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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

教授Gary Alan Fine寫
了右邊的大作，在書中
他說：

Weather it is used 
as an icebreaker in 
conversation or as 
the subject of 
serious injury,“ the 
weather ”is one of 
the few subjects that 
everyone talks about.

他還認為：



氣象人，尤其是預報員，都會記得一大堆劇烈天
氣與相關的陳年往事。

實際上，在航空界，不但氣象人回首來時路，都
會有不少“氣象大事”湧上心頭，就算氣象以外的
人至少也有兩類氣象話題常掛口頭，一是“氣象？
哈，總是報不準，譬如說… … ！”二是“氣象對
我們可重要啦，像颱風… … 。”

在坐諸位大概也有很多類似的話語。

應邀在此演講，總台長說過別只講氣象，因而選
項很有些困難。好在Fine的書給我一個提示，那就
是：氣象無所不包，可講者不知凡幾。不信？讓我
說給大家聽。說之前讓我們先看兩張照片與兩首詩：



由民國元年到一百年，可
能只是歷史大洋一偶；氣象
更是滄海一粟，卻已是經緯
萬端！這中間寫風暴的中外
人氏都是驕驕者，今天時間
雖不短，但仍會說之不盡，
做份好的心得報告不容易。
我會努力以赴，希望大家能
接受。謝謝！

唐．杜甫．秋興八首之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
百年世事想都難。改後三字

宋．僧志文．西閣：
年光似鳥翩翩過，

世事如棋局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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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庚子賠款與現代氣象
一、庚子賠款
（一）歷史：清光緒二十六（1900）年，英德法俄奧

義美日八國，藉義合團事聯合出兵入侵北京。
（二）哪筆賬：全額四萬萬五千萬兩！分39年還清！

民國7年先有美國，後又因應協約國之邀參加歐
戰而有協約國「退款」。這中間也有很多人的努力。

竺可禎：我國於民國
34年前應還本息如右
表！1908年美國首先
退還1100萬兩。辦清
華大學、派遣留學生。
新科學教育之始。



（三）值得尊敬的駐美公使梁誠（1864-1917）

原名丕旭，字義哀，號号震東，廣州市海珠區黄
埔村人。1875年，未满12歲的梁誠便在家庭的资助
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学生。1881年，梁誠與其他留学
生尚未畢業就一起被召回国。起初在總理衙門行走，
不久随張蔭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館参贊，開始了他
的外交官生涯。任满回國后，曾两次跟随我國特使，
先后赴英国和美国，博得贊譽。1903年至1908年初，
以三品卿銜資格，出使美、秘鲁、古巴等国。他抓
住美國務卿海約翰在會談中說出「美國所收庚子賠
款太多」的話柄，經反覆交涉，争回我國“庚子賠
款”。覆争回粤漢鐵路築路權益。
＜依http://www.picturechina.com.cn/bbs/修訂＞



1903年4月2日清廷駐美公使
梁誠一行訪芝加哥

晚清四位重要駐美公使:
陳蘭彬（1872年以留學生監督

30生員赴美）、梁誠（首位任公使的留學生）、伍廷芳
（首位獲英國法學博士的華人，後參加革命 ）、張蔭
棠（後任中華民國駐美特命全權公使）。他們各有貢獻。



（四）退款與清華大學
1907 年1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正式請求國會批准

把多餘的庚子賠款退還中國，贊助中國教育事業。
1908年1月，國會通過決議，批准總統退款，決定從
當時的2,400多萬美元減少為1300多萬美元，餘額退
還中華民國。

民國13（1924）年，美國政府又宣佈第二次退還庚
子賠款，把餘下的所有賠款全數退還中華民國。

民國38（1949）年清華校長梅貽琦前往美國處理
「清華基金」保管運用事宜。由於國民政府一直想光
復大陸收復失地，所以直等到民國44年才下定決心在
新竹地區復校。



二、西學東漸－我國首批寫風暴的人
（一）學會的人與事

人 時 留學地 任事
張 謇1853-1926 清狀元 1916年建南通軍山氣象台

旅日本 1924.10.10.學會榮譽會長
蔡元培1867-1940 德、法 1912教育總長、中研院長
高 魯1877-1947 比利時 1912.05.中央觀象台台長
（另位榮譽會長為高恩洪） 1924.10.10.學會榮譽會長
蔣丙然1883-1966 比利時 1924.02代表政府接收

1924.10.10.學會創會會長
1958 在臺復會首任理事長

竺可禎1890-1974 美 國 1936.04.26.學會二任會長
劉衍淮1927-1982 德 國 1959 復會第二任理事長
鄭子政＜參加1936庚考＞ 復會第三任理事長



看見這些照片，我想到
清．顧炎武的兩句詩：

遠路不需愁日暮

老年終自望河清



（二）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與北極閣氣象台
－寫風暴者的學、研樞紐

1.簡史
時 間 事 蹟

民國 6.11.20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通過
17.02    竺可禎、高魯負責籌組氣象、天文所

