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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 主講人 

2015/4/30 

(星期四) 

9:30~9:50 報到(開幕式)  

9:50~10:40 
裂流、湧浪和瘋狗浪對海域

遊憩安全之影響 

吳立中博士 

國立成功大學 

近海水文中心 

10:40~11:30 水域活動安全之防溺與救溺

曾應鉅理事長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11:30~11:40 休息  

11:40~12:30 
大鵬灣海域氣象資訊之應用

與操作 

范揚洺博士 

國立成功大學 

近海水文中心 

12:30~ 午餐+賦歸~  

 

【會場注意事項】 

1、會場內禁止吸煙。 

2、用餐、茶點請依照會場規劃區域使用，用畢後的垃圾請投入垃圾

桶，以保持會場清潔。 

3、請準時進入會場，進出會場請保持靜肅。 

4、上課期間請關閉手機或將手機鈴聲設定為震動。 



大鵬灣風景區104年度海岸氣象資訊整合計畫教育宣導 

  
壹

 

 

 

 

 

 

 

 

『裂流、湧浪和瘋狗浪對海域遊憩安全之影響』 
 

 

 

 

 

 

 

 
主講人：吳立中博士 

國立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 



裂流、湧浪和瘋狗浪對
海域遊憩安全之影響

吳立中 博士

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

大鵬灣風景區104年度海岸氣象資訊整合計畫教育研習會議

http://www.tlchu.idv.tw/Teaching/%E5%9C%B0%E5%BD%A2%E5%AD%B8/%E5%9C%B0%E5%BD%A2%E5%AD%B8%E5
%8F%8A%E5%AF%A6%E7%BF%92Demo/98a%E7%A4%BE%E4%BA%8C%E7%94%B2.htm

東港溪和林邊溪自上游挾帶泥沙入海後，經海流
季風的漂送所形成的砂嘴沈積地形，並由陸上延
伸入海中所形成的一長條砂礫狹脊，因而形成大
鵬灣潟湖地形。



大鵬灣的海洋觀光資源

http://blog.xuite.net/beagle001/blog/45528677

大鵬灣的海洋觀光資源



http://www.ellison.idv.tw/ellisonblog/article.asp?id=54

大鵬灣的海洋觀光資源

http://travel.udn.com/mag/travel/storypage.jsp?f_MAIN_ID=118&f_SUB_ID=1031&f_ART_ID=409

大鵬灣的海洋觀光資源



http://blog.sina.com.tw/30168/article.php?entryid=634010

災難觀光
資源

http://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1967360



浪

流

波浪 - 風浪、湧浪、瘋狗浪

海流 - 洋流、潮流、裂流

水域遊憩活動

岸邊：釣魚、磯釣、沙灘運動 …

與波浪有關

水中：游泳、衝浪、 潛水、獨木舟、 風帆 …

與海流、波浪有關



12
http://www.deathwaves.com/page-3-rogue-waves.htm

玩樂的浪



13
http://www.earthshots.org/2008/02/riding-the-storm-by-jacob-cockle/

玩樂的浪

1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M0eLr5XoOA&feature=BFa&list=PLB20F57B8106C8E81&lf=plpp_video

玩樂的浪



觀賞的浪 (不建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jMSjic268

觀賞的浪 (不建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G6FhK96dBg

有傷害性的浪

有傷害性的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UdNqSCfK2Q



吹風時間

風速

風域

風浪

湧浪

波浪如何生成

比颱風早一步抵達的浪 - 湧浪(長浪)
波高低，週期長，外形圓滑規則
波長較長，可達幾百米
傳播速度快，破壞能量巨大



比颱風早一步抵達的浪 - 湧浪(長浪)

極危險的長浪-海嘯



波浪家族的賽跑
不同波長的波浪傳播速度並不一樣，因此同一波源所產生之各種不同頻率

波浪在向外傳播時會發生分離的現象，此即波浪的分散現象(Dispersion)

