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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 寶寶不回家— 
冰反照率正回饋機制與北極海冰量、海表面溫度的探討 

研究學生：洪紫涵、劉亭君 
指導老師：林和教授、周家祥老師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地球過去歷史顯示，冰塊分佈與氣候息息相關，古氣候以冰期，間冰期分

隔。全球氣候近年來不斷改變，平均氣溫持續上升，南北極冰塊快速融化。而

科學家也預估，2007 年將會是人類歷史上最暖的一年。 
海冰減少為什麼如此重要呢？許多極地動物皆棲息於海冰面上，近幾年，

陸陸續續有科學家發現北極熊由於海冰距離太遠，游泳過長時間而死亡。近來，

也發現地球上有許多小島因海平面上升面臨淹沒的危機。更有科學家大膽的推

論，再過幾十年，許多居民的居住地也將遭到嚴重的威脅。 
 

 

此圖為北極 2005 年與 1979 年九月海冰的分布情形 
對照圖（灰色線為 1979 年）。（NASA, 2006） 

 
現行高中基礎地球科學課本第七章（范光龍等，2006）提到： 
「氣候暖化造成冰雪融化，使對太陽輻射反射率低的陸地與水的面積增

加，地表因而吸收更多的熱量，導致進一步暖化。氣候暖化在寒帶地區尤其明

顯，在兩極地區，溫度上升的幅度可能是全球平均值的 2~3 倍。由於兩極地區

增溫快，低緯區增溫緩，高低緯度之間的溫差減小，全球的大氣環流系統可能

因此發生改變，全球的洋流系統也可能跟著改變。」 
又科學家研究海冰，發現一種自然而然的反照率正回饋機制，使得海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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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一旦到達某個臨界值，就進入新的平衡，很難恢復原有的樣子。我們想知

道海冰及海表面溫度近年來發生了什麼變化？這和此機制又有何關聯？ 
由於目前現有的資料中，以北極區較為完整，且目前海冰的減少，北極居

於全球之冠，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將先針對北極區作探討。 

二、文獻探討 

（一）南北極區是暖化最劇烈的地區。該區之環流、海冰在近年來皆呈現鉅變。

科學界認為溫室效應固然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因，但地球系統從短短數

年內，從一平衡狀態，跳躍至另一截然不同的平衡狀態，勢必經過內部

歧異放大的正回饋機制。（IPCC, 2007） 
（二）蘇俄氣候學家布迪卡在 1966 年提出冰反照率正回饋的機制（Polyakov et 

al., 2004），布迪卡指出，當夏季海冰融化，海水開始曝露在陽光下，因

海冰與海水對短波輻射的反照率相差懸殊，造成些微減少的海冰覆蓋

率，因海溫增加而大大加速冰塊融化（如下圖）。此一簡單而有效的機

啓制，目前似已 動。（Overland et al., 2004）  
 

 
 

（三）太陽輻射能量（或稱為短波輻射）只有一小部分為地球所攔截，它相當

於每平方公分每秒 2 卡的能量。地球能吸收多少太陽輻射，地表的反照

率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其中又以冰雪覆蓋地區的影響最大（許晃雄，

1992）。海冰能吸收的太陽輻射量遠小於海水，海冰的平均反照率約為

0.8；海水的平均反照率約為 0.07。（Hartmann et al.,1994 ） 
（四）溫室效應和冰反照率正回饋機制皆可能使高緯度地區迅速增溫，但是氣

候數值模擬都預測，如果大氣二氧化碳含量加倍，全球大氣平均將增溫

約 2.5K，但是由於冰的反照率回饋，極區則可能增溫 7～8K 之多。（許

晃雄，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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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前科學界現有的海冰數據中，1960 年代之前的資料誤差較大，以 1964
年左右以後的資料可信度最高。（Overland et al., 2004）因此本研究將採