03 氣象所址選定在北極閣欽天山觀象台
竺可禎真除首任所長

25.04    竺可禎任浙大校長，仍兼氣象所所長
35.      趙久章接任所長（呂炯與趙先後代理）

04.26 竺可禎當選氣象學會會長
37.12    中央研究院遷臺，氣象所滯留上海，
38.01 氣象所搬回南京，未隨院遷來臺北。

中央研究院至今未恢復氣象研究所，竺呂趙誰負責？



2.任務
（1）專業培訓

當年氣象專
業人員，都
出自設在南
京市北極閣
的中央研究
院氣象研究
所氣象學習
班。右為老
師與正待分
發各地的氣
象生力軍。

塗 竺 呂



（2）技術管理

大凡民用氣象、軍事氣象，以及民航氣象規範等均
由該所所務會研究議決。如：民國25年1月14日在氣象
所開航空氣象委員會。據航委會代表陸展叔報告，當
時氣象屬航委會第一處第二科，處長為沈德燮，科長
為王力序（啟民）。



民國六年九月中國科學社第二次 第三次泛太平洋學術
年會在美國布郎大學招開時與會 會議民國15年在東京
人員合影 招開時代表團合影

（會中通過更名為太平洋科學會議）

當時庚子退款各國都以用於教育與科學為限。中國科
學社經費應係由該款負擔。配合此需要其他國際會議與
活動，亦大多由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負責辦理。

（3）國際事務



（4）風箏高空觀測
除前述第二次國際極年專設泰山與峨嵋山氣象台，

西北科學考察團進行考古、地質、氣象觀測外，並支
持清華大學研究觀測工作。其中最輝煌者為亞洲第一
的「高空風箏觀測」。實施記錄如下

時間 事 跡
民國20年5月 領導西北考察氣象觀測的赫德帶風箏儀

來華；研究所介紹中大畢業生徐近之，
職員胡振峰隨赫德實習，完成123次。

21年6月 氣象所價購儀器與鋼琴用鋼絲2萬公尺，
總價1200（一說500）美元。

22.5.20 清華氣象台主任、所特約研究員黃廈千
團隊完成第一次觀測。共完成46次。

22.9.8  風箏墜落觸及高壓線史鏡清殉職，年21。
25.6 第一次得獎人廬鋈、金純樞、魏元恒



（五）學會在臺復會與大學復校

1.背景：
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古寧頭大戰

勝後，大局趨於穩定，當時大唱「民國四十年一切大
不同」；民國四十三年「八二三臺海戰役（八月二十
三日至十月二十五日，連續44天炮戰，後改為單打單
打雙不打）」後大局底定，戰爭氣氛遞降。
2.過程：
民國四十七年臺灣氣象所鄭所

長子政倡議，劉衍淮等34人聯署，
並獲張其昀（曉峰）支持，於同年
4月31日獲內政部函覆同意復會。

中大復校、臺大與文大設系，都
由張氏促成。闕功至偉。

文大創辦土地測量班



3.當他們同在在一起
二排右第8位劉師衍淮、左第1位戚公啟勳。請問：
大瀏海小朋友是誰？仔細看還認識那一位？



叄、西北考察團與空軍氣象－我們都是同根生
一、西北考察團－非庚款生出身的老師們
民國16年春考察團在北大

招入劉師衍淮（字春舫）、
李師憲之等四人為氣象員。
劉李於19年轉德國柏林大學
就讀。25年獲博士學位後回
北京大學任教。旋應聘空軍
官校任教，並兼氣象台台長。
後創辦氣象訓練班，民國49
年轉任師大並創地理所。李
返國後任教西南聯大、北大。

右為空軍氣象訓練班劉主
任（中）、萬師寶康、鐘師
達三。



劉衍淮＜1906-1982 ＞

西北科學考
察團為中瑞
德三國合作。
考古學家徐
炳昶任我方
團長；瑞典
地學家斯文．
哈定為外國
團長。氣象
觀測由德人
赫德指導，
劉師等四位
學生執行。

曲 劉亨利 沈 老師 張副 我





二、航空委員會航空學校與測候所
民國18年軍政部航空署於南京創航空班，班內設

航空測候所；23年5月改署為航空委員會，改航空班為
中央航空學校，並設南京、筧橋、 南昌設立測候所。
二、氣象訓練班（28至49年劉師共培育1371空軍氣象人）

時間 大事
民國25年 劉衍淮應邀到航校任教並擔任氣象台長

28.12.1. 測侯訓練班成立，劉衍淮任班長
33  測侯與通信兩班合併為空軍通信學校
36.5.1 改測候班為氣象訓練班，並直屬空訓部
38.12.1  遷岡山並重回通校
44       由通校移編官校； 50年3月再回通校
？ 通校改制技術學院，氣象改大氣科學系



老照片的風雨情懷

六

任務讓
我們成
長茁壯！



三、駝峰上沒有天氣－航空氣象大增兵
1.緣起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爆發時專

業人員尚不足，致1942年4月下旬日本切斷我對外通路，
僅靠由昆明飛越駝峰（海拔約4600公尺）到印度唯一
聯外道路中，任務人機因無氣象支援損失慘重。

1943.6-12月間，專負駝峰任務的空勤人員，殉職者
達135人！次年更高達303人！1945年“單一駝峰風暴
（a single Hump storm）”造成9機31人失事！

當時美方指揮官
Thomas O. Hardin曾立
了“there is no 

weather on the Hump”
的牌子在基地門口！

失事率1 ／200



2.航線
（1）駝峰：縱慣山脉南北起伏如駝峰故名（參見下

圖）。主峰高逾5千公尺

□



○

○○

由昆明經緬甸飛印度必經之地。最低飛行高度約4500
公尺，航程800（經駝峰北路）至900公里。都是當時
道格拉斯（C-46，C-47均屬之）運輸機能力的極限。

3.三大基地

當時美軍任務
機的失事率為
1／200

橫斷山脈主鋒
突出如雙單峰
駱駝背脊，東
側為當年中美
執行任務飛機



□
丁江

昆明

航線與陸運環境（取自網路後加註）

任務堅困程度可想而知！ ）

緬甸

印度
（當時
巴基斯
坦尚未
獨立）

4.



