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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十二月份演講活動紀要 

時間：2017/12/2 14：00~16：00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十一樓研習教室 

出席：42 位 

會員：張之傑、孫郁興、劉宗平、陳大川、徐勝一、邱韻如、邱美華、陳文華、

何邦立、楊龢之、李學勇、張玉燕、曲輔良、魯經邦、鄭翠琴、吳中玲、洪子隆、

黃莉晴、賴進義、沈志昌、陳德勤、巫紅霏、劉昭民、徐 統、郎  煒、張森娜、

鐘柏鈞、洪  璦、任慶運（29 位） 

會友：劉源俊、劉廣定、王文竹、曾鳳英、黃清涔、倪簡白、游素美、沈萬汀、

李志武、林韓芃、陳謙皓、盧錫耕、趙國智（13 位） 

講者：張之傑（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講題：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龍捲風的關連 

簡介：龍是什麼？講者以青龍、白龍、黑龍、黃龍、赤龍、龍鬥等關鍵詞，全面

檢索徐勝一教授等所著《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共得 197 則。從中得知，古人

記錄氣象災害時，稱龍捲風為龍，並不使用龍捲風一詞，亦即並不視之為一種氣

象現象。龍捲風漏斗雲從天空而降，或在天空移動，或觸及地面造成嚴重破壞，

都視為龍的行為所致。講者認為，龍大概是由源自鱗蟲類圖騰的動物元素，和源

自龍捲風、雷電等的氣象元素結合而成。至於兩者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已難以

稽考。 

演講於 14:30 結束，提問與討論非常熱烈，於 14:55 結束，隨即於 15:00 開始 20

週年慶祝活動。  

 

討論紀要： 

邱美華：為什麼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 

張之傑：華夏文明早期，可能經過圖騰林立的階段。從古文獻推敲，史前有不少中原

部族以鱗蟲類為圖騰，經過涵化，就成為「龍」。東方有不少部族以鳥類為圖騰，經過

涵化，就成為「鳳」。中原發展成華夏文明的中心，龍也就成為華夏民族的共有圖騰。

這大概是今人自稱龍的傳人的原因。 

邱韻如：中國古代將龍捲風視之為龍，外國呢？是否也把龍捲風視之為龍或其它

動物？ 

張之傑：不知道。龍捲風的漏斗雲從空中下垂，聲勢驚人，來去無蹤，照常理推



測，可能有些民族將之視為活物，但我沒看過相關報導。 

徐勝一：民間傳說中，龍可以飛天、潛水、遁地，也可以呼風喚雨。先民看見天

上的龍捲風、也見識埋在地下的巨大恐龍化石，兩者似乎就是龍存在的事實。 

劉昭民：古今圖書集成有很多氣象資料。我寫過《中國氣象學史》和《中國歷史

上氣候之變遷》，可惜很少人看。 

楊龢之：請問龍捲風的成因為何？是否會有大雨？ 

張之傑：我不內行，請昭民兄回答。 

劉昭民：春夏兩季容易形成，台灣俗稱「鼠尾風」，台灣西南部較常見。 

張之傑：請子隆補充，他也是學氣象的。 

洪子隆：據我所知，龍捲風是好發於春夏之交的一種劇烈天氣現象，其較常出現

於在美國中西部這類大平原地形的區域，而龍捲風的形成過程相當複雜，基本生

成條件必須具有不穩定的空氣擾動和強烈的上升氣流，搭配上適當的水平和垂直

風切而使得漩渦能夠快速成長而形成龍捲風。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對於龍捲風形

成的真正原因仍在持續地研究當中。 

張之傑：再請徐勝一老師補充一下 

徐勝一：美國中西部較常發生，有所謂的 Tornado Alley。來自美國南部的溫濕

氣流，與來自西北的乾冷氣流在此相相遇，激起強對流所致。中國的龍捲風沒那

麼多，規模也沒那麼大，成因類似，和地形有關。中國乾燥地區常發生塵捲風，

又稱塵暴，即 dust devil。 

徐  統：我有兩個問題。（1）我曾在一本書上看到過，有人在江邊撿到一條龍，

割取其肝食用，忘記是那本書了，有沒人知道？（2）演講中提到青龍，古人所

說的「青」，到底是什麼顏色？ 

張之傑：第一個問題，所撿到的龍，應為鼉龍，也就是揚子鱷。第二個問題，就

龍捲風來說，可能從藍、灰藍到淺黑色的龍捲風，皆稱為青龍。龢之兄雜書讀得

多，您看過哪本書有撿到龍割肝來吃的記載？ 

楊龢之：我沒看過。關於第二個問題，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藍」指藍

草，就是可粹取靛藍染料的植物。因此推測古人所說的「青」，是指深藍色。 

任慶運：徐老師所說的故實，可查查《太平廣記》和《玉海》，也許可以找到。

關於「青」，台語指綠色，可見青的涵意很廣。 

楊龢之：白居易《琵琶行》「江州司馬青衫濕」，青衫，指藍衫。 

何邦立 : 唐代官服是不是藍色的? 

