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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核能協會中華民國總會、中華民國核能學會 

婦女委員會暨青年團 

107 年聯合年會暨領域成果發表議程 

日期：107 年 8 月 14 (星期二) 

地點：台電公司北部展示館（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八斗 60 號） 

時   間 議      程     及     地      點 

07:10~07:20 

07:20~08:00 

在新竹上車者，請至清華大學門口集合；07:20 準時發車 

清華大學大門口→龍潭核研所 

07:50~08:00 

08:00~09:30 

在桃園上車者，請至核研所大門口集合；08:00 準時發車 

龍潭核研所→北展館 

08:00~08:30 

08:30~09:30 

台北上車者，請至新生南路台灣大學門口集合；08:30 準時發車 

台北→北展館 

09:40~10:00 報到 

10:00~10:40 

美洲核能協會 

中華民國總會 

年會會務報告暨選舉 

地點：2 樓 3D 放映室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 

婦女委員會 

年會會務報告 

會員交流 

地點：2 樓海景休憩室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 

青年團 

年會會務報告 

會員交流 

地點：1 樓簡報室 

 聯合大會暨專題演講  地點：2 樓 3D 放映室 

WiN Taiwan 

領域成果海報發表 

地點：2 樓走廊 

10:50~11:10 

主席致詞：ANS-TS 蔡理事長富豐 

     WiN Taiwan 鄭會長憶湘 

          TYGN 王團長亭懿 

11:10~12:00 

專題演講：「風起雲湧話颱風」      

引言人：WiN Taiwan 廖副會長瑞鶯 

主講人：中央氣象局 鄭簡任技正月娥 

12:00~12:10 宣布 ANS-TS 選舉結果                                 

12:10~13:00 午餐  

13:00~14:30 參觀北展館 

14:30~16:00 參觀元璋玻璃館 

16:00~ 返程--回台北、桃園、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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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婦女委員會107年度會務報告 

一、會員現況 

1. 本委員會現有會員 116 人(永久會員 83 人、正會員 12 人、普通會員 17 人、學生會

員 4 人)及男性會員 13 人。 

2.工作小組成員： 

第 12 屆委員及顧問（任期 2016-2018）： 

委員--鄭憶湘（會長）、廖瑞鶯（副會長）、高莉芳、杜美鈴、陳玲琬、張似瑮、

黃茹絹、蔡翠玲、王亭懿。 

顧問（含歷屆卸任會長）--范盛慧、鍾玉娟、羅彩月、武及蘭、張  欣、陳文芳、

陳怡如、邱絹琇。 

二、年度活動報告（106/08-107/07） 

1. 106年8月10日ANS-TS/WiN Taiwan聯合年會於清華大學工科館舉行，該次活動

WiN Taiwan共有61名會員報名參加，其中有男性會員3人。ANS-TS與WiN Taiwan

分別進行會務報告，會務報告後之專題演講邀請到澤鈺智庫李河泉總經理，主講

《帶領貓型世代的關鍵技巧》，李河泉總經理引用人力資源方面的調查數據，說

明「工作態度」將會對個人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然而【長大後的態度，就是小

時候的教養】，因此出社會以後的態度需要從家庭教育中著手培養，犬型世代的

父母需要讓貓型世代兒女，具有負責任與肯尊重的處事態度。大會專題演講後特

別邀請本年度紀念品【Welightbag一日包】之圓點設計黃凰琄設計師蒞臨，為我

們說明紀念品的使用方式與設計理念，這是首次ANS-TS/WiN Taiwan與國內新創

產業聯手合作，ANS-TS / WiN Taiwan本著深根台灣放眼國際的精神，期望透過

紀念品發送的方式扶植台灣產業，對國內求新求變的傳統產業，伸出友誼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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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6年9月28日經濟部能源局委託台灣綜合研究院假能源局會議室舉辦「看見能源

