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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長江三角洲地區溫度降水及天氣特徵之重建
Reconstruction of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and weather
characteristics ove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in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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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aimed to reconstruct the climatic and weather characteristics of Ming Dynasty (the
year of 1368-1644)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a through analyzing the weather descriptions i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We focus on temporal vari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and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typhoons, tornadoes and hails.
The combin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1st period (1368-1519): a warmer summer temperature, a strong variation between precipitation and
winter temperature. (2) The 2nd period (1520-1559): less rainfall, warmer summer and winter
temperatures. (3) The 3rd period (1560-1624): more rainfall, warmer in the early stage and colder in the
late stage for summer and winter temperatures. (4) The 4th period (1625-1643): much less rainfall,
colder summer and winter temperatures. There were drier climates during the 2nd and 4th periods,
however, the latter has a stronger intensity than the former. The climate is warm and dry in the 2nd
period, and cold and dry in the 4th period. Overall, this area was colder in the Ming Dynasty than the
present time because the snow records could be found in summer for several years.
Typhoon, tornado and tornado have a frequency of 2.7, 0.7 and 2.9 for every ten years, a maximum
occurrence of 4, 3 and 3, and occur mostly during June-September (summer and fall), June-July
(summer) and March-May (spring and summer) in the solar calendar, respectively. Typhoon tends to
occur in the areas along the sea, rivers and lake, and with higher urban development. Tornado tends to
occur in the areas along the sea and rivers rather than the Taihu Lake. Hail occurred mostly in the areas
around the Taihu Lake and less along the coastlin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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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分析中國歷史文獻中關於天氣現象之描述，重建明代（1368-1644 年）長江三角洲的
氣候狀況，包括乾濕與溫度序列特徵，及颱風、龍捲風與冰雹等特殊天氣之時空分布特徵。
乾濕等級及冬夏溫度指數可整合成四個時期：第一時期（1368-1519 年）乾濕交替、冬溫冷
暖交替而夏溫偏暖；第二時期（1520-1559 年）偏乾而冬夏溫皆較高；第三時期（1560-1624 年）
偏濕而冬夏溫前期暖後期冷，第四時期（1625-1643 年）強乾而冬夏溫皆偏低。第二與第四時期
同為偏乾，但兩者存在差異，第二時期為暖乾，第四時期為冷乾。整體而言，長江三角洲在明代
較現代是更為寒冷的，當時甚至有幾年夏天出現降雪現象的相關記載。
颱風、龍捲風及冰雹發生次數，平均 10 年分別有 2.7、0.7 及 2.9 次，有記錄年發生數最大值
是 4、3 及 3 次，主要集中在國曆 6-9 月（農曆 5-8 月）的夏秋季，國曆 6-7 月（農曆 5-6 月）的
夏季及國曆 3-5 月（農曆 2-4 月）的春夏季。空間分布上，颱風發生次數最多與地理位置靠近沿
海、長江、黃浦江及太湖及都市開發程度較高有關；龍捲風好發於沿海、長江及黃浦江沿岸地區
較多，而太湖周圍地區較少。冰雹發生數以太湖周圍地區較高，而沿海地區較低。
關鍵字：氣溫、降水、劇烈天氣、颱風、龍捲風

前

言

地球氣候系統在時間及空間尺度上不斷在改變，然而在二百年前才開始有定量觀測儀器的發
明，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探空氣球可探索地面以上的大氣狀況，在 1970 年代以後才有衛星可以
讓人類從外太空來監測大氣狀況（Ahrens, 2012）。對於更早期的大氣，則要透過一些地質記錄如
冰芯、孢粉化石、樹木年輪、珊瑚化石、海洋岩芯和歷史文獻來了解，這些資料雖不是直接量測
溫度及降水，但可作為一種代用記錄幫助了解過去的氣候狀況（魏國彥，1995；魏國彥和許揚蕙，
2 0 0 8 ； Blunier and Brook, 2001；Bradley et al., 2003）。中國歷史悠久，自古以來保存了大量的歷
史文獻，而其中關於天氣與氣候等的相關記錄，可提供我們重建過去數千年的氣候狀態 (竺可楨，
1973；盛福堯，1987；陳維真，1995；徐勝一，2003)。近年來，隨著多篇使用清代奏摺，重建氣
候變化序列文章（Wang and Zhang, 1988；Ge et al., 2005) 的國際發表後，也逐漸引起學者們對這
類研究的興趣。以下是與本研究相關的降水、氣溫及其他天氣現象的文獻回顧。

（一）降水相關研究
劉翠溶（2005）發現 1601-1720 年，寒冬次數每十年平均為 4.4 次，而十六世紀前半和十七
世紀前半是比較乾旱的，尤其是 1637-1641 年的大旱，黃河以北地區幾乎赤地千里。與 Zheng et al.
（2006）研究中國東部地區，在過去 1500 年所發生較嚴重的 16 個旱災事件當中，最嚴重的
1634-1644 年旱災是同一次的事件。
王紹武等（1993）利用史料，重建 1380-1989 年長江黃河流域的旱澇變化。Ge et al.（2005）
利用清代雨雪檔案記載，重建 1736－1911 年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梅雨入出日期、雨期長度及雨量變
化序列，將梅雨研究往前推進了近 300 年。龔高法等（1983）利用史料，發現十八世紀長江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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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地區比現代潮濕，而長江下游地區夏季濕潤多雨的特徵，與杭州夏半年多東北風相吻合。吳達
銘（1981）利用 1163-1977 年的史料，發現長江下游地區梅雨期（國曆 5-7 月，約農曆 6-8 月），
1286-1522 年為多澇期，1523-1977 年為轉旱期，認為與太陽活動有關。
在乾濕序列重建方面，蔡學湛和張容焱（1994）建立近 524 年東南沿海地區的旱澇等級序列，
發現福州與廣州的洪澇階段持續約 10-30 年，乾旱階段較短持續 10-20 年。鍾兆站和趙聚寶（1994）
使用了旱澇等級評定法和農田水分平衡法，重建 1470-1980 年近五百年河南省境內的淮河流域的
旱澇等級序列。
他人研究如 Cook et al.（2010）用樹木年輪記錄發現明末 1638-1641 年的大乾旱，認為與夏季
季風減弱有關。Shen et al.（2007）用歷史文獻及現代儀器分析 1500-1950 年古代至現代的旱澇指
數，發現 1638-1641 年中國東部（東經 105 度以東）的乾旱，影響範圍是先從中國北部開始，再
至長江沿岸，後來再蔓延到中國東南部。他們分析現代 1965-1966 年的乾旱事件，認為與夏季雨
量明顯減弱有關，而這可能是夏季季風減弱及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西伸及北移所致。現代中國極
端天氣的研究，也發現可能與聖嬰現象（Li et al., 2005；Shen et al., 2007） 或太平洋十年期振盪
（Zhu and Yang, 2003；Shen et al., 2006）有關。

