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少年 2013 五月份學習單

猜不透的天氣---揭開氣候變遷之謎
一、溫室效應與氣候變遷
在天氣比較寒冷的地區，人類為了能夠在低溫的環境中讓植物繼續生長，會使用玻璃來
蓋溫室，玻璃可以將來自太陽的輻射熱保留下來，使得室內溫度提高，讓植物能夠繼續生長。
地球有大氣層包覆，讓一部份來自太陽的輻射能量保留在地球，讓地球就好像一個大溫室。
根據科學家的估計，如果沒有大氣，地球表面的平均溫度將從現在的 15°C 大幅下降到約為
-18°C，比目前的全球平均氣溫低了 33° C，由此可見大氣層對於地球溫度的影響是相當巨大。
地球的大氣層和溫室的玻璃一般，具有保溫的效果，而且這個作用自地球形成以來就存
在，到現在已經超過幾十億年。大氣層為何能保持溫度呢？空氣是由氮、氧、氬、二氧化碳、
水蒸氣……等許多的氣體所組成，來自太陽的能量以輻射的方式傳送到地球，包覆在地球外
的大氣層將太陽光中的紫外線和紅外線擋住，而可見光幾乎不會被吸收，可直接穿透到達地
面，這些輻射部分會被地面或空氣吸收，使得地表溫度上升。由於物體溫度上升後，會以紅
外線的方式將能量輻射釋放（否則地球溫度就會不斷上升）
，但是紅外線並無法穿透大氣層，
這些釋放能量得以保留在地球表面。地表的能量釋放不僅在白天進行，夜晚也持續作用，因
此，即使晚上沒有太陽照射，氣溫也不會太低。
大氣層的這種保溫作用和溫室的玻璃的作用相同，因此稱為『溫室效應』
，具有這種作用
的氣體稱為『溫室氣體』
，例如，水蒸氣、甲烷和臭氧等，溫室效應使地球不會變成一個冰凍
星球，但這個效應不只發生在地球，太陽系具有大氣的其他行星也有溫室效應。根據科學家
的研究，金星及火星的主要大氣成份為二氧化碳，金星大氣相當厚，溫室效應高達 523°C，
火星則因為大氣太單薄，溫室效應只有 10°C。
雖然大氣的溫室效應讓地球保持溫暖，但是，如果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過高，將使更
多地球輻射無法釋放到太空中，造成地表氣溫的改變。工業革命後，機器取代人力，人類大
量使用煤、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來作為動力來源，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至大氣。根
據研究，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濃度在工業革命後速增加，尤其是最近幾十年，增加速度更是驚
人，工業革命前一千年，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一直維持在約 280ppm(ppm 是一種濃度單位，指
百萬分之一)，到了 1995 年，濃度增加了 28%，達到 358ppm。
為什麼二氧化碳濃度會大量增加呢？研究發現與下面幾點原因有關，第一，化石原料如
煤及石油中在燃燒過程中，所含的碳會被氧化成二氧化碳而排放至大氣中；第二，石灰岩被
製成水泥的過程中也會產生二氧化碳；第三，許多原本覆蓋植物的土地的被開發利用，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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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因植物光合作用而吸收二氧化碳的量大幅減少。
人類的活動除了增加二氧化碳排放外，其他氣體如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 CFC )
也因此迅速增加。例如，甲烷含量增加超過 2 倍，由 700ppb(ppb 也是濃度單位的一種，指十
億分之一)增加至 1721ppb;氧化亞氮則由 275ppb 增加到 311ppb。而氟氯碳化物更是大自然原
本並不存在的成分，是一種人造化學物質，1950 年代後才大量出現，之後濃度迅速增加，直
到造成臭氧層破洞後，才受到人類的高度重視，國際上才訂定了蒙特婁公約，禁止使用氟氯
碳化物，大氣中的含量在因而受到控制，1990 年代已不再增加。
甲烷、氧化亞氮、氟氯碳化物的溫室效應比起二氧化碳更為顯著，一個甲烷分子的溫室
效應是 1 個二氧化碳分子的 21 倍，氧化亞氮則為 206 倍，而氟氯碳化物則更是高達數千倍到
一萬多倍。但是，因二氧化碳大氣中濃度遠高於其他溫室氣體，因此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仍
是最大的，例如，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佔了 55%，甲烷 15%，氧化亞氮 6%，氟氯碳化物則佔
了 24%。
工業革命之後，累積下來的溫室氣體使得地球的溫度持續上升，100 來已經上升了 0.74
℃，看起來數字似乎不大，但是，過去幾百萬年以來，地球最熱和最冷時期的平均溫度差異
也不過 8℃，在過去短短的 100 年上升卻接近 1℃，速度相當的快，且這個看似小小的溫度上
升，已經對地球的氣候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如果我們再不加以重視，氣候的變遷將會更劇烈，
也會對地球帶來更多的可怕災害。
（

