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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

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

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

三千里，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莊子．逍遙遊》

人類所感受於大自然最直接，最強烈，而又最變化多端者，莫過於大氣現

象：舉凡風雷雨電、冰雪霜霰、冷熱寒暑，都是從覆蓋地球的大氣運動和變化

所生。大氣現象對人類活動的影響是如此重要和深遠，整個世界都致力於建立

龐大和周密的大氣觀測網絡，以為短期氣象預報和長期氣候變遷提供數據，所

以，在地球環境科學之中，氣象學所得資源較多，發展較快，那是很自然的。

當然，大氣並不是個封閉系統：例如，大家都知道，它的溫度和濕度就深受其

下陸地或者海洋的影響；又例如，人類大量利用化石燃料所產生的「溫室效應」

問題，多年來也已經為一般人所理解和注意，甚至成為大眾熟知的國際問題。

然而，直到最近才為學者了解的是：大氣、海洋和「溫室氣體」三者之間的互

動，實在比我們原來認識的要複雜和微妙得多。在這 我們所要報告的，便是

這些新發現的概況。

在討論這些新發現之前，我們首先得記住：海洋是個龐然大物，它佔據的

面積和熱容量超過地表，密度、質量、比熱、熱容量，變化時間尺度等等則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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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超出大氣。例如，海洋覆蓋地球表面積71%，平均深度達3,800米，陸地平均

海拔只有840米；海洋佔據了地表水總量的97%，陸地系統佔比例不到1%，大

氣僅佔0.0009%；海水密度約為海面大氣密度的800倍，海水總質量約為大氣的

280倍，其定壓比熱是空氣四倍以上。由於海水熱容量巨大，海洋所存儲熱量的

季節變化幅度達到地表的10-100倍，洋流承擔了從赤道到極地之間一半的熱能傳

輸，以平衡熱帶與高緯度之間不同的輻射能淨吸收。深海底部海水替換成新水

質需要幾個世紀甚至上千年（這稱為留駐時間），然而在海拔約十公里以下的大

氣最低層，相應時間尺度只有幾天至一兩年。海洋生命多樣性（biodiversity）極

高，它包含多達二十萬到一千萬物種，海洋生物是陸地生物「門」類總量的兩倍

（「門」[phylum]是生物分類層次，其級別僅在「界」[kingdom]之下）。全世界年海

洋捕魚量達到八千萬公噸，提供了人類所消耗動物蛋白質的16%，這百分比在東

南亞居民更達28%。另一方面，海洋在受到颶風、火山、地震等因素激發而產生

的破壞力量之龐大與可怕，則更由於去年12月26日蘇門答臘海底地震所引發的

印度洋周邊地區災難性海嘯，而顯露無遺，它在世人心中所造成的創傷，所投

下的陰影，恐怕長期也難以消除。

其次，海洋和大氣之間的互動其實是非常緊密的。這不僅限於水通過蒸發

和降雨而在兩者之間循環，或者由於兩者溫度差異而產生的熱能傳輸。除此之

外，兩者的互動作用還有動量的耦合，即風影響洋流強度和方向；非線性的互

動，例如風生海浪，浪的大小又改變了海洋和大氣在接觸介面上能量與動量的

交換強度；又或者海洋吸收大氣中過量的二氧化碳，從而影響溫室效應，並連

帶影響溫度等等。更需要注意的是，大氣和海洋之間的互動往往形成「正反

饋」，也就是說一方的變化或者「信號」會通過互動而放大、加強，這就會導致複

雜和難以簡單分析或者預測的混沌（chaotic）現象出現。

因此，無論以海洋或者大氣為獨立系統的研究都有極大局限。回想本文作

者之一（劉雅章）當年攻讀大氣科學的時候，居然從未有幸研修任何海洋學課

程，那實在是很奇怪的事情。當然，時代已經改變了，這兩門學科的進步以及

實際需要已經使得兩方面的合作越來越密切，甚至，很自然的，這已經導致兩

個領域出現合併的趨勢，所以許多相關的大學課程已經改名為「大氣與海洋科

學」、「地球科學」或者「地球系統科學」了。

十年前，本欄討論過工業文明所產生各種微量氣體（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和

臭氧）對地球環境的影響，數年前又詳細介紹過海洋—大氣互動現象中最顯著的

例子，即熱帶太平洋地區所發生的「厄爾尼諾—南方濤動」（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簡稱ENSO）1。本文所要報導的，便是近年來大氣—海洋系統研

