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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

http://water.sinotech-eng.com/dispPageBox/CCS/CCSCP.aspx?ddsPageID=CCASCH3_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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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隨著長期化石燃料的使
用及人類文明的各式活動，大量的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es; GHGs)被釋放到大氣中

• 溫室氣體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
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
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水蒸氣
（H2O）及臭氧（O3）等

• 溫室氣體讓陽光穿透並保存在大氣中，導致過
度的溫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也就是所謂
的全球暖化(global warning)

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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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百年，全球氣溫持續上升。

百年增溫約0.74度 (IPCC, 2007)

1998最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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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會超過
1998年，並持
續上升？

柳中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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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溫

WMO (2013)

柳中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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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相對於 1951-1980平均值 之溫差

柳中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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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考慮自然因素下的模擬

觀測

考慮自然與人為因素下的模擬

注意: 火山爆發影響

數值模擬

柳中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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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百年內的氣候暖化現象，
若不考慮人為影響是無法解
釋的。

柳中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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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再”上升1.8~4度
(B1 ~ A1F1)

0.6：假設濃度維持
在2000年的水準

全球暖化將持續百年以上！

0.74度

IPCC (2007) AR4

多種模
式預測

柳中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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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300年

模式數量

柳中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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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預期人為影響持續，百年氣溫將上升1~4度 IPCC (2013)

柳中明， 2013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情境

• 四種情境：RCP2.6、RCP4.5、RCP6.0與RCP8.5

• RCP2.6是溫室氣體增加相對較低的情境，大氣輻射力

會在21世紀中達到最大值3Wm-2，大約和二氧化碳濃

度490ppm相似，然後再緩慢降低到21世紀末

• 而RCP8.5是指大氣輻射力持續增加到8.5Wm-2，即二

氧化碳濃度大於1370ppm，代表世界各國無減量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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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溫趨勢無法停止！

☼

柳中明，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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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iversity
基因、物種、生態系統

www.nbc.gov.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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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系統運作

http://www.pref.osaka.lg.jp/midori/midori/seibututayous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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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循環

http://www.city.urayasu.lg.jp/area/shizen/shizen_11seitai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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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o.uca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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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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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reeninside.com.tw/?p=1061

http://blog.ilc.edu.tw/blog/blog/2406/albumid=26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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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dlsh.tc.edu.tw/teachweb/%E9%99%B8%E5%9F%9F%E7%94%9F%E7%89%A9%E7%9B%B8/bio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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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2.estrellamountain.edu/faculty/farabee/Biobk/BioBookcommecosys.html http://www.geo.arizona.edu/Antevs/biomes/mtnbio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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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逆境對植物的影響

• 1996年「國際生物氣象協會」正式通過「全球物候監測計畫」
（Global Phenological Monitoring Program, GPM）

• 2012年正式成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的跨政府科學政策
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

• 植物的生長發育過程，受到環境因子的影響很大，例如光線、光
週、水分、溫度、風、養分、土壤、病蟲害、地形與地勢等，都
是影響植物生長發育的重要因子，其中與氣候最相關的有光線、
水分、溫度與氣流（風），這些被稱為影響植物生長發育的氣候
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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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逆境對植物的影響

• 每種植物都有其最適合生存的環境因子範圍，一旦植物生長環境
的影響因子偏離此一範圍，對植物正常生理會造成壓迫，並產生
不利的影響，這種狀況稱為逆境（Stress）

• 在逆境下所產生的各種植物生理、生化、形態等變化則稱為脅變
（Strain）

• 植物對逆境的抵抗或是耐受能力，則稱為植物逆境抗耐性
（Stress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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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抗耐性

• 一般而言，逆境程度越大引起的脅變狀況越小，則代表植物對逆
境的抗耐性越強，反之若輕微的逆境即可導致重大的脅變，則代
表植物對逆境的抗耐性越低，因此面對同樣的逆境條件時，如果
植物的脅變越小，代表該植物的逆境抗耐性越強，反之則越弱，
三者間關係如下：

Stress
Stress Resistance

Strain
＝

逆境抗耐性

逆境程度

逆境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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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脅變 VS 彈性脅變

• 當植物受到逆境影響而產生生理、生化或是型態上不可逆的變化時，則稱之為塑性脅變
（Plastic strain），若是其影響是可恢復的，則稱之為彈性脅變（Elastic strain），其概念
分別源自物理學的脆弱度（Vulnerability）與韌性（Resilience）。

• 逆境對植物造成的直接脅變，稱為初級傷害（Primary Injury），其中若屬不可逆的塑性脅
變，則稱為初級直接傷害（Primary Direct Injury），例如植物因急性凍傷造成壞死，即屬
初級直接傷害，若是因長期或嚴重的彈性脅變而導致其傷害轉為不可逆的塑性脅變，則稱
為初級間接傷害（Primary Indirect Injury）；

• 例如植物因長期缺水超過永久萎凋點（Permanent Wilting Point）後，即屬初級間接傷害，
有時候當氣候逆境對植物造成脅變後，雖沒有產生直接的傷害，但是卻會誘發次級傷害，
對植物造成不利影響，例如低溫造成植物根部的活力及吸水性下降，進而導致植株因缺水
而萎凋，這種情形則稱為次級逆境傷害（Secondary Stress Injury）。

• 一般而言，彈性脅變在逆境解除後，即可逐漸恢復至正常狀態，而塑性脅變雖然會造成植
物不可逆的傷害，但是植物仍能存活，塑性脅變到達終止點即代表植物個體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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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生態系統間，生物與生物、
生物與環境間是存在一種平衡的
關係，讓彼此間達到適應與協調
的狀態，這種平衡關係是維持生
態系統穩定主要機制，常稱之為
生態平衡。

• 當原有生態平衡被破壞，生物與
生物、生物與環境間彼此間會再
重新適應，逐漸達到另一種生態
平衡。

• 在生態系統遭到過大外在影響時，
可能會被被嚴重地破壞，導致生
態系統無法恢復平衡時，可能會
造成生態系統毀滅或永久的失衡。

生態系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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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ebpages.uidaho.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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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um(1959)提出『生態平衡』:以平衡生態系統的輸
出及輸入為基礎，其平衡有不同意涵：

