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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導向之城市氣象感測網路的建置與應用 
 

韓長澤         王緒溢         徐蕙君 

資訊室主任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自然科教師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國立中央大學      臺北市新生國小
 

   

  

摘    要 

臺北市於2003年底開始，於市內三十所國中小校園內建置無線氣象感測站，並於2004年

中將數量擴增到六十所，形成一個平均4.5平方公里即有一測站的城市氣象感測網路－「臺北

市校園數位氣象網」(Taipei Weather Inquiry-based learning Network, TWIN)。TWIN建置的主要

目的在於推動氣象科普教育，並推廣探究式學習模式，以培養學生面對二十一世紀學習與生

活所需的知能。TWIN成立六年多來推動多項中小學教育活動，包括親子氣象體驗營、探究式

學習網路競賽、氣象小博士學習營，以及小小孔明天氣預報大賽等，並透過電子報、桌面即

時天氣Widget程式等軟體內容，向一般民眾推廣氣象應用觀念。由各項活動的數據顯示，「臺

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的應用已經深入校園教學與市民生活。 
 

關鍵字：感測網路、氣象科學、科學教育、國中小、探究式學習、行動學習 

 

一、前言 

「 臺 北 市 校 園 數 位 氣 象 網 」 (Taipei Weather 

Inquiry-based learning Network, TWIN)的設置始於

2003年12月，至2004年6月共於臺北市六十所國中小

學校園中架設六十個校園氣象站，分佈於全市十二個

行政區，每個行政區至少設立三個站，並於北投、士

林區等山區的不同海拔高度也設立氣象站，以收集臺

北市豐富多變的氣象資料，圖1為臺北市內六十個校

園數位氣象站的分佈所在。 

 

圖1.「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各校氣象站在臺北

市內分佈圖 

除了平地、山區與溪河邊的設站考量外，也同時

考慮市民從事休閒活動時的即時天氣概況參考，例如

中正紀念堂附近於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

設站、陽明山竹子湖附近於湖田國小設站、大佳河濱

公園附近於大佳國小設站、臺北一○一附近於博愛國

小設站等，目前平均約4.5平方公里即設有一個校園

數位氣象站。所設置的氣象站初期採用無線傳輸方

式 ， 由 架 設 於 戶 外 的 氣 象 感 測 站 (weather sensor 

station)每5分鐘即將所感測得到的氣象資料傳輸到主

控台(console)，並將主控台所接收到的資料儲存到連

接的電腦中，且於學校網站上即時呈現校園最新的天

氣資訊，圖2為各校網站所呈現的校園數位氣象台網

站畫面。 

 

圖2. 各校網站所呈現的校園即時天氣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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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氣象感測站可收集包括氣溫、濕度、降雨

量、大氣壓力、風向、風速、紫外線、UV輻射熱等

即時天氣資料，並可產生衍生性氣象數據，例如酷熱

指數、風寒指數、露點溫度、體感溫度(THW index)
等。所有收集到的氣象數據會即時傳輸到位於臺北市

教育網路中心的伺服器主機，使用者可進入該網站首

頁查詢任一校園氣象網的即時與歷史資料，圖3為「臺

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的首頁畫面。 

 
圖3. 「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首頁 

為順利推動臺北市氣象科普教育與探究式學習

活動深入國中小教學，教育局特別成立「臺北市校園

數位氣象網推動小組」的臨時性編組，由副局長擔任

召集人，遴選十位國中小現職自然科學教師成立推動

小組，並聘請網路學習科技、科學教育與大氣科學專

家學者組成顧問團，規畫與指導相關事宜的推動，包

括教育推廣活動設計與執行、氣象站與網路管理，以

及各項行政工作。 

 

二、教育推廣活動與成果 

氣象相關議題在美國前副總統高爾推動防止地

球暖化意識的活動中日顯重要，「臺北市校園數位氣

象網」的教育推廣活動即為教育局推動生態與環境教

育的重要手段，整體規劃分成三大面向，分別為教學

與學習、科學競賽，以及一般科普教育等。 

(一)、 教學與學習：此面向的教育推廣活動主要推動

教師、學生與親子共同參與的研習課程，包括

每年12小時的氣象相關主題的教師研習、「Ez
氣象Let’s Go!親子氣象體驗營」、「氣象小博

士」天氣預報學習營等活動。 

(二)、科學競賽：此面向的教育推廣活動主要透過網

路上的科學競賽活動，讓學生實踐相關自然科

學學習活動的完整歷程，包括「探究式學習網

路競賽」、「小小孔明」天氣預報大賽等活動。 

(三)、一般科普教育：此面向的教育推廣活動主要透

過軟體與學習內容設計，讓學校師生與一般民

眾體會「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的功能，以

喚起大眾對於氣象科學的重視，包括氣象探究

電子報、Yahoo! Widget桌面氣象程式等。 
氣象相關主題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所佔的比

例極低，惟有透過補充性教育活動才能進一步落實氣

象科普教育，因此三項教學與學習教育推廣活動即針

對教師基本素養、基礎探究式學習知能培育，以及進

階氣象知識養成的目的而設計。 

1.  教師氣象知能研習：每年辦理四場共12小時，

針對教師的氣象相關主題研習課程，邀請大學

大氣科學教授與中央氣象局專家擔任課程講

師，自2006年辦理以來，共計14場次，42小時，

主題涵括天氣概論、臺灣的氣候、地震、氣候

變遷、天氣預報等，課程內容除專題講述外，

也適當安排動手實作活動。 

2.  Ez氣象Let’s Go!親子氣象體驗營：探究式學習

是培養學生習得科學精神與態度的優良教學

模式[1]。親子營活動係由國小四到六年級小朋

友與一位家長組隊參加，透過使用平板電腦

(tablet PC)、數位實驗記錄儀(data logger)等行

動科技的應用，到陽明山不同海拔高度實測氣

象數據，對照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所自動記

錄的數據，讓親子共同執行一項基礎的探究式

學習活動。這項營隊也是探究式學習網路競賽

的先備學習活動，培養參加者親身體驗完整的

探究歷程。自2006年以來共辦理三屆，共計174
對親子參加。 

3.  氣象小博士：「小朋友也能進行簡單的天氣預

報」是這項學習營的設計初衷，將進行天氣預

報所需的基本知能融入課程中，讓參加者認

識、體驗與實作天氣。這項營隊也是「小小孔

明」天氣預報大賽的先備學習活動，培養參加

者進行天氣預報的基本知能。本活動2010年為

首次嘗試辦理，共計64位學童參加。透過課程

中安排的天氣預報實作成果分析，學童大多能

做出相當不錯的天氣預報，顯示課程的設計已

能達到培養天氣預報知能的目的。 
辦理科學競賽是推動科學教育常見的手段，藉由

競賽獎勵可驅動學生進行特定的科學知識或方法的

學習。透過TWIN平台，臺北市推動了兩項氣象相關

競賽活動，促使學生進行探究式學習與更深入的氣象

分析探究。 

1.  探究式學習網路競賽：由專家與自然科學教師

共同設計探究式學習鷹架，使參與者在四週內

進行一次完整的探究式學習歷程，從題目的擬

訂、資料的蒐集、資料的分析、資訊的轉化、

結果的驗證，到結論的溝通與傳達，國中小學

生透過合作學習的方式，在教練的指引下，共

同探討一個氣象相關主題。自2006年辦理以

來，已辦理5屆，共有314個隊伍，合計817名

學生參與(如圖4)，探究主題涵蓋溫度、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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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壓力等。學生在準研討會的形式中，與相

近主題隊伍一起進行報告、提問與討論，增進

了電腦使用、氣象知能、資料分析、資料歸納

與探究學習的能力。 

 
圖4. 「探究式學習網路競賽」歷年參加隊伍與人數 

 

2.  小小孔明天氣預報大賽：天氣預報為一極具專

業性的活動，一般民眾大多透過電視、報紙與

網路得知相關訊息，並為各項活動的參考。若

能讓小學生實際進行簡單的天氣預報，應可提

昇其對於氣象科學的認知，引發學習氣象的興

趣。小小孔明於2010年首次舉辦，共計77對，

154為國小四到六年級的學生參加，他們必須

進行歷史預報與即時預報兩項天氣預報活

動，並得參加氣象科學知能的氣象小學堂PK
賽。在天氣預報的活動中，歷史預報係由氣象

局的資料庫中找出颱風、梅雨、寒流與東北季

風等不同類型的氣象型態作為比賽試題，學生

需依據所提供的資訊預報臺北市與陽明山未

來一天的最高溫、最低溫與降雨機率；即時預

報則由系統提供地面天氣圖與預測天氣圖等

資訊，學生依據這些資訊及網路上所收集的資

料，做出未來三天的每日最高溫、最低溫與降

雨機率預報。 
除了針對校園師生進行的教育推廣工作外，「臺

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亦透過電子報與桌面即時氣象

台，對一般民眾推廣氣象科普教育。 

1.  氣象電子報：自2008年底起，「臺北市校園數

位氣象網推動小組」平均每月發出一篇氣象相

關主題的電子報供民眾訂閱，至2010年5月止

共發出19篇，圖5為19期電子報每一期的標

題。電子報內容均為主題探究的形式，透過從

TWIN下載的氣象數據的實際分析，讓讀者了

解各種天氣的現象，且每一篇電子報均附有簡

報檔案，若教師欲於自然科學課程中進行教學

即可立即使用。電子報訂戶除學校師生外，亦

有各行各業民眾訂閱，至2010年5月止，訂戶

有815人。 

 

 

刊期 主題內容 

19 隱形的健康殺手~紫外線 

18 2009 年春雨 

17 寒流來襲時臺北市哪裡最快變冷？ 

16 十一月的氣象 

15 從科學證據談 ~ 秋老虎 

14 颱風與全球暖化 

13 2009 臺灣梅雨季 

12 日偏食的氣象觀測 

11 梅雨‧霉雨‧沒雨 

10 從科學證據談~未吃五月節粽，破裘不敢放~

09 國中生的氣象素養 

08 生活好幫手－臺北市即時氣象台 Widget 工具

07 聽天氣的話別讓地球受傷 

06 一年之計在於春 

05 淺談臺灣天氣 

04 探究－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 

03 當秋颱遇到東北季風會發生什麼事？ 

02 今年的十二月降雨量是多？還是少？ 

01 東北季風 

圖5. 氣象電子報刊期與主題 

 

2.  桌 面 即 時 氣 象 台 Widget 程 式 ： 透 過 Yahoo! 

Widget中的臺北市即時氣象台桌面程式的開

發，使用者可於個人電腦桌面上即時得知指定

氣象站的天氣概況(如圖6)，程式每5分鐘自動

更新天氣資訊。 

 

圖6. Yahoo! Widget桌面氣象台程式 

 
透過多樣化教育與推廣活動，「臺北市校園數位

氣象網」自開站以來訪客超過370萬人，且每天新增

近兩千人次上站查詢天氣現況與歷史資料，由此可見

其受到師生與市民歡迎的程度。圖7為摘自【菜菜子

實驗農園http://befarmer.blogspot.com/】的網誌，從網

誌中可以發現，由於「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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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設站，使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從事休閒活動時，可

以方便得知所需的天氣資訊。 

 

我也喜歡參考校園氣象台的數據 我家旁邊也有健康國
小校園氣象台 
可以即時知道自已"周圍"的天氣狀況 
那種感覺真的太奇妙了 真的就像是"方便的好鄰居" 
平等國小氣象站在大家千呼萬喚之下終於再度恢復 
這個氣象站對我們上山種菜的都市農夫實在太太太重要
了 
特別是降雨量 
俗話說"東山飄雨西山晴" 
雖然竹子湖或湖田國小測站也可以參考 
但是 有了平等國小測站的"實況報導" 
我才可以更準確的決定是否要花來回 3 小時(以上)的車
程上山澆水呢！ 
 
2008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8:21 

 

您好 
我們是位在平等國小旁的菜菜子農場成員，國小氣象站
對我們這些假日耕作的農夫來說 
是很重要的“管家”，可以即時看到目前山上天氣，不
必依據鄰近的氣象局觀測站猜測天氣，而且歷史訊息也
是我們分析每季氣象與耕作的重要數值， 
目前我們有超過一百個以上的假日農夫，來自士林社
大、主婦聯盟等不同的組織， 
分別住在宜蘭、台北、桃園、新竹等地，都很期盼平等
國小氣象站能趕快修復 
請趕快幫幫我們吧   謝謝啦 
                                               
菜菜子農場 林○育 

圖7. 市民應用「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的迴響 

 

三、推動所遭遇問題與解決方案 

「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提供全市六十所校園

的即時天氣資訊，其資料庫每五分鐘即會自動累積一

筆各項天氣資料，做為教學或學生探究的資料來源是

極為寶貴的資源，因此維持氣象站高妥善率便是行政

管理的重心所在。但由於採用的是簡易型的氣象感測

站，日常保養與維護均由學校教師兼任，因此適當的

行政措施有其必要性。教育局採用日常維護管理與年

度例行性訪視兩種方式，致力於提高氣象站妥善率。 

(一)、 日常維護管理：在學校指定資訊組長負責維護

氣象數據資料傳輸的正常性，自然科教師負責

氣象站體的維護，一遇有氣象站或資料接收電

腦停機或異常狀況，學校即可通知負責管理學

校（新生國小）進行後續維修事宜。主管學校

每日亦有專人監看各校氣象站得妥善情形，並

主動通知氣象站數據未上傳的學校查看實際

情形，且每週填寫各校妥善率統計表(如圖8)，

每半年統計一次，給予各校管理人員適當獎

勵。主管學校每一個新學年度暑期即辦理管理

人員研習，針對各校新任管理人員實施日常維

運知能的教育課程。 

 
圖8. 主管學校妥善率統計表 

 

(二)、 年度訪視：「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小組」

每年至30所設站學校進行訪視，從各校氣象站

設置環境、硬體資源、教學應用及行政配合等

四個項度，評估「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應

用現況，並編製訪視報告。每一所學校每兩年

訪視一次，以追蹤評估改善事項。在教學應用

方面安排訪談學校教師和學生，藉以了解各校

將「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應用在教學上的

落實情形。訪視成績優異的學校之相關人員亦

給予行政獎勵。 

 

四、結論 

從所進行的各項教學推廣與競賽活動參與人

數，以及電子報訂閱與網站到訪人數可以得知，「臺

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已經深入臺北市國中小校園，

且在推動氣象科普教育與探究式學習模式已有基本

成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將於此基礎上，持續進行校

園氣象感測站的維護與更新工作，並將與教育部合

作，更新網站資料傳輸協定，推出教育雲端運算服務

平台，以進一步推動氣象教學在中小學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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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本研究中，作者利用行動科技(mobile technology)與感測科技(sensor technology)，提

出一個國小學生與家長配對進行之氣象探究學習的架構，稱為PICNIC(parent-child coupled 
inquiry-based learning camp)。PICNIC是一個利用課外時間，以氣象科學為主題，透過營隊

活動的方式來進行的基礎科學教育活動。參加者為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生，搭配一位自己的

父親或母親組成探究團隊，每一對親子配備有行動小筆電與數位實驗記錄儀(data logger)。
親子團隊利用數位實驗記錄儀至野外收集氣象數據，再將所收集的數據透過行動小筆電記

錄與分析，並可將這些數據與「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上的資料進行比對。研究的目的

在探討所設計的營隊課程與活動的適用性，進而以此為基礎，開發進階的中小學生氣象探

究課程。 

關鍵字：氣象科學學習，探究式學習，行動學習，數位實驗記錄儀，感測科技 
 

一、前言 

 

現代教育愈來愈重視培養學生高階思考能力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HOTS)，例如探究、探索

與問題解決等，學生不僅應學習概念性與程序性的

知識，也要學習思考的技能與實踐知識的方法

[2][4]。提出問題、建立假設、規劃，以及執行調查、

根據證據做成結論的能力，可以培養學生高階思考

能力，以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挑戰[15]。學習者建立知

識、使用複雜的資訊蒐集工具，以及同儕間合作互

動使他們能獲取高階思考的能力[7]。在眾多的教學

法中，探究活動(inquiry activities)提供學習者一個有

價值的環境來獲取、澄清，並應用所理解的科學概

念，以幫助學習者發展認知能力與科學內涵。探究

式學習(inquiry-based learning)強調提出問題、蒐集與

分析資料，以及建構植基於證據的論點[12]，學生藉

由共同合作的調查活動(cooperative investigation)，從

事意義建構、發展植基於證據的解釋、將他們的想

法與學習內容互動，以及學科相關的推理技巧與練

習等認知活動[9]。他們在進行探究活動時，得以開

發一般性的探究能力、獲得從事調查活動的技能，

並瞭解科學的概念與原則[8]。至於學生的學習成

果，Hmelo-Silver等人明確肯定表示「有愈來越多來

自於大規模實驗與準實驗的研究證據顯示，相較於

傳統教學方法，學生在探究式教學中可以獲得更顯

著的學習成果。」然而，要成功實施探究式學習仍

然面臨眾多挑戰，包括孩童難以從事系統性的科學

調查、蒐集資料、分析資料、解釋資料，以及表達

結果等[8]。 
學習者在學習與認識科學時採用數位實驗記錄

儀(data logger)有許多的好處，包括擴充學生觀察的

能力、增進量測的品質、即時回應功能引起學生學

習動機、擴大調查範圍以強化學習，以及藉由減少

單調乏味的資料收集工作，鼓勵學生進行關鍵思考

等[1][16][18]。相較於傳統的科學調查方式，使用數

位實驗記錄儀的學生不需要花時間在實地的量測與

記錄資料，並製作報表，他們可以轉而做更多的觀

察 與 討 論 。 這 表 示 使 用 數 位 實 驗 記 錄 系 統 (data 

-logging system)可以鼓勵與幫助學生進行高階的思

考活動，然而這種應用的教學品質仍有賴於應用的

方式以及當時他們周遭環境的限制[17]。 
本研究提出一個課程規劃與實施的方法，在行動

與感測科技(mobile and sensor technology)支援下，孩

童和他們的父母共同從事一個氣象科學的探究式學

習活動。在學習的過程中，科技用於增強興趣和動

機、做為資訊存取的媒介、讓使用者操弄與表現資

料、建構與支持學習過程、診斷與改正錯誤，以及

管理與輔助複雜的學習成果[3]。活動設計中加入孩

童父母共同參與是因為通常父母參與學童的教育活

動有助孩子的學習[10]，且當孩童在學習時感到害怕

或焦慮時，父母也能學習到他們的關愛與接觸對孩

子有多麼重要[20]，這有助於減輕孩童面對探究活動

時挑戰與困難度。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在於設計並實施一個擁

有多樣化科技工具的環境，使初學者在父母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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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參與探究式氣象科學的學習活動，進而探討研