（二）氣溫相關研究
竺可楨（1973）是第一位利用各種不同資料來重建中國過去 5000 年的氣溫變化。劉昭民
（1992）發現明代（1368-1644 年）氣候寒冷乾旱，進入中國歷史上的第四個冷期，但明代的乾
旱比起元代更為嚴重，因此明代中葉以後，旱災和飢荒連年，造成白蓮教、張獻忠及李自成之亂，
最後導致明室的傾覆。明代氣候可分為四個時期：明代前葉（1368-1457 年）氣候寒冷，明代中
葉（1458-1552 年）是中國歷史上第四個小冰河期，明代末葉的前半期（1557-1599 年）夏寒冬暖，
而明代末葉的後半期（1600-1643 年）是中國歷史上第五個小冰河期。
王日昇和王紹武（1990）根據歷史記載，重建 1470-1979 年近五百年的華東地區四季平均氣
溫距平，並利用 1951-1985 年近 35 年的氣溫觀測，估計不同強度寒冷事件的氣溫距平，訂出五百
年來每十年的寒冷指數，最後轉換為對近百年平均氣溫的偏差。Ge et al. （2003）發現 570-1310
年長江與黃河流域地區，冬溫每百年約上升 0.04℃，而 1310 年後氣溫便以每百年降低 0.1℃的速
度迅速下降，至二十世紀氣溫又迅速上升。
在溫度序列重建方面，陳家其和施雅風（2002）利用長江三角洲史料豐富之優勢，重建 820
年以來的年代及冬溫序列，並與古里雅冰芯記錄作比較，結果發現溫濕變化約有一半是同步的。

（三）其他天氣現象相關研究
1. 颱風
Liu et al.（2001） 由文獻記錄，研究過去一千年在廣東省所登陸的颱風，發現在 1660-1680
年與 1850-1880 年是颱風登陸最頻繁的兩個時期。唐曉春等（2003）研究廣東沿海地區現代
1949-1998 年登陸颱風的特性作分析，發現年平均颱風登陸個數為 9.8 個，國曆 5-12 月（農曆 4-11
月）都可能有颱風登陸，但多集中於國曆 7-9 月（農曆 6-8 月）
，以國曆 7 月為最高峰。許浩恩等
（2009）發現現代 1949-2007 年，浙江各地受颱風影響的次釋由東向西遞減，登陸颱風個數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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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趨勢，集中在國曆 7-9 月（農曆 6-8 月）
，及東南部沿海地區降水影響明顯。孟菲（2008）發現
現代 1949-2005 年，上海成災颱風年均生成 1.5 個，年際變化明顯，均出現於國曆 5-10 月（農曆
4-9 月）
，國曆 8 月是活躍期，颱風生成次數與上海區域年平均氣溫呈現正相關。
2. 龍捲風
在中國龍捲風出現的頻率並不高，因此龍捲風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鹿世瑾（1996）分析福
建近千餘年 25 次的龍捲風記載，得知龍捲風發生季節主要為春夏兩季且機率相當。又由 1949 年
以後的 12 次龍捲風得知空間分布上，沿海地區較多；在強度上，與颱風颮線相伴的龍捲風較強，
與鋒面相伴者較弱。魏文秀和趙亞民（1995）發現現代 1981-1993 年，中國東部為龍捲風主要發
生地區。薛德強與楊成芳（2003）發現山東半島、魯中及魯南出現次數較多，魯西北較少，多發
生在夏季，一日當中多出現於午後至傍晚。
3. 冰雹
陶云等（2002）分析現代 1961-1997 年雲南 120 個測站的逐月冰雹累計日數資料，發現主要
發生於國曆 2-4 月，是典型春雹發生區。姚勝芳等（2007）分析現代 1956-2004 年廣西 90 個站的
冰雹資料，發現冰雹次數與海拔高度呈現正相關，受地形影響大，具有北多南少、西多東少及山
區比沿海多的三個特性，冰雹次數與年均溫相關性不明顯，國曆 3-5 月（農曆 2-4 月）是主要發
生季節。龍余良等（2009）分析現代 1959-2003 年江西省 89 個氣象台站冰雹資料、發現春季的國
曆 3-5 月（農曆 2-4 月）是最常出現冰雹的季節，其中國曆 4 月最多；地理分布是山區、山區與
平原交界地帶，又鄱陽湖附近的陸地較多；冰雹災害與出現頻率並不完全一致，而與當地的經濟
發展、作物狀況有很大的關係。
雖然以上提及的許多研究，在時空範圍上，跨越幾千年幾百年或多個朝代或涵蓋整個中國領
域，但由於歷史記錄多是片段而不連續的，所呈現的結果可能有著極大的不確定性。同時，城市
或相對較小空間範圍的氣候與特殊天氣旳時空特徵亦較少被研究。所以本研究從資料量及品質來
選取長江三角洲為研究區，希望能提高過去氣候重建的可靠性及真實度。這篇論文有以下幾個研
究目的：由中國歷史文獻重建明代長江三角洲（1）降水及溫度的時間序列及變化特徵；及（2）
特殊天氣現象如颱風、龍捲風及冰雹的時空分布與變化特徵。

研究方法
（一）研究期間
明代統治時間為 1368-1644 年，由明太祖朱元璋所建立，在位皇帝依序為明惠帝、明成祖、
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明景帝、明憲宗、明孝宗、明武宗、明世宗、明穆宗、明神宗、明光
宗、明熹宗及明思宗，前後共十六位皇帝，長達兩百七十七年的統治時期。為考慮年資料的完整
性，本研究時間範圍取至 1643 年共 276 年期間。

（二）研究地區
考慮歷史文獻的資料品質及其代表意義，我們統計明代 267 年統治期間各省文獻資料總數(圖
1a)，發現河北、江蘇、河南、山東與浙江等五省分的資料總數較多。其中河北省資料量相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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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集中在某些年，因此考量到資料的完整性，再進一步比較前五省當中無資料記載的年份數之
多寡（未附表）
，可看出江蘇省與浙江省為無資料年最少的兩個省分，可見這兩省的資料最為完整。
進一步比較此兩省各行政分區的資料量，發現資料量較多的縣市（圖 1b 及 1c）多集中於江南一
帶，也就是長江三角洲區域範圍，即圖中顯示的長三角區（灰線區）
。所以本研究以歷史資料最豐
富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作為研究範圍。另外考量到研究區地形上的完整性，加入位於三角洲前緣
的上海市，形成完整的長江三角洲地形區（圖 2a）。所以本研究從資料量及品質來選取研究區，
希望能提高過去氣候及特殊天氣重建的可靠性及真實度。
(a)
資料量
□ 非位於長三角

(b)

位於長三角

資料量
(c)

□ 非位於長三角

位於長三角

資料量

圖1

明代 (a) 全國行政區資料量、(b) 江蘇省及 (c) 浙江省資料量較多的縣市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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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以地形上的長江三角洲（圖 2b）為研究主體，並非以現代經濟上所稱的長江三角洲經
濟圈之範圍。地理位置介於北緯 30-32.5 度及東經 119-122 度之間，且位於長江下游出海口。地勢
相當低平，西起鎮江，東臨黃海與東海，北邊沿泰縣、海安一線的運鹽河與淮河平原為界，南抵
杭州灣，範圍包含整個上海市，以及江蘇省東南部和浙江省的杭嘉湖平原，面積約 5 萬平方公里，
地勢以太湖為中心（范允安，1995）
。長江三角洲與明清時期除了江寧府（南京）以外的江南地區
相當，在古代行政範圍劃分為蘇、松、常、鎮、杭、嘉、湖等七府，以及蘇州府劃出的太倉直隸
州（陳曉燕和包偉民，2003）。
研究區位於副熱帶季風氣候區，1971-2000 年氣候平均顯示，最冷月月均溫在 0℃以上，最暖
月均溫達 32℃，年降雨量在 1000-1500mm 之間，越往南年降雨量越多、氣溫越高，降水來源主
要來自國曆 6-7 月（農曆 5-6 月）的梅雨季，以及夏末秋初的颱風雨（中國氣象局，2008）
。
(a)

