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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SRES 假設情境於台灣氣候變遷影

響的評估 

陳瑋旋2、馮豐隆3
 

【摘要】為了預測、評估 CO2 濃度增加的環境下氣候變遷對森林生態區帶來的衝

擊，我們使用 IPCC SRES 假設情境來模擬及推測台灣生育地因子的溫度、雨量

與潛在蒸發散量的改變與生態分區的變化。IPCC SRES 的情境模擬中，可分成了

四種：A1（Rapid Global Growth Scenario）、A2（Regional Growth Scenario）、

B1（Global Service Economy Scenario）、B2（Increasing Population Scenario），

用於建立未來全球與區域的發展模型。在這 4 種情景中，A 表示著重於經濟發展，

B 則表示以環境的保護為主，1 表示適用於全球，2 則表示適合於區域。由這 4

個符號可劃分出四大類型的未來發展情境模擬。台灣屬於區域部份，假設在未來

某時期大氣中 CO2 濃度到達或超過工業革命時的兩倍（560ppm）時，在 SRES-A2

（國內或區域經濟發展迅速、資源持續利用情景）及 SRES-B2（區域可永續發展、

進行環境保護情景）下，生育地因子改變的情境模擬。藉由數值計算方式的不同，

將數據資料分為”先推估後計算”與”先計算後推估”兩部分。分別是先計算出月均

溫與月雨量後做空間推估，再進行年均溫與年雨量的網格計算；與先計算出年均

溫與年雨量後直接做空間推估。並藉由結果可以知道在資料計算上，以”先推估

後計算”為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關鍵詞】IPCC SRES、生育地因子、先推估後計算、先計算後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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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under the environment 

which CO2 concentration in atmosphere is increasing, we used IPCC SRES scenarios  

to simulate and predict habitant factors in Taiwan. There are four types: A1 (Rapid 

Global Growth Scenario), A2 (Regional Growth Scenario), B1 (Global Service 

Economy Scenario), B2 (Increasing Population Scenario) in the scenarios of IPCC 

SRES. These scenarios are used to build the whole world models of future. In these 4 

types of scenarios, A showed that is favorabl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B showed 

that is favorable at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1 is focused on the global, 2 is 

focused on the local. The global situation of future that can divide into four major 

types by these 4 symbols “A, B, 1 and 2”. Taiwan is a regional part in the whole world, 

we simulate the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under twice CO2 (560ppm)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atmospher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hange in SRES-A2 and SRES-B2. We divided the 

procedures to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and "Spatial interpolation after 

calculation".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is a method that calculates 

monthly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monthly rainfall and then proceeds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raster calculation of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nnual 

rainfall. "Spatial interpolation after calculation" is a method that proceeds spatial 

interpolation after data calculation of annual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annual rainfall. 

By the result of research, We could know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is 

a better method in data calculating and fits in Taiwan. 

【Key words】：IPCC SRES, Scenarios, Habitant factors,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Spatial interpolation after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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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前言 

1980 年代工業革命興起，科學、技術與能源使用技術突飛猛進，在人類享受

著日新月異的高品質享受時，各種石化燃料燃燒、土地利用造成溫室氣體如 CO2、

CH4、N2O、NOx、CFC、O3 等在大氣中含量迅速上升，使得氣候漸漸受到影響形

成變化。自 1961 年以來，全球地面平均氣溫（陸地與海平面近表面層氣溫的平均

值）增加，平均約增加 0.6℃；降雨量方面，20 世紀的北半球大部分中高緯度地

區其降水量，每 10 年也約增加 0.2～0.3﹪，到了 20 世紀後期，高雨量的發生頻

率也隨著暴雨、颱風等事件顯著增加，對生物生態系與各種產業產生衝擊（IPCC, 

2001）。氣候變遷對生物生態與社會經濟造成影響，對森林來說氣候改變會造成林

份結構、組成、林業、森林資源跟著變化。為了預測未來改變好事先擬定適應政

策來應對氣候帶來的衝擊，我們使用 IPCC SRES 假設情境來模擬及推測台灣生育

地因子的溫度、雨量與潛在蒸發散量的改變與生態分區的變化。並藉由不同的數

值計算方式，將資料分為”先推估後計算”與”先計算後推估”兩部分。分別是先計

算出月均溫與月雨量後做空間推估，再進行年均溫與年雨量的網格計算；與先計

算出年均溫與年雨量後直接做空間推估。目的是為了在假設情境推測大氣中 CO2

濃度上升，到西元 2100 年止，CO2 濃度會在某時期到達、甚至超過工業革命前

280ppm 的兩倍濃度（560ppm）的背景下，台灣生育地因子的改變，並確定數值

計算與空間推估的方式以哪種較為正確。 

 

