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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圖 說）
封面選取的兩張照片為現今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系所大樓與其前身 (即臺北帝國
大學氣象講座之建築)，分別攝於 2013 年及 1970 時代初。封面主題特別回應洪致
文博士於本期會刊刊登之專題報導文章(見 4-27 頁), 以紀念和懷緬大氣科學在臺
灣的發展史。
封面的整體色系以藍色為主，呈現出廣闊蔚藍的天空意境；波浪紋路的設計意味氣
象科學中的動態與流動性；而循序漸進、深淺漸變的顏色運用則象徵此學門在學術
上的改變和進步，在新舊照片的對照下。尤其襯托出氣象科學在臺灣的發展脈絡與
歷史演變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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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理事長給會友的一封信
各位會友大家好！
一轉眼又是一年， 又到了召開學會年會的時間。回應秘書處邀稿，依往例在會刊和
會友們報告過去一年學會的新發展。
首先感謝中央氣象局各方面的支援，學會相關年度活動得以順利展開並圓滿完成。
其中包括：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九月在臺北）
，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
（十二月在北京）
。除此之外，在國科會的資助下，學會也順利舉辦了：兩岸大氣科學名
詞研討會（三月在臺北和金門）
，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九月在福州）。
這些會議豐富了兩岸氣象學術和作業單位交流的密度和廣度，也為兩岸氣象界未來深度
合作開啟一扇門，奠定良好基礎。
在國際交流和合作方面，除了協助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舉辦年度的亞太颱風會
議（APEC Typhoon Symposium)，強化亞太各國相互了解在颱風豪雨的研究發展近況以及
經驗分享外，也協助氣象局參與聯合國氣候變遷國際架構（UNFCCC)在卡達杜哈舉辦的
COP18，促進了解即將發布第五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初步內容，提早思索應對策略。
本期會刊在會友的熱情支持下，有幾篇很有意義的文章，在此特別推薦。師大洪致
文老師針對臺灣氣象學術近代發展軌跡，從建構、斷裂、到重生，提出他觀察分析的觀
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學會前專職秘書葉文欽先生和劉廣英老師，針對剛剛過
世的兩岸氣象前輩陶詩言老先生，特別撰寫專文予以悼念。氣象局在春節期間特別舉辦
新春氣象建設發展學者專家座談會，邀請氣象學界在氣象局齊聚一堂共商未來發展大計，
中午並聚餐，氣氛熱烈。未參與會友可參考程家平等記要一文，了解會議的討論情形。
另外，想借此機會表達個人對於學會秘書處從秘書長到各位秘書最高敬意與謝意，
過去四年來對學會事務無怨無悔的付出，這些學會工作都是無給職務，甚至早期有的三
節獎金也都陸續停止，但是他（她）們緊守崗位讓學會事務得以順利開展，值得我們大
家給他們大聲喝彩感謝。
最後，感謝學會全體理監事、各委員會、以及會士們，對學會相關事務的協助、支
持、以及付出，使得學會得以擴展它的影響力。當然，所有會友對學會事務的關心與熱
情，更是達到此目的不可缺少的成分。
謹祝福 各位會友 新的一年 事事順利 身體康健！
也祝福我們學會 會務順利 會運昌隆！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理事長 周仲島敬上
2013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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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專題報導與評介

臺灣氣象學術脈絡的建構、斷裂與重生
從戰前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到戰後大學氣象科系的誕生
洪致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臺灣的氣象事業發展，在過去有不少的研究以多種不同的面相加以探討。周
明德（1992）
《臺灣風雨歲月：臺灣的天氣諺語與氣象史》一書內的〈臺灣氣象事
業之肇始〉與〈臺灣總督府氣象台史〉
，對於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體系的氣象測候
發展有相當詳盡之整理。洪致文（2007）
《臺灣氣象傳奇》則是以測候所與氣象站
的設置沿革，介紹臺灣這些氣象觀測點的地理位置變遷，並觸及戰後氣象站的發
展與現況。至於臺灣總督府氣象機關之設置與發展，特別是氣象人員的任用與來
源，劉澤民（2012）利用總督府檔案的整理，則有相當深入的探討。而二戰後的
臺灣氣象組織發展，則散見於不少氣象人員的自傳或回憶錄，以及劉昭民編著之
《中華氣象學史》內關於政府播遷臺灣後之發展的小節中。
在這些論著裡，大多數是以臺灣總督府體系至戰後氣象局的氣象事業發展為
討論主軸，僅兼談臺灣從日本時代開啟的氣象學術發展。對於臺灣的氣象學術脈
絡，特別是從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所開啟的學術貢獻，以及二戰後所經歷的過程，
則少有研究專門討論。1
臺灣在日本統治時代的氣象學術發展脈絡，主要是以臺北帝國大學氣象學講
座白鳥勝義、小笠原和夫為首的臺北帝大派，以及從日本中央氣象台橫向移入臺
灣總督府氣象台，以西村傳三為首的氣象台派兩主幹。這兩者不管從學術研究能
量，以及實務經驗而言，都屬頂尖一流的氣象學術主流，不只研究臺灣與日本的
氣象氣候，也把研究議題延伸到南洋與中國，甚至是南方氣候研究的先驅。然而，
在日本戰敗二次大戰結束後，這兩股勢力所承擔的氣象學術研究能量，快速在臺
灣崩解。以臺灣總督府氣象台而言，國民政府派來臺接收的官員，缺乏類似西村
傳三博士這樣有遠見，且兼顧學術與實務的人物，2因此當時氣象台轄下各測候所
雖有不少臺籍的工作人員，係透過日本時代測候技術官養成所管道而進入此體系，
1

臺灣在二戰前的氣象學術脈絡，僅有 Zaiki and Tsukahara（2007）以臺北帝國大學氣象學講座小笠原和夫的南方氣候貢
獻為例之研究。
2
湯熙勇，〈戰後初期臺灣省氣象局的設立與改組 1945~1947〉《臺灣風物》43：4，
（1993）頁 13-33

2

3

但大多仍因職務層級未達領導高層，而無法立刻銜接運籌帷幄的領導角色。在臺

北帝大方面，接收的教員也多缺乏氣象學講座的學術專長，因而整個臺灣的氣象
觀測業務雖然仍能持續，但氣象研究的學術環境卻是快速崩解。
中華民國成立後到 1930 年代間，中國的氣象學術發展其實並非空白，甚至中
央研究院在創設時期規劃所要成立的各所中，便已經有氣象研究所的存在。然而，
在戰後初期幾乎無人選擇來臺接手氣象學術研究的情況下，造成臺北帝大氣象學
講座的崩解。國共內戰後，國民黨政府兵敗撤抵臺灣時，中研院氣象研究所成員
以及抗戰期間為蔣中正所倚重的學者竺可楨等氣象學家，均未跟隨國府來臺，造
成二戰前已有所成績的中國氣象學術發展，完全無法與臺灣的氣象學術脈絡銜接。
竺可楨的「附匪」4，導致二戰後將近 20 年間，臺灣氣象學術界的被打壓，以及
必須隱身在地理學界中殘存而後重建的命運。
不過，在這個臺灣氣象學術脈絡從二戰後斷裂到重建的過程當中，有一股關
鍵力量幽微地維繫著戰前與戰後的氣象學術脈絡連結，此即與中國氣象開拓與發
展關係密切的蔣丙然之貢獻。蔣丙然早於 1920 年代接收日人青島測候所時，就已
經認識與見過日本中央氣象台，號稱日本氣象之父的岡田武松。在二戰期間，蔣
丙然選擇留在北京擔任日本統治下的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與日本農學界關係密
切，而與臺北帝大的白鳥勝義有所交集。他在二戰期間選擇留在日佔區的決定，
導致戰後初期被以「附敵」清算，在中國完全找不到工作，只好來臺謀求教職，
陰錯陽差地進入臺大，固守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的基地（今臺大大氣系 A 館）
，隱
約地維繫了臺北帝大以降的臺灣氣象學術脈絡。
而另一有關鍵影響的勢力，則是在國府撤退來臺時，幾乎是整體搬遷至臺灣
的空軍氣象體系。空軍的氣象發展，結合了美國軍方的氣象實力，成為臺灣戰後
初期氣象局領導階層的人力來源，也是臺灣氣象學術界早期主要的師資提供者。
當時，隱身於地理學界中的氣象學界，一方面避免因竺可楨留在中國大陸而帶來
的政治影響，一方面透過空軍氣象的人力協助，逐步重建。在 1960 年代末與 1970
年代初，因為竺可楨「附匪」的影響而導致氣象學界發展的陰影逐漸變小後，隱
身於地理科系中的氣象學界，漸漸陸續獨立出來，不過直到今天，中央研究院的
氣象研究所依然不曾重新建立，一直標記著這段臺灣氣象學術脈絡發展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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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德，《臺灣風雨歲月：臺灣的天氣諺語與氣象史》
（臺北：聯明出版社，1992）頁 158-159
「附匪」為當時代之用語，亦可見當時的國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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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竺可楨所造成的政治影響。以下，本文將從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氣象學術發
展談起，並且橫向徵引相關的中國氣象發展，以及日本中央氣象台的影響，繼而
探討戰後臺灣氣象學術脈絡的斷裂、重構至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的重生。
二、日本時代臺灣氣象學術研究的開啟
日本統治臺灣初期的氣象事業發展，主要在理解臺灣的氣候特徵，並且對於
重大氣象災害（颱風、暴雨為主）的原因做多方瞭解，以期達到能提早預報以因
應防範。也因為臺灣近代化的氣象觀測在日本統治後才開始，因此在大正期之前
的臺灣，氣象資料的時間長度不足，也無法做太多長期氣候的研究與分析。從日
本統治初期出版數冊的《臺灣氣象報文》可以看出，最初的資料只能理解四季狀
況，而有數年數據後則可開始分析各月的氣候情形，但這類以時間平均來看氣候
狀況的分析，實屬較為初步的氣象研究。因此，臺灣的氣象學術進展，在氣象事
業草創的這個階段，可說相當貧乏，只專注於資料的收集。
不過，隨著氣象觀測數據的累積，1920 年代後期臺灣總督府開始籌設臺北帝
國大學時，從日本延聘而來的學者，以白鳥勝義為首的專家，則開始於 1930 年代
逐步建立起臺灣氣象與氣候的研究。
白鳥勝義（1897~1957）出生於日本千葉縣，於 1922 年畢業於東北帝國大學
物理學科，而後留任於該校擔任理學部地球物理學講座副手、講師等職位，在臺
北帝國大學籌設初期，白鳥於 1926 年以「在外研究員」身份獲得臺灣總督府以高
等農林教授為名義聘任，於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研究二年。當臺北帝國大學
於 1928 年正式成立後，就以「氣象學講座」助教授獲聘，5並且以此為基地，開
啟他的臺灣氣象研究。白鳥的研究興趣，有很大一部份是關於低層大氣中的離子，
這個研究反應在由他所統籌設立的阿里山高山觀測所（1933 年設立）與「臺北帝
國大學理農學部氣象學教室」（1934 年竣工）的建築裡（圖 1）。而他本人，亦以
這方面的研究，在 1935 年時獲得東北帝國大學理學博士。不過，白鳥的研究範圍
相當廣泛，也同時涉獵許多當時世界先進的氣候學研究領域。
因為白鳥勝義得到總督府方面的奧援（或授意），6他在 1929 年 12 月時籌組
臺灣氣象研究會（圖 2）
，創會時會長由總督府內務局長石黑英彥擔任，而該會的
最高顧問是總督府總務長官人見次郎，幹事們的成員除了臺北帝大的許多領域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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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鳥勝義於 1929 年 4 月升臺北帝大教授。
白鳥勝義於 1928 年 12 月起兼臺北測候所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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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還包含中央研究所、軍方高層，以及總督府的官員（表一）
。這樣的組成結
構，除了白鳥勝義與臺北測候所所長寺本貞吉是氣象學術領域者外，其餘的成員
多非直接從事氣象研究者。不過，以表面上此研究會的學術成績觀之，其發行的
《臺灣氣象研究會誌》
，陸續於 1930 年 4 月、1930 年 12 月、1931 年 8 月共刊行
了三期。這本專業的論文期刊，是臺灣氣象研究走向學術領域的開創先河，其內
所討論的各種氣象與氣候議題，都是直到今天吾人仍多在探討的課題。但值得注
意的是，期刊內大部分論文的作者，均與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亦即白鳥勝義的
研究有關，可見組成臺灣氣象研究會的幹事們，與學術刊物上的主要研究發表者
有些出入。不過，這本專業的氣象論文期刊，卻在 1931 年 8 月出版第三號後中止。
這個引領臺灣氣象學術研究的期刊會突然中斷，其實與白鳥原本策動的臺灣氣象
觀測事業改由帝大移管的計畫失敗有關。
三、白鳥勝義的測候所接管策動
當白鳥勝義透過臺灣氣象研究會的成立，展現其在臺灣總督府內的實力時，
更進一步策動希望能將島內的測候所與氣象觀測業務，改由臺北帝大來接管。主
因乃是，總督府轄下的測候所成立將近三十年來，除了基本的氣象觀測外，對於
氣象研究的著墨有限，在觀測與預報上也沒有長足的進步。但相反地，臺北帝大
的氣象學講座與其展現的氣象研究實力，如果接管總督府的測候所，除了能維繫
過去的氣象觀測業務外，也能加強科學研究上的能力，提供臺灣總督府更多統治
上的需求。7
依照白鳥在 1930 年代初期的幾個動作，可以發現他在總督府內的影響力。例
如他從 1930 年起，兼任臺灣總督府技師，協助規劃臺灣的氣象事業發展，相當程
度能夠影響高層決策。而在其南下親自選定位置的操刀主導下，臺灣停滯多年的
測候所新設又重新開啟，「高雄海洋觀測所」於 1931 年 4 月成立，白鳥兼任第一
任所長的狀況，可以看出其躍躍欲試的影響力。白鳥這個將氣象業務轉由大學接
管的策動相當猛烈，總督府內部也出現了附和者，測候所員工中也有部分倒向他，
於是臺灣的氣象界開始出現了動搖。
但是臺灣的測候所觀測事業如果改由大學來接管，這將會造成整個日本氣象
預報上極大的問題。因為當時日本的中央氣象台，在颱風預報上相當倚賴沖繩與
臺灣的資料來研判。若臺灣的測候所改由大學接手，不管在聯繫上還是資料取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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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會產生問題。看到白鳥勝義這個策動想法的日本中央氣象台臺長岡田武松
（1874‐1956）認為，「這樣的問題有種種起因，但其中之一是歷年來臺灣的大學
在學問、技術面上都比測候所占優勢」
。如果要改變這個狀況，只有派日本本土訓
練出來的優秀人才到臺灣接手測候所，讓總督府能看到測候所在氣象預報與研究
上的能力。8
因此，相當憂慮臺灣的測候所會被大學接管的岡田武松，決定派遣東京帝國
大學畢業，於 1925 年進入中央氣象台任職，主要擔任統計調查業務的西村傳三
（1893‐1969）來臺灣解決此一危機。1932 年 7 月西村傳三出發前往臺灣赴任，
臨行前岡田仍再三面命：
「臺灣的氣象事業最重要的就是颱風預報的正確」。由於
西村傳三本身的科學背景，雖然初期預報技巧仍屬稚嫩，但卻很快地上手，而岡
田武松也親往臺灣與總督府關於測候所所屬問題加以磋商，最後擋下了白鳥勝義
的氣象事業大學移管提案。而岡田武松除了西村傳三以外，也陸續將其手下新銳
的氣象尖兵，一波一波地送往臺灣，強化 1938 年改制為臺灣總督府氣象台後的人
員陣容。9在這一番銳意革新下，西村傳三的時代，很快地接替了白鳥勝義所開啟
的臺灣氣象學術研究先河。不過，在西村主掌氣象台的時代，僅於 1940 年 10 月
出版一本《臺灣總督府氣象台彙報第一號》的論文集，隨即因為進入二次大戰而
未曾再次出版。
雖然說，白鳥勝義在 1932 年西村傳三抵臺後，與測候所及氣象台的關係就開
始漸行漸遠。不過，白鳥勝義的影響還是持續存在。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前期，大部分的氣象設施與測候所建制，都仍以平地測站
為主，且在本島設立了臺北、臺中、臺南、恆春、花蓮港、臺東以及離島澎湖幾
個基本測候所後，便不再有所擴充。但是，為了氣象研究的推展，白鳥勝義透過
臺灣氣象研究會的呼籲，希望臺灣總督府能以平地、高山、海洋三系統來建構臺
灣的氣象觀測網絡。在白鳥的規劃下，平地氣象的大本營設於臺北，高山氣象在
阿里山新設基地，至於海洋氣象部分，則選在高雄，一方面高雄位處熱帶可做為
熱帶氣象研究的重鎮，亦可發展特別的海洋氣象研究。這三系統的具體作為，展
現在 1931 年 4 月 1 日高雄海洋觀測所在壽山上的前清英國領事館洋樓內正式成立，
1933 年 3 月 15 日新築的阿里山高山觀測所落成與開始業務，以及 1934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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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總督府以訓令第五號將臺北測候所改為臺北觀測所的三個具體動作。在此之前，
全臺灣的氣象站都以「測候所」稱之，但此三系統的建構，作為研究主腦的基地
均改稱為「觀測所」
。這個劃時代的籌劃，開始將臺灣的氣象研究帶入另一個觀測
以外，也同時重視研究的時期。這些，都可視為白鳥勝義在 1930 年代對於臺灣氣
象事業發展的貢獻。
然而，若我們仔細觀之，這個時期的臺灣氣象事業進展，雖然高雄海洋觀測
所在白鳥勝義的主導下順利設置，而阿里山高山觀測所也在其規劃下，依照白鳥
類似於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的研究機能完成，但其實該高山觀測所完工後，西村
傳三的勢力便已經不讓白鳥一派插手，西村本人除了擔任臺北觀測所所長外，也
直接兼任阿里山高山觀測所的所長（甚至後來因地震而設立的新竹觀測所亦由西
村直接兼任所長）
，讓白鳥的全島氣象事業三大體系，在高雄海洋觀測所之後就實
質被切斷，全臺灣的觀測所除了高雄由白鳥兼任外，其餘都在西村的掌握中。
昭和 12 年（1937 年）日本中央依照全國氣象協議會之建議，開始進行氣象
組織的統一及強化擴充。因此，臺灣的氣象機構也在這樣的環境下提升位階，改
為直屬於總督府的附屬機構，此乃氣象事業配合國策的必要發展。在這樣的內外
背景中，經過一番的銳意革新，西村傳三的時代，很快地接替了白鳥勝義所開啟
的臺灣氣象事業先河，也切斷了白鳥插手總督府氣象發展的管道。不過，白鳥勝
義因為在臺北帝大農學部內的關係，也積極發展其農業氣象的研究。1939 年時白
鳥曾前往日佔下的中國湖北、山東、江蘇等地考察並收集氣象資料，極可能在當
時已經見過也仍留在華北日佔地區的中國氣象學者蔣丙然（1883‐1966）。依照當
時蔣丙然擔任北京大學農學院院長的經歷，且與日本農學界互有來往的記錄，蔣
丙然應當有相當機會認識臺灣的白鳥勝義。在 1940 年，白鳥勝義也曾至海南島進
行氣象資料收集的任務。因為白鳥對於農業氣象研究的貢獻，1941 年 4 月獲得九
州帝國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可見白鳥勝義在與總督府氣象台的西村傳三勢力脫勾
後，轉往農業氣象的發展，也將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帶領入農業氣象的發展領域
中。
四、小笠原和夫的南方氣候研究
而在臺北帝國大學氣象學講座裡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助教授小笠原和夫
（1899‐1979）
。他出身於日本山形縣，於 1923 年進入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跟隨
本多光太郎從事物理學研究。他畢業後，又轉往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入學，跟隨
7

當時日本唯一的數理哲學專家田邊元博士研究，並受到西川幾多郎先生的世界觀
與歷史哲學的影響。1929 年時，小笠原和夫受聘於臺北帝國大學，進入理農學部
任職，成為氣象學講座的重要研究角色。他早期的研究方向，也是與白鳥勝義一
樣，熱衷於大氣的離子研究，而後亦一起探討臺灣氣候與世界氣候之相關等議題。
不過，小笠原後期的研究興趣，轉往建構以大氣動力學為基礎的氣候學，並配合
日本帝國的南方侵略，轉往南方氣候的新領域（Zaiki and Tsukahara 2007）。事實
上，這個研究轉向對於小笠原和夫來說，是其跳脫出與白鳥勝義合作的陰影，獨
立發表許多熱帶南方氣候研究的具體學術成果。
以小笠原和夫在 1937 年之後到終戰前的著作成果來看，在其完成巨作《南方
氣候論》之前，有數篇關於臺灣季風的相關論文，特別是以英文所發表的一連串
臺灣季風相關降雨機制成果，是他開啟南方氣候研究的重要關鍵階段。這一系列
關於臺灣西南平原地區夏季強對流降雨（Summer Squall）的研究，或者是「臺灣
鋒面學」
（Formosan Frontology）的研究，均是應用了菲律賓氣象局次臺長 Charles
Depperman 神父的理論，應用在臺灣所開創出的成果。
小笠原和夫在 1946 年 6 月回到日本，因為無法進入學術領域的大學任教，其
開展的所有南方熱帶研究全部中斷，最後是在日本東北的山形地區，協助「治山
治水食糧增產」的戰後復興，直到 1959 年進入富山大學，重回學術領域，並於後
來又轉往芝浦工業大學工學研究所水資源調查室任職，且在 1974 年時於《地理》
雜誌一連發表四篇回憶論文，描述其所見的氣象四十年，以及水文氣象三十年經
過。這四篇小笠原和夫人生最後期的著作，已經看不太出其對於熱帶氣象最先端
發展的追尋，大多只是回憶錄的性質。而他在二戰期間做出對於南方氣候與熱帶
氣象的重大貢獻，以及他試圖要扭轉地理氣候誌型態氣候學往動力氣候學發展的
企圖，也都埋沒在他自身也難以自我肯定的結局裡。
小笠原和夫對於南方氣候的研究學術脈絡，在戰後的臺大地理系氣象組時期
幾乎完全中斷，整個臺北帝大的氣象學講座，只有農業氣象的部分藉由蔣丙然的
接手而獲得傳承。南方研究資料的部分，僅存極為少數幾本由總督府氣象台在
1930 年代中期至 1940 年代初期整理出版的南方氣象數據，典藏在還未裁撤時的
大氣系圖書館內，無聲地隨著小笠原和夫南方氣候研究被一直掩埋著。至於總督
府氣象台部份，少數的留用日籍人員，除了擔任教官協助教導臺籍員工接手氣象
業務外，也著手整理了日本統治五十年的氣候資料，編纂成《臺灣氣象資料大全》
二十二巨冊，堪稱總督府氣象台在臺灣氣象與氣候學術研究最後的精華。不過此
8

書幾十年來未被重視殊為可惜，僅颱風部份有翻譯成中文後整理出版。
五、竺可楨與中國氣象學術發展
在臺灣，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的創設，氣象學講座的成立，可以說是臺灣氣
象學術研究的開端。而與這個時間相仿的，在中國的 1928 年，中央研究院氣象研
究所也正式成立。這個代表中國氣象學術研究里程碑的研究所設立，與竺可楨
（1890~1974）這位科學家有著密切關係。
竺可楨是浙江人，生於 1890 年，自小聰明伶俐， 1910 年 8 月赴北京參加留
美公費生選拔考試獲得錄取，而後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農學院就讀，1913 年夏季
畢業後轉入哈佛大學地學系就讀且專攻氣象，並於 1918 年秋獲得博士學位歸國。
竺可楨從美國學成歸來後，陸續任教於多所大學，1927 年應新成立之中央研
究院所聘，赴南京籌組氣象研究所。依照中研院的院史內記載，
「1927 年 4 月 17
日，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前夕，在南京舉行的中央政治會議第 74 次會議中，李煜
瀛提出設立中央研究院案，決議推李煜瀛、蔡元培、張人傑三人共同起草組織法」，
10

此為關於籌設中央研究院最早的紀錄。該年 11 月，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公布，

明定「中央研究院直隸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
，並
計畫設立十四個研究所，11氣象即為其一。隔年 6 月 9 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一
次院務會議，正式宣告成立。
中央研究院籌備初期本來要設置的氣象研究所，初期（1927 年 11 月）是以
觀象臺改制，下有天文組與氣象組。不過，1928 年 2 月後分立為天文研究所、氣
象研究所。依照中國氣象界耆老蔣丙然自傳內的記述：「民國十七年，國立中央
研究院成立氣象研究所，所址在南京北極閣，從事氣象研究，同時亦擔任一部份
氣象行政工作，如統籌全國測候所，繪製天氣圖集中氣象電報及發佈天氣預報等。
曾聘余任特約研究員。」這或許是竺可楨與前輩蔣丙然的一次接觸。
1929 年到 1936 年間，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的竺可楨，致力於籌建
中央研究院氣象測候所，建立中國氣象觀測網。他並接手中國氣象學會，將其附
靠於南京的氣象研究所內，領導整個中國氣象學術研究。不過蔣丙然在其自傳《四

10

參照中央研究院「本院院史」，2012.10.16，http://www.sinica.edu.tw/intro.htm.
此計畫成立的十四個研究所為：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歷史語言、國文學、考古學、心理學、教育、
社會科學、動物、植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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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來我參加之中國觀象事業》12內寫道：「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全
國氣象事業幾完停頓」。從 1936 年起，當時受到國民黨蔣中正賞識的竺可楨，應
邀擔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一職，並且在隨後爆發的中日戰爭中，帶領師生於二年
內，經過四次大遷移，從浙江、江西、廣西最後於 1939 年落腳貴州，在簡陋條件
下維持教學的延續。二戰結束後，1948 年中央研究院選出的第一屆院士中，竺可
楨獲選為數理組院士 28 人中之一位，但竺可楨對於國民黨政府的一些作為，卻越
趨漸行漸遠，且他早想辭去浙江大學校長一職，於是在 1949 年 4 月底教育部長要
求他立刻前往南京時，順勢辭職，但他人卻到了上海。13
雖然之前竺可楨與國民黨政府關係良好，抗戰期間也隨著後撤，但這時的竺
可楨對於國民黨政府當局教育部一再催促他前往臺灣的要求，卻決定不離開。在
竺可楨於 1949 年 5 月 26 日的日記裡，曾記載著：
「在民國二十五、六年蔣介石為
國人眾望所歸，但十年來剛愎自私，……卒至身敗名裂，不亦可惜乎」。當共軍渡
過長江，該年 7 月竺可楨應邀到北京參加全國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隨後
在十月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任副院長，開始了他在「新中國」的另一段科學生涯。
竺可楨選擇滯留中國大陸，且立刻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著實讓曾經非常
賞識竺可楨的蔣中正總統感到相當地生氣。因為竺可楨的專長是氣象學，亦是當
時中國氣象學界的代表，竺可楨「附匪」的決定，導致了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
氣象學門發展的政治限制，而中央研究院從籌設初期就已經成立的氣象研究所，
則至今都不曾在臺灣恢復。
六、中國氣象事業啟蒙者蔣丙然的角色
因為竺可楨選擇滯留中國大陸，並且還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持續領導其
專長的氣象、氣候與地理發展，造成幾乎沒有跟隨國民黨政府來臺的中國氣象學
界，形成一種與臺灣氣象學界斷裂的現象。不過，在這個中國氣象學術脈絡斷裂
的關鍵時刻，卻有一位因為二戰期間被打成「附敵」的氣象學界前輩蔣丙然，陰
錯陽差提早來到臺灣，並且接手了臺北帝國大學氣象學講座的脈絡，而讓戰後的
臺灣氣象學界，有了另一段「中國‐日本‐臺灣」意外的接合奇緣。
在中國的氣象發展史中，蔣丙然應該是一位佔有重要地位的學者，只不過他
12

蔣丙然，（四十五年來我參加之中國觀象事業）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刊》
（臺北：中華民國氣象學會，35：2，1994），
頁 1~8。該文撰寫於 1957 年。
13
竺可楨，《竺可楨科普創作選集》
（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81）
，頁 3~5。內之「竺可楨生平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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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光芒，總是被選擇留在中國的竺可楨所掩蓋。蔣丙然（1883‐1966）是福建人，
畢業於上海震旦大學，後留學比利時學習農業氣象獲博士學位，於 1912 年底回國
（此時，竺可楨才剛出國留學）。
辛亥革命以前，雖然在中國沿海有許多英國所建立的稅關與燈塔，辦理有氣
象觀測的業務，但由「吾國人之自營氣象事業，自當以民國元年之中央觀象臺開
始」14。1912 年，蔡元培執掌教育部，設立中央觀象臺，遴選天文家高魯任臺長。
該年日本中央氣象台曾召集東亞氣象台臺長會議，所邀請者有上海徐家匯氣象台、
香港英人氣象台、青島德人氣象台、越南法人氣象台各臺長，但未邀中國之中央
觀象臺，乃因該臺本身其實並無氣象之下屬機構。不過，在徐家匯氣象台臺長的
通知下，高臺長還是前往東京參與會議，但卻只能列席。於是他回國後，邀請該
年 12 月從歐洲獲得學位歸來的蔣丙然在中央觀象臺的機構內，籌組成立氣象科，
於 1913 年 7 月正式成立，因此蔣丙然可說是中華民國成立後，由中國人自身創制
之氣象觀測事業的起頭者。他於自傳中如此描寫：15「余亦應邀於此時主持該科，
從事籌劃一切，此為余從事我國氣象事業之開端，竊嘗以能捷足先登而沾沾自
喜」。
在蔣丙然協助創立中國氣象觀測事業的過程中，除了陸續建構各地測候所外，
關於原日本所掌控的青島測候所歸還，也是其人生中一件重要的大事。依照其自
傳所云：16
民國十一年，華盛頓會議，決將青島歸還中國，以王正廷先生任接收督辦，王
先生聘余為籌備接收青島測候所委員，當前往青島與日人所長入間田毅洽商接
收事宜；嗣因日方藉詞中國無此人才，暫時仍由日人經營，俟中國有此人才後，
再行完全移交，故只舉行接收儀式，而實際仍由日人主持，故餘又返中央觀象
臺任氣象科事。

目前，日本側留有當時青島測候所的「測候所引繼狀況報告之件」
，17時間是 1922
年 12 月 18 日午前 11 時，日本側代表為入間田毅，中國側之接收測候所主任便是
蔣丙然。依照該報告指出，蔣丙然與翻譯等人員於 10 時半左右來所辦理移交，但
14

同上註。
蔣丙然，
（四十五年來我參加之中國觀象事業）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刊》
（臺北：中華民國氣象學會，35：2，1994）
，頁
1~8。該文撰寫於 1957 年。
16
同上註。
17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測候所引続状況の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Ref.C03025375000，大正 11 年 12 月
21 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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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氣象觀測業務的延續，待中方有人員可以確實移交後才轉移。
這個狀況也就是說，青島測候所只是形式上的移交，並未實質上的歸還。蔣
丙然在其自傳18內的「青島觀象臺大事簡記」中還特別描述：
關於青島觀象臺接收時因日方要求保留日人仍舊工作，俟中國測候人員養成後，
始完全移交，以致成為未決之懸案，而青島市觀象臺之成立亦較其它機關為晚。
迄至十三年19成立以後，五月間日本中央氣象台臺長岡田武松博士來青調查一次，
對於余一切設施，深表贊同，而十月間日本高級職員即其前任所長入間田毅曾
面遞一意見書，謂：
『中國已有測候人才，可以負責，希望中國政府早結懸案，
以便日本人員早日返國，其次日本所需氣象電報，希早日舉行會議，規定辦法
以便聯絡』
。

這段敘述不止描述整個青島測候所的移交情況，並且清楚記載蔣丙然早於 1920
年代便見過日本近代氣象事業重要推手的岡田武松，並在「解決日本人員懸案」
這一事上，話中有話地認為：
日本政府多方推諉，以致始終未能解決，誠屬憾事。但由此可見日本科學家對
於科學價值之認識，與日本政府文化侵略之野心，而吾人之能努力工作，以得
科學家之同情，尚堪引以自慰也。

依照蔣丙然自傳所記：
民國十三年，青島督辦公署與日本公使商訂測候所辦法八條，青島觀象臺開始
成立，督辦熊秉琦委余任臺長，於是年二月開始一切工作，設立氣象地震科與
天文磁力科兩科及事務處。氣象觀測用二十四小時制，於三月一日開始，德人
初成立之青島簡單測候組織，即於民元前十四年（1896）三月一日開始觀測可
謂巧合。每日公佈天氣圖，天氣預報及天氣報告以便利民眾與進出口輪船。一
切規章大抵均仿照中央觀象臺。20

由此可知，1924 年青島測候所正式從日本側移交回中國，接手擔任臺長的正是蔣
丙然。而這個青島測候所的移交經驗，正是蔣丙然與日本氣象人員的首次重要接
觸，這當中還包含了日本中央氣象台臺長岡田武松。

18

蔣丙然，
（四十五年來我參加之中國觀象事業）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刊》
（臺北：中華民國氣象學會，35：2，1994）
，頁
1~8。該文撰寫於 1957 年。
19

1924 年。
蔣丙然，
（四十五年來我參加之中國觀象事業）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刊》
（臺北：中華民國氣象學會，35：2，1994）
，頁
1~8。該文撰寫於 1957 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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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如果說蔣丙然是中國近代氣象事業的開拓者與奠基者一點也不為過。
1924 年時，中國氣象學會在青島成立也與其有關。根據蔣丙然自傳內對於發起中
國氣象學會一事，他有如此記載：
民國十三年青島觀象臺成立後，頗覺欲促進中國氣象事業，學會實有必要，因
商之高曙青21先生集合同志，發起中國氣象學會，開成立會於青島，十八年22後
遷往南京，歷年年會，均有重要議決案見諸施行。

依此記錄，中國氣象學會在 1928 年中研院氣象研究所成立後，隔年在蔣中正
北伐成功之際，便搬往南京，會務並且靠掛在氣象研究所內，特別是竺可楨自第
六屆起膺任會長，領導氣象學術發展，更是形成整個中國氣象學術研究的重要核
心。不過，中國氣象學會隨著中日戰爭而內遷，與滯留日佔地區的蔣丙然早已脫
勾。戰後緊接著的國共內戰，最後導致中國氣象學會一分為二互不往來。因為從
大陸撤退來臺的氣象研究人員並不多，學會運作陷入停滯，直到 1958 年春時，在
當時臺灣省氣象所所長鄭子政等人提議籌組後，23才在該年八月舉行「中國氣象
學會」24在臺復會之成立大會。
由於蔣丙然在近代中國氣象的開拓時代有著起頭者的角色，中國氣象學會的
發起也與其主持青島氣象觀測事業時的努力有關，雖然竺可楨主掌中研院氣象研
究所後，中國的氣象學術領導者地位由竺所取代，但二戰後僅有蔣丙然這位氣象
學界耆老陰錯陽差地來臺，確實也是唯一位可以連接中國氣象學術脈絡「正統地
位」25的氣象學者。
七、蔣丙然與日本氣象、農業界的交流
後人在研究蔣丙然的生平時，往往會有個疑問，在抗戰期間日本佔領華北時，
蔣丙然是沒有逃到大後方去，而他所經歷的過程究竟是如何？他個人對於這段經
歷在 1957 年 75 歲作於臺灣的自傳中幾乎是絕口不提，在很多的回憶錄裡也找不
到痕跡。從中華民國氣象學會葉文欽轉述其子，臺大機械系名譽教授蔣君宏的回
憶後可以略知，原來是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丙然雖將其子送往重慶，但個人卻還
是留在「淪陷區」
，並擔任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一職，後來甚至還當院長。這個經
21
22
23
24

25

即高魯。
指 1929 年。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學會歷史，http://www.msroc.org.tw/msrochistory/mh5.htm
中國氣象學會之名一直使用至 1972 年退出聯合國以及世界氣象組織，才改為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中國氣象學會在臺復會後，蔣丙然又重任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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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在戰後被當成是附敵的證據，抗戰勝利後在中國被打壓而找不到教職。在此
時，其子蔣君宏因任職空軍，並且因為福建人的地緣關係，而負責空軍在臺灣的
接收任務。當時的臺大校長陸志鴻是蔣君宏的老師，所以透過這層關係，在 1946
年蔣丙然隨蔣君宏來臺北，並於該年底應聘在臺大農學院，撐起所有農業氣象的
課程。
因為蔣丙然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青島測候所過，加上在二戰期間於日本佔領區
的經歷，讓他在戰後初期的中國不得志，卻也因此之故來到臺灣，能快速在臺北
帝大這個地方重新站起來，並且開創另一片天，是其一生中著述最多的時期。不
過因為戰後蔣丙然被視為對日抗戰期間「附敵」的打壓，讓蔣丙然對於這段過往
幾乎絕口不提，成為其橫向連結中國氣象史與臺灣氣象史中的一段模糊地帶。
對於抗戰期間，蔣丙然選擇留在日佔地區，當然有許多的不得已與苦衷，畢
竟大時代的環境，在後方又不一定承諾有教職工作的狀況下，不可能所有的人都
撤退到大後方。蔣丙然在其自傳中，對於中國氣象事業在進入抗戰後的狀況沒有
太多著墨，僅寥寥數語隨即擱筆：26
經過八年抗戰，一切科學事業，均無從發展，氣象事業，自亦不能例外，
勝利以後，一切尚未能恢復正常，自不能有長足進展，而內戰爆發，國府
播遷，氣象事業又復停頓，幾無可述，故暫擱筆。
然而，是否這八年抗戰期間真的一無發展，蔣丙然這八年的時間毫無成績？
蔣丙然因為留在日本佔領的華北地區，並且出任北大教授與農學院院長，自
然在抗戰勝利後會被當成附敵學者打壓。其實，蔣丙然跟日本的淵源，正是他能
銜接中國氣象史與臺灣氣象史的關鍵。他在日本佔領華北期間，應該與當時的日
本氣象人員有著密切的交流。依照目前所存的一份第 11 回日本農學大會出席滿支
代表者之本邦視察補助公文（1940 年 4 月）27（圖 3）來看，蔣丙然正是受到日
本側財團法人農學會於該年 4 月 6 與 7 日在東京舉行之日本農學大會所經費補助
招待的「滿支代表」
。此次蔣丙然的訪日，從 1940 年 3 月 30 日北京出發，經大連
於 4 月 3 日抵達門司。之後隔天門司出發，5 日抵達東京。6 日至 7 日參加第十一
回日本農學大會。會後，蔣丙然陸續參訪了東京、名古屋、京都、神戶各地的農
26

蔣丙然，
（四十五年來我參加之中國觀象事業）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刊》
（臺北：中華民國氣象學會，35：2，1994）
，頁
1~8。該文撰寫於 1957 年。
27
JACAR，
「第十一回日本農学大会出席者満支代表者に対シ本邦視察手当支給ノ件 昭和十五年四月」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
ンター》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f.B05015776100、昭和１５年４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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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設施，最後於 4 月 22 日從神戶出發，經大連於 4 月 26 日回到北京。此行，蔣
丙然受財團法人農學會的補助，領取了六百圓的補助經費，也與日本農學界有了
密切的交流。
依照師大地理系名譽教授陳國彥老師的回憶，28他的恩師福井英一郎在二戰
期間曾經任職於華北觀象臺，也與蔣丙然熟識。當陳國彥老師在日本求學時，返
臺省親曾替兩方互傳訊息託帶事物。據查，福井英一郎曾在 1944 年時擔任國立華
北觀象臺的簡任代理副臺長，29為日人最高層級的長官。據陳國彥老師的回憶，
因為這層關係，蔣丙然與福井英一郎有私交，雖然曾因為附敵被打壓，但仍持續
與福井有聯絡，親筆信函也常由陳國彥親手替雙方轉交。這一層關係，幾乎不見
於任何蔣丙然自述的回憶錄內，不過透過替雙方傳遞訊息的陳國彥老師，才獲得
證實。
八、劉衍淮與空軍氣象的遷臺
戰後的臺灣氣象學術發展，因為竺可楨的「附匪」未來臺灣，加上蔣丙然抗
戰期間的「附敵」
，都相當程度地衰弱了整個中國氣象學界在臺灣的影響力。雖然
說，中國氣象初創時的開路先鋒蔣丙然，在二戰期間留於日佔下北京大學農學院
的機緣，讓他來到臺大初期，能順利接手在日本時代也屬於農學部的臺北帝大氣
象學講座之農業氣象部分，但實際上影響力仍屬有限，真正整個架構均隨國民政
府播遷來臺，且有廣泛影響的，則是以劉衍淮（1908‐1982）為首的空軍氣象體系。
劉衍淮是山東人，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後，1927 年時錄取參加「西北科學
考察團」
。該團主要的任務之一，是為了開闢歐亞間橫斷飛行的航路，因此有此一
考察計畫。不過，劉衍淮與該團內之成員李憲之，在任務結束後，於 1930 年一起
從新疆到德國柏林大學就讀並獲得博士學位。在劉衍淮所寫的「我服膺氣象學五
十五年(1927‐1982)」30之自傳中，對於他自身的求學過程與服務氣象學界有非常
詳細的介紹。據他所記：
第三年31開始我就以『中國東南沿海天氣與氣候之研究』作為我的論文題目，搜
集與整理資料，所幸柏林大學氣象研究所有甚完全之我國及鄰區氣象資料。可供
使用，費時二年終於完成此一論文(德文)，先經指導教授所長費凱(H. V. Ficker)及
28
29
30
31

依照 2012 年 3 月 14 日陳國彥老師口訪記錄。
JACAR，「国立華北観象臺日籍職員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Ref.B02031710800。
劉衍淮，《劉衍淮我服膺氣象學五十五年(1927-1982)》（臺北：地理學研究，6，1982）
，頁 1-8。
應為 19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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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氣候學教授柯諾克(K. Knoch)審查通過，再定 1934 年 5 月 17 日舉行口試。

劉衍淮於 1934 年 7 月獲得博士學位後，返國受聘為北平師範兼清華大學教授，
後受竺可楨推薦，南下杭州進入中央航空學校，講授航空氣象學。他在空軍的階
段，培育出許多的氣象人才，甚至許多飛官與日後的空軍高階領導人員，都曾經
上過他的氣象課程，也都要尊稱他為老師。在他親自撰寫的自傳中，是如此描寫
他「教授空軍氣象二十三年」32的經歷：
民國二十五年秋應杭州筧橋中央航空學校之邀，到該校接洽到該校任教事宜，於
十月六日到差……。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航校遷往雲南省會昆明，並改稱空軍軍官學校……。
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航空委員會測候訓練班奉命成立，我以官校氣象台臺長
兼訓練班班長，收訓停飛學生，第二期開始即向外招生，在昆朋一直訓練到第五
期氣象生畢業。三十三年氣訓班奉命與通信訓練班合併成立空軍通信學校，氣訓
班奉令由昆明遷移四川成都，併入空通校。以鳳凰山機場舊日轟炸總隊營房為班
址，開始第六期及以後諸班氣象軍官班等之訓練，余除任班主任外兼授重要氣象
及地理課程，直至三十八年底共匪倡亂，國軍失利，成都吃緊，於氣象班十期畢
業後方自成都撤退來臺，測訓班在三十六年改稱空軍氣象訓練班直隸空軍訓練司
令部；到三十八年十二月撤消，來臺至四十年又在通校恢復，繼續訓練各期班學
生，嗣後氣訓班仍由余主持，一度由通校改隸空軍官校，四十九年七月一日我奉
准退役，脫離軍職，改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教授兼主任。

劉衍淮從 1936 年進入空軍，直到 1960 年退役，歷經了中日戰爭及國共內戰，
並且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將整個空軍氣象體系完整地從中國大陸搬遷至臺灣。
依照陳國彥教授的口述回憶，在 1950 年代初期的臺灣，33唯一能夠完整學習氣象
領域學科的地方，只有空軍氣象一個管道。因此他在預官訓練時，受到劉衍淮的
啟發，而踏入氣象氣候研究的領域。
九、氣象學界隱身於地理學界內的重生
雖然說，目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之前身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在 1946 年 6 月成
立時便設有歷史與地理合併一起的史地學系，不過這屬文學院內的史地科系，當
時較為偏重人文地理，並無太深入的氣象教學與研究。由於竺可楨以及大部分中
32

33

劉衍淮，《劉衍淮我服膺氣象學五十五年(1927-1982)》（臺北：地理學研究，6，1982）
，頁 1-8。
依照 2012 年 3 月 2 日陳國彥老師口訪記錄，陳國彥老師於 1954 年畢業入伍，為空軍預訓班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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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氣象學界在國共內戰時選擇滯留大陸，受到這些「附匪」氣象學者的影響，在
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要在臺灣成立氣象科系並不容易。而此時，受到蔣中正器重
的張其昀，在其擔任教育部長的任內，卻有了突破性的改變。
張其昀於 1954 年 5 月底至 1958 年 7 月中擔任教育部長，他堅持要在臺灣大
學內設立地理學系，而且不能放置於文學院內，應設於理學院教育部才予以補助。
34

於是，在他的堅持下，1955 年 8 月時臺大於理學院內成立地理學系，並且分設

地理組與氣象組，35英文系名甚至直接稱為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Meteorology。這個架構相當地詭譎，整體中文系名稱之為「地理」
，但轄下卻是
地理與氣象並重，而非單純從學科特性分為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從教育部高層
直接指揮，利用「地理」之名偷渡「氣象」科系之實的操作，確實讓臺灣戰後的
氣象學術發展得以開展。
而臺大地理系的設立，也讓早於 1946 年 12 月在臺大農學院內設置「氣象研
究室」
，固守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基地氣象館的蔣丙然，順勢進入臺大地理系氣象
組。依照王秋原老師於 2003 年的口訪記錄指出：「從地理系設立開始，最早是在
現在的氣象館，以當時的人數與眼光來看，實際上空間並不小。系館前方有很大
的廣場，為氣象觀測坪，也是屬於地理系的」（圖 1）。可見，雖然從科系的體制
上而言，是蔣丙然被收編入新成立的地理系（氣象組）
，但從實際的操作來看，其
實是地理系新成立，而用了原本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的建築。不過，這個變革，
也讓固守氣象館將近十年的蔣丙然，終於透過這個氣象隱身於地理系內的操作，
重新進入氣象學術的道路。而更耐人尋味的是，後來臺大地理系的小黃樓新建築
落成，地理組搬遷入（與心理系共用）
，但氣象館依然由臺大地理系的氣象組使用。
張其昀的學術脈絡主要走的是人文地理方向，對於歷史地理也有不少著墨，
但他的影響力，堅持於臺大理學院內設置地理系，且均分成地理組與氣象組，影
響了臺灣地理界與氣象界日後的發展。張其昀卸任教育部長後籌辦的中國文化學
院（今中國文化大學前身），也延續了臺大地理系類似的作法。
中國文化學院成立於 1962 年，首先開辦中國文化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當時共

34

王洪文教授 1999 年訪談，出自《2003 年地理系黃樓懷舊特刊》
：
「我們的推手是張其昀，文化大學創辦人，在大陸很有
名」
，
「當教育部長，他是學地理的，他說我一定要成立地理學系，就在我們臺大，臺大也不願意…..」
，
「張其昀說一定要
成立，教育部長說沒錢我給你錢，而且要在理學院。」
35
同樣出自王洪文教授 1999 年訪談：
「張其昀說地理就是理學院的。他說外國都在理學院，一定要在理學院，地理組三位，
氣象組三位。」上述的三位是指師資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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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十二個學門，「地學」即為其中之一。1963 年該校成立大學部，設立十五個科
系，其中也包含地學系，也如同臺大地理系一樣，分為地理組和氣象組。至於該
校先前成立的研究所部分，亦於 1964 年改為地學研究所。
從臺大與文化的脈絡，皆可以看到張其昀的影響。他所經手成立的地理系或
地學系所，均放置於理學院，且內部等分成地理組和氣象組，讓氣象學術可以在
地理的招牌下低調地逐步重建與重生。
在這個氣象學界隱身於地理招牌的 1960 年代，因為戰前臺灣的氣象學術脈絡
在臺灣幾乎中斷，中國氣象學界也多滯留大陸未跟隨來臺，在亟需師資的情況下，
空軍氣象體系的教官，便成為這些「氣象組」網羅的對象。
劉衍淮在 1960 年退役，但他選擇進入了省立臺灣師範學院（今臺師大）的史
地學系，該系於 1962 年分成歷史與地理兩系。劉衍淮在自傳中如此記載：
「從民
國四十九年八月一日起余專任臺灣師範大學史地系教職，講授氣象學、氣候學、
地圖學、地形學等課程」，「五十一年度起師大史地系分為歷史、地理兩系，余只
任地理系教授」，「專任教授至民國六十七年暑假余屆滿七十歲，照規定退休，改
為兼任教授」
。36
除了劉衍淮，許多來自空軍氣象的人員，特別是空軍氣訓班37出身的退役教
官或高層領導者，也循此管道進入大學的氣象學術體系，成為這段氣象學術界隱
身於地理傘下的時代現象。當時，從空軍進入臺大地理系氣象組的專任或兼任教
師有薛繼壎（曾任職於空軍氣象總隊）、亢玉瑾（空軍氣象總隊副總隊長退伍）、
彭立（空軍氣訓班 9 期出身，美國 MIT 博士）、殷來朝（曾擔任空軍氣象中心主
任）等，進入文化地學系氣象組的有鄭子政、38戚啟勳（美空軍氣象專科學校，
曾任空軍氣象聯隊副聯隊長）、曲克恭（空軍氣訓班 6 期出身）、陳毓雷（空軍氣
訓班 8 期出身）、嚴夢輝（空軍氣訓班 9 期出身）等。39到了 1968 年時，中央大
學成立了國內首創之大氣物理學系，並分大氣物理組及高空物理組，在沒有高掛

36

劉衍淮，《劉衍淮我服膺氣象學五十五年(1927-1982)》（臺北：地理學研究，6，1982）
，頁 1-8。
空軍氣訓班是空軍氣象訓練班的簡稱，其期別雖然延續編排，但所屬單位卻有所更迭。1939~1944 年間稱航空委員會測
候訓練班，1945~1947 年間屬空軍通信學校測候訓練班，1947~1948 年間為空軍測候訓練班，1948~1949 年間又稱空軍氣
象訓練班。遷臺後，1951~1956 年間為空軍通信學校氣象訓練班，1956 年起又改屬空軍軍官學校氣象訓練班，直到 1960
年 1 月劉衍淮退役前，以上各單位之主任均為劉衍淮。嗣後，1960 年中後改屬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氣象訓練班，直到 1996
年改制為空軍航空技術學校總教官室氣象組，2002 年後再改為空軍航空技術學院一般學科部軍事氣象系迄今。
38
鄭子政於 1944 年 8 月借調軍統局，擔任「中美合作所」氣象總站少將總站長，負責敵後淪陷區之氣象秘密消息工作。
戰後來臺曾任中央氣象局局長兼臺灣氣象所所長，退休後於 1966 年轉任教職。
39
王時鼎，《人在江湖老第二冊氣象篇》（臺北：自刊本，2011）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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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之名的情況下，以大氣物理的學科名稱出現。40或許是因為竺可楨等氣
象學者「附匪」的影響逐漸減小，而氣象學術研究確實也應該要被重視的需求下，
文化地學系氣象組獨立出來於 1970 年 4 月改制為氣象系（1992 年更名為大氣科
學系），而臺大地理系的氣象組，也於 1972 年時獨立出成為大氣科學系。
十、結語
臺灣在日本統治時代的氣象學術發展脈絡，主要是以臺北帝國大學氣象學講
座，以及從日本中央氣象台橫向移入的臺灣總督府氣象台為主幹。不過，在二次
大戰結束後，這兩股勢力所承擔的氣象學術研究能量，快速在臺灣崩解。雖然在
1920 至 1940 年代間，中國的氣象學術已有發展，但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國民
黨撤抵臺灣時，以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為首的中國氣象學者，幾乎均未跟隨國
府來臺，造成二戰前已有所成績的中國氣象學術脈絡，無法與臺灣的氣象學術發
展銜接。而中國氣象學界代表人物竺可楨的滯留大陸，也導致二戰後將近二十多
年間，臺灣氣象學術界必須隱身在地理學界中發展的命運。
在二戰後臺灣、日本與中國氣象學術脈絡斷裂的這個時期，中國氣象事業奠
基者蔣丙然，卻因為從 1920 年代開始與日本氣象界的接觸，二戰期間也滯留日佔
地區與日本農學界往來密切，因而順利接手了臺北帝大氣象學講座的農業氣象部
份，意外銜接了臺灣在二戰前後的氣象學術脈絡。此外，另一影響二戰後臺灣氣
象學術發展的關鍵勢力，則是在 1949 年時，幾乎完整搬遷至臺灣的空軍氣象體系，
並提供了臺灣氣象學術界早期主要的師資來源。在 1960 年代，張其昀特意安排讓
氣象隱身於地理傘下的低調重建，到 1960 年代末與 1970 年代初，地理科系中的
氣象學門陸續獨立出來，臺灣氣象學術脈絡在二戰後的斷裂，終於在將近四分之
一世紀後重新再生。
誌謝
本文完成，特別感謝中央氣象局南區氣象中心的支持，研究團隊李衍民、楊
明錚、郭承鑫、張定祺，以及范燕秋、張幸真在資料收集與整理上的協助。本研
究 在 中 央 氣 象 局 計 畫 MOTC-CWB-101-M-02 ， 與 國 科 會 計 畫 (NSC 99-2111-M003-001-MY3)資助下所完成，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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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成立後，從空軍轉任的有胡三奇（曾任空軍氣象班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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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臺灣氣象研究會的成員
姓名
人見次郎
石黑英彥
小栗一雄
大島金太郎
荒勝文策
淺香貞次郎
井手薰
磯永吉
小川嘉一

顧問
會長
副會長
幹事

加福均三
工藤祐舜
佐治孝德
澁谷紀三郎
白鳥勝義
杉村鎮夫
鈴木新治
鈴田巖
關文彥
寺本貞吉
中村秀太郎
富士貞吉
堀內次雄
八谷正義
山瀨昌雄
山本亮
與儀喜宣
三宅福馬
三宅勉
三宅捷
皆吉質
庶務部委員
書記

佐治孝德
矢野榮治
小島猛
宗藤大陸

職稱
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長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長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長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物理學講座)
臺灣總督府技師海事課長
臺灣總督府技師營繕課長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熱帶農學第三講座)
臺灣總督府事務官土木課長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工業部長
兼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有機化學講座)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植物學第一講座)
臺灣總督府事務官營林所庶務課長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農藝化學第一講座)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氣象學講座)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農業工學講座)
海軍軍令部參謀
臺灣總督府御用掛海軍大佐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種藝科長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林業部長
臺灣總督府測候所技師臺北測候所長
臺灣總督府技師土木課長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技師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長
兼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長
臺北帝國大學農林專門部教授
臺灣軍司令部航空參謀陸軍少佐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農藝化學第二講座)
臺灣總督府技師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長
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技師植物病理科長
臺北帝國大學教授(生物化學講座)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教授
兼臺灣總督府技師
臺灣總督府事務官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庶務係主任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屬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屬

1
V
V
V
V

2
V
V
V
V
V
V
V

3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資料來源：《臺灣氣象研究會誌第一號》、《臺灣氣象研究會誌第二號》與《臺灣氣象研究會誌第三號》。

說明：表內以打 V 方式，整理三個時間點的臺灣氣象研究會成員狀況，1,2,3 分別代表 1930
年 4 月、1930 年 12 月與 1931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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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北帝國大學氣象學講座之建築與觀測坪。此照片約攝於 1970 年代初，
目前該建築為臺大大氣系 A 館。

