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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代氣象文獻看龍與龍捲風的關連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摘要  本文以青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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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視為一種氣象現象。本文作者認為，龍大概是由源自鱗蟲類圖騰的動物元

素，和源自龍捲風等的氣象元素相結合而成。至於兩者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已難以稽

考。 

關鍵詞：龍捲風，龍，徐勝一，《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 

 

一、前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徐勝一等，由國科會支助，從事「重整中國歷史時期

之氣候資料」研究1，經過三年努力編成《中國歷史時期之氣候編年資料》巨著。在其

致國科會報告之中文摘要中說： 

在第一年計畫裡（1993.8-1994.7），我們已完成了《中國歷史時期之氣候編年資料》

的主幹部分，該期工作主要集中在編纂「二十五史」、「竹書紀年」、「資治通鑑」、「通志」、

「通考」、「古今書圖書集成－曆象彙編：庶徵典」等古籍之歷史氣候資料。在第二年計

畫裡（1994.8-1995.7），我們增加並完成了臺灣地區及大陸各省通志的歷史氣候資料編

纂工作。研究小組第三年（1995.8-1996.7）完成的中國歷史氣候編年資料，含括臺灣地

區及大陸閩粵沿海縣分之地方志。 

《中國歷史時期之氣候編年資料》全冊共 742 頁，包含了 55,622 項各類與氣候有

關記錄；始自神農氏（元前 2789年），終至宣統元年（1909年），內容包含了氣象、氣

候、物候、天異、地異、及其它等災變記錄。各項編年資料內容分為原始文字記載、古

籍名稱及出典頁碼、公元紀年及氣候災害分類等四個部份。 

2011 年 5 月間，中華科技史學會（科史會）取得徐勝一教授授權，將其巨著「拋」

在科史會網站上，供人檢索。2013 年，列為「中華科技史學會叢刊第二種」，經過編輯，

以《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書名申請書號2，於同年 7 月正式刊佈。3 

科史會本《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以下簡稱編年檔）分為兩部份，一為「基本說

明」，包括徐勝一教授等原有報告之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前言、關於氣候資料檔及使

用說明、資料統計分析、有待深入考究之特殊事物、電腦程式設計、工作檢討、參考文

獻等；一為「歷代氣候編年檔」，即徐教授等原有報告之「中國歷史時期氣候編年資料」。

                                                 
張之傑，字百器，業餘科學史研究者，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本會發起人。電郵：

zjzhang@seed.net.tw 

 
1 國科會計劃編號 NSC 85-2111-M-003-002 
2 ISBN 978-986-81961-2-4 
3 http://www.sciencehistory.url.tw/?p=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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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為純字檔，七百多頁一個檔到底，便於電腦檢索。 

2012 年，歲次壬辰，筆者嘗撰應時生肖文4。鑑於有人認為龍即龍捲風，因而這篇

生肖文有一小節「是龍捲風嗎？」當時曾利用《編年檔》檢索，發現古人的確將龍捲風

稱之為龍；如同時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龍捲風，則稱為「龍鬥」。由於龍與龍捲風不

是該文重點，當時未曾全面檢索。 

編年檔中常見青龍、白龍、黃龍、黑龍、赤龍等不同顏色的「龍」。編年檔中無灰

龍，或與古人對顏色的認知有關。徐勝一教授認為，黃龍即乾燥地區的黃龍捲；至於黑

龍、青龍、白龍、赤龍，徐教授認為，可能因為光線照射方向不同，或受霞光影響所致。 

本文以青龍、白龍、黑龍、黃龍、赤龍、龍鬥等關鍵詞，全面檢索《編年檔》，得

到青龍 17 則，白龍 51 則，黑龍 14 則，赤龍 12 則，黃龍 52 則，龍鬥 51 則，共計 197

則，從中檢出確鑿與龍捲風相關連的記錄，彙整供人參考。 

 

二、以青龍為例 

筆者在《編年檔》檢索到的 197 則有關「龍」的氣象史料，限於篇幅，不能全數列

出，謹以「青龍」為例，將查到的 17 則臚列如下： 

1 曹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河南 141 頁 233  22A24B 

2 吳景帝永安六年四月，泉陵言黃龍見，青龍見于長沙。湖南 5044頁 263  22A12B 

3 晉武帝泰始五年，青龍二見於滎陽 河南 141頁 269  22A24B 

4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甲寅，青龍見京兆霸城。陝西 1319 頁 279  22A22B 