究的三個新發現，它們充分顯示了這個龐大系統中不同部分的耦合之緊密，

以及任何一個基本變化所會引起的影響之複雜與深遠。在人類活動已經成為

地球環境變化基本因素之一的今天，這些發現的重要性是值得我們認真注意

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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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氧化碳失蹤之謎

如所周知，工業革命對環境最根本和長遠的影響就是大大增加了大氣中的所

謂「溫室氣體」，那主要就是由於化石燃料（fossil fuel）的應用、水泥製造等活動而

釋放的二氧化碳（CO2）。它在大氣中所佔的比例雖然極微，卻能夠像溫室的玻璃

或者透明塑料那樣，阻止地表輻射向外逃逸，從而導致全球變暖，所以它對氣候

有關鍵性影響——我們推測，它可能導致了地球在近兩個世紀一半以上的升溫。

因此，毫不奇怪，大氣二氧化碳含量變化的研究和測度成為了最受關注的問題。

古氣象學家在南極東方站（Vostok）鑽取了深達二千米的冰柱，他們根據研

究這冰柱薄切片中的小氣泡發現，在工業時代前夕即十九世紀之初，大氣中二氧

化碳的濃度大約只有280 ppm（parts per million，即百萬分率，280 ppm = 0.028%）；

從1958年開始，夏威夷莫那勞亞（Mauna Loa）火山峰附近的氣象台則對大氣中這

一微量氣體直接作定期檢測，發現到了1994年，其濃度比之1800年已經增加

28.2%，即達到359 ppm，這相當於大氣所含碳總量實際增加了165 Pg C（1 Pg =

1015克，也就是十億公噸，1 Pg C指十億公噸的碳，這是間接衡量二氧化碳總量

的單位）。但奇怪的是：在1800-1994年間，人為的二氧化碳總排放量卻有244 Pg C

之多。換而言之，人類活動所產生的，亦即所謂「人致」（anthropogenic）二氧化碳，

大約只有三分之二停留在大氣中。那麼，其餘的三分之一跑到哪 去了呢？

這麼大量氣體的儲存庫只可能有兩處——陸地和海洋。陸地表面太複雜

了，它對碳的吸收是難以精確探測的，但海洋則比較簡單，所以，從1990年代

開始，在一個大型和長期國際合作計劃推動之下，海洋科學工作者已經朝這個

方向全面動員起來。他們的研究包括九十五次海洋巡航所彙集的近一萬次勘探

資料，以及五年多時間的資料核查和分析。幾個月前，這項雄心勃勃的研究專

案概要性報告發表2，其主要發現的意義也得到了闡釋3：我們終於可以肯定，

人致二氧化碳的確有很大部分是被浩瀚的海洋吸收掉了！

當然，海洋並不是個固定的容器，它本身的多種生物和化學過程都可能影

響海水的二氧化碳容量，所以我們得先用種種精密方法把這些影響排除，然後

推斷海水中直接從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增量所構成的部分到底有多少。由此而得

的結論是：在1800-1994將近兩個世紀間，在全球海洋中的人致二氧化碳增量為

118 Pg C。奇怪的是，這大約是上文所提到的人致二氧化碳排放總量244 Pg C

的一半，而並非我們預期的三分之一。

顯然，這兩者的差額只能用陸地系統中儲存的二氧化碳來解釋。倘若將全

球氣候系統（大氣、海洋和陸地）視為整體，那麼它必須處於平衡狀態，所以過

去二百年間陸地碳含量變化應為244（總排放量）-165（大氣含量）-118（海洋含量）=

-39 Pg C，也就是說，陸地不但沒有儲藏二氧化碳，反而是減少了39 Pg C。這

只能來源於在工業過程以外，主要是土地使用的變遷，例如大規模森林砍伐和

燃燒。根據粗略估計，這一人為來源在工業時代導致了100-180 Pg C的額外排

放。在扣除輸入大氣和海洋系統的39 Pg C之後，我們可估計土地利用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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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有61-141 Pg C歸還到陸地生物圈。這整個的人致二氧化碳排放循環可

以用圖1來概括。從之可見，海洋是人致二氧化碳的最龐大儲存庫：倘若沒有這

個儲存庫，那麼可以推算，今日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就會爬升到435 ppm，而