圖 2: 臺灣氣象研究會成立時第一次幹事會的合照。拍攝於 1929 年 12 月 25 日，
臺北南門町石黑會長宅。本圖取自《臺灣氣象研究會誌第一號》

21

圖 3: 蔣丙然受到財團法人農學會之補助，擔任滿支代表，參加 1940 年 4 月於東京舉
行之第 11 回日本農學大會。此為蔣丙然接受補助之「本邦視察補助公文」與領
取 補 助 款 之 領 收 證 。 檔 案 取 自 JACAR （ 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ー ）
Ref.B05015776100、昭和１５年４月５日「第十一回日本農学大会出席者満支代
表者に対シ本邦視察手当支給ノ件 昭和十五年四月」（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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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念陶詩言大師
劉廣英 1

葉文欽 2

1

2

中國文化大學特約講座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秘書處退休

引 言
「2012 年 12 月 17 日 14 時 14 分，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陶詩言病逝於北京，
享年 95 歲。」；「2012 年 12 月 23 日，氣象各界在北京八寶山，為陶詩言院士舉
行遺體告別儀式。」；「民國 101 年 12 月 25 日中午，中國文化大學在大恩館 12
樓會議室，為該校名譽理學博士陶詩言院士，舉行辭世追思會；張鏡湖董事長親
自講述陶詩言院士生平事蹟。」
為何陶詩言會受到兩岸氣象界如此的高度重視？可由其生平與成就知其端
倪。
生平經歷
民國 8（1919）年 8 月 12 日，陶詩言出生於浙江嘉興一個中學老師的家庭，
年青時陶詩言熱愛體育運動，是學校出色的足球隊員。抗戰爆發之後，民國 27
（1938）年陶詩言離開家鄉，隻身前往大後方，考上遷校到重慶的中央大學水利
系，由於當年在後撤過程中，一路受盡惡劣天氣之苦，使他第二年轉學到與「水」
關係密切的地理系「氣象專業」，民國 31（1942）年從中央大學畢業，他和同班
同學顧震潮、黃士松，對 1949 年之後的大陸氣象界非常有貢獻。晚年在接受「華
風影視集團」錄影訪問時，陶詩言對當年的轉系決定所說的話是「也許我矇對了」。
陶詩言畢業後被留在系上當助教，民國 33（1944）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的趙九
章代所長來校徵才，從此陶詩言轉到中研院工作，再經「中國科學院」的地球物
理研究所、大氣物理研究所時期，陶詩言在中國的最高研究機構，服務長達 68
年（1944‐2012），連同學習階段，其氣象生涯超過 70 年，非常了不起！
1949 年 10 月 1 日共產黨的「新中國」成立，中共將國府的中央研究院改稱
為中國科學院，而對原中央氣象局則是另成立新的「軍委氣象局」替代，由原中
大氣象教授涂長望出任首任局長。第二年韓戰（抗美援朝）爆發，因氣象對戰爭
有很大的影響力，在中科院支援下，於軍委氣象局內（附近的五塔寺）
，建立「聯
25

合天氣分析預報中心（聯心、1950‐1955）」
，陶詩言出任副主任。這五年實際作業
所累積之經驗及撰寫的研究論文，陶詩言說，是他建立被認為是「中國天氣學權
威」及「與作業單位維持特別良好關係」的主要原因，因為他的名聲不是建立在
科學院，而主要是發跡在氣象作業界。因而中國氣象局的「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
一直聘任他為院士之一，出席指導各種重要的天氣會商，其權威性可見一斑，也
是這次受到各省及地方氣象局的悼念的原因。
自 1956 年起，陶詩言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之後的大氣物理研究所）研
究員，同年並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1980‐1984 年任大氣物理研究所副所
長、代所長，文革之後 1980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4 年改稱「院士」），
當年被選上的氣象院士還有：葉篤正、謝義炳、高由禧、程純樞、曾慶存等六位。
1986‐1990 獲選為大陸中國氣象學會第 21 屆理事長，1978‐2005 長期擔任中科院
大氣所學術委員會主任，1978‐1992 則為大陸第五、六、七屆的「全國政協委員」，
此外陶詩言還擔任國內、外的各種主任、委員、代表、顧問、主席等職務，有些
雖是榮譽職，但大部分還是長期借重陶老的專業知識，出席會議提供具體建言，
所累積之不朽貢獻。
在所有參與工作當中，1965 年到 1974 年間「兩彈一星」實驗期，多次為「原
子彈、導彈、人造衛星」的試爆、發射，提供精確的「氣象保障」服務，陶詩言
因而榮獲個人的一等功、二等功及多次集體一等功獎勵；此一高度保密任務讓他
未受文化大革命波及。文革之後迎來「科學的春天」，陶因而於 1978 年獲全國科
學大會獎，1987 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1992 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一
等獎，1996 年獲香港「何梁何利」基金會的科學與技術進步獎。
在各項科學研究中，陶氏的亞洲季風，長江梅雨都是國際著名之作，其論文
經常為包括文大董事長張教授鏡湖博士在內的學者所引用，2007 年受到劉兆漢與
李羅權兩位中研院院士之推薦，獲頒中國文化大學榮譽理學博士學位。當時遵醫
囑不適遠行，張董事長與李天任校長，以及理學院長兼地學所所長劉廣英，特專
程到大物所頒授學位證書，實為難得之創舉。
學術成就及影響
在錢偉長院士的推動下，大陸科學出版社 2011 年正式出版全套的「20 世紀
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概覽」
，單單「地學卷」就有六大冊，大氣科學分冊所選的氣
象學家共 30 位，「陶詩言」院士部分，由他的學生丁一匯、衛捷負責撰寫，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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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閱陶老著作及事蹟，在他所奉獻的「天氣學、氣候學、衛星氣象學、中尺度動
力氣象學、大氣污染氣象及大氣環境」等專業領域，陶詩言有他的創見性理論觀
點，並開創新領域的研究及應用，在主要科學研究成就方面，歸納為七項：
（一）東亞寒潮爆發與路徑；
（二）亞洲大氣環流的季節突變；
（三）中國的梅雨；
（四）中國衛星氣象學的研究及其應用；
（五）暴雨發生機制和預報方法；
（六）東亞季風理論與預測方法；
（七）災害天氣氣候機理和預測。
陶詩言也是一位把「氣象研究與氣象業務」有機結合在一起，重視從實踐業
務研究，主張「提出問題、提供素材、牽引發展」
，堅持科研成果要為氣象業務所
用，堅持「唯實」學風的科學家。其學術思想及影響可歸為四點：
（一）瞄準國際氣象科學前沿，引領學科發展；
（二）始終以國家重大需求作為研究主軸與方向；
（三）科研成果要為氣象業務所用，為國防建設和氣象事業現代化作貢獻；
（四）學風正派，淡泊名利，堪為楷模。
陶詩言非常感謝趙九章所長，當年對他嚴格扎實的關注與訓練。早在民國 38
（1949）年 5 月所出版的「氣象學報」第 20 卷，所刊出的 13 篇氣象論文當中，
陶詩言獨撰 2 篇、合寫 1 篇為數最多；20 世紀 60 年代日本「氣象紀要」雜誌有
一期，其中半數以上刊登陶詩言的學術論文；就諸多中國當代天氣預報的理論和
方法及相關課題研究，陶詩言所發表的科學論文達 120 餘篇；專著 10 本，其中「中
國之暴雨」堪稱代表作，另為慶祝陶老 80 華誕，學界門生們所編撰的「東亞季風
和中國暴雨」，也是總結了解陶詩言的學術成就及影響代表作之一。

兩岸氣象科技交流先河
大陸的中國氣象學會在紀念陶老的專文中，稱贊陶詩言是「兩岸氣象科技交
流先河」，這的確不假。

27

大陸在 1978 年確立「改革開放」政策，當年召開全國科技大會、全面恢復高
考（大學入學考試）
、派遣資深人員出國留學等措施。所以當 WMO 主席菲律賓氣
象局長 Kintana，願利用「颱風實驗計畫：TOPEX」會議為兩岸牽線。1982 年 11
月 20‐24 日在馬尼拉，兩岸氣象局長（吳宗堯、鄒競蒙）都出席，陶詩言是大陸
代表之一，陶老說：
「因為臺灣五位代表中，王崇岳早年在大陸中央大學畢業，張
隆男是現在中大大氣物理系主任，算是中大的校友，所以他臨時加入的。」當時
我方政府是「三不政策」
，後來與會的王時鼎在回憶專文中提及，菲方安排王崇岳
教授坐在鄒競蒙旁邊、陶詩言代所長坐在吳宗堯旁邊，吳與鄒則一直沒有正式的
對話，但兩岸氣象已有第一次的交流；1984 和 1986 年又在馬尼拉開過兩次會，
這兩次的團長由雙方的副局長擔任，他們就自由自在多了，雖「公交」要看政府
政策，但「私交」則已請託對方代探訪家人了。
1987 年底作為大陸氣象學會的理事長，陶詩言給香港天文臺岑柏臺長一封信
函，提及：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和臺灣當局開放到大陸探親，海
峽兩岸的氣象學者常常會在國際學術交流的場合中見面接觸。因此，包括外籍華
裔科學家在內的許多學者建議，召開有兩岸氣象學者包括國際華裔氣象學者參加
的學術討論會，以推動海峽兩岸的氣象科技交流。大家普遍認為香港是辦這樣會
議的實當地點，可否由香港天文臺來組織辦這個會議。」這是陶詩言私人給好友
的建議，1988 年初，信件由香港有關當局轉到北京政府，曾經引起一段風波，好
在國家氣象局鄒競蒙局長非常支持。美方由 NCAR 出面，大陸方面由氣象學會組
織、臺灣方面由蔡清彥教授全面推動，吳宗堯局長幕後支持，具體由各方都很熟
習的張智北教授出面穿梭交涉，正式會議定在 1989 年 7 月 6‐8 日在香港大學舉行。
沒想到 89 年春季北京爆發嚴重的政治風暴，經過張教授鍥而不捨的努力追蹤協調，
「東亞及西太平洋氣象與氣候國際會議」如期在香港召開，而讓這兩岸氣象交流
的研討會，成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期間破天荒，唯一由官方准許的一個有大陸
科學家參加之海外活動。總共有 72 位氣象和海洋學者出席，美籍華裔 14 位、臺
灣 19 位、大陸由陶詩言擔任團長共 21 位，全程以中文發表，是兩岸分離 40 年來
第一次。有關這次得來不易的交流，張智北教授和彭光宜秘書長，多年事後才有
詳細的回憶文刊登出來；1992 年在香港召開第二屆會議時，在雙方代表交流溝通，
與兩位領隊同意下，闢室商討會議後續發展，大家的共識是應移回臺北或北京召
開。後來決定先在臺灣舉辦。隨後有 1996 年在中壢中央大學之第三屆與 1999 年
在杭州之第四屆會議。後來兩岸氣象交流漸增，該會議隨即轉化為以雙方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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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體的交流。香港方面也因此正式組織了氣象學會，香港氣象界並以「氣象學
會」的名義，於民國 98（2009）底正式來臺訪問。
1992 年第二屆的香港會議，除完成兩岸「氣象學術期刊交換」的交流，也為
兩岸共同慶祝「氣象學會創會 70 周年紀念」達成共識。民國 83（1994）年 3 月
22‐26 日，大陸氣象學會正式組團，在團長陶詩言院士率領下抵臺，參加緊接著
七十周年紀念大會後的「海峽兩岸天氣與氣候學術研討會」
，在會後綜合討論上，
陶院士特別介紹未來幾年，大陸方面要推動的主要國際研究計畫，其中重要的 IOP
都訂在 1998 年，他覺得我們如果 TAMEX 有個子計畫，也可相互配合。後來臺灣
實際也參與國際間，大規模的南海季風實驗（SCSMEX）。有關這第一次大陸代表
團來臺參訪，學會的會刊和大陸的彭光宜秘書長，都有詳細紀錄留存。當年 10
月 5‐9 日臺灣代表團在陳泰然理事長率領下，第一次到北京以同樣方式參加研討
會。2004 年配合氣象學會八十周年慶，劉廣英理事長帶隊到北京延慶的大城堡參
加兩岸研討會，陶詩言特由北京趕來參加，並回顧從 1982 年起他參與的兩岸交流。
自此之後，包括民航氣象在內，海峽兩岸之間的氣象交流，就非常地常態化，我
中央氣象局與大陸中國氣象局專業人員已由研討會，進入實務互動，特別是「直
航」之後，兩岸航空氣象人員，已能直接到對方的航空氣象單位，相互實習觀摩
見學。
與臺灣的特殊關係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分裂 60 多年，自民國 76 年 11 月 2 日起方得不管「先來後
到」，都可以回去探望家人或尋根。在此之前，大陸人民只要「有臺灣關係」，可
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連從國外留學因愛國而回去「建設
新中國」者，都不能逃脫制裁，包括後來被授予「兩彈一星」功勳勳章的學者專
家也不例外，氣象界唯一得勳章的趙九章（1955 年和涂長望一起獲選為院士），
和南京大學氣象系的徐爾灝系主任，下場都很不幸；北大李憲之是位「被掛了起
來的人」，大氣所葉篤正曾寫下「我不是特務」，…，太多太多的學者專家都不能
倖免。但是陶詩言很意外，在著名的大陸氣象學者當中，他是與臺灣關係最密切
的研究員；除保密得當不敢聯絡外，這主要是得利於 1965‐1974 年間，他參與「兩
，沒有
彈一星」的氣象保障服務，加上他不曾出國留學，使他成為所謂「逍遙派」
受到紅衛兵的任何為難，以後還領導空軍的一批氣象人員，在 1970 年代後期，首
先發展大陸衛星氣象學的「接收、研究及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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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飆期」過後的 1982 年，在馬尼拉，陶詩言向臺灣代表團表達，請代向「空
軍氣象大老：劉衍淮、朱文榮、陸鴻圖及鄭子政諸先生問候之意」
；他還告訴王時
鼎：
「抗戰時，他原擬也進入空軍，但當時的空軍氣象總隊長陸鴻圖，勸他還是待
在中央研究院為好。」他父親（陶傳鼎）和劉衍淮是空軍的同事，由於氣象研究
所不搬遷、妹妹還在大陸，陶詩言就留了下來，並北上北京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
究所，至過逝為止。而他的父母、兄弟一家人都來到臺灣。王時鼎返臺之後，立
即透過浙江同鄉會尋找，很快為這分離的一家人聯絡上；1994（民國 83）年大陸
代表團第一次踏上臺灣的土地，陶詩言對接待的葉文欽說：「明（3 月 25 日）天
到中大和民航局的參訪，請丁一匯帶團，我就不去了，因為我必須去為父母、大
哥上墳，也探望大嫂，並和子姪們見面。」
正式開放探親之後，他的同鄉戚啟勳最早回浙江探親，並北上北京拜會氣象
界的老朋友們，他還帶回很多氣象專著，推薦明文書局出「繁體字版」
，其中有一
本就是陶詩言的「中國氣候新論」
。民國 96（2007）年 3 月，中國文化大學特授
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以表彰陶詩言院士在學術研究及業務成就的貢獻。
哲人已駕黃鶴去，獨留追思在塵寰。在此謹祝陶老一本「瞄準國際氣象科學
前沿，引領學科發展」宿願，繼續引領氣象學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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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團體會員中國文化大學張董事長鏡湖教頒授榮譽博士證書給陶院士

張董事長與李天任校長致贈陶博士紀念品

出席觀禮的貴賓（部分）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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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中國近現代氣象學界若干史跡」有感
葉文欽
空軍氣象退伍、學會秘書處退休
引

言
民國 101（2012）年海峽兩岸的年度氣象交流，行程正好相反，9 月份大陸先

來臺、12 月份臺灣再去大陸參訪。氣象出版社王副社長特托衛星中心苟副主任，
帶來這本「氣象科技史研究」的新書，本書作者為南京氣象學院（現南京信息工
程大學）陳學溶教授所撰著，他和戚啟勳教授（空軍氣象聯隊副聯隊長、中央氣
象局簡任技正、中國文化大學氣象教授）
，是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訓練班的
同學。所談內容絕大部分是 1950 年之前的氣象往事，「這些事」在大陸和臺灣，
現在兩岸之氣象人都不熟悉，陳教授是當時的見證者，他的記憶力和考證度都很
精準，不但將他所親歷的氣象事件記下來，也能將現代人記述錯誤的氣象歷史，
以證據加以說明補正。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的陶詩言院士，特為本書寫序，
陶院士指出，本書「以中國氣象事業發展為主線，憶人記事，或為親身經歷，或
經考據論證，重史實，慎評論。」所謂「近代」是指 1840（鴉片戰爭）到 1949
（國共內戰）年之間，「現代」一般指 1949 年後（海峽兩岸）時期。
有關早期的氣象學會
民國 83（1994）年 10 月，為慶祝兩岸同根的氣象學會 70 週年紀念，來自南
京的陳學溶教授，在北京時特向來自臺灣參訪團的陳泰然理事長，交流一篇有關
我國氣象學會的歷史文章。經理監事會討論，「中國氣象學會早期事略」，是兩岸
雙向交流後，作者提供全文照登在學會會刊（民國 84 年，36 期 1 號）的大陸文
章。這「早期」是指民國 13（1924）到 38（1949）年共 25 年的學會歷史。
這是一篇我國很珍貴、有意義的「學會歷史文獻」
。很多的人、事、時、地、
物，包括前後共 16 屆大會的：「名譽會長、會（理事）長、副會長、理事、總幹
事、幹事、總編輯、編輯幹事、編輯委員、特約編輯，學會所在地」
；每屆年會的：
「召開地點、主持人、出席人數，宣讀論文的篇數、作者、論文題目」
；及學會的
氣象刊物，有民國 14（1925）年的「中國氣象學會會刊（第 1 卷起）」、民國 24
」、民國 30（1941）年更名為「氣
（1935）年 7 月改為「氣象雜誌（第 11 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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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學報（第 15 卷起）」，前後共出過 20 卷的經過，陳教授均一一查出。創會早期
時出刊較正常，到抗戰、內戰期間，不管年會或期刊都較無法正常運作。但從這
些內容，還是能與在臺復會的氣象學會，聯繫起密切之關係來。
中共新政權成立以後，大陸重新組建「軍委氣象局」
，五年後轉為「中央氣象
局」
；也召開過新三屆的氣象學會大會，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氣象局被
併入軍方系統；氣象「學會和學報」被迫中輟 13 年之久，到 1979 年才全面恢復。
後來他們將 1950 年起的兩位理事長，竺可楨的任期統稱為第 17 屆、趙九章的任
期稱為第 18 屆，這樣就能接續到國民政府時代氣象學會之屆數，1979 年選出葉
篤正博士為第 19 屆理事長，並嚴格規定每屆改選之任期為四年；而「氣象學報」
則接原卷數出刊，這樣也和民國時期的學會學術期刊接上關係；大陸從 2002 年伍
榮生任理事長起，氣象學會才開始每年召開會員代表大會，並聯合十來個專業委
員會同時舉辦「學術研討會」。民國 44（1955）年，在臺「氣象學報」先復刊，
交由「軍民聯合預報中心」編輯，但從第 1 卷開始，民國 47（1958）年在臺灣省
氣象所，中國氣象學會再選出創會時的蔣丙然教授，為復會的第 1 屆理事長，每
年一定召開一次會員大會，稱之為一屆。兩岸的氣象學會淵源是相同的，在前 25
年只有一個，1949 年之後，北上北京及南下臺北各自發展，從 1950 到 1981 年間，
兩岸氣象界沒有任何往來；民國 71（1982）年先在海外的馬尼拉，民國 78（1989）
年在香港以兩岸為主的國際研討會，到民國 83（1994）年借著創會 70 週年，建
立雙向直接交流，「氣象學會」成為兩岸氣象界溝通的紐帶。
有關竺可楨與氣象教學及研究所
竺可楨與胡適…等，是「庚子賠款」第二屆留學美國的，原在伊利諾大學得
「農學碩士」學位，後在哈佛大學以研究遠東颱風得「氣象博士」學位。民國 7
（1918）年回國後，先後在：
「武昌高師、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和中央大學」等高
等學府執教近十年，於東南大學創地學系（含氣象組）為系主任，最早為我國培
訓大學的氣象（地理）專業人才；民國 16（1917）年 12 月應蔡元培之邀，出任
中央研究院「觀象臺」負責氣象部份之籌備工作，民國 17（1918）年 2 月因此辭
教職，全心投入擔任氣象籌備主任（以後任所長）
。由於陳學溶是氣象研究所訓練
出來的學生，所以本書有一半以上的文章，都與他的恩師竺可楨有關。
蔣丙然和竺可楨兩位博士，是我國氣象界的第一代宗師，蔣丙然長期在北方
（北京、青島）
，晚期（民國 35 年 12 月之後）在臺北最早開啟臺灣大學的氣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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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竺可楨回國後就以大學的氣象、地理之教育為主，建立氣象研究所後也開辦
氣象學習（訓練）班（共四期）
，故竺可楨培養出的人才，往後對我國的氣象地理
教育、作業實務之影響較為深遠。在大學裡教出的學生中：黃廈千、胡煥庸、呂
炯、張其昀、朱文榮、陸鴻圖、鄭子政、李鹿苹…等；在氣象訓練所訓練出的學
生中：史鏡清、殷來朝、徐寶箴、趙恕、畢夢痕、鄒新助、瞿邃理、陳學溶、許
鑑明、顧鈞禧、楊鑒初、嚴之永、戚啟勳、曾廣瓊、斯傑、楊則久、…等，這些
人不管留在大陸或因抗戰進入空軍而來到臺灣，對兩岸氣象界（不管教育、作業）
的貢獻均有目共睹，我們這些後生小輩們，與第一代的宗師也脫不了關係。
本書所收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應是陳學溶教授選自「竺可楨傳」
，他所撰寫
的第三章：「為中國現代氣象事業奠基」。竺可楨是中央研究院於民國 37（1948）
年所選出的第一屆院士，在我國學術地位很崇高。雖然蔣先生曾派蔣經國親去請
他，傅斯年也為他在臺大安排教授職缺，不過他並沒隨政府南下轉進來臺，選擇
北上就任由中央研究院改稱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是受到周恩來下令保護的少數學者之一，除不能再管事，
「實際衝擊」並不大。竺
可楨除擔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外，民國 25（1936）到 38（1949）年還擔
任浙江大學的校長。抗戰爆發後，除主持搬遷校、所這兩單位，他還設法將杭州
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全國僅存的三套之一），完整內遷並完壁運返交還浙江省
政府。在中央氣象局沒有建立之前，氣象研究所等於兼辦全國的氣象業務，包括：
推動氣象台站規劃建設、天氣預報與服務、開展氣象科研與期刊出版、參與國際
合作與高山（泰山、峨眉山）觀測、…等等。竺可楨還為我國第一位因觀測而殉
職的氣象同仁，向中央研究院爭取設立「史鏡清紀念基金」
，曾辦過徵文比賽並刊
登出來。可惜不解的是兩岸分離之後，中央研究院在臺復院、復所，六十年來又
新建立那麼多的新研究所，而氣象的災變對「國家經濟建設、人民生命財產」的
損失，是如此的為害重大，但中央研究院成立時就有的「氣象研究所」
，居然到現
在一直無法完整地復所，實在令氣象界感慨與不解。
有關早期氣象觀測及預報
氣象雖很古老，我國古人也早就總結出「二十四節氣」的經驗，但數據化的
觀測是與近代科學儀器的發明，才同時發展起來的，致於氣象理論的蓬勃發展則
是二十世紀的事。十九世紀末，號稱遠東三大觀象臺：上海（法國）
、香港（英國）、
青島（德國），均掌握在外國人手中；十九世紀 70 年代起，我國在沿海、沿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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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埠、燈塔、島嶼，曾設立過 50 餘處的海關測候所，但管理權操在英國人的總稅
務司手中；我國政府真正有氣象觀測事業，是民國元（1912）年所成立「北京觀
象臺」
，民國 2（1913）年 7 月 1 日，蔣丙然博士掌氣象科開始正式觀測，這是國
人正式創建現代氣象事業的開始；民國 10（1921）年，竺可楨在東南大學（後中
央、南京大學）創辦地學系（內含氣象專業）
，就在該校的農場創設「南京氣象觀
測站」，當時他就有在「北極閣」建觀象臺之構想，到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
成立才如願。民國 13（1924）年，政府任命蔣丙然為臺長，正式才由日本人手中
收回，原由德國人所興建「青島觀象臺」之主權，當年 10 月 10 日成立「中國氣
象學會」；原北京觀象臺之業務，則於北伐成功之後，民國 18（1929）年，由中
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正式接收。
在氣象研究所成立之前，為德航要開闢遠東航路「了解氣象」
，曾委託瑞典大
探險家斯文赫定，組織「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1927‐1933）」
，重點是新疆、甘肅、
內蒙古一帶的氣象觀測（中方參加者主要為劉衍淮、李憲之）
，1927‐1930 於西行
沿途及所設氣象台中，施放過 400 多次的測風氣球（用經緯儀的高空風）
；負責氣
象的郝德博士第二次來華（1931 年 5 月）
，攜來當時先進的「氣象風箏」
，由第二
批參加的徐近之、胡振鐸負責，1931 年在內蒙古施放過 123 次，但這些資料可惜
未能在我國保存下來。任務告一段落，這批儀器（風箏、氣象儀、鋼絲、繞絲機）
於民國 21（1932）年 6 月，以約 500 美元轉售給氣象研究所，但因南京上空飛機
過往頻繁，施放對飛行易生危險，明令禁止；故委託清華大學氣象教學兼氣象台
臺長的黃厦千負責，民國 21（1932）年 9 月 27 日北平第一次獲得氣象風箏的紀
錄，民國 22（1933）年 9 月 8 日上午 9 時許，因上空風向突變，風箏墜落，鋼絲
牽線掛在高壓裸線上，史鏡清成了為觀測而觸電犧牲的第一位氣象人。氣象研究
所成立，從民國 18（1929）年起，就積極籌辦「高空風觀測」。因此我國最早保
存的高空風記錄，是民國 19（1930）年 1 月 18 日起，在南京北極閣所測得的，5
月份起開始在北極閣施放「探空氣球」，以得高空各層的氣壓、溫度及濕度。「氣
象風箏」的觀測則如前所述，才改在北平（京）執行；同時氣象研究所也和中國
航空公司及空軍合作，從事飛機的氣象觀測，這是抗戰爆發之前的特殊觀測，主
要執行者在研究所是朱文榮（國華）、空軍飛行員為羅機。
蔣丙然和竺可楨在他們負責南北不同氣象機構期間，對國內氣象站的建制，
都有規劃及建議。氣象研究所直屬有北平等 28 個測候所，陳學溶將各所的工作人
36

員一一找出，其中以西藏拉薩（1934/07‐1941/12）的建站，最能代表竺可楨對我
國氣象事業的苦心。可惜的是，因國家沒有真正的統一，內鬥、外患、內戰不斷，
雖然中央氣象局（1941）已成立，並接下原氣象研究所代為處理的業務及測站，
但在 1950 年之前的中國大陸，氣象台站尚不普遍，內戰後由「中共」接收時，才
只有 100 多家而已。當時建制最完整的氣象台站，反而是由日本人手中收回的「臺
灣省氣象局」
，到目前臺灣新建有人的氣象台並不多（金門、馬祖可為代表），但
後來新建的自動雨量（含氣象）站已完成，大陸方面曾有來臺灣參觀學習經驗。
大陸在論及涂長望擔任其軍委（中央）氣象局局長的功績時，
「廣為建設氣象台站」
被排在第一（達 1500 多家）
，目前大陸傳統臺站已達 2600 家左右，已是每縣市都
有氣象局的局面，所以大陸的氣象局實行「雙重領導」
，各地（省、市、縣）氣象
局的實質建設，和各縣市政府的重視支持度大有關係。
陳學溶教授指出，在我國光緒 33（1907）年，法國人掌控的徐家匯觀象臺，
開始從事短期天氣預報，該臺漠視我國的主權，越俎代庖發布「天氣預報和颱風
警報」近半世紀之久。抗戰勝利後政府派鄭子政，未能收回徐家匯觀象臺，到 1950
年代才由中共收回主權，就是現在的「上海市氣象局」
。蔣丙然前輩是最早發布天
氣預報的國人，民國 5（1916）年在北京觀象臺，開始每天繪制天氣圖，並據此
作出天氣預報公諸於世。其後，
「青島觀象臺」和張謇私設的南通「軍山氣象台」
，
也曾有過天氣預報與服務。氣象研究所成立之後，竺可楨透過致函東亞建臺最早，
時任「馬尼拉觀象臺」的臺長 Father Selga（哈佛大學同學）
，介紹沈孝鳳、黃廈
千前往該臺見習，實習天氣圖繪制和天氣預報的技術。兩人回國後開始繪制天氣
圖，民國 18（1929）年元旦試作天氣預報；民國 19（1930）年元旦起，正式發布
天氣預報、颱風警報及其服務的工作。除送中央廣播電臺播發外，還刊登於次日
的中央日報，以後各報也要求「比照刊登」
，軍政部航空署、滬蓉（後改組為中國）
航空公司，每日亦派人前往氣象研究所索取「書面的天氣預報」
。氣象研究所的天
氣預報業務雖開展較遲，但經不懈的努力進步很快，到民國 26（1937）年抗日戰
爭全面爆發之前，其影響所及，已足以取徐家匯觀象臺而代之。
有關早期中央氣象局
十九世紀中葉的克里米亞戰爭，事後對「有關風暴」的追蹤，發現如果「通
信」能改善，則氣象觀測的資料只要掌握時效得當，就很有「實用的價值」
，所以
1870 年左右，為大眾服務的國家氣象機構，最早在歐美國家先行成立，遠東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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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最先維新改革）
、菲律賓（美國屬地）較早。我國常態性的中央氣象局在
1941（民國 30）年才成立，足足相差達 70 年之久，氣象研究所兼辦時也差了快
60 年，就是中央觀象臺成立也晚了 40 多年。
由於當時我國的測候機構、領導體制、業務制度，皆很混亂各有一套。為了
盡可能一致，竺可楨所長呈請中央研究院出面，先後三次在民國 19（1930）、24
（1935）
、26（1937）年，邀請 20 多個有關部門、單位，召開過「全國氣象會議」
，
針對共同關心的氣象測候的：建制、等級、管理、經費、儀器設備、觀測規範、
時制、符號、用語、電碼、人員培訓等，進行交流討論，並作出相應共同遵守的
決議。這段時間氣象研究所還培訓了四期，有 100 多位測候骨幹人員到全國各單
位。但氣象研究所只是一個研究機構，要承辦全國性的「氣象行政」工作，實在
力有不逮也與體制不合。所以在民國 26（1937）年 4 月 2 日，第三次的全國氣象
會最重要的建議案，就是「為促進和健全我國氣象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有成立全
國氣象行政機構，以統一事權的必要」
。並決議由：氣象研究所、交通部航政司、
全國經濟委員會水利處、航空委員會、江蘇省測候所等五個單位，進一步討論此
事。5 月 1 日正式呈請國民政府積極籌設「中央氣象局」
。沒想到兩個月之後，七
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籌設中央氣象局之議，只能被「擱置起來」
。
抗戰爆發全國內遷之後，戰爭進入「戰略持久」階段，有關大後方「興建氣
象測候網」和「統籌全國氣象行政之議」
，再度提到議事日程。經最高國防委員會
討論通過，國民政府遂訓令行政院，於民國 30（1941）年 3 月 11 日，召集：交
通部、教育部、農林部、財政部、航空委員會、中央研究院、行政院派代表參與
討論，決議贊成建立「中央氣象局」
，直隸行政院，但要與中央研究院密切合作。
本來竺可楨曾主張：
「將中央氣象局的任務交由氣象研究所代辦，以節約經費，並
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當時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也同意。但行政院某高層認為，
中央研究院「不應管理行政事宜」，決定中央氣象局單獨建立。7 月 15 日「中央
氣象局組織法」在行政院第 523 次會議通過，全局員額才只有 45 人，比兩年前成
立的「福建省氣象局」還少。局長一職行政院原商請竺可楨兼任，但竺可楨的校
長、所長已有兩重任在肩，堅辭不就。行政院蔣中正院長遂於 10 月 15 日，正式
認命中大教授黃廈千博士為局長，10 月 20 日黃局長到職視事，27 日正式啟用「關
防官章」，是為該局成立之始。
中央氣象局和氣象研究所之分工，主要：氣象行政、氣象電碼和天氣預報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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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作業中的測候所、測候網之規劃建設，歸氣象局；氣象研究歸研究所，並得
繪製天氣圖及保留氣候工作。可惜中央氣象局一成立，人員就欠缺，特別是骨幹
的科長級人物之任命，非常不順利，黃廈千與有關單位的相處也不佳。導致才一
年多，就由呂炯（慰光）於民國 32（1943）年 4 月，接替為第二任局長，他還由
氣象研究所帶來：盧沃、程純樞、曾廣瓊等人。竺可楨擔任所長時期，但他更多
的精力須放在浙江大學，研究所裡的工作就委由呂炯多擔代的；民國 33（1944）
年 5 月，在西南聯大的趙九章博士，被調來氣象研究所代理所長一職；重回中央
大學的黃廈千，民國 33（1944）年 8 月，氣象專業脫離地學系，升格為全國第一
個氣象系，就由黃廈千出任該系首任系主任，到 1950 年代初期才離開大陸。
有關早期空軍氣象
陳學溶是民國 24（1935）年 3 月，由氣象研究所學習（訓練）班第三期畢業，
被分發到山東泰山測候所工作，同班同學中有很多人後來進入空軍，他差一點也
加入（航委會曾發委任令，但建制上一天也沒離開過氣象研究所，曾有協助空軍
機場參與觀測一年），後來同期來到臺灣的同學，如：斯傑接盧楨為臺灣獨立第
551 氣象中隊長、嚴之永是空軍氣象組組長、許鑒明在海軍、楊則久航政司氣象
科、戚啟勳對氣象教育影響最大，
（著書開出版社專出氣象書籍，也介紹大陸氣象
書出繁體字版）
。在大陸人較多，如：楊鑒初是中科院大氣所四大金剛之一，顧鈞
禧先在民航局後在氣象局及氣象出版社，陳學溶後來長期在南京氣象學院任教。
有關氣象研究所訓練的四期畢業生中，陳學溶考證有 21 位進入空軍。
我曾提供王時鼎學長一篇文章，引起陳教授寫「我所了解到的國民黨空軍氣
象前輩的點滴事迹」
，這是空軍測候（氣象）訓練班沒有成立前（及之後），有關
空軍氣象早期來自：
「北京觀象臺、青島觀象臺、氣象研究所、東南大學、中央大
學、山東大學、西南聯大」很重要的人事，及有關單位及工作紀實。除前述之同
學外，陳教授指出其他重要人物（來臺者為主）有：空軍氣象三巨頭之劉衍淮（春
舫）柏林大學博士，由清華大學進入中央航校，以後長期主持空軍氣象教育；朱
文榮（國華）和陸鴻圖（展叔）畢業自東南大學，均從氣象研究所進入空軍，朱
在抗戰期間主持氣象業務，空軍總司令部成立出任氣象處處長，來臺後曾任精簡
業務後的中央氣象局局長，陸則擔任為期 7 年第一任的氣象總隊長。高振華、陳
嘉炎畢業自北京觀象臺的訓練班，最早進入航空委員會，是空軍氣象的大老，兩
人均來臺灣。徐寶箴（康明）空軍氣象訓練班第三任主任，中央氣象局簡任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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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夢痕氣象處副處長、鄒新助氣象聯隊組長，趙恕（原名樹聲）在大陸任第五氣
象大隊長，在昆明因盧漢叛變，只差一夜未能來臺，瞿邃理長期擔任陸鴻圖的助
手，殷來朝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副總臺長。蕭強（祖忠）
在大陸是氣象大隊長，來臺擔任氣象局主任秘書；盧楨抗戰勝利後出任臺灣 551
氣象中隊長，之後長期負責臺電的人造雨工作。萬寶康是山東大學但畢業於西南
聯大，擔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接劉衍淮為第二任班主任；魏元恆來自青島觀象
臺，為空軍氣象中心第一任主任、氣象局研發室主任；曹淦生也來自青島觀象臺，
為空軍氣象中心第二任主任。薛繼勳畢業於中央大學任職於氣象總隊，曾任臺大
氣象教授；徐應璟也畢業自中央大學，空軍氣象中心第三任主任，病逝於副聯隊
長任內；童文海也畢業自中央大學，離開空軍後負責臺糖的氣象業務。另兩位很
重要陳教授沒提到：亢玉瑾西南聯大第一期，和萬寶康一起進入空軍，當過大隊
長及氣象班教官，來臺副聯隊長退伍，是臺大大氣科學系第一任主任及臺大總務
長；胡三奇來自中央大學，氣象班教官及空軍官校教授，退伍回母校擔任大氣物
理系主任及中大教務長。當然有更多的人留在大陸，大部份轉入軍委（中央）氣
象局，少部分留在他們的空軍，不少人進入教育系統，如民國 34（1945）年中央
大學氣象系第一屆唯一的畢業生王鵬飛，在空軍氣象訓練班當過教官，教過第七、
八期學長們；奉涂長望老師指派，王鵬飛參與在南京氣象學院的建校並長期任教，
現在大陸氣象局鄭國光局長，就是他主導「大氣物理專業」的碩士生。
有關早期氣象高考及民航氣象
現在要進入中央氣象局或民航局的氣象工作者，自「技術人員任用條例」廢
除之後，非高、普考的管道不可。王時鼎主任曾提及，早期空軍氣象有不少人高
考及格，彭立博士還得過該年度的「高考狀元」
，當過臺北（航空）氣象中心主任
的林鞠情、曾憲瑗兩位學長，就是因高考及格而轉任民航局工作的。
我國是五權分立的國家，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一共舉辦過 18 次的「高
等文官考試」
，其中「氣象」屬建設類，前後只舉辦過那唯一的一次。陳學溶教授
有詳細的說明經緯。民國 30 年中央氣象局正式成立，必須進用合格的「國家公務
員」
，黃厦千局長向考試院提出員額需求，第二年的第九屆國家文官考試正式將氣
象列入，並聘請：呂炯、黃厦千、朱炳海等先生擔任典試委員，除共同科目外，
氣象類必考專業科目為：
「氣象學、氣候學、實用氣象學、大氣熱力學、天氣預告
學」
，可見當時動力氣象及數值預報，均尚未進入實質的發展階段。在大陸這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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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象高考，一共有五位錄取：
「王華文、徐爾灝、孫月浦（女）
、陳其恭（女）、
陳學溶」
，除陳學溶外，其他四位均是中央大學氣象專業的畢業或應屆生，王華文、
孫月浦和萬寶康是山東（現在的海洋）大學的同學，而且是夫婦檔，抗戰勝利後，
政府派在氣象局工作的王華文（彬華）
，回去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青島觀象臺」並
任臺長；共軍「解放」青島後，觀象臺為共軍所占領，王華文被留下訓練他們的
海軍氣象人員，以後轉任海洋大學氣象教授，並著有「海霧」英文專書。陳其恭
和陶詩言是同班同學，留美後返大陸；徐爾灝後來留學英國，是位動力氣象學家，
後來擔任南京大學氣象系主任，不幸 1970 年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劉昭民曾在學
會的會刊為文，介紹包括徐爾灝在內的大陸五位英年早逝的氣象學家。陳學溶是
其同學楊鑒初和徐延熙邀他一起報考，結果楊、徐反而沒報名，陳學溶考上也受
完訓，並沒到中央氣象局工作，還是留在氣象研究所。
「軍事和航空」因需求性質不同，常獨立於國家氣象服務機構之外。軍事方
面以空軍為主，另民航機的「氣象保障」是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早期成立航空公
司必須要有「氣象人員」的編制。民航開始興起後，大陸在抗戰前主要的航空公
司有中國（原滬榕）
、中央（原歐亞）兩家，抗戰勝利後則新成立「民航空運隊（CAT）」
，
實際管理權均在外國人手中。陳學溶先在氣象研究所工作，雖沒進入空軍但參與
民航氣象的工作有年，所以也寫了「中國航空公司氣象史實梗概」和「中航氣象
工作者紀事」
，這兩篇重要的民航氣象（含航線）文章，中航氣象人員曾高達 40
多位，大部分為浙江大學、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的本科生，氣象研究所有 4 位，
這在當時我國氣象人員不多的情況下，中國航空公司也是一個氣象人才的集中所。
民國 38（1949）年 11 月 9 日香港的兩航事件，部分氣象人員到美國留香港去臺
灣，大部分回大陸，其中有 25 位長期在氣象崗位服務。在臺灣 CAT 的氣象負責人
就是王崇岳教授，中華航空公司創立時，有 5 位氣象人員來自空軍氣象班八期學
長，現在民航氣象的服務工作，統一由民航局氣象中心提供。
有關一些氣象人物的回憶及其他
在這本書，陳學溶談到的氣象人物相當多，主要集中在民國元年到 38 年之間，
憶及最多的是恩師竺可楨博士。包括他人論及有誤之處，像近年我國算很早出版
的氣象史，劉昭民之「中華氣象學史」
，對氣象研究所和氣象學會的論述若有誤，
陳教授根據「竺可楨日記」或他親歷均一一指正出來。其他專篇有提及的人物有：
蔣丙然、涂長望、石延漢、盧沃、呂東明、黃廈千、朱文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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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陳學溶出身自氣象研究所，竺可楨創所及兼長浙大，投入行政業務耗時
較多，在大陸稱氣象研究所時期，是在涂長望和趙九章兩位服務期間，研究較有
成果出現。在國共對立期間，明顯「反國親共」的學者就是涂長望，所以新政權
成立就由他出任局長，這很正常而且很受推崇，可惜 1962 年就過世，但若活過
1966 年之後的文革歲月，他的命運就很難說了？呂東明是位「地下黨員」，其任
務主要就是要策反中央氣象局呂炯局長，無論如何？不能和政府播遷來臺，他後
來是中共初期空軍氣象很重要的負責人。盧沃曾經和陳學溶幾位同仁，抗戰初期
曾為空軍服務過，他們編制還在研究所但薪金改由航委會發放。朱文榮是他的測
候學老師，也是我國「高空測候」的開拓者，90 高壽時國內氣象界曾為朱前輩出
過紀念文集。石延漢是福建省氣象局、也是臺灣光復後的第一任局長，回大陸被
勞改 20 年，不幸在釋放返家途中，遭遇車禍死亡。黃廈千是清華大學氣象專業的
開拓者，中央氣象局首任局長、中央大學氣象系第一任系主任，大陸陷共之後，
他反其道而行，在 1950 年初離開大陸到香港，沒來臺灣幾年後去了美國，在大陸
幾乎不提他，但黃廈千博士在我國氣象史，絕對有其歷史地位。
後

記
民國 100（2011）年 6 月下旬，我到北京正逢「京滬高鐵」通車，第二天就

搭乘到南京，希望見到陳學溶和王鵬飛兩位前輩，他們是氣象學會成立 75 週年
（1924‐1999）
，
「氣象尋根之旅」時所拜會過的先進，這兩位前輩對我國氣象史志
都很有貢獻，當年陳教授還陪我參觀北極閣「氣象研究所」舊址。大陸氣象界在
王教授八十及九十華誕時，均出版「王鵬飛氣象文選」
，有關氣象史的內容非常廣
泛豐富，可惜當年（2011）3 月份王前輩就仙逝，不得再相見。在我離開時陳學
溶前輩特送我一本「餘熱集」
，共收集 34 篇文章，這次氣象出版社所贈的「中國
近現代氣象學界若干史跡」，正是該集的正式書名，一共 38 篇文章，其中有關黃
廈千一文，是民國 93（2004）年 10 月和他在北京再見面時提及，陳教授有感當
月底就完成初稿，並徵求很多人的意見，到 2012 年 3 月 25 日完成修訂稿；臺大
氣象系王崇岳教授，曾捐款在我們氣象學會，設「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
，得獎
人還必須在氣象學會的年會上作學術報告；而劉昭民會友也曾在我們學會的會刊
（43 期）上，發表有關「黃廈千博士與中央氣象局之成立經過」的文章。
陳學溶教授民國 5（1916）出生於南京市，和葉篤正院士同齡，他們是不同
典型的氣象人；陳 19 歲從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畢業，就投入泰山觀測的實務工
作，曾兩度支援大陸時期的空軍氣象，氣象研究所之測站移交給新成立的中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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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局之後，他是極少數回到研究所之一，28 歲進入中國航空公司，曾任上海龍華
氣象台臺長，1949 年之後被調到共軍華東氣象處工作，1954 年 10 月調大陸恢復
建制之中央氣象局（原軍委氣象局）系統任職，期間參與「民航氣象」規劃建制
工作，1972 年 56 歲時調南京氣象學院，此後有比較重要的學術論文發表，也參
與學會恢復後的一些活動，是實際參與各種不同氣象單位有實務經驗的氣象人，
可說是少數「氣象史志」的活字典。陳教授的這本書，重點在回顧並記述 1950
年之前「有關的氣象事」
，這正是我們不太清楚或被遺忘的「中華民國氣象史」，
很重要的一段歷史片段的組成元素。
（2013 年 2 月 25 日完稿）

重要參考文獻
陳學溶（2012）
：中國近現代氣象學界若干史跡，
（38 篇 268 頁）
，氣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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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 民國 102 年
氣象建設發展學者專家座談會記要
程家平、盧孟明、馮欽賜、呂國臣、簡國基
中央氣象局
一、前言
中央氣象局過去承眾多學者專家的協助與各級長官的支持，在觀測現代化、
預報精緻化、服務多元化的指導原則下，經歷多年的努力已逐步建立稍具規模的
氣象測報作業系統。目前氣象局的測報作業產品，在時間上已能涵蓋由短時(2 小
時)到月季(2 季)的範圍，在空間上已能涵蓋由城鄉到全球的範圍，在預報準確度
上也漸能趨近現有氣象科學能力的水準；氣象局近年來也積極推動氣象防災與應
用服務，如：QPESUMS 對交通運輸防災決策的客製化服務、10 條海上藍色公路的
航路預報資訊服務、原鄉 14 族 427 個部落的預報資訊服務等。我們長期努力的目
標除在不斷提升氣象監測預報的核心能力外，也希望能拓展氣象資訊的實務應用
到政府的施政決策及民眾的生活中。
近年因全球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所導致的氣象災害頻傳，臺灣正位於全球暖
化衝擊最敏感的海島地區，又因人口密集，經濟發展快速，許多地區自然資源的
超限開發利用，更加重了環境的負擔。由卡玫基與莫拉克等災害經驗顯示，適當
的氣象測報資訊、災前準備及預警應變是防災減災的核心要項。氣象局除應持續
投入研發，努力加強對災害天氣及氣候衝擊等機制的瞭解和提升測報作業能力外，
並應努力推展氣象風險決策的應用服務，以強化政府災防機制、降低氣候變遷對
國家社會衝擊、並發揮氣象測報資訊的經濟運用價值。
因應國際情勢的發展、氣象科學的進展、組織環境的遷移及社會需求的轉變，
氣象局面對此新一階段的挑戰，為了能充分結合國內外研發資源，加強氣象測報
預警能力、提高對氣候風險的掌握，並促進各界對氣象測報資訊的有效應用，氣
象局以(1)氣候監測預報與氣候服務業務的開展與挑戰、(2)數值預報作業能力(由
短時至氣候，由局地至全球)的發展與挑戰、(3)中小尺度城鄉預報(一般性及災害
性)的發展與挑戰，做為徵詢學者專家意見及討論的議題起點，於民國 102 年 2
月 22 日舉辦「氣象建設發展學者專家座談會」，誠摯的邀請氣象各領域的學者專
家與會，提出對氣象局未來發展的建言，以期充分運用有限的資源，加速相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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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構建，開展新時代的氣象測報服務。
二、議題報告重點摘錄
座談會開始，局長首先向與會的學者專家恭賀新春愉快，隨後簡短說明本次
座談會一方面是向大家報告氣象局近期努力的重點與面對的挑戰，另一方面則是
希望就氣象局未來的建設及發展事宜向大家請益，期待得到學者專家的建言。3
項議題則分別由氣象局各該項工作的分組長提出共約 60 分鐘的報告，在此僅摘錄
各議題報告的重點如下：
(一) 氣候監測預報及服務業務的開展與挑戰
氣象局氣候監測預報及服務業務分為觀測、分析、模擬、預測、應用推廣等
面向，並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減輕自然災害對社會經濟及國土環境的衝
擊、創造實質經濟效益為業務的發展和維運之目標，以提升社會大眾生活品質，
使氣象局成為具國際水準及亞太區域影響力的國家氣象機構。
氣候觀測與資料管理為各項氣候業務的基礎，而短期氣候預報則自民國 67
年開始發布月長期天氣展望。近 20 年來氣候科學與電腦科技有長足的進步，預報
方法已從過去完全依賴統計和經驗法則，進展到大量使用數值預報模式產品，而
氣候變遷議題受重視的程度亦逐漸升高至國家安全層級，社會大眾對於氣象局氣
候相關業務的高度期待，確實對於我們的技術發展速度構成嚴峻的挑戰。
氣象局自民國 91 年起推動以數值模式為骨幹的短期氣候預測系統建置計畫，
將原先預報 10 日之內的數值天氣預報系統擴展至以第二季(6 個月)為預報上限的
短期氣候預測系統。短期氣候(周、月、季)預報正式產品的製作與發布由預報中
心負責，預測模式的發展及應用領域的開發則由科技中心負責。動力氣候預報分
為動力統計氣候預報和動力區域氣候預報兩種預報作業，其產出資訊是以分成 3
個等級的分級發生機率來顯示臺灣未來溫度和雨量的預測。由於動力統計氣候預
報系統涵蓋全球與東亞及西北太平洋，月與季的預測資訊除了臺灣溫度與雨量之
外還涵蓋了東南亞部分區域的溫度、雨量以及亞洲與全球的季風變異特徵。當然，
氣候預測技術的進步除了需要有適當的數值模式產出模擬和預測資料之外，還要
有足夠的分析與判斷能力才有辦法正確的使用與詮釋模式資料。工作同仁專業能
力的培訓是我們持續強化的重點工作。此外，由於氣候測報資訊的終端應用，需
要與相關應用的專業機關建立長遠穩定的合作關係，這並非本局單方面可以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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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還是處於開發合作項目的階段。
世界氣象組織(WMO)以 2009 年 8 月舉辦的第三次世界氣候大會(WCC-3)作為全
面推動氣候服務的起點，並在 2012 年 10 月的特別大會通過了全球氣候服務框架
(GFCS)的實施計畫，顯示各國的國家氣象服務機構應開始依照 GFCS 的原則與時程
推行氣候服務。WMO 宣示發展與引用具有科學根據的氣候資訊與預測服務的行動，
將透過各國的國家氣象機構使本國各層面的規劃、政策與實作都可更有效的考慮
及管理伴隨著氣候變異與變遷而來的風險。GFCS 可幫助各個國家增強對抗氣候變
遷的能力，有助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的實踐。
GFCS 的實施方式分為國家、區域、全球三個層面，全球中心以提供模式的氣
候預測資料為主要任務，區域中心則在各該區域中扮演氣候資訊的傳遞、推廣與
訓練的關鍵角色，而各個國家氣象服務機構的職責則是讓氣候資訊發揮潛在價值。
由於氣候變化影響的層面甚廣，氣候服務成敗與否決定在氣候資訊使用者是否獲
得了所需的資訊？是否充分瞭解氣候資訊的內涵？與使用資訊的方法是否恰當？
WMO 認為各國政府的國家氣象機構有責任自我加強，建立有科學基礎的氣候服務，
滿足本國的需要，進而貢獻區域和全球的氣候服務需求。
(二) 數值預報作業能力的發展與挑戰
依循國際氣象預報作業的發展趨勢，氣象局於民國 72 年起推動一系列以發展
「數值天氣預報」作業技術為主軸的公共建設計畫，現今正進行的是第 5 期(P5:
99-104 年)之「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
。回顧這 30 年的發展歷程：
最初的第 1 及 2 期(1983-1994)為技術導入階段，由國外專家引導系統的建置，進
行數值天氣預報技術的移轉與培養在地專業人力；第 3、4 期(1995-2009)為技術
生根成長階段，氣象局不僅主導系統的發展，並將數值預報的作業能力擴展至短
期氣候及短時降雨預報上。第 5 期的重點則期待在已有的基礎之上精進災害性天
氣預報技術。
目前氣象局數值預報的應用範圍包含月季預報、一週以內天氣與颱風路徑預
報至極短期雨量預報。以模式而言分為全球與區域兩類，全球模式系統同時應用
於氣候與天氣預報，主要由氣象局自行發展，並在近 10 年來與美國 NCEP 的專家
緊密合作，持續引進新式物理參數化及資料同化等方法，使全球模式系統的預報
品質能與其他國家的進展同步。區域模式系統方面，氣象局嘗試結合國際性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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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優勢，在 2008 年建立了以 WRF 模式為主的區域預報作業系統，並透由與
UCAR 的合作，持續強化 WRF 系統的預報效能，近年並引進福衛 3 號掩星資料 GPSRO
和臺灣地基 GPS 資料的同化、改進颱風初始化的方案，並改善積雲對流、重力波
拖曳等物理參數化方法。此外，利用 WRF 系統多元物理選項的便利，亦於民國 100
年建立每日可產生 40 組的高解析度(5km)WRF 系集預報系統，有效地提升颱風定
量降水預報的預估能力，對提早預警罕見性超大雨量的發生有莫大助益，使區域
數值預報在颱風預報作業上邁入新的里程。同時，為增進 12 小時以內的極短期定
量降水預報能力，本局透過與 NOAA/ESRL/GSD 的合作，於多年前引進了局地分析
預測系統(LAPS)並持續強化，以具有雲分析的熱起動過程，降低數值預報的初始
驅動(spinup)誤差，來獲得較佳的極短期降雨預報。氣象局於民國 101 年也開始
進行新一代高速電腦的建置，預計在民國 103 年底完成時，將有超過 1.2 Peta
的浮點運算能量，可供數值預報系統大幅增進模式的解析度和系集規模，並可採
取更複雜的資料同化方法及更頻繁的預報次數，預期於民國 104 年相關的數值預
報作業系統將可上線作業。
綜合而言，氣象局未來 3-5 年數值預報發展的重點包括：(1)提高模式解析度，
將全球天氣預報系統先提高至 25km，再進一步提高至 15km；區域天氣預報系統則
將採用 15/3km 兩層巢狀的設計，同時也將建置一套專為改善臺灣地區極短時降雨
預報的超高解析度(1-2km)模式。(2)使用搭配系集系統的最先進混合式(hybrid)
資料同化技術，以與各國氣象作業中心的發展趨勢同步。(3)延長預報時效與擴充
WRF 系集組數至每日 100 組。(4)改進臺灣複雜地形下局地水文循環及環流過程，
以提高數值模式在臺灣地區之定量降水預報能力。(5)更有效的運用本地觀測資料，
例如雷達、地基 GPS 網及衛星觀測等，改進臺灣鄉鎮尺度天氣及降水預報能力。
以長期的發展來看，鑑於數值預報模式日趨複雜，需要大量開發及維運的人力，
國際上的數值預報研發機構及作業中心，為將研發與維運人力作最有效的運用，
目前都逐步朝向發展統合式(unified)數值預報系統，將模式設計成能跨尺度及多
重解析度的架構及應用。氣象局亦在密切注意此趨勢，考慮結合國內外學研界的
力量共同發展此種統合式數值預報系統，來滿足由天氣至氣候、由區域至全球的
數值預報作業需求。
(三) 中小尺度城鄉預報的發展與挑戰
氣象局於民國 101 年起正式將縣市尺度全國 22 分區的預報延伸到鄉鎮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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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國 2.5 公里解析度的數位化網格為基礎，區隔出山區、平地與濱海地區的天
氣特徵，提供全國 368 鄉、鎮、區的天氣預報資訊。惟目前此鄉鎮尺度的預報，
仍以提供一般日常生活所需的天氣測報資訊為主，對於現象劇烈且變化快速的災
害性天氣尚無法提供適當的預報資訊。鑒於近年來極端天氣事件頻仍，如何有效
提升災害性天氣預報的解析度，由目前的縣市分區延伸至鄉鎮尺度，提供政府防
災預警機制及民眾因應所需，是氣象局目前面臨的重大挑戰。
現行各國天氣預報作業的主要依據為數值預報，但對於極短時的災害性劇烈
天氣預報而言，數值預報仍有極大的需改善空間。為有效因應災害天氣發生的風
險，氣象局積極與國內外機構合作，持續加強對小尺度天氣測報技術的開發。相
關工作包括：(1)強化觀測系統的災防功能，增建地面氣象觀測站、更新雙偏極化
雷達設備、建置東沙島剖風儀、建立閃電偵測系統、強化氣象衛星資料接收處理
及應用、發展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的客製化功能等。(2)發展小區域天氣
預報技術，與國內相關機構合作發展整合性技術，例如與國家防災科技中心(NCDR)
合作發展系集颱風定量降水預報(ETQPF)技術，以及與颱風與洪水研究中心(TTFRI)
合作之 WRF 系集預報技術等，分別應用在颱風預報與定量降水預報。此外，亦與
國外機構合作發展短時預報的數值模式(如 LAPS、和 ARPS 等）以及及複雜地形小
尺度資料同化技術(如 STMAS/3D、VDRAS、ANC 等）。
氣象局持續努力發展相關技術並將成果逐步落實於預報作業，然實務上，對
流尺度極短時定量預報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在臺灣山高地形複雜的環境下更
具挑戰，尤其定量降水域報仍是最大的挑戰。在近年異常天氣漸趨極端的威脅之
下，為儘速填補災害性天氣測報能力與國家及社會需求的落差，氣象局這兩年積
極推動的客製化服務，例如發布鐵公路橋樑的客製化預警機制、藍色公路等，但
由科研領域到實務應用上仍有許多改善空間，期盼能與國內外學者專家及學研機
構共同合作，發展適合於我國的中小尺度氣象科技以滿足區域災防的應用。
三、學者專家建言與討論摘要
於議題報告後，隨即展開座談會的建言與討論，學者專家除肯定氣象局的努
力確實展現相當成果外，亦表達明瞭氣象局近年進一步拓展相關業務所面臨的挑
戰，整個互動討論的過程共約 120 分鐘，內容除涵蓋座談會所安排的氣候測報、
數值預報、城鄉預報等 3 項技術議題外，亦綜合性的對氣象局的組織定位、資源
運用、國際參與等議題進行討論。此處僅綜合性的摘錄學者專家對各議題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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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討論重點如下：
(一) 在氣候測報業務的開展方面
1.氣候預報模式的能力有其極限，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克服，學界所發展的相
關技術，可考量是否能納入氣象局的氣候預報作業使用。
2.氣候變遷已成為國安層級的議題，除水資源、糧食、公共衛生的調適外，
災害防救為目前的第一優先。應努力讓上級瞭解氣象局在政府氣候風險決
策應用服務上的重要性
3.環保署在氣候變遷的減量議題外，目前已開始涉入氣候變遷調適的相關議
題，但是尚待完善的規劃，建議氣象局在氣候變遷調適的議題上扮演更為
積極的角色。
4.氣象局在全球暖化對臺灣的影響及氣候調適議題有專業機關的責任，建議
主動領導氣候調適的議題與研究，如此才有益於氣象局未來的發展。
5.與其他政府部門進行跨領域應用的開發合作，可以提升氣象局的價值，值
得努力。
(二) 在數值預報業務的發展方面
1.過去政府對衛星觀測的投資很大，現在的方向以民生福祉、災害防救為主，
其中 GPS/RO 的資料可以應用於全球模式和區域模式，改善預報誤差。
2.颱洪中心的定位為進行前瞻性作業技術的研發，其系集預報方法也有很好
的表現，相關技術若達成熟可供氣象局利用，可善用其資源以解決氣象局
人力不足的問題。
3.建議重視不同尺度間交互作用，此對於我們未來 3 天、5 天、展期預報甚至
季節預報都有很大的重要性，例如：整個西南季風大量水氣的輸送，會影
響小尺度之劇烈降雨系統發展。
4.雷達觀測資料的同化為減少模式之驅動(spin up)時間的重要技術，學界已
發展一套領先國際可以處理複雜地形的雷達資料同化技術，相當有前瞻性，
氣象局可考慮和學界合作發展，將此一雷達資料同化技術納入作業運轉。
5.數值模式的發展需要大量資源，我國受限於整體經費及人力規模，宜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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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局及學界力量，朝 unify 模式的方向發展，才能充分運用有限資源。
此外，過去氣象局的數值預報作業能力能夠持續進步，人才的培養是重要
關鍵，惟未來的模式更趨複雜，現有的人力資源明顯不足，亟需新血投入
具前瞻性的基礎數值預報能力發展。
(三) 在城鄉預報業務的改善方面
1.系集預測的技術可提供城鄉預報做為中小尺度預報的參考。建議和颱洪中
心合作，將其 QPF 的技術及前瞻性研發，落實於使用者實用面上。
2.氣象局可擴大考慮採用西北太平洋聯防的觀點來設站，建站侷限在本島只
能做 0-3 小時的預報，日本把站設在外島並與其他國家交換資料，可取得
更長的上游預警時效。又，日本目前有 31 個剖風儀，我們也應該考慮設置
剖風儀設備，獲取密集觀測資料，對臺灣的中尺度預報甚至未來的氣候模
式都會有很大的助益。
3.臺灣的觀測網雖然密集，但因地形陡峭複雜，高度在 1500 公尺以上的觀測
站很少，高山很多是臺灣的區域預報困難的重要因素，建議考慮增加高山
觀測站，以提供各局部地區的基本資料，並可做為預報研發及校驗之用。
4.臺灣在剖風儀觀測系統方面大幅落後鄰近國家，建議可積極考慮建置離島
剖風儀觀測網，相信對未來 QPE、QPF 或模式之資料同化分析與預報都會有
很大的改善。
5.未來 3-5 年臺灣將再建置 3-5 座氣象雷達，建議氣象局積極規劃，整合這
些高解析雷達網資料，提供氣象作業分析與預報來應用。
(四) 在綜合性議題的討論方面
1.建議氣象局把握組改的機會進行組織、人力結構的重新調整，以顯現對氣
候議題的重視並協助處理政府氣候調適的需求及問題。
2.氣象局要承擔及推展的業務龐雜，應該要由局的層級提高到署的等級，學
界也很關心此議題，希望能促成氣象局升格，以便更健全氣象局的人力、
組織結構。
3.氣象學會對提升氣象局在政府組織的位階扮演積極的角色，去年度學會已
向行政院爭取氣象局升格為署未果。今年若於會員大會復案，將再努力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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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4.氣象局若要提升到署的層級，建議可針對現行業務、未來走向等方面進行
通盤規劃，讓上級瞭解氣象局因業務需要提升層級的原因。
5.人力架構上的調整也是氣象局永續發展的重要議題，近年有很多優秀的學
生進入氣象局，希望可安排能持續訓練與培育的研發工作機會，讓人才有
所適用充分發揮。
6.新式氣象觀測設施逐年增加，但人才數量卻跟不上需求，建議多培養年輕
血輪。
7.我國不是 WMO 會員，導致參加一些國際議題的官方討論會議受到限制，目
前 APEC 是臺灣發聲的重要管道，過去國科會也與菲律賓合作推動成立了總
部在臺北的亞太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ACTS)，氣象局未來可考慮與國科會
共同經營此一管道，以增加跟國際接軌的機會。
8.氣象測報需進行國際合作，官方氣象人員應積極參加國際會議，以增加國
際接軌的機會。
9.氣象應用的價值有很多面向，除了氣象領域本身外，也可思考如何擴大社
經效益。又，出國經費受限是很多公務單位共同面對的問題，建議多和學
界合作，增加氣象從業人員掌握國際脈動的機會。
四、後記
做為我國的國家氣象機構，中央氣象局有責任結合國內外資源，推動氣象科
學發展，運用科研成果，強化觀測與預報作業效能，瞭解氣候變遷趨勢，提升對
氣象測報不確定性的掌握，並產製適當的應用服務資訊，適時適所的提供相關資
訊予災害防救、農林漁牧、交通遊憩、生活保健、國土保育及資源管理所需之政
府決策和生活應用，滿足氣候調適、經濟發展、環境永續及民眾生活等應用服務
需求，以充分發揮氣象測報作業創造經濟與安適環境的效益。世界氣象組織(WMO)
所推動的氣候服務框架(GFCS)是植基於現有的天氣測報之研發、作業和服務的架
構與原則加以擴展到氣候監測預報和服務業務，可充分支援近年國際氣象發展無
縫隙(seamless)氣象測報作業與應用服務的理念。惟在實務上，相關工作的推動
除考驗氣象局在氣象作業技術的發展與整合能力外，並將面對跨部會、跨領域、
銜接使用端 3 大挑戰，其複雜性與困難程度確實是超過目前氣象局的層級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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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負擔的。非常需要持續獲得國內外學者專家的協助並共同努力，才能順應國
際潮流，提升國家氣象服務的視野，建立符合 WMO 規劃的國家級氣象服務架構。
感謝本次座談會與會學者專家為我國氣象未來發展所提出的諸多建言，氣象局會
繼續努力，並持續與學者專家進行更多的交流與對話。