- 愈長的波浪跑得愈快 -

例如向水潭丟石產生圓形重力波，外緣為長波，內側波長較短。
又如颱風尚在遠海，但長湧已先至海濱。

老年的波浪

波浪前進至海岸邊後

速度變慢 波長變短 波高增加

大海後浪推前浪
前浪死在沙灘上



波浪的遺害

波浪前進至近岸引起沿岸流

春/夏
波高約 0.2~1.5公尺
週期約 3~8 秒

冬天
波高約 0.5~3.0公尺
週期約 3~8 秒

颱風天
波高約 0.5~15.0公尺
週期約 4~15 秒

春/夏
波高約 0.3~2.5公尺
週期約 3~7 秒

冬天
波高約 0.5~5.0公尺
週期約 3~7 秒

颱風天
波高約 0.5~10.0公尺
週期約 4~15 秒



風 速 浪 高 風

級 
浪級 

每時海浬 每秒公尺 一般 最高 

0 - 1 以下 0.0-0.2 公尺 公尺 

1 微波 1-3 0.3-1.5 0.1 0.1 

2 微波 4-6 1.6-3.3 0.2 0.3 

3 小波 7-10 3.4-5.4 0.6 1.0 

4 小浪 11-16 5.5-7.9 1.0 1.5 

5 中浪 17-21 8.0-10.7 2.0 2.5 

6 大浪 22-27 10.8-13.8 3.0 4.0 

7 大浪 28-33 13.9-17.1 4.0 5.5 

8 巨浪 34-40 17.2-20.7 6.0 7.5 

9 猛浪 41-47 20.8-24.4 7.0 10.0 

10 猛浪 48-55 24.5-28.4 9.0 12.5 

11 狂濤 56-63 28.5-32.6 11.5 16.0 

12 狂濤 64-71 32.7-36.9 14.0 16 以上 

風 & 浪的關係

蒲
福
風
級
表

微波 小浪 中浪

大浪 巨浪 狂濤

漣漪狀的平靜海面。 約1m的浪,少量白泡出現。 約2m的浪,更多的白泡出現,
有時會破碎灑出。

約4m浪,海面水位抬昇,碎波
產生的白泡順著風向散去。

約6m的浪,海面上遍佈碎波
後的白泡,船隻航行困難。

浪高超過10m,巨浪濤天,
海面佈滿白泡,能見度差。



風 浪
預
報
員
校
驗



第一種：三天漁業氣象預報波浪預報

第二種：近海漁業氣象預報波浪預報



第三種：波浪模式預報波浪預報

非
常
複
雜
的
數
學
計
算
!!

瘋狗浪在波浪學理上，並無此專

門術語，只是民間之俗稱，而且其

說法或定義並不明確，比較通俗說

法是：凡在海邊釣魚客、戲水民

眾...等，常被突發性的猛浪襲擊，

令人防不勝防，就如同瘋狗一般亂

咬人。

通俗的定義

最早在報上出現「瘋狗浪」名詞是在民國75年。 (莊姿君，科學月刊)



近岸瘋狗浪吞噬釣客之報導

「1998年9月29日楊妮颱風剛過境，賴先生剛到達基隆和平島公園海邊
的礁石上，他還沒完全走到礁石的近海面時就看到前面釣魚的兩個人忽
然蹲下來，不久他就被翻過礁石的大浪打到並被往後衝到礁石與礁石間
的槽溝。」

「黃先生是於1989年東北季風時期某日早上在基隆港東岸防波堤釣魚時
忽然看到深海處有一波高比其他波浪高約兩倍的浪往岸邊來，不久這個
浪就直接衝上防波堤，然這一個波浪並沒有破碎，也就是整個海面升上
來。當時因為在防波堤上釣魚的人都很清楚得看到這大浪即將來襲，每
人都作了防衛，站穩腳步。當這大浪打上來時，其實是一大股水，當這
股水退下時並沒人被拖入海中，只不過每個人所帶的冷藏用冰箱皆被掃
下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JBN6V7VrYs

