HYDROmap 流體
動力模式所產生的海流，進行油品及化學品擴散的模擬，提供海保署及相關單位在
海洋污染事件發生時之緊急應變與指揮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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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目標

年度目標

依據邀標書之規定，本計畫之目標如下：
一、辦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二、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效能及提升實務運用，支援應變決策作業。
三、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四、推廣運用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應變演練、及實務
作業。
五、運用雷達監測技術於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並研提其他科技技術於海洋油污
染監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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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內容

工作內容

依據邀標書之規定，本計畫工作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辧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1.

建立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2.

需依實際發生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作業，準
確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
溢油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溢油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
影響範圍、曾經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黏附在
海岸地區的數量以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溢油量等模擬作業。

3.

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油污染通報後 2 小時內，製
作初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內，依現場狀況及本署需求至
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擬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
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4.

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機關指定地點，應分別以單機版及網路版海洋油污
染擴散模擬工具，各至少進行 12 件油污染事件擴散模擬作業，以實際發
生污染之案件進行模擬為原則。其中應至少包括 1 件單機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之擴散模擬。模擬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油品種類、海流、
風力與海岸地質等影響；產出之模擬報告，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
海氣象預測、溢油特性分析、依時間序列評估溢油上岸可能性及油污可能
上岸區域與數量、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二、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效能及提升實務運用，支援應變決策作業
1.

研析以建立預設假設情境方式，使溢油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應變作業油
污染範圍。以歷年或當年度實際發生油污染事件模式模擬作業，至少完成
1 件案例，於事故初期建立每日油量殘留、洩漏量之推估值，至少以 2 種
假設情境(如溢油情境為事故前幾日即全部洩漏或每日少量持續洩漏、海
氣象條件逐日加劇或事故船發生斷裂等)進行模擬，每件案例提出完整評
析告、說明情境假設條件、發生之風險機率評估、模式模擬油污擴散影響
範圍與實際油污染範圍之比較，作為如何即時修正模擬參數較符合油污
染範圍實際狀況，及修正模式模擬應變作業程序參加，提升整體應變效能。

2.

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掌握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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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海洋局等部會機關發展油污染漂流預報系統技術與海氣象觀測及預
報值資訊，運用於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作業並強化模擬準確性，提升模擬
結果於污染應變實務或演練之決策參考性。
3.

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依據油品、區位、油污事件性質等，分析其模式
模擬之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並提出完整研析報告，提供各級機
關參考。

三、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1.

建立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2.

需依實際發生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作業，
準確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底地形，在各風場、流
場化學品污染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化學品在海體表面運
動的路徑、影響範圍、曾經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
達及黏附在海岸地區的數量以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之化學品等模擬作業。

3.

於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後 2 小時
內，製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內，依現場狀況及
本署需求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擬監測前，每日應至
少產出一份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4.

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本署指定之化學品種類，應至少進行 2 件或 2 種海
洋化學品擴散模擬作業，以實際發生污染之案件進行模擬為原則。前述模
擬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化學品種類、海流、風力、海岸地質等影響。產
出之模擬報告，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化學品特性分
析與隨時間序列之變化、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5.

配合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須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理策略建
議及諮詢服務，包括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定，及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
處理方式等。

四、推廣運用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及應變演練
及實務作業。
1.

需提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俾利各單位「海洋污染防治
管理系統」連結應用產出應變資材佈設決策建議，提升污染應用實務運用
效能。

2.

強化臨海 19 縣市政府並協助取得本署核發許可之公私場所完成 10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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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兵棋推演及演練所需之擴散模擬作業。
3.

檢視使用者之輸入介面，輸入資訊為油品種類、數量、地點（自動轉換出
座標）
，即可產出模擬結果，同時有下拉式選單可選擇為模式預設、交通
部中央氣象局預報或實際觀測之風場、流場、氣象等資訊，可供各應變單
位運用。

4.

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應用效能。

5.

提升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進行線上操作與呈現動態模擬結
果效能，強化圖層展示中文化介面使用便利性；整合本署「海洋污染防治
管理系統」相關資訊，建置國內相關應變機關單位與人員資料、應變資材
與環境敏感區等資料；能以油污染模擬地點評估研析緊急應變資材最佳
調度方式、運送時間及佈設情形、應變作業建議，作為現場應變決策參考，
研析提升海洋污染事件應變作業效能運用方式。

6.

辦理至少 1 場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負責場地、研習、
膳食等費用，每場次預估 50 人。

7.

修正「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手冊。

五、運用雷達技術於重大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油污染監控作業，並研提其他科
技技術於海洋污染作業
1.

本項工作執行地點以臺灣本島，機關指定地點為原則。執行廠商經接獲機
關通報油污染事件後，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進行油污染監測
作業；及於作業期間，每日至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
處理參考，持續作業至機關同意結束應變為止。

2.

配合應變作業或機關指定地點辦理活動、演練或展示，提供至少 2 天次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以進行監測作業。

3.

執行應變作業時應製作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雷達監測報告應涵蓋油污
分佈位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4.

整合歷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改進雷達監測作業車監
控作業程序，並研擬其他技術提升海洋污染監控效能可行性。

六、各次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模擬監測成果圖示應能呈現事故船所影響
之環境敏感區位圖。
七、計畫相關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模擬監測、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
之成果，須整合至本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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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配合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工作事項。
1.

計畫執行期間機關得通知廠商運用契約價金，採實作實算方式，協助執行
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海洋污染防治相關事項。

2.

廠商執行本項工作，所需專業人員（如潛水人員、船長等）、潛水設備、
水中照相機（或錄影機）
、船隻、清理用具等項目與單價，機關應依規定
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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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作方法

工作方法

4.1 計畫執行架構
為落實執行本計畫，擬定一套專屬「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
計畫」之海洋污染相關緊急應變工作流程（圖 4-1-1）
，期能達成計畫要求之目標。
本（109）年度計畫使用國際公信力的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軟體（OILmap、OILmap
web、OILmap DEEP）及化學品擴散模擬軟體（CHEMmap）
，同時結合 HYDROmap
流體動力模式所產生的海流、跨部會觀測與數值模擬預報之風與流，以及地理資訊
等相關資料，提供海洋油污、化學品洩漏之軌跡模擬，並將結果提供海保署作為決
策的參考與依據。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在接獲海保署緊急海洋污染通報後，
於指定時間內製作出模擬與分析報告，提供海保署擬定應變處置策略，並在應變結
束前每日持續製作續報。整體計畫執行成果（油及化學品污染模擬）整合至海保署
現行「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管控計畫平台。

圖 4-1-1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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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辧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一、建立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依據本年度工作內容規定，於接獲海保署緊急油污染通報後，需於確認通
報資訊完整後，2 小時內製作初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為完整檢視溢油模擬
支持應變成效，規劃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如表 4-2-1，
設計表單內容應包含通報時間、事件名稱、通報污染物、污染物數量、事件地
點（坐標）
、通報資訊查核、初報時間、工作查核、通報結束應變時間、應變
成果、承辦人查核及科長複核簽章等 12 項資訊，其中通報資訊與工作查核設
計勾選欄位確認初報資訊是否完整，以及初報是否於通報後 2 小時內完成，
最後惠請承辦人員及科長簽章核示是否符合工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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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工作方法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通

報

時

間

事

件

名

稱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 時 ____ 分

通 報 污 染 物
污 染 物 數 量
北緯

度

分

秒

東經

度

分

秒

事件地點(坐標)
□是 開始模擬時間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 時 ____ 分
通報資訊是否完整

□否 缺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新資訊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 新 資 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

報

時

間

符 合 工 作 規 定
(
完

小

2
成

時

初

報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 時 ____ 分
□符合

內

□未符合，原因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報結束應變時間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 時 ____ 分
共 提 送 ______ 份模擬報告

應

變

成

果
累

計 ______ 天次應變

承辦人查核及簽章

□符合

□未符合

簽章： ____________

科長複核及簽章

□符合

□未符合

簽章：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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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依實際發生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作業，準確預
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溢油的動
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溢油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影響範圍、曾
經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黏附在海岸地區的數量以
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溢油量等模擬作業。
本計畫執行期間，配合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作業，設置緊急應變模擬執行
人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實際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通報後，立即啟動油污染模
擬作業，並以數值模擬配合環境地理資料（如海岸類型與海底地形）
、風場與
流場等海氣象數據預測油污溢漏可能影響範圍、海表面漂移軌跡及環境宿命
分布，如殘留於海表面、因擾動混入海水中、黏附岸際與揮發至大氣中的油污
量，最後彙整為模擬報告，提供海保署作為應變之決策參考。
三、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油污染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
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內，依現場狀況及本署需求至少製作一
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擬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油污染擴散模
擬報告。
統計海洋委員會海岸巡防署 2014 年至 2018 年「救難統計—按事故原因
及救助結果」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2018）
，海洋事故發生頻率最高的類型為機
器故障，佔 50%，其次為擱淺案件，佔 15%，排序第三者為失火案件，佔 13%。
根據上述統計資料可知，漏油的海洋事故以機械故障發生頻率最高，若不幸發
生海難事故並伴隨溢油時，因海洋環境特性變化快速，於第一時刻掌握現地油
污在未來數小時至數天的擴散變化及影響範圍，對溢油應變處理的決策有決
定性的影響。因此，本計畫執行期間內，設置緊急聯絡人 24 小時待命，並將
其聯絡方式（包含應變手機、市內電話及 Email 電子郵件，如表 4-2-2 所示）
提供予海保署相關人員；同時，本應變團隊設置 3 位計畫相關人員於每週輪
值如表 4-2-3 所示。於計畫期間，所有的緊急聯絡人之手機將保持 24 小時開
機，確保有緊急油污染事件發生時能立即接獲通報。
當接獲海保署通報之溢油事件時，應變工作人員立即記錄通報資訊（包括
事故日期、時間、船名、坐標，污染物品名、總量及洩漏狀況）
，並蒐集海氣
象資料，隨後根據通報資訊與海氣象資料進行油污染擴散模擬。於海保署同意
結束應變前，每日至少作出 1 份相關的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予海保署作為應
變決策之參考（緊急應變工作流程圖如圖 4-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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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工作方法

計畫緊急聯絡人連絡方式

姓名

王樹倫

張國棟

黃宇君

E-mail

slwang@nkust.edu.tw

ktchang@nkust.edu.tw

yjhuang@nkust.edu.tw

註：1. 辦公室電話（07）3617141 #23759、#23773
2. 緊急應變聯絡電話 0967-239-067
3. 計畫主持人聯絡電話：0933-293-582

表 4-2-3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工作人員待命輪值表

輪值人員 1

輪值人員 2

輪值人員 3

輪值週期

潘玉如

李蕙心

劉俊傑

每週

圖 4-2-1

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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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難事件不分晝夜，海氣象變化相當快速，當船隻擱淺、失去動力或
沉沒等有溢油之虞情事發生時，本研究團隊能即時依據海保署相關應變人員
提供之資訊，製作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初報，並依據後續最新通報資訊提送更
新續報預報單，使相關應變人員能掌握現地油污於未來數小時至數天的擴散
變化及影響範圍，提供資訊作為決策者參考之依據。
完整回報方式係於第一時間接獲海保署通報後，海洋污染緊急應變作業
人員立即進行模擬作業，於 2 小時內撰寫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如表 4-2-4，
並經本計畫主持人審核後，藉由電話、行動應用程式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將模
擬預測結果簡述回報海保署相關應變人員。內容包括溢油事件位置、假設溢油
模擬條件、所參考之海氣象條件以及最終時刻溢油擴散分布預報圖與可能致
災區域資訊，並簡明展示油污於未來數小時內可能之擴散分布路徑與影響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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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工作方法

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

○○○○○○○○○○○○○○○○事件
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YYY/MM/DD 續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岸水與環境中心
計畫主持人：王樹倫（聯絡電話）

模擬值勤人：○○○（聯絡電話）

模擬時間：YYY/MM/DD HH:mm 至 YYY/MM/DD HH:mm，○○小時
1.事件說明：
YYY 年 MM 月 DD 日 HH:mm 時，貨輪○○於○○○○○○○○○○發生○○○
○事故，根據通報船隻油艙殘餘○○（油品英文）○○○公噸，貨載○○（油品英文）
○○○公噸，有溢漏之虞。
2.溢油模擬設定參數：
模擬假設自 YYY 年 MM 月 DD 日 HH:mm 時，○○○○發生○○○○時發生溢油
事故，考量油量為○○○公噸，假設○○油連續溢漏○○小時（○天）
，執行○○小時（○
天）溢油模擬，預測油污可能影響範圍，模擬結果如後述。
項目
參數
項目
參數
○○°○○'○○.○"N
YYY 年 MM 月 DD 日
溢漏時間
溢漏地點
○○°○○'○○.○"E
HH:mm
模擬時長 ○○小時
溢漏時長 ○小時
油品
○○（油品英文）
油量
○○○公噸
流場
HYDROmap 模擬流場
海溫
○○℃
適逢○○時段溢漏開始
風速：○○ m/s
潮汐
風場
潮汐時序列圖如圖 2-1 所示
風向：○○○
海岸類型 ○○
海氣象資料來源：
（海溫、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XX 站
（風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港灣環境資訊網，XX 站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GFS / ECMWF / NEMS 模式預測風場
（海岸類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

圖 2-1

○○站潮位時序變化圖（粗紅框為模擬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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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續）

○○○○○○○○○○○○○○○○事件
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YYY/MM/DD 續報#）
3.油污染擴散模擬概述：
模擬結果顯示，油污適逢○潮時段開始溢漏，受○○○風及沿岸往復潮流影響，
溢漏主要朝溢油點○○方擴散，油污移動途中黏附○○○岸際、○○○岸際、○○
○岸際及○○○沿岸岸際周圍岸際，油污於海表面最大擴散面積為○○平方公里，
如圖 3-1 所示。由於○○屬○○油料，擴散過程○○○○○○，約○○公噸（○○.
○%）油污黏附岸際，○○公噸（○○.○%）殘留於海面上，○○公噸（○○.○%）
因擾動混入於水中及○○公噸（○○.○%）油污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3-2 所示。
模擬○○小時內溢油動態（請參考「○○○○○.WMV」動畫檔）
。本模擬僅預
測溢油受預報海流與風之影響，在海洋中擴散漂移路徑及影響範圍，提供應變單位
參考，未來若海流與風條件改變模擬結果可能有所不同。

圖 3-1

第○○小時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圖 3-2

油品隨時間質量平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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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機關指定地點，應分別以單機版及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工具，各至少進行 12 件油污染事件擴散模擬作業，以實際發生污染之
案件進行模擬為原則。其中應至少包括 1 件單機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
之擴散模擬。模擬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油品種類、海流、風力與海岸地質等
影響；產出之模擬報告，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溢油特性
分析、依時間序列評估溢油上岸可能性及油污可能上岸區域與數量、海岸環境
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本研究團隊於民國 95 年至 108 年間，共執行 9 項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模擬
與監控決策支援相關計畫，對於海洋油污染的相關問題與特性有相當的瞭解。
過去曾模擬我國共 54 件油污染事件，摘列近三年油污染擴散模擬成果如表 42-5 所示，顯示本團隊具有適當的經驗與能力來執行應變作業。
表 4-2-5

近三年油污染擴散模擬成果列表

編號 事件日期 事件地點

事件名稱

1

106/01/14

高雄市

中國大陸籍通成 601 號船隻深沒事件

2

106/03/11

臺東縣

綠島油污染事件

3

106/06/22

高雄市

薩摩亞籍 POSEIDON 郵輪失去動力事件

4

106/10/14

桃園市

巴拿馬籍哈威倫擱淺事件

5

106/10/15

金門縣

中國大陸籍泉海 88 砂石船擱淺事件

6

107/01/06 東海海域 巴拿馬籍桑吉號油輪事件

7

107/02/03

桃園市

巴拿馬籍航宇 11 油輪擱淺事件

8

107/03/31

金門縣

中國大陸籍遠泰 789 擱淺事件

9

107/06/14

高雄市

斐濟籍勝利者 19 號油輪擱淺事件

10

107/06/14

高雄市

巴拿馬籍興利輪擱淺事件

11

107/08/11

嘉義縣

布袋港嘉明 2 號擱淺事件

12

107/08/23

高雄市

巴拿馬籍太倉湖號海難事件

13

107/08/23

高雄市

帛琉籍飛龍號海難事件

14

107/08/23

高雄市

巴拿馬籍昌龍 68 號海難事件

15

107/08/23

台南市

巴拿馬籍無限 2 號海難事件

16

107/08/23

高雄市

巴拿馬籍順泓號海難事件

17

107/08/23

高雄市

獅子山共和國籍錦華輪海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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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事件日期 事件地點

事件名稱

18

107/10/04

澎湖縣

獅子山共和國籍盈海輪沉沒事件

19

107/10/11

桃園市

宏都拉斯籍振豐輪擱淺事件

20

107/12/16

屏東縣

巨龍號佳樂水擱淺事件

21

108/01/06

桃園市

蒙古籍旺榮號桃園沙崙外海擱淺事件

22

108/03/23

金門縣

金門縣馬山灘岸重油油污案

23

108/06/25

高雄市

本國籍天進興 13 號沉沒事件

24

108/08/01

嘉義縣

勝利輪布袋港擱淺事件

25

108/08/02

金門縣

大川輪大坵嶼沉沒事件

26

108/10/01

宜蘭縣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

備註：摘要各年發生事件對應之海洋污染防治計畫名稱
 106：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計畫，委託機關為行政院環保署。
 107、108：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委託機關為海委會海保署。

為強化整體應變支援作業能力，本研究團隊採用由美國應用科學諮詢公
司( Applied Science Associates, ASA) 研發之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模式軟體
OILmap（單機版）
、OILmap web（網路版）及 OILmap DEEP（深水版）
，同時
搭配觀測海氣象資訊及海流與風預測模式所預測的海流及風資料，進行油污
染擴散模擬分析。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模式軟體 OILmap（單機版）
、OILmap web（網路版）
及 OILmap DEEP（深水版）皆具有圖形化介面，便於介面中編輯，可輸入海
岸資料、油品資料及海氣象資料，進行模式模擬預測油污染擴散路徑，藉由內
嵌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以說明並展示油品擴散
分布情況。除了考慮油污受到風及海流外在驅動力之條件，亦考慮油品傳輸、
擴展、蒸發、捲吸及黏附於海岸等物理化學之風化過程；模式具備二維表面溢
油軌跡模擬技術，模擬結果可配合地理環境資料庫及內嵌 GIS 技術來展示，
提供模式結果可讀性。
OILmap（單機版）、OILmap web（網路版）及 OILmap DEEP（深水版）
執行架構如圖 4-2-2 所示，模式進行模擬時，需設定海流資料（如建立流體動
力網格），接續依據海保署通報之溢油事件相關資料，輸入模擬條件與參數如
溢油坐標、溢油總量與油品品名（種類）、臺灣周邊海域海氣象預報與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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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海溫、預報海流及 WRF 風場等），完成相關參數
設定後，即執行溢油軌跡模式（OILmap 與 OILmap web）或水下模式（OILmap
DEEP），預測油污於海表面或水下擴散分布情況。

資料來源：圖片修改自 OILmap 技術手冊

圖 4-2-2

OILmap 溢油模擬執行架構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 OILmap web，除能執行與 OILmap 相同的油
污染擴散模擬作業（表面溢油軌跡模式）外，亦建置管理使用 OILmap web 系
統之使用者資料庫，相關應變人員只要經海保署同意，且具有 OILmap web 系
統使用者帳號，即可透過網路瀏覽器線上即時瀏覽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依據相關研究指出，油污染模擬準確與否，關鍵在於環境資料的準確性與
否（King et al., 2010）；牟林等人（2011）進行多種油污染擴散模式的研究，
認為影響油污擴散的海洋動力環境因素為海面風場、風驅流、潮流、海溫及氣
溫等項。本中心各項模式所需環環參數，係結合觀測與數值模擬之海流與風場
提供 OILmap、OILmap web 及 OILmap DEEP 模式運行模擬作業使用。
此外，OILmap、OILmap web OILmap DEEP 模式皆具有油品風化結果特
性分析功能，可以依據此產出報告，依時間序列評估溢油上岸可能性及油污可
能上岸區域與數量，如圖 4-2-3。由圖 4-2-3 可知，此案例模擬油品為柴油，模
擬總長為 24 小時，持續溢漏 2 小時，總溢漏量 184 公秉，柴油自溢漏後便逐
漸揮發至大氣中，第 24 小時後約半數柴油揮發至大氣中及殘留於海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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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油品隨時間質量平衡圖

運用模式內嵌 GIS，其資料庫管理概念及視覺化展示技術，圖 4-2-4 參考
環保署 102 年建置之臺灣本島 16 個縣市環境敏感區域地圖資料（如圖 4-2-5
所示）
，清楚顯示油污受流與風的影響，其最終時刻之擴散分布影響範圍及致
災區域資訊，提供海保署應變相關人員能在第一時間掌握油污染影響環境敏
感區域情形。

圖 4-2-4

OILmap 內嵌 GIS 展示環境敏感區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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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3

圖 4-2-5

新北市環境敏感區域地圖

配合本項工作執行，本年度計畫執行期間，應以 OILmap（單機版）及
OILmap web（網路版）分別執行 6 件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作業，並以 OILmap
DEEP（深水版）執行 1 件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之擴散模擬，同時以 OILmap
web（網路版）執行與深水案例相同海氣象條件及溢油資訊，並假設於海表面
溢漏探討深水模擬與表面溢油軌跡模擬之差異。若今年度緊急應變通報油污
染事件不足計畫指定次數，惠請海保署同意以執行假設情境模擬，列為今年度
應執行工作成果，假設情境將依據歷年海洋油污染事故高風險機率及油品作
規劃，預計於期中報告前完成 4 件，以及期末報告前另行完成 3 件油污染擴
散模擬案例，合計 7 件。計畫執行期間，若未接獲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通報或
海保署指定之模擬作業，執行單位擬按照進度，於徵請海保署同意後，執行假
設案例之油污染擴散模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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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支援應變決策作業
一、研析以建立預設假設情境方式，使溢油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應變作業油污染
範圍。以歷年或當年度實際發生油污染事件模式模擬作業，至少完成 1 件案
例，於事故初期建立每日油量殘留、洩漏量之推估值，至少以 2 種假設情境
（如溢油情境為事故前幾日即全部洩漏或每日少量持續洩漏、海氣象條件逐
日加劇或事故船發生斷裂等）進行模擬，每件案例提出完整評析報告、說明情
境假設條件、發生之風險機率評估、模式模擬油污擴散影響範圍與實際油污染
範圍之比較，作為如何即時修正模擬參數較符合油污染範圍實際狀況，及修正
模式模擬應變作業程序參考，提升整體應變效能。
為使溢油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應變作業油污染範圍，配合本項工作執行，
規劃以歷年或當年度實際發生油污染事件，假設總油量少量持續溢漏或少量
溢漏等 2 種模擬假設情境，並根據計算結果進行分析與探討，進而提出完整
評析報告。產出完整評析報告中將包含情境假設條件說明、發生之風險機率評
估、及模擬油污擴散影響範圍等重要特性之比較說明。舉例而言，圖 4-3-1 為
德翔台北溢油事件發生後 24 小時的溢油模擬狀況，模擬時分別假設油污少量
溢漏所導致兩種的油污風險機率評估示意圖。圖中顏色變化代表油粒子分布
污染風險指標，黃色到紅色的變化顏色表示有油污影響有較高的風險，可供決
策單位於第一時間作參考之用。
近年來，海難事故發生實際油污溢漏情事者鮮少，而較早期海難事故有關
油污溢漏資料留存非常有限，有鑑於海保署油污模擬案已於 107 年及 108 年
分別執行 105 年德翔臺北輪、106 年泉海 88 號及 107 年嘉明 2 號之研析，若
109 年度無發生實際油污染事件，且無資料充足之歷史油污染案例可作為研析
比對之對象，惠請大署同意以海污演練案例為對象，執行情境研析，列為今年
度應執行油污研析案例之工作成果。演練情境規劃將按大署海污演練的期程
適時提出，並請大署預先審核修訂演練情境是否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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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瞬間溢漏風險機率評估示意圖

二、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掌握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國軍大氣
海洋局等部會機關發展油污染漂流預報系統技術與海氣象觀測及預報值資訊，
運用於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作業並強化模擬準確性，提升模擬結果於污染應
變實務或演練之決策參考性。
計畫執行期間，與跨部會機關研究交流，優先結合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國
軍大氣海洋局等部會機關發展之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以強化模擬準
確性。同時掌握國內各部會機關發展之油污染預報系統技術，藉以提升模擬結
果於應變實務，以及演練之決策參考性。
三、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依據油品、區位、油污事件性質等，分析其模式模擬
之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並提出完整研析報告，提供各級機關參考。
有鑑於海洋污染防治相關計畫行之有年，國內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能量
亦越趨成熟，為了掌握模式模擬之差異性、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主要影響因子，
本計畫執行期間將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並依據油品、區位及油污事件性質
等相關特性，研析歷年曾經發生溢漏的油品於模擬中溢漏後的風化特性，探討
可能造成預測油品風化結果準確的因素與模擬限制；同時依據歷年具有發生
海洋油污染事件的事故位置，研析於不同地區發生油污染事件之油污可能影
響趨勢的差異，並提出各區域海氣象背景可能影響油污預測準確度，以及模擬
預測的限制因子交叉分析，進而提出完整研析報告。最後依據具有發生海洋油
污染事件的事故原因，討論事故原因的差異性可能產生的限制條件，與限制條
件對模擬準確可能產生之影響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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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一、建立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依據本年度工作內容規定，於接獲海保署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後，需於 2
小時內製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為完整檢視化學品模擬支持應變
成效，規劃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如表 4-4-1，
設計表單內容應包含通報時間、事件名稱、通報污染物、污染物數量、事件地
點（坐標）
、通報資訊查核、初報時間、工作查核、通報結果應變時間、應變
成果、承辦人查核及科長複核簽章等 12 項資訊，其中通報資訊與工作查核設
計勾選欄位確認初報資訊是否完整，以及初報是否於通報後 2 小時內完成，
最後惠請承辦人員及科長簽章核示是否符合工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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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工作方法

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通

報

時

間

事

件

名

稱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 時 ____ 分

通 報 污 染 物
污 染 物 數 量
北緯

度

分

秒

東經

度

分

秒

事件地點(坐標)
□是 開始模擬時間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 時 ____ 分
通報資訊是否完整

□否 缺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新資訊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 新 資 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

報

時

間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 時 ____ 分
□符合

符 合 工 作 規 定
(2 小時內完成初報)

□未符合，原因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報結束應變時間

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____ 時 ____ 分
共 提 送 ______ 份模擬報告

應

變

成

果
累

計 ______ 天次應變

承辦人查核及簽章

□符合

□未符合

簽章： ____________

科長複核及簽章

□符合

□未符合

簽章： 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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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依實際發生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作業，準
確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化學
品污染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化學品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
影響範圍、曾經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黏附在海岸
地區的數量以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之化學品等模擬作業。
本計畫執行期間，配合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作業，設置緊急應變模擬
執行人 24 小時待命。若接獲實際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通報，將啟動化學
品污染模擬監測作業，並以數值模擬配合環境地理資料（如海岸類型）與風場、
流場等海氣象數據預測化學品洩漏可能影響範圍、擴散軌跡及環境宿命分布，
如殘留於海表面、溶於海水中、影響岸際與揮發至大氣中的化學品量，最後彙
整為模擬報告，提供海保署作為應變之決策參考。
三、於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後 2 小時內，
製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內，依現場狀況及本署需求
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擬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化
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臺灣四周環海，鄰近海域為國際海運重要航道，每日均有數千艘各種船舶
航行，且由於臺灣工業特性（如石化工業）
，需仰賴各類化學品進出口，使得
載運化學品之船隻頻繁進出臺灣周圍海域，若因之發生污染事故，緊急應變機
制與決策支援對污染事件的處理相當重要。臺灣海域曾發生較大化學輪污染
事件，如民國 94 年 10 月 10 日凌晨韓國籍三湖兄弟號（Samho Brother）化學
輪由韓國航向高雄港，裝載液體苯（Benzene），航經北緯 24 度 58 分、東經
120 度 48 分，即新竹縣南寮漁港西北方，疑似被德翔香港貨櫃輪（T.S.HONG
KONG）由船尾追撞破損至傾斜，船員經海巡隊安全獲救上岸，於 10 時發現
船體翻覆，船艙內之貨物及油料恐有洩漏污染海域情況發生。化學品與油品的
最大差別，在於化學的危化物洩漏至海水中或大氣中，化學反應可能對人體健
康及生態環境造成立即影響，因此，第一時間提供緊急應變相關決策支援資訊
予現場應變人員，有利於瞭解化學品於海水中及大氣中的擴散分布路徑及對
人體及生態影響資訊。
為提供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決策支援資訊，本計畫執行期間內，設置緊
急聯絡人 24 小時待命，並將其聯絡方式（包含應變手機、市內電話及 Email
電子郵件，如表 4-2-2 所示）予海保署相關人員同時，本應變團隊設置 3 位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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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方法

畫相關人員於每週輪值如表 4-4-2 所示。計畫相關人員之手機於平時將保持 24
小時開機，確保有緊急化學品污染事件發生時能立即接獲通報並召集其他工
作人員以分派相對應之工作。
表 4-4-2

海洋化學品污染應變工作人員待命輪值表

輪值人員 1

輪值人員

輪值人員

輪值週期

潘玉如

李蕙心

劉俊傑

每週

當接獲海保署通報之化學品洩漏事件時，應變工作人員立即紀錄通報資
訊（包括事故日期、時間、船名、坐標，污染物品名、總量及洩漏狀況）
，並
蒐集海氣象資料，隨後根據通報資訊與海氣象資料進行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於海保署同意結束應變前，每日至少作出 1 份相關的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
告予海保署備存，如圖 4-4-1 所示。

圖 4-4-1

海洋化學品污染應變模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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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難事件不分晝夜，又海氣象變化快速，當船隻擱淺、失去動力或沉沒等
有洩漏化學品之虞情事發生時，為使應變人員趕赴現場前，亦能掌握現地化學
品於海水及大氣中，未來數小時至數天的擴散變化及影響範圍，本團隊於化學
品污染緊急應變期間，均能因應海保署相關應變人員之需求，提供預報單以利
於應變人員瞭解事件狀況與化學品污染可能的影響層面，提供資訊作為決策
者參考之依據。
完整回報方式係於第一時間接獲海保署通報後，研究團隊將同步執行化
學品反應性等相關資訊查詢及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作業，即確認化學品品項
是否為複數以上，並查詢若化學品發生複合式洩漏可能之複合反應，優先提供
化學品相關資訊作為應變參考後如表 4-4-3，研究團隊將於接獲通 2 小時內撰
寫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如表 4-4-4，並經本計畫主持人審核後，藉由電
話、行動應用程式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將模擬預測結果簡述回報海保署相關應
變人員。內容包括化學品事件位置、假設洩漏化學品模擬條件、所參考之海氣
象條件以及化學品擴散分布可能路徑與影響範圍，並附有最終時刻化學品污
染擴散分布預報圖與可能致災區域資訊，簡明展示化學品於未來數小時內擴
散分布路徑與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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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工作方法

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複合反應報告）

○○○○○○○○○○○○○○○○事件
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YYY/MM/DD 初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岸水與環境中心
計畫主持人：王樹倫（聯絡電話）

模擬值勤人：○○○（聯絡電話）

模擬時間：YYY/MM/DD HH:mm 至 YYY/MM/DD HH:mm，○○小時
1.事件說明：
YYY 年 MM 月 DD 日 HH:mm 時，貨輪○○於○○○○○○○○○○發生○○
○○事故，根據通報船隻貨載○○（化學品英文）○○○公噸及△△（化學品英文）
△△△公噸，有洩漏之虞。
2.化學品混合反應性確認（使用 WISER 及 CAMEO Chemical 查詢）：
透過化學品特性及反應性查詢軟體 WISER 及 CAMEO Chemical，查詢裝載化學
品中危害性較高，且運載量較大的○○及△△，萬一洩漏於海水中可能的複合反應。
若發生多類化學品洩漏事故，除△△與海水無反應外，○○與△△及海水皆會產
生○○反應、生成○○氣體，此外若○○與海水反應，可能產生具○○產物（○○○
○）
，而○○若與△△混合，則可能產生○○或○○，且生成的○○若經○○則有○○
的危險性。此外，若○○與○○混合，可能進一步產生○○的○○。
○○

△△

海水

○○
△△

○○○○
○○○○

海水

○○○○

－

○○○○
備註：表中「－」標示者為未混合反應生成物質

由於無生成物的化學反應生成速率及相關物化特性等資訊，無法執行複合反應後
生成物的污染擴散模擬。但為確保現場應變人員可即時應對突發狀況，依各參與反應
的化學品項分別執行污染擴散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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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複合反應報告）（續）

○○○○○○○○○○○○○○○○事件
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YYY/MM/DD 初報#）
3.○○物化及危害特性表：
類別
敘述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聯合國編號（UNNO.）：○○○
（CAS NO.）：○○○-○○-○
沸點：○°C / ○°F
閃火點：○°C / ○°F
物質狀態：○○○
蒸氣壓：○mmHg@○°F
物化
氣味：○○○
蒸氣密度：○○(空氣=1)
特性
溶解度：○○○
爆炸界限：○% - ○%
密度：○○○
揮發速率：○○(乙酸丁酯=1)
總體密度：○○○
揮發百分比(體積)：○○
黏度：○○○
熔點：○○
○○○○○○○○○○○○○○○○○○○○○○○○○○○○○○
○○○○○○○○○○○○○○○○○○。
危害
特性
GHS

NFPA

4.△△物化及危害特性表：
類別
敘述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聯合國編號（UNNO.）：△△△
（CAS NO.）：△△△-△△-△
沸點：△°C / △°F
閃火點：△°C / △°F
物質狀態：△△△
蒸氣壓：△mmHg@△°F
物化
氣味：△△△
蒸氣密度：△△(空氣=1)
特性
溶解度：△△△
爆炸界限：△% - △%
密度：△△△
揮發速率：△△(乙酸丁酯=1)
總體密度：△△△
揮發百分比(體積)：△△
黏度：△△△
熔點：△△
△△△△△△△△△△△△△△△△△△△△△△△△△△△△△△
△△△△△△△△△△△△△△△△△△。
危害
特性
GHS

N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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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工作方法

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事件
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YYY/MM/DD 續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岸水與環境中心
計畫主持人：王樹倫（聯絡電話）

模擬值勤人：○○○（聯絡電話）

模擬時間：YYY/MM/DD HH:mm 至 YYY/MM/DD HH:mm，○○小時
1.事件說明：
YYY 年 MM 月 DD 日 HH:mm 時，貨輪○○於○○○○○○○○○○發生○○○○
事故，根據通報船隻貨載○○（化學品英文）○○○公噸及△△（化學品英文）△△△公
噸，有洩漏之虞。
2.化學品模擬設定參數：
由於 CHEMmap 無法模擬化學品混合反應模擬，本案例僅提供甲苯洩漏於海水中及
大氣中的污染擴散結果。
項目
參數
項目
參數
○○°○○'○○.○"N
溢漏時間 YYY 年 MM 月 DD 日 HH:mm
溢漏地點
○○°○○'○○.○"E
○小時（○○）
模擬時長 ○○小時
溢漏時長
○小時（△△）
化學
○○○公噸（○○）
○○（化學品英文）
化學品
△△（化學品英文）
量
○○○公噸（△△）
流場
HYDROmap 模擬流場
海岸類型 ○○
海溫
○○℃
氣溫
○○℃
風速：○○ m/s
適逢○○時段開始溢漏
風場
潮汐
潮汐時序列圖如圖 2-1 所示
風向：○○○
海氣象資料來源：
（海溫、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XX 站
（氣溫）交通部中央氣象局，XX 站
（風場）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港灣環境資訊網，XX 站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 GFS / ECMWF / NEMS 模式預測風場
（海岸類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

圖 2-1

○○站潮位時序變化圖（粗紅框為模擬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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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污染擴散模擬報告）（續）
○○○○○○○○○○○○○○○○事件
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MMDD 續報）

3.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3.1. ○○污染擴散模擬概述（海水中）：
模擬結果顯示，化學品適逢○潮時段開始溢漏，受○○○風及沿岸往復潮流影響，
溢漏主要朝洩漏點○○方擴散，化學品於海表面最大擴散面積為○○平方公里，如圖
3-1 所示。第○○小時後，約○○公噸（○○.○%）因攪動溶解於水中，○○公噸（○
○.○%）殘留於海面上，○○公噸化學品（○○.○%）揮發至大氣中及○○公噸（○
○.○%）衰減消逝，如圖 3-2 所示。
模擬○○小時內化學品動態（請參考「○○○○.WMV」動畫檔）
。本模擬僅預測
化學品受預報海流與風之影響，在海洋中擴散漂移路徑及影響範圍，提供應變單位參
考，未來若海流與風條件改變模擬結果可能有所不同。

圖 3-1

第○○小時○○於海水中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圖 3-2

○○於海水中質量平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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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本署指定之化學品種類，應至少進行 2 件或 2 種海洋化
學品擴散模擬作業，以實際發生污染之案件進行模擬為原則。前述模擬作業內
容，至少須涵蓋化學品種類、海流、風力、海岸地質等影響。產出之模擬報告，
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化學品特性分析與隨時間序列之變
化、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本研究團隊於民國 95 年及 97 年分別完成「臺灣南部油污染擴散風險評
估及模式檢討建置專案工作計畫」、「臺灣北部油污染擴散風險評估及模式檢
討建置專案工作計畫」及「臺灣中部油污染擴散風險評估及模式檢討建置專案
工作計畫」，自民國 100 至 108 年亦分別完成「海洋油污染溢油模擬暨緊急應
變科學諮詢專案工作計畫」、「油及化學品海洋污染應變模擬暨監控專案工作
計畫」、「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科學支援暨監控專案工作計畫」、「海洋污染緊
急應變科學支援暨監控專案工作計畫」、「海洋污染緊急應變擴散模擬決策支
援」、「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管控計畫」、「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
擬計畫」及「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等 9 案（列僅針對化學
品），對於相關問題的特性有相當的瞭解，本團隊除了模擬歷年化學輪海難事
件之外（如表 4-4-5 所示），亦針對常發生海難事件之海域，過去執行計畫中
假設多起化學輪擱淺、洩漏化學品污染之事件，供海保署應變人員參考，由此
說明本團隊具有適當的經驗與能力執行應變作業。
表 4-4-5
編號

我國歷年化學輪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成果列表

事件日期 事件地點

1

94/10/10

新竹市

2

101/02/19

澎湖縣

3

102/09/20

臺中市

4

105/03/10

新北市

5

107/11/04

福建省
泉州市

事件名稱
新竹外海韓國籍「Samho Brother」化
學輪溢(洩)化學品事件
澎湖縣目斗嶼外海泰籍「OBERON」
化學輪擱淺溢油事件
臺中港外海韓籍「日出號」化學輪失
去動力事件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
福建省泉州市碳九芳烴洩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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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
苯
丁烯
輕汽油溶劑
甲苯
過氯酸鉀
碳九芳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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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項工作執行，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係採用具有龐大化學品資料庫
且能提供緊急應變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模式（CHEMmap），並搭配交通部
中央氣象局與交通部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的海氣象觀測站觀測數據，與
HYDROmap 模式預測的海流，進行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分析。
此套 CHEMmap 由美國應用科學諮詢公司（ASA）研發，具有良善的圖
形化介面便於介面中編輯或輸入海岸資料、化學品資料及海氣象資料，透過化
學品擴散模式模擬化學品污染擴散路徑，藉由內嵌 GIS 以詮釋化學品擴散分
布情況；CHEMmap 具備海表面 2 維洩漏化學品軌跡模式、地理環境資料庫與
內嵌 GIS 展示技術等優點，且於 2 小時內可取得模擬結果，以掌握化學品於
海表面與大氣中擴散分布情況。根據美國礦產管理服務署（U.S. Minerals
Management Service）技術報告（2001）指出，由 A.D. Little 諮詢服務公司領
軍，包含 ASA 公司在內，2001 年於墨西哥灣進行環境風險評估，針對化學產
品使用於墨西哥灣內，深海油品及天然氣探勘與生產作業之關係，ASA 利用
CHEMmap 執行化學品洩漏的模擬，模擬結果被用於評估化學品洩漏的風險。
CHEMmap 功 能 特 性 列 如 表 4-4-6 ， 由 表 中 資 料 可 知 其 優 點 包 括 ，
CHEMmap 結合 900 種化學品的資料庫，包括生物影響模組，可評估化學品洩
漏對魚、貝、以及海洋生物的影響，惟生物影響模組購置經費相當昂貴，且須
先建置完整本土物種資料庫，才能發揮效應，目前 CHEMmap 僅能預測化學
品在海中及大氣分佈。模式預測化學品於海洋環境中擴散分布情況，除了考慮
化學品受到風力及海流外在驅動力之條件，亦能預測化學品漂移、溶解、沉降
等物理化學之風化過程，將化學物質洩漏於水面或海面模擬該物質對於環境、
生物之威脅、人體健康危害與環境影響等，由空間與時間的分布做量化的評估，
計算出受模擬化學物質在一定時間後的濃度分布（ASA，2008），提供緊急應
變決策人員之參考。
CHEMmap 執行架構如圖 4-4-2 所示，執行 CHEMmap 模式模擬化學品污
染擴散需定義模式計算區域，如水陸網格（判別陸地與水），並設定海流資料
（如建立流體動力網格），接續依據海保署通報之洩漏化學品事件相關資料，
輸入模擬條件與參數如洩漏坐標、洩漏總量與化學品品名（種類）等，以及依
據臺灣周邊海域海氣象觀測站（如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發布之最新海氣象
資料，設定模擬相關參數（海溫、風場及海流），即執行洩漏化學品軌跡模式，
預測化學品於海表面或大氣中擴散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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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項目
開發公司
應用
特性

功能

優點

工作方法

CHEMmap 軟體特性功能表

簡介
美國應用科學諮詢公司（Applied Science Associates，ASA）
漂移、溶解、沉降
預測海洋化學品洩漏之分散與後續趨勢
1. 可模擬易燃性或不易燃性的化學品，其初始洩漏與雲霧狀運動。
2. 可預測化學品於水面上散佈與傳輸的情況。
3. 可預測化學品在三維空間中（含從海面揮發至大氣）溶解與微粒
狀物質傳輸的情況。
4. 可預測化學品在水面上蒸發與揮發的情況。
5. 可預測化學品在海水中溶解與吸附的情況。
6. 可預測化學品在海水中沉降作用、再懸浮、以及衰減的情況。
結合 900 種化學品的資料庫，包括生物影響模式，可評估化學品洩
漏對魚、貝、以及海洋生物的影響。ASA 公司也於 2006 年在美國
加州聖地牙哥海灣，使用實際案例作驗證。

備註：CHEMmap 基本模組不包含生物影響模組，需另外建置，且須先建置完整本土物種資料
庫，才能發揮模組效應。

資料來源：圖片修改自 CHEMmap 技術手冊

圖 4-4-2

CHEMmap 化學品擴散模擬執行架構

模式所需之海氣象資料，係蒐集自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與交通部港灣技術
研究中心，然部份測站鄰近港內或結構物較多區域，其風場觀測資料對於外海
代表性較低，此外，CHEMmap 搭配的海表面流場資料，是採用同為 ASA 公
司所研發之 HYDROmap 模式所預測的臺灣週邊海域潮流，配合平均流資料，
可快速提供 CHEMmap 模擬化學品擴散使用，並有一定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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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於海水中及大氣中之模擬預測結果如預報單及完整事件報告，本
團隊能運用軟體內嵌 GIS 其資料庫管理概念及視覺化展示技術，將海洋表面
流場、海氣象觀測/預測資料及化學品擴散分布情況等資訊，並搭配環保署建
置之臺灣本島 16 個縣市環境敏感區域地圖資料，如圖 4-2-5 新北市環境敏感
區域地圖所示，清楚顯示化學品於海表面受海表面流與風的影響，其最終時刻
之海水中及大氣中擴散分布影響範圍及致災區域資訊，提供海保署應變相關
人員能在第一時間掌握化學品污染影響情形，如圖 4-4-3 範例示意圖所示。

圖 4-4-3

CHEMmap 內嵌 GIS 展示環境敏感區域地圖

本團隊於計畫期間內進行應變作業或海保署指定地點之 2 種化學品污染
擴散模擬之案例，若今年度緊急應變通報化學品污染事件不足計畫指定次數，
惠請大署同意以執行假設情境模擬，列為今年度應執行工作成果，假設情境將
依據歷年海洋化學品污染事故高風險機率及大宗化學品作為篩選規劃，預計
於期中與期末報告前分別完成 1 種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之案例。
五、配合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須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理策略建議及
諮詢服務，包括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定，及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
等。
本團隊參考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的
海洋化學品洩漏案例資料，以及加州緊急應變辦公室（California Specialized
Training Institute of OES, California ， CSTI） 應 變 原 則 、 美 國 海 岸 巡 防 隊
（U.S.Coast Guard）應變方式、化學危險品緊急資訊系統（Chemical Hazards
Response Information System ， CHRIS ）、 全 球 化 學 品 調 和 系 統 （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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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zed System，GHS）、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International Maritime
Dangerous Goods Code，IMDG Code）與緊急應變指南（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ERG）等資訊，綜整成海運化學品事故應變處理流程，如表 4-47 及圖 4-4-4 所示。
表 4-4-7
程
序
現
場
程
序

指
揮
及
評
估

災
害
搶
救

災
害
恢
復

海運化學品事故應變處理流程
內容

1. 維護現場人員安全（Safety, S）
：立即疏散現場（船上）非應變人員，如洩
漏點在船上位置應考慮更改航行方向，讓污染源位於下風處。
2. 現場隔離及禁止出入（Isolation, I）
：維持人與災害源（或化學品區域）的
距離，讓非救災人員遠離現場並隨時注意風向的變化。
：向海巡署及海保署通報現場災害狀況並請求
3. 通報災情（Notification , N）
應變資材支援。
1. 建立現場指揮及管理（Command, C）：由縣市政府首長擔任召集人，通
知當地及相關環保、衛生、交通、軍警方、消防、農會、漁會、新聞、鄉
鎮公所單位進駐應變指揮中心。指揮中心應設置於上風處，以方便取得所
有資訊和資源為主，增加決策傳遞速度和救災成效。
2. 毒物辨識及評估（Identification & Hazard Assessment, I）：以容器現狀、
標示和顏色、運輸文件和物質安全資料表等辨識現場涉及物質及注意到
其他各種可能危害，最好能以資料庫或模式指引為參考。
3. 規劃搶救行動（Action planning, A）
：依船體及洩漏狀況，評估可能造成之
後續影響及對救災人員及環境危害等方面，評估搶救正面介入之效益。
1. 防護配備（Protective equipment, P）
：依洩漏物質之化學特性與現場濃度
挑選合適之防護具及設備。
2. 災害圍阻及控制（Containment & Control, C）
：利用可吸附該化學物質之
吸液棉或吸油棉圍堵，若持續洩漏可考慮設置兩道或擴大圍堵，在安全狀
況下考慮攻擊型的止漏控制，須依人力資源及訓練能力行動。
3. 保護行動（Protection actions, P）：隨時注意風向變化，船體可移動的狀
況下，應將船體無洩漏部分調整往風向處行駛，此時，依船上設施位置劃
分暫時之冷熱暖區供船上人員進行應變，並利用模擬狀況依經緯度劃分
隔離區供救災單位參考，禁止非救災單位進入該隔離區避免造成危險。
1. 除污及清理現場（Decontanmination & Cleaning, D）
：災害搶救也需除去
可能殘留於人員身上之污染物，清洗現場，防止不相容的化學品相互混和
以及污染擴大，除污水應盡量收集處理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2. 棄置（Disposal, D）：應找尋有合格處理一般及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單位，
熟悉污染物特性，適當丟棄處置物。
3. 事件紀錄（Decumentation, D）：需紀錄時間、相關資料、地點、事故狀
態、處理人員姓名、化學物名稱、天氣狀況、洩漏因素、採取之應變作為、
使用的資源、成本、傷亡人員、異常資料、列舉證物、拍照等，應詳盡正
確，並加以檢討深入基本原因，才能有助於預防及避免類似事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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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海運化學品事故應變處理流程