不是實際的380 ppm，而地球升溫的問題也會比目前嚴重得多。

事實上，海洋吸收二氧化碳是個非常緩慢的動態過程。據估計，目前海洋

對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僅僅達到其長期潛能的三分之一，而大約有90%的人致

二氧化碳將最終可以為海洋吸收，但這可能是幾千年之後的事情了4。那麼，為

甚麼這儲存庫的大門不能開得大一點呢？

關鍵在於，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必須先通過空氣和海水的界面而溶解在海洋

表層，然後才能夠從表層滲透進入其內部和深層，而這些過程的速率決定於許

多不同因素。根據前述海洋勘測資料，和由是而繪製的人致二氧化碳在海洋中

的三維分布圖5，我們可以看到：海洋中的人致二氧化碳大部分存儲於表層：事

實上，它大約有一半是在深度不超過四百米的海水中。但即使海表層的含量也

還有顯著橫向變化，即在熱帶海域較低，在溫帶海域較高。熱帶海域含量低有

兩個原因：（1）很多近赤道地區都出現海水上湧（upwelling）的現象；（2）熱帶海

洋表層與內部的密度之間存在急劇增加的梯度（主要由於高溫和大量降雨造成表

層密度降低），兩者都阻礙二氧化碳往下滲透，從而限制了二氧化碳在那些水域

的整體含量。另一方面，在北大西洋和部分南方海洋等溫帶海域，卻可以在海

水表層觀測到高濃度的二氧化碳，這主要是因為此區表層海水呈現較高密度和

鹽分含量（其原因見下文第三節），由是其自身浮力降低，其在垂直方的混合增

圖1　大氣—海洋—陸地系統中人為排放二氧化碳的來源／儲存及路徑示意圖。單位：Pg C（1015克

的碳）。注意海洋作為一個儲存庫接受存放人致二氧化碳。估算依據C. L. Sabine等人的研究，

參考註2。

海洋

陸地

大氣

土地利用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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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這就為二氧化碳提供了有效滲透到更深層海域的途徑，並且提高了該區海

水的二氧化碳整體含量。

總而言之，相當大部分大氣中的人致二氧化碳是被海洋吸收了，吸收速率

取決於海洋本身的結構（即溫度和含鹽度的分布）以及運動（包括垂直的湧流和水

平的洋流），而吸收量目前還遠遠未曾達到飽和。這樣，假如二氧化碳的排放得

以立時受到控制，從數千年的時間尺度來看，我們好像大可不必為溫室問題而

過份擔憂了。然而不然，除了產生直接的溫室效應以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還

有其他更間接、微妙的作用，而且其至終影響可能是意想不到的巨大。

二　撒野的孩子：暖氣候中的厄爾尼諾

所謂「厄爾尼諾」（El Niño）是指赤道太平洋兩側的二至七年高溫（厄爾尼諾）

和低溫（拉尼娜[La Niña]）的交替循環現象，其間整個熱帶太平洋流域近海面三

百米以內的溫度和洋流都會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變化。厄爾尼諾現象和拉尼娜

現象（西班牙語，意思分別為「小男孩」和「小女孩」）是由於海洋與大氣之間強烈

耦合所致：伴隨 厄爾尼諾海洋變化，南太平洋上空在東西之間會同時形成海

面氣壓的拉鋸狀況，這稱為「南方濤動」（Southern Oscillation）。鑑於兩者之間的

密切關係，所以在1980年代初我們就開始用ENSO來指稱這一系列現象，這可以

說是海洋與大氣科學結合的象徵。

ENSO對全球天氣以及人類生活是影響極大的：例如，1982-83年間的強

ENSO造成了13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使至少二千人死於洪水、乾旱、山火、雪

暴，以及熱帶旋風等各種天災的襲擊6。所以，一個非常自然而緊迫的問題就

是：這到底和大氣中溫室氣體的增加有沒有關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熱ENSO

現象在最近三十年內出現的頻率比過去一百年中要高，其中有兩次（1982-83年和

1997-98年）是二十世紀觀察記錄中最強烈的；更奇怪的是，類似厄爾尼諾的狀

況在1990-95年間持續出現（見圖2）。統計資料顯示7，就歷史標準而言，這些現象

都是反常的，大約每二十個世紀才會出現一次。由於最近ENSO的頻率和類型實

屬罕見，人們有理由推測：它不是氣候系統的自然變化，而是與某些外在因素（比

如由溫室氣體導致的氣候變暖）有關的。此外，我們還得注意：ENSO會導致地區

性乾旱和頻繁的森林大火（1997年厄爾尼諾在印尼引起的火災是顯著的例子），從而

釋放大量二氧化碳到大氣中，所以它和溫室氣體的排放是具有正反饋耦合的。

然而，僅僅探究統計性關聯是不夠的。如果認為溫室氣體導致的氣候變化

的確是反常ENSO現象的原因，那麼就必須通過氣候系統的數值模式來驗證這個

假設。在模式中，除了要輸入海岸、山川、地形等地理數據以外，諸如風、雲、

雨、洋流、日照、輻射、水文、紊流混合、大氣微量成分、生態系統，以至大氣

—海洋—陸地的耦合等等因素，都要運用物理基本規律加以模擬和表達。以這些

數值模擬工具進行的大氣系統實驗通常要積分成百上千個「模式年」。例如安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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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橫濱「地球模擬儀」的電腦——直到最近仍被列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電腦（持