• 波浪破碎時不再具有傳遞能量的機制，所含的能量就被釋
放，衝擊碎波前面的環境，如消波塊、礁岩、防波堤。

• 在沙灘外海，碎波的能量可能產生海流或再產生新的波浪。
此波浪會因淺化作用繼續碎波，而重複上述過程，直到波
浪完全消失，能量完全轉化為近岸海流的動能。

瘋狗浪產生機制



瘋狗浪侵襲之時間
在冬季季風時 (10,11,12,1月)

東北季風時北方鋒面通常伴隨強風抵達台灣海域附近，此時海面風浪
甚強，不時拍擊海岸，造成很大的浪花，在海邊戲水或海釣，應嚴加
注意。

在颱風季節時 (5,6月)
颱風侵台前-- 即使颱風只經過台灣的周邊海域，海上颱風警報也未發

布，海域風平浪靜，但可能會有湧浪出現，還是儘量避免到海邊玩水
或海釣。

氣象局已經發布海上或海上陸上颱風警報─此時台灣海域風浪相當大，
更容易出現瘋狗浪，因此颱風警報期間應嚴格避免靠近海邊活動。

颱風侵台後─此時雖然海上颱風警報已解除，台灣海域的風浪逐漸減
小，但颱風的暴風圈仍在台灣周圍附近海域上，仍應儘量避免到海邊
玩水或海釣。

瘋狗浪易發生之危險地點
常見的海釣地點

直立海岸的礁石

直立壁上近海面的平台

海堤邊面海的消波塊

燈塔附近防波堤

非核定的海水浴場範圍

海底礁石甚多的海灘



台灣常發生瘋狗浪事件分佈圖
資料來源：中央氣象局

分析台灣本島瘋狗浪造成意外

事件的原因，以民眾在岸邊戲

水與磯釣為主，約占79%。

最常發生的月份為每年5~6月

及10月至翌年1月。

地點則以基隆、宜蘭、高雄、

屏東等地之發生機率最大。

統計民國43~87年報紙，共有140筆瘋狗浪
事件報導，在45年的記錄中，因瘋狗浪事
件而翻覆之船隻達35艘，死亡人數343人
以上。(陳正宏，1999)

如何自保避免瘋狗浪侵害

• 避免在惡劣的天氣下到海邊遊憩。

• 面向大海，隨時對海浪運動(群波)方式保持警覺。

• 出現變天的跡象，立即離開，切勿逗留。

• 海邊遊憩或釣魚時，務必避開下列危險地形:

– 地勢低平，毫無隱蔽者。
– 後高前低的斜坡地形或是背後是高聳峭壁的岩盤。
– 漁港防波堤上消波塊或消波樁上，立足不易，容易滑落

水中。



海流

潮流 (Tidal Current)
由於潮汐運動所造成的，是一般在海上所看到或感覺到的流況。

洋流 (Ocean Current)
是全球尺度的流，譬如黑潮。

近岸流 (Longshore/cross-shore Current)
在海岸附近，受到波浪或地形作用所引起的流，譬如裂流。



海流的效應

海流的效應



海流的效應

SPOT衛星 (1986)                             SPOT衛星 (1994)                            SPOT衛星 (2001) 

 

回流 裂
流 

裂
流 

碎波帶 

沿岸流 

Beach 

波浪生成近岸流，
包含了恐怖的裂流(或稱離岸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kSvx-bn5k

Rip Currents –
a jet-like seaward flow 
across the surf zone. 

Pulsating or transient 
or constant for weeks 

Single or widespread 
along the shore

Rip currents on Pacific southwest coast





A sky high look at the California Mega swell
during July 25, 2009 by Tom Cozad, pilot: Howard Hamlin

發生機制
尚未完全明朗!!!

監測可以減免其害，



非接觸式
監測

裂流發生之可能成因



從空中看裂流

裂流之跡象



國外之裂流警戒標示

Rip ?