領域裡的女力展現」座談會，受邀出席者為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台灣再生能源推

動聯盟、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開拓文教基金會罔市女性電子報與台北市婦

女新知協會等女性代表社團，我會則由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吳嘉麗博士經台電陳怡

如組長，邀請本會廖瑞鶯副會長出席此次會議。 

廖瑞鶯副會長於會議中表示肯定與會女性在能源與環保議題方面的付出與努

力，再說明自己出身核子工程

背景，支持核能是因為瞭解核

能，但支持核能不表示排斥或

否定其他型式的能源，而且從

環境保護的角度，核能也是清

潔的能源！能源政策由政府

決定，各種能源均有其優缺

點，建議大家應理性看待。此

外，強調在今天資訊發達的時

代，傳播正確的知識非常重

要，未來核能婦女會仍會繼續

朝這個方向努力。 

3. 106年10月13日於台電公司舉辦《日本福島事故時的狀況報告--五十勇士經驗分

享會》，本活動是由財團法人核能資訊中心主辦，台電公司及本會協辦。為瞭解

日本福島事故發生當時，在福島第一核電廠內事故現場工作人員進行搶救的實

況，其相關的應變經驗與處置方式是非常寶貴的教材，亦可做為我國相關領域工

作人員的因應參考，身為當時的福島50勇士之一、現任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的高儀

省吾部長來台做第一手的見證與分享。 

高儀部長目前擔任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廠廢爐除污＆除役公司風險溝通

與公眾事務，秉持著專業

背景與救災勇士的經

歷，與當地民眾持續溝

通，協助居民清理家園，

推動福島地區各項復興

活動。對於因為福島事故

造成台灣地區核電的受

阻，他感到非常抱歉，因

此藉由此次機會來到台

灣分享他的特殊經驗與

心得，希望有所幫助。 

 

「看見能源領域裡的女力展現」座談會 

主辦單位台電公司及協辦單位美洲核能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核能婦女委員會人員與講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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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7年底剛卸任WiN澳洲

分會會長職務、現任WiN澳

洲 分 會 出 納 的 Jasmin 

Craufurd-Hill因行程造訪亞

洲，並於台灣短暫的停留數

天，除了在大台北多個地方

遊覽之外也與WiN台灣分

會的會員碰面，共進晚餐。

身為首位獲得澳洲國家核

能研究機構 (ANSTO)內研

究用反應爐OPAL運轉資格

的女性運轉員，Jasmin非常

支持女性於科學、科技領域的發展，尤其是過去一直是由男性主宰的領導職位。

除了曾任職WiN Global執行理事與WiN Australia會長，Jasmin 也是澳洲核能青年

團(The Australian Young Generation in Nuclear)發起人之一，曾任青年團之主席，

將一度只剩三位成員的青年團，經營的愈漸茁壯，在四年前任期屆滿後即卸任並

轉職為青年團之資深顧問，給予後輩指導。目前澳洲核能青年團共有200多名成

員，分別來自澳洲核能界包括管制機構、研究機構、業界、學界等單位。而會員

若入會會齡超過10年則轉為會友(Alum)，讓青年團更多後輩能有機會擔任團內重

要職務，這些青年團團友在核能界大多屬資深、經驗豐富之前輩，也由此可見澳

洲青年團資源遍布的程度；如何讓氣氛一片低迷的核能氛圍有所轉變的寶貴經

驗，值得我們借鏡。 

5. 106年9月間，WiN收到了一封來自「石子爐火」工作室的信函，表明希望能夠邀

請Women in Nuclear中的專業核能從業女性，透過影音的方式分享各自在工作領

域之經驗與經歷。「石子爐火」工作室是由三位年輕的學生所組成，三位年輕人

因為關心核能議題，不斷地透過親訪核電廠附近居民、訪談支持與反對核能兩方

民眾觀點的這種形式，去探討核能

所涵蓋的科技層面與社會層面等廣

大議題。WiN於106年11月間由會長

鄭憶湘、副會長廖瑞鶯、顧問鍾玉

娟、委員王亭懿出面接受訪問，這

也是WiN首次接觸到這樣全自發性

的年輕團體，彷彿從他們身上見到

光芒，認真、自主、互助、合作，

就像他們為自己命名「石子爐火」

意境一般，「核能開啓小石頭內的巨

大能量，我們也能開啓心中的巨大

力量。」 
「WiN」與「石子爐火」訪談後合照 

WiN Australia 的 Jasmin Hill 來台與 WiN Taiwan 會員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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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7年4月28日、風和日麗，我們在蔣朝根老師以蔣渭水在大稻埕的行跡路線帶領

下，從蔣渭水紀念公園開始，走訪當時的北署(台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歸綏街

文萌樓、江山樓、更生院、大安醫院、蓬萊閣、台灣民眾黨部與李春生紀念教堂

等地點。蔣渭水先生為臺灣民主鬥士及文化先鋒，一生事蹟多發生於大稻埕地

區，如創設大安醫院、創立文化協會及成立民報總批發處等，臺北市政府為紀念

蔣渭水先生，將鄰近之錦西公園更名為「蔣渭水紀念公園」。蔣渭水是個具社會

關懷有思想的醫生，當時行醫開設的大安醫院，現址被義美高家買下，後改建為

大樓，一樓則為義美門市，在門市內有展示蔣渭水文物，顯示蔣渭水所推廣的社

會運動受到商家的實質支持。 

一路上在蔣老師的解說下，像走入時光隧道，猛然回到現代，更認識我們台灣這

塊土地與台北城文化。時間接近中午，大夥來到「水蛙園」飽嚐潮州美食，結束

本次的春遊，期待下次再聚! 