續速率為每秒35兆次浮點運算）——就是專門用於天氣與氣候數值實驗的。

迄今為止，一些已完成的實驗顯示8，倘若在模式計算中注入更多溫室氣

體到大氣中，就的確會導致沿赤道太平洋地區海面溫度的變化，而且這變化在

東西方向有所不同，從而造成了海溫梯度，影響該區的風和洋流，以及ENSO的

形成和演化。有些研究顯示，隨 溫室氣體進一步增加，ENSO可能變得更為頻

繁和強烈；而且，與ENSO相關的大氣和海洋變化的高峰期可能從當今的北半球

冬季（12月至2月間）往前移到夏秋之間。然而，各種不同的模式實驗所得到的結果

卻是不一樣，甚至是相反的。也就是說，這些模擬實驗目前還未曾進步到成熟和

可靠的階段，我們所能夠推測的，只是溫室氣體和ENSO可能有些關係而已，但

關係到底如何，在現時還無法確定。然而，雖然溫室氣體問題對於ENSO和赤道

洋流的影響還不是那麼清楚，它對大西洋的洋流以及歐洲氣候的影響就戲劇性得

多，甚至已經在大眾傳媒上引起轟動效應了。這是我們在下一節要討論的問題。

三　冰原下的秘密：新仙女木會否重臨？

甲　緩慢和突發氣候變遷

厄爾尼諾是短暫的準週期性氣候變化，它的效果雖然嚴重，卻還在人類社

會所能夠應付的範圍以內，對人類文化、文明的進程說不上有決定性影響。但

圖2　1950年至今近赤道太平洋中部海面溫度的時間演化。資料顯示的溫度是與長期氣候平均值的

差異。強烈的正負值分別表示熱厄爾尼諾現象和冷拉尼娜現象的發生。注意，1970年代中期以後厄

爾尼諾現象更為頻繁出現，尤其是在1982-83年和1997-98年兩個顯著時段（以箭頭特別標出），以

及1990-95年間的持續高溫時期（以水平線特別標出）。

資料來源：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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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古代出現過多趟的冰川時期可就不一樣了：當時數百米厚的冰原覆蓋了歐

亞和北美洲大陸的大部分，氣候非常寒冷。即使以今日的科技文明而言，倘若

遭遇這樣嚴峻的氣候，恐怕也將應付維艱，絕大多數人目前的生活方式都必須

改變。那麼，到底是甚麼造成那麼可怕的冰川時期？它還會再來嗎？

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先得了解，地球表面溫度決定於它的輻射能耗失（radiative

