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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of. C. P. Chang’s Memoir on the Across Strait Exchange 
 
海峽兩岸氣象交流 –-– 十八年前破冰的回憶 

 

張智北 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會刊 第48期 2007年3月21日12-18頁) 

 

1970年代以前，海峽兩岸嚴重敵對。到1980年代雙方關係開始漸漸解凍，學

術交流走在 前面。許多科學界，像物理、化學等，通常是先在國際學術會

議上接觸認識，然後開始在海外舉辦雙方參加的科學研討會。但政府之間還

是絕對排斥，更沒有如海基會/海協會的機構在運作。那時在台灣的公務員想

都不敢想像和大陸任何人有任何接觸，不管是公開還是私下。因為氣象活動

，包括氣象學會，都和政府官方機構--氣象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氣象交流  



合作雖然對民生比其他科學更有直接實質的意義，反而是當時唯一無法交流

的學術領域。1987年底，北京中科院大氣物理所的陶詩言、丁一匯兩位教授

訪問香港天文台(當時叫做「香港皇家天文台」)，他們認為氣象對兩岸三地

都很重要，向香港的朋友表達希望兩岸氣象學家能在香港交流的意願。但港

英政府的立場，一貫對兩岸之間的任何事務都非常忌諱，避之惟恐不及。幸

好當時英國政府為了準備香港回歸中國，破天荒的任用了第一個華人台長岑

柏先生。1988年初我訪問香港，岑柏台長和高級科學主任林超英知道我正在

參與中央氣象局氣象現代化建設的規劃，就告訴了我陶、丁兩位的建議。 

 

這個訊息帶回台灣，在當時保守的環境及政治掛帥下引起不少震盪。很多人

積極贊成但也有人猶疑或反對。首先力表支持的是台大大氣系主任蔡清彥教

授。由於當時台灣政府的立場，氣象局吳宗堯局長雖然私下樂觀其成，但表

面只能保持緘默。(1979年蔣經國宣佈對大陸的政府立場「三不政策」:不接

觸，不談判，不妥協。後因為科學界難免會在國際會議上與大陸參與者碰見

，國科會主管國際合作的副主委王紀五就將「不接觸」:延伸為另一個妙不可

言的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握手，不迴避。) 

 

比較猶豫的一些大學教授及氣象局同仁們表示，如果名義是兩岸氣象研討會

，他們會有被戴紅帽子的顧慮。為了釋解這些顧慮，我和蔡教授商量也許在

美的華人學者可以想辦法由美國氣象學會（AMS）出面組織代表團。回美國之

後，我聯絡了在NASA任職的劉家銘博士，一起 去見AMS的理事長Richard 

Hallgren博士。他是前任美國國家氣象局長，因中美雙方氣象合作協定，和

大陸的國家氣象局(後改名「中國氣象局」)局長鄒競蒙先生很。見面時他表

示非常贊成支持，但是因為這個想法相當特殊，他需要一個晚上來思考。第

二天，從官僚體系出身的Hallgren博士果然擔心風險不明，而作了AMS暫不參

與的保守安全的選擇。 

 

之後我想到請美國大學大氣研究組織（UCAR）的總裁 Richard Anthes 
博士出面。他一聽完立刻答應，當場授權我代表UCAR參加推動和籌辦的工作

，並指定UCAR國際合作組長Karen Sawyer女士負責協助相關事宜。 Anthes 
博士的熱心幫助解決了台灣氣象界參加的顧慮，但卻造成了大陸方面的問題

。對大陸而言，「一個中國」的根本原則絕對不能妥協。當時的看法是，如

果美國參加，三方面的會議便成了國際會議，有「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的疑慮，這是大陸絕對不可能接受的。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我先後在美國

