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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的太空科學探索
圖6 SpaceX Falcon-Heavy 側火箭

回收返回地球的情形，火箭回

收化不可能為可能是激勵我們

的最好範例。

臺灣接觸太空的起源
我國自1999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

星開啟第一期15年太空計畫後，

陸續發射了福爾摩沙衛星二號、

三號共三個衛星任務，15年完成

三個衛星任務看似不多，但是每

個卻都是擲地有聲的衛星任務系

列，三個任務分別都開創了太空

新頁。飛行在約600公里高度的福

爾摩沙衛星一號（福衛一號）搭

載的「電離層電漿電動效應儀」

提供了國際上難得的低緯度電離

層電漿小尺度擾動觀測、並且可

以準確的量測電離層電場，發射

之後很快地就擄獲太空科學家的

心，紛紛來探尋使用福衛一號資

料的可能。電離層是起始於90公

里高度並向上延伸至1000公里

高，正好位於人類定義太空地表

以上100公里高度的起始邊界，電

離層電漿密度的變化會影響人造

衛星傳至地球用以通訊或是導航

定位的無線電訊號，是太空「天

氣」影響人類生活的重要因素之

一，臺灣位於低緯度，是電離層

電漿密度最大的區域，因此電離

層對於臺灣附近的衛星通訊、導

航定位都有遠高於其他區域的影

響。福衛一號任務期間是1999-

2004年，當時每個月、甚至每

兩週就有太陽風暴襲擊地球，因

此科學家希望藉由能快速橫跨世

界各地低緯度地區並提供精準電

離層量測的福衛一號觀測，進一

步研究為什麼電離層會變化如此

快速且劇烈？當太陽風暴經由南

北兩極襲擊地球時離極區最遠的

赤道與低緯度地區的電離層卻是

反應最激烈的！赤道上空電離層

電漿能夠經由電磁場效應傳輸數

千公里到達南北兩極並脫離地球

往外太空傳輸！福衛一號的電離

層電場量測提供了關鍵證據讓研

究人員能夠掌握這些難以想像的

變化，因此當福衛一號退役後，

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研究人

員甚至希望福衛一號的資料可以

永遠存放在NASA的資料庫中，

甚至現在距離福衛一號退役已經

超過15年的2019年仍有不少研

究人員持續使用福衛一號觀測，

發表一篇篇重要的研究論文。

成功大學與太空的第一次接觸
接在福衛一號後於2004年發射

的福衛二號是臺灣第一個遙測影

像衛星，因為衛星軌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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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成大高空閃電團隊發現太空閃電-巨大噴流-發表在 Nature 的研究成果，相機系統往