7. 107年5月29日WiN Taiwan舉辦了「女性與科技的圓桌論壇」，邀請到四位國內外

產業界的女科技人，分享她們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首先登場的是WNA（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世界核能協會）總裁Agneta Rising女士，她是核能界裡少數的

女性代表。她提到女性在核能界有著無法取代的存在性，女性更不是在科技業裡

的吉祥物，過去常常面臨在懸殊比例之下，女性的意見無法發揮功效的現象，因

此她給大家的建議，便是在學校就要多讓女性學生投入科技業，別讓女性成為物

以稀為貴的角色。 

 

 

 

 

 

參與 2018 年春遊會員大合照 

主講者：Agneta Rising 總裁、吳嘉麗教授、王先知總經理、陳昶君創辦人 

http://twist.org.tw/zh/%e4%bb%a3%e8%bc%89-5%e6%9c%8829%e6%97%a5%e5%a5%b3%e6%80%a7%e8%88%87%e7%a7%91%e6%8a%80%e5%9c%93%e6%a1%8c%e8%ab%96%e5%a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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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講者是台灣女科技人的代表－植物化學家吳嘉麗教授。她將自己的專業與

興趣融合，帶領大家探索植物與科學的奧祕，除了將此精神發揮在專業領域，也

致力於婦女運動的推廣，最津津樂道的是曾在考試院推動男女考生的平權運動，

進而改善過往限制女性名額的規定，開啟了男女平權的大門。 

第三位登場的是巨生生醫總經理－王先知博士，分析了她在這25年來，從就業走

到創業時的心態轉變，以及就業與創業兩者間的差異。首先是從「能力定型」到

「快速學習」。因為就業是將過去學習積累的能力付諸行動，因此每日所做內容

大致皆相同；然而創業過程中有著相當大的變化性，每天所面臨的工作，都可能

是技術外的領域，同時更要學習怎麼當團隊的領導人，思考策略、管理財務支出...

等。 

最後一位是藍天大地創辦人陳昶君，過去她曾是台灣開發光纖網路與藍芽的第一

人，然而現在卻是一位從高科技走向推廣有機棉的女科技人。她認為過去企業總

注重股東是否能獲得

最大利益，導致經常

過度消費，而她在乎

產業是否能有正確的

計價，讓公眾利益為

優先考量，而業者與

消費者彼此間也能少

了猜疑，更多的是對

產品的感謝，讓文

化、權益、經濟三角

達到平衡，以提升人

類心靈的正確方向。 

 

三、出席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al）年會 

 

第25屆全球核能婦女會年會 

第25屆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al)年會於2017年8月289月1日期間在中國北京舉行，

由中國核能婦女委員會(WiN CN)主辦，並由中國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SPIC)與國家核

電技術有限公司(SNPTC)聯合贊助。WiN CN籌辦這次盛會，充分展現中國核能工業的

蓬勃發展，並巧妙利用中國文字的諧音，將「核能」、「合作」、「和諧」與女性議題結合，

擬訂出五大討論主題：「核能魅力」(Nuclear Charming) 、「核能安全」(Nuclear Safety)、

「核能女性」(Women in Nuclear) 、「核能合作」(Nuclear Cooperation)與「核能和諧」

(Harmony in Nuclear)。 

WiN Taiwan 突破種種困難，由工研院鄭憶湘博士(WiN Taiwan 現任會長)率領核資中心

「女性與科技的圓桌論壇」活動大合照 

http://twist.org.tw/zh/%e4%bb%a3%e8%bc%89-5%e6%9c%8829%e6%97%a5%e5%a5%b3%e6%80%a7%e8%88%87%e7%a7%91%e6%8a%80%e5%9c%93%e6%a1%8c%e8%ab%96%e5%a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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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鍾玉娟(WiN Taiwan 顧問)、台電公司之廖主管瑞鶯(WiN Taiwan 副會長)與陳主管

