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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報告緣起

2009年莫拉克颱風後，國科會自然處由大氣學門召集人
許晃雄教授成立「莫拉克颱風科學小組」，召集相關學
者專家撰寫「莫拉克颱風科學報告」，由國科會於2010
年3/24對外正式發佈，呈現科學界對莫拉克颱風之相關
議題之研究分析成果。

2010年2月媒體公布「± 2C」，引發社會廣大回應，但
相關科學數據之正確性亦引發相關科學界之討論。

前國科會自然處廖文峯處長因「莫拉克颱風科學報告」
之成果與國內對氣候變遷科學問題釐清之需求，於2010
年4月指示「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計畫」
(TCCIP)成立編撰小組並由許晃雄教授擔任召集人，進
行「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撰寫工作。



國科會正式公佈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

科學報告內容定位：彙整2010年以前相關
國內外最新氣候變遷研究成果（含TCCIP
計畫成果），呈現相對有共識之科學數據
與成果。

第二章

東亞／
西北太平洋
氣候變遷



簡報大綱

東亞氣候變遷：溫度和雨量、夏/冬季季風1.

西北太平洋氣候變遷：熱帶氣旋2.

結論3.



東亞氣候變遷：溫度和雨量



東亞區域氣候變遷 (溫度和雨量)

東亞地區的陸地或海面上都有顯著的暖化趨勢。
自1948年以來，東亞陸地上 (如中國北方及東部) 
均呈現顯著的增溫；在海面上，副熱帶西太平洋
全部呈現增暖趨勢。

東亞平均降雨的長期趨勢，具有區域性的差異，
不過大多數地區的趨勢不顯著。

1948年至2009年東
亞年平均近地面氣
溫／海溫的長期線
性趨勢



東亞氣候變遷：夏/冬季季風

生成頻率



Webster and Yang (1992) 夏季季風指數

Li and Zeng (2002) 夏季季風指數

Guo et al. (2003) 發現
1951年至2000年間東
亞季風在減弱中。
根據過去五十多年
(1958~2010) 來的觀
測，不論是南亞地區高、
低對流層垂直風切逐漸
減小 (上圖) 或東亞地
區低對流層大氣盛行風
在冬、夏季的對比逐漸
減小 (下圖)，都同樣反
應出亞洲季風減弱的趨
勢。

東亞夏季季風(1)



若將分析時間向前回溯，
此季風減弱的趨勢可能不
那麼顯著。IPCC第四次
評估報告就指出，以Guo
et al. (2003) 的定義將東
亞季風的長期變化向前延
伸至1850年代，季風減
弱的趨勢就不顯著，這是
因為1850年代至1940年
代之間年代際尺度的變化
較明顯。

另外，即使是近幾十年季風減弱趨勢較顯著的時期，仍有些
研究認為亞洲季風的改變是伴隨著1976/1977年的氣候遷移
而發生的 (Wang 2001)，而且此改變與聖嬰在這期間的變化
有密切的關聯 (Huang et al. 2003, Qian et al. 2003)。

IPCC (2007)

東亞夏季季風(2)



東亞冬季季風(1)

東亞冬季季風在低對流層大氣的主要環流結構包括亞洲大陸
上的西伯利亞高壓及北太平洋上的阿留申低壓，表現在近地
層則有東亞沿岸的盛行東北風；高空則有位於西伯利亞高壓
東半部上空的東亞主槽。



(a)

(b)

不論是針對過去一百多年
來 (1873~1995) ( Gong 
and Wang 1999) 或是較
近期的五、六十年的研究
(chen et al. 2000, Shi 
1996, Kang et al 2006, 
Cui and Sun 1999)，均
顯示東亞冬季季風在減弱
中。
(1958~2009)東亞主槽地
區500hPa高度場呈現顯著
的上升趨勢(上圖)，亦即
東亞主槽變淺、強度持續
下降，冬季季風逐漸減弱
中。而西伯利亞高壓強度
除顯現明顯的年代際變化，
亦伴隨著長期下降趨勢(下
圖)。