依循上圖及表之事故處理流程，延伸 CSTI 的 12 項原則與參考 ERG
（2016）
資訊，將針對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依據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包括海水及大氣
中）以及風場條件，於化學品污染完整事件報告中，提供化學品性質、應變諮
詢、防護選用、隔離區劃分、急救等應變處理策略建議，建議災害發生後的四
個階段分別對應的程序、措施與做法，供緊急應變人員參考。
化學品應變處理建議策略方向，包含陸地、港區、近海等岸際於事故發生
時，遇難船的冷暖熱區以及海上隔離區劃分，依據所劃定之冷熱區以及隔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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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人員的防護等級與警戒處理方式，並提供災害發生後的四個階段之應變
處理策略建議。依據 105 年 3 月 10 日於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作為展示
案例，假設該船洩漏燃料油、甲苯及過氯酸鉀，藉由 CHEMmap 模式進行模
擬，藉由第 24 小時之模擬結果與風場條件，劃定冷暖熱區及海上隔離區之方
法。
化學品於船上洩漏時，應封鎖污染區域進出，將船上安全距離拉至最長
（依船體配置）
，在船體可移動狀況下，應將船體無洩漏部分調整往風向處行
駛，並依當時船上設施位置設立警戒線，區隔污染區與安全區，亦劃分暫時之
冷熱暖區供船上人員進行應變、保護和隔離。同時參考模擬結果與風場條件，
以經緯度座標方式劃分一洩漏物質隔離區範圍，警示該區域為限制非救災相
關船隻或人員進入，避免造成救災負擔及不必要的損失，如圖 4-4-5 所示，並
提供現場程序、指揮及評估、災害搶救與災害恢復等階段之應變建議，供緊急
應變人員參考。

圖 4-4-5

船體冷暖熱區及海上隔離區劃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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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作業
一、需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俾利各單位「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
統」連結應用產出應變資材布設決策建議，提升污染應用實務運用效能。
計畫執行期間，提供網路版海洋污染擴散模擬功能，使海洋污染防治管理
系統使用者，可透過連結直接登入網路版海洋污染擴散模擬系統，線上執行溢
油模擬及瀏覽歷史案例動態模擬結果，同時可應用「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GIS 圖台」-「緊急應變」功能中的「查詢資材」
（如圖 4-5-1）
，規劃應變資
源調度方案，以提升污染應用實務運用效能。

資料來源：圖片截自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圖 4-5-1

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應變資材功能示意圖

二、強化臨海 19 縣市政府並協助取得本署核發許可之公私場所完成 109 年度所需
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兵棋推演及演練所需之擴散模擬作業。
配合本項工作執行，提供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予海保署海洋
污染防治管理系統使用者利用，包含取得海保署核發許可的從事油輸送行為
之公私場所單位，以利從事油輸送單位能運用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執行兵棋
推演及演練所需之擴散模擬作業。
三、檢視使用者之輸入介面，輸入資訊為油品種類、數量、地點（自動轉換出座標）
，
即可產出模擬結果，同時有下拉式選單可選擇為模式預設、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預報或實際觀測之風場、流場、氣象等資訊，可供各應變單位運用。
計畫執行期間，推廣運用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
治及應變演練及實務作業，設計便利使用者精簡介面，輸入資料如「油污洩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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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
「油污洩漏時間」
、
「油污洩漏數量」、以及「油污洩漏種類」等，並以
下拉式選單選擇海氣象數據等模擬參數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以利推廣運用，
並可線上即時瀏覽動態模擬結果，如圖 4-5-2 所示。

圖 4-5-2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精簡化介面示意圖

四、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應用效能
為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應用效能，於計畫執行期間，辦理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及更新系統操作手冊等作業，使各單位
應變相關人員瞭解並運用於海洋油污染事件，可即時掌握油污染可能漂移軌
跡與影響範圍。
五、提升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進行線上操作與呈現動態模擬結果效
能，強化圖層展示中文化介面使用便利性；整合本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相關資訊，建置國內相關應變機關單位與人員資料、應變資材與環境敏感區等
資料；能以油污染模擬地點評估研析緊急應變資材最佳調度方式、運送時間及
佈設情形、應變作業建議，作為現場應變決策參考，研析提升海洋污染事件應
變作業效能運用方式。
為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予應變單位相關人員，瞭解模擬
工具並實務應用至海洋油污染事件，可以即時掌握油污染可能漂移軌跡與影
響範圍。計畫執行期間與海保署及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維護單位協調，各單
位可由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連結至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
統。而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已建置國內相關應變機關單位與人員資料、應變
資材與環境敏感區等資料，本團隊應變模擬人員可藉由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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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模擬功能產出應變報告，同時結合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資訊提出應變資
材數量、建議布設地點（鄰近之環境敏感區或電廠重要設施等）與範圍、建議
調度應變資材位置與聯絡資訊等調度決策建議等成果，作為應變決策參考，如
圖 4-5-3 及表 4-5-1 所示。

圖 4-5-3
表 4-5-1
編
號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之應變建議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之攔油索建議布放表

位置

建議長度
（公尺）

1

德翔臺北輪周圍

400

2

核一廠專用港港口

60

3

草里漁港港口

60

4

德翔臺北輪擱淺處
東南方海角

300

5

核一廠專用港西堤

300

建議
圈圍船體，避免油污溢漏後立即擴大影響範
圍
核能發電廠為重要環境敏感區，為避免油污
影響專用港，無論油污是否溢漏，皆應盡快
布放攔油索
備妥攔油索，若不幸發生溢油且油污可能會
影響漁港再進行防護措施
建議於船舶擱淺位置鄰近場所備妥攔油索，
若發生溢油可布放南至北向的攔油索，避免
油污受東至西向往復潮流帶動而擴大影響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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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至少 1 場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負責場地、研習、膳食
等費用，每場次預估 50 人。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具線上即時模擬、展示動態模擬結果與
海氣象預報數據等功能。為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予應變單位
相關人員，瞭解模擬工具並實務應用至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以掌握油污
染可能漂移軌跡與影響範圍作為演練參考。計畫執行期間，規劃假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辦理 1 場次操作說明會，邀請各地方單位海污應變單位與海洋環境相
關背景人員參與，以推廣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配合計畫執行期程，將於
期中報告前操作說明會議程及研習資料定稿，期末報告前辦理可容納 50 人次
之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操作說明會。
七、修正「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手冊
為提升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實務應用，將依據各單位使用海
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建議，修正海洋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並
更新至系統資料庫中，凡經授權使用者，皆可透過網頁伺服器下載瀏覽，如圖
4-5-4。

圖 4-5-4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操作手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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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運用雷達技術於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強化監控效能
一、本項工作執行地點以臺灣本島，機關指定地點為原則。執行廠商經接獲機關通
報油污染事件後，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進行油污染監測作業；及於
作業期間，每日至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持續
作業至機關同意結束應變為止。
於計畫執行期間，配合海保署指定支援之相關單位活動、演練展示出動海
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辦理監測作業或是演練展示。監控人員（如表 4-61）完成整備後，驅車前往指定地點，完成海洋油污染雷達架設作業後，依據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流程（如圖 4-6-1）啟動監測作業，並製作油污染雷
達監測報告，雷達監測報告應涵蓋每日油污（可能）分佈位置、海流、風力、
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表 4-6-1

海洋污染雷達監控人員

監控人員 1

監控人員 2

監控人員 3

陳昭祥

李政德

吳姵璇

圖 4-6-1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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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團隊監控作業小組人員具有多年實際作業經驗，曾執行 105 年 3 月
10 日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圖 4-6-2）、106 年 10 月 14 日巴拿馬籍哈
威輪擱淺事件（圖 4-6-3）以及 107 年 09 月 04 日獅子山共和國籍錦華輪海難
事件（圖 4-6-4），於 101 至 108 年期間於臺灣本島周圍曾執行 128 天次監測
作業，摘列近六年海洋污染雷達監測成果如表 4-6-2 所示，顯示本團隊具有適
當的經驗與能力來執行雷達車監控作業。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環境
圖 4-6-2

海洋油污染雷達車架設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雷達監測作業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環境
圖 4-6-3

海洋油污染雷達車架設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雷達監測作業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環境
圖 4-6-4

海洋油污染雷達車架設

獅子山共和國籍錦華輪海難事件雷達監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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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2

海洋污染雷達監測成果列表

編號

作業日期

作業地點

1

104/05/19-104/05/20

2

104/08/05-104/08/06

蘇澳港北方位置

現場監測

3

104/08/11-104/08/12

臺中港北防波堤

現場監測

4

104/10/15-104/10/16

臺東市豐里排水口鄰近海域

現場監測

5

105/03/11-105/05/10

新北市石門

應變監測

6

106/06/22-106/06/23

臺南市安平漁港（北防波提）

現場監測

7

106/08/04-106/08/05

新竹縣坡頭漁港

現場監測

8

106/10/14-106/10/21

桃園市竹圍漁港

應變監測

9

106/11/09-106/11/10

臺東縣富岡漁港

現場監測

10

107/05/10-107/05/11

屏東縣石珠休息區

現場監測

11

107/09/04-107/09/14

高雄市彌陀區

應變監測

12

108/11/04-108/11/05

嘉義縣布袋商港

現場監測

高雄港海域
（旗津踩風大道防波堤內側）

監測項目
現場監測

備註：
1. 101 至 108 年期間於臺灣本島周圍曾執行 128 天次監測作業。
2. 參彙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國 101 年至 106 年海污相關計畫執行成果。
3. 參彙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民國 107 年 108 年海污計畫執行成果。

二、配合應變作業或機關指定地點辦理活動、演練或展示，提供至少 2 天次海洋
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以進行監測作業。
於計畫執行期間，於接獲海保署通報油污染事件或配合海保署指定配合
相關單位活動、演練展示，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辦理至少 2 天次
監測作業或演練展示。若海保署今年度已安排雷達監測作業辦理活動、演練或
展示，則以海保署規劃為優先。計畫執行期間，若未接獲海保署辦理活動、演
練或展示指示，執行單位於執行雷達監測作業前亦當徵請海保署同意後，於期
中與期末報告前，分別完成 1 天次監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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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應變作業時應製作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雷達監測報告應涵蓋油污分佈
位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接獲通報油污染事件時，經海保署評估現場情況，指示出動海洋污染雷達
監測作業車時，監控人員完成整備後，立即驅車前往事故現場，完成海洋油污
染雷達架設作業後，啟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於應變作業期間，每日至
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以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為例，如表 4-63 所示），作為應變處理參考，雷達監測報告應涵蓋油污分佈位置、海流、風
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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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雷達監測日報單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
雷達監測報告（106/10/15 日報）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岸水與環境中心
計畫主持人：王樹倫（聯絡電話）

現場監測值勤人：陳昭祥（聯絡電話）

監測時間：106 年 10 月 15 日 09 時 00 分

至

106 年 10 月 15 日 23 時 59 分

監測位置概述：
監控人員於 10 月 15 日 02:00 時抵達彩虹橋停車場時因停車場
正在施工無法進入，為確保雷達監測結果能因應突發狀況，監
控人員經 3 小時監測地點場勘，希望能取得更合適的監測位
置，最後於 06:04 時決議將雷達系統架設於彩虹橋停車場施工
圍牆外（北緯 25 度 7 分 8.6"秒，東經 121 度 14 分 47.4 秒），
監測位置東北東方為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位置，相距約 1.7 公
里。

雷
達
監
測
資
訊

雷達監測概述：
1. 油污：本日雷達監測無油污。
2. 流場：於監測期間，15 日 09 時至 13 時、20 時至隔日 0 時期間，適逢退潮時
段，所監測流場平均流向為東北；於 15 日 13 時至 20 時，適逢漲潮時段，所
監測流場平均流向為西北。
3. 風速風向：於監測期間，15 日 09 時至 17 時，風向由東北風轉為西風，風速
介於 0 m/s 至 2.0m/s 之間，15 日 17 時至隔日 0 時，風向由東北風轉為西北
風，風速主要介於 0 m/s 至 3.0 m/s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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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監測日報單（續）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
雷達監測報告（106/10/15 日報）

雷
達
監
測
資
訊

(A)106/10/15 09:00

(B)106/10/15 10:00

(C)106/10/15 12:00

(D)106/10/15 14:00

(E)106/10/15 16:00

(F) 106/10/15 18:00

圖 1 雷達流場監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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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雷達監測日報單（續）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
雷達監測報告（106/10/15 日報）

圖 2 流速流向圖
雷
達
監
測
資
訊

圖 3 風速風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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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期間，配合海保署相關活動，提供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以
進行監測作業。本海洋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搭載挪威 MIROS 公司研發之雷達
偵測油污、波浪、海流系統（Oil Spill Detection System，OSD，以下簡稱 OSD）
，
其結合 X 波段航海雷達，經 OSD 分析雷達接收海面油污之回波，分析求得海
面上溢漏的油污，其偵測基礎為當一地區海面被油覆蓋時會減輕海面毛細波，
反射出較少的微波功率，由此分析及計算得知溢油分布範圍。此外，同樣藉由
OSD 分析海表面風場、波浪及海流等多元化的海洋環境資訊；鑑於行動式雷
達作業車之優越性，實能作為監控近岸地區溢油污染情事，展示海洋油污染雷
達監測車監測資訊之油污分布位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如圖 4-65 所示。

OSD 系統油污偵測結果

OSD 系統平均海流偵測結果

OSD 系統區域海流偵測結果

OSD 系統風速風向偵測結果

圖 4-6-5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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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合歷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改進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作
業程序，並研擬其他技術提升海洋污染監控效能可行性。
研究團隊之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系統主要利用 X 波段真實孔徑雷達。而
105 年度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中國立中央大學利用義大利航太中心發展的
COMSMO-SkyMed 衛星的 X 波段電磁波、福爾摩沙衛星二號的全色態（PAN）
及多頻譜（MS）及近年興起的空拍機（UAS，俗稱空拍機）監控油污，環輿
科技公司則利用高倍率全視野戶外監視器，全程監看擱淺的德翔臺北輪，此外
以獲取紅外熱輻射量為主的紅外光（IR）監測也是國際監測油污的一大發展主
軸。
依據 107 及 108 年度執行之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成果，同時整合歷
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於計畫執行期間商討如何精進雷達
監測作業車監控作業程序。此外，目前國內可執行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設備包
含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車、無人飛行載具及衛星影像等，研究團隊將於計畫執
行期間，依據所蒐整資料，進一步提出其他監控技術提昇海洋污染監控效能可
行性，以提昇我國海洋油污染監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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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緊急應變模擬成果呈現事故船所影響之環境敏感區位圖
本項工作將逐步更新各次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模擬所在縣市之環境敏感
區域地圖（以新北市為例，如圖 4-2-5）
，以利檢視事故船周圍之環境敏感區，
諸如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人工魚礁與濕地等。

4.8 計畫相關成果整合至「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本研究團隊於計畫執行期間，除了將完整事件報告提供予海保署備存，亦
將油污染、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及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成果整合至「海洋污染
防治管理系統」（圖 4-7-1），透過系統內之網路圖台可展示油污染及化學品污
染模擬結果，期透過相關模擬結果及支援決策所需資訊提供相關應變單位參
考，減少污染所帶來的衝擊。

圖 4-7-1

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登入首頁

4.9 配合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工作事項
若於計畫執行期間接獲海保署通知，本團隊將配合運用契約價金，採實作
實算方式，協助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海洋污染防治相關事項，所需專
業人員（如潛水人員、船長等）
、潛水設備、水中照相機（或錄影機）
、船隻、
清理用具等項目與單價，將依海保署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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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結果分為五大部分，分別為 5.1 辧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5.2 強化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支援應變決策作業、5.3 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5.4 推
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作業，以及 5.5 辦理海洋油污染
監控作業，強化監控效能。其餘各小節細項說明如下：

5.1 辧理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本年度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HYDROmap 模式海流、
或 Windyty 即時動態氣象預報（https://www.windy.com）
，作為 OILmap、OILmap
DEEP 及 OILmap web 執行緊急應變模擬之海氣象參數，進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作業。彙整歷年計畫執行成果，分析並提出完整評析報告，強化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效能。
一、建立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依據本年度工作內容規定，於接獲海保署緊急油污染通報後，需於確認通
報資訊完整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為完整檢視溢油模擬
支持應變成效，設計海洋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表單內容包括
通報時間、事件名稱、通報污染物、污染物數量、事件地點（坐標）、通報資
訊查核、初報時間、工作查核、通報結束應變時間、應變成果、承辦人查核及
科長複核簽章等 12 項資訊，其中通報資訊與工作查核設計勾選欄位確認初報
資訊是否完成，以及初報是否於通報後 2 小時內完成，最後惠請承辦人員及
科長簽章核示是否符合工作規定，表單設計如表 4-2-1。
二、需依實際發生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作業，準確預
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溢油的動
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溢油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影響範圍、曾
經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黏附在海岸地區的數量以
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溢油量等模擬作業。
於計畫執行期間，應變人員將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實際油污染緊急應變
通報時，啟動油污染模擬作業。應變人員將隨時掌握油污染應變最新消息，並
配合環境地理資料及風場、流場等海氣象資料，利用數值模擬預測油污在不同
時間下的可能影響範圍、海表面漂移軌跡及殘留於海表面、混入海水中、黏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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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際與揮發至大氣中的油污量等環境宿命分布，最後彙整為模擬報告，提供海
保署作為應變決策之參考。
三、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油污染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
步油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內，依現場狀況及本署需求至少製作一
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擬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油污染擴散模
擬報告。
計畫執行期間配置 24 小時緊急應變值班待命人員，值班應變人員於接獲
緊急應變通報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於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油污
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應變結束前，每日依現場狀況及海保署需求至少製作一
次以上續報，指示結束緊急應變作業後，彙整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報告。
今年度（109 年）共接獲 13 起緊急油污染通報案例，值班應變人員於接
獲緊急應變通報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於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油
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應變結束前，每日依現場狀況及海保署需求至少製作
一次以上續報，完整事件報告描述與分析於後續做說明；13 起緊急油污染通
報事件經由承辦人員與科長查核確認，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油污染擴散
模擬報告，海污事件模擬資訊確認單檢附於完整事件報告中，請參考報告第 82、
93、134、144、154、164、177、188、199、209、220、230 及 240 頁。
四、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機關指定地點，應分別以單機版及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工具，各至少進行 12 件油污染事件擴散模擬作業，以實際發生污染之
案件進行模擬為原則。其中應至少包括 1 件單機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
之擴散模擬。模擬作業內容，至少須涵蓋油品種類、海流、風力與海岸地質等
影響；產出之模擬報告，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溢油特性
分析、依時間序列評估溢油上岸可能性及油污可能上岸區域與數量、海岸環境
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配合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本團隊於接獲海洋油污染通報時，即刻進入應
變作業程序，應變結束後，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
擴散模擬案例中；如未接獲實際油污通報，配合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指導各
地方政府執行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提供相關模擬結果作為演練參考。如
實際通報與演練模擬作業少於 7 件則依據（1）近年臺灣發生重大油污染事件
的熱區，
（2）歷年海洋污染相關計畫進行假設模擬能量較少之縣市海域，
（3）
海上交通頻繁可能發生海洋油污染事件高危險區域，及（4）依據海洋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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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核准公私場所從事油輸送作業的場域，進行統計分析，規劃本年度預定
執行之海洋油污染假設事件案例，同時配合工作內容，規劃之假設案例需包含
一件單機版水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之油污擴散模擬。總結本年度至少 7 件
油污染事件擴散模擬作業篩選原則如下：
原則 1：計畫執行期間發生實際油污染事件（最優先）。
原則 2：配合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指導各地方政府執行海洋油污染緊急
應變演練。
原則 3：臺灣發生重大油污染事件的熱區。統計民國 102 年至 108 年海洋
油污染事件中，超過 100 公噸以上的通報案例，並將溢油位置劃
分如北、中、南、東、澎湖與福建六個區域進行分析，如圖 5-11。統計分析結果顯示，海洋油污染事件發生位置以南區（16 件
/41.0 %）最高，依序為北區（12 件/30.8 %）
、澎湖區域（4 件/10.3
%）
、中部（4 件/10.3 %）
、東區（2 件/5.1 %）及福建（1 件/2.5 %）
。
溢洩漏較常出現油品種類分別為燃料油、柴油、重油、重燃油、
以及潤滑油。提列近五年（103 年至 108 年）相關事件名稱、日
期、位置、油品、油量彙整如表 5-1-1 所示。
原則 4：歷年執行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尚未進行假設模擬之縣市
海域。彙整執行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間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
畫，按縣市分別統計已執行緊急海洋油污染通報案例及假設模擬
案例之事故位置、油品種類及溢油量資料進行篩選，如表 5-1-2 及
表 5-1-3 所示。
原則 5：需含 1 件單機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之擴散模擬。
原則 6：船舶運輸高密度之區域，發生海洋污染機率亦隨之升高。臺灣資
源多仰賴國外進口，彙整油污染事件高風險區域資料，如商港、
工業港、臺灣中油及台電卸油及卸煤作業區，如圖 5-1-2 與表 51-5 所示。
原則 7：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核准公私場所從事油輸送作業之場域。相關
作業場所、油品種類及數量統計資料（表 5-1-6 與表 5-1-7）。從
事油輸送作業場所依作業量排序，依序為台塑麥寮港、中油高雄
港、中油沙崙外海浮筒、中油臺中港供油服務中心及中油臺北港；
油品則以原油輸送量最大，柴油、輕油、汽油與航空用油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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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項
次

日期

臺灣實際發生重大油污染事件
事故名稱

3
4
5
6

102/01/12 聖克里斯多福籍海洋坦克(SEATANK)油輪擱淺事件
屏東鵝鑾鼻外海永穩 3 號(YONG WIN 3)漂流沉沒事
102/10/15
件
102/10/15 宜蘭蘇澳外海裕益發 168 號火燒船事件
103/12/01 澎湖縣湖西鄉外海香港籍黃海發展號漂流事件
△
104/07/09 台中港天壇輪溢油事件
105/02/25 紐埃籍耘海輪擱淺事件

7

△
105/03/10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

8

105/12/01 新北市深澳港外海康運輪擱淺事件

9

△
106/01/24 基隆中油供油中心加油溢油事件

1
2

10 106/06/22 薩摩亞籍 POSEIDON 油輪失去動力事件
11 106/09/15 東方富輪貨櫃船硝酸洩漏事件
12 106/10/14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
△
13 106/10/15 中國大陸籍泉海 88 砂石船擱淺事件

油品

油量
(公噸)

柴油

3,000

柴油

5,000

柴油
200
重油
800
輕燃油
200
柴油
145
燃料油
411*
柴油
52.3*
41.9*
潤滑油
航空用油 16,000
重油
214.4
76.2
柴油
重油
130
41.5
柴油
重燃油
120
4,984
汽油
重油
419
55.1
柴油
重油
1,377*
184*
柴油
重油
80
20
柴油

備註：
1. 資料截取民國 102 年至 108 年（民國 107 年至 108 年未發生超過 100 公噸以上的通報案例）。
2. 資料來源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及民國 98 年海巡雙月刊第 42 期「海洋污
染事件參考火眼金睛專業海巡韓輪排污無所遁形」。
3. 資料彙整係依據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第陸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級：油外洩
或有外洩之虞達一百公噸至七百公噸–中等程度或顯著之外洩，由交通部（商港區域）、農委
會（漁港區域）、經濟部（工業港區域）、國防部（軍港區域）、內政部（國家公園區域）、
海保署（其他海岸區域）、海巡署（海上）負責應變，及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
畫內容，執行各項污染清除措施。重大海域油污染事件以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達一百公噸以
上。
4. 參考網頁：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300051008000-1060103
5. 事故名稱標示△者為實際發生洩（溢）油事故。
6. 油量表示船舶載油量或溢油量，多數案件油量表示單位為公噸，部分案例通報時採用單位為公
秉，因此使用*表標使資訊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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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所屬縣市
（區域）
新北市 (北區)

103 年至 108 年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通報案例（按縣市別彙整）
通報案例名稱
105/12/01 新北市深澳港外海康運輪擱淺事件
105/03/10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石門外海事件△
108/01/06 蒙古籍旺榮號桃園沙崙外海擱淺事件
107/10/11 宏都拉斯籍振豐輪擱淺事件

桃園市 (北區)

107/02/03 巴拿馬籍航宇 11 油輪擱淺事件
106/10/14 巴拿馬籍哈威倫擱淺事件

宜蘭縣 (北區)

108/10/01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
108/08/01 勝利輪布袋港擱淺事件

嘉義縣 (南區)
107/08/11 布袋港嘉明 2 號擱淺事件△
臺南市 (南區)

高雄市 (南區)

107/08/23 巴拿馬籍無限 2 號海難事件
108/06/25 本國籍天進興 13 號高雄港外海沉沒事件
107/08/23 獅子山共和國籍錦華輪海難事件
107/08/23 巴拿馬籍順泓號海難事件
107/08/23 巴拿馬籍昌龍 68 號海難事件
107/08/23 帛琉籍飛龍號海難事件
107/08/23 巴拿馬籍太倉湖號海難事件
107/06/14 巴拿馬籍興利輪擱淺事件
107/06/14 斐濟籍勝利者 19 號油輪擱淺事件
106/06/22 薩摩亞籍 POSEIDON 郵輪失去動力事件

屏東縣 (南區)

澎湖縣 (澎湖)

計畫結果

106/01/14 中國大陸籍通成 601 號船隻深沒事件
105/09/17 高雄遠洋漁船斷纜擱淺
104/09/29 高雄港二港口外海豐國 869 號美式鰹鮪圍
網漁船沉沒事件
107/12/16 巨龍號溪仔口擱淺事件
103/09/21 屏 東 縣 鹿 寮 溪 出 海 口 蒙 古 籍 AVICA
CAIRO 號貨輪擱淺事件
103/09/19 屏東佳樂水外海貨船失去動力事件
107/10/05 獅子山共和國籍盈海輪沉沒事件
105/02/24 紐埃籍耘海輪擱淺小白沙嶼事件
103/12/01 澎湖縣湖西鄉外海香港籍黃海發展號漂
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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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品
重油
柴油
燃料油
重油
輕油
重油
重油
柴油
重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潤滑油
重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重油
柴油
重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重燃油
汽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潤滑油
柴油

油量
(公噸)
214.4
76.2
411*
50
18
15
32
65
1,377*
184*
6
7
1.1
8
6.8
28
0.4
90
15
15
10*
8.2
182
45
120
4,984
26
30
60*
10*
9*

燃料油

15

燃料油
重燃油
柴油

30
15
145

重油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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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縣市
（區域）

臺東縣 (東區)

金門縣 (福建)

通報案例名稱
103/10/10 澎湖縣查某嶼東方 1.5 浬｢海研 5 號｣研究
船發生海難事件
106/03/11 綠島油污染事件【海污溯源案例】
108/08/02 大川輪大坵嶼沉沒事件
108/03/24 金門縣馬山灘岸油污染事件【海污溯源案
例】
107/03/31 中國大陸籍遠泰 789 擱淺事件
106/10/15 中國大陸籍泉海 88 砂石船擱淺事件△
105/09/15 金門縣港泰台州號擱淺事件

連江縣 (福建)

103/08/03 連江縣東引島東北東外海大陸籍漁船沉
沒溢油事件

油品

油量
(公噸)

柴油

50

重燃油
重燃油

10

潤滑油

-

柴油
重油
柴油
潤滑油
柴油

3
80
20

燃料油

4

2
25

備註：
1. 彙整統計資料自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
2. 縣市分區參考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http://statistic.ngis.org.tw/index.aspx?topic=4)，惟澎湖縣獨立另設為澎湖區域作統計。
3. 事故名稱標示△者為實際發生洩（溢）油事故。
4. 油量表示船舶載油量或溢油量，多數案件油量表示單位為公噸，部分案例通報時採用單位為公
秉，故以*表示油量單位為公秉。
5. 基隆市、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雲林縣、嘉義縣、臺中縣及花蓮縣於民
國 103 年至 108 年期間未執行緊急海洋油污染通報案例。

表 5-1-3

103 年至 108 年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假設案例（按縣市別彙整）

所屬縣市
（區域）
基隆縣 (北區)

108/06/23 基隆港外海

燃料油

油量
(公噸)
50,000

新北市 (北區)

104/08/27 臺北港

燃料油

5

宜蘭縣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103/06/19 和平溪出海口北側外海
103/05/14 鳳山溪西北方
103/04/14 新竹市外海
103/04/02 外埔漁港外海
104/07/13 臺中港西北方外海

燃料油
燃料油
柴油
柴油
柴油
海運重柴
油
燃料油
原油

20
66
45
45
1,500

重燃油

30

(北區)
(北區)
(北區)
(中區)

臺中市 (中區)
彰化縣 (中區)
雲林縣 (中區)
臺南市 (南區)

假設案例地點

103/06/17 臺中港北防波堤
103/08/29 伸港外海
105/01/27 麥寮港外海
105/04/28 臺南市雙春濱海遊憩區外海船舶擱淺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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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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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縣市
（區域）
高雄市 (南區)
屏東縣 (南區)

假設案例地點

油品

104/05/17 高雄港二港口外海
103/10/15 屏東小琉球外海宏都拉斯籍油輪沉沒【水
下溢油】

燃料油

油量
(公噸)
100

普通柴油

1,000

重油

180

重原油
燃料油

30,000
500

重原油

200,000

重燃油
燃料油

300*
20

澎湖縣 (南區)

104/01/28 湖西鄉東北方外海

臺東縣 (東區)
臺東縣 (東區)

108/09/22 臺東縣新港漁港外海【水下溢油】
104/02/08 臺東縣外海【水下溢油】
107/08/28 花蓮縣石梯漁港外海油輪海難事件【水下
溢油】
105/07/08 和平港外【水下溢油】
103/10/28 料羅灣外海

花蓮縣 (東區)
金門縣 (福建)

計畫結果

備註：
1.彙整統計資料自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
2.縣市分區參考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http://statistic.ngis.org.tw/index.aspx?topic=4)，惟澎湖縣獨立另設為澎湖區域作統計。
3.油量表示假設案例溢油量，多數案件油量表示單位為公噸，部分案例模擬時採用單位為公秉，故
以*表示油量單位為公秉。
4.桃園市、嘉義縣及連江縣於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期間未執行過海洋油污染假設案例模擬。

表 5-1-4
油品名稱
進口液化天然氣
車用液化石油氣
液化石油氣
石油腦
台肥進料油
92 無鉛汽油
95 無鉛汽油
高級汽油
高級柴油
普通柴油
重柴油
特級燃料油
燃料油
潤滑油 (脂)

石油產品重量與容積單位轉換表
公秉
1
1.867
1.786
1
1
1
1
1
1
1
1
1
1
1

備註：資料來源為台灣中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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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
0.453
1
1
0.714
0.714
0.747
0.747
0.747
0.825
0.840
0.931
0.942
0.95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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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油污染事件高風險區域

類別

項目

商港

基隆港、蘇澳港、臺北港、臺中港、高雄港、安平港、花蓮港

工業港

麥寮港、和平港
桃園市沙崙外海卸油浮筒（25 萬噸 1 座、30 萬噸 1 座）

台灣中油作業區

高雄市大林煉油廠所屬大林外海浮筒海（10 萬噸 2 座、25 萬
噸 1 座、30 萬噸 1 座）
永安液化天然氣接收港（台灣中油能源港）

台灣電力公司卸
煤碼頭

興達港（部分區域為台電作為卸煤碼頭使用）、新北市林口電
廠卸煤碼頭、新北市深澳電廠卸煤碼頭

圖 5-1-1

臺灣重大海域油污染事件發生地點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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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臺灣各港口與離岸設施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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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海洋污染防治法核准公私場所從事油輸送作業之油品輸送數據統計

場所

油品種類

台塑
臺北港

汽油

台塑
麥寮港

台灣
中油公司

淳品
臺北港化油品儲運中心

中華全球
臺中港油品儲槽
匯僑
臺中港油品儲槽

數量(公噸)
6,976.443

高級/普通柴
原油
輕油
汽油
航空燃油
燃油
船用柴油
船用燃油
重組油
高級/普通柴
柏油
烷化油
基礎油
液化石油氣
食用級白油
原油
輕油煤油汽油柴油及
燃料油等
液化石油氣
甲基第三丁基醚
重組油
烷化油
裂解汽油
礦物質石油腦
輕質循環油
粗柴油
高級/普通柴
脂肪酸甲酯
柴油
重質燃料油

場所合計(公噸)
434,870.452

427,894.009
25,577,954.080
7,196,267.376
2,634,367.456
939,427.224
1,374,182.024
12,040.776
82,588.417
123,127.759
8,492,425.769
232,610.543
425,949.392
389,754.033
1,373,975.053
3,709.839
22,063,000.000*

48,858,379.741

21,475,000.000*

44,018,000.000

480,000.000
251,272.000*
52,874.000*
38,669.000*
127,757.000*
273,223.000*
124,234.000*
664,776.000*
412,836.000
8,110.000
1,344,156.590
222,406.850

1,532,805.000*

420,946.000
1,566,563.440

備註：
1.統計資料為 107 年。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提供，研究團隊綜整。
2.多數油量單位為公噸，部分採用公秉表示，故以*表示油量單位為公秉。
3.考量各單位提供油量單位不一致包含重量與容積單位，提供表 5-1-4 作為換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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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計畫結果

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海域油品輸送量統計表
預估每年
最大油輸
送量
(公秉)

預估單次
作業最大
油輸送量
(公秉)

平均單月
輸送量
(公秉)

編
號

作業港口

輸送油品種類

1

基隆供油服務中心

汽油、柴油、航燃、
燃料油

255 萬

5萬

212,500

2

沙崙外海浮筒

原油、燃料油、柴油

900 萬

32 萬

750,000

深澳港供輸服務中心

LPG

320 仟*

23 仟*

26,667*

3

航空燃油

910 仟

45 仟

75,833

4

台中港供油服務中心

汽油、柴油、燃料油

425 萬

5萬

354,167

5

永安液化天然氣廠

燃料油

10 仟

1,650

833

6

臺北港

汽油參配料

80 萬

4萬

66,667

7

大林蒲外海浮筒

原油

2,000 萬

34 萬

1,666,667

高雄港

LPG

300 仟*

20 仟*

25,000*

8

原油、柴油、燃料油

1,800 萬

10 萬

1,500,000

柴油

60 仟

6仟

5,000

LPG

87 仟*

15 仟*

7,250*

柴油、燃料油

960 仟

1,250

80,000

2,100 仟*

9,000*

175,000*

9

10

左營港

前鎮儲運所

化學品
11

小琉球漁港

汽油、柴油、甲漁

9.3 仟

300

775

12

富岡漁港

汽油、柴油

11 仟

105

917

13

花蓮港

汽油、柴油、航燃、
燃料油

600 仟

20 仟

50,000

14

蘇澳供油服務中心

汽油、柴油、燃料油

500 仟

4,500

41,667

15

尖山港

汽油、柴油

180 仟

6,100

15,000

16

測天島軍港

柴油、航燃

55 仟

6,100

4,583

17

料羅商港

汽油、柴油、航燃

93 仟

2,200

7,750

資料來源：105 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提供，研究團隊綜整。
備註：多數油量單位為公秉，部分採用公噸表示，故以*表示油量單位為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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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 7 項原則，篩選本年度（109 年）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如表
5-1-8。凡符合篩選原則 1－發生實際油污染事件或原則 2－配合海保署指導執
行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者，優先列為本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案件。
為持續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支援應變決策能量，規劃預定執行之模
擬案例按縣市統計分類，執行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之實際案例與假設
案例件次（篩選原則 4）以及綜合海洋污染高風險區域（篩選原則 6）
、海洋污
染防治法核准從事油輸送作業場所（篩選原則 7），與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分
區發生率（篩選原則 3）的風險指標作為選定條件。若縣市內含有一個以上的
海洋污染高風險區域或從事油輸送作業場所判定為中高風險區域。參考表 51-7，如該縣市附近海域油品運輸量平均單月油品如大於 10,000 公秉，風險指
標設定為高度風險；反之，小於 10,000 公秉設為中度風險。若該縣市未設有
任何輸油場所，但縣市分區事故率排序如為前三高，同樣將該縣市視為中度風
險區域。未曾發生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的縣市，則視為低風險區域，如表 5-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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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8
縣市

109 年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執行順序篩選結果

實際
假設
小計
案例
案例
（計次）
（件次） （件次）

風險指標
臺北港
深澳供油中心
林口卸煤碼頭
淳品儲運中心
分區事故率次高
基隆港
基隆供油中心
分區事故率次高
蘇澳港
蘇澳供油中心
分區事故率次高
沙崙卸油浮筒
分區事故率次高

新北市
（北區）

6

1

7

高

基隆市
（北區）

1

2

3

高

宜蘭縣
（北區）

2

2

4

高

5

0

5

高

0

1

1

中

分區事故率次高

0

1

1

中

分區事故率次高

0

1

1

低

分區事故率三高

桃園市
（北區）
新竹縣
（北區）
新竹市
（北區）
苗栗縣
（中區）
臺中市
（中區）
彰化縣
（中區）
雲林縣
（中區）
嘉義縣
（南區）
臺南市
（南區）

高雄市
（南區）

計畫結果

2

4

6

高

臺中港
臺中供油中心
中華全球儲槽
匯僑儲槽
分區事故率三高

0

1

1

中

分區事故率三高

0

1

1

高

麥寮港
分區事故率三高

2

0

2

中

分區事故率最高

2

2

4

高

12

1

13

高

67

安平港
分區事故率最高
高雄港
左營港
興達港
永安天然氣港
前鎮儲運所
大林卸油浮筒
分區事故率最高

108 年
模擬
成果

109 年
預計
模擬

✔
✔
✔
○

○

○
✔

○

✔

○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實際
假設
小計
案例
案例
（計次）
（件次） （件次）

縣市

風險指標

屏東縣
（南區）

5

4

9

高

澎湖縣
（澎湖）

7

1

8

高

0

2

2

中

富岡漁港

0

2

2

高

和平港
花蓮港

8

4

12

中

料羅商港

2

1

3

低

－

臺東縣
（東區）
花蓮縣
（東區）
金門縣
（福建）
連江縣
（福建）

108 年
模擬
成果

小琉球漁港
分區事故率最高
尖山港
測天島軍港
分區事故率三高

109 年
預計
模擬

○
✔
○
✔

備註：
1. 109 年預計模擬標示標注深水者為預計執行深水溢油案例之縣市。
2. 實際及假設案例執行件次統計係彙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海污相關計畫執行成果。

綜合上述說明，設計及規劃本年度 7 件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排序
執行優先順序並詳述說明如下：
編號 1：配合海保署海洋污染緊急應變通報，將 109 年 03 月 09 日台發 88
貨船於金門縣烏坵外海沉沒事件列入年度優先執行案例。
編號 2：配合海保署海洋污染緊急應變通報，將 109 年 03 月 18 日旗津漁
港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列入年度優先執行案例。
編號 3：參考篩選原則第 3 項重大油污染事件發生熱區，臺中港外海曾於
102 年發生韓國籍日出號失去動力事件及 104 年臺中港天壇輪溢
油事件，及篩選原則第 6 項，考量臺中港為中區的主要商港（表
5-1-5

油污染事件高風險區域），且每年預估輸油量可達 425 萬

公秉（表 5-1-7），是海洋油污染高風險區域（表 5-1-8），因此假
設一艘準備進臺中港之貨櫃輪，因不明原因發生失去動力事故，
假設船上殘餘燃料油 500 公噸，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編號 4：統計分析臺灣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北區屬發生溢油的高危險區
域之一（表 5-1-8）
，及依據篩選原則第 4 項，過去新竹縣過去僅
執行過 1 件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因此本模擬案例選擇新竹縣南
寮漁港外海作模擬假設位置。假設一艘駛離新竹縣南寮漁港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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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漁船，因機械故障於南寮漁港外海漂移，船上殘餘燃料油 20 公
噸，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編號 5：統計分析臺灣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澎湖縣屬發生溢油的高危險
區域之一，過去於澎湖縣周圍海域曾發生四起通報事件，分別為
民國 103 年澎湖縣查某嶼東方 1.5 浬｢海研 5 號｣研究船發生海難
事件、民國 103 年澎湖縣湖西鄉外海香港籍黃海發展號漂流事件、
民國 105 年紐埃籍耘海輪擱淺小白沙嶼事件以及民國 107 年獅子
山共和國籍盈海輪沉沒事件，尖山港為澎湖地區運輸油品之重要
港口，因此本案例假設一艘準備進尖山港卸油的油輪發生失去動
力事件，依據表 5-1-7 之預估單次作業最大油輸送量，假設船載
6,100 公秉柴油有溢漏之虞，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編號 6：統計分析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已執
行過之模擬區域，因南部及北部海域等海洋污染事件發生率較高，
歷年的模擬比重相對較大，考量嘉義縣位於南部地區，且位處臺
灣西側船舶航行機率高密度區，過去僅執行過 2 件油污染擴散模
擬案例條件下，本模擬案例選擇嘉義縣布袋港外海作模擬假設位
置。假設一散裝貨輪行經嘉義縣布袋港外海時，因機械故障於嘉
義縣外海漂流，船上殘餘燃料油 1,500 公噸，執行油污染擴散模
擬。
編號 7：統計分析臺灣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臺灣東部曾發生 2 起重大油
污染事件，分別為 91 年巴拿馬籍油輪於臺灣東南方海域引擎故
障及 95 年小蘭嶼金明財七號漁船擱淺洩油案，考量臺灣東部為
連接東南亞及東北亞主要航道，為持續加強東部海洋污染傳輸擴
散能量建置，今年度規劃花蓮縣和平港屬於海洋污染高風險區域，
且過去僅執行過 2 次假設案例模擬的花蓮縣作為選定模擬區域。
模擬假設一艘欲前往基隆港之散貨輪，因海況不佳於沉沒於花蓮
縣和平港外海，船隻油艙殘餘 1,000 公噸重燃油，執行油污染擴
散模擬。
本年度計畫配合海洋污染緊應變作業，規劃今年度欲執行案例之模擬案
例區域、地點、油品種類、油量等資訊如表 5-1-9 所示，計畫執行期間，如不
幸發生緊急海洋油污染事件，優先執行應變作業，指示結束應變作業後彙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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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案例中。事件模擬報告均包含
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溢油特性分析及環境敏感區標示，各事件
模擬成果亦將透過網路版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同時配合規定，將模擬成果整
合至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表 5-1-9
編號 區域

1

2

3

福建

南區

中區

地點

金門縣
烏坵外海

高雄市
旗津漁港

臺中縣
臺中港外海

109 年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表

船隻
類型

油品
種類

油量

備註說明

頁碼

【通報案例】
貨船

柴油

2 公噸

1090309 台發 88 貨船於金

72

門縣烏坵外海沉沒事件
【通報案例】
客船

柴油

1.5 公噸

1090319 旗津漁港綠島之

83

星客船半沉沒事件

貨櫃輪

燃料油

500 公噸

假設案例

94

漁船

燃料油

20 公噸

假設案例

103

新竹縣
4

北區

南寮漁港
外海
彰化縣

5

6

中區

南區

彰濱工業

假設案例
油輪

重燃油

150 公噸

區外海

洋油污染應變桌面演練」）

高雄市

【通報案例-溯源】

中山大學

－

－

－

海灘

7

8

南區

澎湖

（配合「109 年第 2 季海

高雄市
高雄港外海

澎湖縣
第二漁港

1090604 中山大學海灘發

112

122

現油污染事件
【通報案例】
－

重燃油

1 公噸

1090604 高雄二港外海船

135

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
【通報案例】
－

汽油

20 公秉

1090609 澎湖第二漁港油
槽洩漏事件

70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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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南區

屏東縣
鹽埔漁港

【通報案例】
漁船

柴油

17 公噸

11

南區

南區

高屏溪

－

－

－

13

南區

中區

1090619 高雄市外海發現

出海口

異常油污軌跡事件

高雄市

【通報案例】

中油大林廠

高雄市
高雄港外海

台中市
台中港內

155

【通報案例-溯源】

－

輕原油

4 公秉

外海

12

1090615 屏東縣鹽埔漁港
火燒漁船事件

高雄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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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4 中油大林廠 2 號

165

178

浮筒油管破裂事件
【通報案例】
多用途船

柴油

65 公噸

1091012 獅子山共和國籍

189

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
【通報案例】
加油船

重燃油

3 公秉

1091020 台中港內台安 2

200

號碰撞碼頭事件
【通報案例】

14

南區

高雄市
高雄港外海

貨輪

柴油

36,000 公升

1091024 吐瓦魯籍
SEATRAN FERRY 12 於高

210

雄外海沉沒事件

15

16

17

中區

北區

東部

彰化縣
王功外海

基隆市
八斗子漁港

花蓮縣
和平港外海

【通報案例】
工作船

液壓油

100 公升

1091101 彰化王功外海工

221

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

工作船

散貨輪

柴油

300 公升

機油

50 公升

燃料油

1,00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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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報案例】
1091103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23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
【深水溢油】
假設案例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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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通報案例】109/03/09 台發 88 貨船於金門縣烏坵外
海沉沒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03/09 台發 88 貨船於金門縣烏坵外海沉沒事
件」執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
染擴散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應變期間自 03 月 09 日至 03 月 13 日（共 5 天）
，每日提供柴油
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
共計提送 6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摘要模擬成果如表 5-1-24 所示，完
整事件報告截取 03 月 10 日更新座標為 24.980018°N，119.434973°E 之模擬
成果呈現如後。
表 5-1-10
油量
（公噸）
2
2
2
2
2
2

台發 88 貨船擱淺事件之模擬成果摘要表

模擬
油品
海流 1
日期
東北至西南往復潮流
03/09 柴油
東北至西南往復潮流
03/10 柴油
東北至西南往復潮流
03/10 柴油
東北至西南往復潮流
03/11 柴油
東北至西南往復潮流
03/12 柴油
東北至西南往復潮流
03/13 柴油
備註：
1. 海流採用 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2. 風場採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3. 潮汐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馬祖潮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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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場 2

潮汐 3

西南風
東北風
東北風
北北東至東北風
北北東至東北風
北至東北東風

低平潮
高平潮
高平潮
漲潮
漲潮
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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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說明
109 年 03 月 09 日 08:10 時，中國大陸籍貨船「台發 88」於金門縣烏坵
外海沉沒（坐標 24.58181°N，119.26010°E，如圖 5-1-3）
，根據通報船隻殘餘
輕油 2 公噸，有溢漏之虞。10 日起依據最新通報資訊更新座標為 24.980018
°N，119.434973°E。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3

台發 88 貨船沉沒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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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11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柴油（Diesel）執行模擬 24 小
時（109/03/10 12:00 至 109/03/11 12: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可
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海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
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11 台發 88 貨船擱淺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4.980018°N，119.434973°E
 模擬起迄時間：109/03/10 12:00 至 109/03/11 12: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柴油 / Diesel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高溶解 / 低黏度
 溢漏油量：2 公噸
 溢油時長：2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3/09 18:00 至 109/03/13 06:00）
 海溫：16℃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馬祖浮標站）
（數據時間：109/03/10 12:00 至 109/03/11 12: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Google 衛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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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3/10
12:00 至 109/03/11 12: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4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東北流，流速約為 0.3 至 0.9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西南流，流速約為 0.2 至
0.9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馬祖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示當
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3 月 10 日 13: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2/17

03 月 10 日 18: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2/17
圖 5-1-4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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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11 日 00: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2/18

03 月 11 日 12: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2/18
圖 5-1-4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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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5 所示。

03 月 10 日 13: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3 月 10 日 18: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5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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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11 日 0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3 月 11 日 1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5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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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高平潮時段開始溢漏，受往復潮流及強勁東
北風影響，溢漏後油污朝南南西漂移，於 03/10 16:00 時，海表面上已無殘
留油污，且漂移途中無黏附岸際（如表 5-1-12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13 所示）
。油污於海表面擴散可達 1.02 平方公里。由於柴油屬輕質油料，
擴散過程中容易揮發至大氣中，約 1.0 公噸（50.0%）油污因擾動混入海水
中及 1.0 公噸（50.0%）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5-1-6 所示）。

表 5-1-12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升）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

－

－

備註：無油污影響岸際
表 5-1-13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6

0.0
1.0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0.0
1.0

公噸
公噸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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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7 所示，油污溢
漏後朝南南西方漂移，於 03/10 19:00 時，海表面上已無殘留油污。惟網路版顯示
油膜範圍較單機版小，網路版顯示之黃色油膜影響範圍實屬少量難以以肉眼判識
油污；整體而言，網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
名稱「1090309 台發 88 貨船於金門縣烏坵外海沉沒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
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3 月 10 日 13: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3 月 10 日 18: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7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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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11 日 0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3 月 11 日 1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7

台發 88 貨船於金門縣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81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8

台發 88 貨船烏坵外海沉沒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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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通報案例】109/03/18 旗津漁港綠島之星客船半沉
沒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03/18 旗津漁港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執
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
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應變期間自 03 月 18 日至 03 月 19 日（共 2 天）
，每日提供柴油
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
共計提送 2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摘要模擬成果如表 5-1-14 所示，完
整事件報告截取 03 月 18 日修正模擬油量之模擬成果呈現如後。
表 5-1-14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模擬成果摘要表

模擬
油量
油品
海流 1
日期
（公噸）
微弱潮流
03/18 柴油
1.5
微弱潮流
03/19 柴油
1.5
備註：
1. 海流採用 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2. 風場採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3. 潮汐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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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場 2

潮汐 3

北北西風
西南至西北風

退潮
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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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件說明
109 年 03 月 18 日 17:45 時接獲通報，本國籍「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
於高雄市旗津漁港邊（坐標 22°35'30.7''N，120°17'10.8''E，如圖 5-1-9）
，根據
通報船隻油艙殘餘輕油 1.5 公噸，有溢漏之虞。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9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發生地點

84

第五章

計畫結果

(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15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柴油（Diesel）執行模擬 24 小
時（109/03/18 20:00 至 109/03/19 20: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可能
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海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及溢
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15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2°35'30.7''N，120°17'10.8''E
 模擬起迄時間：109/03/18 20:00 至 109/03/19 20: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柴油 / Diesel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高溶解 / 低黏度
 溢漏油量：1.5 公噸
 溢油時長：1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3/17 20:00 至 109/03/21 08:00）
 海溫：27℃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03/18 20:00 至 109/03/19 20: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二）

85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3/18
20:00 至 109/03/19 20: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10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流，流速約為 0.01 至 0.10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流，流速約為 0.01
至 0.17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
示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3 月 18 日 21: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2/25

03 月 19 日 02: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2/26
圖 5-1-10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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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19 日 08: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2/26

03 月 19 日 20: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2/26
圖 5-1-10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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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11 所示。

03 月 18 日 21: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3 月 19 日 02: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11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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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19 日 08: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3 月 19 日 20: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11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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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2.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退潮時段開始溢漏，受微弱潮流及北北西風
影響，溢漏後油污朝溢油點東方擴散，並隨黏附旗津漁港，爾後油污轉往偏
南方漂移，油污漂移途黏附中興漁港、大汕頭漁港、新光造船公司外海及高
雄港 52 至 57 號碼頭周圍沿岸，並於 03/19 07:00 時，海表面上已無殘留油
污（如表 5-1-16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17 所示）
。油污於海表面擴散
可達 0.12 平方公里。由於柴油屬輕質油料，擴散過程中易揮發至大氣中，
約 0.7 公噸（46.7%）黏附於岸際，及 0.8 公噸（53.3%）揮發至大氣中（如
圖 5-1-12 所示）。
表 5-1-16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2.2

0.7

20:00

備註：無油污影響岸際
表 5-1-17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旗津漁港、中興漁港、大汕頭漁港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12

0.0
0.0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0.7
0.8

公噸
公噸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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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13 所示，油污
溢漏後朝偏東方漂移，並隨黏附旗津漁港，爾後油污轉往偏南方漂移，油污漂移途
黏附中興漁港、大汕頭漁港、新光造船公司外海及高雄港 52 至 57 號碼頭周圍沿
岸，並於 03/19 04:00 時，海表面上已無殘留油污。網路版顯示油膜範圍較單機版
小，網路版顯示之黃色油膜影響範圍實屬少量難以以肉眼判識油污；整體而言，網
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1090318 旗
津漁港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
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3 月 18 日 21: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3 月 19 日 02: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13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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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月 19 日 08: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3 月 19 日 20: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13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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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14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93

計畫結果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案例 3：【假設案例】109/04/06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
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臺灣發生重大油污染事件的熱區（篩選原則 3），以及綜合油污染
事件高風險區域資料，如商港、工業港、臺灣中油及台電卸油及卸煤作業區，
海洋船舶運輸污染高風險區域（篩選原則 6）的風險指標作為選定條件。
統計分析臺灣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中區屬發生溢油的高危險區域之
一，其中位於中區的臺中港更為臺灣五大港口之一，屬油污染事件高風險區
域，過去於臺中港周圍海域曾發生兩起重大油污染事件，於 102 年發生韓國
籍日出號失去動力事件及 104 年臺中港天壇輪溢油事件，船舶油艙殘油量
皆為 200 公噸，若再次發生重大油污染事件勢必對當地造成極大危害，因此
本案例假設一艘準備駛進臺中港之貨櫃輪，因不明原因發生失去動力事件，
假設船舶油艙殘油量為 500 公噸燃料油有溢漏之虞，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2.