玲琬(WiN Taiwan 委員)等 4 人參加，出席理事會、正式會議、與技術參訪行程，並由會

長鄭憶湘於大會中進行臺灣分會(WiN Taiwan)報告。 

 

 

 

 

 

 

 

 

 

出席理事會 

WiN Global 於 8 月 28 日上午假國家核電技術有限公司(SNPTC)總部大樓，召開執行理

事與理事聯合會議，由理事長 Gabi Voigt 主持。首先舉行執行理事之閉門會議，而後舉

行執行理事、理事聯合會議，由執行理事、理事

與各分會代表共同出席。 

理事長 Gabi Voigt 首先提出她就任以來推動各項

業務的情形，並宣佈 WiN Global 已正式在澳洲註

冊成功為非營利之非政府組織(NGO)。依據澳洲

法令，須對 WiN Global 的財政建立稽查制度，會

議中由澳洲代表 Jasmin Craufurd-Hill 與匈牙利

執行理事 Ludmilla Kiss-Zoltanne 兩人自願擔任兩

年稽查員。其次，大家對加強社交媒體與溝通等

議題發表意見，主席 Gabi Voigt 介紹新加入的成

員─俄羅斯分會，並一一請各分會成員起立向大

家致意，最後請明年主辦年會的阿根廷分會向大

家說明 2018年WiN Global年會目前籌辦的情形。 

正式會議 

正式會議於 8月 29日與 8月 30日兩天假中國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第一天為開幕式、

WiN Global 總會報告、與各分會報告。 

全體與會人員於北京國家會議中心合照 

 

理事會議於 SNPTC 總部大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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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來賓致詞以居里夫人在核能界的偉大貢獻，肯定女性在核能領域的重要性，亦以中

國古代女媧補天的傳說，強調女性博愛、為理想勇於承擔與堅忍不拔的精神，正適合於

核能專業領域中工作，同時也鼓勵女性應打破傳統角色，參加各種嘗試。IAEA 的 Mary 

Alice Hayward 更表示原子不會辨識性別，核能是全球的，應彼此學習並互相支持。WiN 

Taiwan 由會長鄭憶湘博士上台進行分會報告，報告結束後，國外友人紛紛表示肯定。 

技術參訪 

會議結束後，大會安排參觀北京核子保防中心，並遠赴山東參觀石島灣電廠與海陽電

廠，瞭解 CAP1400、HTGR 與 AP1000 的設計與建造。8 月 31 日參訪北京核安保示範

中心（The Center of Excellence on Nuclear Security, COE）；9 月 1 日上午參訪石島灣核

電廠，參訪 CAP1400、HTGR 核電機組；9 月 1 日下午參訪海陽核電廠，參訪 AP1000

核電機組。 

 

第 26 屆全球核能婦女會年會 

第26屆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al）與國際青年核能論壇(International Youth Nuclear 

Congress; IYNC)，於2018年3月11日至3

月17日在阿根廷之巴里洛切(Bariloche)

舉辦聯合年會，論壇主題為「挑戰現在、

掌 握 未 來 」 (Challenge the present, 

empower the future)。今年會議舉行地點

雖然遠在南半球的阿根廷，WiN Taiwan

由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邱絹琇主任工程

師(WiN Taiwan顧問)、台電廖瑞鶯組長

(WiN Taiwan副會長)與代表國內年輕世

代的台電王亭懿工程師(WiN Taiwan委

員)聯袂出席本次大會。 

會議 

全球核能婦女會(Women in Nuclear Global; WiN Global)每年於不同國家召開全球會員

大會一次，而國際青年核能論壇(IYNC)則是每兩年於不同國家召開全球會員大會一

次，今年(2018)第一次與WiN Global於阿根廷巴里洛切小鎮，聯合舉辦IYNCWiN18會

議。雖然由於阿根廷位於南美洲，路途遙遠，且與上一年度8月底於中國召開的第25屆

全球核能婦女會時間相隔太近，致使WiN Global會員參加人數較少，但因有IYNC各國

年輕世代的踴躍出席，且設計出具有創意的會議進行方式，使全球37個國家約有420人

出席大會。 

 

 WiN Taiwan 與會代表與理事長 Gabi Voigt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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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理事與理事聯席會議 

