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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生命期較短（幾年內，大多甚至少於
1年），卻會對氣候造成影響的氣膠
(aerosol) 與化學氣體(chemically 
reactive gases)

 氣膠包括主要人為活動產生的硫酸、硝
酸、含銨根氣膠、含碳氣膠或者自然來
源的沙塵和海鹽等等氣體包括甲烷、
臭氧、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非甲烷揮
發性有機氣體、二氧化硫、氨等

 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空氣品質以及氣候

短生命期氣候驅動力(Short-lived climate forcers, SLCFs) 

Figure 6.1



 2010─2019期間，各國的SLCFs排放有相當大的消長，導致大氣中的SLCFs濃
度也有明顯地域上的更迭

 衛星資料及地面觀測顯示，臭氧、氣膠與相關前驅物的區域分布變異相當大

近期SLCFs 排放與濃度的變化



 整體來說，因為SLCFs排放、濃度及生命期等的
變化，對氣候造成冷卻的效果，部分抵銷溫室
氣體造成的暖化

SLCFs 對氣候及生地化循環的影響

Figure 6.10

 從AR5到AR6，地球系統模式所涵蓋的面向更完
整，包括大氣化學、生地化循環等都陸續納入地
球系統模式裡，但從其中複雜的過程例如自然源
氣膠的排放與沉降等，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亟需進行相關研究Figure 6.11

1970年代中期以後，各國開始關注及
控制SLCFs排放，造成淨輻射強迫減弱



考慮不同SSPs情境的未來空氣品質

• AR6使用的SSPs考慮的情境比AR5使用
的RCP情境更複雜，也更能呈現各種不同
控制情境

• 未來地表臭氧跟PM的變化，主要受到排
放情境的影響，而且在全球、區域、都市
尺度的差異非常大

• 未來地表臭氧跟PM對氣候變遷的影響，
仍有相當大不確定性，因為自然變化對氣
候變遷的影響的瞭解仍然不足（例如平流
層-對流層交換、自然源氣膠、生質燃燒、
閃電產生NOx等）

Figure 6.21

各地區PM2.5濃度



 未來20年內，SLCFs排放的變化，
可能造成氣溫變暖的情況（相對
於2019年的氣溫）

 不考慮長生命期的溫室氣體，各
SSPs路徑造成的增溫幅度相近，
在0.35oC上下

 SLCFs造成的增溫以甲烷最明顯，
而當各國開始控制SLCFs，大約
30年後，全球溫度的變化將主
要由CO2主導

主要SSPs情境下 SLCFs對地表氣溫的影響

Figure 6.22



 COVID-19疫情對經濟及人為活動的影響，造成污染物排放量短暫減少，改善
區域空氣品質，但是對全球及區域氣候的影響，目前並未反映在觀測資料上

COVID-19對污染物排放、空氣品質及氣候的影響

Box 6.1,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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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能量收支

大氣能量收支



有效輻射強迫作用的定義是輻射收支受到干擾 (如溫室氣體、氣膠、
太陽輻射強度、土地利用的變化等 )，氣候系統經過調整
(adjustment，表示與地表溫度變化無關的物理過程，包括雲、平
流層溫度的變化等，其時間尺度較短)後剩餘的輻射通量變化。

氣候回饋 (feedback) 是與地表溫度變化相關的氣候系統反應 (如
冰雪、水汽的變化等)，時間尺度通常較長。氣候回饋參數的定義
是地表溫度每增加一度所造成的大氣層頂輻射通量的變化。

氣候敏感度的定義當二氧化碳濃度為工業革命前濃度的兩倍時，
在氣候系統達到輻射收支平衡後，地表溫度所增加的值。

有效輻射強迫作用 (Effective Radiative Forcing, ERF) 
氣候回饋參數 (Climate Feedback Parameter, a)
氣候敏感度 (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 ECS)

我們先讓氣候模式以工業革命前的溫室氣體濃度進行長時間模擬，
達到輻射平衡後，突然將二氧化碳濃度增為兩倍，模式計算出來
的輻射收支與地表溫度的關係如右圖所示，資料點將由左上向右
下慢慢移動，大約需要 150 年達到輻射平衡。所得到的回歸線的
斜率即為氣候回饋參數，與 X 軸的交點為氣候敏感度，與 Y 軸的
交點則為兩倍 CO2 所造成的有效輻射強迫作用。



a) 在 1971-2018 年間，觀測資料顯示地
球系統的總能量增加了 420 ZJ (1 ZJ = 
1021 J)。考慮到工業革命前就已經存在
的約 0.2 W m-2 能量增加，近五十年
來地球系統額外增加的總能量約為 284 
ZJ。

b)模式估計各種因子的總 ERF 造成了
935 ZJ 的能量增加。

c) 模式估計地球增溫造成的額外能量釋放
約為 621 ZJ。

d)地球系統增加的能量大部分被淺層與中
層海洋吸收，少部分進入深層海洋、陸
地、或被冰雪吸收。留存在大氣的能量
很少。

e) 各項因子所造成的 ERF。
f) 觀測與模式所估計的地球系統能量變化
與其可能範圍。

地球系統的總能量變化



影響 ERF 的各種因子



自 1750 年以來各項因子對全球暖化的貢獻

CO2

CH4

O3

CFCs
N2O
Solar
Volcano

Aerosol



暖化狀況下雲回饋的種類與空間分布

高雲的高度上升，向外
長波輻射減少 (正回饋)

