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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面對氣候變遷之威脅，各部會、地方政府與產業界無不開始跟上腳步，擬定因應氣

候變遷之調適計畫。然而，究竟該如何擬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是否不用顧慮氣候變

遷評估結果，直接訂定未來執行計畫即可？在資訊不清楚的情況下，許多調適計畫往

往只能照著大框架去做，有些細節不知該如何去執行，忽略了一些細節或是缺少了該

有之重要元素。然而，面對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缺少科學的評估與系統之分析步驟，

擬定出來之調適計畫很有可能無法確切涵蓋未來氣候變遷引起的風險，或是忽略氣候

變遷不確定性而造成之過度調適。 

在氣候變遷領域，學界對於脆弱度的解釋往往會參考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評估報告書裡的定義。然而 IPCC

對於脆弱度之定義也隨著歷代報告書的出版而有所演進與修正。IPCC 第三次報告

(IPCC, 2001)對脆弱度的定義為「脆弱度乃系統易受或無法處理氣候變遷（包括氣候易

變性與氣候極端事件）負面效應影響的程度，並脆弱度為定義為暴露（exposure）、敏

感度（sensitivity）和調適能力（adaptive capacity）的函數來評估脆弱度。接續此版報

告的定義，IPCC 第四次報告(IPCC, 2007)進一步說明「氣候變遷脆弱度是指地球物理、

生物和社會經濟系統容易受到且無法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然而，到了 2014 年

所出版的第五次報告(IPCC, 2014)，IPCC 報告內容從過去以脆弱度評估為重心，轉移到

以氣候變遷風險評估為重心，並對風險、脆弱度、暴露重新加以解釋與定義，其內容

與 AR4 以及之前的報告有所不同。IPCC AR5 對於風險定義核心概念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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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IPCC 對於風險、脆弱度、暴露與危害之核心概念(IPCC,WGII,2014) 

 

由圖 1 中可看出，風險（Risk）是 IPCC 第五版報告書中最為核心的因子，認為風

險乃脆弱度（Vulnerability）、暴露（Exposure）以及危害（Hazard）的相互作用而產生。

其中，風險代表了氣候變遷造成有價值的事物處於險境且結果不確定的可能性，且通

常為危害性事件或趨勢發生的概率乘以這些事件或趨勢發生造成的後果。脆弱度表示

系統容易受到負面影響的傾向與本質，包括其敏感性、容易受災特性、以及缺乏應付

與適應的能力。暴露則為人類生命、生計、物種或生態系統、環境服務與資源、基礎

建設、經濟、社會與文化資產處於有可能遭受不利影響的位置與設置。危害則表示可

能發生的自然或人為物理事件或趨勢，或物理影響。它可造成生命損失、傷害或其它

健康影響，以及財產、基礎設施、生計、服務提供、生態系統以及環境資源的損害和

損失。而 IPCC 第五次報告以探討風險為主，並定義氣候變遷風險為脆弱度，暴露，危

害之交集，即風險=F(脆弱度，暴露，危害)。 

科技部-「氣候變遷調適科技整合研究計畫」(TaiCCAT)以 IPCC 第五版評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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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風險的定義為核心基礎，彙整國際間與國內氣候變遷調適步驟，包含聯合國氣候

變遷調適政策綱領（UNDP APF）、英國氣候衝擊計畫的調適精靈（UKCIP Adaptation 

Wizard）、歐洲氣候調適平台的調適支援工具（CLIMATE-ADAPT Adaptation Support 

Tool），同時參考我國氣候變遷地方調適計畫，訂定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之六大步驟

(圖 2，以下簡稱「TaiCCAT 支援調適決策六步驟」)， 包括：（一）界定問題與設定目

標；（二）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三）評估與分析未來風險；（四）界定與評估調適選

項；（五）規劃與執行調適路徑；（六）監測與修正調適路徑。在評估資料分析工具的

建立上，除了針對上述六大步驟的流程進行定義外，亦針對了上述步驟所包含的次步

驟、細部工作項目進行分項，並對流程中所需使用到的資料、工具以及各流程對應之

產出設計了分析評估資料的檢核表，提供上述六大步驟調適流程詳細資訊，以利調適

計畫之建構與執行；並作為滾動修正時，重新確認調適流程與資料、工具產出完整性

之檢核用途。 

本「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建構指引」共包含以下部分：（一）前言、（二）國內外

氣候變遷調適步驟架構研析，針對際間相關之氣候變遷調適決策步驟與工具進行收集

彙整、（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流程之說明，針對 TaiCCAT 支援調適決策六步驟之