究人員所設計活動與課程的適用性。 

 

二、氣象探究親子營的課程與活動 

 
真實的活動能引起學習動機，帶給他們獲取新知

的動力，促使他們將所具有的先備知識與新的知識

整合，並讓他們能有機會應用所獲得的新知識[8]。

氣象探究親子營(parent-child coupled inquiry-based 

learning camp, 簡稱PICNIC)的設計是為了幫助學生

在其父母的陪伴下，執行一個完整的探究活動。在

PICNIC中，一位國小學童必須與他的父親或母親組

成一隊，每一對親子都配發一個行動小筆電，同時

在小筆電上裝備數位實驗記錄儀與相關的外部感測

器(external sensors)，使他們能用於野外以收集天氣

資料。在野外使用攜帶式科技(portable technology)
學生可以快速地收集、儲存與分析資料，進而了解

所生活的環境[19]。收集到野外的氣象資料後，他們

還能與「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Taipei weather 

science learning network, TWIN)中自動收集與記錄氣

象資料做進一步的比較。 
對這些對於科學探究與科技只擁有很少經驗的

孩童，我們必須授予所需的背景知識與科技設備操

作課程，以幫助他們從事後續的探究活動。因此，

PICNIC的整體活動分成以下五個階段： 
（一） 做計畫(planning)：由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童

與他們的父親或母親其中一位組成一隊，上

網註冊參加營隊活動。每對親子被要求完成

一份簡單的探究計畫，內容是針對他們在營

隊期間想要探求的問題。網站上會提供一份

探究計畫應有的架構與簡單範例，完成這份

計畫後要上傳到網站，未上傳的隊伍則無法

參加後續的營隊活動。 
（二） 基礎培訓(basic training)：所有親子要參加

一個整天的課程，內容是關於行動小筆電、

數位實驗記錄儀與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

的操作與熟悉。課程的最後，每對親子會在

有經驗的自然科學教師組成的營隊輔導員

協助下，根據他們到野外想要進行的探究問

題，修改先前上傳的探究計畫。這段基礎培

訓課程包括了一場「名人談＂天＂」的專家

演講，以及「氣象資料解密」與「行動氣象

站」等兩場動手實作的操作課程，以訓練學

生和家長如何使用數位實驗記錄儀與臺北

市校園數位氣象網。 
（三） 組內討論(inner-discussion)：兩天的課程分

別在連續的兩個周末或周日舉行，因此在課

程與課程間會有六天的間隔，在這段期間，

親子可以在家裡討論他們的探究計畫並進

行必要的修正也可以上網查看臺北市校園

數位氣象網所收集的野外量測活動地點附

近的天氣概況，以更了解這段戶外活動行程

所可能遭遇的天氣，這有助於他們設計更精

準的野外量測計畫。 
（四） 野外實測(field measurement)：每對親子使

用數位實驗記錄儀搭配相關的外部感測器

於野外量測氣象數據，他們必須透過行動小

筆電來設定記錄儀的相關參數，並將所收集

的數據下載到小筆電中，再使用電腦中的軟

體將數據資料畫成表格或繪製圖表，以便進

一步地分析與處理這些資料。 
（五） 結果討論(communicating findings)：所有親

子必須在他們的探究計畫中，根據所製作的

圖表來解釋他們的發現，以完成一份完整的

探究計畫作品。隨後他們會被分成幾個小

組，每一個小組中有七到八對親子。這個階

段被設計成分站活動，其中有賓果、大富翁

和比手劃腳等大地遊戲，遊戲內容為氣象科

學的相關知識，以及一個小組討論的分站。

在小組討論分站中，每一隊親子必須發表他

們的探究計畫與發現，並接受其他親子隊伍

的提問與討論。最後再集合所有隊伍，並請

在分站活動中選出的代表親子進行群體發

表與討論。  

 

 
圖1. 親子共同進行戶外量測 

 

PICNIC的野外實測地點選在陽明山國家公園，

它是距離臺北市最近的國家公園，從市中心搭乘巴

士只需三十分鐘即可抵達，非常適合親子團隊從事

實地的氣象量測活動。營隊一共選定六個氣象數據

量測地點，其海拔高度為平地、100公尺、398公尺、

499公尺、590公尺與770公尺，分別位於市中心、山

腳下、山腰不同高度與山上高地。每一個地點約停

留20至30分鐘，方便親子進行觀察與量測。親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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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車上利用小筆電，根據下一個停留點所要收集

的數據，設定數位實驗記錄儀的量測參數，如此一

到量測地點，下車後便可立即找到適當地點開始量

測與記錄，而一回到車上就可以立即將所測量的資

料下載到小筆電中，並針對數據做簡單的討論。量

測路徑的安排讓親子可以針對主要的氣象因子，例

如溫度、相對濕度、氣壓等，與海拔高度進行分析

比較。在完成所有量測工作，回到營隊上課地點後，

每對親子要根據所收集的數據，繪製資料圖表並進

行討論，以完成他們的探究計畫。 

 

 
圖2. 親子共同完成探究計畫 

 
最後一個活動是探究計畫的發表與討論，所有隊

伍一起參加，一共有八對選拔出來的親子進行發表

活動，每一對發表完就要接受其他人的提問與討論。 

 

三、氣象探究親子營中使用的科技 

 
資訊與網路科技提供一個新的、戲劇性的機會來

協助探究式學習活動[8]，Jonassen等人認為科技應被

當成學生在學習時的知識建構工具，學生在使用這

些知識建構工具做為學習策略的一部分時，將會深

入思考他們正在學習的事物[11]。在PICNIC的設計

中，行動與感測科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它們不僅

做為親子用來收集資料、分析資料與製作探究報告

的工作平台，也是親與子的中介物，讓他們能夠專

注於探究計劃本身。當從事野外實測時，每一對親

子在開始量測之前使用他們自己的行動小筆電來設

定實驗記錄儀的量測參數，然後在完成測量後從記

錄儀下載測得的數據資料，讓他們能在每一個停留

的量測點即時地記錄氣象資料，並於事後與設置在

定點的校園數位氣象站數據進行比對。本研究所使

用的行動小筆電為平板電腦模式，具有手寫功能且

螢幕可360度旋轉，方便孩童與家長於野外活動時的

操作。 

 

（一）、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 
 

大範圍的資料收集機制讓大量的數據得以支援

對於氣候的科學調查[13]，本研究採用「臺北市校園

數位氣象網」做為資料來源之一（圖3為網站首頁，

網址為http://weather.tp.edu.tw），以輔助學童實施他

們的探究計畫。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是一個城市

氣象感測網路(city-wide weather sensor network)，由

六十個設在臺北市六十所中小學校園中的氣象感測

站所組成[6][21]，每一個氣象站每五分鐘自動感測溫

度(temperature)、相對濕度(relative humidity)、UV輻

射(UV radiation)、大氣壓(atmospheric pressure)、降

雨速率(rainfall rate)、降雨量(precipitation)、風向(wind 

direction)與風速(wind velocity)等氣象資料，並立即

傳輸到連接電腦的資料接收主控台(console)儲存，中

央伺服器則可接收來自六十個站的資料，並儲存到

網站資料庫中。使用者可以在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

網中選取所需要的資料項目，並設定資料期間，再

以CSV格式下載檔案，以便利用諸如Microsoft Excel
等電子試算表軟體來製作資料表或繪製統計圖。 

 

 
圖3. 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接收市內六十個氣象站數據 

 

（二）、數位實驗記錄儀 
 

數位實驗記錄儀是一種行動式的電子儀器，經常

用於包括野外科學調查的實地量測，它使學生可以

進行由他們自己的問題與假設所驅動的多重與短期

的調查活動[19]。一個數位實驗記錄系統通常包含資

料收集的感測器(sensors)，以及在電腦或掌上型裝置

上執行的，控制量測程序與顯示資料或圖表的軟

體，學生可以使用這樣的系統來完成資料收集、顯

示與分析的完整流程。數位實驗記錄儀的內建感測

器可以感測環境資料，例如溫度、相對濕度、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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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壓、音量等。感測資料會被轉化成電子訊號以

儲存在記錄儀中，或傳輸到電腦上保存。外接感測

器則可插入實驗記錄儀中，以感測更多樣的數據資

料，例如在實驗記錄儀插入外接式酸鹼值探針(pH 

probe)後就，就可以用它來收集液體的酸鹼值。圖4
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數位實驗記錄儀，它內建溫度、

相對濕度、光度、大氣壓、音量等有五個感測器，

所有外部感測器都以探針(probe)的形式與記錄儀連

接。 

 

 
圖4. 數位實驗記錄儀內建感測器用於量測氣象數據 

 

四、成果初探 

 
本研究以2007年1月於臺北市文山區志清國小所

舉辦的「Ez氣象Let’s Go，親子氣象體驗營」為研究

標的，共有來自全市各國小的57對親子參與這個營

隊，研究者設計了一份問卷並在營隊活動結束前發

給所有家長，以瞭解參與活動家長的想法，做為驗

證PICNIC設計的適用性(feasibility)的參考。問卷的

第一部分採五點量表(Likert scale questionnaire)設

計，內含六個問題，主要是針對營隊中的課程所進

行的滿意度調查；第二部分則有三個開放性問題

(open-ended questions)，用來收集家長對於PICNIC活

動設計的想法與建議，這三個問題分別是＂你覺得

孩子從營隊活動中獲得哪些好處？＂、＂在過去一

週，你曾和孩子討論過你們的探究計畫或是任何與

氣象科學相關的話題？＂、＂你對於本營隊活動有

什麼建議？＂，在所有參與的家長中，有五位未回

答問題，藉由分析家長們對於這些問題的答覆，有

助於我們瞭解PICNIC整體活動設計的適切性。 
圖5是家長對於營隊中六個課程的滿意度調查結

果，其中僅有＂我的氣象探究計畫＂這一項課程的

滿意與非常滿意比率合計為85%，其餘課程均超過

90%。它顯示出有15%的親子對於在剛開始的階段要

設計出一份探究計畫感到困難。此外，有97%的家長

表示參加營隊符合或超出他們原本的預期，而且若

有進階課程願意再帶孩子來參加。 

 

 
圖5. PICNIC課程滿意度調查結果 

 
在開放性問題的分析方面，家長對於第一個問題

的答覆，有超過一半(55%)的家長表示，參加PICNIC
讓他們自己和孩子都更熟悉氣象科學，而有將近一

半(45%)的家長表示，營隊活動增強了他們的親子互

動，還有將近三分之一(30%)的家長表示，透過參加

PICNIC，他們的孩子對於科技在氣象科學中的能力

與角色學得更多。此外，有十分之一的家長表示，

解決問題的活動讓孩子更懂得如何進行一項科學探

究。下面列出其中三位家長所表示的意見： 
＂（我們瞭解了）樹下與空曠地溫度與

濕度的差別，樹下為何較空曠地涼爽的

原因，是因溫度與濕度，前較低，後較

高的緣故。＂ 
＂（親子營）增進了親子關係，也讓我

們更瞭解氣象，平常有一些錯誤觀念獲

得解答，也體驗了新科技帶來的便利。

＂ 
＂（親子營）讓親子對氣象的瞭解更深

一層，尤其實地觀察操作部分更難能可

貴。＂ 
第二個開放性問題詢問家長，他們在過去一週在

家裡是否與孩子討論探究計畫或是任何氣象相關的

議題，有85%的家長表示他們有討論。下面列出其中

三位家長的回答： 
＂（我們）討論天氣對每個人的影響，

以及陽明山天氣探祕活動的資料收集與

做實驗的內容方法及表格。＂ 
＂（我們）根據Ecolog的性能修改原先探

究計畫的內容。＂ 
＂（我們）由最近天氣的異常談到關心

周遭的環境，及大自然的維護。＂ 
最後一個問題請家長提供他們對於整體營隊活

動與課程設計的建議，有四分之三(75%)的家長提出

他們的建議，其中將近一半(47%)的家長建議加長營

隊的時間，例如延長到三天而不是只有兩天，以便

讓孩子能有足夠的時間來熟悉各項科技。此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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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33%)的家長建議在這個營隊之後能有進

階的課程與活動。 

 

五、結論與討論 

 
探究式學習的本質上是一種問題導向(question- 

driven)、開放性程序(open-ended process)的學習法，

學生必須要有科學探究的個人經驗，以瞭解科學的

基本觀點[14]，對於已經很習慣於傳統講述式教學法

的學習者可能會覺得較難以適應而感到困難。本研

究的氣象探究親子營讓一位國小四到六年級的學童

與一位它們的家長組成一對，在行動與感測科技的

協助下，一起進行一個氣象科學探究學習活動。

PICNIC由講述式課程、動手實作課程、野外量測活

動、大地遊戲，以及探究計畫報告與討論等多元型

式的活動所組成，研究者從陪伴孩童參與營隊的家

長中收集質化與量化資料來檢核活動與課程設計的

適用性。研究的初步結果顯示家長對於營隊的課程

設計感到滿意，但建議在時間的安排上能夠更加充

分。此外，他們也表示營隊活動不僅增強了親子間

的互動，也讓他們學到了很多氣象科學的知能，以

及科技在氣象學上扮演的角色及其能力。 
對於探究式學習的初學者來說，他們可能對於提

出問題、規劃與設計解決問題的策略與程序、收集

與分析資料，以及解釋所發現的結果會感到困難。

本研究的量化結果顯示，設計適當的鷹架(scaffolding)
以輔助學生設計與執行一項探究計畫有其必要性，

這將會是本研究未來進一步要進行的工作項目之

一。 
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每五分鐘自動收集來自

設置在臺北市六十所中小學校園內的數位氣象站傳

來的氣象數據，它開放大眾可以獲取即時天氣狀

態，也讓學生可以實作氣象科學的探究式學習活

動。在這個基礎上，延續PICNIC活動之後，研究者

繼續進行一項以氣象為範圍的探究式學習網路競賽

[5]，以深入與活化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的教育與

推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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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氣象探究網路競賽中學生科學探究能力表現的情形，先分析2006-2008年學

生科學探究能力表現情形，再探討2009年修改學習單之後，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改變情形，

以及學生對科學探究的信心和學習態度對探究能力表現的影響、教師對科學探究教學的看法

對學習科學探究能力表現的影響。並透過焦點組的錄影觀察和晤談，分析個案教師在氣象探

究網路競賽的指導策略。本研究採相關研究法，對象為台北市四到九年級學生，2006-2009年

有效組數分別為23、40、55、51組。研究工具為對科學探究的信心量表、對自然科學的態度

量表、教師對科學探究看法問卷、學生科學探究能力晤談單、教師科展指導晤談單。 

 

關鍵詞：科學探究、線上科展、探究教學話語分析 

 

一、前言 
在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簡稱NSES）（NRC，1996）中

提到，對於提升全民的素養，發展科學探究教學是最

有效的方法，同時也鼓勵教師使用探究式教學，來引

導並促進學生學習。在國內也有此趨勢，教育部《科

學教育白皮書》中，提及科學教育之目標在於提升、

運用探究能力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教育部，

2003)。 
科展(Science fair)可開展學生的潛能，使學生激

發創造思考及創意發現，進而能學習主動建構科學概

念、熟悉使用科學方法、培養問題解決的能力，故科

展可做為數理科學之延伸教學。也隨著科技進步，帶

來更多的學習的方式，電腦及網路的興起，進而促使

學習型態更多樣化，利用網路科技進行專題研究，可

以引發學生學習動機，並促進學生收集、處理、轉換、

解釋數據的能力(Linn，2003)。且網路學習兼具「不

受時空限制」的優勢和「缺乏架構、學習成效難以掌

控」的缺點等特質，教師若能提供鷹架支持，或許可

營造有效的網路學習環境(許瑛玿等，2003)。然而，

雖然有越來越多的網際網路學習網站提供學生學習

機會，但其中以「科學探究」為訴求的社群並不多。

故本研究運用台北市校園數位氣象網(Taipei Weather 

Inquiry-Based Learning Network ，簡稱TWIN)來支援

探究式學習活動，作為實證研究及分析學習者在此探

究環境引導中的學習成效。 
台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Taipei Weather 

Inquiry-Based Learning Network，簡稱TWIN)是覆蓋

整個台北市的一個分散式無線感測網路。自2004年起

兩年內陸續在台北市所屬的60 所小學校園裡設置60

個無線「校園數位氣象站」，每5分鐘自動測量各校

所在地即時的氣象資料，在2006年起至今，更發展「氣

象探究網路競賽」，在此競賽中學生可以使用台北市

校園數位氣象網的氣象資料進行專題研究，達成協助

學生學習氣象相關概念和科學探究能力，輔以結合學

習單，幫助學生使用其科學探究能力，並討論學生對

學習科學的信心與態度對科學探究能力之影響，進一

步分析個案教師的科學探究指導歷程，探討其運用專

業知識實際指導學生的情形，以作為日後網路專題研

究指導與學習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針對四到九年級學生從事線上探究活動

的情境脈絡中，探討網路科技專題研究與師生話語，

對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影響。因此，研究者依據奧勒

岡州教育部於2002-2009年所提出6-8年級科學探究

能力評分指標(2002-2009 Official Scientific Inquiry 

Scoring Guide：Grades 6, 7 and 8)(如表1所示)作為參

考修改成合適的評分標準，說明科學探究的模式，並

以Strauss（1990）所提出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

經轉錄活動錄音、錄影資料後，以教活動所發生的事

件（events）為分析單位，作為網路科展指導的參考。 
網路科技在專題研究可滿足學習者的學習動

機、提供多元的學習內容、創造一個學習資源豐富的

學習情境、網路學習社群互動(Linn，2003)。因此，

藉由學習單的方式，將學習者進行網路專題學習歷程

紀錄下來，來了解網路科技輔助學生探究學習的情

形。且TWIN所建構的網路平台可提供學生整合性、

即時性的氣象數據，探究主題也針對地區經驗中有興

趣的事物來進行探究，藉此引起學生學習動機，並培

養其科學探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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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科學探究能力的四個向度與三個層面 

