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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知識天地
臺灣氣候模擬系統—探索氣候的前世今生與來世

許晃雄特聘研究員（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摘要

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發展完成：一、臺灣地球系統模式，探索影響古今氣候變化的機制，推估人類持

續排放過多溫室氣體可能導致的氣候變遷趨勢；二、全球高解析大氣模式，評估全球暖化對臺灣天氣與氣候

的衝擊。此二模式將用來參加國際耦合模式比對計畫第六期研究，推估未來氣候變遷，提供給聯合國氣候變

遷跨政府專門委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參考。下階段工作為發展跨空間與時間尺度的無接縫模擬系統，

協助推動臺灣的氣候、天氣、空氣汙染模擬與預測研發。

一、氣候變遷的威脅

由於全球環境的快速變化與近幾十年來的快速全球暖化現象，全球氣候變遷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的科

技研究發展首要項目之一。其中又以推估未來區域氣候變遷趨勢與衝擊為主要研發方向。這項工作必須建立

在完整的模式群組基礎之上。理想中的模式為高解析度地球系統模式，不僅空間解析度高達數公里，也必須

能完善地模擬影響氣候系統（包括大氣、海洋、冰雪、陸地、生態與人為影響等）的各種正反回饋過程，

以及極端天氣與氣候的特性。此一構想打破傳統觀念，不再將大氣現象依照時間與空間尺度，區分為中尺度

（如豪雨）、天氣尺度（如颱風、梅雨鋒面）與氣候尺度（如聖嬰現象），因為這些尺度間有顯著的交互影

響，無法單獨存在。此即為所謂的無接縫模擬，也是氣候模擬與推估研究的終極目標。Shapiro 等人在2010

年提出推動Weather, Climate and Earth-System Observations and Prediction Project的必要性，以便面對氣候

變遷挑戰，其中一項即為無接縫天氣氣候預報系統的發展，目的為解析目前模式無法詳細模擬的中小尺度系

統，並將該計劃與阿波羅、基因圖譜與哈伯望遠鏡等計劃相提並論。

面對全球暖化可能造成的氣候變遷，以及其對極端天氣氣候與地球環境的影響，首要任務之一為大幅改

善對「氣候變異／變遷對區域劇烈天氣統計特性的影響」的預測與推估能力。為因應此一空前挑戰，科技部於

2011/12-2015/16年進行氣候變遷研究聯盟計畫，並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氣候變遷實驗室，負責臺灣氣候模擬系統

之研發，建構臺灣的氣候變遷模擬與詮釋的能量與能力。目標為能透過一組由大至小的模式群組，研判全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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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對東亞氣候與季風、臺灣極端天氣（如颱風、豪雨、乾旱等）的可能衝擊，並提供這些資訊給國內研

究社群，評估氣候變遷對臺灣生態環境、經濟社會與人民福祉的衝擊，並規畫／推動調適與減緩機制。

二、臺灣氣候模擬系統的建構：強化能力、探索變化、推估未來 

長期以來，國內在氣候模式發展方面投入心力有限，且此項工作牽涉層面甚廣，不是單一研究計劃或單

位可以承擔，必須結合國內的相關的研發人力，充分分工合作，才有可能完成。為了在有限人力物力資源與

時程限制下，極大化研究成果，氣候變遷實驗室採取以下策略建構臺灣氣候模擬系統：

（一）�國內研究人力整合：以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氣候變遷實驗室為核心，與國內各大學研究人員合

作，建立模式開發平台。

（二）�以既有模式為發展基礎：引進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社群地球系統模式（CESM1）與美國海洋

與大氣局地球物理動力實驗室的高解析大氣模式（HiRAM），與原開發單位密切合作，改善模式

中的物理模組，使之成為國內可以自行研發改進的社群氣候模式。

1.臺灣地球系統模式�(Taiwan Earth System Model, TaiESM)

地球系統模

式顧名思義包括

大氣、海洋、陸

地、冰雪、植被

等氣候子系統，

不僅模擬各子系

統內的複雜物理

與化學過程，且

能模擬各子系統

間的交互作用，

以及人為或自然

溫室氣體與氣膠

排放對氣候的影

響（圖一）。這

類模式後者也是

聯合國氣候變遷跨政府專門委會（IPCC）評估與撰寫歷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的主要依據。