流程以及對應之資料、工具、產出進行說明、（四）調適案例說明，以高雄地區水資源

供水系統為例，說明氣候變遷調適決策步驟一至四，以了解氣候變遷下水資源供水系

統所面臨之風險與調適決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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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TaiCCAT 支援調適決策六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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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國內外氣候變遷調適步驟架構研析 

本指引目的在於提供調適決策步驟之執行程序與可利用之工具、資料與方法等資訊。

而 TaiCCAT 支援調適決策六步驟乃參考國際間相關之氣候變遷調適決策步驟所建立，

相關之氣候變遷調適決策步驟與工具說明如下： 

 

一、 UKCIP 調適決策工具 

英國所推動的氣候衝擊計畫（The UK Climate Impacts Programme, UKCIP, 

http://www.ukcip.org.uk/wizard/），係於 1997 年開始推動，由環境、食品與鄉村事務部

（Defra）委託牛津大學執行，為英國國家整體因應氣候變遷議題之上位計畫，其中之

調適步驟亦廣為被歐盟使用。 

 

 

圖 3 UKCIP 調適決策工具 

http://www.ukcip.org.uk/wiz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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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UNFCCC 調適決策步驟 

當前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 UNFCCC，http://unfccc.int/focus/adaptation/items/6999.php）進行全球因

應氣候變遷機制與行動，以氣候變遷之減緩技術及衝擊調適為重點議題，影響未來世

代之經濟、貿易、能源、環保等多面向的發展。而在氣候變遷決策步驟上則建議以觀

察、評估、規劃、執行、監測與修正等五步（圖 4）驟進行。 

三、 UNDP-APF 

聯合國發展規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 UNDP）與全球

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於 2003 年提出氣候變遷調適策略綱領

（Adaptation Policy Frameworks for Climate Change，簡稱 UNDP-APF），協助各國政府

將氣候變遷調適納入國家發展政策，訂定出調適決策步驟分為五步驟進行-「調適計畫

的範圍界定與設計」、「現況脆弱度之評估」、「評估未來氣候風險」、「建構調適策略」、

「執行調適，持續評估與強化調適能力」（圖 5），許多國家將其列為因應氣候變遷調適

政策擬定的參考依據。 

四、 英國 NI188 指標 

英國於 2008 年提出，2010 年完成之執政者自我評估─NI 188，是 198 個國家成效

指標的其中一個指標，主要目的是針對各種計畫執行的進度與概況進行程序上的檢核，

強調各種關係人、執行程序與共識形成的相關程序。NI188 指標除了可以用來檢視國家

在氣候變遷調適的執行程序完成度，另一方面也是用來提供給地方政府用來檢視，在

氣候變遷調適上有那些步驟該執行，有那些步驟還沒執行，以及這些步驟中的細節該

http://unfccc.int/focus/adaptation/items/699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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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執行與克服困難。所以，其實 NI188 也可以算是一種調適決策步驟；反過來講，

調適決策步驟也可以用來檢核各層級政府調適執行程序的指標。 

 
圖 4 UNFCCC 調適決策步驟 

 

圖 5 UNDP-APF 調適決策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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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歐洲氣候變遷調適平台 

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9 年提出歐盟層級調適做法白皮書

(Adaptation White Paper)，其中列出約 30 個應納入政策中的調適行動，例如設立歐洲氣

候變遷調適平台(Climat-ADAPT)，除了於平台發布歐盟調適行動的最新資料及政策輔

助 工 具 外 ， 並 藉 由 The Adaptation Support Tool 

(http://climate-adapt.eea.europa.eu/adaptation-support-tool)，幫助使用者開發氣候變遷下

的策略與計畫，該工具包含六大步驟（圖 6）。歐盟環境署(EEA)的 32 個會員國(含 28

個歐盟會員國、冰島、列支敦士登、挪威、瑞士及土耳其)，自願固定於 Climat-ADAPT 

平台發布國內正在進行或策劃之調適行動，以協助更新歐盟內調適措施的進度。1 

六、 我國氣候變遷地方調適計畫 

國內在國發會推動地方調適行動時，擬定了氣候變遷地方調適計畫，以臺北市氣候

變遷調適計畫為例，該計畫為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於 2012 年委託辦理，協助臺北市