(30°N~45°N、125°E~145°E)區域內，500hPa高度場距平

(40°N~60°N、70°E~120°E) 區域內，海平面氣壓距平

東亞主槽變淺

西伯利亞高壓強度下降

東亞冬季季風(2)



(a)

(b)

1960~2009年冬季近地面氣溫／海溫趨勢 (oCyr-1)

1960~2008年冬季海平面氣壓趨勢 (hPa yr-1)

• 研究指出西伯利亞高壓減
弱時，東亞冬季的溫度會
上升 (Shi 1996, Gong 
and Wang 1999, Kang 
et al. 2006)。亞洲大陸
近地面氣溫幾乎全呈線性
上升趨勢，尤其40°N以
北升溫迅速。

• 高緯度地區海平面氣壓普
遍下降的趨勢和西伯利亞
高壓減弱中的現象一致。

東亞冬季季風(3)



西北太平洋氣候變遷：熱帶氣旋

生成頻率



生成頻率的年代際變異與線性趨勢(1)

Yumoto and Matsuura (2001) 發現在1951年至1999
年間，強度至少達熱帶風暴以上的熱帶氣旋年生成頻率
具有週期近20年的振盪。

Matsuura et al. (2003) 後續比較大氣-海洋耦合模式
(AOGCM) 模擬與觀測結果，對此年代／年代際尺度變
異提出一可能機制，亦即赤道中、東太平洋偏高海溫度
引發赤道西太平洋與中太平洋的西風距平，導致季風槽
向東延伸，擴大了有利熱帶氣旋生成的區域，因而產生
較多熱帶氣旋。

Matsuura et al. (2003) 



1961-2009年西北太平洋
全部熱帶氣旋年生成個數
有週期約30年的年代際變
異。熱帶低壓較其他類別
呈現明顯的年代際變異。

1961-2009年西北太平洋
全部熱帶氣旋及強度為颱
風等級的熱帶氣旋個數有
顯著的下降趨勢。但若僅
考慮觀測資料品質相對較
佳的時期 (1970年代之後)，
則無顯著線性變化
(Webster et al. 2005) 

。

顯著線性趨勢

顯著線性趨勢

生成頻率的年代際變異與線性趨勢(2)



強度

西北太平洋氣候變遷：熱帶氣旋



強度的年代際變異/線性趨勢 (1)

• Chan數篇論文 (Chan and Liu 2004, Chan 2006, 

Chan 2008) 強調西北太平洋的熱帶氣旋強度有統

計上顯著的年際變化及年代際變化。

年代際變異

• 在熱帶氣旋強度的長期趨勢方面，有些研究主張有

增強趨勢，如Webster et al. (2005) 、Emanuel 

(2005) 及後來的Kossin et al. (2007)、Elsner et 

al. (2008) 等。但有不少研究持反對意見。

長期線性趨勢



•有些認為熱帶氣旋資料長
期一致性堪慮，無法就是
否有顯著增加趨勢的現象
下結論，特別是質疑JTWC
最佳路徑 (JTWC best 
track) 中的熱帶氣旋風速
資料有不確定性，所據以
導出的強度上升趨勢統計
顯著性不足

(如Wu et al. 2006, Kamahori

et al. 2006, Kossin et al. 2007, 

Song et al. 2010)。

•有些認為觀測到的線性趨
勢只是長週期多年代變異
中的一部分，這部分研究
以前面已提及的Chan數篇
論文為主。

(Chan and Liu 2004, 

Chan 2006, Chan 2008)

強度的年代際變異/線性趨勢 (2)

反對熱帶氣旋強度有長期趨勢的研究分兩大類



較具代表性的Chan (2006) 反駁Webster et al. 
(2005) 的結論，指出若將分析時間向前延伸至1960
年代，即可看出1970年代起等級四與等級五的熱帶
氣旋個數明顯增加的現象 (圖6)，事實上只是多年代
振盪中的一部分。

摘自Chan 2006

強度的年代際變異/線性趨勢 (3)