事件說明
109 年 04 月 06 日 11:00 時，一艘準備駛進臺中港之貨櫃輪，因不明原
因發生失去動力事故（坐標 24°18'12.90'' N，120°27'1.80'' E，如圖 5-1-15）擱
淺於臺中港西方約 7 公里海域，船舶油艙殘油為 500 公噸燃料油，有溢漏
之虞。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15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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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18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燃料油（Heavy Fuel Oil）執行
模擬 24 小時（109/04/06 11:00 至 109/04/07 11: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
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海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
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18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4°18'12.90'' N，120°27'1.80'' E
 模擬起迄時間：109/04/06 11:00 至 109/04/07 11: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燃料油 / Heavy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低溶解 / 高黏度
 溢漏油量：500 公噸
 溢油時長：4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4/06 00:00 至 109/04/09 12:00）
 海溫：23℃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中浮標站）
（數據時間：109/04/06 11:00 至 109/04/07 11: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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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4/06
11:00 至 109/04/07 11: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16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東北流，流速約為 0.5 至 1.4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西南流，流速約為 0.9 至
1.5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中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示當
時朝為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4 月 06 日 12: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3/14

04 月 06 日 17: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3/15
圖 5-1-16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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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月 06 日 23: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3/15

04 月 07 日 11: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3/15
圖 5-1-16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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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17 所示。

04 月 06 日 12: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4 月 06 日 17: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17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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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月 06 日 23: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4 月 07 日 1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17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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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低潮時段開始溢漏，受沿岸往復潮流及強勁
東北風影響，溢漏後逐漸朝溢油點西南方擴散，油污漂移至大肚溪口保護礁
禁漁區、伸港保護礁禁漁區及彰濱崙尾工業區外海，04/07 03:00 時受潮流
轉置及強勁北北東風影響，油污於彰濱崙尾工業區至漢寶溪外海之間漂移，
08:00 時開始黏附彰濱鹿港工業區西北側沿岸，爾後逐漸影響至彰濱鹿港工
業區西南側及鹿港保護礁禁漁區周圍岸際，油污分布於彰濱崙尾工業區至
漢寶溪出海口西南方周圍海域。
（如表 5-1-19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20 所示），油污於海面最大擴散面積為 49.1 平方公里。由於燃料油屬重質
油料，大部分油污於擴散過程中不易揮發至大氣中。依據模擬計算結果顯示，
約 433.7 公噸（86.7%）殘留於海表面，1.5 噸（0.3%）油污黏附岸際及 64.8
公噸（13.0%）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5-1-18 所示）。

表 5-1-19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
表 5-1-20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2.7

油污量
（公噸）
1.5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109/04/07 08:00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國家公園
港口/河口
漁業資源保護區
其他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18

可能影響區域
－
漢寶溪出海口
大肚溪口保護礁禁漁區、伸港保護礁禁漁區、鹿港保護礁禁
漁區
彰濱崙尾工業區南方、彰濱鹿港工業區
433.7
0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1.5
64.8

公噸
公噸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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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19 所示，油污
溢漏 1 小時後先朝溢油點西南方漂移，6 小時後受強勁東北方風影響，油污持續朝
西南方向擴散，12 小時後逐漸朝彰濱鹿港工業區附近海域漂移，24 小時後油污黏
附彰濱鹿港工業區周圍岸際，整體而言，網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相近，詳細
模 擬 結 果 請 參 考 OILmap web 海 洋 油 污 染 擴 散 模 擬 網 路 版 系 統 （ 網 址 為 ：
http://192.83.194.97/nkust/）
，案例名稱「1090406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
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
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4 月 06 日 1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4 月 06 日 17: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19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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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月 06 日 23: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4 月 07 日 1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19

臺中港外海貨櫃輪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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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假設案例】109/05/05 新竹縣南寮漁港外海遠洋漁
船機械故障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案例與假設案例件次（篩選原則 4）以及綜合海洋污染高風險
區域（篩選原則 6）、海洋污染防治法核准從事油輸送作業場所（篩選原則
7）
，與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分區發生率（篩選原則 3）的風險指標作為選定
條件。
統計分析臺灣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北區屬發生溢油的高危險區域之
一，及依據篩選原則第 4 項，過去新竹縣過去僅執行 1 件油污染擴散模擬
案例，因此本模擬案例選擇新竹縣南寮漁港外海作模擬假設位置。假設一艘
駛離新竹縣南寮漁港之遠洋漁船，因機械故障於南寮漁港外海漂移，船上殘
2.

餘燃料油 20 公噸，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事件說明
109 年 05 月 05 日 16:00 時，一艘駛離新竹縣南寮漁港之遠洋漁船，因
機械故障於南寮漁港外海漂移（坐標 24°51'25.7''N，120°53'44.5''E，如圖 51-20），船上殘餘燃料油 20 公噸，有溢漏之虞。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20

南寮漁港外海遠洋漁船故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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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21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燃料油（Heavy Fuel Oil）執行
模擬 24 小時（109/05/05 16:00 至 109/05/06 16: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
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海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
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21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4°51'25.7''N，120°53'44.5''E
 模擬起迄時間：109/05/05 16:00 至 108/05/06 16: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燃料油 / Heavy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低溶解 / 高黏度
 溢漏油量：20 公噸
 溢油時長：2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5/05 16:00 至 109/05/06 16:00）
 海溫：24℃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新竹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05/05 16:00 至 109/05/06 16: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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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5/05
16:00 至 109/05/06 16: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21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南流，流速約為 0.3 至 0.5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北流，流速約為 0.2 至
0.4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新竹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示當
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5 月 05 日 17: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4/13

05 月 05 日 22: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4/13
圖 5-1-21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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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06 日 04: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4/14

05 月 06 日 16: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4/14
圖 5-1-21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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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22 所示。

05 月 05 日 17: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5 月 05 日 22: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22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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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06 日 04: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5 月 06 日 16: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22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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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漲潮時段開始溢漏，受沿岸往復潮流及西南
風影響，溢漏後先朝溢油點南南西方漂移，於 05/05 22:00 時，受沿岸往復
潮流轉置影響，油污轉往東北方漂移，漂移途中於 05/05 23:00 時黏附香山
濕地周圍沿岸，且逐漸影響至客雅溪出海口及南寮漁港周圍岸際，並於 05/06
03:00 時，受退潮流及微弱西南風影響，油污往東北方漂移，於 06:00 時黏
附新月沙灣北側沿岸。
（如表 5-1-22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23 所示）
，
油污於海面最大擴散面積為 7.6 平方公里。由於燃料油屬重質油料，大部分
油污於擴散過程中不易揮發至大氣中。依據模擬計算結果顯示，約 9.9 公噸
（49.5%）殘留於海表面，7.1 噸（35.5%）油污黏附岸際及 3 公噸（15.0%）
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5-1-23 所示）。

表 5-1-22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10.6

7.1

109/05/05 23:00

表 5-1-23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南寮漁港、客雅溪出海口

漁業資源保護區
其他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23

－
香山濕地、新月沙灣
9.9
0.0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7.1
3.0

公噸
公噸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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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24 所示，油污
溢漏後先朝溢油點東方漂移，1 小時後受漲潮流影響朝南南西方向漂移，6 小時後
受潮流轉置影響朝西北方向漂移，漂移途中於 8 小時後逐漸黏附香山濕地至南寮
漁港間周圍沿岸，11 小時 30 分後海表面無油污，溢油軌跡模擬結果與單機版結果
相近，網路版海表面油污消失於 11 小時 30 分後，而單機版 24 小時後還有油污在
海表面上，研判可能是圖例比例尺不同導致差異，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事件名稱
「1090505 新竹縣南寮漁港外海遠洋漁船機械故障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
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5 月 05 日 17: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5 月 05 日 2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24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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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06 日 04: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5 月 06 日 16: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24

南寮漁港外海漁船機械故障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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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兵推案例】109/12/15 多利號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
去動力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海保署指示配合執行「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應變桌面演練」
（篩選原則 2），協助提供油污染擴散路徑作為應變參考。其目的為探討台
灣中部彰化外海離岸風機附近海域發生船難事故引起的海難救助、打撈與
油污染實務問題，藉以整合協調各級政府機關、事業機構及社會團體各項資
源與應變作業程序，並使參演者瞭解我國實施海洋油污染協同應變期間，通
報動員啟動作業程序、事故現場技術運用及應變能量聯合調遣，以提升緊急
應變協同合作默契，增進共同作業效能。
本案參考「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應變桌面演練腳本」之推演情境想
定，12 月 15 日上午 8 時多利號油輪準備駛離台中港載運油料出海後，將航
行至目的地高雄港卸載，因該輪航行進入彰化航道分道航行報到點前，向左
轉向期間遇強烈東北季風加上後甲板機艙艙門未關閉，湧浪自左舷後甲板
進入機艙導致發電機故障與主機失去動力事故，假設船舶油艙殘油量為 150
公噸重燃油有溢漏之虞，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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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練情境說明
109 年 12 月 15 日 09:00 時，多利號油輪因失去動力漂流進入風場區域
範圍，09:10 時碰撞風機基樁導致左舷 3 號油艙破裂，船上裝載 150 公噸重
燃油外洩（坐標 24°11'53.00'' N，119°51'1.52.00'' E，如表 5-1-25）
，溢油期間
適逢漲潮。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25

多利號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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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24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重燃油（Heavy Fuel Oil）執行
模擬 24 小時（109/12/15 09:00 至 109/12/16 09: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
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
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24

多利號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4°11'53.00'' °N，119°51'1.52.00'' °E
 模擬起迄時間：109/12/15

09:00 至 109/12/16 09: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重燃油 / Heavy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低溶解 / 高黏度
 溢漏油量：150 公噸
 溢油時長：5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應變桌面演練之天候水文條件設定
（數據來源：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應變桌面演練之天候水文條件）
（數據時間：109/12/15 09:00 至 109/12/16 09:00）
 海溫：16℃
（數據來源：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應變桌面演練之天候水文條件）
（數據時間：109/12/15 09:00 至 109/12/16 09: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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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12/15
09:00 至 109/12/16 09: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26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北北東流，流速約為 0.3 至 0.8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南流，流速約為 0.2 至
0.7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鹿港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示當
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12 月 15 日 10: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11/01

12 月 15 日 15: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11/01
圖 5-1-26

多利輪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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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 21: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11/01

12 月 16 日 09: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11/02
圖 5-1-26

多利輪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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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27 所示。

12 月 15 日 10: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2 月 15 日 15: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27

多利輪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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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 2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2 月 16 日 09: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27

多利輪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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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2.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漲潮時段開始溢漏，受沿岸往復潮流及強勁
東北風影響，溢漏後逐漸朝溢油點西南方擴散，油污漂移至澎湖縣目斗嶼至
大門礁西北方周圍海域，且漂移途中無黏附岸際。
（如表 5-1-25 所示，可能
影響區域如表 5-1-26 所示）
，油污於海面最大擴散面積為 92.7 平方公里。由
於重燃油屬重質油料，油污於擴散過程中不易揮發至大氣中。依據模擬計算
結果顯示，約 128.3 公噸（85.5%）殘留於海表面及 21.7 噸（14.5%）揮發
至大氣中（如圖 5-1-28 所示）。
表 5-1-25

多利號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

－

－

備註：預測油污無影響岸際
表 5-1-26

多利號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28

128.3
0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0
21.7

公噸
公噸

多利號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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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29 所示，油污
溢漏 1 小時後先朝溢油點西南方漂移，6 小時後受強勁東北方風影響，油污持續朝
西南方向擴散，逐漸朝澎湖縣北方海域漂移，且漂移途中無黏附岸際，因油膜厚度
顯示比例與單機版不盡相同，故於 24 小時之後海面上無油污顯示，其模擬結果與
單機版結果大致上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
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1091215 多利輪油輪
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
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12 月 15 日 1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2 月 15 日 15: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29

多利輪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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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 2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2 月 16 日 09: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29

多利輪油輪於彰化縣外海失去動力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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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海污案例】109/06/04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
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06/04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執行油
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案例中。
本案例於 06 月 05 日接獲海保署通報，研究團隊遂依據現場油污染分
布狀況，以模式回推可能油污染來源及時間分布，支援應變指揮單位偵搜油
污染排放源，共計提送 1 份油污染溯源模擬報告，彙整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
件報告，呈現如后。

2.

事件說明
109 年 06 月 05 日 11:28 時接獲通報，通報內文顯示，06 月 04 日 17:00
時，於中山大學海灘（西子灣海水浴場，約略坐標 22°37'32.6"N 120°15'48.1"E，
如圖 5-1-30）發現油污染。

圖片來源：Google 衛星地圖

圖 5-1-30

中山大學海灘油污染影響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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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27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參考應變期間油污染分布狀況，
使用 OILmap 模式溯源模組，假設自 06/04 17:00 時中山大學海灘開始受到油污染，
設定模擬情境回推 8 小時（109/06/04 17:00 至 109/06/04 09: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
及表面海流影響，推測溯源期間內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
表 5-1-27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條件
 溯源起始時間：109/06/04 17:00
 溯源模擬時長：8 小時（回溯至 109/06/04 09: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重燃油 / Heavy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低溶解 / 高黏度
 溢漏油量：1 公噸
 溢油時長：0 小時（假設瞬間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6/03 20:00 至 109/06/07 08:00）
 海溫：30℃
（數據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高雄潮位站溫度統計值）
（數據時間：109/06/04 09:00 至 109/06/04 17:00）
 海岸類型：沙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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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油污染溯源模擬。109/06/04
09:00 至 109/06/04 17: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31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南流，流速約為 0.08 至 0.36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北流，流速約為 0.02 至
0.26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示
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6 月 04 日 16:30 時－海流預測圖（油污到達海岸前 30 分鐘）；陰曆 閏 04/13

06 月 04 日 16:00 時－海流預測圖（油污到達海岸前 1 小時）；陰曆 閏 04/13
圖 5-1-31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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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04 日 13:00 時－海流預測圖（油污到達海岸前 4 小時）；陰曆 閏 04/13

06 月 04 日 09:00 時－海流預測圖（油污到達海岸前 8 小時）；陰曆 閏 04/13
圖 5-1-31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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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溯源模擬：
1.

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重燃油洩漏於中山大學海灘，回推過去某一時間
點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響可能發生油污洩漏位置，模擬 8 小時可能發
生油污洩漏位置分布結果如圖 5-1-5 所示。

06 月 04 日 16:30 時－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油污到達海岸前 30 分鐘）

06 月 04 日 16:00 時－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油污到達海岸前 1 小時）
圖 5-1-32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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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04 日 13:00 時－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油污到達海岸前 4 小時）

06 月 04 日 09:00 時－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油污到達海岸前 8 小時）
圖 5-1-32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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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概述
由圖 5-1-32 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圖中紅色點代表污染源的可能
位置）可知，可能油污染源最遠可回推至左營港西南方外海約 2.0 公里處，
爾後可能油污染來源軌跡延高雄沿岸南下，向中山大學海灘行進；回推 8 小
時至回推 4 小時期間(06/04 09:00 至 13:00)可於左營港西南方外海約 2.0 公
里處至柴山小漁港間海域，發現可能油污染來源位置；回推 4 小時至 30 分
鐘期間（06/04 13:00 至 17:00），可能油污染來源位置，分布於柴山小漁港
至中山大學海灘間外海海域。
依據溯源模擬結果與宿命模式分析油污擴散漂移軌跡，查察溢油模擬
影響範圍與實際通報油污染影響範圍趨勢是否吻合。06/04 09:00 至 13:00 期
間，受西北風及向南之海流影響，若油污染來源位置為左營港西南方外海，
油污主要會影響左營港至柴山小漁港間周圍岸際，而油污染來源位置為柴
山小於港周圍，油污主要影響範圍為柴山小漁港至中山大學海灘周圍岸際；
若自 06/04 13:00 至 17:00 期間由柴山小漁港至中山大學海灘為可能污染來
源，油污會影響中山大學海灘，亦會擴大影響至高雄港第一港口及旗津海水
浴場。
通報內容顯示於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根據溯源模擬結果，挑選 06/04
09:00 於柴山小漁港西北方外海約 0.6 公里處（22°38'46.7"N，120°14'48.6"E）
之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為模擬對象，詳細模擬結果如后。
相關單位在後續處理上，可透過追溯模擬反推於不同時間下的可能油
污溢漏來源位置，並比對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於同一時間內通過該處
的船隻，藉以釐清可能造成污染的事故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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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污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8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33 所示。

06 月 04 日 10: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陰曆 閏 04/13

06 月 04 日 11: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2 小時後）；陰曆 閏 04/13
圖 5-1-33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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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04 日 13: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4 小時後）；陰曆 閏 04/13

06 月 04 日 17: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8 小時後）；陰曆 閏 04/13
圖 5-1-33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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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8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若船隻於 06 月 04 日 09:00 時洩油，油污適逢漲潮時段開始溢漏，受潮
流及西北風影響，溢漏油污往洩漏位置南南東方擴散，並隨即黏附柴山小漁
港周圍岸際，爾後油污持續向東南方漂移，影響柴山秘境沙灘及西子灣小自
然秘境沙灘，於 12:00 時開始影響中山大學海灘（如表 5-1-28 所示，可能影
響區域如表 5-1-29 所示），油污於海面最大擴散面積為 0.5 平方公里。由於
重燃油屬重質油料，於擴散過程中不易揮發至大氣中，約 0.9 公噸（90.0%）
黏附岸際及 0.1 公噸（10.0%）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5-1-34 所示）。
表 5-1-28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邊
日期時間

－

2.9

0.9

109/06/04 09:00

表 5-1-29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柴山小漁港

漁業資源保護區
其他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34

－
柴山秘境沙灘、西子灣小自然秘境沙灘及中山大學海灘
－
－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0.9
0.1

公噸
公噸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溢油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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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重燃油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35 所示，
溢漏後隨即黏附柴山小漁港，並逐漸向南影響柴山秘境沙灘、西子灣小自然秘境沙
灘及中山大學海灘，模擬結果與單機版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
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
「1090604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
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6 月 04 日 1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6 月 04 日 1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 小時後）
圖 5-1-35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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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04 日 13: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4 小時後）

06 月 04 日 17: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8 小時後）
圖 5-1-35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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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36

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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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通報案例】109/06/04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
油污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06/04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
執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針對 06 月 05 日接獲海保署通報，提供重油之油污染擴散模擬
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共計提送 1 份油污
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彙整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件報告。

2.

事件說明
針對 109 年 06 月 05 日中山大學海灘發現油污染事件，假設高雄二港
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坐標 22°31'21.9''N，120°17'7.8''E，如圖 5-1-37，
是否影響中山大學海灘。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37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發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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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30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重燃油（Heavy Fuel Oil）執行
模擬 24 小時（109/06/04 10:25 至 109/06/05 10:25）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
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
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30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2°31'21.9''N，120°17'7.8''E
 模擬起迄時間：109/06/04 10:25 至 109/06/05 10:25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重燃油 / Heavy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低溶解 / 高黏度
 溢漏油量：1.0 公噸
 溢油時長：0 小時（假設瞬間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6/03 20:00 至 109/06/07 08:00）
 海溫：30℃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06/04 10:25 至 109/06/05 10:25）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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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6/04
10:25 至 109/06/05 10:25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38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流，流速約為 0.01 至 0.10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流，流速約為 0.10
至 0.30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
示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6 月 04 日 11:25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潤 04/13

06 月 04 日 16:25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潤 04/13
圖 5-1-38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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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04 日 22:25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潤 04/13

06 月 05 日 10:25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潤 04/14
圖 5-1-38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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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39 所示。

06 月 04 日 11:25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6 月 04 日 16:25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39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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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04 日 22:25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6 月 05 日 10:25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39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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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2.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退潮時段開始溢漏，受微弱潮流及北北西風
影響，溢漏後油污朝溢油點東南方漂移，爾後受微弱潮流及北北西轉西北西
風，油污於鳳鼻頭漁港及中芸漁港外海往復漂移（如表 5-1-31 所示，可能
影響區域如表 5-1-32 所示）。油污於海表面擴散可達 10.26 平方公里。由於
燃料油屬重質油料，大部分油污於擴散過程中不易揮發至大氣中，約 0.8 公
噸（80.0%）殘留於海表面，及 0.2 公噸（20.0%）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5-140 所示）。
表 5-1-31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

－

－

備註：無油污影響岸際
表 5-1-32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40

0.8
0.0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0.0
0.2

公噸
公噸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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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41 所示，油污
溢漏後朝東南方漂移，爾後受微弱潮流及北北西轉西北西風，油污於鳳鼻頭漁港及
中芸漁港外海往復漂移。惟網路版顯示油膜範圍較單機版小，網路版顯示之黃色油
膜影響範圍實屬少量難以以肉眼判識油污；網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
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
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1090318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
污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
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6 月 04 日 11:25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6 月 04 日 16:25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41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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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04 日 22:25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6 月 05 日 10:25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41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143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42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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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8：【通報案例】109/06/09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
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06/09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執行油污
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案
例中。
本案例於 06 月 09 日接獲海保署通報，提供汽油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
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共計提送 1 份油污染
2.

擴散模擬預報單，彙整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件報告。
事件說明
109 年 05 月 27 日 20:00 時，台灣中油公司澎湖馬公加油站管理人員發
現油槽存量異常約 20 公秉，根據通報油槽中汽油洩漏至澎湖馬公第二漁港
（坐標 23.5656171°N，119.5704287°E，如圖 5-1-43），為支援應變指揮單位
掌握現場狀況提供汽油 20 公秉溢油模擬結果。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43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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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33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汽油（Gasoline）執行模擬 72 小
時（109/05/27 20:00 至 109/05/30 20: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可能
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及溢
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33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3.5656171 °N，119.5704287 °E
 模擬起迄時間：109/05/27

20:00 至 109/05/30 20: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汽油 / Gasoline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低黏度
 溢漏油量：20 公秉
 溢油時長：72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5/27 20:00 至 109/05/30 20:00）
 海溫：27℃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澎湖浮標站）
（數據時間：109/05/27 20:00 至 109/05/30 20: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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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5/27
20:00 至 109/05/30 20: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44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4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3/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澎湖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
示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5 月 27 日 21: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4/05

05 月 28 日 02: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4/06
圖 5-1-44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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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28 日 20: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4/06

05 月 30 日 20:00 時－海流預測圖（72 小時後）；陰曆 04/08
圖 5-1-44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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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72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45 所示。

05 月 27 日 21: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5 月 28 日 02: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45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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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28 日 2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05 月 30 日 2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72 小時後）
圖 5-1-45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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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72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若油槽發生溢油，油污適逢低平潮時段開始溢漏，受往復潮流及微弱的
風影響，溢漏後油污於溢油點周圍擴散，並隨即黏附馬公第二漁港周為沿岸，
並逐漸擴散至馬公第三漁港，於 05/27 21:30 時，黏附馬公第三漁港周圍沿
岸，爾後，於 05/28 03:30 時，少部分肉眼無法判識之油污黏附於案山漁港
周圍沿岸，並於 03:30 後，海表面上已無油污殘留，並於 21:30 時，黏附岸
際之油污已全數揮發至大氣中（如表 5-1-34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35 所示）
。油污於海表面擴散可達 4.1 平方公里。由於汽油屬輕質油料，擴
散過程中容易揮發至大氣中，72 小時後油污全數揮發至大氣中。
（如圖 5-146 所示）。

表 5-1-34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秉）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2.2

1.1

109/05/27 20:30

表 5-1-35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馬公第二漁港、馬公第三漁港、案山漁港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46

0.0
0.0

公秉
公秉

 岸 際：
 大氣中：

0.0
20.0

公秉
公秉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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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47 所示，油污
溢漏後朝溢油點周圍擴散，並隨即黏附馬公第二漁港周圍沿岸，爾後，少部分肉眼
無法判識之油污黏附於案山漁港周為沿岸，於 05/27 22:00 時，海表面上已無油污
顯示。惟網路版顯示油膜範圍較單機版小，網路版顯示之黃色油膜影響範圍實屬少
量難以肉眼判識油污；整體而言，網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
果 請 參 考 OILmap web 海 洋 油 污 染 擴 散 模 擬 網 路 版 系 統 （ 網 址 為 ：
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內之油污染
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
統操作手冊。

05 月 27 日 2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5 月 28 日 0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47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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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月 28 日 2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05 月 30 日 2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72 小時後）
圖 5-1-47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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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48

澎湖第二漁港油槽洩漏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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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9：【通報案例】109/06/15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
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06/15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執行油
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案例中。
本案例於 06 月 15 日接獲海保署通報，提供柴油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
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共計提送 1 份油污染
擴散模擬預報單，彙整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件報告。

2.

事件說明
109 年 06 月 15 日 17:00 時，屏東縣新園鄉鹽埔漁港 4 艘漁船 6 艘膠筏
停放於港邊不明原因起火（約略坐標 22.4713092°N，120.4372777°E，如圖 51-49）
，根據通報推估漁船總油量約 17 公噸，有溢漏之虞。本案例中假設漁
船用油為柴油，提供柴油 17 公噸溢油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掌握現場
狀況。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49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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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36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柴油（Diesel）執行模擬 24 小
時（109/06/15 17:00 至 109/06/16 17: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可能
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及溢
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36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2.4713092°N，120.4372777°E
 模擬起迄時間：109/06/15 17:00 至 109/06/16 17: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柴油 / Diesel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高溶解 / 低黏度
 溢漏油量：17 公噸
 溢油時長：1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6/15 17:00 至 109/06/16 17:00）
 海溫：30℃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東港浮標站）
（數據時間：109/06/15 17:00 至 109/06/16 17: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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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6/15
17:00 至 109/06/16 17: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50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流，流速約為 0.1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流，流速約為 0.1m/s。海流
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東港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示當時潮位可與
當時海流比對。

06 月 15 日 18: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4/24

06 月 15 日 23: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4/24
圖 5-1-50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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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16 日 05: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4/25

06 月 16 日 17: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4/25
圖 5-1-50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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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51 所示。

06 月 15 日 18: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6 月 15 日 23: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51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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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16 日 05: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6 月 16 日 17: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51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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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模擬結果顯示，油污適逢退潮時段開始溢漏，因溢漏地點位於鹽埔漁港
內潮流較弱，油污溢漏後受潮流及西北西至西北風影響，先於溢油點周圍擴
散，隨即黏附鹽埔漁港東南方岸際，並逐漸向鹽埔漁港港口方向擴散，於
06/16 05:30 受東北風影響，油污朝溢油點西南方擴散，逐漸黏附鹽埔漁港
港口周圍岸際（如表 5-1-37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38 所示）
。油污於
海表面擴散可達 0.15 平方公里。由於柴油屬輕質油料，擴散過程中容易揮
發至大氣中，約 1.6 公噸（9.4%）油污黏附岸際，5.1 公噸（30%）殘留於海
面上，0.5 公噸（2.9%）因擾動混入於水中及 9.8 公噸（57.7%）揮發至大氣
中（如圖 5-1-52 所示）。

表 5-1-37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1.14

17

109/06/15 17:00

表 5-1-38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鹽埔漁港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52

5.1
0.5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1.6
9.8

公噸
公噸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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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53 所示，油污
溢漏後朝南南西方漂移，於 06/15 20:00 時，海表面上已無殘留油污。惟網路版顯
示油膜範圍較單機版小，網路版顯示之黃色油膜影響範圍實屬少量難以以肉眼判
識油污；整體而言，網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
，
案例名稱「1090615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
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6 月 15 日 18: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6 月 15 日 23: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53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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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16 日 05: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6 月 16 日 17: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53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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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54

屏東縣鹽埔漁港火燒漁船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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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0：
【通報案例】109/06/20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
跡油污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06/20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
件」執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
染擴散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於 06 月 20 日接獲海保署通報，研究團隊遂依據現場油污染分
布狀況，利用 OILmap 溯源模式（Backtracking Model）回推油污可能的來源
位置及時間分布，支援應變指揮單位偵搜油污染排放源，共計提送 1 份油污
染溯源模擬報告，彙整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件報告，呈現如後。

2.

事件說明
中央大學判釋歐盟 Sentinel-2 光學衛星，於臺灣時間 109 年 06 月 19 日
10 時 26 分 01 秒之影像，發現高雄市外海出現 3 處異常軌跡油污，離岸約
4.8 公里，坐標分別為(1) 22.436666°N，120.391712°E、(2) 22.419059°N，
120.371414°E、(3) 22.426604°N，120.360791°E，如圖 5-1-55。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55

圖片來源：國立中央大學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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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39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參考應變期間油污染分布狀況，
使用 OILmap 溯源模式（Backtracking Model）
，假設自 06/19 10:30 時三處異常油污
軌跡處，設定模擬情境回推 24 小時（109/06/19 10:30 至 109/06/18 10:30）海水表
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推測溯源期間內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
表 5-1-39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溯源起始時間：109/06/19 10:30
 溯源模擬時長：24 小時（回溯至 109/06/18 10:3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柴油 / Diesel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高溶解 / 低黏度
 溢漏油量：30 公噸
 溢油時長：0 小時（假設瞬間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6/16 14:00 至 109/06/20 02:00）
 海溫：20℃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06/18 10:30 至 109/06/19 10:3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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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6/18
10:30 至 109/06/19 10:3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56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流，流速約為 0.01 至 0.10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流，流速約為 0.10
至 0.30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
示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6 月 19 日 09:30 時－海流預測圖（油污到達異常軌跡前 1 小時）；陰曆 04/28

06 月 19 日 00:30 時－海流預測圖（油污到達異常軌跡前 10 小時）；陰曆 04/28
圖 5-1-56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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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18 日 23:30 時－海流預測圖（油污到達異常軌跡前 11 小時）；陰曆 04/27

06 月 18 日 10:30 時－海流預測圖（油污到達異常軌跡前 24 小時）；陰曆 04/27
圖 5-1-56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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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溯源模擬：
1.

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柴油洩漏於三處異常油污軌跡處，回推過去某一
時間點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響可能發生油污洩漏位置，模擬 24 小時
可能發生油污洩漏位置分布結果如圖 5-1-57 所示。

06 月 19 日 09:30 時－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油污到達異常軌跡前 1 小時）

06 月 19 日 00:30 時－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油污到達異常軌跡前 10 小時）
圖 5-1-57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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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18 日 23:30 時－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油污到達異常軌跡前 11 小時）

06 月 18 日 10:30 時－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油污到達異常軌跡前 24 小時）
圖 5-1-57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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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概述
針對歐盟光學衛星影像判釋結果疑義，使用 OILmap 油污染溯源模式
進行可能之污染源追蹤。以發現油污時間設定為溯源起始時間，並依據建立
海氣象參數及假設油污染條件，如油品種類、油品溢漏時長等回推可能之油
污染源位置。根據圖 5-1-57 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圖（圖中紅色點代表污
染源的可能位置）可知，可能油污染源最遠可回推至異常軌跡 3 西方，爾後
持續向東往異常軌跡 1 及 2 行進，利用三處異常油污軌跡行進重疊處研判，
最有可能的發生時間為 109/06/18 23:30 時至 06/19 01:30 時，於鹽埔漁港西
南方外海約 5.6 公里處附近發生船隻油污洩漏。
挑選 06/19 00:30 時於鹽埔漁港西南方外海約 5.6 公里處(坐標 22.43949
°N, 120.39807°E)之可能油污溢漏來源位置為模擬對象，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查察溢油模擬影響範圍與實際通報油污染影響範圍趨勢是否吻合，藉以確
認油污染溯源模擬結果具有參考價值。
相關單位在後續處理上，可透過追溯模擬反推於不同時間下的可能油
污溢漏來源位置，並比對船舶自動辨識系統（AIS）於同一時間內通過該處
的船隻，藉以釐清可能造成污染的事故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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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經 OILmap 軌跡及宿命模式模擬油污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
與海溫影響，假設 109/06/19 00:00 時，於鹽埔漁港西南方外海約 5.6 公里處
(坐標 22.43949°N, 120.39807°E)位置洩漏柴油，模擬 11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
圖 5-1-58 所示。

06 月 19 日 01: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陰曆 04/28

06 月 19 日 03: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3 小時後）；陰曆 04/28
圖 5-1-58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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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月 19 日 07: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7 小時後）；陰曆 04/28

06 月 19 日 10:3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0.5 小時後）；陰曆 04/28
圖 5-1-58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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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概述

2.

若船隻於 06 月 19 日 00:00 時洩油，油污適逢低平潮時段開始溢漏，受
潮流影響，溢漏油污往洩漏位置西南西擴散，第 10.5 小時後 06 月 19 日
10:30 時左右，三處異常油污軌跡處模擬出現油污無論時間及位置均吻合，
且漂移途中無黏附岸際（如表 5-1-40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41 所示）
，
油污於海面最大擴散面積為 11.2 平方公里。由於柴油屬輕質油料，擴散過
程中容易揮發至大氣中。依據模擬計算結果顯示，約 16.9 公噸（56.3%）殘
留於海表面及 13.1 公噸（43.7%）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5-1-59 所示）。
表 5-1-40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柴油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

－

－

備註：油污無影響岸際
表 5-1-41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59

16.9
－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
13.1

公噸
公噸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柴油油品隨時間質量平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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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66 所示，油污
溢漏後朝西南西方漂移，於 06 月 19 日 10:30 時與三處異常油污軌跡時間及位置均
吻合，而網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
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
，案例名稱「1090620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
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6 月 19 日 0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6 月 19 日 03: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3 小時後）
圖 5-1-60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175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06 月 19 日 07: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7 小時後）

06 月 19 日 10: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0.5 小時後）
圖 5-1-41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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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61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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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1：
【通報案例】109/08/24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
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08/24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執
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
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應變期間自 08 月 24 日至 08 月 25 日（共 2 天），08 月 24 日及
25 日提供重原油 2 種油量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並於 08 月 25 日 09:53
時，依據通報資訊更新油品種類為輕原油，提供輕原油 3 種油量之油污染擴
散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共計提送 7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摘要模擬成果如表 5-1-42 所示，完整事件報告
截取 08 月 25 日更新最新油料資訊為輕原油，並參考現場預估洩漏油量 4
公秉之模擬成果呈現如後。
表 5-1-42

模擬
日期
08/24

08/25

油品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模擬成果摘要表
油量
（公秉）

海流 1

風場 2

潮汐 3

重原油

2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南至東南風

高平潮

重原油

6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南至東南風

高平潮

重原油

2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北至北北東風

漲潮

重原油

6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北至北北東風

漲潮

輕原油

2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北至北北東風

漲潮

輕原油

4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北至北北東風

漲潮

輕原油

6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北至北北東風

漲潮

備註：
1. 海流採用 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2. 風場採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3. 潮汐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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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說明
109 年 8 月 24 日 08:08 時接獲通報，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坐標
22.496278°N，120.277917°E，如圖 5-1-62），於 08 月 23 日 22:50 時執行原
油輸送作業時，發生輸油管破裂，導致輸送之原油外洩，根據通報油管內殘
油 50 公噸，有溢漏之虞。依據海保署指示，08 月 24 日及 25 日提供重原油
2 公秉及 60 公秉，08 月 25 日更新最新油料資訊為輕原油後，提供輕原油 2
公秉、4 公秉及 60 公秉溢油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掌握現場狀況。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62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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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43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輕原油（Light Crude Oil）執行
模擬 24 小時（109/08/25 10:00 至 109/08/26 10: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
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
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43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2.496278°N，120.277917°E
 模擬起迄時間：109/08/25 10:00 至 109/08/26 10: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輕原油 / Light Crude Oil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高溶解 / 低黏度
 溢漏油量：4 公秉
 溢油時長：瞬時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08/23 18:00 至 109/08/27 06:00）
 海溫：32℃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馬祖浮標站）
（數據時間：109/08/25 10:00 至 109/08/26 10: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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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08/25
10:00 至 109/08/26 10: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63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流，流速約為 0.1 至 0.3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流，流速約為 0.1 至
0.2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馬祖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示當
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8 月 25 日 11: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7/07

08 月 25 日 15: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7/07
圖 5-1-63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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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月 25 日 22: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7/07

08 月 26 日 10: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7/08
圖 5-1-63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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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64 所示。

08 月 25 日 11: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8 月 25 日 15: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64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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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月 25 日 22: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8 月 26 日 10: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64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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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漲潮時段開始溢漏，受往復潮流及西北風影
響，溢漏後油污朝西北方漂移，於 08/25 14:30 時，受潮流轉置及風向轉為
偏西南風影響，油污朝東北方漂移，18:00 時油污開始黏附洲際二期防波堤
西南方周圍沿岸，並於 20:00 時油污逐漸黏附至鳳鼻頭漁港周圍岸際，爾後，
油污於鳳鼻頭漁港間外海海域漂移（如表 5-1-44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45 所示）。溢漏 24 小時後，油污於海表面擴散可達 4.04 平方公里。由
於輕原油屬輕質油料，擴散過程中容易揮發至大氣中，約 0.1 公秉（2.5%）
殘留於海表面，0.7 公秉（17.5%）因擾動混入海水中，1.5 公秉（37.5%）油
污黏附岸際及 1.7 公秉（42.5%）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5-1-65 所示）。

表 5-1-44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秉）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8.1

7.23

109/08/25 18:00

表 5-1-45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其他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65

鳳鼻頭漁港周圍岸際
洲際二期防波堤西南方周圍沿岸

0.1
0.7

公秉
公秉

 岸 際：
 大氣中：

1.5
1.7

公秉
公秉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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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66 所示，油污
溢漏後朝西北方漂移，18:00 時油污擴散至洲際二期防波堤西南方周圍沿岸，並逐
漸影響至鳳鼻頭漁港周圍岸際，爾後，油污於鳳鼻頭漁港間外海海域漂移。整體而
言，網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
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
，案例名稱「1090824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
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8 月 25 日 1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8 月 25 日 15: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66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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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月 25 日 2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8 月 26 日 1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66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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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67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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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2：
【通報案例】109/10/12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
進水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篩選原則

1.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10/12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
執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應變期間自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6 日（共 5 天）
，每日提供油污
染擴散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共計提
送 6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摘要模擬成果如表 5-1-46 所示，完整事件
報告截取 10 月 13 日之模擬成果呈現如後。
表 5-1-46
模擬
日期

油品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模擬成果摘要表
油量
（公噸）

海流 1

風場 2

潮汐 3

10/12

柴油

65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北北西風

退潮

10/12

重燃油

4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北風

退潮

10/13

重燃油

4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北風

退潮

10/14

重燃油

4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北風

退潮

10/15

重燃油

4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風

退潮

10/16

重燃油

4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西風

高平潮

備註：
1. 海流採用 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2. 風場採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3. 潮汐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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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件說明
109 年 10 月 12 日 07 時 31 分，接獲海保署通報，獅子山共和國籍多功
能船「志海 8 號」船機艙進水傾斜，位置約在高雄港 1 港口西北方約 3.9 浬
處，根據通報船隻存油約 65 公噸柴油，並依據 10 月 12 日之通報資訊，更
新坐標資訊及油品，設定溢漏地點為 22°34'42''N，120°17'21''E（如圖 5-1-68）
，
船隻存油約 40 公噸燃料油，有溢漏之虞。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68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溢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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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47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假設燃料油為重燃油（Heavy Fuel
Oil）
，執行模擬 24 小時（109/10/13 10:00 至 109/10/14 10: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
表面海流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
中隨時間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47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2°34'42''N，120°17'21''E
 模擬起迄時間：109/10/13 10:00 至 109/10/14 10: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重燃油 / Heavy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高黏度
 溢漏油量：40 公噸
 溢油時長：4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10/13 10:00 至 109/10/14 10:00）
 海溫：32℃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10/13 10:00 至 109/10/14 10: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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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10/13
10:00 至 109/10/14 10: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69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3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2/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
示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10 月 13 日 11:00 時 － 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8/27

10 月 13 日 16:00 時 － 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8/27
圖 5-1-69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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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 22:00 時 － 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8/27

10 月 14 日 10:00 時 － 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8/28
圖 5-1-69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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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70 所示。

10 月 13 日 11:00 時 －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0 月 13 日 16:00 時 －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70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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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 22:00 時 －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0 月 14 日 10:00 時 －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70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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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2.

若船隻發生溢油，污適逢退潮時段開始溢漏，受潮流及西北風影響，溢
漏後油污隨即黏附旗津六號公園周圍沿岸，並於 10/14 01:00 時，油污黏附
高雄港第二港口北側防波堤周圍岸際，爾後受偏北風及潮流轉置影響，於
10/14 07:00 時，油污逐漸轉往溢漏點之西南方擴散，途中黏附高雄港第二
港口南側防波堤堤頭及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防波堤周圍岸際，溢油 24 小時
後，油污分布於旗津六號公園防坡堤周圍岸際至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間外
海海域（如表 5-1-48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49 所示）
。油污於海表面
擴散可達 12.6 平方公里。由於重燃油屬重質油料，擴散過程中不易揮發至
大氣中，24 小時後約 24.3 公噸（60.8%）殘留於海表面，10.4 公噸（26.0%）
油污黏附岸際及 5.3 公噸（13.2%）揮發至大氣中。（如圖 5-1-71 所示）。
表 5-1-48

表 5-1-49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4.2

10.4

109/10/13 10:30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高雄港第二港口防波堤、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防波堤

漁業資源保護區
其他

旗津六號公園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71

－

0.6
0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1.8
0.6

公噸
公噸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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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72 所示，油污
朝溢油點東南方擴散，並隨即黏附黏附旗津六號公園周圍沿岸，並於 10/13 21:30
時，受西北風影響，油污黏附高雄港第二港口北側防波堤周圍岸際。整體而言，網
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109OCA-獅
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
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10 月 13 日 1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0 月 13 日 16: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72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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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 2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0 月 14 日 1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72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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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73

獅子山共和國籍志海 8 號船艙進水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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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3：
【通報案例】109/10/20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
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10/20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執行
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
擬案例中。
本案例於 10 月 20 日接獲海保署通報，提供燃料油之油污染擴散模擬
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共計提送 1 份油污
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彙整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件報告。

2.

