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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與
海平面上升趨勢

全球和臺灣地表溫度過去一百多年已有明顯增加的趨勢，臺灣約增加
1.3℃。增溫速度亦呈現加速趨勢，日最低溫的增溫尤其顯著；推估未來在
不積極減碳情境(RCP8.5)下，21世紀末臺灣可能增溫超過3℃1。受全球暖
化影響，海水溫度上升造成冰川、格陵蘭和南極洲融冰，以及海水熱膨脹
導致全球海平面上升，各因素造成海平面上升比例為21%，15%和8%，以
及42%2。
　　

全球與臺灣平均海平面在過去數十年皆有上升的趨勢，全球平均海平
面高度在過去一百多年，上升0.19公尺；臺灣周遭海域的海平面近20年
期間上升速度為每年3.4公釐，為世界平均的兩倍。美國中央氣候研究組
織（Climate Central）2015年曾針對IPCC報告內全球暖化的不同情境進
行全球海平面上升的研究「 Mapping Choices：Carbon, Climate, and 

Rising Seas, Our Global Legacy3 」，研究有以下幾點重大發現：

本研究即運用中央氣候研究組織不同情境的研究結果，透過地理資訊
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空間分析方法將不同情
境海平面上升狀況和臺灣人口分布4進行分析，探討臺灣本島在全球暖化下
將受到的海平面上升衝擊。

● 

● 

● 

不積極減碳情境下將可能導致全球升溫4℃並造成全球海平面
上升6.9到10.8公尺。

在未來幾個世紀全球升溫4℃將可能導致六大洲4.7億到7.6億
人口的家園被淹沒。

快速且有企圖心的減碳措施將減少一半以上的威脅，
避免破壞許多具有代表性的國際城市和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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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平面
上升衝擊分析

本 研 究 針 對 「 不 積 極 減 碳 情 境
RCP8.55」分析臺灣將遭受的海平面
上升衝擊。研究方法是將美國中央氣
候研究組織（Climate Central）的海
平面上升地圖和歐盟委員會提供的人
口數據以疊圖分析，計算海平面上升
地圖在臺灣本島各縣市淹水面積，並
運用GIS的空間分析方法「分區統計」
（zonal statistics）計算這些淹水地區
涵蓋的人口數。

　　
根據分析結果，到了2050年臺

灣本島淹水面積將高達約1398.11平
方公里，佔臺灣本島面積約4%，受
影響人數約120萬人、佔全臺人口的
5%。受到淹水影響最顯著的地區在
臺灣的西南沿海，以臺南市受影響面
積最大、約310.9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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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颱風侵臺引起的暴潮常會造成溢淹及海水倒灌等現象，尤其衝擊地勢較低
之海岸區域。如2015年杜鵑颱風直撲北台灣，適逢天文大潮導致淡水海岸海水倒
灌，水位比淡水河河川警戒值高出許多，亦造成全臺多處淹水災情嚴重；2016年梅
姬颱風造成臺南七股地區沿岸海水倒灌。隨著海平面不斷上升和颱風強度增加，未
來將如何減少海岸線和沿海地區的破壞成為重要的氣候調適課題7。

海平面上升加暴潮：
氣候危機下的衝擊加乘

海平面上升不僅會使海水直接淹入臺灣地勢低漥的地區，更會加劇颱風引起的
暴潮，造成沿海地區極大的衝擊。2020年4月臺灣的科學家連署呼籲社會大眾重視
「氣候緊急狀態」的警告，全球暖化已導致海平面不斷上升，沙灘等緩衝區恐將消
失，未來暴潮會帶來更大的危害。過去颱風浪高約6至8公尺，現在已經高達15公
尺，未來將會不斷上升6。根據近百年的侵臺颱風紀錄，每年平均有3至5次颱風侵
襲。颱風挾帶著豐沛雨量及強風，當颱風靠近沿岸地區時，可能會引起暴潮、颱風
波浪等極端現象，如下圖示意。

圖1. 海平面上升加暴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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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平面
上升加暴潮衝擊分析

進一步分析「不積極減碳情境RCP8.58」臺灣將遭受的海平面上升加十年一見
的極端暴潮9.10衝擊，若不積極減碳，到了2050年臺灣本島受到海平面上升影響，
長期淹水面積約1398平方公里。若遇到颱風引起暴潮，淹溢面積將高達約2120.60

平方公里，佔臺灣本島面積約6%，受影響人數約達293萬，為全臺人口的12%。受
衝擊的建築物面積總計約28,435,000坪，相當約5,000個臺北小巨蛋11的面積。

　　
六都為全臺人口、經濟和文化的重心，皆位於西部沿海，受到海平面上升加

暴潮的衝擊特別顯著。受影響面積最大的臺南市約426.25平方公里；臺中市是次
多136.93平方公里。受影響人口最多為新北市75萬人，次多為臺北市44萬人。十
年一見的極端暴潮所帶來的衝擊比海平面上升更加嚴重，不僅衝擊人口增加約1.5