Ⅱ、材料與方法 

（Ⅰ）假設情境 

假設情境（Scenario）是對未來做合理且一致的敘述（IPCC, 1996）。又稱為“未

來發展的藍圖”。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於 1990 年開

始發展溫室氣體排放影響預測的相關計畫。1992 年針對 CO2、CO、CH4、N2O、

NOx 及 SO2 這六種溫室氣體對 1990 至 2100 年的情境發展趨勢進行研究，IPCC

第一份評估報告中（first assessment report）已開始進行相關預備工作，於 1994 年

完成 1992 年所架構的預測情境系統，於 1996 年開始實際操作，並在報告中使用

其預測的結果。 

SRES排放假設情境特別報告（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 Scenarios），針對溫

室氣體排放假設情境、源與匯，以未來可能的經濟、人口、工業與環境的發展背

景進行預測，提出溫室氣體可能排放的趨勢，再以大氣環流模式預測對應之氣候

變遷。且童慶斌（2004）提出氣候變遷假設情境可分成四類(1)全球環流模式預測、

(2)時間類比、(3)空間類比及(4)假設，其中第一項透過大氣環流模式預測可以真正

用物理性來評估大氣溫室氣體加強後導致全球暖化之特性。根據IPCC SRES預測西

元2100年CO2濃度將在540~970ppm之間（如圖1），而全球平均氣溫與海平面都會

升高（IPCC,2001），即使是最樂觀的情境，至本世紀末也很難穩定維持大氣中CO2

濃度為工業革命前280ppm之水準，因此，氣候變遷已無法避免之。自工業革命後，

人為活動改變，使得溫室氣體增加，直接或間接改變大氣組成，進而增加溫室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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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使地球溫度上升造成全球暖化。SRES預測未來大氣中CO2濃度將增加到兩倍

或是兩倍以上時（如圖1），全球平均地面氣溫將比1990年增加1.5到4.5℃，且全球

雨量將會增加。 

 

圖 1 SRES 預測西元 2100 年 CO2 濃度將在 540~970ppm 之間（修改自 IPCC, 2001） 

Fig.1 SRES predicts CO2 thickness will be among 540~970ppm in A.D.2100（Fixed from IPCC, 

2001）. 

SRES考慮到未來可能致力於經濟發展，或是朝永續利用的目標等不同程度的

可能情形，以及考慮全球性或是區域性不同發展帶來的影響。IPCC 在2001 年所

發表的排放假設情境特別報告（SRES，The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 Scenario）

中依情境可分成了四種：A1（Rapid Global Growth Scenario）、A2（Regional Growth 

Scenario）、B1（Global Service Economy Scenario）、B2（Increasing Population 

Scenario），用以建立未來全球發展模型。在這4種假設情境中，A表示著重於經濟

發展，B表示進行於環境的保護，1表示適用於全球，2則表示適合於區域。由這4

個符號可劃分出四大類型的未來全球發展情境，其中A1和A2強調經濟發展，但在

經濟和社會發展程度上有所不同，B1和B2強調可永續發展，同樣在發展程度上不

同。而針對台灣在全球上的區域性性質，在此使用A2與B2兩種情境模擬，針對區

域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種情境模擬來做研究。此外應用GCM模式資料上，在

此氣候變遷對生態環境衝擊評估研究中並不直接跑GCM，而是利用大氣科學家已

完成GCM電腦模擬試驗之結果資料，來擬定未來可能的氣候變遷假設情境

（Scenario）；又GCM為模擬全球尺度之氣候，其解析度與一般生態環境之區域性

研究相比的話相對大很多，因此在使用此GCM資料在假設情境模擬研究時， 必須

要先進行降尺度之工作。一般降尺度（Downscaling）方法為(1)假設區域氣候變化

與大尺度氣候變化一致，即與鄰近格點相同；(2)建立區域氣候與大尺度氣候間關

係，再利用此關係由GCM預測值來推估區域之氣候變遷；(3)建立區域氣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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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GCM輸出為邊界條件模擬區域之氣候變化（黃啟峰，2002）。本研究之假設情