energy loss）與能量來源這兩者之間的平衡，而能量來源只有太陽（比起太陽能，

地球內部逐漸冷卻所釋放的熱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決定大氣系統狀況最根本

的，就是太陽能的輸入。由於像地球軌道的偏心率、地球自旋軸的傾斜、歲差

等等天文變化具有二萬到十萬年之間的週期，所以太陽能和氣候的根本狀況也

會顯示出相應的週期性變化。這解釋地球古氣候中冰期（glacial）和間冰期（inter-

glacial）交替出現現象的理論，最先是由南斯拉夫地質學家米蘭科維奇（Milutin

Milankovitch）在二十世紀的20、30年代提出。的確，從分析深海沉澱層的同位素

所得到的古氣候記錄，就顯明冰川期出現的間隔大約為十萬年。至於對氣候有

決定性影響的其他非天文因素，例如大陸漂移和大氣成分的自然改變等等，時

間尺度更長，大約為一億年。從此看來，氣候系統的任何重大轉變都應該以非

常緩慢的節奏進行。

然而，並非所有巨大氣候變遷都來得這樣緩慢：最近某些氣候變化的時

間尺度比上面提到的短得多：例如所謂「小冰川期」只持續了幾個世紀（1430-

1850）；1930年代美國中部的「塵暴」（Dust Bowl）時期只有大約十年，其特徵

是持續的乾旱和普遍的溫度上升；前面提到始於1970年代頻繁而強烈的厄爾

尼諾現象體系則有三十年之久，這些轉變都發生得相當突然。不過，最驚人

和壯觀的，則是12,800-11,600年前的所謂「新仙女木」（Younger Dryas，即YD）時

期，當時總體上正在變暖的趨勢被一個突如其來的1,200年寒冷期打斷，格陵

蘭的溫度在這時期之始於十至二十年間驟降7℃，在此期之末則於數十年間陡

升大約10℃（圖3B），這數量級遠高出於「小冰川期」（大約1℃）或者「塵暴」時期

（小於1℃）。

上述溫度變化的資料得自位於格陵蘭高原中部海拔三千米的頂峰站（Summit

Station）記錄，由對冰核薄切片進行同位素分析而得出。圖3A顯示了推算所得過

去五萬年的溫度變化，從中可見，格陵蘭的溫度從二萬年之前「寒冷時期」（這就

是距今最近的所謂「冰盛期」[Glacial Maximum]）的大約-45℃逐漸升高到「現代時

期」（一萬年前至今）的大約-30℃。而絕對意想不到的是：在過去五萬年間，新仙

女木事件全然不是獨特的，而且，具有同等幅度和突發性的類似事件曾經在更

久遠的過去多次發生，「新仙女木」只不過是這些突發性氣候驟變最晚近的一

次。結合從格陵蘭以外地區的其他古氣候記錄證據（包括最近在南京附近葫蘆洞

內鐘乳石的分析）還可以發現，在12,000年前的寒冷期，世界許多地區的氣候都

曾經發生重大變遷。所以，和我們的預期不一樣，歷史上曾經多次出現巨大溫

度突變。這些劇烈的突變顯然和地球軌道或者地殼板塊運動並沒有關係，所以

都不可能用米蘭科維奇理論解釋。那麼，它們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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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突發性氣候變遷對生態與社會可能造成災難性影響，甚至對民族

乃至全人類的命運造成打擊。例如，有 象表明，西元750-900年瑪雅文化（在

今日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島附近）的突然中斷，以及西元前2200年美索不達米亞北

部的雨水灌溉農業文明（在今日 利亞附近）的消亡，都是由氣候發生急劇乾旱

所致。從這個角度看來，最近的電影《明日之後》（The Day After Tomorrow）以

新仙女木事件為題材大加渲染，也就不足為奇了。無論如何，這問題的重要性

顯然不容忽視，所以已經引起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的重視和討論，由此而產生的報告，可以說是了解這些現象的證據和物理機制

的最佳綜述9。

氣候發生突變的最基本機制是：主宰氣候的大氣和海洋是個非線性系統，

它具有多種不同的動態平衡狀態，其中有穩定的，系統狀態不會受輕微擾動影

響；有不穩定的，即使細微擾動也會改變它。但即使是穩定狀態，由於所謂「觸

發」機制的作用，在特殊擾動的幅度超過某些「門檻」值之後，就會出現狀態轉

移。地質記錄顯示，地球在其歷史上就經歷過多種獨特而穩定的氣候狀態：從

大約六億年前大部分被冰封的「雪球狀態」（Snowball Earth），到六千五百至五千

五百萬年前南北兩極冰蓋都消失的「暖室狀態」（Hot House）是其中最極端的例子。

乙　龐大的熱能傳輸帶：溫鹽環流

現在，讓我們回到YD事件來。關鍵問題是：和它有直接關係的，到底是龐

大氣候系統之中的哪一個子系統？有不少 象顯示，它就是北大西洋的「溫鹽

圖3　圖A顯示了格陵蘭島中部在50,000年前迄今的溫度變化。在放大了的插圖B中，延伸的時間軸更

為詳細地顯示了距今16,000年到9,000年間的溫度變化。注意在距今12,800年至11,600年間，YD事

件所引發的驟然降溫現象（在上下兩個坐標中都用線段「YD」表示）。時間沿 橫坐標自右向左推進。

圖片來源：R. B. Alley對冰核測算的分析（見註9）。

A

B

千年前

千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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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流」（T h e r m o h a l i n e

