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Development

■ 廖淇雅、吳姿瑩、古鎔與、羅敏輝

人為地表變遷
對氣候的影響
土壤水的蒸發作用與植物的蒸散作用提供水氣給大氣，
而人類活動會改變地表水的蒸發散量、
改變當地的能量收支與水文循環，
進而影響地球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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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氣候變遷下，了解水循環如何變化，
以及陸地水文過程對氣候的影響，
有助於提高我們對於中長期氣候預報的能力。
陸地上的水文過程以及陸地對大氣的
成雲降雨

回饋作用，在全球及局部氣候的表現中扮

蒸發散量

演重要的角色。大氣中的水氣主要來自地
表土壤水、河川、湖泊、海洋等水體的蒸
發及植物的蒸散作用，而不同的植被、土
壤成分、地形、氣候條件等因素，不僅加

大氣的溫度、溼度
地表能量收支

深了陸地水文過程的複雜性，也影響著陸

潛熱通量

地與大氣的交互作用。
在全球氣候變遷下，了解水循環如何

陸地

土壤溼度

變化，以及陸地水文過程對氣候的影響，
不僅可以改善模式中對陸地大氣交互作用
的模擬，也有助於提高我們對於中長期氣

可感熱通量

陸地大氣交互作用的主要過程

候預報的能力。

陸地大氣交互作用
陸地受到大氣的影響較為直觀，例如

70

散量持續增加，此時蒸發散量受到淨輻射
能量的限制，我們稱此區域為「能量限制」

土壤濕度會因為大氣的溫度、濕度及降雨

區域；在半乾燥區域（介於乾燥區域和潮

所改變。然而陸地表面亦能透過改變當地

濕區域之間），土壤溼度的增加能使蒸發

的能量收支與水文循環來改變大氣狀態，

散量增加，同時總蒸發散量也不會太低，

其中每個過程都環環相扣、互相影響。地

我們稱之為「過渡」區域，在此我們能觀

表能量可藉由改變地表溫度、轉換成可感

測到較強的陸地大氣交互作用，顯示地表

熱通量（見註 1）或蒸發散量（見註 2）來

濕∕乾的狀態，能夠很有效地透過蒸發散

與大氣進行能量交換，也可把能量往更深

量與可感熱通量的分配，有利∕不利大氣

層的土壤或地下水層傳遞。而地表的特性

成雲降雨，爾後再反饋回地表。

如反照率（見註 3）、地表粗糙程度、土壤

當能量經由蒸發散量和可感熱通量的

溼度都會影響地表能量收支及能量分配的

形式進入大氣之後，大氣的溫度和溼度會

情形。

改變，進而影響到成雲降雨的過程。蒸發

其中蒸發散量的改變又會進一步影響

散作用把水氣從地表向上往大氣傳遞，能

水文循環。地表分配給蒸發散的能量會受

夠增加大氣的溼度，使得大氣能夠容納的

限於地表有多少淨輻射能量可以使用與有

水蒸氣較容易達到飽和而成雲（見註 4），

多少水可以蒸發。在乾燥地區（如沙漠），

甚至降雨。另一方面，當可感熱通量把能

土壤溼度的增加會反映在蒸發散量的增加

量由地表傳向大氣的時候，較靠近地表的

上，但總蒸發散量仍較其他地表型態來得

氣溫會上升，形成下熱上冷的大氣垂直結

少，我們稱之為「水量限制」區域，即蒸

構。這時的大氣環境更有利於熱對流，在

發 散 量 的 多 寡 受 到 水 量 限 制； 在 潮 濕 地

大氣水氣充足的條件下，也較有可能成雲

區（如雨林），土壤濕度的增加無法讓蒸發

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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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的存在又會回過頭來影響地表的能量收

