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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氣候：在長達數十年期間，大氣-海
洋-陸地系統狀態的統計系集

氣候變遷：氣候在一段時間(幾十年
到幾百萬年)內(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波
動變化。

IPCC 4th Assessment Report

全球暖化趨勢「明確」：1906到
2005年上升攝氏0.74度；且20世紀下
半葉的上升幅度是平均值的2倍

人類有90%的可能性是造成暖化的
元凶

氣候變異：自1970年代起，乾旱範圍
擴大、持續更久且情形更嚴重；非洲
南部、南亞部分地區降雨減少；但南
北美東部、北歐、北亞、中亞降雨
「大幅」增加。

南北極冰層：永凍土表層的溫度自
1980年後上升攝氏3.0度；北半球隨季
節變化的結凍區域，比1900年時減少
7%

海面上升：1961到2003年，海面每
年上升1.8公釐；1993到2003年加速
為每年3.1公釐

21世紀暖化預測

溫度：2100年全球溫度將上升攝氏
1.1至6.4度；較可能的範圍落在攝氏
1.8到4.0度。北半球高緯度地區氣溫
增加最多。

冰雪覆蓋區將進一步縮小，且熱浪
發生頻率將更頻繁。



海洋：海面上升18至58公分之間，視
大氣中溫室氣體量而定。由於吸收二
氧化碳，海水將變得更酸。

熱帶暴風威力增強。

就算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及氣溶膠的濃
度都保持在2000年時的水準，全球暖
化及海平面上升的現象，仍將會持續
數個世紀。

未來氣候變遷將使許多地區面對更多
乾旱與水災的風險，許多貧瘠及半貧
瘠地區的水源也將減少。

因為暖化，「亞洲大水塔」喜馬拉雅
山的冰層，20年之後將僅剩1/5，屆時
亞洲會有4億人鬧水荒。

許多熱帶地區的農作物耕地將會減少
並增加饑荒的風險。

全球暖化引起的冰河融化、海面上
升，會釋放地殼裡被壓抑的能量，引
發劇烈地質變化，提高地震、海嘯和
火山爆發發生的機率。高爾統計，
1993-2006年，全球的大地震次數已
增加了超過3倍。

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生態系的〝生理〞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分解作用、固
氮作用、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初級
生產量、物候、 代謝、成長、發育、
成熟、生殖等

生態系的〝結構〞

物種組成、數量、分布，種間關係等

南極冰山崩解影響浮游植物

衛星資料顯示
2000/3 ~ 2001/12
南極Ross Sea的
冰山崩解後，
浮游植物的量下
降40% 

氣候變遷影響北極熊

氣候暖化提早北極海
冰融化的時間，也縮
短北極熊覓食海豹的
時間，牠們必須提早
到內陸覓食而無法累
積足夠脂肪



金蟾與雲霧森林

金蟾自1989
年消失

20/30 種兩棲
類自研究地
消失

Toucan 的分
布往高海拔
遷移

珊瑚白化

如氣候暖化上升攝氏1.5-2.5℃ ，地
球上20-30%動植物群將可能消失

阿根廷南方島嶼上的植物

1964 ~1990年間，島
上植物：Antarctic 
pearlwort 族群增加5
倍，Antarctic 
hairgrass 族群增加
25倍；族群快速增加
的主要原因是夏季溫
度上升，生長季延長