4.中美天氣預報訓練班與氣象室
基於駝峰任務需要，除空軍測侯班擴大招生員額，

於民國33年組成中美空軍混合司令部氣象室外，並由
該室開辦天氣預報訓練班。該班教官有美軍少校
William Norton，魏元恆與張秉辰。前中央氣象局局
長吳宗堯於民國34年就曾奉航空委員會之派到該室受
訓，讀過Petterssen的Weather analysis and forecasting。

5.不可「以偏蓋全」
Lord Kelvin: When you can measure what you  

are speaking about and express it in numbers, 
you know something about it; but when you can 
not measure it, when you cannot express it in 
numbers, your knowledge is of a meager, 
unsatisfactory kind.這段話對大氣科學很重要，但



哇哇哇哇！！！！我看到天了我看到天了我看到天了我看到天了，，，，天天天天
就像井口一樣大就像井口一樣大就像井口一樣大就像井口一樣大！！！！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看到的我看到的我看到的我看到的
天像扣下來的大海天像扣下來的大海天像扣下來的大海天像扣下來的大海

碗碗碗碗。。。。

兩隻青蛙的對話兩隻青蛙的對話兩隻青蛙的對話兩隻青蛙的對話

井底之蛙 池塘之蛙

卻「是以偏蓋全」，因為「牠們各有一片天」：



四種命題，令四種命題，令SS為主詞，為主詞，PP為述詞為述詞

‧‧全稱肯定命題全稱肯定命題(A)(A)為所有為所有SS都是都是PP。。

‧‧全稱否定命題全稱否定命題(E)(E)為所有為所有SS都不是都不是PP。。

‧‧特稱肯定命題特稱肯定命題(I)(I)為有些為有些SS是是PP。。

‧‧特稱否定命題特稱否定命題(O)(O)為有些為有些SS不是不是PP。。

Lord KelvinLord Kelvin 的話顯然漏了不少無法量化的的話顯然漏了不少無法量化的
knowledge knowledge ，用，用II句才適當。句才適當。

寫風暴的人不要犯「邏輯錯誤」。那也就是說寫風暴的人不要犯「邏輯錯誤」。那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說：高氣壓來了，天氣晴朗。我們不能說：高氣壓來了，天氣晴朗。

也不能說：颱風來了會淹水。也不能說：颱風來了會淹水。

當我們陳述一件事時有四種簡單說法， 也就是：



四、戰爭促進發展
（一）封面人物羅士貝（Time，1956年12月）與世界

第一大課堂

“largest classroom in the world”
Grand Rapid weather school 

學員畢業後主要是投入亞洲戰場，做寫與報風暴的人。



（二）飛行前任務提示

1944.9 William H. Tunner 替代Hardin為指揮官，在TWA
隊長爭取下他大力擴編氣象人力至2000人，增加沿途
測站與裝備，並授權機長可回航。飛安乃得大幅提昇。

駝峰飛行員聽取氣象員飛行前航線天氣提報。



（三）增加觀測
世界第一大講堂結訓氣
象員分派到中國戰區太
平洋與工作

涼山站觀測員正在以
“手搖乾溼計”執行觀
測工作，1944

關島站，1944



五、尾聲
（一）英雄有意老天不從

在駝峰任務中擔任美第十氣象中隊（擁有一架天天
出任務的氣象偵察機，因而被戲稱Tenth Weather 

Airline，TWA ）的中隊長Richard E. Ellsworth 戰後
任假想敵聯隊長，於1953年3月13日帶隊雲下低空“入
侵”中，因側風偏離航線撞山失事！搜救機又失事！！



（二）袍澤情深
在3年多的時間裡，經駝峰航線共運送了80萬噸戰战

略物资，但同時时也付出了惨烈的代價—空運期间607
架運輸機墜毁，1500多名中美飛行员獻出了寶贵的生
命。漢克斯25歲時來到中國支援抗戰，先後飛越驼峰
347次。在他來中國国前的1943年3

月11日，中航一架C-53運輸機墜落
在怒江片馬丫口一帶日本占區原
原始森林中。（節錄自羊城晚報網）

當時的國營民航公司應徵擔任軍
運任務的旅美陳文寬、旅加賽端
克兩位前中航機師均積極參與漢克斯，以及美人古蒂
亞發起「尋找落難兄弟」活動。1996年缅甸獵人碰到
該機殘骸，現存紀念館中。四位於2007.10.4訪紀念館
時分別為90、88、94、96歲。（漢氏於08年3月19日車禍往生！）

漢柯斯



肆、向他們致敬－英雄氣有長有短

一、泰山之女與禿尾巴老李
場景1:失魚

我想起一段出自「太公世家」
，颱風侵襲山東半島的民間故
事。主角之一姜太公，名望字
子牙，因先人受封於呂，又稱
呂尚，因不齒商紂暴虐，隱於
渭水之濱。周文王訪求社會賢
達途中，見他以直鉤離水面三
尺而釣尺而釣尺而釣尺而釣，，，，奇之奇之奇之奇之，，，，就與他促膝長就與他促膝長就與他促膝長就與他促膝長
談談談談，，，，得知是位賢能之得知是位賢能之得知是位賢能之得知是位賢能之士，乃任
為灌壇（山東東部古地名）令。中華民國24年泰山氣象臺奠基石雕



