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與推廣計畫（1/2） 

 

工作執行計畫書（定稿） 

 

 

 

申請單位：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計畫主持人：談珮華 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吳建昇 助理教授 

計畫共同主持人：凃函君 專案助理教授 

 

 

 

計畫執行期間：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24 日



1 
 

目錄 

 

 

一、 計畫緣起 ................................................................................................... 2 

二、 文獻回顧 ................................................................................................... 4 

三、 服務範圍及工作項目 ................................................................................ 7 

四、 執行工作方式 ........................................................................................... 8 

五、 預期效益 ..................................................................................................18 

六、 工作時程及預定進度表 ...........................................................................19 

七、 參考文獻 ..................................................................................................24 

八、 經費分析 ..................................................................................................28 

九、 工作組織架構及人員編組 .......................................................................31 

十、 計畫執行人員履歷 ...................................................................................33 

附錄一、古籍翻譯之試譯內容 ...............................................................................42 

附錄二、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48 

 

 

 

 

 

 

 

 

 

 

 

 

 

 

 

 

 

 

 

 

 

 



2 
 

一、 計畫緣起 

在臺灣發展的近代史中，有紀錄的氣象災害事件頗眾，重大的氣象災害會造

成一地社會和人民長時間的影響，甚至改變當地的歷史與都市紋理（urban fabric）

（洪致文，2010）。官方為因應地方的災害修復，遂研擬震災、水災地區的都市

修復計畫。例如: 1906 年（明治 39 年）的嘉義大地震，促使嘉義立即實施市區改

正計畫，第一期計畫施行時，系統性地規劃出筆直且寬闊的街路，並鋪設下水道；

同年，彰化也在震災影響下實施市區改正。1911（明治 44）年，臺北城内亦因水

災影響，實施市區改正、街屋改建計畫，並大量引進歐洲的建築立面風格與元素。

另外，1912 年（明治 45 年）後，陸續因水災重建需要而擬定市區改正計畫者，

尚有北斗、南投、大溪等地（曾憲嫻，2011）。 

以上實例皆反映自然災害影響地方的建設與區域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

尤其，區域性或全島型的極端氣候事件發生後，政策上的因應與集體社會的自主

能動實踐，體現各時代人們對於自然環境系統的調適歷程與社會變遷。面對自然

系統的偶然性，災後經驗的集體實踐策略（如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災害評估（氣

象災害預警、防災）與環境災害識覺（hazard perception）的形塑皆再現人與大自

然關係的遞變、以及社群價值觀與行為的再調適。   

臺灣有正式組織從事氣象作業始於 1896 年（明治 29 年），至今已逾 2 甲子，

在氣象科技發展的過程中累積許多重要的觀測紀錄、文物與紀要，其保存的珍貴

史料裨益氣象觀測、氣候變遷、歷史人文等領域的探究。1896（明治 29 年），當

時治理臺灣的日本人開始在臺灣規劃設置測候所。當時的總督府於當年 7 月公布

了臺北、臺中、臺南、恆春及澎湖等五個測候所的位置與名稱。這一批臨時測候

所（日文：假測候所）的觀測作業迄今已逾 120 年載。以氣象科學的角度而言，

120 多年的氣象觀測資料見證了臺灣的氣候變遷。 

每個氣象站在其觀測歷史中都會紀錄到許多極端事件，而這些極端的觀測資

料常源自某些重大且致災的氣象事件，且日治時期公部門也在警報發布之後，加

之以受災地租稅減免、救災、重建等舉措以茲應變，甚或民間也投入救濟與振興

的工作，公私部門的培力（empowerment）效益值得關注。例如：1911 年（明治

44 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 9 月期間，颱風路徑上的安平港與打狗港蒙受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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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從來之港口，忽分為二，港內帆船數隻，有沈沒者，有轉覆者、有坐礁

者，……，載泥船十三隻，有三隻覆沒於附近，餘不知流於何處。」；「……打狗

港內之船舶蒙害或沈沒者，多行跡不明，土木部小輪船高砂丸不知去向，二十八

日始見其船體漂至，乘坐者內地人本島人共七名，皆葬魚腹，其他巡航船帆船沈

沒者亦多，……。」是以，凡颱風經過之地，無論是陸上、海上，或是停泊、進

出船舶的港口，均可造成大小程度不一的災損（蔡昇璋，2009），港口的颱風通

訊警報為降低船舶耗損遂日益完備，港埠業務更加現代化。由此可見，不論是在

過去、現在或是未來，公部門制度化因應日益頻繁的極端氣象事件之發生，以及

建立更趨準確的氣象預報模式，都是防災的重要契機。 

近年來民眾對本土歷史與在地文化的關注大為提升，天氣對臺灣近代社會、

經濟、文化的發展與影響理應不能被忽略。肇致重大災害的極端天氣事件不再只

是科學的氣象數據、學理，更應透過氣象、歷史、社會與經濟等跨領域的研究，

以人為中心的精神來解讀相關史料，將此公共議題加以解構，並強化在地天氣與

生活的實質連結。 

本計畫預計與大氣科學、文史專家及人文社會科學等跨領域學者合作，以氣

象站極端觀測紀錄或重大氣象災害事件出發，採氣象史料資料重塑氣象事件的輪

廓，同時蒐集事件當時的相關文史資料，執行歷史極端天氣事件、重大氣象災害

事件的調查與跨域史料分析，並透過社群網路平臺及靜態展覽等方式宣導，提供

民眾具體瞭解臺灣歷史上的重大天氣事件對臺灣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影響，以

獲得相關氣象及防災的知識，氣象知識的推廣目的饒富社會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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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 

(一) 臺灣氣象科技史簡介 

臺灣近代氣象科技的引進，主要與戰爭和港口貿易的情報傳遞有密切關係。

最早使用近代氣象儀器進行觀測是在 1874 年（同治 13 年）牡丹社事件發生後，

當時來臺討伐原住民的日軍野戰病院，曾在恆春半島進行為期約七個月的氣溫觀

測。1874 年 9 月，香港（1841-1997 為英殖時期）遭受颱風蹂躪，史稱甲戌風災。

後來國際間推動氣象合作，於 1883 年成立「香港氣象臺」。考慮海上貿易日益增

加及航路的安全性，日本政府自 1885 年起分別在基隆、淡水、安平、打狗的海

關，以及澎湖漁翁島與鵝鑾鼻的燈塔，進行為期約三年的氣象觀測計畫，並透過

逐步建設的海底電纜之電報傳遞系統，將觀測資料即時送往香港氣象臺發布（曾

令毅，2019）。 

臺灣的現代氣象觀測奠基於日治時期，1926 年的行政區畫分為五州三廳，

即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花蓮港廳、臺東廳及澎湖廳（圖

1）。1895 年（明治 28 年）日本領臺初期，雖仍依賴香港氣象臺提供的氣象資料，

但 1896 年（明治 29 年）3 月 31 日隨即公布「臺灣總督府測候所官制」，並於同

年 8 月以後陸續在臺北、臺中、臺南、恆春、澎湖等地設立測候所（圖 1）。另

外，作為整合氣象事務的管理單位-臺灣總督府氣象臺除了持續在臺灣東西部及

高山等各地設立測候所外，也委託遍布全島各地的燈塔兼行氣壓、氣溫、雨量、

雲量、風速等觀測業務，並透過各地官廳、派出所與學校進行氣溫與雨量的觀測

輔助。因此，日本領臺十年後，全臺進行氣象觀測的大小單位約已達七十個。自

此，臺灣的氣象觀測網可謂逐步成形（曾令毅，2019）。 

1930 年代後，隨著氣象技術的專業化，測候所的設立也朝向專門目的與功

能發展。例如 1932 年為觀測高山氣象設立阿里山高山測候所；1935 年 4 月 21

日，新竹、臺中等地發生芮氏規模 7.1 級大地震，死難者達三千餘名，為當時臺

灣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為加強此區域的觀測網，總督府於 1936 年設立新竹測

候所，是首座因地震而設立的測候所。與此同時，為因應 1936 年日本本土與臺

灣之間的民用航空開設，同時加強沖繩那霸至臺北松山間的航空安全，除於彭佳

嶼設立測候所，其後陸續在島內各民用機場設立飛行場出張所，以供起降航班的

飛行參考資訊。換言之，隨著 1936 年日臺定期民用航空的開啟與發展，將臺灣

的氣象測候事業帶到一個新境界（曾令毅，2019）。 



5 
 

此外，日治時期的經濟方針-「工業日本、農業臺灣」，臺灣作為農業生產基

地的定位，其農業政策亦促進島嶼氣候的觀察，誠如由東京臺灣農友會發行的《臺

灣農事報》（1909-1939）（臺灣農友會，1939）也關注氣象條件影響農業生產的境

況。加上 1929 年（昭和 4 年），公部門與學者合組「臺灣氣象研究會」，為臺灣

氣象研究之開端。因此，產官學共構推動臺灣的氣象科技與跨域應用，可展現社

會對氣象事件的應變能力與調適性。 

 