及北京參加中美大氣合作會議時和鄒競蒙局長溝通，爭取到他同意UCAR出面

有助於克服台灣氣象同仁參加的困難。當時各方達成的君子協定是，研討會

由來自台灣、大陸、香港及北美洲四個地區的若干氣象學家用個人名義組成

籌備委員會發動，由岑柏先生邀請到香港開會。大家同心協力為海峽兩  



岸的氣象界著想，誠意合作，避免政治問題。會議題目是「東亞及西太平洋

氣象、氣候研討會」，因為此地區大部分科學家使用中文，故會議以中文為

主，英文為輔，可是論文集用英文。第一次籌委會于1988年11月在香港天文

台召開，有台灣、大陸各四位，香港三位，北美兩位出席。兩天會議中詳細

討論、推敲、決定許多細節，例如： 

 

*主辦單位是完全以個人名義組成的籌備委員會。(香港天文台只是地主。) 

 

*兩個贊助單位是UCAR(經費補助)及世界科技出版公司(捐助出版費用)。 

 

*參加名單由四個地區的籌委會委員提出，由岑柏先生及我以籌委會主席及副

主席名義共同 邀請參加者以個人身份到香港開會。 

 

*所有來自兩岸政府單位如氣象局、海洋局的參加者，不列所屬單位，只用街

道地址。(如中央氣象局的同仁寫臺北市公園路64號，大陸國家氣象局的同仁

寫北京市白石橋路46號。） 

 

*初步估計台灣、大陸參加者各20餘人，香港10餘人，連同世界其他地區共約

80人， 

 

*研討會訂在1989年7月6至8日召開，……等等。 

 

之後台灣方面由蔡清彥教授全力推動，吳局長幕後支持。大陸方面因為幅員

廣大、氣象單位多，鄒局長找來他得力的幹部，中國氣象學會秘書長彭光宜

先生居中聯絡協調，在他們部多次開會，選拔出各單位的學者專家。我及幾

位朋友則聯絡、邀請兩岸三地以外的學者，除了美國之外，還有來自加拿大

、新加坡等地的學者、專家。眼看一切籌備進行相當順利，大家都等著這歷

史性的氣象研討會即將到來。 

 

1989年春天，原本氣氛平和的天安門廣場聚集許多學生群眾，到4月後情勢變

得越來越緊張。那時鄒競蒙局長獲選世界氣象組織（WMO）主席，人在日內瓦

，我因為有些擔心，記得曾打電話給丁一匯教授。他對我說不用擔心，而且

香港的會議已經是高層同意的，應該沒有問題。但到了六月四日，天安門爆

發流血衝突事件，局勢明顯改觀。因為消息混亂、正式聯絡管道斷絕，情況

混淆不明。消息傳來，中共政府宣佈暫停所有對外交流活動。我仍設法和少

數家中有電話的大陸學者直接通話，包括中國科學院葉篤正教授、國家海洋

局海洋預報中心巢紀平教授，及氣象局若干單位的領導等等。當時的訊息是

政府單位因直接受黨的統一指揮無法派人參加會議，但學術單位也許可以參



加。後來聯絡越來越難，6月中旬葉篤正先生告訴我以後不能再打電話給他了

，而原來以為至少南京大學、中山大學學者可以來港與會也越渺茫了。次日

報載中國主管科技的副總理演講宣告科學方面的海外交流將繼續。我就打電

話給當時在北京代理主管氣象局的副局長章基嘉先生。他告訴我說香港會議

性質特殊，不包括在那篇講話的內容之內。我隨後兩次打電話到WMO去找鄒競

蒙局長，但他都說他現人不在北京，不清楚情況，一切只能由章副局長決定

。過後我又再打電話給章先生。記得大約是加州半夜三點，電話打到天光將

亮，那時國際長途電話費很貴，打了數百美金。他表示國內局勢動亂必須嚴

格服從中央指示，其他後果相對都不重要；我則爭辯研討會根本不涉及大陸

內部政治問題，希望能以那位副總理有關對外科技交流的講話為準。結果雙

方各自堅持己見，談得很不愉快。 

 