(b)

圖2

(a) 研究範圍 (長江三角洲) 與周邊鄰省，及(b) 降水研究分區及代表測站位置圖

（三）研究資料
1. 資料處理與分類
主要資料來源為費時二十年並查考數千種史籍，經過繁重考定而出版的《中國三千年氣象紀
錄總集》
（張德二，2004）
，收集了中國歷史上各種天氣現象的記載，並有詳盡的發生地點與時間，
我們將明代（1368-1643 年）溫度、降水、颱風、龍捲風等天氣現象之史料記錄加以分類處理，
項目包括皇帝年號、省份、縣市、年、季節、月、日、內容描述、天氣種類、史料出處、頁數等。
其中降水資料已排除大水、洪澇等非降水造成的水災現象，而颱風、龍捲風及冰雹等特殊天氣現
象因 資料量較多， 另外提出討論。 文獻中尚有其它如潮溢、雷暴、蟲害及花開等特殊現象，

因資料量過少，未納入討論。
明代史料有關龍的記載，不完全等同於龍捲風，有部分資料描述僅出現「龍」的字眼，例如:
「有白龍見於雲中」
、
「龍見於東海」
、
「黑龍見」等，這些資料並無詳細敘述所帶來的影響與災情，
因此不列入本研究之龍捲風討論範圍，僅將有記載「龍」且伴隨龍捲風會發生的現象描述納入討
論，例如「龍見城西北 ，攝去俞市民豬馬牛無數。」及「龍見華嚴庵南，卷草舍數楹。」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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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水資料相較於氣溫及其他天氣現象資料來的多，且明顯有區域上的差異，因此本研究將降
水資料作進一步的分區討論，其他如氣溫及特殊天氣現象，則採不分區的方式。
2.曆法與月份
本研究所使用之氣象資料是來自明代歷史文獻，所以內文分析及描述是以農曆為主。特殊天
氣的論文討論及比較部分，因較缺乏明代同時期研究，改以現代論文及線上氣象資料庫討論，而
這些日期皆可以萬年曆精確地轉換成農曆，所以在文中比較時是統一以農曆加以說明。季節定義
是參考歷史文獻的文字描述，比如春正月或冬十月，我們根據這些內容，訂定出春、夏、秋及冬
季分別是農曆 1-3 月，4-6 月，7-9 月及 10-12 月。農曆 1 月在文獻中常稱為正月。但因參考文獻
所提及的月份都是國曆，為利於與本文結果比較，我們會另以括號標註與本文相同曆法的月份及
時間。
3. 乾濕等級
表 1 修改自鍾兆站和趙聚寶（1994）
，對分類出來的每筆資料，根據自然與社會方面的敘述，
訂定其乾濕等級。鍾兆站和趙聚寶（1994）是以探討旱澇災害角度出發，與我們探討乾濕程度的
方向不同，所以參考的指標會不一樣，例如大水的描述，如果沒有其他降水描述，就不會列入我
們的降水指標的參考標準裡，另外也根據文獻中上海地區有出現的物候紀錄加以修改。
表1
等級

乾濕等級、標準與文獻敘述內容

標準

敘述內容
自然方面

持續時間長，或超過半個月並造
成一定社會災害的降水描述

夏秋霪雨，大雨浹
月，舟行陸地等

單季、單月的降水描述，造成之
社會災害較輕微
3 級（正常） 豐收或無記載
單季、單月的乾旱描述，造成之
4 級（偏乾）
社會災害較輕微

某季霪雨害稼，某月
大雨無麥等
大有年、大稔
少雨，不雨，久旱傷
苗，旱蝗等
數月、夏秋併旱，池
港坼裂；河道乾涸，
飛蝗蔽日等

1 級（濕）
2 級（偏濕）

5 級（乾）

持續時間長，或超過半個月並造
成一定社會災害的乾旱描述

社會方面
斗米千錢，黜免多，有賑
濟，民多流徙，賣男鬻女者
眾，餓殍塞道等
斗米百錢，黜免少，民多逃
亡，道饉相望等
斗米不足百錢
斗米百錢，黜免少，民多逃
亡，道饉相望等
斗米千錢，黜免多，有賑
濟，民多流徙，賣男鬻女者
眾，餓殍塞道等

資料來源：修改自鐘兆站和趙聚寶（1994）。

(1) 研究分區
因降水比氣溫資料來得多，我們在乾濕等級分類，進一步將長江三角洲依地理位置與行政區
做分區，分別是長江以北、太湖以東、太湖以西、杭嘉湖平原、上海等五區，分別簡稱為江北、
湖東、湖西、杭嘉湖與上海（圖 2b）
。再選出各區測站資料量最多的 3-4 站作為代表測站（圖 2b），
這些測站是指歷史記載所在的城市（表 2）。五區中僅湖東區取 4 站，主要是因該區資料數較多，
可取站點也較多，其他區因資料較缺乏，只取 3 站。取代表測站主要是考量到，測站數太多可能
造成在計算區域平均時，分母太大使得平均值過於接近第三級正常的現象（鍾兆站和趙聚寶，
1994；蔡學湛和張容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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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區域
江北
湖東
湖西

區域與代表測站

代表測站
靖江市、揚州市、泰州市
蘇州市、吳江市、江陰市、常熟市
常州市、鎮江市、宜興市

表3
級別
1 級（濕）
2 級（偏濕）
3 級（正常）
4 級（偏乾）
5 級（乾）

區域
杭嘉湖
上海

代表測站
杭州市、湖州市、嘉興市
上海市區、松江區、嘉定區

極端乾濕等級之分級標準

乾濕情況
N 個縣之中至少有 1 個為 1 級，其餘為 2 或 3 級
N 個縣之中至少有 1 個為 2 級，其餘為 3 級
3 級佔優勢
N 個縣之中至少有 1 個為 4 級，其餘為 3 級
N 個縣之中至少有 1 個為 5 級，其餘為 4 或 3 級

註：N=3，江北、湖西、杭嘉湖及上海區；N=4，湖東區；N=16，研究全區。
資料來源：修改自王紹武等（1993）。

表4
乾濕等級
k值

1 級（濕）
0.33～0.67

平均乾濕指標（k）之分級標準
2 級（偏濕）
0.68～0.90

3 級（正常）
0.91～1.10

4 級（偏乾）
1.11～1.32

5 級（乾）
1.33～1.67

資料來源：鐘兆站和趙聚寶（1994）。

(2)極端與平均乾濕等級
區域之乾濕等級序列主要有極端與平均兩種分類法，這兩種方式並行，能補足史料不足之處，
也不至於使資料過度趨向極端值。極端乾濕等級序列修改自王紹武等（1993）
，把每筆乾濕史料記
錄分級後，計算區域內每年的乾濕等級如 1 級濕、2 級偏濕、3 級正常、4 級偏乾及 5 級乾等 5 級
分類（表 3）
。若同時有 1 或 2 級與 4 或 5 級的情況存在，則視乾濕情況的嚴重程度大小給予適當
級別。極端乾濕等級序列考慮到資料量不足的年份，仍可由少數測站的乾濕等級，訂定出該年的
乾濕等級。表 3 是修改自王紹武等（1993）
，類似表 1，他們也是以探討旱澇災害為主，我們修改
了參考縣市範圍的數量，王紹武等（1993）是使用 5 個參考測站，而我們視研究區範圍不同，測
站數有 3 或 4 或 16 站。此極端乾濕等級的評定，無論參考縣市數量多寡，只要有一個縣市出現 1
級（5 級）或 2 級（4 級），該年的極端乾濕等級就是 1 級（5 級）或 2 級（4 級）。
平均乾濕等級序列參考自鍾兆站和趙聚寶（1994），未做任何修改，其乾濕指數（k）的計算
公式如下：
k=(ΣF+ΣD+ΣE)/N‧E