警示與教導逃生方法是目前可做的事。



謝謝

海域活動安全與流、浪….等海氣象因子息息

相關。原本自然界的現象已經很不容易掌握了，

加上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複雜性更高。在科

學上，要繼續監測和研究，盡可能地掌握海洋

現象；在實務上，唯有持續教育民眾，使有警

覺性，使能自救，才能減少災難事件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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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活動安全之防溺與救溺』 

 

 

 

 

 

 

 

 
主講人：曾應鉅理事長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



1

課程內容：

一、前言

二、水域安全防溺十招

三、水中自救術

四、簡易救溺五步

五、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六、救生示範、簡易浮具製作

2



一、前言：

 親水是人類的天性，領海是國土的延伸，她詭譎多變、

充滿風險，不似人們習慣生活的陸地；

透過教育訓練，從中學習自救、求生、救人的技能，進行

多樣性的海洋休閒、競技活動，使國人勇於面對未知的大

海，並建立自信的人生。

3

根據統計臺灣地區每年都有超過四
百人因溺水而死亡，其中又以青少
年學生（約7至25歲）居多。

教育部、學校希望能透過「普及防
溺宣導」、「禁制、勸導危險戲水
行為」等作為，建立國人安全防溺
的意識、選擇適當水上活動地點、
熟悉緊急應變搶救技能，提高警覺，
避免溺水悲劇一再重演。

4



5

1996年7月31日 賀伯颱風帶來
強風豪雨，全國各地災情嚴重，
有51人死亡，22人失蹤。

7月27日，燕巢國中薛姓學生與
同學參加高職聯考後，同赴彌陀
海域戲水，不慎落水身亡。一週
後高中聯招放榜，錄取雄中。

返家唯一任務----讀書

二、水域的安全守則

6



一般在水中所發生之意外事件，不外乎以
下兩個原因 :

1. 驚恐慌亂：人於身歷險境時．會因緊
張而導致肌肉收縮、身體僵硬，而致
活動力降低。

2. 體力耗竭：不斷之掙扎，將體力耗盡，
減少生存的機會。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三、水中自救術：

1、立泳(踩水)：將下沉的身體撐出

水面換氣，以續進行下述動作。

2、水母漂、仰漂：身體需先運用踩水

建立正浮力後方可進行。用最少體

力漂浮水面，等待救援。

3、抽筋自解：自己排除抽筋的困擾

等待救援。

18



19

20



四、簡易基本救生方法

21

22



五、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1、發生水域：海濱、溪流、池塘、溝

圳、游泳池

2、從事水域行為：戲水、跳水、拾物、
烤肉、踏浪、渉水

3、依活動行為：同學朋友結伴遊玩、
家人同遊、參加活動、其它

23

24



94～101 年溺水死亡率統計表 

 教育部校安通報 衛生署死因統計 

年度 
溺水死亡 

學生人數 

每 10 萬名學生

溺水死亡率 
溺水死亡人數 

每 10 萬名國民 

溺水死亡率 

94 85 1.60 626 2.8 

95 69 1.31 550 2.4 

96 60 1.14 507 2.2 

97 64 1.24 492 2.1 

98 56 1.08 465 2.0 

99 43 0.85 381 1.6 

100 41 0.83 344 1.5 

101 41 0.84 － 102 年 7月公告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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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1－07－13
地點：新北市淡水沙崙海水浴場
人數：五名國中生溺水死亡
說明：某國中12名學生前往停用之沙

崙海水浴場戲水，遭海浪捲走，

4人自行游上岸，4人獲救，5

人不幸死亡。

27

28



5-2、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1－08－29
地點：梓官區蚵仔寮海域
人數：三個國中生溺水死亡
說明：10多名同學，開學前結伴到高雄蚵

仔寮海岸戲水，在消波塊玩跳水，

4人遭海浪捲走，3人不幸溺水死亡。

29

日期：1010829
地點：蚵仔寮海域
人數：三個國中生溺水死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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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2－08－26