楊龢之：唐代官員尚無定制，明清始有規範，特別是明代，規範最為嚴格。唐代

官服雖有規定，但除特別正式場合，一般服用都相當隨意。及至明代，不止各級

官員都有定制，甚至各行各業的穿著、顏色都有嚴格規定，其中品官七八九品以

及秀才、監生是深藍色的。 



何邦立：江州司馬青衫濕，青衫，指的是深藍衫。青色可以是綠色、藍色，或黑

色。在此青色指的靛青色，太陽光譜中的靛色介於藍色與紫色之間，故有青出於

藍的說法。 

倪簡白：演講中有張圖是莢狀雲，不是龍捲風。 

張之傑：謝謝指正，我不知什麼是莢狀雲。我是鍵入 tornado，從 google 圖片庫

找的。 

洪子隆：莢狀雲是氣流過山所形成的高積雲。 

 

本期報導 

 

 

 

一、 今日出席人數42位，感謝大家共同見證這個重要時刻，留下歷史鏡頭。照片

請參見本會網站的「例會存影」或 FB社團，感謝美華、德勤、進義、素美、

經邦捕捉精彩鏡頭，以及喆思智造設計的趙先生全程錄影，將會上傳到中華

科技史學會錄影的專屬頻道網址：goo.gl/VoJB9A 

二、 今天歡祝 20 週年慶，感謝大家踴躍參與，兩位貴賓劉源俊教授和劉廣定教

http://sciencehistory.twbbs.org/?ca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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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蒞臨，以及專程到學勇老師府上接送老師與會的玉燕。會中由理事長及歷

屆會長作了回顧，致贈 20 份二十週年特製紀念品（水晶文鎮及大事記布卷）

給兩位耆宿、歷屆會長以及盡心協助會務推展的幹部；感謝大川老師和學勇

老師對後進的啟迪，以及會長和幹部們承先啟後的傳承，相關活動由文華另

文報導，請見 22 期學刊。會場布置有紅布條、大事記大海報、二十週年紀

念筆、慶祝壽桃之外，還要特別感謝志昌帶來甜蜜的金莎。 

三、 感恩近年來市圖提供場地合辦每月演講，以及協助推廣本會演講活動的推廣

組高小姐，本會二十週年慶紀念品特別留一份致贈年底屆齡退休高小姐，祝

福她退休後生活充實健康愉快。 

四、 為慶祝本會創會 20 週年，學刊第 22 期（創會 20 週年紀念特刊）由張之傑

策劃、巫紅霏主編，將於明年元月份例會發送給會員，請記得順便交 2018

年度會費。今日已預收郎煒和張森娜 2018 年度會費，共 2000 元。 

五、 本會官網的網址公司將於12月停止服務，感謝柏鈞幫忙更新，新網址：

http://sciencehistory.url.tw，請大家多多點閱，提高搜尋引擎的點閱率。 

六、演講通告：2018 年元月演講活動預告 

時間：2018/01/06   /1400-1600 / 1330 即可入場 

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1 樓研習教室（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講題：《豐年》中的衛生知識傳遞：以傳染病防治為討論案例，1951~1963 

講員：張淑卿（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會醫學科） 

簡介：本演講擬以 1950 至 1970 年代農復會機關雜誌---《豐年》所報導的疫

病防治為討論案例，探討傳染病知識普及的生產與傳播。本演講將以

威權文化來指涉醫療專業人士對民眾進行醫療衛生與健康知識的宣

導，以及台灣威權統治下因言論自由受到管控，媒體的報導多數淪為

政策的宣導與介紹新知。本演講擬探究 1950 至 70 年代，台灣在威權

體制統治之下，誰在教導衛生普及的知識？誰有權力提出衛生知識的

論述或言說？論述或言說的內容為何？在哪些場域提出？出版的形

式有哪些？哪些知識是衛生官員或專家們認為民眾應該接收的訊

息？ 

 

本會網站 

 中華科技史學會網站：http://sciencehistory.url.tw 

 中華科技史學會 youtube 錄影頻道網址：goo.gl/VoJB9A 

 中華科技史學會大陸博客網站：http://blog.163.com/ludiresearch@126/ 

 Facebook 社團：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448773205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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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華科技史學會106年9月~ 107年7月 預定演講活動一覽  (草案) 2017/6/1 

地點：臺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 11 樓 研習教室 (臺北市建國南路 2 段 125 號) 

主辦：中華科技史學會、臺北市市立圖書館 

日期：每月第一週 週六 14:00~16:00  （請注意 9~11 月日期） 

姓  名 時  間 題        目 服務單位 

陳大川 106 年 9 月 16 日 

(第三週) 

神秘的澄心堂紙 造紙界耆宿 

黃相輔 106 年 10 月 28 日 

(第四週) 

商務印書館與民國初年

的科學知識傳播 

中研院近史所 

徐勝一 106 年 11 月 18 日 

(第三週) 

一段客家二次移民的故

事--談〈渡臺悲歌〉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

退休 

張之傑 106 年 12 月 2 日 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

龍捲風的關連 

中華科技史學會發起人，

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張淑卿 107 年 1 月 6 日 《豐年》中的衛生知識傳

遞：以傳染病防治為討論

案例，1951~1963 

長庚大學醫學系人文及社

會醫學科 

(休會) 107 年 2 月   

劉昭民 107 年 3 月 3 日 中國古代氣象學後來落

後的原因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張玉燕 107 年 4 月 14 日 

(第二週)(4/7 連假) 

《南方草木狀》筆記：淺

談古代植物書寫 

長庚大學通識中心 

陳德勤 107 年 5 月 5 日 清代遊記中歐洲水族館

及動物園記載 

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孫郁興 107年 6月 2日 中國古代的發明與發現 健行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何邦立 107 年 7 月 7 日 抗日戰爭南洋華僑機工

回國服務團 

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

會執行長 

(休會) 10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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