延續 IPCC 氣候變遷調適之基礎框架，提出臺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推動架構作為調適

步驟。為地方政府針對氣候變遷之調適規劃，綜合和考量不同領域以及跨領域間議題

之策略規劃(Strategic Planning)與滾動式規劃(Rolling Wave Planning)。 

 

                                                 

1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第 18 期 能源部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計畫雙週報。 

http://climate-adapt.eea.europa.eu/adaptation-support-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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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歐盟氣候調適平台 The Adaptation Support Tool 

 

由上述各調適步驟的介紹可看出無論是歐美各大研究機構所提之氣候變遷調適流

程，或是我國地方政府之調適計畫，其內容雖然不盡相同，然而在在基本精神與施作

流程卻有相當程度的共通性，表 1 為綜合上述調適步驟之比較表，同時也將本計劃提

出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建構流程列入，以作為比較依據。



附 10 

 

 

 
圖 7 臺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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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單位調適步驟比較 

STEP 

TaiCCAT

支援調適

決策六步

驟 

UKCIP UNFCCC UNDP-APF NI 188 
歐盟氣候

調適平台 

氣候變遷地方

調適計畫 

1 

界定問題

與設定目

標 

開始 觀察 

調適計畫的

範圍界定與

設計 

開始 
準備調適

的根據 

成立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推動

工作小組 

2 

評估與分

析現況風

險 

評估現

況脆弱

度 

評估 
現況脆弱度

之評估 

公開承諾

及評估衝

擊 

評估氣候

變遷的風

險與脆弱

度 

分析氣候變遷

趨勢及影響 

3 

評估與分

析未來風

險 

分析未

來脆弱

度 

規劃 
評估未來氣

候風險 

全面的風

險評估 

界定調適

選項 

釐清氣候變遷

衝擊關鍵領域

與脆弱度概念 

4 

界定與評

估調適選

項 

評估調

適選項 
實施 

建構調適策

略 

整體調適

行動計畫 

評估調適

選項 

分析氣候變遷

衝擊之脆弱度 

5 

規劃與執

行調適路

徑 

監測與

回顧 

監測與評

估 

持續調適過

程 

執行、監

測和持續

檢討 

實施 分析關鍵議題 

6 

監測與修

正調適路

徑 

─ ─ ─ ─ 
監測與評

估 

檢視既有政策

與相關計畫 

7       

研提氣候變遷

調適策略與行

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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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氣候變遷調適能力建構流程 

不同於聯合國所訂定之氣候變遷調適綱領，「TaiCCAT 調適六步驟」將氣候

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建構流程可能面臨之跨領域問題列入考量，詳細提出氣候變

遷調適決策該如何面對跨領域問題。從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建構指引之第一

步驟「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開始，從界定問題著手，以單領域之問題界定為

出發點，再進一步去探討跨領域之問題。TaiCCAT 支援調適決策六步驟的最終

目的在於產出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而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除包含步驟一

～步驟六之階段性成果外，尚包含幾個次計畫：1. 調適路徑執行計畫、2. 環境

監測計畫、3. 調適路徑執行檢覈計畫、4. 調適路徑修正計畫。其中，調適路徑

執行計畫包含調適路徑所包含之選項、工作項目、期程、分工與權責名單；環

境監測計畫之目的在於監測環境系統之變化情形，包含監測項目、頻率以及參

與環境監測之人員以及其權責分工；調適路徑執行檢覈計畫的目的在於透過程

序指標與成效指標檢覈調適路徑中各方案之執行情形；調適路徑修正計畫則包

含調適路徑之修正機制，藉由環境監測計畫與調適路徑執行檢覈計畫的成果，

決定是否應對既有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進行修正。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建構流程評估標準流程步驟如下： 