（1）

式中 k 為區域乾濕指數，F、D、E 分別為單點的乾濕等級值，其中 F 包括 1 級濕與 2 級偏濕
的部分，D 包括 4 級偏乾與 5 級乾的部分，E 為 3 級正常，N 則是區域內的單點個數。所得的 k
值，對照表 4 可得出區域平均乾濕等級。
整體而言，我們所做的區域乾溼等級有二類，一為極端乾溼等級，另一為平均乾溼等級。首
先需將區域中各測站（表 2）的乾溼等級依歷史文獻中有關自然及社會方面的敘述，參考表 1 訂
出。再依區域中測站出現之乾濕等級數量，參考表 3 訂出該區域之極端乾溼等級。接著，根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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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計算出區域的測站乾溼指數，再查表 4 得到該區的平均乾溼等級。
4.氣溫指數
氣溫比降水資料量少了許多，且空間的一致性較高，因此我們不採取像降水資料分五區的方
式，僅以全區範圍來處理。
(1)冬溫與夏溫的資料擷取
由於春季與秋季資料量偏少，我們主要探討冬溫與夏溫的變化。為增加冬夏季氣溫資料的完
整性，將冬夏季往前往後各加 1 個月列入冬夏半年的計算，比如冬半年是指 9 至 12 月及隔年 1
月而夏半年是 3 至 7 月。
(2)寒冷指數
有鑑於史料多為大雪、木冰、河湖結凍、夏寒如冬等說明氣候寒冷的記載，關於氣候偏暖的
記載相對較少，偶爾僅出現夏酷熱、冬晴暖的描述，所以我們對於這時氣候的理解是偏冷的一面，
因此在氣溫方面使用寒冷指數的劃分，修改自王紹武和王日昇（1990）的寒冷指數，及陳家其和
施雅風（2002）的冬溫指數，訂定出冬夏季的寒冷指數（表 5）
，比如-2 級寒、-1 級偏寒、0 級正
常及 1 級偏暖等四種等級。表 5 與王紹武和王日昇（1990）及陳家其和施雅風（2002）不同之處，
我們主要修改參考的物候現象，以本研究區有出現的現象才列入表格中。
表5
寒冷指數
-2（寒）
-1（偏寒）
0（正常）
1（偏暖）

寒冷指數與標準

冬季
較大自然水體封凍、車馬行冰上等描述
大雪、木冰等記載
無相關記載
冬暖如春、熱如夏等描述

夏季
嚴霜、連日大雪等記載
持續一個月以上之降雨描述
無相關記載、短天數之降水等
酷熱、兩月以上不雨、乾旱之記載

資料來源：修改自王紹武和王日昇（1990）及陳家其和施雅風（2002）
。
(3)冬溫及夏溫指數
根據各年的冬夏季寒冷指數，可進一步計算出冬夏季每十年的冬溫與夏溫指數（陳家其和施
雅風，2002）
，計算公式如下：
冬溫（夏溫）指數=10-2N1-N2+N3

（2）

其中 N1 為寒冷指數-2 之年數，N2 為寒冷指數-1 之年數，N3 為寒冷指數 1 之年數。此公式為
求得十年期的冬溫和夏溫指數，以 10 當作平均值，減去偏冷的年數、加上偏暖的年數，可得到一
個簡單的距平值，方便與其他代用資料所得到之溫度序列的趨勢作比較。冬夏溫指數以十年為計
算單位，基數是 10，再依照其下雪與結冰的狀況給予寒冷指數的加減，因此若冬夏溫指數為 10，
表示氣溫為正常狀況，低於 10 表示偏冷，高於 10 表示偏暖。
整體而言，氣溫比降水資料量少了許多，後者可呈現五個分區及全區的逐年變化，而前者是
呈現全區十年期的冬溫及夏溫變化。首先依表 5 描述的大雪或酷熱等自然現象，訂定出冬季和夏
季的寒冷指數，再根據公式（2）計算出冬季和夏季的十年期溫度指數。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用歷史文獻來重建過去氣候與特殊天氣狀態，降水資料均是源自文字描述，的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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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法將乾溼狀態明確化的困難，僅能參考前人研究如鍾兆站和趙聚寶 (1994) 及王紹武等
(1993) 的分級方式分出濕、偏溼、正常、偏乾及乾五種等級。溫度資料亦有類似問題，僅能參照
王紹武和王日昇（1990）及陳家其和施雅風（2002）的分級方式訂出寒、偏寒、正常及偏暖等四
種等級，這是本研究的局限。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降水特徵1
1. 全區降水資料量分析
研究區降水資料分布（圖 3a）顯示，無資料的年份共有 52 年，多分布於明代前期，這可能
係當時降水狀況正常而無任何記載。與全國之資料量（圖 3b）相比，發現明代前期全中國的資料
量較為稀少，在 1379-1402 時期資料量為最少，此階段之資料量每年少於 40 筆，其中有十五年少
於 20 筆的，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資料量也跟著增加。其中全中國資料量較多的三個時期，也就是
1528-1529 年、1586-1587 年與 1639-1642 年，研究區資料量亦較多，二者變化相當一致。
(a)