境是採用第一種降尺度方法，直接將氣候模式預測改變量加至觀測資料。 

(Ⅱ)、空間推估 

森林監測系統必須透過森林資源調查永久樣區與長期觀測點才能建立，但是

森林面積廣大，調查耗時耗力，受限於時間與成本。因此需要一個有效的推估模

式進行大尺度的推估。藉由空間推估法（Spatial Interpolation）與其模式的建立，

提高自然界各種資源變異之推估能力，以提供自然資源的經營與管理（黃志成，

1997）。空間推估是利用已知的觀測樣點來推估研究區域中其他未知區域的性態值

之過程（Burrough, 1986）。大多數面屬性的資料只能進行點觀測，因此空間推估

分析是一項很有用且重要的技術。 

1、Kriging 法 

雨量推估參考馮豐隆與高堅泰於西元1999年於台大實驗林報告發表之應用克

利金推估模式於降雨製圖，因為Kriging具有詳細推估的功能，也有多位學者使用

此方法進行雨量空間推估，因此採用Kriging法。 

2、Trend 法 

趨勢面法（Trend）是描述漸漸變化、或是大範圍變化最簡單的方法。藉由多

項式回歸分析，並以最小平方法來配適已知資料點的趨勢面（Trend）。若趨勢面

成波浪起伏，則可以使用多次多項式表示。若已解釋變量越高，則表示此面越貼

切，推估效果也越好，其曲面即代表全區的大結構及綜合趨勢。在地理研究上，

各現象的空間變化不單可以做出趨勢面，亦可製作殘差圖，另外尋找影響因素。 

    趨勢面法利用一多項迴歸式來描述漸近性的大範圍變數，基於資料的維度透

過最小平方法來決定該多項式（馮豐隆與黃志成，1997）。高堅泰（1999）提出溫

度的推估可採用趨勢面法一次多項式推估。因此本研究使用趨勢面法來推估全台

灣的溫度分布。 

(Ⅲ)、研究材料  

1、年平均溫度：參考中央氣象局 25 氣象站資料，整理出 1960～1989 年間，每

月每日的日均溫資料，再加以計算出代表連續 30 年的 1～12 月每月均溫與年均

溫（高堅泰與馮豐隆，2001）（圖 2）。 

2、年雨量：取自經濟部水資會整理台灣地區雨量站之長期雨量紀錄資料，總共

有 818 雨量站，並有各站之 1～12 每月月雨量與年雨量（水資會，1989、高堅泰

與馮豐隆，2001）（圖 3）。 

3、地形：此研究之高程圖取自於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製作之40m*40m數值地

形資料（高堅泰與馮豐隆，2001）（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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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氣象局 25 測站 

Fig.2 25 climate stations. 

 

圖 3 818 雨量測站 

Fig.3 818 rainfall stations.

 

 

 

圖 4 40m*40m 之 DEM 

Fig.4 40m*40m DEM raster picture. 

 

（Ⅳ）、SRES-A2、SRES-B2 氣溫與雨量推估。 

使用 IPCC 提供之 SRES 大氣環流模式 CGCM2 模式下之全球氣溫模擬情境，

到西元 2100 年止，CO2 濃度會在某時期到達工業革命前 280ppm 的兩倍濃度

（560ppm）的背景下（圖 1），分成短期（西元 2010～2039 年）、中期（西元 2040

～2069 年）與長期（西元 2070～2099 年）三個時期的情境模擬預測。並以 CGCM2

模式全球分區（將全球分為 96*48 個網格點，每一點為分區中心）為背景，找出

台灣氣象站所包含的三個分區，以降尺度（Dowscaling）方法將 CGCM2 資料使

用於台灣，如圖 5~6。在此作法是先將圖 5 中屬於台灣的區域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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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CGCM2 模式全球分區圖 

Fig.5 GCM2 model in global. 

如圖 5，藉由 IPCC 提供的資料，可以知道台灣所屬的三個網格中心點經緯

度，分別是（經度 120.0，緯度 24.1）、（經度 123.8, 緯度 24.1）與（經度 120, 緯

度 20.4），並可以找到台灣在全球 GCM2 模式全球分區下所包含的區域。圖 6 則

為從 CGCM2 全球分區圖中截取台灣所屬的區域放大。在圖中，（經度 120.0，緯

度 24.1）、（經度 123.8, 緯度 24.1）與（經度 120, 緯度 20.4）分別是各個網格

之中心點，而台灣包含了三個網格。 

 
圖 6 CGCM 分區中台灣所在之分區位置 

Fig.6 The location of Taiwan in CGCM2 zone. 