Circulation，見圖4）。這

基本上是個由南北方向

（mer id iona l）及垂直方向

（vertical）洋流構成的循環

圈。以東西向平均的觀點來

說，這就是從美洲東岸至非

洲、歐洲西岸之間深約數百

米的表層海水整體向北流

動，在其北部邊緣（從拉布

拉多海、格陵蘭以至挪威附

近）沉降到海的底層，然後

沿海底向南流動，由是維持

了這個環流的連續性。驅動

和決定這環流的基本力量包

括大洋在不同緯度所吸收太

陽能的差異和水份蒸發差

異、由地球自旋所產生的科里奧利力（Coriolis force）、信風的帶動等等，但它

在北方的沉降，則主要是由於該區表層的海水密度特別高所致。

海水的含鹽量和溫度決定了其密度，在北大西洋鹽度（salinity）對密度影

響特別大，即鹽度越高，密度越大。在乾燥和陽光充沛的亞熱帶地區（北緯15-

35度），海水蒸發作用強烈，因此溫度、鹽度和密度都很高，這海水在大西洋

表層向北極方向流動，在此過程中其鹽度由於繼續蒸發而進一步提高，溫度

則逐步下降，所以當到達北緯60度左右時，其密度顯著增高，自身浮力則減

至很低，從而達到往下沉降的臨界點。在這個緯度範圍內，正如本文第一節

所提到的那樣，下沉運動的蔓延與當地水域的人致二氧化碳向深層滲透是一

致的。然後，下沉水流在海底重新啟程，沿 環流圈返回熱帶海域的底層。

這樣，溫鹽環流將暖水沿 海面向北運送，而將相對較冷的水沿 海底送回

南方，在北大西洋海域形成了傳送熱能的龐大「輸送帶」（Conveyor Belt），它

導致了西歐的氣候相對溫和。這北向的熱量傳輸有相當部分是由個別洋流系

統完成，例如，起源於墨西哥—加勒比海灣區域的灣流（Gulf Stream，見彩頁

圖A），在表層向北流動可以伸延至挪威海域。此外，溫鹽環流也與其他海域的

環流圈相連接，共同構成龐大的傳輸帶系統，連通全世界各海洋的不同水域

（彩頁圖B）。

溫鹽環流頗為類似大氣中的「哈得萊環流」（Hadley Circulation）：後者的主要

形態是，赤道附近的空氣由於強烈陽光照射和降雨所釋放的能量而變熱，從而

膨脹和上升，到了南緯或北緯30度附近的少雲亞熱帶地區，則由於輻射冷卻而

收縮和沉降。這些垂直方向的氣流由接近地表的水平「赤道向」氣流以及在高空

圖4　北大西洋海域溫鹽環流示意圖。淺色的分支表示近海面

的海水向北的傳送（注意黑色箭頭的方向）。深色的分支表示

近海底的海水向南的傳送（注意白色箭頭的方向）。沉降運動

發生在拉布拉多海、格陵蘭海和挪威海附近，環流的結構顯

示北大西洋海域東西向平均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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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約海拔十二公里高處）的「極向」氣流相連通。另一方面，哈得萊環流是由