• 生產與呼吸消耗的平衡

• 物質進出的平衡與生態系統面對各種干擾的抵抗

• 緩衝及恢復能力的平衡。

• 生態平衡是生態系統保持自身內部穩定的能力，為維
持生態系統的平衡

• 透過回饋(feedback)現象、抵抗力(resistance)與恢復力
(resilience)等調節機制，以達到系統內相對不變的平衡。

生態系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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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現象：生態系統中某組成發生改變時，會引起其他組成
出現相對應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反過來會影響最初發生改變
的組成。

• 負回饋：回饋作用讓最初發生改變的組成，是受到抑制或減
少的回饋

• 範例:資源有限情況下，族群增加造成過度使用資源時，將造成資源
不足，反過來會抑制族群數量的增加

• 正回饋：最初發生改變的組成，是受到加速或增加的回饋。
• 範例:池塘受到魚蝦的不明死亡而汙染，而魚蝦屍體的腐敗會更加重
汙染，進而造成更多的魚蝦死亡。

回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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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力是生態系統面對外來干擾
時，抵抗干擾，維持結構完整及
功能正常的能力。

• 生態系統越成熟，結構越複雜，
抵抗力就越強。

• 範例:一般森林生態系統其組成、結
構與功能都較草原生態系統來得複
雜，所以森林生態系統對外來干擾
的抵抗力較草原生態系統高。

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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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stry.sfas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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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力是指生態系統遭受外來干擾破壞時，生態系統經調適自我恢復至原狀的
能力。

• 生態系統的恢復力與組成生物的調適及延續能力與結構複雜程度有關。

• 若生物世代短，延續能力強，系統內生物群聚簡單，該生態系統恢復能力就越
強。

• 範例：草原生態系統生物的生命週期較短，延續能力較強，結構較為單純，因此在生態系統
遭到破壞時，草原生態系統恢復速度上會較森林生態系統快。

恢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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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errymart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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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

係指氣候變遷透過非生物的環境因子變化，直接影響到生物的
生理運作，而造成生態系統失去平衡。

間接影響

影響促使生態系統進行穩態平衡的干擾機制（如火燒、颱風、
高溫），如果干擾動超過原本生態系統所能承受的程度，將嚴
重地破壞生態系統的平衡。

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衝擊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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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響
係指氣候變遷透過非生物的環境因子變化，直接影響到生物的生理運作，而造成生態系統

失去平衡。

例如二氧化碳濃度增加，會直接影響到植物生產者的光合作用速率。

溫度上升或降雨型態改變，將造成生物物候現象隨之改變，如提早開花或生長季節提早或

延長等，改變生物的生理時鐘。生物物候係指動植物季節活動的時序，如植物展葉、開花、

結果、葉變色、落葉；或候鳥遷徙、兩棲類的鳴叫、蝴蝶孵化出現等，均屬生物物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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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影響之下，生態系統會展現其抵抗能力，來維持生態系
統的平衡

• 溫度升高讓外溫型動物（即一般所謂冷血動物）受到影響時，將調適
其生理現象以適應溫度的升高，此種生理適應現象包括：體溫調節、
代謝、成長、發育、成熟、生殖等，以及外出活動覓食等行為模式，
都會進行改變以維持生態系統穩定。

• 降雨型態的改變對依賴水域生活的水生生物、魚類、兩棲類影響大，
當大雨頻率增加、小雨頻率減少或整體雨量減少，都將嚴重影響這些
水生生物的棲息環境。加上溫度升高的加成效應，可能使水生生物利
用水分與蒸散作用冷卻降溫的調適方式難以進行，其影響會比兩項因
素個別的效應更大。

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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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乾燥，預測會導致約90%的美國內華
達森林發生大量的野火，可見隨著氣候暖化，可預期野火發
生將更頻繁。

• 若常發生野火，則野生生物棲息地以及家園將會被摧毀，同
時也因為大量植物燃燒，釋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進入大氣層
中，更增加了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讓氣候暖化更加速，溫度
上升更快，形成相互影響的惡性循環。

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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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系統具有各種自動調節的功能來維持生態平衡，但也可能會因為
外來干擾強度過大、干擾時間過長或干擾頻度過於頻繁，超過生態系
統所調適的範圍時，會造成生態系統退化或毀滅，形成生態失調的情
形。

• 生態失調的原因有自然（重大自然災害）或人為（開發行為）兩大類，
但兩者間常常會互相影響增加干擾的影響。

• 例如:氣候暖化的影響，主因為人為排放過量的溫室氣體，形成溫
室效應，致使大氣氣候為之變化。然而，衝擊各地生態系統的途
徑，卻是透過自然途徑來影響，如冬季暴風雪、春季積雪融解、
大雨造成的洪水氾濫，嚴重影響陸地生態系統；海平面上升也嚴
重衝擊海岸及河口地帶的生態系統。

生態失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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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成分變化

對干擾壓力較為敏感的組成物種，會最先產生變化

結構比例失衡

打破生態系統內不同物種的結構平衡

能量流動受阻

當營養階層比例失衡，會進而影響食物鏈正常運作，甚至造成食
物鏈斷鏈。

物質循環中斷

能量流動受阻時，也代表物質循環會被中斷，無法完成原有的循
環。這種物質循環中斷，會造成原本應該要送出的物質堆積，原
本需要輸入的物質欠缺，都會造成生態嚴重失衡的現象

生態失調徵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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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衝擊

• 生物多樣性可分為基因、物種與生態系統三個層次的多樣性，不
同層級面臨氣候變遷衝擊時，會有不同衝擊與因應之道

基因層級：重點為基因變異的維持程度

物種層級：重點則在物種因應環境改變的生理適應，以及因應棲
地減少的遷徙程度

生態系統層級：重點為複雜生態系統承受與恢復能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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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於基因多樣性的衝擊

• 基因多樣性是由於生物在有性生殖及突變過程，造成基因的重新
組合與改變，使同種生物之間具有基因組合上的差異。這種基因
組合差異，造就了物種內的基因多樣性。不同基因組合，會影響
生物體外在的形態特徵，也會影響對於外來環境影響的適應能力。
面對外在環境壓力時，物種可能藉由基因重組或突變，來適應環
境壓力。

• 評估氣候變遷對於基因多樣性的衝擊，大多先透過基因定序技術
分離出不同的演化顯著單元（evolutionary significant units, 
ESUs），將各種演化顯著單元的分布連結到棲地特性，再配合物
種分布模型，以未來氣候情境資料模擬未來不同演化顯著單元所
處棲地受到衝擊的情形，來評估基因多樣性的未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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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於基因多樣性的衝擊範例
• 2011研究團隊研究棲息在歐洲溪流的九種水生昆蟲，

