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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 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地區正射像片基本圖 

三、國內遙測之回顧 

1972年美國發射第一枚地球資源衛星

（LANDSAT），正式啟開資源衛星探測的新

頁，也讓人們首次能從太空進行全球資源探

測的工作。利用衛星來探測地球資源，不但

開拓了人們的視野，更重要的，任何人均可

選購資源衛星資料，從事資源探測的研究，

促使一股地球資源研究熱潮方興未艾。 

台灣遙測之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首

先是始萌期，在1993年以前，影像處理軟體

硬體及地理資訊系統在國內尚未普及，且衛

星影像來源不穩定，使衛星遙測無法落實應

用。然而“交談式數據影像處理系統”之引

進，使得遙測研發者獲得有利之工具，進而

蓄積了下階段發展的能量。第二階段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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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時間約是1993-2004間。這個階段環境

逐漸成熟，包括(1)國內首座資源衛星接收

站於1993年開始運作，提供多元且穩定的資

料來源，(2)個人電腦，影像處理及地理資

訊系統之軟硬體成熟且普及，及(3)環境保

育、監測、及災害防治受到重視。因此在供

應及需求均利發展之優越條件下，衛星遙測

逐漸進入實際應用，且落實於政府部門的例

行工作。國人自主的福爾摩沙衛星二號於

2004年發射後，持續提供優質的衛星影像供

產、官、學、研之使用。由於它具備每日重

返的持性，提升了地表重點區觀測的頻率。

此外，網路科技的成熟，使得衛星影像已從

“科技”昇華至“日常生活”，進入飛躍期

。當然，衛星遙測與全球定位系統及地理資

訊系統的整合激發了化學作用，遽增應用的

多樣性，是未來發展的保證。 

回顧過去五十餘年發展過程，除了遙測

小組，國家太空中心及資源衛星接收站(詳

如下述)，扮演著火車頭推動之角色外，許

多大專院校陸陸續續將遙測科技納入教學

及研究內涵，一方面培育人力，一方面也累

積研發能量，對於遙測科技之普及化，功不

可減。 

 

(一) 遙測小組 

為了保護這美麗的家園，確實掌握我國

森林資源與土地利用情況，1954年4月由當

時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

，現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前身）主辦，美國

農部林務局派員予以技術指導，並由國防部

及空軍總部負責37,495個樣區的航拍的工

作，採用紅外線軟片，再配合1948至52年間

製圖用所拍攝之全島 1/40,000全色片（

Panchromatic）航空照片，經照片判讀並描

繪其土地利用型、保育問題分級、林型及林

分級，再將其轉繪於1/50,000地型圖上，以

為土地利用及森林經營之參考。照片標準樣

區判讀及照片描繪於1955年5月完成，這項

工作可以說是我國遙測技術發展的開始，也

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所以同年7月在台

灣省政府農林廳之下成立了農林航空測量

隊，擔負了國家資源調查、環境監測與製圖

的工作。 

我國此時有鑑於發展遙測技術之重要

，由農復會於1974年9月聘請美國遙測專家

Dr. Lee D. Miller 來台主持遙測技術研習班

，招訓國內各單位派出之研究及技術人員20

餘員作為種子，研習遙測原理及各項應用技

術後，在各單位作技術擴散及應用。並於

1976年8月在經濟部成立「遙感探測技術發

展策劃小組」（簡稱遙測小組），由內政部、

國防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農委會、

台灣省政府、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學術機構等

單位推派代表組成委員會，由當時經濟部常

務次長吳梅村先生擔任召集人，1997年依行

政院第1631次院會通過之「科學技術發展方

案」，引進及發展遙測技術之政策，負責遙

測技術發展政策之擬訂、計畫預算編擬及運

用之審議。 

遙測小組為發展遙測技術，積極添購發

展遙測技術必備之軟硬體設備，由美國引進

影像處理軟體VCAR安裝於行政院主計處

供各單位研究之用。有鑒於當時資源探測衛

星解析度80米較為粗放，且採購手續繁雜，

於 1982 年 向 美 國 Deadalus 公 司 採 購 

AADS-1260空載掃描系統，增加遙測影像取

得之即時性及解析度。同時委請美國MARS

公司來台攝取全台側視雷達影像，由工業技

術研究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製作成「台灣側

視雷達鑲嵌影像」，給台灣地質界相當大的

震撼。1984年協助國立中央大學成立「太空

及遙測研究中心」，並引進“交談式數據影

像處理系統”(IDIMS)，建立“數據影像處

理實驗室”，供產官學研各界使用，奠立我

國發展遙測技術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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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測小組於 1985 年奉行政院 1985 年 3

