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船‧薪傳 

民國 58年 8月－美軍拖船 Geronimo（USS ATA-207）移交我國海軍，

編為「九連艦（AGS-563）」由海軍負責管理，由國科會指定作為海

洋研究用船，是為我國第一艘正式海洋研究船。民國 61年「九連艦」

自海軍除役移交國科會，並由國科會指定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管

理及使用。「九連號」服務期間，除執行南海探測並訪問曼谷、與關

島大學合作進行關島海域探測、與美國 Scripps 海洋所華盛頓號研究

船（R/V Thomas Washington, Scripps, USA）完成菲律賓海雙船折射震

測 等重要海洋研究活動。民國 62年 4月「九連號」於馬里亞納海溝

發現可能是世界最深的位置（11°19.3’, 142°11.2’），並於民國 62年 5

月提交「亞洲太平洋海洋學會會議」討論。此外亦在臺灣東部菲律賓

海海盆發現「錳核」，開啟我國深海資源調查之序幕。民國 73年，「九

連號」於「海研一號」建造返台後，功成身退。 

 



 

「九連號」（上圖）及「九連海溝」位置（下圖） 

國科會鑒於國內海洋學門研究及教學亟需新式研究船，於民國 72

年委託位於挪威柏根（Bergen）的米蘭造船廠建造 800噸級海洋研

究船「海研一號」，交由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統籌營運管理。

「海研一號」於民國 72 年 7 月 1 日開始興建，73 年 7 月 31 日下

水，同年 9 月 15日完工，並於完成交船後啟航回國，途中在新加

坡進行整補作業時，配合作業技術人員上船及安裝部分探測儀器，

隨後在南海海域進行測試作業，74年 1月 24日返抵國門，再加裝

部分探測儀器後，於當年 3月初正式開始執行海洋探測研究作業，

期間共執行 1245個航次的探測任務。回顧「海研一號」34年的海

上歷程，基於國家海洋政策考量與海洋科學探測需要（海洋科研、

能源探勘、國土調查、協助搜尋海域失事機船、支援海氣象資料浮



標佈放及學生海上實習課程等），於臺灣周圍海域執行各項探測計

畫，蒐集大量資料，獲得豐碩成果。 

 



「海研一號」（上圖）及「海研一號」歷年航跡圖（下圖），紅色

線為「海研一號」執行「赤道海洋與全球大氣」（TOGA）計畫赴

赤道太平洋行探測，並訪問關島。 

鑑於「海研一號」服役已逾 30 年，民國 104 年科技部啟動研究船

汰舊換新計畫，藉以因應日益成長的海洋研究工作，並引進更新的

探測裝備，包括動態定位系統、水下定位系統、多音束測深儀、船

艏氣象塔等，以利國內學者於基礎海洋探測、全球環境變遷、海洋

資源調查、海域國土與災防基礎資料建置等工作。「新海研 1 號」

於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於臺船基隆廠開工興建，民國 109 年 7 月

21日由蔡英文總統進行命名、揭牌及下水擲瓶儀式，正式接棒

「海研一號」成為新一代海洋研究重要平台，並延續培育國內新一

代海洋科研人才之重責大任。  

 



 

「新海研 1號」（上圖）及「航向藍海」研究計畫預計開拓「臺灣－

關島－帛琉」的研究航線（下圖）。 



守護臺灣的臺大海氣象浮標 
於颱風季節布放於臺灣東南外海，觀測海面氣象與上層海洋水文資料，
並將資料即時傳送至中央氣象局運用。2016年兩組臺大海氣象浮標
布於臺灣東南外海測得超級颱風「尼伯特」之颱風眼內的精準海氣象
實測數據，解析了在瘋狂海象下，關鍵時刻大氣和海洋間互動的連續
過程，這項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於2019年4月9日登在頂尖國際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左圖：海氣象浮標水面部分，1: 傳統風速計、2: UHF無線電天線、3: 短波輻射儀、4: 國際海事衛星天線、5: 銥衛星GPS位
置發射器、6: 氣溫與相對溼度計、7: 氣壓計、8: 中央控制系統、9:數位磁羅經與波浪計、10: 鋁合金上架、11: 玻璃纖維浮
筒、12: 轡、13: 超音波風速記、14: 太陽能導航燈、15: 銥衛星天線、16: 淨輻射儀、17: 雨量計、18: 雷達反射器、19: 縮
時攝影機、20: 氣象資料蒐集器、21: 海表面溫度計。右圖：海氣象觀測浮標錨碇示意圖，水下掛載的儀器：Aquadopp 
IM為具有磁通量感應數據機之海流儀、DVS IM為具有磁通量感應數據機之都卜勒流剖儀、SBE37 IMP為具有磁通量感應數
據機之溫鹽深儀、SBE39 IM與SBE 39分別為具有與不具有磁通量感應數據機之溫深儀、SBE56為溫度計、cpod為紊流儀。 

2019年版臺大海氣象觀測浮標 



H800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ROV) 

About the vehicle: 
• Max depth: 1000 m 
• Max speed: 4.5 knot 
• 99 x 72 x 55 cm (L x W x H) 
• Weight in air : 150kg 
• Payload : 11 Kg  
• Auto heading & depth 