事件說明
109 年 10 月 20 日 00:22 時接獲通報，臺中港內船舶台安 2 號於 19 日
中午，碰撞 29 號與 30 號碼頭轉角（坐標 24°16.632' N，120°31.068' E，如圖
5-1-74）
，致船內 1 只自用油艙（內含 28 公秉燃料油）破損，根據通報洩漏
量約 3 公秉，非貨油艙破損漏油。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74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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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50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低硫燃料油（Low Sulfur Fuel
Oil）執行模擬 24 小時（109/10/19 12:30 至 109/10/20 12:3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
表面海流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
中隨時間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50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4°16.632' N，120°31.068' E
 模擬起迄時間：109/10/19 12:30 至 109/10/20 12:3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低硫燃料油 / Low Sulfur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高黏度
 溢漏油量：3 公秉
 溢油時長：2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10/19 12:30 至 109/10/20 12:30）
 海溫：25℃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中港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10/19 12:30 至 109/10/20 12:3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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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10/19
12:30 至 109/10/20 12:3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75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東北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4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西南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4/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中港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
顯示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10 月 19 日 13:30 時 － 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9/03

10 月 19 日 18:30 時 － 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9/03
圖 5-1-75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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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00:30 時 － 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9/04

10 月 20 日 12:30 時 － 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9/04
圖 5-1-75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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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76 所示。

10 月 19 日 13:30 時 －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0 月 19 日 18:30 時 －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76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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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00:30 時 －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0 月 20 日 12:30 時 －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76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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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若船隻發生溢油，污適逢退潮時段開始溢漏，受往復潮流及強勁北北東
風影響，溢漏後油污朝溢油點周圍擴散，於 10/19 13:30 時，開始黏附臺中
港中南突提區周圍沿岸，並於 14:30 時，受強勁北北東風影響，油污轉往南
南西方向漂移，漂移途中黏附臺中港西碼頭區，逐漸影響至臺中港工業專業
區（III）及工業專業區（I）周圍沿岸（如表 5-1-51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
表 5-1-52 所示）。油污於海表面擴散可達 4.5 平方公里。由於低硫燃料油屬
重質油料，擴散過程中不易揮發至大氣中，24 小時後約 0.6 公秉（20.0%）
殘留於海表面，1.8 公秉（60.0%）油污黏附岸際及 0.6 公秉（20.0%）揮發
至大氣中。（如圖 5-1-77 所示）。

表 5-1-51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秉）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5.9

0.6

109/10/19 13:30

表 5-1-52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臺中港中南突提、臺中港西碼頭區、臺中港工業專業區
（III）、臺中港工業專業區（I）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77

0.6
0

公秉
公秉

 岸 際：
 大氣中：

1.8
0.6

公秉
公秉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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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78 所示，油污
朝溢油點西南漂移，並隨即黏附黏附臺中港中南突提區周圍沿岸，並於 10/19 14:30
時，受東北風影響，油污黏附臺中港西碼頭區，並逐漸影響至臺中港工業專業區
（III）、工業專業區（I）及工業專業區（III）周圍沿岸。整體而言，網路版與單
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
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109OCA-臺中港內台
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
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10 月 19 日 13: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0 月 19 日 18: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78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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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 00: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0 月 20 日 12: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78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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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79

臺中港內台安 2 號碰撞碼頭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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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4：
【通報案例】109/10/24 吐瓦魯籍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篩選原則

1.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10/24 吐瓦魯籍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
外海沉沒事件」執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
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應變期間自 10 月 24 日至 10 月 29 日（共 6 天），10 月 24 日及
25 日提供柴油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10 月 25 日（第 2 報）至 10 月 29 日
提供重燃油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
與決策參考。共計提送 7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摘要模擬成果如所表
5-1-53 示。另於應變期間有油污洩漏，彙整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件報告，呈
現如後。
表 5-1-53
模擬
日期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模擬成果摘要表

油品

油量
（公升）

海流 1

風場 2

潮汐 3

柴油

36,00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北北東至東北風

退潮

柴油

36,00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北北西至北北東

低平潮

重燃油

8,00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北北西至北北東

低平潮

10/26

重燃油

8,00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北北東至東北風

低平潮

10/27

重燃油

8,00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北至北北東風

退潮

10/28

重燃油

8,00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北北東至東北風

退潮

10/29

重燃油

8,000

西北至東南往復潮流

北北東至東北風

退潮

10/24
10/25

備註：
1. 海流採用 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2. 風場採用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3. 潮汐參考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小琉球潮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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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說明
109 年 10 月 24 日時，海歷拖船「SALVAGE ACE」拖帶之吐瓦魯籍
「SEATRAN FERRY 12」因海象不佳沉斷纜沒於高雄外海西南方距岸約 28
海浬處（座標 22°17’3’’N，119°53’57’’，如圖 5-1-80）
，根據通報船隻殘餘柴
油 36,000 公升，有溢漏之虞。
依據國搜中心 10 月 25 日通報，直升機於小琉球西南西方 21 海浬處發
現油污（範圍約長 2 公里、寬 30 公尺）
，並參考前一日模擬之風化結果，及
考量柴油洩漏後經長時間風化作用，柴油中易揮發之成分已揮發至大氣中，
剩餘黏度較大之成分於海水中，因此變更模擬油料為黏度較大之重燃油
8,000 公升。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80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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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54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重燃油（Heavy Fuel Oil）執行
模擬 5 天（109/10/25 09:00 至 109/10/29 09: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
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
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54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2°17’3’’N，119°53’57’’E
 模擬起迄時間：109/10/25 09:00 至 109/10/29 09: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重燃油 / Heavy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低溶解 / 高黏度
 溢漏油量：8,000 公升
 溢油時長：瞬時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10/25 09:00 至 109/10/29 09:00）
 海溫：29℃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小琉球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10/25 09:00 至 109/10/29 09: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Google 衛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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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11/01
09:30 至 109/11/02 09:3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81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流，流速約為 0.01m/s 至 0.08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流，流速約為
0.02m/s 至 0.06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小琉球潮位站預測潮
位，紅點顯示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10 月 25 日 21: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9/09

10 月 26 日 09: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9/10
圖 5-1-81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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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 09:00 時－海流預測圖（48 小時後）；陰曆 09/11

10 月 30 日 09:00 時－海流預測圖（120 小時後）；陰曆 09/14
圖 5-1-81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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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82 所示。

10 月 25 日 21: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0 月 26 日 09: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82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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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 09: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48 小時後）

10 月 30 日 09: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0 小時後）
圖 5-1-82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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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2.

模擬結果顯示，油污適逢漲潮時段開始溢漏，油污受潮流及北北西至東
北風影響，溢漏後先朝溢油點東南方漂移後轉向南南西方，漂移途中未黏附
任何岸際（如表 5-1-55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56 所示），溢油 5 天
後，油污分布於小琉球西南方約 78.9 公里處海域，油污於海表面擴散可達
61.9 平方公里。由於重燃油屬重質油料，擴散過程中不易揮發至大氣中，約
6,427.3 公升（80.3%）殘留於海面上及 1,572.7 公升（19.7%）因擾動混入於
水中（如圖 5-1-83 所示）。
表 5-1-55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升）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

－

－

備註：油污無影響岸際
表 5-1-56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83

6,427.3
－

公升
公升

 岸 際：
 大氣中：

－
1,572.7

公升
公升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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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84 所示，油污
溢漏東南方漂移後轉向南南西方，漂移途中未黏附岸際。整體而言，網路版與單機
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
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109OCA 吐瓦魯籍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
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10 月 25 日 21: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0 月 26 日 09: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84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218

第五章

計畫結果

10 月 27 日 09: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48 小時後）

10 月 30 日 09: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0 小時後）
圖 5-1-84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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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85

吐瓦魯籍 SEATRAN FERRY 12 於高雄外海沉沒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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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5：
【通報案例】109/11/01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
漏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11/01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
執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於 11 月 01 日接獲海保署通報，提供潤滑油之油污染擴散模擬
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共計提送 1 份油污
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彙整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件報告。

2.

事件說明
109 年 11 月 01 日 09:12 時，一艘工作船於彰化王公外海 3-4 海浬處（座
標 23°58'32''N，120°13'52''E，如）洩漏液壓油 100 公升。本案例中假設液壓
油為潤滑油，提供潤滑油 100 公升溢油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掌握現
場狀況。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86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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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57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潤滑油（Lubricating Oil）執行
模擬 24 小時（109/11/01 09:30 至 109/11/02 09:3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
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
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57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3°58'32''N，120°13'52''E
 模擬起迄時間：109/11/01 09:30 至 109/11/02 09:3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潤滑油 / Lubricating Oil
 油品特性：輕質 / 低揮發性 / 低黏度
 溢漏油量：100 公升
 溢油時長：瞬時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11/01 09:30 至 109/11/02 09:30）
 海溫：25℃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鹿港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11/01 09:30 至 109/11/02 09:3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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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11/01
09:30 至 109/11/02 09:3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87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東北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9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西南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9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鹿港潮位站預測潮位，紅點顯示
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11 月 01 日 10:3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9/16

11 月 01 日 15:3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9/16
圖 5-1-87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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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1 日 21:3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9/16

11 月 02 日 09:3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9/17
圖 5-1-87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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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88 所示。

11 月 01 日 10:3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1 月 01 日 15:3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88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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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1 日 21: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1 月 02 日 09: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88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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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模擬結果顯示，油污適逢漲潮時段開始溢漏，油污受潮流及北至東北風
影響，溢漏後朝溢油點西南方漂移，漂移途中於 11/01 16:00 時，油污受強
勁北北東風影響，混入海水中，並於 21:30 時，開始影響麥寮港外周圍沿岸，
11/02 02:00 時，油污受風速變小及海水擾動影響，浮出海表面，並逐漸黏附
麥寮港西側堤防周圍岸際（如表 5-1-58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59 所
示）。油污於海表面擴散可達 3.5 平方公里。由於潤滑油屬重質油料，擴散
過程中不易揮發至大氣中，約 48.0 公升（48.0%）油污黏附岸際，40.9 公升
（40.9%）殘留於海面上及 11.1 公升（11.1%）因擾動混入於水中（如圖 51-89 所示）。

表 5-1-58

表 5-1-59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升）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4.1

48.0

109/11/01 21:30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麥寮港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89

40.9
11.1

公升
公升

 岸 際：
 大氣中：

48.0
0.0

公升
公升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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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90 所示，油污
溢漏後朝西南方漂移，漂移途中於 11/01 20:30 時逐漸黏附麥寮港周圍沿岸，並於
11/02 03:30 時黏附麥寮港西堤周圍岸際。惟網路版顯示油膜範圍較單機版小，網
路版顯示之黃色油膜影響範圍實屬少量難以以肉眼判識油污；整體而言，網路版與
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
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109OCA 彰化王功
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
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11 月 01 日 10: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1 月 01 日 15: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90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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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1 日 21: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1 月 02 日 09:3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90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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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91

彰化王功外海工作船液壓油洩漏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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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6：
【通報案例】109/11/03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
沒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實際海污案例「109/11/03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
執行油污染緊急應變，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案例中。
本案例於 11 月 03 日接獲海保署通報，提供柴油及潤滑油之油污染擴
散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持續掌握現場狀況與決策參考，共計提送 2
份油污染擴散模擬預報單，彙整柴油模擬成果如本完整事件報告。

3.

事件說明
109 年 11 月 03 日 11:36 時接獲通報，承暉 1 號工作船於八斗子港內沉
沒（25.145380°N，121.793016°E，如圖 5-1-92），根據通報船隻油艙殘餘柴
油 300 公升及機油約 50 公升，有溢漏之虞。本案例以柴油為模擬對象，提
供柴油 300 公升溢油模擬結果支援應變指揮單位掌握現場狀況。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92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位置

231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60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柴油（Diesel）執行模擬 24 小
時（109/11/03 12:00 至 109/11/04 12: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可能
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及溢
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60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3°58'32''N，120°13'52''E
 模擬起迄時間：109/11/03 12:00 至 109/11/04 12: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柴油 / Diesel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低黏度
 溢漏油量：300 公升
 溢油時長：瞬時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WRF 預報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數據時間：109/11/03 12:00 至 109/11/04 12:00）
 海溫：22℃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基隆潮位站）
（數據時間：109/11/03 12:00 至 109/11/04 12: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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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9/11/03
12:00 至 109/11/04 12: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93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北西流，流速約為 0.1m/s 至 0.7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南東流，流速約
為 0.1m/s 至 0.6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基隆潮位站預測潮位，
紅點顯示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11 月 03 日 13: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9/18

11 月 03 日 18: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9/18
圖 5-1-93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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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4 日 00: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9/19

11 月 04 日 12: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9/19
圖 5-1-93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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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24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94 所示。

11 月 03 日 13: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1 月 03 日 18: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94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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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4 日 0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1 月 04 日 1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94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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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模擬結果顯示，油污適逢高平潮時段開始溢漏，受往復潮流及東北風影響，溢

漏後油污朝溢油點周圍擴散，並隨即黏附八斗子漁港周圍岸際。（如表 5-1-61 所
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62 所示）。油污於海表面擴散可達 0.1 平方公里。由於
柴油屬輕質油料，擴散過程中易揮發至大氣中，約 96.8 公升（32.3%）油污黏附岸
際，190.5 公升（63.5%）揮發至大氣中及 12.7 公升（4.2%）因擾動混入於水中（如
圖 5-1-95 所示）。
表 5-1-61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油污量

黏附岸際

（公里）

（公升）

日期時間

0.7

96.8

109/11/03 12:30

－
表 5-1-62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八斗子漁港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0.0

公升

 岸

際：

96.8

公升

 水體中：

12.7

公升

 大氣中：

190.5

公升

圖 5-1-95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變化狀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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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96 所示，油污
受往復潮流及東北風影響，溢漏後油污朝溢油點周圍擴散，並隨即黏附八斗子漁港
周圍岸際。整體而言，網路版與單機版模擬結果趨勢一致。詳細模擬結果請參考
OILmap web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網址為：http://192.83.194.97/nkust/）
，
案例名稱「109OCA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
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11 月 03 日 13: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11 月 03 日 18: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1-96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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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04 日 0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11 月 04 日 12: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1-96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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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洋油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圖 5-1-97

八斗子漁港承暉 1 號工作船沉沒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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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7：【深水案例】109/09/03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
沒案例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篩選原則 5，需執行 1 件單機版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深度之擴散模
擬。考量臺灣東部曾發生 2 起重大油污染事件，分別為 91 年巴拿馬籍油輪
於臺灣東南方海域引擎故障及 95 年小蘭嶼金明財七號漁船擱淺洩油案，考
量臺灣東部為連接東南亞及東北亞主要航道，為持續加強東部海洋污染傳
輸擴散能量建置，今年度規劃花蓮縣和平港屬於海洋污染高風險區域，且過
去僅執行過 2 次假設案例模擬的花蓮縣作為選定模擬區域。
2.

事件說明
本案例假設於 109 年 09 月 03 日 16:00 時，一艘欲前往基隆港之雜貨輪
輪，因海況不佳，造成船隻失去控制，疑似因船體持續受強勁海浪衝擊導致
船艙進水沉沒，沉沒地點位於臺灣花蓮縣和平港外海外海 9.7 公里處（坐標
24.34527°N，121.84455°E，如圖 5-1-98）
，船隻油艙殘餘 1,000 公噸重燃油，
有溢漏之虞。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1-98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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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1-63 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條件，以重燃油（Heavy Fuel Oil）執行
模擬 72 小時（109/09/03 16:00 至 109/09/06 16:00）海水表面油團受海流影響，可
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及
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1-63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4.34527°N，121.84455°E
 模擬起迄時間：109/09/03 16:00 至 109/09/06 16: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重燃油 / HEAVY FUEL OIL
 油品特性：重質 / 低揮發性 / 低溶解 / 高黏度
 溢漏油量：1,000 公噸
 溢油時長：8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COM
（Center for Ocean-Atmospheric Prediction Studies）
 風場：無
（HYCOM 流場已包含風場效應，因此溢油模擬中不再考慮）
 海溫：30℃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花蓮潮位站平均水溫）
（數據時間：109/09/03 16:00 至 109/09/06 16: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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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COM 模式的三維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截取 109/09/03
16:00 至 107/09/25 20:00 水下 100 公尺深之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1-99 所示。同時
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花蓮潮位站預測潮位作為參考。

09 月 03 日 17:00 時－水下 100 公尺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7/16

09 月 04 日 16:00 時－水下 100 公尺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7/17
圖 5-1-99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水下 100 公尺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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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月 05 日 16:00 時－水下 100 公尺海流預測圖（48 小時後）；陰曆 07/18

09 月 06 日 16:00 時－水下 100 公尺海流預測圖（72 小時後）；陰曆 07/19
圖 5-1-99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水下 100 公尺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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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經 OILmap Deep 式模擬油品洩漏至海水中，受海流與海溫影響，模擬
72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1-100 所示。

09 月 03 日 17:00 時－溢油擴散分布圖（1 小時後）

09 月 04 日 16:00 時－溢油擴散分布圖（24 小時後）
圖 5-1-100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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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月 05 日 16:00 時－ 溢油擴散分布圖（48 小時後）

09 月 06 日 16:00 時－ 溢油擴散分布圖（72 小時後）
圖 5-1-100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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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72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自水下 868 公尺處溢漏後，依據估算結果，由於
重燃油黏度高，油污大致垂直向上擴散，並受到水下 400 公尺處海流影響，
逐漸往溢油點北北東方漂移，於 09/04 11:00 時，部分油污開始浮出海面，
並受強勁海洋表面流帶動，海表面油污往東北方向漂移，漂移途中無黏附岸
際（如表 5-1-64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1-65 所示）
，油污最遠向擴散至
龜山島東方約 32.4 公里外海（約事故位置東北方 71.2 公里處）。油污於海
面最大擴散面積為 186.1 平方公里。由於重燃油屬重質油料，油污於擴散過
程中僅少量揮發至大氣中。依據模擬計算結果顯示，約 683.3 公噸（68.3%）
殘留於海表面，223.8 公噸（22.4%）溶於水體中及 92.9 公噸（9.3%）揮發
至大氣中。（如圖 5-1-101 所示）。

表 5-1-64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

－

－

備註：油污無影響岸際
表 5-1-65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1-101

683.3
223.8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
92.9

公噸
公噸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油品隨時間質量平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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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
使用 OILmap web 透過網路呈現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5-1-102 所示，假設
油污於海表面溢漏，油污溢漏後受強勁海洋表面流帶動往東北方漂移，最遠漂移至
龜山島東方約 27 公里處外海（事故位置東北方約 80 公里處）。詳細模擬結果請參
考 OILmap web 海 洋 油 污 染 擴 散 模 擬 網 路 版 系 統 （ 網 址 為 ：
http://192.83.194.97/nkust/），案例名稱「109OAC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
例」內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相關操作說明請參閱附錄二第二小節－海洋油污染擴散
模擬網路版系統操作手冊。

09 月 03 日 17:00 時－ 溢油擴散分布圖（1 小時後）

09 月 04 日 16:00 時－ 溢油擴散分布圖（24 小時後）
圖 5-1-102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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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月 05 日 16:00 時－ 溢油擴散分布圖（48 小時後）

09 月 06 日 16:00 時－ 溢油擴散分布圖（72 小時後）
圖 5-1-102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油污染擴散分布 WEB 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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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水下溢油(3D)與表面溢油(2D)之擴散模擬比較：
本節針對利用 OILmap Deep 與 OILmap WEB 模擬結果，探討水下表面溢油的
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黏附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
另水下溢油模擬於較深的海域可預測油污自特定水深溢漏後擴散至海表面所需時
間，同時可藉由剖面圖展示油污於水體中的分布情況。
本案例設於 109/09/03 16:00 時，一艘欲前往基隆港之雜貨輪輪，沉沒地點位
於臺灣花蓮縣和平港外海外海 9.7 公里處水下 868 公尺海底（坐標坐標 24.34527°N，
121.84455°E），船隻油艙殘餘 1,000 公噸重燃油，假設油污持續 8 小時溢漏，並根
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花蓮潮位站觀測海水表面溫度統計值 30℃，配合 HYCOM 海
流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資訊，模擬 72 小時（109/09/03 16:00 至 109/09/06 16:00）
，
海水表面油團受海流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
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海表面油污擴散情況均以油膜厚度色階表示，另水下模擬之水下油污擴散部
分則以油污質點方式表現。水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顯示（圖 5-1-103 左側）
，
油污自水下 868 公尺處溢漏後，油污大致垂直向上擴散，並受到水下 400 公尺處
海流影響，逐漸往溢油點北北東方漂移，溢漏約 19 小時後（09/04 11:00），部分
油污逐漸浮出海面，當油污浮出海面時，受強勁海洋表面流帶動，整體表面油污往
東北方向漂移，漂移途中無影響岸際；而網路版假設油污自海表面溢漏，表面油污
擴散分布結果（圖 5-1-103 右側）顯示，油污只受強勁海洋表面流帶動影響，溢漏
後朝向東北方擴散，油污於漂移過程中無黏附岸際。
比對水下及表面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由前述及油品隨時間變化圖（圖 5-1104）明顯看出差異，因重燃油黏度高不易溶於水中及揮發至大氣中，表面溢油模
擬主要受到海洋表面流帶動影響，使得重燃油大部分殘留於海表面及少量揮發至
大氣中，無溶於水體中；反之，水下溢油模擬因重燃油自 868 公尺處上浮至海表面
需花費約 19 小時，因此於溢油後 72 小時，油污除殘留於海表面並有少量揮發外，
仍有部分油污殘留於水體中。綜合前述，考量黑潮流驅動力、海底地形及油品特性，
兩者油品隨時間質量平衡圖明顯不同。而油污擴散軌跡因水下溢油的重燃油受表
面因素影響時間較短，受黑潮驅動作用較長，而自海表面溢漏的重燃油則主要持續
受強勁海洋表面流影響較多，因此兩類油污擴散軌跡有明顯差異。水下溢漏模擬結
果考量油污上浮時間，於海表面呈長約 60 公里長帶狀分布，而海表面溢漏油污則
受沿海海潮流影響，分布於龜山島東方 27 公里海面，若發生水深 500 公尺以上事
故，建議以深水溢油模式模擬，可較準確掌握油污染擴散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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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月 03 日 17:00 水下溢油擴散分布圖（1 小時後）

09 月 03 日 17:00 表面溢油擴散分布圖（1 小時後）

09 月 04 日 16:00 水下溢油擴散分布圖（24 小時後）

09 月 04 日 16:00 表面溢油擴散分布圖（24 小時後）

09 月 05 日 16:00 水下溢油擴散分布圖（48 小時後）

09 月 05 日 16:00 表面溢油擴散分布圖（48 小時後）

09 月 06 日 16:00 水下溢油擴散分布圖（72 小時後）

09 月 06 日 16:00 表面溢油擴散分布圖（72 小時後）

圖 5-1-103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水下及表面溢油擴散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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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水下溢油隨時間質量平衡圖

圖 5-1-104

（B）表面溢油隨時間質量平衡圖
花蓮縣和平港外海雜貨輪沉沒案例之水下及表面溢油隨時間質量平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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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支援應變決策作業
本年度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HYDROmap 模式海流、
或 Windyty 即時動態氣象預報（https://www.windy.com）
，作為 OILmap、OILmap
DEEP 及 OILmap web 執行緊急應變模擬之海氣象參數，進行油污染擴散模擬
作業。彙整歷年計畫執行成果，分析並提出完整評析報告，強化海洋油污染擴
散模擬效能。
一、研析以建立預設假設情境方式，使溢油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應變作業油污染
範圍。以歷年或當年度實際發生油污染事件模式模擬作業，至少完成 1 件案
例，於事故初期建立每日油量殘留、洩漏量之推估值，至少以 2 種假設情境
（如溢油情境為事故前幾日即全部洩漏或每日少量持續洩漏、海氣象條件逐
日加劇或事故船發生斷裂等）進行模擬，每件案例提出完整評析告、說明情境
假設條件、發生之風險機率評估、模式模擬油污擴散影響範圍與實際油污染範
圍之比較，作為如何即時修正模擬參數較符合油污染範圍實際狀況，及修正模
式模擬應變作業程序參加，提升整體應變效能。
計畫執行期間，為使溢油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應變作業油污染範圍，以（1）
歷年通報海洋污染事件及（2）實際發生溢油為範疇，至少完成模式模擬案例
1 件，每件案例以歷年執行各海洋污染事件實際案例之溢油情況，評估各種溢
油情境發生機率，以較常出現之溢油情境作為模擬情境參據，模擬情境將同時
納入船況作考量，並評析何種情境可能對海洋及海岸環境造成最大或最低危
害，提升模擬結果準確性，產出較符合實際油污染影響範圍結果，強化整體應
變效能。
依據表 5-1-2 彙整之 103 年至 108 年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實際案
例，近六年來曾發生 36 起海難事件，有鑑於海保署油污模擬案已於 107 年及
108 年分別執行 105 年德翔臺北輪、106 年泉海 88 號及 107 年嘉明 2 號之研
析。依據今年度 4 月工作月報討論會議結果，本年度規劃以 108/10/01 南方澳
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為研析案例，蒐整事件應變期間通報海上、岸際除污狀
況及至少近三年海氣象背景資料。分別假設 6 公噸柴油少量持續溢漏至總油
量與瞬時溢漏總油量兩種情境執行模擬，以期產出較符合實際油污染影響範
圍結果，同時提供風險機率以提升整體應變效能。

253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研析案例：108/10/01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本案例為使溢油模擬結果較符合實際應變作業油污染範圍，依據近年
臺灣實際發生溢油情事之事件為範疇，挑選 108/10/01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
油污事件為模擬案例，蒐整事件應變期間通報之海上與岸際除污狀況，以及
近三年海氣象背景資料，分別假設持續溢漏與瞬時溢漏兩種情境執行模擬，
以期產出較符合實際油污染影響範圍結果，同時提供風險機率以提升整體
應變效能。
2.

事件說明
108 年 10 月 01 日 09:30 許，宜蘭縣南方澳跨港大橋突然崩塌，壓毀跨
港大橋下東側（坐標 24°35'9.3"N，121°52'11.7"E，如圖 5-2-1）漁船，造成
油污外洩情事。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2-1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發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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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擬規劃及條件：
依據通報資訊，假設發生柴油（Diesel）溢漏事故，分別假設少量持續溢漏至
總油量，以及瞬時溢漏總油量，此 2 種不同溢漏情境，分別執行 48 小時模擬
（108/10/05 10:00 至 108/10/07 10:00）。結果呈現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
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
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彙整溢油模擬條件如表 5-2-1 所示。
表 5-2-1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4°35'9.3"N，121°52'11.7"E
 模擬起迄時間：108/10/05

10:00 至 108/10/07 10:00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柴油 / DIESEL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低溶解
 情境 1：少量持續溢漏至總油量
溢漏油量：6 公噸
溢油時長：連續 24 小時
 情境 2：瞬時溢漏總油量
溢漏油量：6 公噸
溢油時長：瞬時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時序列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蘇澳氣象站）
（數據時間：108/10/05 10:00 至 108/10/07 10:00）
 海溫：26℃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蘇澳潮位站）
（數據時間：108/10/05 10:00 至 108/10/07 10: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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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溢油擴散模擬。108/10/05
10:00 至 108/10/07 10: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2-2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北流，流速約為 0.1 至 0.7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北流，流速約為 0.1 至
0.6m/s。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蘇澳潮位站預測潮位作為參考。

10 月 05 日 16: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9/07

10 月 05 日 22: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9/07
圖 5-2-2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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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06 日 10:00 時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9/08

10 月 07 日 10:00 時－海流預測圖（48 小時後）；陰曆 09/09
圖 5-2-2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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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油污染擴散模擬：
1. 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情境 1，少量持續溢漏至總油量）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柴油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48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2-3 所示。

10 月 05 日 16: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陰曆 09/07

10 月 05 日 22: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陰曆 09/07
圖 5-2-3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情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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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06 日 10:00 時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陰曆 09/08

10 月 07 日 1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48 小時後）；陰曆 09/09
圖 5-2-3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情境 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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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48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少量持續溢漏至總油量）

2.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漲潮時段開始溢漏，因溢漏地點位於蘇澳港
內潮流較弱及受西風影響，油污溢漏後先於溢油點周圍擴散，並隨即黏附蘇
澳港第三港渠及南方澳漁港第三港漁港周圍岸際，於 10/05 17:30 時，油污
受東南風影響，擴散至蘇澳港第三港渠及南方澳漁港第三漁港內，擴散途中
黏附其港區內週圍沿岸及航道碎波堤，爾後，於 10/06 07:00 時，擴大影響
至北內防波堤岸際，於 23:00 時，已無油污殘留於海表面（如表 5-2-2 所示，
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2-3 所示）
，油污於海面最大擴散面積為 0.3 平方公里。
由於柴油屬輕質油料，於擴散過程中易揮發至大氣中。依據模擬計算結果顯
示，溢油後 48 小時，約有 2.7 公噸（45%）油污揮發至大氣中及 3.3 公噸
（55%）黏附岸際（如圖 5-2-4 所示）。
表 5-2-2

表 5-2-3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柴油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情境 1)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2.7

3.3

108/10/05 10:30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情境 1)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蘇澳港、南方澳漁港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2-4

－
－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3.3
2.7

公噸
公噸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質量平衡圖(情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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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情境 2，瞬時溢漏總油量）
經 OILmap 模式模擬柴油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溫影
響，模擬 168 小時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2-5 所示。

10 月 05 日 16: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10 月 05 日 22:00 時－溢油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圖 5-2-5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柴油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情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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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06 日 10:00 時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10 月 07 日 10:00 時－ 溢油擴散分佈圖（48 小時後）
圖 5-2-5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柴油油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情境 2)（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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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油後 48 小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瞬時溢漏總油量）

4.

若船隻發生溢油，油污適逢漲潮時段開始溢漏，因溢漏地點位於蘇澳港
內潮流較弱及受西風影響，油污溢漏後先於溢油點周圍擴散，並隨即黏附蘇
澳港第三港渠、南方澳漁港第三港漁港周圍岸際，並逐漸擴散至蘇澳港第三
港渠、南方澳漁港第三漁港內及北內防波堤岸際，於 10/05 17:30 時，油污
受東南風影響，擴散至蘇澳港第三港渠及南方澳漁港第三漁港內，爾後，於
15:30 時，擴散至南方澳漁港第二漁港及航道碎波堤週圍海域，並於 17:00
時黏附航道碎波堤周圍岸際，於 10/06 07:30 時，已無油污殘留於海表面（如
表 5-2-4 所示，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2-5 所示）
，油污於海面最大擴散面積為
0.4 平方公里。由於柴油屬輕質油料，於擴散過程中易揮發至大氣中。依據
模擬計算結果顯示，溢油後 48 小時，約有 2.5 公噸（41.7%）油污揮發至大
氣中及 3.5 公噸（58.3%）黏附岸際（如圖 5-2-6 所示）。
表 5-2-4

表 5-2-5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模擬黏附岸際油污預估表(情境 2)

代碼

受影響海岸長度
（公里）

油污量
（公噸）

黏附岸際
日期時間

－

3.1

3.5

108/10/06 10:30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污染擴散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情境 2)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蘇澳港、南方澳漁港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水表面：
 水體中：

圖 5-2-6

－
－

公噸
公噸

 岸 際：
 大氣中：

3.5
2.5

公噸
公噸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品隨時間質量平衡圖(情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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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模擬與實際比對成果：
將 10 月 06 日 14:00 及 16:00 時兩種情境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與海洋保育署
提供（10 月 06 日下午）之空拍影像比對（如圖 5-2-7 所示）。期間空拍影像判釋
結果為海面上有大量銀色油膜分布，油污影響蘇澳港第三港渠及南方澳漁港第三
港漁港。
將情境 1（少量持續溢漏至總油量）及情境 2（瞬時溢漏總油量）於 10 月 06
日 14:00 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與空拍影像資訊比對。於 10 月 06 日 14:00 時模
擬結果顯示，情境 1 之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顯示於蘇澳港第三港渠及南方澳漁港
第三港漁港皆有油污分布，且有少部分油污向北擴散，模擬結果與空拍影像一致，
空拍影像中蘇澳港第三港渠及南方澳漁港第三港漁港皆有油污分布；情境 2 之油
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則顯示柴油已全數揮發至大氣中，與空拍影像畫面不相符。
綜合前述兩個情境模擬與現場觀測之油污染分布比對結果，以情境 1 較為一
致；情境 2 於 10 月 06 日下午已無油污殘留於海表面，與空拍影像不符。整體而
言，本研析案例之情境 1，假設少量持續溢漏至總油量較符合本次事件油污溢漏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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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06 海洋保育署提供之空拍

108/10/06 海洋保育署提供之空拍

情境 1：108/10/06 14:00 模擬結果

情境 1：108/10/06 16:00 模擬結果

情境 2：108/10/06 14:00 模擬結果

情境 2：108/10/06 16:00 模擬結果

圖 5-2-7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模擬與實際油污分布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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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風險機率評估
1. 模擬條件
依據模擬與實際比對結果顯示，情境 1 之少量持續溢漏至總油量與實
際油污分布趨勢符合，因此依據情境 1 之參數設定作為風險評估的模擬條
件（如表 5-2-6 所示）
，柴油 6 公噸，持續 24 小時溢漏，於事故發生之秋季
期間（9 月至 11 月期間）
，隨機執行 500 次預測未來 48 小時（2 天）的油污
染擴散模擬，分析海表面及海岸受油污影響機率，以及受到油污影響（到達）
岸際時間之風險評估。
表 5-2-6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風險評估模擬條件表
模擬參數
 溢油坐標：24°35'9.3"N，121°52'11.7"E
 隨機模擬時間範圍：9 月至 11 月（秋季）
 隨機模擬次數：500

次

溢油資訊
 油品（中/英）：柴油 / DIESEL
 油品特性：輕質 / 高揮發性 / 低溶解
 溢漏油量：6 公噸
 溢油時長：持續 24 小時溢漏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時序列風場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蘇澳氣象站）
（數據時間：106/07/01 00:00 至 109/07/31 23:00）
 海溫：26℃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蘇澳潮位站）
（數據時間：108/10/05 10:00 至 108/10/07 10: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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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結果－油污影響海表面機率
依據過去三年在秋季時的風及海流的資料，帶入油污的隨機模式
(stochastic module)中，統計出萬一在蘇澳港海域發生油污事件，當地海表面
油污分佈機率圖（圖 5-2-8）顯示，若船隻發生柴油 6 公噸連續溢漏 24 小時
之事故，溢油點周圍海域約 0.3 公里範圍內屬於油污染影響高風險海域，受
影響機率大於 50%；蘇澳港第三港渠及南方澳漁港第三港漁港，則屬於油
污染影響機率中度風險海域，可能受影響機率介於 10%至 40%；低度風險
影響海域主要落於南方澳漁港第一漁港至蘇澳港第二港渠外海海域及北外
廓防波堤、北內防波堤，影響機率小於 10%，由於影響機率較低，推測可能
為油污受季風抑或是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有較低機率造成範圍的海表面受
影響。整體而言，依據風險評估結果顯示，事故發生位置向西北、南兩側延
伸 0.3 公里範圍內為高風險影響區，若未來不幸有事故發生，可將應變資材
配置於高風險區海域之區域，以減少油污事件發生時的資材運送所需時間。

圖 5-2-8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污影響海表面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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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險評估結果－油污影響海岸機率
依據過去三年秋季風及海流的資料，帶入油污的隨機模式中，統計出萬
一在蘇澳港海域發生油污事件，受海氣象條件影響，當地海岸油污分佈機率
（圖 5-2-9）
，統計結果配合油污影響海表面機率圖，海表面高度風險區的溢
油點周圍海域約 0.3 公里，其海岸受影響機率大於 50%，是為海岸受影響機
率高度風險區；蘇澳港第三港渠及南方澳漁港第三港漁港為海表面油污影
響之中度風險區域，該區域沿岸受影響機率介於 10%至 40%；最後低度風
險影響岸際主要由蘇澳港航道碎波堤、南方澳漁港第二漁港及北外廓防波
堤、北內防波堤，少部分影響至蘇澳港北側周圍沿岸，影響機率小於 10%。
整體而言，依據風險評估結果顯示，溢油點周圍海域約 0.3 公里為海岸受影
響之高度風險影響區，若未來本區不幸有溢油事故，第一時間之資材調派可
參考此風險評估結果，優先調派至較高風險岸際，以減低油污事件帶來之衝
擊。

圖 5-2-9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污影響海岸機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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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評估結果－油污影響岸際所需時間
依據過去三年秋季風及海流的資料，帶入油污的隨機模式中，統計出萬
一在蘇澳港海域發生油污事件，受海氣象條件影響，不同海域受油污影響時
間先後（圖 5-2-10），結果顯示：溢油後 6 小時內最快可能影響至蘇澳港第
三港渠、南方澳漁港第三港漁港及蘇澳港航道碎波堤向北延伸約 0.8 公里
處，若發生溢油事故，考量到應變資材及人員調派時間，此區域內可能受影
響機率及程度最大；溢油後 12 小時內，油污最快向西可能影響至北外廓防
波堤及北內防波堤內側，向南可能影響至南方澳漁港第二漁港外海海域，依
據環境敏感地圖（附錄三之十四）
，如已有可調派資材，則建議優先將資源
分配至處蘇澳港第三港渠或南方澳漁港第三港漁港作污染防治及應變處置；
另依據隨機模擬結果顯示，油污最快可能於 2 天內影響北外廓防波堤及北
內防波堤靠近出海口之區域，此外油污影響範圍隨溢漏時間推進，亦愈向外
擴展。依據隨機模擬之油污影響時間先後之結果建議，我國東部海域如蘇奧、
花蓮港、和平港及其他沿岸分布的漁港，應配有基本污染防治設備及定期人
員應變訓練，例如如何於港區外部設置攔油索等，以備於事故發生時減少災
害影響。

圖 5-2-10

南方澳跨港大橋斷橋油污事件之油污影響岸際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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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資源，掌握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國軍大氣
海洋局等部會機關發展油污染漂流預報系統技術與海氣象觀測及預報值資訊，
運用於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作業並強化模擬準確性，提升模擬結果於污染應
變實務或演練之決策參考性。
本年度配合計畫執行，需協助海保署結合跨部會海氣象預報與即時觀測
資源，掌握部會機關發展油污漂流預報系統技術與海氣象觀測及預報值資訊，
以強化模擬準確性，提升模擬結果之決策參考性。於 02 月 18 日由海保署協
助發文，協請中央氣象局持續提供預報資料支援海洋污染應變作業，氣象局回
覆海保署提供資料格式需求，於 02 月 26 日海保署已提供資料供應服務作業
需求表單。03 月 12 日氣象局通知完成續約，提供預報資料供應至 111 年 3 月
13 日，取得區域預報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WRF），
以及西北太平洋環流模式（Ocean Circulation Model，OCM2）海流預報數據，
並安排每日自動下載。

圖 5-2-11 中央氣象局預報數據加值應用函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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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依據油品、區位、油污事件性質等，分析其模式模擬
之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並提出完整研析報告，提供各級機關參考。
國內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能量越趨成熟，為了掌握模式模擬之差異性、準
確度及限制因子等主要影響因子，計畫執行期間彙整歷年計畫模擬結果，並依
據油品、區位及油污事件性質等相關，規劃特性提出其模式模擬之差異性及準
確度及限制因子完整研析報告，研析項目及內容規劃如表 5-2-7，研析成果如
表 5-2-8 所示。
表 5-2-7
項目

研析項目及內容規劃表

內容

探討細項

探討可能造成預測油品風化結果 歷年計畫模擬以燃料油、柴油以
油品

準確的因素與限制

及潤滑油為常見油品，挑選作為
研析對象

研析於不同地區發生油污染事件 將臺灣分為北、中、南、東、澎
位置

之油污可能影響趨勢的差異，提 湖及福建，六個分區探討
出海氣象背景可能影響油污預測
準確度及限制因子
討論事故原因的差異性可能產生 主要探討海況不佳或操作疏失導

事故原因

的限制條件與其對準確可能產生 致擱淺、沉沒及偷排三種狀況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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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項目

限制因子

研析結果

燃料油

船用燃料油一般黏度較高，不易因擾動混入水體及揮發至
大氣中，惟各船舶使用燃料油時，多是輪機部門針對船上
引擎效能另行調配。因此實際海污通報時，往往無法獲得
燃料油正確資訊，自然造成真實油污之物化特性及風化結
果，可能與模式預測結果間有些微差異。但預測油污擴散
分布呈現的形貌，應與實際油污分布型式一致。

柴油

柴油黏度及沸點較低，易因擾動混入水體及揮發至大氣
中。油品間性質歧異度較小，因此預測油污擴散分布及風
化結果與實際分佈較為一致。

油品

區位

模式模擬之差異性及準確度及限制因子研析表

半日潮顯著區域，由滿潮到乾潮或乾潮到滿潮，其時間間
隔平均為 6 小時左右，較具規律週期性，數值模式預測潮
流分布準確較高。
臺灣本島以臺中為交界，以北漲潮流流向主要朝向臺中港
1
北部 、中 方向（以新竹市為例，漲潮流向南），退潮則反之；臺中
部、南部 1、 以南漲潮流流向同樣朝向臺中港方向（以雲林縣為例，漲
澎湖、金門 潮流則向北），退潮亦反之。
金門地區漲潮流向東北，退潮向西南；澎湖則漲潮流向為
北，退潮則為南，流況皆屬半日潮潮流，這些地區若不幸
發生油污溢事故，以潮流數值模式作為海水動力參數，模
擬與實際油污分布趨勢會相當近似。
混合潮較顯著區域(通常是全日及半日潮型混合)，呈現海
潮流流向與漲、退潮時段無明顯關聯，因此以潮流為主的
海水數值動力模式在預測混合潮型區域的準確度較低，必
高雄、基隆 須借重其他水動力模式如中央氣象局的 OCM2 作調校，
東部 2、連 以避免模擬與實際油污分布差異較大。
江3
東部及連江縣海域除受潮流外，又明顯分別受黑潮及中國
沿岸流等恆流之影響，所以海水動力參數除了潮流數值模
式外，必須加入恆流影響，否則會造成模擬與實際油污分
布差異較大。

油污事
件性質

擱淺

船舶發生擱淺造成油污染事件可能原因為機械故障、人為
操作疏失或海況不佳或等因素，依據 106 年海巡統計年報
指出，船舶事故原因以發生機械故障居首，而人為因素及
海況不佳亦是造成船舶事故的主要潛在因子。
若油污事件係因機械故障及海況不佳導致，溢漏油污量可
能會船員因無法即時應對，抑或是海況不佳擱淺而造成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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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限制因子

計畫結果

研析結果
身受損使得溢漏量較大。反之，如油污事件係由操作疏失
引起，油量可能因船員仍可即時應對，將災害影響縮小。
此外，因海況不佳擱淺而發生溢油事件（如 105 年本國籍
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可能因無法掌握油污溢漏情況使
的模擬設定的溢油參數與實際有差異。
整體來說，因擱淺事件發生溢油事件，受限於油污溢漏量
及溢漏形式（瞬間或持續性溢漏）資訊的掌握，可能造成
模擬與實際油污分布的差異性。

沉沒

海洋油污染事故如是因為船舶沉沒造成，依據船體沉沒原
因，油污溢漏可能因碰撞導致沉沒時即持續性溢漏，抑或
是機械故障或海況不佳沉沒後，油艙無法承受水下壓力，
使得油艙破裂後少量持續溢漏（如 106 年中國大陸籍通成
601 事件），模式模擬之溢油型式係影響油污分布的主要
因子之一，受限於船舶沉沒後溢油資訊取得不易，模擬多
以假設條件執行，若油污發生溢漏，受限於資訊不足模擬
準確度將受到影響。

偷排

當油污染事件係由人為有意違法排放導致，受限於無法準
確得知油污染排放時間、地點、油污種類及數量，以 108
年金門縣馬山灘岸油污事件應變經驗為例，一般採取籍由
已知的油污染範圍以及推測受影響時間，溯源油污染可能
來源位置與油污排放，惟受限於各項資訊皆難以取得，執
行溯源模擬難度高且模擬所需時間較長，需多方假設以及
蒐整海氣象數據才能取得模擬成果，然而考量模擬參數多
為假設，可能對模擬準確度造成影響。

備註：
1.北部不含基隆、南部不含高雄
2.東部海域除受潮汐影響外，又明顯受黑潮之影響
3.連江縣海域除受潮汐影響外，又明顯受中國沿岸流(閩浙沿岸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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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辦理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本年度以 HYDROmap 軟體所建立海流，以及接收中央氣象局或港灣資訊
研 究 中 心 之 海 氣 象 資 料 、 或 Windyty 即 時 動 態 氣 象 預 報
（https://www.windyty.com）作為 CHEMmap 執行緊急應變模擬時之海氣象參
數。進行化學品擴散模擬作業時，配合化學品擴散模擬結果提供應變處理策略
及諮詢服務，以因應應變人員於海上事故現場處置應變之參考。同時，今年度
將蒐集最新版國際海運危險品準則（IMDG Code, 2018）
，作為海運化學品洩漏
緊急應變參考。
一、建立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監測資訊確認單
依據本年度工作內容規定，於接獲海保署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後，需於確
認通報資訊完整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為完整檢視
化學品模擬支持應變成效，設計海洋污染事件通報及結束模擬資訊確認單，表
單內容包括通報時間、事件名稱、通報污染物、污染物數量、事件地點（坐標）
、
通報資訊查核、初報時間、工作查核、通報結束應變時間、應變成果、承辦人
查核及科長複核簽章等 12 項資訊，其中通報資訊與工作查核設計勾選欄位確
認初報資訊是否完成，以及初報是否於通報後 2 小時內完成，最後惠請承辦
人員簽章核示是否符合工作規定，表單設計如表 4-4-1。
二、需依實際發生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事件、24 小時配合執行監測作業，準
確預測自然環境地理資料如各類型海岸類型、海底地形，在各風場、流場化學
品污染的動態變化，包括在不同時間情形下，化學品在海體表面運動的路徑、
影響範圍、曾經影響區域、在水體中及進入空氣中的數量、到達及黏附在海岸
地區的數量以及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之化學品等模擬作業。
於計畫執行期間，應變人員將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實際化學品污染緊急
應變通報時，啟動化學品模擬監測作業。應變人員將隨時掌握化學品污染應變
最新消息，並配合環境地理資料及風場、流場等海氣象資料，利用數值模擬預
測化學品在不同時間下的可能影響範圍、海表面漂移軌跡及殘留於海表面、溶
於海水中、影響岸際與揮發至大氣中的化學品量等環境宿命分布，最後彙整為
模擬報告，提供海保署作為應變決策之參考。
三、於計畫執行期間 24 小時待命，於接獲機關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後 2 小時內，
製作初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 24 小時內，依現場狀況及本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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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製作一次以上續報。於機關同意結束模擬監測前，每日應至少產出一份化
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計畫執行期間配置 24 小時緊急應變值班待命人員，值班應變人員於接獲
緊急應變通報後，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於通報後 2 小時內製作初步化學
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並於應變結束前，每日依現場狀況及海保署需求至少製
作一次以上續報，指示結束緊急應變作業後，彙整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於
執行規劃及工作進度報告前未接獲緊急化學品污染通報應變。
四、配合應變作業需求或本署指定之化學品種類，應至少進行 2 件或 2 種海洋化
學品擴散模擬作業，以實際發生污染之案件進行模擬為原則。前述模擬作業內
容，至少須涵蓋化學品種類、海流、風力、海岸地質等影響。產出之模擬報告，
須包含海洋表面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化學品特性分析與隨時間序列之變
化、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
本年度依據邀標書要求，本年度計畫進行至少 2 種海洋化學品污染假設
事件之模擬。配合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本團隊於接獲海洋化學品污染通
報時，立即投入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作業並提供應變策略服務。緊急應變結束
後，彙整成完整事件報告，納入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件中。如實
際通報與演練模擬作業少於 2 件則依據（1）近年國內實際發生海洋或港區化
學品洩漏事故，
（2）歷年海洋污染相關計畫尚未進行模擬之假設情境，
（3）
「毒
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列管之 310 種化學物質，並依民國 106 至 108 年前十大
進出口毒性化學物質為優先模擬之化學品，
（4）海洋污染事件高風險區域資料，
如商港、工業港、臺灣中油及台電卸油及卸煤作業區，規劃本年度海洋化學品
污染假設事件之模擬。同時配合化學品擴散模擬結果提供應變處理策略及諮
詢服務，以因應應變人員於海上事故現場有處置應變之參考，強化各區域海洋
化學品擴散模擬之支援決策效能，彙整化學品假設案例篩選原則如下：
原則 1：計畫執行期間發生之實際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最優先）。
原則 2： 配合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指導各地方政府執行海洋化學品污
染緊急應變演練，作海洋化學品污染假設事件之模擬。
原則 3：近年國內實際發生海洋或港區化學品洩漏事故。
臺灣地區於海域或港區曾發生洩漏事故的化學品如氨氣、苯、
甲醛、過氧新癸酸第三丁酯（三級丁基新癸酸酯過氧化物）
、苯甲
醇、一氧化二氮、二異氰酸甲苯（TDI）
、三氯化磷、苯胺、戊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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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內醯胺、丁醛、硝酸、二甲基甲醯胺、銅蝕刻液、氯二氟甲烷、
氫氟酸、鄰-甲酚、丙二醇甲醚、異戊二烯及 1,3-戊二烯等化學品，
彙整臺灣地區較著名海洋化學品污染事件如表 5-3-1 所示。
原則 4：歷年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內，尚未執行之海洋化學品假設
模擬情境。
彙整民國 101 年至 108 年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按縣
市分別統計已執行緊急海洋化學品污染通報案例及假設模擬案
例之事故位置、化學品種類及化學品洩漏量資料進行篩選，如表
5-3-2 及表 5-3-3 所示。
原則 5：「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列管之 310 種化學物質，並依民國 106
至 108 年前十大進出口毒性化學物質作為優先篩選化學品。
為防制毒性化學物質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掌握國內化
學物質各項資料，據以篩選評估毒性化學物質，我國制定「毒性
化學物質物質管理法（簡稱毒管法）」
。毒管法已公告列管物質達
310 種，計畫執行期間將以近年毒管法列管之 310 種毒性化學物
質中，以前十大進出口品項，作為本年度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之
優先模擬之化學品，彙整民國 106 至 108 年毒管法管制之 310 種
化學物質中，前十大進/出口量統計如表 5-3-4。
原則 6：海洋污染事件高風險區域資料，如商港、工業港、臺灣中油及台
電卸油及卸煤作業區如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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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日期

94/10/10

95/07/15
99/12/13△
101/02/19

102/09/20
103/08/28
104/02/13△
104/02/16△
104/09/02△

計畫結果

臺灣海域或港區化學品污染事件列表

事故名稱
韓 國 籍 聖 荷 兄 弟 （ Samho
Brother）化學貨輪於新竹南寮
漁港外與香港籍 Tshongkong
號貨輪碰撞
印尼籍德威（DEWIBUNYU）
化學輪於臺北港外海翻覆溢
油事故
瑞芳載運氫氧化鈉槽車翻覆
泰國籍歐倍隆貨輪於吉貝外
海目斗嶼關帝爺觸礁擱淺事
故
台中港外海日出號化學輪洩
漏化學品
高雄港 62 號碼頭香港籍冬女
神號洩漏精製樹脂液事件
基隆港東岸碼頭聯興貨櫃氫
氟酸洩漏
基隆市聯興貨櫃場氫氟酸外
洩事故
高雄港 62 號碼頭（中油前鎮
儲運所）混合二甲苯洩漏事件

化學品

通報
化學品數量
（公噸）

化學品
洩漏量
（公噸）

苯

3,140*

3,140*

燃料油
乙酸乙酯

27
1,000

23
913

氫氧化鈉
重燃油
柴油
潤滑油
丁烯

30
40
10
2
1,061

30
31
－
－
－

輕汽油溶劑

200

－

精製樹脂液

1.6

1.6

氫氟酸

20

10

氫氟酸

20

0.01

二甲苯

20

0.5*

甲苯
過氯酸鉀
燃料油

182
200
411*

－
－
87.9

105/03/10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

106/07/21

六輕工業區大連化工醋酸乙
烯酯洩漏事件

醋酸乙烯酯

－

103

106/09/16△

東方富輪貨櫃船硝酸洩漏事
件

硝酸
重油
柴油

46,000※
419
55.1

4,000※
－
－

107/11/01

福建省泉州市碳九芳烴洩漏
事件

碳九芳烴

62.1

62.1

備註：
1.資料來源為研究團隊綜整，資料時間範圍自民國 94 年至 107 年。
2.灰色網底為 94 年至 107 年間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已執行過之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
3.日期欄標示△者，事故位置發生於港區內。
4.通報化學品數量及化學品洩漏量採用單位一般為公噸，而以*表示單位為公秉，※表示單位為公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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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102 年至 107 年執行海洋化學品污染模擬之通報案例（按縣市別彙整）

所屬縣市
（區域）

通報案例名稱

新北市
（北區）

105/03/10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石門
外海事件

臺中市
（中區）
高雄市
（南區）
連江縣
（福建）

102/09/20 臺中港外海化學輪洩漏化學
品
103/08/28 高雄港 62 號碼頭香港籍冬
女神號洩漏精製樹脂液事件
107/11/01 福建省泉州市碳九芳烴洩漏
事件

化學品

化學品量
（公噸）

過氯酸鉀

200

甲苯

182

燃料油

411*

輕汽油溶劑

200

均三甲苯△

1.6

1,3,5-三甲苯

63

備註：
1. 彙整統計資料自民國 102 年至 107 年
2. 縣市分區參考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http://statistic.ngis.org.tw/index.aspx?topic=4)，惟澎湖縣獨立另設為澎湖區域作統計。
3. 化學品量表示船舶運載或洩漏量，多數案件數量表示單位為公噸，部分案例通報時採用單位為公
秉，故以*表示油量單位為公秉。
4. 103 年 08 月 28 日高雄港 62 號碼頭香港籍冬女神號洩漏精製樹脂液事件，由於 CHEMmap 資料庫並
未建置精製樹脂液相關資料，經查精緻樹脂液之物質安全資料表，成分以三甲基苯佔總成分 1020%，又三甲基苯同分異構物中，均三甲苯（1,3,5-Trimethylbenzene）用於產製樹脂液，因此事件以
液態均三甲苯作為 CHEMmap 模式洩漏化學品之化學品。
5. 107 年 11 月 01 日福建省泉州市碳九芳烴洩漏事件，考量事故洩漏的碳九芳烴為聚合物，化學式為
C9A，國際間無統一的碳九芳烴安全資料表（Safety data sheet）
，本案以佔碳九芳烴成分 50%以上的
1,3,5-三甲苯作化學品混合性反應性確認、執行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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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所屬縣市
（區域）
新北市
（北區）
基隆市
（北區）
宜蘭縣
（北區）
桃園縣
（北區）
新竹市
（北區）
新竹縣
（北區）
苗栗縣
（中區）

臺中市
（中區）

彰化縣
（中區）
雲林縣
（中區）
嘉義縣
（南區）
臺南市
（南區）

計畫結果

101 年至 108 年執行海洋化學品污染模擬之假設案例（按縣市別彙整）
假設案例地點/

乙酸乙酯
甲苯
氫氟酸
乙二醇丁醚
氨
甲醇
醋酸乙烯酯
二氯乙烯
硫酸
苯乙烯
丙烯腈
二甲苯
1,2-二氯乙烷
丙烯腈
二甲基甲醯胺

化學品量
（公噸）
50
80
58
15
100
1,200
5
2
150
50
40
1,000
110
500
3.5

苯

110

丙酮
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硝酸
甲基第三丁基醚
硝酸
氧化氫
丙烷
苯
辛醇
氯乙烯
乙二醇
氨
磷酸
苯乙烯
醋酸乙烯酯
丁二烯
異丙苯
丙烯腈
氯乙烯

200

化學品

103/06/22 三芝外海
101/01/13 臺北港外海
104/05/18 基隆港外海
103/09/21 基隆港外海
101/01/13 基隆港東方外海
101/04/23 基隆港外海
104/08/07 蘇澳港東北方外海
102/06/05 蘇澳港外海
101/08/03 蘇澳港外海
104/07/06 竹圍漁港東北方外海
104/10/01 永安漁港西方外海
103/04/02 永安漁港外海
107/06/20 新竹市外海
103/04/18 海山漁港外海
102/06/12 南寮漁港外海
106/03/25 坡頭漁港外海
102/08/21 苗栗縣外海
106/04/10 苗栗縣龍鳳漁港外海
107/05/07 臺中港外海
105/01/12 臺中港外海
103/06/17 臺中港北防波堤
102/05/06 臺中港南防波堤
101/01/13 台中港外海
101/03/14 梧棲港外海
102/09/21 伸港外海
106/02/24 彰濱工業區西方外海
105/05/29 麥寮港外海
104/08/12 麥寮港西南方外海
102/03/22 麥寮港外海
101/08/03 麥寮港外海
108/07/01 麥寮港外海
102/10/03 布袋港外海
106/08/12 東石漁港外海
105/09/27 安平港外海
104/07/10 青山漁港西方外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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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50
200*
5
200
100
1,000
500
140
200*
60
2,800
100
120
1,000
125
4,5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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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縣市
（區域）

高雄市
（南區）

屏東縣
（南區）
澎湖縣
（澎湖）
臺東縣
（東區）
花蓮縣
（東區）
金門縣
（福建）
連江縣
（福建）

假設案例地點/

液化石油氣
對–二甲苯
乙烯
醋酸
酚
醋酸乙烯酯
甲基第三丁基醚
丙烯酸
丁酮
環己烷
雙酚 A
硝酸銨
乙醇
尿素
氯乙烯
氫氧化鈉
磷苯二甲酐
丙烯醇
氯

化學品量
（公噸）
500
3,300
1,500
120
900
100
80
2,200
250
100
170
200
1,000
150
80
20
200
140
15

乙二醇

50

化學品

103/06/17 安平港外海
102/02/18 安平外海
103/08/29 高雄二港口外海
101/08/02 高雄第一港口外海
101/08/17 高雄二港口外海
101/03/09 鳳鼻頭港外海
108/10/18 高雄港外海
102/03/27 枋寮外海
102/05/14 龍坑外海
101/06/17 東港溪出海口
106/05/17 枋寮漁港外海
103/08/15 吉貝嶼西北側外海
101/02/19 澎湖縣外海
103/09/19 蘭嶼西北側外海
102/02/03 富岡漁港外海
103/06/11 花蓮港東側外海
106/02/20 花蓮港外海
107/06/18 金門縣外海
103/05/14 金門縣東南外海
103/04/25 北竿東部外海

備註：
1.
2.