氣候變遷實驗室建構、解構與重新建構臺灣的地球系統模式，同時建立了國內氣候模擬系統的研發能量

與能力。建構部分，引進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社群地球系統模式，建立長期氣候模擬的能力。解構部

分，測試與評估該模式的氣候模擬能力，了解其優缺點。最後的重新建構，則依據國內特有的專長，針對該

模式的對流與雲量、雲微物理與氣膠、地表輻射、海氣交互作用等模組，進行必要的修改，或以自行發展的

模組取代，完成臺灣地球系統模式。

氣候變遷實驗室以臺灣地球系統模式進行長期氣候模擬，評估模擬多個氣候變數（如溫度、雨量、風場

與大氣輻射等）長期平均場的整體表現，發現優於大多數模式，整體上也比原生模式CESM1表現好。再進

一步比較氣候變化（如亞洲季風、季節內變化）也有明顯改善。這些分析結果證實，經過數年的努力，納入

圖一： 地球系統模式模擬的氣候物理與化學過程(修改自2007年IPCC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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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臺灣研究特色的模組後完成的臺灣地球系統模式，不僅有其設計獨特之處，與國際著名氣候單位的模式相

比，模擬氣候能力毫不遜色。

2.高解析大氣模式�(HiRAM)

HiRAM是臺灣旅美科學家林先建博士研究團隊建立的高空間解析的全球大氣模式，其動力架構為六面體方

塊地球網格有限體積法動力模組（FV3）是目前最進步的全球大氣模式動力模組之一。經過與多組大氣動力模組

的嚴格評估比較後，FV3於2017年被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採用，作為下一代全球天氣預報系統的骨幹。

氣候變遷實驗室於2011年將HiRAM建置於國家網路與高速計算中心的御風者高速電腦，以25與50公里的

高空間解析度，進行現今與未來氣候的長期模擬，推估在溫室氣體大幅增加的21世紀中與世紀末，全球天氣

與氣候特性的變遷。高空間解析度HiRAM模擬天氣現象的能力極佳，不僅可以模擬鋒面特徵，亦可以模擬出

颱風大略的結構與演變。氣候變遷實驗室以不同的未來海面水溫變遷型態，進行多組氣候變遷模擬。這項模

擬所需計算資源十分龐大，在國網中心的大力支援下，方得以順利進行。研究團隊將模擬數據提供給國內學

研界（如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平台）評估全球暖化對臺灣天氣與氣候的衝擊。

三、聯合國氣候變遷模擬 

面對人為暖化的威脅，了解其是否已經對天氣與氣候造成明顯的影響以及未來的可能變遷，結合觀

測與模擬診斷分析了解過去變遷，以及用模式推估未來變遷，是主要的國際氣候研究趨勢。為了整合全

球研究能量，世界氣象組織轄下的世界氣候研究計畫在1995年啟動耦合模式比對計畫（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CMIP），整合全世界主要氣候研究中心的氣候模擬能量，遵循國際認定的模擬程

序協定，以各自研發的氣候模式，有系統地進行氣候變遷模擬與推估。這些結果是IPCC撰寫歷次氣候變遷評

估報告的主要科學依據。CMIP第六期計畫（CMIP6）已經啟動，為預計於2021年發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做準

備。經過氣候變遷實驗室與國內同仁的努力，臺灣已經成為少數具有模擬與推估長期氣候變遷的國家之一。

氣候變遷實驗室已經正式向CMIP6登記成為第32個參與團隊，將提供由國內團隊以TaiESM與HiRAM模擬的氣

候變遷資料，協助推估全球暖化對地球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的可能衝擊。

四、在地化應用

臺灣地球系統模式與高解析大氣模式都是全球氣候模式，解析度分別約為100與25-50公里。前者考慮影

響全球氣候的地球系統間的交互作用，後者則通常以前者提供的資訊，進一步模擬前者無法解析的更小尺度

的天氣系統，如鋒面、颱風等，但仍

無法準確模擬受臺灣地形影響的劇烈

對流與豪雨，或熱島效應等。理想中

的系統為前述的無接縫模擬系統，可

以模擬從全球（數百公里）到區域

（數百公尺）尺度，同時考慮全球

暖化造成的大尺度變遷到對局部豪雨

的影響（圖二）。但是，目前仍力

有未逮。不僅模擬的科學瓶頸尚待突

破，其所需的電腦計算資源也非目前

peta級（1015，每秒千兆次運算）超

圖二： 無接縫模擬與衛星觀測(02Z 21 August 2015)：(左)日本向日葵氣象衛星照片，
(右)利用FV3為架構的天氣預報模式，以6.5公里空間解析度，模擬50小時之後
的雲圖(courtesy of Linus Magnusson, ECM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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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電腦能負荷。目前階段性研究方法，多是以全球模擬資料驅動數公里解析度的區域模式，模擬全球氣候變