用 1964 年以後的資料作為探討的依據。 
（六）下圖為北極海冰在夏天及冬天的分布狀況，以過去兩年為代表。冬天海

冰的分布明顯較大，甚至擴展至白令海及鄂霍茲克海地區；夏天海冰則

只分布於北極海。無論是夏天或冬天，格陵蘭海外側的北大西洋皆無海

冰分布。 
 

  
此圖為北極地區海冰 9 月及 1 月的海冰分布。 

左為 2005 年 9 月；右為 2006 年 1 月。（NASA, 2006） 

 

三、研究目的 

（一）研究問題： 
1. 畫出 1964~2005 北極的海冰、海表面溫度距平值及平均反照率，探討

此期間三者變化線性趨勢與氣候突變。 
2. 指認上述變化的特定季節與地區，比較三者的變化。 
3. 若我們可以確定冰反照率正回饋機制對海冰及海表面溫度有直接的相

關，可由此探討其對氣候突變的影響。 
（二）研究假設： 

根據前人的研究，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以下結果： 
1. 北極海冰及海表面溫度於 1964 到 2005 年之間有劇烈的改變，且我們

可以找到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另外，海冰與反照率的變化會有同樣的

趨勢。 
2. 北極海冰和海表面溫度在 1964 到 2005 年間呈相反趨勢，且此現象與

冰的反照率正回饋機制有密切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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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器材 

一、Grads 繪圖程式：可以將測站資料做數據統計，繪製圖表。 

二、衛星資料：取自台大大氣科學系季風研究室。我們採用 Hadisst 資料庫，為一

個以月為單位的觀測資料庫，包含：海冰總量、海冰距平值、雨量、氣壓、

海平面溫度等。距平值在此的定義是指將每筆資料減掉 1870-2005 該月的平

均值。 

參、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研究方法 
利用 Grads 繪圖程式以及測站資料，寫指令畫出統計的圖表（如：海冰距平

值對時間折線圖），加以討論分析。 

二、研究步驟 

（一）觀察海冰量與平均反照率的關係。 
（二）觀察北極海冰量結冰及融冰期的週期變化。 
（三）觀察不同緯度範圍的海冰量年際變化。 
（四）觀察北極海冰海冰及海表面溫度 1964 到 2005 年的年際變化，並找出變

化最劇烈的地區。 
（五）觀察變化最劇地區融冰期與結冰期海冰量的年際變化。 
（六）根據步驟五結果，觀察其海冰及海表面溫度的年際變化，及變化較劇烈

的地區。 

肆、研究結果 

一、根據數據（海冰反照率為 0.8、海水反照率為 0.07），我們可以算出北極地區

的反照率： 

M=北極地區平均反照率 
x=北極地區海冰量佔面積比例 （0<x<1） 
M= 0.8x+0.07（1-x） 
由此可知，海冰覆蓋率對平均反照率將會是一正比的關係，參見<圖 a>。

所以我們將利用海冰量的變化趨勢代表平均反照率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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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反照率對海冰覆蓋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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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a 北極海冰覆蓋率對平均反照率關係圖 

 
以一個月為單位畫出北極（70-90N ）的海冰總量（ice concentration）平均

值做折線圖，觀察其結冰及融冰的週期變化。參見<圖 b> 
由這個結果很明顯的看出，9 月的冰量皆為全年最少。冰年大致由 9 月到

隔年 8 月或是 5 月到隔年 4 月。融冰期大致為 5 月到 9 月，結冰期大致為 9 月

到隔年 1 月，本研究即以此為融冰期與結冰期的定義。 
 

 

圖 b 北極緯度 70 度到 90 度之間的海冰量逐月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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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北極海冰的距平值以北緯 50 度到 90 度、60 度到 90 度、70 度到 90 度三種

範圍作年平均，觀察其年際變化。參見<圖 c> 

（一）由前述結果選定的兩種冰年定義，以 9 月到 8 月作為一個冰年<圖 c-2>
的數據有較一致的週期，因此我們決定採用 9 到 8 月作為本實驗的一個

冰年。 
（二）無論何種定義都可以明顯看出在 1978~1980 年間海冰大量驟減且由此進

入一個新的週期。 
（三）比較三區的緯度可發現，前述驟減現象以高緯度地區（北緯 70~90 度）

的變化最明顯。 
 

<1> <2> 

 