(二) 氣象文獻史料分析 

本研究第一年聚焦於 1896 年（明治 29 年）至 1945 年（昭和 20 年）的日治

期間，第二年將擴及 1683-1895 年清治時期及自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迄今的民國時期。臺灣總督府臺北測候所發行的《臺灣氣象報文》四冊，涵蓋自

1896 至 1906 年日治初期 11 年期間，臺北、臺中、臺南、恆春及澎湖等五個測候

所觀測到的觀測資料。第一至第四冊的頁數分別為 104 頁（PDF 檔 001-104 頁）、

88 頁（PDF 檔 105-192）、40 頁（PDF 檔 193-232）、235 頁（PDF 檔 233-467），

共約 467 頁。第三冊只有討論雨量的資料，所以頁數較少；而第四冊後面為歷年

累積的測站資料，佔了一百多頁，所以頁數較多。以 1904 年臺灣總督府臺北測

候所發行的《臺灣氣象報文第二》為例，該報告書紀錄日温、地温、地中温度、

氣壓、風、水蒸氣張力及濕度、雨雪、雲、日照時、蒸發量、電雷日數、霜及氷、

暴風、地震等資料。這四冊的百年古籍實屬相當珍貴之氣象史料，惟因年代久遠，

有些字很小或模糊難以辨識；且因戰前日文古書漢字多，戰後公佈常用漢字約兩

千字，而現在的日語學習者通常沒有學那麼多漢字，表示其內容較為艱澀，要辨

識這樣的日文並非易事，需要更多時間整理與消化。所以這次計畫項目之一是安

排古籍翻譯與電子化，我們將依據氣象局提供之歷史氣象日文書籍進行掃描、繕

打（含內文與表格）及翻譯，古籍內容如測候所資料的解釋與分析，預計於第二

年計畫進行。 

臺灣史相關資料庫包括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期刊資料、報紙資料、圖書論

文及圖像資料。范燕秋等（2011，2012）曾利用文史資料庫網站如中央圖書館臺

灣分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或近代史）研究所檔案館、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以及圖書館臺灣史相關資料庫，整理過「氣象文獻史料」資料庫，總計為 6778

筆，其中包括官方檔案（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019 筆、期刊資料（日治期刊全

文影像系統、臺灣時報、臺灣博物學會會報）145 筆、報紙資料（臺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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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筆、圖書論文 214 筆、及圖像資料（臺灣百年寫真）79 筆。本研究會以臺

灣史相關資料庫為主，包括日治時期報紙資料庫、臺灣總督府府報資料庫，以及

中央研究院之古籍資料庫等相關文獻，輔以氣象局提供的臺灣氣象觀測資料如觀

測月報表、天氣圖、預報資料、暴風報告等，以及文史報導如災損報告、賑災資

料、新聞報導、老照片與訪談紀錄，進行資料收集，文物盤點、氣象事件清查與

造冊，經調查與評估後，篩選出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及造冊，內容涵蓋事件時

間、天氣概要、災情等。  

因此，本研究兼具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的思維，探討在歷史時間

的架構下，人類行為和自然環境的互動關係與變遷，關照自然環境與人類技術的

思維價值。 

 

 
圖 1 日治時期行政區劃及五處測候所位置圖 

（大正十五年（1926）七月州（廳）界，2020；日治初期（1896-1901）測候

所，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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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服務範圍及工作項目 

(一)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資料蒐集與調查： 

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的臺灣氣象觀測資料、文獻史料及本計畫蒐集之相

關文件與資料，進行文物盤點、清查與造冊，經調查與評估後，篩選出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及造冊，內容涵蓋事件時間、天氣概要、災情等。  

(二)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與推廣：  

1． 依據個案之氣象觀測資料、文獻史料跨域分析個案的氣象環境、社

會、民生的影響，分析個案至少 5 個，個案選定需經本計畫工作會

議同意。 

2． 將氣象史料製作成社群網路素材，並透過 Facebook 社群進行推廣至

少 10 則。 

(三) 古籍翻譯與電子化： 

依據臺灣南區氣象中心（以下簡稱氣象局）提供之歷史氣象日文書籍進

行掃描、繕打（含內文與表格）及翻譯，翻譯字數約 12 萬字，選定書籍

需經本計畫工作會議同意。 

(四) 靜態展覽： 

策畫和辦理臺灣氣象史料研究靜態展覽，展覽地點於氣象局，最晚須於

109 年 11 月 1 日前開始，至少為期 1 個月。含展覽內容策畫、展覽設計

製作、導覽解說訓練、展覽期間駐點服務（含展覽區域清潔維護）、展覽

相關演講 2 場（含講師費、講師交通費）、展覽文宣摺頁規劃設計及印製

中文版（至少 500 份）、歷史老照片桌曆（約 100 份）與租借相關設備等

活動用品及展覽成果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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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工作方式 

本年度的研究時間聚焦於 1896 年（明治 29 年）年至 1945 年（昭和 20 年）

期間，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之臺灣氣象觀測資料、文獻史料及本計畫蒐集之相關

資料，經清點、調查、評估、篩選出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及造冊，內容涵蓋事

件時間、天氣概要、災情等。進而依據個案之氣象觀測資料，文獻史料跨域分析

個案的氣象環境、社會、民生的影響，以建構個別重大氣象災害事件的文史研究

基本資料庫，以及導覽解說資料，並策畫靜態展覽。 

執行計畫的工作方法與流程如下： 

(一)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資料蒐集與調查 

1． 盤點日治時期文獻史料及本計畫蒐集之相關資料，建立氣象事件清冊。 

(1) 清冊資料來源 

⚫ 日治時期的史料文獻資料庫是本研究建立清冊的重要參照，包

含官方檔案與報紙資料。○1 官方檔案：《臺灣總督府檔案》、《臺

灣總督府府（官）報》；○2 報紙資料：《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

報》。這些史料紀錄當時城鄉聚落的氣象事件、災損與救災過程，

其數位影像亦可加以使用。 

⚫ 《臺灣總督府檔案》是日治時期的官方文書檔案，涵蓋明治、大

正與昭和等三個時期（1895-1946 年），由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

課所保管的規檔公文書，總計 13,146 冊。其內容包含有「總督

府公文類纂」、「臨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類纂」、 「高等林野調

查委員會文書」、「舊縣公文類纂」、「糖務局公文類纂」、「土木局

公文類纂」、「國庫補助關係書類」等。 

⚫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是日治時期的政府公報，主要內容為

轉載內閣《官報》刊載有關臺灣之法律、令，及臺灣總督府發布

之諭告、律令、府令、訓令、告示、辭令等。創刊於 1896 年，

以附錄印行於《臺灣新報》第 13 號，至 1900 年，改由臺灣總

督府發行，又 1942 年，「府報」改名「官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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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日日新報》為西元 1898 年日人守屋善兵衛併購『臺灣新

報』與『臺灣日報』兩份報紙而成，是日本治臺期間，發行量最

大、刊行時間最久的報紙。 

⚫ 《臺南新報》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報之一，該報刊報導內容包括

經濟產業、社會現象等。誠如《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

府（官）報》與《臺灣日日新報》對於洪水、颱風、龍卷、霜害、

寒害與旱災等事件之發生皆留存相關記錄。但目前該資料庫僅

建置 1921 年 5 月、10 月，及 1930 年 10 月的報導。 

(2) 清冊建置方式 

⚫ 參考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歷史氣候檢索及輸入系統

（圖 2）和 excel 資料庫（圖 3）。本研究第一期會建置氣象事件

清冊的 excel 資料庫，其架構包含時間、地點、氣象事件、災害

概述及來源出處等資料，並依實際情況調整，最後放入期末成果

報告隨身碟中。 

⚫ 針對氣象事件之判定，根據災害的自然或社會相關敘述，輔以災

損比例，如建築、人員、金錢的損失數量多寡等，並以當時的薪

資或民生消費力做對比，來訂定災害影響等級標準。表 1 參考

鍾兆站、趙聚寶（1994）方法修訂而成，應用在談珮華、吳柏霖

（2013）的研究，前者探討河南省境內淮河流域歷史時期旱澇等

級序列的重建，後者分析清代上海地區氣候與天氣特徵之重建，

對分類出來的每筆資料，根據自然與社會方面的敘述，訂定其旱

澇或乾濕等級。本研究將採取類似概念來訂定災害影響等級，因

為參考的文史資料不同，所用的指標也可能會不一樣。再依標準

對清冊中的氣象事件建立災情評估分級，例如災情輕微、嚴重、

很嚴重、非常嚴重等三至四個等級。 

2． 依據災害分級，篩選歷史重大氣象事件。基於研究時間與研究地區的明確

化，以及文史資料在分析與論述上的完整性，本研究審慎確認每個研究環

節及事件的因果關係，最終擇選 5 個具代表性的歷史重大氣象災害事件

的個案，其氣象型態可包括豪雨、颱風、強風、雷電、乾旱、低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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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建立之歷史氣候資料庫檢索及輸入系統 

