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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地區 S’COOL學生觀測數據比較 

二年溫班 吳妍儂 

指導老師：吳育雅老師 

 一‧研究動機 

  在中央氣象局的推動之下，我國有數所學校參與了美國航太總署

（NASA）所主持的學生線上雲觀測（S’COOL）計劃。每次在學校

觀測時大家的意見通常都會有些許出入，最後登錄的是討論完成之後

的結果；於是想到，雖然在同一個大台北地區，衛星經過的時間很接

近，但是想必不同學校得出的觀測結果還是會有出入，那麼主要的差

異是在哪一方面呢？於是想要找出過去的資料來比對看看。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利用 S’COOL資料庫內所登錄過的數據來加以比

對，整理台灣地區所有觀測紀錄，比較地面觀測和衛星觀測的異

同，以及不同學校的觀測結果，檢討一下兩年多來參與這項活動

的成果和心得，進一步探討觀測時可能發生的問題以及應該注意

的事項。 

三‧研究設備及器材 

（１）個人電腦（OS:WINDOWS98） 

（２）Excel、Word、Acrobat Reader等軟體 

（３）網際網路 

四‧研究步驟 

（１）至美國 S’COOL官方網頁下載台灣地區 2001年-2002年 3

月的地面觀測紀錄及衛星的高空觀測紀錄。 

（２）將數據整理列表，找出同樣日期的觀測紀錄。 

（３）比較地面數據與高空數據的差異。 

（４）比較地面不同觀測點的數據差異。 

（５）根據現有知識判斷觀測結果可能的差異原因。 

（６）針對已知差異提出改進的方法。 

（７）提出實驗可以探討的其他層面。 

五‧討論 

討論一‧地面不同測站的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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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資料：詳見附錄一 

●本校○他校 

個案 雲量方面問題 其他問題 

一

● 

地面觀測中高都無雲，很有可能

是因為把中雲族判為低雲；高雲

族則可能被遮蔽而看不見。另外

時間差距十分鐘，可能影響少部

分雲量。 

也可能是衛星因為中高雲族雲

量多，所以被干擾而看不見低雲

族。 

本校透光度部分由於定義問題

引起誤差。 

二

● 

只看到低雲，而且雲量不多，所

以應該不是遮蔽引起的。可能是

因為高層雲稀薄，不易被看出所

致。 

同上 

三

● 

這個個案和第一個很相似，也是

只有低雲族有雲，所以可能是低

雲把中高雲族蓋住了，或者混淆

不清。 

另外同第一個案，可能是衛星在

觀測時受到中高雲層的干擾而

看不見低雲族。 

同上 

四

● 

衛星觀測中低有雲，且低雲族

5%-50%，但地面觀測只有低雲

族，可能是地面低雲族擋住了中

雲族，或者衛星看不到部分的

雲。 

同上 

五

● 

高雲雲量較多，且中雲族沒有觀

測到。可能是把中雲族觀測為高

雲族了。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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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低雲雲量增多，且視野內總雲量

變多；可能是衛星觀測時被擋

住，或者地面估計基準問題。配

合透光度差異來說，可能是對於

透明部分是否無雲的認定。 

低雲族透光度為半透明，加上雲

量登記比衛星資料多，可能是衛

星將較透明部分估為無雲，也可

能是觀測者將無雲部分計入雲。 

七

○ 

中雲雲量差距很大，但是時間是

一樣的；整體來看視野中的總雲

量是多於衛星觀測值，可能跟比

較基準有關（例如：視野內有東

西擋住，可能會估出較多雲量） 

中雲透光度相差十分大，加上左

方提的雲量差距，可能是因雲高

判斷問題，所以登記成低雲的透

光度。 

八

○ 

低雲族差異大，以地面觀測來說

可能是低雲族過多影響中高雲

層雲量的判定，或者是中雲族判

定為低雲族；以衛星來說可能是

受到中高雲族干擾而沒有觀測

到低雲族。 

 

九

○ 

視野總雲量和衛星相去不大，而

且是中雲判多，應該和高度的分

辨比較有關。 

另外低雲族是積雲，積雲單塊覆

蓋面積較小，可能是在視野內看

不見。 

中雲為半透光層積雲且雲量較

多，可能為低雲族雲較薄部分引

起判斷上的問題。 

十

○ 

視野內看到總雲量較衛星為

少，除了可能是高度的判斷外，

時間相差比較大也是要考慮的

因素。 

 

十

一 

○ 

中雲族的雲地面沒有觀測到，但

是低雲卻達到 95%以上，可能是

中雲族被低雲族擋住了看不

到，或者分辨不清，或者衛星被

干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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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二‧相同日期不同學校的不吻合紀錄 