低、中層大氣推動，溫鹽環流則主要由海洋表層推動，其產生條件要求更高，

亦更容易遭受干擾。

丙　溫鹽環流狀態轉化的觸發

研究溫鹽環流的各種不同模式顯示，這個洋流系統最少有兩種穩定狀態，

其中一種是目前所出現的，即是環流非常強勁和向極地方向傳輸大量熱能，從

而帶來和暖氣候的狀態；另一種則是環流非常微弱，甚至接近於停止的狀態。

數值模擬實驗顯示，這強狀態和弱狀態之間是可能出現相互轉化的，轉化可能

由內部的紊亂過程所觸發，也就是在沒有外在條件改變的情況下出現。另外的

模擬實驗則顯示，轉化亦可能是由特定的外在因素所觸發，而最可能的有效觸

發機制，看來就是在大西洋北部突然出現強大的淡水入注流。這入注流會降低

北大西洋表層海水的鹽度和密度，從而增加其浮力，減低其沉降運動，溫鹽環

流因而會迅速減慢，由是導致它從前述的強狀態轉化到弱狀態，在其中極向的

熱能輸送帶實際上停頓下來，西歐因而出現嚴寒。

問題是，這個強弱狀態之間的轉化機制，是否就的確是YD寒冷期在極短期

間突然出現，後來又突然結束的關鍵呢？假如真是這樣，那麼觸發機制是否也

就是強大的淡水入注？令人驚異的是，我們的確有相當清晰的地質證據來證明

這一點；而且，強大淡水流的來源也同樣可以追尋出來。

首先，從海洋沉澱物的同位素分析記錄可以證實，在與YD事件大致相同的

時期，即大約在13,000-11,000年前，溫鹽環流幾乎完全停止運行；而化石記錄則

顯示，同一時期的歐洲處在近似冰川期的狀況之中。實際上，所謂「新仙女木」

中的「仙女木」（Dryas）是一種草本植物，通常只生長於嚴寒的北極地區；然而，

在YD時期歐洲卻出現了它的花粉，表明當時的氣候有如極地。

其次，我們又發現，YD事件與羅倫太德冰原（Laurentide ice sheet）的融化密

切相關。在上一個冰川期，羅倫太德冰原覆蓋了北美洲的大部分bk。在大約兩萬

年前寒冷時期結束，地球逐漸轉暖（圖3A），羅倫太德冰原南端因而迅速融化，

逐漸向北退縮。融化水主要沿密西西比（Mississippi）流域進入墨西哥灣，其中部

分則在目前加拿大曼尼托巴（Manitoba）南部低窪處聚集成「阿格西湖」（Lake

Agassiz，這名字是紀念十九世紀首創冰川期概念的著名地質學家阿格西 [Louis

Agassiz]）。這個古代湖泊主要是由冰壩和其他地形圍成的。但是，隨 融化加

劇，新的排泄渠道突然出現，使湖水朝經過聖羅倫斯（St. Lawrence）河谷東流進

入北大西洋。事實上，根據各種古氣候學證據，羅倫太德冰原融化後，其排水

改道主要發生於12,000年前，也就是和YD事件的發生同步，這就為溫鹽環流的

自強轉弱以及格陵蘭和西歐的突然降溫提供了可信的觸發機制；同時，也有證

據表明，融解水在大約11,000年前重新納入密西西比河流域，由是切斷了北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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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淡水入注，溫鹽環流因而得以復蘇，全球氣候也得以恢復長程轉暖的趨

勢，直到今天。

丁　新仙女木事件會重臨嗎？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北大西洋的淡水入注是導致氣候突然變遷的關

鍵因素。這很重要，因為除了像阿格西湖那樣的淡水源以外，還有其他過程

是可能改變北大西洋海水密度和溫鹽環流強度的。大洋表層的鹽度取決於降

雨、河流、冰川注入等淡水輸入項和蒸發輸出項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原則

上，任何對這平衡有重大衝擊的變化，都可能影響溫鹽環流和北大西洋乃至全

球氣候。

例如，大氣可能受到溫室效應影響而增溫，這會加強水氣循環，也就是增

加了熱帶地區的水蒸發，並導致非熱帶地區如北大西洋的降水量升高。我們知

道ENSO對北大西洋地區的氣候（包括降雨量）有一定影響，溫室效應對於諸如

ENSO之類的近乎全球性現象發生頻率和強度的影響，也可能間接引起降水量增

加。更重要的是，溫室效應極可能加速北大西洋附近冰川、冰原和海洋冰的融

化。有證據顯示，北冰洋的海洋冰體積在最近幾十年內已經大大縮小了。此

外，海水密度不僅取決於鹽度，也取決於溫度——冷水比熱水密度更大：如果

溫室效應導致海面暖化，那麼海水密度也將減低。所以，以上所有這些溫室效

應對北大西洋海水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都具有增加其表層海水浮力，和導致溫

鹽環流向弱狀態轉化的作用。弔詭的是，上述所有相關論證都指向一個多少令

人吃驚的，與直覺相反的結論：溫室氣體所引起的「暖化」可能最終導致某些區

域（如北大西洋）轉向嚴寒狀態。

不過，當溫室效應加劇時，也並不是所有的氣候變化都會導致北大西洋海

水的密度降低。例如，海水升溫可能會增加蒸發，從而提升了海水表層的鹽度

和密度；海冰在轉暖融解時會令冰層下面的海水暴露和蒸發，而蒸發又會降低

海水表層溫度從而提高其密度，等等。這些過程的效應與前段所述的正好相

反，而氣候系統最後的淨額反應（net response）則將取決於這種相互抵消的機制

對北大西洋海域淡水平衡的相對影響。將上述因素都計算進去之後，大部分模

式都預測，在本世紀溫鹽環流會隨 全球變暖而減弱，但這種變化是否會在超

越某個臨界值之後導致環流完全消失，則還不清楚。

所以，由於各種自然和人為因素的交互作用，未來氣候的確可能在短期內

發生劇烈突變——也就是說，「新仙女木」事件的重臨並非無稽之談。但從以往

的地質證據和我們對氣候系統的了解看來，這種波及全球的基本氣候變化其時

間尺度最少有好幾年，更可能的是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至於電影《明日之後》

的那種聳人聽聞的悲慘情節——紐約在幾分鐘或者幾天內陷於嚴重冰封狀態，

則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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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 語