當時美國也有幾位華人學者因為抗議天安門事件而主張取消會議的召開。我

則希望說服他們這個會議是大陸氣象學者朋友們一致企盼參加的活動，不是

黨政主管當局要開的會。取消的主張豈不與中共保守派不約而同?我覺得我們

的眼光應該放長放遠，取消開會對促進大陸改革開放和兩岸交流都無助益，

只是讓兩岸氣象同仁們失望。後來大部份旅美學者都同意了我的意見。 

 

大約6月20日左右，大陸方面正式知會UCAR聯絡人Karen Sawyer 

女士會議暫停舉行。我在無可奈何之下，數度再打電話到WMO找鄒局長都聯絡

不上。四天後，我按原定計劃要到台灣。在舊金山機場碰到飛機延誤，有好

幾個小時無事可做。於是我再設法打電話到日內瓦。WMO的人告訴我鄒局長去

了西班牙開會。我 後飛機登機前一小時在西班牙的旅館裡找到他。我說：

「好不容易才安排出來的第一次兩岸氣象交流，若就這樣取消，雙方關係不

但不進，反而將倒退十年。」鄒先生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我認為你的

話有道理。這樣吧，讓我想想看有什麼辦法，但是我人不在北京，恐怕也出

不了力。」 

 

到了台北，將事情經過及情況告訴蔡清彥和其他幾位教授，大家都很失望。

不料兩天後， Sawyer 女士傳來電報：「會議恢復，照原定7月6-

8日在香港如期舉行。」這實在是個出乎意外的驚喜。大陸方面除葉篤正先

生由他人宣讀論文摘要外，所有的人都將準時出席報告。 

 

好多位大陸朋友見面就說真是奇蹟，問我是否剛飛到日內瓦見鄒局長又再和

他飛到北京?往返奔波是否勞累?……，甚至還有其他更神奇離譜的傳言。後來

我才知道鄒局長次日從西班牙飛回內瓦，立刻找了中共駐聯合國(日內瓦)大

使，共同急電北京才扳回局勢。也是因為他和中共高層的關係，加上擔任WMO



主席的身份，才讓北京當局特別重視他的意見，而讓兩岸氣象交流研討會成

為六四事件時破天荒准許的唯一一個大陸科學家參加的海外活動。 

 

當時香港許多人對「六四」反應非常劇烈，到處是抗議的紅、白布條，有人

說這恐怕也是中共當時反對在香港舉行會議的原因之一，擔心抗議的氣氛影

響大陸與會科學家出來後就不回去了。因為會場分設在天文台和香港大學，

這兩地間有相當距離，與會者每天來回都要經過許多觸目驚心的抗議布條之

下。但整個會議開得相當熱烈順利，大家都很高興，7月8日這歷史性的兩岸

第一次氣象會議圓滿閉幕，所有的大陸與會者也都如期返回。 

 

1989年7月初在香港的會議不但開始了兩岸氣象界全方位的各式交流，更衍生

了許多其他的發展。這個東亞西太平洋氣象氣候會議十一年中一共舉行了四

次。第二次是1992也在香港舉行，舉行之前也有波濤蕩漾。原來若干年前WMO

有次在歐洲舉行一項研討會，台灣有位氣象同仁投稿，審稿主席是某學者教

授，接受了他的論文在會中報告。這位朋友回台後興高采烈地接受了報紙訪

問。第二天，報上斗大黑字標題： 

 

「我突破中共封鎖，成功參加聯合國氣象會議。」 

 

從此之後，中共對WMO會議特別注意。那時正好又有一類似狀況，結果論文沒

能被大會接受，引起一些人發起抗議。另外，那時兩岸都在加緊管控，在雙

方與會者名義、地址上斤斤計較。後來各自做了妥協，台灣有的朋友只看到

了一邊，遂在報上大加鞭伐，批判不讓中央氣象局的名稱出現是喪權辱國….
，等等。所以第一次是大陸方面有力量阻撓以致差點流產，第二次是台灣方

面有人抵制而氣氛緊張，有一些參加第一次會議的教授就拒絕參加第二次。

但原來對第一次會議持相當保留態度的陳泰然教授這次不但轉為積極支持，

而且還號召了比 第一次還多的台灣氣象同仁與會。 

 

