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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執行力的定義

何 謂 執 行 力 ？ 執 行 力 可 以 將 其 定 義 為 「 交 出 成 果 的 能 力 」 ， 是 由 意 願

(motivation)及能力(ability)兩個因子所構成的，其中「意願」也就是企圖心、意志

力、毅力等；「能力」為知能(know-how)、資源(人力、財力、物力)等因素。孟子

曾言：挾泰山以超北海，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非不為也；為長者折枝，曰我不

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由此得知，要產生執行力，「意願」及「能力」二者缺

一不可，二者是「相乘」關係，如有任一項為0，就不會有執行力，例如一個人的

減肥、戒菸、健身等計畫成功與否，除了能力外，也取決於是否具有毅力及意志

力。上述二者固然缺一不可，但相對而言，「意願」比「能力」更為重要，如果有

意願，就算能力不足也可藉由各種方式努力予以提升，進而產生執行力；但如果缺

乏「意願」，就算具有足夠能力、豐富資源，也不會有執行力。

貳、執行成果

但是光有執行力是不夠的，「執行成果」(work)＝內因 × 外緣＝(意願 × 能力)  

× 外緣。執行力僅為達到執行成果的基礎(內因)，還需要配合外緣(外在機緣)，才

能產生最大的效果。「外緣」(opportunity)也就是可以有發揮的機會、舞台，所謂

交通部中、高階主管管理核心能力研習
專題演講－何謂執行力

講座：毛治國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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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執行力用於對的地方，才能做出成績，進而達到「趨福

避禍」成果。執行成果可以用東方哲學「因緣和合，以成萬事」的「因緣和合」的

概念說明，也就是在西方辯證法之內因為依據、外緣(外因)為條件的「世事演化法

則」，其實都是在說明成果必然是內因(執行者所具備的內在因素)與外緣(外在環境

條件)二者所交互產生的。

參、團隊執行力

上述提及執行力及執行成果的範疇，可用於解釋個人或團體的執行力方面，

但是很多重大執行是離不開組織的，必須發揮組織的力量才能達到成效，所以進一

步探討「團隊執行力」。誠如上述執行成果的模式，所謂團隊的執行成果＝內因

（團隊）× 外緣（團隊）：

一、內因為依據＝意願(團隊)×能力(團隊)

所稱的意願(團隊)即組織執行文化，也就是把交辦事情做好的團隊紀律。能力

(團隊)為：

(一)知識/技能、團隊成員是否訓練有素、嫻熟專精。

(二)資源是否充沛或足夠。

(三)系統、解決問題的組織結構、工作流程(SOP)，更是團隊分工合作之依據。

其中資源又可分為「有什麼打什麼」及「打什麼有什麼」�種情境，其區別在

使用上的時機不同，「打什麼有什麼」可稱為戰略，平時預想遭遇到任何狀況時可

採取的方法；「有什麼打什麼」為戰術的運用，於實際面臨到問題時，如何為成功

找到方法。就算資源不足，也要有贏家的思維，不要羨幕別人可以做什麼，而是要

去思考我能做什麼。

二、外緣為條件＝領導力×考成系統×外在環境因素

執行團隊的本質是「中性」的團隊，其前進方向，取決於領導者，也就是兵

隨將轉，同樣的團隊在不同領導者帶領之下，會產生不同的效果。領導力在團隊的

作用為：

(一)指引策略方向，啟發概念、賦予願景，讓團隊Do the right thing right。

(二)企圖心的感染與鼓舞。

(三)擇人任事，選對的人、放在對的位置、做對的事。

(四) 創造有利執行的外緣條件，好的主管應該為團隊排除推動工作的內、外障礙，

創造「打什麼有什麼」的條件。

考成系統係指領導者設定目標、課責對象、實施追蹤考核、獎優懲劣等措

施。最後，外在大環境也是影響團隊執行力的外緣因素，若面臨不可控制外在大環

境時，團隊可運用風險管理及危機管理以為因應，而非坐以待斃。

肆、執行力與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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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執行力的組織，都有相類似「組織文化」與「團隊紀律」。

具有執行力的組織，其「組織文化」的特性：

一、 成員具備企圖心、成就慾望的人生價值取向，勇於承擔責任、追求榮

譽。

二、表現出行動導向、贏家自信、敬業精神等工作態度。

三、注重團隊精神、成果導向之工作方式。

伍、執行力與團隊紀律

紀律是團隊得以發揮執行力之依據，紀律於集體主義精神下，是具強制性的

行為規範，團隊紀律是建立在個體行為的自律、自制與自我管理之上，而紀律嚴明

係指團隊成員嫻熟自己的角色、功能，以及其他成員行為模式，有默契地分工合

作、交出成果、完成任務。紀律嚴明的團隊特徵：

一、成員具備團隊優先、嚴以律己、專注執著、專業精準的人格特質。

二、執行工作注意細節。

三、 具有警覺與危機意識，凡事力求萬全準備，並準備應變計畫，且能與時

俱進，不會墨守成規，能採用新資源、新方法解決問題。

四、 走在問題前面，搶得「上手棋」、「上醫醫未病」的先機。

陸、結語

綜上，我們可以歸納出下列的執行須知：

一、執行力＝拿出成果來的能力，是實踐力行的科學，非不可捉摸的藝術。

二、執行成果＝內因 × 外緣→W＝M × A × O

三、內因(執行力)為依據＝意願 × 能力

　　(一)意願：聚焦組織文化的塑造與團隊紀律的建立

　　(二)能力：團隊能力從平時培養與建立

四、外緣為條件＝領導力 × 考成系統 × 外在環境因素

另外，執行成果(MAO)也可以解釋＝團隊執行力(內因) × 領導者決策力(外緣)