 

圖 3 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建立之歷史氣候 excel 資料庫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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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乾濕等級、標準與文獻敘述內容 

等級 標    準 
敘述內容 

自然方面 社會方面 

1 級 

（濕） 

持續時間長，或超過半
個月並造成一定社會
災害的降水描述 

夏秋霪雨，大雨浹
月，舟行陸地等 

斗米千錢，黜免多，
有賑濟，民多流徙，
賣男鬻女者眾，餓
殍塞道等 

2 級 

（偏濕） 

單季、單月的降水描
述，造成之社會災害較
輕微 

某季霪雨害稼，某
月大雨無麥等 

斗米百錢，黜免少，
民多逃亡，道饉相
望等 

3 級 

（正常） 
豐收或無記載 大有年、大稔 斗米不足百錢 

4 級 

（偏乾） 

單季、單月的乾旱描
述，造成之社會災害較
輕微 

少雨，不雨，久旱
傷苗，旱蝗等 

斗米百錢，黜免少，
民多逃亡，道饉相
望等 

5 級 

（乾） 

持續時間長，或超過半
個月並造成一定社會
災害的乾旱描述 

數月、夏秋併旱，
池港坼裂；河道乾
涸，飛蝗蔽日等 

斗米千錢，黜免多，
有賑濟，民多流徙，
賣男鬻女者眾，餓
殍塞道等 

資料來源: 修改自鐘兆站、趙聚寶 （1994）。 

 

(二)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與推廣： 

1． 跨域研究 

(1) 研究方法 

⚫ 根據工作項目（一）災情等級較高者，篩選出至少 5 個案例，與

氣象局人員討論後定案，計畫主持人和共同主持人的三位老師

分別就專長撰寫氣象、歷史及地理的跨域研究及論述，包括對環

境、社會和民生的影響，以建構個別重大氣象災害事件的文史研

究基本資料庫，以及導覽解說資料。報告書的個案格式可採用

APA 或芝加哥格式，其餘部分不用。 

⚫ 跨域研究的論述輔以 GIS 圖資顯示，並對應當時的行政區與測

候所。以圖 4 為例，談珮華、吳柏霖（2013）研究上海地區災害

的空間分布發現，颱風發生次數以東南及西北部最多，冰雹、雷

暴及龍捲風分布型態類似，發生次數以中部西北部較多，這些可

能與位於沿河海區及區域開發程度較高有關；潮溢發生次數則

以沿河海區及離島縣市最多，表示深受河川水位及海潮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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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清代上海地區 （a） 颱

風；（b） 冰雹；（c） 雷

暴；（d） 龍捲風；及 

（e） 潮溢等特殊天氣

現象發生次數縣市分

布圖。（談珮華、吳柏

霖，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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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史資料來源 

⚫ 日治時期的氣象史料是本研究分析氣象事件肇致影響的重要參

照，包含官方檔案、報紙資料、期刊、日記、文學作品、歷史照

片與其他資料。○1 官方檔案與○2 報紙資料與清冊資料來源一致；

○3 期刊：《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

○4 日記：《臺灣日記知識庫》；○5 文學作品：《臺灣文學期刊目錄

資料庫》；○6 歷史照片：《日治時期繪葉書》資料庫、《日治時期

的臺南》、《日治時期（1895-1945）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

臺南州卷》；○7 其他資料：《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等。以上

這些史料會按實際的研究需求斟酌使用。 

⚫ 《日治時期期刊影像系統》與《日治時期圖書影像系統》為國立

臺灣圖書館將原係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圖書館及南方資料館所

藏之十六萬餘冊圖書資料逐步數位化成電子資料庫。 

⚫ 《臺灣日記知識庫》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自 1999 年 4 月

起收錄 16 位臺灣過去歷史人物的私人日記，其時間橫跨日治時

期至政府遷臺。 

⚫ 《臺灣文學期刊目錄資料庫》是國立台灣文學館委託台灣文學

發展基金會編撰的臺灣文學目錄，其內容包含「日治時期台灣文

學期刊史編纂」、「戰後初期台灣文學期刊史編纂」、「五○年代台

灣文學期刊史編纂」。 

⚫ 《日治時期繪葉書》資料庫展示國立臺大圖書館收藏的逾千筆

繪葉書，其主要來源有二，一為臺北帝國大學增田福太郎教授所

藏，多為臺灣民間信仰；二是台中文史工作者郭双富先生的六百

餘件，收藏許多重要歷史事件如「大正十二年（1923 年）皇太

子殿下行啓紀念繪葉書」、「始政四十周年紀念（1935 年）台灣

博覽會」、「昭和十年（1935 年）滿洲國皇帝陛下御來訪紀念繪

葉書」等。 

⚫ 《日治時期的臺南》（何培齊等，2007）與《日治時期（1895-1

945）繪葉書【臺灣風景明信片】臺南州卷》（張良澤等，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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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收錄許多當時臺南的照片和明信片。 

⚫ 《臺灣日治時期統計資料庫》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以日治

時期統計出版作品為主，如臺灣總督府犯罪統計、臺灣人口動態

統計、臺灣糖業統計等共計一百二十本統計書籍。 

2． 推廣：挑選適合案例透過 Facebook 社群推播，至少 10 則。初期可從氣象

局委辦過的計畫成果報告，挑選適合題材，中後期則從本研究挑選。Fac

ebook 的 10 則主題內容力求融合時事，且具代表性與時代意義。預計直

接利用氣象局現有 Facebook 平台（古都好天氣，https://www.facebook.co

m/CWB.SRWC/）作推廣，各主題內容將於發布前一個月編撰完畢，文章

內容先經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確認後，再請氣象局審查，由專任研究

助理發佈。發布內容以 2-3 張照片或圖表，配合文字作深入淺出的介紹，

以達到推廣的目的。若題材與編撰內容適宜且饒富教育性、趣味性，可轉

請局本部”報天氣”或”報氣候”轉貼圖文，以臻至宣傳效果。  

 

(三) 古籍翻譯與電子化： 

1． 古籍選定：依據中央氣象局提供之歷史氣象日文書籍進行繕打及翻譯，翻

譯字數約 12 萬字。 

2． 試譯評選：由嘉大應用歷史系及氣象局推薦二位人員分別組成三個團隊，

進行試譯後，經評估及與氣象局討論，確認參與翻譯工作之團隊，再著手

進行書籍內容之全部翻譯及潤稿。試譯內容擇定《臺灣氣象報文》第三冊

7-12 頁（PDF 檔 203-208 頁），共 6 頁如附錄一所示。 

3． 譯文格式：（1）原文為直式，譯文改為橫式。（2）表格要改橫式，表格內

的文字也要翻譯。（3）圖只要截圖，圖內的日文、英文不用翻譯。（4）結

案以 DOC 檔，A4 版面排版。 

4． 古籍掃描電子化：掃描圖檔之解析度為 1200 dpi。由於古籍書頁脆弱，故

在掃描過程中需使用平床式掃描機，且要小心翻頁、注意百年古籍之保護

措施。 

5． 古籍印製實體書：共印製 3 本實體書，其中 2 本由氣象局收藏，1 本供民

眾閱覽，封面另外設計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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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實體書封面設計範例 

 