大自然的浩瀚波濤和萬里長風奇詭而又壯觀，它能令人驚訝、振奮，生出

無限猜測、玄思和幻想，莊子《逍遙遊》開篇便以碩大無朋的鯤鵬來馳騁想像

力，其為人千古激賞殆非無因，它觸及「海運」和「扶搖而上九萬里」然後「徙於南

冥」，更不免讓我們想起洋流和大氣的密切關係，那尤其是難得的巧合。

當然，我們今日所追求的，已經非復猜測、想像或者觀賞的態度，而是切

實、精確的證驗和了解。不過，令人驚訝的是：雖然科學理論和觀測、實驗、

計算方法比之古代乃至牛頓的時代已經進步了不知多少，雖然我們已經掌握了

與地球科學有關的所有基本物理定律，然而，如本文所經常提到的那樣，我們

對於大氣和洋流現象的實際知識還是很有限，而且還是不那麼確定的。

所以，在以上論述中，我們反覆強調：觀測數據、對相關過程的理解，以

及建立模式這三者，在氣候研究中有同樣重要的作用。事實上，無論運用古氣

候觀測重構氣候歷史例如新仙女木事件，或者解釋目前正在發生的現象例如變

異的ENSO，或者預測未來氣候的變化例如溫室氣體的效應等等，都仍然是非常

艱巨的任務。古氣象學家曾經將歷史氣候研究比喻為企圖單憑一部破舊留聲機

錄取一件小玩具在暗室 發出的沙啞聲音，從而猜測這玩具的各種特性bl。對於

溫室氣體作用和ENSO的變化我們無疑有豐富和詳細得多的數據，但是仍然完全

沒有辦法從最可靠的基本物理定律來直接計算或者推斷所觀測到的大氣現象。

人類目前已經發展出建立在物理學基礎之上，但仍然是高度描述性

（descriptive）和現象性（phenomenological）的許多地球學學科，包括大氣物理學、

海洋學、氣象學、冰河學、生態學、地球化學等等。把這些個別領域的專門知

識加以溝通和整合，並且充分應用不斷提高的電腦功能，以使得描述各種地球

現象的模式更為細緻、精確、可靠，乃至接近於完整的理論，是氣象學家和其

他地球物理學家的共同任務和目標。

那麼，到底為甚麼極其精確、可靠和完整的基本物理定律卻無法精確、可

靠和完整地解釋大氣和其他地球現象，而還得求助於探索性和現象性的「中層理

論」以及各種模式呢？在從前，這總被認為只不過是由於人類的數學和計算能力

還不夠高所致，但自從1960年代混沌（chaos）現象發現以來，我們才開始逐漸明

白問題並非這樣簡單：在精確的基本理論和複雜系統（諸如生態系統、大氣系統

或者地球系統）之間可能有巨大而不一定能夠逾越的障礙，使得複雜現象（例如

ENSO或者地球溫度的急劇變化）的精確了解和長期預測成為極其困難，甚至實

際上不可能。具體來說，這是因為複雜系統是高度非線性而且具有可以說是無

限廣泛的牽連，所以系統中哪怕是最細微的事件或者不確定性，都足以造成無

從估量的重要後果（巨大隕石對生物滅絕和氣候的影響是最好的例子）——而人

類的觀測能力和計算能力總是有限度的。

可是，我們也不需要因此而悲觀，因為從許多數學上的模擬計算可以知

道，即使在複雜系統的混沌區域中，也仍然會有大量容許簡單預測的非混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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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況且，電子計算機的不斷飛躍發展也將容許我們通過大量的數值計算來

部分克服在混沌區域無法解析性地（analytically）做預測的困難。實際上，這正就

是氣象學和前述那許多地球科學分支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的理由：觀測是現象

的描述，對相關過程的理解是基本理論的應用和延伸，而構造模式則是以上兩

者的結合，也是穿越和克服混沌所造成障礙的策略。這策略的效用和成功，是

從化學、生物學以至地球科學的不斷進步都可以得到證明的。它也充分顯明：

從極少數基本原理來了解大自然的觀念，也就是所謂「化約主義」（Reductionism）

的觀念雖然近來經常受到質疑、挑戰，但它基本上還是正確和有效用的——只

不過基本理論和自然現象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們原先所想的複雜得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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