因為這些水生昆蟲生存於低溫水域，同時無法大範圍

移動，因此特別容易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

• 利用這些物種將粒線體基因進行定序，再將基因定序

資料，分成不同類群的演化顯著單元

• 不同演化顯著單元在歐洲分布的棲地位置，配合2080
年氣候情境：「維持現狀」氣候情境A2a與「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量」氣候情境B2a，進行未來情境分析。

• 分析結果顯示，到2080年於A2a氣候情境，由於棲地

受到衝擊將有79%演化顯著單元會滅絕；如果依據

B2a的氣候情境，因棲地衝擊較輕，僅有59%演化顯

著單元會滅絕。

物種雖不至於滅絕，但許多潛藏內在的基因多樣性卻可能嚴重滅絕，讓物種喪失調適的能力。

氣候變遷對於基因多樣性的衝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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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cinium uliginosum

Alsos, I. G., D. Ehrich, W. Thuiller, P. B. Eidesen, A. Tribsch, P. Schonswetter, C. Lagaye, P. Taberlet and C. Brochmann (2012)
Genetic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for northern plant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279(1735): 
2042-2051.

 一份分析植物基因多樣性受到氣候變遷衝擊的報告[4]，
收集27種北方植物在寒帶區域分布資料，並採集野外樣
本進行基因序列分析，再配合物種與氣候因子建立物種
分布模式，未來氣候情境包括兩種模式（CCM3與
HadCM3）內的兩種情境（A2：氣溫上升3.2℃，B2：氣
溫上升1℃），來評估在2080年時，基因多樣性和分布範
圍受到氣候變遷衝擊可能的縮減。

 結果顯示在CCM3模式A2情境下，所有物種平均會失去
36%的分布範圍和9%的基因多樣性，在HadCM3模式A2
情境下分別是43%和11%，在CCM3 B2情境下分別是26%
和6%，HadCM3模式B2情境下則分別是32%和8%。

 播遷能力較低的草本植物的基因遺失速率，明顯較播遷
能力較高的灌叢植物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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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物種多樣性的衝擊

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外在干擾時，生物大致有四種反應方式，來
因應干擾的衝擊：

生理調節物候現象

改變分布範圍或改變原範圍分布的密度

形態改變

滅絕或消滅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溫度上升或降雨型態改變，將造成生物物候現象隨之改變，

如提早開花或生長季節提早或延長等，改變生物的生理時鐘。

日本學者根據1953-2000年的銀杏物候觀測資料，研究銀杏的

生長季節變化。結果指出50年間銀杏長出葉芽的時間平均提

早了4天，銀杏落葉時間間平均晚了約8天，整個生長期平均

多12天左右。當氣溫每升高1℃時，其生長期大約延長10天左

右。

生理調節物候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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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物候監測計畫

• 物候是指生物隨氣候變化的各種現象，自古關於物候觀察，人們都是藉由長期觀察周遭生物生命週
期現象規律的變化，來感知氣候的改變。

• 物候觀察真正開始發展為有組織的一門學科，始於18世紀分類學創始人林奈，在瑞典設立18處植物
物候觀測站，觀察3年間植物萌芽、開花、結果與落葉的物候規律，因此林奈被稱之為現代植物物候
學之父。

• 早期的物候學以紀錄生物生長、發育、行為、分布等，隨著季節的週期性變動為主，並經由長時間
的物候紀錄，比較各種不同年分的生物事件差異，以瞭解氣候變化的規律，之後逐漸演變成研究各
種生命現象與氣候因子相關性的一門學科，稱之為「生物氣候學」或是「物候學」。

• 20世紀末，氣候變遷影響觀測日漸受到重視，而物候觀測是監測氣候變遷對生物影響的最簡便方法，
也是評估氣候變遷影響最重要最理想的生物性指標，其結果能直接顯示氣候變遷對生物之影響，並
提供物候模型定模的數據，因此物候觀測成為氣候變遷的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 為此國際間對於建立全球性的物候觀測網絡，以監測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的影響逐漸形成共識，乃
於1996年，第14屆國際生物氣象協會大會，正式成立全球物候監測計畫（GPM: Global Phenological
Monitoring program），透過新建或改造舊有的物候園（IPGs）系統，建立遍布世界的物候觀測網
絡，用以監測氣候變遷對區域至全球尺度的生物影響。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物候指紋（Phenological Fingerprints）

• 氣候變遷的物候研究，物候觀測的最小單位稱為「物候指紋」，以植物物候網絡而
言，就是指物候園中的樣本。

• 一個物候網絡的研究精度，取決於物候指紋的密度。亦即觀測的樣木越多，其精度
越高。

• 以氣候變遷影響研究的規模程度來區分
單一地點，每個季節中的多個物候相變化觀測研究，一般稱之為「小印跡（small 

signs）”物候研究；
在物候網絡中，多個地點，相同物候相的變化研究則稱之為「中印跡」物候研究；
物候網絡中，多個地點每個季節中的多個物候變化研究，則稱之為「大印跡」物候
研究。
單一位點的一個物候相變化研究，由於無法顯示氣候變遷的時間或空間影響，通常
不被納入物候指紋中進行比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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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指紋應用
• 根據國際物候園的觀察報告顯示，近年來氣候變遷對各地的生物影響正逐漸加劇，全球物候普遍

呈現出春季提前，秋季延後，生長季延長的趨勢

• 國際物候園物候指紋研究報告指出，在過去的30至50年間，歐洲春季物候（展葉及開花）每年平

均提前0.12至0.31日，秋季物候則是每年平均推遲0.03至0.26日，北美則是每年春季平均提前0.08至
0.38日。對不同物種而言，美國西部1968至1994年間的資料顯示，春季紫丁香平均每年提早0.15日
開花，金銀花則是平均每年提早0.35日開花;從過去50年的數據顯示，德國的西洋接骨木果熟期每

年平均提早0.2日，歐洲七葉樹的果熟期則僅提早0.05日。

• 以生長季的長度來看，歐洲在1952至2000年間，平均每年生長季約增加0.36日，但是其中地中海地

區，每年平均卻是增加0.67日，相當於整個歐洲大陸平均的兩倍。

• 以不同的年分報告來看，德國物候網1951至1996年間的資料顯示，當地春季物候平均每年提早0.12
日，1951至2000年間的資料統計結果則顯示，當地春季物候平均每年提早0.16日，這期間僅多出短