月 6 日台七十四經 3909 號函移轉至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設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遙感

探測技術發展策劃小組」，由當時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葛錦昭擔任該小組召

集人，每年編列有新台幣三至四千萬元經費

繼續發展遙測技術。同時積極推動我國資源

衛星接收站之設立，1993 年 12 月 31 日資

源衛星地面接收站在國立中央大學正式運

轉，國人可更快速及便宜的方式獲得

SPOT、Landsat 及 ERS 資源衛星資料，至

此遙測應用逐漸蓬勃發展。 

遙測小組每年編列新台幣三至四千元

經費支援二十至三十個研究計畫之執行，所

使用的影像資料大部分以衛星影像、航空照

片、空載多光譜影像為主，其中航空照片和

空載多光譜影像統籌由林務局農林航空測

量所依照各個計劃的需求免費提供。1972

年購置之航遙測飛機 PA-31 即將於 1993 年

除役，為了因應各界需求量的增加，1993

年追加遙測研究發展計畫一億九千萬元購

置一部航遙測飛機 Beechcraft Super King 

Air 350，裝載有全球衛星定位系統、ZEIZZ 

RMK-TOP 精密製圖用航空照相機各一

組，並且預留可裝載空載多光譜掃描儀之設

施，使得遙測技術之發展能夠順利推行。 

遙測計畫內容從大氣、地質、森林、水

保、水利、乃至海洋等，涵蓋領域相當廣泛。

依其資料使用及技術發展之不同大致可分

為資源調查、資料庫系統、經營規劃、變遷

分析、資訊萃取及系統整合等六部份。遙測

小組為了方便計畫之管理與運作，將這六個

種類的計畫規劃為遙測影像收集、遙測技術

應用於自然資源調查、遙測技術應用於環境

地質監測及遙測技術研發等四大主軸，並成

立四個統籌計畫以補助相關單位進行遙測

技術的應用發展計畫。 

參與遙測技術研究發展單位包括政府

單位、大學院校、研究機構等，各單位扮演

之角色與任務分述如下： 

1.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遙

測技術研發統籌計劃之負責單位，從事

影像處理技術之研發與引進、遙測人才

之培訓，以及衛星影像接收、衛星影像

前處理、建檔與提供。 

2. 工研院能源與資源研究所，負責地質、

環境監測計畫之研究，空載掃描影像之

前處理、建檔及發送。 

3. 國立台灣大學森林系、國立中興大學森

林系、台灣省林業試驗所等研究單位從

事森林資源永續經營管理之研究。 

4.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系、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森林資源系等研究單位從事生態保育

資料庫建立之研究。 

5.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系、國立中興大學土

木系、台灣省水土保持局等研究單位從

事山坡地土地利用監測之研究。 

6. 國立台灣大學全球變遷中心、台灣省水

產試驗所等研究單位從事海洋資源調查

與監測之研究、海洋衛星資料庫之建立。 

7. 台灣省農林航空測量所負責空載遙測影

像之攝取與提供。 

8. 工研院量測中心負責空載遙測儀器之維

護、改良及研發。 

2003 年農業委員會林業處與林務局合

併，原隸屬於林業處的遙測小組歸併到科技

處，至 2006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有鑒於遙

測技術歷經二十餘年來之發展已有相當成

效，許多政府單位的例行性業務也陸陸續續

融入遙測技術之應用，例如農業委員會水土

保持局的山坡地超限利用監測系統、內政部

營建署的國土利用監測系統等等，所以不應

該再一直停留在研發的階段，必須要彙整歷

年之研究成果推廣到實際之應用上，因此停

止所有的研究計畫，把遙測技術研究發展經

費全部投入遙測科專計畫，以三年內完成一

套林業經營上可茲應用之遙測應用系統為

目標，經評選結果，由工業技術研究院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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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資源研究所承接開發。並於翌年（2007