資料量
(b)
資料量

圖3

圖3

1

明代(a)研究區所有代表測站降水資料量及 (b) 全國資料量變化圖

明代 (a) 研究區所有代表測站降水資料量及 (b) 全國資料量變化圖

本文用「乾濕」一詞，進行對降水多寡的陳述，比如大雨浹月是 1 級濕，少雨是 4 級偏乾。然而，
氣象學中的「乾濕」，描述的是地表水氣量的多寡，其至少（因為還有輻射量、通風指數及地表植被
等因子）是由降水和溫度（導致蒸發）二個氣象變數共同決定。因此，降水多寡不必然等同於乾濕狀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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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區降水特徵
這個部分將討論長江三角洲五個分區的極端及平均降水特徵，這五區分別是江北、湖東、湖
西、杭嘉湖及上海。
江北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a 細實線）在 1430 年之前，降水呈現較為平緩偏乾的狀態；
1430-1560 年期間，出現乾濕交替，因乾旱出現的次數多且強度較強，明顯偏乾。十年移動平均
（圖 4a 粗實線）顯示，乾濕等級由正常轉為偏乾再轉為正常，大致以二十年為一周期；在 1560
年後逐漸轉為偏濕，直到 1588 年突然轉乾，之後乾旱逐漸增強，尤其 1633-1643 年這十年中出現
了四次的五級乾。整體而言，僅 1560-1587 年是明顯偏濕，其餘皆為偏乾或正常年。江北歷年平
均乾濕序列（圖 5a 細實線）在 1460-1500 年，均為乾旱等級，1500 年以後才逐漸有乾與濕的交
替出現。十年移動平均（圖 5a 粗實線）在 1368-1460 年呈現平緩偏乾；1460-1560 年此百年期間
呈現二十年周期的波動，由正常轉偏乾再回到正常； 1560-1587 年偏濕，在 1588 年以後逐漸轉
乾，且乾旱程度漸強。以十年移動平均來看，江北的平均降水偏少，僅 1568-1587 年除外，其餘
皆呈偏乾狀態。
湖東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b 細實線）在 1400 年以前有五年為四級偏乾，其他則無資料或
呈現正常的三級，十年移動平均（圖 4b 粗實線）呈相對持平穩狀態；1400-1461 年後，乾濕交替
趨於極端；1480-1560 年乾濕現象交替出現，但有乾旱漸強、濕潤漸弱的趨勢；1561 年後再逐漸
轉濕，直到 1562 年回歸正常，此後乾濕交替出現，直到 1625 年後轉乾。湖東歷年平均乾濕序列
（圖 5b 細實線）在 1433 年以前乾濕趨勢相當平緩，多為第三級，其原因為量測站資料量太少且
強度不大，資料平均後趨於第三級正常。1434-1465 年乾濕交替，強度也相當；1466-1550 年乾濕
持續交替，約以十年為週期；1551 年後趨於平緩，接著從 1561-1624 年開始偏濕，1625 年後明顯
轉乾且強度漸增。整體來說湖東地區在明代前期乾濕趨於正常，中期乾濕交替但乾旱較強，後期
長期偏濕但最後偏乾。
湖西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c 細實線）在 1368-1428 年，因為資料量少多呈現第三級；
1429-1560 年乾濕交替，1481 年以前偏乾，後四十年偏濕，接著四十年則偏乾；1561-1643 年，一
開始多為平緩的第三級，1588 年稍微轉乾後，1591-1621 年就進入長期的偏濕，1623 年後極速轉
乾且強度隨時間漸增強。湖西歷年平均乾濕序列（圖 5c 細實線）可看出，1368-1428 年因為資料
量不多，也多呈現第三級正常年，十年移動平均（圖 5c 粗實線）顯示， 1429-1560 年一開始較
乾，1492 年以後乾濕交替，約為十年的週期，1520 年以後明顯偏乾，持續四十年一直到 1560 年；
1561-1643 年以第三級為主，呈平滑狀態，1588 年後先轉乾到 1591 年後又明顯偏濕，一直到 1625
年才轉為乾，此後越來越乾。換句話說，可將明代分為三個時期，1368-1428 年平緩偏乾；1429-1560
年乾濕交替且強度增強；1561-1643 年呈平緩狀態，1588 年開始短期轉乾，1591 年後長期偏濕，
持續三十年直到 1621 年後轉乾，強度強及頻率高。
杭嘉湖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d 細實線）可分三個部份，1368-1466 年中的 1375-1396 年，
連續 22 年無資料，1397-1434 年則整體偏濕，1435-1466 年期間強乾與強濕交替出現，但偏乾；
接著 1467-1560 年，前 54 年係呈現弱乾弱濕交替出現，1520 後進入乾旱的好發期，其中有少許
濕潤年，1532-1560 年達到乾旱最高峰；1561-1643 年乾濕交替。十年移動平均（圖 4d 粗實線）
可看出，先偏乾再轉濕約有 15 年左右的週期，此段時期強度均不大，最後則有偏乾的情況。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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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歷年平均乾濕等級序列（圖 5d 細實線）亦可分三個部份，1368-1466 年中的 1375-1396 年連續
22 年無資料，1397-1434 年出現穩定的二級偏濕情況，1435-1466 年有較強的乾濕交替；接著
1467-1560 年，多為弱乾弱濕交替但稍偏濕，後來逐漸轉乾，強度雖不算強，卻是明代最乾的時
期；1561-1643 年則係乾濕交替出現，約 15 年出現一次五級乾，十年移動平均（圖 5d 粗實線）
無明顯週期，且乾濕起伏均不大，末端則有稍乾的情況。
上海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e 細實線）顯示，1368-1490 年因資料量少，使十年移動平均（圖
4e 細實線）變化平緩，1425-1454 年期間有偏濕情形，時間長但強度弱；1491-1559 年前半期變化
乾濕交替，後半期轉為乾，且強度越來越強，可看出此時為整個明代乾旱程度的最高峰；1560-1643
年又為乾濕交替，1624 年後明顯轉濕，1631 年急遽轉乾，在 1631-1643 年出現六年五級乾，十年
移動平均（圖 4e 粗實線）也可看出強度漸增。上海歷年平均乾濕序列（圖 5e）在 1368-1490 年變
化平緩，十年移動平均（圖 5e 細實線）可看出此時期稍偏濕但強度不強；1491-1559 年出現較強
的乾濕交替，十年平均移動呈現乾、濕、乾交替出現，且 1540 年後越來越強；1560-1643 年前期
出現二級偏濕頻率較高，後期些微偏乾。
3.全區降水特徵
全區歷年極端乾濕序列（圖 4f 細實線）
，因為取全區極端值而得，第三級正常次數相當少見。
十年移動平均（圖 4f 粗實線）可分為三個部分討論：（1）1368-1490 年，前段多為二級偏濕與四
級偏乾交替，後段則有一級濕與五級乾交替，此時期的前期由乾轉濕，再回到乾濕交替但整體偏
乾。
（2）1491-1560 年，此時期有較長且較強之乾濕交替，約以十年為週期，直到 1538 年以後轉
為強乾，此階段達到乾旱的最高峰。
（3）1561-1643 年，承接前期乾的高峰期再轉為濕的好發期，
1595 年後回到較平緩變化，1632 年後又出現多次的五級乾，可看出急遽轉乾的趨勢。簡而言之，
第一部分整體有乾濕交替的現象；第二部為長時間及強度大的五級乾與一級濕交替出現，因此十
年移動平均曲線呈鋸齒狀的波動情況，以乾的強度較強；第三部分開始轉濕，但因強度減弱，十
年平均移動線呈較微小的鋸齒狀，最後再轉為越來越強的乾。
全區歷年平均乾濕等級序列（圖 5f 細實線）
，依其整體特性亦可分為三部分：
（1）1368-1424
年，此時期各區資料量少，因此得出第三級正常年較多、十年移動平均線（圖 5f 粗實線）顯得相
當平緩，但仍可看出前期有偏乾，後期則偏濕。（2）1425-1560 年，一開始乾濕交替，1460 年後
轉為偏濕，1491 年後出現五級與一級之極端值交替，1523 年後轉為長時間的偏乾期，由十年移動
平均線看來，此時期起伏大，呈現鋸齒狀且偏乾。
（3）1561-1643 年，呈現乾、濕、乾交替，1638
年後轉為較強的乾，由十年移動平均來看，由小鋸齒狀形成的大凹曲線，整體偏濕的曲線由底部
突起轉為偏乾，而曲線的最後也上揚達到明代偏乾的最高峰。整體來說，前期乾濕強度相當且均
弱，中期雖乾濕交替，但轉為極端乾濕交替，整體而言乾較強，後期長期偏濕，最後急遽轉強乾。
比較全區的極端與平均乾濕序列發現，兩者皆係前期偏乾，1428 年後乾、濕的強度都增加，
極端序列的乾濕強度相當，但平均序列中，乾等級發生的頻率高，1468 年後兩者情況較一致，乾
濕交替的頻率約十年，差別在於極端序列的強度大，1508 年以平均序列出現乾的程度逐漸加強，
極端乾濕序列則到 1458 年才較為明顯，兩者在 1568 年後接為乾轉濕；1598 年後極端序列的乾濕
交替頻率高，約為一年，但平均序列的乾濕交替率較低，約為 5-10 年，最後轉為強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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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江北