短四年的時間（1997至2000年），對長期趨勢數據影響卻如此明顯，表示近年來氣候變遷對生物

的影響，遠比過去要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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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候指紋應用
• 物候指紋應用性很廣，不只侷限於植物，包括各種物種的分布變化、候鳥的遷徙、各種蝴蝶

的羽化、越冬、蛙鳴、蟬鳴等等，都可以進行物候指紋的分析與研究。

• 不同物種的物候觀測，可以用來幫助解釋生態系中，不同物種間在生態系中的相互關係。例

如近年來，許多物候學家將植物與鳥類物候指紋變化進行跨系統的研究，結果顯示：兩者間

有許多種類的物候指紋變化，呈現高度的相似性，顯示許多鳥類的分布或繁殖的物候印跡，

是跟隨某些植物的開花或結果的物候印跡而改變的，而非直接受到氣候因子的制約[9,13,14]。

• 另外也有報告指出，氣候變遷將導致生態系統中，相關物種出現物候不同步（asynchronies），

如授粉昆蟲的出現與蜜粉源植物花期的不同步、鳥類繁殖期與其食物昆蟲發生期的物候不同

步、蝴蝶幼蟲孵化與食草萌芽的物候不同步等。

• 此種物候不同步的現象，會使生態系統中，關鍵物種的生態功能無法發揮，進而造成物種滅

絕、生物多樣性降低、生態系統的異常、退化或是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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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物種對環境因子的適應容忍範圍不同

• 生態系統內的生物在彼此適應下已維持平衡

改變分布範圍或改變原範圍分布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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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Putman等，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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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因子改變後，會破壞其平衡
• 部分物種會更適應，並擴張其分布範圍

• 部分物種會演化適應新的環境因子而留在當地

• 部分物種會播遷到環境適合的區域

• 部分物種則會絕種

物種分布的限制因子

53
取自Odum，1983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http://www.southwestclimatechange.org/impacts/land/species-re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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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迫向極區或是高緯度移動

• 留下更多草原地與灌木林地在其原來的生育地

• 需要長期觀測，一年的正常播遷速度為0.9公里

(或每十年9公里)
• 若氣候變遷速度快於上述播遷速度，則物種可能滅絕

• 海拔高度500公尺的遷移，相當於水平距離遷移350公里

• 高海拔物種可能面臨退無可退的情境

氣候變遷下的溫帶及亞熱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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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未來的氣候變化，植物族群每年遷移的速度必須達到1.5到
5.5公里

• 現在遷移得最快的縱樹，每年也不過2公里

• 很多植物每年才遷移0.04公里，導致族群數量愈來愈少，甚至絕
種。

• 研究預測北美洲本土植物物種，有7~11%將會因為溫度升高3℃，
而超過其可以生存之耐熱極限，而導致滅絕。

未來氣候變遷與物種播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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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物種滅絕速度是過去的滅絕速度的1000倍
• 人為及氣候變遷因素兩相夾擊之下，未來物種滅絕將是
目前物種滅絕速度的10倍以上

---根據聯合國千禧年評估報告指出

物種滅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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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分布範圍或改變原範圍分布的密度
•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環境改變，直接衝擊到生物分布的棲地條件，生物除調整生理機制以適

應衝擊之外，亦將會隨棲地條件的改變，逐漸改變分布的範圍。

• 一般說來，由於暖化效應，生物分布遷徙水平方向是由赤道往兩極推移，垂直方面則是往

較高海拔移動。另有研究針對南伊索匹亞高山區域共475種植物（含101科），探討物種在

氣候變遷衝擊下，物種分布的變化情形。

• 研究中依據，物種分布範圍與溫度上升等溫線海拔上移量的關係，分為4種分布改變可能結

果：分布縮減、範圍平移、範圍壓縮與滅絕。

分布縮減：係指物種現在分布下限低於區域海拔下限加上海拔上移量時，其分布下限將受

到縮減；

範圍平移：係指物種分布範圍小於海拔上移量時，整個分布範圍將往上平移海拔上移量；

範圍壓縮：係指物種現在分布上限高於區域海拔上限減去海拔上移量，意謂現在分布上限

距離區域海拔上限不足達到海拔上移量，因此造成分布範圍壓縮；

滅絕：係為物種分布範圍小於海拔上移量，於且物種現在分布上限高於區域海拔上限減去

海拔上移量，意謂該物種僅分布窄且未來海拔上移量情境下已無棲地可供立足，故將遭滅

絕。

國外物種多樣性受氣候變遷影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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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假設：等溫線的
海拔上移量δ為每
0.6°C 100公尺。

• 物種資料：74個20 x 
20 m樣區。

氣溫上升4.2°C時24種特有種所受的影響（IPCC A2情境推估）

縮減（Attrition）
物種現在分布下限低於區域海拔下限+δ

範圍平移（Range gap shift）
物種分布範圍小於δ

範圍壓縮（Range contraction）
物種現在分布上限高於區域海拔上限-δ

滅絕（Extinction）
物種分布範圍小於δ且物種現在分布上限
高於區域海拔上限-δ

% 縮減 範圍平移 壓縮 滅絕

研究區域
475種物種

63.6 72.7 18 10.2

研究區域
24種特有種

20.8 79.2 41.7 33.3

Kreyling, J., D. Wana and C. Beierkuhnlein (2010)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warming for tropical plant species in high 
mountains of southern Ethiopia. Diversity and Distributions 16(4): 593-605.

國外生態系多樣性受氣候變遷影響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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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AIB(Carbon Assimilation 
in the Biosphere)植群模式可
評估GPP、NPP、植群型分布、
林火頻率與面積及焚燒的生物
量等多項因子受氣候變遷的影
響。

Dury, M., A. Hambuckers, P. Warnant, A. Henrot, E. Favre, M. Ouberdous and L. Francois (2011) Responses of European forest 
ecosystems to 21(st) century climate: assessing changes in interannual variability and fire intensity. Iforest-Biogeosciences and 
Forestry 4: 82-99.