）1.根據文章的敘述，地球表面的平均氣溫是幾度？ 10 15 18 33 ℃。

（

）2.關於大氣層保溫效果的敘述，下面哪一個正確？ 來自太陽的輻射熱被吸收後
會以紅外線形式釋放至太空 大氣層會吸收大部分的可見光二氧化碳是唯一可
以吸收紅外線的氣體 如果沒有大氣層，地球的溫度將比現在高。

（

）3.除了地球外，太陽系的八大行星中，金星與木星都具有大氣層，大氣層的主要成
分是哪一種氣體的？ 水蒸氣 氧氣二氧化碳 氟氯碳化合物。

4.地球、金星與木星都具有溫室效應，請你依據三個星球的溫室效應由大至小排列：
【

】＞【

】＞【

】 。

5. 右圖是四種氣體對溫室效應貢獻的比例，
溫
室
氣
體
貢
獻
率

請問 A、B、C、D 分別是哪一個氣體？
A:【

】;B:【

】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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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變遷的研究
地球是否變熱了？只是人的感覺還是有真正的證據呢？科學家長期研究後發現，地球真
的變熱了，那麼，科學家如何研究呢？2013 五月份未來少年第 32-33 頁介紹了科學家獲得氣
候變遷證據的各種方法，科學家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方向，第一是歷史紀錄，其次是自然證
據，也可以使用超級電腦進行『全球變遷模式』推算，模擬氣候的變化。下面的架構圖是各
種方法的整理，有些還沒有完成，請你閱讀後協助完成架構圖。

氣候變遷
的證據

歷史紀錄

南 宋 古
書：「乾塘
大 寒 屢
雪，冰厚數
吋」。學者
認為，南宋
時期的杭
州溫度比
現在低 1
～1.5 度。

自然證據

繪畫證據：

鑽取冰芯
研究古代
的氣候變
化的具體
證據

找出地層
或湖泊沈
積物中所
保留的氣
候記錄

植物證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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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模擬

以全球變
遷模式的
計算和模
擬，成功的
推算出過
去 100 年
的溫度變
化，也能夠
用來預測
未來的氣
候變化。

另一發現：

三、暖化後的地球＿海平面上升
地球的溫度一直不斷的上升，已經對於地球的生態環境造成很大的影響，除了造成氣候
異常、生態改變，並且造成天災不斷外，溫度的上升使得陸地的冰不斷的融化，融化後的水
造成海平面上升，根據科學家長期的測量紀錄，全球的海平面正在不斷的上升，過去 100 年
已上升 0.1 到 0.2 公尺，且現在上升的速度有加快趨勢，目前上升的速度比 21 世紀初估計的
還快。
暖化已經對某些國家造成重大影響，位在太平洋的吐瓦魯是臺灣的邦交國，全國最高點
距離海平面只有 5 公尺，在海水不斷上升的影響下，預估 10 年內全國都將被海水淹沒。目前
島上已有四分之一的居民撤往鄰近的紐西蘭，成為環境難民。
暖化對於臺灣的海平面影響也很顯著，科學家分析長時間海平面高度的觀測結果，自 1950
年代起，台灣附近海平面都是呈現上升的趨勢，且上升的速度越來越快，在 1993 年至 2003
的 10 年間，海平面上升速率為每年 5.7 公釐，比起全球平均值 3.1 公釐明顯大許多。

閱讀完上面的關於海平面上升的說明後，請你動動聰明的頭腦想一想下面問題：
請問，如果上升的速度不變，到了 21 世紀結束，台灣附近的海平面大約上升幾公分？
答：
【

】

如果上升的速度變快為預估值的三倍，請問本世紀結束全球海水會上升的高度為？
答：【

】

右圖是中央研究院汪中和教授的研究，如果海水持續上升，
臺灣許多區域將會被海水覆蓋，紅色箭頭所指區域是未來
可能受影響區域，根據這張圖，哪些縣市受影響程度較為嚴重？
請你列舉出五個。
答：【
】
受影響較小的區域，當地主要是屬於哪一類地形？
答：【

】

有一個都市在古代曾經是湖，當湖水退去後，人類開始移
民開墾，人口越來越密集，近代發展了工商業，因而變成
一個重要的都市，如果海平面持續上升，未來可能又會變
成一個湖，請問上面描述的情形是指哪一個都市？
臺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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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中央研究院汪中和研究員

