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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不同暖化情境差異比較 

 

摘要 

IPCC 定期更新氣候變遷評估報告，做為推估未來氣候情境下氣

候值之參考。對於資料使用的研究者與決策者，不易於短時間內重新

評估與規劃未來可能遭受的氣候變遷衝擊與採取因應的調適措施。故

新舊版的情境差異比較分析，便可提供情境資料的使用者，在全面重

新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前與滾動式修正調適路徑之參考。研究結果

顯示，全台增溫幅度在 A1B 的情境下增溫量介於 RCP4.5 情境(每平

方公尺的輻射強迫力增加了 4.5瓦)與RCP8.5情境(每平方公尺的輻射

強迫力增加了 8.5 瓦)之間。在降雨方面，A1B 情境的季節與年降雨

變化率與 RCP8.5 類似，維持豐水期（夏秋）雨量增加、枯水期（冬

春）減少的降雨變化趨勢，亦是豐越豐，枯越枯的氣候特性。根據流

量衝擊的分析比較，近未來期間(2015~2039 年)，淡水河與曾文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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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維持「豐增枯減」的特性，且 RCP8.5 情境下的流量衝擊較 A1B

情境更為嚴重。但高屏溪在 RCP8.5 的情境下，多數模式呈現枯水期

流量增加趨勢，可能會造成流量及水資源管理的影響，未來在因應衝

擊與調適方面需特別注意全年多雨的趨勢。 

一、 前言 

氣候變遷衝擊評估研究過程中，多數都需大氣環流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 GCM）所推估的未來氣候情境下氣候值，進行相關

的衝擊評估研究。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提供各國利用 GCM 模式所推估的模

擬之降雨與溫度資料，應用於各領域的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調適策略擬

定。IPCC 約六年更新一次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報告，其情境資料也隨

著 GCM 模式的演進，考量更完整的氣候系統的因子以及全球的大氣

環境、減碳情形與社經環境變化，進而更新推估未來氣候情境下的氣

候值。由於持續的更新氣候情境資料，會對於資料使用的研究者與決

策者，不易於短時間內重新評估以及規劃未來可能因氣候變遷的衝擊

而採取因應的調適措施。故新舊版的情境差異比較，可提供情境資料

的使用者，在重新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前與滾動式修正調適路徑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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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 IPCC 的 2007 年第四次評估報告（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AR4）與 2013 年的第五次評估報告（Fifth Assessment Report , 

AR5），比較不同情境下的氣候值變化，主要針對台灣地區的推估年

的降雨與溫度資料比較差異。研究中採用的情境資料主要是利用科技

部之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建置計畫（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and Information Platform，簡稱 TCCIP）經過統計降尺度後，

所得到的 5km 網格解析度的月降雨與月溫度資料，進行 AR4 與 AR5

的情境比較。此外，研究中亦將情境資料應用於評估台灣流域上游的

豐枯水期流量衝擊。 

研究中評估不同情境下，全台網格平均在不同季節溫度與降雨變

化趨勢，以瞭解氣候變遷各情境下可能的氣候值變化範圍；並比較使

用者較常採用的多模式系集平均（Multi-model ensemble mean）與假

設最劣情境（Worst case ）於新舊版本中各月降雨改變率的差異，最

後則是利用水文模式模擬在各情境下，流域之流量變化衝擊差異，以

作為水資源調適策略規劃擬定參考。 

二、 氣候變遷情境資料說明 

IPCC 的 AR4 報告中推估未來的氣候變遷，主要分成 A1、A2、

B1 和 B2 四大類，其中 A1 情境中考量未來可能的社經與排放量又分



 

4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132 期，2016/07 發行 

 

成三類 A1F1、A1T 和 A1B，各情境下全球的可能增溫量如圖 1 所示，

不同的排放濃度情境下，溫度會隨著溫室氣體減量的多寡影響著推估

期的增溫量。 

AR5 報告中的推估情境則是以代表濃度路徑1表示分為 RCP2.6、

RCP4.5、RCP6.0 與 RCP8.5 四種情境。RCP8.5 情境，表示世界各國

並無任何溫室氣體減量之假設情境，此情境是相對於是最劣排放情

境，以險峻的情境進行推估，可做較保守的調適操作。所有情境中以

RCP2.6 情境對於未來的溫室氣體減量相對樂觀。AR4 與 AR5 各情境

下 IPCC 提供的 GCM 模式數、基期與推估期的設定，如表 1 所示。 

在考量使用者應用於衝擊評估之能力與評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AR4 中經常被應用的情境為 A1B。AR5 的情境中考量 RCP2.6 其發生