ARPEGE模式
A2情境
2081-2100年

CO2排放定量 CO2排放上升

NPP
高緯度高海拔提升
地中海周圍下降

全歐洲提升

植群型
森林北移
沙漠擴張

森林北移
沙漠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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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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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鈎吻鮭棲地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 繁殖鳥類與兩生類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 檜木林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 氣候變遷對珊瑚生態系統衝擊及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 氣候變遷對櫟林帶衝擊模擬評估

氣候變遷對臺灣生態系統衝擊及未來模擬評估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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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陵地區的臺灣櫻花鈎吻鮭，為冰河時期的孑遺生物，全球
分佈最南端的鮭魚之一。

• 過去研究指出七家灣溪流域的鮭魚族群量，多年來尚稱穩定，
但其族群數量與該年的颱風次數以及襲臺的時間點有很大的
關係

• 颱風帶來的豪雨使溪水暴漲，造成秋冬時節的鮭魚數量下降，
若颱風於10月後襲臺，豪雨便將許多剛孵出或幼齡鮭沖走，
造成隔年鮭魚數量的巨幅下降。

櫻花鈎吻鮭棲地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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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童慶斌教授曾利用水溫監測資料、
地形與植被的遮蔽，建構高山溪流的水溫推估模式

• 以「月最高水溫大於17℃為不適棲地」的簡易準則，判斷棲地是
否適合櫻花鈎吻鮭生存

• 再藉由CCCM、GISS、CGCM2、HADCM3等氣候變遷模式，推
估在未來氣候情境之下的水溫狀況，來評估未來櫻花鈎吻鮭適存
棲地的變化。

櫻花鈎吻鮭棲地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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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顯示，隨著未來溫度上升，不適存的棲地從目前距離集水區
出口700公尺處，開始往上移動，逐漸移到距離集水區出口

1,700公尺（2010-2039年）

1,950公尺（2040-2069年）

2,100公尺（2070-2099年）的上游區域。

• 直到2100年時，適存棲地將會縮減到現生氣候的一半以下，可以
評估未來氣候條件下對於櫻花鈎吻鮭棲地的衝擊。

櫻花鈎吻鮭棲地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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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生態演化所李培芬教授曾整合歷年鳥
類及兩生類調查資料，結合RSM2氣候模式資
料，以2 x 2公里網格進行物種分布模式建立。

• 將每個物種分布機率疊合分析物種分布熱點，
預測未來情境下，每個網格物種數目增加、不
變或減少的探討。

• 結果顯示，繁殖鳥類的部分，鳥種數大於70的
網格平均海拔，從1,580公尺提升到1,980公尺，
而且面積減少；兩生類種數因年均溫升高而全
面減少，平均一個網格減少0.63種。

繁殖鳥類與兩生類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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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邱祈榮副教授
為評估氣候變遷對臺灣雲霧帶森林衝擊模擬
評估，乃以臺灣典型雲霧帶森林：檜木林為
例，進行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 以溫量指數為環境介量，建立檜木林於溫量
指數的機率分布函數，再求算以溫量指數分
布為基底的模糊隸屬函數，做為預測檜木林
適存的潛在分布可能性。

• 氣候情境模擬資料以CGCM2模式的SERE-A2
與SERE-B2情境模擬為主，進行未來情境衝
擊模擬評估。

檜木林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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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顯示，檜木林樣區溫量指數平均值為97.75，標準差為24.8。
• 在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方面以SERE-A2長期的模擬情境衝擊最
大，其檜木林高潛在分布可能性（0.8-1.0）區域，由8.67％降至
4.02％，減少約54％的區域。

檜木林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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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因聖嬰現象，造成當年全球海水表溫異常，在許多海域造成大量珊瑚
白化現象。

• 臺灣也在1998年夏季發生珊瑚大量白化的現象，其白化區域包括墾丁、綠島、
蘭嶼和東沙海域

• 以東沙內環礁面積廣達四萬公頃的珊瑚死亡，死亡率達到90%以上最為嚴重，
直至2009年仍少有復原跡象，其他海域的珊瑚死亡率都在25%以下，而且復
原較快

• 2008年2月澎湖海域發生冷水入侵事件，造成海水溫度低於珊瑚分布低溫界限
18℃，低溫時間持續長達2至3週，導致珊瑚大量白化及死亡

• 澎湖北部及內海的珊瑚死亡率約70%，澎湖南部海域的珊瑚死亡率則低於
25%

• 珊瑚對於高溫與低溫限制界限非常敏感，略低於低溫界限或略高於高溫界限，
都會造成珊瑚白化或死亡。

氣候變遷對珊瑚生態系統衝擊及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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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戴昌鳳教授，曾利用生態模式模擬氣候變遷對台灣珊瑚礁
的衝擊

• 短期(2025年)的氣候變遷影響下，CGCM2模式預測臺灣沿海的海水表層溫度，
升高約0.5~0.75℃

• 海水溫度未超過珊瑚的耐溫上限（30℃）

• 台灣東部及北部海域，更適合珊瑚生長。

• 促使珊瑚分布範圍，從南部逐漸向北部海域擴張，同時也造成北部、東部及澎
湖海域的珊瑚物種豐富度，也都將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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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2055年）情境下，海水表層溫度將升高約1.2~1.3℃
• 北部海域並未超過珊瑚的生理極限，物種豐富度可望增加

• 南部和東部海域的夏秋季水溫都將超過30℃，將造成較敏感珊瑚種類消失，
只剩較能忍受高水溫的物種生存，造成物種數明顯下降。

長期（2085年）情境下，海水表層溫度升高2.0~2.5℃
• 除北部與東北部海域之外，其他海域夏秋季水溫都超過30℃，造成珊瑚物種
數減少

• 東部與南部有些海域水溫超過31℃，成為珊瑚無法生存的環境，可能導致大
多數珊瑚在此區域滅絕。

• 整體而論，屆時只有在北部及東北部海域，物種豐富度可能持續增加，成為
未來臺灣珊瑚分布的主要區域。

71

氣候變遷對珊瑚生態系統衝擊及未來情境衝擊模擬評估

最高點

最低點

 公園範圍內海拔最高點(3755m)的溫量指數為42.40
 海拔最低點(356m)溫量指數為245.80

 在2050 2070不同模擬情境下
 海拔最高與最低點不同情境之下的溫量指數值、溫量指

數增幅量與增幅比例

分析氣候變遷對於氣溫的影響~~以玉山國家公園為例

 溫量指數(warmth index, WI) (Kira,  T. 1945)

 溫量指數 =∑ i月月均溫 5
 生長最低需求溫度(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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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環流模式