臺灣南方對流雲系上空觀測，發現此一新型態太空閃電。

福衛二號每天在同一時刻忠誠的

再訪臺灣上空拍照，一幅幅驚豔

的衛星照片讓國人對於福衛二號

再熟悉不過了，但較少人知道的

是，福衛二號彷彿像一位認真工

讀的研究生一樣，白天工作（拍

照），晚上則熬夜作科學研究。

用的是高解析度、高靈敏度的相

機，能夠在閃電發生時自我啟動

快速曝光拍攝，在全球各地捕捉

一幅幅高空閃電的照片，除了閃

電，也順便拍拍低緯度電離層電

漿發出的淡淡紅光、綠光以及南

北兩極閃耀動人的極光。什麼是

高空閃電？為什麼要拍高空閃

電？我們一般在地面看到雲對地

的閃電是藉以平衡地表與雲層電

位差的自然放電現象，但是如果

把全世界的閃電放電總量加在一

起卻無法與雲、地間的電位差達

到平衡，表示大自然有另外一個

我們不清楚的放電過程，這一部

分來自於由雲層上方到達太空邊

緣的高空閃電（也可以很絢麗的

稱為「太空閃電」，較為人知的

「紅色精靈」其實也是高空閃電

的其中一類）並沒有被好好的加

總在閃電放電的計算裡。福衛二

號的任務就是在人造衛星上裝上

太空閃電偵測器，希望觀測、統

計全世界太空閃電的數量與全球

分佈，希望藉此更了解全地球電

流環流系統或稱為大域電路。這

個重要的科學任務就是成大開始

太空科學研究的起點，物理系從

事光學、固態物理、廣義相對

論、天文的教授、博士後研究員

們放下原本熟悉的研究領域，重

新開始研究起衛星光學儀器、大

氣電學、太空閃電，並且在衛星

發射前的先期研究期間即藉由地

面觀測系統發現了新的太空閃電

類型，一種前所未見的巨大太空

閃電-巨大噴流第一次被成大團

隊觀測到（圖1），這種新的巨

大太空閃電產生的放電現象在過

去因未曾被發現而未被加入全球

電流環流系統的估算，成大團隊

的發現因有利於更準確掌握電流

環流的總和以及發現新型態高空

閃電，因此受到極大的重視，福

衛二號發射後也進一步突破的得

到首張全球太空閃電分佈圖，證

明福衛二號的科學重要性。自

此，成功大學正式成為參與太空

科學探索的重要大學，並進一步

藉由2006年發射的福衛三號而與

太空科學難分難解。

更全面性的太空參與
國內知名度遠不及福衛二號的福

衛三號其實是我國在國際上最具

能見度的衛星任務。福衛三號大

有來頭，是世界上第一個六顆

微衛星星系搭載全球定位系統

(GPS)接收機的太空任務，利用

接收GPS訊號在大氣、電離層產

收訊號偏移而估算電離層電漿密

度與大氣溫度是福衛三號的觀測

原理，這種觀測原理因為當福衛

三號就算被地球擋住也能繼續

在地球背面接收GPS訊號而稱為

「掩星」觀測。「掩星」是因為

GPS衛星訊號被地球遮掩而無法

直視福衛三號，因此得其名，但

是即使被遮掩了，仍因為訊號被

大氣、電離層介質偏折而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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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GPS無線電掩星觀測原理，GPS發射訊號，

經過電離層、大氣偏折而讓被地球遮掩的

福衛七號衛星接收觀測訊號，並利用訊號

偏折等參數變化推算大氣溫度、濕度、以

及電離層電漿密度。

福衛三號觀測而稱為「掩星觀測」（圖2）。這種無

線電訊號掩星觀測最早被利用於觀測金星、火星大

氣。當人造衛星抵達金星或火星等行星軌道後，在行

星的背面接收地球發出的無線電訊號，進而利用訊

號偏折角度的大小推算行星大氣密度，此一無線電

掩星技術是1970年代最驚人的行星探測技術，後續

的火星任務得以更深入靠近火星地表，甚至登陸火

星就是仰賴掩星觀測所提供的火星大氣密度分佈。

掩星技術應用於地球，在靠近地球的低軌道衛星上

搭載GPS接收機並與GPS衛星進行掩星觀測時，因為

可以充分掌握GPS軌道等參數可以很精準的推算出電

離層電漿與大氣溫、濕度隨高度變化，這是過去很

少有的觀測，也因為精準度高以及過去從所未有，

因此以天氣預報而言，全世界每天有1600萬筆觀測

資料進到天氣預報系統，福衛三號僅提供約2000筆

資料，但卻足以在這這1600萬筆各式觀測中達到位

居前五名的重要的地位，並且一舉修正了全世界最

具公信力的歐洲中期天氣預報系統(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 ECMWF)的基

礎預報誤差，歐洲天氣預報中心的研究員甚至在會

議中表示「目前世界上各種天氣觀測都已經到達極

限，只有GPS掩星觀測仍具有無窮的潛力！」此一註

解說明了為何福衛三號發射後，全世界的氣象學家

都知道這一個特別的衛星認為，而美國海洋、大氣

總署 (NOAA) 也在發射後不久前來與臺灣洽談福衛

七號的合作。

福衛三號在太空天氣任務上則是扮演拓荒者的角

色，前面提到距離我們最近的太空邊界-電離層-對於

我們的高科技生活（導航、通訊）有重要的影響，

但是我們要知道電離層電漿結構卻必須等待至少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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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福衛七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提供電離層觀測進行太空天氣預報的衛星任務，臺灣