5 南朝宋高祖永初元年八月，青龍二見南郡江陵。湖北 1717 頁 420  22A11B 

6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已酉，會稽郡西南向，曉忽大光明，有青龍騰躍凌雲，久

而後滅。吳興諸處以其日同見。浙江 1797 頁 436  22A14B 

7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九月，金州言青龍見。陝西 1330 頁 642  22A22B 

8 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山西 3103 頁 646  22A21B 

9 唐太宗貞觀中5，汾州言青龍見，吐物在空中，有光明如火。舊唐 1371頁 646  22A21B 

10 唐憲宗元和九年四月，道州二青龍見于江中。舊唐 1372 頁 814  22A05B 

11 唐文宗太和二年6六月七日，密州卑產山北面有龍見。初，赤龍從西來，續有青龍、

黃龍從南來，後有白龍、黑龍從山北來，並形狀分明。自申至戌，方散去。舊唐 1372

頁 828  22A23B 

12 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五月，邵陽青龍游水上。湖南 5066頁 1542  22A12B 

13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壬子，邵水中青龍游水上。湖南 5067 頁 1552  22A12B 

14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嘉興有黃、白二龍合股，由太湖而來，後一青龍

隨之，自陡門至硤石東南入海，傷屋宇千數，隨雨雹。浙江 1822頁 1562  22A14B 

15 順治十年八月初三日，有青龍見於西湖天空，無雲。及去，始有雲護之。浙江 1827

頁 1653  22A14B 

                                                 
4 張之傑〈中國龍物語〉，《科學月刊》，2012 年 2 月號。 
5《編年檔》：「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汾州言青龍、白龍見。山西 3103 頁  646  22A21B」因知《舊

唐書》此條記述為貞觀十二年。 
6 《編年檔》原註：「原文載太和二年，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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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順治十六年六月初四日，延安大雨三日，洪水發，見一青龍橫截水上。陝西 1363

頁 1659  11A22B 

17 康熙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嘉興二龍起海中，赤龍在前，青龍在後，鱗甲發火，過紫

家埭，倒屋百餘間，傷一人。清史 1516頁 1662  22A14B 

《編年檔》的中各項編年資料，分為原始文字記載、古籍名稱及頁碼、西元紀年、

氣候災害分類等四個部份。災害分類（如上述第 17 則的 22A14B），參見文後附錄：災

害分類代號 A表及 B表。 

上述 17 則中，有些與龍捲風無關。如第 1 則「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三國志‧

魏書》魏明帝「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元青龍，改摩陂為龍陂。不知魏明帝所見究為何

物？第 12 則「邵陽青龍游水上」及第 13 則「邵水中青龍游水上」指同一件事，可能是

指鼉龍（揚子鱷）。第 16 則「見一青龍橫截水上」，可能是指漂流木，遠觀誤認為龍。

其餘可能都是龍捲風。 

 

三、龍捲風記錄 

檢索所得之 197 則，凡具有漏斗雲，或捲物騰空、波浪湧起、極具破壞力者，幾可

判定為龍捲風，依年代先後，臚列如下。 

1 南朝梁武帝普通五年六月，龍鬥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之處，樹木皆

折開。……至太清元年，黎州水中又有龍鬥，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

龍隨之。   隋書 667頁 524  22A16B 

2 梁武帝太清元年，黎州水中有龍鬥，波浪涌起，雲霧四合，而見白龍南走黑龍隨之。

四川 5846 頁 547  22A17B 

3 唐昭宗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龍鬥于浙江，水溢，壞民廬舍。新唐 952 頁 900  22A14B 

4 宋太祖乾德五年，京師雨，有黑龍見尾於雲際，自西北趨東南。通考 2456 頁 967  

11A24B 

5 金熙宗皇統九年四月丁丑，有龍鬥於利州榆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十六七，木瓦人

畜皆飄揚十里，死傷者數百，同知州事石抹里壓死。金史 536 頁 1149  22A05B 

6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八月丁巳朔，日午，白龍見於御帳之東小港中，既而乘雷雲而上，