 （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GCMs）
 大氣環流模式GCMs是不同的研究機

構，包括各 國政府的氣候研究單位
，用電腦經由考慮到各種 的氣候環
境因子，去模擬ft來的未來天氣結果
。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氣溫與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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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濃度途徑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 RCPs)

 IPCC在於2013年發表的第五
次評估報告AR5中， 以新的
分析方式「代表濃度途徑」來
重新定義四組未來變遷的情
境，包括RCP 2.6、RCP 4.5、
RCP 6.0、RCP 8.5。

 RCPs的分級是根據輻射強迫
力在2100年與1750年之間的差
異量作為指標性的數值來區分
之 (童慶斌, 劉子明 et al.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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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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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 20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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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全球氣候變化公
約會議，針對氣候變遷
衝擊，提出兩項主要策
略：

減緩(mitigation)
調適(adaptation)
來達到降低氣候暖化的
目標

因應氣候變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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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與調適

• 「減緩(mitigation)」係指以人為干預的方式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或增加溫
室氣體的儲存量，以減緩氣候變遷問題的發生速度或者規模。

• 「調適(adaptation)」係指為了因應實際或預期的氣候衝擊，而在自然或人
類系統所做的調整，以減輕危害或發展有利的機會。

• 調適的目的在於降低人類與自然系統處於氣候變遷影響與效應下的脆弱度，
使得人類與自然系統在極端天氣事件與暖化效應下的負面衝擊最小，且配合
氣候變化的獲益能夠最大。

• 減緩策略著重於削減造成氣候變遷的原因，調適策略著重於妥善處理氣候變
遷所造成的衝擊，兩者相互影響。



 植物是地球上唯一能吸收太陽能並且能
將此「光能」轉換成生物可以利用的
「化學能」的生物，其所產生的能量，
除了提供自身生長所需，且將二氧化碳
以有機碳的形式貯存固定於植物體中。
亦為其他生物的能量來源。

 能進行光合作用的植物被稱為生態系中
的生產者，即植物是地球上的生產者。

綠色植物之關鍵角色～～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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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減緩 調適永續森林經營 永續森林經營

碳保存 碳吸存 碳替代

REDD

HWP
林產品

森林復育

造林
A/R

農地植林

木材替代
高耗能建築材料

木質生質能

增強森林能量
增加基因歧異度

加強育林
及經營方法

增強依賴森林
社區能量

森林相關溫室氣體排放

http://www.guardian.co.uk

森林減少原因

非法砍伐

林火焚燒

土地利用改變
土地利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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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D減少毀林及林地退化的排放

• 全球2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來自於熱帶雨林的砍伐，
是導致全球氣候變遷的重要原因之一。若以單一執
行計畫為單位來看，避免毀林的計畫的確會比造林
再造林計畫來得容易執行，且生態系功能或生物多
樣性等價值較高。

• 但若以全球大尺度來看，「避免毀林」與因提供木
材需求所造成的轉移，即「洩漏」問題卻是密不可
分的。只要市場誘因還在、林木價格仍有利可圖，
保存了一塊森林就很可能導致另一塊森林地加速被
破壞。「洩漏」問題正是反映了問題無法就地根治，
而外洩於其他地方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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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D 
• 減少毀林與森林退化所導致的排放

• REDD+ 2009
• REDD＋或REDD-plus，此意涵為減少毀林（deforestation）、森林退化
（degradation）所導致之排放與森林復育（forest restoration）和永續管理
（sustainable management），亦即，REDD-plus在REDD原有基礎下，又
加入森林復育與永續森林管理的概念

Forest in CC issue

KP 3.3 (ARD)
KP 3.4 (FM)

FL：AR-CDM
(增加Sink)

增加人工林經營效率 天然林保存式經營

REDD可能衍生：
木材供給來源將可能由天然林(原始林)轉為人工林，此一轉變是否滿足市場需求?
FSC(森林認證)重要性增加。
木材價格及林地價格可能增加。
人工林重要性增加，在木材需求量大的情形下，有提早砍伐的壓力，可能與AR產生衝突。
人工林經營效率可能提高。
REDD成效依國家的執行力而有所差異，產生非法砍伐的問題更嚴重。
期間的監測及驗證成本高。

A：L-FL
(非林地-林地)

R：FL-FL
(林地-林地)

D：FL-L
(林地-非林地)

FL：REDD
(減少Source及FL-L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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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不同碳匯概念

• 係指森林吸收並儲存CO2的多少或說是森林吸收並儲存CO2的能力。強調森林是陸地生態系
統的主體，在生長過程中吸收並儲存大氣中的大量CO2，同時森林的採伐和破壞，又將其
儲存的CO2釋放到大氣中（即碳源）。換言之，森林既可以成為碳匯，又可以成為碳源。

• 陸地生態系統中，碳匯功能體現在碳庫的儲量和累積速率，碳源體現在碳的排放強度。

碳源

碳匯

CO2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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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概念

• 碳匯：指從大氣中清除CO2的過程、活動或機制

• 森林碳匯

• 指森林生態系統吸收大氣中CO2並將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從而減少大氣
中CO2濃度的過程，屬自然科學範圍

• 林業碳匯

• 指通過實施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減少毀林等活動，吸收大氣中的CO2並
與碳交易結合的過程、活動或機制。既有自然屬性，也有社會經濟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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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於減緩溫室氣體排放之策略
～～排放最小化、吸存最大化

• 減少排放增加吸收

非森林
土地利用

森林生態系

生質燃料

木竹產品

化石燃料

其他產品

土地利用部門 林業部門 社會使用

排放最小化

吸存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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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森林減少排放及增加碳匯的四種策略

• 維持或增加森林面積

• 維持或增加林分碳密度～～加強森林經營

• 維持或增加地景碳密度

• 增加木產品固碳及生質燃料替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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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碳權歸屬原則

國有林

國家
溫室
氣體
清冊

AFOLU

公有林

私有林

碳交易平台

國家預算

私人資金

國家預算投入所增加碳匯效益以經由AFOLU
計算納入國家溫室氣體清冊為原則

私人資金投入所增加碳匯效益
經由碳交易平台取得碳權

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未達減量目標時
可由碳交易平台購買碳權以達目標

HWP

管理

需求供給

供給面
• 維持或增加森林面積
• 維持或增加林分碳密度～～加強森林經營
• 維持或增加地景碳密度
• 增加木產品固碳及生質燃料替代功能

需求面
• 國家清冊：

AFOLU 林業部門、土地利用部門
住商部門、能源部門

• 計畫型碳交易

管理面
• 技術規範
• 資金與地主引導
• 交易平台

森林碳匯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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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 第十三條