地點：茄萣區二仁溪出海口

人數：五名高中新生溺水死亡

說明：七名高中新生開學前，結伴到二仁溪

出海口戲水，五人被突如其來之大

浪覆蓋溺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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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2年11月10日

地點：貢寮區鼻頭角步道海域

人數： 8人溺水死亡，8人輕重傷

說明：樹林社區大學26名學員，前往貢寮區

鼻頭角步道海域戶外教學時，不幸發

生嚴重的瘋狗浪噬人意外。

35

貢寮區鼻頭角步道海域—瘋狗浪

36



5-5、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日期：103－04－05

地點：新店新烏路上龜山橋溪

人數： 2國中生溺水死亡

說明： 8名同學結伴戲水，1名賴姓男學生14歲、古

亭國中）溺水，另一名林姓男學生（14歲、

萬華國中）見狀，立即下水救援，因不諳水性

亦溺水死亡。

37

新店新烏路上龜山橋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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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游泳被當溺水

獲救婦人抓狂

2013年06月18日中國時報

十五日傍晚，陳婦到蚵仔寮海域游泳
卻被民眾誤認溺水，她遭搜救帶上岸
抓狂怒喊：「我沒溺水啦！」揚言要
告報案人。但當地被列為危險海域也
有告示牌「提醒」，相關單位卻互踢
皮球，無人開單勸阻，人民生命安全
誰把關。

40

5-7、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102.05.27聯合報：福隆浴場外海藏暗流。
牽手玩跨浪遊戲，踩空溺斃。



5-8、歷年溺水案例分析

旗津102年端午節大學生溺水事件

發佈時間：2013-06-12

高雄旗津海水浴場，端午節下午發生溺水
意外，11名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的同學，趁
放假跑來戲水，但其中三名男同學不慎被
浪捲走，前面被救上來的兩個人最後都恢
復意識平安了，但最後一個被拉上來的劉
姓男同學，因為溺水過久，宣告不治！他
的家人趕來醫院，無法接受崩潰痛哭

42

*暗藏玄機的海洋，對準備好的人言，是娛樂、運動、挑戰的良

好場所；對未準備的人言，無疑是充滿陷阱的環境；是在進行

一項聽天由命，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將生命當兒戲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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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海洋國家，政府應帶領我們，有效安全的使用，
讓國人享受藍色國土的邊際效益。

在考量安全管理上，本會強烈建議，使用開放性水域
應建立三級制：

1、初級：初涉及水域活動，宜在泳池進行，由救生員照
顧；或在開放水域，由教練負責安全。

2、中級：可安全進行自救、游泳，掌握環境及所進行的
水域運動。接受管制，安全自負。

3、高級：超專業人員的水平，可進行常人無法完成的活
動，挑戰自然。

44

*拋繩袋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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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生板救生



謝謝聆聽

*水域就如宇宙萬物，有其特有習性

*水可娛人亦可傷人，千萬大意不得

*知水性可與水共存，樂趣滔滔不絕

*不知水性與水為敵，危機源源不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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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鵬灣海域氣象資訊之應用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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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quarters at the US Sailing Disabled Championship
By Bob Grieser

Smooth sailing on San Francisco Bay
By Erik Simonson



Big guys go sailing in small boats
By Paul Todd

Misty Morn off Maine
By Walter Cooper



A broken nose on the bow of Team Aleph's boat
By Paul Todd



Sailing Weather – Marine Weather Forecasts for Sailors amd Advemturers – PassageWeather
http://passageweather.com

海象資料：波高、週期、波向、
流速、流向、水溫

氣象資料：風速風向、氣壓、
能見度、雲量和降水





水質風速站

大鵬灣域內兩處氣象觀測站
橋上監控室頂樓之氣象站
蚵殼島附近水質風計站

小琉球海子口外海中央氣象局設置一座資料浮標
觀測：風速、波浪、氣壓、氣溫、水溫



舉行日期 名稱

2007.06.17 2007年風帆橫渡東港‐‐小琉球全國挑戰賽競賽

2008.03.29‐30 2008年大鵬灣風帆橫渡小琉球全國挑戰賽

2009.04.11‐12 2009年風帆大鵬灣橫渡小琉球全國挑戰賽

2010.06.04‐06 2010年台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2011.06.04‐06