＝管理績效，在外在環境條件相同時，外緣的「領導力與考成系統」可內化為決策

力的「見、識、謀、斷」的因素。決策與執行之間是「知行、謀動」關係，引用老

子所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說明，「執行」就如同作學問，要用「加法」，

細節決定成敗，以紀律為基準、以成果(目標)為導向，將作法具體化；「決策」則

類似追求智慧，要用「減法」，瞭解全局、洞察趨勢、把握重點，將問題概念化。

古人有云：「理在事中，因事之理，不勞而成，參透事中之理」，其中「參透事中

之理」即為凡事概念化的表現，團隊成員應認清個人於團隊中扮演的角色，做出符

合角色(執行者或決策者)規範的行為，以達最大的執行成果及管理績效。最後，希

望在座各位主管能思索並發展出自己的決策與執行風格，蔚為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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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4月份天氣概析
氣象預報中心　長期預報課

一、天氣概述
�月份共有6次鋒面影響台灣，天氣變化快速，氣溫高低起伏大，月中冷氣團

影響期間各地氣溫較低。本月平均溫度除玉山、阿里山氣溫高於氣候平均值外，其

他氣象站氣溫均較氣候平均值低；雨量方面除彭佳嶼、台中及大武雨量多於氣候平

均值，其他氣象站雨量則少於氣候平均值。詳細天氣概述如下：�日白天東北季風

減弱，各地氣溫逐漸回升，日夜溫差大，局部地區有零星短暫雨；晚起至�日受鋒

面及東北季風影響，各地氣溫下降，降雨以中部以北及東半部局部地區為主。�日

鋒面位於台灣北方海面附近，北部有短暫雨；�日鋒面接近台灣，中部以北及東半

部有雨。6日下午至7日上午鋒面逐漸南下，各地雨勢加大或轉為有雨，局部地區甚

至有大雨發生；7日下午乾冷的東北季風南下，各地雨勢趨緩，氣溫亦略微下降。8

日受華南雲系東移影響，各地再度轉為有雨的天氣形態，中部以北雨勢較大，局部

地區有大雨發生。9日清晨起各地降雨緩和；�0日至��日氣溫回升，各地為多雲到

晴的天氣，其中��日東南部的大武出現焚風，氣溫高達�7度。��日晚起至��日受鋒

面及東北季風影響，溫度下降，北部、東北部及東部地區有短暫雨。��日東北季風

減弱，氣溫略微回升，除東北部局部地區有短暫雨，其他地區天氣穩定。��日受鋒

面及大陸冷氣團影響，氣溫再度下降，各地均有降雨，北部局部地區有大雨發生。

�6日各地降雨趨緩，北部及東北部氣溫較涼；�7日各地白天氣溫高，局部地區有零

星短暫雨。�8日受華南雲系東移影響，中部以北及東半部有雨，北部局部地區有大

雨發生。�9日東南部有局部性豪大雨發生，南部山區午後亦有局部短暫陣雨。�0日

至��日各地白天氣溫高，其中�0日東半部有零星短暫陣雨，北部及中部山區午後有

局部陣雨或雷雨；��日中部山區及東北部午後有局部性大雨或雷雨；��日北部及東

北部有午後雷陣雨，局部地區雨勢較大，東南部並有焚風。��日晚起至��日受鋒面

及東北季風影響，各地有雨，中部山區及南部局部地區有大雨發生，中部以北氣

溫下降。��日至�6日白天東北季風減弱，氣溫回升，降雨零星。�6日傍晚起至�8日

受鋒面及東北季風影響，各地氣溫明顯下降，其中�7日降雨以中部以北及東半部為

主；�8日各地均有明顯降雨，中部山區甚至有大雨或雷雨發生。�9日白天中部以北

天氣好轉，氣溫逐漸回升，但其他地區仍有雨，東部雨勢較大。�9日晚起至�0日上

午受華南雲系東移影響，各地均有短暫陣雨，�0日玉山並有降雪。

二、氣溫與雨量
�月份台灣除阿里山及玉山氣象站溫度高於氣候平均值外，其他��個氣象站溫

度均低於氣候平均值，其中以鞍部氣象站溫度低於氣候平均值�.8度為最多。以三分

法等級分類，阿里山氣象站溫度為高溫類別，玉山、高雄、恆春及東吉島氣象站溫

度為正常類別，其他�0個氣象站溫度則為低溫類別。雨量方面，除彭佳嶼、台中及

大武氣象站雨量多於氣候平均值外，其他��個氣象站雨量均少於氣候平均值；由降

雨比率來看，彭佳嶼氣象站雨量為氣候平均值的�.�倍以上，但台南、澎湖及東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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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象站雨量卻不到氣候平均值的�成。以三分法等級分類，彭佳嶼氣象站雨量為多

雨類別，台南、成功及澎湖氣象站雨量為少雨類別，其他��個氣象站雨量則為正常

類別。

三、環流分析

本(�)月�00百帕高度場顯示，東亞沿岸北緯�0至60度為槽場較深的負距平，副

熱帶地區則為高壓距平，代表副高勢力的�880高度等值線，籠罩印度半島至菲律賓

海。海平面氣壓場顯示，本月大陸冷高壓、太平洋高壓兩者皆偏強。8�0百帕低層

風場亦顯示，南海經中南半島至孟加拉灣仍為反氣旋式環流(順時鐘方向旋轉、高

壓)範圍，該區對流場亦較為偏弱。8�0百帕溫度場在中國大陸、日本與台灣為偏冷

的負距平，與前述大陸冷高壓偏強、東亞主槽較深有一致的相關。監測ENSO發展

的Niño�.�指標，於�009年��月達到最高值�.8，本月下降至0.7，顯示本次聖嬰事件

已逐漸步入尾聲。熱帶大氣環流方面，近赤道平均(�°S~�°N)8�0百帕緯向風場顯示

，換日線以東於�009年�月聖嬰發展以來，大致為西風距平，換日線以西的赤道西

太平洋，於�009年�0月至�0�0年�月期間，則有兩波較強的季內擾動。�0�0年�月起

，緯向風場與對流場的距平均有逐漸減緩現象。綜合目前大氣和海洋的距平型態，

呈現出聖嬰現象有逐漸減弱的趨勢。

99年4月中央氣象局各氣象站氣溫、降雨等資料比較表

站名 氣溫
(℃)