年）正式取消遙測小組的臨時任務編組，遙

測技術已在國內開花結果，負責遙測技術研

究發展的遙測小組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走

入歷史。 

 

(二) 國家太空中心 

由世界其他科技先進國家之太空計

畫，可觀察到太空計畫具有下列之角色和效

益： 

1. 在科技能力的演進中，居於關鍵地位，

且預期其在未來亦繼續居於關鍵地位。 

2. 促進高度整合和大型工程之發展和製造

能力。 

3. 培育能執行大型計畫的系統工程和管理

人才。 

4. 提供科學界和工程界之研究機會，其相

關的研究成果，已公認具有卓越的貢獻。 

5. 顯示對國家長期經濟衍生利益，有巨大

之潛力。 

6. 增強科技教育水準。 

由上述之潛在效應，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於 1988 年 12 月成立“人造衛星應用與發展

小組”，委員五位，由時任成大航太所趙繼

昌所長擔任召集人，陳哲俊教授亦為委員之

一，歷經六個月，於 1989 年 6 月，提出研

究報告，主要結論有二：(1)儘速推動科學

用人造衛星計畫；(2)進行資源衛星接收站

之建置。國科會乃於 1990 年 7 月，向行政

院提出「發展科學研究之人造衛星計畫」。

此計畫預算為新台幣 100 億元，以五年為時

程，發展低軌道科學衛星、發射系統以及地

面控制設施。 

由於主客觀環境之限制，及五年時程略

為不足，行政院於 1990 年 11 月，成立“國

家太空科技發展長程計畫規劃小組”，規劃

小組委員包括(以當時擔任之工作)中科院

黃代院長孝宗，工研院張董事長忠謀，劉校

長兆漢，鮑所長亦興及羅教務長銅壁。開始

針對該五年計畫進行修正，並要求以 10 至

15 年為期，配合國家之科技和經濟基礎架

構，提出具體可行方案。該規劃小組於 1990

年 12 月向行政院提出兩項可行方案： 

甲案： 

目標：發展同步衛星一枚，資源和科學衛星

各兩枚。 

預算：新台幣 280 億元(15 年) 

乙案 

目標：建立我國太空科技能力，發展兩枚低

軌道科技衛星。 

預算：新台幣 115 億元(15 年) 

甲案之設定程序為先訂定計畫目標，再

決定所需預算。此方案為一加速發展的太空

計畫，其過程與現在從事太空發展之國家類

似，係從低道的小型衛星開始，繼之為橢圓

軌道之中型衛星， 後發展至同步軌道的大

型衛星。 

乙案之設定程序為先預估國家有關研

究發展的資源，再選定計畫目標。此方案為

一漸進發展計畫，目標為建立太空科技基

礎，並發展小型低軌道衛星。 

行政院裁示如下：原則上以乙案為基本

架構，進行我國太空科技發展之長程規劃，

將來依階段與進展逐步推動，視進展情況，

再朝甲案努力。 

行政院並指示，目前不發展衛星發射系

統，以建立衛星本體和相關應用技術為主，

發展太空相關之基礎和應用研究為輔，與政

府其他部門之衛星計畫相關配合，並且儘量

使用現有的資源能力和組織架構。 

基於上述理念，規劃小組著手擬訂 15

年“國家太空科技長程發展計畫”，以建立我

國太空科技基礎架構和系統工程能力為首

要目標，逐步發展我國太空系統、次系統和

部分零件組件之技術，並積極運用太空資

源，以提昇我國太空科學及技術水準。 

本計畫之時程自 1991 年 7 月起至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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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止，總經費為台幣 136 億元（以 1991