場景2:周文王夢美女哭於床前曰：「吾泰山女，
嫁為東海婦，欲歸，今灌壇令當當道，有德，廢我
行。我行必大風急雨，是毀其德也。」

場景3:王召之見，是日果
大風急雨挾魚蝦過境。

場景4:後魯人稱之為
「禿尾巴老李」。

場景5：根據中央氣象局
百年颱風資料統計知，此類
颱風 約每3年一個。就像西
施颱風，有時會遠上韓國。

8月9日放假一天，
10日淹水！有尾
巴的老李。



場景6.原來是隻哈巴狗！

「斷尾」颱風艾莉
路徑圖



二、華容道上的天意、情義、人意

場景：高壓迴流的東風，造成火燒連船；鋒面隨後到
達，致有「華容道上雷雨交加」，連鬍子都燒掉的曹
操真是狼狽不堪！偏偏領有諸葛孔明軍令狀的關雲長
橫刀檔路，看來已是回不了家了！＜天意＞

轉折：關夫子探口氣，一轉身
在背後擺動四個手指，竟放曹公
走了！＜情義＞

關鍵：孔明激關羽追殺曹操，
以確保曹操不死！三國鼎力之局
得成！ ＜人意＞

右為民國98年11月27日雲圖，
當時長江中下游盛行東南風，冷鋒由韓國經山東到河
南，越秦嶺南下會帶來鋒面雷雨。

H L

H



三、邠王守禮淚下如雨

李守禮，唐高宗與武則天的孫子，玄宗李隆基的堂
兄，是位皇家寫風報的人。三武亂後，有一天上朝無
事可論，皇帝問他何以能預報天氣？

廟堂之上列班的邠王竟哭了起來，可是犯了欺君大
罪！兄弟嗎，可以原諒！

皇帝又問：「哥，哭啥？」原來守禮小時候常被太
后奶奶武則天鞭打到遍體鱗傷，落了個＜陰雨來時遍
體癢＞的錮疾！很慘，但比起被鞭殺的兩位哥哥好多
了！守禮應是第一位寫風暴的皇家人。 ＜物侯學＞
＜夏小正＞作者可算是庶民第一人。看他怎麼說：



根據生物動態而成之學稱
＜物侯學＞。＜夏小正＞
本＜竹書記年＞ ，出於
夏，流行於戰國時期，再
訂於漢。是我國最早的物
侯專書。

依書中記載，一月冬眠
的蟲就甦醒了；大雁開始
北飛； … …。此顯示當
年兩個現象，一是曆法與
現在有異；二是那時代比
現在暖。漢武帝訂太初曆
（前104年）是前者的證
明。大禹治水證明後者。



（一）太初曆

由於《顓頊曆曆曆曆》行用百餘年，已出現較大誤差，
漢漢漢漢武帝命司馬遷、星官射姓、曆曆曆曆官鄧平與民間曆曆曆曆算
家落下閎、唐都等二十多人編制新曆曆曆曆。

太初曆太初曆太初曆太初曆》規定以365又1539分之385日爲一年，一
朔望月爲29又81分之43日，還首次把24個節氣訂入
曆法。這部新曆曆曆曆以沒有中氣(月中以後的叫中氣，如：
在正月有立春、雨水，雨水就是正月中氣)的月份爲
閏月。《太初曆太初曆太初曆太初曆》推算出135個月中有23次交食。
《太初曆太初曆太初曆太初曆》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爲完整的曆法，
也是古代曆曆曆曆算的一次重大改革。



（二）二十四節氣節氣節氣節氣

包括十二個節氣和十二個中氣，兩者相間排列，節節節節
氣在上旬氣在上旬氣在上旬氣在上旬。春分後的節氣節氣節氣節氣是清明，其後的節氣節氣節氣節氣依序為
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
小寒、立春和驚蟄。中氣在下旬。從春分起的十二個
中氣中氣中氣中氣分別是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
霜降、小雪、冬至、大寒和雨水。

有一首節氣歌是這樣的：
春雨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每月節氣日期定，最多只差一兩天，
上半年月來六、廿一，下半年來八、廿三。

歌中前四句的前六字為節氣名中的一個字，最後兩
句則是節氣在一個月中的日期。



四、風也無心
場景1：元至元11（1274）年

11月船900艘，官兵40000

人攻日本。遇強風敗歸，損
船200艘，官方13,500人。

場景2：又4年（1281年春）
再以船4,400艘，官兵

142,000人爭日，就在一岐
（Iki）島等待來護兒由舟
山來會中，颱風過境，損船
4,000艘，官兵100,000人。

場景3：700餘年的無奈有多
少！



五、費茲洛（Robert FitsRoy,1805-1865）以身殉預報

HMSHMSHMSHMS小獵犬號小獵犬號小獵犬號小獵犬號（H.M.S H.M.S H.M.S H.M.S BeagleBeagleBeagleBeagle，或譯貝爾格號貝爾格號貝爾格號貝爾格號，
Beagle就是知名的米格魯獵兔犬）是一艘屬於英國皇
家海軍的雙桅橫帆船。於1820年5月11日下水啟航。第
二次出航時，查爾斯·達爾文登上此艦擔任隨船博物學
家。（以上取自網頁）