遷對小區域天氣與氣候，以及劇烈天氣現象的影響。國內也採取類似方法。氣候變遷實驗室將前述模式的模

擬資料提供給國內學研界，以區域模式模擬在未來氣候暖化情境下，影響臺灣的颱風、豪雨、午後雷陣雨、

乾旱、熱浪等現象將如何變遷。這些資訊再提供給各領域去評估對生態、農業、公共衛生、氣象相關自然災

害、水資源，甚至都市與國土規劃的衝擊，再據之規畫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應有的調適作為。

五、無接縫模擬系統

臺灣地小人稠，山高水急，極端氣候、災害天氣，與空氣品質的模擬與預測難度極高，多年來未能有突

破性進展。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氣候變遷實驗室下一階段將在目前的氣候模擬基礎上，以FV3為架構，發展跨空

間與時間尺度且適用於臺灣的氣候變遷–劇烈天氣–空氣品質無接縫模擬系統，希望對臺灣未來的氣候、天氣

甚至空氣汙染模擬與預測能有突破性的貢獻。

註：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自然科學簡訊》第三十卷第一期（民國107年2月）。

▎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瞿宛文女士奉核定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聘期溯自107年2月1 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

陳科榮先生奉核定為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107年9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107年首場新科院士演講 ―― 孫康宜院士：中國文學的作者問題

107年「第31屆新科院士演講」系列活動之首場演講，將於5月15日（星期二）上午10

時於中國文哲研究所2樓會議室舉行。邀請孫康宜院士就其專業領域發表演說，講題為〈中

國文學的作者問題〉。孫院士將綜述中國文學中的「作者」問題和書寫、性別與文學的聲音

等特殊關聯。內容涵蓋儒家經籍、史傳、詩歌及《紅樓夢》等的作者問題，以及西方漢學家

對於中國作者問題的檢討。

本演講活動相關網頁：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activities/latest/20180515-01

洽詢專線：嚴愛鑫小姐，(02)2789-9614，本院院本部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本院政治所助研究員古大牛新書出版”Where the Party Rules: The Rank 
and File of China's Communist State”  

古大牛（Daniel Koss）新書Where the Party Rules: The Rank and File of China's 

Communist St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pril 2018）主要探討非民主國家的政黨

研究。

在大多數非民主國家，政府的權力依靠執政黨的有效組織。一黨專政的國家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主流政治學理論認為，執政黨的主要作用是調解高級領導之间的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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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以及控制選舉和立法的過程。與此相反，這本書提出種新的論點：非民主國家的執政黨也能在基層鞏固

獨裁政體的權威。政黨使中央政府在全國掌握地方勢力。

中國有共產黨員非常密集的「深紅地」，還有共產黨員比較稀少的「淺紅地」。所以通過中國這個案例

可以進行比較地方分析研究一黨專政的政體。比較地方分析與政治地理學，論證共產黨的作用不僅是分配資

源。在黨員最多的地方，政府也是最強大的：最能納稅，最能貫徹計畫生育政策，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中也相

對穩定。

通過歷史研究，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有的地方黨員多，有的地方黨員少。跟1949年之前的戰爭和那個時

代共產黨的動員有密切的關係。特別是日本佔領的地方一直到現在共產黨員都比較多。這本書介紹一種新角

度觀看中國政治。用一黨專政體制的概念，強調共產黨地方機構讓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如何治理基層社會。