個案比對：詳見附錄二 

個案討論： 

日期 本校觀測 他校觀測 可能原因 

2001/10/17 半透光層積

雲 

5%-50% 

半透光高層

雲 

50%-95% 

在高度的判斷上意見相左，因

為層積雲或高層雲延展範圍

較寬，這些難以分辨的雲屬，

觀測結果值得進一步核對。 

2002/12/14 不透光層積

雲 

95%-100% 

半透光層雲 

95%-100% 

兩者觀測時間相差達一小

時，是否未注意衛星通過時

間？如果對於雲層較薄部分

到底是否有雲未有共識，可能

得出不同的雲種和透光度。 

2001/12/17 透光層雲 

50%-95% 

透光高層雲 

5%-50% 

半透光層雲 

50%-95% 

視野內總雲量相去不遠，加上

都是範圍較寬的層雲和高層

雲，估計可能是因為雲的邊界

模糊不清，沒有分辨出兩層，

而使高度無法被正確估計，所

以產生差異。而如果把兩種不

同高度層雲合計，是有可能判

斷為較不透光。 

2002/01/08 透光卷層雲 

50%-95% 

半透光高積

雲 

5%-50% 

此兩筆數據相差一個小時，是

否可能在此期間雲量變化甚

大？ 

2002/03/07 透光卷層雲 

0%-5% 

透光高積雲 

0%-5% 

雲量和透光度都符合，但是雲

狀相差甚多，推測可能與雲的

形狀有關，導致判斷上的差

異。 

2002/03/09 半透光積雲 

0%-5% 

透光高積雲 

5%-50% 

時間相差近一小時，可能在其

中雲屬雲量改變；另外卷積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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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光卷積雲 

0%-5% 

和高積雲也可能不易分辨。 

  總結以上討論的問題種類如下： 

（１）高雲族未觀測到 

  卷層雲通常比較薄，使天空仍然呈藍色調，尤其是如果剛好

又有低雲呈白色形成強烈對比，在這種狀況下觀測人員或許不會

注意到高雲族的存在而沒有觀察到。另外空中一塊塊的積狀雲，

有時不容易分辨它的高度，再加上雲本身在形狀和樣貌上都有很

大的變化，所以不能夠很確定是哪一種。 

（２）層雲、雨層雲、層積雲、高層雲 

  這種層狀雲雲量多時，從地面通常只看得到該層，缺乏高度

的比較基準，所以很難判斷到底是哪一種；且當這類雲出現時，

中高層的其他雲屬就無法看見。同樣如果有這類雲出現，是否衛

星由上面觀測也會被干擾而無法準確測量低雲族？ 

（３）透光度的認定 

    在本校的觀測中，開始我們對於透光度如何判斷沒有資料可

循，只好自己決定以影子的清晰度來判定，然而這標準是錯的，

在本校參與 2001年的 summer camp之後，經由 Dr. Lin Chamber

的指導，應該由雲底顏色加以分辨。 

六‧結論 

總結從這些數據比較中得到的問題： 

（１）雲族分辨問題 

  當天空中只有一層雲，缺乏比較基準時；或者有多層雲疊在

一起，但是一層的邊界沒有很清楚時，地面觀測者很難判斷到底

看到的是哪一層的雲。在經驗上尤其是低雲多的時候，中高雲受

到低雲的遮蔽，可以說是幾乎看不見。 

 衛星判斷低雲可能也有同樣問題，和地面低雲的差異可能是下

層雲被高層干擾的緣故，因此雲量多時對其他雲屬的判斷影響很

大。 

（２）雲量分辨問題 

  北市幾所學校都位在市區內，頭頂上的視野內常有建築物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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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當低層雲出現在建築物附近時，可能會被以建物背後都有

雲，或者建物背後都沒雲來處理，如此一來在雲量上的差異就會

比較大。另外當中高雲族被低雲族擋住時，也會影響到雲量的紀

錄。還有，高層雲通常都很薄，有時只有一小部份顏色較白的地

方比較容易被看清楚，這個時候高雲很可能被忽略或記為極少，

即使事實上高雲覆蓋整個天空。 

（３）其他技術問題 

  低雲族層雲和高層雲、以及透光度的判斷，由於觀測時間尚

短，經驗稍嫌不足，所以在定義上有相當的誤差，這個已經學習

改進。 

七‧展望 

（１）目前的資料無法判斷真正的問題成因，將來可再取得觀測

當時台北本地的氣象資料（如雷達回波、當地雲圖等），據以判

斷真正的天氣情況，可作為衛星觀測的參考，找出差異的真正問

題所在。 

（２）關於觀測本身的技術問題：必須確實遵守衛星通過時間進

行觀測，另外於觀測完後即刻請教較有觀測經驗的專家，進行校

正，如此累積觀測經驗，才能增進研究觀測準確度。也可考慮實

施照相，保留觀測當時天空樣貌以便後續研究使用。 

（３）如果能確實確認觀測上容易出問題之處，除了改進觀測方

法外，也可能配合實際觀測的需要及實際對天氣的影響，稍微修

正目前觀測的分類法，使之更適合一般觀測人員使用。 

八‧致謝 

  本校同學在參加這項計劃的觀測當中收穫良多，除了增加了

許多對雲與天氣之間關聯的知識以外，對於觀測相關的儀器及注

意事項也更加熟悉，非常感謝中央氣象局給我們的指導以及各項

協助。 

  感謝指導老師吳育雅老師與我討論比較的結果及細節，使我

能夠完全了解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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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地面觀測資料與高空觀測資料之比較 
 ●個案一／2000/11/04： 