ECO Ocean Monaco Explorations ECA Groups 

What we do? 
• Mesophotic & twilight zone exploration 
• Benthic habitat 3D reconstruction 
• Seabed & vertical wall mapping 
• Biodiversity hotspot survey (i.e., coral 

garden, sponge bed, vent, seep) 
• Human impact hotspot survey (i.e. marine 

debris, trawling, offshore construction) 
• Ocean engineering & defense technology 
• Search & recovery  

Monaco Explorations 

Navigation system 
• Scanning sonar (> 100 m) 

• Imaging sonar (10-100 m) 

• Front/rear camera (0-10 m)  

Viewing system 
• LED lights 
• Pan & tilt unit 
• 4K 20x HD camera 

Positioning system 

Sampling system 
•  5-function manipulator 
(future upgrade) 

Propulsion  
system 
• Thruster x 6 

Multiplexer 
(extra sensors) 

Deploy from NOR1, 2, 3 or small R/V Control room Winch & tether 

More details 



H800 水下遙控無人載具 (ROV) 

H800小檔案: 
• 最大潛航深度1000 公尺 
• 最大前進速度4.5節 
• 長99寬72高55公分 
• 空氣重150公斤 
• 水中負重11公斤  
• 自動訂深定高功能 

ECO Ocean Monaco Explorations ECA Groups 

H800可以做什麼? 
• 中光/暮光層 (60-1000 m) 海洋探勘 
• 3D攝影重建生物棲地模型 (如珊瑚) 
• 海床地形測繪及驗證 
• 生物多樣性熱點調查 (如深海珊瑚花園、
海綿床、 深海熱泉、冷泉等) 

• 人為影響熱點調查 (如海洋垃圾, 底拖漁
業破壞, 離岸工程等) 

• 支援水下及國防科技發展及驗證 
• 支援水下搜索及救援任務 

Monaco Explorations 

導航系統 
•掃描式聲納 (> 100 m) 

•影像聲納 (10-100 m) 

•前後導航相機 (0-10 m)  

高畫質影像系統 
• 14000流明水下燈 
•上下左右轉動平台 
• 20 倍變焦4Ｋ高畫
質攝影機 

水下定位系統 

採樣系統 
• 5自由度機械手臂 
(未來擴充) 

推進系統 
•六組水下推進器 

數據多工器 
(未來探針擴充) 

跨平台在新海1, 2, 3或更小船隻作業 ROV 控制室 ROV絞機及光纖電纜 

知道更多 







海底地震及溫壓儀 
Ocean Bottom S/T/P 

海底著陸採樣器 
Lander 

水下遙控載具 
ROV 

都普勒海流剖面儀 
ADCP 

紊流剖面儀 
Turbulence Profiler 

水下自主滑翔觀測儀 
Seaglider 

水下自主電磁式流切觀測儀 
EM-APEX Float 

10公尺長岩心採樣器 
10 m Piston Corer 

測量海洋0-1000公尺溫度、鹽
度、溶氧、螢光、光背散射等 

測量海洋垂直600公尺範圍內
海流速度剖面 

自由下落測量海洋紊流動能消
散率(紊流強度) 

自主升降測量海洋水文及海流
速度切換算紊流強度 

採取海底10公尺長岩心 

海洋地質、生物、地球化學採
樣及攝影水下遙控載具 

海底生物、底質沉積物、地球
化學採樣及攝影 

測量海床震動及近海底高精度
溫度與壓力 







水下自主觀測滑翔機 
Seaglider 

• 藉由改變自身浮力在水中垂直移動 
• 觀測近表層至水下1000公尺的水文
資料（溫度、鹽度、溶氧等） 

• 利用衛星通訊遙控，沿指定路徑執
行探測任務，並近即時回傳資料 

• 續航力佳，可持續觀測 2－6個月 



www.oc.ntu.edu.tw 

科技部補助「黑潮流量及變異觀測計畫」購入全臺第一具Seaglider，並
由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團隊負責操控Seaglider進行黑潮觀測，成功地在
花東海域取得細緻的黑潮水文資料，協助研究團隊精準解析黑潮強流底
下的千層糕狀水文結構及背後的動力機制。在2016年12月到2017年3月
之間總計87天裡，量測溫度、鹽度、溶氧、螢光、光背散射等參數，總
共完成434次下潛及上升(0-1000公尺深)，水平航程2095公里。 

Seaglider精細測繪
黑潮層疊水文結構 

黑潮 
2016/12 

2017/3 



自主升降電磁式海洋探測儀 

紊流探針 

鹽溫深
感測器 銥衛星

發報器 

電磁式
流速計 

Surface 

2000 m Max  

• 觀測項目： 溫度、鹽度、壓力、海流流速、紊流、表面波 
• 即時傳輸： 資料傳輸、觀測設定變更、衛星定位 
• 垂直升降速度: 0.15 公尺/秒 
• 最大作業深度: 2000公尺 
• 電池續航力： 自0到2000公尺觀測採樣可進行 300次，也
就是若設定為每天自海表到2000公尺觀測一次，則可作
業長達10個月，若僅是0-1000公尺的採樣，則可長於2年。
若是每小時進行0-200公尺間採樣，則可維持2-3個月。 

EM-APEX Float 

電磁式
流速計 



垂直紊流剖面儀 

宜蘭海脊上的流場不穩定及紊流 

於後甲板施放採樣並即時傳輸 

切變探針(512 KHz) 

快溫探針 

下沈速度：0.3-0.5 公尺/秒 
最深採樣深度: ~ 1000 公尺 

Turbulence Profiler 
VMP-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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