WiN Global於3月11日下午假巴里洛切小鎮的Panamericano飯店的Las Americas會議廳召

開執行理事與理事聯席會議，由理事長Gabi Voigt主持，我國現任之WiN Global理事邱

絹琇、WiN Taiwan分會聯絡人代表廖瑞鶯、與王亭懿委員等3人共同出列席。 

會議中先依程序確認2017年在

北京舉行的全球年會的會議紀

錄、2018年執行理事會和理事會

名單、理事長與副理事長的第二

次任期、新加入的分會會長、

2018年大會舉行時間地點以及

2019年第27屆WiN Global年會

主辦分會與地點(將於西班牙馬

德里舉行)等事宜，同時也預定

加拿大接辦2020年第28屆WiN 

Global年會，並建議2021年第29

屆WiN Global年會由日本主辦，以紀念日本福島事故10周年，埃及接辦2022年年會。 

(二) WiN Global 與 IYNC 聯合年會 IYNCWiN18 

會議於3月12日上午假Panamericano飯店的Las Americas會議廳舉行開幕儀式，由阿根廷

CNEA的主任委員Osvaldo Calzetta、WiN Argentina會長Juana Gervasoni、阿根廷能礦部

(Ministry of Energy and Mining)核能次長(Under Secretary of Nuclear Energy) Julian 

Giadano、IYNC理事長Denis Janin、WiN Global理事長Gabriele Voigt、阿根廷AYNC理事

長Cristian Ariel Vega，以及阿根廷Nucleoeléctrica Argentina SA公司的總經理Omar 

Semmoloni 一一致詞。 

今年大會論壇主題為「挑戰現在、掌握

未來」(Challenge the present, empower 

the future)，尤其這次WiN與IYNC 兩個

不同團體克服種種差異，共同舉辦國際

會議，即展現出挑戰現在的強烈企圖

心，與會貴賓亦均對這次主辦單位予以

肯定。 

參訪阿根廷巴里洛切原子中心  

本次大會共規劃四個技術參訪單位，包括位於巴里洛切的原子中心(Atomic Center) 與

INVAP公司總部，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阿圖查核能電廠一、二號，以及位於巴西里約

熱內盧的安格拉(Angra)核能電廠。巴里洛切原子中心(Bariloche Atomic Center)，依西班

牙語縮寫為CAB，位於阿根廷核工業的出生地 - 里約內格羅省的聖卡洛斯德巴里洛

理事會議參與人員合影 

WiN Taiwan 副會長廖瑞鶯簡報我國會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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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是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核能工程的搖籃。在1950年代中，CAB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個原

子中心。它是以核科學研究與發展為宗旨而創立的，其隸屬於國家原子能委員會

(Nationa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CNEA)。本次參訪RA-6研究反應器與CAREM控

制室模擬器。 

 

四、結語 

時光轉眼一過，我接任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婦女委員會會長，也已經滿兩年了。感謝

我的(第12屆)委員--廖瑞鶯(副會長)、高莉芳(財務)、杜美鈴、陳玲琬、張似瑮、黃茹絹、

蔡翠玲、王亭懿，以及顧問團、會員與會員的親朋好友支持，讓WiN Taiwan的會務蒸

蒸日上。我們定期舉辦各式多樣的活動，有戶外踏青、有知識性也有藝文性的專題演講，

透過這些活動維繫著會員們的情誼；我們與國際友人友好，讓國際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

不會忘記WiN Taiwan這群朋友；甚至我們在大環境經費侷促的情況下，仍然派員參加

每屆的WiN Global年會活動，歷年來在國際舞台上從不缺席；這裡許許多多的成果不是

偶然，而是有些夥伴貢獻了一點好想法、有些夥伴犧牲了一點個人的時間，大家互助合

作，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心血結晶。 

WiN Taiwan一直是小而美的團體，而我這兩年的會長歷練，是在工作生涯中成長

最快速的兩年，因為從各位身上學習到許多，包含了人生經歷、智慧、待人處事的哲學、

國際維繫的膽識；而第13屆的委員也已經順利選舉產生--王亭懿、吳欣潔、林庭安、高

莉芳、陳玲琬、黃茹絹、廖瑞鶯、蔡惠予、蔡翠玲，恭喜以上的各位，希望各位在WiN 

Taiwan團隊服務的過程中，也能夠像我一樣收穫滿滿。 

期望WiN Taiwan以女性親和、善於溝通的特質，持續在核能、輻射防護、核子醫

學等相關專業領域，積極進行民眾溝通並互相交流的工作，進而促進大眾對原子能民生

應用的了解和支持，並宣導輻射防護的正確知識，在此與各位會員共勉之。 

                                                               會長 鄭憶湘 

 



11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婦女委員會 107 年年會 

財務收支報告 

  107.08.14 

一、上期移交款項（106.08.10） 54,799 元 

  