3.

彙整統計資料自民國 101 年至 108 年
縣市分區參考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http://statistic.ngis.org.tw/index.aspx?topic=4) ，惟澎湖縣獨立另設為澎湖區域作統計。
化學品量表示假設案例洩漏量，多數案件數量表示單位為公噸，部分案例通報時採用單位為公秉，
因此使用*表示標使資訊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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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年
序號
份
1
2
3
4
5
106
6
7
8
9
10
1
2
3
4
5
107 6
7

計畫結果

106 至 108 年毒管法列管之 310 種化學物質前十大進/出口量統計

毒化物編號/名稱
14601-醋酸乙烯酯
06501-氯乙烯
16001-甲基第三丁基醚
16601-雙酚 A
06801- 鄰 苯 二 甲 酸 二 (2- 乙
基己基)酯
07501-1,2-二氯乙烷
05101-丙烯腈
05201-苯
06201-1,3-丁二烯
07301-鄰苯二甲酐

輸入量
（公噸）

毒化物編號/名稱

347,599.89 05201-苯
299,407.00 16001-甲基第三丁基醚
253,412.56 06201-1,3-丁二烯
193,282.38 06501-氯乙烯

輸出量
（公噸）
1,040,562.57
542,724.79
472,097.40
436,506.32

162,076.95 16601-雙酚 A

319,242.09

158,543.08 14601-醋酸乙烯酯
158,072.23 05101-丙烯腈
128,418.28 04901-氯
97,103.30 07201-環氧氯丙烷
91,167.94 07501-1,2-二氯乙烷
361,682.09 05201-苯
288,344.14 06201-1,3-丁二烯
267,645.71 06501-氯乙烯
233,566.51 16001-甲基第三丁基醚
214,318.31 16601-雙酚 A
140,113.30 14601-醋酸乙烯酯

301,465.98
300,943.17
193,712.53
118,888.51
85,448.92

06501-氯乙烯
14601-醋酸乙烯酯
16001-甲基第三丁基醚
16601-雙酚 A
05101-丙烯腈
07501-1,2-二氯乙烷
06801- 鄰 苯 二 甲 酸 二 (2- 乙
106,264.82 05101-丙烯腈
基己基)酯
8 06201-1,3-丁二烯
105,232.65 04901-氯
9 07301-鄰苯二甲酐
94,135.76 07201-環氧氯丙烷
10 17602-順丁烯二酸酐
67,114.99 07501-1,2-二氯乙烷
1 06501-氯乙烯
376,867.45 05201-苯
2 14601-醋酸乙烯酯
315,705.66 06201-1,3-丁二烯
3 16001-甲基第三丁基醚
287,200.50 06501-氯乙烯
4 16601-雙酚 A
241,274.92 16001-甲基第三丁基醚
5 05101-丙烯腈
213,425.36 14601-醋酸乙烯酯
108 6 07501-1,2-二氯乙烷
121,087.36 16601-雙酚 A
7 07301-鄰苯二甲酐
101,834.72 05101-丙烯腈
8 06801- 鄰 苯 二 甲 酸 二 (2- 乙
99,916.69 04901-氯
基己基)酯
9 06201-1,3-丁二烯
92,216.25 07201-環氧氯丙烷
10 17602-順丁烯二酸酐
62,012.88 07501-1,2-二氯乙烷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協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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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999.84
502,141.73
447,399.42
345,300.23
305,678.61
304,557.24
257,919.64
197,067.88
115,415.76
98,299.00
1,044,162.89
468,159.25
448,592.72
344,284.78
322,767.19
300,673.28
264,035.18
193,976.91
121,582.36
94,97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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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 7 項篩選原則及已執行模擬化學品之彙整結果，本年度（109
年）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凡符合篩選原則 1－發生實際化學品
污染事件或原則 2－配合海保署指導執行海洋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演練
者，優先列為本年度應執行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件。
當前述兩項未發生時，為持續強化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支援應變決
策能量，假設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之挑選，以近年實際於臺灣海域或
港區發生之化學品污染事件中挑選 1 件作為模擬案例；其次考量化學品
運載量愈高，相對發生風險事故的可能性越高。依據 106 至 108 年毒管
法列管之 310 種化學物質之前十大進、出口總量統計，以運載總量排序列
入本年度假設模擬化學品品項；另外參考過往國際間實際發生化學品污
染事件，配合我國海洋污染高風險區域設計及規劃本年度 2 件次海洋化
學品假設污染擴散模擬案例。
2 件假設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之詳述說明如下：
編號 1：依據篩選原則第 3 項，104 年於高雄港 78 號碼頭曾發生化學品
貨櫃鄰-甲酚洩漏事故，為臺灣近年發生實際洩漏案例，同時配合
篩選原則第 4 項尚未執行之海洋化學品假設模擬情境，及過去新
竹縣僅執行過 1 件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表 5-3-3），為有效
掌握鄰-甲酚洩漏於海水中的污染分布狀況，假設一貨櫃輪行經於
新竹縣外海，因海況不佳導致船上裝載 50 公噸鄰-甲酚化學品貨
櫃掉落至海水中，執行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作業。
編號 2：依據篩選原則第 2 項，配合海洋保育署指示，選定近年來受到國
際社會和學者的普遍關注，且持久性、低揮發性、生物累積性及
高毒性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簡稱
POPs)做為化學品模擬品項，為了解 POPs 化學品洩漏於海中的污
染分布狀況，統計對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都有重大危害，挑選國
內前 3 大進出口 POPs 中的靈丹作為模擬化學品品項。另考量統
計分析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已執行
過之模擬區域，因南部及北部海域等海洋污染事件發生率較高，
歷年的模擬比重相對較大，考量嘉義縣位於南部地區，且位處臺
灣西側船舶航行機率高密度區，因此假設一貨櫃輪因機械故障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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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於嘉義縣外海，船上裝載 100 公噸環氧氯丙烷，執行化學品污
染擴散模擬作業。
本年度計畫配合海洋污染緊應變作業，當未接獲緊急海洋化學品污
染通報，預先規劃今年度欲執行之假設案例，包括模擬案例區域、船隻類
型、化學品品名及化學品總量如表 5-3-5 所示。計畫執行期間提供完整事
件模擬報告包含海洋表面海流預測模擬、海氣象預測、化學品特性分析、
海岸環境敏感區標示等相關資料。同時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理策略建
議及諮詢服務，並配合規定，將模擬成果整合至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
理系統」。
表 5-3-5
編號

1

2

區域

地點

北部

新竹縣
外海

南部

嘉義縣
外海

109 年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假設案例建議表
船隻
類型
貨櫃輪

貨櫃輪

化學品
品名

化學品
總量

備註說明

頁碼

50 公噸

【假設案例】
依據民國 104 年實際洩
漏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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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案例】
1,000 公噸 國內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進出口量前 3 大

302

鄰-甲酚

靈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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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假設案例】109/04/02 新竹縣外海鄰-甲酚貨櫃落海
事件完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篩選原則第 3 項，104 年於高雄港 78 號碼頭曾發生化學品貨櫃鄰-甲

酚溢漏事故，因此選擇鄰-甲酚作為本案模擬化學品品項，同時考量過去新竹縣
僅執行過 1 件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
2.

事件說明
109/04/02 15:00 假設一貨櫃輪行經於新竹縣外海（坐標 24.93015° N，

120.8687° E，如圖 5-3-1 所示）
，因海況不佳導致船上裝載 50 公噸鄰-甲酚化學
品貨櫃掉落至海水中，執行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作業。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3-1

新竹縣外海鄰-甲酚假設洩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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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學品混合反應性確認
透過化學品特性及反應性查詢軟體 WISER 及 CAMEO Chemical，查詢鄰-甲
酚洩漏於海水中可能產生的複合反應。結果顯示，鄰-甲酚微溶於水，燃燒時可能
產生刺激或有毒性之氣體，其容器可能因火災之熱能而發生爆炸，且受熱生成之蒸
氣與空氣混合後可能爆炸。相關化學應變參考原則請參考第 295 頁至 301 頁。
(三). 化學品特性
為使救援行動更加完善，參考 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及 CAMEO Chemical，
提供化學品物化特性及危害特性（如表 5-3-6）相關資訊，同時附上安全資料表資
訊及「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
，以便應變人員瞭解通報化學品危害特性。另外彙整
化學品安定性及反應性特性於如表 5-3-7 供應變參考。
鄰-甲酚為白色固體粉末，因比水重和難溶於水，故屬於水域物理行為模式中
之下沉物（S）。
表 5-3-6
類別

物化
特性

鄰-甲酚物化及危害特性表
敘述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聯合國編號（UNNO.）：2076
（CAS NO.）：95-48-7
嗅覺閾值：無適用資料
pH 值：4.8，20 g/l、20 °C
沸點：192°C
閃火點：81°C、閉杯
物質狀態：白色固體，常為粉末
蒸氣壓：0.24 hPa、20 °C
氣味：類似苯酚的味道
蒸氣密度：3.74 (空氣=1)
溶解度：20 g/l、20 °C
爆炸下限：1.3%
3
密度：1.046 g/cm
揮發速率：無適用資料
相對密度：無適用資料
揮發百分比(體積)：無適用資料
黏度：無適用資料
熔點：大約 31 °C
辛醇／水分配係數：log Pow: 1.95
刺激灼傷眼睛、皮膚。吸入可能致命 。
火場的容器可能會爆炸，燃燒時可能產生有毒氣體。

危害
特性
6

IMO 危險品分類

GHS

化學品特性資料來源：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http://ghs.cla.gov.tw/CHT/intro/search.aspx
CAMEO Chemical，http://www.cameochemicals.noa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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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7
特性
安定性

鄰-甲酚安定性及反應性特性表
敘述

正常狀況下安定。

特殊狀況下
可能之危害反應
應避免之狀況
應避免之物質
危害分解物

－
1.硝酸：增加密閉容器內溫度。
2.腐蝕不繡鋼、鐵 、鉛。
1.強氧化劑。
2.酸。
一氧化碳、甲醛

化學品特性資料來源：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http://ghs.cla.gov.tw/CHT/intro/search.aspx
CAMEO Chemical，http://www.cameochemicals.noaa.gov/

(四).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3-8 作為化學品模擬的海氣象條件，模擬 24 小時（109/04/02 15:00 至
109/04/03 15: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分
析化學品於海表面、水體中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及化學品擴散影響程度。
表 5-3-8

新竹縣外海鄰-甲酚洩漏案例之模擬條件表

化學品資訊
 化學品（中/英）：鄰-甲酚 / o-Cresol
 洩漏油量：50 公噸
 洩漏時長：2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時序列風速風向
（數據來源：全球預報系統 GFS）
 氣溫：19℃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新竹資料浮標之平均氣溫）
（數據時間：109/04/02 15:00 至 109/04/03 15:00）
 海溫：24℃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新竹資料浮標之平均海溫）
（數據時間：109/04/02 15:00 至 109/04/03 15: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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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化學品擴散模擬。109/04/02
15:00 至 109/04/03 15: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3-2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西南流，流速約為 0.2 至 1.9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東北流，流速約為 0.2 至
1.8m/s。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新竹潮位站預測之潮位，紅點顯示
當時潮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4 月 02 日 16: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3/10

04 月 02 日 21: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3/10
圖 5-3-2

新竹縣外海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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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月 03 日 03: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3/11

04 月 03 日 15: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3/11
圖 5-3-2

新竹縣外海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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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化學品染擴散模擬：
1.

化學品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海水中）
經 CHEMmap 模式模擬化學品溢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
溫影響，模擬 24 小時於海水中的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3-3 所示，色階濃度
表顯示於左下角。

04 月 02 日 16: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4 月 02 日 21: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3-3

鄰-甲酚溢漏於海水後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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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月 03 日 03: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4 月 03 日 15: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3-3

鄰-甲酚溢漏於海水後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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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漏後 24 小時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結果（海水中）
模擬結果顯示，若發生鄰-甲酚洩漏於海水中，因鄰-甲酚為固體且難溶
於水，故進到水中隨即開始沉澱。化學品洩漏時適逢高平潮時段，受往西南
方向的潮流及北北東至東北風影響，化學品主要朝洩漏位置西南方擴散，並
於 04/02 17:00 時，殘留於海水中的化學品濃度小於 1 ppm，且 24 小時內無
化學品影響任何岸際。化學品於海水中最大擴散面積約為 0.1 平方公里（可
能影響區域如表 5-3-9 所示）
，第 24 小時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測分布結果
如圖 5-3-3 所示。第 24 小時後，約 0.1 公噸（0.2%）揮發至大氣中、16.1 公
噸（32.2%）因擾動混入海水中、12.8 公噸（25.6%）衰減消逝及 21.0 公噸
（42.0%）沉澱於海水（如圖 5-3-4 所示）。
表 5-3-9

鄰-甲酚洩漏案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備註：無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海表面：
 海水中：
 沉 澱：

－
16.1
21.0

圖 5-3-4

公噸
公噸
公噸

 大氣中：
 衰 減：

0.1
12.8

鄰-甲酚洩漏於海水中隨時間狀態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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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學品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大氣中）
經 CHEMmap 模式模擬化學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
溫影響，模擬 24 小時於大氣中的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3-5 所示，色階濃度
表顯示於左下角。

04 月 02 日 16:00 時－化學品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4 月 02 日 21:00 時－化學品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3-5

鄰-甲酚洩漏後擴散於大氣中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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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月 03 日 03:00 時－化學品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4 月 03 日 15:00 時－化學品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3-5

鄰-甲酚洩漏後擴散於大氣中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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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溢漏後 24 小時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大氣中）
模擬結果顯示，由於鄰-甲酚為固體且難溶於水，故進到水中隨即開始
沉澱。化學品洩漏 24 小時內約 0.1 公噸揮發至大氣中，受北北東至東北風
影響，朝洩漏位置西南方擴散（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3-10 所示）
，並於 04/02
16:00 時，空氣中的化學品濃度小於 1 ppm，且 24 小時內無化學品影響任何
敏感區域上空，於大氣中最大擴散面積為 0.2 平方公里，第 24 小時化學品
污染擴散模擬預測分布結果如圖 5-3-5 所示。第 24 小時後，約有 0.1 公噸衰
減消逝（如圖 5-3-6 所示）
。
表 5-3-10

鄰-甲酚洩漏擴散於大氣中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

 大氣中：

圖 5-3-6

－

公噸

 衰

減：

0.1

公噸

鄰-甲酚洩漏後擴散於大氣中隨時間狀態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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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應變參考原則
為使救援行動更加完善，提供進行化學品事故應變時，可能需要的應變裝備，
如表 5-3-11 所示。囿於船舶發生化災事故現場狀況不明，若船隻發生火災爆炸或
洩漏時，提供 IMDG Code 的 EmS Guide 中的火災（F-A，如表 5-3-12）及洩漏（SB，如表 5-3-13）予應變指揮體系參考。
表 5-3-11
類別
防護衣

偵測設備

火災應變

圍堵器材

水霧防護

中和劑

鄰-甲酚洩漏案例之應變設備

目的
使用設備
需注意其物質刺激灼傷眼睛、皮膚。
B 級防護衣
吸入可能致命。
監測鄰-甲酚：
物質為固體粉末，暫無適合偵測儀器；
監測其物質於空氣及水中的濃度，適
但若現場發生火災須注意其分解物：
時對環境及人員做適當的應變處理。
一氧化碳、甲醛，可用 FTIR、檢知管
(CO 以及甲醛)及四用氣體偵測器。
小火時：
以化學乾粉、二氧化碳或灌水作為滅
現場發生火災的狀況，需要去注意如
火劑，控制火勢。
何控制或是撲滅火勢，例如：禁水性
大火時：
物質，或是不溶於水的物質。
以化學乾粉、二氧化碳、耐酒精型泡
此提供個別單一物質發生火災的處理
沫或灌水作為滅火劑，控制火勢。
方法。
如果可行且無執行上的風險的情況
若發生混合式災害便以灑水滅火為
下，將容器自火場中移離
主。
圍堵收集消防用水，待後續處置；不
可驅散洩漏物質。
因其大量洩漏，需時間蒸發及溶解，  若包裝完整，可直接打撈。
故於岸際進行圍堵作業，避免化學物  若是破裂，比重比水重，將沉入水
質擴大污染及破壞岸際生態區
中，但難溶於水。
在低風速的大氣條件下，當小範圍的
水溶性氣體雲噴出造成污染事故時，
噴水（水霧）。
可藉由噴灑水霧來捕捉逸散之蒸氣
雲。
水溶性化學品在非開放式的淺水域中
洩露時，可加入處理劑來降低其對人 （此事故為開放海域，不考慮此方法）
類健康與海洋環境的風險。

※化學品特性資料來源：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http://ghs.cla.gov.tw/CHT/intro/search.aspx
2016 年版緊急應變指南（ERG 中文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環境檢驗所公告之 NIEA 檢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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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2

船隻發生火災爆炸（F）事故-鄰-甲酚參考應變原則
F - A 一般火災清單

發生火災時，貨物有可能爆炸且貨物內容物可能會
爆裂。
滅火時，盡可能於安全位置並遠離火源滅火。

概述

貨物於甲
板上起火

包裝件
盡可能增加許多消防軟管以備灑水滅火
貨物運輸單位

貨物於甲板下起火

停止通風並關上閘門。
使用貨艙裡的固定式滅火系統，假使無法使用，可
使用大量的水來製造水霧以滅火。

貨物起火

如果可實行，移除或是投棄有可能會遭受到火勢攻
擊的貨物。另外，可使用水澆熄火勢。
資料來源：EmS Guid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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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發生洩漏（S）事故-鄰-甲酚參考應變原則
S – B 腐蝕性物質

概述

於甲
板上
發生
洩漏

包裝件
（小型洩漏）
貨物運輸
單位
（大型洩漏）

包裝件
（小型洩漏）

於甲
板下
發生
洩漏
貨物運輸
單位
（大型洩漏）

穿著適當的個人防護衣以及自給式呼吸具。
既使穿上防護衣，也應避免碰觸洩漏物。
遠離廢水和蒸氣。
既使在短時間內吸入小量的蒸氣，也會造成呼吸困難。
使用水澆於物質上可能會造成劇烈的反應，以及產生有
毒蒸氣。
物質可能會破壞船上結構材料。
被汙染的防護衣具應用水沖洗，接著再脫除。
使用大量清水沖洗並將液體排出船外，但切勿直接用水
噴灑至洩漏物上。切勿靠近廢水，並徹底清洗所有區域。
保持橋梁和住宅區為處於上風處。
使用灑水將有毒蒸氣驅離，以保護船員以及住所避免腐
蝕性和有毒蒸氣。
使用大量清水沖洗並將液體排出船外，但切勿直接用水
噴灑至洩漏物上。遠離廢水，並徹底清洗所有區域。
切勿進入現場未戴自給式呼吸具。並在進入現場前，確認
現場狀況(毒性和暴露危害)；假使未檢查現場狀況，切勿
進入。讓蒸汽蒸發，並且遠離之。
液體：提供場所內良好的通風。將洩漏出的液體清洗至船
艙底部，並用幫浦將廢液排出船外。
固體：收集洩漏物，將其丟置船外。除此之外，並使用大
量的水將殘留物清洗至船艙底部，再用幫浦將液體排出
船外。
保持橋梁和住宅區為處於上風處。使用灑水將有毒蒸氣
驅離，以保護船員以及住所避免腐蝕性和有毒蒸氣的暴
露。切勿進入現場，切勿靠近現場，待專家進行危害評估
後，方可進入。
提供足夠的通風量，切勿進入現場未戴自給式呼吸具。
並在進入現場前，確認現場狀況(毒性和暴露危害)；假使
未檢查現場狀況，切勿進入。讓蒸汽蒸發，並且遠離之。
使用通風系統的地方，應特別注意避免毒性蒸氣或燻煙
進入船內人員居住區域 (例如：住所、機艙工作區)。
液體：提供場所內良好的通風。使用大量的水，將洩漏出
的液體清洗至船艙底部，並用幫浦將廢液排出船外。
固體：收集洩漏物，將其丟置船外。並使用大量的水，將
洩漏出的物體清洗至船艙底部，並用幫浦將廢液排出船
外。
資料來源：EmS Guid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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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處置應變建議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與此案例之風場條件及鄰-甲酚危害特性，規劃應變現場隔
離警戒區及船上作業安全熱暖冷區劃分示意圖如圖 5-3-7 所示，各區建議措施如表
5-3-14 所示，整理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提出緊急應變策略建議方案如表
5-3-15 所示，此應變建議為依照狀況模擬作科學性的建議，現場還是需要請指揮官
依照實際狀況進行處置。

圖 5-3-7

新竹縣外海鄰-甲酚洩漏案例之應變現場冷熱區劃分示意圖

表 5-3-14

新竹縣外海鄰-甲酚洩漏案例之船上的熱暖冷區的劃分表

分區

說明
事故發生地點為熱區。在熱區與暖區交界區用水霧進
熱區（污染區）
行隔離。
設置除污走道，或當污染物質濃度提高時，有後撤的
暖區（除污區、緩衝區）
空間。
此處為安全無虞之處，在船上因空間受限，須將船艙
冷區（安全區）
成立為安全區，靠著遮蔽物阻隔外界污染之物質。
備註：第一時間在船上應變，需劃分熱、暖及冷區，但因空間限制可能沒辦法依照緊急應變
指南拉出適當的隔離距離，須利用些設置來成立熱、暖及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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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5
項
目

指
揮
評
估
︵
第
1
至
第
3
小
時
︶

麥寮港外海鄰-甲酚洩漏案例之應變策略建議方案表
規劃及建議

1.

現
場
處
置
︵
發
生
至
1
小
時
︶

計畫結果

2.

3.

1.

2.

3.

維護現場人員安全（S）：
目前已確認船隻擱淺。首先避免生成及吸入灰塵，避免物質接觸，確
保有充足的通風。遠離熱源和引火源；且鄰-甲酚為可燃性物質，且在
急劇加熱下與空氣形成具爆炸性混合物，起火時可能引發產生危害性
氣體或蒸氣，因此若發生火災時，建議立即疏散現場（船上）非應變
人員，並須隔離引火源，船上應變人員應立即往船體上風處移動，以
方便進行應變行動。
現場隔離及禁止出入（I）：
船體應變(減少引火源)：現場應注意減少引火源；若現場發生洩漏狀
況，在船體洩漏處建議劃設管制範圍，建立出適當之封鎖線，禁止非
相關應變人員進入，避免發生二次傷害；對外廣播限制非應變船隻盡
量迴避該區域，避免造成意外或是產生火源，亦不阻礙救災。
（如洩漏
範圍擴大或者風向變化應適時調整管制範圍）。
通報災情（N）：
建議向主管機關通報（如：海巡署及新竹縣政府），通報現場有鄰-甲
酚 50 公噸洩漏，船身破損情況、事故擱淺位置…等狀況，請求應變資
材支援並進行資源調度。
本次事件洩漏鄰-甲酚總計 50 公噸，依據行政院「重大海洋油污染緊
急應變計畫」第六條第二項第一款，本次假設事件屬於第一級（達一
百公噸以下），由海岸管理機關、地方政府或港口管理機關（構）負
責應變，及依據其訂定之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內容，執行各項污
染清除措施。。故新竹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接獲海洋污染通報後，應立
即查證確認地點及污染情形，將相關資料向縣轄相關單位及行政院環
保署通報，並依新竹縣海洋污染緊急應變計畫成立「新竹縣海洋污染
緊急應變中心」。
建立現場指揮及管理（C）：
第一時間由船上的最高指揮官（船長）進行災害應變指揮，成立緊急
應變中心，進行初步可以相關的偵測儀器（例如：檢知管…等）
，來測
量約略濃度，進行劃分熱、暖及冷區，當中對於化學品的應變可參考
EmS Guide 中的火災及洩漏之應變作為，嘗試進行減災應變。後續經
由通報之後，各支援單位到達現場，以現場中最高層級單位接任指揮
官，進行統合指揮與調度分配，前任指揮官須將事故狀況與已經處置
的事項彙整並交由新任指揮官進行後續處置。
毒物辨識及評估（I）：
已知船隻載運為鄰-甲酚，其物質比水重，為可燃物質，若陷入火場時，
須設法移除。物質型態為固體粉末較為安定，但遇高溫會分解產生毒
氣如一氧化碳及甲醛，需特別小心。可參考該物質之 SDS 及 ERG 處
理原則 153。
規劃搶救行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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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首先以現有資訊，包含現場氣象、海象資料、物質特性資料等先以
CHEMmap 進行 24 小時模擬，並將模擬結果提供給指揮官作為下列應
變行動規劃：
圍阻：
模擬顯示鄰-甲酚於 24 小時內容易受到風向風速的影響而致使污染物
到處移動，依據模擬結果劃分海上污染隔離區與通知附近船隻勿接近，
避免產生引火源，發生更大的災害。
而鄰-甲酚因比水重，會沉入水中，混入水中並下沉；但若包裝未破裂，
可小心打撈上岸，勿讓其物質接近火災或是高溫場所，會受熱分解產
生有毒氣體。
保護：
模擬結果顯示鄰-甲酚較無揮發性，不會影響沿岸地區及內陸。但倘若
已於火場中燃燒的狀況，需針對一氧化碳及甲醛做濃度監控，有需要
時，需下風處進行水霧防護，以減少分解出來的危害氣體逸散。另外
需注意包裝容器受熱可能導致爆炸
除污：
鄰-甲酚屬於固體粉末、難溶於水及沉入水中，用大量清水進行除污及
回收廢水工作。
棄置：
聯絡北部地區合格廢棄物清理廠商進行除污完成後之有害廢棄物處
理、抽除或封存等作業。
防護配備（P）：
現場搶救人員（船體熱區）應著 B 級防護衣（因現場有鄰-甲酚，物質
可能已發生分解出毒氣）；協助除污人員（船體冷區）應著 C 級防護
衣；沿岸人員應著 C 級以上防護衣。
災害圍阻及控制（C）：
鄰-甲酚為固體粉末，若包裝未破損，請盡快移出災區，並遠離火源及
高溫處。若外洩用乾淨的鏟子，小心地將洩漏物鏟入清潔、乾燥的容
器並須注意包裝是否完好，移離洩漏區。用大量水清洗物質洩漏之區
域，並小心沖洗時洩漏之物質遠離可燃物。
事故船隻第一時間需準備吸油棉的圍堵及吸附，並請海巡隊於油污黏
附岸際近海區佈放近海型或港灣型攔油索進行油污圍堵，可先行部屬，
以防止可能的油污染發生而影響岸際。同時根據現場資材調度狀況適
時變更。
保護行動（P）：
依擴散模擬軌跡之可能影響距離，劃分 24 小時隔離區，禁止非救災船
隻與人員進去或命其離去。
海水：
圖中標示船體冷暖熱區劃分示意圖，鄰-甲酚圍固體粉末狀，且結構較
穩定不易反應，落入水中之初期狀態為混入水中及下沉；海上隔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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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就依照對於一般船難的方式進行劃分即可。另根據模擬結果顯示，並
不會影響到內陸，但如果發生火災時，可採取水霧防護的作法降低其
逸散的濃度。
大氣：
若鄰-甲酚陷入火場之中，於事故點進行水霧防護；附近縣市，如新竹
縣、桃園市及苗栗縣使用 FTIR、檢知管及四用偵測器偵測周界濃度，
監測毒氣(一氧化碳及甲醛)是否擴散。
PS：注意勿讓鄰-甲酚接觸到火場之高溫，可能發生爆炸及毒氣(一氧
化碳及甲醛)。
除污及清理現場（D）：
現場處理人員出熱區時應經過除污走道，清洗殘留於人員身上之鄰-甲
酚或是鄰-甲酚污染物，但除污時須注意防止與其不相容的化學品相互
混和導致污染擴大，除污水應盡量收集處理避免造成環境二次污染，
協助除污之人員也應穿著 C 級防護衣。
現場清理燃料油時，將回收大量已吸附物質之吸附材，需注意其物資、
器具及人力是否充足，且協助現場清理之人員應穿著 C 級防護衣搭配
適用之濾毒罐，避免人員受到二次傷害。
棄置（D）：
就近於新竹縣、苗栗縣及桃園市中尋找合格之廢棄物處理單位，妥善
封存污染物與除污後之用品，包含除污水回收處理、應變器材棄置等，
處理人員亦須穿著防護衣，避免直接接觸污染物造成健康危害。
事件紀錄（D）：
紀錄發生時間、地點、事故狀態、處理人員姓名、化學物名稱、天氣
狀況、洩漏因素、採取之應變作為、使用的資源、成本、傷亡人員、異
常資料、列舉證物、拍照等，應詳盡正確，作為檢討事故發生原因之
資料，除了有助於查詢外，更能預防及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

※應變建議為依照狀況模擬作科學性的建議，現場還是需要請指揮官依照實際狀況進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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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假設案例】109/08/10 嘉義縣外海貨輪擱淺事件完
整事件報告
(一). 情境說明：
1.

篩選原則
依據篩選原則第 2 項，配合海洋保育署指示，挑選國內前 3 大進出口
POPs 中的靈丹作為模擬化學品品項。另考量統計分析民國 103 年至 108 年
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已執行過之模擬區域，因南部及北部海域等海
洋污染事件發生率較高，歷年的模擬比重相對較大，考量嘉義縣位於南部地
區，且位處臺灣西側船舶航行機率高密度區，因此挑選嘉義縣外海作為本案
模擬地點。

2.

事件說明
109/08/10 23:00 假設一貨輪行經於嘉義縣外海（坐標 23.3694° N，
120.0059° E，如圖 5-3-8 所示）
，因海況不佳，導致貨輪擱淺於嘉義縣外海，
船上裝載 1,000 公噸靈丹化學品，有溢漏之虞，執行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作
業。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3-8

假設嘉義縣外海靈丹洩漏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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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化學品混合反應性確認
透過化學品特性及反應性查詢軟體 WISER 及 CAMEO Chemical，查詢靈丹洩
漏於海水中可能產生的複合反應。結果顯示，靈丹為固態有機氯農藥，具有毒性，
並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質國內已於 2009 年 5 月禁止使用；若分解會產生氯化氫及
光氣…等有毒物質，相關化學品應變參考原則請參考第 313 頁至 319 頁。
(三). 化學品特性
為使救援行動更加完善，參考 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及 CAMEO Chemical，
提供化學品物化特性及危害特性（如表 5-3-16）相關資訊，同時附上安全資料表資
訊、
「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國際危險品章程(IMDG Code)-危害標示」
，以便應
變人員瞭解通報化學品危害特性。另外彙整化學品安定性及反應性特性於如表 53-17 供應變參考。
靈丹為白色結晶固體，因比水重和難溶於水，故屬於水域物理行為模式中之溶
解/下沉物（SD），下沉時逐漸溶於水中。
表 5-3-16

靈丹物化及危害特性表

類別

物化
特性

敘述
化學文摘社登記號碼
（CAS NO.）：58-89-9
沸點：323.4℃
物質狀態：白色結晶固體
氣味：霉味(純物質則無味)
溶解度：1.7mg/100 ml(水)
密度：1.85(水=1)

聯合國編號（UNNO.）：2761

閃火點：不燃
蒸氣壓：極低
蒸氣密度：10(空氣 =1)
爆炸界限：－
揮發速率：－
辛醇/水分配係數 (log Know)：
熔點：112℃
3.55
分解溫度：－
自燃溫度：
1. 可能引起貧血或嚴重的血液疾病，甚至死亡。
2. 有痙攣疾病者易受危害。
3. 會損傷懷孕中的胎兒，也會降低女性的受孕能力。
4. 長期暴露可能損傷肝臟，手腳的神經導致協調力降低。

危害
特性
6

IMO 危險品分類

GHS

化學品特性資料來源：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http://ghs.cla.gov.tw/CHT/intro/search.aspx
CAMEO Chemical，http://www.cameochemicals.noa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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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7
特性
會產生反應
不會產生反應
安定性
特殊狀況下
可能之危害反應
應避免之狀況
應避免之物質
危害分解物

靈丹安定性及反應性特性表

敘述
和鹼性物質作用，發生去氯化氫的反應
---正常狀況下安定。
1.溫度升至攝氏 177 度，會分解產生毒性氯化氫氣體。
2.鹼、鋁、鐵、鋅：可能分解。
溫度升至攝氏 177 度。
鹼。
氯化氫、光氣、一氧化碳。

化學品特性資料來源：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http://ghs.cla.gov.tw/CHT/intro/search.aspx
CAMEO Chemical，http://www.cameochemicals.noaa.gov/

(四). 模擬條件：
依據表 5-3-18 作為化學品模擬的海氣象條件，模擬 24 小時（109/08/10 23:00
至 109/08/11 23:00）海水表面油團受風及表面海流影響，可能的擴散漂移路徑，並
分析油污於水表面、水體中、岸際及大氣中隨時間變化量及溢油擴散影響程度。
表 5-3-18

嘉義縣外海靈丹洩漏案例之模擬條件表

化學品資訊
 化學品（中/英）：靈丹 / LINDANE
 洩漏油量：1,000 公噸
 洩漏時長：2 小時
海氣象參數
 海流：HYDROmap 模式模擬海流
 風場：時序列風速風向
（數據來源：全球預報系統 GFS）
 氣溫：31℃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將軍潮位站之平均氣溫）
（數據時間：109/08/10 23:00 至 109/08/11 23:00）
 海溫：30℃
（數據來源：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東石潮位站之平均海溫）
（數據時間：109/08/10 23:00 至 109/08/11 23:00）
 海岸類型：岩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建置之環境敏感區域地圖－附錄三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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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海洋表面海流預測：
使用 HYDROmap 模式建立海流流場資料，應用於化學品擴散模擬。109/08/10
23:00 至 109/08/11 23:00 海流流場預測圖如圖 5-3-9 所示：漲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
北流，流速約為 0.1 至 0.5m/s；退潮時段海流流向為向南流，流速約為 0.1 至 0.6m/s。
海流圖下方同時附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東石潮位站預測之潮位，紅點顯示當時潮
位可與當時海流比對。

08 月 11 日 00:00 時－海流預測圖（1 小時後）；陰曆 06/22

08 月 11 日 05:00 時－海流預測圖（6 小時後）；陰曆 06/22
圖 5-3-9

嘉義縣外海海流流場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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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月 11 日 11:00 時－海流預測圖（12 小時後）；陰曆 06/22

08 月 11 日 23:00 時－海流預測圖（24 小時後）；陰曆 06/22
圖 5-3-9

嘉義縣外海海流流場預測圖（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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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化學品染擴散模擬：
1.

化學品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海水中）
經 CHEMmap 模式模擬化學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
溫影響，模擬 24 小時於海水中的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3-10 所示，色階濃度
表顯示於左下角。

08 月 11 日 00: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8 月 11 日 05: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3-10

靈丹洩漏於海水後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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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月 11 日 11: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8 月 11 日 23: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3-10 靈丹洩漏於海水後擴散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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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漏後 24 小時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結果（海水中）
模擬結果顯示，若發生靈丹洩漏於海水中，因靈丹為固體且難溶於水，
故進到水中隨即混入水中。化學品洩漏時適逢漲潮時段，受往北方向的潮流
及東風影響，化學品主要朝洩漏位置西北方擴散，並於 08/11 03:00 時，受
潮流轉置及風向轉往東南至西南風影響，部份化學品轉往南方漂移，其餘則
往東北方向漂移，又於 11:00 時，受潮流轉置影響，轉往北方漂移，並於
15:30 時影響外傘頂洲周圍海域。化學品於海水中，約於洩漏後第 6 小時達
最大擴散面積，約為 29.2 平方公里（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3-19 所示）
，第 24
小時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測分布結果如圖 5-3-10 所示。第 24 小時後，約
0.1 公噸（0.1%）殘留於海表面，314.3 公噸（31.5%）揮發至大氣中、684.1
公噸（68.3%）因擾動混入海水中及 1.5 公噸（0.1%）衰減消逝（如圖 5-311 所示）。
表 5-3-19

靈丹洩漏案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外傘頂洲

 海表面：

0.1

公噸

 大氣中：

 海水中：

684.1

公噸

 衰

圖 5-3-11

減：

314.3

公噸

1.5

公噸

靈丹洩漏於海水中隨時間狀態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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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學品污染擴散分布模擬結果（大氣中）
經 CHEMmap 模式模擬化學品洩漏至海水中，受風場、表面海流與海
溫影響，模擬 24 小時於大氣中的擴散分布結果如圖 5-3-12 所示，色階濃度
表顯示於左下角。

08 月 11 日 00: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1 小時後）

08 月 11 日 05: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6 小時後）
圖 5-3-12

靈丹洩漏後擴散於大氣中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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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月 11 日 11: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12 小時後）

08 月 11 日 23:00 時－ 化學品擴散分佈圖（24 小時後）
圖 5-3-12

靈丹洩漏後擴散於大氣中分布模擬結果（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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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洩漏後 24 小時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大氣中）
模擬結果顯示，若發生靈丹洩漏於海水中，因靈丹為固體且難溶於水，
故進到水中隨即混入水中。化學品洩漏 24 小時內約 314.3 公噸揮發至大氣
中，受東風影響，朝洩漏位置西方擴散（可能影響區域如表 5-3-20 所示），
並於 08/11 02:30 時，受風向轉為東南影響，化學品轉往西北方擴散，並影
響澎湖縣上空，爾後受東南風至西南風影響，化學品朝西北至北北東方擴散，
第 24 小時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預測分布結果如圖 5-3-12 所示。第 24 小時
後，約有 313.9 公噸（99.9%）揮發至大氣中及 0.4 公噸（0.1%）衰減消逝
（如圖 5-3-13 所示）。
表 5-3-20

靈丹洩漏擴散於大氣中可能影響環境敏感區域

類別

可能影響區域

國家公園

－

港口/河口

－

漁業資源保護區

－

其他

澎湖縣

 大氣中：

313.9

圖 5-3-13

公噸

 衰

減：

0.4

靈丹洩漏後擴散於大氣中隨時間狀態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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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應變參考原則
為使救援行動更加完善，提供進行化學品事故應變時，可能需要的應變裝備，
如表 5-3-21 所示。囿於船舶發生化災事故現場狀況不明，若船隻發生火災爆炸或
洩漏時，提供 IMDG Code 的 EmS Guide 中的火災（F-G，如表 5-3-22）及洩漏（SQ，如表 5-3-23）予應變指揮體系參考。
表 5-3-21
類別
防護衣

偵測設備

火災應變

圍堵器材

水霧防護

中和劑

靈丹洩漏案例之應變設備

目的

使用設備
 空氣中氧氣濃度低於 19.5%者：B
級防護衣
需注意其物質高溫時分解出有毒氣
及腐蝕性氣體：光氣及氯化氫。
 空氣中氧氣濃度高於 19.5%者：C
級防護衣
監測靈丹：
監測其物質於空氣及水中的濃度，
平時是固態粉末，可能分解出氯化氫，
適時對環境及人員做適當的應變處
運用氯化氫之檢知管及 FTIR 持續監
理。
測氯化氫的濃度。
現場發生火災的狀況，需要去注意
如何控制或是撲滅火勢，例如：禁
水性物質，或是不溶於水的物質。 1. 安全情況下將容器搬離火場。
此提供個別單一物質發生火災的處 2. 遠離貯槽兩端。
理方法。
3. 不要用高壓水柱驅散洩漏物。
若發生混合式災害便以灑水滅火為
主。
因其大量洩漏，需時間蒸發及溶解，  若包裝完整，可直接打撈。
故於岸際進行圍堵作業，避免化學  若是破裂，比重比水重，將沉入水
物質擴大污染及破壞岸際生態區
中。
本物質揮發性極低，在發生洩漏狀
況時可以設法運用覆蓋的方式，降  吸附劑（如木屑、活性碳、砂等）
低危害。若現場無火災發生，可不  通用型吸收棉
進行水霧防護。
水溶性化學品在非開放式的淺水域
中洩露時，可加入處理劑來降低其 （此事故為開放海域，不考慮此方法）
對人類健康與海洋環境的風險。

※化學品特性資料來源：GHS 化學品全球調和制度 http://ghs.cla.gov.tw/CHT/intro/search.aspx
2016 年版緊急應變指南（ERG 中文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環境檢驗所公告之 NIEA 檢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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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2

船隻發生火災爆炸（F）事故-靈丹參考應變原則
F - A 一般火災清單

發生火災時，貨物有可能爆炸且貨物內容物可能會
爆裂。
滅火時，盡可能於安全位置並遠離火源滅火。

概述

包裝件
貨物於甲
板上起火

盡可能增加許多消防軟管以備灑水滅火
貨物運輸單位

貨物於甲板下起火

貨物起火

停止通風並關上閘門。

使用貨艙裡的固定式滅火系統，假使無法使用，可
使用大量的水來製造水霧以滅火。
資料來源：EmS Guid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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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3 船隻發生洩漏（S）事故-靈丹參考應變原則
S – A 毒性物質

概述

於甲
板上
發生
洩漏

包裝件
（小型洩漏）
貨物運輸
單位
（大型洩漏）

包裝件
（小型洩漏）

於甲
板下
發生
洩漏

貨物運輸
單位
（大型洩漏）

特殊案例
海洋汙染物標記

穿著適當的個人防護衣以及自給式呼吸具。
既使穿上防護衣，也避免碰觸洩漏物。
停止洩漏，如果情況允許。
被汙染的防護衣具應用水沖洗，接著再脫除。
使用大量清水沖洗並將液體排出船外，但切勿直接用水噴灑至洩漏
物上，切勿靠近廢水，並徹底清洗所有區域。
保持橋梁和住宅區為處於上風處。
切勿直接用水噴灑至洩漏物上，切勿靠近廢水，並徹底清洗所有區
域。
切勿進入現場未戴自給式呼吸具。並在進入現場前，確認現場狀況
(毒性和暴露危害)；假使未檢查現場狀況，切勿進入。讓蒸氣蒸發，
並遠離廢水。
液體：保持良好的通風，限制液體於封閉區域流動(例如:如果可行，
使用水泥或是惰性材料做成障礙物阻止液體流出)。
固體：收集洩漏物，將其排出船外。除此之外，勿靠近洩漏物。
切勿進入現場，勿靠近洩漏物，待專家進行危害評估後，可進入現
場。
提供足夠的通風量，切勿進入現場未戴自給式呼吸具。
並在進入現場前，確認現場狀況(毒性和暴露危害)；假使未檢查現
場狀況，切勿進入。讓蒸氣蒸發，並切勿靠近洩漏物。使用通風系
統的地方，應特別注意避免毒性蒸氣或燻煙進入船內人員居住區域
(例如：住所、機艙工作區)。
液體：提供場所內良好的通風。將洩漏出的液體清洗至船艙底部，
並用幫浦將廢液排出船外。
固體：收集洩漏物，將撒出的固體乾燥之，並且蓋上塑膠布，再將
棄置於船外。除此之外，關閉艙門，直至船抵達碼頭才可打開。
盡可能將處置過後的洩漏物排出於船外，並使用大量水稀釋。
資料來源：EmS Guide，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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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處置應變建議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與此案例之風場條件及靈丹危害特性，規劃應變現場隔離
警戒區及船上作業安全熱暖冷區劃分示意圖如圖 5-3-14 所示，各區建議措施如表
5-3-24 所示，整理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提出緊急應變策略建議方案如表
5-3-25 所示，此應變建議為依照狀況模擬作科學性的建議，現場還是需要請指揮官
依照實際狀況進行處置。

圖 5-3-14
表 5-3-24

嘉義縣外海靈丹洩漏案例之應變現場冷熱區劃分示意圖
嘉義線外海靈丹洩漏案例之船上的熱暖冷區的劃分表

分區

說明
事故發生地點為熱區。在熱區與暖區交界區用水霧進
熱區（污染區）
行隔離。
設置除污走道，或當污染物質濃度提高時，有後撤的
暖區（除污區、緩衝區）
空間。
此處為安全無虞之處，在船上因空間受限，須將船艙
冷區（安全區）
成立為安全區，靠著遮蔽物阻隔外界污染之物質。
備註：第一時間在船上應變，需劃分熱、暖及冷區，但因空間限制可能沒辦法依照緊急應變
指南拉出適當的隔離距離，須利用些設置來成立熱、暖及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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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5
項
目

2.