氣溫
距平
(℃)

氣溫
等級

雨量
(毫米)

雨量
距平

(毫米)

降雨
比率
(%)

雨量
等級

雨日(天) 日照
時數

(小時)實際 氣候

彭佳嶼
基　隆
宜　蘭
蘇　澳

19.4
19.9
20.7
20.7

-1.0
-1.2
-0.9
-0.8

低
低
低
低

263.8
222.1
117.6
188.4

97.2
-18.8
-16.6
-19.5

158.3
92.2
87.6
90.6

多
正常
正常
正常

19
19
19
21

15
17
16
17

76.1
63.8
82.6
72.6

鞍　部
竹子湖

14.6
16.5

-1.8
-1.6

低
低

227.5
176.7

-14.9
-31.2

93.8
85.0

正常
正常

20
19

17
15

57.9
74.7

淡　水
台　北
新　竹

19.8
20.7
20.3

-1.4
-1.0
-1.1

低
低
低

156.7
112.5
168.5

-21.6
-70.6
-22.8

87.9
61.5
88.1

正常
正常
正常

19
18
18

14
15
14

81.0
74.0
83.7

台　中
梧　棲

22.0
21.0

-1.0
-1.3

低
低

158.4
111.9

23.9
-19.1

117.8
85.4

正常
正常

16
13

11
11

127.8
120.9

日月潭
阿里山
玉　山

18.5
12.2
3.8

-0.8
1.1
0.5

低
高

正常

185.1
224.1
203.0

-7.0
-32.7
-45.9

96.4
87.3
81.6

正常
正常
正常

18
16
17

14
13
14

99.6
132.5
141.8

嘉　義
台　南
高　雄

22.2
23.7
24.9

-0.7
-0.8
-0.3

低
低

正常

69.0
28.1
48.0

-38.6
-56.8
-24.8

64.2
33.1
65.9

正常
少

正常

11
8
7

8
7
6

136.3
154.2
187.6

花　蓮
成　功
台　東
大　武
恆　春
蘭　嶼

21.9
22.9
23.5
24.1
24.9
21.9

-0.8
-0.3
-0.5
-0.6
-0.3
-0.5

低
低
低
低

正常
低

59.0
41.9
45.3

110.3
19.5

107.0

-37.1
-54.5
-28.5
28.0

-24.0
-57.8

61.4
43.5
61.4

134.1
44.8
64.9

正常
少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17
15
12
12
4

15

16
15
12
12
6

15

84.7
63.7

101.2
114.4
170.8
80.9

澎　湖
東吉島

21.7
22.8

-1.3
-0.3

低
正常

30.8
18.7

-61.6
-48.5

33.3
27.8

少
正常

6
8

9
6

111.4
129.2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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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即時地震觀測網於99年�月份共監測到 �7�0個地震(