那麼不同的地表狀態如何透過陸地大

支。雲可以反射太陽輻射或讓太陽輻射穿透到

氣交互作用影響大氣呢？以南美洲亞馬遜

地表，也可以吸收來自地表的長波輻射，並放

森林砍伐所造成的地表狀態變化為例。當

射長波輻射到地表。這些過程對於地表能量的

大面積的森林被砍伐後，當地地表變成了

效應可能是加成或抵銷，且會因為雲的厚度、

光禿禿的裸土。褐色的裸土相較於深綠色

高度、成分（例如是否含有冰晶）等特性而有

的森林反照率較高，吸收太陽短波輻射的能

所不同。降雨也會透過改變土壤溼度而在陸地

力下降，使得地表獲得的能量變少，並影響

大氣交互作用中扮演重要的一環。

隨後加熱地表及分配給蒸發散量、可感熱通

上述簡要說明了陸地與大氣交互作用的各

量的能力。深綠色森林的反照率較低，吸收

個環節。它們環環相扣形成一個循環，就像雞

陽光的能力較強，地表可以獲得比較多的能

生蛋、蛋生雞一般，讓我們很難辨認單一因素

量來加熱地表及分配給蒸發散量和可感熱通

的影響。實際上全球陸地在不同地點、時間的

量。因此當森林變成裸土之後，反照率增加

陸地大氣交互作用的強度都有所不同。一般來

使得地表接收的太陽能量減少。

說，在半乾燥的氣候環境下，陸地大氣交互作

另一方面，植物能夠增加進入大氣的

用是比較強的，也就是大氣特別容易受到地表

蒸發散量。除了植物蒸散作用的貢獻之外，

狀態的影響。在極度乾燥或潮濕的氣候條件下，

植物本身的存在也會增加地表的粗糙度，

陸地大氣交互作用則相對較弱。這是因為在極

並進一步加強地表和大氣之間的能量交換

為乾燥的環境下，陸地表面缺乏足夠的水分提
供給大氣，而潮濕的環境下大氣中的水氣較容
易飽和，如此地表狀態的變化對於大氣的反應
便相對不顯著。

（包含可感熱通量）。因此在森林被砍伐之
後，地表能量分配給蒸發散的比率會減少，
分配給可感熱通量的比率增加，使得大氣
變得溫暖而乾燥。
至於森林砍伐究竟會增加還是減少當

土地利用變遷

地的降水，則因不同地理位置的氣候型態、

陸地大氣交互作用，也就是土壤溼度、陸

海陸分布、位處的緯度圈等性質而有不同。

地水文過程與大氣環境的反饋機制，很大程度取

森林砍伐可以讓大氣變得乾燥而致氣溫上

決於地表覆蓋與土地利用的方式。研究指出地表

升，如果乾燥的效果比增溫的效果顯著，

覆蓋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對全球氣候有顯著

則環境較不利於成雲降水，土壤會因為降

的影響，並可能改變我們對氣候變遷的評估。

雨減少而變得更加乾燥。相反地，如果增

地表覆蓋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包含把
天然森林地開墾為農地或開發成都市，甚至作

溫的效果比乾燥顯著，大氣環境則會變得
較利於成雲降雨，使得當地的降水增加。

物種植方式及採收次數，都會改變地表狀態，

對流可用位能是一個常用來量度大氣

進而影響到當地或遠距氣候。而這些效應又可

環境是否有利發生對流活動的指標，對流

能進一步加強或減弱現今氣候變遷的效應，使

可用位能越大，代表可形成的對流與降水

得我們高估或低估全球暖化造成的衝擊。

強度越強。土地利用變遷可以透過改變近

地表覆蓋與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對全球氣候有顯著的影響，
並可能改變我們對氣候變遷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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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地表的變化能夠顯著影響當地大氣的狀態，
以及後續成雲降水的過程，並且反饋回地表。
地表的大氣溫度、濕度而改變對流可用位能，

以上幾個例子顯示地表狀態的變化的確能

進一步影響對流性降雨的時空分布與強度。舉

夠顯著改變當地大氣的條件，並影響後續成雲

例來說，對流可用位能增加可增加當地午後雷

降雨的過程，且在透過大氣對地表的反饋形成

陣雨的發生頻率，而在都市熱島效應下，降雨

陸地與大氣交互作用的迴圈。而不同時間與空

增加的區域主要分布於北台灣盛行風下風處，

間的土壤濕度分布、氣候條件以及地表變遷過

而非台北盆地內部，就是一例。

程，對當地氣候的影響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

灌溉設施的發展則是另一種土地利用變遷

森林中常出現的霧也會影響山中的水文氣候狀

的例子。灌溉活動可增加土壤溼度，降低土壤

態。以下再以台灣雲霧森林為例，探討霧在陸

反照率、植被阻抗（意即水氣從植物表面蒸發

地大氣交互作用中的效應。

散所需克服的阻力），進而增加地表的蒸發散
量。特別是在植物生長季時，灌溉活動較為頻
繁，這一效應更加顯著。當水灌溉到地表之後，
土壤濕度的增加會降低地表的反照率（較深的
土壤反照率也較低），使得地表吸收更多來自
太陽的能量。這時與森林砍伐變成裸土的效應
恰好相反，陸地分配給蒸發散的能量的比率會
增加，使得分配給可感熱通量的比率減少。
在大氣溼度增加而地表氣溫下降的情況

森林能涵養水源，故可用水相對於其他地
表型態的區域（如沙漠、都市、農地等）更為
豐沛。儘管森林大多位於空間上「能量限制」
的地區，但因同一地區的氣候有乾濕季之分，
陸地大氣交互作用的強弱及機制也可能隨季節
變化，比如熱帶雨林的「水文再循環」過程，
顯示雨水被植物攔截或滴入土壤後，能再透過