網站連結：http://www.ipsas.sinica.edu.tw/article.php?id=9720744

聯 絡 人：羅任媛，(02)2652-5300，renyuan@gate.sinica.edu.tw

107年第15屆人類學營「文化 vs.遺產」(Heritage Matters)開始招生

時　　間：107年8月27日（星期一）至30日（星期四）

活動地點：宜蘭五結傳統藝術中心

報名資格： 以人類學、文化資產研究相關領域之大學部三、四年級與碩博士班學生為主；

另開放部分名額，歡迎從事相關工作之年輕學子報名

報名辦法：線上報名， 即日起至107年6月18日止，詳細訊息見活動網站

活動首頁：https://www.ioe.sinica.edu.tw/anthrocamp

主辦單位：本院民族學研究所

聯 絡 人：陶曉萱，(02)2652-3324，anthrocamp@gate.sinica.edu.tw

▎公布欄
本院 108 年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構想書即日起至107年5月25日止受理申請

本院「108年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構想書」即日起受理申請，請有意申請之研究人員團隊，於107年5月25

日前備齊相關文件以電子郵件逕送本院學術及儀器事務處進行申請作業，逾期恕不受理。

108年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議題聚焦於「能源應用之基礎及關鍵問題」、「空汙形成機制與防治」及「因

應永續發展所需的社會轉型」等三面向。

詳細徵求內容參考本院網頁：http://daais.sinica.edu.tw/chinese/pro_ssrp.php 

聯絡人：李立文女士，(02)2787-2575，leeliwen@gate.sinica.edu.tw，本院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本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2018年第一次社會意向」電話調查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接受本院社會學研究所委託，將於民國107年5月15日至5月16日針對臺灣地區進行

「2018年第一次社會意向調查」之預試，並於民國107年6月12日至7月5日進行正式訪問。本次調查以電話訪

問方式進行。

調查對象：臺灣地區18歲以上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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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內容：了解臺灣地區一般民眾對社會現狀的看法。

連結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index.php

洽詢電話：陳小姐，(02)2787-1800分機1852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下列為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簡稱SRDA） 最新釋出資料：

政府調查

• 國家發展委員會「90-98年民眾對政府服務品質滿意度的看法」

• 交通部觀光局「105年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

• 勞動部「105年人力需求調查第一季∼第四季」

• 教育部體育署「97-104學年度各級學校學生運動參與情形」

• 國家發展委員會「106年個人／家戶 位機會調查」

• 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農林漁牧業普查村里檔」

科技部計畫與學術調查

• 在地環境風險的媒體建構以及常民的感知與參與意願

• 年輕人對民主作何理解？

• 我國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協力的理想與現實

•  民主治理下的政府效能：公共服務動機、繁文縟節、與政務／事務關係（臺灣政府文官調查第二期，

TGBS II）

• 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

更多詳情請至「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站查詢（https://srda.sinica.edu.tw）

或聯繫該中心，(02)2787-1829，srda@gate.sinica.edu.tw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5/11(五) 10:30
物理所 
5樓第1會議室

Gordon Baym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

納香檳分校）

The Golden Era of Neutron 
Stars: From Quarks in The 
Interior to Electromagnetic and 
Gravitational Radiation

葉崇傑

研究員

5/11(五) 15:30
化學所 
A108會議室

陸大榮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Commercialization of 
Biomedical Technologies

趙奕姼

研究員

5/14(一) 11:00
應科中心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B106演講廳

張希成教授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

Past, Present, and Expectation 
of THz Photonics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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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一) 14:00
統計所 
2樓交誼廳

曾建城教授 
（美國匹茲堡大學）

Recent Advances in Omics 
Data Integration for Disease 
Subtype Clustering and 
Biomarker Detection

黃彥棕
副研究員

5/15(二) 14:00
統計所 
2樓交誼廳

高鳳楠教授 
（中國復旦大學）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of 
Sublinear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Models and Its Connection to 
Janson's Urn Models

黃彥棕
副研究員

5/15(二) 14:00
物理所 
1樓演講廳

錢嘉陵教授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

From Stern-Gerlach Experiment 
to Spin Orbit Torque, the 
Unending Saga of Spin

李尚凡
研究員

5/16(三) 14:00
人文社會科學館 
南棟11樓演講廳

Pao-Hsin Chu教授 
（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
阿分校）

Extreme Precipitation and 
Return Levels in Taiwan under a 
Changing Climate: Observations 
and Climate Model Simulations

陳奕穎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5/11(五) 11:00
分生所 
1樓演講廳

Marc Lecuit 教授 
（巴黎第五大學）

What the Recent Emergences of 
Chikungunya and Zika Viruses 
Have Taught Us

王廷方
研究員

5/11(五) 11: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B106演講廳

顏寧主任 
（綠色和平東亞分部）

海洋塑化危機
陳昭倫
研究員

5/14(一) 10:30
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徐欣伶副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