52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新科會士簡介
郭英華 博士(YingHwa Kuo)
Address: UCAR, 3090 Center Green Drive,
Boulder, CO 80303, U.S.A.
Phone: +1‐303‐497‐8910
E‐mail: kuo@ucar.edu

現職 Current Position:
Director, UCAR COSMIC Program
Director, Developmental Testbed Center
專長 Specialty: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Mesoscale Meteorology
GPS Atmospheric Remote Sensing
教育背景 Education:
Ph.D. in Meteorolog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80‐1983)
M.S. in Meteorology, South Dakota School of Mines and Technology (1978‐1979)
B.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2‐1976)

經歷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2009 ‐ present
1997 ‐ present
1995 ‐ present
1994 ‐ 2012
1983‐1994
1982‐1983
2011 – 2013

Director, National NWP Development Testbed Center
Director, COSMIC Program
Senior Scientist, NCAR/MMM
Head, Mesoscale Prediction Section, NCAR/MMM
Scientist 1~III, Mesoscale Prediction Section,
NCAR/MMM
Scientific Visitor, Mesoscale Research Section,
NCAR/AAP
Member, UCAR Community Advisory Committee for
NCEP

2009

Member, UCAR Review Committee for NCEP

2006 – 2009

Member, IGS Governing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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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2008

Member, WWRP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for
Forecast Demonstration Project (FDP)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RDP) in support of Beijing
Olympics 2008

2002 – 2008

Honorary Director, Institute of Urban Meteorology, CMA,
Beijing

2001 – 2004

Member,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al Satellite Utilization: 2010 and Beyond

1998 ‐ 2002

Co‐Chief Editor, Monthly Weather Review,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1994‐1996

Member, NSF Observing Facilities Advisory Panel

1991

Program Chair, AMS Ninth Conference on Numerical
Weather Prediction, Denver, CO

1990

Co‐Convener and invited speaker, NCAR Summer
Colloquium on Mesoscale Data Assimilation

1988‐1991

Member, AMS Committee on Mesoscale Processes

June 1983

Coordinator, Meteorology Group/Acid Deposition
Modeling Project

1985‐1990

Director, U.S. Component of Taiwan Area Mesoscale
Experiment (TAMEX)

榮譽與獎項 Honors And Awards:
2009

MMM 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 on Regional Climate
Modeling

2007

UCA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Award

2006

UCAR 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 on COSMIC

2006

TAO Most Cited Paper Award (from 1998 to 2005)

2004

Plaque from the 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KMA’s
mesoscale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system

2002

UCA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Award

2001

UCAR Office of Program Special Recognition Award

1998

Fellow,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1997

UCA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Advancem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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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R Outstanding Publication Award
1993

Plaque from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and th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
Taiwan, R.O.C., in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scientific
leadership in the TAMEX program.

1992

MMM Division Incentive Award

1987

Plaque from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in Taiwan,
R.O.C., in recognition fo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s
TAMEX Co‐Director

1983

Hsia‐Chien Huang Award for the best paper published in
Volume 5 of the Papers in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郭英華博士 於 1976 年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畢業，服完兵役後，於 1979 冬
在南達克達州礦冶學校氣象系取得碩士學位，隨後於 1983 年春在賓州州立大學
取得博士學位。自 1983 年起 在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NCAR 擔任研究員
至今 30 年。自 1983 起帶領 MM4 與 MM5 模式的開發與應用，並參與 WRF 模式
的建置與科學應用。其間對海洋暴發性氣旋、颱風、梅雨、中尺度對流及強降水
系統進行模擬研究。其對海洋暴發性氣旋的暖心結構的研究於 1995 年獲得 NCAR
最佳論文獎。1985－1990 間擔任 TAMEX 美方負責人。TAMEX 首次有美國先進
的氣象飛機與雷達對梅雨與中尺度對流系統進行觀測，成果豐碩。於 1993 起參
與 GPS／MET 衛星計畫及掩星觀測技術的開發與應用，自 1997 起擔任 UCAR
COSMIC 主任，與臺灣太空中心合作福衛 3 號星系的建立與 運作。福衛 3 號 COSMIC
對全球氣象預報、氣候分析、空間天氣預測均有重大貢獻。於 1998 獲選為美國
氣象學會會士。自 2000 起與中央氣象局合作建立基于 WRF 模式的區域數值天氣
預報系統，自 2009 起擔任 DTC 主任負責美國區域數值天氣預報研究與作業間的
轉移。

55

周仲島 博士(Ben JongDao Jou)
通訊處：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電話：02‐33663906 電傳(FAX)：02‐23629239
E‐MAIL：jouben43@gmail.com

現職 Current Position: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教授
專長 Specialty:
中尺度氣象、雷達氣象學
教育背景 Education: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學士, 1972‐1976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U. OF OKLAHOMA)氣象碩士, 1976‐1978
美國華盛頓大學(U. OF WASHINGTON)大氣科學博士, 1978‐1984
經歷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 1990 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系主任, 1999 至 2002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理事長，2009/4 迄今
臺灣天氣研究計畫（Taiwan Weather Research Program）計畫總主持人，
2000 迄今
APEC 亞太經濟合作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ACTS)執行長，2010 迄今
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2007 迄今
中國文化大學兼任教授，2001 迄今
美國 NOAA National Severe Storm Laboratory 訪問學者, 1988
美國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 訪問學者，2005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氣象組
召集人，2005‐2011
臺灣災害管理學會常務理事，20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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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與獎項 Honors And Awards:
教育部大學院校教學特優教師獎，1993 年
國科會甲等獎暨優等研究獎，1989 起超過十次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黃廈千博士最佳論文獎，1993, 1996, 以及 1999 (三次)
2009 和 2012 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俞家忠教授論文獎 (兩次), 與博士生
高聿正(2008), 與博士生林品芳等(2012)合著論文
國家實驗研究院 2007 傑出科技貢獻獎玉山獎『支援中央颱洪災害應變作業』
，
2007 年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颱洪應變團隊)
菲律賓科技部舉辦 APEC 定量降雨估計與預報研習會擔任 KEYNOTE (2011)

周仲島教授在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擔任教職超過 25 年，研究重點在中尺度
氣象學和雷達氣象學，除了發表多篇 1987 臺灣地區中尺度實驗(TAMEX)計畫之梅
雨季豪大雨相關論文外,並和 NCAR 李文兆博士共同發展，利用單一都卜勒雷達徑
向風場資料成功反演登陸颱風主環流和次環流結構與強度以及中心最低氣壓，相
關研究除了期刊論文發表外，也申請獲得美國專利局專利認證，同時也被多個氣
象作業單位引用。學術著作之外，周教授也持續協助推動一些大型國際實驗, 例
如 TAMEX 後續預報實驗和南海季風實驗(SCSMEX）
。2008 年他領導研究團隊進行
西南季風實驗(SoWMEX/TiMREX)又稱西南氣流實驗，邀請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
亞等國科學家參加,美國科學家並在 NSF 支援下引進 NCAR ‐SPOL 雙偏極化雷達進
行豪大雨天氣系統觀測。此一工作針對影響臺灣最重要的劇烈天氣及東亞季風的
觀測和研究有重大貢獻，協助提升國內氣象與防災作業水準。尤其促進了對東亞
季風中尺度對流系統和地形影響研究的國際合作，被世界天氣研究計劃（WWRP）
季風委員會列為重點劇烈天氣實驗之一。周教授身為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理事長，
積極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包括科學家和研究生定期互訪和研討會，成果豐富。最
近三年周教授克服萬難投身規劃、推動促成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颱風與社會
研究中心(APEC Research Center for Typhoon and Society, ACTS)成立，並身任執行
長，不但促進國內氣象颱風研究，也讓中央氣象局在我國非世界氣象組織的困難
環境下，能夠和周邊各國氣象局正式來往合作互磋，達成氣象預報作業、教育、
與防救災應用等方面國際接軌，對氣象局業務的進步和前途，以致延伸到我國天
氣和氣候研究的未來發展，都是關鍵性的貢獻，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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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傑 博士(ChunChieh Wu)
教育背景:
研究所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大氣科學博士，
1993 年 5 月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Kerry A. Emanuel
題目：Understanding hurricane movement using
potential vorticity: A numerical model and an
observational study.
大學部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理學士，1986 年 6 月
任職:
(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2008 年 8 月迄今
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颱風研究中心，2009 年 1 月迄今
兼任研究員
哥倫比亞大學 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2004 年 7 月迄今
Visiting Fellow
普林斯頓大學暨美國國家大氣與海洋總署（NOAA) 地球物理流體動力學實驗室，
2004 年 1 月至 7 月
研究員
普林斯頓大學暨美國國家大氣與海洋總署（NOAA）地球物理流體動力學實驗室，
1993 年 8 月至 1994 年 11 月；1995 年 7 至 9 月
其他專業職務
美國氣象學會熱帶氣象及颶風委員會委員，2012 年 1 月‐迄今
亞洲太平洋大氣科學期刊副編輯，2011 年 11 月‐迄今
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學會(AOGS;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大氣學門主席，
2009 年 8 月迄今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理事，2007 年 3 月‐迄今
國科會自然處大氣科學諮議委員會委員，2008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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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學集刊（TAO)總編輯，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2009 年 8 月~2012 年 7
月
地球科學集刊（TAO)編輯，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2005 年 8 月~2009 年 7 月
國科會自然處大氣科學審議委員會召集人，2005 年 1 月~2007 年 12 月
地球科學集刊（TAO）副編輯，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2004 年 11 月~2005 年
7月
美國氣象學會, Monthly Weather Review , 副編輯，2002 年 1 月~2003 年 1 月
大氣科學期刊總編輯，中華民國氣象學會，2002 年 1 月~2003 年 12 月
地球科學集刊（TAO）執行編輯，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1997 年 6 月~2003
年 12 月
國科會自然處大氣科學審議委員會委員，2002 年 1 月~2007 年 12 月
榮譽與獎項
國科會 50 週年「50 科學成就」，2009
吳大猷科普著作獎翻譯類金籤獎,財團法人吳大猷學術基金會，2008
臺大教學傑出獎，2008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7，2009，2012
臺大研究成就獎，2004 (2005 年起改稱為「臺大傅斯年研究獎」）
臺大教學優良獎，2003，2005，2006
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2001
邀請演講
吳教授教學及研究認真負責，在兼顧研究創新及教學品質之餘，亦極積參與
國際會議並與知名學術及研究單位進行學術交流。吳教授共計於各式國際會議發
表約 161 篇學術論文，並受邀至國際(美、歐、日、韓、中等國)主要相關頂尖/
知名學術及研究單位進行專題演講（近十年共約 50 次，包括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day (MIT),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y
(GFDL)/Princeton Univ., 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 (LDEO)/Columbia
Univ., UCLA, State University New York at Albany, Univ. of Rhode Island, State
University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Colorado State Univ., Univ. of Miami, Univ. of
Wisconsin, Madison,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 IPRC/Univ. of Hawaii, Florida State Univ.,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National Aeronautical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GSFC/NASA),
Environment Modeling Center/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EMC/NCEP), Hurricane Research Division/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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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HRD/AOML/ NOAA),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NRL)/US
Navy, Tokyo Univ.,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Kore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Seoul National Univ., Yonsei Univ., 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
(LDEO)/Columbia Univ., Univ. of Washington at Seattl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Peking Univ., Nanjing Univ., Yonsei Univ.,
Kyoto Univ., Nagoya Univ., Hong Kong Chinese Univ., Princeton Univ.）
。

吳教授現職為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特聘教授兼系主任。吳教授 1986 年於臺
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畢業，1993 年五月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隨後至普林斯
頓大學地球物理流體動力實驗室(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 GFDL)
擔任博士後研究員，1994 年返回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任教至今。吳教授的研究範
圍廣泛，涵蓋颱風動力各層面相關研究，包括颱風運動(位渦準平衡動力)、強度、
降水、
（雙）眼牆動力、策略性（標靶）觀測理論及驗證、颱風與海洋、颱風與地
形交互作用，颱風與氣候，及颱風資料同化與數值模擬等科學研究。吳教授研究
成果豐碩，目前已發表 69 篇 SCI 期刊論文，被 SCI 期刊論文引用次數為 1493 次，
H‐number 為 22，所進行颱風之突破研究工作在國際上扮演重要角色。吳教授於
2001 年獲得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2008 年獲得臺大教學傑出獎 ，2007、
2009 及 2012 年三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並於 2009 年獲選國科會 50 週年「50
科學成就」
。吳教授的譯著「颱風」於 2008 年獲頒吳大猷學術基金會之吳大猷科
普著作獎翻譯類金籤獎。吳教授於 2009 年榮選為遠見雜誌「新臺灣之光 100」。
吳教授於 2009 年至 2012 年擔任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地球科學集刊（TAO)總
編輯，目前為美國氣象學會「熱帶氣象及颶風委員會」委員，及亞洲大洋洲地球
科學學會(AOGS;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大氣學門（副）主席等專業職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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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特殊貢獻及資深績優人員 簡介
紀水上 博士
籍貫：臺灣雲林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理學士、理學碩士、理學博士
現職：
1.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兼任
副教授
2.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兼任副教授
3.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理事、副理事長
4.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系友會會長
5.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監事
6.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
7. 中華民國臺灣飛行安全基金會諮詢委員
經歷：
1. 中央氣象局技士、課長、副主任、主任、主任秘書、副局長
2.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太空科學暨工程中心訪問科學家
3.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秘書長
4. 空軍氣象聯隊氣象中心少尉氣象官
5.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兼任講師
獲獎：
1.
2.
3.
4.
5.

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
行政院國科會研究成果一等獎及甲等獎
行政院特種服務獎章
交通部二等專業獎章
中央氣象局特殊貢獻獎

對氣象界之特殊貢獻或卓越功績：
紀水上先生自民國 60 年進入氣象局從事氣象業務及相關研究超過 41 年，歷
任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報組（現氣象預報中心）技士、氣象衛星中心技士、課長、
副主任、主任、主任秘書與副局長等職務，善盡職責，積極投入，戮力從公；在
職期間，發揮氣象專長，參與國內外各項氣象研究計畫，多項研究成果，嘉惠後
進，並成為氣象分析預報之重要參考依據。其具體事蹟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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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協助中央氣象局業務推展
紀博士於民國 65 年 9 月奉派至美國 NESS（現在更名為 NESDIS）
，研習衛星接
收與分析技術；70 年 8 月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習衛星影像交替顯示分析技術。
在衛星中心任職期間，協助建立臺灣首座高解析度氣象衛星接收站及衛星影像彩
色顯示系統，引進氣象衛星分析研判技術並建立自主衛星資料分析研判作業能力。
在主任秘書與副局長任內，襄助執行本局第四期（氣候變異與劇烈天氣監測預報
系統發展計畫）及第五期（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發展計畫；同
時，主導氣象法及其相關子法鬆綁之研修。
二、 國際合作
紀博士自 1987 年即參與中美合作之 TAMEX 預報實驗計畫，更於 1992 年擔任
TAMEX 預報實驗計畫衛星資料應用組及訓練組召集人，建立實驗期間衛星及預報
標準作業模式。2008 年與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周仲島教授共同完成臺美合作
之「2008 年西南氣流觀測實驗」，有助於提升梅雨季之豪雨預報能力。
三、 兩岸合作
多次參與兩岸氣象科技交流事務並參與協助處理兩岸氣象名詞編修，與國立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周仲島共同擔任兩岸梅雨研究共同主持人。
四、 國內氣象學界合作與個人研究成果
紀博士自 1991 年起即每年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專案計畫總計畫暨子計畫主
持人，在颱風定量降雨、豪大雨預報技術與梅雨季預報概念模式建立之研究成果
豐碩，迄今已完成 20 個一般型研究計畫案。同時 2000 年起結合國內學界及氣象
作業單位之學者、專家，建立「梅雨季豪大雨預報技術」研究團隊，逐步提升氣
象局對臺灣地區之梅雨預報能力。
此外，紀博士除本身業務，公務之餘，自我研修，已完成期刊論文 4 篇、研
討會論文 34 篇、技術報告 29 篇及專書 2 冊，對氣象預報業務及學術研究方面之
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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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保亮 博士
現職：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技正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博士(2000)
經歷： 1995-2001 中央氣象局五分山雷達站技士
2001-2003 中央氣象局第四組技士
2002-2002 美國國家劇烈風暴實驗室訪問學者
2003-2010 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課長
2010-

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技正

榮譽： 94 年度交通部暨所屬機關模範公務人員
100 年獲頒全國水利事業貢獻獎
對氣象界之特殊貢獻或卓越功績：
為落實中央氣象局防災有氣象之施政目標，張保亮技正領導技術團隊，整合
各式氣象觀測與災害潛勢資訊，製作劇烈天氣監測系統並連線至不同防救災機構，
做為進行各式保全措施所需之重要參考依據，以達成防災及減災之目的。其具體
事蹟敘述如下：
一、 劇烈天氣監測系統之建置
張保亮技正帶領技術團隊積極開發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以加強中
央氣象局對颱風、梅雨、雷暴等災害性天氣系統的監測能力並對其進行未來 1 小
時雨量預報。劇烈天氣監測系統以網頁形式結合氣象雷達、衛星、閃電、及地面
雨量觀測並結合地理資訊(河川、道路等地理分布狀況)以網頁形式提供各項與降
雨量相關之產品，包括每 10 分鐘更新 1 次之雷達回波(“回波”強度的變化即代表
降雨強度的變化)、地面觀測資料、降雨估計、劇烈天氣分析、風場分析等。其中
高水平解析度(約 1 公里)之 10 分鐘、1、3、6、12、24、48 及 72 小時定量降雨估
計地理分布圖，可揭露全國範圍內之降雨量現況及趨勢。因操作簡易且訊息更新
頻率高，此系統目前已廣為國內中央及地方防救災機關應用。職是之故，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CEOC)在 1 及 2 級開設期間，即深度依賴 QPESUMS 系統所提供之即
時性資訊，以為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之中央各防救災業務權責機關對轄管地區
進行災害潛勢研判及執行防救災措施之重要客觀指引，期能在豪雨及颱風侵襲期
間有效降低生命及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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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劇烈天氣監測系統之客製化服務
為了適應多元化的防救災應變需求，中央氣象局自去(100)年起將氣象資訊與
防災預警之結合列為重點施政目標，張保亮技正帶領劇烈天氣監測系統團隊配合
不同機關日常作業使用之地理圖資，設計專屬客製化網頁操作介面，針對不同機
關轄管之重點監控區域提供雨量顯示與警示資訊，以採取防災預警措施。
去(100)年 5 月完成公路總局之客製化 QPESUMS 系統，針對 55 處重點監控
路段與 36 處重點監控橋梁，提供雨量預警値、警戒值與行動值之燈號警示，做為
該局實施預警性封路及封橋作業之重要參考資訊，期能確保用路人安全，減少因
公路災情所導致的生命財產損失。100 年 5 月至 101 年 5 月，在此專屬 QPESUMS
網頁產品之輔助下，公路總局進行預警性封路次數達 94 次，其中預警性封路後發
生災情達 36 次。亦即在中央氣象局之協助下，公路總局已初步達成”災前預警應
變，災中無人傷亡”之重大防災目標。該局特以 100 年 12 月 30 日路防一字第
1001008823 號函感謝中央氣象局同仁鼎力協助其執行預警性封路(橋)防災措施，
有效降低人員罹災機率。
為因應桃園機場公司對於機場跑道及航站週邊即時天氣掌握的需求，中央氣
象局於今(101)年 5 月完成桃園機場的客製化 QPESUMS 系統，提供桃園機場方圓
8 公里區域內的天氣資訊，並針對強降雨區域進行警示，提醒權責人員啟動預防
與應變措施。此外，依據臺灣鐵路管理局之作業需求，於 101 年 5 月進行鐵路局
的客製化 QPESUMS 系統，除顯示鐵路沿線的車站、各鐵路里程、鐵路橋梁與隧
道的降雨量變化外，亦依據該局所提供之多重降雨指標建立鐵路橋梁之封橋預警
値、警戒值與行動值燈號警示，做為該局評估颱風與豪大雨期間鐵路交通的安全
性或進行災害防救緊急應變措施之客觀數據指引。
目前中央氣象局正積極進行高速公路局的客製化 QPESUMS 系統，結合交通與氣
象資訊，針對眾國道沿線、交流道及服務區提供鄰近雨量站觀測值，並結合地理
圖資提供國道沿線之雨況(大、中及小雨)、累積雨量與即時路況，供該局啟動預
防與應變措施並提醒用路人選擇較安全之路線，避開強降雨路段，降低天氣現象
所可能造成的交通事故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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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 得獎論文及第一作者簡介
得獎論文：A New Parallel DomainDecomposed Chebyshev Collocation
Method for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Modeling

得 獎 人：蔡禹明博士
2005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2006 年畢業於國立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探討行星尺度大氣緯向帶
狀之結構特徵；2010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博
士班，博士論文研究帶狀化時間在大氣系統上之應用。於
2008-09 年間赴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Schubert Research
Group 進行訪問研究。目前服務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天文站，
從事行星大氣科學之研究。平日的興趣為登山與觀星。

摘要
Spectral methods seek the solution to a differential equation in terms of series of
known smooth function. The Chebyshev series possesses the exponential‐convergence
property regardless of the imposed boundary condition, and therefore is suited for the
regional modeling. We propose a new domain‐decomposed Chebyshev collocation
method which facilitates an efficient parallel implementation.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for the individual sub‐domains are exchanged through one grid interval overlapping. This
approach is validated using the one dimensional advection equation and the inviscid
Burgers’ equation. We further tested the vortex formation and propagation problems
using two‐dimensional nonlinear shallow water equations. The domain decomposition
approach in general gave more accurate solutions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single domain
calculation. Moreover, our approach retains the exponential error convergence and
conservation of mass and the quadratic quantities such as kinetic energy and enstrophy.
The efficiency of our method is greater than one and increases with the number of
processors, with the optimal speed up of 29 and efficiency 3.7 in 8 processors. Efficiency
greater than one was obtained due to the reduction the degrees of freedom in each
sub‐domain that reduces the spectral operational count and also due to a larger time step
allowed in the sub‐domain method. The communication overhead begins to dominate
when the number of processors further increases, but the method still results in an
efficiency of 0.9 in 16 processors. As a result, the parallel domain‐decomposition
Chebyshev method may serve as an efficient alternative for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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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年度論文獎 第一作者簡介
得獎論文：使用都卜勒氣象雷達資料改善模式定量降雨預報之可行性
研究 - 以模擬資料測試之實驗結果
得 獎 人：尤心瑜
現職：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海象測報中心 技士
學歷：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學士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碩士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碩士
經歷：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臺東氣象站 技士

得獎論文：宜蘭南澳水龍捲之分析
得 獎 人：劉清煌
現職：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副教授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大氣科學博士
專長：雷達氣象、中尺度氣象學、劇烈天氣
經歷：
中國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1997 年 8 月~迄今）
UCLA 博士後研究員（1997 年 1 月~1997 年 7 月）
UCLA 博士班（1989 年 9 月~ 1996 年 12 月）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 (1988 ‐ 1989)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專任助理 (1987 ‐ 1988)
空軍氣象聯隊 氣象官 (1985 ‐ 1987)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碩士班 (1983 ‐ 1985)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系 大學部 (1979 ‐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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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大氣科學期刊優良論文
得獎論文：使用都卜勒氣象雷達資料改善模式定量降雨預報之可行性
研究 - 以模擬資料測試之實驗結果
作

者：尤心瑜、廖宇慶

刊登期刊：大氣科學第 39 期第 1 號
獲獎原因：本文研究方法創新，條理清晰、論述嚴謹，值得肯定。
論文摘要：
本文介紹一針對都卜勒雷逹觀測所設計的資料同化方案，並探討利用該方案
將雷逹資料及其所反演的大氣狀態變數同化進入數值模式後，對改善劇烈天氣預
報的可行性。此同化方案的流程共包含三部份：多都卜勒雷達風場反演、熱動力
反演、及水氣調整。
為了能詳細地探討本方法的性質，研究中所做的實驗都是在 Observation
System Simulation Experiment (OSSE)的架構下進行，實驗內容包含:(1)研究方
法完整流程的測試;(2)無探空資料輔助的同化實驗與同化次數測試;(3)有探空資
料輔助時的同化策略。
OSSE 實驗結果顯示，經過同化都卜勒雷逹觀測資料及其反演的大氣狀態變數
後，的確可降低初始場中因擾動太過微弱所導致降水不足的預報誤差。無探空資
料時，利用模式當時的預報場來當成額外的輔助資料來源，仍然可以改善對降水
的預報。在同化次數的測試中，則發現同化次數較多的實驗結果較佳，但其效果
要在同化結束後一段時間(約 1 小時)才會逐漸開始顯現。在同化過程中，給予探
空資料可有效提升同化結果的準確度，而在此同化之後，如再進行一次沒有探空
資料的同化，於預報結果會有更進一步的改善。
關鍵字: 都卜勒雷達、資料同化、定量降雨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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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論文：宜蘭南澳水龍捲之分析
作

者：劉清煌、蔡沛旻

刊登期刊：大氣科學第 39 期第 2 號
獲獎原因：作者首次利用照相測量法結合氣象資料分析臺灣之水龍捲，創新作法
值得借鏡。
論文摘要：
本文分析 2010 年 08 月 16 日於宜蘭南澳所發生之水龍捲個案，作者利用拍攝
到之水龍捲照片及花蓮雷達資料探討水龍捲之成長與積雲（母雲, parent cloud）
間之相關。使用照相測量法（photogrammetry）可求得照片上水龍捲之仰角及方
位角，再利用雷達回波所提供之距離及積雲之移動速度，可求得水龍捲的位置、
直徑及高度等數值。分析結果顯示水龍捲之成長至消散與積雲的發展階段有密切
的關係，當母雲於發展期時水龍捲之漏斗雲（funnel cloud）形成，母雲發展達
成熟期時水龍捲達最強且直徑可達 40 公尺，之後當母雲進入消散期時水龍捲很快
消散。水龍捲路徑分析顯示前期之路徑跟隨母雲的方向移動，但後半期路徑偏離
母雲，猜測是積雲於消散期時下衝流變強且面積加大，迫使上升氣流區域外移使
得水龍捲的移動路徑產生偏移。作者利用有限之資料首次對臺灣地區的水龍捲做
較深入的分析，結果有助於瞭解此類劇烈天氣系統的發展與積雲之間的關係，進
而可為預報之參考。

關鍵字：水龍捲、龍捲風、漏斗雲、照相測量法、積雲對流、下衝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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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論文：東太平洋間熱帶輻合帶的南北偶極特徵
作

者：施明甫、洪致文

刊登期刊：大氣科學第 39 期第 4 號
獲獎原因：本文分析東太平洋 ITCZ 年際變化特徵與可能的動力機制，論述清晰，
值得肯定。
論文摘要：
間熱帶輻合帶(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簡稱 ITCZ)，是大氣環流
中一個很明顯的特徵。在東太平洋地區，由於海氣交互作用及海陸交界海岸線的
配置，使得 ITCZ 偏好出現在北半球。東太平洋赤道北方的 ITCZ(簡稱 NITCZ)在北
半球夏季時移至最北端(20°N)，並在春季時回到最低緯度(5°N)；除了北半球的
NITCZ，在其南方有另一條對流輻合帶，只在 3～4 月出現於南半球，稱為東南太
平洋間熱帶輻合帶 (Southeast Pacific Intertropical Convergence Zone；簡
稱 SITCZ)。根據降水及低層輻合場的平均來看，在 3～4 月時 NITCZ 及 SITCZ 並
存，且呈現雙條 ITCZ 的現象。本研究以多種獨立觀測資料來分析 SITCZ 的年際變
化，包括降水、海表面溫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簡稱 SST)等。分析結果
顯示，SITCZ 區域的對流系統，與該地 SST 的相關，僅侷限在年循環的季節變化
上，對於 SITCZ 的年際變化，該地的 SST 並非關鍵因素。也就是說，SITCZ 強度
上的年際變化，和該區域的 SST 並無顯著關係。相對於此，在其北方的 NITCZ 強
度，卻與 SITCZ 的年際變化有著明顯的負相關。亦即，若某年的 NITCZ 較弱，便
會產生弱的南北向環流，使得赤道南方 SITCZ 對流發展有較好的大環境條件，因
此 SITCZ 會較強。相反地，若某年的 NITCZ 較強，便會產生相反的結果，使 SITCZ
的年際變化較弱。NITCZ 與 SITCZ 間有著此消彼長，彼消此長的南北偶極相關，
是東太平洋 ITCZ 年際變化上一個重要的特徵，而這樣的相關也可在日尺度的對流
分析中被證實。
關鍵字：東南太平洋間熱帶輻合帶、間熱帶輻合帶、年際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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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論文：夏季雷雨個案雙偏極化雷達雨滴粒徑分佈反演及數值模擬
的比較
作

者：曾威仁、陳臺琦

刊登期刊：大氣科學第 39 期第 4 號
獲獎原因：本文用一維雲模式模擬雨滴粒徑分布並以雷達資料驗證，論述清晰，
值得肯定。
論文摘要：
在過去相關研究中，多半使用地面雨滴譜儀來驗證模式模擬雨滴粒徑分布的
演化過程。由於雷達資料擁有良好的時空解析度，於是本研究利用一維雲模式，
並搭配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物理研究所雙偏極化雷達反演空中雨滴粒徑分布之技術，
模擬臺灣山區夏季午後天氣系統中，層狀區與對流區之雨滴粒徑分布的演化過程，
並以雷達觀測產品做為驗證。研究結果發現，在沒有考慮水平方向空氣平流的情
況下，透過給予一組層狀區上空 3.5 公里處的雨滴粒徑分布，一維雲模式能夠順
利掌握到該區域的中值體積直徑向下漸增、高低層差值漸減的趨勢。此外模擬 9
至 10 分鐘後其模擬之垂直分布即相當接近雷達的反演場。在對流區中，雷達反演
的中值體積直徑在 3.5 公里以下則是一直保持定值。比起考慮多種微物理過程的
模式，僅考慮沈降作用的模式似乎能獲得較為一致的結果。推論主要的原因可能
是本個案的對流區中，沈降作用較其他微物理過程重要。
關鍵字：一維雲模式、雨滴粒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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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論文：海棠颱風登陸臺灣前內核結構演變之研究
作

者：簡國基

刊登期刊：大氣科學第 39 期第 1 號
獲獎原因：本文能針對海棠颱風關鍵內核結構特徵進行分析與模擬，深具啟發性。
論文摘要：
海棠颱風(2005)登陸臺灣前，除了出現逆時針打轉的路徑外，颱風內核結構
同時也有明顯的變化；都卜勒雷達觀測資料顯示，當颱風中心靠近臺灣時，眼牆
南側象限有線狀對流加強現象，該線狀對流逐漸旋繞併入眼牆，接著即出現颱風
內核區之對流增強。本研究使用WRF-ARW中尺度模式進行高解析度(水平4公里)數
值模擬的結果發現，臺灣地形阻擋使繞山氣流與颱風內核環流產生低對流層之動
力輻合，激發內核南側線狀強對流；隨後，該線狀強對流被併入眼牆區，促使眼
牆東側位渦值及對流強度皆明顯增強，颱風眼結構也逐漸調整成橢圓狀。位渦擾
動量收支分析結果顯示，非對稱加熱作用下之位渦通量項以及颱風平均風場作用
下之位渦擾動通量項是導致眼牆東側位渦加強的主要貢獻項；線狀強對流併入眼
牆時，颱風強度會短暫增強，此增強的過程在趨勢上是呈現振盪且強度漸漸加強
之型態，同時內核不對稱強風速區將轉而出現在眼牆東側象限，本模擬結果亦顯
示，線狀強對流完全併入眼牆東側(發生於積分時間30~31小時)約2~3小時後，颱
風內核中心逐漸開始轉向北移行，此運動北轉為海棠颱風內核完成逆時針打轉路
徑的關鍵過程，本實驗未來將進一步研究眼牆東側強位渦發展與該北轉運動是否
有顯著關聯並探討其中的動力機制。
關鍵字：颱風內核、眼牆不對稱對流、WRF-ARW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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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暨
參訪活動報告
學會秘書處
一、引言
海峽兩岸因地緣關係密切，相同天氣和氣候現象同時影響大陸和臺灣。兩岸
氣象界在颱風和劇烈降水研究都有相當多經驗，在氣候變遷領域也有許多值得雙
方借鏡之處，兩岸交流具有高度互補性。因此藉由每年舉辦的{海峽兩岸災害性天
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進行相關技術與經驗的交流，以加強兩岸對於颱風、豪雨
等中小尺度天氣現象之預報的能力，以及大尺度動力與氣候變遷相關議題之瞭
解。
二、籌備經過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於今(101)年 9 月 17 日在
臺北召開，邀請大陸相關氣象作業人員和學者專家 15 人，以及國內作業及學術單
位專家共約 110 人左右，大家齊聚一堂，進行學術報告、討論、座談及訪問等交
流活動，對相關災害性天氣之成因與預報技術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本年
度研討的主題包括：
（1）重大災害性天氣的監測、分析及預報技術之研討；
（2）極端天氣(暴雨、颱風、寒潮、乾旱)的監測、分析及預報技術之研討；
（3）氣候及氣候變異的監測、分析及預報技術之研討；
（4）觀測系統或觀測資料的設置與運用，或作業用氣象資源的設置與運用；
除相關議題之廣泛討論外，並加強雙方對颱風、梅雨季豪大雨預報能力提升，
以及全球暖化相關知識技術之交流與探討。
學會自 2012 年 4 月正式接受氣象局委託，即著手與國內受訪單位及大陸方面
聯繫籌劃。由學會邀集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中國文化大
學大氣科學系等相關學術及作業單位參與協辦。籌辦期間學會兩岸交流推動委員
會乃多次與大陸方面聯繫，確認大陸 15 位來臺參加人員名單（詳如下表）。

72

姓名

性別

鄭國光

男

李眈陸

男

余勇

男

畢寶貴

男

喻紀新

單位

職務

男

中國氣象局
中國氣象學會
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二局
中國氣象學會
中國氣象局辦公室
中國氣象學會氣象史志委員會
中國氣象局預報與網路司
中國氣象學會
海峽兩岸氣象科技交流中心

局長
名譽理事
巡視員兼副局長
會員
主任
主任委員
司長
理事
主任

翟盤茂

男

中國氣象學會

秘書長

孫繼松

男

周月華

女

萬齊林

男

錢傳海

男

王新

女

李柏

男

李雙林

男

趙坤

男

包雲軒

男

北京市氣象台
中國氣象學會
武漢區域氣候中心
中國氣象學會
廣州熱帶海洋氣象研究所
中國氣象學會
氣象中心颱風海洋預報中心
中國氣象學會
衛星中心遙感應用室
中國氣象學會
氣象探測中心
中國氣象學會
中科院大氣物理所
中國氣象學會
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院
中國氣象學會
南信大應用氣象學院
中國氣象學會

首席預報員
會員
正研級高工
會員
所長/研究員
理事
主任/正研
會員
高工
會員
副主任/正研級高工
理事
副主任/研究員
會員
教授
會員
副院長/教授
會員

本次大陸參訪團由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先生擔任團長，率領相關作業單位
及學術界人員共 15 位。於 9 月 17 日（星期一）上午搭乘中國民航從北京直飛桃
園機場，於中午抵達；9 月 23 日中午從桃園國際機場離境直飛北京，期間參加研
討會，並參訪國內相關氣象學術及作業單位。
三、研討會記實
研討會於 9 月 18 日在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舉行，周仲島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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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國氣象局鄭國光局長致開幕詞，與貴賓合影留念後，隨即進行論文發表及討
論。此研討會我們發表 11 篇論文、大陸發表 9 篇論文，總計 20 篇論文。兩岸氣
象界參加人數計約 125 位左右。主持人、報告人及論文題目如下：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議程
9 月 18 日 星期二
時間

議程

講者

08:30‐09:00

註冊、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 周理事長仲島、鄭局長國光致詞

09:20‐09:30

合影留念

09:30‐10:15

Session 1：颱風動力與季風

主持人：
葉天降、余勇

09:30‐09:45

Prediction and Dynamics of Super Typhoon Megi (2010)

錢傳海

09:45‐10:00

Impacts of “wet seasons get wetter, dry seasons get drier”

周 佳

10:00‐10:15

Impact of the Atlantic Multi‐decadal Oscillation on Asian 李雙林
Monsoonal climat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10:15‐10:30

茶敘

10:30‐12:00

Session 2：數值模擬與同化

10:30‐10:45

Global temperature and carbon dioxide monitoring with 王國英
FORMOSAT‐3/COSMIC and PGGM

10:45‐11:00

滬寧高速公路一次複雜性大霧過程的數值模擬實驗

11:00‐11:15

Impacts of California irrigation on the Southwestern US 羅敏輝
hydroclimatology

11:15‐11:30

中央氣象局 TWRF 模式颱風預測能力之評估與改進

11:30‐11:45

Forecast of Super Typhoon Saomai near landfall through 趙 坤
Assimilation of GBVTD‐Retrieved Winds from a Doppler
Radar using 3DVAR and EnKF

11:45‐12:00

雙都卜勒雷達合成風場在颱風環流之應用分析

12:00‐13:30

午餐與休息

13:30‐15:00

Session 3：暴雨觀測與預報

主持人：
紀水上、畢寶貴

13:30‐13:45

珠三角城市群閃電的分佈特徵與成因探討

萬齊林

13:45‐14:00

LAPS 系集降水機率預報之經濟價值評估

張惠玲

14:00‐14:15

類比法在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之應用

鳳 雷

14:15‐14:30

7/21 北京大暴雨分析

孫繼松

14:30‐14:45

熱帶氣旋暖心傾斜度參數估算及其與氣旋強度的關係研 王 新
究

主持人：
鄭明典、翟盤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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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雲軒

黃康寧

張保亮

14:45‐15:00

臺灣地形於莫拉克颱風(2009)之地形降水的重要性

黃小玲

15:00‐15:30

茶敘

15:30‐16:45

Session 4：防災科技與研究

主持人：
程家平、周恒

15:30‐15:45

臺灣地區防災降雨雷達網建置計畫

許皓淳

15:45‐16:00

天氣雷達災害性天氣系統監測能力分析及未來技術發展 李 柏

16:00‐16:15

臺灣地區短延時致災降雨研究

于宜強

16:15‐16:30

暴雨洪澇災害動態風險評估技術集成與應用

周月華

16:30‐16:45

Highlights of the Operational WRF‐Based Numerical 洪景山
Prediction System at Central Weather Bureau of Taiwan

16:45‐17:20

閉幕式: 周仲島理事長、鄭國光局長致詞

17:20

會議結束

大會在結束前還特別邀請鄭國光局長針對大陸氣象局作業近況作一完整說明，
讓與會人員對中國氣象局最新發展有一較完整概念。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氣象局
在氣象衛星方面的投入，預計在未來 10 年投資百億發射 12 顆不同種類的衛星，
相信對於災害性天氣的監測與預報都會有革命性的衝擊。
四、參訪活動記實
大陸參訪團除參與研討會外，並由學會安排參訪中央氣象局及所屬作業中心、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以下就參訪行程逐日簡述。
第 1 天（9 月 17 日，星期一）
於中午 12:50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學會由周理事長、張秘書長、兩岸交流推
動主委林沛練教授等人接機。午餐由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於南方莊園設席招待,
餐後前往中央大學參訪，由林主任帶領參觀校園環境。參觀完中央大學後，旋即
北上拜訪中央氣象局各作業中心，由林熺閔組長等人作簡報，介紹中央氣象局各
中心的功能與業務，並由辛在勤局長主持座談會，兩岸氣象局人員與氣象專業人
士進行熱烈的討論、交流。傍晚時抵達中國文化大學臺北校區進行參訪，由劉廣
英院長介紹文化大學臺北校區以及文大大氣系的發展現況。晚上由氣象學會和文
化大學宴請賓客，文化大學張鏡湖董事長與學會周理事長主持，蔡清彥董事長和
林彩梅前校長都抽空參加。晚宴結束後安排大陸外賓入住臺北福華文教會館。
第 2 天（9 月 18 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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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於臺灣大學集思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舉行，由周理事長和鄭國光局長
為研討會致詞，接著展開論文研討。第一節為颱風動力與季風；第二節為數值模
擬與同化；第三節為暴雨觀測與預報；最後一節為防災科技與研究，。每位講者
有 12 分鐘的報告時間和 3 分鐘的討論，在座聽眾十分踴躍參與討論，與每位講者
作了很好的學術互動，可謂研討會一大成功。最後由周理事長主持閉幕，除了兩
岸專業人員給予諸多建議外，鄭局長親自介紹中國氣象局的發展現況，以及劉廣
英院長勉勵雙方應更強化兩岸氣象合作，為研討會畫上圓滿句點。晚上由辛在勤
局長於臺北 101 的欣葉餐廳主持歡迎晚宴，劉兆漢、李羅權、張智北等會士都特
別抽空參加，現場氣氛熱烈融洽。
第 3 天（9 月 19 日，星期三）
參訪團上午前往故宮博物館，欣賞館內所收藏的 65 萬件文化資產。隨後前往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參訪，由吳俊傑主任親自接待。結束臺大行程後前往坪林茶
葉博物館，了解臺灣特殊的茶葉文化知識及品嚐臺灣獨特茗茶。
第 4 天（9 月 20 日，星期四）
早上 9 點用完早餐後搭乘火車前往花蓮，於花蓮氣象站聽取簡報，並參訪觀
測坪。下午前往臺東，沿途欣賞壯闊的花東縱谷景色。
第五天（9 月 21 日，星期五）
早上至臺東氣象站進行參訪與座談，並到小野柳風景區攬勝後前往富岡用餐。
午餐過後，前往花東海岸風景區遊覽，參觀水往上流奇景、北迴歸線標誌、三仙
臺、石階坪遊憩區等臺灣東岸特殊地質景點。傍晚驅車前往花蓮，沿途兩岸人員
藉由歌聲交流，增進情感。
第六天（9 月 22 日，星期六）
早上 9 點早餐用畢後，前往太魯閣國家公園，進行大自然鬼斧神工地質之旅，
遊覽長春祠、燕子口、九曲洞等著名景點，更深刻了解地質與氣象交互作用的效
果。中餐後隨即前往東洋礦石博物館，對於臺灣的岩石構造有進一步的認識。結
束礦石博物館的參訪後，便搭乘火車返回臺北。晚上由周理事長和辛局長共同宴
請參訪團，陳泰然教授特別抽空參加。
第七天（9 月 23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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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結束一整周在臺訪問行程，在互道珍重再見聲中，由桃園國際機場搭
乘中國民航班機返回北京，順利完程這次豐富的兩岸氣象交流之旅。
五、結語
本次研討會所討論的主題，非常符合兩岸氣象作業界及學界所共同關心的內
容，雙方所提供的論文報告非常精采，兩岸都覺得累似的活動有必要加強或更深
化。梅雨和颱風以及中尺度的災害性天氣及氣候問題的監測和預報，一直都是兩
岸氣象工作者和社會所關心及面臨最為重大的問題，兩岸氣象界在這方面應該會
有很好的合作空間。研討會一天的時間共發表了 20 篇論文，對於許多共同面臨的
實際預報作業問題都做了十分熱烈的討論，也獲得一致共識，希望未來加強第一
線預報人員的交流。本次活動除了論文研討外，也特別參訪中央氣象局、花蓮氣
象站、臺東氣象站、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文化大學臺北
校區等，活動非常緊湊紮實。
此次大陸訪問團對學會在學術交流及參訪行程之安排皆非常肯定及滿意，對
於氣象局、各個氣象站以及學術單位，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充分的表達各單位的現
況皆留下深刻的印象，對於學術界的研究能與實務密切結合更加肯定及認同。此
外也從中感受到我們臺灣的熱情、有秩序及純樸，對我們做事認真的態度及精細
度更是讚譽有加，值得他們借鏡學習。大陸參訪團對於未來兩岸交流，建議能增
加(1)兩岸對衛星資料運用之交流；(2)預報員在精細預報上的交流；(3)參訪雷達站，
以及雷達保障及維護的交流。這些建議可以做為未來學會主辦相關交流活動的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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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
暨
北京、湖南、上海等氣象相關單位參訪報告
學會秘書處
一、 前言
本學會為持續增進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交流的機會，過去多年都在秋季組
團到大陸參加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今(101)年由於大陸團來訪時間提早到九
月，因此我學會團改為較晚出發，於12月16日至23日組團赴大陸北京，參加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
二、 參訪行程
學會此次組團赴大陸北京參加“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暨相關
參訪，行程詳如下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安排

12 月 16 日
星期日

下午

團組自臺北桃園機場出發，晚上抵達北京，入住神
舟國際酒店。

北京首都機場

全天

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開幕，論文研
討（議程另附）

北京氣象局科技大樓
一樓多功能會議廳

晚上

中國氣象局歡迎晚宴，鄭國光局長主持

上午

繼續研討會，研討會結束

下午

研討會結束後參訪衛星中心、預報中心、氣候中心、
中國氣象局
氣象中心，之後前往北海公園參訪

晚上

氣象學會晚宴，溫克剛前局長暨多位前副局長出席

12 月 17 日
星期一

12 月 18 日
星期二

12 月 19 日
星期三
12 月 20 日
星期四
12 月 21 日
星期五

活動地點

北京氣象局科技大樓
一樓多功能會議廳

上午

參觀故宮博物院

北京故宮博物院

下午

前往湖南張家界

首都機場

晚上

抵達湖南張家界

張家界
京武鉑爾曼酒店

全天

參訪張家界

張家界

上午

從張家界出發前往長沙

長沙神農大酒店

下午

參訪湖南省氣象預警中心並座談，宇如聰副局長主
持

湖南省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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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2 日
星期六

12 月 23 日
星期日

上午

前往上海

長沙機場

下午

上海市氣象局接機並安排入住斯波特酒店，參訪市
容＿東方明珠、外灘

上海市
愛晚亭餐廳

上午

參觀上海市氣象局一體化氣象業務平臺並就颱風研
究、預報業務科技進行交流

上海市氣象局

中午

歡送午宴

斯波特酒店餐聽

下午

團組人員由上海虹橋機場搭機返回臺北松山機場

臺北松山機場

三、 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經過
參訪行程的第 2 天及第 3 天上午是安排參加「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
研討會」，研討會的議程如下：
2012 年 12 月 17 日 研討會議程
地點：北京氣象局科技大樓一樓多功能會議廳
時間
8:30‐9:00