•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進行排放量之調查、統計及氣候變遷調
適策略之研議，並將調查、統計及調適成果每年定期提送中央主
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定期統計全國
排放量，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並每三年編撰溫室氣體國
家報告，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對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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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國家清冊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 1988 年，「世界氣象組織」(WMO) 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合作設立「國際政府間氣候變化委員會」(IPCC)，
致力於提供氣候專業報告及資訊。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4條&第7條要求締約
國必須定期向聯合國秘書處提交國家通訊報告(National 
Communication)，包含：

1.國家溫室氣體清冊(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2.減低分析(Abatement Analysis )
3.脆弱度和適應性分析(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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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亦非「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
但為展現對於國際社會的責任，
亦曾先後編撰兩次國家通訊報告
(2002、2010年)

• 為我國對國內外說明國家溫室氣
體排放量的重要文件，並為我國
對外宣示國家減量目標的依據。

• 非附件一國家為鼓勵性提交，
但於COP15以後要求兩年繳交一
次。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6我國家溫室氣體清冊審議規範之架構

(工研院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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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家溫室氣體清冊準備程序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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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審議會運作架構

(工研院 2014)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99

(工研院 2014)

台灣林業碳匯三部曲

CO2

天然林

人工林

天然林

人工林

CO2

再利用

增加生長量

增加造林面積

延長保存期限

減少森林損失

減少森林損失

木材

生質能燃燒 木建材替代

替代利用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林業碳匯管理策略

碳吸存： 增加造林面積 種樹與造林！
增加單位面生長量 加強經營！

（多種樹！多種多財！）
碳保存： 減少森林損失 加強森林保護！

延長木材使用 再利用與防腐！
（多愛樹！愛樹愛財！）
碳替代： 生質燃料 替代石化燃料！

木建材 替代鋼筋水泥！
（多用材！用材成財！）

～～綠色消費～～綠色經濟～～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 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與日俱增

• 生態系統影響的觀測，也因愈趨完整與資料累積，而能
對生態系統所受到的衝擊能有更具體的瞭解。

• 每個國家都把降低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衝擊當成重要施
政目標之一。

氣候變遷對生態系統衝擊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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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調適架構案例 UNDP調適政策框架

1.界定範疇並設計適當調適計畫

2.評估目前脆弱度

3.評估未來氣候變遷風險

4.規劃調適策略

5.持續調適過程
廣納利益關係團體參與調適過程

評
估
與
提
升
調
適
能
力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規劃方面，UNDP曾經提出調適政策框架（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 APF），針
對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規劃提出下列步驟：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風險界定核心概念
風險、脆弱度、暴露度與危害之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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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IPCC AR5 WG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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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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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關鍵議題

現況危害、暴露度與脆弱度
現況風險

未來危害、暴露度與脆弱度
未來風險(氣候變遷)
現況與未來風險差異

檢視現有調適方案，針對風險差異與原因，界定與評估可行調適選項，
研擬策略修正及具體作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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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性(anticipatory)策略

預防性調適是防患於未然，預防氣候變遷衝擊發生
• 例如:未來氣候趨向於乾旱，容易發生森林火災時，需預防
森林火災發生

反應性(reactive)策略

反應性調適則是降低氣候變遷衝擊之影響。
• 例如:當森林火災發生時，需快速滅火、遏止火災蔓延與減
少災後損害。

生態系統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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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因子海平面上升、海水酸化、日照…

擾
動
因
子
（
氣
候
非
主
要
機
制
）

人
類
活
動
、
淹
水
、
坡
地
災
害
、
外
來
種
、
病
蟲
害
、
森
林
火

災
、
土
壤
退
化…

氣候變遷

溫度上升 不降雨日數增加 降雨強度增加

暖化

基
因
變
異

物
候

生
理

地
理
分
布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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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功
能
服
務

乾旱 疾病 暴雨

複合災害

調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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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機制

調適課題
氣候變遷因子

溫度上升 不降雨日數增加 降雨強度增加

基因
多樣性

基因變異
造成族群性別失衡，減少個
體數量與族群內基因變異。

造成疾病使族群量下降，
減少族群內基因變異。

災害造成的棲地破碎化將
使基因交流受阻。

物種
多樣性

物候
造成開花結果時間異常，影
響物種功能。

開花結果期發生乾旱，
可能影響物種更新。

開花結果期發生暴雨，可
能影響物種更新。

生理
造成族群性別失衡，影響物
種繁殖。

可能造成嚴重疾病，使
族群量銳減。

可能破壞土壤結構，影響
植物生理活動。

地理分布
造成適存棲地環境條件改變，
迫使物種遷移。

造成適存棲地嚴重乾旱，
迫使物種遷移。

造成災害破壞棲地環境，
迫使物種遷移。

生態系
多樣性

保護區
造成物種分布遷出保護區，
弱化保護區價值。

可能引發森林火災，使
保護功能受損。

造成災害破壞，瓦解保護
功能。

功能服務
造成物種組成改變，影響生
態系結構。

可能使土壤劣化，導致
生產力下降。

複合嚴重災害如土石流等，
可能使生態系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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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

 （一）風險(risk)
• 1. 定義：
• 顯示氣候變遷因子「危險度」與生物多樣性「脆弱度」的綜合表現，即

「風險」＝「危險度」×「脆弱度」。
• 2. 評估標準：
• 依據氣候變遷因子「危險度」與生物多樣性「脆弱度」所對應的風險矩

陣進行評估。
 （二）危險度(hazard)
• 1. 定義：
• 顯示氣候變遷造成顯著衝擊的「可能性」。
• 2. 評估標準：
 (1) 高危險度：於目標年之前，氣候變遷主要衝擊造成顯著影響的可能性