逐年極端乾濕等級

10 年極端乾濕等級

(b)湖東

(c)湖西

(d)杭嘉湖

(e)上海

(f)全區

圖4

明代 (a) 江北，(b) 湖東，(c) 湖西，(d) 杭嘉湖，(e) 上海及 (f) 全區極端乾濕等級序列圖。
乾濕等級數值 1 至 5 分別代表濕、偏濕、正常、偏乾及乾等 5 種等級分類，所以數值較高
代表較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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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江北

逐年平均乾濕等級

10 年平均乾濕等級

(b)湖東

(c)湖西

(d)杭嘉湖

(e)上海

(f)全區

圖5

明代 (a) 江北，(b) 湖東，(c) 湖西，(d) 杭嘉湖，(e) 上海及 (f) 全區平均乾濕等級序列圖。
乾濕等級數值 1 至 5 分別代表濕、偏濕、正常、偏乾及乾等 5 種等級分類，所以數值較高
代表較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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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區降水結果的區域差異
將各區的極端與平均乾濕序列做比較，可得到各區乾濕現象較為明顯一致的時間，分類出明
代乾濕的四個時期（表 6）
，並將各區依此四個時期去計算出每區在每個時期的平均序列之年均乾
濕等級值，可得到表 7 所呈現的等級值。接著依照表 7 畫出此四個時期乾濕的空間分布圖（圖 6）
。
(a)

(b)

(c)

(d)

圖 6

明代(a) 第一時期，(b) 第二時期，(c) 第三時期，及 (d) 第四時期各區年均乾濕序列分布
圖。乾濕等級數值 1 至 5 分別代表濕、偏濕、正常、偏乾及乾等 5 種等級分類，為無因次
單位，數值較高者代表較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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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時期
明代
年
乾濕別
冬溫
夏溫
颱風次數
颱風次數比例 1

乾濕等級、冬夏氣溫及颱風數在明代四個時期的變化

第一時期
明代前期
1368-1519 年
共 152 年
乾濕交替
冷暖交替(1432-1519 年)
偏暖(1374-1519 年)
18
12%

第二時期
明代中期
1520-1559 年
共 40 年
偏乾
偏暖
偏暖
6
15%

第三時期
明代中後期
1560-1624 年
共 65 年
偏濕
前暖後冷
前暖後冷
34
52%

第四時期
明代後期
1625-1643 年
共 19 年
偏乾(較第二時期強)
偏冷
偏冷
17
89%

註 1：颱風次數比例是某時期的颱風次數除以該時期的年數

表7
地區
時期
一
二
三
四

各研究分區四個時期的乾濕等級

湖東

江北

湖西

杭嘉湖

上海

2.96
3.44
2.69*
3.58

3.18**
3.35*
2.94**
3.66

3.09
3.53**
2.83
3.92**

3.00
3.44
2.88
3.21*

2.89*
3.43
2.82
3.29

註：表格內*為當期最低值（濕），**為最高值（乾），粗體為四時期之最高值與最低值。

我們可以發現在第一時期（1368-1519 年）乾濕交替期，各區乾濕狀況較不明顯，江北區偏
乾，而上海區偏濕，其它區則接近正常；第二時期（1520-1559 年）整體偏乾，各區年均等級皆
大於 3.3 級，以湖西區最乾，乾旱較輕微的地區則為江北區；第三時期（1560-1624 年）為偏濕時
期，湖東區偏濕情況最強，年均等級遠低於其他區，而江北區相較於其他區輕微，接近正常年；
第四時期（1625-1643 年）各區整體又趨向偏乾，其中最乾區為湖西區，年均乾濕序列出現最大
值 3.92，次乾區為湖東與江北區，兩者的年均乾濕序列也相當高，甚至較第二時期任一區的年均
序列都來得高，可知第二時期與第四時期同樣偏乾，但第四時期的偏乾現象明顯較強。此外，由
表 7 可知第二與第四這兩個偏乾時期，最乾的地區都是湖西區，也就是說在長江三角洲整體偏乾
的時候，都以湖西區為最乾；各個時期當中，年均值較趨向中間值的地區則是杭嘉湖區，表示在
長江三角洲地區出現極端乾濕變化時，此區是較無極端變化。

（二）溫度特徵
1. 冬溫指數
冬溫資料量（圖 7a）相當有限，1368-1434 年無冬溫資料，因此冬溫的計算自 1435 年開始。
1435-1643 年期間，僅四年資料量突然遽增超過十筆以外，其他年都不超過十筆資料，資料量的
分布大致上前期較為零散，僅後期從 1623 年以後才較為密集。針對資料量較多的幾個年份，我們
發現多為同一事件，它們有著類似或相同敘述的氣溫狀況，由資料量較多的現象可知在那些年份，
因發生特殊氣溫現象的範圍相當廣，許多縣市都有著相同或類似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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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資料量
(b)
資料量

圖7

明代 (a) 冬溫及 (b) 夏溫指數資料量統計

冬溫指數（圖 8a 細實線）在 1515 年以前，也就是 1435-1465 年、1475-1485 年、1505-1505
年這三段期間，冬溫指數明顯較低，氣溫較寒冷；1515-1575 年則是氣溫較暖期，但與正常年指
數 10 相比，仍較現代寒冷；1575 年以後溫度又明顯下降， 1605-1625 年又回升，1625 年後則又
降到全明代最低，最後氣溫稍為又回升了一些。五十年移動平均線（圖 8a 粗實線）呈現前後期低
溫中期高溫的情況。史料整理過程中，確實發現明代長江三角洲地區，冬季有許多年都是下雪或
自然水體封凍結冰的情形。現代上海與杭州的最冷月均溫都在 0℃以上，與明代長江三角洲地區
大雪或水體結冰的情況差異相當大。
冬溫指數的三十年平均（圖 8b 實線）顯示，由最低溫轉為較溫暖後又再降下，中期回升到最
高溫，之後像下樓梯般逐漸下降再回到最低溫；五十年平均（圖 8b 虛線）在前期指數相當低，之
後逐漸爬升到中期也一樣是最高溫，最後再下降到比一開始更低的低溫。整體而言，冬溫在前期
與後期都是較低溫，而中期較高溫，但與現代相比，長江三角洲在明代仍是比較寒冷的。
氣溫的資料量雖少，但一致性相當高。只有少數特殊情況發生，例如「1615 年秋九月江蘇常
熟市夜雪，同年冬十一月，浙江省嘉興市天氣暖如春夏蒸溽時。隔年春，江蘇省常州市、無錫市
皆大雪。」這樣在同一冬半年有偏冷又偏暖的記載情況很少見，而我們考慮到秋九月下雪相當少
見，但在當時冬十一月天氣暖如春夏蒸溽時也同樣相當異常，因此不將 1615 年劃為偏暖或偏冷年。
2. 夏溫指數
夏溫較冬溫資料量來的多（圖 7b）
，其中有三年甚至超過了二十筆資料。資料量較多的年份，
多伴隨大範圍的強烈降水或乾旱現象。資料量缺少的年份為 1369-1410 年，這四十年當中僅一筆
資料，此後資料量才有明顯增加，這與明代全國資料量的變化特性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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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逐年冬溫指數

50 年移動平均冬溫指數

冬溫指數
30 年平均

(b)