圖 c 不同緯度的海冰距平值年際變化折線圖。圖 c-1 的冰年採用 5 月到隔年 4 月；

圖 c-2 則採用 9 月到隔年 8 月。方框線為北緯 70 到 90 度；空心圓線為 50 到 90 度。 

四、觀察 1964 到 2005 年北極海冰量及海表面溫度的年際變化，並找出變化較劇

烈的地區 

（一）將北極區海冰及海表面溫度每筆以月為單位的資料對 1964 年到 2005 年

平均值做距平值，再做年平均，並以長條圖呈現，綜合比較後可明顯看

出兩者呈相反趨勢，並算出相關係數約為-0.8，為一高度相關。參見<圖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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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 海冰與海表面溫度綜合比較圖，方框為海冰距平值，方塊為海表面溫度距平值。 
 

（二）根據研究結果三，我們採用北緯 70 度到 90 度，以 1979 年為分界點，前

（1964~1978 年）、後（1980~2005）分別平均再相減，可發現以格陵蘭

海為變化最多的地區。海冰呈現減少的趨勢，海表面溫度則相反有上升

的趨勢。 
 

<1> 

 

<2> 

 
圖 e 北緯 70 度到 90 度，<圖 e-1>為 1980 年到 2005 年的海冰平均減掉 1964 年到

1978 年的海冰平均；<圖 e-2>為 1980 年到 2005 年的海表面溫度平均減掉 1964 年到

1978 年的海表面溫度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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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將<圖 e>顯著變化的格陵蘭地區放大，將融冰期與結冰期海冰的平均加以個

別分析，可約略看出融冰期的年際變化較大。參見<圖 f> 

 
圖 f 格陵蘭海地區的海冰量距平值年際變化。空心圓線為以一冰年作平均；實心圓線

為以融冰期作平均；方形線為以結冰期作平均。 

六、由<圖 f>可得知，融冰期變化較大，因此我們選擇冰量最少的 9 月，分析海

冰量及海表面溫度變化的趨勢，並找出變化較劇烈的地區。 

（一）將北極區 9 月海冰及海表面溫度每筆資料對 1964 年到 2005 年平均值做

距平值，再做年平均，並以長條圖呈現，兩者亦呈相反趨勢，變化的範

圍與整年的變化約略一致。參見<圖 g> 
<1> <2> 

 
圖 g 1964 年到 2005 年的 9 月份，北緯 70 度到 90 度。 

圖 g-1 為海冰量距平值年際變化長條圖； 
圖 g-2 為海表面溫度距平值年際變化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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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是我們採用 9 月以 1979 年為分界點，前（1964~1978 年）、後（1980~2005
年）分別平均再相減，各地區有更顯著的變化，參見<圖 h>。<圖 h-1>
和<圖 h-2>變化的地點也趨近一致。 

 
<1> <2> 

 

 
圖 h 北緯 70 度到 90 度，<圖 h-1>為海冰平均減掉 1964 年到 1978 年的 9 月海冰平均； 
圖 h-2 為 1980 年到 2005 年的九月海表面溫度平均減掉 1964 年到 1978 年的 9 月海

表面溫度平均。 

伍、討論 

一、根據<圖 a>，海冰量和平均反照率呈正比，兩者變化趨勢相同。 

二、根據<圖 b>，北極地區海冰量在一年中有規律的變化，大致可分為兩階段：5
月到 9 月的融冰期與 9 月到隔年 1 月的結冰期。 

三、根據<圖 c>，大約在 1978~1980 年海冰大量驟減，進入一個新的平衡，且迄

今一直持續減少，沒有增加的趨勢。依據相關研究，我們推論，和冰反照率

正回饋的機制有密切的關係。 

四、根據<圖 d>，1980 年代後北極的海表面溫度快速上升，正好與海冰量的驟減

有高度負相關，由於海冰量和平均反照率的趨勢相同，平均反照率的降低導

致地表吸收了更多的短波輻射，造成海表面溫度升高。因此由海冰量及海表

面溫度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出冰反照率正回饋機制加強運作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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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上，比較北極海冰量及海表面溫度，兩者皆在變化後無法回到原來的數值