平均每日約�8個) ，地震震央分布如圖�，高於平均值����個，而比�月份�8�9個地

震(平均每日約9�個)相對少很多，主要是�月�日甲仙地震序列餘震數所造成差異。

以全台7分區地震統計來看，其中台北地區有�7個、宜蘭地區有�6�個、花蓮地區有

�6�個、台東地區有��7個、台中地區有��7個、嘉南地區有���個、高屏地區有�99

個，圖�為本月份分區地震數量統計表與�月份及歷年分區月平均地震個數相較，其

中宜蘭、台中及花蓮地區活動度均低於歷年平均值。

本月共發布�個規模大於�的有感地震，其中�6日�0時�9分，震央位置在北緯

��.��度、東經���.7�度，即在台東蘭嶼地震站東方約���.9 公里，發生規模6.8的有

感遠震，震源深度7�.�公里，造成台東成功、花蓮磯崎最大震度�級及全島各地幾

乎均感受到�~�級震度。其餘�個規模大於�的有感地震，有�個在宜蘭近海，另�個

則在台東近海，規模�.�，為本月在台灣區內規模最大地震。

本月全台各地地震活動度都有減緩的趨勢，除台北、台東地區比上月稍有增

加外，各區活動度皆呈下降趨勢。其中台北地區因為�月�8日下午7時�6分，於基隆

市附近發生一芮氏規模�.� (編號0��號)地震，造成台北市震度達到�級，當日附近地

區總計有6個小地震發生，因而造成台北地區地震活動度較歷年平均值高。台東地

區在本月份��至��日期間，在成功附近有較密集地震活動，�天共發生了近�0個地

震，規模最大�.98。各分區地震活動度與月平均值相比，則除宜蘭、花蓮、台中地

區外，其餘地區皆比平均值增加，高屏地區因0�0�餘震影響，增加率雖降至��6% 

仍為全區之冠；整體地震活動度則比歷年平均值約增加�6%。

本月份有感地震共�8次，對外發布有編號的有感地震��個(編號0��~0��)，小區

域有感地震�7筆，相較於�月份69個有感地震，似乎少了很多，主要差別在�月�日

甲仙地震序列活動，本月份在高屏地區地震活動逐漸趨緩所致。震央分布如圖�，

其中台北地區有�個，宜蘭地區有9個，花蓮地區有9個，台東地區有��個，台中地

區有�個，嘉南地區有�個，高屏地區有�個有感地震，另含有感遠震�個。本月發布

編號有感地震詳細內容如下：

�.  第0��號：發生於�月9日��時��分，震央位於北緯��.77度、東經���.79度，即在

宜蘭市地震站東偏北方�.0公里處，震源深度80.9�公里，芮氏規模�.��，最大震

度：宜蘭羅東�級。

�.  第0�6號：發生於�月9日�9時�9分，震央位於北緯��.87度、東經���.00度，即在

宜蘭市地震站東偏北方�7.6公里處，震源深度�0�.8�公里，芮氏規模�.��，最大

震度：宜蘭南澳 �級。

�.  第0�7號：發生於�月��日��時�7分，震央位於北緯��.�7度、東經���.�0度，即在

台東成功地震站東偏北方76.7公里處，震源深度�0.�0公里，芮氏規模�.�0，最大

震度：台東長濱 �級。

�.  第0�8號：發生於�月��日��時�9分，震央位於北緯��.��度、東經���.�0度，即在

台東成功地震站西北方9.�公里處，震源深度8.9�公里，芮氏規模�.6�，最大震度

：台東成功 �級。

99年4月份地震測報分析
地震測報中心　陳榮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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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9號：發生於�月��日�時�9分，震央位於北緯��.��度、東經���.�0度，即在
台東成功地震站西北方9.�公里處，震源深度9.��公里，芮氏規模�.89，最大震度
：台東成功 �級。

6.  第0�0號：發生於�月��日�時��分，震央位於北緯��.��度、東經���.�9度，即在
台東成功地震站西偏北方�0.0公里處，震源深度�.�0公里，芮氏規模�.09，最大
震度：台東成功 �級。

7.  第0��號：發生於�月��日9時�9分，震央位於北緯��.60度、東經���.��度，即在
宜蘭蘇澳地震站東方�7.6公里處，震源深度8�.0�公里，芮氏規模�.0�，最大震度
：宜蘭市 �級。

8.  第0��號：發生於�月��日��時�6分，震央位於北緯��.00度、東經���.�8度，即在
基隆市地震站東偏南方 ��.� 公里處，震源深度��.�0公里，芮氏規模�.��，最大
震度：台北三貂角 �級。

9.  第0��號：發生於�月�6日�0時�9分，震央位於北緯��.��度、東經���.7�度，即在
台東蘭嶼地震站東方���.9公里處，震源深度7�.��公里，芮氏規模6.77，最大震
度：台東成功 �級。

�0.  第0��號：發生於�月�8日�9時�6分，震央位於北緯��.��度、東經���.69度，即在
基隆市地震站西北方��.9公里處，震源深度�.��公里，芮氏規模�.��，最大震度
：台北市�級。

��.  第0��號：發生於�月�0日��時��分，震央位於北緯��.��度、東經���.�9度，即在
台東成功地震站北方��.�公里處，震源深度�9.��公里，芮氏規模�.�9，最大震度
：台東成功 �級。

▲圖�、99年�月份地震震央分布圖。

▲圖�、99年�月份分區地震個數與�月份及歷年月平均數統計圖。

▲圖�、99年�月份有
感 地 震 震 央 分 布 圖
（發布有編號的有感
地震第0�� - 0��號，
其他為小區域有感地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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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交通部辦理Google Earth教育訓練，本局由第一組、氣象預報中心及地震測報中

心派員前往參加。

 ‧  交通部觀光局召開「提昇日月潭水域營業船舶安全管理事宜研商會議」，本局

由預報中心張博雄課長代表與會。

 ‧  本局訂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即時天氣監測預警通報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

效實施，開始對外發布「即時天氣訊息」，並同時刊登於本局網頁，其有效時

間為�小時。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東沙合作站，進行GPS探空系統簡易維護、儀器替

換、鐵捲門丈量等工作，為期�天。

 ‧  第二組辦理「災害性天氣監測與預報作業建置計畫」增設氣象站網99-�00年工

作，派員進行第�次尋勘苗中彰地區(含部分南投)無自動觀測站鄉鎮市區之設站

地點，並初步協商設站用地，為期�天。

�日 ‧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召開「因應99年汛期間疏散撤離及收容安置處置對策」

（草案）研商會議，本局由第一組艾寧靜技士代表與會。

 ‧  本局辦理99年度附屬氣象測報機構預報業務輔導暨漁業氣象訪問第�梯次蘇

澳、花蓮地區，為期�天。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前往竹子湖氣象站，監督作業室遷移管線配置工程。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假永康氣象站辦理99年「高空氣象觀測作業實作在職訓

練」，為期�天。

 ‧  第二組辦理臺東金峰自動雨量站遷移案，大武氣象站楊明雄主任會同工程人員

尋勘無線電中繼站站址，並進行無線電波傳送測試。

�日 ‧  氣象預報中心於�9時��分發布大雨特報：由於對流系統發展旺盛，今（�日）

晚中部山區有局部性大雨發生。明（6）日受鋒面接近影響，中部以北山區和

東北部山區有局部性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持續發布至6日��時�0分改發

豪雨特報，共�報。

 ‧  氣象預報中心謝明昌課長前往苗栗縣政府辦理之「災害防救及天然災害通報講

習」，擔任「氣象與防災」課程講座。

 ‧  地震測報中心吳健富課長奉派前往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參加「98年度強化

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實運作方案成果研討會」。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辦理第�次志工專業訓練，主題為「地面與高空觀測」。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高雄氣象站，維修雨強、日照及汰換雨量感應器，為

期�天。

6日 ‧ 氣象資訊中心完成核心作業南區備援演練相關工作。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0分發布豪雨特報：受鋒面影響，今日下午至明（7）日

中部以北、東北部地區及金門、馬祖、澎湖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

南部地區及東部山區亦有局部性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提防瞬間大雨、雷擊及強

陣風，山區並請注意落石、坍方、土石流及溪水暴漲，低漥地區慎防淹水。持

中央氣象局
99年5月份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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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布至7日��時�0分改發大雨特報，共�報。