第二次研討會時蔡清彥已接任中央氣象局局長，他和鄒局長兩人雖因職務關

係，不便成為與會的正式代表，但都各自表示只要對方會來，他就會到會場

來旁聽。那時雖然「三不政策」已經鬆綁，但情況依然敏感，蔡在會場只能

與鄒握手客套，無法公開交談，但已是雙方局長第一次正式見面。而且是一

個在延安長大的中共第一代氣象員，一個是第一位在台灣土生土長的氣象局

長。之後台灣報紙還做了在港記者專訪鄒局長的報導。會議第二天晚上UCAR

總裁Anthes博士和我在凱悅飯店和他們兩位局長聚餐，徹談竟夜。由此發

展出來的友誼後來影響深遠。氣象方面 有意義的，包括兩岸後來在南海季

風實驗時的合作，使得美國NASA和澳大利亞氣象局的雙都卜勒雷達計劃，一

個設置在東沙島，另一個在大陸海洋實驗船上，共同觀測研究台灣海峽的對



流系統。第三屆1996年在中壢中央大學舉行，會前正是台海「飛彈危機」，

照理兩岸的緊張遠比前兩次嚴重的多，但前兩次成功的會議使得雙方的氣象

交流完全沒受到影響，參加非常踴躍。大陸由中國氣象局馬鶴年副局長率30

人的代表團來台，是飛彈危機後來台的第一個官方訪問團。第四屆2000年在

杭州舉行，這次台灣代表團由中大劉兆漢校長領隊，謝信良局長和大陸溫克

剛局長均正式出席。這樣十一年來從香港破冰，到台灣、大陸輪流做地主，

整個研討會系列在歷史上告一段落。隨後而來的是雙方大規模、全方位，經

常性、連續性的氣象交流合作，已經很少再聽到有擔心政治問題的事了。 

 

鄒競蒙和蔡清彥兩位局長的友誼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在1997香港回歸大陸前

還發生了作用。當時因台灣和香港民航協定是由民間航空公司簽訂，香港代

表是英商國泰航空。1997後這個影響台灣經濟命脈的港台航線能否繼續，如

何繼續，產生了很大的變數。當時蔡清彥教授調任民航局長，這塊燙山芋就

掉到了他的手上。若拖過97香港回歸，問題將更為棘手。當時交通部長劉兆

玄指示他可以用各種方法解決問題。那時兩大問題：一個是要如何開展台灣 

澳門的航線來分散風險，但澳門航空是由中國民航控股；一個是國泰航空屢

以中共政府幕後的指示作籌碼，但台灣又無從證實其真實程度。於是他請我

趁經常赴北京開會及討論研究之便，和當時剛退休任氣象學會理事長和氣象

局名譽局長的鄒競蒙先生聯絡請他幫助。鄒先生在局長任內評價兩極，他做

事很有魄力，但有人認為他傾向獨斷，對幹部特別嚴格。他父親鄒韜奮抗戰

前主編「生活週刊」，為鼓吹抗日救國被捕下獄，是著名知識份子「七君子

」之一。抗戰爆發後七君子被釋放，但後來鄒韜奮所辦「全民抗戰」刊物因

左傾而遭停刊，被迫出走流亡香港。後來癌症病重，冒險至上海就醫時逝世

。之後鄒競蒙和哥哥鄒家華（後任副總理）一起被周恩來收養為義子。1945

年抗戰勝利，共軍接管美軍撤退延安的氣象台，鄒競蒙就在14歲加入氣象觀

測的行列。他擔任國家氣象局長本是副部(長)級，但又任WMO主席，故獲得正

部級的身份。因為他的背景關係，鄒得以介紹我與大陸民航有關人員及主管

對台的官員見面，了解對方的意圖及談判過程衍生事務的真假性，希望共同

處理好港、澳對臺航權合約的問題。後來這些問題，包括澳門模式也都順利

解決。 

 