美國奧林匹克國家公園內喬木
入侵高山草原

歐洲非遷移性蝴蝶

35種分布北界在歐洲北部，分布南界在
歐洲南部或非洲北部的非遷移性蝴蝶中
63 % 分布範圍向北移動了 35 ~ 240 公
里，只有3種的分布範圍向南移

這段期間歐洲平均溫度上升攝氏0.8度



對氣候變遷反應明顯的物種

易受氣候變遷影響而數量減少或範圍縮減
的物種 -- 分布範圍局限、生態需求特殊、
播遷能力弱、分布於現有分布範圍邊緣、
高海拔地區、極地、或海岸濕地的種類

易因氣候變遷而擴大分布範圍的物種-- C4
及CAM植物、水生植物、昆蟲(尤其是蝶
類)以及其他一些適應性廣、遷移性強、入
侵能力強的物種

對氣候變遷較敏感的生態系
海岸、紅樹林、內陸濕地、河川

珊瑚礁

高山生態系

苔原及寒原生態系

乾旱及半乾旱地區

島嶼

關鍵種或基石種

預測的不確定性

生態系與氣候系統交互作用的資料代
表性不足，且影響因子太多

氣候系統的主要生物迴饋不明

CO2施肥作用與酸化影響的程度不確
定

氣候模式預測個別物種對氣候變遷反
應，及估計物種滅絕危機的限制



各種擾動的總合影響不明

氣候變遷、人類活動及其他全球環境
變遷軀動力交互作用的衝擊。

在聯合國的報告中，台灣屬於氣候變遷高
危險群。百年以來，平均溫度↑ 1.3℃，
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較鄰近的日本、中國
大陸高。台北市夜間平均氣溫，甚至↑近
2℃。

年平均氣溫持續上升

年熱浪指數也持續上升

破記錄高溫不斷在近期出現

台灣氣候變遷的現況與預測 百年來年總降雨量無明顯的長期趨勢，
但年總降雨時間持續減少

破記錄降雨不斷在近期出現

變遷預期

平均氣候變遷以氣溫上升為最明確

夏季極端高溫出現機率會上升

冬季低溫出現機率略減。

極端大雨會出現，預報成功的機率低

旱澇災發生頻率增加

農業

主食：稻米自給率可達85%。小麥自給率
幾乎為零。

飼料：高梁生產自給率僅約6%，玉米、
黃豆及大麥等自給率僅為零~1.5%。

臺灣穀類糧食生產之總自給率僅~37%，
糧食安全不僅受到台灣氣候變遷的衝擊，
其他糧食供應受國外氣候衝擊影響極大。



1961-2005台灣耕地面積減少約4萬公頃
，但農作物損失金額卻攀升； 1996-2005
每年平均約為2億元，較50年前多出25倍

未來灌溉用水可能將受到限制，病蟲害
損失可能增加，農耕面積可能因海平面
上升、地層下陷、土壤鹽化、以及農地
變更使用等逐年下降。

未來發展趨勢對於國家糧產安全脆弱度
的威脅，不容忽視。

森林

高海拔適生植物之範圍將持續往更高海
拔區域移動。

溫度升高及長期乾旱易導致森林火災增
加，極端降雨與地滑易導致森林流失。

暖化將使黑面琵鷺的棲息地減少1/3，未
來也將影響只能存活在17℃水溫的國寶
魚櫻花鉤吻鮭和許多高海拔物種。

漁業
台灣週邊水域之海洋表面溫度在(1982-
2008)年間，呈現上升趨勢。

烏魚、秋刀魚、青花魚等漁場會北移而使
捕獲量下滑。

近海養殖受到影響：牡蠣淺海養殖 (1982-
2008) 26年來減產21.4％；九孔沿近海養殖
(1995-2007)由年產量1,500公噸，產值超過
10億元，下降至2007年之139公噸以下，產
值不滿1億元。

2008年2月低溫與大陸沿岸流入侵澎湖，造
成澎湖漁業及養殖業嚴重受創，據統計有
高達1,660噸的養殖魚類死亡。

而長期(2100年)而言，暖水性刺公鯷、圓
花鰹、黃鰭鮪、正鰹及南海水系之底棲魚
種漁獲量可能增加。

但水溫上升、海水酸化、海平面上升、洋
流型態改變、氣候異常等因素，會影響海
洋基礎生產力、生物多樣性、生物群集分
佈、生理功能。

海洋
短期內，海水表層溫度升高若未超過珊瑚
的耐溫上限，反而更適合珊瑚生長，而使
部份海域珊瑚物種增加，分布範圍擴大。

若海水表層溫度持續增高，超過珊瑚的耐
溫上限，珊瑚物種數將減少，甚至造成滅
絕，珊瑚群聚的功能也會受到影響。

人為因素如過度捕撈、棲地破壞、污染及
溫排水、外來種入侵等的破壞較氣候變遷
更快更烈。

健康
增溫效應會使登革熱在台灣地區之流行範
圍明顯提升。

颱風豪雨除直接影響人身安全外，也導致
腸胃炎、腸道傳染病、桿菌性痢疾、感染
性皮膚病，及猩紅熱、阿米巴性痢疾、登
革熱、傷寒、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蜂窩
組織炎、鉤端螺旋體病群聚感染等發生機
會增加。