下，如果溼度增加的效果比降溫顯著，對流可

蒸發散過程回到大氣，形成下一次降水，是陸

用位能增加，環境會更利於成雲降水。相對地，

地大氣交互作用的正回饋機制。台灣多山地形

如果降溫的效果比溼度增加顯著，對流可用位

有利雲霧生成於山區，霧能同時影響森林的能

能減少，環境會變得較不利於成雲降水。許多

量循環與水文循環（比如反射太陽短波、可用

研究指出，在灌溉地區，降溫效應普遍大過大

能量減少造成地表蒸發散量降低等），對比雲

氣加濕的影響，使得灌溉區域上空相對周遭形

霧森林（即一天當中時常受雲霧籠罩的森林，

成下沉氣流，不利於雲雨形成。與此同時，盛

多位於海拔 1000 公尺至 2500 公尺的山區）及

行風把增加的水氣帶到下風處，在下風區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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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雲霧森林

一般森林（即很少受雲霧籠罩的森林），我們

氣溫沒有顯著變化的狀況下，大氣溼度的增加

可發現明顯不同的水文氣候特徵，依據各雲霧

反而可以增加下風區的降水。例如有研究顯示

森林經常性起霧的時間不同，地表通量的日變

美國加州的農業灌溉行為，因蒸發過程提供了

化可能不若一般森林的表現。另外，在雲霧森

額外的水氣，反而增強鄰近科羅拉多河流域的

林中，對比無霧與起霧的環境狀況，我們可以

降水。另一方面，由於海陸溫差變小，局部沉

探討同一種地表狀態在不同的大氣條件下，所

降作用減弱，減少了灌溉地區附近的海洋性層

引發不同途徑的陸地大氣交互作用。

積雲的覆蓋量。因此加州的農業灌溉不僅影響

首先，我們先來看台灣一般森林與雲霧森

當地的地表溫度，也對於區域的降雨分布有相

林的水文氣候特徵有何差別：在一般森林中，

當程度的影響。在這個例子中，降水變化較多

地表通量的日變化和太陽輻射的日變化一致，

的地區並非在模式中有灌溉的地方，而是在

是以中午時分為對稱的一個鐘形曲線，意即清

一百多公里外的科羅拉多河流域。

晨遞增，至中午達最高，傍晚則呈遞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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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雲霧籠罩的棲蘭雲霧森林

7：00

︵ 11:00
達峰值︶
可感熱交換

︵ 9:00
達峰值︶
潛熱交換
冠層蒸發

午後起霧
午後熱對流
蒸散

12：00

18：00
（當地時間）

棲蘭雲霧森林日夜變化的水循環，清晨由葉面水的蒸發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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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台灣雲霧森林午後經常有雲霧生成，其