     向度 

層面 

形成問題 

與假說(Q) 

設計研究

(P) 

收集呈現 

數據(A) 

分析闡述

結果(I) 

科學知識的

應用(a) 

Q-a 概念的

運用 

P-a 實驗的

操弄 

A-a 數據的

處理 

I-a 對資料

的解釋 

溝通與傳達

(c) 

Q-c 主題的

詮釋 

P-c 步驟的

完整性 

A-c 數據的

呈現 

I-c 對主題

的討論 

科學探究的

本質(n) 

Q-n 主題的

推論 

P-n 計畫的

合適性 

A-n 數據的

轉換 

I-n 檢視及

評估 

 
三、學生探究表現分析 
3-1.2006-2008 年學生探究表現分析 

經分析2006-2008年參賽隊伍學習單，針對「概

念的運用」、「主題的推論」、「計劃的合適性」、

「數據的處理」、「數據的轉換」、「對資料的解釋」、

「對主題的討論」與「檢視及評估」表現較不佳的分

項(如圖1)，來修改2009年學習單。  

 

 
圖1  2006-2008年探究能力平均得分分布圖 

 

3-2. 2009 年學生探究表現分析 

從四個向度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收集呈現數據」與「分析闡述結果」兩個向度在

2006-2009四年中達顯著差異（p＜0.01），且2009年在

平均數上有較好的表現(如表2所示)。 

表 2  2006-2009 學生探究能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2009 2008 2007 2006 F 

Q 2.21(0.49) 2.19(0.56) 1.98(0.66) 2.02(0.48) 1.84 

P 2.17(0.46) 2.11(0.47) 2.04(0.68) 2.06(0.57) 0.42 

A 2.17(0.49) 2.20(0.59) 1.82(0.69) 2.00(0.49) 3.79** 

I 2.17(0.51) 1.71(0.65) 1.45(0.66) 1.32(0.65) 13.30**

Total 2.18(0.48) 2.05(0.58) 1.82(0.68) 1.85(0.54)  

**p＜0.01  平均值(標準差) 

因2分為學生應達之基本能力，故以2分等級作為

劃分，2009年修改學習單後，在各分項平均分數皆可

達2分 (如圖2)，表示學習單的修改有助於學生更確切

答題方向與預計完成之任務。 

 

圖2  2009科學探究能力平均得分差異分布圖 

 

2006-2009年在三層面每年表現都有進步的趨勢

(如圖3所示)，推測可能將歷屆得獎作品放在網路上

提供參考，可以幫助學習者更清楚了解所需完成之任

務，而指導教練也對於指導方式漸漸有了經驗，學習

單的修改也使引導問句更清楚。 

 

 
圖 3  2006-2009 科學探究能力平均數分析圖 

 
四、學生信心、態度與探究表現的相

關性 
4-1.學生對科學探究的信心 

學生2009年氣象探究網路競賽前後，對科學探究

的信心量表總分達顯著差異(p＜0.01)(如表3)，顯示在

經過本次活動後學生對探究學習更信心，而對探究信

心量表前後測與該量表四向度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

準(p＜0.01)，進行單純效果分析，前測中對「設計研

究」的信心平均數上高於其他三向度的信心；而前後

測在對「收集呈現數據」上達顯著差異(如表4與表5)。 

 

表3 對科學探究信心量表前後測總分t檢定 

N=51

前測 後測 

t p ES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平

均

值 

標

準

差 

總平均 3.67 0.62 3.83 0.55 3.62 0.00** 0.29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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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信心量表前後測與四向度二因子相依樣本變異

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ES 

前後測 2.68 1 2.68 12.08** 0.26 

四向度 0.85 3 0.28 0.34 0.31 

交互作用 2.76 3 0.92 4.15** 0.27 

前後測誤差 44.30 200 0.22   

四向度誤差 166.73 200 0.83   

交互作用誤差 83.366 200 0.417   

**p<0.01  

 

表5 對科學探究的信心量表前測與後測與四個向度

的單純主要效果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前、後測      

Q 0.39 1 0.39 3.49  

P 0.16 1 0.16 1.82  

A 4.88 1 4.88 29.37** 後測＞前

測 I 0.001 1 0.001 0.002 

四個向度      

在前測 2.40 3 0.80 4.03** P＞I＞Q

＞A 在後測 1.20 3 0.40 0.25 

*p<0.04  **p<0.02 

 

學生在對科學探究信心與探究表現間進行相關

性研究。科學探究的信心前測總分與後測總分間達顯

著相關(p＜0.01)，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R=0.86，且學

生科學探究的信心前測與探究表現達顯著相關(p＜

0.05)，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R=0.35，學生科學探究能

力表現與科學探究的信心後測達顯著相關(p＜

0.05)，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R=0.34；顯示學生科學探

究的信心前測與後測呈線性關係，且學生科學探究能

力表現與對科學探究的信心是有顯著正相關的。 

 
*p<0.05**p<0.01 

圖4 學生科學探究的信心與學生科學探究能力表現的

相關分析 

學生活動前後對科學探究四向度的信心與其在

不同科學探究能力向度上的表現之相關分析(如表

6)。僅「收集呈現數據」向度信心前測與探究表現未

達顯著相關，僅後測與探究表現達顯著正相關，經由

活動過程收集和分析資料的經驗，參賽學生對「收集

呈現數據」較具信心者，在探究表現上也較佳。 

 

表6 學生對科學探究能力信心各向度前後測與探究

能力各向度的相關分析簡表 

學生對科學探究能力信心量表前測 

Q P A I 

↑0.60** ↑0.28* -- ↑0.37** 

學生科學探究能力表現 

Q P A I 

↑0.32* ↑0.37** ↑0.37** ↑0.56** 

學生對科學探究能力信心量表後測 

Q P A I 

（未達顯著相關： -- ； 顯著正相關： ↑ ） 

*p<0.05 **p<0.01 

 

4-2.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態度 

學生在活動前後，對自然科學的態度量表總分達

顯著差異(p＜0.01)，表示在活動後學生對自然科學的

態度顯著比活動前好(如表7)，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結果之交互作用項未達顯著，則直接看邊緣平均數的

差異，顯示在前後測中，依變項測量值平均數的高低

依序為對科學的態度、對參與科學探討活動的態度、

對學習科學的態度(如表8與表9)。 

 

表 7 對自然科學態度量表前測與後測總分 t 檢定 

N=51

前測 後測 

t p ES 平均

值 

標準

差 

平均

值 

標準

差 

總平

均 
3.82 0.68 3.99 0.69 3.47 0.00** 0.25

**p<0.01 

 

在對自然科學態度與科學探究能力表現的相關

性研究，學生對自然科學態度前後測總分達顯著相關 

(p＜0.01)，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R=0.86，學生對自然

科學態度前測與探究表現也達顯著相關 (p＜0.01)，

R=0.82，學生探究表現與自然科學態度後測也達顯著

相關 (p＜0.01)，R=0.82(如圖5)；顯示學生對自然科

學態度高的學生，其科學探究能力表現也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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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對自然科學態度量表前後測與三個向度的二因

子相依樣本變異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ES 

前後測 2.30 1 2.30 20.87*** 0.37 

三個向度 3.41 2 1.78 1.78* 0.84 

交互作用 0.66 2 0.33 2.98 0.20 

前後測誤差 16.55 150 0.11   

三向度誤差 143.48 150 0.96   

交互作用誤差 71.74 150 0.48   

*p<0.05***p<0.001 

 

表9 對自然科學態度量表前後測與三向度的平均數

之細格與邊緣平均數摘要表 

 

三向度 
邊緣平

均數 

對科學的

態度 

對學習科

學的態度 

對參與科

學探討活

動的態度 

 

前
後
測 

前測 
M=3.99 

N=51 

M=3.63 

N=51 

M=3.83 

N=51 

M=3.82

N=153 

後測 
M=4.04 

N=51 

M=3.90 

N=51 

M=4.03 

N=51 

M=3.99

N=153 

邊緣平均數 
M=4.02 

N=102 

M=3.76 

N=102 

M=3.93 

N=102 

M=3.90

N=306 

 
**p<0.01 

圖5 學生對自然科學的態度前後測與科學探究能力

表現的相關分析 

 

五、教師對科學探究的看法與學生探

究表現的相關性 
將教師對科學探究教學看法進行三因子獨立樣

本變異數分析，得知科學探究教學看法總分與年齡、

探究教學經歷交互作用達顯著差異性，顯示年齡分布

在46-50歲與26-30歲且有使用過探究教學進行教學的

教練，其科學探究教學看法平均分數得分較他者為高

(如表10與表11所示)。 

將2009年氣象探究網路競賽參賽的指導教練對

科學探究教學的看法，與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表現進

行迴歸分析達顯著水準(p＜0.05)，且多元相關係數R

為0.61，決定係數R
2
為0.38，迴歸方程式可寫成：

Y=0.334X-16.75(Y為學生探究表現分數；X為教練對

科學探究看法之分數)(如圖6所示)。 

 

表 10 三因子獨立樣本變異數分析摘要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ES 

A 858.26 5 171.65 1.92 0.71 

C 1.92 1 1.92 0.02 0.30 

D 142.6 1 142.60 1.60 1.18 

A×C 1771.3 4 442.83 4.96* 0.87 

A×D 199.18 2 99.59 1.11 0.29 

C×D 250.98 1 250.98 2.81 0.33 

A×C×D 0 0 -   

組內 2323.8 26 89.377   

合計 697736 41    

*p <0.05 ※ A：年齡  C：探究教學經歷  D：性別 

 

表11性別與探究教學經歷事後比較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年齡 858.26 5 171.65 1.92 (46-50)＞(26-30)＞

(36-40)＞(31-35)＞

(41-45) 

有探究教學經歷

＞無探究教學 

探 究 教 學

經歷 
1.92 1 1.92 0.02 

年齡×經歷 1771.3 4 442.83 4.96* 

誤差 2323.8 26 89.377   

Total 697736 41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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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平方線性 = 0.377

 

圖6 教師科學探究能力看法與學生探究表現之散佈

圖 

 

六、科學探究教學與學習之個案研究 
將教室觀察影片的逐字稿進行開放性編碼(整理

如圖7)，圖中方形代表「執行」，在活動前需要一些

輸入的條件；一個活動執行後會產生一些輸出的事

件；菱形代表的是「決策」，它可以是進入的流向或

離開的流向，只有當條件滿足時，活動狀態才會向實

線箭頭所指向的方向進行。顯示探究過程之間並非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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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關係，而是一個網狀的交互作用過程(Krajcik, 

Blumenfeld, Marx ＆ Soloway，2000）。 

在「形成問題與假說」階段的四個事件中，個案

教師引導學生在「形成問題」事件形成一個可以研究

的問題，並在「問題的可測試性」事件將問題聚焦成

一個可以進行科學調查的問題，教師在「釐清變因」

事件引導學生釐清研究問題變項間的邏輯關係，並在

「問題的可推論性」事件中藉由推論、想像來開拓問

題的發展空間。 
在「設計研究」階段的三個事件中，進一步在「設

計可調查的研究」事件，個案教師引導學生設計科學

調查，並引導學生對變因定出操作型定義以及適用的

條件；在「計畫的準確性」事件，檢視所收集資料的

適用性，作為調整科學調查方法和流程的依據，並反

覆測試，在「變因的操弄」事件，考慮較多的變項，

將與研究問題相關較高的變項設計於研究調查中。 

在「收集呈現數據」階段的三個事件中，教師在

「避免誤差」事件提醒學生蒐集資料過程如何避免誤

差和偏見，並在「數據的呈現與轉換」事件，引導學

生選取較清楚且具意義的方式，呈現和轉換數據；在

「數據的邏輯性」事件，教師引導學生以合乎邏輯的

方式收集和分析資料。 

在「分析闡述結果」階段的三個事件中，「解釋

資料」事件，個案教師引導學生依據數據或資料的特

徵、規律或趨勢作科學解釋；並反覆調整數據呈現和

轉換的方式，以精緻化與釐清所提出的解釋。並在「資

料的客觀性」事件，提出可支持論點的有力證據，及

說明成為證據的依據，最後，教師在「下結論」事件

引導學生綜合證據和適用範圍，對研究問題提出結

論。 

 

圖7 個案教師指導科學探究歷程四階段之事件流程

圖 

 

七、討論與建議 
(一)學習單設計方面 

1.拉長探究學習歷程 

活動進行前，可利用一段時間先行讓參賽隊伍了

解探究歷程所需運用到的相關能力，才能針對不同學

生成熟度與預備度的差異部份事先準備。例如本活動

需要整理大量數據資料、資料換算、圖表判讀等的能

力，每個學生所具備的能力程度亦不同。 

2.檢核任務培養後設認知能力 

可安排檢核表讓學生自省學習狀況、探究與他人

想法相異原因以及主動尋求具價值外在資源，加強其

自我反思的後設認知能力，即能增進學生的學習成

效。 

(二)探究教學歷程方面 

1.運用適當的教學引導 

教師必須能夠扮演著「引導」的角色，應在課程

中及時發現學生的困惑以給予正向回饋與引導，但要

避免給予過多提示，經運用適當的教學引導以有效發

揮師生互動、同儕討論以及自主學習的功效。 

2.實施探究教學指導課程 

若能在活動進行前實施教練探究教學課程培

訓，讓指導教練先了解如何適當引導學生進行探究學

習活動，並即時發現小組隊員的缺失達成個別化的需

求、支持與回饋、建議，學生科學探究能力表現必能

會有所進步。 

3.教學心得與自省紀錄 

競賽網路平台可設計討論區讓教練分享探究階

段歷程引導的心得與看法，能促進教練教學自省與改

進，進而提昇教練探究教學效能，透過經驗的分享，

教練可了解引導科學探究的要點。 

 

參考文獻 

教育部（2003）。科學教育白皮書。台北：教育部。 

許瑛玿、廖桂菁（2003）。情境式網路學習環境互動行

為分析：以高中地球科學線上學習為例。師大學報：

科學教育類，48（1），93-118。 

Krajcik, J. S., Blumenfeld, B., Marx, R., ＆ Soloway, E. 

(2000), Instructional, curricular,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s for inquiry in science classrooms., In J. 

Mirstell, E. Van Zee (Eds.), Inquiry into Inquiry: 

Scienc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83-315,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Press.. 

Linn, M. C. (2003). Technology and science education: 

starting points, research programs, and trends. 

70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5(6), 

727-758. 

Strauss, A & Corbin, J.(1990).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Newbury Park,CA:Sag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Orego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2-2009 Official 

Scientific Inquiry Scoring Guide.  

703



 

天氣預報融入國小教學實驗成果分析 
       

 呂國臣
 1

         王緒溢
2 

     氣象預報中心
1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2
 

   中央氣象局
1
       國立中央大學

2
 

 

摘    要 

本研究目的在評析針對國小中高年級學生實施天氣預報教學之作法與可行性，內容包括

國小天氣預報教學鷹架課程設計與天氣預報教學活動「氣象小博士」之成果評析。來自台北

市31所國民小學推薦64名四至六年級學生參與氣象小博士活動，順利通過兩天之五個階段的

天氣預報實驗活動訓練，包括天氣預報基礎、天氣圖介紹、簡易天氣圖導引繪製、天氣資訊

轉換，並完成天氣預報實習課程，並依課程所學，自行預測未來三日之氣溫與降雨機率。研

究者依學生所作之天氣預報對照實際天氣情形，驗證所設計課程是否合適。 
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參與天氣預報實習的學生可以依循教學鷹架，完成天氣預報程序。

六年級生有93％比例能夠自行判斷，修訂天氣預測數據，四年級和五年級生分別為80％和44
％。所有自行判斷修訂天氣預測學生中有83％比例，考核結果優於未自行判斷者。此結果同

時顯示，氣象預報為可以在國民小學的自然基礎學科背景下，藉由適當的教學鷹架課程輔助，

有效地增進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學生天氣預測的資料解讀和應用能力。 

關鍵字：天氣預報教學、國民小學、資訊融入教學、問題導向式學習 

 

一、前言 
資訊融入教學是學校教育的重要方向之一，生活

化資訊操作體驗即是落實資訊融入教學的一項正面

思考策略。天氣變化與生活息息相關，預知天氣可以

趨吉避凶，善用氣象資訊可以減少損失（Freebairn and 

Zillman 2002）。對於天氣的變化感受每一個人都有

經驗，常是經驗分享的話題。然而，在目前資訊來源

過度充斥環境下，天氣資訊常令人混淆而莫衷一是。 
近年來全球變遷與災害性天氣事件頻傳，對社會

民生與經濟造成的影響超乎預期，聯合國「減災國際

戰略」機構（U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eduction，UNISDR）指出過去10年因自然災害死亡

人數佔全球總死亡數85%。過去10年最嚴重自然災害

包括：2004年印度大海嘯（22萬6408人死亡）、2008
年緬甸颶風（13萬8366人死亡）、同年四川汶山地震

（8萬7476人死亡）、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7萬3338
人死）等，都發生在亞洲（UNISDR 2010）。 