7日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召開「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推動」會議，本局由氣象科技研

究中心鄧仁星副研究員代表與會。

 ‧  第二組林雨我組長應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邀請，於其主辦之高山氣象研討

會中，報告本局雨量自動測報系統現況。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0分發布大雨特報：受鋒面影響，今日中部以北地區及南

部山區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請防範瞬間大雨，山區請慎防落石、

坍方、土石流及溪水暴漲。持續發布至8日�6時�0分解除大雨特報，共�報。

 ‧  氣象預報中心林秀雯副主任赴宜蘭縣政府，擔任「99年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

課通報作業」講習會之講座。

 ‧  臺北縣政府地政局委託研訊工程顧問公司，辦理新店市安坑段大湖底小段9�地

號等7筆土地之地籍圖重測工作，本局指派秘書室總務鄭俊岳科長、林娟娟專

員、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廖述宏副主任、葛晉澤課長及蘇王欽技士協助辦理；復

於�7日下午再派鄭俊岳科長、賴令光技士、氣象儀器檢校中心廖述宏副主任及

蘇王欽技士，襄助相關指界用印事宜。臺北縣新店地政事務所宋正全先生於�8

日至氣象儀器檢校中心，進行現況拍照事宜。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科學與資源學院李明安院長應邀來局專題演講，講題

為：「海洋衛星遙測現況及應用於極端環境之觀察」。

9日 ‧  氣象預報中心於�6時發布大雨特報：受鋒面影響，今（9日）晚至明（�0）日

臺灣中部以北、基隆北海岸地區及金門、馬祖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

率，南部山區明日午後亦有局部性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防範瞬間大雨、雷

擊及強陣風。持續發布至�0日�0時解除大雨特報，共�報。

 ‧  氣象預報中心於�0時�0分發布濃霧特報：今（9日）晚至明（�0）日馬祖及金

門易有局部霧，目前馬祖有濃霧發生，能見度不足�00公尺，請注意。持續發

布至�0日6時�0分，共�報。

�0日 ‧  氣象預報中心賈新興課長前往臺南曾文水庫，參加南區水資源局旱災緊急應變

第9次會議。

 ‧  海軍大氣海洋局黃明哲局長應邀來局專題演講，講題為：「應用潮汐分區進行

無驗潮站地區之潮汐預報」。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澎湖氣象站安裝AVR及汰換UPS，為期�天。

��日 ‧  本局辦理99年度附屬氣象測報機構預報業務輔導暨漁業氣象訪問第�梯次臺

中、梧棲、日月潭地區，為期�天。

 ‧  氣象預報中心謝明昌課長前往人事行政局地方研習中心辦理之「災害防救及緊

急應變研習班」，擔任第�期「氣象與防災」課程講座。

 ‧  第二組假蘇澳氣象站辦理本年度第�梯次「氣象測報機構在職人員訓練」，為

期�天。

��日 ‧  臺北市政府災害防救中心辦理「99年度颱洪應變與監測預警之研究」訓練，第

一組伍婉華科長擔任講座。

 ‧ 本局於今日下午播映優良國片「不能沒有你」，計有��6人觀賞。

 ‧  第二組配合秘書室總務辦理臺中氣象站室內空間調整及裝修工程，派員會同維

護廠商，進行雨量自動測報系統區域接收及處理設備遷移至臨時作業室之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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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辦理「行政中立的理論與實務」訓練視聽課程。

 ‧  海象測報中心呂理弘課長與麥如俊技士，赴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

心，參加「資料浮標�月份月討論會」及「西南外海資料浮標建置」案工作會

議。

 ‧  海象測報中心林燕璋副主任與陳伊秀技佐，參加於臺北港行政大樓舉行的「研

商臺北港潮位站拆除及內部設備遷移事宜會議」。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臺中氣象站遷移地面自動測報系統，為期�天。

��日 ‧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辦理「99年防汛演習兵棋推演」預演，本局由紀水上

副局長率第一組陳正改組長、艾寧靜技士及氣象科技研究中心王世堅簡任技

正參加。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高雄氣象站，更換小松風向法蘭盤與新品日射計，

為期�天。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參加「溫濕度量測技術進階

與應用研討會」，為期�天。

��日 ‧  行政院召開縣（市）首長災害防救研討會，本局由辛局長與會，並主講氣象專

題報告。

 ‧  氣象預報中心謝明昌課長前往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講授「天氣預報與實

務」課程。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大屯山，拍攝本局新簡介之有關氣象儀器維修影片。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辦理臺南辦公室周邊�0公尺範圍內清淨家園活動。

 ‧  第二組辦理雨量自動測報系統增設宜蘭五結自動氣象站，宜蘭冬山、雙連埤、

壯圍及花蓮西林、明里等�處雨量站升級為氣象站案，為期7天，工程現場施做

全部完成。

��日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上午辦理99年度第�次志工讀書會，本次研討主題為「長榮

交響樂團─世界民謠 �（臺灣民謠《望春風》等��首）」。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舉辦假日活動，上午邀請國立中央大學大氣科學系王作台教

授演講，講題為：「全球變遷與永續發展」；下午影片欣賞，片名為：「白色

大地」。

�6日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發布濃霧特報：今日馬祖及金門易有局部霧，目前馬祖有

濃霧發生，能見度不足�00公尺，請注意。持續發布至�0時�0分，共�報。

�7日 ‧  本局上午舉辦「犯罪預防及法治教育」專題演講，邀請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