再將 25 個氣象站按各個網格所包含的所在位置分區，即可得到各網格所屬之

氣象站，接著再配合 IPCC 的 CGCM2 模式輸出之 SRES-A2 與 SRES-B2 之假設情

境氣溫差值資料，此氣溫差值是與紀錄資料相差之值，所以要用原始紀錄資料加

上該差值。最後將近 30 年的各氣象站氣溫資料個別模擬短期、中期與長期之未來

預測，再進行空間推估的工作。此方法同樣使用在 818 雨量站的位置分布上，先

找出 818 個雨量站分別屬於哪個 CGCM 分區，再利用 IPCC 提供之 SRES CGCM2



 8 

模式輸出之 SRES-A2 與 SRES-B2 之假設情境雨量比值，進行情境模擬。在此雨

量比值是預測的資料與原始資料的比值。最後將近 30 年的各雨量站雨量資料個別

模擬短期、中期與長期之未來預測，再進行空間推估的工作。 

 

（Ⅴ）、土地利用型：取自林務局第三次資源及土地利用調查之台灣全島土地利用

型圖（圖 7）。 

 

圖 7 台灣全島土地利用型圖（修改自林務局，1995） 

Fig.7 Taiwan landuse situation ( Fixed from Forestry Bureau, 1995). 

（Ⅵ）、研究方法 

利用 IPCC SRES 提供的資料，建立好氣溫與雨量的情境模擬表格，並分成

30 年基線（西元 1960～1989 年）、短期、中期與長期四個時期的情境模擬，藉由

30 年基線資料，分別模擬出可代表短期、中期與長期各時期的年均溫與年雨量，

也可看作是短期、中期與長期各時期最終結果之年均溫與年雨量。選擇西元 1960

～1989 年氣象資料為基準是因為雨量推估已有吳昶清（2002）之推估成果，可作

為參考資料，且氣象資料在西元 1961～1990 年與西元 1960～1989 年的數據接近，

因此將氣象資料統整為西元 1960～1989 年，作為基線加以模擬。 

本研究針對台灣生育地因子、包括氣溫、雨量與潛在蒸發散比例，皆以

40m*40m 網格進行分析，針對各項因子進行空間推估的工作。在空間推估時，樣

點數值會與該樣點週遭的其他樣點有相關性，在電腦推估時，各樣點數值在互相

關聯的結果下，會影響樣點外區域的各點推估值。尤其是當樣點出現極值之際，

會使得樣點附近的推估值產生較不準確的數值。因此在本研究中，生育地因子的

空間推估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將獲得之近 30 年詳細的氣溫與雨量資料，計算

出樣點的 1～12 個月之各月月均溫與月雨量，再進行月均溫與月雨量的空間推

估，得到全台 1～12 個月之各月月均溫與月雨量的空間分布網格資料。接著再將

月月均溫與月雨量的空間分布網格資料計算出年均溫與年雨量，並將此稱為”先推

估後計算”之空間網格資料。第二部份則是將獲得的氣溫雨量資料，先計算好各樣

點的年均溫與年雨量，再進行空間推估，得到全台年均溫與年雨量的空間分布網

格資料，將此稱之為”先計算後推估”之空間網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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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IPCC 提供的資料的資料，在氣溫方面上，先將各氣象站按 CGCM2 分