年幣值為準），其主要目標如下： 

1. 發展國家太空計畫所需的組織和技術。

此組織須能指導和管理此計畫，建立科

學和技術基礎，促進太空科技研究和執

行各項特定太空任務。 

2. 培養太空計畫所需的人力資源，包含管

理人員、技術人員、工程師和科學家等。 

3. 研製三枚科技衛星，包括設計、製造、

整合、測試和操作等技術基礎之建立。 

4. 建立並運用資源衛星接收站，進而提昇

其功能，使成為具有遙傳、追蹤與指令

（TT&C）能力的地面站。 

為配合國計民生及國家安全之需求，原

定研製三枚科技衛星，明確訂定第一枚為科

學衛星，第二枚為實用性遙測衛星及第三枚

為太空及大氣科學研究之 6 顆微衛星星

系，分別稱為福爾摩沙衛星（簡稱“福衛”）

一號、二號及三號，並依據物價與匯率考慮

總經費調整為 197 億。 

綜觀這 15 年之執行績效，均以達成上

述之預定目標，尤其難能可貴的在於三次衛

星任務均能發射成功，運轉順利，在世界各

國太空發展史中，可稱為非常傑出之表現，

而在這些可觀之成果中，與航遙測界 有密

切關係者，有二項，分述如下： 

1. 資源衛星站（相關細節，詳如下節）： 

本站建站期間自 1991 年 7 月開始到

1993 年 6 月止，建站廠商由當時 具經

驗之加拿大 MDA 公司承包，其規格（包

括 13 米天線，直到目前仍然是全球資源

衛星站中 大且 靈敏之天線）及功能

為當時 先進之系統，整套系統如期於

1993 年 6 月完成驗收，為太空計畫中第

一個完成之大型計畫，且能如期（24 個

月），低於預算（不超過美金一千萬元）

完成，頗為難能可貴。 

2. 遙測衛星（福衛二號）：（如圖 1.3.1） 

 
圖 1.3.1 遙測衛星(福衛二號) 

(由國家太空中心提供) 

本遙測衛星計畫進行，不甚順利，首先

本衛星光學酬載之地面解析力為 2 公

尺，跨幅為 24 公里，屬於敏感技術，原

先得標之德國廠商因申請不到德國輸出

許可證，改由法國廠商承接，“塞翁失

馬，焉知非福”，這個法國廠商，正是目

前國家太空中心推廣福衛二號國際應用

合作之 Spot Image 公司之 大股東，對

於雙方合作頗為有利。再者，原先發射

載具由 低價之印度廠商得標，由於美

國之介入，改為美商 OSC 公司承包，此

項改變亦為福衛三號由美國發射奠定合

作之基礎，儘管如此，福衛二號仍於

2004 年 5 月 21 日，順利發射成功，整

個系統到目前為止，順利運轉中。福衛

二號軌道特性為每日再訪，為全界所有

資源衛星中獨一無二者，其應用之優

勢，將於其他章節詳加敘述。 

行政院核定之前述“國家太空科技發展

長程計畫”（簡稱第一期太空科技計畫），述

明於該計畫執行完成後，我國太空計畫將會

繼續另一長期的發展與規劃。基於持續我國

太空計畫的發展，國科會於 1999 年著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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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延續“第一期太空科技計畫”，並於該年 4

月上旬成立“太空計畫室發展規劃小組”，小

組審查委員共十位。2000 年 1 月該小組完

成“太空計畫室發展規劃總結報告”，經太空

計畫室（2005 年 4 月改名為“國家太空中

心”），內部多次討論修正，於 2001 年 6 月

完成“第二期國家太空資料發展長程計畫”