指
揮
評
估
︵
第
1
至
第
3
小
時
︶

麥寮港外海靈丹洩漏案例之應變策略建議方案表
規劃及建議

1.

現
場
處
置
︵
發
生
至
1
小
時
︶

計畫結果

3.

1.

2.

維護現場人員安全（S）：
目前已確認船隻擱淺。首先避免靈丹分解所產生毒氣（光氣與氯化氫）
，
對船員造成之影響（可能引起嘔吐、不安、痙攣及呼吸衰竭）
；且靈丹為
毒性物質，因此建議立即疏散現場（船上）非應變人員，並須隔離事故
現場，船上應變人員應立即往船體上風處移動，以方便進行應變行動。
現場隔離及禁止出入（I）：
船體應變(減少引火源)：現場應注意減少引火源；若現場發生洩漏狀況，
在船體洩漏處建議劃設管制範圍，建立出適當之封鎖線，禁止非相關應
變人員進入，避免發生二次傷害；對外廣播限制非應變船隻盡量迴避該
區域，避免造成意外或是產生火源，亦不阻礙救災。
（如洩漏範圍擴大或
者風向變化應適時調整管制範圍）。
通報災情（N）：
建議向主管機關通報（如：海巡署及嘉義縣政府環境保護局）與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毒化災污染）
，通報現場有毒性化學物質為靈丹 1000 公噸…
等化學品，及船身破損情況、事故擱淺位置…等狀況，請求應變資材支
援並進行資源調度。
「為
本次事件洩漏靈丹 1,000 公噸，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第十條第二項：
處理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事件，中央主管機關應擬訂海洋油污染緊急應
變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本次假設事件屬於船舶發生海難或其他意外事件，造成船舶載運物質、
油料外洩或有油料外洩之虞者，致有危害人體健康、嚴重污染
環境之虞者。第三級：油外洩或有外洩之虞逾七百公噸-重大外洩，由交
通部開設之海難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應變。
故由交通部接獲海洋污染通報後，應立即查證確認地點及污染情形，將
相關資料向縣轄相關單位及行政院環保署通報，並由交通部開設之海難
災害應變中心執行應變。
建立現場指揮及管理（C）：
第一時間由船上的最高指揮官（船長）進行災害應變指揮，成立緊急應
變中心，進行初步可以相關的偵測儀器（例如：檢知管…等）
，來測量約
略濃度，進行劃分熱、暖及冷區，當中對於化學品的應變可參考 EmS
Guide 中的火災及洩漏之應變作為，嘗試進行減災應變。後續經由通報
之後，各支援單位到達現場，以現場中最高層級單位接任指揮官，進行
統合指揮與調度分配，前任指揮官須將事故狀況與已經處置的事項彙整
並交由新任指揮官進行後續處置。
備註：
關於油污染方面，依據行政院「重大海洋油污染緊急應變計畫」
，海岸黏
附區域由環保局於油污染現場附近成立現場應變中心，海巡署地區巡防
局（總局）配合環保署成立緊急應變中心應變。
毒物辨識及評估（I）：

317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3.

災
害
搶
救
︵

1.

2.

已知船隻載運為靈丹，其物質比水重，須注意移除引火源。物質型態為
晶體較為安定，但會分解產生毒氣，如光氣及氯化氫，需特別小心。
當人員暴露於高濃度靈丹之環境時，會使人引起嘔吐、不安、呼吸衰竭、
頭痛、刺激感、發紅；長期暴露可能損傷肝臟，手腳的神經導致協調力
降低等症狀，可參考該物質之 SDS 及 ERG 處理原則 151。
規劃搶救行動（A）：
首先以現有資訊，包含現場氣象、海象資料、物質特性資料等先以
CHEMmap 進行 24 小時模擬，並將模擬結果提供給指揮官作為下列應變
行動規劃：
圍阻：
模擬顯示靈丹於 24 小時內容易受到風向風速的影響而致使污染物到處
移動，依據模擬結果劃分海上污染隔離區與通知附近船隻勿接近，避免
產生引火源，發生更大的災害。
而靈丹因比水重，會沉入水中，慢慢溶解；但若包裝未破裂，可小心打
撈上岸，勿讓其物質接近火災或是高溫場所，可能會分解產生有毒氣體。
若發生油料洩漏，依模擬狀況請嘉義縣岸巡總隊配合現場緊急應變中心
作業，並調派鄰近縣市各應變單位之人力、吸附、儲存、除油及防護設
備至岸際油污清除地點，支援相關人員進行岸際油污清除作業。另外，
海巡隊應於油污黏附岸際近海區佈放近海型或港灣型攔油索進行油污圍
堵，以防止油污黏附後持續影響岸際。
規劃吊掛作業：
貨輪上約有 1000 公噸靈丹的貨櫃，須注意吊掛安全，現場執行應變相關
單位應注意應變作業執行現場之火源（包括明火與靜電）管制及加強相
關防護措施，以保護人員安全。
保護：
模擬結果顯示靈丹氣體將飄散至沿岸地區及內陸，因該物質微溶於水，
故於可能洩漏處運用最方便安全的方式將粉狀物質收集於密封容器中供
回收，以減少靈丹揮發部分氣體逸散；含靈丹的液體應用蛭石、乾粉、
土或類似物質吸收。
除污：
靈丹屬於固體、僅微溶於水及密度比水大，將沉入水中上，因此當發生
海上洩漏事件時，運用粉狀物質(蛭石、乾粉、土或類似物質)收集於密封
容器中供回收。
棄置：
聯絡中部地區合格廢棄物清理廠商進行除污完成後之有害廢棄物處理、
抽除或封存等作業。
防護配備（P）：
現場搶救人員（船體熱區）應著 A 級防護衣（因現場有靈丹，物質可能
已發生分解出毒氣）
；協助除污人員（船體冷區）應著 C 級防護衣；沿岸
人員應著 C 級以上防護衣。
災害圍阻及控制（C）：
靈丹為晶體，若包裝未破損，請盡快移出災區，並遠離火源及高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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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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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外洩用乾淨的鏟子，小心地將洩漏物鏟入清潔、乾燥的容器並須注意
包裝是否完好，移離洩漏區。用大量水清洗物質洩漏之區域，並小心沖
洗時洩漏之物質遠離可燃物，含靈丹的液體應用蛭石、乾粉、土或類似
物質吸收。
因靈丹微溶於水之固體，含靈丹的液體應用蛭石、乾粉、土或類似物質
吸收。事故船隻第一時間進行吸油棉(或使用相容之吸收劑)圍堵吸附，同
時根據現場資材調度狀況適時變更。（切記！現場勿產生火花）
事故船隻第一時間進行吸油棉的圍堵及吸附，同時根據現場資材調度狀
況適時變更。（切記！現場勿產生火花）
保護行動（P）：
依擴散模擬軌跡之可能影響距離，劃分 24 小時隔離區，禁止非救災船隻
與人員進去或命其離去。
海水：
圖中標示船體冷暖熱區劃分示意圖，並以經緯度劃分出海上隔離區（以
事故船隻位置 23.3694° N，120.0059° E 為中心，向外拉出 1.5 公里的距
離）
。另根據模擬結果顯示，會影響到內陸，但靈丹揮發性性不高，將粉
狀物質收集於密封容器中供回收的作法降低其逸散的濃度。
大氣：
可以持續用檢知管及 FTIR 監測靈丹是否產生毒氣(光氣及氯化氫)。
內陸人員依模擬結果建議進行就地避難（緊閉門窗減少外出）。
注意：救災單位應使用防爆工具，以盡量減少產生火花、明火。
除污及清理現場（D）：
現場處理人員出熱區時應經過除污走道，清洗殘留於人員身上之靈丹或
是靈丹污染物，但除污時須注意防止與其不相容的化學品相互混和導致
污染擴大，除污水應盡量收集處理避免造成環境二次污染，協助除污之
人員也應穿著 C 級防護衣。
現場清理燃料油時，將回收大量已吸附物質之吸附材，需注意其物資、
器具及人力是否充足，且協助現場清理之人員應穿著 C 級防護衣搭配適
用之濾毒罐，避免人員受到二次傷害。
棄置（D）：
就近於嘉義縣、雲林縣及臺南市中尋找合格之廢棄物處理單位，妥善封
存污染物與除污後之用品，包含除污水回收處理、應變器材棄置等，處
理人員亦須穿著防護衣，避免直接接觸污染物造成健康危害。
事件紀錄（D）：
紀錄發生時間、地點、事故狀態、處理人員姓名、化學物名稱、天氣狀
況、洩漏因素、採取之應變作為、使用的資源、成本、傷亡人員、異常
資料、列舉證物、拍照等，應詳盡正確，作為檢討事故發生原因之資料，
除了有助於查詢外，更能預防及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

※應變建議為依照狀況模擬作科學性的建議，現場還是需要請指揮官依照實際狀況進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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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配合海洋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須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理策略建議及
諮詢服務，包括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定，及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
等。
計畫執行期間，各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報告皆提供海洋化學品應變處理
策略建議及諮詢服務，包括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定，及應變人員防護與警
戒處理方式等。化學品應變處理策略建議，主要將事故處理原則分為四個主要
處理階段，分別為現場處置、指揮評估、災害搶救、復原清理等，綜整成海運
化學品事故應變處理流程。熱區、暖區、冷區範圍劃定則以化學品污染濃度及
物質初期隔離距離作為依據，供人員進行應變、保護及隔離。最後依洩漏化學
品特性與現場濃度挑選合適之防護具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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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治作業
一、需供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俾利各單位「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
統」連結應用產出應變資材布設決策建議，提升污染應用實務運用效能。
計畫執行期間，提供網路版海洋污染模擬擴散功能，使海洋污染防治管理
系統（以下簡稱海污網）使用者可透過連結直接開啟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
擬系統，登入後（如圖 5-4-1）可線上執行溢油模擬及瀏覽歷史案例動態模擬
結果。同時緊急應變值勤人員可藉由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產出應
變報告，包含油污染範圍及應變建議等。

圖 5-4-1

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連結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示意圖

計畫執行期間，已開通 23 個單位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帳號，
彙整申請之名單如表 5-4-1，其中帳號係由各地方單位海污計畫之委辦單位申
請者，另於委辦單位欄位註記。
二、強化臨海 19 縣市政府並協助取得本署核發許可之公私場所完成 109 年度所需
之油污染擴散模擬之兵棋推演及演練所需之擴散模擬作業。
配合本項工作執行，提供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予海保署海洋
污染防治管理系統使用者利用，包含取得海保署核發許可的從事油輸送行為
之公私場所單位，以利從事油輸送單位能運用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執行兵棋
推演及演練所需之擴散模擬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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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申請單位紀錄表

編號

申請日期

地方單位

委辦單位

1

2019/01/03

海洋保育署

坤柏海洋油污處理有限公司

2

2019/01/30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

3

2019/02/22

連江縣環境保護局

－

4

2019/04/10

新竹縣環境保護局

－

5

2019/04/29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

6

2019/05/02

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

7

2019/07/03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

8

2019/07/18

高雄市政府海洋局

－

9

2019/07/22

臺中市環境保護局

－

10

2019/08/12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

－

11

2019/08/20

苗栗縣環境保護局

－

12

2019/10/28

屏東縣環境保護局

－

13

2019/12/11

澎湖縣環境保護局

－

14

2020/01/06

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

15

2020/01/30

臺南市環境保護局

－

16

2020/05/05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2020/05/25

新北市環境保護局

富聯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8

2020/05/30

宜蘭縣環境保護局

傑美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9

2020/07/29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信安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0

2020/08/28

海巡署北部分署

－

21

2020/08/28

海巡署

－

22

2020/08/28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

23

2020/08/28

海洋保育署

坤柏海洋油污處理有限公司

三、檢視使用者之輸入介面，輸入資訊為油品種類、數量、地點 （自動轉換出座
標）
，即可產出模擬結果，同時有下拉式選單可選擇為模式預設、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預報或實際觀測之風場、流場、氣象等資訊，可供各應變單位運用。
計畫執行期間，推廣運用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污染防
治及應變演練及實務作業，使用者於模擬參數輸入介面，僅需輸入「溢油點位
置（可自動轉換出座標）」
、
「油污洩漏時間」
、「油污洩漏數量」及「油污洩漏
種類」等條件，同時於下拉式選單可選擇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報場或自行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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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觀測之風場及流場做為模擬之海氣象條件（如圖 5-4-2）
，即可產出溢油模
擬結果作為應變或海洋污染演練兵棋推演之參考。

圖 5-4-2

網路版模擬參數輸入介面示意圖

四、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應用效能
於計畫執行期間，辦理 1 場次海洋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使各單
位與會人員皆能自行執行假設案例油污染擴散模擬，且具有油污傳輸擴散模
擬結果判讀能力並能運用於海洋油污染事件。同時規劃於網路版海洋油污染
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後蒐集與會人員建議，持續精進系統操作手冊。藉由
以上作業，以期強化各單位使用海洋污染模擬應用效能，使各單位應變相關人
員瞭解並運用於海洋油污染事件。
五、提升各單位使用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進行線上操作與呈現動態模擬結果效
能，強化圖層展示中文化介面使用便利性；整合本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相關資訊，建置國內相關應變機關單位與人員資料、應變資材與環境敏感區等
資料；能以油污染模擬地點評估研析緊急應變資材最佳調度方式、運送時間及
佈設情形、應變作業建議，作為現場應變決策參考，研析提升海洋污染事件應
變作業效能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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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海洋污染防治效能，計畫執行期間，緊急應變人員可藉由網路版海
洋污染擴散模擬系統，並結合海污網應建置之應變相關單位、應變資材與環境
敏感區等相關應變資材資訊產出應變報告，報告內容包括評估模擬地點之緊
急應變最佳調度方式、運送時間及佈設情形等應變作業建議，作為現場應變決
策參考，提升海洋污染事件應變作業效能運用方式。
六、辦理至少 1 場次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負責場地、研習、膳食
等費用，每場次預估 50 人。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具線上即時模擬、展示動態模擬結果與
海氣象預報數據。為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予應變單位相關人
員，瞭解模擬工具並實務應用至海洋油污染事件，亦或是海洋油污染演練，可
以即時掌握油污染可能漂移軌跡與影響範圍。
操作說明會於 8 月 28 日於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辦理，課程針對 (1)海洋油
污染模擬介紹、(2)網路版系統操作說明、(3)學員實際操作、(4)緊急應變溢油
模擬案例分享及(5)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系統的導覽等五項作說明及分享（活
動議程如表 5-4-2）
。會議期間提供研習資料（即網路版操作手冊，如附錄三之
二）並提供茶點予與會人員，活動照片如圖 5-4-3 所示，簽到單及回饋單如圖
5-4-4 及圖 5-4-5 所示。
綜整本年度辦理之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成果，說
明會當日與會人數共計 23 人，意見回饋表統計結果顯示，課程內容對於未來
辦理海污業務非常有幫助，本次操作說明會能有效協助各地方政府海洋污染
防治的推動。統整訓練會後學員的主要建議為，模擬結果的影像輸出功能，目
前輸出檔案為圖像檔（PNG 檔）
，像一張張圖片串接，視覺效果上不夠流暢，
希望未來圖像輸出功能能增加產出動態影像檔（如 WMV 檔）
，以利展示動態
模擬結果，以及模擬假設油污溢漏地點有相當便利的以游標點選地圖上任意
位置之功能，希望能在畫面上增加顯示游標位置之動態經、緯度坐標功能，使
手動挑選溢油點能有相對應之經、緯度坐標可供參考。總體而言，說明會進行
期間對油污染模擬及系統操作皆作完整說明，與會人員皆能自行執行假設油
污染擴散情境模擬，且具有油污傳輸擴散模擬結果判讀能力，惟公務機關人員
更迭頻繁，為持續強化地方油污染擴散模擬能量，建議持續辦理「網路版海洋
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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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會議程表

時間

議程內容

14:00 - 14:10

長官致詞

14:10 - 15:00

海洋油污染模擬介紹及緊急應變溢油模擬案例分享

15:00 - 15:30

網路版系統操作說明及問題討論

15:30 - 16:15
16:15 - 17:00

圖 5-4-3

學員實際操作 A 組
雷達監測系統現場導覽 B 組
學員實際操作 B 組
雷達監測系統現場導覽 A 組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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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4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簽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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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5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回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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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5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回饋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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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正「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手冊
配合今年度（109）計畫工作內容，強化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
依據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會後蒐集與會人員建議，(1)增
列如何開啟圖例之設定步驟，提供操作人員如何開啟油膜圖例，(2)增列模擬
情境參數重新修改之設定，提供操作人員倘若需修改模擬參數時，如模擬時間、
油品項目、油量及環境場等，可依需求進行修改，(3)修正內文部分文字敘述，
提供操作人員更精確及詳細的說明，修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
作手冊」，如附錄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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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運用雷達技術於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強化監控效能
一、本項工作執行地點以臺灣本島，機關指定地點為原則。執行廠商經接獲機關通
報油污染事件後，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進行油污染監測作業；及於
作業期間，每日至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持續
作業至機關同意結束應變為止
計畫執行期間，當接獲油污染事件通報時，經海洋保育署評估現場情況，
指示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待作業人員完成整備後，隨即出發至指
定位址進行監控設備架設，並啟動監控作業。應變結束前，每日至少製作一份
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持續作業至海洋保育署同意結束應
變，監測結果可納入年度海洋污染應變演練油污染監控作業成果。
二、配合應變作業或機關指定地點辦理活動、演練或展示，提供至少 2 天次海洋
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以進行監測作業。
於計畫執行期間，若未接獲執行指示出勤執行油污染事件監控，配合海洋
保育署指定相關活動或演練展示，亦可納入年度海洋污染應變演練油污染監
控作業成果，如實際通報出勤或指定活動少於 2 天次則依據（1）近年臺灣發
生重大油污染事件的熱區，（2）執行民國 100 至 108 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
作業出勤紀錄，
（3）可能發生海洋油污染事件高危險區域等原則，規劃本年度
預定辦理 2 天次監測作業或指定活動演練展示，詳述彙整篩選原則如下：
原則 1：計畫執行期間接獲海洋保育署通報油污染事件並指示出動海洋油
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
原則 2：配合海洋保育署指定相關活動、演練展示。
原則 3：臺灣發生重大油污染事件的熱區，如表 5-1-1。統計分析結果顯
示，海洋油污染事件發生位置以南區（16 件/41.0 %）最高，依序
為北區（12 件/30.8 %）
、澎湖區域（4 件/10.3 %）
、中部（4 件/10.3
%）、東區（2 件/5.1 %）及福建（1 件/2.5 %）。
原則 4：歷年執行海洋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尚未進行雷達監測地點抑
或是雷達監測能量不足區域。依據彙整民國 100 年至 108 年海洋
污染緊急應變相關計畫，按縣市分別統計執行緊急海洋油污染雷
達監測及雷達監測作業地點及天數進行篩選。歷年海洋雷達車監
測車作業地點示意如圖 5-5-1，實際出勤緊急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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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有 4 起，分別為 100/10/03 基隆大武崙漁港外海巴拿馬籍瑞
興號溢油事件，執行 3 天次監測，105/03/10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
淺事件，執行 61 天次監測，106/10/15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
執行 7 天次監測，與 107/08/23 獅子山共和國籍錦華輪海難事件，
執行 11 天次監測（表 5-5-1）
。雷達監測作業經驗以新北市（62 天
次）第一，高雄市（18 天次）次之，桃園市（9 天次）第三（如
表 5-5-2 與圖 5-5-2）。
原則 5：彙整油污染事件高風險區域資料，如商港、工業港、臺灣中油及
台電卸油及卸煤作業區，如表 5-1-5 與圖 5-1-2 所示。
原則 6：依據海洋污染防治法核准公私場所從事油輸送作業之場域。相關
作業場所、油品種類及數量統計資料（表 5-1-6 與表 5-1-7）。從
事油輸送作業場所依作業量排序，依序為台塑麥寮港、中油高雄
港、中油沙崙外海浮筒、中油臺中港供油服務中心及中油臺北港；
油品則以原油輸送量最大，柴油、輕油、汽油與航空用油次之。
表 5-5-1

100 年至 108 年執行緊急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一覽表

所屬縣市（區域）

作業日期

作業地點

作業天數

新北市 (北區)

105/03/11-105/05/10

新北市石門海岸

61

基隆市 (北區)

100/10/03-100/10/05

基隆大武崙海岸

3

桃園市 (北區)

106/10/15-106/10/21

桃園市竹圍漁港

7

高雄市 (南區)

107/09/04-107/09/14

高雄市彌陀區海堤

11

備註：
1. 縣市分區參考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都市及區域發展統計彙編
(http://statistic.ngis.org.tw/index.aspx?topic=4)，惟澎湖縣獨立另設為澎湖區域作統計。
2. 資料來源係彙整民國 100 年至 108 年海污相關計畫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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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5-1

圖 5-5-2

100 年至 108 年海洋雷達監測車作業地點示意圖

統計 100 至 108 年海洋雷達監測作業地點（按縣市別彙整）

綜合前述 6 項原則設計今年度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地點如表 5-5-3，
計畫執行期間，若發生實際油污染事件並指示出動雷達監測車（篩選原則 1）
或配合海保署指定相關活動（篩選原則 2），優先列為本年度海洋油污染雷達
監控作業。如本年度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緊急應變、活動演練或展示出動
天數不足 2 天次時，依據縣市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發生次數（篩選原則 3）、
100 至 108 年監測作業出勤天次（篩選原則 4），並綜合海洋污染高風險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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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原則 5）及海洋污染防治法核准從事油輸送作業場所（篩選原則 6）等
風險指標，規劃雷達現場監測地點。
若縣市內含有一個以上的海洋污染高風險區域或從事油輸送作業場所判
定為中高風險區域。參考表 5-1-7，如該縣市附近海域油品運輸量平均單月油
品如大於 10,000 公秉，風險指標設定為高度風險；反之，小於 10,000 公秉設
為中度風險。若該縣市未設有任何輸油場所，但縣市分區事故率排序如為前三
高，同樣將該縣市視為中度風險區域。未曾發生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的縣市，
則視為低風險區域，如表 5-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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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

縣市

109 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地點篩選結果（按縣市別彙整）

縣市重大
海洋油污
染事件發
生次數

100 至 108
年監測作業
出勤天次

風險指標

5

62*

高

基隆市
（北區）

3

6*

高

宜蘭縣
（北區）

2

6

高

2

9*

高

0

1

中

分區事故率次高

0

1

中

分區事故率次高

0

1

低

－

臺中市
（中區）
彰化縣
（中區）
雲林縣
（中區）
嘉義縣
（南區）
臺南市
（南區）

高雄市
（南區）

109 年
預計
監測

臺北港
深澳供油中心
林口卸煤碼頭
淳品儲運中心
分區事故率次高
基隆港
基隆供油中心
分區事故率次高
蘇澳港
蘇澳供油中心
分區事故率次高
沙崙卸油浮筒
分區事故率次高

新北市
（北區）

桃園市
（北區）
新竹縣
（北區）
新竹市
（北區）
苗栗縣
（中區）

108 年
監測
成果

3

7

高

臺中港
臺中供油中心
中華全球儲槽
匯僑儲槽

0

1

低

－

○

1

2

高

麥寮港

○

0

1

中

分區事故率最高

1

2

高

8

19*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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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港
分區事故率最高
高雄港、左營港
興達港
永安天然氣港
前鎮儲運所
大林卸油浮筒
小琉球漁港
分區事故率最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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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屏東縣
（南區）
臺東縣
（東區）
花蓮縣
（東區）

縣市重大
海洋油污
染事件發
生次數

100 至 108
年監測作業
出勤天次

7

5

高

分區事故率最高

2

5

中

富岡漁港

0

1

高

和平港、花蓮港

風險指標

計畫結果

108 年
監測
成果

109 年
預計
監測

備註：
1. 新竹縣過去未發生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但於 94/10/10 曾發生聖荷兄弟化學輪與貨輪碰撞事件。
2. 資料來源係彙整民國 100 年至 108 年海污相關計畫執行成果。
3. 出勤天次標注*者，出勤天次包含緊急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天次，新北市 61 天次、基隆市 3 天
次、桃園市 7 天次及高雄市 11 天次緊急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
4.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工作執行地點以臺灣本島，故不列澎湖縣、金門縣與連江縣於本篩選表。

本年度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地點建議如表 5-5-3 所示，
（1）為配合海
保署指定演練 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第二級緊急應變兵棋推演，前往彰化
推演地點（表 5-5-3 項次 1 監測位置圖）執行 1 天次雷達監測作業，
（2）為配
合海保署為加強新竹市流況掌握及油污染擴散模擬支援應變決策效益，選定
新竹市南寮漁港（表 5-5-3 項次 2 監測位置圖）執行 1 天次雷達監測作業，2
天次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地點的詳敘說明如後：
地點 1：依據篩選原則 2，配合海保署指定演練 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
第二級緊急應變兵棋推演，前往彰化推演地點進行監測，提供桌
面演練所需資訊。
地點 2：依據篩選原則 2，新竹市屬於分區事故發生率次高區域，過去雖
未曾發生過重大海洋油污染事件，但於 94/10/10 曾於鄰近之新竹
縣海域發生聖荷兄弟化學輪與貨輪碰撞事件，新竹縣已於 106 年
執行 1 天次監測作業，且新竹縣僅於 102 年執行過 1 天次監測作
業，為持續強化新竹縣市沿海流況掌握及油污染擴散模擬支援應
變決策效益，選定此區域作為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地點。
本年度共執行 4 項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相關監測區域、地點及簡略
說明等資訊如表 5-5-3 所示，完整監測作業紀錄彙整於本期末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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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3
項次 區域

地點

109 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表
說明

監測位置

1

配合海保署指定演
彰化縣
練 109 年第 2 季海
中區 彰濱工業區
洋油污染第二級緊
線西區
急應變兵棋推演。

2

配合海保署指定辦
高雄市
理行政院人事行政
南區
鳳鼻頭漁港 總處施人事長能傑
視察展示雷達車。

3

配合中油 大林廠 2
高雄市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
南區 高雄港南星
件，執行緊急海洋油
計畫區
污染雷達監測作業。

4

配合海保署指定辦
理 109 年度港區船
舶火災事故引致油
污染緊急應變演練。

北區

桃園市
竹圍漁港

備註：表中各監測點位為依據電子地圖初步研擬，實際監測位置由雷達監測人員至現場，考量安全因素
及雷達監測範圍再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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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監測 1：109/06/11 至 06/12 彰化縣彰濱工業區線西區
(一). 監測說明
依據本計畫工作內容，配合應變作業或海保署指定地點辦理活動、演練或展示。
本次作業配合海保署指定演練 109 年第 2 季海洋油污染第二級緊急應變兵棋推演，
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前往彰化推演地點進行監測，提供桌面演練所需
資訊。

圖 5-5-3

海保署指定兵棋推演進行雷達監測作業函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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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業紀錄
藉由電子地圖初步選定於彰化縣彰濱工業區線西區，研究團隊於 109/06/10
16:00 時整備海洋油污染監測設備，並於 109/06/11 08:00 驅車前往彰化縣彰濱工業
區線西區，11:30 時抵達彰濱工業區線西區（圖 5-5-4）
，花費 50 分鐘完成雷達架設
（圖 5-5-5），經試運轉及調整設定後，於 13:00 時獲得監測半徑約 2.0 公里海域的
第一筆有效數據，雷達監測持續 25 小時，自 11 日 13:00 時至 12 日 14:00 時，彙
整監測作業紀錄如表 5-5-4 所示。監測項目包括風速、風向、波浪、流場及海表面
油污，惟監測期間未於海表面偵測到油污。

圖片來源：Google 衛星影像

圖 5-5-4

圖 5-5-5

109/06/11-06/12 彰濱工業區線西區雷達監測位置圖

109/06/11-06/12 彰濱工業區線西區雷達監測紀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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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4
時間
109/06/10 16:00
109/06/11 08:00
109/06/11 11:30
109/06/11 12:20
109/06/11 13:00
109/06/12 14:00
109/06/12 15:00
109/06/12 18:00

計畫結果

109/06/10-06/12 彰濱工業區線西區雷達監測作業紀錄
作業內容
開始整備雷達監測設備
驅車前往彰濱工業區線西區
抵達彰濱工業區線西區（24°8'45"N 120°25'11"E）
完成雷達監測設備架設，採用柴油發電機供電執行監測
完成試運轉及設定調整，並取得第一筆有效數據
完成持續 25 小時監測
收妥雷達監測設備，撤離彰濱工業區線西區
抵達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三). 監測成果
1. 風速、風向
圖 5-5-6 為彰濱工業區線西區海域雷達監測車監測風速、風向時序列圖。
雷達監測期間風速介於 0.5 m/s 至 5.2m/s，風向於監測初期為西至西北風，
於 11 日 19:30 後，風向轉為南至西南風，於 12 日 03:00 後，風向轉為東至
東南風，07:30 後，風向轉為北風。

圖 5-5-6
2.

彰濱工業區線西區海域雷達監測風速、風向時序列圖

波浪
圖 5-5-7 為彰濱工業區線西區海域雷達監測波高圖，雷達監測示性波高
介於 0.04 公尺至 0.23 公尺，最大波高發生於 109/06/11 17:05 時，監測期間
平均波高為 0.1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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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7
3.

彰濱工業區線西區海域雷達監測波高時序列圖

流場
圖 5-5-8 為雷達監測期間海流流向流速監測值，可知作業期間彰濱工業
區線西區海域平均流速為 0.66m/s，監測最大流速為 1.49m/s，出現在
109/06/12 12:50，最小值為 0.04 m/s，出現在 109/06/11 22:10。將監測流場
套疊在 Google 地圖上如圖 5-5-9 所示，分別截取 109/06/11 20:23 與 109/06/12
02:23 監測流場結果，同時與圖 5-5-10 鹿港潮位站潮位時序列變化圖對照，
109/06/11 20:23 處於退潮時段，流向主要趨勢向南；109/06/12 02:23 時為漲
潮時間，流向主要趨勢向北。

圖 5-5-8

彰濱工業區線西區海域雷達監測流速、流向時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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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11 20:23
退潮時段，流向向南
圖 5-5-9

圖 5-5-10

109/06/12 02:23
漲潮時段，流向向北

彰濱工業區線西區海域雷達監測流場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鹿港潮位站潮位時序列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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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監測 2：109/06/30 鳳鼻頭漁港展演紀錄
(一). 參展說明：
依據本計畫工作內容，配合應變作業或海保署指定地點辦理活動、演練或展示。
本次作業配合海保署指定活動，辦理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施人事長能傑視察展示
雷達車。以期藉由活動使與會長官瞭解當海洋污染發生時，主管機關如何在第一時
間，不受日夜與能見度之影響，利用海洋污染雷達監測車偵測海面油污、海流及波
浪，並立即將現場監測結果傳送至應變指揮中心。
(二). 作業紀錄
為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視察，研究團隊於 109/06/30 09:00 時整備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設備，並於 09:50 驅車前往展演會場，11:00 時抵達鳳鼻頭漁
港（如圖 5-5-11）後花費 30 分鐘完成雷達架設，同時掛載風速風向計（圖 5-5-12）
，
經試運轉及調整設定後，於 12:30 取得雷達回波數據。研究團隊為使與會長官瞭解
雷達監測系統與瀏覽雷達偵測結果，將監測畫面連結至 47 吋展示幕，展示雷達訊
號偵測狀況，並以影片說明雷達監測系統架設程序，同時以簡報方式解說雷達監測
車監測功能、系統介紹、監測原理以及歷史監測成果（圖 5-5-13），藉由圖像化簡
報等向與會長官說明雷達監測原理，展示海洋污染防治科學支援應變決策方法。彙
整鳳鼻頭漁港展演雷達監測車作業紀錄如表 5-5-5 所示。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5-11

109/06/30 鳳鼻頭漁港展演雷達車架設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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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12

109/06/30 鳳鼻頭漁港展演雷達車架設照片

圖 5-5-13

109/06/30 鳳鼻頭漁港展演說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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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14

表 5-5-5
時間
06/30 09:00
09:50
11:00
11:30
12:30
14:10
15:00
16:00
17:00

109/06/30 鳳鼻頭漁港展演照片

109/06/30 鳳鼻頭漁港展演雷達監測車作業紀錄
作業內容

開始整備雷達監測設備。
驅車前往活動會場。
抵達活動會場。
完成雷達監測設備架設。
完成試運轉及設定調整，並取得雷達回波數據。
向與會長官展示並解說雷達監測車。
完成作業。
收妥雷達監測設備，撤離活動會場。
抵達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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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監測 3：109/08/24 至 08/25 高雄港外海中油大林廠 2 號浮
筒油管斷裂事件
(一). 事件說明：
本團隊於 109 年 8 月 24 日 08：00 接獲海保署通知，稱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於
昨夜 22:50 執行原油輸送作業時，發生輸油蛇管斷裂，所輸送之原油外洩。本團隊
接獲該緊急應變通報後，立即啟動溢油模擬，研判已洩漏之原油未來流向及最大油
污染範圍模擬。10：27 時，海保署下達請本團隊啟動雷達車至南星計畫區，本團隊
隨即展開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測作業機制，監測人員完成設備之整備後，
重新研判溢油監測地點以洲際貨櫃中心堤防監測較為適合，於 12：20 隨即驅車前
往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第二期南堤大林電廠排水口處，向西面對二號浮筒距離約 3
公里處，執行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監測內容包含海面油污分布、海流流場、
當地風速及風向等，每日至少提送一份油污染雷達監測日報單給海保署，內容描述
監測位置與當日雷達監測結果概述（油污、流場及風場）。
(二).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
A.

作業內容

藉由電子地圖初步於南星計畫區周圍岸際選定適合位置，經重新研判溢油監
測地點以洲際貨櫃中心堤防監測較為適合，研究團隊乃於 109/08/24 11:00 時於高科
大楠梓校區，作海洋油污染監測設備最後測試及清點。12:20 驅車前往洲際貨櫃中
心堤防，13:30 時抵達預定地點後，考量雷達監測高度及有效監測範圍，監測人員
至幾處鄰近空曠無遮蔽區域進行勘查，於 17:50 確認最佳監測地點後（圖 5-5-15）
，
隨即完成雷達架設（圖 5-5-16），經試運轉及調整設定後，於 18:00 時獲得監測半
徑約 2.0 公里的第一筆有效數據，雷達監測持續約 24 小時，自 24 日 18:00 時至 25
日 18:00 時，彙整監測作業紀錄如表 5-5-7 所示。監測項目包括風速、風向、波浪、
流場及海表面油污分佈等，惟監測期間未於海表面偵測到明顯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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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Google 衛星影像

圖 5-5-15

圖 5-5-16
B.

109/08/24 至 08/25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斷裂事件雷達監測位置圖

109/08/24 至 08/25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斷裂事件雷達監測紀錄相片
儀器設備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為 8.5 噸大貨車配有剪力式昇降架，可配合

地形即時改變 X 波段雷達天線高度，增加監測距離，並將各項訊號接收設備
安裝於後方工作車廂內，駕駛座後方的柴油發電機組提供系統所需電力，另
外於工作車廂上方加掛風速風向計。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車之各項監測設備
性能如表 5-5-6 所示。利用 X 波段雷達偵測海面油污回波，配合現地地形與
地勢設定雷達觀測高度，適時調整設定參數或方位角度，以取得較具參考性
之海洋環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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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6
量測參數

精度
0.1 m
0.1 m
0.1 m
0.1 s
0.1 s
0.1 s
1°
0.01 m/s
1°

風速

0 - 75 m/s

0.01 m/s

風向

0 - 360°

0.1°

波浪週期
波浪方向
海流速度
海流方向

C.

監測設備量測性能表

範圍
0-5m
5 - 10m
10 - 15 m
5.0 - 13.0 s
3.2 - 5.0 s
13.0 – 25.6 s
1 - 360°
0 - 5 m/s
1 - 360°

有效波浪高度

計畫結果

誤差
± 0.5 cm
< 10%
< 20%
< 10%
< 20%
< 20%
< 20%
± 0.05 m/s
± 10°
（30 m/s） ±2%
（75 m/s） ±3%
±2°

工作方法
自 109 年 08 月 24 日起，高雄港外海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

雷達監測作業車於距離事故船約 3000 公尺處執行油污染監測作業，作業事紀
如表 5-5-7 所示。雷達監測系統每 5 分鐘可產出涵蓋半徑約 2 公里的雷達油
污監測圖像，除可即時偵測到油污自船身溢漏狀況，同時提供即時海流流速、
流向、風速、風向及波浪高度等資訊，作為應變資源調派參考。應變期間連
接行動裝置應用程式（LINE）回報海洋油污染監測作業現況予海保署緊急應
變相關人員，更將雷達油污監測結果與衛星地圖結合，以圖示傳送至應用程
式，俾利海上待命應變船隻可即時前往油污染海域執行海上浮油回收作業。
每日將監測結果製成日報單，持續作業至海保署指示結束應變為止。
表 5-5-7

109/08/24-08/25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雷達監測作業紀錄

日期

監測作業內容

08/24

16:00 雷達監測車抵達作業現場，考量雷達監測高度及
有效監測區域，監測人員至其他鄰近空曠無遮蔽區域
進行勘查，於 17:30 確認最佳監測地點，並開始架設
雷達監系統。18:00 雷達監測作業開始，取得第一筆監
測數據。監測位置：120.324567˚E，22.523072˚N

油污偵測情況
監測時間：
18:00-23:59
偵測結果：
海面未偵測到
油污。
監測時間：

08/25

18:00 依指示結束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開始拆收 00:00-18:00
雷達監測系統。
偵測結果：
19:00 雷達監測系統拆收完成，駛離現場。
海面未偵測到
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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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測成果
1.

風速、風向
圖 5-5-17 高雄港外海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雷達監測車監
測風速、風向時序列圖。雷達監測期間，風速介於 0 m/s 至 3.9 m/s 之間，平
均風向為西北風。

圖 5-5-17
2.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雷達監測風速、風向時序列圖

波浪
圖 5-5-18 高雄港外海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雷達監測波高
圖，雷達監測示性波高最高達 0.42 公尺，發生於 109/08/24 22:00 時。另監測
期間波浪週期平均為 6.75 秒，屬於風浪引起的重力波。

圖 5-5-18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雷達監測波高時序列圖

348

第五章

3.

計畫結果

流場
圖 5-5-19 為雷達監測期間海流流向流速監測值，可知作業期間高雄港
外海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海域平均流速為 0.49 m/s，監測最大
流速為 1.23 m/s 出現在 109/08/25 05:40。將監測流場套疊在 Google 地圖上如
圖 5-5-20 所示，流場解析度為 256 公尺，分別截取 109/08/24 18:00、109/08/25
00:00、109/08/25 06:00 與 109/08/25 18:00 監測流場結果，同時與圖 5-5-21 高
雄潮位站潮位時序列變化圖對照，109/08/24 18:00 處於退潮時間，流向向西；
109/08/25 00:00 時為退潮時段，流向主要趨勢向西；109/08/25 06:00 時，潮汐
置換，由退潮轉漲潮，流向逐漸轉向西；爾後於 109/08/25 18:00 時漲潮時間，
流向主要趨勢向西南。綜合前述雷達監測流場與潮汐變化趨勢一致。

圖 5-5-19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雷達監測流速、流向時序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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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4 18:00
退潮時段，流向向西

109/08/25 00:00
退潮時段，流向向西

109/08/25 06:00
漲潮時段，流向向西

109/08/25 18:00
漲潮時段，流向向西南

圖 5-5-20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雷達監測流場

圖 5-5-21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高雄潮位站潮位時序列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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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表面油污
圖 5-5-22 為截取 109/08/24 18:03、109/08/25 00:03、109/08/25 06:03 及
107/08/25 18:02 之雷達監測海表面油污染監測成果圖套疊在 Google 地圖，雷
達每 5 分鐘可產生一張監測圖，監測人員於 24 小時監控期間，高雄港外海中
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自監測圖判釋並無發現明顯油污染溢漏情
事。

109/08/24 18:03

109/08/25 00:03

109/08/25 06:03

107/08/25 18:02

圖 5-5-22

中油大林廠 2 號浮筒油管破裂事件雷達監測海表面油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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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達監測 4：109/09/22-23 109 年度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
污染緊急應變演練紀錄
(一). 演練說明：
依據本計畫工作內容，配合應變作業或海保署指定地點辦理活動、演練或展示。
本次作業配合海保署指定活動辦理 109 年度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污染緊急應
變演練，透過本年度的災害應變，能夠加強對於海洋油污染的應變機制通報以及油
污染處理作為。
(二). 作業紀錄
為配合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研究團隊於 109/09/22
05:30 時整備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設備，並於 06:00 驅車前往演練會場參與演練預
校，11:30 時抵達演練會場（竹圍漁港，如圖 5-5-23）後花費 30 分鐘完成雷達架
設，同時掛載風速風向計（圖 5-5-24），經試運轉及調整設定後，於 12:30 取得雷
達回波數據，整個預校活動於 15:40 結束。會後將雷達監測車停留會場待命，以備
09/23 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作業使用。配合活動執行，
109/09/22 雷達監控人員於 09:00 抵達活動會場，準備雷達監測系統，於 09:20 經試
運轉及調整設定後取得雷達回波數據。09:30 模擬正式演練現場實際應變作業過程，
以利正式演練時能夠順利完成。正式演練於 13:30 開始至 15:30 結束。演練結束後，
桃園市政府頒發感謝狀予本研究團隊。彙整 109 年度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污
染緊急應變演練期間雷達監測車作業紀錄如表 5-5-8 所示。

圖片來源：Google 地圖

圖 5-5-23

109 年度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雷達車架設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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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雷達車架設照片

圖 5-5-25

109 年度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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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8

109 年度港區船舶火災事故引致油污染緊急應變演練雷達監測車作業紀錄

時間
09/22 05:30
06:00
11:30
12:00
12:30
15:30
09/23 09:00
09:20
09:30
13:30
|
15:30
15:00
16:00
20:30

作業內容
開始整備雷達監測設備。
驅車前往活動會場。
抵達活動會場。
完成雷達監測設備架設。
完成試運轉及設定調整，並取得雷達回波數據。
完成預校作業。
人員抵達演練會場。
完成試運轉及設定調整，並取得雷達回波數據。
進行預演。
正式演練及頒發感謝狀。
完成演練作業。
收妥雷達監測設備，撤離活動會場
抵達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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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應變作業時應製作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雷達監測報告應涵蓋油污分佈
位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接獲通報油污染事件時，經海保署評估現場情況，指示出動海洋污染雷達
監測作業車時，監控人員完成整備後，立即驅車前往事故現場，完成海洋油污
染雷達架設作業後，啟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於應變作業期間，每日至
少製作一份油污染雷達監測報告，作為應變處理參考，雷達監測報告應涵蓋油
污分佈位置、海流、風力、風向等現場狀況相關資訊。
四、整合歷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改進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作
業程序，並研擬其他技術提升海洋污染監控效能可行性。
彙整 100 年至 108 年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成果如表 5-5-1 及圖
5-5-2 所示，共累積 131 天次監控經驗，其中 3 天執行 100/10/03 基隆大武崙
漁港外海瑞興號溢油事件、61 天執行 105/03/10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
7 天執行 106/10/15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及 11 天執行獅子山共和國籍錦
華輪海難事件之緊急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實戰經驗。
執行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程序為（1）緊急應變待命期間，執行設備
保養維護以及值勤週報的例行性作業；（2）接獲油污染雷達監測緊急應變事
件通報時，應變小組分工作業，現場調查組於 2 小時內完成雷達監測設備整
備與查核後，立即驅車前往事故位置，應變支援組以電子地圖及街景影像支援
調查作業地點地形及建議現場監測地點等相關資訊；（3）至現場後立即找尋
鄰近事故地點之最佳監控位置；（4）架設雷達監控設備；（5）設備進行暖機
後執行即時監控；（6）發現油污時立即回報應變指揮單位；（7）每日提送日
報單直至指示結束應變止，如圖 5-5-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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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26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控作業流程圖

依據歷年執行 82 天次緊急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經驗，彙整過往遭遇
之作業問題，（1）監測作業期間，發生設備故障問題；（2）採用柴油發電機
可能較無法穩定供電；（3）監測點位因為進入私人場地，發生要求移位，產
生短時間中斷監控作業情況，今年度為持續強化雷達監控成效，將研擬面臨作
業問題的解決辦法，並持續精進雷達監控作業程序，使雷達監控作業程序更完
整。
綜觀海洋油污染監控技術，已受到相當程度重視與研究發展。監控技術主
要藉由獲取標的物(油污)自身所散發的輻射，或其反射之電磁波訊號，經由訊
號處理，進而識別及標記標的物的形態及位置為發展主流。
我國 105 年 03 月 10 日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應變期間，國立中央
大學利用義大利航太中心發展的 COMSMO-SkyMed 衛星的 X 波段電磁波、
福爾沙衛星二號的全色態（PAN）及多頻譜（MS）及近年興起的無人飛行載
具（UAS，俗稱空拍機）監控油污；環輿科技公司則利用高倍率全視野戶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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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器，全程監看擱淺的德翔臺北輪。國際常見以獲取紅外熱輻射量為主的紅外
線熱像儀執行油污監測。本年度將彙整衛星影像、無人飛行載具及高倍率全視
野戶外監視器等其他監控技術優勢與劣勢如表 5-5-9，以提升海洋污染監控效
能可行性。
表 5-5-9
監控技術

時長與範圍

臺灣目前已建置油污染監控功能比對表
影像成像

優勢

劣勢

 連續 24 小時。
 不受日夜限制。
X 波段
分析海表面反
 風波擾動過大
 最大監測半徑約
 影像處理快速。
真實孔徑
射之雷達微波，
或過小時，雷達
為 9.1 公里，架設
 可與熱像儀搭
雷達
監控可信度高。
回波干擾較大。
高度 80 公尺。
配。
依酬載設備不
 每日僅有數個特
同，成像方式不
定時間有影像*1。
衛星航拍
同。
 影像幅寬約 10 至
（如電磁波、全
200 公里不等。
色態等）
 單顆電池約可拍
可見光成像，油
攝 20 分鐘*2。
膜較厚或日光
無人
 最大有效訊號距
飛行載具
反射時較能初
離平均約 2 公里，
（UAS）
步判斷油污分
高階者約為 7 公
布。
里*2。
可見光成像，油
 連續 24 小時。
高倍率
膜較厚或日光
 依放大倍率不同
全視野戶
反射時較能初
可監測半徑約 1
外監視器
步判斷油污分
公里。
布。