台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每年都遭受颱風、梅

雨、寒潮等災害性天氣的威脅，未來在全球環境變遷

衝擊之下，天氣變化可能亦將隱藏更大不確定性。在

此全球變遷的時代，未來環境將快速轉換，不管是日

常生活的安排或是因應災害性天氣，皆須掌握細緻的

天氣訊息，以因應未來環境變遷之用。因此，氣象資

訊正確的解讀與自我驗證，是全球公民必備的生活知

能之一。 

天氣變化單元是國民小學中高年級的自然與生

活科技學習領域教材項目之一（國民教育社群網 

http://teach.eje.edu.tw），內容包括觀察天氣變化、認

識天氣報告、認識天氣圖高氣壓、低氣壓、鋒面和颱

風等天氣系統的符號等等。透過課程導引，學生已經

可辨識天氣圖中天氣系統的所在地理位置。課程導引

若能透過網路並配合實際天氣變化，進而推估天氣系

統通過當地時間，並觀察天氣變化，不但可將課程的

教學內容導引到實際的體驗，更能落實資訊融入教學

的要旨。 

2009年88風災重創台灣中南部地區，造成數百人

死亡或失蹤，天氣預報準確度再度變成大家關心的課

題（許等 2010）。可是，大家對於天氣預報卻又不

甚了解，經常責怪天氣預報不準，造成生活困擾。如

果大家一方面可以理解天有不測風雲的風險，一方面

卻又期待天氣預測能夠百分之一百準確，不異乎過度

敬天悖理的矛盾，不如用科學思維來面對這種具有準

確但又不是很準確的天氣數據。 
天氣預測是一項綜合物理、化學、數值方法及電

腦科技專門的技術（呂和李 2008），氣象局發佈氣

象預報必須透過具備長年的天氣觀測經驗的預報人

員研判之後，方足以合理的預測未來天氣變化。但

是，天氣預報資訊的應用和驗證的經驗，卻也是學校

教育的課綱的一環。在高等教育環境中，大氣科學領

域之相關科系，常會舉辦天氣預報競賽以豐富教學內

容（Grenci et al. 2008; Hamill and Wilks 1995），讓參

賽者體驗天氣預報資訊多變的特質，學生可以由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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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紀錄、天氣系統的演變、天氣預報產品的驗證，更

深入的瞭解天氣相關科學應用在實際生活上實質意

義。天氣變化是人類生活必須面對的一環，對其感受

沒有年齡之別，正確的觀念確需從中小學基礎教育紮

根。而在基礎教育方面，英國皇家氣象學會(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RMETS)於2007年即曾舉辦國

中小學氣象預報競賽（http://www.rmets.org/news/），

強化小學教育的氣象資訊應用知能。 

2010年5月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北市校園數位

氣象網」推動小組結合氣象預報專長學者和網路學習

科技學者舉辦「氣象小博士」活動，設計天氣預報教

學課程並進行實驗，提供正在學習天氣現象的小學

生，利用課堂講授的天氣圖上的鋒面、颱風、高氣壓、

低氣壓等天氣系統觀念，應用在預測天氣現象。本研

究即分析參與活動學生部分的學習成果，第二章介紹

教學實驗課程鷹架的設計，第三章及第四章討論在教

學導引預測實驗的實習方式與成效，第五章是結論和

討論未來國中小學生網路天氣預報競賽可行方向。 

 

二、天氣預報教學實驗設計 

目前氣象局發佈之氣象預報屬於大範圍之區域

預測，例如北部地區、台北地區或台北市，並沒有針

對特定地點預測天氣，例如特別預測某學校之氣溫、

天氣等。因此對一個天氣預報資訊使用者而言，需要

透過適當的思維轉換方式，才能獲得更貼近自己日常

生活的氣象資訊。 

 

 
實驗設計即依循氣象局預測天氣變化趨勢，應用

到選定之氣象觀測地點，進而預測該地點未來氣象變

化。有關氣象局預測資料特徵以及實驗依循步驟設計

如下說明。 
（一） 氣象局天氣預測資料特徵 

由中央氣象局官方網頁（http://www.cwb.gov.tw）

分析發現，逐日天氣預報資訊種類可分天氣概況描

述、預測天氣圖以及氣溫、雲量、降雨機率等天氣項

目預測。天氣概況描述內容旨在配合天氣圖或預測天

氣圖（圖1），說明影響台灣的天氣系統（表1），預

測天氣圖則是呈現天氣系統的地理位置，可對應出天

氣系統和台灣的相對位置，藉此對應關係推估各地天

氣預測。以2010年5月1日氣象局發佈之預測資料為

例：圖1顯示，2日、3日鋒面在台灣東南方海面，台

北在鋒面北側，北部早晚天氣較涼，北部有短暫陣雨

（表1所述）。依此天氣型態，氣象局預測台北市3
日天氣為短暫陣雨後多雲（表2），當日最低及最高

氣溫分別為19℃及28℃。5日大陸東南部鋒面形成，

鋒面前面為暖區，預測台北市為多雲午後短暫陣雨，

最低及最高氣溫分別為23℃及33℃。 

 

 
 

 
圖1. 2010年5月1日氣象局發佈預測天氣圖 

 
根據上述台北市天氣的預測邏輯，概略可分為兩

步驟，步驟一先預測天氣系統，例如5月2日鋒面通過

台灣，5日另一個鋒面在大陸東南部形成。步驟二是

依照天氣系統伴隨的天氣特徵，預測天氣變化。例如

鋒面通過後氣溫容易下降，鋒面接近時氣溫通常會上

升。 

 
表2. 2010年5月1日氣象局發佈之台北市天氣預測 

日期 天氣現象預測 
預測最低

氣溫（℃） 

預測最高

氣溫（℃） 

5月2日 晴轉多雲短暫陣雨 20 28 

5月3日 短暫陣雨後多雲 19 28 

5月4日 多雲午後短暫陣雨 20 31 

5月5日 多雲午後短暫陣雨 23 33 

 
由於判斷天氣系統移動和強度變化需要專業設

備和經驗，技術門檻高。因此，步驟一預測天氣系統

需要參考氣象局每日發佈之預測天氣圖。至於步驟二

預測未來天氣現象變化，則需要考量未來天氣系統變

化和預測地點氣候特徵，研判過程需要更多的資訊轉

換，也是下一章節教學鷹架設計的重點。 

表1. 2010年5月1日氣象局發佈之1週天氣概況 
 

中央氣象局 １週天氣預報概況 

發布時間：９９年 ５月１日１６時３０分 

有效時間：自 ５月２日 ０時起至 ５月８日２４時止 

 

天氣概況： 

２日受鋒面影響，東半部及南部地區將轉為有短暫陣雨或

雷雨的天氣；中部以北地區亦將轉為有局部短暫陣雨。 

３日東半部有短暫陣雨，中部以北及南部為短暫陣雨後多

雲的天氣。 

４日至５日白天氣溫偏高，北部地區及中南部山區午後有

局部短暫陣雨，其他地區為多雲到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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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氣預報教學鷹架 
對這些天氣概念僅有簡易的天氣圖概念的國小

學生而言，授予適當背景知識與操作課程，可以幫助

他們回憶天氣事件與個人經驗的連結。依課程性質分

類教學鷹架共分五階段完成： 

1. 天氣預報基本：概念講述氣溫和海拔高度關係、

高低氣壓和天氣的關係、鋒面和天氣的關係、地

形和下雨的關係、迎風面和背風面的天氣差異，

以及東北季風的基本概念。 

2. 天氣圖介紹：由天氣圖搭配衛星雲圖，講解颱風

的運動、鋒面的運動、和冬天冷氣團特徵，並讓

學生認識預測天氣圖。 

3. 簡易天氣圖導引繪製：在天氣圖上繪製鋒面的位

置、找出高氣壓中心的位置、找出低氣壓中心的

位置、找出颱風的位置。由兩張不同時間的天氣

圖，預測下一個時間颱風的位置。 
4. 天氣資訊轉換：將天氣圖轉換到台北市的天氣情

境，使能夠當看到一張天氣圖時，可以將之轉換

為天氣的感受，例如在天氣圖上看到台北在颱風

範圍內，可以憶想台北可能下大雨。看到大陸高

壓南下，可憶想到台北氣溫會變冷，並以實際氣

象觀測站量測數據驗證。 

5. 天氣預報實習：由預測天氣圖分析天氣系統的移

動或變化，預測未來三天的台北氣象站（氣象局

位置）白天最高溫、夜間最低溫、和會不會下雨

（下雨的機會）。課程進行過程中，講師帶領學

生探索氣象局網路資訊，學習判讀天氣圖和預測

天氣的要領，學習判斷未來三天的每日最高氣

溫、最低氣溫和降雨機率，並寫下天氣預報單。 
此外，本教學設計還包含氣象體驗課程和授課期

間梅雨季節天氣特徵的講授，增強學生對即將到來之

梅雨季節天氣變化特徵的認知，讓學生能夠即時預期

並體驗當季的天氣。 

 

三、引導式教學鷹架預報實習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透過台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

推動小組舉辦之氣象小博士活動，於2010年5月2日及

8日兩天在台北市新生國小舉辦，邀請氣象局六位資

深天氣預報人員，依教學鷹架課程，分A、B兩班各

32名四至六年級學生同時授課，學生分別來自31所台

北市國民小學以推薦方式，經審核後錄取。 
第一天授課目標是將天氣預報教學鷹架設計課

程，以生活化的氣象資訊，導引學生實際操作，動手

預測未來三天各項天氣變化因子。第二天5月8日，則

是強化學生對當時梅雨季節天氣變化特徵的認知，並

驗證第一天課程完成的天氣預測結果。 
（一）預報實習方式 

天氣預報教學於課程當天（5月2日）授完天氣預

報基本知能後，在最後一堂課天氣預報實習中，導引

學生透過氣象局網站發佈之預測天氣圖（圖1），判

斷未來三天（3日至5日）影響台灣的天氣系統的動

向。學生可參考氣象局於前一日發佈之台北市天氣和

最高、最低氣溫（表2）預測資訊，預測台北氣象站3
日至5日每天的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以及降雨機

率，並寫下影響天氣的因素。學生可以參考氣象局網

站當日台北氣象站實際觀測資料，依據氣象局預測之

未來天氣變化的趨勢，調整預測數據。 
（二）預報數據選定與評估方式 

天氣預測項目採日常生活習慣使用的日最高氣

溫和日最低氣溫，以及降雨事件出現的機率。至於天

空雲量項目，因為預測範圍內目前沒有儀器客觀直接

量測數據，無法事後評估。 
預 測 數 據 評 估 方 法 以 絕 對 誤 差 平 均 （ Mean 

Absolute Error, MAE）計算，MAE越低表示預測越準

確（Murphy et al. 1989）。 

nOFMAE
n

i
ii




1

 

F：預測值 

O：觀測值 

n：個案數 
最高、最低氣溫：最小單位為0.1℃ 
降雨機率：降雨事件發生係以當日雨量大於0.1
毫米者，O為1表示有下雨，否則為0，預測機率

值為0至100%，間距為10%。 
（三）氣溫變化體驗課程 

為使學生體驗不同環境條件下，因風速不同而造

成體感溫度的差異。本活動設計在冷氣房和常溫房內

擺設不同風速之大型風扇吹風，依次讓學生量測風

速，紀錄不同情境下之風速大小、氣溫和依身體感受

不同冷暖程度下的溫度，最後比較當時環境氣溫和感

受氣溫的差異。 
活動中學生透過體驗發現，風速越強，身體感受

的氣溫越低，但和實際量測紀錄的氣溫卻未降低。由

此體驗獲知風扇風速大小並沒有改變環境的氣溫。 

 

四、預報教學實驗評估分析 

教學成效之評估係根據學生天氣預報實習課程

回收之天氣預報單，分析學生預測天氣行為以及各項

預報數據特徵。依預報單數據完整程度篩選共獲有效

樣本56份。AB兩班分別為31和25份（圖2），四、五

和六年級比例為27%、44%和29%，其中五年級生比

例較多。 
氣溫預報（含最高及最低氣溫）方面，AB兩班

之MAE分別為1.7及1.8℃，顯示兩組學生接受課程教

學後之所獲得知能之差異不大。以4/5/6年級的預報結

果分析，MAE分別為1.9/1.7/1.6℃，顯然高年級預測

優於較低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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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15人, 27%
六年級,

16人, 29%

31校

五年級, 25人, 44%

B組

 

26人

 

46%

A組

  30人

 54%

 
圖2.天氣預報單有效樣本內學校數、分組（A組B組）

及各年級之人數和環狀分佈圖 

 
由學生預測行為分析顯示，有14名學生完全採信

氣象局5月1日發佈之預測資料，填寫於天氣預報單

（氣溫預測數據如表2），另42名學生（佔75%）僅

參考氣象局的預測數據，並未全面採信，且能自行判

斷填報預測數據，其中四、五、六年級能自行研斷的

學生比例分別為44%、80%與93%。此現象顯示，年

級越高，越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扣除14名未修改者

之預測誤差，四、五、六年級之平均MAE分別為1.6、

1.6及1.5℃，均低於完全參照表2預測之MAE（2.2
℃）。六年級生預測成績較優，但四年級生能夠自行

修改者的MAE為1.6℃，明顯優於全四年級之MAE
（1.9℃）。以上的分析基本上可合理反映出不同年

級間學能差異的現象，例如年級越高較有信心於修改

參考的資料，也能夠獲得較優的預測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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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2010年5月2日至5日台北氣象站實際發生之最

高（TPH）、最低氣溫（TPL），氣象局（CWB）

1日發佈當日台北市之最高（CWBH）、最低氣

溫（CWBL）預測以及學生於5月2日自行判斷之

預測者之預測台北氣象站3至5日之最高（STH）

平均值、最低氣溫（STL）平均值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學生自行判斷，有沒有預報

技術呢？學生參考氣象局前一日（5月1日）發佈的天

氣預測趨勢（圖3），依當日台北氣象站觀測的數據

顯示，最高氣溫約30℃，最低氣溫約22℃，學生若能

參考氣象局預測台北市大範圍區域未來變化趨勢，即

能合理推估台北氣象站未來的數據變化。實驗結果顯

示，42名自行判斷學生中有35名MAE低於氣象局於5
月1日預測3日之MAE（2.2℃）。換言之，勇於修改

者，挑戰成功率約為83％。此結果同時顯示，本次天

氣預報教學實驗的課程設計和實習操作，能使學生更

正確地詮釋天氣預報的訊息。 
在降雨機率預報方面，由於3日至5日台北並未出

現降雨，所有有效樣本之逐日降雨機率預報MAE分

別為18%、20%和24%。整體上可反映出台北市梅雨

季節裡氣溫越高，越有機會出現午後陣雨的氣候特

性。此數據顯示，學生在授課過程後，可合理的以機

率方式，來表示自己認為未來會不會下雨的信心程

度。 

 

五、結論和未來計畫 

天氣預報教學實驗架構與實施藉由氣象小博士

活動的舉辦，來自台北市31所國民小學推薦64名四至

六年級學生參與，順利通過兩天之五個階段的天氣預

報教學實驗活動訓練，包括天氣預報基礎、天氣圖介

紹、簡易天氣圖導引繪製、天氣資訊轉換，同時亦完

成包括最低氣溫、最高氣溫和降雨機率天氣預測之天

氣預報實習課程。 
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參與天氣預報實習的學生可

以依循教學鷹架，完成天氣預報程序。六年級生有93
％比例能夠自行判斷，修訂天氣預測，四年級生和五

年級生比例較少，分別為80％和44％。所有自行判斷

修訂天氣預測學生中有83％比例，考核結果優於未自

行判斷者。 
實驗結果顯示，以氣象預報為主題的生活資訊，

以目前國民小學中高年級的自然基礎學科環境下，藉

由適當的教學鷹架課程輔助，可以有效地增進國民小

學中高年級學生對天氣預測資料合理的解讀與應用

能力。 
近年來「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教學應用成果

豐碩（Chang, et al. 2009; Wang, et al. 2009; Peng, et al. 

2010; 張立杰等 2009），能夠提供優質化問題導向

式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機會，提升學生氣

象科學得知能、探究氣象的興趣與問題解決的能力。

目前該推動小組正結合科學教育學者、數位學習學

者，以及中央氣象局預報專家之專業力量，活化校園

氣象科學教學內涵，在2010年梅雨季節接續舉辦台北

市國民小學天氣預報競賽。活動包括網路氣象預報競

賽及氣象小學堂PK賽，參賽學生可以由天氣的紀

錄、天氣系統的演變、天氣預報產品的驗證，更深入

的瞭解天氣相關科學應用在實際生活上的實質意

義。本研究未來也將藉此活動獲得的寶貴數據，進一

707



 

步分析以天氣預報之生活化資訊透過網路科技融入

教學的成效。 

 

六、致謝 
感謝「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小組」成員－

新生國小徐蕙君老師、廖章棋老師，志清國小楊寶玉

老師、黃淑美老師，民權國小王寶勛老師，五常國小

曹中嫦老師，健康國小李閨秀老師，永樂國小陳錦雪

老師與明德國小楊世昌老師－協助本研究之課程實

施、新生國小協助辦理營隊活動的行政支援，以及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體驗活動所需之經費支持。此

外，更感謝氣象局資深預報員謝明昌課長、伍婉華科

長、李湘源技士、陳怡良博士與黃椿喜博士參與講授

預報實驗課程，分享天氣預測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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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生氣象探究式學習行為引導案例分析 
 

王寶勛
 

臺北市民權國小自然領域教師退休
 

   
  

摘    要 

    本文在分享筆者近年來在校推廣探就式教學應用於學生氣象學習之歷程、方法與成果，

內文簡介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並說明氣象教學在小學課程的定位，教學方法以體驗學習

和探究教學的方式，並簡陳近年來學習與競賽成果，文末說明教學現場困難和期許。 

 

關鍵字：氣象教學、探究式學習 
 

一、前言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92年12月開始，分兩階段

陸續在北市的60所中小學內建置各校之校園氣象

台，此60個校園氣象台除了可以自成一獨立的氣象

觀測站，於自己學校網頁上顯示校內的天氣變化狀

況，另一方面，各個氣象觀測站也會將每天的觀測

資 料 送 至 台 北 市 校 園 氣 象 網

( http://weather.tp.edu.tw/ )，在此一集中型的氣象網

中，網站瀏覽者除了可分別看見60所學校所收集到

即時的或歷史的氣象資料，亦可以同時看見60所學

校在同一時間所收集到的特定氣象數據，並提供數

據的下載。 
有了這套先進的設備，對任教自然科的小學老

師來說，真是一項福音，對抽象又不容易觀測的氣

象因子，如今有了自動化免人工記錄，數位化即時

上傳網頁呈現，和資料庫儲存歷史資料的設備，當

然要好好運用，以增進教學效能，提學生的學習效

果。 

 

二、氣象主題在課程中的定位 
從教育部97年公布的「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四)分段能力指標

中，有關氣象主題者整理如下（為完整看出九年一

貫課程自然領域全貌，國中部分一並列出）： 
〈編碼說明〉在下列「a-b-c-d」的編號中，…「b」

代表階段序號：1代表第一階段國小一至二年級、2
代表第二階段國小三至四年級、3代表第三階段國小

五至六年級、4代表第四階段國中一至三年級，… 
2-1-3-1觀察現象的改變(如天氣變化、物體狀態的

改變)，察覺現象的改變必有其原因。 

2-2-4-1知道可用氣溫、風向、風速、降雨量來描述

天氣。發現天氣會有變化，察覺水氣多寡在天

氣變化裡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2-3-4-2認識天氣圖上的高、低氣壓線、鋒面。觀察