費氏於1843-1845出任紐西蘭總督；返英後從事天氣
預報。1854年擔任首任皇家氣象局（Met. Office）局
長，服務海上救生部門（Lifeboat Institution)。
正統基督徒的他，極力反對達爾文學說，加上天氣預
報受到諷刺與批評，1865.04.30.以剃刀割腕自殺！



六、影響我們最大的近代寫家
（一）畢雅克尼斯（Vilhelm Bjerknes）與恰尼

（J.G.,Charney）
畢於1904發表：動力與物理乃天氣預報（The problem 

of weather forecasting as a problem in mechanics and 
physics）；

恰分別於1948與1950發表：大氣運動的尺度分析（On 

the scale of atmospheric motions），與正壓渦度方程
之積分（Numerical integration of the barotropic 

vorticity equation）兩文；
加上電腦迅速發展，天氣預報數值化就實現了。接

著“氣象癌”就跟隨而來！
於是＜寫風暴的人＞有要被電腦取代危機！連我們

自己都忘了人腦所具有的關鍵能力與站的重要地位！
為此美國氣象學會曾開了兩次專案會議。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1111

The meteorological community is considering The meteorological community is considering The meteorological community is considering The meteorological community is considering 
new roles for forecasters as increased accuracy new roles for forecasters as increased accuracy new roles for forecasters as increased accuracy new roles for forecasters as increased accuracy 

in computerin computerin computerin computer----generated weather forecasts generated weather forecasts generated weather forecasts generated weather forecasts 
continues to reduce the need for human continues to reduce the need for human continues to reduce the need for human continues to reduce the need for human 

intervention.intervention.intervention.intervention.
2222

Maintaining the Role of Humans in the Forecast 
Process

會後都有專文發表在AMS會刊上（2006,2007）。其重
點是＜人腦才是最大的本錢＞；我們要攻e化的弱點：

（二）面對挑戰



3.3.3.3.3.3.3.3.資深績優預報員與新知資深績優預報員與新知資深績優預報員與新知資深績優預報員與新知、、、、新技新技新技新技資深績優預報員與新知資深績優預報員與新知資深績優預報員與新知資深績優預報員與新知、、、、新技新技新技新技、、、、、、、、與與與與與與與與預報如預報如預報如預報如預報如預報如預報如預報如

何才能不脫節何才能不脫節何才能不脫節何才能不脫節何才能不脫節何才能不脫節何才能不脫節何才能不脫節？？？？？？？？

→→→→ 改進辦法改進辦法改進辦法改進辦法：：：：要有要有要有要有「「「「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終身學習」」」」的認識的認識的認識的認識，，，，不斷自我不斷自我不斷自我不斷自我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要追求自己的預報水準能超過要追求自己的預報水準能超過要追求自己的預報水準能超過要追求自己的預報水準能超過
數值預報的水準數值預報的水準數值預報的水準數值預報的水準。。。。模式預報模式預報模式預報模式預報

人員預報人員預報人員預報人員預報

預報延時（hrs）

預
報
準
確
率

1. （（（（ 有 法有 法有 法有 法：：：：自我要求自我要求自我要求自我要求 ））））
2. 報不 的報不 的報不 的報不 的



c. c. c. c. 建立自己的危機處理圖建立自己的危機處理圖建立自己的危機處理圖建立自己的危機處理圖（（（（如如如如Farmer Farmer Farmer Farmer 曲線曲線曲線曲線）。）。）。）。此圖之精此圖之精此圖之精此圖之精
神是要求預報員神是要求預報員神是要求預報員神是要求預報員「「「「對愈具災害性的天氣要預報的愈準確對愈具災害性的天氣要預報的愈準確對愈具災害性的天氣要預報的愈準確對愈具災害性的天氣要預報的愈準確」」」」
（（（（Andrews and Moss, 2002Andrews and Moss, 2002Andrews and Moss, 2002Andrews and Moss, 2002）。）。）。）。

橫軸為某一天橫軸為某一天橫軸為某一天橫軸為某一天
氣要素氣要素氣要素氣要素
（（（（如降水量如降水量如降水量如降水量），），），），
縱軸為自我認縱軸為自我認縱軸為自我認縱軸為自我認
定對某一天氣定對某一天氣定對某一天氣定對某一天氣
要素要素要素要素（（（（如對如對如對如對
25mm25mm25mm25mm／／／／hrhrhrhr降水降水降水降水））））
之預報誤失率之預報誤失率之預報誤失率之預報誤失率
要在一定百分要在一定百分要在一定百分要在一定百分
比以下比以下比以下比以下

誤失率（﹪）



維持自己的笑臉圖

○ ○智 慧

Learning

創新 行銷

靠自己 交給電腦 靠自己



一定要＜勾圖＞ ＜讀圖＞

畢老做的事我們
怎可不做？填圖
出來就先＜勾圖
＞，已有自己的
圖再看電腦畫的
的圖，以鑑定
“初始場”的正
確度；＜讀分析
圖＞作定性預報；

＜讀預報圖＞作定量預報，兩者相符才是好預報。
一定要記得系統＜特性＞與＜特例＞

報對的要記，報不對的更要記住原因。一定要客觀！



（三）中外寫家一家親
羅士貝（C.G.Rossby）、海斯（Seymour L. Hess）、皮
特生（Sverre Petterssen）、繅希耶（Walter J. 
Saucier）、葛雷（William Gray）、郝敦（James 