草案，本草案復經國內外學者專家深入討論

與審查而定稿。國科會於 2002 年 12 月通

過，2004 年 1 月隨即展開 15 年第二期太空

科技計畫（自 2004 年至 2018 年） 

本期計畫之主要目標為： 

1. 提升我國太空科技，整合產官學研，達

到國際水準。 

2. 建立我國太空產業，衛星應用技術，及

相關設施。 

3. 完成科學研究，衛星應用及商機開拓之

衛星計畫。 

4. 建設太空中心為我國太空科技自主發展

及整合中心，推動衛星計畫。太空科技

研究及太空產業發展。 

考量國內外主客觀環境，瞬息萬變，本

期計畫分成三階段執行，亦即 

1. 中程計畫Ⅰ（西元 2004 年~2007 年） 

2. 中程計畫Ⅱ（西元 2008 年~2012 年） 

3. 中程計畫Ⅲ（西元 2013 年~2018 年） 

每一個中程計畫即將結束前，國家中心

內部即進行自我評鑑，亦邀請產官學研各界

績效評估，做為下一個中程計畫之參考與依

據，中程計畫Ⅰ，剛剛結束，亦完成相關之

評鑑與評估，在這些具體成果中與航遙測界

有密切關係者有二項，茲分述如下： 

1. 遙測影像處理與推廣 

如前所述，福衛二號已於 2004 年 5 月

21 日順利發射成功，為確保資料接收之

穩定性，設置於國立中央大學之資源衛

星接收站，亦適時更新系統，做為國家

太空中心之福衛二號備援接收站，同步

接收福衛二號遙測影像資料。為推展國

內應用，分別在台大、台師大、中大與

成大分別成立分送中心，由國家太空中

心提供及時接收之原始影像予各分送中

心，各分送中心依其專長，開發加值產

品，推廣至學界、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 

此外，國家太空中心，繼續資助設於國

立中央大學之資源衛星接收站，除了福

衛二號之外，該站亦同時接收法國 SPOT 

-2, -4 及-5 號衛星，歐洲太空總署 ERS-2

雷達衛星等。由於福衛二號及法國 SPOT

序列衛星都可達到每日拍攝台灣一次

（前者跨幅為 24 公里，後者則為 60 公

里），即或在台灣多雲地區（約 95%機會

有雲），福衛二號及法國 Spot 序列衛星

之結合，幾乎每個月都能將台灣本島（面

積三萬六千公里）拍攝一組近無雲資

料，如此大面積高頻度之衛星拍攝為全

球絕無僅有者，這些寶貴之資料已廣泛

為若干政府機構，列為施政計畫，如環

保署、水利署、水保局及林務局等，提

供監測與調查之用。 

2. 遙測計畫 

福衛二號設計壽命為 5 年，以目前運轉

情形，如無特殊意外，2008 年之後，應

可繼續運轉，為延續服務福衛二號遙測

影像使用者族群，將自行研發光學遙測

酬載設計能力，其影像規格將與福衛二

號相容，預計於 2011 年間發射，再者為

確保衛星影像之連續性，國家太空中心

將與相關機構洽商，接收將於 2012 年發

射之高解析力 SPOT-6 衛星。 

中程計畫Ⅱ自 2008 年至 2012 年，目標

在建立全方位太空科技實力，包括衛星、儀

器、火箭、地面等太空科技領域，主要計畫

有四：遙測衛星、微衛星、火箭、國際合作。 

遙測衛星之任務目標主要有二：(1)建

立衛星本體與遙測酬載之完全自主技術能

力，接續福衛二號任務；利用衛星本體操作

技術提高取像解析度，奠定次米級高解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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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學與雷達衛星的發展基礎。(2)建立太空

中心自製衛星的傳承設計，與國內廠商合作

發展核心元件並提供實驗平台。遙測衛星目

前仍在設計階段，預定於 2011 年底發射。 

 

(三) 資源衛星接收站 

如前所述，美國於 1972 年成功地發射

地球資源探測衛星 Landsat-1，開啟遙測衛

星探測地球資源的新紀元，其後美國、法國

及歐洲太空總署陸續發射一序列遙測衛

星。世界各國為及時接收這一序列衛星資

料，以供農林業、土地利用、環境保護、製

圖等的學術研究與實際應用，紛紛設置資源

衛星接收站，在 1980 年代，全球已有十餘

個國家設置國家級的接收站。 

國內在此期間，亦有感於資源衛星資訊

的利用，日漸廣泛，產官學研各界乃自 1987

年開始推動籌建適合國內需求的接收站，其

中經過構想、規劃及建站階段於 1993 年 6

月完成建站工作，茲分述如下： 

1. 構想階段：1987 年 1 月至 1989 年 10 月 

依據國科會 1987 年 6 月月完成之“設置

地球資源衛星接收站之成本效益分析”