議程

講者

報到
胡永云,中國氣象學會副理
事長, 研討會主持人

開幕儀式主持人致歡迎詞

鄭國光先生,中國氣象局局
長
辛在勤先生,中央氣象局局
長
周仲島先生,中華民國 氣
象學會理事長

開幕致詞
9:00‐9:30
開幕致詞
開幕致詞
9:30‐9:50

團體合影
大會報告 Session I

主持人：王東海, 廖述宏

臺灣氣象業務和服務總體情況

辛在勤

利用平流層環流異常信號預測我國北方冬季季
胡永云
節內氣候變率：經驗與教訓
9:50‐12:00 西南氣流實驗研究成果

周仲島

中央氣象局衛星接收處理現況

陳嘉榮

風雲三號衛星的定量遙感應用

張 鵬

衛星氣象圖像數據之推廣與解析

苟潔予

FY2 衛星 TBB 亮溫正演模擬和同化

丁偉鈺

6.19 湖南大範圍暴雨中列東效應的多普勒雷達特徵

唐明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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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3:00 午餐

中國氣象局招待所

大會報告 Section II

主持人：張慶紅 陳嘉榮

天氣雷達風廓線產品集成和初步檢驗應用

王曙東

氣象儀器維修校正與未來展望

廖述宏

臺灣颱風預報經驗談

謝信良

颱風鳳凰之降雨預報作業登陸過程的高分辨率
崔曉鵬
數值模擬及其降水的診斷分析
TWRF 颱風預測模擬式之能力評估與改進

陳得松

颱風黑格比(2008)的雲尺度模擬：內核潛熱的三
李江南
維結構
特殊路徑颱風個案探討–天秤 (2012)
13:30‐17:35

羅雅尹

休息
梅花(1109)雙眼牆生消過程的衛星資料分析

朱雪松

熱帶氣旋降水分離客觀方法研究及其應用

任福民

地形對颱風影響之探討﹣蘇拉（2012）個案分
謝佩芸
析
改進地基雷達軌跡顯示技術反演熱帶氣旋內核
趙坤
區環流結構
強風下的海一氣動量通量：水深的調制作用

趙中闊

中央氣象局海象觀測、預報及服務

呂理弘

暖季降雨系統雨滴譜及結構特徵分析研究

鍾吉俊

東亞區域雲和降水微物理特徵及其參數化方案
王東海
的建立
18:30‐20:30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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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18 日研討會議程
地點：北京氣象局科技大樓一樓多功能會議廳
時間

議程

講者

大會報告 Section III

主持人：崔曉鵬 苟潔予

華北地區一次平流霧過程的可預報性研究

張慶紅

預報作業輔助系統之發展

陳怡良

分類強對流天氣預報技術研究

鄭永光

8:00‐12:00 機場終端區對流天氣臨近預報的初步研究

王

剛

休息
臺灣短期氣候監測預報之發展

陳孟詩

江淮流域梅雨期將水與 10‐30 天低頻震盪的聯繫
臺灣地區暖季午後雷陣雨之氣候特徵分析
低層垂直風切變和冷池相互作用影響華北地區
一次颮線過程發展維持的數值模擬
12:00‐13:00 午餐

王黎娟
齊祿祥
陳明軒
中國氣象局招待所

此次研討會進行的過程簡述如下：
（一）研討會會場報到作業：研討會會場是設在北京氣象局科技大樓一樓的會議
室，參加者於上午八點陸續報到入會場。
（二）主持人及貴賓於開幕式上致詞：開幕儀式由大陸中國氣象學會胡副理事長
永云主持，大陸中國氣象局鄭局長國光、臺灣中央氣象局辛局長在勤、及
臺灣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周理事長仲島分別於開幕式上致辭。
（三）大會報告：共分為 3 個場次, 12/17 有 2 個場次, 12/18 有 1 個場次, 兩岸的
氣象學者專家共計提出 31 篇論文，討論主題及篇數統計如下：
天氣分析
雷達與衛星遙測及自動測報等技術
天氣預報技術
數值模擬
颱風
氣象服務
氣候與長期天氣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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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篇
7篇
4篇
2篇
6篇
2篇
5篇
1篇

我方有 16 位學者專家出席，並發表 14 篇論文，其中中央氣象局提出 11 篇論
文，氣象學會代表亦發表 3 篇論文。而中國大陸方面，包含氣象作業及學術單位
之學者專家共約計百餘人參與。
為期一天半的研討會內容主要以極端天氣與劇烈降雨的影響、雷達與衛星遙
測及自動測報等技術、颱風及其所造成的災害性天氣為研究討論重點。兩岸氣象
專家、學者分別就目前與未來氣象技術面臨的挑戰、氣象防災、減災的因應策略、
氣象服務現況和未來趨勢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而研討會也在兩岸學者、氣象
界專家的熱烈討論聲中結束。
四、參訪活動記要
此次除參加研討會外並安排參訪中國氣象局、湖南省象局及上海市氣象局，
茲將參訪過程簡述如下：
12 月 18 日（星期二）於研討會閉幕後, 下午隨即由喻紀新主任陪同前往中國
氣象局的國家衛星中心、氣候中心及氣象中心參訪，並聽取各作業單位之簡報。
參訪結束後並安排兩岸預報人員進行交流座談，分享彼此在預報生活上的經驗，
座談會在歡愉中結束。之後驅車前往北海公園，參觀在夕陽映照下雪銀白的公園
景緻，同時也體驗一下在地人在零下 5 度左右散步在公園的心情。在穿越公園的
不遠處，就是由中國氣象學會安排的晚宴(全聚德餐廳)。今晚晚宴特別熱鬧，除
了鄭國光局長率領許小峰和于欣文副局長出席外，學會另外特別邀請來幾位前任
局長一起參加，包括溫克剛、馬鶴年、李黃等，老友相聚，特別愉快，晚宴在一
片離情依依不捨中結束。
12 月 19 日（星期三）上午前往北京故宮博物院參觀導覽，中午至東來順餐
廳吃火鍋。用餐後，便前往機場搭機飛往湖南張家界。晚上則入駐張家界京武鉑
爾曼酒店。
12 月 20 日（星期四）全天由湖南省氣象局安排參觀張家界風景區，但由於
當日天氣溼冷，所到之處皆雲霧瀰漫，讓原本氣勢壯觀的張家界增添了幾分神秘
色彩，呈現有別一往的風貌。傍晚則驅車返回入住飯店，並安排在飯店用晚餐。
餐後前往飯店隔壁的魅力湘江觀賞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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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星期五）早上從張家界出發乘車前往長沙，因為路程較遠整個
上午都在搭車, 中午到達長沙入住神農大酒店。午餐後，前往湖南省氣象局參訪。
中國氣象局宇副局長如聰並專程在氣象局迎接我們並陪同參訪，在聽取各作業部
門簡報後，接著進行交流座談會，彼此針對兩岸常見之災害性天氣問題交換意見、
並分享在氣象專業及作業上的經驗。會後由宇副局長及湖南省氣象局同仁陪同用
餐並觀賞晚會。
12 月 22 日（星期六）早餐後一行人既前往長沙機場搭機前往上海，於下午
飛抵上海入住斯波特酒店後，隨繼安排參觀上海市容及東方明珠，在參觀東方明
珠景觀的同時，也讓我們實足的感受一下在 259 米高懸空觀景的感受。隨後，晚
餐還特別安排在東方明珠對岸的愛晚亭餐廳用餐，讓我們可以一邊用餐一邊欣賞
上海外灘的夜景。餐後前往外灘散步留影後即驅車回飯店休息。
12 月 23 日（星期日）上午參訪上海市氣象局一體化氣象業務平臺，並就颱
風研究、預報業務科技進行交流。隨繼也參觀徐家匯觀象臺，從中瞭解到徐家在
氣象研究上對中國的貢獻度。參訪後，一行人返回飯店整理行囊，在歡送午餐後
前往虹橋機場搭機返回臺北，結束此趟八天的參訪行程。在此特別感謝中國氣象
局貼心安排，沈曉農副局長和周恆司長從中東參加 UNFCCC 會議後直接到上海來
相會，除了陪同參觀協助解說外並代表送行，令大家感動不已。
五、 總結
此次順利圓滿完成參訪行程，要感謝中國氣象學會以及中國氣象局的用心安
排及接待，讓雙方之氣象專家及專業人員, 能針對兩岸氣象科學技術所共同面臨
的挑戰進行深入的探討，同時也就兩岸常見之災害性天氣預報問題、以及強化氣
象防災效能與提升氣象服務品質等課題，廣泛交換意見。此行，不但達成氣象科
學與技術的交流目的，並增進彼此的認識，相信也為未來打造良好的合作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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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風十年回顧 –
中年 Wu & LinPo 的奇幻歷程
吳俊傑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一、前言
1996 年，電影「龍捲風」描述一群科學家到處追風，把探測儀捲進龍捲風以
完成研究的冒險故事；2003 年，我們創建了「追風計畫」，搭乘飛機追逐颱風投
擲投落送探測儀，期待更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就在追風十年後的 2012 年，電影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敘述了一則信仰與冒險的故事，大自然的壯麗與無情、主
人翁的信仰與經歷，使追風十年卻已屆中年的我們，重新體會我們所走過的一段
奇幻歷程。感謝國科會、中央氣象局及大氣學界的支持，我們於過去十年(2003
至 2012)得以順利完成「侵臺颱風之飛機偵察及投落送觀測實驗」[Dropwindsonde
Observation for Typhoon Surveillance near the TAiwan Region (DOTSTAR)，
代號為追風計畫]。
DOTSTAR 計畫在國科會及氣象局經費支持下，由我國研究人員[個人為計畫主
持人，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林博雄教授與中央氣象局葉天降主任(現為副局長)為
共同主持人]所主導的跨部會、臺、美、日三國跨國合作的國際研究計畫，並與美
國國家海洋大氣總署所屬颶風研究中心（NOAA/HRD）
、國家環境預報中心（NCEP）、
日本氣象廳/氣象研究所(JMA/MRI)等共同合作。此計畫使臺灣在國際颱風研究領
域中進入新的里程碑，扮演西北太平洋及東亞地區颱風研究的領導角色。
DOTSTAR 計畫乃是西北太平洋地區自 1987 年以來，首次以飛機及投落送偵察
颱風環境結構的觀測實驗，研究人員直接飛行到接近臺灣的颱風周圍 43000 英呎
上空，投擲 GPS 投落送（Dropwindsonde），藉此取得颱風周圍最敏感地區的大氣
環境資料。此資料能即時傳輸至中央氣象局資訊中心，與電腦預報模式相結合，
除可增進對颱風結構的瞭解外，亦能有效改進颱風路徑、強度及風雨分布的預報。
DOTSTAR 計畫使用 ASTRA 飛機與機載垂直大氣探空系統（AVAPS）設備，以每
架約五至六小時飛行時間直接飛到颱風周圍 43000 英呎的高度投擲投落送，以取
得颱風周圍關鍵區域的大氣環境資料：溫度、溼度、氣壓以及風速等，所取得的
資料會即時傳送至中央氣象局、NCEP、FNMOC 以及 JMA，並同化至 CWB、NECP
（AVN/GFDL）
、FNMOC（NOGAPS/COAMPS/GFDN）
、UKMET 以及 JMA 等模式中（圖 1），
以期對於颱風分析與路徑預報上提供可貴的資料，增進對颱風動力，特別是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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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層的了解（Wu et al. 2005, BAMS）。其成果可作為我國及各國未來擬定飛機
觀測策略的重大指標，亦有助於推動策略性颱風觀測（targeted observation）
、
提昇資料同化（data assimilation）研究能力，可說是颱風基礎及預報研究的火
車頭先驅實驗。

圖 1: DOTSTAR 資料傳輸作業流程圖。

二、參與單位及人員
參與單位：臺灣大學、中央氣象局、漢翔航空公司、民用航空局、中央大學、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中 央 研 究 院 、 HRD/NOAA (Hurricane Research Division/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CEP (National Centers
for Environmental Prediction) 、 GFDL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NCAR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ECMWF
(The European Centre for MediumRange Weather Forecasts)、FNMOC (Fleet
Numerical Meteorology and Oceanography Center)、MIT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IPRC (International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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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A/MRI (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KMA (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DLR (德國航太中心)、Univ.of
Miami、Univ. of Wisconsin‐Madison 等。


臺灣大學：吳俊傑、林博雄、周仲島、林依依、徐仲毅、盧濟明、顏自雄、
張承傳、謝旻耕、李佳穎、王翔儀、郭崑皇、徐光前、陳占慧、黃葳芃、
黃怡瑄、廖苡珊、連國淵、陳新淦、李宗翰、林詩潔、魏閤萱、鄭元銘、
王品翔、吳舜楠、官欣平、許誌尤、陳英浩、林和駿、周婉婷、黃培育、
蕭鋒、劉志益、李亞衡、王璿瑋、鍾吉俊、吳華富、張譯心、丁嘉雋



中央氣象局：葉天降、鄭明典、程家平、林秀雯、洪景山、馮欽賜、藤春
慈、陳雯美、黃麗玫、林淑卿、呂國臣、黃葳芃、黃椿喜、陳得松、黃康
寧、艾寧靜



中央大學：林沛練、黃清勇



漢翔：曹家祥、尹禮雄、徐雲龍、陳健、吳經文、林惠龍、朱泰樺



文化大學：周昆炫、劉清煌、遲正祥、葉峻銘



美國：Frank Marks、Sim Aberson (HRD)、Hua-Lu Pan (NCEP)、Morris Bender
(GFDL)、Melinda Peng、Carolyn Reynolds (NRL)、Pat Harr (NPS)、Sharan
Majumdar (U. Miami)、Kerry Emanuel (MIT)、Yuqing Wang (IPRC)、W.-C.
Lee(NCAR)、C. Velden (U. Wisconsin)



日本：T. Nakazawa、M. Yamaguchi (JMA/MRI)



英國：R. Buizza (ECMWF)



德國：Martin Weissmann (DLR)

三、研究歷程與成果
有鑑於歷年颱風屢屢重創臺灣地區造成重大災害，颱風研究的重要性不容小
覷（Wu and Kuo, 1999），國科會自 2002 年 8 月起（2008 年起由氣象局支持後續
經費）提供相當之經費補助筆者所主持的「颱風重點研究」。
此重點研究與美國國家大氣及海洋總署所屬颶風研究中心（HRD）及環境預報
中心（NCEP）進行密切合作，2002 年 8-9 月個人帶領四位研究人員（林博雄、劉
清煌、洪景山、林沛練）赴美國颶風研究中心，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大西洋颶風偵
察飛機觀測訓練任務。在經過一連串的準備工作後，於 2003 年 5 月 23 日、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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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和 6 月 24 日完成了三次測試飛行，並且進而在 2003 年 9 月 1 日完成了歷史
性的杜鵑颱風首航任務。
2003 年 9 月至 2012 年底，追風計畫已針對杜鵑、米勒、妮妲、康森、敏督
利、梅姬、艾利、米雷、納坦、南瑪都、海棠、馬莎、珊瑚、卡努、龍王、碧利
斯、凱米、寶 發、桑美、珊珊、帕布、聖帕、韋帕、柯羅莎、風神、卡玫基、鳳
凰、如麗、辛樂克、哈格比、薔蜜、蓮花、莫拉克、芭瑪、盧碧、康伯斯、萊羅
克、凡那比、梅姬、米雷、梅花、洛克、以及 2012 年之泰利、杜蘇芮、蘇拉、啟
德、天秤、布拉萬及杰拉華等 49 個颱風完成 64 航次之飛機偵察及投落送觀測任
務，總計在颱風上空飛行 334 小時、並成功投擲 1051 枚投落送（圖 2）
，其中 2008
及 2010 年均加入國際觀測實驗，與日、德的 Falcon、美國的 P3、C130 等飛機
進行颱風聯合觀測。圖 3 顯示 2008 年 T-PARC 實驗的示意圖，實驗期間針對如麗、
辛樂克、哈格比、薔蜜等 4 個颱風進行聯合觀測；2010 年則參與了 ITOP 實驗（圖
4），執行凡那比及梅姬颱風的聯合觀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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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03 年至 2012 年追風計畫完成偵察之 49 個颱風路徑(黑線)，以及所投擲 1051
枚投落送位置(十字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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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08 年 T-PARC 實驗之聯合觀測示意圖。

圖 4: 2010 年 ITOP 實驗期間的颱風路徑。
為充分掌握飛行資源及時效，如何規畫「策略性觀測（targeted obser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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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為整體觀測任務中相當重要的環節。研究團隊使用及發展最新策略性
觀測方法，包括「系集深層平均風變異 [ ensemble deep‐layer mean （DLM） wind
variance, Aberson 2003] 」、「 系 集 變 換 卡 爾 曼 濾 波 器 [Ensemble‐Transform
Kalman Filter （ETKF）, Majumdar et al. 2002] 」
、
「奇異向量（Singular Vector, Peng
and Reynolds 2006）」、及「颱風駛流敏感共軛向量[Adjoint‐Derived Sensitivity
Steering Vector （ADSSV）, Wu et al. 2007a] 」等，以預先評估關鍵的敏感觀測
位置，配合飛機航程及航管限制以決定投落送的最適當投落位置。
在觀測的同時，這些寶貴的投落送資料皆即時進入中央氣象局及世界各國氣
象單位之電腦預測系統中，協助預測颱風路徑及分析其颱風外圍結構，如暴風半
徑與雨帶結構特徵等（Wu et al. 2005, 2007a,b）
。研究團隊發展以共軛模式計算出
颱風觀測敏感區域的創新策略理論（Wu et al. 2007a）
，以預先評估關鍵的敏感觀
測位置，配合飛機航程及航管限制以決定投落送的最適當投落位置。目前亦已被
採用作為新一代國際（如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總署所屬颶風研究中心）颱風飛機觀
測之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美國氣象局、美國海軍及日本氣象廳全球電腦模式加入追風
計畫的投落送資料後，對於颱風路徑預測準確度的改進平均可達 20% （Wu et al.
2007b）
。廖（2009）針對 2004 至 2006 年的 22 個追風計畫觀測個案進行投落送
資料研究，發現同化全部的投落送資料平均能夠有效地減少 12‐72 小時路徑預報
誤差達 78.6 公里，並且改善路徑預報達 26.5%。本研究團隊亦使用 MM5 模式與
其伴隨三維變分資料同化模式，來進行有效結合虛擬渦旋與投落送資料的渦旋初
始化工作，研究結果顯示透過此結合適當渦旋結構與投落送資料的方法，颱風之
路徑及強度預報能力有明顯提升（Chou and Wu 2008）
。此外，Chou et al.（2011）
進一步分析過去 7 年（2003‐2009）42 個個案，探討投落送資料於 NCEP GFS 模
式對路徑模擬的影響，結果顯示投落送資料可以改善 NCEP GFS 模式 72‐120 小時
的颱風路徑誤差達 19％左右。另一方面，投落送也已成功用來驗證及校正衛星與
雷達等遙測資料（Chou et al. 2010）。研究使用 2003‐2007 年追風計畫所觀測的
457 枚投落送資料與衛星反演風場進行比對，結果顯示在所有可以校驗的資料中，
衛星風的風速誤差為 2.6 m/s，而風向誤差為 17 度。研究也指出，由於 QuikSCAT
衛星風場在低於 17 m/s 的量測仍有一定的精確度在，因此可以提供作為分析颱風
暴風半徑與決定颱風結構之觀測依據。另外，預期這些衛星風場誤差特性可以使
用於資料同化系統中，藉以提昇颱風路徑、強度與結構演變之作業預報與模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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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DOTSTAR 研究團隊已經發表數十篇相關之論文(計有 Wu et al., 2004, AS; Wu
et al., 2005, BAMS; Wu et al., 2006, JAS; Wu et al., 2007a, JAS, b, Wea. Forecasting;
Chou and Wu, 2008, MWR; Chen et al., 2009, JAS; Yamaguchi et al., 2009, MWR; Wu
et al., 2009a, b, c, MWR; Chou et al., 2010, JGR; Wu et al., 2010, JAS; Chen et al.,
2011, MWR; Chou et al., 2011, MWR; Majumdar et al., 2011, QJRM; Weissmann et
al., 2011, MWR; Huang et al., 2012, JAS; Jung et al., 2012, Tellus A.; Wu et al., 2012a,
b, MWR; Ito and Wu, 2013, JAS; 吳等，2003; 徐，2004; 陳，2005; 黃，2006; 周，
2007; 陳，2009; 廖，2009; 連，2009; 宋，2010; 陳，2011; 林，2012; 黃，
2012 等 34 篇)。此外，DOTSTAR 科學團隊在 2006 至 2012 年參與國際研討會發
表之相關論文，總計有 58 篇 DOTSTAR 計畫相關研究成果論文發表。並於
2009‐2010 年期間在美國氣象學會所發行的國際著名學術期刊 Monthly Weather
Review 中發表相關十數篇由主持人所主導並衍生之國際性論文專刊（Special
Collection on “Targeted Observations, Data Assimilation, and Tropical Cyclone
Predictability”；圖 5）
。

圖 5: 國際學術期刊 Monthly Weather Review 之論文專刊 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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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要簡述研究之重要成果：
Wu et al.（2009a）以 MM5 共軛模式敏感駛流向量（ADSSV）的觀點探
討影響 2006 年珊珊颱風運動的敏感區域及大尺度系統，並進一步運用位渦診
斷分析這些系統對於颱風駛流的貢獻，與 ADSSV 的敏感性結果作驗證（圖 6）。
這是以位渦動力詮釋策略性觀測理論的創新工作。

圖 6: MM5 ADSSV 圖(Wu et al. 2009a)
Wu et al.（2009b）為個人領導國際一流相關研究團隊成員進行颱風觀測
策略理論比較之獨特研究，分別由臺灣國科會、美國 NS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及 ONR （Office of Naval Reserach） 經費支持下所完成。此
研究為國際合作，共有 11 位共同作者，結合世界最先進作業中心與研究單位
（NTU, NRL, JMA/MRI, NCEP, ECMWF, NOAA/ HRD, Univ. of Miami） 針對
颱風之觀測策略理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動力比較（圖 7）
，以瞭解各個觀測
策略理論方法之異同（包括 JMA SV, NOGAPS SV, ECMWF SV, NTU ADSSV,
ETKF, NCEP Variance）及其動力特徵，作為實質策略性觀測之重要指標。此
論文於 2009 年 9 月的 WMO 3rd THORPEX Science Workshop 的 “Session on
Targeted observation” 為主持人兼引言人（Prof. Istvan Szunyogh and Dr. Rolf
Langland）加以引述為有關觀測策略理論最新的指標成果。此論文同步於
ECMWF Research Department 以 Technical Memoranda #582 刊印於 ECM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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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不同模式策略性觀測方法之敏感區比較，2006 年珊珊颱風個案(Wu et al.
2009b)
Chou et al. （2010）為第一篇以投落送資料系統性驗證颱風環境 QuikSCAT
海面風場資料的論文。運用投落送資料高垂直解析度特性，此研究發展出全新的
投落送海面風場估計值，經由 DOTSTAR 超過 400 筆資料，得以找出針對不同風
場大小流域、QuikSCAT 海面風場的最新誤差統計特性。加上使用微波衛星資料，
此研究提出 QuikSCAT 現有 rain flag 不夠完整之修正建議。
Chou et al. （2011）探討 DOTSTAR（2003-2009）及 T-PARC（2008）期間所
獲得的投落送資料對颱風路徑預報的影響（圖 8）
，結果突顯 T-PARC 及 DOTSTAR
期間投落送資料對於 NCEP 模式模擬颱風路徑的重要助益。其中投落送資料改善
NCEP 模式 1 到 5 天的路徑模擬結果，平均改善程度為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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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DOTSTAR (2003-09) 及 T-PARC (2008) 期間所獲得的投落送資料
對颱風路徑預報的影響(Chou et al., 2011)
Weissmann et al.（2011）針對 T-PARC（2008）期間所獲得的投落送資料，探
討此珍貴資料對不同模式 （ECMWR、JMA、NCEP、及 WRF） 模擬颱風路徑
預報的影響，結果顯示 T-PARC 期間所獲得的投落送資料對於上述所有模式模擬
颱風路徑均有相當及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對於 NCEP 及 WRF 模式之平均改善
程度達 20%-40%。
Wu et al. （2012a） 使用 Wu et al. （2010）發展之颱風初始化方法，並運用
2008 年 T-PARC 追風觀測資料（尤其是 4 趟 C-130 之完整穿越颱風中心觀測所得
颱風內核的飛機觀測資料）
，進行辛樂克（Sinlaku）颱風之同化與模擬。數值模擬
結果有效掌握辛樂克的演變過程，包含其路徑、強度及結構的變化 （圖 9）。其
中特別受到矚目的研究議題為辛樂克之雙眼牆的形成及演變，數值模擬與資料同
化的結果顯示，颱風外圍風場的增強與擴張為辛樂克颱風雙眼牆形成前的重要特
徵。透過深入的動力分析，進一步提出一個新的雙眼牆形成之關鍵動力機制
（Huang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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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辛樂克颱風雙眼牆的形成及演變模擬結果(Wu et al., 2012a)

Huang et al. （2012） 透過 Wu et al. （2012a） 同化模擬辛樂克颱風的數值
資料，此研究針對雙眼牆的形成進行一系列的動力分析（圖 10），探討雙眼牆形
成之關鍵動力機制。此研究檢驗了邊界層內及附近的環流變化，發現在雙眼牆形
成的區域偏離地轉風平衡之情況特別顯著，伴隨而來的主、次環流變化過程會進
一步增強此不平衡之狀態，此持續的正回饋過程與雙眼牆之形成有密切關係。此
研究提出一個全新的雙眼牆形成動力機制。此研究乃是雙眼牆動力的全新架構與
熱門議題，國際上已有多個研究團隊（如 UCLA、SUNY Albany、Univ. of Washington、
Univ. of Miami、Pennsylvania State Univ.、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Melbourne
Univ.、Nanjing Univ.）廣泛引用此理論於後續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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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辛樂克颱風眼牆動力分析(Huang et al., 2012)
Wu et al.（2012b）使用位渦診斷方法定量分析辛樂克颱風駛流場，結果顯示
位於颱風東邊之太平洋高壓為導引辛樂克向西北移動的主要因子，另外也突顯
T-PARC 期間 DOTSTAR 投落送資料對於 NCEP GFS 模式模擬颱風的重要助益（圖
11）。
96

圖 11:辛樂克颱風最佳路徑圖及 DOTSTAR 投落送資料對於 NCEP 模式
模擬颱風路徑的影響程度圖(Wu et al., 2012b)
四、總結
基於颱風資料的缺乏，為求突破，個人過去十年積極主導國際颱風觀測實驗，
獲得許多珍貴颱風資料，並使用及發展高解析度的數值模擬及同化技術，讓模式
能夠與觀測資料充分結合，深入地探討出各種颱風結構、運動、移速及雨量等等
科學議題，也發表了多篇重要且具開創性的科學期刊論文，並在國際颱風研究議
題上扮演先驅的角色，成功地為臺灣的颱風研究做出具體貢獻。期望後續透過追
風計畫所獲得颱風附近寶貴的觀測資料，讓我們對於颱風移動、強度演變、降雨
及颱風-環境流場、地形/颱風-海洋交互作用、颱風-氣候等等重要的科學議題，持
續在颱風動力原理和應用上探索新的知識與突破。
過去十年追風計畫研究團隊與國內外各學術、作業單位完美合作，並在國科
會及中央氣象局的支持與經費支援下，成功開創並完成許許多多的觀測任務與重
大科學進展論文發表，目前追風研究團隊已完成在臺灣追風任務的開創、技術研
發及理論應用等階段性使命。2013 年起，研究團隊已完整將追風計畫相關標準作
業流程、技術與理論移轉給中央氣象局，以中央氣象局眾多專業人才以及過去十
年與追風團隊豐富的合作經驗，相信今年（2013）起，中央氣象局及相關團隊必
能在此良好基礎上接續此飛機觀測重任，成功進行未來的颱風飛機觀測作業。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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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過 去 十 年 國 科 會 、 中 央 氣 象 局 、 中 央 研 究 院 及 美 國 NCEP 、
HRD/AOML/NOAA、海軍研究中心（NRL 及 ONR）
、日本氣象廳之支持與協助，
以及追風計畫研究團隊（DOTSTAR & COOK）的努力與奉獻，國內外大氣科學
界先進的加持與指點、相關研究專家學者的參與合作，及中央氣象局、民用航空
局與漢翔公司的全力配合協助，使得這極具開創性的先驅研究計畫得以順利進展，
並圓滿完成這十年共 64 次颱風飛行觀測任務，且在觀測作業應用及科學論文都有
突破的重大成果。
眾多單位及個人於經費、物資、人才及精神上的期許與鼓勵，在追風十年中
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這段奇幻歷程，參與者得到了寶貴的經驗與豐碩的成
果，身為核心主持人員的 Wu＆LinPo 涉入得最深、收穫也最為深刻。能有此機會，
一路將「追風計畫」從籌畫、執行到交付給可以永續經營的中央氣象局，是整個
工作團隊的榮幸，也是我們最珍貴的歷程。少年 Pi 上岸後開啟了人生的新篇章，
中年 Wu＆LinPo 在奇幻歷程告一個段落之後，也將開創其他更多更新的研究領域，
繼續為科學界貢獻一己之力。至於追風計畫，或許就像一路與 Pi 相互陪伴的威猛
老虎，即使分離，在彼此的生命中都已佔有不可取代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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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秘書處
本會過去理監事每逢會員大會改選三分之一，當選者任期三年。依「人民團
體法」之規定，本學會會章修改為全部改選。自第 35 屆會員大會（民國 8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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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員大會之召開，稱之為 1 屆。
98 年會員大會時，周仲島先生當選為第 51 屆理事長，報主管機關核備，內
政部並核發 51 屆理事長當選證書。100 年 3 月 21 日召開年度會員大會（在臺復
會 53 週年）時，周仲島先生再次榮膺為理事長，但報主管機關核備時，經內政部
指正，核發給 52 屆理事長當選證書。因此本會自 98 年第 51 屆起，2 年為 1 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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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滿幾週年即為會刊第幾期。例如：98 年 3 月舉辦在臺復會第 51 週年 (滿 50 年)，
第 50 期會刊出刊，99 年出版 51 期，100 年 3 月出刊 52 期，1 年 1 期，依此類推
(更正第 53 期會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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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天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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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1 年臺灣地區重要天氣概述
吳政龍、王仕均、郭力瑋
空軍氣象中心長期課
摘要
民國 101 年全球極端天氣出現頻繁，從罕見的寒流暴雪於年初橫掃歐亞，造成
600 多人失去生命，至夏季時美國出現了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高溫乾旱等現象，
均顯示全球氣候之異常徵候。對臺灣 101 年而言，年度前 3 個月南部降雨不顯著，
導致南部水庫告急；進入梅雨季後，旱象稍有紓緩；6 月起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中南部雨量急速增加；7 至 8 月臺灣受颱風影響次數增多，更帶來了豐沛之雨量；
9 月開始各地降雨變少，較氣候值明顯偏低；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受鋒面系統
影響，各地降雨量和氣候值相當。上述資料顯示臺灣地區降雨量由旱到澇，再由
澇到旱，顯示在氣候變遷環境下，臺灣地區亦無法倖免。
本文根據空軍氣象中心各類氣象資料(1 至 12 月月長期預報)、空軍所屬機場測
站之地面觀測資料(共 10 站)及中央氣象局地面觀測站(共 13 站)之資料加以彙整
分析，得知臺灣地區：(1)101 年共有 47 次鋒面通過臺灣地區。(2)寒潮計有 2 次，
分別為 1 月及 12 月。(3) 2012 年全年西北太平洋颱風生成 25 個颱風接近氣候平
均值 25.7 個(圖 1)。以颱風生成個數來看，除 8 月生成個數接近氣候值、9 月生
成個數少於氣候值外，7 月及 10 月生成個數均多於氣候值。(4)全年總雨量大於氣
候值，但集中於梅雨季及颱風季，餘各時段降雨則顯著減少。
關鍵字：鋒面、梅雨、寒潮、颱風、氣候變遷

一、逐月天氣概述
民國 101 年臺灣逐月天氣概述如下︰
1 月有北方冷空氣持續南下，其中有 1 次達到寒潮強度。本月除了月初的寒
流和月底的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期間氣溫明顯偏低外，其他時間氣溫則偏暖。空
軍新竹以北及花蓮測站月平均溫度較氣候值略低，餘空軍各測站偏高。在降雨方
面，以臺灣地區北部、東北部迎風面地區為主，另由於鋒面勢力僅達北部地區，
其中空軍新竹以北及花蓮測站月總累積雨量較氣候值偏多，空軍清泉崗以南及臺
東測站降雨較氣候值偏少。
2 月大陸冷高壓系統逐漸減弱，7 日至 8 日仍受到寒流影響，各地氣溫明顯下
降。中央氣象局於臺南以北及宜蘭測站有 10 度左右低溫，各地均有雨，中央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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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於玉山站亦有降雪紀錄，本月空軍各測站月平均溫度較氣候值偏低。在降雨方
面，本月份共有 3 次鋒面過境，其中 23 日至 24 日受鋒面通過影響，中部以北及
東北部有陣(雷)雨發生，中央氣象局於宜蘭及臺北測站有觀測雷暴現象，為今年
第 1 次春雷，其餘鋒面系統強度較弱，帶來之降雨有限。本月空軍及中央氣象局
測站之月總累積雨量均低於氣候值。
3 月西北太平洋部海域有 1 個颱風帕卡(PAKHAR，1201 號)生成，為今年第 1
號颱風。本月大陸冷高壓勢力偏弱，空軍臺南以南測站月平均溫度偏高外，餘空
軍各測站月平均溫度均低於氣候值，10 日受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平地最低溫出
現於中央氣象局之淡水測站為 9.4 度，12 日水氣充沛，中央氣象局玉山測站亦出
現降雪情形。降雨方面，除空軍花蓮測站月總累積雨量略高於氣候值外，餘空軍
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低於氣候值，本月有 7 次鋒面系統過境，降雨集中於臺灣
北部及東北部迎風面地區，但鋒面系統結構較弱，影響時間較短，臺灣西半部之
空軍各測及臺東測站之月總累積雨量均低於氣候值，僅空軍花蓮測站月總累積雨
量較氣候值偏高。
4 月天氣系統變化快速，主要受東北季風、華南雲帶、鋒面系統及偏南氣流
系統影響。北方冷空氣勢力較弱，使得空軍各測站月平均氣溫高於氣候平均值。
降雨方面，本月共有 6 次鋒面系統過境，除月中一波滯留鋒面影響期間較長，其
他時間鋒面快速通過。中旬之後，鋒面系統強度偏強，於影響期間。常伴隨著陣(雷)
雨天氣，臺灣西半部地區之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高於氣候值。
5 月西北太平洋海域有 1 個颱風生成，為今年編號 2 號的珊瑚(SANVU)，對
臺灣無直接影響。另本月天氣變化快速，影響臺灣地區之鋒面系統次數較多。氣
溫方面，本月上旬受分裂高壓及鋒面影響，1 日中央氣象局臺東測站有焚風發生，
餘空軍及中央氣象局各測站月平均氣溫較低；中下旬受偏南氣流及滯留鋒面影響，
各地氣溫均偏高。降雨方面，本月份共受 8 次鋒面系統，其中 3 次為滯留鋒面，
臺灣局部地區有短暫陣(雷)雨，上旬鋒面影響區域以臺灣北部為主，中旬之後，
滯留鋒面逐漸南移並結合南方雲系或偏南氣流等天氣系統，導致空軍臺南至屏東
測站月累積雨量高於氣候值，空軍屏東測站高於氣候值達 172.9 毫米為最高，另
空軍嘉義以北測站及臺灣東半部地區空軍各測站累積雨量均低於氣候值，空軍桃
園測站低於氣候值 93.1 毫米為最低。
6 月西北太平洋海域共有 4 個颱風生成，明顯較氣候值 1.7 個偏多。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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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娃(MAWAR，1203 號)、谷超(GUCHOL，1204 號)、泰利(TALIM，1205 號)、杜蘇
芮(DOKSURI，1206 號)，其中臺灣地區受到瑪娃及杜蘇芮颱風發展之後外圍環流
影響，臺灣北部及東部迎風面有較大雨勢，另泰利颱風從南海北上通過臺灣海峽
(圖 2)，在中南部亦帶來較大雨勢。本月主要受到颱風外圍雲系、颱風環流、偏
南氣流、西南氣流及滯留鋒面影響。氣溫方面，除空軍桃園至新竹測站月平均氣
溫略高於氣候值外，餘空軍及中央氣象局各測站月平均氣溫均低於氣候值。在降
雨方面，月初受瑪娃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有局部性明顯降雨，且午後對流發展頻
率開始增加，中旬後接連受到西南氣流、梅雨鋒面及泰利颱風影響，全臺皆有雨
勢，並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空軍於臺灣地區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高於氣候值。
明顯之降雨時段分別為 3 日受到瑪娃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於中央氣象局於宜蘭東
澳站達 242 毫米；12 日中央氣象局臺北測站降雨量達 277.5 毫米，均創下設站
以來 6 月份單日降雨第 1 名的紀錄，另 19 日至 20 日受西南氣流及泰利颱風影
響，臺灣各地雨勢明顯，28 日至 29 日受杜蘇芮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臺灣東半部
地區有局部大雨發生。
7 月西北太平洋海域共有 4 個颱風生成，接近氣候值的 3.6 個，分別是卡努
(KHANUN，1207 號)、韋森特(VICENTE，1208 號)、蘇拉(SAOLA，1209 號)、丹瑞
(DAMREY，1210 號)。其中臺灣地區受到韋森特颱風發展之後外圍環流影響，於臺
灣中南部和東南部有短暫陣雨；蘇拉颱風的外圍環流為臺灣北部和東半部帶來驚
人雨勢(圖 3)，並前後於花蓮及宜蘭共登陸 2 次，臺灣各地均有災情，此外其他
颱風對臺灣地區無直接影響。氣溫方面，本月中旬之前，太平洋高壓偏強，各地
高溫炎熱，下旬受高壓減弱，接連受韋森特及蘇拉颱風的影響，溫度稍降，另空
軍及中央氣象局各測站月平均溫度均高於氣候值。降雨方面，中旬之前僅有局部
午後雷陣雨或短暫陣雨，下旬受韋森特及蘇拉颱風影響，臺灣各地轉為陣雨至雷
雨之天氣，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高於氣候值，其中空軍清泉崗以北、屏東
及臺灣東半部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明顯高於氣候值，其中又以空軍新竹測站高
於氣候值為 405.1 毫米最高。其中 25 日中南部有局部豪雨甚至大豪雨發生，30
日至 31 日受蘇拉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臺灣北部山區及東半部雨勢明顯，宜蘭有超
大豪雨發生。
8 月西北太平洋海域共有 5 個颱風生成，接近氣候平均值 5.6 個，分別是海
葵(HAIKUI，1211 號)、奇洛基(KIROGI，1212 號)、啓德(KAI-TAK，1213 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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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TEMBIN，1214 號)、布拉萬(BOLAVEN，1215 號)。其中僅奇洛基颱風對臺灣無
直接影響，另天秤颱風由臺灣東方海域向西移動至西南方海域(圖 4)，期間颱風
中心於恆春半島登陸及出海，之後轉往南海後，又轉向巴士海峽，沿臺灣東側海
面北上，二度影響臺灣。統計至 8 月為止，今年西北太平洋海域有 15 個颱風生成，
較同期氣候平均值 13.4 個偏多。氣溫方面，本月主要除受到颱風或其外圍環流接
連影響，8 日至 12 日受西南氣流影響，臺灣各地午後降雨明顯導致氣溫較低外，
其餘時間均高溫炎熱，另空軍及中央氣象局各測站月平均溫度均高於氣候值。其
中 2 日中央氣象局於臺東測站因焚風高溫達 36.8 度，另中央氣象局於宜蘭測站因
背風沉降於 6 日、7 日分別出現 35.0 度、36.3 度的高溫。在降雨方面，受太平洋
高壓影響，臺灣地區主要降雨型態以午後熱對流較多，另 1 日至 3 日受蘇拉颱風
影響，臺灣各地均出現明顯雨勢，臺灣中部以北、東半部地區有超大豪雨發生。
15 至 16 日受啟德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臺灣南部及東半部有短暫陣雨或雷雨。下
旬受天秤颱風外圍環流影響，22 至 24 日臺灣地區為短暫陣雨或雷雨並有局部大
雨發生，26 日天秤颱風暫離臺灣往南海地區移動，27 日至 28 日再次接近臺灣，
持續影響至 29 日之後，天秤颱風始逐漸遠離臺灣地區。
9 月西北太平洋海域共有 3 個颱風生成，低於氣候平均值的 4.9 個，分別是
三巴(SANBA，1216 號)、杰拉華(JELAWAT，1217 號)、艾維尼(EWINIAR，1218 號)。
三巴和杰拉華颱風均沿臺灣東方海面北上，受其外圍環流影響，臺灣地區北部、
東北部有局部大豪雨。氣溫方面，中旬受鋒面及三巴颱風外圍環流、月底受杰拉
華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臺灣局部地區降雨明顯，氣溫略降，其餘時間高溫炎熱，
另空軍及中央氣象局各測站月平均溫度均高於氣候值。降雨方面，雖 14 日受到今
年入秋第 1 道鋒面通過及東北季風增強影響，但空軍各測站雨量均較氣候值偏
少。
10 月西北太平洋海域共有 5 個颱風生成，高於氣候平均值的 3.7 個，分別是
馬力斯(MALIKSI，1219 號)、凱米(GAEMI，1220 號)、巴比侖(PRAPIROON，1221
號)、瑪莉亞(MARIA，1222 號)及山廷(SON-TINH，1223 號)，對臺灣均無直接威脅。
本月主要受東北季風影響，臺灣中南部日夜溫差大，除了下旬受東北季風及鋒面
影響，於臺灣北部、東北部及東部迎風面地區雨勢較為明顯，其餘時間空軍及中
央氣象局各測站總累積雨量較氣候值偏少。氣溫方面，空軍於臺灣地區之臺南以
北各測站月平均氣溫較氣候值略低，餘空軍各測站月平均氣溫均較氣候值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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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方面，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較氣候值偏少。
11 月西北太平洋海域只有 1 個颱風(寶發，BOPHA，1224 號)生成，低於氣候
平均值 2.4 個，此颱風對臺灣並無直接影響。本月臺灣各地冷暖變化較快，中旬
之前各地以裂間疏雲到疏雲為主，中旬之後鋒面南下頻繁，臺灣各地轉為濕冷天
氣。氣溫方面，27 日為今年入秋第 1 波大陸冷氣團南下，臺灣各地氣溫明顯下降，
臺灣臺南以北及東半部之局部地區達大雨標準。空軍各測站月平均氣溫較氣候值
偏高，研判高壓勢力較氣候值偏南，但高壓軸線呈東西走向，而臺灣各地溫度無
顯著下降。雨量方面，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較氣候值偏高。
12 月西北太平洋海域只有 1 個颱風(悟空，WUKONG，1225 號)生成，接近氣
候平均值 1.2 個，此颱風對臺灣並無直接影響。上旬受鋒面、東北季風及南方雲
系影響，臺灣各地降雨明顯，且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下半月起北方冷氣團勢力
逐漸增強，受冷氣團影響期間，氣溫明顯偏低，30 日至 31 日為今年入冬的第 1
波寒流。氣溫方面，空軍各測站月平均氣溫與氣候值相似。雨量方面，空軍各測
站均較氣候值偏高。
二、雨量分析
依氣候統計及歷史資料分析臺灣地區雨量主要來源，是以颱風(熱帶擾動)、
地區性熱雷雨、中尺度對流系統、鋒面系統(含梅雨鋒雨)及東北季風所帶來的降
雨為主。統計民國 101 年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降雨量，空軍各測站均較氣候平均
值偏高，其中空軍屏東測站比氣候平均值多出 2293.1 毫米最為顯著；101 年臺灣
平均年總雨量為 2463.64 毫米(空軍各測站與中央氣象局 13 個平地站平均值)，比
氣候平均值多出 256.64 毫米。降雨日數方面，空軍各測站均多於氣候平均值，其
中花蓮高於氣候值 2.2 天最多，其次為屏東 1.87 天。
三、鋒面及寒潮
民國 101 年 1 至 12 月，其中 2 月 7 至 8 日及 12 月 30 日至 31 日達寒流標準，
於 2 月時中央氣象局玉山站有降雪紀錄。鋒面過境部分，今年度共計有 47 次鋒面
系統過境(不考慮通過北部外海者)，日期分述如下：1 月為 15 日、16 日及 27 日；
2 月為 15 日及 23 日；3 月為 6 日、8 日、14 日、23 日及 31 日；4 月為 6 日、14
日、16 日、20 日、24 日及 25 日；5 月為 2 日至 4 日(滯留鋒面影響)、9 日至 10
日(滯留鋒面影響)、15 日至 17 日、20 日至 21 日(滯留鋒面影響)、28 日、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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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31 日；6 月為 12 日及 13 日；10 月為 23 日及 31 日；11 月為 11 日、17 日、22
日、23 日、26 日、28 日及 29 日；12 月 11 日、17 日、22 日、23 日、26 日及 28
日。
四、颱風分析
民國 101 年西北太平洋海域生成 25 個颱風，接近氣候平均值 25.7 個。以颱
風季生成個數來看，除 8 月生成個數接近氣候值、9 月生成個數少於氣候值外，7
月及 10 月生成個數均多於氣候值。歷年來颱風最多產的 1 年是 1964 年，共有 37
個颱風生成，最少的 1 年則為 2010 年，只有 14 個颱風，次少是 1998 年有 17 個
颱風生成，颱風生成個數最少的兩年均為反聖嬰年。由西北太平洋海域歷年來的
生成個數變化可知，西北太平洋部海域颱風生成數有明顯的年代際變化，於 1998
年過後，除了少數年份外，颱風生成數均少於氣候平均值。2012 年除了少數幾個
颱風外，生成位置大都位於 150°E 以西。
1 至 2 月及 4 月無颱風生成，3 月空軍編號 031 號的帕卡颱風為今年第 1 颱風，
比氣候值少 0.41 個，5 至 7 月共有 9 個颱風生成，比氣候值 6.4 個多 2.6 個，8
至 9 月共有 8 個颱風，較氣候值 10.47 個少 2.47 個，10 至 12 月則有 7 個颱風生
成，較氣候值 7.33 個少 0.33 個。
侵臺颱風方面，影響臺灣的主要季節是在 7 月至 9 月，佔全年侵臺颱風總數
的 74%，1 月至 6 月及 10 月至 12 月的比例則分別佔全年侵臺颱風總數的 15%及 11%。
今年空軍及中央氣象局發布的颱風警報共有 8 次，分別是空軍編號第 063 號(中央
氣象局編號 1205 號)泰利颱風、第 064 號(中央氣象局編號 1206 號)的杜蘇芮颱風、
第 073 號(中央氣象局編號 1209 號)的蘇拉颱風、第 081 號(中央氣象局編號 1211
號)的海葵颱風、第 083 號(中央氣象局編號 1203 號)的啓德颱風、第 084 號(中央
氣象局編號 1214 號)的天秤颱風及第 092 號(中央氣象局編號 1217 號)的杰拉華颱
風。其中泰利颱風沿臺灣海峽北上，對臺灣中南部地區有明顯雨勢，另 7 月 30
日至 31 日受蘇拉颱風外圍環流影響，臺灣北部山區及東半部地區雨勢明顯，宜蘭
有超大豪雨發生。8 月下旬受天秤颱風及其外圍環流影響，臺灣地區有短暫陣雨
或雷雨發生，該颱風由臺灣東方海域向西移動至西南方海域，期間颱風中心於恆
春半島登陸及出海，之後轉往南海後，又轉向巴士海峽，沿臺灣東側海面北上，
二度影響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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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最近 10 年颱風生成數和侵臺颱風數資料表顯示(表 1)，近 10 年來除了 2004
年颱風生成個數較氣候平均值偏多，其他 9 年均比氣候平均值少，2012 年颱風生
成數為 2004 年以來最多的一年；侵臺颱風方面，近 10 年則無明顯變化趨勢。
五、結論
綜觀民國 101 年影響臺灣地區重要天氣系統，
(一) 降雨方面，1 至 2 月空軍新竹以北及花蓮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呈現正距平，空
軍中南部較氣候值則明顯偏低，中南部水庫儲水量逐漸告急，但進入 4 月中
旬後，受數波較強鋒面系統之影響，臺灣西半部之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
雨量均呈現正距平。進入梅雨季後，由於水氣充沛，臺灣地區空軍及中央氣
象局月總累積雨量均呈現正距平，且 5 月中旬之後，滯留鋒面南移並結合南
方雲系，空軍嘉義以南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明顯高於氣候值。6 月時受泰
利、瑪娃及杜蘇芮颱風影響，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呈現正距平，其中
以最高為空軍屏東測站達 1376.5 毫米。7 至 8 月受颱風環流及其外圍雲系、
午後熱對流影響，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累積雨量均高於氣侯值。9 月至 10
月，臺灣地區位於輻散場內，天氣穩定良好，僅午後有零星對流分布於山區，
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雨量均明顯低於氣候值，11 月中旬至 12 月上旬，受數
波鋒面影響，空軍各測站月總累積降雨量則又高於氣候值。
(二) 民國 101 年 1 至 12 月，其中 2 月 7 至 8 日及 12 月 30 日至 31 日達寒流標準，
於中央氣象局玉山站有降雪紀錄。鋒面過境部分，今年度共計有 47 次鋒面
系統過境。
(三) 民國 101 年西北太平洋海域生成 25 個颱風，接近氣候平均值 25.7 個。但以
侵臺數而言，則有 4 個登陸臺灣，較氣候值略為偏高。6 月至 8 月為颱風影
響臺灣地區之高峰，6 月初受瑪娃颱風外圍環流影響，於臺灣西半部地區皆
有大豪雨或超大豪雨，6 月下旬受泰利颱風影響，該颱風沿臺灣海峽北上，
對臺灣南部、北部及東南部有較大雨勢，7 月 30 日至 31 日受蘇拉颱風外圍
環流影響，臺灣北部山區及東部雨勢明顯，宜蘭有超大豪雨發生。8 月 22
至 29 日受天秤颱風及其外圍環流影響，臺灣地區為短暫陣雨或雷雨並有局
部大雨發生，該颱風由臺灣東方海域向西移動至西南方海域，期間颱風中心
於恆春半島登陸及出海，之後轉往南海後，又轉向巴士海峽，沿臺灣東側海
面北上，二度影響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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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西元)

92
(2003)

93
(2004)

94
(2005)

95
(2006)

96
(2007)

97
(2008)

98
(2009)

99
(2010)

100
(2011)

101
(2012)

氣候平均值
(1981-2010)

生成數

21

29

23

23

24

22

2

2

14

25

25.67

侵臺
個數

2

3

5

4

4

5

4

3

3

4

3.63

表1

民國 101 年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每月颱風生成數和氣候平均值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氣候之颱風的氣候分析-2012 年全年颱風之氣候分析)

圖 1 101 年西北太平洋颱風路徑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氣候之颱風的氣候分析-2012 年全年颱風之氣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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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1 年泰利颱風路徑圖(此為南海生成之颱風)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之 TDB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圖 3 101 年蘇拉颱風路徑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之 TDB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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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01 年天秤颱風路徑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之 TDB 防災颱風資料庫網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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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討會、學術資訊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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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海峽兩岸大氣科學名詞學術研討會」會議紀實
張儀峰
學會秘書處
一、前言
第七屆「海峽兩岸大氣科學名詞學術研討會」依兩岸慣例，輪由我方舉辦，
會議經雙方敲定訂於2012年3月17-18日在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舉行，學會秘書處
旋即依雙方協議之會議及活動行程，著手辦理大陸人士來臺入境證之申請作業，
並與旅行社洽辦本次會議活動相關事宜。
大陸方面由召集人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院長張人禾率秦大河、黃榮輝、紀立
人、陳文、孫淑清、龔志強、李天富、俞衛平、李玉英等名詞專家，於3月17日下
午搭機抵達桃園機場，隨即在學會秘書陪同下搭車趕往臺北研討會場。臺灣方面
由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周仲島擔任召集人，大氣科學名詞委員陳泰然、郭鴻
基、王作臺、劉振榮、紀水上、鄭明典、劉廣英、蒲金標等人與會。
二、會議資料整備
本次會議之研討資料，係大陸全國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編審李玉英針對該會
2000年出版的「兩岸大氣科學名詞對照本」中，臺灣未譯名的部份計 435 則提交
臺灣進行譯名，以便大陸依第四、五、六屆會議討論定案的名詞進行 2002 年舊
版對照本的修定工作。
本次兩岸會議之前，臺灣大氣科學名詞審議委員會即先行召開了兩次專家會
議，進行研討，並訂出臺灣推薦名 302 則，其餘 129 則因非名詞、非氣象領域
或 AMS 無此名詞者，均建議刪除；另有 3 則縮寫建議納入縮寫篇章。臺灣推薦
名的 303 則名詞中，兩岸相同者 188 則，差異者 115 則。
會前2週，大陸全國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李玉英再提交 2000 年對照本中「兩
岸大氣遺留問題」計 189 則，建議納入本次議程討論。
為因應臨時插入的 189 則「兩岸大氣遺留問題」，並有效運用會議時間，確
保本次會議得以順利完成，會中僅就差異者（臺灣名標示藍色字體）進行討論，
兩岸推薦名相同者及臺灣建議刪除者原則上不再列入討論，除非大陸另有意見。
三、討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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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對照本臺灣未譯名方面：
1. 本次會議計討論了兩岸差異的 115 則，其中 34 則兩岸獲得一致共同推薦
名，76 則兩岸無交集而採併列，另刪除 5 則。
2. 配合編號 102 名詞 climatic intransitivity（氣候非傳遞性），另增列
climatic transitivity（氣候傳遞性）及 climatic almost-transitivity（氣
候近傳遞性）二名詞。

3. 編號 333 名詞 synoptic wave，臺灣認為應該是 synoptic wave-chart (綜
觀波浪圖)之誤，而非「天氣波」，建請大陸查詢海洋局之語詞用法。
(二) 在兩岸大氣遺留問題方面：
1. 所謂兩岸遺留問題，應該是 2002 年對照本中一些有待澄清及確認之問題，
包括錯別字、簡體字及俗字，或同一英文譯名不同，當然也有一些增加的
名詞。
2. 在 189 則遺留問題中，兩岸獲得一致共同推薦名有 86 則；75 則兩岸無交
集而採併列；另刪除 26 則。
3. 編號 85 名詞 e-folding time，暫定「指數增減時間」，建議以後再行研
議。
4. 編號 91 名詞 seiche，大陸為求慎重，將帶回去再查其真正意涵及正確譯
名。
、D-layer
5. 配合編號 117 名詞 D-region（D 域），另增列 D-analysis（D 分析）
（D 層）
、D-operator（D 算子）
、D-system（D 系）
、D-value（D 值）。