究所林育聖助理教授講授「詐欺心理學：騙人與被騙的藝術」，計有�9�人參

加。

 ‧  本局下午播映「心靈魔法世界—舒壓釋放」布魯克納交響曲，計有�0�人參加。

 ‧  中國科學院陳運泰院士應邀來局專題演講，講題為：「板內地震與板間地震的

成因、破裂過程及致災機理的對比研究」。

 ‧  第二組辦理99-�00年「臺灣地區雨量自動測報系統」，臺中與梧棲區域站及

相關自動站共�00站之汰換及更新案，承商於今日起進行逐站電波傳送路徑測

試。

 ‧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國家氣象局(NOAA/NWS)國際事務處William Bolhofer

博士來訪，由本局相關人員簡報本局重要業務、颱風作業及國際合作議題等，

隨後參觀本局各作業中心，並陪同拜會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及行政院國家



�0 ��

科學委員會，為期�天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竹子湖氣象站，辦理自動觀測系統搬遷相關事宜，為

期�天。

�8日 ‧  第二組李正雄簡任技正率秘書室許慶屏科員及秘書室總務洪美玲科員，赴民用

航空局桃園國際航空站辦理採購專案稽核。

 ‧  氣象預報中心謝明昌課長前往人事行政局地方研習中心辦理之「災害防救及緊

急應變研習班」，擔任第�期「氣象與防災」課程講座。

 ‧  氣象預報中心於7時發布濃霧特報�報：今日金門及馬祖易有局部霧，目前金門

有濃霧發生，能見度不足�00公尺，請注意。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梁慶儀課長、蔡恆雄技士拜訪臺南市政府消防局，商討汛期

聯絡及通報方式，為期�天。

�9日 ‧  本局辦理99年度附屬氣象測報機構預報業務輔導暨漁業氣象訪問第�梯次金門

地區，為期�天。

 ‧  本局辦理99年度附屬氣象測報機構預報業務輔導暨漁業氣象訪問第�梯次臺北

地區，為期�天。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發布濃霧特報：今日金門及馬祖易有局部霧，目前金門有

濃霧發生，能見度不足�00公尺，請注意。持續發布至��日�時�0分，共��報。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洪俊煌課長至臺南縣新營市新泰國小，進行「氣象展示場暨

氣象防災宣導活動」。

 ‧  臺灣南區氣象中心辦理99年度敦親睦鄰影片欣賞活動，下午�時播放「不願面

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NCAR）研究人員Jim Wilson博士與Rita Roberts博士應邀

來局，進行自動即時預報系統（Auto-nowcaster；ANC）教育訓練，為期7天。

�0日 ‧  本局舉辦資安訓練，主題為「營運持續管理」，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

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鄭皓仁經理講授。

 ‧  氣象預報中心賈新興課長前往經濟部，參加經濟部旱災緊急應變第�次會議。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赴永康氣象站，配合廠商修改及更新不斷電系統之電源

設定工作，為期�天。

��日 ‧  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辦理「99年防汛演習兵棋推演」預演，本局由紀水上

副局長率氣象科技研究中心王世堅簡任技正及第一組伍婉華科長、艾寧靜技

士參加。

 ‧  氣象預報中心賈新興課長前往桃園縣龍潭鄉，參加北區水資源局水源調度協調

第8次會議。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0分發布大雨特報：由於午後對流雲系發展旺盛，今日北

部及東北部山區有局部性大雨發生，南投、嘉義、高雄及花蓮山區亦有局部性

大雨發生的機率，請注意。持續發布至�9時�0分解除大雨特報，共�報。

 ‧  海象測報中心滕春慈主任與呂理弘課長赴高雄左營，參加於海軍達觀軍艦官廳

舉行的「達觀艦執行海峽中線延長線以西大陸礁層調查任務航前會」。

��日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0分發布豪雨特報：今日受鋒面接近影響，金門、馬祖地

區有大雨發生。明（��）日受鋒面影響，臺灣北部、中南部及東北部地區有局

部性豪雨發生的機率，金門、馬祖及東部、東南部地區亦有局部性大雨發生的

機率，請注意防範瞬間大雨、雷擊及強陣風。持續發布至��日�時改發大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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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共��報。

��日   氣象預報中心於9時�0分發布濃霧特報�報：今日馬祖易有局部霧，目前馬祖有

濃霧發生，能見度不足�00公尺，請注意。

��日 ‧  第四組黃維智組長赴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參與「莫拉克重建區雷達降雨監

測系統建置評估委託專業服務案之期初簡報」。

 ‧  加拿大地質調查所太平洋分部研究員高弘博士應邀來局專題演講，講題為：

「A comparison of methodologies in locating non-volcanic seismic tremors」。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發布大雨特報：受鋒面影響，今（��日）晨恆春半島及屏

東地區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發生，請注意。持續發布至��時解除大雨特報，共

�報。

 ‧  海軍大氣海洋局蔡錦繡小姐至海象測報中心，進行潮汐分區資料與分區預報技

術轉移。

 ‧  海象測報中心派麥如俊技士，配合內政部使用海軍達觀軍艦執行「我國大陸礁

層調查計畫」第�航次任務，出海布放資料浮標，為期�0天，於��日上午完成

布放任務，開始觀測。

��日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前往玉里、太平山等重點自動氣象站，清理雨量筒，

為期�天。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余福恭技佐赴墾丁氣象雷達站，進行地面自動測報系統定

期維護校驗工作，為期�天。

�6日 ‧  召開「99年度為民服務推動小組第�次會議」，由葉天降副局長主持。

 ‧  氣象預報中心謝明昌課長前往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之「99年度災害防救教育研

習班」，擔任「氣象與防災」課程講座。

 ‧  氣象預報中心黃椿喜技士前往臺北市政府辦理之「99年度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

上課作業講習」，擔任「氣象與防災」課程講座。

�7日 ‧  第一組舉辦本局進駐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輪值人員教育訓練，本局進駐人員、氣

象預報中心、氣象衛星中心等相關單位共�8人參加，最後由辛局長主持綜合座

談。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0分發布大雨特報：今（�7日）晚北部山區及東北部山區有