區後，降尺度整理出各站 30 年基線、A2 短期、A2 中期與 A2 長期，以及 B2 短

期、B2 中期與 B2 長期共 7 大項氣溫資料，且每一大項氣溫資料都包括了 1～12

月每月月均溫與年均溫，接著再利用 ArcGIS 軟體進行趨勢面法一次多項式的空

間推估，並進行海拔修正，推估出過去 30 年間、A2 與 B2 情境模擬之 12 個月的

台灣每月月均溫之空間分布，以及推估後再將 12 個月累積計算的台灣年均溫之空

間分布，稱之為”先推估後計算”；與推估前先計算好的年均溫數值，進行空間推

估與海拔修正的台灣年均溫之空間分布，稱為”先計算後推估”。雨量方面則是同

樣運用 Arc-GIS 軟體來進行一般克利金法、簡單克利金法及通用克利金法的全台

雨量分布推估，整理出各站 30 年基線、A2 短期、A2 中期與 A2 長期，以及 B2

短期、B2 中期與 B2 長期共 7 大項雨量資料，且每一大項氣溫資料都包括了 1～

12 月每月累積雨溫與年雨溫。推估的依據參考附錄 1，吳昶清所進行的雨量空間

推估的 range、partial Sill 與 nugget；驗證工作則是隨機挑選 818 個雨量站中，500

個雨量站進行推估，剩下的雨量站進行驗證工作。最後推估過去 30 年基線間、

A2 與 B2 情境模擬之 12 個月的台灣每月累積雨量之空間分布，再計算出”先推估

後計算”所得到的台灣年雨量之空間分布，以及推估後推估前累積好 12 個月的年

雨量，再進行推估的”先計算後推估”台灣年 雨量之空間分布。 

潛在蒸發散比例則是藉由年均溫與年雨量為因子的運算，來導出前面”先推估

後計算”之潛在蒸發散比例，以及”先計算後推估” 之潛在蒸發散比例。 

潛在蒸發散比例可由下列公式計算而出： 

年降雨量

年均溫
潛在蒸發散比

*93.58
                             (1) 

Ⅲ、結果 

(Ⅰ)、”先推估後計算”與”先計算後推估”兩種計算方式的比較 

    首先在此使用基線的氣溫與量資料，將”先推估後計算”與”先計算後推估”兩

種計算方式的結果進行比較。圖 8 為先推估後計算之全台年均溫分布圖，圖 9 為

先計算後推估之全台年均溫分布圖；圖 10 為先推估後計算之全台年雨量分布圖，

圖 11 則為先計算後推估之全台年雨量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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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先推估後計算之全台年均溫分布圖 

Fig .8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annual biotempreture distribution in Taiwan. 

圖 9 先推估後計算之全台年均溫分布圖 

Fig .9 "Spatial interpolation after calculation" 

annual biotempreture distribution in Taiwan. 

 

 

圖 10 先推估後計算之全台年雨量分布圖 

Fig .10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annual Precipitation distribution in 

Taiwan 

圖 11 先推估後計算之全台年雨量分布圖 

Fig .11 "Spatial interpolation after calculation" 

annual Precipitation distribution in Taiwan 

 