(資料蒐集)一個颱風的興衰。 

2-3-4-3知道溫度高低不同，使水的存在形態改變，

是形成霜、露、雲、雨、雪的原因。 

2-3-4-4知道生活環境中的大氣、大地與水，及它們

彼此間的交互作用。 

2-4-3-3探討臺灣的天氣，知道梅雨、季風、寒流、

颱風、氣壓、氣團、鋒面等氣象語彙，認識溫

度、濕度及紫外線對人的影響。 

2-4-8-1認識天氣圖及其表現的天氣現象。 

    從「教材內容要項」可以看到編入教材實施教

學層面： 
【編碼說明】各次主題下之細目編碼：1代表國小一

至二年級、2代表國小三至四年級、3代表國小五至

六年級、4代表國中一至三年級。… 
2自然界的作用-21改變與平衡-211天氣與氣候變化 
陰、晴、冷、熱 

1a.觀察並體會日常生活中有氣溫的變化。 

1b.察覺夏天氣溫高，冬天氣溫低。 

1c.天氣現象有風、雲、雨等的變化。 
風雲雨霧 

2a.察覺空氣佔有空間，空氣的移動便是風。 

2b.認識雲與霧。 

2c.察覺日常生活中，常受到水有蒸發與凝結的影

響。 

3a.藉由氣溫、風向、風速、降雨等量化的方式，來

描述天氣的變化。 

3b.觀察知道氣溫下降時，水蒸氣凝結成露或霜(例

如清晨的露、寒冬的霜)。 
氣象報告 

2d.認識氣象報告，並有適當因應。 
天氣圖 

3c.認識天氣圖上高、低氣壓、鋒面、颱風等符號及

其表現的天氣現象。 
天氣變化 

4a.認識氣團(例如冷氣團與暖氣團的性質)及天氣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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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知道高、低氣壓空氣流動的情形與呈現的天氣現

象。 

4c.認識臺灣的天氣現象(例如鋒面、颱風、寒流、

和梅雨等)。 

4d.觀察冬季和夏季之風向、溫度、溼度的變化。 

4e.瞭解季風對臺灣氣候的影響。 
天氣的預報 

4f.知道天氣預報和機率預報的意義，以及其中重要

的氣象術語。 

4g.認識衛星雲圖和天氣圖上與天氣現象有關的符

號，例如颱風路徑與強度、颱風移動速度等。 

4h.知道紫外線指數的意義和紫外線指數高低對人

類的影響。 

4i.知道天氣觀測的內容，包括：地面觀測、高空觀

測與遙測等。 
海洋與氣候變化 

4j.認識海洋和海流所帶來的能量，對氣候有著重要

的影響。 

4k.認識海水具保溫效果，能影響沿岸氣候。 

4生活與環境-43環境保護-次主題430天然災害與防

治 
颱風與地震及其影響 

3a.認識颱風與地震造成的影響。 

3b.認識如何防颱、防震及應變。 

5永續發展-52科學與人文-522自然之美 

3a.由觀察欣賞生命成長、天象、地質、海洋、天候

變化的奧妙。 
上述內容看來洋洋灑灑，其實教學時數仍不多

足，以某版本教科書為例，每個年段僅有一單元，

約三週，計9~12節課的時間進行天氣主題的教學，

常常有老師上完就過了，學生學完就算了，考試考

完就忘了的困擾。 
筆者就在此困擾嘗試改變困境，將氣象課程進

量落實到生活中，雖然在正課堂數已經結束，仍常

常提醒學生關心天氣，特別是只要一有天氣系統即

將接進、影響中或已通過，隨即課堂上利用正時間

實施「五分鐘天氣主題」提醒學生注意天氣變化，

帶領學生把握機會觀察正發生的天氣系統，採用體

驗學習的方式進行教學，例如：利用學校頂樓空曠

的視野，帶學生觀察鋒面前緣雲的移動，曾有一次

觀察到北邊雲層移動形成半邊雲層密布，南邊仍晴

空萬里，整個天空被一分為二的奇景，也曾為了觀

察遠方山區午後雷陣雨，發生閃電打雷的天象，這

些經驗帶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以氣象網進行探究教學的方式 
 課堂的學習總是緊湊的，除了在普通自然課上

口頭講解外，通常將比較需要時間指導的探究學

習，放在課後社團實施，如：認識校園氣象站講解

測量儀器硬體，探討的行與建築物對氣象因子的影

響，結合中央氣象局網頁實地觀察天氣，觀察認識

颱風、鋒面、午後雷陣雨等天氣系統的學習活動，

進行方式採用課堂講解、安排到電腦教室上網查詢

相關網頁資料與回家延伸學習。 
曾在課堂上帶小朋友進行的主題有：「認識校

園氣象站認識氣象網，學做小孔明！」、「天氣系

統變化時氣象站看到什麼」、「認識颱風」、「冷

鋒來襲所見到的天氣變化」…等。 

 
四、探究學習成果 

學生因此將作品延伸參加校內科展，作品頗

多，再從校內得獎（通常是「特優獎」）的好作品

中選拔願意繼續努力的學生為選手參加對外活動或

比賽，如每年的「中小學科學展覽」或臺北市校園

數位氣象網舉辦的「探就式氣象網路競賽」。 
自2005年起，從參展件數的成長可以看到參與

的師生越來越多，其中以2008年最為熱烈，計有10
隊參加，動員全校自然科任教師多人全力指導，其

中9隊入選分別是：「大頭頭大」（發表後得佳作）、

「台灣關東煮」、「氣象王子隊」、「氣象美女隊」、

「WINNER」、「終極隊」、「雷雨特攻隊」（發

表後得特優）、「超人特攻隊」、「天文小尖冰」

（發表後得佳作）。回顧這幾年來的氣象主題探究

競賽指導過程雖然辛苦，但優秀作品也因而產生不

少： 

2005年「風兒它吻上我的家鄉」（臺北市科展特

優，全國科展佳作） 

2006年「鋒面來臨前後，臺北市各平地測站的降雨

變化」（氣象網路競賽特優） 

2007年「基隆河谷對東北季風風向的影響？」（氣

象網路競賽特優） 

2008年「了解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在哪個地區先發

生及行進方向。雷陣雨發生前、中、後的天氣

變化」（氣象網路競賽特優） 

2009年「哪一類型的地區?哪一季節的熱島效應最

明顯?為什麼?」（氣象網路競賽優等） 

 

五、困難問題的解決 

推動氣象探就教學以來，仍發現小學階段的施

行有些困難之處，課程配當時數太少，無法長時間

與大量學生互動，只能就特別選手指導外，還有其

他值得檢討的，簡列如下： 

一、學生太忙：即使是入選的選手，也常常因

為課後時間安排才藝課與補習，使得互動時間必須

擠在這些時間之外才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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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師意願：教師課務繁重，平均每週約有

二十一堂課要上，還要配合其他學生指導、行政要

求與家長互動等，所剩時間不多，常常視課後指導

學生為畏途。 
三、家長觀念：科學學習過程常常需要長時間

的累積與醞釀，非一蹴可及，家長有時以傳統考試

成績看學習成果，往往需要費力溝通。 
四、學校行政支持度：校務發展理想狀況通常

是均衡且兼顧各科，所謂五育均衡、全人教育，但

真正實施時還得看第一線的教師能否激發熱誠、自

動自發撥出時間與心力，很難由行政人員如校長或

主任強力要求推動，所以往往行政人員的角度也就

採被動配合，其實主管應該設計鼓勵制度，推動這

些有意義的學習活動。 

 

六、願景與結語 
小學生仍處於皮亞傑認知發展論所說的「具體

操作期」筆者堅信自然領域的學習必須將教室的理

論與實的的體驗相結合，雖因氣象主題的學習有抽

象思維、尺度過大、時間序列長短等因素難以實施

之處，正逢各項資訊與活動支持，正是各位第一線

如點亮一根蠟燭」，與其將氣象教學推廣與探究學

習歷程視為沙漠，不如灌溉成為綠洲！ 
筆者常常以「非洲賣鞋」的例子自勉，我是那

一位積極的業務員，看到非洲人尚未穿鞋，有好大

的市場，科學教育中氣象學的學習不只是學科更是

重要的生活常識，甚至攸關生命財產。 

    而今全世界少有且密度超高的校園數位氣象

網在臺北市建置起來了，還有國內主管的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願意支持指導，這正是推廣氣象教學與探

究氣象領域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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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氣象探究式學習行為引導案例分析 
 

張涵曦
 

中學生家長、台電公司北區施工處機電工務課長
 

   
  

摘    要 

    本案例係筆者連續兩年擔任96及97年度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自然科學探究式學習網路

競賽教練，指導當時就讀景興國中的長女和其同班同學組成的參賽隊伍，先後獲得優等及特

優的成績，並曾獲得最佳教練獎，受主辦單位邀請，撰文分享引導國中學生從事探究式學習

的經驗，希望提供有意指導孩子參與探究式學習的家長，一些思考的方向。主要的構面包括：

學習動機的激發、學習計畫的擬訂、學習資源的掌握、學習步驟的引導、困難問題的解決及

成果發表的演練等；最重要的是希望建立中學生對於探究式學習歷程的認知，激發其對於氣

象領域探究的動機，用比較及驗證的方式解釋所觀察到的現象，建立學習的邏輯性，並練習

結合資訊科技輔助分析，並呈現探究學習的成果。 

關鍵字：探究式學習 
 

一、前言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自然科學探究式學習網

路競賽自95年度開辦以來，主辦學校新生國小用心

經營，對於氣象教育的向下紮根，以及探究式學習

模式的推廣普及，達成具體的績效。筆者有幸參與

96及97年度的競賽，指導當時就讀景興國中的長女

和其同班同學組成的參賽隊伍，先後以「瘋狂殭屍」

的隊名探究「台北市文山區最乾燥和最潮濕的地方

濕度相差多少？」的主題獲得優等，及以「風雲人

物」的隊名探究「校園氣象觀測站的資料準不準確？

如果不準，造成的因素有哪些？」的主題獲得特優

的成績，筆者並於96年度獲得最佳教練獎。以一個

非氣象領域科班出身的家長身分（註：筆者係電機

工程學士及企管碩士），指導對氣象科學幾乎一竅

不通的七、八年級國中生，完成探究式學習，並於

眾多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孩子們還曾接受平面媒

體記者的採訪，相當令人振奮。本次研討會承蒙新

生國小邀請，撰文分享引導國中學生從事氣象探究

式學習的經驗，希望提供有意指導孩子參與氣象探

究式學習的家長，一些思考的方向。 
筆者粗淺的認為，中學生的學習歷程中，家長

扮演的主要角色並非知識的傳授，而是課後學習管

道與環境的佈建，及學習動力的激發，以補充學校

資源之不足，並與學校的學習相輔相成。因此在網

路上得知探究式學習網路競賽的訊息後，便積極鼓

勵孩子組隊參加，因為探究式學習強調的是小組團

隊合作為之，所以組隊之初便設定以三名隊員為目

標，不一定限定功課好的同學，而是志同道合願意

共同參與討論的同學。而由於參加此競賽屬學生自

發性的課餘行為，並非學校或老師指派，因此教練

的任務就由家長來承接。 
與科學展覽不同的是，科展動輒花四個月以上

去完成一項研究，氣象探究式網路競賽則須要在短

短四週內完成整個探究歷程，從主題的選定到最後

具體的結論，每週必須按部就班依限期利用網路上

傳學習單。實務上發現，每年都有為數不少的團隊

未能按時繳交報告，尤其是越到後期越明顯；對於

課業壓力較重的中學生而言，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

課餘時間，正確的踏出每一步，確實完成每個探究

的環節，是最重要的課題，也是筆者擔任教練引導

學習思考的重點，這其中包括：學習動機的激發、

學習計畫的擬訂、學習資源的掌握、學習步驟的引

導、困難問題的解決、成果發表的演練等六個主要

構面，分項敘述如下： 

 

二、學習動機的激發 

學習動機是影響學習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貫

穿整個探究式學習的精神指標，如果動機不足或是

不明確，很有可能半途而廢。筆者與孩子們溝通以

建立組隊參加的學習動機時，首先偏重在價值面。

一則是可以利用短短的時間，磨練一個發現問題、

解決問題的探究式學習經驗；再則是對於國中生比

較現實的問題，就是這是屬於台北市教育局主辦的

比賽，如果拿到前三名，有機會可以在高中申請入

學時列入特別加分項目（雖然後來在女兒申請北一

女入學時未被採計加分，並無法派上用場）。另一

方面，孩子們對於氣象科學的陌生，會使他們產生

對能否完成比賽的自我存疑，這個時候，主辦單位

舉辦的說明會是建立自信很好的方法，因為能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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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解什麼是探究式學習及比賽的遊戲規則，就更

能勾勒出美好的前景。所以，筆者事先已經帶著孩

子們去聆聽說明會，讓他們自己聽聽專家怎麼說，

先體會一下學習的氣氛，做好心理準備。 

 

三、學習計畫的擬訂 

學習計畫可以說是貫穿整個探究式學習的執行

方策，規劃說明在什麼時間，於什麼地點，由哪些

人，做哪些事情，可以很清楚的讓參與學習的小組

成員知道自己每一步該做的事項，按部就班如期完

成整個學習活動。以網路氣象競賽為例，每週必須

繳交的學習單內已經載明當週需要提出答案的問

項，筆者就根據這些問項，編製當週的探究學習計

畫與注意事項，在當週第一天併主辦單位公佈的學

習單一起發給組員，立即開始執行。 
舉例而言，第一年參加時選定主題「探究主題名

稱：○○地區最乾燥和最潮濕的地方濕度相差多

少？」，第一週學習單必須決定欲探究的問題，說

明動機與提出假設，因此，當週的計畫就依序安排

「第一天：各自寫下自己經歷過與主題相關的經

驗」、「第二天：各自蒐集與探究主題相關的知識」、

「第三、四天：利用課餘交換意見」、「第四天：

放學後集合討論」「第五、六天：整理報告及上傳

（組長）」。第三週學習單必須完成資料蒐集、篩

選、轉換圖表、分析，份量相當重，因此，當週的

計畫就依序安排「第一~三天：組員依分工蒐集資

料」、「第三、四天：組員各自將資料輸入電腦資

料庫」、「第五天：放學後集合討論」、「第六天：

現場勘查及探討」「第七天：整理報告及上傳（組

長）」。 

在計畫擬訂的時候，最好能夠與孩子們交換意

見，考慮到其補習、段考或是其他無法進行探究活

動的因素，預先予以避開，以提升計畫的可行性。

同時，藉由計畫的擬訂過程，也可以讓中學生學習

自己排讀書計畫、假期計畫、工作計畫等，對日後

生涯發展一定有幫助。 

 

四、學習資源的掌握 

在資訊科技進步的時代，將知識及資訊透過網路

的傳播，可以提升學習的效能。氣象探究式網路學

習的一項重要目的就是結合學校、家庭共同推廣「臺

北市校園氣象臺」網站(http://weather.tp.edu.tw/)與學校無

線氣象站之應用。對於現在的國中學生而言，網路

應用已經非常普及，校內許多作業都是藉助網路的

瀏覽搜尋來完成。相較於小學生而言，中學生對於

學習資源的掌握應該更有效率，除了「臺北市校園

氣象臺」網站資源的深入了解與應用之外，更應該

學習擴張網路資源應用的版圖，因此類似「中央氣

象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cwb.gov.tw)、「俞將軍氣

象生活網」(http://www.starlife.com.tw/)等都是中學生

可以一探究竟，學習氣象知識，蒐集氣象資料的網

站。且因為「臺北市校園氣象臺」還是有其資料上

的不足與盲點，如果藉由其他網站蒐集的資料補

充，對於探究式學習的完整性與正確性會更加理

想。因此，筆者會希望孩子們充分了解可以運用的

網路資源，並且試著找到其差異性。 

其實，除了網站以外，校園氣象臺或是中央氣象

局的測站本身也是很好的學習資源，筆者總是會載

著隊員一起到資料來源的校園氣象臺勘查，也曾一

起到設於中央氣象局本部前的台北觀測站勘查，實

地了解各種功能的設備配置情形，比較其差異，並

印證書本或是網站中的資訊。第二年探究「校園氣

象觀測站的資料準不準確？如果不準，造成的因素

有哪些？」也就是在實地勘查中，發現各校園氣象

臺設置的地點差異甚大，加上前一年探究時的經

驗，而發想出來的主題。 

此外，百科全書或是期刊文獻也是可資利用的學

習資源，只是內容深淺不一，筆者在這個部份會協

助做一些篩選，並先閱讀消化後再用較為淺顯的語

言向隊員解說。至於學者專家則是活教材，如果有

機會請益，類似主辦單位利用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

請氣象專家來解說及講評，也是不錯的學習機會。 

 

五、學習步驟的引導 

學習計畫擬訂妥，學習資源掌握住後，就進入學

習引導的核心了。筆者認為這個部份包括時效的掌

握及方向的控制兩部份，二者相輔相成。 
讓學習計畫依進度排程逐項完成就是掌握學習

時效，這個部份除了符合學習主辦單位規劃的要

求，也是在建立學生時間的觀念。中學生有一定程

度的課業壓力，加上正值青春發育階段，不易長時

間專注在特定的課後學習，筆者在引導的過程會注

意進度的跟催，並隨時動態修正，以追回落差；並

且視情況適時給予必要的介入協助，例如資料的核

對、圖表的製作或精修等較費時的工作。此外，每

週的學習計畫最後都會特別加上一段「教練的話」，

用以提醒及鼓勵隊員，為他們加油打氣。 
探究式學習是一種問題導向的開放式學習行

為，以小組型態為之，鼓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積

極參與、分工合作、討論分析等，解決問題的方法

由學生來決定。也就是學習計畫的步驟是固定的，

但是完成步驟的方法保留很大的彈性；但也因為如

此，討論的過程易於偏離主題或是意見發散，筆者

認為此時引導的重點在於提供幾個思考的方向，並

加以收歛，但不是提供解答。以第二年探究「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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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觀測站的資料準不準確？如果不準，造成的因