1989年圓滿處理兩岸第一次的氣象交流會議，對香港氣象界的發展也有積極

性的影響。岑柏台長會前一個多月正好在外地度長假，林超英主任及其他天

文台同仁高度效率配合應變，是會議成功的一大原因。當時香港沒有氣象學

會，香港天文台和台灣打交道，處處受政治現實牽制造成重重困難，為了促

成後續及其他的活動，包括舉辦1992年的第二次的會議，岑柏台長和林超英

主任(現任台長)及香港學界共同發起成立民間組織「香港氣象學會」。如今



香港氣象學會已經成長蓬勃，很多方面如專題演講、會員聚餐等活動的出席

率，還有學生及業餘人士參加的人數及熱忱，都比台灣猶有過之。 

 

第一次會議前，現任新加坡國家實驗室(TemasekLaboratories)主任的林

浩教授介紹我認識 了世界科技出版公司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的總裁和主編潘國駒教授。當時世界科技創辦約六、七年，規模有

限，但已在物理、化學若干領域初露頭角。這四次會議所有論文集均由潘教

授協助出版。後來世界科技急速發展成為國際知名具領導地位的科學出版社

，包括替瑞典科學院出版諾貝爾獎得主演講論文。潘教授為了拓展在大氣科

學的業務，決定和我們WMO國際東亞季風委員會合作，發行東亞氣象書集叢刊

。2000年兩岸第四屆在杭州的會議這本論文集，便成為叢刊正式出版的第一

卷。後來南京氣象學院旅美校友出版為紀念他們前校長章基嘉而編的論文集

，成為叢刊的第三卷。想到我和章先生早在1983年中美季風研討會就在北京

認識，1984年到南京代表美國氣象學會出席中國氣象學會60週年致賀詞也是

由章先生接待，後來為了六四天安門事件，各為自己的角色､立場和理念而發

生爭辯，不歡而散。我能在他身後略盡綿薄，看見他培養出的這麼多的優秀

人才，協助他們出版 紀念章先生的文集，也算稍補心中遺憾。 
 
(作者現任美國海軍研究學院氣象系傑出講座教授，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研究

講座教授。) 

 
(2) COAA 2007 Spring Workshop 

 
COAA 2007 Spring Workshop was held successfully in 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 UMCP, May 5th 2007 9:45 am – 5:30 pm. 
Aimed to exchange scientific ideas and research results, to socialize with other 
COAA members in a friendly and stimulating environment, and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young scientists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this 
COAA 2007 workshop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More than fifty scientists, 
professionals, and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hi-tech industries attended the workshop. The final business of the 
meeting announced the new board directors. Sixteen invited speakers gave oral 
presentations, including invited outstanding and well-achieved scientists, young 
perspective scientists and Ph.D students. Dr. William K.-M. Lau, Dr. Song Yang, 
Professor Zhanqing Li etc presented newes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complishments in the tropical hurricane, air-sea interaction, climate variability 
and change and East Asian Study of Tropospheric Aerosol. As the Dean of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 i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UIST), Professor Dalin Zhang talked about the challenges, 
opportunities and environment of academy Research in present China and strongly 



encouraged more scientist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future. Dr Ming Ji, the new director of NOAA’s Ocean Prediction Center, made 
an introduction of structures and organizations of NOAA Ocean Prediction Center, 
especially the current and future career prosperity in NOAA, which helps the young 
scientists and graduates to prepare for their career. Dr Tsengdar Lee, in charge of 
Scientific Comput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of NASA, briefly introduced the Panel 
Discussion on Major Funding Agencies and converted useful advices and strategies 
of funding application for young scientists. Other young scientists and Ph. D 
students showed great care in their preparations and gave informative high quality 
talks. Highly Vigorous discussions followed each talk. (reported by Haifeng Qian 
and Donglian Sun, photographed by Kwo-sen Kuo).  