6. 由於編號 178 名詞 rain shadow（雨蔭）的大陸簡體中文為「雨陰」，將
會被誤解為「陰天」，大陸將另行研討處理。
7. 英文名勘誤包括：
(1)編號 49：redictor，訂正為 predictor
(2)編號 51：ozone-depleting potential，訂正為 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
(3)編號 68：shear production，訂正為 shear energy production
(4)編號 69：three cell [meridional] circulation，訂正為 three cell
circulation
(5)編號 73：Volz turbidity factor，訂正為 turbidity factor
(6)編號 75：water vapor greenhouse [effect］，訂正為 water va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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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house effect
(7)編號 83：automated weather observing，訂正為 automatic weather
observing system(AWOS)
(8)編號 93：sever weather threat index，訂正為 severe weather threat
index
(9)編號 152：climatic optimum，訂正為 Climatic Optimum
(10)編號 155：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訂正為 Global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GTS)
四、決議事項
(一) 下次兩岸名詞會議應以新名詞為研討重點，由納入美國 AMS 並已在國際流通
的新名詞先行做起，請兩岸各委員平時多注意新詞及其用法，以便於會中討
論，使新詞命名更有意義。我們只做英翻中，不收中翻英，採用的名詞應符
合基礎的、特有的、常用的原則。
(二) 現行名詞仍有部份譯名並不準確，也不恰當，建請兩岸委員每人各找出 10
則疑難雜症之名詞，提供下次討論。
五、參訪活動
大陸大氣科學名詞委員一行於會議之後的3月19-24日，全權委由龍貓旅行社
派專人陪同進行後續的參訪活動行程，並提供豪華舒適的遊覽車輛，19日由臺北
下榻的飯店驅車到桃園大溪兩蔣文化園區參觀，下午南下南投；20日進行日月潭
山水文化之旅，晚間來到高雄大都會；21日上午參觀高雄科學工藝館，下午轉往
原住民文化園區參觀，晚間欣賞高雄愛河美景；22-23日由高雄小港機場搭機轉往
戒嚴時期的前線--金門，遊覽金門和小金門特有的戰地風光；24日上午以小三通
的方式，由金門搭船前往廈門返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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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林哲佑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
主旨
自民國 89 年 3 月 1 日首屆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於中國文化大學舉
行之後，除了民國 92 年因為 SARS 而停辦一屆之外，已成為大氣科學年輕學子年
度學術盛會。此類研討會提供了臺灣地區大氣科學研究生發表論文和交換研究心
得的機會，並於會後表揚傑出的研究生，以鼓勵年輕研究者加入大氣科學研究領
域。
「第十二屆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由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主辦，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與國防大
學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協辦，共有四校總計 20 位研究生參與會議發表論文。會中
由各校教授代表評分，於會後表揚傑出研究生，並頒發獎狀和獎金以資鼓勵。
內容
此次會議於 101 年 7 月 23 日在中國文化大學曉峯紀念館國際會議廳舉辦，依照研
究主題分為四組進行討論，碩士班共有 20 篇論文參與報告(請參考議程)。此外，
本研討會採取競賽形式，由各校教授代表共 8 位老師進行提問和評分，並於會後
召開評審團會議評選出特優獎 2 名、優等獎 4 名、佳作獎 6 名與評審特別獎 7 名。
其中特優獎學金 1 萬元由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俞家忠教授獎助學金」
提供；獎學金 3 萬元由中華民國氣象學會「萬寶康教授獎學金」提供；獎學金 1
千元由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提供，最後於閉幕式時頒發獎狀和獎金以資鼓勵，
詳細得獎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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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項

科

系

得獎人

特優（5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黃沛瑜

特優（5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張楚珺

優等（3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陳怡儒

優等（3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林冠任

優等（3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楊智閔

優等（3000 元）
：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所

呂宛蓉

佳作（2000 元）
：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氣科學組

李方婷

佳作（2000 元）
：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所

鍾吉俊

佳作（2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楊靜伃

佳作（2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李冠逸

佳作（2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周俊宇

佳作（2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盧又嘉

評審特別獎（1000 元）
：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蔡宗樺

評審特別獎（1000 元）
：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境工程及資訊學系

鄭育昆

大氣科學組
評審特別獎（1000 元）
：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境工程及資訊學系

劉怡葶

大氣科學組
評審特別獎（1000 元）
：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氣科學組

沈逸翎

評審特別獎（1000 元）
：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氣科學組

曾建儒

評審特別獎（1000 元）
：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氣科學組

陳美伶

評審特別獎（1000 元）
：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氣科學組

曾虹穎

會後心得
本次研討會能順利圓滿達成，除了要歸功於主辦單位和各協辦單的密切配合
外，更要感謝各校研究生和老師們的積極參與。與會者多數希望類似會議能夠持
續下去，以提供各校研究生難得的學術和情感交流機會。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今
年由於博士班報名人數僅有一人，所以無法分組進行討論，期望往後能有更多博
士班的同學來參與這一年一度屬於研究生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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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相關照片

第十二屆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與閉幕式頒獎典禮

全體與會人員合照

123

第十二屆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會

時 間

議

議

程

09:30 ~ 10:00

報到 (國際會議廳 2F)

10:00 ~ 10:20

開幕式與拍團體照 (國際會議廳 2F)

10:20 ~ 10:30

評審團會議 I

Session 1

(第二會議室 1F)

Session 1A (國際會議廳 2F)
主持人：鄭育昆 陳嘉華
報告題目

Session 1B (第一會議室 1F)
主持人：曾建儒 陳怡儒
演講者

報告題目

演講者

探討土地利用形態對珠江口沿岸
利用 WRF 3DVAR同化雷達徑向
10:30 ~ 10:48 地區氣象模擬的影響: 高污染事件 陳嘉華 風對2011年南瑪都颱風模擬之影
日之個案分析
響

陳怡儒

Study the dependence of long-range
transported CO concentration on
10:48 ~ 11:06
synoptic weather patterns in Taiwan
during the spring season

改善區域系集卡爾曼濾波器在颱
楊智閔 風同化與預報中的spin-up問題2008年颱風辛樂克個案研究

林冠任

區域大氣化學模式中化學複合物
11:06 ~ 11:24
同化

使用多部都卜勒/偏極化雷達分析
張楚珺 凡那比颱風(2010)的動力及雲物
理過程

黃沛瑜

11:24 ~ 11:42

The study of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activity for suburban aerosols

呂宛蓉

凡那比颱風(2010)侵台期間之數
值模擬探討

沈逸翎

11:42 ~ 12:00

利用分子動力學模擬凝結核與水
分子吸附之行為

鄭育昆

台灣降雨的空間變化與颱風路徑
關係

曾建儒

12:00 ~ 13:10
Session 2

午餐休息
Session 2A (國際會議廳 2F)
主持人：曾虹穎 劉怡葶
報告題目

13:10 ~ 13:28 台灣地區綠能建築環境之研究

13:28 ~ 13:46

暖季降雨事件雨滴譜及降水垂直
結構特徵分析

西南氣流實驗(IOP-8個案)觀測分
13:46 ~ 14:04 析與數值模擬：雲微物理結構特
徵及參數法方案比較
14:04 ~ 14:22

凡那比颱風侵台期間的雨滴粒徑
之觀測研究

14:22 ~ 14:40 台灣梅雨季極端降雨分析

Session 2B (第一會議室 1F)
主持人：陳美伶 蔡宗樺
演講者

報告題目

演講者

劉怡葶

利用WRF模式探討台灣東部海上
對流線之個案研究

蔡宗樺

鍾吉俊

地形降水診斷模式發展與評估 大屯山區冬季降水個案之初探

李方婷

使用四維變分之都卜勒雷達變分
周俊宇 分析系統(VDRAS)與WRF改善短
期定量降水預報

楊靜伃

盧又嘉

夏季長生命期對流系統與台灣地
形效應的研究

李冠逸

曾虹穎

颱風環境下台灣西南部地形降水
之分佈特徵

陳美伶

14:40 ~ 15:00
15:00 ~ 15:10
15:10 ~ 15:40

茶敘
評審團會議 II

(第二會議室 1F)

閉幕式暨頒獎表揚典禮 (國際會議廳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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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
學會秘書處
時間: 2012 年 9 月 26-28 日
地點: 福建省福州
會議行程:
9/25
與會專家到達福州，由福建氣象局同仁負責當地接待
9/26-27 研討會
9/28
參訪活動(訪問馬尾造船博物館以及福建省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9/29
會議結束，返回臺北
會議指導單位為大陸國家自然基金委員會和臺灣國家科學委員會
籌備委員會：張慶紅教授、董熔局長、黃榮輝院士、談哲敏副校長、
周仲島教授
議程委員會：魏應植副局長、方娟教授、雷小途所長、周佳教授、郭鴻基教授、
黃清勇教授
當地籌備委員會: 彭雲峰處長 fjpyf@yahoo.com.cn (召集人)、劉美景女士
liumj@pku.edu.tw
與會人員
兩岸共有超過 60 人參與：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 黃榮輝、陳光華、黃平、陳際龍、武亮、高守亭
中國氣象局上海颱風研究所 雷小途、王棟樑、喻自鳳、許曉林、李青青
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 方娟、談哲敏、王元、張熠、宋金傑、唐曉東
北京大學應用物理系 張慶紅、孟智勇、杜宇、蔣昱鑫、王曦、黃齡、劉美景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周佳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周仲島、陳泰然、郭鴻基、賴曉薇、陳鬱涵
中央氣象局 紀水上、林品芳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黃清勇、林沛練、楊明仁、廖宇慶
臺灣師範大學 王重傑
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劉清煌、塗建翊
會議議程
交流项目一：梅雨锋中尺度对流系统的机理分析及可预报性研究
計畫主持人: 张庆红、周仲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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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项目二：海峡地区热带气旋结构和强度异常变化多尺度动力机制研究
計畫主持人: 雷小途、郭鸿基
交流项目三：侵袭两岸臺风的动力学及相关同化技术研究
計畫主持人: 方娟、黃清勇
交流项目四：全球变暖对西北太平洋臺风活动和登陆我国臺风的影响
計畫主持人: 黄荣辉、周佳
綜合討論與總結
主持人: 陳泰然、董 熔
研討會結束
會議過程
9 月 26 日
大會開幕式
(貴賓致詞: 黃榮輝院士、陳泰然副校長、陳于高處長、魏應值副局長)
貴賓演講:
中科院黃榮輝院士、臺大陳泰然教授、南大談哲敏教授、北大陶祖鈺教授
此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係以颱風與豪雨為探討主題，此次兩岸的氣象學者專家
共有 33 篇論文提出討論，茲將討論主題分析如下：
1. 梅雨鋒中尺度對流系統的機理分析及可預報性研究
(報告主持人：杜宇、賴曉薇)
2. 海峽地區熱帶氣旋結構和強度異常變化多尺度動力機制研究
(報告主持人：李青青、喻自鳳)
3. 侵襲兩岸颱風的動力學及相關同化技術研究
(報告主持人：唐曉東、舒守絹)
9 月 27 日
4. 全球變暖對西北太平洋颱風活動和登陸我國颱風的影響
(報告主持人：武亮、陳光華)
5. 綜合討論與總結 (陳泰然、董熔 主持)
9 月 27 日(下午) 參訪福州市區
9 月 28 日 參訪福建氣象局預報中心以及福州國家標準自動氣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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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結束
會議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1.「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是兩岸執行三年合作研究
計畫成果的展現，兩岸研究團隊，可以直接面對面作學術討論及分享研究成
果及心得，瞭解兩岸研究團隊的計畫執行成果，是很有價值的學術交流活動。
2.影響臺灣未來氣候變遷的主要災害性天氣系統是東亞季風、颱風、以及東
亞氣候，所以未來東亞氣候變遷，將是兩岸合作研究可考慮的重要研究課題。
(二)建議
兩岸實質氣象合作研究與交流，對兩岸氣象研究發展，具有正面的效益。
1.建議在既有合作基礎上，鼓勵雙方氣象研究人員要繼續合作，關於下一階
段三年一期的合作研究議題，建議國科會予以仔細評估，由兩岸氣象研究人
員重新規劃，提出進一步合作議題。
2.每年舉辦之「兩岸氣象研究研討會」
，對於促進兩岸氣象研究人員的交流分
享成果與心得有其重大意義，應繼續支持及鼓勵。

與會學者會後訪問福州市國家標準自動氣象站, 由於受到高度都市化的影響,
現階段臺灣已經很少有類似之氣象站可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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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紀要
中央氣象局
本次研討會的安排，包括學術研究、作業技術及防災應用等面向，涵括大氣
與海洋專長領域 6 個議題(大氣監測與分析、天氣模擬與預報、氣候監測與預報、
氣象防災與應用、高山氣象與應用及海象測報與應用)，一共有 101 篇口頭發表(其
中 8 篇在海峽兩岸研討會發表)，13 篇張貼論文，與歷年比較，算是論文量較多
的。本次會議特別邀請中央大學劉副校長、颱洪中心李主任等 5 位學者專家針對
新式氣象觀測(如衛星、雷達等)設備的技術與運用以及本局在氣象研發、作業與
防災應用的合作等 2 個領域，分享研究成果與實務運用心得，對我國氣象科技的
發展與實務運用拓展，提供相當程度的助益。
氣象局為了推廣鄉鎮預報與客製化氣象服務，除了於 10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
推出涵蓋全國 368 鄉/鎮/市/區的城鄉預報外，並於該年 6 月 26 日與「行政院原
住民族委員會」及「原住民族電視臺」簽訂「合作意向書」，啟動「原鄉氣象服
務」
，並自 7 月 1 日起由氣象局提供全國 55 個原鄉地區 300 多個部落的天氣預報，
透由原民臺在各族語新聞中播報，讓原鄉氣象資訊傳送到每一個部落區中。因此
議題中也特別安排了高山氣象與應用專題，除了論文發表外，並以論壇的方式透
過討論與互動，探討高山氣象服務的後續發展。
會議議程詳見下表：
101 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一)至 20 日(星期四)，
于中央氣象局、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主辦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氣象學會、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暨研究所
議程

報告時間

Agenda

9 月 17 日（星期一） （Monday , Sep 17 , 2012）
開幕 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辛在勤局長
（Opening Ceremo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I.C. Hall）
13:30–17:00

報到 (Registration)

14:00–14:20

開幕典禮
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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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
頁碼

邀請講座
14:30–15:05
15:05–15:40

主持人： 紀水上副局長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一 (Keynote Speech 1)：中央大學劉副校長振榮
近代衛星遙測技術在氣象防災之應用

邀請關鍵議題講座二 (Keynote Speech 2)：颱洪中心李主任清勝
建構颱洪研發平臺提升減災關鍵技術‐颱洪中心任務與願景
休息（Tea Break）
專題演講

主持人：葉天降副局長

邀請專題演講一：中央大學廖宇慶教授
15:55–16:25

Progress in using Doppler radar for three‐dimensional wind retrieval and
short‐term QPF

16:25–16:55
16:55–17:25

邀請專題演講二：中央大學楊舒芝副教授
系集卡爾曼濾波器(EnKF)在劇烈天氣預報的應用與改善

邀請專題演講三：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林李耀副執秘
氣象防災科技應用與伙伴關係‐從 NCDR 的經驗談起

9 月 18 日（星期二） （Tuesday ,Sep 18 , 2012）于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氣候監測與預報 (I)
09:30–09:45
09:45–10:00
10:00–10:15

11:15–11:30
11:30–11:45
11:45–12:00
12:00–12:15

264

中央氣象局動力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預報能力分析
269

吳慧玲 蕭志惠
中央氣象局動力區域氣候預報系統之氣候場更新計畫

273

李清縢、李思瑩、盧孟明
中央氣象局全球氣候預報模式之亞洲與西北太平洋季風模擬技術評估
休息 Tea Break
氣候監測與預報 (II)

11:00–11:15

主持人： 盧孟明 蕭志惠

林欣怡 蕭志惠

10:15–10:45

10:45–11:00

柏拉圖廳

柏拉圖廳

主持人：林李耀 沈鴻禧
279

陳重功 羅存文
CWB 2nd Week MOS 系集預報模式開發‐降水部份

陳永明 林李耀 朱容練 張振瑋 黃嬿蓁 李惠玲

285

從 TCCIP 計畫推動經驗談氣候資訊服務
286

朱容練 黃柏誠 張振瑋 吳宜昭
統計降尺度技術於臺灣春季乾旱之應用

沈鴻禧 汪建良 楊順欽 鄧子正 林淑卿

291

周末效應對高屏地區半世紀夏季地面溫度及降雨影響之研究

林昀靜 蘇聖中 卓盈旻 盧孟明

295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 (1)方法介紹

卓盈旻 林昀靜 盧孟明 蘇聖中
運用整體平均經驗模態分解法分析臺灣氣候變化–(2)臺灣溫度和雨量趨
129

301

勢分析
12:0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Ⅰ)

13:30–13:45
13:45–14: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柏拉圖廳

陳建河 陳雯美 沈彥志 曾建翰 汪鳳如 馮欽賜
陳雯美 曹伶伶 沈彥志 陳建河 曾建翰 馮欽賜

16:00–16:15

97

汪鳳如 馮欽賜
Noah 地表模式於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調整測試

103

李志昕 洪景山
區域系集預報系統強化之初步研究

洪于珺 洪景山 蔡佳伶 Michael Barlage Fei Chen

108

高解析土壤資料同化系統之效能評估
114

魏士偉 洪景山
全球分析資料初始化為 WRF 初始場之過程探討
休息 Tea Break
柏拉圖廳 主持人：蕭玲鳳 陳建河

陳雲蘭, 劉欣怡

119

高解析度統計降尺度預報方法研究
125

林欣弘 林沛練
WRF 雷達資料同化對颱風短時定量降雨預報之效益評估

126

蔡金成 蕭玲鳳 陳得松 包劍文
Hurricane WRF 模式於西北太平洋颱風預報之初步測試研究

謝銘恩 張龍耀 蕭玲鳳 李清勝 Ted Iwabuchi 郭英華 張昕林
16:15–16:30

91

全球數值預報系統 AMSUA 觀測資料之同化研究

天氣模擬與預報(Ⅱ)

15:45–16:00

88

中央氣象局全球預報系統的現況與未來

15:00–15:30

15:30–15:45

主持人：于宜強 洪景山

132

WRF‐Var 資料同化系統之 GPS 掩星折射率資料處理對颱風路徑預報之影
響

16:30–16:45
16:45–17:00

王潔如 蕭玲鳳 Zhiquan Liu Hui Liu 李清勝
HYBRID 資料同化系統對颱風預報之初步分析
定量降雨系集預報加值分析‐以 2012 年 6 月梅雨鋒面為例
（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天氣模擬與預報(Ⅲ)

09:15–09:30
09:30–09:45

171

江宙君 陳嬿竹 吳德榮

9 月 19 日（星期三）

09:00–09:15

133

會議室 310

主持人：張博雄 黃椿喜

黃椿喜 呂國臣 洪景山
系集預報系統在氣象局鄉鎮精緻化預報之應用

蔡宜珊 呂國臣

143
147

鄉鎮預報初步校驗分析

蔡禹明 陳姿瑾 呂國臣 黃椿喜
130

153

應用 ARMOR 方法於臺灣強降雨事件定量降水預報之研究
09:45–10:00
10:00–10:15
10:15–10:30

葉世瑄 呂國臣
中央氣象局 1993～2011 期間降雨預報之校驗

鄭安孺 李天浩 顧欣怡 陳怡彣
馮智勇 劉家豪 陳雲蘭

11:00–11:15
11:15–11:30

137

客觀分析法地面溫度案例分析
休息 Tea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Ⅳ)

10:45–11:00

165

即時溫度資料品質檢覈

10:30–10:45

159

會議室 310

主持人：鳳雷 馮欽賜

江晉孝 馮欽賜 張昕
觀測資料對中央氣象局 WRF 模式預報誤差影響之評估

陳怡儒 林沛練
利用 WRF 3DVAR 同化雷達徑向風對 2011 年南瑪都颱風模擬之影響

林忠義, 劉嘉騏
雷達資料同化於極短期定量降雨預報之研究

176
181
187

陳嬿竹 張龍耀 蕭玲鳳 江宙君 蔡金成 王潔如 鳳雷 李清勝 郭
11:30–11:45

鴻基 楊明仁

192

黃清勇

臺灣地區定量降雨系集預報技術
11:45–12:00

林欣弘 林沛練 于宜強
模式地形重建對颱風降雨模擬之影響

12:0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天氣模擬與預報(Ⅴ)

13:30–13:45
13:45–14:00
14:00–14:15

會議室 310

主持人：廖杞昌 蔡甫甸

郭閔超 李孟軒 蔡甫甸
中央氣象局 2003~2011 年官方定量降水預報之分析與探討

廖杞昌 顧凱維
2011 年臺灣北部區域環流之模擬研究

艾寧靜 劉清煌
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研究
MeiHsin Chen YongRun Guo

14:15–14:30

198

203
209
214

ChinTzu Fong

Analysis of Balance/Unbalance Parts of Background Error Covariance

216

Option 3 and Option 5
14:30–14:45

劉明禮
盛夏至仲秋臺灣與近海強烈熱帶氣旋波動的分裂型波變

219

劉明禮
14:45–15:00

活躍於臺灣近海與山脈的熱帶氣旋波動波變特徵—複合、分裂與角動量
守恆

131

223

休息 Tea Break

15:00–15:15

張貼論文發表(3 樓中庭)
天氣模擬與預報(Ⅵ)

15:30–15:45
15:45–16:00

利用 GPS 反演大氣可降水及年變化分析

張惠玲 楊舒芝 王溫和 陳嘉榮
LAPS 系集降水機率預報之經濟價值評估

09:30–09:45

228
234

（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大氣監測與分析(Ⅰ)

09:15–09:30

主持人：葉大綱

葉大綱 王傳盛 蕭棟元 洪景山 蔡雅婷

9 月 19 日（星期三）

09:00–09:15

會議室 310

會議室 311 主持人：蒲金標 張保亮

張保亮 林品芳
雙都卜勒雷達合成風場在颱風環流之應用分析

蒲金標 黃榮輝 邵勰
西北太平洋颱風活動與月球赤緯變化之分析研究

劉崇治 陳良德
衛星影像處理技術在颱風強度估算之應用研究

1
7
24

曾吉暉 鳳雷
09:45–10:00

新型一維雷射式雨滴譜儀及二維光學式雨滴譜儀之雨滴譜粒徑分佈觀測

28

比較
10:00–10:15
10:15–10:30

戴志輝 張培臣 林博雄

32

臺灣陸地閃電時空特性分析

王安翔、陳泰然、張智昇、龔楚媖
臺灣梅雨季之北中南區降雨規模與水氣通量分析比較

38

休息 Tea Break
大氣監測與分析(Ⅱ)
10:45–11:00
11:00–11:15
11:15–11:30

許皓淳 黃維智 陳志鵰
臺灣地區防災降雨雷達網建置計畫

程維毅 林博雄 高述國
以數位相機進行松山機場盛行能見度測定之探討

梅可忠 林博雄
利用臺北 101 金融大樓探討都市邊界層特性之初探

12:15–13:30

13:45–14:00
14:00–14:15

44
51
57

午餐 Lunch Break
氣象防災與應用(I）

13:30–13:45

會議室 311 主持人：李育琪 黃維智

會議室 311 主持人：陳永明 謝明昌

于宜強 張智昇 李宗融 王安翔 龔楚媖
從 0610 豪雨水災應變談氣象服務

張智昇 于宜強
颱風路徑預報不確定性校驗法於氣象防災風險管理之應用

399
405
406

李宗融 于宜強 龔楚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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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降雨規模推估方法之研究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15

李欣輯 魏曉萍 楊昇學 劉俊志 陳永明 林李耀 葉克家
極端天氣模擬事件之災害衝擊分析

蘇元風 劉俊志 鄭克聲 陳永明
氣候變遷下颱風季節降雨事件特性之差異

江申 蘇元風 朱容練 陳淡容 鄭兆尊 傅金城
氣候變遷情境下臺灣水文設計之影響評估

朱蘭芬 張靜貞 陳永明
颱風與臺灣稻作損失關聯之探究

412
416
420
421

休息 Tea Break

15:15–15:30

張貼論文發表(3 樓中庭)

9 月 19 日（星期三）（Wednesday ,Sep 19 , 2012）于氣象局
海象測報與應用(Ⅰ)
13:30–14: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15

鄧中柱
On measuring ocean surface waves

方盈智 王冑 楊穎堅 郭天俠 唐存勇
運用高頻雷達觀測臺灣東北海域表面海流研究

陳昭銘 毛正氣 劉進順 黃韋豪
中央氣象局浮標與衛星之觀測風浪特性比較

張志強
謝佳穎 王冑 蘇國政 孫漢宗 王弼
利用 X‐Band 雷達研究暴雨事件下之回波物理機制

施孟憲 饒國清 滕春慈 黃清晢
從資料浮標觀測資料探討七股澎湖海域水溫特殊變化

16:00–16:15
16:15–16:30
16:30–16:45

429
435

442
448

休息 Tea Break
海象測報與應用(Ⅱ)

15:45–16:00

427

439

風湧浪觀測之分析研究

15:15–15:30

15:30–15:45

會議室 617 主持人：鄧中柱 林燕璋

會議室 617 主持人：吳祚任 楊穎堅

吳祚任
臺灣海域近岸風暴潮溢淹預報模式之開發與與研究

朱啟豪

450
452

藍色公路海象資訊系統介紹

于嘉順 尤皓正 陳琬婷 朱啟豪 滕春慈
西北太平洋作業化海流模式之發展

蕭登倨 陳昭銘 鍾天勝
基隆‐福州航路之海氣象特性分析

許城榕 陳炫杉 陳陽益
風浪及湧浪方向波譜劃分於海象預報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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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463
467

16:45–17:00

陳進益

469

鄉鎮潮汐預報作業

12:00–13:30

午餐 Lunch Break

9 月 20 日（星期四）

（Thursday , Sep 20 , 2012）于氣象局
會議室 310 主持人：劉清煌 林博雄

高山氣象與應用(Ⅰ)
09:00–09:15
09:15–09:30
09:30–09:45
09:45–10:00
10:00–10:15

劉清煌
廖純慧 呂國臣 顏香玉
張譯心 林博雄 魏聰輝 謝新添

482

雪山冬季降雪之微氣象觀測

張振生 魏聰輝 賴彥任 沈介文 林博雄 張譯心

488

雪山高山生態系山谷風分布特性

賴彥任 洪志遠 魏聰輝 余瑞珠 莊振義 林博雄 蔡明哲 王亞男

493

溪頭通量站通量來源貢獻區初探
休息 Tea Break
高山氣象與應用(Ⅱ)

10:45–11:00

478

原鄉圓鄉氣象服務

10:15–10:30

10:30–10:45

476

2011 年 11 月南湖山難期間之天氣分析

會議室 310 主持人：李育棋 呂國臣

黃成健 林建寬 謝新添

499

玉山氣象站人工及雷射式雪深計觀測資料分析

宋紹良 李育棋

503

由雪霸自動氣象站氣溫資料分析看高山氣象特徵
高山氣象論壇

會議室 310 主持人：阿浪滿拉旺 林博雄

李育棋

1.氣象局”遙地氣象站”空間分布現況與未來規劃
2.臺灣地區高山氣象觀測站需求與資料分析應用
11:10–12:00

3.“山地預報”現況與願景
4.“氣象預約”服務現況與願景(擴大到國內山難搜救以及國外高山攻頂的
氣象支援)
5.“政府組織再造”各公務部門氣象觀測網整併的看法

9 月 20 日（星期四）

（Thursday , Sep 20 , 2012）于氣象局

氣候監測與預報 (Ⅲ) 會議室 311
09:00–09:15
09:15–09:30
09:30–09:45

主持人：朱容練 曾建翰

John ChienHan Tseng, HsingKuo Pao, Faloutsos Christos
The Typhoon Track Classification in El Niño/La Niña Events

李思瑩 盧孟明
近三年（2010 ‐2012）東亞冬季季風特徵分析與比較

吳宜昭 黃柏誠 張振瑋 朱容練
2011/2012 年臺灣春季降雨特性分析
134

307
313
319

09:45–10:00
10:00–10:15

劉昭民
2011 年 11 月臺灣異常氣候之氣象分析

林定宜
臺灣北部對流風暴之氣候研究

10:15–10:30

10:45–11:00
11:00–11:15
11:15–11:30
11:30–11:45

329

休息 Tea Break
氣候監測與預報 (Ⅳ)

10:30–10:45

323

會議室 311 主持人：陳重功 陳孟詩

謝佳穎 陳韻如 劉俊志 陳永明 朱容練 黃柏誠
應用天氣衍生器評估臺灣區域氣候變遷情境下之日資料極端特性

蕭立朋 余嘉裕
全球暖化對颱風活動之影響:西北太平洋與北大西洋之比較

林宜穎 鄭兆尊 Masato Sugi
以 MRI‐AGCM 動力降尺度結果推估未來臺灣地區極端溫度之變遷

陳淡容 鄭兆尊 Masato Sugi
以 MRI‐AGCM 的氣候模擬結果推估未來臺灣地區颱風降雨的變遷

張振瑋 朱容練 吳宜昭 黃柏誠
氣候變遷現象分析與推估之整合應用‐以春季不降雨日為例

335
341
346
352
358

張貼論文(3 樓中庭)
大氣監測與分析

柳再明
農業氣象觀測網的日射量觀測

張儀峰 陳世嵐
近 30 年之氣象局探空觀測與資料初步檢視

呂高森 陳萬金 汪建良
9 月 19 日
（星期三）
15:10—
9 月 20 日
（星期四）
12:00

結合衛星微波及紅外線資料估算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即時定量降水

63
66
82

天氣模擬與預報

陳宇能, 涂絹琪 ,陳景森, 林沛練, 林博雄
2008 地形影響季風降雨實驗期間兩劇烈降水事件的比較

張語軒 張庭槐 吳蕙如
預報成員選取對貝氏模型平均法預報的影響

張培臣 林裕豐 張大耀
2012 年 5 月 12 日宜蘭地區超豪大雨事件個案分析

任亦偉 王信富 陳文倩
運用 WRF 針對臺灣中北部地區低能見度及低雲幕個案之數值模擬

240
246
254
258

氣候監測與預報

紀雍華 盧孟明
2009 至 2010 阻塞高壓特徵之分析

364
368

劉邦彥 林沛練 莊漢明
135

中央氣象局一步法海氣偶合氣候預報模式之 30 年 AMIP 積分測試以及大
氣通量修正

陳重功 羅存文
CWB 短期風能動力統計預報模式的開發

沈孟妍 呂金璋 李明旭
應用短期氣候預報於春耕乾旱休耕決策之探討‐以大漢溪供水系統為例

徐葦茵 王玉純 李明旭
應用季長期天氣預報推估高雄地區登革熱流行趨勢

韓宛容 簡均任 李明旭
應用氣候統計降尺度預報資料推估石門水庫入流量

374
380
386
392

高山氣象與應用
ChingAn Chiu PoHsiung Lin

ChunKai Hsu ZeHao Shen

A new bioclimatic index: Associating temperature sum with thermal
seasonality

136

507

『第七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與飛行安全研討會』活動紀實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為促進兩岸航空氣象交流、廣納航空公司對航空氣象服務
需求、增進飛航人員對直航機場天氣特性瞭解，並擴大各界對航空氣象未來發展
之參與，特邀請大陸各地區空中交通管理局 20 位飛航服務專家及我國產、官、學
界，合計 105 人，於 101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假臺北馥敦飯店，與中華民國臺灣
飛行安全基金會及中華航空氣象協會共同舉辦『第七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與飛行
安全研討會』(如附件 1)。
研討會規劃「航空氣象服務與應用」
、
「臺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服務現況與發展」
、
「顯著天氣分析與預報」、「機場天氣特性與分析」等四大主題，兩岸共發表 25
篇相關文章(如附件 2)，會後並安排大陸空管局專家前往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
臺所屬臺北航空氣象中心、臺北近場管制塔臺、臺北區域管制中心參訪，並就兩
岸飛航服務相關作業進行廣泛交流。
本次研討會計達成『增進兩岸航空氣象服務平臺與技術交流，提升航空氣象
服務水準』
、
『增進兩岸飛航情報區飛航服務之相互瞭解，提升航班飛航效率』
、
『增
進兩岸飛航人員對直航機場天氣特性之瞭解，提升飛航安全』等成果，並確立兩
岸 102 年度持續辦理研討會及航空氣象觀測與預報作業交流，可謂成果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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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第七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與飛行安全研討會活動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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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第七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與飛行安全研討會議程
時間：2012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
地點：馥敦大飯店國際廳
10 月 15 日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及貴賓致詞

09:20-09:30

大會合影

Session 1

航空氣象服務與應用（Ⅰ）

09:30-09:45

臺北飛航情報區航空氣象服務之回顧與展望

09:45-10:00

航空氣象綜合服務平臺設計與實現

張洪泰

民航氣象中心

10:00-10:15

航空器如何避免雷擊

黃承樞

中華航空公司

張 偉

民航華北空管局

10:15-10:30

主持人：王崑洲、張洪泰

航空氣象決策服務在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效益評
估分析—CA901 航班氣象分析效益評估

陳海根

民用航空局
飛航服務總臺

10:30-11:00

Coffee Break

Session 2

航空氣象服務與應用（Ⅱ）

主持人：張偉、童茂祥

11:00-11:15

天氣與飛行決策

陳瑞棋

中華航空公司

11:15-11:30

對機場氣象情報交換方式的探討

劉雲霞

民航東北空管局

11:30-11:45

長榮航空公司防颱作業簡介

李正傑

長榮航空公司

11:45-12:00

用戶服務工作中氣象信息整合方案的分析與探
討

李占睿

民航新疆空管局

12:00-14:00

午餐（3 樓珍珠廳）

Session 3

顯著天氣分析與預報

主持人：蘇麗蓉、林博雄

14:00-14:15

世博航空氣象精細化集合預報系統介紹

邢 謙

民航華東空管局

14:15-14:30

2012 年梅雨季(5 月至 6 月)降雨分析

鄭明典

中央氣象局

14:30-14:45

由 WRF 數值模式探討臺北盆地松山機場低空風
切消長之機制

林博雄

14:45-15:00

機場終端區對流天氣臨近預報的初步研究

蘇麗蓉

15:00-15:15
15:15-15:30

國立臺灣大學
民航中南空管局

機場天氣預報（Terminal Aerodrome Forecasts） 林雍嵐

民用航空局

之校驗與改善

飛航服務總臺

利用 WRF 3DVAR 和 EAKF 探討 GPSRO 資料同化對
139

巫佳玲

民用航空局

莫拉克颱風模擬之影響

飛航服務總臺

15:30-16:00

Coffee Break

Session 4

臺北飛航情報區飛航服務現況與發展

主持人：余曉鵬、邢謙

臺北飛航情報區廣播式自動回報監視系統

金炳宏

民用航空局

陳俐伶

民用航空局
飛航服務總臺

劉志仁

民用航空局

16:00-16:15

16:15-16:30

（ADS-B）現況
臺北飛航情報區因應 ICAO 新飛航計畫格式執行
現況

16:30-16:45

2012 年臺北飛航情報區與鄰區 AIDC 作業介紹

16:45-17:00

臺北飛航情報區航空固定通信服務(AFS)淺析

18:00-20:00

聯誼餐會（3 樓珍珠廳）

飛航服務總臺
王世杰

民用航空局
飛航服務總臺

10 月 16 日
Session 5

機場天氣特性與分析（Ⅰ）

主持人：游政谷、靳英燕

09:00-09:15

西安咸陽機場 2011 年對流天氣中高層垂直運動
場初探

靳英燕

民航西北空管局

09:15-09:30

臺灣東南沿岸對流線的統計分析研究

游政谷

中國文化大學

09:30-09:45

瀋陽地區一次凍雨成因分析

扈寶奎

民航東北空管局

09:45-10:00

以類神經網路分析松山機場熱雷雨發生機率及
其應用

陳心懋

民用航空局
飛航服務總臺

10:00-10:30

Coffee Break

Session 6

機場天氣特性與分析（Ⅱ）

主持人：李占睿、陳海根

10:30-10:45

桃園機場霧季長度之年際變化分析探討

藍嘉偉

民用航空局
飛航服務總臺

10:45-11:00

雙流機場 2012 年 4 月 30 日長時間雷雨過程分析

李 毅

民航西南空管局

11:00-11:15

如何做好凝凍天氣氣象觀測工作

李家文

民航西南空管局

11:15-11:25

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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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第二屆航空科技與飛航安全學術研討會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ATFS 2012 第二屆航空科技與飛航安全學術研討會議程
日期
九月廿一日

時間

程序

地點

0830~0930 60’ 報到

巨輪校區

(星期五)

圖書館一樓
0930~1000 30’ 開幕式

巨輪校區
圖書館一樓

1000~1040 40’ 專題講演-飛安工程學

巨輪校區

講員: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系 景鴻鑫教授

圖書館一樓

1040~1100 20’ 休息

巨輪校區
圖書館一樓

1100~1140 40’ 專題講演-氣象衛星與豪雨

巨輪校區

講員:中央氣象局 紀水上 副局長

圖書館一樓

1140~1220 40’ 專題講演-

巨輪校區

航空噴射發動機監控診斷系統之發展與飛

圖書館一樓

安之關係
講員: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機航系 夏筱明教
授
1220~1330 70’ 用餐及休息

巨輪校區勤學樓

1330~1500 90’ 分組論文發表與研討

巨輪校區勤學樓

1500~1530 30’ 休息茶敘

巨輪校區勤學樓

1530~1700 90’ 海報論文發表與研討

巨輪校區勤學樓

1700

飛機修護教學棚廠參訪

巨輪校區巨輪館

歡送

巨輪校區勤學樓

論文口頭發表(Oral sentation)場次及地點
論文發表場次 A ：時間 9/21(五)13:30~15:00
議程主持人：賴維祥教授、黃立政教授
論文編號

時 間

101

13:30-13:45

場地：勤學樓 C105
論 文 名 稱

決定紊態混合層流場特徵長度之檢視

141

作 者
李冠篁,張克勤

107

13:45-14:00

微型渦輪噴射動力無人飛機之設計研究

廖 智 群 ,蔡 亞 融 , 賴
維祥

109

14:00-14:15

以合成噴流提升低雷諾數機翼之性能

林 啟 裕 ,蕭 飛 賓 , 李
建暐

114

14:15-14:30

新型噴射增壓裝置數值分析

李 昱 瑩 ,徐 子 圭 , 戴
昌賢

118

14:30-14:45

含 PZT 致動器與感應器貼片智能機翼壓電

黃立政,陳信華

參數對顫振風速之效應
506

14:45-15:00

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於軍用機場跑滑道工

黃立政,林至軒

程管理之風險評估

論文發表場次 B：時間 9/21(五)13:30~15:00
議程主持人：夏育群教授、許掙強教授

場地：勤學樓 C106

論文編號

時 間

論 文 名 稱

103

13:30-13:45

三維橫向等向性熱彈力學之邊界元素法

作 者
夏育群,李仁輔

分析
104

13:45-14:00

三維勢場問體之邊界積分式正規化

夏育群,曲宏義

105

14:00-14:15

格林函數及其導數之計算效能在邊界元

夏育群,王哲晏

素法三維異向靜彈分析
110

14:15-14:30

預熱氫氣噴注於超音速流場內

溫志湧,梁國邦

501

14:30-14:45

爆震波與物體交互作用之數值研究

賴 景 昌 ,徐 子 圭 , 羅
四維, 戴昌賢

508

14:45-15:00

以 SPH 模擬探討聚能炸藥爆炸過程中弧形

許掙強

藥罩之動態演進

論文發表場次 C：時間 9/21(五)13:30~15:00
議程主持人：哈冀連教授、易國安教授
論文編號
108

時 間
13:30-13:45

場地：勤學樓 C107
論 文 名 稱

Uniform Blowing/Suction and
Soret/Dufour Effects on Heat and Mass
Transfer by Natural Convection about a
Vertical Cone in Porous Media: UWT/UWC

142

作 者
易國安

112

13:45-14:00

Hydrogen Storage of Open-tip Carbon

廖明亮

Nanocones: Influences of Cone Height
115

14:00-14:15

應用奈米壓痕技術於估算高分子材料之破

哈冀連,陳盈宏,韓

壞韌性

長富,郭亭誼,陳建
安,鍾翰

117

14:15-14:30

奈米壓痕實驗應用於氮化鋁薄膜材料之機

哈 冀 連 ,陳 建 安 , 韓

械性質量測與理論建模

長富,郭亭誼,陳盈
宏,鍾翰

502

14:30-14:45

使用經驗總結法於資訊安全對飛航安全之

陳宥儒,李錦雄

研究

論文發表場次 D：時間 9/21(五)13:30~15:00
議程主持人：蔡聖鴻教授、吳嘉龍教授

場地：勤學樓 C108

論文編號

時 間

論 文 名 稱

201

13:30-13:45

建立資訊優勢與資訊安全防護架構機制發

作 者
吳嘉龍

展與研究探討
203

13:45-14:00

資訊安全緊急應變防護與網路服務管理發

吳嘉龍,胡宸浩

展趨勢研究
209

14:00-14:15

具保密安全之適應性編碼系統

李 金 融 ,池 慶 龍 , 李
俊杰,洪志龍,林廷
翰,李柏雄

218

217

14:15-14:30

14:30-14:45

飛行載具上之操作平臺的複合式控制器設

黃 志 成 ,蔡 聖 鴻 , 孫

計

永莒,盧治穎

An Active Fault-Tolerant Tracker for

蔡 聖 鴻 ,王 志 浩 , 陳

the Unknown Sample-Data Linear System

泳丞,郭淑美,謝兩

with an Input-Output Direct

參

Feedthrough Term

論文發表場次 E：時間 9/21(五)13:30~15:00
議程主持人：劉江龍教授、楊證富教授

場地：勤學樓 C113

論文編號

時 間

論 文 名 稱

作 者

205

13:30-13:45

適用於三向型像素值差異藏密法之偵密

劉 江 龍 ,劉 興 漢 , 李

技術

翊豪

143

208

13:45-14:00

頻率可調式雙階雙工器之設計與製作

鍾 睿 展 ,吳 國 棟 , 吳
家慶,廖家德,楊證
富

212

213

14:00-14:15

14:15-14:30

CPW 饋入之具有倒 C 型平面槽孔圓極化天

張 峰 賓 ,潘 建 源 , 詹

線設計

正義,陳建宏

雙饋入式 GPS 陶瓷圓極化天線

簡 子 翔 ,王 洋 凱 , 林
憶芳,陳華明

215

14:30-14:45

應用於多媒體傳輸之 RS Code 系統

李 建 樺 ,池 慶 龍 , 劉
佳杰,李賦鵬,李陽

216

14:45-15:00

空間合作與分集技術於室內衛星導航訊

張 仲 良 ,吳 柏 翰 , 壽

號接收品質強化與性能分析

鶴年,莊智清

論文發表場次 F：時間 9/21(五)13:30~15:00
議程主持人：郭智賢教授、陳萬金教授
論文編號
214

時 間

場地：勤學樓 C114
論 文 名 稱

作 者

13:30-13:45 空中定點無線中繼傳輸架構在微飛行器之
實現研究

219

劉 建 均 ,簡 宏 育 , 李
勝義,郭智賢

13:45-14:00 以軟體迴路模擬與實現微衛星姿態估測法

壽 鶴 年 ,張 仲 良 , 柳
復華,林麗鳳,曾仁
杰

302

14:00-14:15 利用衛星資料估算西北太平洋颱風降雨強
度

葉 南 慶 ,汪 建 良 , 陳
萬金,劉振榮,胡仁
基

304

14:15-14:30 莫蘭蒂(2010)颱風發展的結構之都卜勒雷

林旻德,魏志憲

達資料分析
403

14:30-14:45 多目標最佳化整合式飛航排程之研究

陳 秋 宏 ,侯 昇 佑 , 鄭
又豪

507

14:45-15:00 Risk

Factors

and

Assessments

for

王穎駿

Airline Pilots
壁報論文發表(Poster Presentation)時間與地點
論文發表場次 G：時間 9/21(五)13:30~17:00
論文編號
102

論 文 名 稱
邊界元素法應用於異向介質臨近邊界之溫度分析

144

場地：勤學樓 1F
作 者
夏育群,張耀邦

106

單平板集熱器氣動力行為基準驗證

劉育政,徐子圭,周晉成,
張克勤

113

一種新型飛翼船的雛型製作及數值模擬與分析

陳建霖,林家宏,魏欽益,
朱韻丞

116

200

奈米壓痕應用於矽晶薄膜受應力所導致結構相變化之觀 哈冀連,鍾翰,韓長富,
察與研究

郭亭誼,陳建安,陳盈宏

倒 T 型槽孔之電容耦合三角型微帶濾波器設計

陳建宏,賴柏諺,陳華明,
林憶芳

202

航空通訊電子雷達工程無人飛機專題應用研究

吳嘉龍,黃俊翰

204

網際網路 IPv6 與無線網路安全威脅與防禦技術應用研究 吳嘉龍

206

運用濕式選擇性蝕刻技術於砷化鋁鎵量子井偵檢器影像 陳子江,盧逸麟,湯相峰
性能提升研究

207

應用網路誘捕技術於國軍電腦網路情蒐之研究─以網路 林弘憲,鄭之祥,吳嘉龍
蠕蟲攻擊為例

210

AZOI 透明薄膜之研究

廖郁菁,趙苡捷,吳家慶,
刁建成,王士逢,楊證富

211

IETM 交談式電子技術手冊之研究

郝立仁

220

結合無線通報之多樣式防盜監視系統

黃駿騏,林建宏,蘇柏安,
陳彥廷,林俊宏

221

以嵌入式系統實現綠能多媒體教學平臺

侯國偉,李振榮,陳彥廷,
黃瑞霖,林俊宏

303

莫拉克颱風( 2009 )與西南氣流交互作用造成劇烈降雨之 莊耀中,魏志憲,汪建良
初步分析

306

凡那比颱風(2010)眼牆重建之雙都卜勒雷達之初步分析 劉振甫,魏志憲

401

網路經濟環境下之網路書店經營策略及經營型態與消費 蘇永富,李欣玲,沈孟蓉,
者購物行為間關係之研究－以空軍航空技術學校學生為 吳佳珍
例

402

空軍人員資訊安全素養之評量與分析

鄭宇凱,曹慈容,黃文龍

404

風險基礎資本管制實施後對保險公司財務決策的影響

林麗鳳,陳勤明,壽鶴年,
柳復華

504

飛機維修作業人員姿勢分析：OWAS 及 RULA 方法

李正隆,何經緯

505

伏地挺身自動監測系統之設計開發

胡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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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 2012 年活動報告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 行政部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ACTS)於 2012 年期間舉辦 APEC 颱風會議、ACTS
Workshop 等相關活動，已成為亞太區域各國氣象單位重要的聚會場域。ACTS 於
2012 年 6 月 5 日至 7 日舉辦第二屆 APEC 颱風研討會(2012 APEC Typhoon
Symposium，簡稱 APTS)，得到政府各級單位全力支持，在開幕典禮上，國科會牟
中原副主委蒞臨致詞，表達政府對於颱風、暴雨與社會衝擊議題之高度關心與重
視。另外菲律賓科技部次長 Fortunato T. de la Peña、APEC 工業科技小組主席 Dr.
Nares Damrongchai、馬來西亞婦女部主任秘書 Dato’Dr. Noorul Ainur MOHD. NUR、
WMO 資深官員 Dr. Nanette Lomarda 亦出席並致歡迎詞，肯定 ACTS 中心舉辦本次
學術活動之貢獻。本次會議共有 18 個 APEC 經濟體超過 300 多位代表出席，其中
含多位部次長級官員，為我國舉辦 APEC 相關會議規模所僅見。

2012 年 APEC 颱風會議大會合影
在 APTS 之分組議題中，除有各國代表進行分享，大會邀請中央氣象局呂國臣
副主任擔任分組主持人，並邀請陳怡良博士進行報告，作為我國氣象作業與科學
於早期預警系統發展的展示。此外，中央氣象局科技中心陳得松博士亦於大會中
講述臺灣發展 WRF 模式並運用於颱風預測的經驗，獲得在場與會者的高度重視。
2012 年 7 月中旬，亞太經濟合作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於泰國曼谷舉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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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CTS 1st Workshop，並由泰國緊急醫療總署擔任地主合辦機構，泰國上百位官
員以及專家出席與會，議題針對 2011 年 7 月底之洪災進行討論：當時泰國南部地
區因持續暴雨而引發洪災，某些地區降雨量達 120 厘米，至少造成 366 人死亡，
兩百萬人受洪水影響，造成至少 1000 億泰銖的經濟損失，此外，泰國 76 個省中
有 50 個省受到洪水影響。
氣象局葉天降副局長受邀出席擔任講座，並利用早期預警系統來向現場泰國
官員及專家作簡介，並倡導資訊化預報作業系統之應用，在強降雨來臨時，政府
如何事先疏散低窪地區民眾，並遷移至高地處避難。此外氣象局盧孟明博士亦受
邀出席談我國在季節預報的研究進展，與會人士均覺獲益良多。

葉天降副局長出席 APEC 颱風中心於曼谷舉辦之訓練課程並擔任講座
為與各經濟體進行更進一步的政策與經驗交流，ACTS 邀請 APEC 經濟體於
2012 年 11 月 17 日至 19 日期間至臺北參與 ACTS 2012 年度第二次 Workshop，其
目的在於分享各經濟體氣象水文資訊在天氣風險管理應用之經驗，並期提供相關
因應政策的參考，以促進氣象水文資訊提供者和使用者之交流、改進氣象水文資
訊在決策方面之應用，以及亞太各經濟體政府對於相關議題的政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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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2012 Second Workshop 之大合照
本次會議氣象局共有 10 位同仁共襄盛舉。每次報告後由國內外與會者分別提
問，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等亞太經濟合作經濟體與會者
提問最為熱烈，而會議第二天進行 Weather Ready Café 圓桌討論，場面亦相當熱
絡。第三天與會者參訪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以及地震走廊，經濟體代表均表示獲
益匪淺，並對我國氣象預報及作業能力的進步表示肯定，亦期盼未來有更多合作
機會。
我們期待未來 ACTS 能夠更加發揮其功能，繼而發展並奠定我國在亞太區域甚
或國際間颱風議題的主導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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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 UNFCCC/COP18 會議報告
學會國際事務委員會
UNFCCC 為目前聯合國針對氣候變遷所設立的國際架構，每年的締約國會議
COP 也成為國際間規模最大的氣象/氣候會議，COP18 訂於卡達杜哈舉行，涵蓋 7
個平行會議，為有史以來最繁忙的 COP 會議。
本次氣象團隊參與 UNFCCC 第 18 次協約國會議相關活動之成員有中央氣象
局科技中心程家平主任、預報中心呂國臣副主任、衛星中心張保亮博士及氣象學
會趙恭岳處長。除蒐集到世界氣象組織及各國氣象機構在 UNFCCC 相關活動所揭
露的資訊，瞭解相關機構在國際氣候變遷因應中所扮演角色，也增加和國際間的
互動與交流機會；此外，亦瞭解相關機構在其國內對氣候及其變遷所進行的相關
工作與提供的服務，作為國內氣象單位進行氣候相關監測、分析、預報之技術研
發與作業機制的參考，以及推動氣候資訊應用服務的借鏡，以強化氣象局支援政
府的防災及風險管理機制、降低氣候變遷對國家社會衝擊、發揮氣候資訊經濟運
用的價值。

氣象團隊於 COP18 會場
氣象團隊在會中參與了秘書處所舉辦的周邊會議，該會議由 IPCC 副主席 Prof.
Jean‐Pascal van Ypersele 說明 AR5 內容氣候評估報告的進展：
根據其報告內容，IPCC 對 AR5 發佈的期程分別於 2013 年發佈第一工作小組
在氣候科學的報告，第二及第三工作小組報告則將在 2014 發佈。相關資訊可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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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網站獲得 http://www.ipcc.ch/。
此外，相較於 AR4，AR5 涵蓋內容特色將包括對減量與調適將有更好的整合、
改善在風險管理（risk‐management）評估方法、在資料充分的部分區域資訊的進
行特別的區域評估、更有效評估對經濟衝擊面的影響以及對不確定因素的訊息做
出更好的詮釋。

IPCC Prof. Jean‐Pascal van Ypersele 說明AR5內容
面對氣候變遷議題受到全球重視及政府調適政策規劃，我國氣象界應積極在
氣候變遷調適扮演氣候科技應用角色，建立我國氣候服務的跨單位合作機制。此
外亦應嘗試建立更多國際合作空間，尋求與國際技術接軌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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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年度報告(2012.03‐2013.03)
學會秘書處
1.102 年度本會頒發之獎項
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
獲獎人

論文名稱

Yu‐Ming Tsai

獎金

A New Parallel Domain‐Decomposed

10,000

Chebyshev Collocation Method for

蔡禹明

刊登期刊
TAO, Vol.23, NO.4
August 2012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Modeling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年度論文獎
獲獎人
尤心瑜

論文名稱

獎金

使用都卜勒氣象雷達資料改善模式定量降

20,000

刊登期刊
大氣科學期刊第
39 期第 1 號

雨預報之可行性研究－以模擬資料測試之
實驗結果
劉清煌

10,000

宜蘭南澳水龍捲之分析

大氣科學期刊第
39 期第 2 號

劉衍淮博士獎學金
項目

獲獎人

就讀大學以上大氣

葉南慶

在校成績
99 下：學業平均 83.0,操行 86.35

獎學金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10,000

100 上：學業平均 88.0,操行 87.47 國防科學研究所應

科學相關科系之軍
職氣象人員
氣象專業人員大學

就讀學校

用物理組博士班
商雅雯

院校三年級以上之

100 上：學業 86.78、操行甲等

臺灣師範大學

100 下：學業 86.75、操行優等

教育系四年級

100 上：學業 85.93、操行 81.6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100 下：學業 85.19、操行 78.40

軍事氣象系

100 上：學業 88.24、操行 84.20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100 下：學業 83.85、操行 91.20

氣象電子科

10,000

子女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戴邑如

氣象軍官班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氣象士官班

蔡琮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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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5,000

萬寶康教授獎學金
項目
空軍軍官學校
正期生
空軍航空技術
學院軍官班
空軍航空技術
學院士官班

獲獎人

在校成績

就讀學校

張耿嘉 100 上：學業平均 87.35、操行 90.08

空軍軍官學校

100 下：學業平均 85.81、操行 89.28

航空機械工程學系

吳昱德 100 上：學業平均 83.26、操行 81.00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100 下：學業平均 78.75、操行 81.08
洪榮典 100 上：學業平均 86.97、操行 86.08
100 下：學業平均 80.81、操行 91.20

國內大氣科學

曾琇薈 100 上：學業平均 92.67、操行 89.00

相關科系或成

100 下：學業平均 95.23、操行 89.00

大物理系四年

檢附論文：冰核實驗之初探、異質核

級在校生

化理論之探討予重要參數之計算

獎學金
10,000

5,000

軍事氣象系
5,000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氣象電子科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

10,000

科學系

萬寶康教授大氣科學學生論文獎
獲獎人
施明甫

論文名稱
東太平洋間熱帶輻合帶的南北偶極特徵

獎金

刊登期刊

10,000

大氣科學期刊第 39
期第 4 號
ISSN‐0254‐0002

第十二屆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論文獎
項目

獲獎人

就讀學校

獎金

備註

特優

黃沛瑜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5,000 1.第十二屆「全國大氣

特優

張楚珺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5,000

科學研究生學術研

優等

陳怡儒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3,000

討會」於 101 年 7 月

優等

林冠任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3,000

23 日假中國文化大

優等

楊智閔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3,000

學曉峯紀念館國際

優等

呂宛蓉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所

3,000

會議廳舉行。

佳作

李方婷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

2,000 2.本研討會採取競賽
形式，由各校教授代

氣科學組
佳作

鍾吉俊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所

2,000

表共 8 位老師進行提

佳作

楊靜伃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2,000

問和評分，並於會後

佳作

李冠逸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2,000

召開評審團會議評

佳作

周俊宇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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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特優獎獎學金 1

佳作

盧又嘉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2,000

萬元由財團法人氣

評審特別獎

蔡宗樺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

1,000

象應用推廣基金會

評審特別獎

鄭育昆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境工程

1,000

「俞家忠教授獎助
學金」提供；獎學金

及資訊學系大氣科學組
評審特別獎

劉怡葶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境工程

1,000

象學會「萬寶康教授

及資訊學系大氣科學組
評審特別獎

沈逸翎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

1,000

曾建儒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

1,000

陳美伶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
氣科學組

評審特別獎

大學大氣科學系提
供。

氣科學組
評審特別獎

獎學金」提供；獎學
金 1 千元由中國文化

氣科學組
評審特別獎

3 萬元由中華民國氣

曾虹穎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

1,000 3.本屆由中國文化大
學承辦。
1,000

氣科學組

2.102 年度會員大會中心議題暨 101 年度會員大會中心議題後續處理情形
102 年度中心議題
提案人：理監事會
主

旨：
再度籲請中央政府於組織再造規劃中設置「大氣海洋署」
，應轄氣象局、氣候

變遷局及海洋局三大業務機關，促進相關資源整合，提升對颱風、豪雨、地震、
海嘯及劇烈天氣之測報能力，並提升對氣候變遷調適相關議題之處理能力，以增
進我國對自然災害之防救能力以及協調與執行氣候變遷相關政策之能力。
說