50 年平均

冬溫指數

圖8

明代 (a) 十年期冬溫指數（細實線）與 50 年移動平均（粗實線），及 (b) 冬溫指數三十年
（實線）與五十年平均（虛線）
。
夏溫指數（圖 9a 細實線）在 1574 年以前，指數值在 10 附近上下波動，差距不會太大，1574

年以後明顯下降，夏溫降低，這樣的現象與此時期明顯偏濕與冷有很大的關係，這當中甚至有幾
年的夏天是有降雪的現象，例如 1601 年浙江省湖州市與 1644 年江蘇省鎮江市皆出現罕見的六月
雪記載。五十年移動平均線（圖 9a 粗實線）可發現，夏溫在 1574 年以前變化相當平緩，接近指
數 10 但不超過 10，也就是說夏溫稍微有偏涼的情況；1574 年後氣溫明顯下滑，直到 1624 年後又
有稍微回升的現象。
夏溫三十年平均（圖 9b 實線）在 1554 年以前差距不大，前期稍低於指數 10，1464-1494 年
指數為 10，是整個明代最高溫的時期，之後又有些微的下降，1554 年後逐漸下降，1584-1614 年
為最低溫時期，此時夏季降雨時間較長且有兩年降雪的情況發生，1614 年後溫度稍微回升。五十
年平均（圖 9b 虛線）在 1574 年以前相當平緩，幾乎沒有差異，因為差距僅在 0.2 個指數值，1574
年後陡降，1624 年後稍微回升。

（三）特殊天氣現象的時空特徵
1. 颱風
颱風歷年發生次數（圖 10a）在 1560 年以前相當少，每十年不超過五個（圖 10b）
，前期可能
是因為資料量本身較為不齊全，但中期資料量多但颱風相當稀少值得關注，1560 年以後明顯密集
增加，不論是發生頻率或每年颱風的數量，都有明顯的增加，有三個時期每十年有超過 8 個以上
的颱風，當然記載資料量較為完整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整體而言，在明代 276 年期間，長江三
角洲共有颱風侵襲 75 次，平均 10 年有 2.7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4 次。

79
(a)

逐年夏溫指數

50 年移動平均夏溫指數

夏溫指數
(b)
夏溫指數

圖9

明代 (a) 十年期夏溫指數（細實線）與 50 年移動平均（粗實線），及 (b) 夏溫指數三十年
（實線）與五十年平均（虛線）
。

(a)

次數
(b)

次數
(c)

次數

圖 10

明代颱風 (a) 每年、(b) 每十年及 (c) 每月發生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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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颱風與乾濕四個時期作比較（表 6）發現，在第四時期颱風數比例相當高，其次為第三時
期，第二時期與第一時期相當低，可見颱風數與乾濕時期的關係較不明顯，因為第二與第四時期
同樣都是偏乾，但比例上的差異卻是相當大的。颱風發生月份（圖 10c）主要集中在農曆 5-8 月，
其中 7 月占 56％，6 月占 16％。另外值得一提，農曆 1618 年 2 月 14 日江蘇省常熟市有颱風的記
載，此時有這種情形相當罕見，就連現代都不常見到在這個月份有颱風登陸。
颱風發生次數的空間分布圖（圖 11a）顯示，發生次數最多（顏色較深）的地區由北向南依
序為常熟市、崇明縣、蘇州市、嘉定區及杭州市，地理位置靠近沿海、長江、黃浦江及太湖。此
外，以上五區除了崇明縣以外，其餘地區都是屬於較高級的行政區，即都市開發程度較高，史料
相對較豐富。雖然颱風是由海上來，但我們發現有些沿海縣市記載的發生次數並不多，這可能是
各縣市記載資料量及都市開發程度差異所致。
(a)

(b)

圖 11

(c)

明代 (a) 颱風 (b) 龍捲風及 (c) 冰雹發生次數與地區分佈，顏色越深代表記載發生的次
數越多。

2. 龍捲風
龍捲風歷年發生次數（圖 12a）以 1515 年發生三次最多，其次為 1637 年發生兩次，其他多
為一次。每十年發生次數不超過五次（圖 12b）
。整體而言，在 276 年期間長江三角洲共有龍捲風
侵襲 19 次，平均 10 年有 0.7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3 次。發生月份（圖 12c）
多集中在農曆六月共有六次，其次為農曆五月共有三次，另外其他月份例如農曆三、四、七月也
可見到龍捲風，但次數相當少，各月份僅出現一次。龍捲風較常發生於夏季，其次為秋季但遠低
於夏季，春季次數更少僅記載到一次，而冬季則無記載。值得注意發生次數較高的 1515 年三次與
1637 年兩次，由這些事件可知，1515 年的三次各發生於夏季不同的月份，也就是農曆四月、五月
與六月，1637 年的兩次也同樣是發生於夏季，分別為農曆五月與六月。
龍捲風發生次數記載最多是江蘇省靖江市，在明代總共有三次的記錄，分別是 1540、1564
及 1637 年。由空間分布（圖 11b）可知，龍捲風好發區呈現一個彎月形狀，集中於沿海、長江及
黃浦江沿岸地區，但太湖周圍地區則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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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明代龍捲風 (a) 每年、(b) 每十年及 (c) 每月發生次數
3. 冰雹
冰雹歷年發生次數（圖 13a）以 1630 年 4 次與 1536 年 3 次為最多，其他有紀錄年的發生次
數多在 1-2 次。總體來說，在 276 年期間長江三角洲共有冰雹侵襲 80 次，平均 10 年有 2.9 次；
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4 次。與歷年資料量（未附圖）相較，發現冰雹發生範圍
多為一個縣市或橫跨 2-3 個縣市的範圍。冰雹發生範圍較大的事件，分別為 1634 年有八個縣市記
載與 1373 年有五個縣市記載。每十年發生次數不超過 13 次（圖 13b）
。
發生次數月份（圖 13c）多在農曆四月，其次為農曆三月，往前推逐月遞減，到農曆十二月
甚至沒有發生的記載，發生於農曆五月至十一月的次數均不多。換句話說，冰雹多出現於國曆的
3-5 月，主要為春夏交替之際。高達 46％的冰雹事件發生於夏季（未附圖），其次 32％的事件發
生於春季，冬季最少，僅占 5％。可知明代長江三角洲四季皆有發生冰雹的可能，但以夏春兩季
最多，尤其是夏季發生機率最高。冰雹發生次數的空間分布（圖 11c）顯示，發生次數最高是在
蘇州市與常州市，其次為無錫市與鎮江市，即太湖周圍地區發生數較高，而沿海地區發生數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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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明代冰雹 (a) 每年、(b) 每十年及 (c) 每月發生次數