R.Holton）、王崇岳、戚啟勳，以及…

Hess

Grey

也許稱得上是＜五代同堂＞



（四）他們都為諾曼第登陸工作

1.艾森豪組成之「氣象支援體系， 透過電話共商預報，
再由Stagg向艾森豪提報」。每一組都有大師領軍。



2.滑翔跳傘到諾曼第
場景1:為反攻歐洲大陸，作戰部長網羅芝加哥、MIT

兩校大師為顧問，並聘Rossby為首席，芝大學歐立夫
（V.J.Oliver）開授“單站分析”。

場景2：1944年6月6日，
176000盟軍、隨著5000艘
船艦、8722架各式飛機，
攻向英倫對岸，其中有一
架拖航的滑翔機把一輛吉
普車與士兵伍夫運到戰場。

場景3:士官長湯生與士官史陶跳傘配合到達目的地。
場景4:吉普車軋到地雷，人（史陶）亡車損！湯生受
傷，伍夫落地失聯被俘！
場景5:受傷的湯生堅守崗位，兩天後21氣象中對到達。

1970年代的
機動氣站



3.搶灘了
高壓脊增強但未如預期到

達戰場上空，致天氣條件略
低於標準。
當時的手繪
天氣圖不亞
於電腦產品

○○

左
右
分
別
為
56
兩
天
的
圖



（五） Japan’s Invisible Ally (Weather Service Bulletin,no.5 ，

1945 ):  
“despite the forward push of 8,800hp generated by 4-great engines, 

several B-29’s sailed backwards during their attempted approach 

Japan.  Weathermen （aboard）described that sensation as the 

eeriest they has ever experienced .”

當年上述現象曾造成氣象員、飛行員、領航員間的
爭執。起飛前賽班島預報員告訴飛行員“3-3.5萬呎頂
風168kts”，有位機長（西點足球明星Rosi 
O’Donnell）不相信： “We’re not going to listen to 

you, we’re going to go up there and carry our mission.”

途中領航員定位與機長想的“不一樣”！
O’Donnell 返航「歸詢」時很禮貌的說他們測到的航

線風為西風170kts ！實際存在，但原因為何？



於是，Rossby, Bjerkness, Bellamy等世界一流氣
象學大師齊到夏威夷，共同為太平洋戰區（ Pacific 
Theater ）服務，以支援轟炸機西航任務。

（六）飛行小子們（Flight Boys，2003）
1.杜立德（Jimmy Doolittle）全負載狀況下由航空

母艦起飛成功！火攻日本隨即將展開。



2.大難不死

他們當時想什麼？老布希出任務了！
落海獲救了！！



3.1945年3月9-10日美國B-29在東京投下燃燒彈；
5月29日 60架炸橫濱（Yokohama）7架未歸（下圖）
6月再炸大板（Osaka）。

任務機以桂林為歸航基地。
東京消防單位曾上稟天皇：老美有能力燒燬大日本所有

的都市，我與所屬
無力救熄那些火！

Napalm －jellied 
gasoline －killed
More Japanese 
than the atomic 
bombs did. i.e.,
如果……，原子
彈可以不用投！



當富士山旁已是「群魔（devils）亂飛」；當21歲的
母親“Hashmoto-san jumped from a Tokyo bridge 
during the March 9,1945, U.S.fire raid to save 
her baby son.”當…，挑起戰火者就停戰了該多好！

勇敢的媽，孩子呢？



然而，他們都放不下屠刀，因為
“THIS is The ENEMY”（1942在紐約
現代博物館展出之作品）

而且，如此做我可是有理由的，所以我
“鼎力而為”且“樂此不疲”：



4.飛機觀測

1927 DeHaviland

1945 TB －17G

1951韓國
WB-29 配
有射擊手



5.種雲（Cloud seeding）

WC-130在近機尾門前加
裝火燄器（flare rack）
（上：位置圖， 下：
近景）

1969年意外爆炸，造成
上尉軍官布克
（Charles D. Booker）
殉職！

加上後面的第5項，證
明：寫風暴的人真是＜
無所不能＞ ！



6.核爆偵測
1957年WB-57機腹下

加裝蒐集器飛到內華達
上空取樣（下圖），落
地後取下樣品（上圖）。

上左圖：第58空偵中隊人員
把樣品送去實驗室路上
上右圖：尼克森總統與農業
部長（右2）及飛行員（戴軍
帽者）麥卡比（Francis 
X.McCabe）少校討論空照圖
上玉米枯萎狀況。



（六）帶著關愛飄啊飄

我們曾利用高層東風把關愛送
到海峽對岸。寫下特殊史篇。



七、用相機寫天象
（一）美哉華岡



虹 2005.5.25.14L賴比星
攝於 壺口瀑布西岸

（二）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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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92年9月24日劉清煌教授攝於華岡大義館樓頂

（四）
暈



（五）北京古觀象台與暈 2005年10月 賴比星攝



（六）「觀音幻日」
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李教授天任攝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李教授天任攝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李教授天任攝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李教授天任攝



•• （（七七）日破云涛万里红）日破云涛万里红 2003.2.202003.2.20賴比星賴比星 摄于峨眉山金顶气象站旁摄于峨眉山金顶气象站旁



2004.8.4.賴比攝於峨嵋金頂“捨身崖”