計畫，以及前述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1989

年 6 月完成之“人造衛星應用及發展研

究小組”的研究報告，明確指出：(1)於

台灣地區建立一個資源衛星接收站，有

其必要，其運轉合乎成本效益；(2)建立

接收站並無技術上的困難。隨後同年 10

月 26 日科技顧問組召開“籌建資源衛星

接收協調會議”，由時任夏兼召集人漢民

主持，出席人員包括國科會、教育部、

農委會、內政部、國防部、經濟部、交

通部、環保署、經建會等九個部會（署）

副首長（或代表），與會人士達成以下的

結論： 

(1) 籌建資源衛星接收站之重要性及

其需求，各單位均表同意。 

(2) 規劃階段所需經費，由科技顧問組

研究支應，教育部編列建築經費，

而設備費則由國科會編列。 

2. 規劃階段：1990 年 2 月至 1990 年 10 月 

依據以上協調會議決議，國科會於 1990

年 2 月至 10 月委託國立中央大學執行

“設置資源衛星接收站之 (一 )規劃階

段”，由陳哲俊教授擔任主持人，王顯達

教授擔任共同主持人，其主要目標在於： 

(1) 規劃適合國內科技研究，應用需求

與未來發展的資源衛星接收站。 

(2) 規劃人力配備及人才培育，以落實

衛星科技。 

(3) 規劃接收站與運轉模式，以有效支援

學術與業務機構，充分發揮其功能。 

為達成以上的目標，首先成立規劃小

組，成員兼顧企劃、科技研究與實際應

用等專長，除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

人，還包括國科會企劃處馬難先處長、

農委會林業處廖大牛處長、台大電機系

許博文教授、交大電信系莊晴光教授、

成大航空測量所王蜀嘉教授以及中大電

機系曾黎明教授等六位。此外為借重國

外專家，具設置並運作接收站的實際經

驗及接收站相關科技研究者，聘請四位

國外技術顧問，包括 W. J. Botha 先生（南

非接收站主任）、D. J. Gray 先生（前任

澳洲遙測中心主任）、張鐵鈞博士（美國

航太總署哥達太空中心專家）及劉兆漢

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電機系教授，國

科會“講座教授”，自 1990 年 8 月起擔任

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在計畫執行期間，先後召開十五次會

議，商討計畫有關事宜，完成以下各項

工作： 

(1) 商定接收站之科技與應用需求及

規格 

(2) 與法國“SPOT IMAGE 公司”洽談

“SPOT 衛星資料接收及配售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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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建站廠商優先順序。 

(4) 規劃接收站空間，人力配備及人力

培訓。 

(5) 研擬接收站運轉模式。 

3. 建站階段：1991 年 2 月至 1993 年 6 月 

如前所述，1990 年 7 月開始執行的“發

展科學研究之人造衛星計畫”，因為政策

修訂，進行 4 個月後就告暫停，同一期

間，資源衛星接收站的規劃階段亦已完

成。經過“太空科技長程計畫規劃小組”