素有哪些？」為例，在選定探究主題之初，因為隊

員希望跳脫主辦單位規劃的四個主題，因此筆者在

當週學習計畫及注意事項寫下「大家既然決定不從

主辦單位訂定的四個主題發揮，而是要自己訂主

題，這個主題就要有創意，而且範圍不宜太大，要

考慮是不是有能力在四週內完成。在家寫下自己想

探究的問題（不一定每個人想的都一樣，一個人也

可以想兩、三個，但是要與氣象知識相關的）」。 

而後依計畫是要讓隊員共同討論出一個要探究

的問題，筆者此時提出三點引導隊員「1.想要探究的

問題可寫成敘述句（例如「每一個颱風在臺北市各

行政區降雨情形」）、關聯式問句（例如「降雨的

分布和颱風路徑有關係嗎？」）或比較式問句（例

如「○○地區最乾燥和最潮濕的地方濕度相差多

少？」）。2.想要探究的問題不一定只有一個，也可

以做一個大主題，下面分做兩、三個子題。3.每個人

都各自寫下決定探究這個問題的原因（也就是探究

的動機，儘量從生活經驗或是觀察到的現象出發，

或是以看過的書籍知識為基礎）。」 

進入資料蒐集前，筆者則是提醒「決定要蒐集資

料的範圍前，先決定判定校園觀測站資料準不準的

依據為何？用什麼方式判定？當發現不準的時候，

有沒有需要更進一步收集的資料？」 

在引導討論的過程中，不難發現中學生已經有較

成熟的邏輯推理能力，思考問題的面向也較多元，

常常討論出有創意或是令人驚喜的結論。 

資料的篩選及分析、圖表的製作，Office Excel

對中學生而言是很好用的軟體；Word則是編寫報告

慣用的工具，教練需提供必要的技術指導，中學生

也因此可以藉由探究式學習提升軟體應用的能力。 

 

六、困難問題的解決 

以網路氣象競賽為例，每週必須繳交的學習單最

後都會要求寫下當週遇到的困難，也讓學生自我省

思一下當面臨困難時，如何找到方法加以解決，所

以探究的過程也包括困難解決的歷練。依連續兩年

帶隊的經歷，孩子們提出的困難問題不外乎技術能

力的困難、時間壓力的困難、探究環境的困難等。 

技術能力的困難，例如資料的篩選、電腦軟體製

作圖表等，中學生已經具備一定的程度，再透過教

練的指導與協助不難解決。時間壓力的困難，在教

練有效率的引導下，並適時給予學生精神上的支持

鼓勵，也不至於無法解決。探究環境的困難，就是

比較難解的問題了，例如很多校園氣象臺的資料在

某個或長或短的時段是不完整的，有的學校氣象觀

測儀設置地點隱蔽難尋，也沒有標準條件的裝設位

置，可能產生的變數就比較難掌控了。此時，有必

要引導學生用迂迴推論的方式來試著找到答案。 

無論遭遇何種困難，同學間的合作與共同討論，

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多半可以提升克服探究時遭

遇到的種種問題的可能性，降低探究學習的障礙。 

 

七、成果發表的演練 

氣象探究式網路學習還有一項目的就是「透過探

究學習成果研討會，提供學生相互觀摩機會，增進

學生表達能力。」也就是探究的歷程與發現是一回

事，如何讓探究的結果清楚的呈現，明確的表達，

使觀摩者感到興趣，並理解與接納探究的結果，又

是另一個層面的課題。 
在發表的工具上，目前普遍使用PowerPoint軟體

製作簡報，這種發表的利器提供發表人在版面編排

設計及效果運用上很大的空間，中學生多半具有使

用的粗淺經驗，製作上並不困難，教練頂多在版面

修整及動畫與播放設定上提供技術支援即可。筆者

會建議孩子們文不如表、表不如圖，儘量利用圖表

搭配口頭說明，即使是文字敘述也要掌握分項分階

條列的原則，每頁至多不超過10列文字的重點，不

要企圖把所有的資料都攤出來，要能讓觀摩者在有

限的時間與發表人建立起認知的連結。 
發表的時間控制除了充分的演練別無他法，筆者

會引導孩子利用計時的方式，一次一次去蕪存菁，

讓孩子可以練到比規定時間提早30秒或1分鐘結束

的能力，臨場如果稍有不順，也還不至於超過時間，

造成無法完成發表的遺憾。 
怯場與固執是發表時不可取的行為，怯場展現出

自己信心的不足與演練的不夠，固執則顯示自己沒

有包容其他見解的肚量。尤其是觀摩的結果還是有

成績高下的評定，發表完畢的交流時間難免有犀利

的提問，筆者認為每一位隊員事前充分複習及理解

自己探究的過程與結果，發表時相互支援，以篤定

但是溫和的態度回應各種問題，即使被挑出破綻仍

不慍不火，沉著應對，才是成果發表最高的境界。 

 

八、結語 

臺北市國民中小學學生自然科學探究式學習網

路競賽至今已邁入第五屆，參賽隊伍仍非常踴躍，

許多國中都有學生組隊參加，不論是主辦單位的規

劃及參賽隊伍探究結果的水平都有顯著提升，探究

主題也不因舉辦多屆而匱乏，顯見探究式學習的推

廣已見成效。筆者認為這樣的學習模式未必僅限於

氣象領域的探究，如能獲得較育主管機關的支持及

學術界的奧援，應可以拓展到其他科學領域，讓更

多的中學生可以參與喜好主題的探究，提升中學生

整體的素質，為國家厚植優秀的科學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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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發生及行進方向的案例分析 
 

         張晏寧
1

   羅珮嘉
1

   高珮瑄
2                                  

王寶勛
3

  黃瑞育
4 

  臺北市民權國小學生  現為臺北市介壽國中
1

、民生國中學生
        

臺北市民權國小教師退休
3 

                                                  臺北市民權國小教師
4

 

 
    午後雷陣雨是台灣夏季氣候的特色之一，對這種來得急去得快的天氣現象，讓我

們充滿好奇，在經驗與觀察中察覺：下雨前總覺得逐漸悶熱潮濕，下雨後就有了涼意，下

雨前數分鐘觀察到有較明顯的涼風。這次探究過程除了印證這些經驗與觀察，也進一步發

現了以下現象：1.氣溫：下雨前溫度較高，總平均超過30℃；下雨中，溫度下降總平均超

過3℃；停雨後一小時內，溫度持續微微下降。2.溼度：隨著下雨逐漸上升，雨停後約一小

時之內仍較之前高。3.氣壓：下雨中氣壓皆大於下雨前，雨停後氣壓不穩定，有時高，有

時低。4.風速：下雨前及下雨中通常都有刮風，下雨前與下雨中的風速比較起來大小不一，

雨停後通常不是微風就是無風。5.風向：不論下雨前、中、後風向皆不定。6.紫外線：下雨

前大多高於下雨中及雨停後。 
我們還發現了它好像有生命似的，經歷了「醞釀成長、茁壯發威、煙消雲散」的歷程，

雷陣雨會分區下，而且有先後的「時差」。在三次雷陣雨樣本中，其行進方向各有特色，

大略可以看出從接近山區的地方開始下雨，從山邊先發生再延伸擴展到其他區域，就像大

鵬鳥飛掠過大地，雖然俗諺說「西北雨落不過田埂」但卻也在台北盆地飛越了一段不短的

路程，雷陣雨雨區會移動、延伸或擴展，但行進並無特定方向性，也許因為這次探究「樣

本」不多，如果長期觀察蒐集更多的樣本分析，或許可以像「颱風路徑」一樣，歸納出一

些類型。 
如原先所猜測：「不同的雷陣雨個案應該會有不同的現象，可能會有相似的規律，也

可能會有不同的差異」我們願意拋磚引玉，假以時日也許這樣「短期、小尺度」的系統，

會因我們的探究結果而更為世人了解掌握，希望對生活應用、災害預防上有進一步的貢獻！ 

關鍵字：午後雷陣雨、雷雨胞 
 

一、前言 

「午後雷陣雨」是台灣夏季氣候的特色之一，

對這種來得急去得快的天氣現象，和平常穩定天氣

差異很大，學校的校園數位氣象站也會紀錄這樣特

別的天氣現象，這時課本的學習已經不能滿足我們

的好奇，於是我們開始尋找深入的資料，親身體驗

和觀察與進行深入的探就。 

 

二、文獻探討 

從相關書籍與網頁資料，我們整理出這些重點： 

「…台灣夏天常見雷陣雨…來的快，去的也

快。明亮的豔陽天，忽然間烏雲移到頭頂，一陣昏

暗，接著一陣涼風，然後就是大顆大顆的雨滴猛烈

從天而降，還伴隨著閃電響雷，…隔著一條大街，

仍然是在豔陽天底下，回頭看對街下著傾盆大雨，

這就是西北雨的典型景象，正如農諺說的：西北雨

落不過田畔。…下雨前的下降氣流會帶來高空溫度

較低的涼風」。由於積雨雲的水平範圍只有數公里

或數十公里，所下的雨時間短暫，下雨地區也不大，

才會有東邊下雨西邊晴的奇景。 

以前在台北稱午後雷陣雨為西北雨，是和台北

盆地的地形有關，淡水河口位於台北盆地的西北

方，夏季的西南風和來自西北方淡水河口的海風，

配合熱對流，容易在盆地的東南山坡形成對流雲，

並發展成積雨雲而形成雷陣雨，從東南方移 向西北

方，所以才叫西北雨。實際上，並不完全是這樣，

只是以前的人觀測能力並不十分精確和完整，雷陣

雨有移向北方或移向東北方，就看當時的天氣型態

而定（「高中地理電子教科書」/名詞解釋「西北雨」

網頁）。 

雷雨是空氣在極端不穩定狀況下，所產生的劇

烈天氣現象，它常挾帶強風、暴雨、閃電、雷擊，

甚至伴隨有冰雹或龍捲風出現。雷雨大體可分為兩

類，一為鋒面雷雨，另一為氣團雷雨。台灣發生雷

雨的次數，每年自 3 月起開始增加，到 7、8 月達

盛時期；其中 3～6 月間的雷雨多屬鋒面雷雨，7～9

月間者多為氣團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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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面雷雨主要是動力因素所造成，即暖溼空氣

被鋒面抬升，引起強烈對流而產生。雷雨常出現在

鋒面附近，在鋒面前出現者亦時有所見，其發生時

間並無一定，可出現在白天，亦可出現在夜晚。台

灣在梅雨季節裏，當梅雨鋒面很活躍時，常出現大

雷雨，且持續時間往往可達數小時，因此有時豪雨

成災。 

氣團雷雨又稱熱雷雨，常發生在夏季午後 2、3

點鐘的時候，主要是因為熱力作用產生的。台灣的

夏天是在熱帶海洋性氣團控制之下，白天由於日射

使局部地區空氣發生對流性不穩定現象，因而常發

生雷雨，惟此種雷雨多屬局部性，造成災害的嚴重

程度往往不如鋒面雷雨。 

 

圖 1.氣團雷雨發展過程示意圖（左）發展階段

（中）成熟階段（右）消散階段 

 

(二)雷雨的誕生 
隨雨而來或先雨而至的下降氣流，會造成涼爽

的陣風，所謂「山雨欲來風滿樓」即意味著一場大

雨快要來臨。如圖 1 所示，當雷雨胞發展到成熟期，

即有又冷且又強的陣風（下降氣流）出現。降雨時

造成的下降氣流使熱空氣和冷空氣的溫度趨於均

等。而使地面涼下來，熱空氣便不再上升，所以在

夏季短暫的雷雨過後，天氣常很快轉晴。（中央氣

象局網頁http：//www.cwb.gov.tw/） 

歸納以上資料，得知雷雨有以下特點：降雨強

度大、降雨時間短、降雨區域小且可能有移動的現

象、時常伴隨雷電、降雨前常伴隨短暫涼風。 

 

三、探究主題 

經過同組同學進行文獻探討並和指導老師討論

後，受限於研究時間，我們將這次探究聚焦，將研

究重點鎖定在「氣團雷雨」也就是夏季午後雷陣雨，

至於「鋒面雷雨」就留待以後再研究了。 

  起先探究的問題想在以下三個主題發展： 
（一）了解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容易發生的月份和

時間。 

（二）了解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在哪個地區先發生

及行進方向。 
（三）觀察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前、中、後的氣象

數據變化。 

    後來因為對於雷雨胞移動方向的好奇和下列原

因，驅使我們將問題鎖定在上述第二個問題上： 
（一）了解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會不會分區下。 
（二）了解如果會分區，行進方向為何。 
（三）了解行進方向是否有規律性。 

    在探究活動進行開始時，我們就發現為了瞭解

上述主題，勢必要從個別測站資料進行分析，才能

得到結果，如此一來只要我們從這些測站的資料進

行分析，也可以看出雷陣雨發生過程前後氣象因子

的變化，所以便增加了一項探究重點：雷陣雨發生

前、中、後的天氣變化。 

    終探究主題變成了這兩項重點： 
一、了解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在哪個地區先發生及

行進方向，希望能看出「雷陣雨的行進方向和下雨

時間差」。 
二、雷陣雨發生前、中、後的天氣因素的變化。 
 

四、探究過程 

（一）收集的資料範圍與步驟 

1.依據氣象局監測報告看出 容易發生雷陣雨的

月份為 5~9 月，並找出下一場短暫雷陣雨發生

的日期。 

2.查看所有學校的雨量資料，並排除風向不準確

的學校，再在每一個行政區，選取資料完整的

一個校園氣象站。如果在一個行政區中沒有資

料完整的校園氣象站，就用該區資料較完整的

校園氣象站來替補。 

3.選用間隔每五分鐘一筆的校園氣象站中資料，

因為資料 密集，而且應該較容易看出細微的

變化，將更有助於了解雷陣雨發生前、中、後

的天氣變化。 

 
（二）收集的資料項目與步驟 

1.下載校園氣象站所有資料：氣溫、 高溫、

低溫、酷熱指數、 高酷熱指數、溼度、 高

溼度、 低溼度、氣壓、 高氣壓、 低氣壓、

風速、 大風速、風向、降雨速率、降雨量、

紫外線、 高紫外線、輻射、 高輻射、十分

鐘風速。 

2.再查看哪些因素在午後雷陣雨發生前、中、後

的數據資料有較明顯的變化。 

 
（三）資料的運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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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Excel圖表精靈把下載資料做成長條圖（雨

量）與折線圖（影響因素）的關係圖表，分別

為降雨量－氣溫、降雨量－溼度、降雨量－氣

壓、降雨量－風速、降雨量－風向、降雨量－

紫外線等關係圖。 

2.依雨量的變化找出下雨時間，並統計出各校下

雨時間表。 

3.統計各校影響下雨因素統計表。 

4.分析各校下雨時間差做成午後雷陣雨行進方向

標示圖。 

 
（四）資料品質的控管 

依據台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小組的訪視報

告，排除風向不具參考價值的校園氣象站後，我們

發現所剩的校園氣象站資料大多不齊全，因此不足

我們每一個行政區都各取一個校園氣象站，又與教

練討論在夏季吹的是西南季風，但在台北盆地因受

地形影響，各區域的風向可能不同，所以我們決定

以資料完整的校園氣象站為優先考量，並以 2007 年

度資料為依據，儘可能於各區找出一個可用的氣象

站。 

 
（五）資料數量與內容 

1.依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分別選出資料較完整的

校園氣象站，我們挑選如下：我們原先選了洲

美國小（北投區）、雨聲國小（士林區）、延

平國小（大同區）、永安國小（中山區）、健

康國小（松山區）、南湖國小（內湖區）、龍

山國小（萬華區）、忠孝國小（中正區）、金

華國小（大安區）、光復國小（信義區）、舊

莊國小（南港區）、景美國小（文山區）等十

二所學校。後來發現所挑選的日子裡有健康國

小（松山區）、舊莊國小（南港區）、景美國

小（文山區）等三所學校資料中有中斷或不可

使用的資料，故將三所學校改為民權國小（松

山區）、胡適國小（南港區）、木柵國小（文

山區）。 

2.依據「中央氣象局氣候監測報告」紀錄有午後

雷陣雨日期，且依據當日氣溫變化和下雨時間

挑選的日子如下：首先以單日降雨量大於 30mm
的 六 天 ： 2007/6/27 、 2007/7/5 、 2007/7/9 、

2007/8/4、2007/8/14、2007/8/22，經收集好資料

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降雨凌亂、時間又長，難

以分析其降雨因素變化情形及下雨行進方向，

所以挑選具有降雨時間「較短、集中、不分散」

等特色的雷陣雨－我們稱之為「單峰形式」的

日子，而改以 7/5、7/9、8/22 三天為主來進行

分析。 

3.首先依上述日期將選取的校園氣象站整天的資

料下載，經與教練討論及我們網路收集到的資

料顯示，雷陣雨應該都在下午降雨的才是典型

的西北雨，故我們改從時間 12：00 至 20：00
中下載間隔每 5 分鐘一筆的校園氣象站資料，

作為我們分析的資料。 

4.原先依上述日期將選取的校園氣象站的所有資

料下載，經與教練討論及我們根據搜尋網路有

關雷陣雨的資料，我們 後選出影響雷陣雨較

有關的因素及我們想探討的下列七項資料來分

析雷陣雨，包括：「降雨量、氣溫、溼度、氣

壓、風速、風向以及紫外線」。 

五、探究結果 

（一）午後雷陣雨日分析 

表 1.為 94-96 年中央氣象局氣候監測報告紀錄有

午後雷陣雨日期一覽表，從中選取我們要的午後雷

陣雨樣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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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94~96 年中央氣象局氣候監測報告紀錄有午後雷陣雨日期一覽表 