氣的形式從地表進入大氣；無霧時則反之，平

蒸發散量的峰值會早於太陽輻射的峰值，意即

均可感熱通量會略高於平均蒸發散量，顯示能

地表與大氣之間水氣交換最旺盛的時候，並非

量多以熱能的形式進入大氣。然而，研究也指

在可用能量最多之時。

出起霧時進出地表的能量較不易達平衡，顯示

在台灣的森林觀測樣區中，以棲蘭、鴛

可能有較多能量存在森林生態系中，平均風速

鴦湖、溪頭樣區為雲霧森林樣區。這三地的研

太大或太小都會造成地表通量的比率在量測

究結果都顯示，霧是影響當地能量通量、二氧

上的不確定性。

化碳通量與水循環的重要因子。以棲蘭為例，

就雲霧森林現在的水文氣候特徵而言，

棲蘭樣區位於宜蘭山區海拔 1,650 公尺處，擁

植物攔截的霧水或可提供植物水分，或因超過

有較齊備的長期地表通量觀測資料。該地年降

葉面所能承載水量而滴入地表，有助於雲霧森

水量豐沛，氣候潮溼，午後經常有雲霧生成，

林生態系在乾季的存續，並增加地表或地下逕

並不缺乏可用水。

流，提供中下游地區更豐沛的水資源。當雲霧

棲蘭雲霧森林的水循環依時不同：清晨

的型態改變時，可能對森林生態系及其下游地

時，豐沛的葉面水受到太陽照射而快速蒸發，

區造成負面影響，特別是在乾溼季較分明的地

是造成一天當中蒸發散峰值的主因，這些葉面

區，若雲霧減少，會使生態系承受較大的水資

水可能源自於前一天午後的對流降水、午後霧

源壓力。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顯示，在全球暖化

水，或晚間因溫度低而凝結在葉面的露水。隨

下，雲霧生成高度可能被抬升，這會改變地表

著時間接近中午，植物行光合作用的能力逐漸

通量的反應，進而影響森林的水循環和陸地大

增強，屬於蒸散作用的全盛期，但總蒸散量仍

氣的交互作用。

比早晨蒸發散量小。午後，由谷風平流（風沿
著山坡從谷地往山上流動，稱為谷風）與森林
蒸發散帶來的水氣仍逐漸累積，同時溫度開始

陸地對大氣的回饋作用在全球氣候中扮

下降，造成大氣可容納的飽和水氣量漸減，形

演重要的角色，陸地透過土壤水的蒸發以及植

成起霧的有利條件。

物的蒸散提供水氣給大氣，而人類活動（例如

起霧時太陽短波明顯減少，潮溼的大氣

灌溉與砍伐森林）透過改變地表的蒸發散量、

環境使森林更不易進行蒸發散，同時抑制植物

反照率等地表狀態，改變當地的能量收支與水

吸收二氧化碳。這顯示在有能量限制時，雲霧

文循環，進而改變當地與遠距氣候。當陸地大

森林和大氣的能量交換也會下降，可說這時的

氣交互作用較強時，地表性質的改變能夠顯著

陸地大氣的交互作用是較弱的。

影響當地大氣的狀態、後續成雲降水的過程，

午後的霧水與夜間的露水容易殘留於葉

並透過大氣反饋回地表。而不同時間與空間的

面，待清晨受陽光照射才蒸發，可觀的冠層蒸

土壤濕度分布、氣候條件，以及地表變遷過

發消耗生態系由太陽輻射獲得的能量，顯示該

程，對於當地氣候的影響結果也不盡相同。

地在晴朗早晨時，陸地大氣交互作用仍受到能
量限制而非水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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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然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對於大氣溫
度與濕度變化的競爭關係（地表溫度增加可有

再來，我們來對比起霧與無霧時不同途

利於大氣上升運動而成雲發展，但同時也使得

徑的陸地大氣交互作用。起霧時，平均地表蒸

水氣較不易達到飽和而不利於降雨。而大氣

發散量高於平均可感熱通量，顯示能量多以水

濕度增加可因低層水氣增多而有利降水，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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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方格（單位是毫米∕月）代表加州夏季（6 ～ 8 月）灌溉之後降水的變化量。灌溉區（綠色方格）的西邊降
水變少（紅色部分），灌溉區東邊則降水增多（藍色部分）。

地表因蒸發冷卻而不利對流發展），也增加了

比率的陽光。反照率的高低和物體表面的

不少在評估人為活動對氣候系統影響時的複雜

顏色、粗糙程度等特徵有關，同時會受到

性。這說明了陸地大氣交互作用有趣的地方，

陽光入射角的影響。舉例來說，雪地的反

也期待更多的研究來探討。

照率大約是 60 ∼ 80％、海水的反照率大約

註 1：可感熱通量可理解成不同溫度的空
氣在空間上的交換。舉例來說，若一團溫度高

是 6％、草地約為 25％、裸土約為 17％，
而地球表面平均的反照率約為 30％。

的空氣上升到更高處，把原本上方比較冷的空

註 4：大氣的飽和水蒸氣壓表示大氣能

氣置換到低的位置，這時就可以視為有可感熱

夠容納的水蒸氣（氣態水）上限。它跟當

通量把能量由低處傳到高處。

下的氣溫有關，當溫度越高時，能容納的

註 2：蒸發散可以再細分成蒸發與蒸散，
兩者都是描述液態水變成氣態水（水蒸氣）的

上限就越高，且呈現指數成長。概括來說，
大氣每上升攝氏 1 度，大氣的飽和水蒸氣

相變過程。蒸發泛指一切地表液態水蒸發成氣

壓會多增加原本的 7％。當大氣中水蒸氣的

態水的物理過程，蒸散則是植物從根部吸收的

量超過可容納的上限後，多餘無法容納的

水分，通過植物地上部分（如葉面氣孔、植物

水氣就會凝結成液態水，天空中的雲就是

莖部或花朵）以水蒸氣的形式釋放到大氣中的

這些液態水所形成的小水滴。

物理過程。液態水蒸發成水蒸氣時會吸收能量；
相反的，水蒸氣變成液態水時會釋放出能量。
我們可以把地表水釋放到大氣中的過程視為一
種潛在能量的流動，因此蒸發散量又可稱為潛
熱通量。
註 3：反照率指的是物體表面對於陽光的

廖淇雅、吳姿瑩、古鎔與、羅敏輝
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反射能力，反照率高表示該表面能夠反射較高

科學發展

2020 年 1 月│ 565 期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