對流的砧狀雲減少，向
外長波輻射增加 (負回饋)

副熱帶海洋性層積雲減少，
反射的陽光減少(正回饋)

極區雲中冰晶減少，水
滴增加，使雲的反射率
變大 (負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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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指紋(對氣候變遷影響的痕跡)
溫室氣體 氣膠 氣膠溫室氣體

溫度

雨量

乾燥度
雨量/蒸散

溫室氣體指紋

氣膠指紋



升溫情境: 降雨

IPCC AR6



升溫情境: 土壤含水量

IPCC AR6



升溫情境: 豪雨(左)、乾旱(右)

IPCC AR6



Global and regional monsoons: 
past trends and projected 
changes (季風變遷)

Projected future changes in precipitation (%) over monsoon regions

Projections of regional monsoons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indicate 
contrasting (region-dependent) 
and uncertain precipitation and 
circulation changes.

雨量趨勢

雨量變遷

亞洲季風雨量增加



乾旱增加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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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表面溫度：增加



海表面溫度變遷趨勢：增加



海洋熱浪發生機率：增加
Observed and simulated regional probability ratio of marine heatwaves (MHWs) 
for the 1985-2014 period and for the end of the 21st century



海洋熱容量：增加



觀測能量累積與海平面高度



海平面高度：上升



海平面會持續上
升: 2300年



2100 減 1995-2014

海平面高度各因子貢獻度



(密度貢獻) (溫度貢獻) (鹽度貢獻)

海平面高度變遷



大西洋溫鹽環流：減弱



北極海冰 南極海冰

海冰：觀測紀錄



三月海冰

九月海冰

全球溫度 CO2排放量 年份
海冰：未來減少



格陵蘭冰層：減少



南極冰層：減少



永凍土：減少



北半球積雪：減少



謝謝聆聽



全球水循環



• 普朗克反應 (Planck response)：當溫度上升，大氣與地表
會放出更多長波輻射，使地球整體溫度下降。

• 水氣回饋 (water vapor feedback)：當大氣溫度上升，大氣
所能含有的水氣量也會增加。由於水氣對紅外線有很強的吸
收能力，水氣的增加會加強溫室效應，使溫度進一步上升。

• 溫度垂直遞減率回饋 (lapse rate feedback)：這是由於暖化
在垂直方向上的差異所造成的。熱帶大氣主要是由濕對流所
加熱，高對流層的增溫大於低層，使得向外長波輻射增加，
形成負回饋。在高緯度地區，地表可感熱是大氣的主要能量
來源，因此低層大氣的暖化程度大於高層，向地面的長波輻
射增加，形成正回饋。

• 地表反照率回饋 (surface albedo feedback)：地面冰雪減
少時，地表反照率下降，地表所能吸收的陽光增加，使溫度
上升，進一步加速冰雪融化。

• 雲回饋 (cloud feedback)：大氣中的雲量和雲的光學性質會
隨著暖化而在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改變，大部分為正回饋。

氣候回饋 (Climate Feedbacks) 在 4xCO2 模擬中 ERF 與回饋對暖化的貢獻



The observed past and the projected future of Large scale circulation and regional variability: 
Long-term water cycle variables changes/ 
Large-scale circul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regional precipitation change/ 
Monsoon/ Precipitation seasonality / Tropical cyclones

Physical processes associated with water cycle changes



Long-term water 
cycle variables 
changes for SSP2-4.5 
(2081-2100 vs 1995-
2014) 







Observed changes
Since the 1980s, there is growing evidence that contrasts between wet and dry regimes, including seasonality, 
have increased.
Both in situ and satellite data show a general increase in the annual range of precipitation from 1979 to 2010, 
which is dominated by wetter wet seasons 
Projected changes

Projected long-term changes in precipitation seasonality (雨量季節變遷)







日降雨變遷
(2081-2100
減1985-2014)



蒸散降雨變遷
(2081-2100
減1985-2014)



逕流變遷
(2081-2100
減1985-2014)



土壤含水量變遷
(2081-2100
減1985-2014)



水循環變遷
vs

暖化程度



海洋混合層深度



海溫：全球海溫東西向平均增加



一旦冰層融化，將要花上數萬年
才能重新回復，這將嚴重影響海
平面高度

FAQ 9.1: 融化的冰層可以復原嗎？



不同的情境模擬在近未來
(2050)對海平面高度影響差別
不大，但是在世紀末(2100)可
達到顯著的區別

FAQ 9.2: 海平面高度到底會上升多少呢？



墨西哥灣流為一個將熱帶能量
帶往極區的暖流，暖化下預期
會減弱但不至於消失，這將會
影響區域天氣與海平面高度。

FAQ 9.3: 墨西哥灣流會停滯嗎？



升溫情境: 極端高溫

IPCC A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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