 

一、 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 

此步驟主要目的在於界定氣候變遷下的關鍵議題並設定調適目標，其下又細

分為四個次步驟，依序為：1.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之組成、2.問題之界定、

3.跨領域關聯分析、4.目標之設定，詳細內容如下說明。 

 

1.1 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之組成 

1.1.1 確立主政部門與承辦人 

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乃指由調適專門委員會召集人、主政部門與承辦人、

專業團隊、利害關係人所組成之群體（如圖 8），其目的在於發展氣候變遷調適

行動計畫。本指引先以政府機關之氣候變遷調適流程為例，說明其調適建構流

程之參與者與不同參與者所扮演之角色與具備之任務，並在後續補充探討相同

的流程運用於其他領域（如：企業、學術單位，或民間團體）時應如何調整。 

一般而言，由政府所發起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規劃，一般會由機關首長或是

副首長（例如：地方縣市首長）擔任調適專門委員會之召集人，其主要任務在

促進調適行動計畫之發展、協調專門委員會中各群體之運作，並且定期以主席

身分主持後續舉辦之調適啟動與推動會議。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中，通常

會由機關首長指定單一部會作為發展調適行動計畫之主政部門（例如：縣市環

保局），並以該部門為核心，負責後續調適行動計畫之運作以及與其他群體（包

含：專業團隊、利害關係人）之聯繫，而承辦人則為該部會負責相關業務之主

要人員。一般政府部門針對不同性質之事務，皆有其對應之相關部門，因此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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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首長在指定主政部門時，可以各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氣候變遷調適計畫表（附

表 1）作為主政部門說明之建議表，以針對所面臨之主要問題種類選出適當之

主政部門。一旦主政部門確定，即可由該部門之首長由部門中選出適任人員擔

任承辦人之角色。 

 

圖 8 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之架構 

 

1.1.2 組成負責之專業團隊 

由於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規劃的過程中可能需要具備專門的知識技能或是技

術背景，此部份之工作無法完全由主政部門所負責，因此需由主政部門尋找具

備相關背景之人才組成負責之專業團隊，其主要任務在於配合主政部門進行氣

候變遷相關之風險評估或分析，以及界定與評估可能之調適選項、協助主政部

門制定調適路徑之規劃，以及協助主政部門與承辦人召開相關會議等工作。針

對不同領域，其對應之專業人才也有所不同，因此主政部門在組成專業團隊時，

建議可參考不同領域所對應之人才資料庫，或是參考近年受委託執行政府氣候

變遷相關計畫之團隊列表（附表 2，以決定出適合參與專業團隊之人員名單。

專業團隊則可依據各單位之慣行方式，藉由委託程序予以任命。 

1.1.3 組成參與的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泛指在調適規劃中其權益可能會受到影響之群體，於本指引中又

概分為內部利害關係人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內部利害關係人，指同樣屬於公部

門，然而在調適規劃中可能由於政府業務關聯而受到影響之其他部門或單位；

外部利害關係人，則指不屬於政府部門，而其自身權益可能會受到調適行動計

畫影響之外部個人或團體，包括一般大眾/社區、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企業、學

術機構、調適諮詢委員等。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之運作亦須將利害關係人

調適專門委員會
召集人

內部利害關係者 專業團隊 外部利害關係者

主政部門與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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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參與列入考量，因此需針對可能之利害關係人羅列相關名單。利害關係人名