的可能性較低與 RCP6.0 情境相對模擬該情境的 GCM 模式數量較

少，其不確定性較高。因此，建議使用者可優先分析 GCM 模式數較

多的 RCP8.5 與 RCP4.5 情境，此兩個情境至世紀末的溫度增溫量分

別約 2℃與 4℃，介於過去 A1B 情境下的溫度增加量約為 3℃。 

                                           
1 AR5 報告是以「代表濃度途徑(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RCPs))」(途徑

所指的是濃度的變化歷程)來定義未來變遷的情境。詳見請參考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網

站: http://tccip.ncdr.nat.gov.tw/v2/future_scenario_tex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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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IPCC AR4 之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全球地表溫度變化 

(資料來源:IPCC5 之 AR4 Synthesis Report Fig. SPM.05) 

 

 

圖 2 IPCC AR5 之不同氣候變遷情境下全球地表溫度變化 

（資料來源：AR5 WG1 Fig. SPM.07） 

 

表 1 AR4 與 AR5 氣候情境資料說明 

 
AR4（CMIP3） AR5（CMIP5） 

基期 1980~1999 年 1986~2005 年 

近未來 2020~2039 年 2016~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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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 2080~2099 年 2081~2100 年 

排放情境（模式數）  A1b(24)、 

A2(19)、 

B1(21) 

Rcp2.6(26)、 

Rcp4.5(38)、 

Rcp6.0(21)、 

Rcp8.5(41) 

 

三、 氣候變遷情境下氣候值變化比較 

（1）不同季節降雨與溫度變化比較 

本研究利用 TCCIP 所提供統計降尺度氣候變遷之月降雨與月溫

度資料，比較不同情境下台灣在不同季節的溫度增加量與降雨變化，

如圖 3 與圖 4 所示。圖 3 中呈現世紀末（2081~2100 年）所有 GCM

模式於各情境在季節的溫度可能變化範圍，結果顯示 AR4 的三個情

境增溫幅度以 A2 最多 A1B 次之，B1 則是最小。在 A1B 情境各季節

的增溫量約 2.2℃，模式中最大的增溫量是在夏季的 3.7℃。AR5 的四

個情境中，RCP8.5 情境平均增溫幅度則是達到 3℃，夏季的最大可能

的增溫量高達 5℃。全台增溫幅度 A1B 的增溫量介於 RCP4.5 與

RCP8.5 之間。 

在降雨方面，不同情境對降雨造成的影響，不如溫度增溫來得明

顯。但大致而言，A1B 情境的季節與年降雨變化率與 RCP8.5 類似，

維持豐水期雨量增加（夏秋）、枯水期雨量減少（冬春）降雨變化趨

勢。A1B 情境下之除了夏季的模式平均呈現降雨增加趨勢，平均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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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7%，其餘季節則是呈現減少的情形，以冬季減少 16.5%較為顯

著。RCP8.5 情境在夏季與冬季的模式，平均的降雨變化趨勢與 A1B

情境相同。 

 
圖 3 全台不同情境下不同季節溫度變化 

 
圖 4 全台不同情境下不同季節降雨改變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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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降雨改變率比較 

氣候變遷情境資料為降低 GCM 模式的不確定性，氣候科學家建

議採用多模式平均的結果，應用於衝擊評估的分析。以 AR4 情境資

料中，使用者多是以 A1B 情境進行衝擊分析模擬，於 AR5 情境中建

議使用者可採用 RCP8.5 與 RCP4.5 情境，故比較三個排放情境下各

月降雨改變率。 

圖 5 為不同情境下多模式平均之各月份的降雨改變率變化，由圖

5 中可知 A1B 情境下在豐增枯減的差異較為顯著，RCP8.5 與 RCP4.5

情境下枯水期的降雨減少趨勢則較不顯著，而是呈現 1~6 月減少，

7~12 月降雨增加趨勢，且於豐水期降雨改變率較大。 

 