(四) 靜態展覽： 

    靜態展覽含簡易的動線規劃，設立主旨在推廣氣象歷史跨域知識、檔案應用，

以及吸引一般民眾與遊客參觀為目標。 

1． 以氣象局委辦計畫成果為主，如嘉南藥理大學執行之「歷史極端氣象事件

之文史資料跨域研究（1/2）」，視內容豐富度與深度而定，從中挑選 3-5 個

事件做推廣活動展版，展版講究視覺效果、整體性，主題特色及設計感。

展覽內容由研究團隊擘劃，標題首重引起參觀者的參訪動機，並由淺入深

具體詮釋氣象資料，展示氣象圖資，如天氣圖、觀測資料等。展覽內容與

設計經氣象局確定後，再與配合廠商討論案例的樣貌、圖像，及展覽設計

製作，靜態展覽內容亦一併呈現展場參觀資訊，供民眾瀏覽。 

2． 導覽解說訓練 1 場，展覽期間週一至週五，由氣象局志工或計畫專任研究

助理進行每日上下午兩場各半小時（上午場  10:00~10:30；下午場 

15:00~15:30）的定時解說活動。 

3． 展覽相關演講 2 場（含講師費、講師交通費）。 

4． 展覽文宣摺頁規劃設計及印製中文版（至少 500 份）。 

5． 歷史老照片桌曆（約 100 份）設計及印製。 

6． 租借相關設備等活動用品及印製展覽成果報告。 

7． 展覽地點於氣象局建築物北側門之戶外長廊（平面配置圖如圖 6）。該地

點屬戶外空間，故較易吸引民眾前來看展，亦可藉此區位優勢進一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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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定古蹟-「原臺南測候所」之深度旅遊及相關展場參訪活動。最晚須於

109 年 11 月 1 日前開始，至少為期 1 個月，展覽期間提供駐點服務（含

展覽區域清潔維護）。 

8． 範例說明： 

【以 3 個事件個展版為例】 

概說：（展版 0 或以海報代替） 

■ 緣起-結合三次研究調查，敘說氣象歷史故事+氣象故事的價值  （展

版 1） 

■ 臺南測候所的價值（展版 2） 

■ 第一類氣候故事-寒流 （展版 3） 

■ 第二類氣候故事-颱風或水患（展版 4） 

■ 第三類氣候故事-旱災（展版 5） 

■ 結論（展版 6） 

■ 歷史照片（展版 7-25） 

#展版格式大小與主題內容依實際情況調整 

9． 展覽重點為氣候故事與當時社會、經濟、民生的關聯性，且著重於臺南府

城的歷史發展脈絡為主。 

10． 展覽期間將張貼 QR code，讓民眾連結，以 Google 電子表單填寫問卷調

查，調查內容包括展覽參觀者的年齡、性別；從何管道獲悉展覽訊息；對

此展覽的喜好度；是否會推薦親朋好友等問題。民眾連結並填妥電子問卷

後可至 1 樓服務台領取由氣象局所提供的文宣品。研究人員針對蒐集到

的問卷，再進一步做資料分析，提供給氣象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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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圖 6 （a）原臺南測候所至氣象局之間的戶外走廊，為預定的靜態展覽場地（圖

中紅色區域），其它可利用之展覽空間包括（b）原臺南測候所古蹟外面

拉門，（c）氣象局大門側邊外牆，及（d）氣象局大門的平面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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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效益 

(一)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資料蒐集與調查： 

建立臺灣氣象事件清冊，可提供氣象局及其他相關研究的專家學者得以

更有效率地搜尋臺灣氣象的文獻史料，從而促使更多資源投入臺灣氣象

災害的研究。另建立災害嚴重程度分級，可作為未來臺灣氣象史研究的

標準模式。 

(二)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與推廣：  

1． 跨域研究氣象事件，可以更深入分析了解當時的氣象事件對在地人

事物的影響，以幫助民眾進一步認識在地歷史文化脈絡。 

2． 透過 Facebook 社群推廣有趣的氣象事件，可增進民眾對臺灣氣象史

的了解與興趣，並宣傳項目四的靜態展覽，可提升民眾對氣象歷史

的相關知識。 

(三) 古籍翻譯與電子化： 

翻譯歷史氣象日文書籍，並印製出實體書，使得專家學者與一般民眾都

能簡單讀懂古籍書的內容。不論是研究臺灣氣象災害，還是推廣臺灣歷

史文化都能發揮正面作用。 

(四) 靜態展覽： 

在氣象局舉辦臺灣氣象史料研究靜態展覽，促使民眾更加瞭解臺灣當時

的歷史背景與氣象災害和社會的關聯性，同時闡揚文化資產-國定古蹟

「原臺南測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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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作時程及預定進度表 

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執行。 

第 1 期：廠商應於 109 年 2 月 15 日內，提交工作執行計畫書初稿 7 份及電子檔

1 份，內容包括服務範圍及工作項目、執行工作方式、工作時程及工作進度

表、工作組織架構及人員編組、經費分析等，經機關審查通過後，於 109 年

3 月 10 日前提送工作執行計畫書定稿 7 份及電子檔（含簡報檔）1 份，經

機關查驗合格後，完成本期工作項目。 

第 2 期：廠商應於 109 年 6 月 15 日前，提交期中報告書初稿 7 份及電子檔 1 份，

內容包括： 

（一）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清冊之內容架構與樣板。 

（二）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之個案選定與原則。 

（三）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規劃書。 

（四）其他與本計畫相關事項。 

期中報告初稿經機關審查通過後，於 109 年 7 月 10 日前再提送期中報告書

定稿 7 份及電子檔（含簡報檔）1 份，經機關查驗合格後，完成本期工作項

目。 

第 3 期：廠商應於 109 年 12 月 2 日前，提交總成果報告書初稿 7 份及電子檔 1

份，內容包括： 

（一）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清冊，內容涵蓋事件時間、天氣概要、災

情等。 

（二）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之分析個案至少 5 個，內

容包含個案氣象環境，及對社會、民生的影響。 

（三）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至少為期 1 個月，含展覽問卷分析

與成果報告初稿等。 

（四）歷史氣象日文書籍翻譯與複製。 

總成果報告經機關審查通過後，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前再提送總成果報告

書定稿 7 份及成果隨身碟 2 份，經機關書面驗收合格後，完成本期工作項

目。成果隨身碟內容應包含以下資料：（一）各階段及成果報告書電子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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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掃描檔案（.doc 及.pdf）及圖片檔（.jpg、.tif、.png 或其他常用圖檔格

式）。（二）各審查會簡報電子檔案（.ppt）。（三）執行本案期間所拍攝之相

關照片至少 50 張（畫素至少為 1,000 萬以上，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須包

含展覽活動及課程。 

 

本計畫規劃時程如表 2，工作項目查核點依日期和工作項目排序，可分別參

見表 3 和表 4，預期達成工作項目如下: 

⚫ 2020 年 2~3 月:完成《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與推廣計畫》之計畫書。 

⚫ 2020 年 3~6 月:整理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並從中選定跨域研究的 5

個個案，靜態展覽的規劃書亦於此際完成。 

⚫ 2020 年 7 月:完成提交期中報告書。 

⚫ 2020 年 7~11 月:已掌握研究個案的事件脈絡，以及釐清氣象對社會、民

生的影響；為期一個月的靜態展覽也陸續如期舉行完成。 

⚫ 2020 年 12 月:完成提交期末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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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計畫時程表 

自民國 109 年 2 月 1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執行。

                    

                工作項目 

 

          民國 109 年/月份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服務範圍及工作項目、執行工作方式、工

作時程及工作進度表、工作組織架構及人

員編組、經費分析 

           

提交工作執行計畫書初稿 2/15            

提交工作執行計畫書定稿 3/10            

文物盤點、資料收集、建置臺灣歷史重大

氣象事件調查清冊之內容架構與樣板 

 A1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

之個案選定與原則 

           

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規劃書             

歷史氣象日文書籍繕打/翻譯/電子化            

提送期中報告書初稿 6/15            

提送期中報告書定稿 7/10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清冊，內容涵

蓋事件時間、天氣概要、災情等。 

       A2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

之分析個案至少 5 個，內容包含個案氣象

環境，及對社會、民生的影響。 

           

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至少為期 1

個月，含展覽問卷分析與成果報告初稿

等。 

      D2 D3 D4 D7  

歷史氣象日文書籍掃描及複製本            

Facebook 社群推播至少 10 則            

提交總成果報告書初稿 12/2            

提交總成果報告書定稿 12/31            

D1 

C1 C5 

B1 

B4 B3 

D8 

C4 C2 

D5 

C3 C6 

B2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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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計畫工作項目查核點（民國 109 年），依日期排序。 

 