 
The director of NASA atmospheric science division explored how nature foiled the 
2006 hurricane season. 



 
Professor Dalin Zhang shared his experience as a dean at th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and Science Technology, introduced the great program China made in 
recent years, and encouraged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Dr. Ming Ji, the director of NOAA ocean prediction center, introduced the new 
NOAA ocean prediction center and encouraged young scientists prepared for the 
current and future career prosperity in NOAA. 

 
Dr. Tsengdar Lee, NASA Scientific Computing Portfolio Program Manager, 
introduced the Panel Discussion on Major Funding Agencies and converted useful 
advices and strategies of funding application for young scientists.  
  
(3) News from the COAA Board  
 
(3.1) Proposing to Form Sister Organization With HKSPRS 
(Recorded and reported by S.-K. Yang) 
 
In the spirit of enhance networking among Chinese geophysical communities, Prof. 
Long Chiu, COAA President 2005-2006, ha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COAA Sister 
Organization with Hong Kong Society of Photogrammetry and Remote Sensing 
(HKSPRS).  The objective of HKSPRS is to promote, educate and facilitate 
exchange among members. Their activities include young scholar seminars, public 
lectures, and organizing and cosponsor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ttp://www.hksprs.org.hk/.  In the coming year, one prime focus will be a 
conference on the air/water qual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2008.  
 
In view of HKSPRS’ mission paralleling with COAA’s, the Board has approved 
Prof. Chiu’s proposal. A draft of Sister Society Agreement is in process, and 
scheduled to be signed by both parties at COAA2007, in Qingdao.    
  
 (3.2) Dinner Party with Prof. Congbin Fu from CAS  



 
Prof. Congbin Fu of the Institute of Atmospheric Physic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visited Washington DC area from Mar. 12 to Mar. 17.  Prof. Fu is one of 
the leaders in the world in the study of global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He is the Scientific Steering  Committee chairman of the Monsoon Asia Integrated 
Regional Study (MAIRS), a new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gram ( 
http://www.mairs-essp.org/). He founded and is still leading the START  Regional 
Center for Temperate East  Asia (http://www.tea.ac.cn/english/us-intro.asp), a 
center co-funded by the  UNESCO and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During his trip, COAA hosted a dinner party for him at Seven Sea  
Restaurant. More than a dozen COAA members attended the dinner party.  Prof. Quanan 
Zheng, the current COAA president, invited Prof. Fu to attend COAA Conference in 
Qingdao in coming July and to present a lecture. Prof. Fu happily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fter he checked his schedule a few days later. He i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more 
COAA memebers in Qingdao. (reported by Zhaohua Wu). 

 
 
 (4) Community News 
 
 (4.1) Dr. Long S. Chiu’s new position in Hong Kong  
 



 
 
Dr. Long S. Chiu, former president of COAA, accepted an appointment a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Space and Earth Information Scienc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T Hong Kong. The Institute houses the CAS/CUHK Joint Laboratory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Yuen Yuen Center for Remote Sensing, Center for Housing 
Innovation, and offers MPhil, PhD program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MSc program in Earth System Science.  A center- piece is an ENVISAT ground 
receiving station which provides coverage for most of China and all its coastal waters, 
part of Korea, Japan, Indo-China, the Philippines, Borneo and oth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Long will be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direct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research.  As a native of Hong Kong, he enjoys 
reconnecting with old friends and making new friends in his "new" environment and 
extends a warm welcome to all COAA members and colleagues who visit Hong Kong. 
Congratulation to Long.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Long S. Chiu, and edited by Quanan 
Zheng, Zeng-Zhen 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