    在空間推估的方法上，將台灣 25 個氣象站與 818 個雨量站，採取每月月均溫

與每月累積雨量先空間推估再計算出年均溫與年雨量的推估方法，以及直接使用

計算好的年均溫與年雨量作空間推估（圖 8~11）。兩者來說，先推估後計算與先

計算後推估的結果上，年均溫的差異較小，但是再年雨量上則有較大的差異。先

推估後計算的年雨量約在 1000～4000mm 左右，但是先計算後推估的年雨量結果

卻在 1000～7000mm 左右，雨量在空間上分布也比較複雜。比較過去及現在的資

料後，先計算後推估的方法較不妥當，因此接續的情境模擬接使用先推估後計算

的空間推估方式進行處理。 



 11 

(Ⅱ)、假設情境對氣溫的影響評估 

基線，A2 與 B2 短、中、長期上，氣溫變化主要由南部慢慢擴展到北部、最

後整個台灣。變化較明顯的地方大多是平地及淺山山坡地帶。各時期年均溫的空

間推估可以參考附錄 1。A2 情境模擬是經濟發展，B2 情境模擬則是環境保護發

展，兩者比較可發現 B2 模擬的最後結果雖然同 A2 都是氣溫上升、但是卻較 A2

緩和。 

1、基線與 A2 短期，與中期以及長期的變化 

先比較基線與 A2 短期的溫度變化趨勢。由圖 12 來看，A2 短期年均溫增加

約 0.5～1.2℃，主要集中在東北部像是基隆、宜蘭一帶，以及西南部、南部像是

台南、高雄與恆春一帶。並以台灣中央山脈為中心，其他地方雖有氣溫增加，但

並沒有上述地區增加的多。 

接著比較基線與 A2 中期的溫度變化趨勢。在基線與 A2 中期的比較上，可以

看到氣溫急遽上升，年均溫增加約 1.6～2.5℃（圖 13），並發現溫度增加是以中部

為中心向四周遞減。此外也注意到 A2 中期與 A2 短期的年均溫增加位置來看，

A2 中期全面比 A2 短期氣溫增加提升，A2 短期上升較高的東北部、南部等地區

到了中期雖有提升，但不較 A2 中期台灣中部位置來的提升急遽。A2 中期可以知

道氣溫提升集中在中部區域。 

再比較基線與 A2 長期的溫度變化趨勢。在基線與 A2 長期的比較上，可以看

到年均溫增加到約 2.6～3.8℃（圖 14），並可以看到溫度增加同 A2 中期是以中部

為中心向四周遞減。再從 A2 長期此最終結果來看，年均溫增加主要是在西部開

始，橫跨中央山脈到東部，在此區域為台灣森林集中之處，尤以中央山區為多。 

由圖 12~14 來看基線與 SRES-A2 的連續變化，可以從這些資料中知道在 A2 以經

濟發展為取向的情境模擬，在台灣出現全面溫度上升的現象，雖然一開始在短期

時溫度增加是以東北部與南部為最高，並向台灣中心遞減，但到了中期階段，甚

至到了最終的 A2 長期結果已改變成集中在台灣中部，並以中部為中心向四周遞

減。如此氣溫變化的結果可能會影響植生分布與樹種組成，令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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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基線與 A2 短期的

ArcGIS 溫度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12 The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A2 short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圖 13 基線與 A2 中期的

ArcGIS 溫度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13 The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A2 

middle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圖 14 基線與 A2 長期的

ArcGIS 溫度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14 The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A2 long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2、基線與 B2 短期，與中期以及長期的變化 

完成 A2 部分，接著比較基線與 B2 短期的溫度變化趨勢。在基線與 B2 短期

的比較上（圖 15），可看到與 A2 短期的情形不同的是溫度增加以西部、中部、中

央山區與東部為主要升高之處，再向四週遞減，南部以及東北部次之。年均溫增

加約 0.8～1.3℃。 

再來比較基線與 B2 中期的溫度變化趨勢。由圖 16 來看可以知道，經過 B2

短期，到了 B2 中期，年均溫增加仍主要以西部、中部、中央山區與東部為主。

年均溫增加約 1.2～1.7℃。在此模擬期間，全台的年均溫都提高了 1℃以上。 

最後比較基線與 B2 長期的溫度變化趨勢。到了 B2 長期，可以由圖 17，以

及前面的圖 4.9～4.12 看到，B2 情境模擬的年均溫變化幾乎是固定的模式跟區

域。在 B2 長期階段，年均溫增加約 1.8～2.5℃，較 A2 長期年均溫增加到約 2.6

～3.8℃來的低，年均溫增加仍主要以西部、中部、中央山區與東部為主，向四周

遞減。從圖 12～17 的基線與 SRES-B2 連續變化的結果來看，在 B2 以環境發展

為取向的情境模擬，在台灣出現全面溫度上升的現象，並可以發覺氣溫增長一開

始就以中部為中心，溫度增高都集中在此，再向四週遞減。南部則出現了較多氣

溫上升較低值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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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基線與 B2 短期的

ArcGIS 溫度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15 The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B2 short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圖 16 基線與 b2 中期的

ArcGIS 溫度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16 The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B2 

middle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圖 17 基線與 B2 長期的

ArcGIS 溫度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17 The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B2 long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再就 A2 與 B2 兩個結果來看，SRES-A2 以經濟發展為取向的情境模擬，會造

成年均溫增加 2.6～3.8℃。但 SRES-B2 以環境發展為未來取向的情境模擬，其年

均溫增加約 1.8～2.5℃，雖然年均溫兩者都有增加，但比較起來可以知道未來若

CO2 濃度在某時期達到兩倍之時，不同的發展取向將會影響到氣溫的變化，間接對

生態環境造成影響。 

 

圖 18 為先推估後計算時 SRES-A2&B2 與基線的溫度變化比較圖，其中曲線通

過的點為該時期溫度上升之平均值，直線上方為最高值，下方為最低值。並由圖

可知道 SRES-A2 明顯的較 B2 上升來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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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基線與 SRES-A2&B2 的溫度變化趨勢圖（先推估後計算） 

Fig.18 The temperature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A2&B2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Ⅲ)、假設情境對雨量的影響評估 