二、收入： 13,828 元 

（一）106 年年會非會員報名收入(400 元 x2 人) 800 元 

（二）會員加購紀念品收入(350 元 x37 個) 12,950 元 

（三）107 年春遊活動結餘回捐 78 元 

  

三、支出： 19,123 元 

（一）106 年年會分攤費用：9,903 元 由學會補助款支付 

1.保險費：4,903 元  

2.李河泉「帶領貓型世代的關鍵技巧」專題演  

講費：5,000 元  

（二）25thWiN Global 禮品費 5,800 元 由學會補助款支付 

（三）向 ANS 買斷年會剩餘之紀念包 34 個 12,495 元 

(350 元 x1.05x34 個=12,495 元)  

（四）WiN Taiwan 網站之 domain name 費用 456 元 

（五）WiN Taiwan 網站貯存空間費用 4,548 元 

（六）接待全球核能婦女會澳洲分會代表 Jasmin Hill 1,624 元 

      伉儷禮品及食品費用  

      (另接待晚宴 4,880 元) 由學會補助款支付 

（七）26thWiN Global 禮品費 5,700 元 由學會補助款支付 

（八）「女性與科技圓桌論壇」講師鐘點費 15,000 元 由學會補助款支付 

及派車費用 2, 565 元  

  

四、結餘： 49,504 元 

 

會長：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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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風起雲湧話颱風 

講者：鄭月娥-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簡任技正 

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中心預報員/主任預報員/課長 

中央氣象局水文氣象科科長/氣象服務科科長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教官 

 

演講大綱： 

臺灣的夏季，天氣晴朗而炎熱，除了太平洋副熱帶高氣壓對臺灣有最

直接的影響外，另一個主角就非「颱風」莫屬了。因地理位置加上區域地

形因素，而發生在熱帶海洋上的一種非常猛烈的風暴「颱風」，往往為臺灣

帶來非常劇烈的強風暴雨的影響。 

臺灣位於颱風路徑的要衝，經常受颱風侵襲而導致慘重損失。颱風移

行至臺灣附近，受到颱風或其外圍環流影響時，造成的嚴重災情除了人員

的傷亡，還有包含農漁業的損失、山崩或土石流的發生、停水停電等均會

造成人民生活上的損害。本課程讓我們來談談颱風，認識颱風這個挾帶的

狂風、暴雨和驚濤駭浪，具有很大的破壞力，嚴重威脅生命財產安全的臺

灣氣象災害之首「颱風」，讓我們對「颱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不再談颱

色變。 

講授內容：  

一、 怎麼會有颱風? 

熱帶海洋上，溫度高，海水容易蒸發，所以空氣溫度高、溼度大，密

度小，質量輕，而赤道附近的風力微弱，很容易發生對流作用，同時周圍

之較冷空氣流入補充，然後再上升，如此循環不已，終必使整個氣柱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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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較高、重量較輕、密度較小之空氣，形成「熱帶性低氣壓(T.D)」或「颱

風」。 

二、 颱風也有名字?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為了在國際航空及航海上使用之西北太平洋及南

海地區颱風統一識別方式，依照於 1998 年 12 月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的第

31 屆颱風委員會決議，自西元 2000 年 1 月 1 日起，除編號維持現狀外，

颱風名稱將全部更換，分別由西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的國家或地區計 14 個

颱風委員會成員各提供 10 個，再由設於日本東京隸屬世界氣象組織之區域

專業氣象中心(RSMC)負責依排定之順序統一命名。 

三、 颱風從哪來?往哪去? 

颱風的進行方向，一般都受大範圍氣流所控制。在北太平洋西部生成

的颱風，主要受太平洋副熱帶高氣壓環流所導引，因此在太平洋上大多以

偏西路徑移動，但到達臺灣或菲律賓附近時，常在太平洋副熱帶高氣壓邊

緣，故路徑變化多端，有繼續向西進行者，有轉向東北方向進行者，更有

在原地停留或打轉者。一般而言，導引氣流明顯時，颱風的行徑較規則，

否則颱風的行徑較富變化。 

四、 颱風來襲也有好處?  

颱風雖然嚴重威脅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但颱風的影響也不全然是負面

的，颱風帶來的雨水，將可使即將面臨秋、冬乾季的中、南部有足夠的水

資源，7 至 9 月的颱風季，是臺灣的重要水資源來源，若當年沒有颱風造

訪或颱風帶來的雨水偏少，將會使我們面臨乾旱的機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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