查核點 查核日期 查核項目 

C1 3 月 1 日 完成歷史氣象日文書籍試翻譯；著手日文書籍繕打 

A1 3 月 15 日 完成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清冊之內容架構與樣板 

B1 5 月 15 日 選定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之個案 

C2 5 月 15 日 完成日文書籍（共約 450 頁）繕打 300 頁/翻譯 100 頁 

D1 5 月 15 日 提交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規劃書初稿 

C3 6 月 30 日 完成日文書籍繕打 150 頁（完成繕打工作） 

B2 6 月 30 日 Facebook 社群推播 5 則 

B3 8 月 15 日 完成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之 2 個個案分析 

C4 8 月 15 日 完成日文書籍翻譯 200 頁 

D2 8 月 15 日 提交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規劃書初稿、規劃展覽相關文

宣、桌曆、志工解說訓練、演講、歷史氣象日文書籍高解析度掃描

（1200dpi）及複製本、動線規劃、展場參觀資訊等相關事項。 

D3 9 月 15 日 氣象局核定文稿、設計圖及相關事項 

A2 9 月 30 日 完成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清冊 

C5 9 月 30 日 完成日文書籍翻譯 150 頁（完成翻譯工作） 

D4 10 月 1 日 確認展覽相關文宣、桌曆、志工解說訓練及演講等相關事務。 

D5 10月15日 完成歷史氣象日文書籍掃描及複製本，作為展覽展示物之一。 

D6 10月20日 完成展覽相關文宣、桌曆、志工解說訓練及演講等相關事務。 

D7 11 月 1 日 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開展為期 1 個月，並著手觀眾意見

問卷調查分析 

B4 11月10日 完成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之 3 個個案分析 

C6 11月10日 完成日文書籍潤稿 450 頁（完成潤稿工作） 

D8 12 月 2 日 完成靜態展覽之問卷調查分析，加入期末成果報告。 

註 1：標記 A、B、C、D 分別表示工作項目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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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計畫工作項目查核點（民國 109 年），依工作項目排序。 

 

查核點 查核日期 查核項目 

A1 3 月 15 日 完成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清冊之內容架構與樣板 

A2 9 月 30 日 完成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清冊 

B1 5 月 15 日 選定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之個案 

B2 6 月 30 日 Facebook 社群推播 5 則 

B3 8 月 15 日 完成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之 2 個個案分析 

B4 11 月 10 日 完成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之 3 個個案分析 

C1 3 月 1 日 完成歷史氣象日文書籍試翻譯；著手日文書籍繕打 

C2 5 月 15 日 完成日文書籍（共約 450 頁）繕打 300 頁/翻譯 100 頁 

C3 6 月 30 日 完成日文書籍繕打 150 頁（完成繕打工作） 

C4 8 月 15 日 完成日文書籍翻譯 200 頁 

C5 9 月 30 日 完成日文書籍翻譯 150 頁（完成翻譯工作） 

C6 11 月 10 日 完成日文書籍潤稿 450 頁（完成潤稿工作） 

D1 5 月 15 日 提交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規劃書初稿 

D2 8 月 15 日 

提交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規劃書初稿、規劃展覽相關文

宣、桌曆、志工解說訓練、演講、歷史氣象日文書籍高解析度掃描

（1200dpi）及複製本、動線規劃、展場參觀資訊等相關事項。 

D3 9 月 15 日 氣象局核定文稿、設計圖及相關事項 

D4 10 月 1 日 確認展覽相關文宣、桌曆、志工解說訓練及演講等相關事務。 

D5 10 月 15 日 完成歷史氣象日文書籍掃描及複製本，作為展覽展示物之一。 

D6 10 月 20 日 完成展覽相關文宣、桌曆、志工解說訓練及演講等相關事務。 

D7 11 月 1 日 
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靜態展覽開展為期 1 個月，並著手觀眾意見

問卷調查分析 

D8 12 月 2 日 完成靜態展覽之問卷調查分析，加入期末成果報告。 

註 1：標記 A、B、C、D 分別表示工作項目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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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tokufu.sinica.edu.tw/）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 

（http://ds3.th.gov.tw/ds3/app007/） 

臺灣總督府檔案 

（http://ds3.th.gov.tw/ds3/app000/） 

https://sotokufu.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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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經費分析 

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與推廣計畫（1/2） 決算金額為 1,999,400 元 

項次 工作項目 單價

（元） 

數量 單位  小計（元）  總價（元） 備註 

一.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資料蒐集與調查    $ 622,056  

1 專任研究助理及勞健

保機關負擔費用（含

年終 11/12 個月） 

 $ 47,096  11 人月  $ 518,056   $ 518,056  辦理計畫資料蒐集、調查、研究及相關行政，靜態展覽

駐點人力，及協助社群網路推廣。 

1. 碩士級助理「第一級」月薪 37000 元。 

2. 投保級距為 38200 元，則機關負擔 7012 元（勞保

2979 元，健保費 1731 元，勞退基金 2292 元，工資墊

償基金 10 元）。 

3. 年終獎金 11/12 個月為 33917 元，分 11 個月支付，

每月約 3084 元。 

4. （$37000+$7012+$3084）*11 月=$518056 

2 兼任研究助理  $ 8,000  11 人月  $ 88,000   $ 88,000  協助計畫研究與相關行政。 

3 臨時工-協助資料收集

分析 

 $ 160  100 人時  $ 16,000   $ 16,000  協助計畫各項工作的資料收集分析，及臨時性工作項

目，共計 100 小時。 

二.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與推廣    $ 302,000  

4 計畫主持人  $ 10,000  11 人月  $ 110,000   $ 110,000  負責本計畫工作內容之策劃、統籌、督導及撰寫報告 

5 共同主持人  $ 8,000  22 人月  $ 176,000   $ 176,000  2 人，本計畫工作內容之研究及撰寫報告與整合社群網

路素材。本計畫屬跨領域的研究與推廣，宜有氣象、歷

史、人文地理等領域之學者專家加入執行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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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

費 

 $10,000  1 式  $ 10,000   $ 10,000  計畫主持人（項次 4）、共同主持人（項次 5）、兼任計

畫助理（項次 2）、臨時工（項次 3+9+16）費用* 1.91％ 

7 臨時工勞健保費  $ 6,000  1 式  $ 6,000   $ 6,000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勞保、健保等相關條例編列。 

三.古籍翻譯與電子化    $ 344,000  

8 日語翻譯  $ 2  120000 字  $ 240,000   $ 240,000  歷史氣象古籍日文原文直接翻譯成中文，不含日文原文

繕打，以日文字數計酬，每字 2 元，字數約 12 萬字。 

9 臨時工-古籍電子化  $ 160  650 人時  $ 104,000   $ 104,000  歷史氣象歷史古籍電子化：（1）掃描 40 小時，（2）日

文文字（非表格類，約 12 萬字）繕打校對 260 小時

（註 2），（3）表格類（文字加數字，一個數值當做一

個字，共約 10 萬字）繕打校對 220 小時（註 3），（4）

翻譯後潤稿 130 小時（註 4），共計 650 小時。 

四.靜態展覽    $ 233,420  

10 展覽內容策畫  $ 20,000  1 式  $ 20,000   $ 20,000  展場文字稿，含審稿費 

11 展版設計製作  $ 3,300  25 面  $ 82,500   $ 82,500  展版美工、布展規劃（防水） 

12 展覽摺頁設計與印製  $ 22,000  1 式  $ 22,000   $ 22,000  摺頁設計及單頁 A4 彩色影印 

13 展覽成果報告  $ 800  10 式  $ 8,000   $ 8,000  展覽成果報告書影印 

14 活動用品  $ 55,000  1 式  $ 55,000   $ 55,000  靜態展覽及相關演講之活動用品（歷史老照片桌曆約

40,000 元及租借相關設備約 15,000 元） 

15 講師  $ 2,000  7 人時  $ 14,000   $ 14,000  1、展覽「導覽解說訓練」1 場 3 小時。2、「氣象文史

講堂」2 場 4 小時，共 7 小時。 

16 臨時工-展覽及文史講

堂 

 $ 160  42 人時  $ 6,720   $ 6,720  1、展覽「導覽解說訓練」3 小時，每場次 4 人（場

控、報到、攝影），小計 12 小時。2、「氣象文史講堂」

對外活動 2 場次，每場 3 小時，每次 5 人（場控、報

到、攝影），小計 30 小時，以上共計 4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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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場地清潔費  $ 1,050  24 式  $ 25,200   $ 25,200  每次 4 小時$1050，「氣象文史講堂」2 場次及展覽期 22

天，共 24 天 

五.雜項    $  497,924  

18 消耗性器材  $ 45,000  1 式  $ 45,000   $ 45,000  包括光碟、隨身碟、碳粉匣、墨水匣等辦公文書及電腦

耗材。 

19 設備費  $ 35,000  1 式  $ 35,000   $ 35,000  計畫用個人電腦 

20 圖片及照片使用費  $ 43,000  1 式  $ 43,000   $ 43,000  值得典藏及靜態展覽之圖片/照片付予提供者版權同意

使用費 

21 資料收集及檢索費  $ 20,000  1 式  $ 20,000   $ 20,000  購置參考書、檔案檢索費 

22 郵電費  $ 6,000  1 式  $ 6,000   $ 6,000  國內外相關單位之通訊聯絡，包括郵票、郵寄及電話費 

23 差旅費  $ 100,000  1 式  $ 100,000   $ 100,000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及臨時