倍，淹沒的建築面積更增加3倍，嚴重衝擊到六都的城市中心。

表1. 2050年不積極減碳情境下臺灣海平面上升12與暴潮之衝擊分析

海平面上升 海平面上升加暴潮

人口 (萬人) 120.56 293.15 

面積 (平方公里) 1398.11 2120.60

淹沒建築面積 (坪) 7,139,000 28,4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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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2050年不積極減碳情境下臺灣海平面上與暴潮之衝擊範圍圖

2050年海平面上升範圍

2050年風暴潮衝擊範圍

表2. 2050年不積極減碳情境下六都海平面上升與暴潮之衝擊分析

人口 (萬人) 面積 (km2) 淹沒建築面積 (坪)

臺北市
海平面上升 20.90 16.57 1,370,325

海平面上升與暴潮 44.47 50.21 2,643,850

新北市
海平面上升 28.21 43.85 744,150

海平面上升與暴潮 75.56 80.42 2,973,575

桃園市
海平面上升 0.81 17.46 9,075

海平面上升與暴潮 2.23 33.30 175,450

臺中市
海平面上升 4.42 64.32 653,400

海平面上升與暴潮 18.14 136.93 3,412,200

臺南市
海平面上升 17.28 310.98 399,300

海平面上升與暴潮 33.72 426.65 4,322,725

高雄市
海平面上升 19.74 95.66 1,461,075

海平面上升與暴潮 32.43 114.47 1,775,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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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衝擊分析

以臺北市和新北市為例，淡水河沿岸遭受到的衝擊最大。未來總統府、臺北車
站關渡平原、新北市淡水漁人碼頭等地區都將被海平面上升所淹沒。而颱風帶來的
暴潮更將擴大衝擊到臺北小巨蛋、花博園區、松山機場，新北市三重的先嗇宮及蘆
洲區也將成為暴潮災區。雙北加起來將約有5,445,000坪的建築面積（1,000個臺北
小巨蛋面積），120萬人受到衝擊為六都之最。

雙 北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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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 園 市

桃園市受到的影響相對六都其他縣市較少，僅竹圍漁港、觀音草漯沙丘和
白玉海岸等沿海岸線地區會受海平面上升與暴潮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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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臺中市西部沿海地區的區域受到嚴重衝擊，龍井區和清水區一半以上會受到暴
潮的衝擊，整個梧棲區會完全淹沒，高美濕地將成為絕景。位在岸邊的臺中港、
三井Outlet台中港，也將無一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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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南 市

臺南市受影響的土地面積和建築面積都是六都最多，分別達約426平方公里和
4,235,000坪。其中北門區、佳里區、安南區和安平區影響最大，安南區幾乎全部
都會被暴潮淹沒，影響範圍包含臺南科技工業區及臺灣歷史博物館。安平區和中西
區可能受到嚴重衝擊，四草隧道與安平古堡都受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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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海平面上升淹溢範圍涵蓋高雄市地標85大樓、捷運美麗島站，暴潮衝擊則包含
高雄市茄萣區、永安區和三民區，駁二藝術特區將可能遭暴潮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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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資料中心未來都將被淹溢

歷史古蹟衝擊分析

六都轄區內總共有101座古蹟會受到海平面上升和暴潮衝擊而淹水，其中以臺
北市內的古蹟最多，達70座，行政院、監察院、立法院、總統府等都將面臨淹溢的
風險。臺南市次之達18座，熱蘭遮城遺址與安平古堡、四草砲臺都將被淹溢。

Google在臺灣設置的第一座資料中心位在彰化縣沿海彰濱工業區，未來也將
被海平面上升與暴潮衝擊。而去年又選定臺南科技工業園區作為第二座資料中心落
腳地，同樣地也可能會被海平面上升與暴潮所淹溢。

臺南科技工業園區

2050年海平面上升範圍

2050年風暴潮衝擊範圍

彰化濱海工業區

2050年海平面上升範圍

2050年風暴潮衝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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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都首當其衝
城市宣示氣候緊急

2050年在全球暖化的趨勢下若不積極減碳，臺灣的西南沿海城市都將受到海平面
上升和風暴潮嚴重的衝擊，作為人口、經濟、文化重心的六都衝擊特別明顯，預計淹
溢的土地面積共約841.98萬平方公里，超過206萬人的居住安全將受到海平面與風暴
潮的威脅。綠色和平要求臺灣地方首長儘速宣示「氣候緊急」，正視城市面臨的氣候
風險，尤其是受衝擊最大的六都。

擬定「氣候緊急應變策略」，調適與減緩加速並行

地方首長宣示氣候緊急將有助於提升民眾危機意識，以及跨局處、跨層級合作研
擬「氣候緊急應變策略」，並以氣候風險調適與減緩溫室氣體作為策略重點。地方政
府應掌握轄內潛在氣候風險，以公開、透明的方式提供資訊給相關利害關係人檢視，
並針對風險制定適當調適措施，保障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

同時，地方政府應加速訂定短中長期的減碳規劃，提出城市層級的再生能源發展
目標和淘汰化石燃料時程，目標2050年達到淨零碳排放。綠色和平要求地方政府從宣
示氣候緊急開始，結合更完善的氣候緊急策略，推動臺灣成為國際社會對抗氣候變遷
的重要夥伴。

圖5. 氣候緊急成為2019年牛津字典年度關鍵字，全球關注氣候造成的改變。© Gre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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