單之決定，可由專業團隊負責草擬初步內容後，提供給主政部門與承辦人作為

建議名單並討論是否對其內容調整後，於後續調適啟動會議中進行定案。 

1.1.4 確立專門委員會之運作方式 

於確定整體調適專門委員會之成員後，應由調適專門委員會召集人發起調適

啟動會議，並集合上列之主政部門與承辦人、專業團隊、利害關係人與會。調

適啟動會議之目的在於確立調適專門委員會中各群體後續之合作分工定位，並

討論整體調適計畫之辦理期程以及推動程序、會議召開等細節。在會議召開部

分，於整體調適規劃之期程中，因應不同之目的與位階，召開之會議可分為以

下三類，會議的執行順序大致上是以「工作會議 → 調適工作坊 → 調適專門

委員會」的順序進行（圖 9），其會議性質與參與者整理於 

表 2： 

（1） 工作會議：工作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於調適規劃基本工作之推行與討論，

與會成員以主政部門與承辦人，以及其所委託之專業團隊為主，並視會

一隻討論內容邀請利害關係人與會提供相關建議。在工作會議中，由工

作團隊負責向主政部門彙報相關工作之執行進度，並商討相關工作之執

行細節。於首次調適專門委員會召開前，應由專業團隊協助主政部門與

承辦人針內部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名單、調適關鍵議題與策略目標與調適

方案、評估項目、系統範圍等內容進行初步之資料收集或建議，並召開

首次之準備工作會議進行相關內容之討論。上述內容提及之項目將於調

適啟動會議中（即首次調適專門委員會）中予以確認並定案。 

（2） 調適工作坊：調適工作坊之主要目的在於定期對外展現工作成果，並

蒐集利害關係人之建議，帶回工作會議中作為後續調適規劃之推動建議。

調適工作坊的與會成員包括主政部門與承辦人、專業團隊與利害關係人，

由專業團隊協助主政部門與承辦單位召開會議，並邀請相關內部、外部

利害關係人參與會議，一方面向利害關係人報告調適規劃之階段性成果，

同時藉由利害關係人參與討論的過程中，獲得來自利害關係人之意見與

看法。 

（3） 調適專門委員會：調適專門委員之主要目的在於進行調適規劃推動過

程中的決策工作，其與會者除包括調適專門委員會召集人、主政部門與

承辦人、專業團隊外，亦需邀請內部利害關係人（即其他政府相關部門）

與會，針對調適規劃過程中之相關議題進行會商與決策；在決策過程中

如有涉及其阿外部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時，也應將外部利害關係人列入與

會名單中，以提供對於決策之建議或看法。在調適專門委員會議中，前

述工作會議之成果，以及調適工作坊中所收集到來自利害關係人之相關

建議與看法，都將作為會議決策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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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調適相關會議之進行概念流程 

 

表 2 不同類型之調適推動會議 

會議名稱 參與人員 會議目的 

工作會議  主政部門與承辦人 

 專業團隊 

 利害關係人 

由專業團隊向主政部門與承辦人報告相

關工作執行進度，並於彙整資料後召開

調適工作坊對外進行說明 

調適工作坊  主政部門與承辦人 

 專業團隊 

 利害關係人 

由專業團隊協助主政部門與承辦人召開

工作坊，並邀請利害關係人與會，以了

解現階段調適規劃情形，並給予相關看

法或建議，並帶回工作會議作為後續調

適推動之參考 

調適專門委員會  調適專門委員會召集人 

 主政部門與承辦人 

 專業團隊 

 利害關係人 

基於工作會議產出之階段成果，以及調

適工作坊所蒐集之相關意見，由召集人

會同主政部門與承辦人，以及利害關係

人、專業團隊進行調適推動之相關決策 

機關首長 

指派 

主政部門 
與承辦人 

委託 

專業團隊 

（首次）工作會議 （首次）調適專門委員會 

（多次）工作會議 （多次）調適工作坊 

前置準備 

說明 

意見回饋 
（多次）調適專門委員會 

成果彙整 

建議 

決策過程 

調適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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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針對工作會議、調適專門委員會與調適工作坊之描述主要是針對政府機

構之調適建構流程，除政府機關外，私人企業、學術機構或是民間團體也可能

由於自身需要或是學術研究之需要而產生調適建構之需求。然而，由於私人企

業、學術機構或是民間團體的組織架構與政府機構有所差異，因此在調適專門

委員會召集人、承辦人、與專業團隊之組成與架構亦可能有所調整，請參考表

3。 

 