局部性大雨發生的機會。明（�8）日受滯留鋒面影響，臺灣中南部及東南部地

區易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發生，北部地區、東北部山區及澎湖、金門有局部性

大雨發生的機會，請注意防範。持續發布至�9日�時�0分改發豪雨特報，共6報。

 ‧  氣象預報中心謝明昌課長前往基隆市政府辦理之「99年度天然災害發生時停止

辦公及上課通報作業講習」，擔任「氣象與防災」課程講座。

 ‧  氣象預報中心林秀雯副主任赴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練所，擔任「認識颱風

及颱風災害預防」課程講師。

 ‧  本局舉辦資安訓練，主題為「一般人員資訊安全認知及法令宣導」，由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吳昭儀與劉志銘經理講授。

 ‧  氣象資訊中心新增提供EC 模式解析度0.�°x0.�°的圖檔至氣象預報中心一週天氣

預報編輯系統。

 ‧  本局自今日起至6月��日，執行「西南氣流豪雨觀測與預報實驗計畫」，進行

氣象密集觀測。

�8日 ‧  第二組協調水土保持局，於其土石流防災資訊網站即時雨量網頁，加註各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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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之設站單位。

 ‧  本局與日本氣象廳之臺北東京點間通信，新增加五分山、墾丁、七股等�氣象

雷達站之雷達觀測資料。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0分發布濃霧特報：今日馬祖、金門易有局部霧，目前馬

祖有濃霧發生，能見度不足�00公尺，請注意。持續發布至��時�0分，共�報。

�9日 ‧  臺北市教育局假新生國小舉辦氣象小學堂PK賽，並舉行小小孔明氣象預報探

究網路競賽之頒獎典禮，本局由第一組及氣象預報中心派員前往協助辦理，葉

天降副局長頒獎。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0分發布豪雨特報：受滯留鋒面影響，今日臺灣南部易有

豪雨發生、東南部及中部地區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區及東北部山區亦

有局部性大雨發生的機會，請注意防範。持續發布至��日�時改發大雨特報，

共9報。

��日 ‧  交通部辦理「99年度天然災害防救業務講習」，本局由第一組陳正改組長、

伍婉華科長、艾寧靜技士、呂玉璇技佐、秘書室總務鄭俊岳科長、楊健守技

正與會。

 ‧  氣象預報中心於�時發布大雨特報：受滯留鋒面影響，今日上午中南部及東南

部地區仍有局部性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山區請慎防落石、坍方及土石流。

持續發布至�時�0分解除大雨特報，共�報。

 ‧ 氣象儀器檢校中心派員前往雪霸、竹南、新屋等自動氣象站清理雨量筒。

月統計 ˙  WWW上網計��,��7,766人次。FOD使用量：6�7次。電子報新訂戶���人。

「個人化氣象網站」新增會員�9�人。

 ˙ 本月份發布地震消息�次；最大震度達�級者�次。

 ˙  本月份共校正氣象儀器���件，其中局屬單位共計�0件，外界委託共計�7�

件。

 ˙ 受理氣象資料申請�76件。

 ˙ 來局參觀人數��9人次，參觀氣象展示館人數計�,�7�人次。

 ˙   本月共發布濃霧特報�次、��報；大雨特報7次、�6報；豪雨特報�次、��

報；「即時天氣訊息」��次。

人 事 簡 訊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升遷或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政風室 科員 何維寧 調至他機關 99.0�.0�生效