圖 5 AR4 與 AR5 情境下之多模式平均各月降雨變化 

四、 氣候變遷下流量衝擊比較 

根據前述 TCCIP 提供的氣候變遷下月降雨與溫度情境資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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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利用天氣衍生器（Weather generator）產製日雨量資料並利用水

文模式（GWLF）模擬淡水河、曾文溪與高屏溪流域之豐枯水期流量

變化。表 2 為各流域於在近未來期間 AR4 情境與 AR5 情境下，超過

六成的 GCM 模式所呈現的流量變化範圍，淡水河與曾文溪大致上維

持豐水期流量增加，枯水期流量減少的特性（豐越豐，枯越枯），且

AR5 情境下的流量衝擊大於 AR4 的情境。 

高屏溪流域豐水期在AR4情境下流量增加量約0~15%，而在AR5

情境下豐水期流量衝擊增加至 0~40%。圖 6 則是針對枯水期期間的

AR4 與 AR5 情境下流量改變率的比較，由圖 6 中可發現 AR4 多數模

式呈現枯水期流量減少的情形，約七成的模式呈現流量減少。但 AR5

的情境下，多數模式於高屏溪呈現枯水期流量增加，約有六成五的模

式呈現枯水期是偏濕的情形，流量變化則是落在 0~100%之間，約增

加一倍的流量。 

高屏溪的分析結果與過去 AR4 的評估，有明顯的差異，在因應

衝擊與調適方面需特別注意，在洪災評估方面，因考量豐水期降雨與

流量增加，AR5 與 AR4 趨勢相同，唯獨衝擊量加重，但於水資源評

估方面，未來高屏溪流域評估，需考量全年多雨趨勢，亦即枯水期降

雨增加的量對流量及水資源管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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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流域之豐枯水期流量改變率區間（來自於六成的 GCMs 的結果） 

情境 

豐水期流量改變率（%） 枯水期流量改變率（%） 

淡水河 曾文溪 高屏溪 淡水河 曾文溪 高屏溪 

AR4 

A1B -1~20 1~20 -3~16 -42~-10 -50~-6 -63~-7 

A2 -3~18 -2~18 -6~7 -35~-11 -43~-10 -57~-15 

B1 -1~19 0~17 -3~17 -31~-2 -33~-3 -68~-3 

AR5 

RCP2.6 -2~45 1~39 3~31 -47~-4 -47~2 -60~31 

RCP4.5 2~42 0~20 -1~32 -42~0 -63~-8 -66~29 

RCP6.0 1~35 -2~33 3~31 -33~-1 -57~7 -47~40 

RCP8.5 3~40 -1~23 2~27 -41~-5 -51~-2 -59~24 

 

 

 

 

 

圖 6 不同情境下高屏溪流域枯水期流量改變率變化（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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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針對 IPCC 的 AR4 與 AR5 版本的氣候變遷情境比較，A1B 情境

之溫度增溫量介於 RCP4.5 與 RCP8.5 情境之間，RCP8.5 情境增溫量

約 3 度 C。 

在降雨情境比較，雖降雨改變率的差異，並無溫度方面明顯，在

A1B 與 RCP8.5 情境大致上都維持豐水期雨量增加枯水期雨量減少的

趨勢。多模式平均與假設最劣情境下的的降雨改變率比較，RCP 情境

的降雨改變率變化較大。 

分析三個流域的流量衝擊，在近未來期間，淡水河與曾文溪大致

上維持豐越豐，枯越枯的特性，且 AR5 情境下的流量衝擊大於 AR4

的情境。但高屏溪在 AR5 的情境下，多數模式呈現枯水期流量增加

趨勢，可能會影響流量及水資源管理，未來在調適方面需特別注意全

年多雨的趨勢。 

本研究分析中所有採用的情境資料，均可於 TCCIP 網頁申請台

灣地區的統計降尺度氣候變遷情境資料，網頁上並提供過去歷史觀測

網格資料可供查詢(網址：http://tccip.ncdr.nat.gov.tw/v2/data_service_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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