工出席計畫相關會議及講習、研討會、收集計畫相關資

料所需之國內出差、住宿、交通，氣象、歷史或地理相

關研討會報名及註冊等費用，與講師差旅費。 

24 雜支  $ 67,160  1 式  $ 67,160   $ 67,160  文具、紙張、沖洗照片、印刷、影印與裝訂計畫期中報

告、期末報告、歷史氣象古籍原文複製本及計畫相關資

料、會議場地費 

25 行政管理費          $ 181,764  取計畫各項經費和，再外加 10%。 

      1~24 項小計  $ 1,817,636    
 

           總計  $ 1,999,400 
 

註 1：人事費與業務費等各項經費得相互勻用。 

註 2：戰前日文古書漢字多，戰後公佈常用漢字約兩千字，但現在的日語學習者通常沒有學那麼多漢字。現在的電腦沒辦法辨識這樣的日文，等於

很多要一個字一個字打，沒辦法自動辨識，就像以前的注音一樣 要一個一個自己打，但有時可能還不曉得那個漢字怎麼唸，需要再查資料。 

此外，古籍因年代久遠，有些字很小或模糊難以辨識，所以古籍的日文繕打和校對都需較平常文件給予較多工時。 

註 3：表格類為文字加數字，文字多為日文漢字較難繕打，需較多工時。 

註 4：經通曉日語人士翻譯後，有些專有名詞及敘述，未必符合氣象領域之需求，因此增加潤稿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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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工作組織架構及人員編組 

 

工作人員 工作分配 

計畫主持人：談珮華教授 負責統籌、主撰與案例氣象資料分析 

共同主持人： 

吳建昇教授、凃函君教授 

1. 吳老師負責展覽跟志工培訓部分

與案例歷史資料蒐集。 

2. 凃老師負責案例地理資料與GIS呈

現，翻譯、古籍電子化、Facebook

貼文之督導。 

專任研究助理 1. 臺灣氣象史料研究與推廣、臺灣歷

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臺灣歷史重

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域研究。 

2. 以具日語能力檢定 N3 級以上之碩

士學歷者優先。 

3. 工作內容： 

（1） 協助計畫執行﹕在計畫主持

人、共同主持人與氣象局指導

下，進行計畫資料的蒐集、調

查與探究。 

（2） 計畫相關行政工作 :包含提前

作好會議準備工作，並整理會

議記錄。 

（3） 計畫書彙整:彙整自己整理與

各主持人的資料，並經過計畫

主持人同意後將計畫書送交氣

象局。 

（4） 協助靜態展覽駐點與解說。 

（5） 協助社群網路推廣：Facebook

發佈氣象推廣貼文並回應提

問。 

（6） 其他：協助氣象局與本計畫相

關的事項。 

兼任研究生助理 協助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調查，及

臺灣歷史重大氣象事件文史資料跨

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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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工-展覽及文史講堂 1. 展覽「導覽解說訓練」3 小時，每

場次 4 人（場控、報到、攝影），小

計 12 小時。 

2. 「氣象文史講堂」對外活動 2 場次，

每場 3 小時，每次 5 人（場控、報

到、攝影），小計 30 小時。共計 42

小時。 

臨時工-歷史氣象古籍電子化 

 

1. 掃描 40 小時。 

2. 日文文字（非表格類，約 12 萬字）  

繕打校對 260 小時。原文為直式直

書，譯文改為直式橫書。 

3. 表格類（文字加數字，一個數值當

做一個字，共約 10 萬字）繕打校對

220 小時。表格改為橫式，表格內

文字需翻譯。 

4. 圖僅需截圖，圖內的日文、英文毋

須翻譯。 

5. 由 2~4 位人員進行翻譯，翻譯後潤

稿 130 小時，統一由 1 位人員處理

潤稿事宜。共計 650 小時。結案以

Microsoft Word DOC 檔文件，A4 版

面排版呈交。 

6. 古籍原文複製本製作﹕複製時文

件需掃描，複製書數量為一冊。 

臨時工-協助資料收集分析 協助計畫各項工作的資料收集分析，

及臨時性工作項目，共計 1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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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計畫執行人員履歷 

1. 計畫主持人：談珮華 

個人履歷 

姓名 談珮華 

職稱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歷史學系 教授 

最高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大氣科學所博士 

經歷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任副教授、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副教授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兼電算中心主任 

吳鳳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工研院能資所國際研究專案研究員 

甲級及乙級空污控制技術訓練課程教師 

國立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UCLA 大氣科學系研究助理 

中華民國交通部民航局氣象中心觀測員 

專長暨研究

領域 
氣候變遷；歷史氣候；空氣污染；氣膠、雲與大氣輻射交互作用 

E-mail tan@mail.ncyu.edu.tw 

辦公室電話 （05）2263411#2911；手機：0933087860 

 

期刊論文 

年度 作者 題目 期刊名稱 卷數 頁數 

2019 

談珮華 Pei‐Hua Tan Jien‐Yi 

Tu Liang Wu Hui‐Shan 

Chen Jau‐Ming Chen 

Asymmetr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and entrance tropical 

cyclo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uring fal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matology 
39  1872-1888  

2019 

Pen-Yuan Chen, 談珮華

Pei-Hua Tan, Charles C.-K. 

Chou, Yu-Shiuan Lin, Wei-

Nai Chen, Chein-Jung Shiu 

Impacts of holiday characteristics and number of 

vacation days on “holiday effect” in Taipei: 

Implications on ozone control strategie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2  357-369  

2018 

Wang, P. K., K.-H. E. Lin, 

H.-M. Liao, Y.-S. Lin, C.-T. 

Hsu, C.-T. Hsu, s.-M. Hsu, 

C.-W. ..談珮華 

Construction of the REACHES climate database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China, , 

5:180288 doi: 10.1038/sdata.2018.288.  

Scientific Data 5  180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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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hen, J.-M.*,談珮華 P.-H. 

Tan, L. Wu, J. S. Liu, and 

H.-S. Chen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of summer tropical 

cyclone rainfall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depicted by CFSR and associated large-scale 

processes and ISO modulations 

J. Climate 31  1771-1787  

2018 
Wang, K., Y.-C. Wu*, J.-T. 

Lin, and 談珮華 P.-H. Tan 

Temperature properties in the tropical 

tropopause layer and their correlations with 

Outgoing Longwave Radiation: FORMOSAT-

3/COSMIC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Atmospheric 

and Solar-Terrestrial 

Physics. 

171  21-35  

2017 

Chen, J.-M.*, 談珮華 P.-H. 

Tan, L. Wu, J. S. Liu, and 

H.-S. Chen 

Climatological Analysis of Passage-type 

Tropical Cyclones from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Terr. Atmos. Ocean. 

Sci. 
28  327-343  

2017 

Chen, J.-M.*, 談珮華 P.-H. 

Tan, J.-S. Liu, and Y.J. 

Shiau 

Shipping Ro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Northern Indian Ocean and Associated 

Monsoonal Influences 

Terr. Atmos. Ocean. 

Sci. 
28  303-313  

2016 

Jau-Ming Chen, 談珮華

Pei-Hua Tan, Ching-Feng 

Shih, and Hui-Shan Chen 

Large-Scale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Inter-

Decadal and Inter-Annual Early Spring Rainfall 

Variability in Taiwan 

Terr. Atmos. Ocean. 

Sci. 
27  87-98  

2014 談珮華、曾雅琪 台灣局部地區溫度分布的影響因子 地理學報 73  1-27  

2014 談珮華、孫蓁儀 
人為活動對空氣品質的影響：以高雄都會區

的假期效應為例 
地理學報 74  1-29  

2013 談珮華、吳柏霖 清代上海地區氣候與天氣特徵之重建 地理學報 71  1-28  

2013 
Pei-Hua Tan, Chia Chou, 

Charles C-K Chou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the air pollution 

“holiday effect” in Taiwa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70  361-375  

2012 談珮華*、廖惠旻 
明代長江三角洲地區溫度降水及天氣特徵之

重建 
地理研究 57  1 - 33  

2012 談珮華*、賴秀娟 
國中生對自然災害的識覺研究—以台南縣為

例 
環境與藝術學刊 13  1-33  

2012 
陳本源、談珮華*、蔡泳

銘、陳亮元 
嘉義縣隙頂聚落的環境與產業變遷 環境與藝術學刊 13  34-55  

2012 談珮華*、曾雅琪 1997-2010 年台灣地區溫度的特徵 大氣科學 40  371 - 405  

2012 
Chou, C.*, C.-A. Chen, P.-

H. Tan, K.-T. Chen 

Mechanisms for global warming impacts on 

precipitation frequency and intens 

Meteorology and 

Atmospheric Sciences 
25  

3291–

3306  

2009 

Chou, C., L.-F. Huang, L. 