上空有著最大的電離層電漿密度（粉紅色階）以及電漿擾動（樹枝狀暗紋結構），

對於衛星通訊、導航定位有很大的衝擊。

天後才知道今天的電離層結構！

因為在當時幾乎沒有任何即時的

電離層觀測，要等兩天才能收集

世界各地的電離層觀測，而拼湊

出全球電離層圖讓專業GPS使用

者評估電離層對於GPS導航定位

的誤差。因為連監測現在的「現

報」都作不到，更遑論預報未

來！福衛三號發射後，首先，過

去完全沒有觀測的海洋上空陸續

可以得到電離層觀測，每一筆福

衛三號紀錄的觀測在三小時後可

以回傳到使用者手上，並且毫無

保留的公開給全世界的研究人

員，據此我們發現了各式各樣的

過去未知的新型態電離層電漿結

構，更進一步發現原來會影響電

離層的除了太陽風暴之外，還包

含了地表附近的天氣系統。傳統

上認為產生地表氣象變化的對流

層（約為地表至15公里高）產

生的各式擾動因為大氣的過濾效

應，無法穿透約為50公里高的

中氣層(mesosphere)並傳播至電

離層，但是福衛三號發射後，有

越來越多的觀測與理論提出地表

的天氣擾動與電離層電漿之關聯

性，福衛三號的全球觀測進一步

確認這個關聯性的推論，讓研究

人員確立「地面天氣的確會影響

太空天氣」的立論，後續研究人

員為了能夠更完整的預測電離

層，紛紛建立「全大氣模式」，

模擬範圍從地面一直延續到數百

公里高的電離層，為了驗證模式

的正確性，福衛三號觀測成為最

佳的模式驗證利器。但是這仍然

與太空天氣預測有著一段不小的

距離，因為電離層受太陽影響變

化快速，從衛星接收觀測到傳遞

給預報模式不能超過一個小時！

開啟太空天氣預報的新頁
福衛三號任務的三小時資料傳遞

時間符合天氣預報作業標準，即

在觀測後必須在六小時內傳遞，

但是這個規範在電離層卻不適

用，因為從來沒有確切的研究結

果告訴我們該在多短的時間內傳

輸完成方能對預報系統有正面影

響。在規劃福衛七號的時候，美

國海洋大氣總署的研究人員根據

電離層尺度估算，認為需要15

分鐘內回傳，但這基本上是有執

行的困難，因為衛星進行觀測後

儲存的資料必須在與地面指令站

對接後方能下傳到地面的資料中

心，再由網路傳至資料庫並提供

給預報模式，然而低緯度、低軌

道的衛星90分鐘繞地球一圈的

飛行週期內涵蓋極廣大的地球範

圍，而且大部分是海洋與渺無人

跡的陸地，因此必須在世界各地

建立成本極高的衛星接收站才有

可能達到15分鐘回傳觀測資料的

要求，成大團隊根據成大太空天

氣測報模式研究發現30分鐘內回

傳觀測資料仍能對預報模式產生

正面效益，至多不能超過一個小

時，否則觀測資料反而可能對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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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福衛三號在3小時內的全球觀測（藍點）以及地面GPS接收站提供即時觀測的位置（紅三角），顯示福衛三號

填補了海洋、大範圍陸地上空的觀測空缺。

圖5 福衛七號在3小時內的全球觀測（藍點）以及地面GPS接收站提供即時觀測的位置（紅三角），顯示福衛七

號在低緯度有更密集的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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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造成負面影響！根據此一研究成果，規劃團隊因