紅外線
熱像儀

 依酬載設備不  受雲層遮蔽時
同，部分不利夜
無法進行監控。
光成像。
 影響處理需耗
（如可見光）
費較長時間。
 可採拍照或錄  遇雨與濕氣較
影方式。
重時不建議進
 影像即時且清
行監控作業。
晰。
 夜間成像差，不
 機動性高。
利監控。
 遇大雨或濃霧
 影像解析度高，
時視線較差。
可記錄全時段  夜間需另架設
事故現場。
高流明燈具，且
得依現場狀況。

 不受日夜限制。  遇 大 雨 或 濃 霧
監測油和海水
 連續 24 小時。
 機動性高且影
時可能影響熱
溫度及熱輻射
 最大監測半徑約
像即時。
顯像。
率差異，監控結
*3
15.5 公里 。
 可與 X 波段雷  無 法 監 控 乳 化
果可信度高。
達搭配。
油污。

備註：資料來源為研究團隊綜整。
1. 衛星影像依衛星運行設定不同，通過臺灣時間亦不同，以福衛二號支援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為例，提
供應變參考影像拍攝時間為每日 10:03。
2. 空拍機依廠牌不同，電池續航力及最遠操作距離也不同，依據每次起飛地點不同，可監測範圍亦不同，
高階空拍機於無干擾及無遮蔽條件下最遠操控距離可達 7 公里。
3. 紅外線熱像儀依物體大小及性能不同，最遠可監控距離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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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緊急應變模擬成果呈現事故船所影響之環境敏感區位圖
本項工作將逐步更新各次油污染及化學品污染模擬所在縣市之環境敏感
區域地圖（以新北市為例，如圖 4-2-5）
，以利檢視事故船周圍之環境敏感區，
諸如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人工魚礁與濕地等。

5.7 計畫相關成果整合至「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執行團隊將本年度辦理的海洋油污染、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及海洋
油污染雷達監控成果將上傳至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海洋油污染
與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成果依據自（A）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首頁
（http://mp.oca.gov.tw/ocean/Default.aspx）登入，於（B）海污系統資料上傳頁
面選擇「模擬資料上傳」
，
（C）填寫模擬案例基本資料，將 OILmap 及 CHEMmap
輸出油污厚度和化學品濃度地理空間資料（shapefile），壓縮成 ZIP 檔案，上
傳模擬結果等程序，即可於（D）
「模擬資料列表」檢視及瀏覽已上傳的模擬結
果，如圖 5-7-1 所示；雷達監控成果將透過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管理單位由
後台上傳，相關成果於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A）
「相關資源」內的「制式表
格下載」，在子項目（B）「其他文件」中可查閱，如圖 5-7-2 所示。
配合計畫執行進度規劃，預計於期中報告前上傳 4 件油污染擴散模擬、1
件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與 1 天次雷達監測報告，以及期末報告前另行上傳 3 件
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1 件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與 1 天次雷達監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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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首頁

（B）海污系統資料上傳頁面

（C）模擬案例基本資料填寫

（D）模擬案例列表頁面

圖 5-7-1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上傳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示意圖

（A）「制式表格下載」的「其他文件」
圖 5-7-2

（B）「其他文件」中的雷達監測報告

雷達監測報告成果上傳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示意圖

5.8 配合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工作事項
若於計畫執行期間接獲海保署通知，本團隊將配合運用契約價金，採實作
實算方式，協助執行調查或清除海洋廢棄物等海洋污染防治相關事項，所需專
業人員（如潛水人員、船長等）
、潛水設備、水中照相機（或錄影機）
、船隻、
清理用具等項目與單價，將依海保署辦理契約變更新增項目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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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說明研究團隊完成邀標書規定之各項工作。工作項目一，配合海保署通報
事件或指定地點，完成 17 件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其中 13 件為實際通報海洋油
污染擴散應變模擬案例，同時執行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作業）
，及 2 種海洋化學
品污染擴散模擬（模擬報告含應變建議諮詢服務）。上述海洋污染擴散模擬報告，
均提供油及化學品種類資訊、海氣象條件與海岸地質等資訊。此外，本年度油污染
擴散模擬亦執行歷史案例研析及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說明會，同時，依
據邀標書規定，本年度執行之污染擴散模擬結果皆上傳至「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
統」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部分，共完成 4 天次監測作業，監測作業相關成果
亦上傳至「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一、結論
（一）於計畫執行期間內 24 小時待命，並於接獲海保署緊急油或化學品污染通報
或指定演練課題後，進行污染擴散模擬作業，同時於事後撰寫完整事件報告。
本年度共計完成 17 件油污染擴散模擬案例與 2 種化學品污染擴散模擬案例，
同時包含撰寫化學品緊急應變建議。相關模擬作業均順利完成合約之規定。
（二）本年度計畫逐步強化網路版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提供線上即時執行油污
染擴散模擬及即時瀏覽油污染動態模擬結果等功能，並辦理系統功能操作
說明會，推廣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之應用效能。
（三）於計畫執行期間內，依照雷達各項設備規範進行日常維護及整備，並持續加
強監測人員操作訓練，以備接獲海保署指示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至
指定地點進行現場監測。本年度至彰濱工業區及高雄港南星計畫區各執行 1
天次雷達監測作業，並配合海保署指定至鳳鼻頭漁港及竹圍漁港配合展演。
雷達設備運作正常，除顯示雷達設備日常維護及整備之確實外，同時確保可
順利支援海保署緊急應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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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執行污染擴散模擬預報時，海洋水動力對於油污漂移軌跡具有極大影響力。
如能以即時或更為準確之預測風場、流場等海氣象資訊進行油污擴散模式
模擬作業，能強化模式結果準確性，提升應變決策資源參考性。建議持續掌
握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氣象觀測及預報技術發展，整合運用跨部會資源，提
升油污染模式模擬技術於應變實務之精準度。
（二）因經濟發展常涉及化學品的使用與製造，以致近年來海洋化學品運輸貨物
越頻繁，量也增大，因而在海洋或是港區邊發生化學品洩漏相關事故的機率
也增高，建議未來可加強船隻運輸、港區載卸及儲存相關人員應變知識及技
術之教育訓練及發展相關災害潛勢評估技術，以加強事故的預防及第一時
間應變，亦可降低事故影響程度。
（三）本計畫強化「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
，透過網路認證後直接於線
上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即時掌握油污染可能漂移軌跡與影響範圍。今年度
辦理功能操作說明會，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予海污應變單
位相關人員，以瞭解模擬工具並實務應用至海洋油污染事件。惟公務機關人
員更迭頻繁，為持續強化地方油污染擴散模擬能量，建議可持續辦理「網路
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說明會。
（四）目前使用的海洋污染雷達監測車已屆 10 年餘，建議加強雷達車設備維護保
養作業，如經費許可，應進行新一代油污監測雷達車的建置，以利無縫接軌，
即時投入海洋污染監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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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委員審查意見及回覆

一、 執行規劃及工作進度報告會議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海保署海洋環境管理組

廠商答覆情形

1.報告內文部分誤植文字，請確認後調整修 感謝委員建議。
正。

報告內文部分誤植文字，已修正於內文。

2.報告內所提對應機關有誤，請確認後調整 感謝委員建議。
修正。

報告內所提對應機關有誤，已修正於內文。

3.報告內所提對應圖表顯示有誤，請確認後 感謝委員建議。
調整修正。

報告內所提對應圖表顯示有誤，已修正於內
文。

4.計畫進度規劃請依實際可行狀況再評估並 感謝委員建議。
調整。

研究團隊將配合實際狀況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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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期中報告會議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周志儒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為提昇油污擴散模擬的準確度及應用，如 感謝委員提問。
何反饋歷史事件（國內外）？建立本土基礎 反饋歷史事件將依工作規劃於期末報告中，
能量增上。

以研析報告方式呈現。

2.雷達設備保修及操作，如何保持全時正常 感謝委員提問。
運作，請補充說明。

雷達監測作業車每周固定進行熱車、保養及
檢查；保養及檢查項目包含外觀、油壓升桿、
柴油發電機、雷達系統是否正常運作等。

3.化學品擴散模擬的建置原理及參數選定， 感謝委員建議。
請於後續補充於報告中

化學品擴散模擬的建置原理請參考期中報告
附錄二中(附二-43 頁至附二-46 頁)說明，化
學品參數選定係由 RPS ASA 公司參考國際
間化學品相關文獻建置。

4.參考文獻請更新至 2020 年

感謝委員建議。
參考文獻將於期末報告完成更新。

許弘莒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請補充說明模擬案例-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 感謝委員提問。
之擴散結果？使用何種流場資料？

海面下至少 500 公尺模擬案例使用 HYCOM
流場資料，本案例完整事件報告將依工作規
畫於期末報告呈現。

2.請補充說明如何”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 感謝委員提問。
擬效能？
(1) 並整理說明歷年計畫的強化過程。工
作內容二-(三)請補充說明。
(2) 如何確認溢油模擬結果符合實際現
象？
(3) 如何結合跨部會之海氣象預報與即時
觀測資料？是否已有整合之案例模擬
結果？有那些即時觀測資料可以整合

附一-2

(1) 歷年計畫強化過程將彙整於期末報告
說明。
(2) 執行團隊過去利用油污染擴散模擬模
式支援 101 年歐倍隆、105 年德翔臺
北輪及 107 年嘉明 2 號等代表事件，
模擬結果與實際油污染影響範圍一
致。
(3) 執行油污染擴散模擬需輸入海氣象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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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油污染擴散模擬中？

委員審查意見及回覆

景資訊（風場、海流、海溫）作為模擬
輸入參數，目前使用的風場及流場，主
要採用中央氣象局及 HYDROmap 模
式預測海流等預報數據。海溫部分，依
據即時觀測資料作為模擬條件，採用
中央氣象局與交通部港灣技術研究中
心等觀測數據。

3.請補充說明操作手冊做了那些修正？

感謝委員提問。
「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操作手
冊」將於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功能操作說明
會後，依據相關人員之建議進行修訂。

4.如何決定環境敏感區位？是否會對全台海 感謝委員提問。
岸及海域劃分環境敏感區位圖？

環境敏感區位目前係參考環保署 102 年建置
之臺灣本島 16 個縣市環境敏感區域地圖資
料，提供應變相關人員在第一時間掌握污染
影響情形。

5.第五章之模擬，其潮汐未有大、小潮？附錄 感謝委員提問。
二圖 17-18 之流場驗證(HYDROmap)略嫌 潮汐因地點不同，大、小潮明顯情況會有所
不足？應以實測流場來驗證。

差異，HYDROmap 驗證於期中報告(附二-58
至附二-63 頁)說明，請委員參考。

袁紹英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建議增列各項工作內容項目完成佔比(%)。 感謝委員建議。
遵照辦理。
2.p.11(報告誤植為 p.10)通報確認單請再考 感謝委員建議。
量通報單名稱及內容之完整性。建議可分 將於期末報告中修正。
初報及結報二版。
3.p.84 案例 2 事件「完整報告」請分析模擬 感謝委員建議。
與實際污染現況驗證及後續監測。

經查案例 2 綠島之星客船半沉沒事件，實際
並未發生油污染洩漏情形。

附一-3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4.p.121 假設案例篩選原則初列六原則質性 感謝委員建議。
不同，請再考量專家與最後決定之機制。否 篩選原則未來擬與海保署等專家討論後，再
則出現 p.130 僅依原則 3 及 4 之案例。

進行決定機制修正。

5.p.117 僅初步分析，請說明完整研析報告完 感謝委員提問。
成的時間點。

研析報告將於期末報告完整呈現。

6.p.149 本 項 工 作 完 成 佔 比 (%) 如 何 ？ 又 感謝委員提問。
p.151(七)完成否？

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於海洋
污染防治作業僅剩餘第六及第七項尚未執
行，其餘皆已完成。

7.p.159 成果建議補充「摘要或概述」置前。 感謝委員建議。
成果摘要將於期末報告中修正。
8.p.165 圖 5-5-11 是新作業流程？與過去不 感謝委員提問。
同在那裡？

作業流程並未更新。
楊磊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金門縣烏坵外海輕質油溢漏事件與旗津漁 感謝委員建議。
港半沉沒事件溢漏輕質柴油，同質性太高， 2 件案例皆為實際發生且經海保署通報進行
溢漏量類似，且因皆屬輕質柴油，最後確定 模擬之案例，以確保若不幸發生溢油事故時
結論出擴散過程易揮發至大氣中，不會造 能提供應變單位決策考量。
成嚴重海洋污染，似乎同質性太高，未來對
於模擬案例的選擇宜避開同性質高之案
例，且漏油量太少了，應無須模擬，就知道
結果。
2.化學輪溢漏化學品之案例較少，故本計畫 感謝委員建議。
採用假設模擬事故，請問選擇鄰-甲酚及地 化學品案例之化學品及地點選擇均參考化學
點選擇在新竹縣外海之原因為何？多年前 品假設案例篩選原則，請參考報告第 121 頁
之金化學輪對二甲苯溢漏事件及三和兄弟 至 122 頁。
號漏 3,000 噸原料苯事件，皆可以做為未來
模擬之案例，溢漏量可以再增加至 1,000 公
噸以上。
3.目前極端氣候，超高溫、暴大雨等環境條 感謝委員提問。

附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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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否有納入模擬之外在條件？

委員審查意見及回覆

未來若有需要可協助模擬極端氣候之環境條
件。

陳平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本年度規劃排序 7 件次海洋油污模擬中 感謝委員建議。
(p.68~70)，預計執行深水溢油案，是否為花 經查報告內容為誤植，已修正於報告內文。
蓮縣和平港外海？表 5-1-8 次頁(p.69)標註
臺東是否為誤植？
2.研析探討歷年模擬結果除考慮(p.117)三大 感謝委員建議。
因素(1.油品 2.位置 3.事故原因)外，亦相 因風速風向隨地而異，連帶會影響波浪之生
當重要之海氣象觀測及預測資訊，若是歸 成與傳遞，其中因風場快速變化，較無規律
類在位置因素，其區位主要探討海潮流，其 週期性，未來可考量針對各地區受不同季節
風場與波浪場是否亦可說明。

風的影響，進行模式模擬差異性探討。

3.化 學 品 擴 散 模 擬 案 例 篩 選 原 則 感謝委員建議。
(p.121~122)，除所列之 6 項原則外(其原則 執行團隊未來會將環境生態敏感重要區位納
6 係以高風險區域做篩選)，基於生態敏感 入篩選原則當中，以俾應變單位參考。
重要區位之保護而言，是否可將環境生態
重要敏感區亦納入考量？以利即早模擬與
因應。
4.彰濱線西區雷達監測作業成果，是否可與 感謝委員建議。
工業局長期執行此海域之海象觀測數據進 經查經濟部工業局彰化濱海工業區服務中
行分析比較？比對漲退潮不同時段之海象 心，於雷達監測期間，彰濱工業區線西區並
特性。

無觀測海象數據，故本次監測報告無法與之
作比對。

5.未來工作展望描述方式較似工作內容說 感謝委員建議。
明，與期待之展望未來之回顧檢討與提出 遵照辦理。
下一階段發展建議，有所差異。建議於期末
報告 中，應可提出更進一步之未來發展執
行方向與重點。
6.金門烏坵外海沉沒事件中，其事故海域水 感謝委員提問。
深為何？是否位於烏坵凹陷之海域？依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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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條件柴油 2 公噸之結果顯示易揮發而未 台發 88 貨船事件事故地點位於烏坵嶼西南
有岸 際黏附，是否可收集提供說明此案例 方約 2 公里處，並無於烏坵凹陷之海域，此
實際應處結果之比較。

案例經查亦未發生實際溢油之情形。

海保署海洋環境管理組

廠商答覆情形

1.因風場關係，目前主要關注地點為彰化、苗 感謝委員建議。
栗及桃園，請於每月月報討論時了解是否 遵照辦理。
符合契約案例模擬條件。
2.雷達車作業數據對於模擬油污染案例非常 感謝委員建議。
重要，計畫執行一定要具備雷達車設備，請 遵照辦理。
高科大老師可以加強溯源精準度，以利往
前回推比對區域的污染來源。
3.實際進度及查核點說明之「工作內容項目 感謝委員建議。
二」內容誤繕及錯字請修正。

將於期末報告中修正。

4.p.27 圖 4-8 流程圖之初步速報及續報流程 感謝委員建議。
建議增加回報時間。

已於應變模擬流程圖中增列回報時間。

5.p.31 表 4-9「事件說明」及「化學品模擬設 感謝委員建議。
定參數」增加項次。

將於期末報告中修正。

6.p.40 4.5 一、登載「……GIS 圖台中緊急應 感謝委員建議。
變的應變資材功能……」，應為誤繕。

附一-6

將於期末報告中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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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見及回覆

三、 期末報告會議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
許弘莒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工作項目二：強化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效 感謝委員建議。
能，建議能在學理或利用現地資料進行率

(1) 可研議未來將 HYDROmap、HYCOM、

定驗證。

中央氣象局、港研中心等海氣象模擬

(1) OILmap 模擬結果的準確性係基於海

資料，與實測結果進行驗證比對。

域流場資料的正確模擬。本計畫係使

(2) 鑒於 OILmap 是套裝的商業軟體，目

用 HYDROmap 的流場結果，建議採

前尚無考量波浪對油污擴散所造成的

用 HYCOM、中央氣象局、港研中心的

影響；執行團隊會持續關注國內外針

海氣象模擬資料進行驗證比較，甚至

對波導流在空間分布的研究成果，並

未來可以考慮 Couple 這些海流模式。

予以考慮納入整合處理。

(2) 在近岸區域，波浪對油污擴散的影響
甚為重要，亦應加以整合。
(3) 結合中央大學衛星影像進行比較驗
證。

(3) 由於大部分實際案例並無油污洩漏情
事，部分油污洩漏案例較少衛星影像，
可資參考比較。目前為止，執行單位曾
執行比對 105 年德翔台北油污洩漏事
件，衛星影像與模擬結果成效良好，詳
細比較結果請參閱期末報告附件二。

2.海洋污染雷達車的部份，可以配合 TORI、 感謝委員建議。
港研中心、中央氣象局以及國海院所建置 國內相關單位使用之 CODAR 或陣列式雷
的岸上高頻雷達如 CODAR 或陣列式。

達，其觀測範圍大多離岸 5 至 10 公里以外，
雷達車可觀測距海岸半徑 3 公里範圍內海面
油污，此為絕大多數海岸油污影響區域。未
來若有離岸較遠油污洩漏事件，可考慮配合
CODAR 或陣列式。

3.模擬案例 17：是否考慮海洋中溫鹽場之影 感謝委員建議。
響？

據了解目前國際上尚無考慮海洋中溫鹽場對
油污影響之作法。未來會密切注意國際上最
新發展，並採用最新模式，提升模擬成果。

4.表 5-5-9，請再補充台灣目前已建置監控技 感謝委員建議。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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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9 係針對臺灣目前已建置之油污染監
控功能綜整，另修正臺灣目前已建置油污染
監控功能比對表。
陳平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海運化學品處理流程 (p.38 圖 4-4-4) 同時 感謝委員建議。
參考美國”管線與有害物質安全管理局” 目前 ERG2020 中文版尚未完整更新，報告中
(Pipeline and Hazardous Materials Safety 係參考緊急應變指南 ERG2016，未來將參考
Administration, PHMSA) 之緊急應變指南 2020 年最新版內容。
(Emergency Response Guidebook, ERG)，其
中採用之 ERG 若為 2012 年版，建議可以
適時參考更新至 2020 年最新版內容。
2.擴散模擬篩選原則 (p.57) 是否於原則 7 感謝委員提問。
中，增加離岸風電海事工程場域？同時建

(1) 未來可與海保署協同研究，是否將離

議是否考慮於 p.63 圖 5-1-2 臺灣各港口與

岸風電海事工程場域加入篩選原則

離岸設施位置示意圖中，增加離岸風場區

中。

位範圍？

(2) 我國雖規劃 36 處離岸發電潛力場址，
目前僅完成 1 處離岸風場架設(資料來
源：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統計月報 2020
年 08 月 26 日更新/資料整理：工研
院)，未來可考慮增加蒐集架設場址及
風機架設點位資訊，並予以整合。

3.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針 感謝委員提問。
對應變單位相關人員進行教育訓練，在實 推廣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工具，係為
務面上，發生海污事件之污染擴散模擬，是 了使各縣市應變單位相關人員，大約瞭解模
否仍需仰賴貴團隊海岸水與環境中心之單 擬工具性能並進行簡易模擬推廣。實務面上，
機版產出成果，作為應處決策依據？

發生海污事件之油污染緊急應變模擬，仍需
由具有油污染擴散模擬專業人員，考慮完整
之油污擴散影響因子加以執行，完成有效且
合理的油污染擴散模擬成果，提供應變單位
作為應處決策依據。

4.案例 7 ”高雄二港口外海船隻周圍發現油 感謝委員提問。
附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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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事件” 通報案例 (p.135-143)，24 小 單機版與網路版之油污範圍差異，係因為網
時後模擬結果單機版與網路版之油污範圍 路版顯示油膜範圍較單機版大，網路版會自
似乎呈現網路版油污面積較大且較靠近岸 動設定油膜厚度分級，並顯示黃色油膜影響
際，其可能差異為何？係油膜厚度設定分 範圍小於 0.00003 mm 部分，但單機版無法
級不同所致還是另有其他原因？

顯示此部分，因此網路版油膜範圍較大且較
靠近岸際。

5.案 例 8 ” 澎 湖 第 二 漁 港 油 槽 洩 漏 事 件 ” 感謝委員提問。
(p.145-153) 於 1 小時後，單機版與網路版 經查證網路版僅進行汽油模擬，而單機版分
呈 現 之 油 擴散 (p.152) 型態似乎有所不 別模擬汽油及柴油，報告應呈現汽油模擬結
同，72 小時後油污沾黏岸際堤防之範圍亦 果，但誤植為柴油模擬結果，已針對誤植部
略有所差異，應用上是否以單機版模擬預 分修正於期末報告中。
測為主？
6.結論與建議關於雷達監測車方面，未來除 感謝委員建議。
須加強老舊車輛設備之維護保養工作外， 此部分將與委託單位海洋保育署，進一步研
在除役前新一代油污電達監測車之建構， 商討論。
的確值得研商討論。
7.溢油模擬之洩漏條件設定，是否可以情境 感謝委員提問。
假設瞬間洩漏、持續洩漏及等速率與不等 溢油模擬之情境假設可設定瞬時溢漏及持續
速率條件設定？

N 小時溢漏，亦可設定於溢油後 N 小時又第
二次不同速率溢漏條件設定。

周志儒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109 年 6 月的異常軌跡是否補充說明數量 感謝委員提問。
及相關模擬的依據？本事件對照模擬的準 「高雄市外海發現海上之異常軌跡油污事
確性評估。

件」是依據中央大學判釋歐盟 Sentinel-2 光
學衛星，發現高雄市外海離岸約 4.8 公里處
有異常軌跡油污，為找出油污可能來源使用
OILmap 溯源模式進行可能之污染源追蹤。
本案例中依據海保署提供之油污面積與數
量，自發現油污地點追蹤模擬油污染可能來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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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軟體的特性有差異，如何截長補短是 感謝委員提問。
否有可能整合？或是修正我們模擬正確性 海氣象參數對於油品於海水中之傳輸擴散具
提昇？

重大影響力，未來可考量將 HYDROmap、
HYCOM、中央氣象局、港研中心的海氣象模
擬資料，與實測結果進行驗證比對，依據比
對結果嘗試截長補短，確保模擬使用之海氣
象參數之準確性。

3.計畫執行成果豐碩，大署及執行單位值得 感謝委員肯定。
嘉許及肯定。
楊磊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運用雷達監測技術，雖執行計畫團隊已行 感謝委員建議。
之有年，並有實際操作經驗，但對於實際油 雷達監測車至目前為止，執行 4 件緊急油污
污染面積之掌控及移動方向之確認，是否 染雷達監測作業，僅於 105 年出動至新北市
有配合空拍機或衛星照片影像加以驗證其 監測德翔台北輪事件時有實際監測到油污外
精確度及誤差範圍，以做為參考？

洩之情事，該次事件有配合空拍圖進行比對，
並投稿至海工研討會，已將該論文收錄至附
錄二之六，請委員參考。

2.對於惡劣氣候，雷達偵測車及架設電達是 感謝委員建議。
否有困難？還是惡劣氣候不適合雷達偵測 雷 達 監 測 車 作 業 環 境 之 最 大 風 速 可 達
設備進行油污染偵測？

13m/s，而當降雨強度等級為大雨時，雷達波
易受雨滴粒徑影響產生散射回波，造成雨水
雜訊，影響量測結果準確度，合先敘明。雷
達監測車相關軟硬體介紹可參考附錄二之
六。

3.對於未來台灣西部海域充滿離岸風電場， 感謝委員提問。
是否會影響油污染擴散模式之模擬，是否 目前尚未針對離岸風場是否會影響油污染擴
有進行評估及修正之？

散模式之模擬進行評估，未來可蒐集已完成
架設之離岸風電場區位，並加入至 OILmap
進行油污擴散模擬。因風機多為單支，間距
約 1-2 公里，預估對油污擴散模式之模擬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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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不大，僅可能有部分油污黏附於風機靠水
面處。
袁紹英委員

廠商答覆情形

1.p.302，案例 2 請於相關圖均標示擱淺事件 感謝委員建議。
正確坐標。又於 15:30 影響外傘頂洲最大

(1) 已確認化學品案例 2 相關圖示之座標

擴散面積達 29.2 平方公里，請分析說明區

均為正確，但不同圖之比例尺因顯示

域及坐標。其適合的處置作為請配合提出

需要有所不同。

應變的指揮系統、處置部會及地方分工及
資源整合。對本案應變開設方式如何？

(2) 化學品洩漏 24 小時內，約於洩漏後第
6 小時達最大擴散面積，而化學品於
15:30 時（洩漏後第 16.5 小時）因受潮
流及風影響，會影響至外傘頂洲。已修
正內文說明不清部分。
(3) 本計畫內工作團隊負責執行污染物擴
散模擬，提供委託單位作為應變處置
相關參考。

2.本報告工作質與量均佳值得肯定。

感謝委員肯定。

3.p.324，海污擴散模擬功能說明會如何確認 感謝委員建議。
與會人員均已會操作，因課程內容頗豐富，

(1) 操作說明會當日，學員實際操作時有

在短短三小時內其效果待評估，建議有課

操作上之問題，執行團隊同仁會於一

後的諮詢服務，又 p.326 文字太小無法了

旁指導操作，確認當日與會人員均已

解與會的出席單位及學員回饋的意見內容

熟悉操作方式。課後相關操作問題也

及滿意度(%)。

歡迎致電本執行團隊詢問。
(2) 已將簽到單及回饋單掃描檔放大，敬
請委員參考。

海保署海洋環境管理組

廠商答覆情形

1.感謝高科大張教授團隊執行緊急應變時不 感謝委員肯定。
分日夜的辛勞。
2.針對化學品模擬作業，建議委辦單位可以 感謝委員建議。
同一案例盤點各種模式之優缺點及限制條 未來將考慮以同一案例盤點各種模式之優缺
件。

點及限制條件。

3.倘化學品應變有實際案例發生時，除 2 小 感謝委員建議。
附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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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內回報模擬作業結果外，委辦單位需在 未來若有化學品實際應變案例，本執行團隊
通報第一時間後立即回報本署化學品其危 將回報化學品危害性、應變處理策略建議及
害性、需進行的防護與偵測資訊，以確保相 應變人員防護與警戒處理方式等。
關人員的安全，並諮詢相關專家學者意見，
及時提供本署召開緊急應變會議參考之資
料。
4.油污雷達車偵測系統未來可評估與各地涉 感謝委員建議。
海相關單位之雷達系統資源相結合。

據瞭解國內各涉海相關單位之雷達系統，大
多可偵測海面波浪或海流，執行團隊使用之
油污雷達監測系統，是國內目前唯一具商業
規格標準化可偵測海面油污之系統。

5.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發展之油污染模擬 感謝委員建議。
系統，開發有利於使用者操作介面之優點， 執行團隊使用之油污染模擬系統，具有完善
並增加其便利性，請委辦單位了解或參考， 且便利的操作介面，及高執行效能，目前全
或將學員、使用者意見向 OILmap 系統軟 世界普遍採用 OILmap 系統軟體於油污染應
體業者反映。

變模擬，使用率居世界領先地位。

6.中英文摘要用(六)執行開始時間應為 109 感謝委員建議。
年 2 月 6 日，請修正。

已修正於期末報告中。

7.請將 8 月 28 日辦理之系統操作說明會參加 感謝委員建議。
人數納入報告。

已修正並納入於期末報告中。

8.p.20，「將流、風以及……，清楚顯示油污 感謝委員建議。
受流與風的……，」其流、風是否為誤繕？ 經查證圖 4-2-4 與報告內文不符，已參考委
員意見修正於期末報告。
9.p.34，「CHEMmap 具備 2 維表面洩漏化學 感謝委員提問。
品軌跡模式、……」，與表 4-4-6 之功能 3. 已修正為「CHEMmap 具備海表面 2 維洩漏
「可預測化學品在三維空間中……」請確 化學品軌跡模式、……」
，與表 4-4-6 之功能
認是否無誤？

3.「可預測化學品在三維(含從海面揮發至大
氣)空間中……」。

10.p.48，監測時間 106 年 10 月 15 日……至 感謝委員建議。
106 年 10 月 15 日……，應為 107 年，請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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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審查意見及回覆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之監測時間應
為 106 年 10 月 15 日，已將內文誤植為 107
年部分修正回 106 年。

11.p.57，
「總結本年度至少 7 件油污染事件擴 感謝委員建議。
散模擬……」本計畫已變更契約為本年度 已參考委員意見修正於期末報告中。
至少 12 件油污染事件擴散模擬作業，請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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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ILmap 模式
1、功能簡介
美國應用科學咨詢（Applied Science Associates，ASA）公司研發之 OILmap
溢油模擬軟體，具有良善的圖形化介面，提供使用者方便於介面中編輯/輸入
海岸資料、油品資料及海氣象資料，透過溢油擴散模式模擬油污染擴散路徑，
藉由內嵌 GIS 以詮釋油品擴散分布情況，同時為因應未來資訊整合之所需，
將應用 ASA 公司 OceansMap 溢油應變模擬系統，進行各項資訊整合，該系統
可利用網路將風場、海流及海岸地質等資訊，以地理資訊系統（GIS）為基礎，
利用 GIS 工具及關連式資料庫來進行溢油模式、情境、用戶、環境資源及油
品數據庫之管理，用戶可以透過 WEB 瀏覽器對伺服器進行操作。此外，為考
慮深水溢油情況發生，預測油污於水下擴散分布情況，ASA 公司研發 OILmap
3D 深水溢油模擬軟體，預測油污於海洋或一般水體的環境宿命及漂移路徑。
此套軟體與 OILmap 同樣具備海表面溢油軌跡模擬、地理環境資料庫、內嵌
GIS 展示技術等能力，以及快速模式運算等優勢。OILmap 及 OILmap 3D 功能
及特色分別介紹如下：
OILmap 模擬預測包含表面溢油軌跡及影響區域，並於展示畫面中，顯示
油團分布情況及溢油漂移路徑（Trajectory）
，藉由不同色階，顯示不同油團厚
度及其油團分布區域。OILmap 軟體模擬一個溢油事件的情境，須先定義計算
區域水陸邊界，再行建立流場及風場資料，並設定欲模擬之溢油位置、溢油總
量、油品、溢漏情況、模擬時間長度等，並依據臺灣周邊海域海氣象觀測站（如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網站）發布之最新海氣象資料，設定模擬相關參數（如海溫）
最後由擴散數值模式獲得油污於海水表面、水體中、黏附岸際以及大氣中之蒸
發量等數據資料，並於展示畫面同步呈現其模擬結果，執行架構流程圖如圖 1
所示。OILmap 套裝軟體包括下列模組：
 Oil spill trajectory and fates model（溢油軌跡及宿命模式）--主模式
 Stochastic model（隨機模式）
 Backtracking model（追溯模式）
 Over-flight facility（飛越修正）
 Coastline Databases（海岸線資料庫）
 Embedded GIS（內建地理資訊系統）
 Open data management interface（開放式資料管理介面）
 Oil database（油品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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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data（海流資料）
Wind data（風場資料）
Sensitivity data（環境敏感資料）

ASA 公司研發三維水下溢油軌跡模擬技術的 OILmap 3D 模式，以掌握油
污於海表面與海下擴散分布情況。三維水下溢油軌跡模擬技術，具備 Clarkson
CDOG（Version 2.02）與 ASA 研發之簡易絮狀演算法，並結合二維與三維流
體動力模式，能涵蓋模擬水下油污絮狀與海表面傳輸等淺水層與深水層的溢
漏狀態，已應用於墨西哥灣與西非鑽井/生產區域。OILmap 模組及 OILmap 3D
模組功能與特色比較如表 1 所示。
事件資訊
（溢油位置、油品、
油量、溢漏狀況...等）

流場資料

風場資料

環境資訊
（水陸邊界、海岸地
質特性、海溫...等）

溢油情境

表面溢油軌跡模式

水下模式

隨機模式

回推機率模式

應變規劃訓練
（過去及未來發生
事件均可模擬）

追蹤油在水面和水
下的擴散分佈情況

應變規劃工具
（預測油污的擴散
範圍以及到達時間
的機率）

反推溢油點

資料來源：圖片修改自 OILmap 技術手冊

圖1

OILmap 溢油模擬執行架構

依據前述及圖 1 所示，溢油模擬可運行模式以表面溢油軌跡及宿命模式、
隨機模式及深水模式（僅限 OILmap 3D）為主軸。藉由建立的海氣象數據及輸
入的溢油資訊，演算法作順向時序列推導，表面溢油軌跡及宿命模式可逐步預
測油污染擴散軌跡及環境宿命結果；隨機模式可推算溢油位置於一時空範圍
內隨機發生溢油事件的動態模擬結果，更能進一步計算油污染影響岸際的機
率及影響岸際所需時間之統計值；OILmap 3D 的深水模式模擬能涵蓋水下油
污染傳輸擴散結果。惟溯源模式較此三者特別，溯源模式係藉由將觀測到油污
開始影響岸際時間設為溯源起始時間，同時依據建立海氣象參數及假設油污
附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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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條件，如溢漏油品、油品溢漏時間長度等回推可能油污染源位置。模擬結果
展示畫面如圖 2 左。畫面中各點為該時間下，模式計算出若於各點標示位置
發生溢油事件，由污將於溯源起始時間時影響岸際，換言之，即各點標示位置
為自溯源起始時間回推出該時間點之可能油污染源位置。圖 2 左為假設綠島
北側發生油污染事件，自 106 年 03 月 10 日 10 時溯源 12 小時之 03 月 09 日
22 時之結果，依據溯源結果設定溢油點執行表面溢油軌跡及宿命模式結果如
圖 2 右，溢油點自 03 月 09 日 22 時發生溢油後，於 03 月 10 日 10 時影響岸
際，計算機制呈如前述。

106/03/09 22:00 溯源結果
106/03/10 10:00 溢油模擬結果
圖 2 油污染溯源及擴散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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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OILmap 表面及水下溢油模式功能及特色比較
模式名稱
表面溢油模式
水下溢油模式
功能及特色
軌跡模式

追蹤表面油團分布範圍及其 追蹤水下油污分布範圍及其
質量
質量

水理模式

具使用者自訂及外部輸入檔 具使用者自訂及外部輸入檔
功能，主要以 2 維海表面流 功能，主要以 3 維流場作為
場作為參數
參數

Backtracking model
追溯模式
Stochastic model
隨機模式

追溯已浮於海洋表面油團其原洩漏位置
推估各溢油位置於不同季節發生溢油事件的動態模擬結果
ADIOS（NOAA）及 ASA 資

油品資料庫

ADIOS（NOAA）及 ASA 油
品資料庫，含 1,500 多種油品

料庫（經 ASA 公司驗証）之
資料，並考慮油品碳氫化合
1,500 多種油品資料，亦可自
物（hydrocarbon）含量，亦可
行增加油品資料
自行增加油品資料

溢油擴散分布展示

以不同顏色顯示油污粒子受
以不同顏色色層顯示油層厚 波浪捲吸於表面及水下分布
度
範圍，同時可以油層厚度色
階表示表面油團厚度

油團風化結果

藉由輸出風化數據圖表及文字說明油污隨時間於海洋環境
分布變化

溢油剖面

無

水平剖面展示水下油污粒子
於不同水深及水平距離分布
情況

風場資料輸入

使用者自訂或外部輸入檔提供模擬參數，單點數據外插成區
域風場，亦可使用以 2 維海表面風場作為參數

油污處理模擬
及結果圖表輸出

分散劑、攔油索、汲油器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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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礎理論
OILmap 及 OILmap 3D 考慮油污受到風力及海流外在驅動力之影響，亦
考慮油品傳輸、擴展、蒸發、捲吸及黏附於海岸等物理化學之風化過程。以
OILmap 基礎理論為例。
OILmap 溢油擴散數 值 模式除了考慮油污受到風力（Wind ）及海流
（Currents）外在驅動條件外，並以油粒子（Oil particles）的概念，考量漂移
行進（Trajectory）時，所碰到的各種作用，包括物理（Physical）作用：平流
（Advection）與擴散（Diffusion）作用，以及油粒子在運動過程中，碰到的物
化 （ Physical – Chemical ） 作 用 （ Fates ）， 包 括 擴 展 （ Spreading ）、 蒸 發
（Evaporation）
、捲吸（Entrainment）
、乳化（Emulsification）及黏附於水陸交
界處（Shoreline）等物理化學之過程（ASA, 1997）
。
（一）平流（Advection）
模式中的油團傳輸演算法以基本流體力學定義 Lagrangian 質點為
單一或數個油團，其質點於不同時間之向量位置以下列公式表示：
���⃗
������⃗
������⃗
Xt =X
t-1 +∆t Uoil .........................................................................................(1)
∆t為時間間隔（sec）

�������⃗
X
t-1 為油塊在水表面時間 t-1 的位置
�������⃗
U
oıl 為油塊移動速度（m/sec）

而 ������⃗
Uoil 油塊傳輸速度被定義為下列公式：

������⃗
�����⃗ ����⃗ ����⃗ ����⃗ ����⃗
U
oil =Uw +Ut +Ur +αUe +βUp ....................................................................(2)

�����⃗
Uw 為風速，於開放海域中風拖曳係數為 3.5%
����⃗
Ut 為潮流流速

����⃗
Ur 為殘餘流流速

����⃗
Ue 為艾克曼流流速
����⃗
Up 為油溢漏速度

α係數 0 表示為水表層油塊，1 為水底下油塊

β係數 0 表示沒有油管井噴的洩漏；等於 1 表示有油管井噴的洩漏。

溢油於海中之漂移路徑受海洋環境參數所控制。風吹海面，表面海

流流速約為風速的 3%，換句話說 10 m/sec 的風速會吹起 0.3 m/sec 的
附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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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海流。在海流流速較大的地方，不論是穩定流或風吹流，油污會隨
海流方向擴散（Fan, 2001）。
（二）擴散（Diffusion）
油粒子隨機移動擴散過程，是會增加水平的分散作用的（Okubo,
1971; Okubo and Ozmidov, 1970）。𝑈𝑈𝑑𝑑𝑑𝑑 與𝑉𝑉𝑑𝑑𝑑𝑑 分別為向東與向北方向的
黏度擴散速度。
6𝐷𝐷

𝑈𝑈𝑑𝑑𝑑𝑑 = 𝛾𝛾� ∆𝑡𝑡𝑥𝑥 ............................................................................................(3)
6𝐷𝐷𝑦𝑦

𝑉𝑉𝑑𝑑𝑑𝑑 = 𝛾𝛾 � ∆𝑡𝑡 .............................................................................................(4)

𝐷𝐷𝑥𝑥
𝐷𝐷𝑦𝑦
∆t
Γ

水平 X 方向擴散係數
水平 Y 方向擴散係數
計算時間長度
隨機移動參數

（三）擴展（Spreading）
油污擴展受紊流擾動及重力、慣性、黏度及表面張力之間的平衡，
擴展機制決定表面油污的區域性延伸，於模式中僅模擬表面油污厚度
其 90%的質量，油污於海水表面擴展的變化率（Mackay et al., 1980a）
定義如下：
4/3
�tk =dAtk / dt =K1 A1/3
A
tk (Vm /Atk ) ...............................................................(5)

Atk 表示表面的油污（m2）

K1 表示擴展率常數（1/sec）
Vm 表示表面油污的體積（m3）
t 表示時間（sec）
而 𝑅𝑅𝑒𝑒 (𝑚𝑚) 則以下列式子表示 （Kolluru, 1992）

𝑅𝑅𝑒𝑒 =

1

𝐴𝐴𝑡𝑡𝑡𝑡 海表面油面積
N油污粒子數
附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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𝑛𝑛=1 𝐴𝐴𝑡𝑡𝑡𝑡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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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蒸發（Evaporation）
油污於海水表面蒸發率取決於表面海水與風交互作用及其溫度、
油污厚度、蒸氣壓及質量傳輸係數。於模式中，蒸發暴露模式為一分析
方法以預測油污蒸發量（Stiver and Mackay, 1984），蒸發量定義如下：
Fv = ln[1+B(TG /T) θ exp(A-BT0 /T)] /[T/BTG ] ............................................................. (7)
T0 表示設定蒸餾曲線的初始溢漏點（K）
TG 表示設定蒸餾曲線的梯度值
T 表示環境溫度值（K）
A 與 B 表示無因次常數
t 表示時間
θ 表示蒸發暴露量
其中，蒸發暴露量 θ 定義為下列公式
θ=(Km At /V0 ) .............................................................................................(8)
Km 表示質量轉換係數（m/sec）
A 表示油污面積
t 表示時間（sec）
V0 表示溢油體積（m3）
（五）捲吸（Entrainment）
捲吸作用機制，係指油污於海水表面接觸風及波浪時，油污會捲吸
進水體中，並且被不斷翻攪後油污會分散、稀釋並溶解於水體中或回到
海水表面，強烈的海水擾動有助於增加油污的溶解及光化學反應之風
化程度（Wheeler, 1978）
。模式中，捲吸率採 Audunson（1979）一階方
程式中變化率常數為風速及時間函數項，捲吸進水體之油污量公式定
義：
Me =M0 �1-exp(-λn t)� ................................................................................(9)
M0 表示表面油團的初始質量（kg）

t 表示時間（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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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n 表示捲吸常數（1/day）
其中捲吸常數 λn 定義如下：
λn =λ0 (Wn /Wo )2 .........................................................................................(10)

式中 Wn 表示風速（m/s），Wo 表示參考風速（~8.5m/sec），λ0 表

示參考風速值時的捲吸常數。
（六）乳化（Emulsification）
𝑑𝑑𝐹𝐹
𝐹𝐹
𝐹𝐹�𝑤𝑤𝑤𝑤 = 𝑑𝑑𝑑𝑑𝑤𝑤𝑤𝑤 = 𝐶𝐶1 𝑈𝑈𝑤𝑤 2 �1 − 𝐶𝐶𝑤𝑤𝑤𝑤 � ................................................................(11)
2

𝑈𝑈𝑊𝑊 風速 （m/s）
𝐶𝐶1 經驗常數，乳化油脂為 2 x 10e-6，其他為 0
𝐶𝐶2 常數，重油或原油為 0.7，一般用油為 0.25
𝐹𝐹𝑤𝑤𝑤𝑤 水中含油最大量

（七）水陸交界處（Shoreline）

模式中考慮數種水陸交界處之海岸類型，如沙灘、礫石/岩岸及紅
樹林/沼澤等，以掌握油污黏附海岸情況，油污於海岸交互作用如圖 2
所示，當退潮且海風吹向陸域時，水表面的油污向沿岸漂移漸趨黏附於
海岸，當轉變漲潮且陸風吹向海域時，黏附於海岸的油污部分會再回到
水體中。由此方法可獲得質點黏附於海岸網格上的油污量。
ONSHORE
WINDS
DEPOSITED

SURFACE SLICK
DEPOSITED

HIGH
TIDE
FALLING
TIDE

BEACH
SLOPE

LOW
TIDE

OFFSHORE
WINDS
REFLOTATION

DEPOSITED OIL
REMOVED

HIGH
TIDE
RISING
TIDE

BEACH
SLOPE

LOW
TIDE

資料來源：OILmap 技術手冊，1997

圖3 海岸線的交互作用原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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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數值方法
本模式模擬油品傳輸速度與海流流場所採用的內插數值方法均屬於最近
鄰點插值法（Nearest Neighbor Interpolation）
，適當的模擬油污質點於特定位置
受風吹流、潮流與殘差流趨動的傳輸速度，以及 OILmap 模式中建置細緻海流
流場，於邊界上的內插處理時能平滑且穩定。
油污質點於特定位置受風吹流、潮流與殘差流趨動的傳輸速度，所使用的
內插數值方法如式（12）所示，此法是根據鄰近於油塊位置的四個點，權重分
析油塊的傳輸速度，同時作為求解油團傳輸演算法中的 Uoil 向量值。。







U oil = U w + U t + U r + αU e + βU p

...........................................................