Tseng, J.-Y. Tu and P.-H. 

Tan 

Annual cycle of rainfall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and East Asia sector 
Journal of Climate 22  2073-2094  

2009 

Tan, P.-H., C. Chou, J.-Y. 

Liang, C. C.-K. Chou, C.J. 

Shiu 

Air pollution “holiday effect” resulting from the 

Chinese New Year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3  2114-2124  

2009 談珮華、陳本源、廖惠旻 
校園綠建築之綠化量指標研究-以嘉義大學民

雄校區為例 
環境與管理期刊 10  1-18  

2008 
Tan, P.-H., C. Chou, and J.-

Y. Tu 

Mechanisms of global warming impacts on 

robustness of tropical precipitation asymmetry 
Journal of Climate 21  5585-5602  



35 
 

2008 
談珮華、周佳、梁靜宜、

吳柏霖 
台北都會區的假期效應 大氣科學 36  197-215  

2008 談珮華、林矩仰 
聖嬰與反聖嬰期間西北太平洋侵台颱風之氣

候特徵 
環境與世界 18  1-21  

2007 
陳本源、蔡泳銓、蘇細

煌、談珮華 
廢棄檳榔坡地生態工法復育之研究 環境與藝術期刊 5  97-114  

2007 
Chou, C., J.-Y. Tu, and P.-

H. Tan 

Asymmetry of tropical precipitation change 

under global warming 

Geophysicl Research 

Letter 
34    

2006 談珮華、陳本源，彭鈺琪 再見「柿」外桃源-以埔尾生態園區為例 環境與藝術期刊 4  95-112  

2005 談珮華 台灣四季再定義-以冬季為例 環境與藝術學刊 3  82-94  

2005 談珮華 北門嶼足有情-飲用水中砷去除之研究 環境與藝術學刊 3  66-81  

2000 Fovell, R. G. and P.-H. Tan A simplified squall-line model revisited. 
Quart. J. R. Met. Soc., 

126, p. 173-188. 
126  173-188  

 

研究計畫_主持人 

年度 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2019 科技部 小冰期中國降水的年際變化及與聖嬰現象之相關 

2018 科技部 氣膠與氣象參數週末效應的季節特徵與相關的輻射作用 

2017 科技部 假期特徵與天數對台北空污假期效應之影響 

2016 科技部 台灣氣象參數假期效應相關的區域過程 

2014 科技部 雲與氣膠的交互作用：氣象參數假期效應之意涵 

2013 科技部 台灣溫度的垂直分布特徵 

2012 科技部 台灣的氣候特徵-嘉南平原的海陸風環流 

2011 科技部 台灣溫度與降水特徵 

2010 科技部 台灣地區的假期效應 

2009 科技部 台北都會區的假期效應（98-2111-M-415-001） 

2006 民間企業團體 朴子溪圍潭濕地生態手冊編製計畫 

2005 民間企業團體 嘉義縣番路鄉埔尾社區環境資源調查計畫 

2005 民間企業團體 嘉義縣環保局水污染防治課網頁之整合及更新工作研究計畫 94.08-95.12 

2005 民間企業團體 嘉義縣竹崎鄉奮起湖社區營造計畫 94.11-95.06 

2005 民間企業團體 嘉義縣竹崎鄉頂笨仔社區營造計畫 94.12-96.07 

 

研究計畫_共同主持人 

年度 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2014 民間企業團體 竹崎樂活生態園區景觀生態設計計畫 

2014 民間企業團體 嘉義縣社區農業旅遊資源調查及分析 

2014 民間企業團體 彰化過湖農莊景觀生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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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民間企業團體 活水教會空間景觀生態研究 

2012 民間企業團體 國小校園空間景觀生態變遷研究計畫 

2012 民間企業團體 國小校園空間景觀生態變遷研究計畫 

2011 民間企業團體 鈺通大飯店景觀規劃設計 

2011 民間企業團體 蘭潭國中校園空間景觀生態規劃設計 

2011 民間企業團體 嘉義市中水回收再利用系統景觀規劃設計計畫 

2011 民間企業團體 朴子溪流域景觀生態調查與分析計畫 

2011 民間企業團體 八掌溪流域景觀生態調查與分析計畫 

2011 民間企業團體 夢之森幼稚園景觀規劃設計計畫 

2010 科技部 氣候變遷下的熱帶對流 

2009 政府機關 清淨家園全民運動顧厝邊綠色生活（EcoLife）研究計畫 

2009 政府機關 嘉義縣河川景觀生態美化研究 

2008 科技部 全球暖化下熱帶降水南北半球不對稱的機制研究（97-2111-M-415-001-） 

2008 科技部 不同尺度的氣候變遷—熱帶降雨變化的動力機制（2/3）（97-2628-M-001-002-） 

2007 民間企業團體 隙頂地區荼園土壤資源永續利用研究 96.06-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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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主持人：吳建昇 

個人履歷 

姓名 吳建昇 

職稱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博士 

經歷 

台南市文化局研究員 

台南縣文化局文化資產課代理課員 

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執行秘書 

96 學年度台南縣政府國中小鄉土教科書 副總編輯 

專長暨研究

領域 

台灣史、地方區域研究、台灣地方發展、社區總體營造、民間宗

教研究 

E-mail lokps2004@mail.ncyu.edu.tw 

辦公室電話 （05）2263411#2023 

 

期刊論文 

年度 作者 題目 期刊名稱 卷數 頁數 

2019 吳建昇 後壁崁頂射火馬民俗活動及其變遷 台南文獻 15  62-85  

2018 吳建昇 日治以前關廟地區的歷史發展 台南文獻 14  8-31  

2018 吳建昇 清代台南北極殿的歷史發展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 3  1-38  

2018 吳建昇 清代喜樹地區周圍歷史發展之初探 台南文化 13  8-31  

2017 吳建昇 日本時代台南地方法院的設置歷程 嘉大應用歷史學報 2  23-54  

2015 吳建昇 口述歷史的經驗分享 佛教圖書館館刊 59  109-117  

2015 吳建昇 日治以前南鯤鯓代天府的地理變遷及其發展之初探 臺南文獻 7  8-27  

2015 吳建昇 清代諸羅（嘉義）縣城周圍軍防之變遷 嘉義研究 12  45-120  

2013 吳建昇 曾文溪與臺江內海的變遷 1 臺灣學通訊 73  10-12  

2013 吳建昇 1945 年以前臺南市安南區「媽祖宮」聚落的歷史發展 臺南文獻 3  84-117  

2012 
吳建昇、

杜正宇 
清道光三年以前台江內海浮覆的動態發展 臺南文獻 2  10-35  

2012 
杜正宇、

吳建昇 
日治下臺南永康機場的時空記憶 臺灣文獻 63  229-283  

2012 吳建昇 「竹筏港」水道之初探 臺南文獻 1  10-26  

2010 吳建昇 乾嘉年間臺江海埔地之開發 南瀛文獻 9  196-205  

2008 
蔡博元、

吳建昇 
通識教育「社區總體營造」課程之規劃 博雅教育學報 3  1-19  

2008 吳建昇 臺江浮覆以前的洲仔尾地區 
臺南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學刊 
7  19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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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吳建昇 台江浮覆地的拓墾與「東八保」大道公信仰之研究 臺南文化 62  81-108  

2007 吳建昇 嘉慶十年（1805）海盜蔡牽攻臺行動之研究 崑山科技大學學報 4  143-166  

1999 吳建昇 後山最後一批清兵 後山代誌 5  98-118  

 

專書著作 

年度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國際標準書號  

2019 吳建昇等 14 人 臺南歷史地圖散步 台灣東販 ISBN：9789860577792  

2019 吳建昇、陳志昌 護庇孩幼-台南市生育禮俗研究 蔚藍文化 、台南市文化局 ISBN：9789869773133  

2018 吳建昇、柯如蓉 台南地方法院 台南市文化局 ISBN：9789860559910  

2017 
許献平、吳建昇、吳明

勳、陳丁林 
新營太子宮羅天大醮志 新營太子宮管理委員會 ISBN 9789868855236  

2017 吳建昇 北極殿 台南市政府 ISBN：978-986-05-2296  

2015 林義安、吳建昇 羅漢門迎佛祖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ISBN：9789860430998  