高。
 (2) 中危險度：於目標年之前，氣候變遷的主要衝擊可能造成影響，但影

響是否顯著有待後續研究。
 (3) 低危險度：於目標年之前，氣候變遷主要衝擊造成顯著影響的可能性

低。
 （三）脆弱度(vulnerability)
• 1. 定義：
• 顯示受到氣候變遷主要衝擊的「後果」，包括：「敏感度」（受影響的

幅度）、「暴露度」（受影響的範圍或數量）以及「調適能力」（受影
響後的回復能力）的綜合表現。

• 2. 評估標準：
 (1) 高脆弱度：在氣候變遷主要衝擊下，受影響的幅度與範圍或數量顯著

增加，且目前尚未進行調適措施，回復能力有待強化。
 (2) 中脆弱度：在氣候變遷主要衝擊下，受影響的幅度與範圍或數量顯著

增加，但目前已進行調適措施，提升回復能力。
 (3) 低脆弱度：在氣候變遷主要衝擊下，受影響的幅度與範圍或數量並未

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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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課題 脆弱度 危險度 風險

基因變異
基因變異受氣候變遷的衝擊通常
具有高度的不可回復性，同時目
前也尚未有理想的調適方法。

高
氣候變遷對基因變異的衝擊，主
要是通過對物種生理物候或棲地
的破壞，因此其急迫性較低。

低 中

物候
物種地理分布受氣候變遷影響造
成的衝擊，可以經由就地或移地
保育等調適措施減緩。

中
面對氣候變遷，物種最直接的反
應就是開花結果期的提前或延後
因此具有高危險度。

高 高

生理
物種地理分布受氣候變遷影響造
成的衝擊，可以經由就地或移地
保育等調適措施減緩。

中
物種的生理機制也會對氣候變遷
快速做出反應，因此和物候同樣
具有高危險度。

高 高

地理分布
物種地理分布受氣候變遷影響造
成的衝擊，較難有有效的調適措
施。

高
氣候變遷會在經過較長的時間後
才造成物種地理分布的改變，因
此屬於中危險度。

中 高

保護區
保護區受氣候變遷的衝擊可由範
圍的調整、緩衝區的設置、防災
功能的強化等措施來減緩。

中
保護區受氣候變遷的衝擊主要來
自於複合型災害，因此屬於中危
險度。

中 中

功能服務

生態系功能服務一旦受氣候變遷
的衝擊，往往會形成重大而不可
逆的效應，例如生產力的減少，
因此屬於高脆弱度。

高
生態系功能服務受氣候變遷的衝
擊主要來自於物種組成改變或複
合型災害，因此屬於中危險度。

中 高

氣候變遷下生物多樣性課題的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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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全生態系統基礎研究，瞭解生態系統運作機制

• 建立長期監測體系，掌握衝擊前兆

• 減少外在壓力，提高生態系統抵抗力

• 擴大保護區範圍，提供緩衝空間

• 整合資訊，提供快速評估

預防性調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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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性調適策略
• 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快速應變機制

• 即時修復，降低衝擊傷害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調適策略工作架構圖

監測體系

監控評估
預警系統

減緩人為
擾動

影響機制
調適技術

保育利用
模式

保護系統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建議調適策略

1 強化生物多樣性環境、物候、生態系統功能監測體系，提升評估效能。

2 建立氣候變遷衝擊監控、評估及預警系統，爭取氣候變遷調適時間。

3 強化基礎研究，掌握氣候變遷影響生物機制，發展生物多樣性因應氣候變遷影響調
適技術。

4 減緩人為擾動造成生物多樣性流失的速度。

5 建構完善的保護系統，增進棲地及生態系永續經營，強化生物調適能力。

6 強化生物多樣性的保存，建構合理保育及利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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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策略 調適措施

1
強化生物多樣性環境、
物候、生態系統功能監
測體系，提升評估效能

1-1
針對特定物種，建置與維護基因與生理參數資料庫，並透過物候監測網路體系，收集長期物候變化
資料，作為日後評估之依據。

1-2
建立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定期收集監測資料，落實資料標準，整合生物與環境資料，納入資料庫
系統平台。

1-3 建立海洋環境監控系統，強化放流與漁獲作業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技術。

2
建立氣候變遷衝擊監控
評估及預警系統，爭取
氣候變遷調適時間。

2-1 發展脆弱度與危險度評估模式，落實風險評估系統。

2-2 建置氣候變遷衝擊預警系統並結合風險評估以落實風險管理。

3

強化基礎研究，掌握氣
候變遷影響生物機制，
發展生物多樣性因應氣
候變遷影響調適技術。

3-1 針對特定物種，強化氣候對生理、物候、生活史與互動影響的研究，掌握氣候變遷影響機制。

3-2 以風險評估與影響機制研究為基礎，發展適當的調適技術，以減緩氣候變遷衝擊。

4 減緩人為擾動造成生物
多樣性流失的速度。

4-1 評估各類人為擾動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並建立與執行減緩措施。

4-2 評估外來入侵種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並建立與執行減緩措施。

4-3 針對各類劣化生態系，復育其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

4-4 實施生物多樣性在財務與政策面對氣候變遷的因應行動，強化地方政府應變能力。

5

建構完善的保護系統，
增進棲地及生態系永續
經營，強化生物調適能
力。

5-1 檢視各類保護系統功能，評估氣候變遷衝擊，進而擬定系統強化策略。

5-2 以資源共管共享之概念，由部落依傳統智慧，運用族群力量保護山林及水土資源。

6
強化生物多樣性的保存
建構合理保育及利用模
式。

6-1 建立種原保存系統，奠定物種就地或遷地保育工作的基礎。

6-2 篩選物種能因應氣候變遷的品系，提供永續利用。

生物多樣性領域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及調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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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物候監測網

面對氣候變遷您能做甚麼??

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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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近年來賞櫻人潮眾多，櫻花季常為許多旅遊景點帶來觀光
人潮，使得許多旅遊景點對櫻花開放情形及時間更加重視

暨南大學 大坑濁水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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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櫻花開花前線網 http://www.weathermap.co.jp/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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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對植物開花時間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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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時間
開花時間變化
(days/decade) 溫度變化

樹種數目
參考文獻

華盛頓 1970-1999 提早1.9天
+1.5℃(12~5
月)

89 Abu-asab等
(2001)

加拿大
亞伯達

1970-1999 提早2.6天
春季溫度提
高

1 Beaubien及
Freeland (2000)

日本 1953-2005 提早2.7天
春季溫度提
高

4 Doi及Katano 
(2008)

日本
(京都)

1900-1990 提早2-3天 +2℃(3月) 1
Aono及
Keiko (2008)

中歐 1980-1995 提早1.3-4天
春季溫度提
高

4 Roetzer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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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植物開花時間的環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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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濕度

光週期

花芽 開花時間變化

土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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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氣候變遷在生物多樣性領域您能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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