雨量的全台灣分布使用克利金法進行空間推估，參考吳昶清（2002）應用之

克利金法，進行各個月份的累積雨量的推估。年雨量則是參考馮豐隆、高堅泰

（1999）應用克利金推估模式於降雨製圖，使用通用二次式（Universal2）、搜尋半

徑 40km 來進行全年雨量的空間推估。年雨量成果可參考附錄 2。 

1、基線與 A2 短期，與中期以及長期的變化 

首先是基線與 A2 短期的比較。由圖 19 可以看到雨量變化幅度較高的地方集

中在北部、東北部基隆宜蘭一帶，次之則是東部花蓮以及南部一帶。其他地區變

化則不高。變化高的地方都是雨量增加之處，最高增加了約 739mm，但是變化低

的地方則是雨量減少，集中在中央山脈、北部以及西部沿海地區，還有最南角。

最多減少了約 48mm 的雨量。 

再來是基線與 A2 中期的比較。由圖 20 可以看到 A2 中期時期年雨量變化幅

度較高的地方集中在中央山脈一帶，接著向四周隨海拔降低而變化越低。再由圖

4.38 來看,可以看到變化高的地方都是雨量增加之處，但在此要注意的是雨量在此

最高雖有增加了約 531mm 左右，但其位置集中在中部台中地區，為異常升高之處。

其他地區如東北部、東部、南端與西部雖年雨量有升高，但其增加幅度約在 0～

150mm 左右。另外雨量減少之處，集中在中央山脈山區，最多減少了約 517mm 的

雨量。 

接著是基線與 A2 長期的比較。由圖 21 可以看到變化較高之處集中在中央山

脈，再往四周遞減。接著可以發現到雨量變化高的中央山脈地區竟然是雨量減少，

年雨量較基線最高減少了約 763mm；四周山坡區與量則稍微增加，雨量增加最多

集中在東北角以及台灣最南端處。此外在中部台中地區，也可以發現雨量增加約

95mm，較 A2 短期、中期的急遽增加，又大幅減少了其地區之年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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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基線與 A2 短期的

ArcGIS 雨量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19 The precipitation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A2 short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圖 20 基線與 A2 中期的

ArcGIS 雨量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20 The precipitation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A2 

middle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圖 21 基線與 A2 長期的

ArcGIS 雨量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21 The precipitation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A2 long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將以上基線、A2 短期、A2 中期與 A2 長期比較整理，可以知道經由 A2 經濟

發展的模擬結果，台灣雨量以中央山脈地區影響最大，都是呈現雨量下降的情形；

其他地區部份在 A2 短期時雖有大幅增加，但是到了 A2 中期、長期結果，其年雨

量雖較基線有增加，但都是呈現出年雨量下滑的現象。這樣的情形可能會影響山

區森林的生態，使得樹種組成有改變的情形，但也可能會有可適應此環境變化的

樹種。

 

2、基線與 B2 短期，與中期以及長期的變化 

SRES-A2 完成後，進行基線與 B2 短期的比較。由圖 22 的變化情形，清楚的

看出變化集中在東北部宜蘭一帶，次之則是花蓮、南部山區與恆春一帶，其他地

方變化比較小。由圖 27 可以知道變化較高的區域都是雨量增加，最高增加到約

638mm，極高值出現在東北部；而中央山區以及西部沿海地區則是雨量減少，最

高減少到約 195mm。較 A2 短期來說，B2 短期明顯雨量的增與減都低於 A2 短期。 

再進行基線與 B2 中期的比較。基線與 B2 中期的比較由圖 23 來看，可以發現

變化較高之處位於中央山脈區域，次之則是在中部與西北部。中央山脈年雨量減

少，最高約減少了 406mm 左右；溫度增加之處集中在東北部、東部、南部、西南

部與台中地區，極值同 A2 中期一樣出現在台中地區，最高年雨量增加了 400mm

左右，其他雨量增加區域則增加約 0～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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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行基線與 B2 長期的比較。由圖 24 的結果來看，B2 長期結果的變化位

置與 B2 短期略同，變化幅度較高集中在東北部宜蘭一帶，次之則是花蓮、南部山

區與恆春一帶，但是範圍略有縮小，且恆春一帶變化程度也升高。雨量增加的極

值出現在東北部、東部與南部。

圖 22 基線與 b2 短期的

ArcGIS 雨量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22 The precipitation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B short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圖 23 基線與 B2 中期的

ArcGIS 雨量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23 The precipitation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B2 

middle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圖 24 基線與 B2 長期的

ArcGIS 雨量比較圖（先推估

後計算） 

Fig.24 The precipitation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B2 long 

period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將以上的結果整理，可以知道到了 B2 長期的結果，其雨量增加與雨量減少