(12)

�����⃗
����⃗
����⃗
式中U
w 為風速，於開放海域中風拖曳係數為 3.5%，Ut 為潮流流速，Ur 為

����⃗e 為艾克曼流流速，U
����⃗p 為油溢漏速度，α係數 0 表示為水表層油
殘餘流流速，U

塊，1 為水底下油塊，β係數 0 表示沒有油管井噴的洩漏；等於 1 表示有油管
井噴的洩漏。
於 OILmap 中建立海流流場網格，可以輸入潮流及平均流，藉由一個擴張
演算法作數值內插，此法將簡單的對鄰近的網格點與對角線網格點，取得平均
的海流值，循序漸進尋找八、七、六…個鄰近點，平均網格內的數值，直到最
終只剩鄰近一個點，即填滿所有網格。此種方法另個特點，是能夠選擇特定區
域作網格的內插分布處理，如沿岸地區。
一旦網格已經內插處理完畢，將允許平滑整個網格以及直接輸入資料，或
是只作內插數值，其數值方法如（13）所示，同樣採權重分析鄰近於網格的四
個點，應用多重時間的內插處理。
ϴm+1
=αϴm
i
i +

（1-α）
4

式中

m
m
m
(ϴm
E +ϴW +ϴS +ϴN )...................................................(13)

𝛼𝛼表示權重因子（當平滑處理整個網格時為 0.75，
僅有平滑處理內插的值時為 0.0）
ϴi 表示 i 格點的值
ϴE ,ϴW ,ϴS ,ϴN 各別表示鄰近於 i 格點的東、西、南與北格點
m 表示為經過平滑處理的格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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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式設定與參數
OILmap 溢油模擬執行架構如圖 1 所示，欲進行一溢油事件模擬所需參數
設定及參考資料來源如表 2 所示。
表2
項目

OILmap模擬參數及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溢漏地點
溢漏時間
油品
油量

依據油污染緊急應變通報資訊輸入經緯度、溢漏時間、油品、
油量，並根據通報溢漏狀況假設溢漏時長。

溢漏時長
模擬時長

提送油污染緊急應變初報時，模擬時長為 24 小時初步模擬結
果予應變體系作應變參考。爾後則配合指示修訂模擬時長。

海溫

中央氣象局觀測之即時海況數據
港灣環境資訊網之海象觀測資訊

流場

HYDROmap 模擬流場

潮汐

流場除採用本中心 HYDROmap 模擬流場，同時配合中央氣象
局實測及預報潮汐資料作為交互參考。

風場

中央氣象局實際及預報資料

海岸類型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臺灣海岸地區環境敏感指標地圖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綜整

5、模式驗證
（一）應用 OILmap 驗證國際間重大案例
數值模式是否能快速的建置並進行油污染擴散預測模擬，是緊急應變選
用作業模式的重要考慮條件。目前 OILmap 為國際最常使用的商業化溢油模
擬軟體。此軟體不論是在圖形化介面上的親和性、使用方便性、處理效率以及
電腦繪圖視覺化展示等方面，皆達到相當水準，目前 OILmap 已驗証國際上 14
件重大溢油案例如表 3，世界上至今至少有 32 個國家（如表 4 所示）及 157
個 顧 客 群 （ http://www.asascience.com/about/clients.shtml ， 2014 ） 皆 已 使 用
OILmap 進行溢油事件之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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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map已驗証之歷史重大溢油案例

Hindcast studies of large oil spills
Amoco Cadiz Spill

1978

IXTOC1 Blowout

1979

Exxon Valdez

1989

Arabian Gulf Spill

1991

North Sea Experimental Spill

1992

Braer Spill

1993

Tampa Bay Spill

1993

Makenzie River

1995

North Cape, RI

1996

Texaco North Sea Spill

1997

UAE Barge Spills

2000

MPA Singapore, EVOIKOS Spill

2000

Erica Spill

2001

Prestige Spill

2003
資料來源：Provided by Applied Science Associates, ASA

表4 使用OILmap進行溢油模擬之國家
Alyeska

（美國阿拉斯加）

Japanese

（日本）

Iran

（伊朗）

Unite Kingdom

（英國）

UAE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Mexico

（墨西哥）

Singapore
France

（新加坡）
（法國）

Sri Lanka
China

（斯里蘭卡）
（中國）

Irish

（愛爾蘭）

Canada

（加拿大）

Thailand

（泰國）

Australia

（澳洲）

Japanese

（日本）

Netherlands

（荷蘭）

EEC
Azerbaijan
Chile
Nigeria
New Zealand
Indonesia
Malaysia
Norway

（歐洲經濟共同體）
（亞塞拜然共和國）
（智利）
（奈及利亞）
（紐西蘭）
（印度）
（馬來西亞）
（挪威）

Brasil
Uruguay
Argentina
South Africa
Venezula
Oman
Singapore
Thailand

（巴西）
（烏拉圭）
（阿根廷）
（南非）
（委內瑞拉）
（阿曼蘇丹國）
（新加坡）
（泰國）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蒐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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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例驗證 OILmap 模式
本模式歷經我國民國 94、95 及 105 年三起重大溢油事件，模擬結果與實
際調查及遙測影像的資料進行比對，均證明模式預測結果是具有可信度的，且
快速提供應變單位的作為採取緊急應變程序時的重要參考依據。三起事件與
OILmap 模擬結果分別說明如後。


94 年 07 月 03 日台東縣蘭嶼鄉外海油污染事件
民國 94 年 07 月 03 日台東縣蘭嶼鄉外海疑似遭不明外國船隻惡意傾倒廢
油料，台東縣環保局希望能重建過去 6 天油污溢漏情況及其擴散的可能路徑，
藉由本模式重現油污擴散路徑；根據台東縣環保局的報告指出，此事件為 5 公
噸的機油（ENGINE OIL），如表 5 整理之事件摘要。模式中考慮的海洋環境
資料，是由丹麥水工試驗所（Danish Hydraulic Institute）所發展之 MIKE 21 商
業型模式，產出的西南季風資料與海流資料（Chang et al., 2005）
。如圖 4 所示，
部分流場因為蘭嶼周圍曲折起伏的海底地形而顯得複雜。
表5

94/07/03台東縣蘭嶼鄉外海油污染事件摘要表

項目

內容

發生地點

蘭嶼外海

油品/總量

機油（ENGINE OIL） 5 公噸
94/7/3 台東縣蘭嶼鄉外海疑似遭不明外國船隻－疑似蒙古籍幸福號貨輪惡意傾

事件摘要

倒廢油料，造成西南部椰油至紅頭一帶海岸，約 1 公里長的珊瑚礁岩全
遭到大片面積或零星塊狀黑油所污染， 其中漁人部落前的泊船區一帶，
更成為黑油覆蓋的煉獄，可說是蘭嶼史上最大的油污事件。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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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件經 OILmap 重建過去廢油料洩漏於海洋環境中，歷經 24、72、100、
108、120 與 130 小時後其擴散分布的路徑與黏附海岸地區的影響範圍，模擬
結果如圖 5 所示，油品分布於大氣與海水中的質量如圖 6 所示。歷經 24 小時
後，油污飄移至漁人部落、蘭嶼電廠以及八代灣外海，再經過 72 小時，海水
表面上約 3.1 公噸油污，隨著當地的海流擴散往蘭嶼機場的方向，且出現黏附
岸邊的情況。100 小時過後部分油污黏附於岸邊，其它油污則順著西南季風朝
紅頭村與漁人部落方向緩慢地擴散，此時油污的蒸發量大約為 2.01 公噸。模
擬經過 108 至 120 小時的情況，顯示油污主要飄浮於蘭嶼電廠與八代灣外海
附近，有一部分的油污黏附於暗礁，另外，青青草原的海岸線也有 0.15 公噸
的油污黏附於沙灘上的岩石。而且，2.79 公噸的油污隨著當地海流與季風，繼
續往老人岩的海岸線方向擴散，130 小時後大部分的油污聚集在老人岩岩岸地
區。綜合所述，釐清油污擴散分布路徑包含蘭嶼機場、紅頭村、漁人部落、蘭
嶼電廠、八代灣、青青草原以及老人岩等區域，且油污的厚度均小於 1×10-3 公
尺，此外，油污擴散分布範圍大約 8.79 公里，主要黏附的區域是紅頭村與漁
人部落的岩岸地區。透過圖 5 的質量平衡表，說明歷經 130 小時後，約有 2.73
公噸（54.0%）仍殘留於海水表面，有 0.17 公噸（3.5%）是黏附岸邊，且大約
2.09 公噸（41.0%）是蒸發至大氣中。
本模擬結果與台東縣環保局通報、調查以及當地區域污染概況比對，圖 7
的星星標記，顯示紅頭村、漁人部落、八代灣、青青草原以及老人岩等地為實
際受油污染衝擊的區域，與本模擬結果大致相符。雖然有關單位曾尋求遙測技
術找尋惡意傾倒廢油料的事故單位，但遺憾的是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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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分布

（B）溢油後 72 小時油污分布

（C）溢油後 100 小時油污分布

（D）溢油後 108 小時油污分布

（E）溢油後 120 小時油污分布
（F）溢油後 130 小時油污分布
圖5 油品歷經24、72、100、108、120與130小時後擴散分布模擬結果

圖6 油品的質量平衡變化數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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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東縣環境保護局，2005

圖7 蘭嶼鄉實際受油污染影響區域


95 年 12 月 24 日蘇澳馬爾他籍「吉尼號」貨輪擱淺溢油事件
隔年，民國 95 年 12 月 24 日蘇澳馬爾他籍「吉尼號」貨輪擱淺溢油事件
中，福衛 2 號衛星洽好拍攝到油污擴散分布之影像。蘇澳馬爾他籍「吉尼號」
貨輪擱淺溢油事件摘要記錄，如表 6 所示，表中記錄溢油事件發生期間蘇澳
海巡隊艦艇勘查，與環保署至現場觀察及緊急應變的情況。環保署在溢油事件
發生第一時間即進行監控油污擴散的情況，經環保署調查結果顯示，油污大部
份沿著海岸擴散，往北擴散至蘇澳港南端，往南擴散至東澳里的烏石鼻，實際
溢油情形如圖 8 所示。本計畫模擬吉尼號事件溢油在海洋環境中的分布情況，
與實際油污擴散結果很相近，例如在溢油初期油污向北方移動，而模擬結果適
當的預測出其船隻溢油後朝溢油位置南方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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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項目

95/12/24蘇澳馬爾他籍吉尼號貨輪擱淺溢油事件摘要表
內容

發生地點

蘇澳外海

油品/總量

重油（MEDIUM CRUDE OIL）700 公噸

事件摘要

95/12/24 馬爾他籍貨輪「吉尼」
（TJINI）號 24 日擱淺在距蘇澳港南
方三浬崖畔海邊，船艙破裂，一百多公噸燃油外洩，隨洋流
北漂，延伸到的南方澳內埤灣，嚴重污染海域。
95/12/25 蘇澳海巡隊前往救援，並載運攔油索阻攔油污擴散，但是
油污擴散速度很快，海巡署攔油索緩不濟急，加上海上風浪
太大，浮油不斷溢過攔油封鎖線，且油污範圍太大，隨著潮
流變化，上午油污先是往北漂流擴散，中午過後轉向南漂，
蘇澳海岸線從內埤海邊到烏石鼻都有油污的分布。

擱淺船隻

黑色帶狀部份
為疑似油污

聯合報報導
福衛 2 號衛星拍攝影像
圖8 蘇澳馬爾他籍吉尼號實際溢油情形
圖 9 分別為溢油發生 1、6、12、24、48 及 96 小時後油污分布模擬結果。
由圖 9（A）結果顯示，溢油發生 1 小時後，油污已黏附在岸邊；圖 9（C）結
果顯示，在溢油後 12 小時，油污已往北擴散約 1.3 公里；圖 9（E）結果顯示，
在溢油後 48 小時，油污已往北擴散至蘇澳鎮南興里的內埤，油污黏附約 2.4
公里海岸線，一部份往南擴散，少部份漂向外海。在溢油後 96 小時後，內埤
海岸有少部份油污，往南則部分擴散至東澳里的烏石鼻，油污黏附海岸範圍由
北至南約 5.4 公里長，經圖 9 與圖 10 比對其影響區域非常一致。
溢油模擬結果除輸出時間序列圖提供予環保署作緊急應變之參考外，同
時可以參考溢油隨時間變化之狀態圖及溢油後 48 小時質量圓餅圖，有助於掌
握油污於海洋表面的殘餘量，如圖 11 所示。油污於海表面、水體中、黏附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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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及蒸發至大氣中的量。溢油發生初期，大部份油污皆是存在於海水表面，經
過一段時間後，部份溢油蒸發至空氣中，在經過 24 小時後，海水表面約有 9.4
公噸（1.3 %）
，黏附岸邊約有 636.2 公噸（76.6 %）
，蒸發至空氣中的數量約有
154.4 公噸（22.1 %）
。在經過 48 小時後，油污黏附岸邊約有 533.4 公噸（76.2
%），蒸發至空氣中的數量約有 166.6 公噸（23.8 %）。

（A）溢油後 1 小時油污分布

（B）溢油後 6 小時油污分布

（C）溢油後 12 小時油污分布

（D）溢油後 24 小時油污分布

發現油污位置〇

（E）溢油後 48 小時油污分布
（F）溢油後 96 小時油污分布
圖9 蘇澳馬爾他籍吉尼號溢油分布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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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油污位置〇

圖10 蘇澳馬爾他籍吉尼號溢油後96小時油污分布模擬結果

（A）質量平衡狀態圖

（B）溢油後 48 小時質量圓餅圖
圖11 蘇澳馬爾他籍吉尼號溢油隨時間變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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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03 月 10 日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
105/03/10 09:18 於新北市石門外海 0.3 海浬處（坐標 25°18'0.0'' N，121°
34'0.0'' E，如圖 5-1-12 紅圈所示），發生德翔臺北貨輪擱淺事件，據通報該船
隻殘油燃料油 407 公噸及柴油 40 公噸，有擱淺溢油之虞，彙整事件摘要如表
7 所示。

表 7 105 年 03 月 10 日本國籍德翔臺北輪擱淺事件摘要表
內容
項目
發生地點
蘇澳外海
油品/總量

燃料油 407 公噸；柴油 40 公噸

事件摘要

105/03/10 09:18 接獲通報發生德翔臺北貨輪擱淺事件。
105/03/24 由於風浪較大，船身自擱淺受損處斷裂，有溢油之餘。
105/05/11 接獲指示停止油污染應變，總計模擬 63 天次，共提交 174
次溢油模擬預報單。

應變期間依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基隆資料浮標站與富貴角資料浮標之海
溫、富貴角資料浮標與海洋污染監測車觀測風速與風向，以及 GFS 模式預測
風場，搭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麟山鼻潮位站及新北石門之觀測與預報潮汐資
料，並配合 HYDROmap 模式模擬的表面海流，作為溢油模擬的海氣象資訊，
總計模擬 63 天次，共提交 174 次溢油模擬預報單。
比對國立中央大學提供 105 年 3 月 27 日 COSMO-SkyMed 衛星 17:39 時
影像，與同日 17:40 時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如圖 12 所示。由圖可知德翔臺
北輪擱淺位置附近長約 4 公里，寬約 1.5 公里範圍內有長條狀油污染；而根據
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顯示，德翔臺北輪周圍有油污染分布，且油污最遠影響至
磺港漁港周圍岸際。
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假設，自 105 年 3 月 27 日 10:00 時，海面持續 1 小
時溢漏 230 立方公尺燃料油。3 月 27 日 17:40 時模擬結果，除德翔臺北輪周
圍有油污染分布外，油污最遠影響至磺港漁港周圍岸際。因衛星影像受航跡限
制，無法確認核一廠至水尾漁港沿岸是否有油污染分布，因此較無法獲得準確
油污溢漏情形進行修正模擬，每日假設海面溢漏油污作為油污染應變決策參
考。兩者比對結果僅證實，油污溢漏後，於德翔臺北輪周圍油污分布，模擬結
果與衛星影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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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照片

油污染擴散模擬

105/03/27 17:40 模擬結果
105/03/27 17:39 COSMO-SkyMed
圖12 油污染擴散模擬結果與監控照片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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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版海洋油污染擴散模擬系統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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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HEMmap 模式
1、功能簡介
美國 ASA 公司亦研發 CHEMmap 化學品擴散模擬軟體。此軟體同油
污染模擬軟體，具有良善的圖形化介面，提供使用者方便於介面中編輯/輸
入海岸資料、化學品資料及海氣象資料，透過化學品洩漏擴散模式模擬化
學品污染擴散路徑，藉由內嵌 GIS 以詮釋化學品擴散分布情況。CHEMmap
模擬系統由數種整合元件構成，包括：
 3D trajectory and fates model（3D 軌跡及宿命模式）--主模式
 Stochastic model（隨機模式）
 Biological effects model（生物影響模式）
 Open data management interface（開放式資料管理介面）
 Chemical database（化學品資料庫）
 MSDS（物質安全資料庫）
 Current data（海流資料）
 Wind data（風場資料）
 Sensitivity data（環境敏感資料）
 Embedded GIS（內建地理資訊系統）

其中，3D 軌跡及宿命模式可預測化學品於海表面移動及於環境中分佈（如
大氣中、於水體中及沿岸地區）
，此模式使用物理化學特性，包含密度、蒸汽
壓、水中溶解度、環境中沉降率、吸附常數、黏滯性、表面張力等，來預測化
學品溢漏在環境中移動軌跡（trajectory）的物化宿命的作用（physical and
chemical fates） 如下：
 模擬初始溢漏與動力生成的雲霧狀較水輕或重。
 漂浮的物質於水面上散佈與傳輸。
 在三維空間中溶解與微粒狀物質的傳輸。
 蒸發與揮發。
 溶解與吸附。
 沉降作用、再懸浮以及下降。
對於溢漏模式而言，其運算須依賴洩漏化學品時所處之環境資訊及物理
資訊，如風、海流，鄰近之沿岸地形及定義化學品類型。使用者可透過化學品
特性及洩漏方式，選擇適合之模擬情境模式並設定模擬條件參數以獲得最佳
模擬結果，並藉由嵌入地理資訊系統，作為一貫儲存、展示及分析任何地理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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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資料。同時模式內建至少 900 種化學品的物理與化學特性資料庫，在數據資
料中有超過 40,000 種純物質與 75,000 種的混合物，供使用者做選擇，其模擬
結果亦能應用於制定對人體健康的風險、如何存放與緊急應變處置之計畫。
CHEMmap 執行架構如圖 13 所示，模式模擬需先定義模式計算區域水陸邊界，
接續依據海保署通報之洩漏化學品事件相關資料（如洩漏坐標、洩漏總量與化
學品品名）設定氣海象相關參數（海溫、風場及海流）
，執行洩漏化學品軌跡
模式，預測化學品於海水中或大氣中擴散分布情況。
事件資訊
（溢油位置、化學品、
總量、溢漏狀況...等）

流場資料

風場資料

環境資訊
（水陸邊界、海岸地
質特性、海溫...等）

洩漏化學品情境

表面溢油軌跡模式

水下模式

隨機模式

生物影響模式

應變規劃訓練
（過去及未來發生
事件均可模擬）

追蹤化學品洩漏於
水面和水下的擴散
分佈情況

應變規劃工具
（預測化學品擴散
範圍以及到達時間
的機率）

洩漏化學品
軌跡模式

資料來源：CHEMmap 使用者說明手冊，2008

圖13

CHEMmap化學品洩漏模擬執行架構

2、基礎理論
本模式使用物理化學特性來預測化學品洩漏，包括密度、蒸氣壓、水
溶性、環境的衰減率、吸附/溶解分布係數（𝐾𝐾𝑜𝑜𝑜𝑜 , 𝐾𝐾𝑜𝑜𝑜𝑜 ）
、黏度及表面張力。

洩漏的質量是基於洩漏的位置與深度，物質的三態變化則根據物質的物理

化學特性。化學物質的質量於三維空間及時間中傳輸，是藉由表面風吹流、
潮流、殘差流以及根據化學物質於海水表面的浮力與分散的垂直動量，模
式中同樣考量海洋環境中的風與海流趨動力。
在計算純化學物質或具吸附性的懸浮沉積物的垂直沉降或擴散速度
是以史托克定律（Stokes’ Law）做為計算公式，假如化學物質垂直浮上海
水表面或向下沉澱的速度與紊流混合時，將假設粒子為漂浮或沉澱於海
床，此外，亦假設海流流速大於 20 cm/s 時，沉澱的顆粒可能會再懸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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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體中。模擬化學物質於海水中或大氣中紊性散佈（Turbulent Dispersion）
的動態是採用 Bear 與 Verruijt（1989）的 Random walk scheme，搭配水平
與垂直的擴散係數（Okubo, 1971）。其中，垂直擴散係數是做為波浪混合
層其風速的函數，根據 Thorpe（1984）文獻指出近似 1.5 倍的波高，波高
的計算為採用 CERC（1984）的演算法。
化學品洩漏的傳輸擴散與溢油模式採用相同 Lagrangian 方法，同時考
慮風、海流與浮力等因素影響，模擬化學物質的質量與顆粒於三維時間與
空間中計算傳輸動態。化學品於海水表面擴展（spreading）的變化率，計
算表面化學品粒子的質量採用 Mackay 等人（1980）的演算法，當化學物
質飄浮於海水表面的厚度則取決得物質的黏性，此部分為根據 McAukiffe
（1987）的數據。顆粒的擴散分布的動態模擬，則同樣以模擬油污時的演
算法（French et al., 1996）
，使用的參數則參考 Delvigne 與 Sweeney（1988）
。
在各個時間的相態轉移速率（蒸發、溶解、揮發、捲吸）的計算是依化學
物質的顆粒轉換成新的相態的比例百分比。
於第一個小時至洩漏一天的時間，當對水體中生物產生嚴重影響，最
主要的 3 個特性決定化學品於海洋環境中的宿命，如化學品的密度、蒸氣
壓與水溶性。其中，吸附/溶解分布係數（𝐾𝐾𝑜𝑜𝑜𝑜 ）是用於模式中計算有機化

合物在溶解與吸附成為懸浮沉積物時的分佈比例，有功能關連性，並高度
與水溶性有相關性。𝐾𝐾𝑜𝑜𝑜𝑜 值自計算𝐾𝐾𝑜𝑜𝑜𝑜 而獲得，所引用的回歸公式取自
DiToro 等人（1991），如式（1）所示：

log(𝐾𝐾𝑜𝑜𝑜𝑜 ) = 0.983 log （𝐾𝐾𝑜𝑜𝑜𝑜 ） + 0.0028 （1）

化學物質於水中溶解的動態模擬，是假設吸附於自然的顆粒物，根據
linear equilibrium partitioning 理論，其溶解（Cd ）與吸附（Ca ）化學物質的
濃度是常數比例，且取決於懸浮物質的濃度（Css ）
，其公式如式（2）所示：
Ca /Cd =Koc Css （2）
其中，吸附的總質量數為Ca /（Ca + Cd ）。沉澱於水體中同樣依據史托

克定律，並假設化學物質吸附於粒徑為 50 μm的細小粉粒，密度為 1.0512
g/cm3，且於海水與靜置水中大約沉澱率為 3m/day。

飄浮於海水表面的顆粒，模擬其蒸發量與揮發量的方法，分別引用
Mackay 與 Matsugu（1973）
，以及根據亨利定律（Henry’s Law）
。前者方法
考慮質量流通於大氣中的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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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式設定與參數
模式運作方法與執行 OILmap 軟體類似，彙整運行 CHEMmap 參數及
資料來源如表 8。
表8
項目

CHEMmap模擬參數及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溢漏地點
溢漏時間
化學品
化學品總量

依據化學品污染緊急應變通報資訊輸入經緯度、溢漏時間、化
學品、化學品總量，並根據通報溢漏狀況假設溢漏時長。

溢漏時長
模擬時長

提送油污染緊急應變初報時，模擬時長為 24 小時初步模擬結
果予應變體系作應變參考。爾後則配合指示修訂模擬時長。

海溫

中央氣象局觀測之即時海況數據
港灣環境資訊網之海象觀測資訊

流場

HYDROmap 模擬流場

潮汐

流場除採用本中心 HYDROmap 模擬流場，同時配合中央氣象
局實及預報潮汐資料作為交互參考。

風場

中央氣象局實際及預報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綜整

4、兩模式相互驗證
應用美國 ASA 公司的 CHEMmap 模式，與美國環保署所使用的
ALOHA 模式，比對於相同模擬參數條件下 CHEMmap 與 ALOHA 模式模
擬結果。採用民國 94 年 10 月 10 日凌晨，南韓籍 SAM-HO BROTHER 化
學輪在桃園縣柯蚵殼港外海溢漏苯事件為假設情境，事件說明及模擬結果
如後。
民國 94 年 10 月 10 日凌晨，南韓籍 SAM-HO BROTHER 化學輪在桃
園縣蚵殼港外海北緯 24 度 58 分、東經 120 度 48 分處，遭到噸位將近 8 倍
大的賴比瑞亞籍 TSHONGKONG 貨輪追撞翻覆，此艘韓籍化學輪裝載 85
公噸燃油、16 公噸柴油與 3000 公噸有毒化學物質─苯，由於液態苯比水
輕，長時間浮在海面會揮發進入大氣中，加上東北季風影響，海巡署與環
保單位擔心苯會往新竹方向流動，若民眾不幸吸入，會產生苯中毒，持續
暴露則可因呼吸麻痺而致神智喪失和死亡。
比對 CHEMmap 模擬（圖 14）與 ALOHA 模式模擬結果（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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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map 顯示液態苯經 12 小時於海水中擴散分布的結果與 ALOHA 模擬
結果相當類似，且經過 48 小時後較為接近新竹縣沿岸地區（Chang, 2010）
。

（A）5 hrs

（B）12 hrs

（C）24 hrs
（D）48 hrs
圖14 CHEMMap 模擬液態苯48小時內擴散分布結果

圖15

ALOHA 模擬液態苯歷經1小時之結果

四、化學品混合反應查詢軟體
化學品緊急應變事故發生時，為確認化學品物化特性、危害特性以及化學
品混合反應特性，國際間常用 CAMEO Chemical 及 WISER 作為提供相關特
性資訊作為應變參考。以下分別介紹 CAMEO Chemical 及 WI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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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MEO Chemical
CAMEO Chemical 為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
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美國環境保護署（US Environmental Pr
otection Agency）與美國海岸防衛隊（U.S. Coast Guard）聯合研發的化學品
污染應變軟體。
CAMEO Chemical 結合美國海岸防衛隊 CHRIS（Chemical Hazards Resp
onse Information System）資料庫，內建數千種常見化學品，透過化學品品名、
CAS Number 或 UN Number 快速查詢化學品，除可列出該化學品物質安全資
料表（MSDS）
、危害特性、危險品緊急處理系統鑑別標準（NFPA 704）及緊
急應變建議外，同時提供化學品混合反應性查詢功能。於化學品緊急應變事故
發生時，可快速提供應變指揮單位及現場應變人員查詢結果作為應變參考。
2、WISER
WISER 為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所研發，
以協助有害物質緊急應變事故為宗旨。
WISER 結合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有害物質資料庫（Hazardous Substances
Data Bank, HSDB）、化學危害醫療管理資料庫 Chemical Hazards Medical
Management (CHEMM)及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化學品反應性資料庫（Ch
emical Reactivity Worksheet, CRW）
，除可快速查詢化學品物質安全資料、危
害特性、危險品緊急處理系統鑑別標準（NFPA 704）及緊急應變建議外，同
時可查詢化學品混合反應性；若為未知化學品，尚可透過物化特性、健康危害
性等相關資訊查詢疑似化學品項。且查詢資訊內容可依前線應變人員、醫療人
員及應變指揮單位等不同角色定位，提供主要資訊作為應變參考。
五、HYDROmap 模式
1、功能簡介
美國 ASA 公司亦研發 HYDROmap 是一個全域的流體動力模式（Isaji, et
al., 2001）
，採用 SCVR（stepwise-continuous-variable-rectangular）網格系統。S
CVR 為一種有限差分網格結構，可以同時建立與執行不同層次（最多 6 層）的
網格大小，此耦合網格的方法具有可靠性，所內含全球水深資料與兩大潮汐 M
2（主太陰半日潮）
、S2（主太陽半日潮）為邊界條件，能夠為全世界任何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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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潮汐驅動力（tide-driven forcing）與風驅動力（wind-driven forcing）的流
場；模式開放邊界條件的潮位資料為採用 OTPS（Oregon State University, Oc
ean Tidal Prediction Software）潮位預報資料。ASA 公司所有開發的商業型模
式，如 OILmap、OILmap 3D、CHEMmap，均能夠採用此模式建立的海流資料，
作為模式中所需要的海流驅動力。並且此模式同樣內嵌 GIS，展示區域海流模
擬結果之外，結合描述真實世界的空間資料共同分析海流的合理性與描述區域
海流的細緻度。模式運作的架構如圖 16 所示。

資料來源：HYDROmap 使用說明手冊，2008

圖16

HYDROmap 洩漏化學品模擬軟體系統架構

2、基礎理論
本模式為三維非線性動量方程式與連續方程式組成，多變的時間項與水平
位置項等係數，是按照海流隨深度變化的基本函數，展開海流的水平項，以數
值的方法求解動量方程式與連續方程式。這些係數在這展開式中，水平項是利
用顯性有限差分法決定，垂直項則由 Galerkin 波譜法決定。詳細的解法參考 D
avies（1980a）,Owen（1980）及 Gordon（1982）。其中，採用 Galerkin 波譜法
的原因，是因其具經濟實惠且可預測非獨立變數的連續性資訊。其對於同類型
的河口而言（忽略水平削弱以及潮汐驅動力的直接影響）同樣可以採用，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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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與動量方程式可由下列方程式所示：
∂η
∂t
∂u
∂t
∂v
∂t

η

∂

η

∂

+ ∂x ∫-h udz + ∂y + ∫-h vdz =0 ................................................................. （1）
∂u

∂u

∂u

∂v

∂v

∂v

∂η

∂

∂u

+u ∂x +v ∂y +w ∂z − fv= − g ∂x + ∂z �N ∂z � .......................................... （2）
∂η

∂

∂y

+u ∂x +v ∂y +w ∂z +fu= − g ∂y + ∂z �N ∂z � ............................................ （3）

其中，x、y、z 分別代表右手定則的卡式坐標。z 代表靜止水面至不透水邊
界的深度，水平面為 x、y 坐標，t 為時間，為𝜂𝜂自由液面，h 為靜水深，u、v、
w 各別代表海流在 x、y、z 方向的分量。N 代表垂直邊界的黏性，f 代表科氏力
參數，g 為重力參數，一般均假設 f、g 為常數。u、v、w 為變數，N 為 x、y、
z、t 的函數項。水深 h 隨著 x、y 改變，𝜂𝜂變數隨著 x、y 與 t 改變。
這些方程式隸屬於邊界條件，使模式得以完整。正常的速度分量均設定 0
在陸地邊界，水位於開放邊界上給定，在海洋表面（z＝𝜂𝜂），剪應力如式（4）
所示：
∂u

∂v

ρN �∂z ， ∂z � =�τwx ，τwy �.................................................................... （4）

其中，�τwx ，τwy �各別是 x、y 方向的表面風應力，在海床（−z＝𝜂𝜂）條件

下，底部剪應力採用二階法，是與底部海流有關：
∂u

1

∂v

ρN �∂z ， ∂z � =�τbx ，τby�=ρcd �ub ，vb ��u2b +v2b �2 ............................... （5）

其中，�𝜏𝜏𝑤𝑤𝑤𝑤 ，𝜏𝜏𝑤𝑤𝑤𝑤 �是 x、y 分量的底部剪應力，b 為投入的海床變量，cd 代

表底部摩擦係數。

預先使用的殘差值比重法，其垂直變數均是按照基本函數設定，適合作為
新式獨立變數的設定，以轉換水表面與底部兩者為共同表面上。這些前置作業
完畢以至於數個基本函數，仍然固定遍及模式中的計算區域。對於一個基本的
Legendre 多項式的設定，適當的坐標轉換（x, y, z, t）→（X, Y, σ, T）由式
（6）給定：

η-z

x=X，y=Y，σ=1 − 2 �h+η� ，t =T .................................................... （6）

因此，水層的區域水深（−h, 𝜂𝜂）轉換至區間（−1, 1）
。詳細的轉換方程式

說明於 Owen（1980）發表的文獻。求解方法則參考 Davies（1980a）與 Owen
（1980）發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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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變量的水平速度是採用 Legendre 多項式展開。方程式中的垂直項採用
Galerkin 殘差值比重法求解，此外，水平項與時間項則藉由顯性有限差分方法
求解。空間交錯網格法用於水平面計算，海洋表面高程與水深，則特定由各網
格的中心位置計算，藉由網格四邊界的水平速度給定。u 與 v 速度則由網格邊
界上定義，正常為各別代表 x 與 y 方向的速度。並允許時間項大於 Courant-Fri
edrichs-Lewy（CFL）條件，其關係到最大時間間隔與淺水波敏感度，此法均可
參考 Simons（1975）、Sheng 等人（1978）、Gordon（1982）、Davies（1982）、
Blumberg 與 Mellor（1983）等所發表的文獻。
本模式計算自由液面高度是分別由內部的三維流體變量處理。自由液面高
度與垂直整合速度，是藉由垂直動量整合方程式計算，其 CFL 範圍必須合理。
海流的水平分量的垂直架構，可能是由一公式計算，其中的水表面重力波的效
應分別由三維動量方程式計算。因此，表面重力波不再受限於內部模組計算，
且可能有更長的時間間隔。內部模組方程式類似於時間項前進差分、空間中心
差分的有限差分方法。內部模組是採用時間中心差分技術，將垂直散佈項視為
時間項中心差分，以至於時間間隔不再局限於垂直邊界黏度或數個基本函數的
選擇（Davies, 1980b）。
3、參數設定
HYDROmap 模擬流場可運用於溢油、化學品洩漏、水質等模式，作為傳
輸擴散模擬的海流驅動力，藉由 SCVR 網格系統定義水域與陸域，匯入水深
地形資料後，選擇開放邊界條件作為潮汐驅動力，並增加時間序列點位，以建
置海流的演進與水位高度的時序變化。此外，若模擬流場需考慮風驅動力，則
同時風場資料運行模式即可。彙整 HYDROmap 所需參數及資料來源如表 9。
表9
項目

HYDROmap模擬參數及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水深資料

HYDROmap 內建：
 全球水深地形資料 NOAA/NGDC ETOP05（解析度：5 分）
 全球水深地形資料 NOAA/NGDC ETOP02（解析度：2 分）
國家實驗研究院海洋科技中心：
 500 公尺解析度水深地形資料
 200 公尺解析度水深地形資料

開放邊界

Schwiderski 全球潮汐模式（支援 9 大分潮）
TPXO5 遙測分析資料（支緩 10 大分潮）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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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式驗證
(1) 大尺度流場預測
蒐集國內外現有相關之海流預報模式計算的臺灣附近潮流之資料，
分別有港灣技術研究中心發展的近岸海象數值模擬及預警系統（Taiwan
Coastal Ocean Modeling System，簡稱 TaiCOMS，2008）
、國家海洋科學研
究中心發展的臺灣海峽短期預報系統（Taiwan Strait NOWcast Model
Study，簡稱 TSNOW，2002）等模式所模擬臺灣四周海域的潮流，來與美
國 ASA 公司開發之 HYDROmap 軟體所模擬的潮流進行驗証比較。
圖17至圖19分別為TaiCOMS、TSNOW、以及HYDROmap模擬在漲潮
期間的潮流，由三種模式模擬漲潮潮流變化的結果顯示，在臺灣海峽北
部，潮流皆由臺灣東北部海域往臺灣海峽流入，而臺灣海峽南部為由臺灣
東南部海域往臺灣海峽流入，約在台中附近海域交會。圖20至圖22分別為
TaiCOMs、TSNOW、以及HYDROmap軟體模擬在退潮期間的潮流，由三
種模式模擬退潮潮流變化的結果顯示，在臺灣海峽北部，潮流皆由臺灣海
峽往臺灣東北部海域流出，而臺灣海峽南部為由臺灣海峽往臺灣東南部
海域流出。由以上結果可知HYDROmap軟體模擬在漲退潮潮流的變化趨
勢與其他二種模式模擬的結果皆非常一致，因此使用HYDROmap軟體所
模擬的潮流，可適當的應用在OILmap軟體進行溢油擴散的模擬。此外，
由圖19及圖22中也可看出，HYDROmap為一多重網格流體動力模式，可
依據需要在某些特定的區域，產生更細緻的流場，由此較為精細的流場來
進行溢油擴散模擬，可得到更合理的模擬結果。

資料來源：http://140.117.98.26/~taicoms/www/

圖17

TaiCOMS模擬在臺灣四周海域漲潮期間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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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ncor.ntu.edu.tw/tsnow/

圖18

TSNOW模擬在臺灣海峽漲潮期間的潮流

資料來源：研究團隊建置

圖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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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140.117.98.26/~taicoms/www/

圖20

TaiCOMS模擬在臺灣四周海域退潮期間的潮流

資料來源：http://140.112.65.17/main/ci611/TSNOWimg/debris2.gif

圖21

TSNOW模擬在臺灣海峽退潮期間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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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建置

圖22

HYDROMAP模擬在臺灣四周海域退潮期間的潮流

(2) 小尺度流場預測
本團隊於 99 年受亞太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託，協助辦理臺南市
政府「安平漁港舊港口重建計畫營運期間環境監測工作—增列環境差異
分析乙項」
，負責其中海流與波浪項目工作，主要針對海域水文與波浪模
擬分析。應用 HYDROmap 模式模擬安平舊漁港附近海域海潮流，實際模
擬 15 天安平舊漁港海域潮流流場，並與現場實測資料驗證，驗證模式於
臺灣周邊局部海岸區域海潮流模擬之適用性。
匯入 HYDROmap 模式所需水深地形，以及模式計算範圍示意圖如圖
23 所示，亞太公司布放海流儀位置為安平舊漁西南外海水深約 13 公尺處
（N22,58.6540,E120,07.939／WGS84），如圖 24 所示。
本成果亦發表於第 19 屆水利工程研討會，成果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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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團隊繪製

圖23 安平舊漁港水深地形及模式計算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MapSource；研究團隊加值應用

圖24 亞太公司海流儀布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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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雷達監測作業車現場觀測與驗證
1、軟硬體介紹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裝配如圖 25 所示，8.5 噸大貨車配有剪
力式昇降架可配合地形即時改變 X 波段真實孔徑雷達天線高度，增加監
測距離，並將各項設備安裝於工作車廂，以及柴油發電機組等，另外加掛
風速風向計。執行油污染監測作業時，可直接監控海表面油污染，同時可
將即時觀測到之波浪、表面海流、風速與風向等海氣象資料（如圖 26 所
示）
，提供給海上現場應變船隻即時海況資訊，抑或是提供污染擴散模擬
軟體，進行模式環境資料場的修正。

8.5 噸大貨車配有剪力式
車載機動監測系統工作室與搭載之
昇降架作業機
柴油發電機
圖25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

資料來源：圖片修改自 MIROS OSD 操作手冊、研究團隊製作

圖26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監測資訊
海洋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搭載挪威 MIROS 公司所發展的一套雷達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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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油污、波浪、海流系統（Oil Spill Detection System，OSD，以下簡稱 OSD）
，
其結合 X 波段真實孔徑雷達（以下簡稱 X 波段雷達），經 OSD 分析雷達
接收海面之回波，可分析求得海面上溢漏的油污位置與面積，其偵測基礎
為當一地區海面被油覆蓋時會減輕海面毛細波，反射出較少的微波功率，
由此分析及計算得知溢油分布範圍，此外，OSD 亦可分析海表面波浪及海
流等多元化的海洋環境資訊。此套整合系統已於挪威北海經過實地驗証，
檢驗時都是在有海面溢油、且海況和風况變化的條件下進行，加上 MIROS
公司二十多年監測波浪、海流和潮汐經驗累積（MIROS，2011），具有相
當的實測佐證與可信度，目前為止有 16 個國家為該用戶，例如丹麥、德
國、中國與美國等等（http://www.miros.no/about-miros/，2014）
。本團隊亦
於民國 99 年赴台塑麥寮港觀測波浪，與當地台西平台觀測波浪進行比對，
偵測波高週期與觀測樁觀測結果一致，詳細比對請參閱附錄二雷達監測車
介紹之99 年麥寮港現場觀測波浪小節。
X 波段雷達的波頻約於 8 GHz 至 12.5 GHz 之間，其波長約 3 公分，
電波反射能力強，故回跡較清晰，具有 24 小時全天候且可於黑暗或大霧
中連續運作之優勢，當雷達天線高架設至海平面 80 公尺以上之高度時，
可偵測 8 公里範圍內海面上的油污、波浪與海流資訊。整體 OSD 雷達儀
器量測性能如表 10 所示。
表10
技術規格

OSD雷達儀器量測性能
範圍
精度

誤差

0~5 m

0.1 m

± 0.5 cm

5~10m

0.1 m

< 10%

10~15 m

0.1 m

< 20%

5.0 - 13.0 s

0.1 s

< 10%

3.2 - 5.0 s

0.1 s

< 20%

13.0 – 25.6 s

0.1 s

< 20%

波浪方向

1 - 360°

1°

< 20%

海流速度

0 - 5 m/s

0.01 m/s

± 0.05 m/s

海流方向

1 - 360°

1°

± 10°

有效波浪高度

波浪週期

資料來源：MIROS OSD 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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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適用操作環境需考量四個因素，分別為風速、
降雨、高度及位置：
風速：系統起動風速需大於 2 m/s，最大適合作業風速為 13 m/s。本 OSD
系統亦可統合風速風向資料，雷達監測作業車加掛之超音波式風
速計量測性能如表 11 所示。
技術規格

表11 超音波式風速風向計量測性能
範圍
精度

誤差

風速

0 - 75 m/s

0.01 m/s

（30 m/s） ±2%
（75 m/s） ±3%

風向

0 - 360°

0.1°

±2°

降雨：當降雨強度等級為大雨時，由於雷達波易受雨滴粒徑影響產生散射
回波，造成雨水雜訊，影響系統波浪、流場及油污等之準確度。
高度：依雷達安裝高度，本系統之監測距離隨雷達天線高度成長。OSD 偵
測油團範圍與雷達天線架設高度關係，如圖 27 與表 12 所示，OSD
系統目前可偵測 1 度至 10 度範圍內之資訊，未來可延伸至 0.5 度
至 10 度範圍。
位置：雷達架設位置視野夾角須大於 45 度，100 公尺內無與雷達高度相
等之實體物件，以避免強烈回波干擾及遮蔽雷達。當實際進行監測
時，可依現場狀況參考圖 27 與表 12 列舉之高度作為調整設定之
依據。

圖27 雷達天線有效偵測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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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OSD雷達系統高度、海平面對應夾角與偵測範圍關係表
雷達天線與海平面對應夾角
雷達監測高度
（ m ）
10 °
1.0 °
0.5 °
10

57

572

1,145

12

68

687

1,375

14

80

802

1,604

16

91

916

1,833

18

102

1,031

2,062

20

114

1,145

2,291

22

125

1,260

2,520

24

136

1,374

2,750

26

145

1,489

2,979

28

159

1,604

3,208

30

170

1,718

3,437

35

199

2,005

4,010

40

227

2,291

4,583

42

255

2,578

5,156

50

284

2,864

5,729

60

341

3,437

6,875

70

397

4,010

8,021

80

454

4,583

9,167

註：雷達天線與海平面對應角度的有效偵測範圍的單位為公尺（m）

資料來源：MIROS OSD 操作手冊

依據 OSD 系統實測結果，若海面上有溢漏 100 公升的油即可被偵測出來，
利用 X 波段雷達偵測海面油污回波，配合現地地形與地勢設定雷達觀測高度，
適時調整設定參數或方位角度，以取得較具參考性之海洋環境資料。藉由 OSD
系統於監控畫面，可顯示油污影響的範圍及短期（數小時內）預測漂移的方向，
讓決策者作出最佳的應變處理判斷，以減少油污對海洋及海岸環境的影響。
2、99 年麥寮港現場觀測波浪
本團隊於 99 年為執行中央氣象局計畫，利用 OSD 系統偵測波浪及海流
資料，並與麥寮樁及本團隊布放之 AQP 進行資料比對，OSD 偵測作業需開雷
達車至麥寮港架設 OSD 系統，並進行參數調校。作業日期為 99 年 9 月 29 日
星期三 07:00 自實驗室集合出發，10:00 抵達麥寮港。雷達架設位置位於麥寮
港區南堤（坐標：23°46'18.70" N，120° 9'48.37"E）
，海拔 5 公尺，距離麥寮樁

附二-67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東北方約 1.6 公里處，雷達車架設狀況如圖 28 及圖 29 所示，而 99 年 9 月 29
至 30 日麥寮潮汐表如表 13，中央氣象局台西平台觀測樁 99 年 9 月 28~30 日
波高觀測數據如圖 30 所示。

圖28 雷達車於麥寮港南堤架設狀況

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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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年/月/日）
99/09/29
9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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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9月29~30日麥寮潮汐時間表
第一次潮
第二次潮

潮時

潮高
（m）

01:44

3.95

07:56

潮類
（H/L）

潮時

潮高
（m）

潮類
（H/L）

H

14:32

3.75

H

0.93

L

20:18

1.65

L

02:27

3.84

H

15:27

3.62

H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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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中央氣象局台西平台99年9月28~30日波高觀測數據
麥寮 OSD 偵測作業自 99 年 09 月 29 日 13：30 至 09 月 30 日 11:00，由
OSD 偵測波浪與台西平台觀測樁觀測波浪比對來看，99 年 09 月 29 日 20：30
至 09 月 30 日 07:00 期間 OSD 偵測的波浪資料較佳。圖 31 為 OSD 系統與台
西平台觀測樁波浪資料比對，由圖中顯示波高差距約 10 公分，週期 1 至 2 秒，
此結果可看出 OSD 系統偵測的波浪俱有參考價值。在偵測期間進行參數調整，
發現調整天線高度會影響偵測波高數據，初步結果為天線高度在 50 至 70 公
尺的範圍，偵測波高與台西平台樁觀測波高較一致。另外波浪及平均海流影像
擷取範圍不要太靠近陸地或結構物，否則亦會影響偵測波高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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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OSD系統與麥寮樁波浪資料比對

圖 32 至圖 39 為偵測期間經歷漲退潮，區域海流的偵測結果，圖 32、圖
33、圖 37、圖 38 為退潮期間偵測的區域海流，由圖中顯示可知，退潮時麥寮
港北堤外海海流往西南方向流動，麥寮港口外海流往外海方向流動；圖 34、
圖 35、圖 36、圖 39 為漲潮期間偵測的區域海流，由圖中顯示可知，漲潮時麥
寮港北堤外海與麥寮港口外海流往北方向流動。上述結果表示 OSD 偵測的區
域海流符合實際潮流變化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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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麥寮港OSD系統偵測區域流場圖（99/09/29 16:50，退潮）

圖33 麥寮港OSD系統偵測區域流場圖（99/09/29 17:05，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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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麥寮港OSD系統偵測區域流場圖（99/09/29 20:20，漲潮）

圖35 麥寮港OSD系統偵測區域流場圖（99/09/29 22:14，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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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麥寮港OSD系統偵測區域流場圖（99/09/30 01:44，漲潮）

圖37 麥寮港OSD系統偵測區域流場圖（99/09/30 03:40，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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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麥寮港OSD系統偵測區域流場圖（99/09/30 06:59，退潮）

圖39 麥寮港OSD系統偵測區域流場圖（99/09/30 09:44，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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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5 年本國籍德翔臺北輪事件
105 年 3 月 10 日於新北市石門外海 0.3 海浬處，發生德翔臺北貨輪擱淺
事件經環保署指示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至現地進行油污監控及
海氣象監測，該溢油事件相關報導如圖 40 所示。事件發生後數小時接獲環保
署通知，經適當整備後隨即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車至現場進行即時監測，
圖為雷達監測車現場作業情況，如圖 41 所示。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6

圖40

105年03月10日本國籍德翔臺北輪事件報導

海洋油污染雷達車架設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環境
圖41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事件之雷達監測車現場作業

附二-75

109 年度海洋污染事件緊急應變模擬監測計畫

自 105 年 3 月 11 日起，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於距離事故船約 600
公尺處執行油污染監控作業。雷達監測系統每 5 分鐘可產出涵蓋半徑約 2 公
里的雷達油污監測圖像（如圖 42(A)、(B)）
，除可即時偵測到油污自船身溢漏
狀況，同時提供即時海流流速、流向、風速、風向及波浪高度等資訊，作為應
變資源調派參考。依據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標準作業程序，每日將監測結果製
成日報單回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 3 月 17 日起，為更能掌握海洋油污染擴
散應變時效，以行動應用程式（LINE）逐時回報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結果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緊急應變相關人員，以利即時調派人力設備執行油污染應
變作業。於 4 月 8 日後，提送結合雷達油污監測結果與衛星地圖，於逐時回達
及雷達監測日報中，圖中同時標示經緯度與比例尺（如圖 42(C)、(D)），以利
海上待命應變船隻即時前往雷達回波發現油污海域執行海上浮油回收作業。

(A)105/03/31 08:30

(B)105/03/31 08:40

(C) 105/04/15 09:00
(D) 105/04/15 18:00
圖42 本國籍德翔臺北輪事件之雷達油污監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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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6 年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
106 年 10 月 14 日 06:00 至 07:00 間巴拿馬籍哈威輪（HARVEST SKY）
因風浪大導致擱淺於林口碼頭西方 1.9 海浬處，經環保署指示出動海洋油污染
雷達監測作業車，至現地進行油污監控及海氣象監測，該溢油事件相關報導如
圖 39 所示。經適當整備後隨即出動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車至現場進行即時監
測，圖為雷達監測車現場作業情況，如圖 40 所示。

資料來源：交通部，2017

圖 43

106 年 10 月 14 日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報導

海洋油污染雷達車架設

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環境

圖 44 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之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控作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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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6 年 10 月 15 日起，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作業車於距離事故船約 1.7
公里處執行油污染監控作業。雷達監測系統每 5 分鐘可產出涵蓋半徑約 2 公
里的雷達油污監測圖像，除可即時偵測到油污自船身溢漏狀況，同時提供即時
海流流速、流向、風速、風向及波浪高度等資訊，作為應變資源調派參考。依
據海洋油污染雷達監測標準作業程序，每日將監測結果製成日報單。自 10 月
15 日起，為更能掌握海洋油污染擴散應變時效，以行動應用程式（LINE）每
小時回報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結果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緊急應變相關人員，
以利即時調派人力設備執行油污染應變作業。於 10 月 16 日後，改以每 3 小
時回報一次作為應變處理參考，持續作業至 10 月 21 日行政院環保署指示結
束應變為止，共計完成 7 份雷達監測日報單。
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執行期間，本團隊應用挪威 MIROS 公司所發展的油
污染雷達偵測系統（Oil Spill Detection System, OSD）
，結合 X 波段真實孔徑雷
達回波監控海面油污溢漏狀況、分布型式及位置，以利應變人員即時出動執行
油污圈圍及回收作業。本次巴拿馬籍哈威輪擱淺事件，於海洋油污染監控作業
執行期間，監控未偵測到油污外溢情況，截取 10 月 15 日 14:46 時雷達油污監
測影像如圖 45（A）所示，此外監控人員於 10 月 20 日晚間執行拖救行動時亦
加強監控，圖 45（B）為 23:40 時哈威輪已逐漸拖離原擱淺地位的監測影像。

(A)106/10/15 14:46

(B) 106/10/20 23:40
圖 45 雷達油污監測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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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北市 ESI 地圖

二、基隆市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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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桃園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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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竹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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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竹市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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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苗栗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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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中市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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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彰化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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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雲林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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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嘉義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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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臺南市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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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高雄市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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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屏東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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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宜蘭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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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花蓮縣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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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臺東市 ESI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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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澎湖縣 ESI 地圖

圖片來源：103 年度台灣外島海域環境品質及污染來源調查監測暨強化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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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金門海岸特性分區示意圖

圖片來源：金門國家公園海岸地景資源調查及保育管理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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