   年月 

日 

94 

06 

94 

07 

94 

08 

94 

09 

95 

06 

95 

07 

95 

08 

95 

09 

96 

06 

96 

07 

96 

08 

96 

09 

1  V  ＃     V V V V 

2  V ＃      V V V V 

3 V V ＃       V V V 

4  V ＃       V V  

5  V ＃       V V  

6  V       V V ＃  

7  V    ＃ ＃   V ＃  

8  V    ＃ ＃  V  ＃  

9  V V ＃  ＃ ＃   V ＃  

10  V V ＃   ＃      

11  V ＃ ＃  V       

12  V ＃   ＃    V   

13  V ＃   ＃    V   

14  V    ＃  ＃  V V  

15  V    ＃  ＃     

16  ＃      ＃   ＃  

17  ＃    V     ＃ ＃ 

18  ＃    V V    ＃ ＃ 

19  ＃     V    ＃ ＃ 

20  ＃     V      

21    ＃   V      

22    ＃   V    V  

23    ＃  ＃ V      

24      ＃ V      

25      ＃       

26      ＃ V    V  

27   V    V  V  V  

28   V        V  

29   V          

30  V ＃ ＃       V  

31  V ＃          

圖例 ： 

V：第一次選取雨量大於 30mm  V：第二次選取短暫一場雨     ＃：颱風      V：中

央氣象局氣候監測報告標示當天有雷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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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20070705光復降雨量 --氣溫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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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雨量與各天氣因子 

依照 12 個測站 3 天樣本資料，每站 6 項氣象因

子，就可製出各校測站資料整合表（36 張），在此

僅就 20070705 光復國小氣象站資料整合表產生的六

項氣象因子表示如下圖 2~7。 

圖 2 雨量-氣溫關係圖 

 

圖 3.雨量-濕度關係圖 

 

圖 4.雨量-氣壓關係圖 

 

 

 

 

 

 

 

 

 

圖 5.雨量-風速關係圖 

 

圖 6.雨量-風向關係圖 

 

圖 7.雨量-紫外線指數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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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20070705光復降雨量--風速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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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9.20070705光復降雨量--風向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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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7.20070705光復降雨量 --氣壓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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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0.20070705光復降雨量--紫外線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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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校下雨影響因素、時間數據統計分析 

依照 12 個測站一天樣本資料，每站 6 項氣象因子，整理得下表共六表，以下僅列出 20070705 樣本。 

表 2..2007 年 7 月 5 日各校下雨影響因素、時間數據統計表（原表編號 38） 

       學校 

因素 

北投 

洲美 

士林 

雨聲 

大同 

延平 

中山 

永安 

松山 

民權 

內湖

南湖

萬華 

龍山 

中正

忠孝

大安 

金華 

信義 

光復 

南港

胡適

文山 

木柵 

下

雨

前

一

小

時

平

均 

氣溫 28.65 31.57 33.18 33.72 32.22  28.35  31.45 32.92  32.03 

溼度 78.77 65.08 59.85 57.69 62.62  77  67.46 58.31  62.92 

氣壓 1004.8 1004.1 1005 1005 1010.6  1004.7  1009.6 1004.5  1003.5 

風速 0.65 0.98 NA 0.06 0.062  0.82  0.2 1.78  NA 

風向 亂 亂 NA 亂 NW  N  NE N  亂 

紫外線 0.15 0.86 2.15 1.72 0.32  0.05  0.05 1.26  0 

下

雨

中

平

均 

氣溫 28.05 30.01 31.2 28.76 27.48  27.1  27.13 27.15  27.34 

溼度 81 76.75 74 82.05 84.69  83.61  85.55 85.41  86.63 

氣壓 1005.2 1004.1 1004.7 1005.1 1011.1  1005.2  1010.2 1005.1  1004.2 

風速 0.85 0.1 NA 0.24 0.147  0.072  0.16 0.43  NA 

風向 亂 亂 NA 亂 亂  S  亂 亂  S 

紫外線 0 0 1.25 0.33 0  0  0 0  0 

停

雨

後

一

小

時

平

均 

氣溫 27.18 28.57 28.75 26.99 26.62  26.38  26.14 26.08  26.14 

溼度 85.54 80.38 81.62 87.85 87.85  84.92  88 88.31  89.96 

氣壓 1005.5 1004.2 1004.9 1005.4 1011.4  1005.5  1010.5 1005.4  1004.4 

風速 0.3 0.23 NA 0.1 0  0.03  0.03 0.14  0 

風向 E 亂 NA N NE  N  E 轉 S 亂轉 S  wsw 轉

NNE 

紫外線 0 0 1.12 0 0  0  0 0  0 

下

雨

時

間 

起 1645 1400 1345 1350 1410  1550  1440 1415  1425 

迄 1650 1435 1410 1525 1645  1715  1720 1650  1650 

開始下雨時差 175 10 NA 0 20 NA 120 NA 50 25 NA 35 

註 1、南湖、忠孝、胡適當日未下雨，不列入統計。 

2、數字取到小數點 2~3 位以下四捨五入。 

3、NA：該項資料不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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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雷雨移動分析 

由表 2.顯示，7/5、7/9、8/22 三天樣本的下雨

時間及時差，我們繪出圖 8~13（原圖 217 至 222）

黃色長線代表等降雨時間線，紅色箭頭就約略是

雷雨胞行進的方向，由這些圖我們觀察到下雨的

行進方向。7/5 大概於台北盆地偏北方的地區開始

下雨，然後往西北方的淡水河口行進，7/9 由南方

開始下雨 後往西北方的淡水河口前進，8/22 大

致由南方開始下雨 後往東北的基隆河谷前進。 

圖 8.20070705 下雨時間標示圖 

 

圖 9.20070705 下雨時差行進方向標示圖 

 
圖 10.20070709 下雨時間標示圖 

 

 
圖 11.20070709 下雨時差行進方向標示圖 

 

 
圖 12.20070822 下雨時間標示圖 

 

 
    圖 13.20070822 下雨時差行進方向標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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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與結論 

（一）、從這個探究過程，發現了夏季午後雷陣

雨就好像有生命似的，經歷了「醞釀成長、茁壯

發威、煙消雲散」的歷程，我們試圖在中多的數

據中探索歸納出「影響下雨因素前、中、後的氣

象數據」變化如下： 

1.氣溫：下雨前溫度較高，總平均超過 30℃；

下雨中，溫度下降總平均超過 3℃；停雨後

一小時內，溫度持續微微下降。 

2.溼度：隨著下雨逐漸上升，停雨後約一小時

之內仍較之前高。 

3.氣壓：下雨中氣壓皆大於下雨前，停雨後氣

壓不穩定，有時高，有時低。 

4.風速：下雨前及下雨中通常都有刮風，而且

下雨前的風比下雨中的  風大小不一，停雨

後通常不是微風就是無風。 

5.風向：不論下雨前、中、後風向皆不定（可

能因測站設置條件影響、僅供參考）。 

6.紫外線：下雨前大多高於下雨中及停雨後。 

 
（二）我們也從下雨時間的先後「時差」，看到

雷雨有移動的現象，這是否就是常在氣象報告中

聽到的「雷雨胞」在移動？看來似乎有從山邊先

發生，再沿著某個方向延伸或移動的趨勢，當然

也會轉彎，就像大鵬鳥飛掠過大地，這和我們原

先猜測的變化大致相同，雖然俗諺說「西北雨落

不過田埂」但卻也在台北盆地飛越了一段不短的

路程。 

 
（三）在雷陣雨來之前，會有一陣有如警訊般涼

涼的大風，提醒大家快要下雨了，這和我們的經

驗相符合。下雨中，溼度明顯會上升，感覺有一

點涼意。下雨後，一個鐘頭內，溼度還是會持續

上升，不過炎夏酷暑後來上一陣「熱」極必「涼」

的午後雷陣雨，就像來一杯消解渴的飲料，不易

快哉！ 

 

 總結以上這些發現，這些發現足夠回答我們的探

究問題。除了這次探究的成就感外，也引起我們

更多與好奇心，以後還有好多好玩的天氣現象等

著一一發覺與探索！如果長期觀察蒐集更多的樣

本分析，或許可以像「颱風路徑」一樣，歸納出

一些類型來也說不定！ 

 
果真如原先所猜測：「不同的雷陣雨個案應該會

有不同的現象，可能會有相似的規律，也可能會

有不同的差異…」我們不敢以此為滿足，但卻因

這次的探究，得到好多原先未想到的收穫。我們

願意拋磚引玉，假以時日也許這樣「短期、小尺

度」的系統，會因我們的探究結果而更為世人了

解掌握，希望對生活應用、災害預防上有進一步

的貢獻！ 

 

七、探究限制 

    受限於時間與樣本數限制這次探究過程僅就

2005~2007 年間「中央氣象局氣候監測報告」紀

錄有午後雷陣雨日期進行研讀，依據當日氣溫變

化和下雨時間挑選六天：2007/6/27、2007/7/5、

2007/7/9、2007/8/4、2007/8/14、2007/8/22，且設

定以單日降雨量大於 30mm的樣本，並挑選具有

降雨時間「較短、集中、不分散」等特色的雷陣

雨－我們稱之為「單峰形式」的日子，而改以 7/5、

7/9、8/22 三天為主來進行分析。這樣可能會忽略

其他另有特色的降雨模式。 

 

八、參考資料 
1.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 

2. 臺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http://weather.tp.edu.tw 

3. 台北市校園數位氣象網推動小組的訪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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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鋒來臨前後期間，氣壓和氣溫的變化相關性 
及冷鋒來襲頻率增加對氣壓和氣溫變化影響探究 

 

         陳彥霖
1*

   蔡郁晨
1*

   李佳穎
1                                  

楊世昌
2

  吳柏菱
2 

    臺北市明德國小學生
1 

 現為臺北市私立薇閣中學學生
1*           

臺北市明德國小教師
2 

 
摘    要 

    冬天時受到太陽直射位置偏北影響，冷氣團勢力逐漸強大，當其往南移動時，與暖氣

團相遇而形成冷鋒，鋒面通過時，臺灣的天氣也會受其影響而出現變化。由於冷氣團的強

度、勢力範圍及移動速度皆不同，當其移動到臺灣附近時，對我們天氣影響也不同，鋒面

來臨前後對氣壓與氣溫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我們嘗試藉由歷史資料分析，瞭解冷鋒來臨

前後期間，氣壓和氣溫的變化相關性，以及探究冷鋒來襲頻率增加對氣壓和氣溫變化的影

響。在我們這次的探究活動中，透過不斷的釐清問題進行探究，我們發現在冷鋒來襲期

間，氣溫會下降，氣壓會上升，而且氣溫降的愈多，氣壓升的就愈高，兩者呈現相反的走

勢。冷鋒後面的冷氣團愈強，氣壓和氣溫變化量會愈大。若兩波冷鋒侵襲台灣的時間差距

在一週內，第二波冷鋒溫度下降值和氣壓上升值的變化會比第一波大。所以寒流通常不是

冷鋒後的第一波冷氣團，而是冷鋒來臨後，又經過數波冷氣團來襲，將溫度降低及將氣壓

升高後，間隔一段時間，若氣溫並未有明顯回升，直到再一波較強烈的冷氣團來襲時，氣

溫在原本的低點又往下降，因此達到中央氣象局定的低溫範圍 10℃以下，便稱作寒流。 

關鍵字：冷氣團、冷鋒 
 

一、前言 

在冬天，我們所居住的寶島台灣常會受到來自

大陸冷氣團的影響而使天氣出現變化，當冷氣團移

動到台灣附近時，會伴隨冷鋒的形成，因此冷鋒來

臨前，經常可以聽到氣象預報提到：『…月…日新

一波冷高壓將南下北台灣，…低溫將降至 15 度』。

於是，『冷』的感覺讓我們立刻就可以知道氣溫明

顯的下降，但是『高壓』呢？在看氣象報導時，如

果預報有強烈的冷氣團，常常可以看到天氣圖上的

高壓線比一般情況下密集，中心氣壓的數值也比一

般情況下高很多。但「氣壓」對於學生尤其是小學

生而言，是比較抽象的科學名詞，氣溫降低時身體

可以明顯感受到變冷了，但氣壓變化時，人體很少

因為氣壓升高，而出現壓力很大或是喘不過氣來的

現象。另外，在秋冬時，有時候冷鋒是接二連三的

來襲，讓我們冷的不知所措，彷彿連腦袋都凍結

了！我們因而產生疑惑，如果連續的冷鋒來襲，氣

溫會受前一波低溫影響而越來越低嗎？如果氣溫越

來越低，氣壓會越來越高嗎？ 

因此，本次氣象探究想瞭解下面兩個問題： 

一、冷鋒來臨前後期間，氣壓和氣溫的變化與相關

性。 

二、冷鋒來臨前後期間，氣壓和氣溫的變化是否因

冷鋒來襲頻率增加而有差異。 

 

二、冷鋒的性質 

鋒(front)之觀念 早是由氣象學者Bjerknes於

1918 年提出，之後，挪威(Norwegian)學派學者如

Bergeron等 1928 年起，廣泛使用鋒(或鋒面)的概念

於天氣分析之上。所謂的鋒面(尤其是地面鋒面)指的

是二個性質不同氣團的交界面，且通常指水平尺度

範圍在 300 km ，垂直高度達 1km以上者。鋒面常為

一「鋒面區」 (過渡帶)，而非一條線(或面)，此鋒面

區為氣團特徵轉變區域，寬度可達 6～80 km；但是，

為方便分析和討論時，一般常以一個「面」來代替。 
由於冷空氣較重、暖空氣較輕，兩種氣團接觸

後冷空氣會在暖空氣的下方，如下圖一所示，這個

作用會使得鋒面上空氣的垂直運動變強，產生濃密

的雲層和降水。 

      

鋒面

冷氣團 暖氣團

鋒面

冷氣團 暖氣團

 
圖一：鋒面形成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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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冷暖氣團相對強度的不同，所形成的鋒面

特徵也不同，依據挪威學派的理論，將鋒面區分成

冷鋒、暖鋒、滯留鋒、囚錮鋒四種。 
本研究探究的冷鋒是指：冬天時，冷氣團的勢

力比較大，因此推著暖空氣往前進，所形成的鋒面

叫做「冷鋒」。當冷、暖氣團接觸時，由於冷空氣

較重，推向暖空氣時，會將暖空氣往上抬升，取代

原來地面上的暖空氣的位置，天氣圖上以「 」

符號表示。 
由冷鋒的立體結構圖（圖二）可以清楚的呈現，

冷鋒可視為冷空氣的前鋒。當冷空氣（Cold air）南

下，暖空氣(Warm air)密度較低，受冷空氣的推擠而

抬升後迅速上升，抬升過程中的空氣溫度下降，使

空氣中的水氣凝結成水滴而匯集成雲，因此鋒面帶

上常伴隨雲系的發展，容易下雨。有時鋒面帶上對

流較旺盛，易形成積雨雲(代號Cb)伴隨雷雨。所以在

鋒面通過期間，天氣常有明顯的轉變。當冷鋒通過

後，天氣受隨之而來的冷高壓影響趨於穩定，但會

帶來溫度較低的冷空氣，並使當地氣壓上升。 

 
圖二：冷鋒立體結構圖 

三、冷鋒來臨通過前後的天氣變化 

 由上一節可知，鋒面來臨後天氣將變得不穩

定，但實際的天氣變化則是如何呢？圖三是 2010 年

1 月 25 日的地面天氣圖，資料顯示，有一道冷鋒由

臺灣海峽通過臺灣北部並延伸至日本南方海上，若

要瞭解此時的天氣狀況，除了查詢中央氣象局的資

料外，亦可藉由設立在臺北市各行政區的六十個校

園數位氣象站所組成的微氣象網，來看出臺北市各

地鋒面通過前後的實際天氣情形。圖四、五分別是

2010 年 1 月 23 日零時至 28 日零時臺北市東湖國小

校園數位氣象站氣壓與降雨及氣壓與氣溫隨時間變

化圖。根據圖四，鋒面來臨前，受到東北季風的影

響，位於臺北市東方的東湖國小，有降雨現象，但

雨量很少，但鋒面通過時，雨量明顯增多，鋒面通

過後，後方是乾燥的冷氣團，造成氣溫由接近攝氏

21 度降低至 13 度，溫度的變化相當明顯（圖五）。

由於冷氣團是冷高壓，與溫度的變化相反，鋒面通

過後，後方的冷高壓也隨之而來，因此可以由圖四

的觀測資料看出，氣壓有明顯的上升，由 低 1015
上升至 1024 百帕。 

 

圖 三 ： 2010 年 1 月 25 日 上 午 八 時 天 氣 圖           

（資料來源：中央氣象局） 

 
圖四：臺北市東湖國小校園氣數位氣象站鋒面通過

前後氣溫與降雨量隨時間變化圖 

 
圖五：臺北市東湖國小校園氣數位氣象站鋒面通過

前後氣溫與氣壓隨時間變化圖 

四、探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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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實際氣象觀測數據，我們已瞭解了鋒面通