明：

一、近年來國際、國內之颱風、豪雨、地震、海嘯等相關災難事件頻傳，而氣候
變遷之議題因其帶來的巨大政治、經濟影響與對人類安全的威脅，更是成為
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臺灣為全球自然災害最高風險區，政府於 2010 年首次
將災害防救與氣候變遷議題提高到國安層級，聯合國安理會亦於 2011 年 7 月
首次將氣候變遷列為國際安全議題。
氣象海洋資訊整合、對氣候變遷的研究、調適等各項議題與影響面甚廣，應
對的相關部門與單位事務亦甚為複雜，需具備全面統合的觀點與對應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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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為我國目前施政的重要議題之一，為展現我國對相關問
題的重視，提升政府對氣候議題的處理層級，協調國家應對氣候變遷政策的
整體規劃，設一高位階專責主管機關，實為重要。
二、去年本學會於中心議題已提出設立大氣海洋總署之建議，並於會後發函行政
院、行政院交通部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會綜字第 1010014131 號函回覆，
「行政院組織法」業於 99 年 2 月 3 日由總
統令公布修正，行政院所屬中央二級機關名稱定名為「部」或「委員會」
，其
中並明定設立環境資源部。為強化臺灣生態環境承載力，氣候變遷因應及災
害防治，未來規劃於環境資源部內設「氣候變遷司」
，職司氣候變遷因應之政
策規劃及執行、氣候變遷適應策略之整合等職能，並將大氣圈、水圈、地圈
和生物圈等自然資源整合管理，依專業職能分工兼顧實務思維，設置專責機
關。有關大氣圈相關業務係由該部氣象局整理，包含氣象、海象、地震等之
預報或警報等全國氣象業務，以及相關現象之觀測與資料蒐整，並提供長期
海象統計分析資料，因應未來氣候變遷調適事宜所需。基於氣象、海象、地
震業務與氣候變遷議題及災害防治業務息息相關，上開業務整合納入環境資
源部，將有助提升減災防災之政策規劃及整合協調功能，並強化災害防救量
能。
三、然而，衡於時勢及現實需求，現有組織架構並無法達到政府組織再造的功效，
實不符社會殷切期盼。故再度籲請中央政府考量採用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
署模式，設一高位階專責主管機關以提升氣候相關議題之處理位階，並增進
未來之資源與政策整合。
辦

法：
建議中央政府於組織再造規劃中，應採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模式，於行政

院下設立「大氣海洋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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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會員大會中心議題後續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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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學會獲蒐錄於「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成果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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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年度學會國際活動列表
時間

事項

2012.02

赴菲律賓進行訪問交流，期間拜會菲國科技部部長強化雙邊發展。

2012.03

周理事長應邀擔任菲律賓氣象局舉辦之 APEC 定量降水預報研討會
講座，講授我國在定量降雨估計和預報方面的進展。

2012.06

本會於 6 月 4 日至 7 日期間協辦於臺北召開之 2012 APEC 颱風會
議，計有超過 18 個經濟體代表 300 多人與會，成果豐碩。

2012.07

本會 7 月 18 至 20 日協辦 ACTS 與泰國緊急醫療總署於曼谷舉辦之
豪大雨與公衛影響議題訓練課程，圓滿成功。

2012.11

11 月 17、18 日於臺大集思會議中心柏拉圖廳協助 APEC 颱風與社
會研究中心辦理 2012 年第二次 workshop，主題為氣象水文資訊在
天氣風險管理之應用。

2012.12

本會與氣象局團隊出席於卡達杜哈所舉辦第 18 屆 UNFCCC 締約國大
會與各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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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3 年度氣象盃桌球錦標賽活動回顧
周昆炫 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壹、

競賽規程

一、宗

旨： 為促進本學會各團體及個人會員之聯誼交流，提倡運動風氣，促
進身心健康，特舉辦之。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三、承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四、協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系學會、華岡桌球社
五、比賽日期：民國 102 年 3 月 9 日［星期六］
六、比賽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孝館地下一樓 桌球室
七、參加資格：氣象界的同仁均可參賽
八、比賽項目：
（一）團體賽。
（二）男子單打賽。
（三）女子單打賽。
九、比賽制度：
（一）團體賽
1.採男女混合，各點順序為：1 女單、2 男單、3 女雙、4 男雙、5 混雙。
比賽採 11 分制，每場每點皆為五局三勝制。男子選手單、雙打不可
重複，女子選手可以兼一點，亦可代男生點。
2.預賽五點均須打完，採分組循環賽制；複賽五局先得三點即勝，採單
淘汰賽制。
3.循環賽成績計算方式：
(1) 凡中途棄權退出比賽或經大會判定失格之球隊，其已賽成績不
予計算，往後之出賽權亦予取消。
(2)積分相等時其判定勝負之優先順序如下：
a 勝一場得二分，敗一場得一分，積分多者獲勝。
b 如遇二隊積分相同時，以該二隊比賽之勝隊獲勝。
c 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以該相關隊比賽結果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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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順序判定：
(a)(勝點和)÷(負點和)之商大者獲勝。
(b)(總勝局數)÷(總負局數)之商大者獲勝。
(c)(總勝分)÷(總負分)之商大者獲勝。
(d)若相關隊勝點、局、分再相同時，則由裁判長抽籤決定名
次。
（二）男、女個人單打賽採單敗淘汰賽制。比賽採 11 分制，每場皆為五局
三勝制。
十、比賽用球：Nittaku 40mm 橘色球三星比賽用球。
十一、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之最新桌球規則。
十二、比賽細則：
（一）比賽時由裁判檢查選手身份，若無法提出身份證明則取消該點比賽
資格。
（二）參賽選手請攜帶國民身份證或貼有相片可證明身分之證件，如遇
資格抗議時，若當場提不出任何一項證明者，視同資格不符，
取消其比賽資格，所賽成績不予計算。
（三）選手應依比賽時間提前到場。
（四）各組比賽更動，以大會競賽組廣播為準，違者取消其比賽資格。
（五）比賽遲到5分鐘，經大會宣布3次不到者，均視同該場比賽棄權，
故請勿隨意離場。
（六）比賽進行中，若場上有爭議，以裁判的判決為依歸。
（七） 各單位與個人出場比賽之球員，應穿著整齊運動服裝，上衣不為
黃、橙系列之衣服，不可穿著牛仔褲。
（八）各隊比賽開始前10分鐘請繳交出賽名單，若經大會催繳未繳交者，
視同棄賽，該場以3：0判負。
（九）預賽裁判由各單位隨隊裁判擔任，決賽裁判大會裁判擔任。
（十）除大會特別規定外，其餘皆採行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公告之最新競
賽規則。
十三、獎勵辦法：各組(團體、男單、女單)取前三名，頒發獎盃或獎牌以及團體
組精神總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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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球賽總覽
1. 參賽單位：共 10 個
臺大大氣、文化大氣、中央大氣、國防理工學院、龍華科技大學、中央氣象
局、民航局、中華航空、空軍氣象聯隊、中榮鋼鐵。
2. 參賽人員 103 人，工作人員 31 人，專業裁判 6 人，共 140 人。
3. 比賽分團體組、個人男單及個人女單三項。其中團體組共 12 隊，男單共 20
人，女單共 8 人。
4. 活動流程
08：30 - 09：00 報到、領取與繳交第一場點單
09：00 - 09：20 開幕
09：20 - 12：40 男女子個人賽、團體組預賽
12：40 - 13：30 中午休息時間
13：30 - 14：20 團體組預賽
14：20 - 14：30 團體組複賽抽籤並繳交複賽點單
14：30 - 17：30 團體組複賽
17：30 - 18：00 頒獎及場復
5. 比賽結果
個人男單：冠軍，蔡兩助（中榮鋼鐵）
個人男單：亞軍，鄭進國（中榮鋼鐵）
個人男單：季軍，鄧仁星（氣象局梅隊）
個人女單：冠軍，鄭愛珍（中華航空）
個人女單：亞軍，羅淑華（中榮鋼鐵）
個人女單：季軍，林煌真（中榮鋼鐵）
團體組：冠軍，中華航空
團體組：亞軍，氣象局梅隊
團體組：季軍，中榮鋼鐵
團體組：精神總錦標，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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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年度各單位之學術活動與會友點滴
(依會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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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1) 氣象學術演講
日期
2012/02/18

演講題目
氣候變遷與臺灣氣象災害風險

演講者

服務單位與職稱

陳泰然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終
身特聘教授

2012/03/20

The two types of ENSO in CMIP5 models

余進義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their different impacts on north

System Science, University

America winter climate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2012/04/12

地勢效應的基本動力(二)

洪秀雄

前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教授

2012/04/20

From dust to volcanic ash: Lessons

呂承萱

NOAA/NCEP/EMC USA

learn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arah

NCEP's global in‐line aerosol model
2012/04/24

Variation of suspended sediment

Lu)
謝柏年

美國陸軍工程研發中心

魏國彥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系教授

variation due to sensitivity of climate
change using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2012/05/19

冰芯啟示錄

2012/05/30

Development of a dynamic model for TC

Dr. Simon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intensity prediction (COAMPS‐TC)

W. Chang

Monterey, CA, USA

Validation and diagnostics of a dynamic

Dr. Simon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model for TC intensity prediction

W. Chang

Monterey, CA, USA

Progress report on predicting western

Russell L.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north pacific tropical cyclone events on

Elsberry

USA

2012/05/31

(COAMPS‐TC)
2012/06/07

5‐30 Day timescales with the ECMWF
32‐day ensemble.
2012/06/16

天氣就在詩詞中─從大氣科學看中國詩

劉廣英

前中國文化大學理學院院長

李天明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詞
2012/06/19

101 年度動力氣候專業訓練課程‐1

-21

聖嬰現象之理論基礎 3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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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20

101 年度動力氣候專業訓練課程‐1

-22

熱帶大尺度波動 3 堂

2012/06/28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 COSMIC RO

王 斌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楊舒芝

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教授

1) Developing an extended‐range

Dr.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forecast model for TC activity using

Joo‐Hong

NCEP CFS v2: statistical‐dynamical

Kim

bending angle data with the NCU
regional ensemble assimilation system
2012/07/04

approach
2) Central Pacific El Nino and TC
activity: observation and model
simulation
2012/07/12

Land surface modeling and assimilation

Dr. Jesse

NOAA/NCEP

in the NCEP global climate and weather

Meng

Environmental Modeling

forecast and data assimilation systems

Center ,USA

2012/07/12

大氣不穩定理論

洪秀雄

前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教授

2012/07/18

Parameterizations of sea‐spray impact

Jian‐Wen

NOAA ESRL PSD, USA

on the air‐sea momentum and heat

Bao

fluxes.
2012/08/29

Characterizing and understanding

李瑞麟

cloud‐precipitation‐radiation‐dynamical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
NASA USA

interactions using CloudSat/CALIPSO
and other A‐Train observations
2012/09/06

Optimization and nonlinrar

李育杰

programming

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教
授

2012/09/11

Hybrid ensemble‐variational analysis

吳婉淑

EMC/NCEP/NOAA USA

2012/09/26

(一)Changes in a modeled MJO with

Dr. Ping

School of Marine and

idealized global warming

Liu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2/10/20

(二)An MJO simulated by the NICAM at

(SoMAS),Stony Brook

14‐km and 7‐km resolutions

University, USA

氣候暖化與臺灣環境變遷

汪中和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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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6

Middle atmospheric case studies using

Dr. David

Upper Atmospheric Physics

the US Navy’s NOGAPS‐ALPHA model at

E. Siskind

Branch, Naval Research

varying resolutions
2012/11/06

Laboratory, USA

Middle atmospheric case studies using

Dr. David

Upper Atmospheric Physics

the US Navy’s NOGAPS‐ALPHA model at

E. Siskind

Branch, Naval Research

varying resolutions
2012/11/07

Laboratory, USA

Thermosphere/Ionosphere studies

Dr. David

Upper Atmospheric Physics

using NOGAPS‐ALPHA as a bottom

E. Siskind

Branch, Naval Research

boundary condition
2012/11/07

Laboratory, USA

New observational approaches for

Dr. David

Upper Atmospheric Physics

studying the coupled mesosphere‐

E. Siskind

Branch, Naval Research

thermosphere‐ionosphere system
2012/11/21

Laboratory, USA

The earth system prediction

Dr.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capability(ESPC)

Melinda

USA

S. Peng
2012/11 /27

101 年度動力氣候專業訓練課程‐2

-29

氣候預測概論 3 堂

2012/11 /27

101 年度動力氣候專業訓練課程‐2

-29

平流層動力學概論 3 堂

2012/12/14

Characterizing and understanding cloud

王 斌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李天明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李瑞麟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

‐ precipitation‐radiation ‐ dynamical

NASA USA

interactions using ECMWF forecast
system and NCAR CESM1 coupled
system
2012/12/18

Ensemble ENSO hindcasts initialized

Dr. Bohua

Department of

from multiple ocean analyses

Huang

Atmospheric, Oceanic and
Earth Science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USA

2012/12/18

Multidecadal oscillation of the atlantic

Dr. Bohua

Department of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in

Huang

Atmospheric, Oceanic and

climate

Earth Science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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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氣象學術演講(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舉辦科普演講)
日期

演講題目

演講者

2012/01/21

臺灣氣象學考古趣聞

張幸真

2012/02/18

氣候變遷與臺灣氣象災害風險

陳泰然

2012/03/15

千變萬化的雲與降水

謝章生

2012/03/27

氣象衛星資料之判讀與分析應用

齊祿祥

2012/04/11

氣象與防災

秦新龍

2012/04/17

氣象資訊應用與防災

謝章生

2012/04/17

氣壓與風

陳家琦

2012/04/25

洞燭機先─天氣預報

蔡甫甸

2012/05/02

千變萬化的雲與降水

謝章生

2012/05/02

氣象預警與防災

吳福悠

2012/05/03

颱風與降水

謝章生

2012/05/04

千變萬化的雲與降水

耿志華

2012/05/08

探討蘭嶼地區在東北季風盛行期間其
風場特性以及預報其航班之可能性

朱瑞鼎

2012/05/17

認識颱風、如何看懂氣象報告

洪俊煌

2012/05/18

氣象預警與防災

吳福悠

2012/05/19

冰芯啟示錄

魏國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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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與職稱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
助理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
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
氣象中心技正
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
中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
氣象中心主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
氣象中心技正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
氣象中心技士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
中心技正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
氣象中心技正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
氣象中心副主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正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士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佐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副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系教
授

2012/05/23

氣象與防災

秦新龍

2012/05/30

認識颱風、如何看懂氣象報告

洪俊煌

2012/05/30

颱風與降水

黃瑞中

2012/06/05

氣象與防災

洪俊煌

2012/06/06

氣象與防災

秦新龍

2012/06/07

看 Youtube 學氣象

易聖博

2012/06/11

氣象與防災

黃文亭

2012/06/16

天氣就在詩詞中─從大氣科學看中國
詩詞
氣象雲圖判讀

黃文亭

2012/06/26

天然災害認識與應變

黃文亭

2012/06/26

氣象局劇烈天氣監測系統（QPESUMS） 謝章生

2012/07/10

氣象警特報作業方式及產品使用建議

陳怡良

2012/07/27

天然災害認識與應變

吳福悠

天氣預報－從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
說起

黃文亭

2012/08/18

任主播與您談天說地話颱風

任立渝

2012/08/29

氣象與防災

吳福悠

2012/09/18

颱風與降水

洪俊煌

2012/09/25

颱風與降水

謝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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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心主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士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主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士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劉廣英 前文化大學理學院院長

2012/06/22

2012/08/16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正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
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副主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TVBS 無線衛星電視臺主
播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副主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正

2012/09/26

氣象與防災－正確解讀氣象資訊

林雨我 中央氣象局第一組組長

2012/10/16

颱風與降水

陳家琦

2012/10/19

千變萬化的雲與降水

謝章生

2012/10/20

氣候暖化與臺灣環境變遷

汪中和

2012/11/08

現行氣象預報作業流程簡介

黃椿喜

2012/11/13

颱風與降水

耿志華

2012/11/17

氣象衛星與豪雨

紀水上 中央氣象局副局長

2012/11/20

氣象與防災

秦新龍

2012/12/05

生活有氣象

秦新龍

2012/12/13

認識颱風、如何看懂氣象報告

洪俊煌

2012/12/15

海洋觀測

高家俊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士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正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
究所博士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
心課長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技士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主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主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
象中心課長
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海
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3) 舉辦會議及研討會活動
日期

名稱

備註

2012/06/18

101 年度第 1 次短期氣候預測及應用論壇

2012/09/17－2012/09/20

101 年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2012/11/26

101 年度第 2 次短期氣候預測及應用論壇

(4) 舉辦會議及研討會活動(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舉辦科普宣導活動)
日期
2012/01/18－2012/01/20

名稱
替代役「雷達氣象小尖兵冬令
營」

備註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心主辦、臺南市七股區光復
國小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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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8
2012/04/26

2012/07/10－2012/07/12

2012/07/11－2012/07/12
2012/07/16
2012/07/17
2012/07/19
2012/07/20
2012/07/25
2012/08/13－2012/08/17
2012/12/17－2012/12/19

101 年新聞媒體從業人員氣象

中央氣象局第一組於臺灣南

資訊宣導說明會－南部場次

區氣象中心舉辦

101 年氣象防災資訊應用研討

中央氣象局第一組於臺灣南

會－南部場次

區氣象中心舉辦

「We Are Family」－2012 暑
期學童成長營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心與高雄海洋科技大學、中
油公司舉辦

2012 年第 1 梯次「國中、小學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教師自然科技研習營」

心舉辦

小小氣象達人兒童暑期研習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營第 1 梯次

心舉辦

小小氣象達人兒童暑期研習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營第 2 梯次

心舉辦

小小氣象達人兒童暑期研習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營第 3 梯次

心舉辦

小小氣象達人兒童暑期研習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營第 4 梯次

心舉辦

2012 年第 2 梯次「國中、小學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教師自然科技研習營」

心舉辦

夏日防災宣導週暨敦親睦鄰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心舉辦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小「101 學

中央氣象局臺灣南區氣象中

年度天文氣象研習」

心協助辦理

(5) 會友點滴
姓名

新任職單位及職稱

紀水上

生效日期

動態

2012/12/31

退休

楊振傑

本局秘書室簡任技正

2012/08/03

調升

鄭俊岳

本局第三組技正

2012/07/16

職務異動

鄭俊岳

本局第三組技正

2012/07/16

職務異動

高長霖

本局氣象科技中心技正

2012/09/15

調升

伍婉華

氣象衛星中心簡任技正

2012/08/03

調升

苟潔予

氣象衛星中心副主任

2012/01/10

調升簡任

梁信廣

氣象衛星中心課長

2012/03/26

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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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1) 101 年度教師出席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一覽表
編
號
1

姓名
林能暉

地點/主辦單位

國際會議名稱及發表論文題目

日期

美國 洛杉磯,

參加 AMS 92nd Annual Meeting 並發表

101/01/21

華盛頓

論文：

101/02/15

AMS,NASA

Overview of the Results From 2010
Dongsha Experiment and 2011 Son La
Campaign?

2

許桂榮

韓國 首爾

參加 International Seminar with

101/03/07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rcury Stakeholders

101/03/10

Environmental Research

並發表論文 Export of atmospheric Hg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Observations at Mountain and Island
Sites in Taiwan

3

林沛練

泰國 曼谷

參加 GLOBE Asia‐Pacific Regional

101/03/18

GLOBE Thailand – The

Meeting 及 The 4th School Earth System

101/03/23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Presentation 並發表論文：Globe

Promotion of Teaching

Program in Taiw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PST)
4

王作臺

英國 倫敦

參加國際全球變遷聯合會議

101/03/25

Planet under pressure

(2012):Planet under pressure 及 IGBP

101/03/31

2012 conference

國家委員會會議並發表論文：

project/European

Global change study in TAIWAN

Alliance of global

update(2012)

research committees

169

5

林能暉

希臘 雅典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ir
Quality‐Science and
Application

參加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ir 101/03/17
Quality‐Science and Application 並發表 101/03/26
論文：
AIR QUALITY MEASURED AT LULIN
ATMOSPHERIC BACKGROUND
STATION(LABS, 2,862M MSL) IN
TAIWAN SINCE 2006

6

王聖翔

越南 河內,Son la

執行 7‐SEAS 國際合作採樣事宜

INSTITUTE OF

101/03/30
101/04/11

GEOPHYSICS
7

林能暉

參加 The 2012 World Eco‐ Science
Network Conference

101/04/02

美國 佛羅里達

參加 The 30th Conference on Hurricane

101/04/15

/AMERICAN

and Tropical Meteorology 並發表論文：

101/04/20

METEOROLOGICAL

Potential Vorticity Budget of Typhoon

SOCIETY

Nari (2001) at Landfall

美國 L.A、Florida

UCLA、UC Irvine 移地研究、參加 The

101/04/10

UCLA、UC Irvine、AMS

30th Conference on Hurricane and

101/04/22

日本 東京
Valid Utilization of Mt.

101/04/07

Fuji Weather Station”
8

9

林柏旭

楊明仁

Tropical Meteorology 並發表論文：
「Evolution of potential vorticity of
Typhoon Nari during the landfall
process」、
「Potential Vorticity Budget of
Typhoon Nari (2001) at Landfall」
10

廖宇慶

韓國 大邱 Daegu

受 Department of Astronomy and

101/4/11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Kyungpook

101/4/14

Astronom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之邀，前往韓國參加

Atmospheric Sciences,

研討會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11

楊明仁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yphoon

Los Angeles, USA

Nar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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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1

12

廖宇慶

Korea Meteorolgical
Administration(KMA)‐Ky
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KNU)
Weather radar

Recovery of the 3‐D wind field over

101/4/12

complex terrain using Doppler weather
radars – Introducing a new method for
an old problem

symposium for users,
Daegu, Korea
13
14

楊明仁

林沛練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USA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yhoon Nari

美國 Pittsburgh,

受 Intel Co.教育部之邀，前往美國參加

101/5/12

Pennsylvania

2012 ISEF，並發表論文：2012 Intel

101/5/22

Intel Co. 教育部

International Sciences and Engineer

101/4/13

(2001)?

Fairs Special Award Judge.
15

林能暉

美國 Boulder, CO

the 40th Annual ESRL Global Monitoring

101/5/12

NOAA,UCI

Annual Conference 並發表論文：Aerosol

101/5/27

optical and radiative properties
measured at Mt. Lulin during biomass
burning seasons
16

楊舒芝

美國 ALBANY

The 5th Ensemble Data Assimilation

101/5/21

pennsylvania state

Workshop (第 5 屆系集資料同化研討會)

101/5/26

university

並發表論文：Applying an outer‐loop to
the WRF‐LETKF system for typhoon
assimilation and prediction

17

廖宇慶

韓國 釜慶大學

至韓國釜山市釜慶國立大學 Dept. of

101/5/22

Environmental Atmospheric Sciences 講

101/5/24

授氣象雷達最新發展的風場分析方法。
18

19

楊舒芝

廖宇慶

5th Ensemble Kalman

Applying an outer‐loop to the

Filter workshop in

WRF‐LETKF system for typhoon

Albany, USA

assimilation and prediction

Pukyong National

Three‐dimensional wind synthesis over

University, Busan, Korea

complex topography using multiple

101/5/23

101/5/23

Doppler radars
20

嚴明鉦

越南 河內

短期講學

101/5/30
101/6/01

越南氣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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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林能暉

陳景森

泰國 曼谷

受美國太空總署之邀，前往曼谷、河內

101/6/07

越南 河內

及檳城協調勘查 Seven South East Asian

101/6/13

馬來西亞 檳城

Studies(7‐seas)設站地點及技術交流等

美國太空總署

國際合作事宜。

美國 夏威夷

1. 參加 Asia‐Pacific Natural Hazard

101/6/23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Conference 2012 並發表論文：A Revisit

101/7/01

Manoa

of a Heavy Rainfall Event over Northern
Taiwan during the 1984 Mei‐Yu Season.
2. 訪問夏威夷大學

23

鄭芳怡

美國 SJU, Boulder,

1. 參加 13th user's WRF workshop 並發

101/6/22

Washington DC

表論文：Sensitivity test and evaluation of

101/7/10

NCAR/NOAA

the aerodynamic roughness length for
Taiwan’s meteorological simulation。
2. 訪問 NOAA。

24

林沛練

1. 參加 Asia‐Pacific Natural Hazard

101/6/23

Uinversity of Hawaii at

Conference 2012 並發表論文：

101/7/01

Manoa

"Impact of Data Assimilation on the

美國 夏威夷

Simulation of Typhoon Morakot"
2. 訪問夏威夷大學
25

鄭芳怡

NOAA

The impact of aerodynamic roughness

101/7

length in mesoscale meteorological
simulations in Taiwan
26

林能暉

美國 華盛頓,洛杉磯

NASA 美國太空總署,UCI 加州大學

NASA 美國太空總署,UCI

101/7/09
101/8/03

加州大學
27

楊舒芝

美國 馬里蘭

至馬里蘭大學進行短期研究訪問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8

林能暉

美國 華盛頓,

101/7/29
101/8/29

參觀華盛頓,洛杉磯

101/8/04
101/8/11

洛杉磯
NASA 美國太空總署,UCI
加州大學
29

李永安

菲律賓

參觀宿霧

101/8/06
1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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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林沛練

新加坡 聖淘沙

參加 AOGS ‐ AGU (WPGM) Joint

101/8/11

AOGS

Assembly 並發表論文 The Impact of

101/8/18

Data Assimilation on the Simulation of
Typhoon Morakot
31

楊明仁

新加坡 聖淘沙

參加 The 2012 AOGS Annual General

101/8/12

Asian Oceania Geoscience

Meeting 並發表論文 The Impact of

101/8/16

Society (AOGS)

Taiwan Terrain on Rainbands in
Typhoon Morakot(2009)

32

廖宇慶

新加坡 聖淘沙 AOGS

參加 AOGS‐AGU(WPGM) Joint Assembly

101/8/12
101/8/16

33

黃小玲

新加坡

參加 The 2012 AOGS Annual General

101/8/12

Meeting 並發表論文 Precipitation

101/8/17

Efficiencies of Typhoons Nari (2001)
and Morakot (2009) : Calculations from
Cloud‐resolving Simulations.
34

王聖翔

新加坡 the Resorts

參加 AOGS ‐ AGU (WPGM) Joint

101/8/14

World Sentosa

Assembly 2012 並發表論文 AS20‐A031

101/8/19

AOGS

The Origin, Transport, and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Atmospheric Pollutants
Over the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during the 7SEAS/Dongsha Experiment

35

楊舒芝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pplying an outer‐loop to the

Dept. of Atmospheric and

WRF‐LETKF system for typhoon

Oceanic Science, weather

assimilation and prediction

101/8/21

and Chaos group seminar
36

林沛練

韓國 濟州島

參加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eavy

101/9/05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rainfall over East Asia:Observation and

101/9/07

modeling at cloud‐resolving scales
並發表論文 Precipitation and Boundary
Layer Studies Using UHF Wind Profiler
Radar /ISS, TEAM‐ Radar and
Disdrometers in Taiwan
37

楊明仁

韓國 濟州島

參加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Heavy

101/9/05

首爾大學

rainfall over East Asia:Observation and

1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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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t cloud‐resolving scales
並發表論文 Use of satellite‐inferred
water vapor transport to understand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changes
38

39

楊明仁

林沛練

中國 福建省福州

參加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

101/9/25

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

表研討會，受邀參與研討會成果發表與

101/9/28

籌備委員會

討論

中國 福州

參加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

101/9/25

北京大學

表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Short‐Range

101/9/28

(0‐12hr) Typhoon PQPFs from
Time‐Lagged Multimodel Ensembles
40

黃清勇

中國大陸 福州

參加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研究成果發

101/9/25

北京大學

表研討會並發表論文：Mechanism of

101/9/28

Extreme Rainfall in South Taiwan
Associated with Typhoon Fanapi (2010)
41
42

廖宇慶
林能暉

中國大陸 福州

參加兩岸氣象科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研

101/9/26

北京大學

討會

101/9/29

美國 Irvine,

1. 訪問美國加州大學商討國際合作及技

101/9/28

Portland,knoxville

術交流事宜。

101/10/10

加大,NADP,田納西大學

2. 至 Portland 參加 The NADP
Cooperative: State, Local and Tribal
Perspectives
3. 至田納西大學參訪，與 Dr.Joshua Fu 進
行樣本交換，實驗數據討論及商討計畫
合作事宜。

43

44

許桂榮

林沛練

The 10th UNU&GIST Joint

Global Mercury Pollution: Importance of

Programme Symposium,

Atmospheric Mercury Cycling and

Bangkok, Thailand

Regional Concerns

美國

參加 Sixth FORMOSAT‐3/COSMIC Data

101/10/29

Denver Boulder

Users’ Workshop 及 Globe 計畫合作討

101/11/03

101/10/18

論並發表 Impact of Data Assimilation on
the Simulation of Typhoon Approaching
Taiwan
45

許桂榮

美國 波特蘭(Portland)

參加 The NADP Cooperative: Stat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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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01

46

許桂榮

NADP

and Tribal Perspectives

101/10/07

National Atmospheric

Mercury Wet Deposition to a Remote

101/10/04

Deposition Program

Island in the West Pacific Ocean and a

2012 Fall Meeting and

High‐Elevation Site in Central Taiwan

Scientific Symposium,
USA
47
48

林沛練

許桂榮

阿根廷 宜諾斯艾利斯

泰國 曼谷

參加第六屆國際地科奧林匹亞競賽

101/10/06

6th IESO 並討論 6th IESO 競賽題目

101/10/17

參加 The 10th Annual UNU & GIST Joint

101/10/15

Programme Symposium "Southeast

101/10/19

Asian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Issues – Contaminants and Challenges"
49

林沛練

美國 Denver Boulder

參加 Sixth FORMOSAT‐3/COSMIC Data

101/10/29

UCAR/NCAR

Users’ Workshop 及 Globe 計畫合作討

101/11/03

論
並發表 Impact of Data Assimilation on
the Simulation of Typhoon Approaching
Taiwan
50

王聖翔

泰國 曼谷,清邁

參加國際合作計畫

NASA
51

林能暉

101/11/11
101/11/13

泰國 清邁

執行 Seven South East Asian

101/11/11

越南 河內

Studies(7‐seas)研商及勘查採樣測站及

101/11/19

IGP,NASA

技術交流等事宜：
1.11/12 至泰國清邁測站勘查
2.11/13 至 Silparkon University 討論測
站事宜。
3.11/14~15 參與 VAST 會議。為節省計
畫經費密集安排行程，使得提前於 11/16
返回。

52

廖宇慶

中國大陸 北京

至北京大學進行地球科學研究交流

101/11/20

北京大學
53

廖宇慶

101/11/18

美國 舊金山

參加 2012 AGU Fall Meeting(參展及臺灣 101/12/03

American Geophysical

與旅外地科學者座談會)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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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08

54

王聖翔

科威特 Sheraton

參加 Regional Conference on Dust and

101/11/19

DUST

Dust Storms 並發表 OBSEVATIONS OF

101/11/24

ASIAN DUST STORM OVER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55

林能暉

美國 San Francisco ,UCI

1.11/30‐12/4 參訪 UCI(加州大學)商討

101/11/30

AGU,UCI

國際合作及技術交流事宜。

101/12/08

2.12/4‐12/7 參加 2012 AGU Fall
Meeting。該會為地球科學(包含地球科
學、大氣學、海洋科學等不同研究領域)
最重要的國際性會議之一；與大氣化學
相關的眾多研究及大型國際性實驗大多
於此年舉行

(2) 101 年教師出席校外研討會並發表論文一覽表
姓名

地點/主辦單位

鄭芳怡

中研院

國際會議名稱及發表論文題目

日期

Role of boundary layer physical processes

101/04/1

in meteorological and air quality simulation

8

of the Taiwan area
楊明仁

APEC Typhoon

Water budget and precipitation efficiency of

101/06/0

Symposium

tropical cyclones: Results from Typhoons

5

Nari (2001) and Morakot (2009)
許桂榮

第三屆偏遠區域大氣觀

鹿林山大氣汞分布時序特性：東亞人為活動

101/06/1

測與先進測量技術研討

與生質燃燒之影響

8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the COSMIC RO
bending angle with the NCU‐REAS

101/06/2

全球汞污染：大氣傳輸重要性與臺灣現況

101/08/1

會暨鹿林山空氣品質背
景站六週年慶，環保署
楊舒芝

許桂榮

中央氣象局

彰化基督教醫院

8
9

林能暉

許桂榮

清華大學
2012 Atmospheric
Mercury Monitoring

Impact of Biomass Burning in SE Asia on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101/08/2

Export of Atmospheric Hg from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Observed in Taiwan

101/09/1

Workshop, Taiwan 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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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

廖宇慶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天氣
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開幕

楊舒芝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天氣
分析與預報研討會」開幕

楊舒芝

臺大大氣系

Progress in using Doppler radar for
three‐dimensional wind retrieval and
short‐term QPF

101/09/1

Applications and improvements
for regional EnKF on severe weather
prediction

101/09/1

Applying an outer‐loop to the WRF‐LETKF
system for typhoon assimilation and
prediction

101/10/0

7

7

2

(3) 101 年學者至本系演講一覽表
日期
2012/02/10

主講人

題目

Dr. Wei‐Kuo Tao

The impact of microphysics and aerosol on the

陶為國 博士 NASA/Goddard

deep convective precipitation systems

Space Flight Center, Greenbelt,
MD, USA
2012/02/21
2012/02/24

Dr. Ho‐Chun Hua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Aerosol

NOAA/NCEP

Assimilation at the NCEP

Prof. Hiroyuki Kusaka

Climat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across the

（日下博幸 教授）

scale by the LES, WRF, and GCM: turbulence,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urban climate, and tropical cyclon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2012/02/29

Dr. Philip Y. Chu

Ocean modeling and prediction capability at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the US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Stennis Space Center, USA
2012/03/06

Dr. Chien Wang

Anthropogenic Aerosols and Indian Summer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Monsoon

Center for Global Change
Science, MIT.
2012/03/13

Prof. Wen‐Yih Sun

1.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erosols

商文義 教授

2. Numerical Scheme for Shallow water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equations

Atmospheric Sciences ,Purdue
177

University, USA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講
座教授
2012/03/20

Prof. Xuguang Wang

Hybrid Variational‐Ensemble Data Assimilation

王旭光 教授
School of Meteorolog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USA
2012/03/22

Prof. Jin‐Yi Yu

Central‐Pacific El Nino: Dynamics, Impacts, and

余進義 教授 Dept. of Earth

Modeling

System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2012/03/27

Prof. Tai‐Jen George Chen

潛熱釋放在梅雨鋒面系統的角色

陳泰然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研究所
終身特聘教授
2012/04/09

Prof. John C. H. Chiang

Extratropical Cooling, Interhemispheric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thermal gradients, and Tropical climate change

Berkeley Atmospheric
Scienc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2012/04/10

Dr. Wen‐Chau Lee

Velocity Distance Azimuth Display (VDAD) – A

李文兆 博士

new framework to examine linear and

Senior Scientist, Earth

non‐linear wind fields using single Doppler

Observing Laboratory, NCAR,

radar data

USA
2012/04/17

Prof. John C. H. Chiang

Extratropical Cooling, Interhemispheric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thermal gradients, and Tropical climate change

Berkeley Atmospheric
Scienc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2012/04/24

Dr. S. T. Tang

Advances from ocean data buoy to coastal

湯世燦 博士

ocean sensing/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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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8

Prof. Hung‐Chi Kuo

On the geographic asymmetry of typhoon

郭鴻基 教授

translation speed across the mountainous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island of Taiwan

NTU.

登陸臺灣颱風移行速度的不對稱性探討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2012/05/17

Prof. Yuh‐Lang Lin

Effects of Landfall Location and the Approach

林玉郎 教授

Angle of a Cyclone Vortex Encountering a

Department of Physics, North

Mesoscale Mountain Range

Carolina A&T State University,
USA
2012/05/22

Dr. Jui‐Yuan Chiu

Do polluted clouds have sharper cloud edges?

邱瑞媛 博士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2012/05/29

李光敦 教授

降雨預測對防洪、水庫操作以及崩塌預警之影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

響

學系特聘教授
2012/05/31

Dr. Christina Hsu

座談會： The effects of dust and soot particles

許乃蓉 博士

on the Himalaya snow/ice albedo using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satellite measurements

NASA, USA
2012/06/05

Prof. Shaw Chen Liu

全球暖化對臺灣的衝擊

劉紹臣 教授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s,
Academia Sinica.
2012/06/08

Dr. Scott A. Braun

The Impact of Dry Saharan Air on the

NASA/Goddard Space Flight

Intensification of Hurricane Helene (2006)

Center, USA
2012/06/08

Prof. Fuqing Zhang

Predictability of tropical cyclones and severe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weather

Penn State Universi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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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3

Dr. Cheng‐Hsuan Lu

From dust to volcanic ashes: Lessons learned

呂承瑄 博士 NOAA

from the model development of global in‐line

/NCEP/Environmental

aerosol model at NCEP

Modeling Center, U.S.A.
2012/07/09

Prof. Sonia Kreidenweis

Studies of particle emissions from the open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burning of biomass fuels

Scienc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USA
美國氣象學會會士 美國
氣膠研究學會會士
2012/07/12

Prof. Pao‐Shin Chu

Changes of the prevailing trade winds over the

朱寶信 教授

Hawaiian Islands and the North Pacific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2012/07/12

2012/08/10

Prof. Jen‐Ping Chen

Development of Cloud & Aerosol

陳正平 教授

Multi‐moment Microphysical Schemes for use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in WRF‐Chem ‐‐ recent progress

紀水上 副局長

從豪雨事件談衛星資料之分析與應用

中央氣象局
2012/08/28

Dr. Jui‐Lin (Frank) Li

Characterizing and Understanding

（李瑞麟 博士）

cloud‐precipitation‐radiation‐dynamical

Scientist, Earth Sciences

interactions using CloudSat/CALIPSO and

Division, Jet Propulsion

other A‐Train observations

Laboratory/NASA
2012/09/20

Prof. Jin‐Yi Yu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余進義 教授

Central‐Pacific El Nino Since 1990 and Its

Department of Earth System

Climate Impacts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2012/09/21

Prof. Johnny Chan

Effects of Land Friction and Topography on

Dean of School of Energy and

Tropical Cyclone Tracks near Landfall

Environment, Chair Professor
of Atmospheric Scienc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80

2012/09/25

Dr. Youngsun Jung

Applications of Polarimetric Radar Data in

Center for Analysis and

NWP

Prediction of Storms ,
University of Oklahoma
2012/09/28

Prof. Wei‐Kuo Tao

Recent WRF improvements & the application

陶為國 講座教授

for diurnal variation of Rainfall

NASA/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Greenbelt, MD, USA,
Chair Professor, Dept.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NCU.
2012/10/02

Prof. Ming‐Dah Chou

Regulation of the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周明達 教授

by the Himalayas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系
講座教授
2012/10/16

Dr. Juanzhen Sun

Radar data assimilation to improve 0‐12h

Mesoscale and Microscale

convective forecasting

Meteorology Division,
Earth System Laboratory
(NESL)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 USA
2012/10/17

Prof. Prabhat Kumar

Convective Systems: Thunderstorms, Dust

Department of Core

Storms and Hailstorms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MAEER’s MIT College of
Engineering, Pune, India
2012/10/17

朱耀建 組長 Yuejian Zhu

Ensemble forecast and application ‐

NCEP EMC Ensemble Team

Probabilistic products; and Ensemble based
tropical cyclone forecast

2012/11/02

Dr. Sarah Lu 呂承萱 博士

NCEP global aerosol forecasting: Status and

NOAA /NCEP/Environmental

Future Plans

Modeling Center, U.S.A.
2012/11/08

Dr. David E. Siskind

observational approaches for studying the
181

2012/11/09

Research Physicist, Naval

coupled mesosphere‐thermosphere‐ ionosphere

Research Laboratory, USA

system

Prof. K. N. Liou

大氣科學綜合座談

廖國男 院士
Joint Institute for Regional
Earth Syste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IFRESSE),
UCLA, USA
2012/11/12

Prof. Shu‐Hua Chen

1. Modification of hurricane Helene (2006)

陳淑華 副教授

development by dust‐radiation‐cloud

Land, Air, and Water

interactions

Resources, University of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rtex merger and

California, Davis, USA

Tropical Cyclone (TC) activities over the
Atlantic Ocean

2012/11/13

Prof. Kollias

Research Applications of Cloud Radars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Quebec,
Canada
2012/11/13

Prof. Frasier

Atmospheric Radar System Design Principles

Microwave Remote Sensing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Amherst, Massachusetts
2012/11/15

蔡佩珊 小姐

Introduction of Hiaper cloud radar system 雲雷

Engineer, Earth Observing

達系統應用研究座談（Prof. Kollias & Prof.

Laboratory, National Center

Frasi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NCAR), USA
2012/11/19

Prof. Eugenia Kalnay

Recent Advances in Data Assimilation with

University of Maryland,

Ensemble Kalman Filter

College Park, USA
2012/11/20

Prof. Ying‐Hwa Kuo

Prediction of Extreme Rainfall of Typhoon

郭英華 講座教授

Morakot with the WRF Model<br>Part I:
182

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Impact of GPS RO and Doppler Radar Data

Atmospheric Research,

Assimilation

Boulder, USA.
2012/11/20

Prof. Taro Shinoda

Evaluati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a

篠田太郎 助理教授

Cloud‐Resolving Model Using Satellite Data and

The Hydrospheric

a Satellite Simulator

Atmospheric Research Center,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2012/11/21

Prof. Ying‐Hwa Kuo

Prediction of Extreme Rainfall of Typhoon

郭英華 講座教授

Morakot with the WRF Model<br>Part I:

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Ensemble Forecast with a New Probability

Atmospheric Research,

Matching Scheme

Boulder, USA.
2012/12/04

Prof. Wan‐Ru Huang

Diurnal and Semidiurnal Variations of Rainfall

黃婉如 助理教授

in Southeast China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科學系
2012/12/11

2012/12/18

Dr. Meng‐Pai Hung

1.

MJO Prediction in the Climate Forecast

洪夢白 博士

System Version 2<br>2.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air‐sea fluxes in reanalyses and observations

NCEP/NWS/NOAA

during the DYNAMO period

Dr. Frank Li

Characterizing and Understanding

李瑞麟 博士

cloud‐precipitation‐radiation‐dynamical

Scientist, Earth Sciences

interactions using ECMWF Forecast system and

Division, Jet Propulsion

NCAR CESM1 Coupled System

Intraseasonal

Laboratory/NASA
2012/12/25

Prof. Wen‐Yih Sun

A Modified Atmospheric Nonhydrostatic Model

商文義 教授

on Low Aspect Ratio Grids‐ Part II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Purdue
University,國立中央大學大氣
科學系 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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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0 學年大氣科學系大氣物理碩士班論文
編號

姓名 指導教授

AP100‐M01 鄧雯心 黃清勇
AP100‐M02 高晟傑 楊舒芝

論文名稱
使用福爾摩沙衛星三號掩星資料評估全球及區域水氣
之分布
利用 WRF‐LETKF 同化系統探討掩星折射率觀測對於
強降水事件預報之影響

AP100‐M03 吳乙昕 黃清勇 凡那比颱風(2010)降雨機制探討
AP100‐M04 黃子茂 黃清勇

同化位渦反演渦旋對於凡那比颱風初始場分析及預報
之影響

AP100‐M05 陳登璟 林沛練 臺灣地區 1950‐2010 年極端降雨變化之研究
AP100‐M06 譚國驊 李永安

季節循環、聖嬰現象與全球氣候變遷之間交互作用的
探討

AP100‐M07 吳俊達 李永安 影響熱帶海溫演化的主要下表層變數
AP100‐M08 盧又嘉 林沛練 凡那比颱風侵臺期間的雨滴粒徑之觀測研究
AP100‐M09 林勤芳 鄭芳怡 探討地表參數對臺灣地區氣象模擬的影響
AP100‐M10 鍾承儒 劉振榮 應用衛星資料估算西行侵臺颱風降雨之研究
AP100‐M11 蔡宗樺 林沛練 利用 WRF 模式探討臺灣東部海上對流線之個案研究
Study the dependence if long‐range transported CO
AP100‐M12 楊智閔 鄭芳怡 concentration on synoptic patterns in Taiwan during
the spring season.
Improving the spin‐up if regional EnKF for the typhoon
AP100‐M13 林冠任 楊舒芝 assimilation and forecast with a real case of 2008
Sinlaku.
AP100‐M14 陳怡儒 林沛練

利用 WRF 3DVR 同化雷達逕向風對 2011 年南瑪督颱風
模擬之影響

AP100‐M15 李冠逸 陳景森 夏季三個長生命期對流系統與臺灣地形效應的研究
AP100‐M16 林妗庭 黃清勇
AP100‐M17 蔡宜君

WRF 4DVR 虛擬渦漩及雷達資料同化對於颱風凡那比
(2010)數值模擬之影響

陳臺琦 使用偏極化/多都卜勒雷達資料研究莫拉克颱風
廖宇慶 (2009)地形降雨特性

AP100‐M18 楊靜伃 廖宇慶

使用四維變分之都卜勒雷達變分分析系統(VDRAS)與
WRF 模式改善短期定量降水預報

AP100‐M19 馮語涵 周明達 臺灣夏季降雨與季風環流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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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00‐M20 黃沛瑜 陳臺琦
AP100‐M21 謝珮倫 劉振榮
AP100‐M22 陳嘉華 鄭芳怡

使用多部都卜勒/偏極化雷達分析凡那比颱風(2010)
的眼牆重建過程
應用衛星資料估算之熱力參數與 ECMWF 再分析資料
監測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生成
探討土地利用型態對珠江口沿岸地區氣象模擬的影
響：高污染事件日之個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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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1) 101 年度本系演講一覽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101/12/25 14:20～ 臺大大氣
(二)

15:10

B105 教室

101/12/21 14:20～ 臺大大氣
(五)

17:00

A108 教室

講員

講題

林育鮪 博士候選人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預備口試
蘇世顥 副研究員

What causes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Monsoon?

聯絡人

林 和

The high resolution global

臺灣颱風洪水研究中 model development &

羅敏輝

application for TTFRI

心

Atmospheric teleconnections
101/12/21 10:20～ 臺大大氣
(五)

11:30

A104 教室

李時雨 助研究員

of North Atlantic cooling to the

中央研究院

Southern Hemisphere wind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and implications for Southern

羅敏輝

Ocean CO2 ventilation
101/11/13 14:20～ 臺大大氣
(二)

15:10

B105 教室

101/10/31 10:30～ 臺大大氣
(三)

11:30

A100 教室

洪麗喬博士候選人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Super El Niño

林 和

預備口試
徐理寰 博士生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畢業口試

非絕熱加熱對通過臺灣之颱風
運動的影響

郭鴻基

An outer‐loop for the
WRF‐Local Ensemble
101/10/2 13:20～ 臺大大氣 楊舒芝 副教授
(二)

14:10

Transform Kalman Filter

B105 教室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system: Application to

吳俊傑

typhoon assimilation and
prediction
棲蘭山檜木對雲霧森林的適應
101/8/31 10:00～ 臺大大氣 賴宜鈴 助理教授
(五)

11:00

(Adaptation of Taiwan False
Cypress to the Cloud Forest in

A100 教室 屏東科技大學

Chilan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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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博雄

101/7/12 11:00～ 臺大大氣
(四)

12:00

A104 教室

101/7/11 10:30～ 臺大大氣
(三)

11:30

B105 教室

9:30～

臺大大氣

(一)

10:30

B105 教室

(五)

13:20～ 臺大大氣
14:10

臺大大氣科學系
預備口試

A104 教室

airborne mineral dust’s roles
in cloud microphysics and

陳正平

oceanic micronutrient

潘任飛
臺大大氣科學系
博士論文口試

利用衛星測高觀測西北太平洋
的上層海洋溫度結構

林依依

Secondary Eyewall Formation

黃怡瑄

101/7/9

101/6/1

Numerical investigation of

林宜萩

臺大大氣科學系
博士論文口試

in Tropical Cyclones‐
Unbalanced Dynamics in the

吳俊傑

Boundary Layer.
3‐D radiative transfer in

李威良 博士

mountains: Monte Carlo

中研院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simulation and

羅敏輝

parameter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Oscillation on the

101/5/22 13:20～ 臺大大氣 劉康克 教授
(二)

14:10

B105 教室 中央大學水文所

Biogeochemistry of the

吳俊傑

northern South China Sea
101/5/8
(二)
101/1/3
(二)

13:20～ 臺大大氣 陳世楠 助理教授
14:10

B105 教室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13:20～ 臺大大氣
14:10

B105 教室

Within a grid cell of climate
models: a few examples of

吳俊傑

coastal ocean processes

劉千義 教授

Severe Weather Warning

中央大學

Information from Satellite

吳俊傑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Observations

(2)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101 學年度畢業之碩士名冊
2012 碩士論文

2012 Master’s Theses
Wei‐Ting
Lin

A study of the cloud condensation
nuclei (CCN) activity for urban
ambient aerosols

Pin‐Shiang
Wang

Typhoon‐Ocean Interaction in
Typhoon FANAPI (2010) ‐ Influence
of Ocean Warm and Cold Ed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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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婷

都市氣膠成為雲凝結核之
特性探討
凡那比颱風之海氣交互作

王品翔 用模擬分析 －海洋冷暖渦
影響探討

Influence of Topography on Tropical
Tsuang‐Han
Cyclone Tracks ‐ Idealized
Li
Simulations
The Role of Convective Heating in
Ho‐Hsuang
Wei*

地形影響颱風路徑偏折之
李宗翰 理想數值模擬及動力機制
探討
魏閤萱 潛熱釋放對颱風渦旋演變

Tropical Cyclone Vortex Evolution ‐

影響之理想數值模擬與動

Idealized Three‐Dimensional

力機制分析

Full‐Physics Model Simulations
Jen‐Chieh
Wu

The simulation of decadal variability
in CMIP5
Effective Diffusivity as a Diagnostic

Li‐Wei Kuo
Yi‐Shin
Chang

of Synoptic Scale Events

郭力瑋 利用有效擴散率診斷綜觀
尺度天氣系統

Micro‐scale Meteorological

張譯心 臺灣高山地區雪季微氣象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 During

觀測與模擬

Snow Season at Taiwan
The Relation between Water Vapor

Yuan‐Tung
Chang

吳仁傑 CMIP5 年代氣候變化模擬

in Typhoon and Atmospheric

張原通 西北太平洋颱風水氣與大
氣溫度的關係

Temperature over Western North
Pacific

Li‐Chiang
Chiang

Pei‐Ning
Feng

Kuang‐Hao
Cheng
Chu‐Chun
Huang
Ko‐Chung
Mei
Yi‐Hsuan
C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JO

姜禮強 季內震盪與地形之間的交

and Topographic: Using High

互作用 ─ 利用高解析資

Resolution Data

料

Modeling North Pacific Decadal
Variations and Their Teleconnection

馮培寧 模擬北太平洋年代際振盪
與其遙相關

Patterns
The Reorganization of Rainband
after Typhoon Moved Over the

鄭光浩 侵臺颱風過山期間雨帶重
建之研究

Central Mountain Range of Taiwan
Simulation of Aerosol Impact on
Typhoon Nari (2001)

黃竹君 氣膠衝擊颱風之模擬 ─
納莉颱風(2001)

Micro‐scale urban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and simulation in Taipei

梅可忠 臺北盆地都市微氣候觀測
與模擬

basin
An Improved Precipitation Scheme
in Cumulus Paramete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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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軒 積雲參數化中降水方案之
改進

(3) 博士名冊暨論文摘要
姓名
黃怡瑄 (Yi‐Hsuan Huang)

論文題目
颱風雙眼牆形成之邊界層非平衡動力機制

論文摘要
2008 年的颱風辛樂克為 T‐PARC (THORPEX – Pacific Asian Regional Campaign)
實驗的重點觀測颱風，觀測的資料幾乎涵蓋了整個辛樂克的生命史，此珍貴的颱
風觀測資料能夠幫助我們了解許多重要的颱風科學問題。 利用一個新發展的渦旋
初始化方法，將 T‐PARC 其間所有的觀測資料以 EnKF 方法同化至 WRF 模式中，
因而得到一組與觀測相符合的辛樂克颱風資料庫。此組資料庫具有 5 公里的水平
空間解析度，以及每 30 或 2 分鐘一筆的模式輸出資料。 在本研究使用此資料庫
探討雙眼牆形成的動力問題，並從一個新的觀點提出一個外眼牆形成的概念模
型，概念模擬包含先行的流場特徵與對應的動力詮釋。
模擬結果顯示，在外眼牆形成前約一天左右，渦旋外圍的中低層切向風開始增
強及向外擴張，並伴隨邊界層內流的增強及維持，此為概念模型中的兩個外眼牆
形成之先行流場特徵。 動力分析結果則發現，當渦旋外圍的邊界層內流足夠強
時，能夠有效地將較大的絕對角動量往較小地半徑輸送，使得外圍的切向環流增
強擴張，最顯著的切向風增強發生在半徑相對來說較小的區間，此快速的切向風
增強在邊界層頂附近最為明顯，並形成主眼牆之外的第二個超梯度風極大值區。
該處的超地度風隨時間發展，邊界層內流在經過此區間時，伴隨的空氣質點受超
梯度力的作用而迅速減速，進而使得邊界層輻合增加，引發在邊界層頂附近的上
升運動。當該區域具有適合對流發展的熱力及動力條件時，此由邊界層非平衡動
力所造成的舉升機制，可激發或支持上方深對流的發展。
本研究所提出的外眼牆形成概念模型，強調邊界層的非平衡動力過程，以及其
漸進但持續的影響。邊界層的非平衡動力是持續且漸進地支持超梯度風半徑區間
的主、次環流發展，在加上各流場演變特徵之間存在正回饋的機制，經過足夠的
影響時間，熱帶氣旋的第二個眼牆對流區即有機會形成於超梯度風發展的半徑區
間。此外，概念模型中所需要的足夠強之外圍邊界層內流，可用以解釋大多數的
強颱會經歷至少一次的眼牆置換過程，而強度較弱的熱帶氣旋則少見雙眼牆或多
眼牆的結構。
鑒於邊界層非平衡動力在外眼牆形成過程中可能的關鍵角色，本研究認為模式
對邊界層動力以及邊界層和自由大氣之間偶合過程的合理詮釋，會增進我們對雙
眼牆結構形成與演變機制的了解，並可能進一步提升雙眼牆過程之預報，包含其
形成的時間與半徑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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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潘任飛 (Iam‐Fei Pun)