 
差異部分在衛星觀測中高有雲，地面觀測低雲且雲量陰天，但是雲為
不透光這點符合。另外衛星分析雲主要成分為冰，但地面觀測為雨層
雲(水)。 
 
 
 ●個案二／2001/04/30 

  
差異部分在衛星觀測中中高有雲，半透光，地面觀測只觀測到 0-5%
的低雲族（積雲），差異很大。不過衛星觀測到的低雲族組成成分為
水，與地面資料還算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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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三／2001/05/08 

 
地面登記只有低雲，且低雲雲量很多。然而衛星紀錄只有中高雲，但
是中高雲雲量也很多。 
 
●個案四／2001/05/30 

 

地面登記只有層雲 95%-100%，衛星有中低雲。 

 
 



大台北地區 S’COOL學生觀測數據比較 

－9－ 

 
 
 
 
 ●個案五／2001/05/15 

 
  
照理說觀測時間和衛星時間僅相差五分鐘不會有如此大的差異，但是
地面觀測填寫積雲，和衛星觀測的水相是吻合的。 
 
 （２）其他學校---衛星觀測與地面觀測的比較 
 ○個案六／200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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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人員寫到中低雲族很難識別，另外低空有霧。觀測結果，低雲族
雲量和透光度和衛星都有差異。 
 
 
 ○個案七／200004/12 

  
中、低雲族的雲量和衛星資料相差很大且透光度相反。 
 
 ○個案八／200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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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觀測低雲族雲量達 50%以上，衛星資料只有 5%以下，且高雲族
並未被觀測到。 
 
 
 
 
 
 ○個案九／2000/04/26 

  
地面觀測高中低有雲，中雲雲量 95%以上，但衛星並未觀測到高層
雲，而且低雲雲量超過 95%，和地面資料 5%以下出入頗大。 
 
 
 ○個案十／200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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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觀測高低層有雲，雲量都在 50%以下；衛星觀測高中低有雲，雲
量在 5%-50%之間，且全為半透光。 
 
 
 
 
 
 ○個案十一／2001/05/11 

 
 地面觀測層雲，半透光，陰天；衛星資料則有中低雲，均為不透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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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地面不同測站間的數據比較 
日期 地點 

低雲 
透光度 

低雲
雲量 

低雲 
雲種 

中雲 
透光度 

中雲
雲量 

中雲 
雲種 

高雲 
透光度 

高雲
雲量 

高雲 
雲種 

觀測
時間 

2001/
10/17北一       半透明     

50%-
95%        高層雲           03:05

2001/
10/17他校 半透明     

5%- 
50%         層積雲               20:00

2001/
12/13北一 半透明     

95%-
100%       層積雲                 

2001/
12/13他校 半透明     

95%-
100%       層積雲                 

2001/
12/14北一 不透光          

95%-
100%       層積雲                 

2001/
12/14他校 半透明     

95%-
100%       層雲                      

2001/
12/17北一 透明    

50%-
95%        層雲        透明    

5%- 
50%         高層雲           03:05

2001/
12/17他校 半透明    

95%-
100%       層雲                    03:05

2001/
12/25北一 半透明     

95%-
100%       層積雲                 

2001/
12/25他校 半透明     

95%-
100%       層雲                      

2002/
1/8北一             透明    

50%-
95%        卷層雲    02:00

2002/
1/8他校       半透明    

5%- 
50%         高積雲           03:05

2002/
2/20北一       半透明     

5%- 
50%         高積雲     透明         

50%-
95%        卷層雲    02:05

2002/
2/20他校 透明    

0%- 
5%          積雲                    03:05

2002/
2/25北一 不透光          

95%-
100%       層積雲                 

2002/
2/25他校 半透明     

95%-
100%       層積雲                 

2002/
3/4北一 透明    

5%- 
50%         積雲        半透明     

50%-
95%        高層雲     透明    

0%- 
5%          卷雲         02:00

2002/
3/4他校 半透明     

50%-
95%        積雲                    03:05

2002/
3/5北一 半透明     

5%- 
50%         積雲              透明    

5%- 
50%         卷層雲    03:00

2002/
3/5他校       透明    

0%- 
5%          高積雲           03:05

2002/
3/6北一 半透明     

95%-
100%       雨層雲                  

2002/
3/6他校 透明    

95%-
100%       層積雲                 

2002/
3/7北一             透明    

0%- 
5%          卷層雲    03:00

2002/
3/7他校       透明    

0%- 
5%          高積雲           03:10

2002/
3/9北一 半透明     

0%- 
5%          積雲              透明    

0%- 
5%          卷積雲 02:00

2002/
3/9他校       透明    

5%- 
50%         高積雲           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