保險理賠遽增、經濟受碳限制：前世界銀
行首席經濟學家史登(Nicholas Stern)預
測：只要增溫2℃，全球經濟生產就會減少
3%，未來10年全球經濟將為暖化付出7兆
美元的代價。

過去15年，全球保險公司因極端氣候變化
的理賠金額成長了15倍。台灣的氣候災害
保險理賠，則從4年前27百萬元，增加到前
年的12.7億元，3年成長了四47倍。 (天下
雜誌369期全球暖化台灣不願面對的真相 )

減量與調適

生物多樣性非僅被動地受氣候變遷的
影響，也能主動地藉由回饋反應降低
溫室效應，或是幫助對抗氣候變遷的
衝擊。

生物多樣性要能發揮這些功能與對人
類種種服務的前提是維護生態系的健
全與避免生物多樣性繼續流失。

Decision X/33
評估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

減緩氣候變遷對生物多樣性的衝擊

提昇物種調適能力與生態系彈性

減緩HIPPO人為影響

強化保護區網絡

提昇調適與管理效能

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土地利用規劃

復育劣化生態系

強化監測與評估

優先採取域內保育，並輔以域外保育，
但採取事先防範原則

教育廣宣與能力建設

注意傳統知識可能的貢獻

採取生態系作法，兼顧環境、社會、經
濟、文化的助益



1. 合理的國土規劃以建構與有效管理
保護區網絡，連結與維護綠帶與藍
帶，減緩氣候變遷的衝擊

保護與連結現有(陸域、海域、內陸水域
)保護區或是潛在生物多樣性熱點，建構
海岸與內陸溼地的藍帶網絡，串連綠地
與森林的綠帶網絡，擴大保護的效果與
調適機會

The Green Belt Initiative 

Ontario Greenbelt





2. 避免、減輕人為擾動所造成生物多樣
性的流失，以提昇生物多樣性因應氣
候變遷之調適能力

規劃管制措施以解除生態系遭受各類污染
、開發、過度利用、火災、病蟲害、外來
入侵種等之壓力；依照生態原則規劃與執
行劣化生態系(污染農田、漁塭、鹽漬地、
崩坍地、地層下陷區等)之復育，恢復其生
態功能等



3.確保遺傳資源之保存與合理利用，
以因應氣候變遷下的基因多樣性保存
與農林漁牧發展。

建構有效的種原保存系統，以確保農林漁
牧與野生物(尤其是易受氣候變遷影響而
有滅絕之餘的)種原保存(包括域內與域外
保存)外，篩選能因應氣候變遷(耐高溫、
耐旱澇、耐鹽等)之農林漁牧品系並規劃
其合理利用

4. 加強研究以提昇評估生物多樣性脆
弱度與風險，及生態系服務與功能
貢獻的能力，以繼續發展妥適之調
適策略與優先行動。

系統化評析與確認生物多樣性之脆弱度
，查明生物多樣性對調節氣候、災害防
救、提供生態服務與對人民生計的貢獻
，據以發展評估生物多樣性協助因應氣
候變遷調適能力的工具等

sciencemag.org

5. 建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資料庫系統
，定期監測、評估成效，並據以調
整策略與行動

建立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定期監測收
集資料，將資料有效管理、保存、整合
、分析，並進行成效評估，修正策略行
動，同時發展預警系統，及早針對可能
的衝擊做好防範措施



6. 加強國際合作、教育溝通與能力建
設，以落實相關因應策略與行動計
畫。

加強政府人員對氣候變遷衝擊與因應之
能力建設，民眾對生物多樣性受氣候變
遷衝擊與政府因應策略之瞭解與配合，
以及國際間遷移物種保護之合作、種源
保存與合理利用之合作、農林漁牧資源
之永續經營及入侵種防範管制

http://www.cbd.int/climate/

http://www.gcc.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