尾猶曳地，良久北去。金史 538頁 1174  22A14B 

7 元順帝至正十五年七月，檇李城東馬橋有白龍掛其上，盲風怪雨，忽闇黑如深夜，大

水，盡拔壞民居百餘所。浙江 1810 頁 1355  38A14B 

8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六月癸亥，山陽見黑龍，一龍吸水，聲聞數里，攝舟及舟女至空而

墜。明史 440頁 1517  22A16B 

9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五月癸丑，常熟俞野村迅雷震電，有白龍一、黑龍二，乘雲並下，

口中吐火，目睛若炬，撤去民居三百餘家，吸二十餘舟於空中。舟人墜地，多怖死者。

明史 440頁 1518  07A16B 

10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秋八月，龍鬥於順寧瀾滄江，湧水高百丈，行者七日不渡。徵典 

1321頁 1518  22A89B 

11 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常熟縣雷電，白龍一黑龍二，壞民居，吸舟二十餘艘。江南 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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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518  07A16B 

12 明世宗嘉靖十年八月，有黑龍從泥墺起，遍天發火，傾屋拔木，不可勝紀。浙江 1820

頁 1531  22A14B 

13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江都黑白二龍鬥，大風晝晦，見星所過折木壞屋。江南 3354

頁 1558  22A16B 

14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嘉興有黃、白二龍合股，由太湖而來，後一青龍

隨之，自陡門至硤石東南入海，傷屋宇千數，隨雨雹。浙江 1822頁 1562  22A14B 

15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五月戊戌，歷城大雨，二龍鬥水中，山石皆飛，平地水高十丈。

明史 440頁 1603  11A23B 

16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五月戊戌，歷城大雨，二龍鬥水中，山石皆飛，平地水高十丈，

齊東河水大漲，浸城。濟南 1732頁 1603  11A23B 

17 順治十一月甲午五月，省城北山湧泉寺龍鬥，壞僧舍山門及文殊寺。雲南 557 頁 1654  

22A07B 

18 康熙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嘉興二龍起海中，赤龍在前，青龍在後，鱗甲發火，過紫

家埭，倒屋百餘間，傷一人。清史 1516頁 1662  22A14B 

19 乾隆六年六月十三日，崑山東鄉設網村，有白龍捲去民房十七家。清史 1517 頁 1741  

22A16B  

20 乾隆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席家潭有白龍捲去周家莊大舟臚人，墜巴城鎮三里岸渚，

復捲去鎮民盛某，擲地，身無恙。清史 1517 頁 1741  22A99B 

21 乾隆九年七月壬辰，建□天頓黑，有白龍尾垂二丈餘。清史 1517 頁 1744  64A99B 

22 乾隆六十年春，青浦有白龍自東至金澤鎮南，去地祗三四尺，所過屋瓦皆飛。清史 

1518頁 1795  22A16B 

23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州有龍鬥，狂風驟雨，拔木覆舟。清史 1519 頁 1871  

22A14B 

第 9 則「口中吐火，目睛若炬」，第 12 則「遍天發火」，第 18 則「鱗甲發火」，可

能是火龍捲，亦即火燄龍捲風。火龍捲通常與大型火災伴生，隨著熱空氣上升，在適當

條件下，火苗形成垂直的漩渦，一如龍捲風。火龍捲移動時，可使路徑上的物體引燃，

強風加上高溫，破壞力驚人。 

 

四、討論 

根據上述例證，古人將龍捲風稱之為龍。當今有時稱龍捲風為旋風，古時是否如此？

在《編年檔》檢索「旋風」，得到 7 則，始見於明代文獻，未見自天而下者，可見古人

所說的旋風，與龍捲風不同義。筆者臆測，凡具有漏斗雲，且由上而下的氣旋，稱之為

「龍」；由地面或靠近地面生成，由下而上的氣旋，則稱之為旋風。在古人心目中，旋

風仍屬於「風」，這和古人對龍捲風的認知不同。旋風的規模和影響都較小，或許是編

年檔中極少記載的原因。 

那麼古時是否有龍捲風一詞？在《編年檔》中檢索「龍捲風」，一無所獲。可見古

人記錄氣象災害時，並不使用龍捲風一詞。亦即在古人心目中，並不將龍捲風視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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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亦即不視為一種氣象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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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傳言中的龍，是否即龍捲風？龍是一種想像動物，集合眾多動物元素和氣象元