（四）討論
1. 降水
本研究發現第四時期（1625-1643 年）在長江三角洲是偏乾的。劉翠溶（2005）發現十六世
紀前半和十七世紀前半是較乾的，尤其是 1637~1641 年的大旱，黃河以北地區幾乎赤地千里。Zheng
et al.（2006）亦發現中國東部地區在過去 1500 年最嚴重的旱災是在 1634-1644 年。表示此時期的
乾旱是全國性的，影響範圍大且強度也大，在整個中國歷史上是極為少見的。
2. 氣溫
與劉昭民（1992）相比，本研究發現在明代中期 1515-1575 年的冬溫是較其他時期來得高，
與劉昭民的明代末葉前半期（1557-1599 年）夏寒冬暖，有部分是重疊的；夏溫方面，本研究發
現在 1574 年以後急遽下降，一直到 1634 年才回升，這也與劉昭民研究結果的夏寒時期有部分重
疊。本研究之冬溫在其他時期例如前期與後期，都相對較低，與劉昭民的研究結果相當接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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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溫的部分，也是到接近明代的中後期才轉為偏低。推測與劉昭民（1992）有部分時間的差距，
可能是他的研究資料來源除了方志與史書外，還包含了花粉化石與動植物分布的研究等，而本研
究主要是根據史料記載。
3. 特殊天氣現象
特殊天氣的相關論文較少是明代時期，為利於討論，所以收集現代論文及線上氣象資料庫加
以比較。自行統計自中國颱風網（2009）
，登陸江蘇、浙江及上海等地的颱風在現代 1949-2008 年，
每十年登陸的颱風個數統計（圖 14a）約有 3-7 個。明代在 1560 年以前每十年次數最大值是 4 個，
與現代數量相當或較少，這可能是取用的現代資料包括登陸江蘇及浙江省的颱風，但不是都經過
長江三角洲，或是當時的颱風數量確實較少；1560 年以後則明顯增加許多，有三個時期每十年有
超過 8 個以上的颱風，則比現代的颱風數更多。若以平均值來看，明代颱風發生數 10 年有 2.7 次，
則較現代少。本研究發現颱風發生月份（圖 10c）主要集中在農曆 5-8 月，其中 7 月占 56％，6
月占 16％。為利於明代與現代颱風發生月份的比較，我們將現代月份轉換為農曆月（圖 14b）。
1949-2008 年颱風登陸江蘇、浙江及上海等地的月份統計（圖 14b，統計自中國颱風網，2009）發
現，現代颱風登陸較明代早約一個月，開始於農曆 4 月，其中農曆 6 月最多，占總數 55％，其次
是農曆 7 月占 26％，不過兩者皆發現颱風較集中在農曆六月與七月，只是比例多寡的差異。明代
颱風發生月份集中於農曆 7 月（國曆 8 月），與現代唐曉春等（2003）在廣東、許浩恩等（2009）
在浙江，以及孟菲（2008）在上海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本研究發現明代第四期偏乾（表 6 及圖 6）是以平均乾溼等級來看是偏乾的（圖 5f）
，但比較
同時期的極端乾溼等級是明顯的乾溼交替（圖 4f）。換句話說，明代在第四期平均氣候是偏乾，
但仍有極端天氣如颱風系統的出現，且比例不低。由冬夏溫結果可看出（表 6）
，第四期不僅偏乾
也偏冷。因颱風發源於熱帶海洋，行徑方向受太平洋高壓影響大，是否會因為該時期較冷，而太
平洋高壓位置偏移（Shen et al., 2007），使得路徑較易經過長江三角洲，值得進一步研究。另外，
聖嬰現象（Li et al., 2005; Shen et al., 2007）或太平洋十年期振盪（Zhu and Yang, 2003; Shen et al.,
2006）也有可能影響。此時期正值明朝末年，有可能是因為天氣及氣候異常，造成天災頻繁，農
作物收成不好，易產生嚴重飢荒，民不聊生，導致境內有闖王李自成組成農民軍的叛亂事件（Cook
et al. 2010）。
我們發現夏季是龍捲風發生最頻繁的季節，與鹿世瑾（1996）在福建，以及薛德強與楊成芳
（2003）在山東的研究發現一致。在空間上，本研究發現發生地點集中於沿海、長江及黃浦江沿
岸地區，但太湖周圍地區則較少，與鹿世瑾（1996）在福建發現沿海地區較多，是有部份相符的。
本研究得知冰雹發生次數月份多在農曆的 2-4 月（國曆 3-5 月）
，主要為春夏交替之際，與姚
勝芳等（2007）
、龍余良等（2009）及陶云等（2002）結果相近，他們分別發現廣西、江西及雲南
冰雹主要發生季節為國曆 3-5 月、3-5 月及 2-4 月。這是因為冷暖空氣在此時最為活躍，可形成較
大的冰雹與較高的發生頻率。冰雹發生次數的空間分布顯示，太湖周圍地區較高，而沿海地區較
低。這與姚勝芳等（2007）研究結果相近，他們發現廣西沿海地區較少發生。龍余良等（2009）
研究江西省發現，冰雹於鄱陽湖附近發生次數較多，亦與本研究類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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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明代 1949~2008 年登陸江蘇、浙江及上海等地颱風的 (a) 每十年及 (b) 每月登陸個數。
為與明代文獻月份一致，此處現代月份已轉換為農曆。資料來源：中國颱風網（2009）
。

(a)

30 年平均

50 年平均

冬溫指數
(b)
夏溫指數
第一時期
1368-1519

圖 15

第二時期
1520-1559

第三時期
1560-1624

第四時期
1625-1643

明代 (a) 冬溫及 (b) 夏溫 30 年平均（實線）及 50 年平均（虛線）在乾濕四時期（外黑
粗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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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分析《中國三千年氣象記錄總集》(張德二，2004)內詳細的記載，本研究探討明代長江三角
洲降水及溫度的時間序列特徵及特殊天氣現象的時空分布特徵，得到以下結論：
1. 降水與氣溫
明代乾濕等級及夏冬溫指數可整合成四個時期：第一時期（1368-1519 年）乾濕交替與冬溫
平均（圖 14a）重合的部分發現，冬溫有高有低，第二時期（1520-1559 年）偏乾是位於冬溫較高
的時期，第三時期（1560-1624 年）偏濕前期暖後期冷，第四時期（1625-1643 年）強乾則是冬溫
偏低的時期。第一時期乾濕交替期與夏溫平均（圖 14b）重合部分，夏溫是相當平緩的，第二時
期偏乾仍是夏溫平緩時期，第三時期偏濕與冬溫相同，屬前暖後冷，第四時期強乾則是夏溫稍低
的時期。乾濕四時期與氣溫之間的關係可整理如表 6，第一時期乾濕及冷暖交替，第二時期偏乾
時夏溫與冬溫皆較高，第三時期偏濕期氣溫都在 1584 年以前偏高，此後降低，第四時期偏乾時，
氣溫是偏低的。我們區別出第二與第四時期同為偏乾，但兩者存在差異，第二時期為暖乾，第四
時期為冷乾。整體而言，長江三角洲在明代較現代是更為寒冷的，當時甚至有幾年夏天出現降雪
現象的相關記載。
2.特殊天氣現象
颱風發生次數共 75 次，平均 10 年有 2.7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4 次。
1560 年以前較少。主要集中在農曆 5-8 月（國曆 6-9 月）的夏秋季節。空間分布以常熟市、崇明
縣、蘇州市、嘉定區及杭州市最多，可能與地理位置靠近沿海、長江、黃浦江及太湖，以及都市
開發程度較高有關。有趣的是有些沿海縣市記載的發生次數並不多，這可能是記載資料量較少及
都市開發程度較低所致。
龍捲風發生次數共 19 次，平均 10 年有 0.7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3 次。
常發生於夏季，其次為秋季但次數遠低於夏季。發生月份多集中在農曆 5-6 月（國曆 6-7 月）
，但
3-4 月及 7 月亦可見。空間分布以沿海、長江及黃浦江沿岸地區較多，但太湖周圍地區較少。
冰雹發生次數共 80 次，平均 10 年有 2.9 次；若僅以有紀錄的年來說，侵襲次數在 1-4 次。
發生次數月份多在農曆 2-4 月（國曆 3-5 月）
，主要為春夏交替之際。發生次數的空間分布以太湖
周圍地區較高，而沿海地區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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