熱帶氣旋長期變異
和全球暖化間關聯之爭論的共識

世界氣象組織 (WMO) 專責熱帶氣旋與全球氣候變遷的專家小
組回顧過去文獻後(Knutson et al. 2010)，認為以現有觀測資
料分析過去趨勢時，受限於觀測資料的品質與長度，無法確認
目前觀測到的這些熱帶氣旋活動的長期變異是否超過自然氣候
變異的幅度(“Trend detection is further impeded by 
substantial limitations in the availability and quality of 
global historical records of tropical cyclones. Therefore, it 
remains uncertain whether past changes in tropical 
cyclone activity have exceeded the variability expected 
from natural causes”)，亦即仍無法從過去的熱帶氣旋觀測
具體辨識出顯著的人為影響(“Despite some suggestive 
observational studies, we cannot at this time conclusively 
identify anthropogenic signals in past tropical cyclone 
data”)。



西北太平洋氣候變遷：熱帶氣旋

路徑



路徑的年代際變異與趨勢
Ho et al. (2004)與Wu et al. (2005) 首先發現於
1970年代晚期／1980年代初期夏季熱帶氣旋的平
均盛行路徑向西偏移。Liu and Chan (2008) 利用
經驗正交函數分析熱帶氣旋路徑的年代際變化，三
個主要mode 中，包括了Ho et al. (2004) 與Wu 
et al. (2005) 發現的年代際變異，也包括1990年代
末期於南海與臺灣一帶的突變(Tu et al. 2009)。

過去五、六十年 (約1950年代之後) 熱帶氣旋的路
徑有兩次突然的遷移，均較太平洋年代振盪的兩次
氣候遷移 (約在1976/1977年及1998年左右) 延遲
約兩年。

路徑變異是否有顯著的線性趨勢則還不清楚。



Tu et al. (2009)發現自2000年起熱帶氣旋 (強度至少達熱帶
風暴以上) 路徑突然改變，因而接近臺灣附近的熱帶氣旋也急
劇增加。從觀測發現，2000年起熱帶氣旋路徑有由南海向北
偏移的現象，同時伴隨著略為偏弱的太平洋副熱帶高壓與較
為增強的季風槽。熱帶西、中太平洋海平面溫度的增暖似乎
為這些改變的主因。

路徑的年代際變異



西北太平洋季風：熱帶氣旋

登陸



Kubota and Chan (2009) 分析從1902年至2005年登陸
菲律賓的熱帶氣旋(強度至少達熱帶風暴)個數，發現其年
代際變異由週期10年至週期32年的年代際振盪主宰，而長
期的趨勢則不顯著。

Chan and Xu (2009) 進一步將東亞地區細分成三塊區域：
南 (中國南部、越南、菲律賓)、中 (中國東部) 與北 (韓國、
日本)，分析從1945年至2004年期間強度至少達熱帶風暴
之熱帶氣旋登陸個數的變異。所有時間序列的變異都與聖
嬰及太平洋年代振盪的變化有很高相關，但沒有任何線性
趨勢。

登陸的線性頻率



總結
東亞的氣候變遷 (溫度及降雨、夏/冬季季風)

• 自1948 年以來，東亞陸地上 (如中國北方及東部) 均呈現顯著的增溫；在海面上，

副熱帶西太平洋全部呈現增暖趨勢。

• 自1948 年以來，東亞平均降雨的長期趨勢，具有區域性的差異，不過大多數地

區的趨勢不顯著。

• 近50 年來 (約1950 年代之後)，東亞夏季與冬季季風皆呈現減弱趨勢。

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的變遷

• 生成、強度、路徑及登陸的變化呈現顯著的年代際變異。

• 全年(強度至少達熱帶低壓)生成總數於過去49年間 (自1961年至2009年)隨年份

增加呈現顯著的下降變化。若考慮觀測資料品質相對較佳的時期 (1970年代之後)，

則無顯著線性變化。

• 根據Knutson et al (2010)結論，以現有觀測資料分析熱帶氣旋過去趨勢時，受

限於觀測資料的品質與長度，無法確認目前觀測到的這些熱帶氣旋活動的長期變

異超過自然氣候變異的幅度，亦即仍無法從過去的熱帶氣旋觀測具體辨識出顯著

的人為影響。



討論

在探討氣候變遷議題時，分析的對象是否呈現顯著的趨
勢及其與人為的全球暖化是否有關常是最受關注的焦點。
然而，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是現有歷史觀測資料的長度
及品質是否足以呈現顯著的線性趨勢。