標準，根據相關文獻，大致可以確定冰反照率正回饋的機制正加速進行，未

來則有可能再度跳躍到新的平衡，或是不再達到平衡。 

六、根據<圖 e>，北極地區海冰與海表面溫度的年際變化，以格陵蘭海變化最劇

烈。推測是由於格陵蘭海位於整個北極唯一一個較大的出口，出口外的海水

溫度較高，於是造成格陵蘭附近的海冰較易融化，融化的海水吸收了更多的

短波輻射，造成海水表面溫度上升。另外，北大西洋暖流也有可能是影響此

區海冰與海表面溫度年際變化的因素，至於其之間的關聯，尚待日後更深入

的討論。 

七、根據<圖 f>，格陵蘭海海冰的變化，又以融冰期較大。我們認為可能是夏天

日照時數較多，使得冰反照率正回饋機制更為明顯。 

八、比較<圖 g>和<圖 d>，9 月的北極海冰及海表面溫度數值變化與整年的變化略

為一致，但比較<圖 h>和<圖 e>北極海冰及海表面溫度的變化範圍，9 月的變

化面積遠大於整年，靠近白令海峽的地區特別明顯。推測可能的原因有二：

（見附圖）至於 5 到 8 月的個別探討及融冰期的整合分析，待未來繼續研究。 

 
附圖 北極區地圖，圖上方標紅色區域為白令海峽；下方標紫色區域為格陵蘭海。（台

灣大學大氣科學系季風研究室） 

（一）格陵蘭海位於整個北極唯一一

個較大的出口，出口外的海水

溫度較高，於是造成格陵蘭附

近的海冰較易融化。 
（二）格陵蘭海外側的北大西洋終年

[0]大部分為海水，因此其季節

差異則不比北極靠近白令海峽

地區明顯。 

（一） 白 令 海 峽 是 北 極 區 第 二 個 出

口 ， 雖 然 大 小 遠 不 如 格 陵 蘭

海，但由於夏天溫度較高，因

此可能變化較明顯。 
（二）白令海冬季時大部分地區皆結

冰，夏季時則融化為海水，海

水的熱對流可能有利於北極靠

近白令海峽地區的海冰融化，

而冬天則較不易融化成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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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一、研究結論 

（一）1964 年到 2005 年北極海冰量及海水表面溫度變化呈高度負相關，且此

兩者為冰反照率正回饋機制運作的主要關鍵。 
（二）北極地區海冰量的變化，以 1978 年到 1980 年作為轉折點，而海表面溫

度亦在 1980 年代左右開始產生增加的趨勢，且兩者皆在變化後無法回到

原來的數值標準。根據相關文獻，大致可以確定冰反照率正回饋的機制

正加速進行。 
（三）格陵蘭海為北極區海冰及海水表面溫度年際變化的關鍵；而北極靠近白

令海峽地區則是在 9 月的變化明顯大於整年的變化。 

二、未來研究方向 

由於時間的限制，有些實驗結果我們只能做部分的推測，尚未證實。另外，

我們預計在未來針對以下問題，做更深入的研究。 
（一）北極海冰及海表面溫度 5 到 8 月的個別探討及融冰期的整合分析，比較

其與整年的變化，有何不同？ 
（二）北大西洋暖流在 1964 年到 2005 年之間發生了什麼變化？以及其和格陵

蘭海海冰與海表面溫度的年際變化有何關聯性？ 
（三）格陵蘭海與白令海在 1964 年到 2005 年之間發生了什麼變化？格陵蘭海

與白令海的特性有什麼不同？此差異和北極海冰及海表面溫度的關聯性

又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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