過後，天氣將變得不穩定，降雨機率變大，氣溫下

降及氣壓上升，為了進一步探討氣溫與氣壓二者因

冷鋒影響，在其來臨前後的變化情形，我們將分析

更多冷鋒影響的實例，我們擬定的探究架構如下圖

六。 

 
圖六 研究架構圖 

針對本研究的第一個探究問題，我們分成三個

階段分別根據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提供的氣候監

測統計資訊蒐集冷鋒來襲的日期時間、類型記錄資

料，再對應中央氣象局和台北市校園氣象站提供的

整日氣壓或氣溫等氣象觀測資料，製成冷鋒來襲期

間氣壓和氣溫變化折線圖。藉由分析這些資料，我

們就可以得知在冷鋒來襲前後對我們生活地區氣壓

和氣溫的影響，並進一步得知兩者之間是否存有一

定的關係。三階段的探究資料蒐集與繪圖整理方

式：  
第一階段： 

    從中央氣象局的氣候監測資料整理出 11 月

到 3 月所有冷鋒來襲的日期、類型，並統計影響

的天數與各冷鋒來襲的間隔天數等相關資料，加

以列表。 

    先從 12 月〈冬季〉和 3 月〈春季〉各挑選

一個冷鋒進行初步分析比較，每 1 個冷鋒來襲前

後共 3 天，每 1 小時收集 1 筆氣壓和 1 筆氣溫的

資料，共蒐集 6 個觀測站〈參閱下表一〉的資料，

資料量為 1728 筆。 

  表一 研究資料選用之觀測站列表 

中央氣象局測站 校園氣象站 

1.台北測站 1.新生國小測站 

2.鞍部測站 2.大屯國小測站 

3.淡水測站 3.關渡國小測站 

    根據資料比較結果，除鞍部測站的數據有較

大差異之外〈推測是受地形影響〉，另外 5 個測

站的資料差異不大，所以考量資料的準確度與完

整度，以及處理資料必須耗費許多時間， 後只

選定中央氣象局台北測站的資料進行後續的探

究。 

 
第二階段： 

    從 11 月到 3 月〈每月天數不同〉，每 1 小

時收集 1 筆氣壓和 1 筆氣溫的資料，共蒐集 1 個

觀測站〈中央氣象局台北測站〉的資料，資料量

為 7248 筆，作為後續探究的準備。 

 
第三階段： 

    根據冷鋒來襲資料表，將所有冷鋒來襲日期

往前和後各加一天，然後從前一階段蒐集的資料

中選取冷鋒來襲範圍內各天每 1 小時的氣壓和氣

溫資料，製作個別冷鋒的氣壓和氣溫資料表，資

料量 6000 筆。 

    根據各個冷鋒氣壓和氣溫資料表，分別繪製

冷鋒來襲前後的氣壓變化折線圖。 

    進一步再根據冷鋒來襲資料表，挑選一個月

內的三種冷氣團強度類型的三個冷鋒，並根據選

定冷鋒的氣壓和氣溫資料表繪製冷鋒來襲前後

的氣壓與氣溫變化關係比較折線圖。 
 

    針對本研究的第二個探究問題，根據冷鋒來襲

資料表，從 11 月到 3 月各挑選兩波時間差距在一週

以內的冷鋒，並根據選定冷鋒的氣壓和氣溫資料表

繪製兩波冷鋒來襲前後的氣壓與氣溫變化關係比較

折線圖。 

五、冷鋒來襲前後期間，氣壓和氣

溫的變化與相關性 

根據 2008 年 11 月到 2009 年 3 月影響台灣的 17

波冷鋒資料進行分析，我們得到以下的發現：  

1. 冷鋒來襲時，氣壓變化趨勢大致是往上升

的，等到冷鋒逐漸遠離，氣壓就會下降回

復到原本的氣壓。(如圖七) 

 
圖七 冷鋒影響前後氣壓變化折線圖 

2. 冷鋒來臨時，氣溫會下降許多，雖然還是

有一些起伏波動，但差距不大，而等到冷

鋒離開，氣溫也會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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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冷鋒來襲期間(圖八)，氣溫上升時，氣壓

會下降；氣溫下降時，氣壓會上升，而且

氣溫下降的愈多，氣壓上升的就愈高。 

 

 圖八 冷鋒影響前後氣壓和氣溫變化關係折線圖 

4. 當強度不同的冷氣團到達台北時，以寒流

與強烈大陸冷氣團影響的時間較長；如果

冷鋒後面的冷氣團愈強，氣壓(圖九)和氣溫

(圖十)的變化量便會愈大。 

 
圖九 不同強度氣團來臨前後氣溫變化長條圖 

 
圖十 不同強度氣團來臨前後氣壓變化長條圖 
 

六、冷鋒來襲頻率增加對氣壓和氣

溫變化的影響 

分析一周內連續兩波冷鋒來襲前後的氣壓與氣

溫變化關係，我們得到以下發現： 

1. 若兩波冷鋒侵襲台灣的時間差距在一週

內，也就是鋒面後方又有冷氣團接連來襲

時，氣壓與氣溫的升降幅度，會比後方沒

有另一波冷氣團接著來時，影響更強烈。

第二波冷鋒溫度下降值和氣壓上升值的變

化比第一波大。 (圖十一) 

 

圖十一 一周內連續兩波冷鋒之氣壓與氣溫

變化關係比對折線圖 

2. 寒流通常不是冷鋒後的第一波冷氣團，而

是冷鋒來臨後，又經過數波冷氣團來襲，

將溫度降低及將氣壓升高後，間隔一段時

間，若氣溫並未有明顯回升，直到再一波

較強烈的冷氣團來襲時，氣溫在原本的低

點又往下降，因此達到中央氣象局定的寒

流標準。 (圖十二) 

 

圖十二 一周內連續數波冷氣團來襲之氣壓

與氣溫變化關係比對折線圖 

七、研究限制 

礙於時間及取得資料上的限制，我們僅針對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3 月份的氣團進行分析，且

每項分析都只能挑選一些較具代表性的氣團來繪製

圖表及比較分析，所得到的結果僅是初步的分析結

果，若要是否能涵蓋所有冷鋒類型，還須進一步分

析更多筆的氣象資料。 

我們在挑選中央氣象局的資料時，是根據中央

氣象局發佈的氣候統計資訊，分別加總氣溫、氣壓

快速變化前和後 12 小時資料後算出平均，在時間點

上的拿捏難免會有一些落差，因為氣壓快速變化時

間和氣溫快速變化時間並不是在同時。所以前後的

12 小時的時間點上可能會有數小時的誤差，但是應

該不足以影響我們的研究結果。 

實線部分， 
第二波冷鋒氣溫較低。

虛線部分， 
第二波冷鋒氣壓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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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參考資料 
1. 中央氣象局 http://www.cwb.gov/ 

2. 臺 北 市 校 園 數 位 氣 象 網 

http://weather.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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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單點校園氣象站歷年氣象資料時間序列 
探究白雲山東側山谷風特徵 

 

關旂
1                                          

關世平
2 

臺北市格致國中學生
1                   

臺北市格致國中家長
2 

 
摘    要 

    山谷風的風速小，風力作用的時程不長，還受到地形條件、日照條件與雲量變化的

影響。相對於颱風、東北季風等強勢風力型態，山谷風是弱勢風力，常常隱身在其他決

定性風力之後。一般來說，使用單點觀測站氣象資料是無法繪製出整張天氣圖，但是山

谷風有他的地區性、規律性與節奏性，本探究：設法找出一個合適觀測山谷風的校園氣

象站，分析該觀測點歷年校園氣象站九項氣象資料的時間序列，繪製氣象資料圖形，觀

察圖形資料，比對圖形上不同氣象資料的關連性與其背後的物理意義，訂定篩選山谷風

指標，歸納山谷風特徵，比較四季山谷風特徵的異同。 

關鍵字：山谷風、風速、風向、微氣象 
 

一、前言 

白雲山位於七星山南麓，山勢南北走向。西側

緊臨天母，是台北盆地東北端風雨的最後一堵屏

障。東側是陽明山居民聚集，人文會萃處。 
陽明山區多風：冬季東北風大，適合風力發電

[4]、[1]；夏季、秋季偶有颱風；其他時候也常常有

地形風。這個氣象探究是：分析位於白雲山東側稜

線的格致國中校園氣象站歷年氣象資料，探究白雲

山東側峽谷四季山谷風特徵，並且比較四季山谷風

特徵變化的異同。 
 

二、白雲山地形與風力作用 
陽明山區屬於大屯火山群，有二十座錐狀或鐘

形的火山岩體[2]，分為東西兩大山系[3]，山勢坐東

北朝西南。白雲山位於山群的西南角，海拔標高

429 公尺，往北方兩公里半有標高 643 公尺的紗帽

山，其中平緩喇叭狀坡地是山仔后；東方是海拔標

高 590 公尺的小草山；兩山中間有南北 2 公里長，

寬約 300 公尺的峽谷，適合小型山谷風發展。 

 
白雲山區主要風力型態與其地形作用分類： 

1.東北季風型態：東北季風 經過七星山(海拔 1120
公尺)與竹篙山(海拔 830 公尺)阻檔，再經山勢較低

的紗帽山與小草山阻隔，風力降低後，風由兩山間

峽谷沿著魚路古道進入白雲山北邊的山仔后一帶。 
 

2.颱風型態：來自北方、東方、東北方颱風作用方

式如上述東北季風模式，來自西北方的颱風將逢遇

西北方的大屯山(海拔 1092 公尺)。只有侵台後出海

的颱風風向回南，或秋颱掠過北部海面，逆時鐘方

向的南風，將深深影響這個區域。 
 

3.西南季風型態：白雲山的西南方與南方是台北盆

地，地勢低，潮濕溫暖的西南季風長驅直入。 
 
4.海陸風型態：本山區離海岸十公里以上。近一千

公尺的高山限制約三、四百公尺高度的海陸風活

動，海陸風的現象不明顯。 
 
5.山谷風型態：白雲山山形有如中間被擠壓的橄欖

球，山的軸向是南北走，東邊不遠的小草山略高，

日出後，小草山先是遮著早晨部份的日照。不久充

足日照先到白雲山頭，再漸漸移向谷底；過中午，

日照區又從谷底漸次移向山頭。有典型山谷風形成

的地形與日照條件。 

 
平日觀察：午後，白雲山上的大冠鷲可以長時間穩

定盤旋在上升氣流中；與格致國中風力發電機選址

評估[1]的白雲山地型模型'類風洞'實驗中，發現白

雲山峽谷地區山谷風的有利發展條件。據此，規劃

本山谷風特徵的氣象探究。 
 
 
 

三、探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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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劃，選用白雲山東側北端格致國中校園氣

象站歷年資料，收集項目：風速、最大風速、十分

鐘風速、風向、氣溫、降雨量、濕度、氣壓、紫外

線。由前四項風速風向來計算山谷風的大小及方

向。氣溫變化是產生山谷風變化的主要原因。由紫

外線可粗估雲量的大小，其餘幾項用來判定是否有

颱風或鋒面。 

每一項目資料間隔時間：五分鐘。起迄時間：

2006 年 9 月 1 日~2007 年 8 月 31 日。收集的資料有

946 080 筆。 

歷年資料整理：把氣象資料空白或颱風天、鋒

面過境的天數刪去，繪出風速、風向等對時間的分

布圖。 

整年 365 天的「風速等九項氣象資料對時間」

在電腦上繪成 365 張圖表，並再三逐一篩選，找出

典型的山谷風圖。 

 

四、山谷風篩選指標 
『紫外線指數穩定增減』可以當成篩選「山谷

風」的『指標一』。當天的『紫外線指數』隨時間

穩定增減，則谷風的風速也比較穩定的增減。可能

是當日的雲量的平均變化穩定，又沒有其他季風等

的干擾，地區性的山谷風就成為主要的”決定性”

風力型態。這時候比較可以合理推測當天有明顯

的”山谷風”現象。 

『「風速」 與「十分鐘風速」的風速值相差』

可以當成篩選「山谷風」的『指標二』，當風速對

時間穩定的增減時，『風速』 與「十分鐘風速」的

風速值相差很小。也可能當天的氣象因素穩定.。 

『白天的完整明顯的谷風』可以當成篩選「山

谷風」的『指標三』，白天的谷風有明確的『紫外

線指數』當指標，晚上的山風沒有『紫外線指數』

當指標，但是，白天有一段明顯的谷風風速圖，圖

形的漸弱結尾還拖過傍晚到早夜，可以預期夜晚將

有一個明顯的「山風」。 

『「風向」變化頻繁可以當做排除「山谷風」

的篩選『指標四』，穩定的天氣，伴隨日照、氣溫

規律變化。當風向不規則又快速變化，我們可以合

理推測：除了山谷風外還有其它的風力來源，同時

造成風場的快速變化。 

 

五、山谷風特徵 
特徵一：谷風的峰值」比「紫外線指數峰值」

落後，如果與日照有關的「紫外線指數」是因，「谷

風」是果，果因之間有一段時間落後，與一般經驗

相符。 

特徵二： 「谷風」比「山風」橫跨的時間範圍

比較長，峰值也較大。可能山坡與山峰受日晒加溫

比較劇烈，夜晚降溫比較緩和(好像一塊海綿吸水量

大又快，漏出水時比較少又和緩—易熱難冷）。 

特徵三：過中午後谷風邁向峰值。這是太陽下

山後，谷風健漸漸減弱但是沒有完全停止。在白天

時，山峰比山谷地表溫度較高,，個現象日落後可能

還繼續保持一段時間。 

 

 

 

 

 

 

 

 

 

六、四季山谷風特徵異同 
四季，山谷風相同處：日出後，谷風風速加

大，過午後 14 時到 16 時左右，谷風達到最大值，

谷風風速最大值約 3 公尺/秒到 4 公尺/秒左右；山風

風速的最大值約 1 公尺/秒到 2 公尺/秒左右，出現在

晚上 20 時到 22 時。 

四季，山谷風相異處：四季的谷風風速峰值出

現的時間不同--冬季較早，秋季較晚。四季山谷風

的純正度(單純的山谷風，未夾雜其他季節風比例)

也不同。秋季可以找到一些”純正度”較高的山谷

風。 

 

七、可能的限制 
假設：所選擇的校園氣象站，一整年(2006 年 9

月 1 日 開始)的歷年氣象資料分析中，存在'山谷風

'。 

 

八、參考資料 
1.楊綉媛，林昀徵，楊卉心，關旂，王淑媛，

2008 “山雨欲來風滿樓”，台北市格致國中校內

科學展覽作品 

2.張角石，吳素慧，2004，”陽明山國家公園地

質風景紀事調查研究”，內政部營建署陽明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委託研究報告，5-8，36 

3.林俊全，任家弘，鄭宏祺，姜壽浩，吳芳怡，

2003:” 陽 明 山 國 家 火 山 地 形 模 型 之 展 示 研

究” ，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  ，7-18 

4.李端靄，1974：”陽明山的雨  ”，科學月刊，

52 期 

 

729







作者索引   之一（按第一作者序，附題名） 

 第一作者，單位名稱及題名 頁碼

王緒溢：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行動與感測科技輔助之親子氣象探究式學習 

692

王寶勛：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小學生氣象探究式學習行為引導案例分析 

709

呂國臣：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 
天氣預報融入國小教學實驗成果分析 

704

張晏寧：臺北市介壽國中 
    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發生及行進方向的案例分析 

715

張涵曦：中學生家長 
中學生氣象探究式學習行為引導案例分析 

712

陳彥霖：臺北市私立薇閣中學 
冷鋒來臨前後期間，氣壓和氣溫的變化相關性及冷鋒來襲頻率增加對氣壓和氣溫變化影響探究 

723

彭天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 
探討氣象探究網路競賽中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表現 

698

韓長澤：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室 
教育導向之城市氣象感測網路的建置與應用 688

關旂：臺北市格致國中 

分析單點校園氣象站歷年氣象資料時間序列探究白雲山東側山谷風特徵 728

 

 

作者索引   之二 
作者 Author 頁碼  page 

王緒溢 692 
王寶勛 709 
呂國臣 704 
張晏寧 715 
張涵曦 712 
陳彥霖 723 
彭天音 698 
韓長澤 688 
關旂 728 

 



題名索引 
 

小學生氣象探究式學習行為引導案例分析：王寶勛 709 

中學生氣象探究式學習行為引導案例分析：張涵曦 712 

分析單點校園氣象站歷年氣象資料時間序列-探究白雲山東側山谷風特徵：關旂、關世平 728 

天氣預報融入國小教學實驗成果分析：呂國臣、王緒溢 704 

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發生及行進方向的案例分析：張晏寧、羅珮嘉、高珮瑄、王寶勛、黃瑞育 715 

行動與感測科技輔助之親子氣象探究式學習：王緒溢、許英玿、張立杰 692 

冷鋒來臨前後期間，氣壓和氣溫的變化相關性及冷鋒來襲頻率增加對氣壓和氣溫變化影響探究：陳彥霖、

蔡郁晨、李佳穎、楊世昌、吳柏菱 
723 

探討氣象探究網路競賽中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表現：彭天音、許英玿、王緒溢、張立杰 698 

教育導向之城市氣象感測網路的建置與應用：韓長澤、王緒溢、徐蕙君 688 

 
 



 

 

天氣分析與預報研討會論文彙編(99)* 

主辦單位：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台大海洋研究所、美華海洋大氣學會 

協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立台灣大學、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立成功 

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中華民國海洋及水下技術協會、國立中山大學、中華民 

國氣象學會 

發 行 人：辛在勤 

出版機關：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台北市公園路 64 號，電話：(02)23491082 

印 刷 者：予豪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電話：(02)22462226) 

展售地點：國家書坊台視總店，臺北市八德路三段 10 號 B1，電話：(02)25781515#284 

          五南文化廣場(發行中心)，臺中市市中山路 6號，電話：(04)22260330#27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版    次：第一版 

其他類版：本書同時登載於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為： 

http://cwb.gov.tw(颱風資訊-颱風資料庫-圖書館(出版資料 8.研討會論文 

彙編)) 

創刊日期：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 

定    價；新台幣 500 元 

*本次研討會係與第五屆國際海洋大氣研討會聯合舉辦 

GPN:2007300056                              ISSN-1814-9227 

 

 



 

 

 

 

「地球展示系統」是一套創新的球型顯示系統，由美國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研發設計，英文

名稱為 Science On a Sphere；簡稱 SOS。目前 SOS可播放之動畫影像包含大氣、陸地、海洋、

天文、數值模擬等題材，以及由美國 NOAA、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及各博物館等製作之各式影

片，另外還可顯示衛星雲圖、海溫變化及地震訊息等 20 餘種全球即時資料。(拍攝地點：中央氣

象局 1樓大廳) 

 

 

ISSN-1814-9227 
條碼 
 
 
977 1814 922 000 

GNP：207300056 

定價：新台幣 500 元 


	2010_06c
	ISSN18149227cwb&taipei封面1
	2010_06c.pdf
	400本-前1
	00
	目錄＋議程大綱＋議程_120_）
	688-729
	001教育導向之城市氣象感測網路的建置與應用
	002行動與感測科技輔助之親子氣象探究式學習
	003探討氣象探究網路競賽中學生科學探究能力的表現
	004天氣預報融入國小教學實驗成果分析
	005小學生氣象探究式學習行為引導案例分析
	006中學生氣象探究式學習行為引導案例分析
	007台北盆地午後雷陣雨發生及行進方向的案例分析v1
	008冷鋒來臨前後期間，氣壓和氣溫影響探究
	009分析單點校園氣象站歷年氣象資料時間序列探究白雲山東側山谷風特徵v1

	作者索引（120）
	最後一頁


	封面背頁.pdf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002B0043006F006C006F007271218F4963DB0027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3006D006D002B88C152076A198A180027005D0020005B683964DA300C0033004D004D002B88C152077DDA300D005D0020005B57FA65BC002000270030004D004D0027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