觀測資料不夠長時，不易區分究竟觀察到的趨勢是真實
的趨勢或是長週期的年代/年代際變異。觀測資料品質不
佳時，也不易確認觀察到的變化是氣候系統內部的自然
變遷或資料不一致引起的人為變遷。

吾人必須了解這些觀測背後的限制。待未來累計更長期
的較佳品質觀測，並有較完善的氣候動力模式可用來研
究造成變異的機制之時，可望進一步確認驅動這些氣候
變遷外力的貢獻多寡。



感謝聆聽
請多指教



2007年以後東亞夏季季風研究進展

一是對趨勢的研究，例如發現不只是東亞季風，
幾乎全球季風區，都呈現減弱的趨勢 (Zhou et 
al. 2008)

二是發現1970年以後東亞夏季季風和聖嬰的關
係進一步加強了，這是明顯的年代際變化特徵
(Wang et al. 2008)。此外，有些研究認爲東亞
夏季季風並沒有減弱，而是向南移了 (Li et al. 
2010)，尤其在中國長江流域的夏季降水呈現明
顯增強的趨勢，是因為東亞夏季季風降雨中心的
位置變化而導致的結論，其實與東亞季風減弱的
趨勢並不矛盾。



東亞季風變遷

◎ 近50年來 (約1950年代之後)，東亞夏季季
風呈現減弱趨勢。有些研究認爲東亞夏季季風
並未減弱，只是夏季的雨帶向南移了。有些研
究認為亞洲季風的改變是伴隨著1976/1977
年的氣候遷移而發生的，而且與聖嬰在這期間
的變化有密切的關聯。

◎ 不論過去一百多年 (1873~1995) 來或是
較近期的五十多年來 (約1950年代之後)，東
亞冬季季風均呈減弱趨勢。



生成頻率的年代際變異與線性趨勢

在具有觀測資料的過去五、六十年中，西北太
平洋的全年熱帶氣旋生成個數具有顯著年代際
變異(Yumoto and Matsuura 2001，
Matsuura et al. 2003) ，自1961之後也隨年
份增加呈現顯著的下降變化。

但若考慮觀測資料品質相對較佳的時期 (1970
年代之後)，則無顯著線性變化。

受限於觀測的長度和品質，前述線性變化和人
為全球暖化是否有關，目前尚無確切的定論
(Kuntson et al. 2010)。



有些認為熱帶氣旋資料長期一致性堪慮，無法就
是否有顯著增加趨勢的現象下結論，特別是質疑
JTWC最佳路徑 (JTWC best track) 中的熱帶氣
旋風速資料有不確定性，所據以導出的強度上升
趨勢統計顯著性不足 (如Wu et al. 2006, 
Kamahori et al. 2006, Kossin et al. 2007, 
Song et al. 2010)。

有些認為觀測到的線性趨勢只是長週期多年代變
異中的一部分，這部分研究以前面已提及的
Chan數篇論文為主 (Chan and Liu 2004, Chan 
2006, Chan 2008)。

強度的年代際變異/線性趨勢 (2)

反對熱帶氣旋強度有長期趨勢的研究分兩大類



西北太平洋氣候變遷(2)

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的生成與強度
過去六十年來(1951年之後)，全年熱帶氣旋生成個數具有顯
著年代際變異。自1961年之後，全年熱帶氣旋生成個數更
隨年份增加而有顯著下降趨勢；但若僅考慮較近時期 (1970
年代之後)，則無顯著線性變化。