審慎評估，建議國科會自“科學衛星計

畫”經費中提撥二億六千萬餘元，以加速

進行“資源衛星接收站”的建置。15 年長

程太空計畫中第一項大型計畫，得以提

前 6 個月開始進行，大大有助於整個 15

年長程太空計畫的推動。 

為有效推動建站工作，隨即成立“建站執

行小組”，除納入原來規劃小組全體八位

委員外，並增聘工研院能資所鄭文哲主

任，以借重其在遙測應用的專長，原先

的四位技術顧問，繼續擔任建站的技術

諮詢。 

建站執行小組 2 月至 4 月間召開五次會

議，主要決議包括： 

(1) 依據先前規劃階段的決議，選定加拿

大 MDA，法國 MSI，美國 STX 及德

國 MBB 等四家公司為考慮對象。 

(2) 針對四家廠商所提供詳細計畫

書，只有 MDA 及 MSI，具有建造

SPOT 接收站整個系統的經驗，決

定選取 MDA 及 MSI 為 後比價的

廠商。 

(3) 邀請理律法律事務所負責起草接

收 站 “ 系 統 合 約 ” （ System 

Agreement），配合陳哲俊和王顯達

教授提供的技術內涵，以及 Botha

及 Gray 先生與 MDA 及 MSI 之洽

談合約的經驗，經過近十次的修

訂，完成一份內容嚴謹，多方保障

我方權益的合約。 

1991 年 6 月 29 日上午九點在中大比

價，經過一番嚴謹的比價程序，第一次

比價，加拿大 MDA 即以美金 9,980 千

元，底於底價得標，MDA 提供之軟硬體

包括： 

(1) SPOT 衛星接收/處理系統，含資料

獲取，產品製作，接收站管理等系

統。 

(2) ERS 及 Landsat 6 衛星接收與處理

系統 

本系統可謂在當時運轉的各國接收站

中，性能 優異者，其中包括直到目前

（2008 年）為止，仍然 靈敏的 Datron

公司 13 米天線，以及當時首創以“正射

影像”（詳見第二章）為標準產品提供使

用者的第一個接收站。 

接收站“系統合約”於 7 月 4 日正式簽

約，11 月間獲得輸出許可證，隨即展開

為期 2 年的接收站建置工程。 

在全體建站委員（自 1991 年 7 月應國科

會要求，改稱“顧問”，並增聘台大森林

系焦國模教授加入，共同努力）技術顧

問嚴格監督與考核以及廠商全力配合

下，於 1993 年 2 月間完成“原廠驗收”

（Factory Acceptance Test）。同一期間，

由教育部補助，造價 8 千 2 百萬（含土

木及水電）接收站建築工程及時於 4 月

完工，隨即展開為期一個來月的系統組

裝與現場驗收（ On-Site Acceptance 

Test），5 月 25 日第一次測試接收衛星資

料，即順利接收到三千公里以外西伯利

亞 Belogorsk 市。雙方於 6 月 25 日正式

在“台灣驗收證件”簽字完成驗收手續，

原定於 11 月完成，如今提前四個月驗收

完畢，頗為難能可貴，圖 1.3.2 為 MDA

及接收站同仁於驗收後在新建接收站及

天線前合影留念。再經過六個月系統深

入測試，訂定工作作業流程及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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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接收站於 12 月底正式對外開放，進

入接收站“運轉與發展階段”。 接收站的

運轉與發展階段，迄今已近 15 年光景，

歷年來在國科會和國家太空中心長期支

持，以及接收站相關同仁共同努力下，

已成為國際知名的一流接收站，同時也

是國內衛星遙測領域 重要的基礎建設

之一。在目前全球類似本站的二十餘個

接收站，本站的作業效能，如產品製作

效率、產品重製率、接收成功率、SPOT

資料上網時程等，均名列前茅，就技術

研發而言，本站建站之初所使用的系統

軟體，已全部被本站同仁研發的系統全

部取代，更能符合本站的特性及國內需

求，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多元感測器幾何

處理作業系統（MSGPS, Multi- Sensor 

Geocoded Production System），為目前全

球唯一由接收站自行開發的作業型加值

產品製作系統，與國際通用的軟體性能

相比，有過之無不及，至於使用機構的

成長建站之初，僅有 33 個機構（其中學

術、政府及私人機構分別為 18, 11 及 4

個），截至目前（2008 年）為止，累積

使用機構為 949 個（其中學術、政府及 

 
圖 1.3.2 新建完成之接收站及天線 

私人機構及國外分別為 290, 222 及 425

個），15 年成長達二十八倍之多。至於

在科普教育方面，也有亮麗的表現。近

年來，每年參觀本站約為五千人次，其

中中小學生約佔一半，自 1998 年迄今，

分別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

工藝博物館，大地地理雜誌社等合辦多

場大型室內、室外或全省特展，累積參

觀人次，已達一百餘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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