素而成。筆者認為，氣象元素以龍捲風為主。《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

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無一不與龍捲風暗合。龍捲風行蹤不

定，形態瞬息多變，春雷後出現，秋後隱匿。入秋後之所以失去行蹤，古人認為已潛入

深淵冬眠。 

除了龍捲風，雷電也是龍的氣象元素。打雷之前必有閃電，於是古人就把電走金蛇

想像成乍隱乍現的龍。《山海經‧海內東經》：「雷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可見遠在上

古，雷已和龍畫上等號。 

至於動物元素，《大戴禮記‧曾子天圓》：「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

鱗蟲，是古人的分類觀念，泛指蛇、蜥蜴和鱷等有鱗的動物。鱗蟲顯然是龍的動物元素

的主要來源。 

在先民的原始信仰中，認為其氏族源自某種動物，也就是與某種動物具有親緣關

係，於是圖騰崇拜便與祖先崇拜相聯繫。華夏文明發展早期，不可能不經歷圖騰林立的

階段。其後隨著遷徙、征服、融合，逐漸涵化成少數幾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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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為集合幾種鱗蟲類特徵的「龍」。 

龍大概是源自鱗蟲類的龍圖騰，和源自龍捲風等的氣象元素結合而成。至於兩者孰

先孰後、孰輕孰重，恐怕已難以稽考了。 

 

五、附錄（錄自《中國歷代氣候編年檔》） 

災害分類代號 (A 表) 

（00-29 為短期天氣現象；30-49 為稍長期氣候現象；50-59 為物異現象；60-69 為日月

及天空異象；70-79 為地異現象；80-89 為火災及其它；其中 29、49、59、69、79、及

89 為各指定分類中暫時無法細分或有待斟酌者）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0  雹 暈 旱 河異 桃李華 日蝕 地震 火災 

1 風 雨 昏晦 蝗 脤災 地生毛 黑子 地裂  

2 雲 雨異 龍 饑 泉異 植物 日珥 山崩  

3 霧 冰 海潮 疫 海異  氣   

4 露 冰異  蝻蝝 湖異 動物 天變   

5 霜 寒 景異 鼠  人 月蝕   

6 雪 暑  荒年   月暈 月異  

7 雷 陰  豐年  眚祲 星隕   

8 電 虹  大水  神怪 日異   

9         其它 

      ｜← 氣    象 →｜← 氣 候 →｜物 候｜天 異｜地  異｜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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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分類代號 (B 表) 

（01-09 為華南地方；10-19 為華中地方；20-29 為華北地方；30-39 為西部地方；40-49

為塞北地方；50-59 為東北地方；60-89 為河川代號，其中 09、19、29、39、49、59 及

89 為各指定地區與河川分類中，暫時無法細分或有待斟酌。）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1 台灣 湖北 山西 西藏 內蒙 黑龍江 長江 泗水 黑龍江 

2 海南 湖南 陝西 青海 寧夏 吉林 黃河 汾水 伊水 

3 福建 江西 山東 新疆  遼寧 渭水 灤河  

4 廣東 浙江 河南    涇水 熱河  

5 廣西 安徽 河北    洛水 珠江  

6 貴州 江蘇 甘肅    漢水   

7 雲南 四川     淮河 清河  

8       穎川   

9 華南 華中 華北 西部 塞北 東北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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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ragon and the Tornado from 

the Meteorological Documents in Chinese History 

Zhijie Zhang 

（Member of CASH）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looks up Professor Xu Shengyi ‘s Chinese 

Ancient Climate Chronicle all-sidedly, with the key words Qinglong(Blue Dragon), 

Bailong(White Dragon), Heilong(Black Dragon), Huanglong(Yellow Dragon), 

Chilong(Red Dragon) and Longdou(Dragon Fighting), and 196 records were found. 

From those records, we can find out that though the ancient people called tornado 

“dragon” when they recorded those meteorological disasters, they did not regard it as 

a meteorological phenomen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dragon is probably 

combined with the animal element derived from the scaly totem and the 

meteorological element derived from tornadoes. As for which one is earlier or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we cannot tell. 

 

Key Words:  tornado, dragon, Xu Shengyi, Chinese Ancient Climate Chroni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