Targeting Oncogene MCT-1 
Prevents Tumor Progression 
and Alters Microenvironment

楊文欽
研究員

5/17(四) 10:00
分生所 
1樓演講廳

Elly Tanaka 教授 
 （奧地利分子病理學研
究所）

ICOB Seminar- Coordinating 
Tissues During Axolotl 
Appendage Regeneration

陳振輝
助研究員

5/18(五) 11:00
生醫所 
地下1樓B1B會議室

陳鵬生醫師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心律不整的膚淺治療
謝清河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5/11(五) 14:00
人社中心 
第1會議室

許銘修專案經理 
（工業技術研究院）

我國需量反應負載管理措施執
行現況

5/14(一)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1會議室

Prof. David Lurie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The Lexicographical Revolution 
of Modern Japan

張谷銘
副研究員

5/14(一) 16:30
史語所 
研究大樓
701會議室

Prof. Nan Ma Hartmann 
（日本早稻田大學）

Dictionaries for Stories and 
Stories of Dictionaries: The 
Linguistic / lexicographic 
Reception of the Water Margin 
in 18th Century Japan

張谷銘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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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二) 10:00
法律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 
北棟9樓第2會議室

邵允鍾博士後研究人員 
（法律所）

最低同質性與憲法同一性的衝
突：論歐盟對波蘭憲政危機的
介入權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兼所長

5/15(二) 14:30
經濟所 
B棟1樓B110會議室

蘇軒立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Distributional National Income 
Account of Taiwan

鄭琬蓉
助研究員

5/15(二) 14:30
歐美所 
3樓會議室

Michael Bérubé 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Disability Studie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周序樺
助研究員

5/17(四) 14:00
政治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 
北棟5樓會議室B

Colin J. Bennett 教授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
學）

Data-Driven Elections in 
Democratic Societies: Early 
Lessons from the Cambridge 
Analytica Scandal

5/17(四) 14:30
經濟所 
B棟1樓B110會議室

Yuya Sasaki 教授 
（美國范德比大學)

Uniform Confidence Bands 
for Nonparametric Errors-in-
variables Regression

許育進
副研究員

5/18(五) 14:30
社會所 
8樓802會議室

林南院士
中國版的《鉅變》：黨國體制
和社會關係操控下的資本主義

陳志柔
研究員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行事曆」項下瀏覽。 

《 週 報 》 投 稿 須 知 暨 審 稿 原 則

《週報》為院內學術活動宣傳、學術成果報導及本院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如該日適逢國定假日，則

停刊一週；春節假期，停刊二週。除特約稿件外，不致稿酬，稿件若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一、週報現有〈本院要聞〉、〈學術活動〉、〈公布欄〉、〈知識天地〉、〈學術演講〉、〈院內人物側寫〉、

〈輕鬆一下〉、〈同仁來函〉、〈活動迴響〉等專欄。其中〈本院要聞〉、〈學術活動〉、〈公布欄〉係供

院內各單位刊登訊息，來稿需經各單位主管核可。〈知識天地〉刊載特約稿件，由各所（中心）輪流提供，

稿費最高以篇幅3000字、圖表2張計酬。

二、〈輕鬆一下〉、〈同仁來函〉、〈活動迴響〉供院內同仁投稿，文稿一律以執筆人真名及所屬單位發表，來

稿篇幅以800字、圖表以2張為原則（篇幅至多1頁，字數不得超過1000字）。為免內容涉及人身攻擊或不實

描述，以致造成不必要的困擾與爭議，編輯委員會對來稿有刪改權。

三、來稿之審查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四、為平衡且有效率的報導，凡投書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約定答覆期限。後者若未能於期

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可擇1至2篇刊登。文稿遇有爭執議

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投稿方式：來稿請提供*.doc檔，圖表請提供*.jpg檔，逕寄：wknews@gate.sinica.edu.tw 

或送院本部秘書處公關科或傳真至2785-3847《週報》收；歡迎惠賜英文稿件。

六、截稿時間：出刊日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週二）截稿。〈學術

演講〉訊息則於前述時間由院內「重要活動行事曆」中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中擷取。

七、凡擬轉載週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