第四組 編審 劉昭育 他機關調進 99.0�.��生效

政風室 專員 楊子萱 他機關調進 99.0�.��生效

人事室 科員 吳彣琦 他機關調進 99.0�.�7生效

海象中心 技士 黃曉薇 育嬰留職停薪 99.0�.��生效



�� ��

閱讀本局通訊月刊98年�月號，氣象界前輩周明德「被遺忘的台灣省氣象局局

慶紀念日」一文，感觸良多，被遺忘的不光是那遙遠的紀念日，還有許許多多的

人、事、物等等，礙於那年代的時空背景下，有些是刻意被遺忘了，有些是在肅殺

的政冶氣氛，人人自危下，絕口不提。歷史時間的巨輪，不會因你的遺忘或封口不

提而有所停息，對後輩者也往往因無知，不知珍惜，忘卻追尋。周前輩文中的舊照

片及文章標題，我似乎在那裡見過，翻開站上舊相簿夾有�張泛黃的相片，同年同

月同日(�9�6年��月�日)、同地點、同一個位置場景所拍攝的(如圖�)，其左上角標

示：「台灣省氣象局成立週年紀念全體職員合影、卅五、十一、一」。而照片的背

面，以毛筆工整書寫：「花蓮港第一、二測候所惠存  台灣省氣象局 贈」(如圖�)。

其他氣象站是否存有此照片不得而知，依落款標示，當年是廣發各測候所，60多年

後又有誰會在乎這照片。花蓮港第一、二測候所指的又是哪個地點？花蓮港第一測

候所就是花蓮氣象站現址，這是根據其他舊照片所標示而確認，花蓮港第二測候所

依推論就是花蓮機場。�9�7年�月��日，當時所長橋本敬藏先生與台灣總督府內務

局局長小濱淨礦勘查，選定花蓮港測候所飛行場出張所及花蓮玉里出張所地點，是

年7月蘆溝橋事變中日兩國開戰，此地點的選定有其軍事目的，並非著眼於便利民

眾。

�9�9年花蓮港測候所北埔飛行場出張所奉令撤銷，以當時的局勢言，國民政

府遷臺，北埔機場順理交由空軍接管，氣象觀測也就由空軍氣象聯隊的第十八派遣

分隊接手(第十八派遣分隊是由大陸東南的區臺，在�9�8年左右先遷至基隆暖暖，

再遷南投草屯，最後再遷至花蓮北埔機場)。�9��年台灣光復到�9�9年國民政府遷

台，花蓮北埔機場航空氣象觀測及飛航天氣簽證，並沒有停止，因此本站退休的

劉銘傳技正，以往常常會談到那段在機場觀測及簽證的故事。�9��年飛虎將軍陳納

德先生成立民航空運公司(CAT)，開啟戰後的航空業務，當時就有航班起降花蓮北

埔機場，航空氣象觀測由花蓮港測候所人員支援，除了觀測與發送電碼外，還要

對CAT飛行員簽證；這也是劉銘傳技正所說的，在機場當班就有���洋煙抽的由來

(CAT飛行員來簽證就送�包)。

圖�舊照片正面前排是席地而坐的樂隊，是省氣象局的樂隊嗎？依服裝及所戴

的大盤帽，最有可能是臨近的國防部樂隊。在舊照片原件第�排坐著，由右至左第

8人，其左肩有個用鋼筆打勾記號(著中山裝)，就位置言，��個人用坐的他是正中

央，再比對其他照片資料，確認是首任台灣省氣象局局長石延漢先生。石延漢局長

在�9�9年至�9��年已任大陸福建省氣象局局長，而�9��年��月至�9��年�0月還擔任

中國天文學會第�0屆評議會(第�屆理事會 )理事，�9��年台灣光復，承台灣省行政

一張泛黃黄老照片的故事－
回應周明德氣象前輩

花蓮氣象站 陳世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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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公署行政長官陳儀之命，接任基隆市市長並兼任台灣省氣象局局長。但不幸的

是，接任基隆市市長似乎放錯位置，�9�7年�月底的��8事件，背負槍殺台灣人的罪

名，甚至後來因市長交接不清案件，被台灣省政府送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調

查；�9�9年元月其長官陳儀眼見局勢不利，嘗試策動其提拔的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

恩伯，一同投降中國共產黨。湯恩伯懾於蔣介石威勢，遂將此事稟蔣，但湯懇求蔣

放陳儀一條生路。�9�9年�月，陳儀被免去省主席職，之後開始被軟禁。�9�0年�月

陳儀被押解到台灣後，隨之槍決於台北馬場町，石延漢局長則離台返回大陸。

根據戰後首先留美並歷劫於中國的鄭翼宗教授為文說出：「他跟當時基隆市

市長石延漢的接觸，石先生的經歷令人惋惜及感嘆，中國糟蹋腐化人才真是令人到

吃驚的地步。這石先生是科學奇才，考上日本一高及東京帝大，是所有學生師長公

認少有的天才，東大優厚他，以能保證他能當教授的條件留他。但他愛國心切，回

到中國受蔣介石的信賴在政壇得意。當鄭教授去跟他要求幫忙日本歸台人士返鄉，

他冷淡無情，不肯說日語，只願用英語溝通…他後來回到中國，更沒有好下場，被

下放到青海而死於該地。他雖曾在大學當教授，專業上好像沒什麼成就。」鄭教授

感慨中國人知識份子的命運，他說石先生若留在東京大學，在科學界說不一定可做

出非常出色的成績。

落筆到此，這張舊照片，有令人省思之處，一個人才給錯位置放錯地方，不

單是他自己的損失，也是國家、社會無形的損失。而這張舊照片，各站在當時充滿

不安的氣氛下，沒人要保存是可理解的；首任台灣省氣象局局長為石延漢先生這個

事實，也被埋沒了幾十年，跟一個槍殺台灣人的市長、局長且後來回大陸的人合照

留影，或許不會被查，但心中沒疙瘩那是騙人的，所以毀照片、閉口不談都是正常

反應，然而事實就是事實，歷史巨輪不會因你閉口不談而停息。

▲ 圖�、�9�6年��月0�
日臺灣省氣象局成
立週年紀念全體職
員合影

▼ 圖�、�9�6年��月0�
日成立週年紀念合
影照片背後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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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北濱國民小學位於花蓮市花崗山下的北濱沿海區，從花蓮氣象站步行

約�分鐘就可抵達，是個迷你的學校，也是個好厝邊、好鄰居。民國��年建校，全

盛時期學生高達700多人；但近幾年來，因社區老舊，人口外流嚴重，學生人數銳

減；惟因該校東臨視野廣闊的北濱公園及浩瀚無涯的太平洋，成了他的特色，尚可

維持近百人數；同時歷經數任校長努力及鄉土耆老王天送的無私貢獻，建立獨一無

二的海洋教育館，典藏了許多貝殼及標本，像河豚、龍紋鯊、龍蝦……等，其中有

一隻「鬼面高腳蟹」更是目前現存最大的。因此民國97年被選定為花蓮縣海洋教育

資源中心。98年黃增田校長更是積極發揮創意，聯合學校附近的公私機關、單位、

社團，策略結盟，推動海洋教育，本站受邀參加，並於98年�月��日接受聘書(如圖

�)，年來努力協助該校學生「親海、愛海、知海」，建立海洋基本素養。基於此精

神，本站更於98年�0月�7日，在局本部大力支持下，舉辦「守視百年的天候與地

動」敦親睦鄰活動，節目中帶入海洋教育單元，效果良好。平日多所策略結盟學校

陸續來校參訪，是故今年�月�8日，新任花蓮縣長傅崐萁頒贈感謝狀給予本站(如圖

�)，感謝本站熱心協助該府推動「花蓮縣98年度國民中小學海洋教育推廣計畫」。

今年�月8日北濱國民小學舉行「99年度里校聯合運動會」，本站受邀參加，並於開

幕時由黃校長頒贈「功在北濱紀念牌」(如圖�)，感謝本站熱心協助該校推展海洋

教育。

花蓮氣象站受獎記

花蓮氣象站　 陳世嵐



玉山景觀



玉山運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