（八）佛光
（光環 glory）



（九）十日併出非神話

西元1662年丹麥天文學家
Johannes Hevelius手繪，1661
年2月20日發生在Gdansk地方

的（Hevelius時代稱 Danzig ）
七日併出圖。又稱Danzig

phenomena 。此現象可以電腦
模擬出來。

上圖中缺日乘
（circumhorizontal與兩
個兩個46°暈,46°halo ）。

合計10個亮點併出並非不
可能。



（十）畫風
暴的人

日本畫家
Soga Shohaku
（1730－1781）

所繪中國道
士Ch’en Nan

所引下來的
雨暴
（rainstom）。
與當下的下
沖風
（downburst）

幾無兩樣！



伍、海海人生唯真是賴
－天氣教我們些什麼？

一、看一些場景：

同一場景思維可能不同，
猜，三位心中想什麼？



她：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該把準備做在事發前頭！
宋‧蘇東坡＜定風坡＞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防吟嘯且徐行。
竹仗芒鞵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
回頭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她說：
裝備齊全，怕什麼！
對100年5月13日午後的龍捲風事件準備好否？



人們能否把困難變成機會？

天氣教給我們的第一堂課是：對同一
個現象，普羅大眾各有想法，我們不
能「自以為是」。Fine：預報員沒說
的往往才是社會大眾想知道的！酷！

釣
魚
有
什
麼
不
好
！

他
說
：
這
時
候

好
友
：
有
，
會
很
危
險
！

專家：我去
勘災去了！



二、就在「陰陽調合」中二、就在「陰陽調合」中

‧‧閃電威力大千萬小心閃電威力大千萬小心

∣←落雷影響直徑約6公尺→∣



三、佛蘭克林的幸與Richmann的不幸：（一）事件圖示

Franklin
風箏的故
事，就像
華盛頓蘋
果樹的故
事一般，
過程都不
能盡信。

左邊這張
實驗示意
圖才是妥
當的作法。



（二）雷暴寫家－英雄無懼？
Byers的氣象學是當
年使用很普遍的教科
書。二次大戰後他被
指定組成研究團隊，
對雷暴（Thunderstrorm）

開研究。他組成一
支P-61黑寡婦機隊，

在1946年6月27日至1947年9月15日間，針對76個雷雨
雲胞，以上圖的方式做了1363次的穿透觀測！在Ohio
的812趟穿透實驗中，有21架飛機被雷擊， 51架飛機
被冰雹砸傷！

英雄可佩，但幸運並不會常常陪在身邊！



四、都在冬天：在海邊或在華岡對伴隨低壓帶（鋒面）
的濃霧與隨之而來的風雨印象深刻。右下圖正是李後
主私會小姨的場景！ 南唐後主李煜‧菩薩蠻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朝好向郎邊去；
剗襪步香階，手提金履鞋。
畫堂南面見，一向偎人顫；
奴為出來難，教君恣意可憐。

＞

圖片取自網站

天氣教給我們第二堂課
是：對天氣之觀測、預
報、研究都是我們之責。



五、聯想
（一）氣象大師Hess上課時講的一番話（大意） ：

在天氣圖上，或講“中緯
度天氣系統”時， “消費者”
氣旋（cyclone），也就是低壓，
是被討論的主角；「產出者」
反氣旋（anticyclone），也就
是高壓，反倒是配角。我
（Hess）就是家中的配角！

確實，講天氣學大多時間
用於氣旋，接著一句“不利
氣旋的，就有利反氣旋。”
就行了！用的時間少很多。

Seymour L .Hess ,1959,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USA.



中緯度氣旋

中緯度反氣旋

99.09.28.14L  MSL 
氣壓場

（二）我們的圖
1.天氣圖上氣旋顯明多了！

氣旋中心
位置明確，
天氣現像
突出。來
時天氣諸
要素變化
大。影響
所及無人
不知！相
對而言，
高壓可就
差多了！



2.雲圖亦同：雲區基本上是低壓，高壓區則無雲！

L

HL○ ↖ ←
↙

副熱（太平洋）帶高壓

東北信風帶

成群結隊的熱帶低壓的前身：熱帶雲簇

H



3.看示意圖就知道：冷高壓真的是奉獻者！

左圖中冷暖空氣有隔
板，兩者維持相同高
度。此時體積相同，
冷空氣質量比較多。

隔板抽出後，冷空氣下降
（位能減少），並侵入暖空
氣區，迫使暖空氣上升並爬
到冷空氣之上。運動之始。

請問：右
圖中冷暖
空氣分隔
線為何不
是平的？

，H， ，L



準此，天氣教給我們的第三堂課是：生活在地球上
的我們，雖各個不同，但本質一如大氣，難以分割。
我們不防看一個翹翹板，必須靠著雙方配合才能一直
玩下去！

有一首詩是這樣寫的：
垂楊告訴山單，你到江南艱難；
你那裡討個蠻婆，我這裡嫁個契丹！

垂楊與山單的翹翹板，原本是平衡的，但被外力干
擾而失衡。垂楊的做法也許無奈，換成兩人一起對抗
外來干擾可能更好？只是“干擾”大多難以對抗！

垂
陽

山
單



（三）開卜勒三律：宇宙本就和諧，大氣何能例外？

行星 周期 距太陽平均距離 周期平方 距離三方 周期平方÷距離三方
（AU）

土星 29.46   9.50 867.3025 860.0060 1.0085 
木星 11.80   5.20 139.2400 140.6100 0.9900 
火星 1.88    1.52 3.5344  3.5100  1.0069 
地球 1.00    1.00 1.0000  1.0000       1.0000 
金星 0.62    0.72 0.3844 0.3733       1.0297 
水星 0.24    0.39 0.0576   0.0593  0.9713 