論文題目
利用衛星測高觀測西北太平洋的上層海洋溫度結構

論文摘要
近年來有很多研究指出颱風的強度變化是跟上層海洋(0‐200m)的溫度結構有
密切的關系。但是要在大洋中取得上層海洋溫度結構的資訊是非常困難的，傳統
上只可以透過實測的方法。而傳統實測資料的時空分佈並不足以代表整個大洋的
變化，對颱風強度的研究與預報造成相當大的阻礙。因此，本研究利用先進的衛
星測高技術去估計西北太平洋的上層海洋溫度結構，目的是要去彌補海洋觀測資
料的不足。
首先，本研究利用測高衛星的海水面高度資料透過簡單的兩層海洋橂式去計算上
層海洋的溫度結構，並利用這些資料去研究西北太平洋的超級颱風 Dianmu
(2004)的強度變化。發現 Dianmu 的強度變化對海表面溫度冷卻(SST cooling)和動
態上層海洋熱容量(dynamic UOHC)最敏感。在 2010 年臺灣美國合作的 ITOP 實驗
期間，我們就利用這個兩層海洋模式透過衛星的測高資料去提供每天西北太平洋
上層海洋溫度結構的資訊，對整個實驗有相當大的幫助。
由於兩層模式相對簡單，而且並不適用在整個西北太平洋上。所以本研究利用
>38,000 個 Argo 實 測 的 海 洋 溫 度 剖 面 去 建 立 西 北 太 平 洋 的 線 性 回 歸 方 法
(REGWNP)，目的是要去改進衛星對上層海洋溫度結構的估計。之後，再利用
>7,000 個獨立的 Argo 剖面去驗證 REGWNP 的估計。驗證的結果顯示 REGWNP
可以準確地估計西北太平洋的上層海洋溫度結構。在颱風季節，由 REGWNP 估計
出來的 20°C 等溫線深度(D20)的誤差為 30m、26°C 等溫線深度(D26)的誤差為
20m、UOHC 的誤差為 20 kJ cm‐2、上層 100m 平圴溫度(T100)的誤差為 1.5°C。
另外也發現用 REGWNP 對比用傳統兩層模式估計出來的上層海洋溫度結構有顯
著的改進；同時也非常接近用完整海洋模式計算出來的結果。
最後，研究過去西北太平洋颱風增強區域的海洋條件變化，發現從 1993 年到 2010
年之間，海洋暖渦(warm eddy)增加，冷渦(cold eddy)減少。水下溫度變化方面，
在過去 18 年之間 D20、D26 和 UOHC 增加了 9‐17%，而 T100 增加了 0.16‐0.35°C。
另外，正海水面異常(SSHA ≧ 10 cm)區域增加，負海水面異常(SSHA ≦ ‐10 cm)
區域減少。這個結果顯示西北太平的海洋條件變得越來越有利颱風的增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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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空軍氣象聯隊
一、學術專題演講活動
（一） 101 年 2 月 8 日由本屬氣象中心辦理專題演講，由聯隊長林得恩上校主
持，邀請國家災害防救中心副執行長林李耀博士至該中心演講，講題為
「災害防救簡介與氣象應用」
。
（二） 101 年 9 月 26 日由本屬氣象中心長期課林裕豐中校等 3 員，至臺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煉油廠講授「氣象資訊專業訓練業務」課程。
（三） 101 年 10 月 24 日由本屬氣象中心辦理專題演講，邀請中國文化大學特
約講座劉廣英老師至本中心演講，講題為「現今預報人員的定位」及「如
何做南沙天氣預報」
。
（四） 101 年 11 月 19 日由本屬氣象中心副主任賴世運中校等 6 員，至臺灣中
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臺中液化天然氣廠講授「海氣象資訊業務」
課程。
二、學術研究、活動與論文發表
（一） 101 年 10 月 4 日臺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天然氣事業部臺中液化天然氣器
廠廠長吳義芳等 8 員，至空軍氣象中心進行參訪，聯隊長林得恩上校全
程陪同。
（二） 101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15 日，本屬氣象中心配合執行西南氣流豪雨觀
測及預報實驗計畫，任務圓滿達成。
（三） 101 年 12 月 27 日聯隊長林得恩上校主持「雙偏極化雷達之應用及研究
小組成立典禮」
。
三、隊慶
（一） 101 年 11 月 28 日本聯隊辦理成立「空軍氣象聯隊 58 周年隊慶」。
（二） 101 年 10 月 16 日本屬氣象中心辦理成立「空軍氣象聯隊氣象中心 51 周
年隊慶」。
四、會友點滴
會友姚夢真中校於 101 年 9 月 1 日榮昇氣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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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國防大學理工學院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大氣科學組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
於 101 年 11 月 23 日假桃園縣龍潭渴望園區「渴望會館」
，舉辦「第 21 屆國防
科技學術研討會」，其中計有 14 篇與大氣科學相關之論文發表。「國防科技學術研
討會」固定於每年 9 月徵稿、11 月舉行，歡迎氣象界同仁踴躍投稿。

「第 21 屆 國防科技學術研討會」大氣科學相關論文
01

臺北盆地高解析度風切擾動模擬與診斷流程之發展

林博雄、劉沛滕、王嘉瑋、
張培臣
侯昭平、許淳皓、廖杞昌、

02

海谷風之數值研究

黃靖寗、謝銘恩、張龍耀、
鄭志孝
蔡世樵、鄭育昆、魏志憲、

03

由人工增雨技術探討國軍防救災應有之精進作為

04

動力統計法之研究—泰利颱風個案之分析

05

颱風期間北臺灣地區氣候統計定量降雨之研究

沈鴻禧

06

應用雷達探討莫拉克颱風(2009)與西南氣流之交互作用

莊耀中、魏志憲、汪建良

07

2011 年臺灣本島氣象環境參數之模擬研究

廖杞昌、劉怡葶

08

2011 年臺灣北部局部環流模擬研究

廖杞昌、顧凱維、劉怡葶

09

以微波資料進行西北太平洋颱風之降水估算

王中鼎、葉南慶、毛正氣
侯昭平、黃靖寗、汪建良、
許淳皓、張龍耀、謝銘恩

葉南慶、汪建良、陳萬金、
蔡明達、劉振榮、胡仁基

10

利用水象粒子之特徵分析山區降水之特性

魏志憲、曾彥翔

11

1997 年溫妮颱風對臺灣北部及中國大陸浙江省影響之研究

沈鴻禧

12

颱風雨帶水象粒子分布特徵研究

魏志憲、楊錫豐

13

14

鳳錦暉、林得恩、戴志輝、

能見度定量預報的改善

陳正平

以 PCT 法結合降雨型態資料進行臺灣陸地颱風降雨估算之

蔡明達、葉南慶、陳萬金、

研究

汪建良、蔡世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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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 年度學術演講
日期
3月2日
3 月 16 日
4 月 20 日
4 月 27 日
5 月 18 日
10 月 12 日
10 月 19 日
11 月 2 日

主講人
郭鴻基博士
臺灣大學理學院副院長
張龍耀助理研究員
國家研究院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講題
輕鬆看數學建模
臺灣颱風降雨

林欣弘助理研究員

雷達資料同化對臺灣降雨系統模擬的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改善效益

陳孟遠副研究員

多接收機與多頻技術在剖風儀雷達上

臺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的應用

張西亞特助
國網中心研究員
劉廣英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賴曉薇博士
臺灣大學大氣系
周崇光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

HPC and Cloud Computing
氣象那些人與事
梅雨鋒面中的副熱帶海洋性中尺度渦旋
大氣氣膠的化學組成與光學特徵

三、會友近況
1.蔡世樵先生於 101 年 2 月 1 日起新任本系專任講師。
2.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劉怡葶及鄭育昆參加「第十二屆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
研討會」
，分別以「臺灣地區綠能建築環境之研究」及「利用分子動力學模擬
凝結核與水分子吸附之行為」題目於會中報告，獲得評審特別獎。
四、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及論文題目
研究生

學位

論文題目

顧凱維

碩士

臺灣北部區域環流特徵之模擬研究

廖杞昌

劉振甫

碩士

凡那比颱風(2010)眼牆重建之雙都卜勒雷達分析

魏志憲

林旻德

碩士

莫蘭蒂颱風(2010)內核區之特徵與演變

魏志憲

劉怡葶

碩士

臺灣地區綠能建築環境之研究

廖杞昌

鄭育昆

碩士

利用分子動力學模擬凝結核與水分子吸附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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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

魏志憲
王中鼎

6.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一、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碩士）
姓名

論文題目

陳韻平

西北太平洋高層冷心低壓對颱風路徑影響之研究

沈逸翎

凡那比颱風(2010) 侵臺期間之數值模擬探討

曾建儒

臺灣季節降雨的變化

謝佩蓉

近地面降水粒子落速之觀測研究

曾虹穎

臺灣梅雨季降雨的多重時間尺度特性分析

二、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生（碩士）
姓名
艾寧靜

論文題目
颱風與季風共伴之環境場研究

三、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生（博士）
姓名
蔡梨敏

論文題目及摘要
東亞冬季沙塵活動與臺灣降雪和模擬
由於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臺灣位於冬季極地大陸冷氣團自源地爆
發到出海的必經之路，且本身地形高聳陡峭，所以臺灣成為北半球同一
緯度地區，在冬季經常會有降雪事件發生的地方。降雪現象的發生，除
了必須溫度到達冰點外，還有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充足的水汽，另一
個條件是空氣裡必須有凝結核(condensation nuclei)。本文的研究目的
為以氣候觀點，深入瞭解影響臺灣的降雪機制，以及東亞沙塵在臺灣降
雪事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說明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臺灣降雪
現象的改變。
本文採用 1995～2011 年的中央氣象局玉山站、環保署空氣品質監
測站及 SYNOP 電碼資料，背景大氣採用 NCEP/DOE 的大氣資料。為了
能以量化來描述降雪活動及沙塵活動，文中定義 SAI 指數用以表示降雪
活躍度，以及採用 Yu et al. (2010)定義春季 DAI 的方法，定義冬季的
DAI 指數，用以表示冬季沙塵活躍度 。
臺灣降雪與東亞冬季沙塵活動在 1995～2011 年間，存在著年際間
的變化。SAI 的時間序列的分析顯示，降雪活躍度在活躍年（如：2008、
2010、2011）與不活躍年（如：1996、1999、2003）有數百倍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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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而由 DAI 時間序列也看出，沙塵活動活躍度在不活躍年（如：1997，
2003）與活躍年（如：2001，2002）也有數十倍的差別。
在降雪事件與沙塵活動的活躍年與不活躍年比較分析中，由大氣環
流距平分析結果顯示，在降雪活躍年裡，東亞大槽的位置偏東，北方低
層大氣裡的冷空氣由華北一路到臺灣附近，在南方從印度洋夾帶豐沛水
氣的西南氣流跨過中南半島後，若遇到西太平洋面上相對性高壓的出
現，其所引發的反氣旋式環流，則這兩股氣流在南中國海合併後往東北
方輸送，沿著大陸東南沿岸到臺灣，使得整著華南地區大氣環境比正常
年濕潤，有利於降雪的發生，此時若有沙塵隨著強烈西北氣流而來提升
了 PM10 濃度，也就是增加了冰晶凝結核，則會提高降雪活躍度（如：
2010 年）
。降雪不活躍年，則與降雪活躍年相反，東亞大槽位置偏西，
加強了低層的西北氣流，且來自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強度減弱，加上沒有
西太平洋上的相對性高壓出現，所以暖濕的水氣也不會被往北抬，所以
在華南地區及臺灣附近的大氣環境比正常年乾燥，不利降雪發生。
SVD 分析綜觀大氣環流結果指出，東亞大槽的位置與異常氣壓偶極
子的關係是相當緊密的，其表現在 1998 年、1999 年、2001 年、2002
年、2003 年、2010 年及 2011 年等年之間，明顯影響沙塵活躍度及降
雪活躍度的強弱。
模式模擬結果顯示，臺灣冬季降雪、降水的水氣主要來源，均來自
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個案 20100326 發生當年空氣品質較為混濁，但該
個案的降雪強度大於個案 20090310，其該年的空氣品質較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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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1 年度邀請演講
時間

演講者

題目

代成穎博士
03.01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Detecting Boundary‐layer Height from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Aircraft and Rawinsonde Measurements
Sciences

03.08

何臺華教授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黃如瑤教授
03.22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03.29

Monsoon‐Like Interannual Oscillation of the
Subtropical‐Tropical Western North Pacific Wind
System and Its Impact on the Ocean

Mountain Waves in the Landfalling Typhoon Nari

浙江大學講座教授/

李文兆博士
Earth Observing Laboratory,

(2001)
Tracking Typhoon Eye by Multiple Sensors from
Satellites
Velocity Distance Azimuth Display (VDAD) – A
New Framework to Examine Linear and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Non‐Linear Wind Fields Using Single Doppler
Research

05.11

The Philippines‐Taiwan Oscillation: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前美國太空總署資深研究員

05.03

Flow

A Modeling Study of Orographic Convection and

劉安國博士

04.12

Typhoon Circulation and Southwesterly

楊明仁教授

暨水文科學研究所

04.05

Radar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張振瑋博士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林博雄教授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Radar Data
Modulation of Non‐Homogeneous Air‐Sea
Feedback on ENSO‐ a Hybrid Coupled Model
Study
當 Starbucks 小姐遇上 Aeolus 先生 (都市氣象監
測網的想法)

林淑華博士
05.17

APEC Research Center for

氣候變遷對生態與水資源的衝擊

Typhoon and Society
05.24

Dr. Joo‐Hong Kim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Favorable Pacific SST Condition for
Northwestern Pacific Tropical Cyclones during
Central Pacific El Nino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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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武亮博士
05.31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所
季風系統研究中心

Possible Linkage between the Monsoon Trough
Variability and the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y over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林玉郎教授
06.07

Department of Physics, North Orographic Influence on Rainfall Associated with
Carolina A&T State University, the Passage of a Tropical Cyclone
USA
Dr. Taro Shinoda

06.08

Hydrospheric Atmospheric
Research Center, Nagoya

Evaluation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a
Cloud‐Resolving Model Using Satellite Data and a
Satellite Simulator

University
06.19

10.04

10.11

陳仲良教授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青麟博士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黃怡瑄博士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Effects of Topography on Tropical Cyclone Tracks
The Influence of Multi‐Scale Variations on
Tropical Cyclone Genesis
Secondary Eyewall Formation in Tropical
Cyclones – Unbalanced Dynamics in the
Boundary Layer

賈新興博士
10.25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公司

氣候變遷之我思我見

氣象環資部
Prof. Hiroyuki Kusaka
Graduate School of Life and
11.01

Environmental Sciences /

Dynamical Downscaling and Numerical Modeling
for the Urban Climate Study

Center for Computation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11.08

11.15
11.22

洪麗喬博士候選人、林和教授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宋英杰先生
華風氣象影視信息集團
宋英杰先生
華風氣象影視信息集團

Part 1: Super Nino
Part 2: The Asymmetric Component of the Indian
Ocean Basin Mode
微博氣象（二）

微博氣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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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許世傑博士

Non‐East Asian Dust Transport to the North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Pacific
洪夢白博士

11.28

Climate Prediction Center,

Intraseasonal Air‐Sea Fluxes in Reanalyses and
Observations during the DYBAMO Period

NCEP/NWS/NOAA
11.29

11.29

12.04
12.06

宋英杰先生
華風氣象影視信息集團
張玨欣博士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許晃雄教授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張智北教授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王世宇教授

12.10

Department of Plants, Soils and
Climate, Utah State University

12.11
12.13

隋中興教授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林嘉愷先生
民視電視臺氣象主播
李瑞麟博士

12.13

Earth Sciences Division,

微博氣象（四）
Subseasonal Variability Induced by Orographic
Wind Jets in the East Pacific Warm Pool and
South China Sea
與氣候共舞

最近十年臺灣颱風強降雨為什麼大量增加？

Is Global Warming Enhancing ENSO Prediction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全球暨東亞區域水循環與其伴隨氣候暖化之反
應
媒體環境與氣象傳播
Clouds, Convection, Precipitation and Radiation
Interactions: From ECMWF Global Weather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NASA Forecast to NCAR CESM1 Climate Simulations
12.20
01.30

張保亮博士
中央氣象局氣象衛星中心
孟智勇博士

The Impacts of Foehn Winds on Radar
Observations
The Structure and Predictability of a Squall Line

北京大學物理學院大氣科學系 in Sout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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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航服務總臺臺北航空氣象中心
ㄧ、重要訊息
1.

101.03.02

臺北航空氣象中心完成並出版 101 年度民航機場航空氣候
年報。

2.

101.03.28

「航空氣象服務網」提供馬祖北竿機場自動氣象觀測資料。

3.

101.05.01

新增臺北飛航情報區桃園、松山及高雄三機場之顯著危害
天氣諮詢服務方案，並於颱風警報期間提供線上影音颱風
警報簡報服務。

4.

101.06.29

啟用航空氣象資料網路服務(Web Service)方案，以XML格
式提供航空氣象資訊供航空用戶自行下載應用。

5.

101.07.01

完成日本氣象廳氣象業務支援中心刊物「3.7μm 圖像之解
析與利用」翻譯工作，以供衛星產品判讀之參考。

6.

101.12.12

7.

101.12.19

於航空氣象服務網增設機師專區，便利機師取得所需資訊。
完成航空氣象資訊手機 APP 建置，並提供於飛航服務總臺
網站上供民眾下載使用。

二、重要活動
1.

101.03.29

派員至遠東航空公司講授「航空氣象」課程。

2.

101.04.24

日本氣象協會（JWA）來臺參加 101 年度「東京‐臺北氣象
傳真系統技術協商」會議。

3.

101.05.11

前往美國航空氣象中心接受航空氣象守視作業技術訓練。

~101.05.24
4.
5.

101.05.8

辦理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AOAWS)技術轉移訓練，教

~101.05.10

授 AOAWS 系統新氣象預報技術原理。

101.05.16

邀請中天電視臺氣象主播戴立綱先生主講「航空氣象簡報
技巧」。

6.
7.

101.06.18

與中華航空氣象協會共同辦理「2012 海峽兩岸航空氣象(預

~101.06.22

報/觀測)作業與技術交流」
。

101.08.09

派員至空中勤務總隊講授三梯次「航空氣象」課程。

101.08.15
101.08.22
8.

101.09.08

派員赴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接受航空氣象現代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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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01.09.28

業系統之即時亂流偵測產品產製技術訓練。

101.09.22

派員赴美國國家大氣科學研究中心參加「航空氣象現代化

~101.09.28

作業系統氣象技術增強計畫」年度協調會議。

101.10.03

派員至復興航空公司講授二梯次「航空氣象」課程。

101.10.17
11.

101.10.05

邀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林博雄教授主講「利用定時數位
影像分析進行松山機場盛行能見度測定之探討」
。

12.
13.

101.10.14

與中華航空氣象協會共同辦理「第七屆海峽兩岸航空氣象

~101.10.20
101.11.05

與飛行安全研討會」
。
派員赴日本氣象協會參加氣象資料提供服務技術協商會

~101.11.08

議，並安排參訪日本福岡航空交通氣象中心(Air Traffic
Meteorology Center，ATMetC)，了解日本航空氣象服務作
業。

14.

101.11.09

辦理三梯次飛航服務人員 101 年度航空氣象服務網產品應

101.11.16

用訓練。

101.11.23
15.

101.12.06

完成航空氣象現代化作業系統氣象技術增強計畫
(AOAWS‐TE)第十五號執行辦法(IA#15)年度工作。

16.

101.12.10

完成民用航空局與中央氣象局「氣象資訊應用及數值預報
作業技術合作協議」101 年度工作。

17.

101.12.19

派員至中華航空公司講授「航空氣象服務網與航機簽派之
進階運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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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地球科學系大氣組研究生論文一覽表
學號

姓名

論
中

文

颱風數量年際變化之
699440273 蔡孟光

文 題

模擬與機制探討
──WRF30公里解析
度區域氣候模式
颱風對臺灣地區遠距

699440041 廖思瑩 降雨之影響－梅姬與
馬鞍颱風個案分析

目
英

文

英語

考試日期

能力

(年/月/日)

符合

102/01/11

符合

102/01/25

The Mechanisms
Responsible for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Typhoon
Genesis ── WRF 30‐km
Regional Climate Model
The Impact on Remote
Rainfall in Taiwan of
Typhoon Megi(2010) and
Mao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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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一、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於 101 年 9 月 21 日舉辦「2012 第二屆航空科技與飛航安
全學術研討會」，由校長李國祥將軍主持，空軍教準部指揮官劉守仁將軍貴
賓致詞，會中邀請中央氣象局紀水上副局長發表氣象領域之專題演講「氣象
衛星與豪雨」，本次研討會就航空機械、通資電、航空氣象、航空後勤及飛
航安全等五大領域發表學術論文 59 篇，計有國內各產官學界學者專家 233
員與會，進行學術交流與經驗分享，研討會活動成效頗受各界好評。

紀水上副局長於研討會中發表

研討會貴賓屏科大戴昌賢赴校長致詞

專題演講

校長李國祥將軍致詞

二、

空軍教準部指揮官劉守仁將軍致詞

「2012 大葉盃全國太陽能模型船競」於 101 年 4 月 28 日在大葉大學舉行，
本項競賽分高中職參加之「直線競速組」與大專校院參賽之「遙控競速組」
等兩組，今年的競賽隊伍計有「直線競速組」41 隊及「遙控競速組」51 隊(共
92 隊)報名參賽。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軍事氣象系林正直老師帶領該系二專 101
年班林玹慶、陳慶佑、陳筱潔及王佳音等 4 位同學以自行研製之「夢想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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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梅利號」太陽能模型船參賽，榮獲遙控競速組「創意造型獎」佳績。林
正直老師表示，為響應政府提倡環保節能政策，氣象系此次參賽的作品充分
運用環保素才與太陽能發電技術，並結合時下年輕人喜愛的「航海王」卡通，
展現創意研製出「夢想啟航黃金梅利號」太陽能模型船參賽，普獲評審肯定，
更深得觀眾喜愛。

參賽隊員與得獎作品

三、

「夢想啟航黃金梅利號」太陽能模型船

教育部「2012 第八屆全國電子設計創意競賽」於 101 年 4 月 28 日在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舉行，本項競賽分高中工組與大專組等兩大組，每組各再劃分為
有線無線通訊、資訊、電子設計及綜合等四類競賽，大會經過初賽選出高中
工組 52 隊及大專組 79 隊(共 131 隊)進入決賽。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軍事氣象
系胡明森老師帶領軍事氣象系暨航空通電系蔡景昶等 10 位同學以自行研發
之「具太陽能追日功能之綠能屋自動監控系統」參賽，榮獲大專組綜合類全
國第二名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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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參賽團隊合影

四、

參賽同學與得獎作品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軍事氣象系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由系主任胡明森帶領全系
師生前往中央氣象局南區氣象中心暨七股雷達站參觀見學，了解中央氣象局
之氣象預測報相關作業模式與氣象雷達站之雷達回波偵測作業，以提升參與
教師和學生之本職學識，並強化氣象系科實務教學成效。

氣象系參訪師生於南區氣象中心前合影

南區氣象中心氣象服務課洪課長向氣象
系參訪學生解說氣象預報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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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系參訪師生於七股雷達站前前合影

氣象主任胡明森在七股雷達站致贈禮品予
南區氣象中心系統維護課曾課長

五、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軍事氣象系二技 102 年班戴邑如同學在校成績表現優異，
經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基金會審查通過，於 101 年 9 月 17 日該基金會董
監事聯席會議中獲頒俞家忠教授獎學金壹萬元，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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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國立中央大學太空與遙測研究中心
氣象相關研究生論文之碩博士名冊、論文題目
畢業年度

系所

指導教授

姓名

劉振榮

鄭丞衡

劉說安

孟可竹 應用 TVDI 於監測蒙古之乾旱

101. 06 遙測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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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
旋轉與強度變化效應於估算熱
帶氣旋登陸後之降雨潛勢

1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
一、 學術活動情形
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簡稱颱洪中心）於 101 年舉辦二場研
討會、一場科普活動，及五場教育訓練。分別依序概述如下：
1. 與 ACTS 共同舉辦「2012 年颱洪國際研討會暨學生海報論文競賽」
2012 年颱洪國際研討會暨學生海報論文競賽於 6 月 5 日及 6 日假臺北喜來登
大飯店舉辦，本次會議特別與「亞太經濟合作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ACTS)」合辦。
除促進國際交流外，為培育年輕研究人員已連續舉辦三屆的學生海報論文競賽，本
屆共有 54 位國內外碩、博士生參與。

圖 1、貴賓和主題演講者合影

圖 2、學生海報競賽得獎人與評審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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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風起雲湧～「颱風來了」特展
持續與財團法人日本科學協會、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動力與模擬實驗室、以及中央氣象局等
單位共同合作，自 100 年 12 月 24 日至 101 年 3 月 11 日於臺北科教館舉行『風起
雲湧～「颱風來了」特展』活動，共吸引 128,600 人參觀。透過互動學習（觸控螢
幕牆、數位翻翻書、互動遊戲等），增進民眾科普知識，提高其配合防救災工作之
意願。
3. 「定量降雨系集預報實驗暨都會區淹水潛勢快速評估系統」資訊平臺使用者說
明會
為強化中心與相關單位合作發展的「颱風定量降雨系集預報實驗」與「都會區
淹水潛勢快速評估系統」之應用效益，特於六、七月份舉辦四場 2012 年新版實驗
平臺使用者說明會（分別於臺中、臺北、氣象局與災防中心），由王毓麒與陳嬿竹
兩位副研究員介紹平臺資訊系統的功能與操作方式，參與者包含中央與地方之災防
相關單位專業人員（參與人數為 65 人）。

圖 3、「定量降雨系集實驗暨都會區快速淹水評估」資訊平臺說明會
4. WRF 模式研習營
於 9 月 4-6 日與臺大大氣科學系、中央大氣科學系、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共同舉
辦 WRF 模式研習營。WRF 模式近年廣泛運用在許多氣象研究與作業單位，為使相
關研究人員可以快速熟悉此模式的操作，本中心特別邀請到研究此模式十多年，具
有豐富實作與教學經驗之洪景山博士擔任課程講師。課程內容包含預報模式概念、
資料同化系統、物理參數與模式設定、計算結果輸出與繪圖等。課後討論熱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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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收穫良多；多數學員並高度期盼本中心能再度舉辦相關之模式研習營。

圖 4、WRF 模式研習營上課情形
5. 與災害管理學會共同舉辦「2012 災害管理研討會」
11 月 16 日與災害管理學會（教育部長蔣偉寧博士時任理事長）等單位共同舉
辦「2012 災害管理研討會」
，會議聚焦於極端降雨、都市水患等災害防救課題，共
有國內外 100 多篇論文投稿。邀請到內政部長李鴻源博士演講「國土規劃的理論與
實踐」，全臺不同領域之防災專家學者相互分享並進行討論，討論極端降雨、都市
水患災害的減災、預防、保護、應變與重建等議題，期能加強防災科技之應用與落
實；會中亦舉辦學生論文競賽，鼓勵學生投入相關研究。

圖 5、李鴻源部長等貴賓出席 2012 災害管理研討會
二、會友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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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洪中心101年持續利用數值模式及資料分析與同化技術，進行定量降雨預報
技術之研發，並發展中尺度定量降雨整合預報技術，以做為緊急應變決策之參考。
同時開始建置可移動式偏極化降雨雷達（規劃於102年完成）及移動式流域與河川
水文觀測系統，強化與學界、作業單位合作，進行高災害潛勢區及試驗流域之觀測
任務，改善豪雨及河川水文觀測能力；同時推動試驗流域之建置（已完成53個測站
設置，蒐集3場颱洪事件之全洪程觀測資料）
，發展先進水文觀測技術，以獲取高品
質觀測資料，供水文水理模式驗證，發展本土化高效能淹水預警模式及預報技術。
目前辦理之國科會大氣學門建置之大氣資料庫服務平臺，已擴大為大氣水文資料庫，
101年度服務人數超過500位，所提供資料協助學研界完成84件以上之委辦計畫，協
助超過160件碩博士論文與學生專題；並於今年5月31日通過ISO 9001及ISO 27001
國際驗證。未來颱洪中心團隊仍將致力於前瞻颱洪減災關鍵技術研發，以減低颱風、
洪水等預報的不確定性，協助提昇颱洪災害的預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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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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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101 年度（在臺復會第 54 屆）
會員（代表）大會紀錄
時
間：101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8：20 至 12：40
地
點：中央氣象局 B1 國際會議廳
主
席：周理事長仲島
出席人員：
1. 本會有效會員 252 位（近 2 年有繳會費者）
，今年出席會員計有等共 109 位
（含委託出席者）。
2. 本會團體會員計 40 家，今年派代表出席之團體會員有中央氣象局等 15 家。
3. 上級指導單位內政部、交通部代表。
紀錄：陳相伶、杜美慧

一、報

到：上午 08 時 20 分起

二、宣布開會：上午 9 時 00 分
三、主席報告
周理事長 仲島致詞（內容敬略）。
四、貴賓致詞
邀請中央氣象局

辛局長在勤致歡迎詞。

五、頒發會士當選證書
當選者：郭鴻基教授。
為表彰郭鴻基教授在颱風動力理論及數值天氣預報等方面之傑出貢獻，經學術
委員會、會士審查委員會推薦，由理事會同意授予會士資格。由本會會士選拔委員
會召集人 劉院士兆漢頒發會士證書，並獲邀於本次大會進行學術專題報告。
六、頒獎
（一）黃廈千博士論文獎
得獎人為顏自雄博士。得獎論文「Rainfall Simulations of Typhoon Morakot with
Controlled Translation Speed Based on EnKF Data Assimilation」，刊登於「DOI code:
10.3319/TAO.2011.07.05.01(TM)」
。頒發紀念牌乙面、獎金新臺幣壹萬元整，並獲邀
在本次大會上作學術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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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劉衍淮博士獎學金
得獎人共有以下 4 位：
1. 在學(職)進修之氣象專業人員為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大氣科學組碩
士班艾寧靜同學，獲頒獎學金新臺幣壹萬元整。
2. 氣象從業人員在學子女為國防大學管理學院運籌管理學系三年級葉如玲
同學，獲頒獎學金新臺幣壹萬元整。
3. 空軍氣象人員氣象班學生為葉南慶、劉振甫同學，各獲頒獎學金新臺幣壹
萬元整。
4.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氣象科系軍士官班學生為蔡睿晉同學，獲頒獎學金新臺
幣伍仟元整。
(三) 萬寶康教授獎學金
得獎人共有以下 3 位：
1. 空軍官校生為劉奕煒同學，獲頒獎金壹萬元整。
2. 空軍氣象班學生為梁佳齡（軍）、邱存嚴（士）兩位，各獲頒獎學金新臺
幣伍仟元整。
(四) 萬寶康教授學生論文獎
得獎人為戴聖倫同學，得獎論文「使用四維變分與都卜勒雷達資料改進短期定
量降雨預報－2008 年 SoWMEX 實驗期間一個鋒面系統的個案研究」，刊登於「大
氣科學期刊」第 38 期第 4 號。獲頒獎金新臺幣壹萬元整。
七、大會特邀演講
特邀演講者：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

李教授羅權

演講題目：「岩塊擠壓─地表電荷─大氣─電離層耦合模型」
八、會務及經費報告
由張秘書長修武（100 年度）進行學會會務及經費報告（報告內容參見大會手
冊第 11-13 頁）。
九、提案討論及臨時動議
由紀副理事長水上主持。今年共收到 1 個中心議題，內容預先刊登於 101 年度
會員（代表）大會手冊第 14 頁，先進行書面提案討論後，再徵詢現場與會會友是
否有臨時動議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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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議題
提案人：理監事會
主旨：籲請中央政府於組織再造規劃中，設置「大氣海洋總署」
，應轄氣象局、
氣候變遷局及海洋局三大業務機關，促進相關資源整合，提升對颱風、
豪雨、地震、海嘯及劇烈天氣之測報能力，並提升對氣候變遷調適相
關議題之處理能力，以增進我國對自然災害之防救能力以及協調與執
行氣候變遷相關政策之能力。
說明：
一、近年來國際、國內之颱風、豪雨、地震、海嘯等相關災難事件頻傳，
而氣候變遷的議題因為其帶來的巨大政治、經濟影響與對人類安全的
威脅，更是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臺灣為全球自然災害最高風險
區，政府於 2010 年首次將災害防救與氣候變遷議題提高到國安層級，
聯合國安理會亦於 2011 年 7 月首次將氣候變遷列為國際安全議題。
二、氣象海洋資訊整合、對氣候變遷的研究、調適等各項議題與影響面甚
廣，應對的相關部門與單位事務亦甚為複雜，須具備全面統合的觀點
與對應組織。氣候變遷等相關議題為我國目前施政的最重要議題之一，
為展現我國對相關問題的重視，提升政府對氣候議題的處理層級，協
調國家應對氣候變遷政策的整體規劃，設一高位階專責主管機關，實
為重要。
辦法：建議中央政府於組織再造規劃中，應採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模式，
於行政院下設立「大氣海洋總署」
。以提升相關議題處理位階，並增進
未來之資源與政策整合。
一般提案
（一）
提案人：理監事會
案

由：請大會審查本學會 100 年度執行之重要工作報告、經費收支會計報告及依
內政部頒定製作之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責表、基金收支表和
財產目錄等。

說

明：年度重要工作報告及 100 年度經費報告，參見秘書長會務及經費報告（見
大會手冊第 11-13 頁）與 15~20 頁所附報表。

辦

法：請大會審議追認通過後，連同大會紀錄一併函送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

討

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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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二）
提案人：理監事會
案

由：請大會審查本學會 101 年度工作計畫及依內政部頒定製作之員工待遇表和
收支預算表。

說

明：本學會 101 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參見秘書長會務報告第参部分（見
大會手冊第 13 頁）與 21 頁所附報表。

辦

法：請大會審議追認通過後連同大會紀錄一併函送主管機關內政部備查。

討

論：（略）

決

議：通過。
臨時動議：無

十、學術專題報告
由簡主任委員芳菁主持。今年有 3 位提出學術及專題報告：
1.請盧孟明博士報告「西伯利亞高壓與東亞冬季季風之季內可預測度及其年代
際變化」。
2.請郭鴻基教授報告「劇烈天氣跨尺度研究與預報」。
3.請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得獎人顏自雄博士報告「Rainfall Simulations of
Typhoon Morakot with Controlled Translation Speed Based on EnKF Data
Assimilation」。
十一、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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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第 52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1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臺北市公園路 64 號 3F (中央氣象局 311 會議室)
主席：周仲島 理事長
出席人員：(依姓名筆畫排列)
（一）理事：吳俊傑(理事) 、吳德榮(理事)、陳泰然(理事) 、曾鴻陽(理事) 、
葉天降(理事) 、簡芳菁(理事)、 鄭明典(理事)
（二）監事：劉廣英（常務監事）
、王作臺(監事)、
請假人員：(依姓名筆畫排列)
紀水上(副理事長)、林沛練(副理事長)、呂英展(理事)、陳海根(理事)、
黃麗君(理事)、楊忠權(理事)、劉振榮(理事)、
何臺華(監事)、林得恩(監事) 、蔡清彥(監事)
列席人員：張修武(秘書長)、劉清煌(副秘書長)、陳嘉榮(副秘書長)、趙恭岳、梁信
廣、林章臺、莊文君、陳相伶、杜美慧
紀
錄：陳相伶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均已依決議執行完成。
參、會務報告 (張修武秘書長報告)
1. 「2012 年氣象盃桌球賽」於 2012 年 3 月 10 日假臺大體育館舉辦，共有 14
個單位報名，團體組共 15 隊、男雙組 15 隊、女單組 13 人，總計 146 人參
賽。
2. 「第七屆海峽兩岸大氣科學名詞學術研討會」於 2012 年 3 月 17-18 日假臺
灣大學大氣科學系舉辦，大陸方面由召集人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院長張人禾
率秦大河、黃榮輝、紀立人、陳文、孫淑清、龔志強、李天富、俞衛平、李
玉英等名詞專家來臺參加，臺灣方面由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周仲島擔任
召集人，名詞委員陳泰然、郭鴻基、王作臺、劉振榮、紀水上、鄭明典、劉
廣英、蒲金標等人與會。
3.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101 年度（在臺復會第 54 屆）會員（代表）大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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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3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8：20 至 12：40 假中央氣象局 B1 國際會議廳
舉辦；主席為周理事長仲島，出席會議人員有效會員（近 2 年有繳會費者）
252 位，今年出席會員計有等共 109 位（含委託出席者）
，團體會員計 40 家，
今年派代表出席之團體會員有中央氣象局等 17 家。
4. 「安徽省氣象局」代表于波、褚萬江、汪克付、吳建平、王東勇、竇煒明、
吳必文、周述學、徐春生、楊宏毅、石春娥、王淼、王巧玉、陳清、孫登峰、
程雲生共 16 人於 4/23-4/30 來臺參訪。
肆、財務報告 (張修武秘書長)
會 計 科 目

上月結存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存

一、學會經費部分
1月

1,948,796

130,000

47,684

2,031,112

2月

2,031,112

382,348

153,631

2,259,829

3月

2,259,829

253,270

324,054

2,189,045

劉衍淮博士獎學金

727,161

0

45,000

682,161

黃廈千博士論文獎

173,802

0

10,000

163,802

萬寶康教授獎學金

1,853,962

0

30,000

1,823,962

國際事務專款

‐5,739

109,455

63,198

40,518

合 計 結 存

2,749,186

109,455

148,198

2,710,443

0

516,000

289,842

226,158

0

516,000

289,842

226,158

二、代管部分

三、委辦管理部分
中央氣象局委辦
「推動參與國際氣象組織
之可行性研究(3/3)」案
合 計 結 存

經費支用說明：
1 月收入：團體會費、民航局補助款
1 月支出：理監事會會議費用、禮品、郵資等
2 月收入：團體會費、刊登期刊、委託計畫管理費
2 月支出：第 39 期第 4 號期刊印刷、會士會議費用、郵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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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3 月收入：團體會費、個人會費、刊登期刊
3 月支出：獎學金、乒乓球賽支出、第 53 期會刊及大會手冊、郵資、至菲律
賓機票款、會員大會雜支等…
伍、大氣科學主編報告 (簡芳菁主任委員)
1. 大氣科學期刊第 39 期第 1-4 號已分別於民國 100 年 4 月、7 月、10 月出刊，
及民國 101 年 2 月中出刊。雖然略有延遲，但皆能順利發行。
2. 民國 100 年共計收到投稿文章 15 篇，其中 9 篇接受且已發表，2 篇接受但
未發表，3 篇拒絕，1 篇仍在修改與審查中。整體而言，去年收稿情況不良。
3. 民國 101 年至今共收到投稿文章 10 篇: (A)其中 5 篇為向『臺灣氣候變遷
科學報告』主筆邀稿之論文，尚有 1 篇論文之作者未投稿，5 篇中目前有 3
篇已通過審查，2 篇還在修改中，待 6 篇論文完成審查之後，將於今年 6 月
或 9 月發行『臺灣氣候變遷專刊』
。(B)另外 5 篇投稿論文中有 1 篇已獲接
受，4 篇還在審查中。總計目前只有 3 篇待出刊的論文，因此第 40 期第 1
號(民國 101 年 3 月號)還無法出刊。
4. 在 SCI 論文掛帥的情況下，近年來，
『大氣科學』期刊論文投稿率偏低的情
況是不爭的事實，其嚴重性也不容忽視。為了克服這種收稿情況不良的窘
境，建請參考韓國氣象學會的做法，成立大氣科學論文審查小組，對於在
大氣科學發表之論文進行審查評鑑，每年選出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論
文給於優良論文之頭銜，這些論文建請國科會或學界能夠給於適當的肯定，
例如等同 1/2 SCI 論文的 credit.
陸、兩岸交流推動委員會
1. 中央氣象局委託本學會執行的 2012 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
會計畫已於 4/30 完成簽約程序。
2. 大陸氣象局鄭國光局長將於 9/17~23 日率團來臺參加 2012 海峽兩岸災害性
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參訪行 程將以東岸進行安排。
3. 我方則預計於 12 月期間組團赴大陸參加 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
討會。

218

4. 福建氣象局預計於 6 月 16~22 日舉辦海峽兩岸氣象防災減災專家論壇，邀
請本學會組團參加。
柒、國際事務委員會 (吳俊傑主任委員）
1. 學會於 2 月及 3 月份分別由周理事長率團赴菲律賓進行交流，期間分別拜
會菲國科技部長及出席 APEC 定量降水預報研討會，除強化雙邊之外，亦與
各國代表密切互動。
2. 學會共同協辦今年度 APEC 颱風會議，規劃於 6 月 5 日及 6 日期間於臺北喜
來登飯店舉行。本次會議預計有超過 15 個亞太經濟體官方代表出席， 許
多國家的氣象單位將於會議中報告相關進展，歡迎各位理監事與會交流。
捌、議案討論
一、2012 年度「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籌辦進度。
決議：此計畫由氣象局委託給氣象學會辦理，預定於 9/17-9/23 由大陸鄭局長
率專家來臺參與。今年的「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和「氣
象局年度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是否可以合辦？考量點，是否有合辦之
需要？合辦之好處為何？若合辦，對方是否會有其他考量而不能參與？因
此若要合辦，則須事先將情況明白告知對方，並考慮合辦是否有必須之理
由及優點？可考慮先由兩會議一前一後進行，避免直接採合辦的方式可能
觸及兩岸敏感議題。
二、大陸主辦之「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邀請事宜。
決議：依往例辦理。
三、本年大會中心議題後續辦理方式
中心議題主旨：(略)
中心議題說明：(略)
中心議題辦法：建議中央政府於組織再造規劃中，應採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
署模式，於行政院下設立「大氣海洋總署」
。以提升相關議題處理位階，並
增進未來之資源與政策整合。
決議：將辦法內的「應採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模式」更改為「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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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要性」，並由學會發函相關單位。
玖、 臨時動議
一、成立大氣科學論文審查小組。
說明：如大氣科學主編第 4 條報告內容。
決議：為鼓勵學者投稿，促進大氣科學之資訊傳播，本會授權大氣科學主編簡
芳菁主委編寫 「大氣科學論文審查小組」運作之詳細實施方式及相關
辦法，並徵求國內學者認同。
二、海峽兩岸氣象防災減災專家論壇。
說明：福建省氣象局預計於 6/16-6/19 舉辦「海峽兩岸氣象防災減災專家論壇」，
邀請學會組團參加。
決議：鼓勵會友參與此論壇，機票錢必須自付，對方將落地接待，想參與此活
動之會友可透過學會信箱、周理事長報名。
三、兩岸大氣科學學術研討會。
說明：預計於 9 月初舉辦「兩岸大氣科學學術研討會」。
決議：會議之費用需要自行負擔，希望各校派出師生至少三位代表參加，想參
與此活動者可透過學會信箱報名。
四、臺灣地球科學聯合會議(Taiwan Geosciences Assembly)。
說明：本學會有參與 TGA，此會將於明年 5 月舉辦聯合會議，未來希望由各
主要學會輪流主辦。
決議：因本會議 2 年召開一次，共有 6 個單位主辦，所以每學會將 12 年主辦
一次，建議 TGA 考慮採一單位主辦，後兩期主辦之單位擔任協辦，避
免 12 年主辦一次可能產生對辦理情況生疏之疑慮，並希望該單位列出
詳細之辦理方法及經費負擔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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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第 52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1 年 7 月 30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臺北市公園路 64 號 3F(中央氣象局 311 會議室)
主
席：周仲島理事長
出席人員：(依姓名筆畫排列)
（一）理事：紀水上(副理事長)、林沛練(副理事長)、吳俊傑(理事) 、
吳德榮(理事)、葉天降(理事) 、簡芳菁(理事)、鄭明典(理事)
（二）監事：劉廣英（常務監事）
、何臺華(監事)
請假人員：(依姓名筆畫排列)
呂英展(理事)、劉振榮(理事) 、陳泰然(理事)、陳海根(理事)、
曾鴻陽(理事)、黃麗君(理事)、楊忠權(理事) 、王作臺(監事)、
林得恩(監事) 、蔡清彥(監事)
列席人員：張修武(秘書長)、趙恭岳、梁信廣、莊文君、杜美慧、陳相伶
記
錄：陳相伶
壹、主席宣布開會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1. 學會授權簡主任委員編寫 「大氣科學論文審查小組」運作之詳細實施方式
及相關規定。
辦理情況：已擬定施行草案。
2. 發文至行政院、立法院、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交通部、交通部中央
氣象局，建請設立「大氣海洋總署」
。
辦理情況：行政院移文至交通部、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並收到前述兩
單位回函。
3. 臺灣地球科學聯合會議 (2013 年 5 月 13 日～17 日)
辦理情況：已收到地球科學聯合會之會議邀請函，已於日前寄送給各理監事，
請參酌。
參、會務報告 (張修武秘書長報告)
1. 本會補助中央大學遙測中心教授劉千義、氣象局預報中心預報員黃椿喜、菲
律賓氣象局預報員 MR. De Leon 至菲律賓參加 QPE/QPF(定量降水估計/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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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預報)。
2. 本會協辦之「101 年度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颱風研討會 」 (The 2012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Typhoon Symposium)已於 6 月 5 日～6 日假
臺北喜來登飯店舉行。
3. 本會贊助「海峽兩岸氣象防災減災專家論壇 」，已於 6 月 16 日～22 日由周
理事長率團至廈門與會。
4. 101 年度「全國大氣科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已於 7 月 23 日進行，並依學會
獎助及活動辦法頒發萬寶康博士獎學金。
肆、財務報告 (張修武秘書長報告)
會計科目

上月結存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存

4月

2,189,045

150,470

77,352

2,262,163

5月

2,262,163

80,600

128,746

2,214,017

6月

2,214,017

37,153

28,209

2,222,961

劉衍淮博士獎學金

682,161

9,581

0

691,742

黃廈千博士論文獎

163,802

0

0

163,802

萬寶康教授獎學金

1,823,962

25,548

0

1,849,510

國際事務專款

40,518

0

74,600

‐34,082

合計結存

2,710,443

35,129

74,600

2,670,972

226,158

0

159,633

66,525

226,158

0

159,633

66,525

備註

一、學會經費部分

二、代管部份

三、委託管理部份
中央氣象局 委辦「推動
參與國際氣象組織之可
行性研究(3/3)」案
合計結存

經費支用說明：
4 月收入：團體會費、個人會費、刊登會刊廣告費等
4 月支出：2012 年兩岸災害性天氣研討會保證金(暫付款)、郵資、安徽省氣
象學會訪臺之餐費、禮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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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收入：團體會費、刊登會刊廣告費等
5 月支出：劉千義等人至菲律賓參加 QPE/QPF (定量降水估計/定量降水預報)、
辦理大會會刊車馬費、郵資等
6 月收入：利息收入
6 月支出：郵資、至廈門海峽兩岸氣象論壇禮品等
委託計劃支出：計畫主持人薪資、專任助理薪資、臨時工、出席費
伍、大氣科學主編報告 (簡芳菁主任委員)
1. 民國 100 年共計收到投稿文章 15 篇，其中 11 篇接受，3 篇拒絕，1 篇仍在
修改與審查中。整體而言，去年收稿情況不良。
2. 第 40 期第 1 號(民國 101 年 3 月號)預計於 7 月底前出刊。
3. 民國 101 年至今共收到投稿文章 12 篇: (A)其中 5 篇為『臺灣氣候變遷科學
報告』主筆投稿之論文，尚有 1 篇論文之作者未投稿，5 篇中目前有 4 篇已
通過審查，1 篇還在修改中，待 6 篇論文完成審查之後，將於今年 9 月發行
『臺灣氣候變遷專刊』，以第 40 期第 2 號與第 3 號合併出刊。(B)另外 7 篇
投稿論文中有 2 篇已獲接受，1 篇拒絕，4 篇還在審查中。
4. 為了提升大氣科學期刊的投稿率，建請參考韓國氣象學會的做法，成立大氣
科學論文審查小組，對於在大氣科學發表之論文進行審查評鑑，每年選出三
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論文給予優良論文之頭銜，這些論文建請國科會或學
界能夠給於適當的肯定，例如等同 1/2 SCI 論文的 credit。
陸、兩岸交流推動委員會 (林沛練主任委員報告)
1. 「兩岸大氣科學青年學術研討會」將於 9 月 2 日～5 日於北京舉行，王所長
會軍已發函邀請，目前正積極組團參會。
2.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籌備進度報告如下：
(1) 研討會期間安排大陸人士之行程
來臺期間：2012 年 9 月 17 日~9 月 23 日 共 7 天
研討會時間：2012 年 9 月 18-19 日
研討會地點：集思臺大會議中心_蘇格拉底廳/臺大大氣系
臺北住宿地點 : 福華文教會館 (9/17~18 & 9/22)
參訪行程：依大陸意願先規劃東線（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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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星期）

活動內容

地點

9/17（一）

大陸與會人士抵臺，中午參訪中央大
學，下午參訪氣象局各作業單位

臺北

9/18（二）

研討會開幕、論文研討 1 天

臺北

9/19（三）

繼續研討，參訪臺灣大學大氣科學
系，並參訪宜蘭氣象站及座談

臺北─宜蘭

9/20（四）

參訪蘇澳氣象站，並抵花蓮

宜蘭─花蓮

9/21（五）

參訪花蓮氣象站及雷達站，並抵臺東

花蓮─臺東

9/22（六）

參訪臺東氣象站

由臺東返回臺北

9/23（日）

大陸參訪人士離臺

(2) 大陸來訪人員名單
姓名

單位

職務

1

鄭國光

中國氣象局
中國氣象學會

局長
名譽理事

2

李眈陸

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二局
中國氣象學會

巡視員兼副局長
會員

3

餘

中國氣象局辦公室
中國氣象學會氣象史志委員會

主任
主任委員

4

畢寶貴

中國氣象局預報與網路司
中國氣象學會

司長
理事

5

周

海峽兩岸氣象科技交流中心

副主任

6

翟盤茂

中國氣象學會

秘書長

7

孫繼松

北京市氣象台
中國氣象學會

首席預報員
會員

8

周月華

武漢區域氣候中心
中國氣象學會

正研級高工
會員

9

萬齊林

廣州熱帶海洋氣象研究所
中國氣象學會

所長/研究員
理事

勇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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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中心颱風海洋預報中心
中國氣象學會

主任/正研
會員

新

衛星中心遙感應用室
中國氣象學會

高工
會員

柏

氣象探測中心
中國氣象學會

副主任/正研級高工
理事

中科院大氣物理所
中國氣象學會

副主任/研究員
會員

南京大學大氣科學學院
中國氣象學會

教授
會員

南信大應用氣象學院
中國氣象學會

副院長/教授
會員

10

錢傳海

11

王

12

李

13

李雙林

14

趙

15

包雲軒

坤

柒、技術委員會報告
本次會議無報告事項。
捌、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 (吳俊傑主任委員，趙恭岳代）
1. 本會協辦 APEC 颱風會議於 6 月 4 日至 7 日期間於臺北召開，計有超過 18 個
經濟體代表 300 多人與會，成果豐碩。
2. 本會協辦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與泰國緊急醫療總署 7 月 18 至 20 日於
曼谷舉辦豪大雨之公衛影響議題訓練課程，圓滿成功。
玖、議案討論
一、發函建請設立「大氣海洋總署」之後續事宜討論。
決議：由於此議案為會員大會所提出，因此應將此文及兩封回函刊登於下一期
會刊中，並知會陳泰然理事相關處理狀況。
二、本會主辦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籌辦進度。
決議：過去皆由我方先出訪大陸，再由對方來臺參訪，但本次因對方要求將時
間提早，經我方討論、協調後配合實施；研討會期間之行程規劃 9 月 19
日早上參訪臺灣大學大氣系，請吳俊傑主任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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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學會主辦之「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相關事宜。
決議：此研討會目前正由氣象局黃麗玫科長規劃詳細時間及行程，也希望各學
術單位至少派出一組師生參與會議。
四、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相關事宜。
決議：吳俊傑主委推薦盧孟明博士續任學術委員會主委一職，由全體理事、監
事一致同意通過。
五、「大氣科學論文審查小組」施行辦法草案。
決議：每年學術委員會皆需從 TAO 及大氣科學中評選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
若將兩者結合共同辦理可使評選更具效率。大氣科學論文審查小組施行
草案應由學術委員會與大氣科學編輯委員會聯合組成，並邀請國科會審
議小組召集人周佳博士共同研擬辦法。
壹拾、 臨時動議
本次會議無臨時動議。
壹拾壹、散會（下午 2 時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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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第 52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臺北市公園路 64 號 3F(中央氣象局 311 會議室)
主
席：周仲島理事長
出席人員：(依姓名筆畫排列)
（一）理事：紀水上(副理事長)、林沛練(副理事長)、
呂英展(理事)、吳俊傑(理事)、陳泰然(理事)、
曾鴻陽(理事)、葉天降(理事)、簡芳菁(理事)
（二）監事：林得恩(監事)、何臺華(監事)(代理劉廣英常務監事)
（三）請假人員：(依姓名筆畫排列)
吳德榮(理事)、陳海根(理事)、黃麗君(理事)、
楊忠權(理事)、劉振榮(理事)、鄭明典(理事)
劉廣英（常務監事）、王作臺(監事)、蔡清彥(監事)
陳嘉榮(副秘書長)、劉清煌(副秘書長)、盧孟明(主任委員)
列席人員：張修武(秘書長)、趙恭岳、梁信廣、莊文君、張儀峰、
沈孟妍、杜美慧
記
錄：沈孟妍
壹、 主席宣布開會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後續辦理情況
1. 發函建請設立「大氣海洋總署」，並將相關處理情況告知陳泰然理事。
辦理情況：已於日前將交通部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回函寄給各位理
事參閱。
2. 盧孟明博士續任學術委員會主委。
辦理情況：秘書處已於日前寄信告知盧博士當選主委情況，並寄送第 6 次理
監事會會議紀錄供參。
參、 會務報告 (張修武秘書長報告)
1.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已於 9 月 17 日至 9 月
23 日舉行，且圓滿完成。
2. 「兩岸大氣科學青年學術研討會」於 9 月 2 日～5 日在北京舉行，主辦單位
為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
肆、 財務報告 (張修武秘書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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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計 科 目

上月結存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存

備

註

一、學會經費部分
7 月 2,222,961

400

164,003

2,059,358

8 月 2,059,358

322,000

120,340

2,261,018

9 月 2,261,018

172,350

803,750

1,629,618

劉衍淮博士獎學金

691,742

0

0

691,742

黃廈千博士論文獎

163,802

0

0

163,802

萬寶康教授獎學金 1,849,510

0

30,000

1,819,510

10/3 入研討會第二期款
605,000 元。

二、代管部分

文化大學主辦之研究生
研討會。
成大贊助「101 年度亞太
經濟合作組織颱風研討

國際事務專款

‐34,082

151,980

36,411

81,487 會」10 萬元，餘額 51,980
元，與學會年度預算 10
萬元。

兩岸交流專款
合 計 結 存

27,469

85,500

0

112,969

2,698,441

237,480

66,411

2,869,510

三、委辦管理部分
中央氣象局委辦
「推動參與國際氣象
組織之可行性研究

計畫主持人薪資、專任助

66,525

688,000

245,865

508,660

理薪資、臨時工、出席
費、文具、印刷等。

(3/3)」案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
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2012 年海峽兩岸災
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

第一期款

0

769,500

764,136

5,364 250,000‐85,500(兩岸交
流專款)=164,500 元。

研討會

研討會第二期款
605,000 元於 10/3 入帳。

合 計 結 存

66,525

1,457,500 1,010,001

經費支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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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024