此得以規劃在30-45分鐘內回傳電離層資料的任務定

義，即便如此，福衛七號任務仍必須在非洲、大洋

洲、南美洲、亞洲建立地面衛星接收站，才達到此

一任務定義目標，而此一目標也讓福衛七號成為世

界上唯一具備電離層太空天氣預報能力的衛星任務

（圖3）。

福衛七號原本規劃接續福衛三號，並且擴展衛星數

目至12顆，包含高緯度與低緯度兩組衛星星系（各

6顆），但是因為美方種種因素延宕而只剩下目前的

低緯度6顆衛星，即便如此對於臺灣仍有重要意義，

福衛三號雖然可以提供全球觀測，但是三小時區間

內的觀測數量仍嫌不足，特別是臺灣附近方圓500

公里內一天僅有1次觀測（圖4），而福衛七號以涵

蓋低緯度無主，可以每天在臺灣附近方圓500公里內

提供4次觀測（圖5），對於天氣、太空天氣都具有

重要意義。值得一提的是福衛七號規劃期間，美國

空軍對於太空天氣特別感興趣，要求參與低緯度的

衛星星系，為了參與、並且裝置空軍的科學酬載儀

器，他們願意支付佔衛星任務30%的發射費用，這

也是為何此次福衛七號是跟著美國空軍的Space Test 

Program (STP-2)任務發射升空，有趣的是美國空軍

內部對於福衛七號的代號是C/NOFS-2，代表著這是

美國空軍過去很成功的 Communications/Navigation 

Outage Forecasting System (C/NOFS)衛星任務的後續

任務。

因為美國空軍的參與，我們得以看到福衛七號跟著

其他約20顆衛星任務搭乘最先進的SpaceX Falcon-

Heavy 火箭發射，這次的發射使用的兩個側推進火箭

都是上次發射任務回收的火箭（圖6），回收火箭現

在因為SpaceX的高成功率而看似簡單，但是如果仔

細思考其飛行參數並與飛機比較，就會發現其難度

極高。以飛機為例，飛機約飛行在10公里高度，時

速約為600-900公里/小時，而火箭則是飛行至約50公

里高度，時速為3000-4500公里/小時，達到飛機的

五倍！飛機是平緩的機身緩降降落，但是火箭則是

筆直地降落，比較兩者則可明白火箭回收的難度之

高。這次福衛七號的發射可以說是最先進的氣象、

太空天氣衛星搭乘最先進的火箭進入太空。

下一個挑戰 -月球
福衛七號之後，成大的下一個參與任務是「獵風者

衛星」，成大負責衛星的主要酬載-海洋反射GNSS

接收機以及衛星軌道轉換推進器的研製。在參與了

我國的重要衛星任務後，我們思考大學的任務以及

未來的發展，很合理的就推算到下一個挑戰，也就

是行星任務！大學的任務之一是協助世界、國家達

到想達到卻還無法實現的目標，也就是將不可能轉

換成可能，這跟火箭回收再發射有相同的道理，直

到五年前，人類還認為火箭回收是無法達成的，但

是Sp a c e X告訴世界他們做得到。人類因為地球資

源有限以及渴望探索的心理，紛紛發展太空、行星

探索，但是這需要龐大的投資與科技的發展，臺灣

若不想在世界探索太空的行列中落後，則探索月球

是我們必須要作得到的第一步未來發展重點。我們

做得到嗎？思考校園內的研究能量以及月球探索的

基本科技需求，我們或許有機會，到月球必須要能

夠1. 通訊、2 . 導航、3 .進入月球軌道，而我們有衛

星通訊、電離層專家，也有精通各式各樣導航的教

授們，除了衛星定位，也會星象追蹤導航、地圖辨

識、慣性儀器導航，更有火箭推進團隊，現在要做

的就是集合這些研究能量、以及擁有偉大夢想的學

生、教授們一起幫國家完成這個臺灣從未完成的挑

戰，有興趣的朋友或許也可加入成大的宇宙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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