原來大氣之平衡源自宇宙的和諧！那，人呢？也該是。

1.橢圓形軌道定律：每一行星的軌道
均呈橢圓形，太陽是其焦點之一；

2.等面積定律：行星與太陽的連線在
單位時間所掠過之面積為常數；

3.宇宙和諧定則。

｝
｝
≒1



（四）海海人生不脫自然

太陽系→地球→大氣科學→天氣學→人→天人合一

○

人

有一項數據可顯示人在
宇宙之地位：

（太陽質量／人的質量 ）
≒ （人的質量／ 原子質量）

原來宇宙諧和不僅表現
在那個「1」上！同時
也寄托在我們所處的位
置上！

人



因此，天氣的教給我們的第四堂課是：現實狀
況中，一對良人如果能「法天」，就應該互補，
而後就能快快樂樂的玩自己的翹翹板。

人的翹翹板以「真」為平衡點，所以稱真平衡，
也就是「愛」的平衡。然而寫家如何表達真意也
是大學問。譬如說：

電影愛的故事（love story ）中有一句台詞：
Love is never say sorry.
有一部電影名字叫作
Gone with the wind.
各位會如何翻譯?



先討論Gone with the wind.有以下翻譯：
飄
隨風而逝－最先電影在上海用的譯名，未紅
亂世佳人－在臺北上演時名稱，大紅

那一個好？書名飄，電影名亂世佳人，似乎好些

再看Love is never say sorry.可譯為
愛永不說抱歉
愛到深處無怨尤

不說抱歉有兩層涵意，一是為了愛不做對方討厭之事；
二是看不見缺點，也是被愛者無非！（Love is blind.）

看起來表達優劣對效果有很大影響。所以我們又學
了第五堂課：任何一份資料都要用心的寫。



（五）雷公與電母

新五倫：父子、兄弟、配偶、伙伴、朋友。其中父包新五倫：父子、兄弟、配偶、伙伴、朋友。其中父包
括母，子包括女，兄弟包括姐妹，都是血親；括母，子包括女，兄弟包括姐妹，都是血親；

伙伴與朋友出於情誼；伙伴與朋友出於情誼；

配偶是配偶是““你妳泥中有我，我泥中有妳你你妳泥中有我，我泥中有妳你””的的超血親超血親。。
關係非常特殊。關係非常特殊。

不信請參閱不信請參閱

天氣就在詩詞中天氣就在詩詞中

第第9494頁上的兒歌頁上的兒歌

＜小紅帽＞。讀時＜小紅帽＞。讀時

看一下後面的圖。看一下後面的圖。



另一首「小麻雀」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小麻雀，尾巴長，娶了媳婦忘了娘；
把娘背到山谷裡，把媳婦背到炕頭上；
桿單餅，捲沙糖，媳婦媳婦妳先嚐，我到山谷看俺娘，
俺娘變成了屎殼螂！
南邊來了個打火的，飛到人家的火筒裡；
北邊來了個挑燈的，飛到人家的燈籠裡。
媳婦噯，從今不敢走出門，只怕老天把雷劈！



這時候天氣教我們的這時候天氣教我們的第六堂課是：第六堂課是：一定要記住，並一定要記住，並
告訴大家：告訴大家：

閃電威力大，千萬得小心！閃電威力大，千萬得小心！

∣←落雷影響直徑約6公尺→∣



二、又要講故事
（一）米枌與油紙傘：陰晴都愁的老媽，反向一想就
笑了！

圖片（新竹曬米粉，美濃油紙傘）取自網頁



i.e.,天氣給我
們上的第七堂
課是：我們真
的該經常反向
思考。
（圖出自讀者文摘
2010年10月號中文版）

更進一步言，
為什麼我們不
能說：猿猴是
人類“退化而
成”？依熱力
學2nd law 這
有可能發生！



（二）猩猩與人

西王須逃得了暴風逃不過貪！

圖
片
取
自
網
路

西王須為跑南洋販賣的
天氣教給我們的第八堂課是：求好而不可貪。



（三）玉山氣象站就像一個家，高
就是一份考驗。愛心產生真誠，真
誠促進生活！家就會是美滿的窩！

人類全體之愛在地球；
氣象工作是真愛的一項。



天氣教
我們的
第九堂
課是：
我們的
願望就
是負責
力行。

左二
圖取
自謝
新添
大作

玉
山



宋宋 無門和尚無門和尚 四季頌四季頌

春春有百花有百花秋秋有月，有月，
夏夏有涼風有涼風冬冬有雪；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若無閒事掛心頭，
便是人間好時節。便是人間好時節。

宋宋 志芝禪師志芝禪師
＜山峰頂上＞＜山峰頂上＞

千峰頂上一間屋，千峰頂上一間屋，
老僧半間雲半間；老僧半間雲半間；
夜晚雲隨風雨去，夜晚雲隨風雨去，
到頭不似老僧閑。到頭不似老僧閑。

五、一年都是好日子



每當此時，都會感覺華岡人真幸福！

陸、結語



唐．李 白．日出入行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
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哉？ …

這時我會發現原來大家都可以很幸福！



Fine教授認為：天氣規範我人們的行為，對行動的
選擇，並影響大家的情緒。 （Weather shapes our 
behaviors, choices of action, and channels our 
emotional well-being.）

如果這是真的，那我們這些寫風暴的氣象人，不但
影響大家的現在，還影響廣大群眾的未來。責任實在
很大。然而正如莊子所言：

人之所知，不若人之所不知。
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謝謝大家，並祝大家如旭日東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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