聯合國推估：世紀末海升 1 公尺 台北泡水裡 【2009.09.02 聯合報報導】
八八水災讓台灣瞭解到極端氣候的威力及隱憂。學者指出，受全球暖化影響，台灣現
在前十分之一的強降雨，比五十年前多一倍；但未來廿五年，強降雨出現頻率可能會再增
加一倍。
而且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ＩＰＣＣ）對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的推估，到
本世紀末，包括台北盆地，彰化、雲林、嘉義、宜蘭等地的沿海平原，都可能變成水鄉澤
國。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主任劉紹臣昨天表示，莫拉克颱風帶來的災害讓我們注意到
全球強降雨（指該年度時雨量排名前百分之十的降雨事件）增加的情形；台灣每年前百分
之十的強降雨都是颱風帶來，但現在的強降雨足足比五十年前增加了近一倍，「小雨卻比
五十年前減少了一半」。
劉紹臣指出，今年台灣中南部因為春冬兩季缺乏中、小雨而發生旱災，以前每年通常
會有七十多天的小雨，但現在只剩卅多天。如果全球溫度繼續上升，劉紹臣說：「我保證
以後旱災會更嚴重，限水的情況每年發生」。他認為現在國土規畫都「看得太近」，未來
強降雨再增加一倍的時間可能不需要五十年，而只要廿五年。
中研院地球所研究員汪中和表示，聯合國ＩＰＣＣ三月預估世紀末海水因全球暖化上
升的高度，從原本的四、五十公分上修到一公尺，台灣是受衝擊最大地區的前十名。汪中
和表示，如果海平面繼續升高，台灣沿海平原至少有一成的土地被淹沒，到時候彰化、雲
林、嘉義、宜蘭，甚至台北盆地都將泡在水裡。
閱讀完這篇報導後，你有什麼感想？請你用 50～100 個字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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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今天

了嗎？

地球的二氧化碳太多了，造成了地球溫室效應越來越嚴重，科學家長期研究所得到的證
據顯示，碳排放的增加應該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但是，並不只有工廠或汽機車才會排放二氧
化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在生產及運送的過程中也會產生二氧化碳；從事一項活動也
會產生二氧化碳，例如，你坐車去陽明山遊玩，汽車也會排放二氧化碳，
所排放的碳就稱為『碳足跡』。根據這個觀念，東西存放在冰箱，冰箱
會消耗電來保持低溫，我們使用的文具，在由工廠運送到商店的過程也
會排放二氧化碳，可見生活中處處都可能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碳足跡
在生活中處處存在。
你知道嗎？臺灣人口只有 2300 萬人，只佔全世界人口的 0.3%，但是，平均一個臺灣人
每年的碳排放量是 10 噸，佔全球的 1%，是全世界平均值的 3 倍，作為地球村的一員，每一
位臺灣人必須為減緩暖化盡更多力。
如何減碳？很困難嗎？其實一點也不，只要你多盡一點心，隨時隨地都可以『減碳做環
保』，譬如，用一度電會產生 0.363 公斤的碳，消耗一度的水，則會產生 0.19 公斤的碳，夏
天時減少冷氣使用的時間，洗澡時少用一點水都可以達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上面是某一個學校五月份的水費單，用水量是 456 度，一度等於 1000 公升的水，根據這
些數據，下面有 2 個問題請你回答：
1.五月份用的水相當於排放多少公斤的碳：【

】

2.如果你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有哪些方法可以減少用水，不僅減少水費，也可以順便做
環保，減少碳的排放量？
我的作法是：【

】

為了讓消費者能夠選擇產品時可以挑選正確產品，達到節能減碳的目的，英國在 2001 年
推出了『碳足跡標籤』
，將產品產生的二氧化碳標示在包裝上，包括一開始的原料取得，之後
經過工廠製造，再運送到銷售地點，經消費者使用，及最後廢棄回收等過程所產生的二氧化
碳總和標示出來，讓消費者瞭解。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也在 2010 年 3 月推出碳足跡標籤，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產品有標示碳足跡，目前已經有很多產品通過認證，包括飲料、日用品、
食品、建築材料……等，詳細的產品可於環保署的專門網頁查詢：
臺灣產品碳足跡資訊網 http://cfp.epa.gov.tw/carbon/defaultPag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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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圖，某一品牌 B4 規格的影印紙碳足跡是 4.5 公斤，每一包有 500 張
紙，若有一個學校使用這種紙印刷考卷，學校共有 700 個學生，考試科目有 5
科，每科需要用到 2 張紙，請問印刷考卷使用的紙碳排放量是幾公斤？
答：【

】

列印考卷不僅要使用紙，也要使用機器，機器需要消耗電才會運作，假
設使用影印機來列印考卷，每印一小時會消耗 2 度的電，共花了 4.5 小時列印考卷，請問光
是用電共排放了幾公斤的碳？
答：【

】

五、環保創意～照過來
『減碳』不只是口號，而是要大家一起來行動，每一個人都身體力行才可能產生效果，
政府也應該制訂政策，鼓勵大家更方便做環保來保護地球，例如，開車會產生許多廢氣和二
氧化碳，為鼓勵民眾多多使用環保的腳踏車，臺北市政府和廠商合作，在市區許多地方設置
自行車租借站方便民眾使用，就是一個很好的創意。各位聰明的讀者，如果你是環保署長，
你將如何制訂一個好的政策鼓勵大家更願意動手做環保呢？請發揮你的創意想出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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