的程度較 B2 短期、B2 中期來看，雨量增加與減少趨近於緩和，雨量增加最高的

極值 572mm 左右仍出現在中部台中地區。雨量減少的位置集中在中央山脈。再

與 A2 長期的結果作比較，B2 以環境發展為目標的情境模擬結果，較 A2 雨量增

加較多，減少的部分也不較 A2 為多。但值得注意的是，B2 長期結果雖不如 A2

長期在中央山脈處年雨量減少的範圍與程度，但其西北、西部的雨量減少部分，

可能會影響該位置植生的組成。 

 

再將前面的雨量變化結果用折線圖表示。圖 25 為先推估後計算時

SRES-A2&B2 與基線的雨量變化比較圖，其中曲線通過的點為該時期雨量變化之

平均值，直線上方為最高值，下方為最低值。並由圖可知道 SRES-A2 與 B2 一開

始的平均值上升，中期開始下降，但到了長期，A2 繼續下降，B2 則稍微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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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基線與 SRES-A2&B2 的雨量變化趨勢圖（先推估後計算） 

Fig.25 The precipitation comparison of ArcGIS by the base-line and SRES-A2&B2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Ⅳ）、假設情境對潛在蒸發散比例的影響評估 

    將空間推估出來的”先推估後計算”之年均溫（附錄 1）與年雨量（附錄 2），

加以算出各時期之潛在蒸發散比例（圖 26）。 

圖 26 先推估後計算之基線、SRESA&B2 潛在蒸發散量比例空間分布圖 

Fig.26 The evapotranspiration ratio of ArcGIS by baseline, SRES-A2&B2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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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圖 26 先推估後計算之基線、SRESA&B2 潛在蒸發散量比例空間分布圖 

Fig.26 The evapotranspiration ratio of ArcGIS by baseline, SRES-A2&B2 (Spatial interpolation 

before calculation) 

 

Ⅴ、討論 

    在 SRES-A2&B2 的情境模擬結果，在年均溫模擬上，可以知道 SRES-A2 一

開始在短期時溫度增加是以東北部與南部為最高，並向台灣中心遞減，到了中期，

甚至最終的 A2 長期結果已改變成集中在台灣中部，並以中部為中心向四周遞減，

年均溫增加 2.6～3.8℃。而在 SRES-B2 時，台灣出現全面溫度上升的現象，並可

以發覺氣溫增加一開始就以中部為中心，溫度增高都集中在此，再向四週遞減。

南部則出現了較多氣溫上升較低值的區域，年均溫增加約 1.8～2.5℃。年雨量方

面， SRES-A2 的模擬結果，台灣雨量以中央山脈地區影響最大，都是呈現雨量

下降的情形；其他地區部份在 A2 短期時雖有大幅增加，但是到了 A2 中期、長期

結果，其年雨量雖較基線有增加，但都是呈現出年雨量下滑的現象。而在 SRES-B2

期的結果，短期時雨量減少集中在中央山區、中部與西北部，東北部、東部、南

部則有雨量增加。到了中期時雨量增加與減少趨近於緩和，長期時雨量增加最高

的極值 572mm 左右仍出現在中部台中地區，雨量減少的位置集中在中央山脈。 

 

而在空間推估的部份，以克立金法推估全台雨量分布時，以個別月份之月雨

量作空間推估後再行年雨量計算，因為其極值（特別高的雨量值）在空間分布上，

較直接由計算好年雨量再行空間推估所出現的極值來的小，數值在空間分布上也

較具平緩性，不會因為極值的關係而造成極值點附近雨量的推估數值異常，也能

符合近年來的年雨量分布。因此在空間推估上，使用 1～12 個月的個別月份之月

雨量進行空間推估後再計算年雨量之方法較有準確之推估。所以建議年均溫與年

雨量同時採用先推估每月月均溫與月雨量的空間分布，再計算年均溫與年雨量的

方法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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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圖 27 SERS-A2 短、中、長期各時期（由左至右）全台年均溫分布圖

 

圖 28 SERS-B2 短、中、長期各時期（由左至右）全台年均溫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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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圖 29 SERS-A2 短、中、長期各時期（由左至右）全台年雨量分布圖

 

圖 30 SERS-B2 短、中、長期各時期（由左至右）全台年雨量分布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