2014 吳建昇 二鯤身砲台 台南市政府 ISBN：9789860402186  

2014 
杜正宇、謝濟全、吳建

昇、金智 
日治下大高雄的飛行場 新銳文創 ISBN：9789865915902  

2013 
吳建昇、杜正宇、蔡郁

蘋、蔡博任 
大台南的前世今生 台南市文化局 ISBN：9789860351828  

2013 
黃文博、何培夫、吳建

昇等人 
文化瑰寶―看見臺南市文化資產 台南市文化局 ISBN：9789860346565  

2012 許献平、吳建昇 新營太子宮志 台南新營太子宮 ISBN:9789868855205  

2011 
黃文博、吳建昇、陳桂

蘭 
鹿耳門志 

財團法人鹿耳門天后宮公

益文教基金會 
ISBN：9789868763203  

2010 
廖瑞銘、方耀乾、吳建

昇等人 
永康市志 永康市公所 ISBN：9789860251715  

2010 許献平、吳建昇等人 七股鄉志 臺南縣七股鄉公所 ISBN：9789860254624  

2002 
管志明、鍾騰、杜正

宇、吳建昇、楊書濠等 
新化鎮志 新化鎮公所 9570106050  

 

研究計畫 

年度 參與性質 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2019 共同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單位 清代府城馬兵營、小西門古文書契（檔案局藏）整理計畫 

2019 計畫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單位 臺南市民俗藝陣—宋江系統之武陣複查計畫 

2018 計畫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單位 後壁崁頂射火馬調查研究計畫 

2017 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 打貓旺旺—青年行銷民雄鳳梨計畫 

2014 計畫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單位 臺江地區文史資源調查及應用規劃研究（三） 

2014 共同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單位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館館藏臺灣近代戰爭文獻調查研究 



39 
 

2014 共同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基金 美國國家檔案館館藏臺灣接收前後相關紙本類資料調查蒐集 

2013 計畫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單位 
『白色恐怖時期』臺南市政治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錄相

關計畫 

2013 計畫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單位 
『白色恐怖時期』臺南市政治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錄相

關計畫 

2013 計畫主持人 其他政府機關-其他政府單位 臺南市生育禮俗調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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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同主持人：凃函君 

個人履歷 

姓名 凃函君 

職稱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博士 

經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人文社會學科 

兼任助理教授 

專長暨研究

領域 

人文地理學、區域地理學、觀光地理學 

E-mail tuhanchun@gmail.com 

tuhanchun@mail.ncyu.edu.tw 

辦公室電話 （05）2263411#2015 

 

期刊論文 

年度 作者 題目 期刊名稱 卷數 頁數 

2010 凃函君、蘇淑娟 

臺灣沿山地區檳榔業的生產空

間與社會：以嘉義縣中埔鄉為

例 

地理研究 52  65-94  

2012 凃函君、蘇淑娟 世代的空間尺度認同之研究 人口學刊 44  125-169  

2016 

陳瀅世、林育諄、

凃函君、吳秉聲、

蘇淑娟、陳坤宏 

文化經濟在都市空間發展的體

現與歷程：台灣四個都市個案

比較的理論意涵 

中國地理學會

會刊 
56  15-43  

 

會議論文 

年度 作者 題目 會議論文集或研討會名稱 

2012 Han-Chun Tu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Betel Nut Industry along 

Hillside Chia-yi,Taiwan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2 Annual Meeting  

2013 Han-Chun Tu 

Transformation of Sense of Place under Urban 

Renewal: Case Study of Ching-kuo Military 

Dependents Housing Complex, Chiayi 

The right to the city Workshop  

2014 
Han-Chun Tu, 

Shew-Juan Su 

How Tourist Destinations Could Be Stereotyped 

and Misplaced by Structural Forces- A Case of 

Penghu Archipelago, Taiwan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Research  

2014 凃函君 
臺灣丘陵區檳榔業發展的結構化歷程之研究-

以嘉義縣為例 

第五屆區域史地暨應用史學學術

研討會  

2017 凃函君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入口廊道的觀光化 
第二十一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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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著作 

年度 作者 書名 國際標準書號 

2013 凃函君 
臺灣丘陵區檳榔業的發展與空

間政治-以嘉義縣四鄉為例 
  

2016 
陳坤宏, 林育諄, 陳建元, 凃函君, 周

士雄, 陳瀅世, 吳秉聲, 蘇淑娟 

都市理論新思維：勞動分工、

創意經濟與都會空間 
ISBN 978-957-732-530  

 

研究計畫 

年度 參與性質 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2012 計畫主持人 科技部 
千里馬計畫 The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Hillside Areas 

of Taiwan: A Case Study of Chia-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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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古籍翻譯之試譯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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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與推廣計畫（1/2）」 

工作執行計畫書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採購案號 1082314B 

採購案名 臺灣氣象史料跨域研究與推廣計畫（1/2） 

計畫主持人 談珮華 執行廠商 國立嘉義大學 

委員意見 廠商處理說明 
機關處理

意見 

曾

國

棟 

 

理

事

長 

《臺南新報》資料

庫 目 前 僅 建 置

1921 年 5 月、10 月

及 1930 年 10 月等

3 個月的新聞資

料。其他尚未建置

資料庫的紙本新

聞，建議納入檢閱

範圍。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本

計畫有三個主要步驟：（1）先盤點現有

的資料以建置成清冊；（2）鎖定 5 個重

大氣象事件進行跨領域研究；（3）擴大

尋找與 5 個事件相關的文獻資料（如期

刊、文學、照片）。已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8、9、11-14。 

 

 

 

 

 

14 頁之展版內容

宜說明各主題展

示內容的原則，展

版數與經費分析

的數量應一致。 

本計畫於定稿 P16（初稿 P14）有說明

展版數為 6 面，分成緣由、主題和重大

氣象事件。經費分析中展版數為 25 面

應是包含 6 面展版，加上其他老照片（7-

25 面）。已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16。 

 

 

 

 

歷史老照片的選

用 及 參 考 有 哪

些？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已

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13-14。 

 

 

 

 



49 
 

黃

裕

元 

 

助

理

研

究

員 

文史資料之蒐集

應納入文學（詩、

歌謠、小說等作

品）、照片集、明信

片等資料。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已

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13-14。 

 

相關受害情況應

與當代社會連結，

特別是與府城聚

落、文化資產、古

蹟的關連要凸顯

出來。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5 個

重大氣象事件之跨領域研究與當代社

會或府城連結。已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16。 

 

吳

福

悠 

主

任 

團隊涵蓋大氣科

學、歷史及地理專

業跨領域人才，符

合本計畫需求。 

 

感謝委員肯定。  

經費分析、計畫時

程及查核點皆清

楚完整，承辦單位

易於追蹤。 

 

感謝委員肯定。  

GIS 圖呈現能反映

當時行政區劃與

實際測候所配置。 

 

感謝委員肯定，本計畫鎖定的 5 個重大

氣象事件會對應當時的行政區劃與測

候所。已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11。 

 

 

謝

章

生 

副

主

任 

本（109）年度針對

蒐集資料要如何

呈現，可再補充。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本

計畫為第一期會先完成 EXCEL 檔。未

來可提供檢索系統供中心參考。已補充

至計畫書定稿 P9。 

 

 

 

重大氣象事件以

GIS 圖資顯示，是

部分還是所有事

件？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GIS

圖資是關於 5個重大氣象事件之跨領域

研究。已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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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章

生 

副

主

任 

11/1 展出靜態展，

11/30 結束，12/2 交

成果報告初稿，但

12/5才將展示問卷

成果加入，是否合

適？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會

調整作業方式。已修改至計畫書定稿

P22-23。 

 

成果隨身碟建議

將資料庫蒐集資

料加入。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會

把 EXCEL 檔放進成果隨身碟裡。已補

充至計畫書定稿 P9。 

 

 

黃

文

亭 

 

技

正 

計劃書建議加入

預期效益或成果。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已

補充預期效益至計畫書定稿 P18。 

 

 

參考文獻遺漏的

部分請補充。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已

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24-27。 

 

 

建議加入更多資

料庫或參考書籍，

讓成果更完整豐

富。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蒐

集有關 5個重大氣象事件的資料庫或參

考書籍，並取得其授權。已補充至計畫

書定稿 P13-14。 

 

 

在數據呈現加入

比較，如賑災金額

與當時一般小學

老師收入比較。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委員指示修正，5 個

重大氣象事件之跨域研究比較當時的

民生金額和幣值。已補充至計畫書定稿

P9。 

 

 

 

查驗結果：□ 合格  □ 不合格：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