在強度的變化方面，2005年的一些研究認為自1970年以後
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強度及強烈熱帶氣旋個數有增加趨勢，
並認為其反應了全球暖化的影響；此看法遭到一些研究的質
疑，原因包括資料的長期一致性堪慮，不足以就是否有顯著
增加趨勢下結論，還有些研究認為該變化只是長週期多年代
變異中的一部分，並非長期線性趨勢。針對以上爭議，目前
的共識是現有的觀測不足以讓吾人判斷這些變化是否和人為
全球暖化有關。



西北太平洋氣候變遷(3)

西北太平洋熱帶氣旋的路徑與登陸

過去五、六十年 (約1950年代之後) 熱帶氣旋的路
徑有兩次突然的遷移，均較太平洋年代振盪的兩次
氣候遷移 (約在1976/1977年及1998年左右) 延遲
約兩年；路徑變異是否有顯著的線性趨勢則還不清
楚。

最近百年 (1902~2005) 登陸菲律賓及近六十年來
(1945~2004) 登陸東亞沿海各區域的熱帶氣旋個
數無顯著線性趨勢。



 具體訂定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頒布「永續能源政策綱領」

 制定「溫室氣體減量法」

(環保署)

 推動「氣候變遷國家政策調適政策綱領與行動方案」(經建會)

－規劃國家的調適策略整體架構

－針對氣候變遷對各領域之衝擊提出具體因應行動方案

推動「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
資訊平台建置計畫」(國科會)

推動「臺灣氣候變遷研究聯

盟-氣候變遷實驗室計畫」
(國科會)

氣候變遷三大核心議題
一、前言



國科會

長期推動本地氣候變遷推估與衝擊研究

國科會自然處

延續國內氣
候變遷科研
成果

持續強化氣
候變遷科學
研究與推估
能力

落實氣候變
遷資訊的應
用研究與服
務

推動「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計畫」

氣候變遷科學領域



圖9：1960年至2006年中國熱浪發生頻率趨勢
(day(10yrs)-1) 的空間分佈。(摘自Piao et al. 
2010)



圖10：1960年至2006年中國大陸降雨的長期
變化與趨勢。(a) 大圖為全國平均之年平均降
雨 (已減去1960~2006年氣候平均值) 的長期變
化(mm)，小圖為四季與全年平均雨量的趨勢
值 (mm(yr)-1)；(b) 各地四季與全年平均降雨
趨勢佔年平均雨量比例 (%(yr)-1) 的空間分佈。
(摘自Piao et al. 2010)



圖11：1960年至2006年中國降雨日數趨勢
(day(10yrs)-1) 的空間分佈。(摘自Piao et al. 
2010)



圖12：日本 (上) 日最高溫高於
35oC的天數，(中) 日最低溫低
於0oC的天數，(下) 日最低溫高
於25oC的天數。(摘自JMA 2010)



圖13：1898年至2009年日本年平均降雨比的逐年
變化。柱狀為年平均降雨和1971~2000年期間51
個測站的氣候平均值之比例。粗線為5年滑動平
均。(摘自JMA 2010)



圖14：1976年至2009年日本1000個自動雨量站時雨
量高於50mm的發生頻率。(摘自JMA 2010)



圖15：韓國年均溫 (已減去1971~2000年氣候平均值) 
的逐年變化。虛線、折線與實線分別為4個、12個與
20個測站平均值。(摘自Yoon 2010)



圖16：1778年至2004年，韓國首爾6月至9月之降
水量，粗橫線分別代表此期間內最多雨及最少雨
的30年。(摘自Wang et al. 2007)



圖17：1951年至2006年韓國每年日雨量極端值
的逐年變化。圖中粗實線為5年滑動平均，點
線為線性迴歸線，線性趨勢為230mm(56yrs)-1。
(摘自Yoon 2010，Choi and Moon 2008)





過去五、六十年 (約
1950年代之後 )，全年
熱帶氣旋生成個數具有
顯著年代際變異，也隨
年份增加呈現顯著的下
降變化，但若僅考慮較
近時期 (1970年代之後)，
則無顯著線性變化。

西北太平洋颱風
個數與強度變化

關鍵議題二：颱風、暴雨、
乾旱、熱浪、寒潮等災害
性天氣受氣候變遷影響的
程度為何？未來是不是會
更為劇烈或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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