7 月收入：訂閱期刊。
7 月支出：補助中華航空氣象協會、第 40-1 號期刊印刷、郵資、電話費等。
8 月收入：刊登期刊、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第一期款
8 月支出：海報競賽獎學金、萬寶康教授獎學金、第 40-1 號期刊主編費等。
9 月收入：訂閱期刊、刊登期刊、成大贊助 101 年度 APEC 颱風研討會會議等。
9 月支出：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費用、王大為及 Celebre
Cynthia 至曼谷擔任課程講師等。
伍、 大氣科學主編報告 (簡芳菁主任委員)
1. 民國 101 年至今共收到投稿文章 17 篇: (A)其中 5 篇為『臺灣氣候變遷科學
報告』主筆投稿之論文，尚有 1 篇論文之作者未投稿，5 篇中目前有 4 篇已
通過審查，1 篇還在修改中，待 6 篇論文完成審查之後，將於今年 12 月發行
『臺灣氣候變遷專刊』
，以第 40 期第 3 號與第 4 號合併出刊。(B)另外 12 篇
投稿論文中有 6 篇已獲接受，1 篇拒絕，5 篇還在審查中。其中 4 篇論文將
發表於第 40 期第 2 號(預計於 10 月底發行)。
2. 為了提升大氣科學期刊的投稿率，已於上一次理監事會議提案(並獲得通過)
成立大氣科學論文審查小組，對於在大氣科學發表之論文進行審查評鑑，每
年選出至多 5 篇的論文給予優良論文之獎勵，發給證書並公開表揚。經過與
大氣科學學門審議人周佳博士討論之後，獲得其正面之支持，未來在國科會
評量研究成果時會給予作者適當的肯定。
3. 茲將優良論文獎勵的辦法擬定初稿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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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
『中華民國大氣科學期刊』優良論文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oo年o月o日第o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一、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鼓勵國內氣象研究學者踴躍投稿「大氣科學」
期刊，並提升「大氣科學」期刊論文的學術水準，特訂定「中華民國大氣科學期刊
優良論文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本辦法應與「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並行實施。
三、 本學會大氣科學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得於每年一月召集編輯委員組成「大氣科學」
期刊論文審查小組，針對前一年度「大氣科學」期刊發行之論文進行審查，選出至
多五篇優良論文，於本會會員大會中頒發證書給予表揚。其中，得選出一至二篇論
文為「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之得主。
四、 本學會得於當年度的「大氣科學」期刊登載獲獎紀錄。本學會理事長每年得以正式
行文至國科會，告知年度優良論文之名單，並建請在研究計畫審查時給予適當的分
數以茲肯定。
五、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通過後，應公告周知，以提升投稿
意願。

陸、 學術委員會 (盧孟明主任委員請假，張儀峰代)
1. 本（101）年劉衍淮博士及萬寶康教授兩項獎學金，將請秘書處行文相關機
關學校，彙整申請資料後，由評審委員會依規定進行評審。
2. 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將由評審委員會針對年度內發表於大氣科學及 TAO
兩種期刊中的論文，進行不記名評選。若有屬學位論文性質的優良論文可頒
發「萬寶康教授大氣科學學生論文獎（研究生論文獎）」者，評審委員會亦
將主動推薦。
3. 會士候選人初審作業將請秘書處彙整候選人推薦表後進行。
柒、 技術委員會
本次會議無報告事項。
主席指示：今年度學會會刊請及早作業。
捌、 兩岸交流推動委員會 (林沛練主任委員)
1.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及參訪活動
A. 本學會接受氣象局委託舉辦「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
會」及參訪活動，業已於 2012 年 09 月 17（星期一）日至 9 月 23 日（星
期日），順利完成。
230

B. 研討會於 2012 年 9 月 18 日在臺大集思會議中心 B1 蘇格拉底廳舉行，大
陸方面由「中國氣象局」局長鄭國光先生擔任團長，率領相關作業單位及
學術界人員共 15 位代表來臺參加此學術交流，發表 9 篇論文，我方發表
11 篇，總計 20 篇論文。兩岸氣象界參加人數計約 125 位左右。
C. 參訪期間(9/17~22)並赴中央氣象局、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中央大學大
氣科學系、及文化大學臺北校區參觀，並前往花、東氣象站參訪。
活動照片

2. 2012 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成果發表研討會
於 9/26~27 在大陸福州舉行，我方出席人員包括國科會自然處陳于高處長
等 20 人，大陸方面出席人員約 30 餘人，研討會討論熱烈，圓滿成功。會後
並參訪福建氣象局主要作業中心以及福州觀測站。
玖、 國際事務委員會

(吳俊傑主任委員，趙恭岳代）

1. APEC 颱風與社會研究中心擬於 11 月 17、18 日兩天，假臺大集思會議中心
柏拉圖廳舉辦 2012 年第二次研討會，主題訂為氣象水文資訊在天氣風險管
理之應用，歡迎各位理監事參加。
2. 國際處將與氣象局同仁共同出席於卡達杜哈所舉辦「第 18 屆 UNFCCC 締約
國大會與各國交流」，並積極尋求於周邊會議報告之可能性。
壹拾、 議案討論
一、 討論學會參加「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相關事務。
決議：本研討會希望氣象局能針對過去兩至三年間的預報技術最新發展和對岸交
流，並將參訪大陸衛星中心做為考察重點，請秘書處發文至各單位，薦派
專家學者踴躍前往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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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士候選人提名案。
決議：由學會去函各單位，同時請各位理監事建議合適人選。
三、 兩岸學會聯合慶祝中國氣象學會成立 90 周年(2014)議案。
說明：1994 年兩岸聯合慶祝學會成立 70 周年，今年大陸提出希望 2014 年再次
聯合舉辦。建議時間為 2014 年 9 月中上旬，地點為青島市。
決議：兩岸聯合慶祝「中國氣象學會」成立已有前例可循，同意依循 70 週年(1994)
聯合慶祝方式及早規劃。預定今(2012)年 12 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籌備會
議。
四、 討論學會舉辦「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2013 年桌球聯誼錦標賽」。
決議：2013 年桌球聯誼錦標賽感謝中國文化大學首肯舉辦。
五、 「表揚特殊貢獻及資深績優氣象人員」提名作業案。
決議：請秘書長召集國際事務主委、學術主委、技術主委及兩岸交流推動主委，
成立審查小組並由學會去函各單位，請踴躍提出申請。
六、 本會各項獎學金申請案。
決議：請秘書處發函給各團體會員，由學術委員會依相關辦法辦理。
壹拾壹、 臨時動議
1. 針對大氣科學主編報告內容『中華民國物理學刊』優良論文獎勵辦法

(初

稿)提出修正建議(修正內容略)。
決議：請大氣科學主編將『中華民國大氣科學期刊』優良論文評選辦法初稿修
正後，於下一次理監事會議前再召開一次會議，讓評選辦法更為嚴謹。
2. 請秘書處提供 94 年曾修訂過之『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基金管理及核發
辦法。
決議：請秘書處提供。
3. 請學會列出每年既定的行事曆供參。
決議：請秘書處於下一次理監事會提供。
壹拾貳、 散會（下午 1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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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第 52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2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 中午 12:00
地
點：中央氣象局 二樓會議室
主
席：周理事長仲島
出席人員：
（一）理事：紀水上(副理事長)、呂英展(理事)、吳俊傑(理事)、吳德榮(理事)、
陳泰然(理事)、陳海根(理事)、葉天降(理事)、簡芳菁(理事)、
鄭明典(理事)
（二）監事：劉廣英(常務監事)、何臺華(監事)、蔡清彥(監事)
請假人員：林沛練(副理事長)、劉振榮(理事)、曾鴻陽(理事)、黃麗君(理事)、
楊忠權(理事)、王作臺(監事)、林得恩(監事)、陳嘉榮(副秘書長)
列席人員：張修武(秘書長)、劉清煌(副秘書長)、盧孟明(學術主任委員)、
趙恭岳、梁信廣、莊文君、杜美慧
紀
錄：杜美慧
壹、 主席致詞 (周仲島理事長)
感謝各位理監事出席本屆理監事最後一次的聯席會議，本次會議有許多待討論
事項，現依程序開始進行會議。
貳、 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1.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均已依決議執行完成。
2. 有關會士候選人提名案、
「表揚特殊貢獻及資深績優氣象人員」提名作業案、
各項獎學金申請案及『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基金管理及核發辦法，本次
會議將進行討論。
參、 會務報告（張修武秘書長）
1. 大陸主辦之「海峽兩岸氣象科學技術研討會」12 月 16 日至 23 日於北京舉
行，本學會由周理事長與氣象局辛在勤局長率團一行 20 人參加，會後並參
訪北京氣象局衛星中心及預報中心、上海氣象局、湖南氣象局等氣象作業單
位。
2. 本年度「表揚特殊貢獻及資深績優氣象人員」計有紀水上博士與張保亮博士
等二位獲得推薦，本處已將資料彙整，將於稍後進行議案討論。
3. 氣象學會 2013 年桌球聯誼錦標賽目前暫定將於 3 月 16 日假文化大學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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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鼓勵各單位會員踴躍參與。
4. 本年度會員大會籌備工作已開始進行，有關於會刊的專題報導內容、大會中
心議題及籌備小組之工作分配，請各位理監事於稍後議案討論中提出寶貴意
見。
肆、 財務報告（張修武秘書長）
會 計 科 目

上月結存 本月收入 本月支出

本月結存

備

註

一、學會經費部分
10 月 1,629,618

687,000

11,075

2,305,543

11 月 2,305,543

10,000

12,659

2,302,884

12 月 2,302,884

31,698

161,958

2,172,624

劉衍淮博士獎學金

691,742

0

0

691,742

黃廈千博士論文獎

163,802

0

0

163,802

萬寶康教授獎學金 1,819,510

0

0

1,819,510

81,487

0

7,965

73,522

二、代管部分

國際事務專款

2012 海峽兩岸災

兩岸交流專款

112,969

5,364

40,000

78,333

害性天氣分析與
預報研討會結餘
款

合 計 結 存

2,869,510

5,364

47,965

2,826,909

三、委辦管理部分
計畫主持人薪

中央氣象局委辦
「推動參與國際氣象組織

資、專任助理薪

508,660

516,000 1,024,660

0 資、臨時工、出席

之可行性研究(3/3)」案

費、文具、印刷、
國外差旅費等。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
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
合 計 結 存

5,364
514,024

0

5,364

0

516,000 1,030,0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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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餘款轉至兩岸
交流專款

經費支用說明
A. 學會經費部分：
10 月收入主要為期刊印刷、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預報研討會、
及研討會保證金等；支出主要為郵資、電話費、會議雜支。
11 月收入為團體會費；支出主要為會議出席費及誤餐費、郵資等。
12 月收入為個人會費、期刊印刷、利息收入，支出為主編費、期刊印刷費、
郵資、電話費、至大陸參加 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技術研討會補助款等。
B. 代管經費部分：
這 3 個月之收入為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預報研討會結餘款；支
出主要為出席費、誤餐費，及 12 月前往大陸參加 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技術
研討會之補助款。
C. 委辦管理部分：
支出主要為計畫主持人薪資、專任助理與臨時工薪資、出席費、文具、印刷、
國外差旅費等。
秘書處說明：國際事務專款與兩岸交流專款之來源，係本會接受中央氣象局委
辦計畫之結餘。
伍、 大氣科學主編報告 (簡芳菁主任委員)
1. 民國 101 年至今共收到投稿文章 17 篇: (A)其中 5 篇為『臺灣氣候變遷科學
報告』主筆投稿之論文，5 篇中目前有 4 篇已通過審查，1 篇還在修改中，
因該主筆作者工作忙碌，未能回應主編之催稿，為免影響專刊之發行，決定
將 4 篇論文集結於 101 年 11 月(第 40 期第 3 號) 發行『臺灣氣候變遷專刊』。
(B)另外 12 篇投稿論文中有 9 篇已獲接受，1 篇拒絕，2 篇還在審查中。接
受論文中 5 篇論文已發表，另有 4 篇將發表於第 40 期第 4 號(101 年 12 月)，
預計將於 2 月初完成出刊。
2. 為提升大氣科學期刊之投稿率，簡主編於第 7 次理監事會議中提出『大氣科
學期刊優良論文獎勵辦法』草案進行討論，會後依理監事之建議，學術委員
會與大氣科學編輯委員會成員再透過電子郵件交換意見，並完成修正版之辦
法初稿，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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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學術委員會報告 (盧孟明主任委員)
1. 本次提出劉衍淮博士獎學金申請者 11 人，其中氣象人員子女 2 人，在學軍
職氣象人員 3 人，空軍氣象班軍官學生 1 人、士官學生 5 人。萬寶康教授獎
學金申請者 4 人，其中空軍軍官學校正期生 1 人，大氣科學四年級生 1 人，
空軍氣象班軍官學生及士官學生各 1 人。
2. 萬寶康教授獎學金中之大四論文獎曾因多年無人申請，本委員會於 97 年 2
月 14 日第 49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提議改設為「大氣科學期刊學生論文獎」，
並於 97 年 4 月 24 日第 50 屆第 1 次理監事會通過。但因會後並未同時修訂
相關條文，導致今年臺灣大學曾琇薈同學仍依本會行文各校時所附之獎學金
核發辦法，以未於大氣科學等期刊發表過之論文向本會提出大四論文獎類組
申請。由於蘇員係經該校依本會規章推薦，本次仍應予以核頒獎學金。建請
學會進行萬寶康獎學金相關條文增修事宜。
決議：請學術委員會於下次理監事會議提出修正辦法草案進行討論。
3. 本年度「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評選資料已彙整完成。由於上次理監事會
曾有本項獎學金授予辦法的相關討論，待本次理監事會做成決議後，再啟動
本項獎學金的評審作業，預定於二月底完成評選。
4. 會士審查：
(1) 本年度「氣象學會會士」計有郭英華教授、周仲島教授、吳俊傑教授等
三位獲得推薦，學術委員會已將推薦資料於 1 月 4 日以電子郵件寄送劉
兆漢等 10 位會士，並承蒙劉兆漢院士同意擔任會士組成之審查委員會
主席。
(2) 本委員會將在 2 月 18 日，將收到的密封回覆單原信全數轉交劉院士，
信件開啟與審查結果之宣布或討論由劉院士主持，審查委員會以外人士
不得參與，會士寄來的信件與回覆單均由劉院士保存。
(3) 因應會員大會在即，原應由學術委員會主委於接獲書面審查結果後在理
監事聯繫會中宣讀，將改以電子郵件通知理監事 (附記)。
柒、 技術委員會報告 (呂英展主任委員)
1. 有關 102 年度氣象學會會刊編輯事宜：
(1) 專題報導與評介，惠請各位理監事協助資料提供並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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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國 101 年臺灣地區重要天氣概述，今年將由空軍氣象聯隊提供，目前
正彙整中。
(3) 研討會、學術活動資訊與會友點滴，已發函各團體會員請各單位提供，
截止日期為 2 月 20 日。
(4) 會刊之廣告邀約目前進行中。
2. 補充報告：本會團體會員國防部國軍氣象中心已於 102 年 1 月 1 日裁撤。
3. 簡芳菁理事：師範大學地理系洪致文副教授曾於大氣科學投稿一篇關於臺灣
氣象歷史演變之文章，建議技術委員會可與其聯繫，邀請其發表於會刊中。
捌、 兩岸交流推動委員會報告 (林沛練主任委員請假，葉天降理事代為報告)
2012 年學會之兩岸交流活動統整如下：
1. 2012 年的海峽兩岸大氣科學名詞研討會於 2012 年 3 月 17~18 日假臺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206 會議室舉行。
2. 福建氣象局於 2012 年 6 月 16~22 日舉辦海峽兩岸氣象防災減災專家論壇，
邀請周理事長率團參加。
3. 大陸南京大學大氣科學院由王體健主任帶領教師、博士生以及大學部本科生
20 人於 2012 年 8 月 23 日至 27 日來臺，參訪中央大學、臺灣大學、中國文
化大學、中央氣象局以及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等單位，進行學術交流活
動，圓滿成功。
4. 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大氣科學聯合研討會於 2012 年 8 月 27 日至 31 日於國立
金門大學舉行，南大由楊修群院長率領 25 位師生與會，中央大學約有 30 位
師生參與研討。
5.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主辦的「兩岸大氣科學青年學術研討會」於 9 月
2 日～5 日於北京舉行，我方由中國文化大學劉廣英教授率團與會。
6. 「2012 年海峽兩岸災害性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及參訪活動，業已於民
國 2012 年 9 月 17 日至 9 月 23 日，順利完成。大陸由中國氣象局鄭國光局
長率團來臺參加，會後並安排東岸氣象測站與文教參訪行程。
7. 2012 海峽兩岸氣象科學合作成果發表研討會於 9/26~27 在大陸福州舉行，
我方出席人員包括國科會自然處陳于高處長等 20 人，大陸方面出席人員約
30 餘人，研討會討論熱烈，圓滿成功。會後並參訪福建氣象局主要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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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及福州觀測站。
8. 大陸主辦的「2012 年海峽兩岸氣象科技研討會」已於 12/15-12/23 在大陸
北京中國氣象局順利舉行，我方由周理事長與辛局長率團參加，會後安排參
訪多個氣象作業單位。
玖、 國際事務委員會報告 (吳俊傑主任委員)
1. 本會將於 5 月 13 日至 17 日共同舉辦 2013 年臺灣地球科學聯合學術研討會
(TGA)，目前地點規劃於桃園縣龍潭渴望園區渴望學習中心。其中氣象部分
有氣象局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及西北太平洋及其邊緣海之颱風-海洋交互
作用與內波之研究研討會，論文短摘要截止日期為 2 月 28 日，請同仁踴躍
參加。
決議：該會議相關事務改由秘書處進行報告。
2. 國際事務委員會過去兩年(2011-2012)業務報告：
時間

事項

備註

2011.03 本會理事長周仲島教授拜訪美國氣象學會 AMS
新任會長 Dr. Louis W. Uccellini，並期待兩
會未來有更多交流。

雙邊

2011.04 學會協辦亞太經合颱風會議 2011 APEC Typhoon
Symposium，該會議計有 APEC 秘書處暨 15 個 APEC
會員體超過 40 位國外代表參與。

APEC 會議

2011.05 學會在 5/25-27 協辦在菲律賓宿霧舉行的 ACTS
workshop，會議相當成功，參加的各國學員也給
予高度的肯定，並期待未來繼續有相關的活動及
課程安排。

APEC 會議

2011.08 本會於 8 月 8 日至 12 日期間與 AOGS 協同辦理年
度學術會議，由吳俊傑主委擔任大氣領域召集
人，參加人員破歷次大會記錄，成果豐碩。

學術會議

2011.11 本會陳泰然會士赴美拜會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
暨 NOAA 副署長蘇麗文女士。

雙邊

2011.12 本會與氣象局於 12 月 3 日至 12 日期間出席聯合 聯合國會議
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七締約國大會。
2012.02 赴菲律賓進行訪問交流，期間拜會菲國科技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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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

長強化雙邊發展。
2012.03 周理事長應邀擔任菲律賓氣象局舉辦之 APEC 定
量降水預報研討會講座，講授我國在定量降雨估
計和預報方面的進展。

APEC 會議

2012.06 本會於 6 月 4 日至 7 日期間協辦於臺北召開之
2012 APEC 颱風會議，計有超過 18 個經濟體代
表 300 多人與會，成果豐碩。

APEC 會議

2012.07 本會 7 月 18 至 20 日協辦 ACTS 與泰國緊急醫療
總署於曼谷舉辦之豪大雨與公衛影響議題訓練
課程，圓滿成功。

APEC 會議

2012.11 11 月 17、18 日假臺大集思會議中心柏拉圖廳舉
辦 ACTS 2012 年第二次 workshop，主題為氣象
水文資訊在天氣風險管理之應用。

APEC 會議

2012.12 本會與氣象局團隊出席於卡達杜哈所舉辦第 18 聯合國會議
屆 UNFCCC 締約國大會與各國交流。
壹拾、

議案討論

一、 「特殊貢獻及資深績優氣象人員」表揚提名案
說明：本年度「特殊貢獻及資深績優氣象人員」計有紀水上、張保亮等二位獲
得推薦提名。由與會之 10 位理事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進行表決，得票數
過半為通過，杜美慧秘書計票、莊文君秘書唱票、簡芳菁理事監票。
決議：1.二位得票數均過半通過。
2.學會將發函通知得獎者並頒發獎牌。獎牌之文字內容由秘書處擬稿後
請陳泰然理事協助完成。
3.為順應時代潮流，決議將提名申請表內之籍貫項目改為出生地。
二、 本會獎學金申請案
決議：本年度獎學金申請經理監事審議，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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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衍淮博士獎學金
項

目

獲獎人

就讀學校

獎學金

1

氣象專業人員子女

商雅雯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10000

2

就讀大學以上大氣
科學相關科系之軍
職氣象人員

葉南慶

國防理工學院國防科學
研究所應用物理組博士
班

10000

3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氣象班

戴邑如

二技軍官班軍事氣象系

5000

蔡琮揮

二專士官班氣象電子科

5000

4

萬寶康教授獎學金
項

目

獲獎人

就讀學校

獎學金

張耿嘉 空軍軍官學校
航空機械工程學系

10000

1

空軍軍官學校正期生

2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軍 吳昱德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官班
二技軍官班 軍事氣象系

5000

3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士 洪榮典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官班
士官二專班 氣象電子科

5000

4

國內大氣科學相關科 曾琇薈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系或成大物理系四年
級生論文獎

10000

三、 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核發對象及評選方式相關討論
決議：1.有關「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基金管理及核發辦法」中對於核發對象
資格之規定，綜合考量該論文獎設立之初衷與鼓勵本會出版刊物之立意，
決議將現行辦法第三條修正為「前項論文獎之核發對象以本會出版之
「大氣科學」期刊及中華民國地球科學學會出版之「地球科學」 (TAO)
期刊中之論文為主」。
2.黃廈千論文獎之評選，仍依現行評審委員會組成方式進行之，由學術
委員會自學術委員會、大氣科學編輯委員會及氣象學報編輯委員會中挑
選五人為成員，且接受評審之作者不得擔任審查委員。
四、 第 53 屆會員大會改選理監事推薦候選人提名案
決議：1.由秘書處去函本屆各理監事及後補理監事，徵詢推薦其成為下屆理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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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候選人之意願。並請理監事繼續建議其他合適之人選。
2.目前推薦之候選人名單如附錄。
五、 討論舉辦「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2013 年桌球聯誼錦標賽」相關事務
決議：將比賽日期提前至 3 月 9 日，俾利配合本年度會刊之編輯。
六、 102 年度會員大會籌備作業案
決議：1.今年會員大會舉辦日期確定訂為 102 年 3 月 21 日(星期四)。
2.會員大會工作分配結果如下：
組別
秘書組
議事組
學術組
接待組
總務組

主持人
張修武
紀水上
盧孟明
苟傑予
楊振傑

組別
會務組
視聽組
安管組
會刊組

主持人
鄭月娥
陳嘉榮
劉一夫
呂英展

3.有關本年度大會中心議題，建議籲請中央於各縣市政府防災業管部門
納編專業氣象人員，同時也考慮輔導民間氣象產業之發展。確切中心議
題及討論內容由秘書處負責撰擬。
4.101 年度學會會計相關報表(收支預算表等)，理監事會確認通過。
壹拾壹、 臨時動議
（一） 簡芳菁主委：請就大氣科學主編所提之「『中華民國大氣科學期刊』優良
論文評選辦法」進行審議。
決議：綜合本次會議對於黃廈千學術論文獎評選方式之相關討論，建議大氣科
學最佳論文獎由學術委員會同時處理審查小組組成及評審事宜。
「『中華民國大
氣科學期刊』優良論文評選辦法」初稿第二條進行修改後通過。
（二） 周仲島理事長：提議於本年度會員大會表揚大氣科學期刊主編簡芳菁主任
委員，感謝其過去四年的貢獻。
決議：無異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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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劉廣英常務監事：為獎勵本會出版之大氣科學期刊，建議撥付學會經費
20 萬元為基金，設立『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年度論文獎』。
決議：無異議通過。茲結合大氣科學優良論文及黃廈千學術論文獎之評選，每
年於大氣科學期刊優良論文 5 篇中選出最佳 2 篇，第一名者得與 TAO 期刊論文
競選黃廈千學術論文獎，若獲選黃廈千學術論文獎將不給予氣象學會論文獎獎
金；若無，則最佳 2 篇頒給第一名 2 萬、第 2 名 1 萬之獎金。
壹拾貳、 散會（下午 2 時 30 分）

附記
學術委員會於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收到會士推薦名單，經全體會士投票後吳俊
傑、周仲島、郭英華三位獲得超過半數會士之推薦為新任會士。將在 3 月 21 日舉
行之 102 年度會員大會頒發會士證書表楊，並將其成就刊登於本會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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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第53屆理事會候選人推薦名單
單 位

姓名/職稱
現

理事

任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周仲島 教授/理事長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紀水上 前副局長/副理事長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林沛練 主任/副理事長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吳俊傑 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吳德榮 教授

空軍氣象聯隊

呂英展 中校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陳泰然 教授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

陳海根 副主任

臺北航空氣象中心副主任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曾鴻陽 主任

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

黃麗君 副總臺長

空軍氣象聯隊

楊忠權 上校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葉天降 副局長

國立中央大學

劉振榮 副校長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預報中心

鄭明典 主任

國立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簡芳菁 教授

候補

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許晃雄 教授

理事

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陳臺琦 教授

新 提 出 名 單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張修武 副局長/秘書長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劉清煌 教授/副秘書長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盧孟明 資深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王寶貫 主任

海軍大氣海洋局

毛正氣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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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屆監事會候選人推薦名單
單 位

姓名/職稱
現

監事

任

中國文化大學理學院

劉廣英 前院長/常務監事

教育部

王作臺 主任秘書

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何臺華 主任

空軍氣象聯隊

林得恩 上校聯隊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

蔡清彥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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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學會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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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章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在臺復會之會員大會通過，內政部(47)內社 18508 號通知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第十六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63.05.22 臺內社字第 589782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第十九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67.06.18 臺內社字第 74016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第二十一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68.09.26 臺內社字第 37111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十七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74.06.05 臺(74)內社字第 376972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二十八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76.01.08 臺(75)內社字第 417758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三十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77.07.07 臺(77)內社字第 616111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一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78.04.13 臺(78)內社字第 694515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二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79.04.16 臺(79)內社字第 795667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三十五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82.06.28 臺(82)內社字第 8313832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三十九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86.05.06 臺(86)內社字第 8613803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三月二十日第四十一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88.06.07 臺(88)內社字第 8820903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七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94.05.19 臺內社字第 0940019948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第四十九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96.05.17 臺內社字第 0960075386 號函准予備查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五十一屆會員大會修正，內政部 98.05.18 臺內社字第 0980092680 號函准予備查

第 一 章 總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本會定名為「中華民國氣象學會」(Meteorological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本會以研究氣象學術，交換氣象學識，藉以促進氣象科學之進步為
宗旨。
本會會址設在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
本會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准於各地設辦事處。
本會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交通部、國科會、教
育部。

第 二 章 會
第 六 條
一、
二、
三、
四、

則

務

本會舉辦之會務如下：

關於氣象學術之研究事項。
關於氣象學識經驗之介紹與交換事項。
關於國家氣象事業發展之建議事項。
關於國內氣象學術機構或團體間之聯繫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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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會
第 七 條

員

本會會員分下列四種：

一、普通會員－凡曾研究有關氣象學科或有研究興趣，曾任或現任氣象有關
職務並贊成本會會章者，由本會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理事會通過並
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普通會員。
二、預備會員－凡在各大專有關大氣科學或氣象科系就讀，並對氣象有研究
興趣，願遵守本會會章，由本會普通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理事會通
過並繳納會費後，得為本會預備會員。預備會員具有第一款資格者，經
理事會通過，成為普通會員。
三、團體會員－凡贊成本會會章之學術團體或其他機構，經理事會通過並繳
納會費後，得為本會團體會員，並得派代表二人，以行使權利，以盡義
務。
四、會士－凡本會會員在氣象學術上有特殊成就或研究成果對氣象學術理
論及業務發展有重大貢獻助益者，得經推薦，並經遴選過程，成為本
會會士，於會員大會中接受表揚。有關會士候選人之推薦、遴選等程
序事項，由理事會訂定之。
第 八 條

本會會員之權則如下：

一、 發言權。
二、 表決權、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三、 享受本會出版書刊之免費供應及刊登廣告之優惠折扣。
四、 得向本會提出有關氣象之諮詢與申請協助。
五、 享受本會規定各種權利。
但預備會員、名譽會員無前項第二款之權利。
第 九 條

本會會員之義務如下：

一、 遵守本會會章及決議案。
二、 擔任本會指定之職務。
三、 繳納會費。
第 十 條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兩年以上未繳納會費者，
視為自動退會。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
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

第 四 章 組
第十一條

織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在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執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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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第十二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候補理事五人；監事五人，候補監事一人，分
別組織理事會、監事會。理事、監事之選舉，得採用通訊方式辦理，
其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第十三條

本會置理事長一人，由全體理事互選之。並得設副理事長二人。理
事長應視會務需要到會辦公。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
理事長一人代理之。

第十四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全體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
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
之，未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五條

理事長、常務監事出缺時，應自出缺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六條

本會理事、監事每兩年改選一次，改選時由理事會提出至少一倍候
選人參考名單，但會員有自由選舉之權，不受名單之限制。凡選舉皆
用無記名法，連選得連任。理事長及常務監事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十七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並得設副秘書長二人，協助理事長處理本會會
務，秘書長、副秘書長人選由理事長提名，由理事會通過；另置秘書
若干名協助秘書長辦理會中各項事務，秘書之人選由理事長提名，由
理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八條

本會選任職員均為義務職，惟聘任人員得酌給津貼。本會選任職員
不得兼任工作人員。

第十九條

本會得視需要設立各種委員會，其組織章程由理事會訂定，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後施行。

第 五 章 職
第二十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權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通過或修改本會會章。
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決定會員入會費、常年會費之數額。
通過年度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決算。
各種會務大綱之決定。
其他重要事項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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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案件。
二、 辦理監事會移付案件。
三、 會外委託事件。
第二十二條

理事長之職權如下：

一、 對外代表本會。
二、 擔任大會主席。
三、 召集大會及理監事會。
四、 經常處理本會會務。
第二十三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監察會員履行義務事項。
二、 經費之稽核事項。

第 六 章 會

議

第二十四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但遇重要事故，經理事會認有必要，
或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得召開臨時
會議。
第二十五條

本會理事會、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需要時得由理事長召集
臨時會議；並得通知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列席。理事、監事應親自
出席理事、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者，
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第二十六條 會員大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會員(會員代表)，但因緊急事
故召集臨時會議，經於開會前一日送達通知者不在此限。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
多數之同意行之。理事會、監事會等決議仿此。但下列事項之決議
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
二、
三、
四、
五、

會章之訂定與變更。
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理事、監事之罷免。
財產之處分。
本會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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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章程之變更，應有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或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書面同意行之。

第 七 章 經
第二十八條

費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 入 會 費
普通會員：100 元
團體會員：5,000 元
預備會員：50 元
二、 常年會費
普通會員：500 元
團體會員：10,000 元
預備會員：250 元
三、 會員捐款(捐助人倘有特別指定用途須依照其意旨)。
四、 機關團體補助。
五、 委託收益。
六、 基金及其孳息。
七、 其他收入。
第二十九條

第 八 章 附
第 三十 條
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三條

本會每年編造預算、決算報告，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但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核備，再將審察
結果一並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則
本會各項辦事細則另訂之。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所有剩餘財產不得以任何方式歸屬私人所有，
應歸屬所在地其他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本會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或有必須修改，得由會員大會修正之。
本會章程經大會之通過，報請內政部核准備案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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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國際事務委員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8 日第 51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為處理下列事務：

一、協助推動我國參與世界氣象組織及其他國際氣象組織體系
二、提供政府參與全球氣候變遷體系政策諮詢
三、促進本學會與世界各國學會、氣象界及政府交流
特依學會會章第十九條設立「國際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第三條

本委員會受理事會督導，處理有關事務。
本委員會置委員 5 人，由理事會推薦，其中 1 人為主任委員，委員任期為
兩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主任委員應列席理事會，報告工作進度。

第五條

本章程經理事會同意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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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士授予辦法
中華民國 89 年 08 月 29 日第 42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0 年 08 月 17 日第 4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08 月 18 日第 47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07 月 05 日第 49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0 月 26 日第 51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依據本會會章第三章第七條第四款，
有關本會會員在氣象學術理論或我國氣象業務發展有重大貢獻者，得被推
薦授予會士之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會會員可經由理監事、會士三人或會員十人以上連署提名推薦，惟每年
提名推薦人數不得超過會員總數的百分之一，所需資料如下：
一、
二、
三、
四、

提名推薦表（一份）
學術成就或研究成果對業務發展的重大貢獻簡述（一式三份）
著作目錄及代表著作抽印本一至五篇（一式三份）
個人資料（一式三份）

第三條 前條資料，須於每年 12 月 31 日前送達本會秘書處，交由學術委員會初審
通過後，交由現任會士組成之會士審查會審查，獲投票會士二分之一以上
推薦者，再交由學術委員會提交理事會複審，經出席理事三分之二通過者，
獲選為本會會士。
第四條 前條初審會議，由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並由該委員會之成員出
席，必要時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列席。會士審查會則須設召集人一人，負
責提交會士審查結論至學術委員會以繼續辦理審查相關事務。召集人由理
事長邀請之。
第五條

本會會員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即為本會當然會士。

第六條 獲選為本會會士者，於會員大會頒發註明其獲獎事蹟之會士證書，並於本
會會刊刊登。
第七條

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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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表揚
特殊貢獻及資深績優氣象人員辦法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第八屆會員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第三十五屆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中華民國氣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表揚特殊貢獻及資深績優氣象
人員，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表揚對象
一、特殊貢獻人員：
1. 對氣象科學研究有特殊貢獻者。
2. 對氣象業務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3. 對氣象技術或儀器研發有特殊貢獻者。
二、資深績優人員：
擔任氣象工作三十年以上，有卓著功績者。
第三條：被表揚人之產生方式：
一、由全國各氣象機構及學校向本會推薦。
二、由本會理監事三人以上連署推薦。
三、由本會會員十五人以上連署推薦。
表揚推薦名單須於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列舉具體事實，送達本會，
經理事會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通過後表揚之。
第四條：表揚方式：
由本會於年會時頒發獎牌或給予其他獎勵。
第五條：本辦法經本會會員大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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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專案管理費使用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8 日第 51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為有效處理接受專案委託之管理費，特定立此辦法。

第二條

本學會接受外界各單位委託之專案，應以收取 15%管理費為原則。

第三條

管理費之使用，委託專案本身與學會比例以 3、7 為原則。

第四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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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刋出版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第 52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學會為增進會員間的互動聯絡及氣象相關知識的更新，特出版「中華民
國氣象學會會刋」。
第二條

本刋每年出版一次，在每年的大會期間（3月）出刋。

第三條

本刋主要內容為專題報導與評介、天氣分析、研討會學術資訊與活動消息、
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記錄及學會相關文件等。

第四條

被接受之投稿應由編輯人員與原作者取得聯繫，商討有關付印等事宜。

第五條

投稿人可以電子檔或光碟片投稿。

第六條

本刋之專題報導與評介及天氣分析之收稿、交審、退稿、交排、送校等，
均由秘書處編輯人員備專冊登記。審查委員由技術委員會視投稿論文性質，
邀請專人審稿。

第七條 為使會刋廣為流傳，相關論文一經本刋登出，原作者應同意版權為氣象學
會所有，除紙本出版外，並同意上網公開，一切權利義務關係依照著作權
法之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後實施，其修改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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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大氣科學期刊』優良論文評選辦法
中華民國102年1月25日第八次理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以下簡稱本學會）為鼓勵國內氣象研究學者踴躍投稿
「大氣科學」期刊，並提升「大氣科學」期刊論文的學術水準，特訂定「中
華民國大氣科學期刊優良論文評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學會學術委員會得於每年三月會員大會前組成優良論文評選小組，針對
前一年度「大氣科學」期刊發表之論文進行審查，選出至多五篇優良論文，
於當年度會刊上刊登並給予表揚。

第三條

本學會每年得以正式行文將優良論文之名單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敘獎或評
量之參考。

第四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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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廈千博士學術論文獎」基金管理及核發辦法
中華民國 77 年 12 月 1 日第三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1 年 02 月 20 日第三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5 年 01 月 15 日第四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86 年 11 月 08 日第三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08 月 18 日第二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07 月 05 日第二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01 月 25 日第八次理監事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紀念黃廈千博士對於氣象學術之卓
越貢獻，接受王崇岳教授捐獻新臺幣 10 萬元整，特成立基金，以銀行定期
存款孳息方式作為學術論文獎之獎學來源。本會為規範基金之管理及學術
論文獎之核發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前項基金之管理及學術論文獎之核發，由本會理監事會辦理。

第三條 前項論文獎之核發對象以本會出版之「大氣科學」期刊及中華民國地球科
學學會出版之「地球科學」 (TAO)期刊中之論文為主
第四條 本會學術委員會應適時主動就前條論文進行評選，以一至二篇為度，再提
交本會理監事會議審議，經審議通過者即為得獎論文。
前項得獎論文之第一作者即為得獎人，惟得獎人應具本會會員資格，且其
論文必須係於國內工作期間所完成者。
第五條

學術論文之得獎人由本會頒發獎牌一面，核發獎金新臺幣一萬元整。

第六條 學術論文獎於本會會員大會由理事長頒發，並請得獎人做專題學術演講。
第七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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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會員名冊

(一)團體會員
序號
1
2
3
4
5
6
7
8

會籍編號
團會-4701
團會-5201
團會-6003
團會-6101
團會-7002
團會-7003
團會-7004
團會-7005

9

團會-7006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團會-7007
團會-7101
團會-7401
團會-7602
團會-8301
團會-8303
團會-8305
團會-8306
團會-8307
團會-8309
團會-8401
團會-8402
團會-8501
團會-8502
團會-8601
團會-9002
團會-9101
團會-9401
團會-9501
團會-9503
團會-9504
團會-9506
團會-9507
團會-9701

34

團會-9801

35

團會-9802

團
體 名 稱
中央氣象局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臺灣電力公司
中華航空公司
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空軍氣象聯隊
海軍大氣海洋局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環境資訊及工程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農委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
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華信航空公司
長榮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公司
翰昇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祥益實業有限公司
達元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濟部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財團法人臺灣氣象技術基金會
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交通部觀光局
中龍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颱風
洪水研究中心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

通
訊
處
10048 臺北市公園路 64 號
24162 臺北縣三重市力行路一段 6 號
10016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42 號
10410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1 號 2 樓
32049 桃園縣中壢市中大路 300 號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臺北公館郵政 90358 號信箱
高雄市左營郵政 90186 號信箱
33509 桃園縣大溪鎮三元一街 190 號
11114 臺北市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大義館 6 樓
10548 臺北市敦化北路 340 號
80672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二路 5 號
11677 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四段 88 號
10596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34 號 13 樓
33801 桃園縣蘆竹鄉新南路一段 376 號
10549 臺北市敦化北路 405 巷 123 弄 5 號
22069 臺北縣板橋市三民路 2 段 31 號 14 樓
10053 臺北市杭州南路 1 段 23 號 8 樓之 4
25161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 415 巷 28 號
40873 臺中市黎明路 2 段 501 號
71544 臺南縣楠西鄉密枝村 70 號
90395 高雄縣岡山郵政 90395 號信箱
32547 桃園縣龍潭鄉佳安村佳安路 2 號
10560 臺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35 號 5 樓
32051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路 300 號
22041 臺北縣板橋市縣民大道二段 7 號 6 樓
70101 臺北市南港郵政 1-48 號信箱
臺南市大學路 1 號
54044 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 6 號
10694 臺北市 10694 忠孝東路 4 段 290 號 9 樓
43401 臺中縣龍井鄉龍昌路 100 號
23160 臺北縣新店市新烏路三段 43 號
43346 臺中縣沙鹿鎮中清路 38 號之 3 號附 1
40763 臺中市西屯區科學園區科園路 22 號
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附註說明：
1.會友地址變更，請隨時通知本會，以免通知或資料無法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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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屆會士
獲 選 人

獲

選

事

蹟

理事會通過 授證日期（大會）

蔡 清 彥

數值天氣預報、推動氣象
現代化及災害防治

42 屆第 4 次

90 年 3 月 19 日
（第 43 屆）

陳 泰 然

天氣學、梅雨研究及推動臺灣地
42 屆第 4 次
區中尺度實驗國際計畫

90 年 3 月 19 日
（第 43 屆）

王 時 鼎

臺灣區域環流、侵臺颱風路徑、
43 屆第 4 次
結構及風雨分布之特徵分析

91 年 3 月 21 日
（第 44 屆）

45 屆第 4 次

93 年 3 月 16 日
（第 46 屆）

劉 兆 漢 電波傳播、太空科學、通訊遙測 47 屆第 4 次

95 年 3 月 21 日
（第 48 屆）

廖 國 男

大氣物理、輻射傳輸和遙測、氣
47 屆第 4 次
候模擬

95 年 3 月 21 日
（第 48 屆）

李 羅 權

磁場重聯、無線電波輻射
及日冕加熱

47 屆第 4 次

95 年 3 月 21 日
（第 48 屆）

張 時 禹

大氣化學研究、
及區域空氣模式發展

47 屆第 4 次

95 年 3 月 21 日
（第 48 屆）

周 明 達

大氣輻射傳遞、衛星氣象
雲輻射及氣候研究

48 屆第 4 次

96 年 3 月 21 日
（第 49 屆）

張 智 北

熱帶動力、季風氣象及氣候
參與中央氣象局現代化建設

48 屆第 4 次

96 年 3 月 21 日
（第 49 屆）

王 寶 貫

雲動力物理化學與模擬
懸浮微粒對雲的影響

49 屆第 4 次

97 年 3 月 28 日
（第 50 屆）

郭 鴻 基

颱風動力理論及
數值天氣預報

52 屆第 4 次

101 年 3 月 21 日
(第 52 屆)

劉 紹 臣 大氣化學、環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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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員名冊
姓名

會籍
號碼

會籍
號碼

姓名

會籍
號碼

姓名

會籍
號碼

吳宗堯

4707

*** 李紀恩

6611

周仲島

7406

張茂興

7743

*** 胡三奇

4719

李育棋

6612

苟潔予

7410 *** 陳秀文

7745

*** 劉建源

4734

*** 周思運

6613

楊振傑

7420

7751

姓名

* 黃耀仲

* 鄭邦傑

4739

林沛練

6614 *** 劉長生

7423 *** 高恆勝

7757

劉文明

5104

徐天佑

6620

7428

* 范綱治

7758

黃順發

5302

*** 郭漱泠

6627 *** 林松錦

7512 *** 馬祖強

7759

** 蔡清彥

5303

陳圭宏

6633 *** 柯文雄

7517

楊忠權

7763

*** 任立渝

5403

*** 李定國

6703

林熺閔

7518 *** 王建國

7764

*** 李富城

5406

* 李金萬

6704

* 柳中明

7519

何臺華

7787

辛江霖

5407

*** 李正雄

6705 *** 柳再明

7520

** 許晃雄

7803

* 陳正改

5412

張泉湧

6708 *** 陳臺琦

7524

盛修慧

7804

劉昭民

5417

*** 陶家瑞

6713

陳景森

7527

劉廣英

5418

* 吳泰昌

6802

** 陳宇能

蕭長庚

5420

* 李勝斌

6806

* 曲克恭

5501

* 劉少林

* 章鳳林

5504

紀水上

* 曾鴻陽

* 林宗嵩

7806

7544 *** 楊明錚

7807

汪建良

7546

陳明志

7808

6810

* 李正雄

7601

** 翁進登

7829

鄭月娥

6813

李清勝

7604

陳世嵐

7836

5602

顏泰崇

6815 *** 許武榮

7605 *** 洪金樹

7906

*** 莊江森

5604

張修武

6904

梁信廣

7613

* 王崑洲

7909

蒲金標

5607

*** 江 申

7002 *** 蔡立夫

7614

* 童茂祥

7910

陳泰然

5801

吳拱辰

7003

* 汪 琮

7615 *** 鄒治華

7916

謝信良

5904

吳連育

7004

陳維良

7618 *** 葉青青

7917

葉文欽

6005

*** 陳炳全

7009

陳嘉榮

7624

陳建河

8003

張儀峰

6109

曾憲瑗

7010 *** 謝竹豐

7625

張鏡湖

8005

王博義

6202

*** 劉煥湘

7014

* 陳雲蘭

7702

劉兆漢

8006

* 陳來發

6205

*** 李汴軍

7102 *** 王作臺

7706

* 柴客麟

8102

劉復誠

6207

胡亞棟

7104 *** 張凱軍

7711

* 王太元

8103

駱盈州

6208

高長霖

7105

** 許勝堉

7717 *** 張智北

8104

*** 徐月娟

6301

鄭師中

7110 *** 李永安

7718 *** 程萬里

8105

*** 吳清吉

6401

*** 林雨我

7207

黃麗君

7721

陳得松

8106

吳德榮

6402

*** 林清榮

7209

* 呂英展

7726

* 黃清勇

8202

*** 呂芳川

6504

*** 馬子玉

7215

* 戴志輝

7727 *** 林能暉

8203

周 健

6507

** 賀介圭

7219 *** 馬屏龍

7735 *** 李明毅

8208

*** 張隆男

6514

趙世騰

7224 *** 朱延祥

7738 *** 吳梅秋

8211

*** 陳哲俊

6518

** 劉振榮

7228 *** 朱昌敏

7740 *** 馮自成

8217

* 曾忠一

6520

*** 吳明進

7404

7741 *** 吳天瑞

8219

蕭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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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會籍
號碼

姓名

藺育德

8220

陳海根

郭鴻基

8222

*** 梁丕賢

** 謝維權

8223

* 王玉蘭

** 張時禹

8309

*** 陳志鵰

會籍
號碼

姓名

會籍
號碼

姓名

會籍
號碼

8417 *** 陳昭銘

8707

*** 林勇良

9110

8418

** 吳福山

8708

*** 鍾文祥

9111

8420 *** 涂明聖

8709

*** 林品芳

9202

*** 魏運寶

8424

朱炯光

8710

** 隋中興

9207

8310

*** 李雲龍

8429

廖杞昌

8801

*** 陳正達

9209

*** 黃永昌

8313

* 吳俊傑

8431 *** 紀立偉

8802

*** 曾莉珊

9210

* 李慶人

8314

*** 陳正平

8432

8825

簡芳菁

9211

* 吳東洲

*** 廖志翔

8317

艾寧靜

8433 *** 蔡育政

8827

* 魏志憲

9212

盧孟明

8320

*** 余嘉裕

8435 *** 劉洪雁

8829

楊宏宇

9214

馮欽賜

8321

* 黃禹璁

8437

* 賴忠良

8839

*** 游政谷

9301

*** 周鑑本

8323

鄭明典

8501

* 陳炯岳

8841

*** 邱國娟

9302

陳福來

8324

*** 廖美慧

8502 *** 曾若玄

8842

*** 劉人鳳

9305

王世堅

8325

鄧秀明

8503 *** 胡志文

8843

*** 沈義欽

9309

林秀雯

8327

* 張保亮

8505 *** 鄧資嘉

8844

*** 周明達

9311

*** 伍婉華

8328

*** 李文兆

8601

鳳 雷

8846

*** 江晉孝

9313

黃維智

8329

楊明仁

8603 *** 林玉郎

8847

*** 陳瑞棋

9317

*** 洪景山

8333

廖宇慶

8604

** 黃麗玫

8902

*** 林李耀

9318

*** 呂木村

8336

陳怡良

8609

* 劉紹臣

8904

*** 林依依

9401

*** 呂貴寶

8340

** 呂國臣

8612

劉清煌

9001

*** 鍾紹和

9405

張培臣

8342

*** 游志淇

8613 *** 林銀河

9002

* 曾揚智

9406

*** 游安吉

8343

呂理弘

8614 *** 曾慧鶯

9003

*** 莊閺祥

9407

鄭哲聖

8349

楊榮華

8615 *** 黃文亭

9004

* 鳳錦暉

9408

葉天降

8353

** 王光華

8618 *** 張智昇

9005

*** 陳漢文

9411

*** 路心誠

8355

林定宜

8620

* 許依萍

9009

* 賴世運

9412

*** 曾仁佑

8356

廖純慧

8621 *** 李坤城

9010

*** 陳俊男

9413

* 陳萬金

8361

*** 鄧博元

8622

張子琦

9013

*** 趙俊傑

9414

* 陳玉芬

8368

*** 滕春慈

8623 *** 李湘源

9015

* 任亦偉

9415

*** 林國斌

8372

** 程家平

8625

* 簡國基

9016

尤 梅

9417

*** 曾建翰

8373

*** 林燕璋

8627 *** 陳文定

9017

*** 簡宏彬

9421

*** 廖國男

8374

劉說安

8630 *** 伍柏林

9019

* 陸可揚

9422

*** 徐曉明

8401

* 姚夢真

8640

* 李維德

9020

林裕豐

9424

*** 呂權恩

8402

*** 鄭敏璋

8649

** 吳政忠

9024

* 殷鴻群

9425

林得恩

8404

宋偉國

8701 *** 辛昌祺

9026

*** 黃文龍

9429

顏自雄

8405

侯昭平

8704 *** 蔡世樵

9107

李佳容

9431

*** 簡慶芳

8412

* 林博雄

8706 *** 羅明福

9109

*** 王家棟

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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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會籍
號碼

姓名

會籍
號碼

鄭 康

9502

鄭俊岳

9809

9503

姓名
* 周宗芳

會籍
號碼
100017

姓名
* 徐向誼

會籍
號碼
100052

** 賴忠瑋

9810

* 李孟茹

100018

* 魯中民

100053

9504 *** 吳宜昭

9901

* 林欣怡

100019

* 王麒彰

100054

*** 王寶貫

9505

* 張博雄

9902

* 王信富

100020

* 施志良

100055

* 陳泰吉

9506

** 陳舒雅

9903

* 陳傳材

100021

* 劉信良

100056

9507 *** 鄭芳怡

9904

* 鍾烝茜

100022

* 莊松瑋

100057

周昆炫

9508

** 莊文君

9905

* 馬銘龍

100023

* 張俊良

100058

秦新龍

9601

* 趙恭岳

9906

* 李瑋泰

100024

* 袁佑偉

100059

* 李昌運

9602

** 田可欣

9907

* 黃淯欣

100025

* 吳韋賢

100060

李羅權
* 周 佳

*** 徐岱源

*** 黃清順

9603

** 林晏妃

9908

* 陳樂軒

100026

* 賴彥丞

100061

* 陸華白

9604

** 黃秀恩

9909

* 陳淑婷

100027

* 蔡昆霖

100062

*** 張振瑋

9605

** 吳彥儂

9910

* 林芳妤

100028

* 黃聖雯

100063

*** 蔡嘉倫

9606

* 林志榮

9911

* 邱思偉

100029

* 葉賴蓉

100064

* 林志昌

9607

林唐煌

9912

* 陳倩蕙

100030

* 莊濬隆

100065

*** 林榮鋒

9608

** 蔡明憲

9913

* 林大盛

100031

* 朱宗良

100066

*** 鄭行均

9609

** 謝章生

9914

* 吳啟雄

100032

* 洪榮川

100067

*** 張峻豪

9610

** 黃正耀

9915

* 尤冠勛

100033

* 曾奕銓

100068

*** 商文義

9701

* 謝明昌

9916

* 方正暐

100034

* 陳武奇

100069

** 彭啟明

9702

黃椿喜

9917

* 陳世偉

100035

* 林正祥

100070

* 王重傑

9703

* 江智偉

100001

* 胡耀文

100036

* 鄧志先

100071

* 余祖華

9704

楊佳勳

100002

* 張明仁

100037

* 莊凱文

100072

* 李自強

9705

** 卓盈旻

100003

* 吳啟新

100038

* 鄭源春

100073

* 黃咸銘

9706

** 李清滕

100004

* 陳朝皇

100039

* 黃俊豪

100074

齊祿祥

9707

* 蘇志芳

100005

* 沈伯諺

100040

* 馬宗逸

100075

*** 賈新興

9708

* 蘇育淋

100006

* 蘇純怡

100041

* 彭成國

100076

*** 閔宗遠

9709

* 石琦堅

100007

* 周源皓

100042

* 林榮柏

100077

林春綢

9710

* 陳右臻

100008

* 高穎聰

100043

* 黃元廷

100078

*** 葉南慶

9801

* 黃英瑞

100009

* 高志杰

100044

* 陳翰嶔

100079

* 陳淑芬

9802

* 林永慶

100010

* 張俊皓

100045

* 羅智盈

100080

胡仁基

9803

* 楊俊佑

100011

* 梁家駿

100046

* 簡國恩

100081

*** 商俊盛

9804

* 陳建達

100012

* 王昭富

100047

* 曾晏徵

100082

*** 溫嘉玉

9805

* 施志賢

100013

* 林駿杰

100048

* 吳立鴻

100083

*** 莊耀中

9806

* 莊秉潔

100014

* 林延政

100049

* 張鑫民

100084

* 余曉鵬

9807

* 林士堯

100015

* 周柏諭

100050

* 黃治平

100085

*** 劉聖宗

9808

* 曾厚期

100016

陳炳翰

100051

* 徐江澎

1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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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籍
號碼

姓名

會籍
號碼

姓名

會籍
號碼

姓名

會籍
號碼

*

呂崇華

100087 *

傅立德 100093 *

劉廣鍼

100099

鍾吉俊

101002

*

蘇建豪

100088 *

楊錫豐 100094 *

王崧銘

100100

劉千義

102001

*

曾德晉

100089 *

李芳瑋 100095 *

朱炎輝

100101

蔡禹明

102002

*

陳昭男

100090 *

王仕均 100096 *

曾于恒

100102

*

陳伯軒

100091 *

黃俊傑 100097 *

沈理音

100103

*

林育邦

100092 *

陳文倩 100098

蘇美惠

101001

附註說明：
1. 有*符號者係會員未繳 101 年度會費，**者係未繳 101、100 年度會費，
***者係已三年以上未繳會費者。
2. 會友編號前 2-3 位數字代表何年入會，例如 91 代表 91 年入會者。
2. 會友地址變更，請隨時通知本會，以免通知或資料無法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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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廷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北總公司：
新北市五股區四維路 145 號 4 樓 台中 TEL：(04)2285-5251 FAX：(04)2285-5203
TEL：(02) 8981-9090 (5 線)
嘉義 TEL：(05)268-6865 (代表號)
FAX： (02) 8981-8383
宜蘭 TEL：(03)958-8105 (代表號)
本公司致力於自動氣象水文、地表逕流、地下水、坡地水流、土壤入滲、太陽能及
風力能源等之觀測系統已有 20 年之經驗， 並已完成超過 3500 套以上之自動觀測
系統。典型的自動氣象水文觀測系統包含風向、風速、溫度、濕度、日輻射、淨輻射、
大氣及地表長波輻射、總輻射及反射輻射、UV、UVA、UVB、UV 指數, 紅光/遠紅光、
光量子、蒸發、大氣壓力、地溫、葉面濕度、葉面溫度、土壤熱流、能見度、雨量、
水位、流量、流速等相關應用之感應器。

在地表逕流及地下水、坡地水流及土壤入滲、太陽能及風力能源等自動觀測則包含雨
量、水位、水質（水溫、PH、EC、濁度、溶氧等）
、TDR 土壤水份、WATERMARK
土壤水份、容量式土壤水份及張力計、流量、風速、風向、日輻射等相關應用感應器。

本公司除代理國外多功能型之資料處理器(DATALOGGERS)，及高精度之感應器
(SENSORS)，並自行開發資料處理器、週邊通信介面及通道擴充模組，可讓使用者
由 IBM 相容型 PC 直接讀取，或透過網際網路(INTERNET)或電話線撥接(DIAL-UP)
或經由專線方式，或由 GSM 數據機或 GPRS 或 3G 無線模組等遙測方式來讀取資料。

營業項目:
1.自動氣象水文觀測系統
2.太陽能及風力能源觀測系統 3.溫室環控系統
4.氣象資訊看板顯示系統
5.自動化監控系統
6.坡地水流觀測系統
7.土壤入滲沖蝕觀測系統
8.土壤水份及灌溉系統
9.土壤分析萃取裝置
10.自動採水器及流量計
11.泛用型資料蒐集器
12.有線無線數據傳輸
http://www.jaunter.com.tw
E-Mail:jaunter@tpts5.seed.net.tw
13.中英文資料處理軟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