2011.09.17‐18

2011大鵬灣國際帆船邀請賽

2011大鵬灣總統盃風帆賽

2012.05.12‐13 2012大鵬灣盃風帆橫渡小琉球全國錦標賽

2013.04.13‐14

2013.05.18‐19

2013.10.12‐16

2013風帆橫渡小琉球競賽

2013全國輕艇馬拉松暨休閒獨木舟邀請賽

中華民國 102 年全國運動會帆船賽

2014.05.03‐04 2014風帆橫渡小琉球全國錦標賽暨繞灣賽

2015.04.25‐26 風帆橫渡小琉球全國錦標賽及繞灣賽



鵬管處遊客資訊中心展示站

青洲遊憩區展示站

琉管站展示站

白沙港展示站



濱灣公園展示站

 英國海軍上將法蘭西斯‧蒲福(Sir Francis Beaufort, 1774‐1857)於1805
年根據風對地面物體或海面的影響程度而定出的風力等级。

 1830年英國皇家海軍以蒲福氏風級為紀錄標準。

 1850年代起，一般航海亦使用蒲福氏風級。

 1923年風速計標準化，蒲福氏風級亦略為修改
以方便氣象學使用。

蒲福風級(Beaufort scale)





微波 小浪 中浪

大浪 巨浪 狂濤

漣漪狀的平靜海面。 約1m的浪,少量白泡出現。 約2m的浪,更多的白泡出現,
有時會破碎灑出。

約4m浪,海面水位抬昇,碎波
產生的白泡順著風向散去。

約6m的浪,海面上遍佈碎波
後的白泡,船隻航行困難。

浪高超過10m,巨浪濤天,
海面佈滿白泡,能見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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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福風級浪級關係與風浪成長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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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浪
預
報
員
校
驗

波浪預測模式-WAVEWATCH III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

 WAVEWATCH III湧浪及風浪預報
模式 (Tolman 1997, 1999, 2009)乃
是Tolman基於WAM模式架構下在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所發展
全波譜第三代波浪模式。

 引用文獻：Tolman, H. L., 2009: 
User manual and system 
documentation of WAVEWATCH III 
version 3.14. NOAA / NWS / NCEP 
/ MMAB Technical Note 276, 194 
pp.+ Appendices .



 英國氣象局Met Office

 自2008年8月起，以WAVEWATCH 
III取代原本的第二代波譜波浪模
式。

 資料來源：
http://www.ncof.co.uk/Operational-
Wave-Model.html

 澳大利亞氣象局
Bureau of Meteorology, Australia 

 自2010年8月19日起，以
WAVEWATCH III為基礎架構，建
立適用澳洲海域的AUSWAVE波浪
預報模式。

 引用文獻：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USWAVE wave model at the 
Australian Bureau of Meteorology, 
NMOC Operations Bulletin No. 84. 
November, 8, 2010.



波浪預測面臨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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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大氣模式與波浪模式無法完全掌握颱風波浪!

波浪系集預測

•Control conditions

•Deterministic answers

•Control conditions

•Deterministic answers

決定性預測

•A set of equally distributed scenarios

•A series of answers

•A set of equally distributed scenarios

•A series of answers

系集預測



洞悉長浪！

臺灣海域波浪預測動態圖



潮汐、波浪預測時序列圖

水質風速站

大鵬灣氣象站

大鵬灣海域氣象資訊之操作

帆船基地



http://www.comc.ncku.edu.tw/dapeng/

大鵬灣風景區103年度海岸氣象資訊整合計畫

波浪、風、天氣資訊



天氣波浪 風況

天氣 天氣現況

高雄枋寮沿海
漁業氣象預報



逐3小時天氣預報表

一週天氣預報表



潮汐

今日潮汐預報

感謝聆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