表 3 不同機構在調適專門委員會組成之差異 

機構

種類 

調適專門委員會 

召集人 

主政部門與 

承辦人 
專業團隊 

內部/外部 

利害關係人 

政府

機關 

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

擔任召集人（例如：

市長、副市長） 

由召集人指定特定

局處作為主要負責

單位，並從中選出承

辦人員 

主政部門透過慣行

之認明程序委任專

業團隊協助調適建

構工作之推行 

內部利害關係人

為參與調適建構

過程之其他公部

門，外部利害關係

人包擴調適建構

過程中可能影響

之企業、民間團

體，以及專業諮詢

委員 

私人

企業 

由企業負責人或是一

定位階以上之主管擔

任召集人（例如：執

行長、總經理等） 

由召集人指定企業

中的特定部門作為

主要負責單位，並從

中選出承辦人員 

企業中可能已具備

部分調適建構之專

業人才，但仍可視情

況位任外部專業團

隊以協助調適能力

之建構 

無內部利害關係

人，外部利害關係

人則包含政府機

構、民間團體，以

及專業諮詢委員

等 

學術

機構 

由專案計畫之主持人

擔任召集人 

計畫之執行團隊即

為主政部門，主持人

由執行團隊成員中

選出承辦人員 

學術單位經常扮演

專業團隊之角色，若

遭遇跨領域之調適

規劃問題，可尋求其

他領域專業人士之

協助 

無內部利害關係

人，外部利害關係

人視研究之議題

屬性，可能為政府

機構、民間企業或

是民間團體，亦可

能包含其他受邀

之專業諮詢委員

等 

民間

團體
(NG

O) 

由該團體之負責人或

是幹部擔任召集人

（例如：創辦人、執

行長等） 

視團體規模而定，小

團體本身即為主要

負責單位，規模較大

之團體怎由召集人

指定特定部門作為

負責單位，並從中選

出承辦人員 

民間團體視其關注

議題不同，其群體內

已具備部分專業人

士可作為執行調適

建構之專業團隊，亦

可進一步視需求與

外部之專業團隊合

作 

民間團體自身往

往是某特定議題

之利害關係人，若

是尤其發起之調

適建構計畫，則外

部利害關係人可

能為政府機構、民

間企業或是其他

民間團體，亦包含

受邀之專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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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1.2 關鍵議題之界定 

關鍵議題之界定包含蒐集國內外氣候變遷關鍵議題、在地問題分析、界定擬

解決的關鍵議題及系統範圍等三項工作。 

1.2.1 蒐集國內外氣候變遷關鍵議題 

蒐集關鍵議題的目的在於了解當前最受到關注且迫切需要解決的議題種類。

而在關鍵議題之蒐集上，藉由國內外氣候變遷文獻可了解當前國內外主要關注

議題及國際趨勢，可透過國內外氣候變遷相關文獻資料庫（例如：TaiCCAT 知

識平台，TaiCATS 關鍵議題或其他文獻資料庫）（附表 3）配合相關文獻搜尋

引擎由資料庫中搜尋相關議題，或直接參考前人整理之關鍵議題列表。此外，

亦可參考政府單位過去於該領域所執行計畫或是調適方案之規劃報告書（例如：

GRB 智慧資料庫、環保專案成果報告查詢系統……等資料庫）了解過去政府單

位所關注之氣候變遷關鍵議題種類，以及各種關鍵議題所對應之系統範圍以及

調適規劃之設定目標。在其他輔助工具方面，近年來已有許多文獻搜尋引擎（例

如：Google 學術搜尋引擎）具備跨資料庫搜尋相關文獻之功能，文字探勘（Text 

Mining）功能亦逐漸被用於作為尋找特定議題或是情報之分析工具，建議可以

此作為輔助工具協助關鍵議題之界定。 

1.2.2 在地問題分析 

若僅由國內外觀文獻或是政府單位過去之調適規劃報告書作為搜尋關鍵議

題之對象，雖可掌握大方向與趨勢，然而卻可能忽略地方面臨之關鍵議題，因

此需針對在地問題作了解。藉由歷史氣候災害資料庫（例如：災害環境調查暨

災害經驗學習網絡、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等），可協助了解過去是否有發

生過針對某特定區域之歷史災害事件記錄，此外可藉由舉辦調適工作坊之機會

廣邀地方利害關係人參與，以蒐集在地相關議題，亦可透過網路問卷、地方訪

問、電話或民調等各種形式之訪談方式，了解當地關心之氣候相關問題，有助

於直接解決燃眉之急。 

1.2.3 界定擬解決的關鍵議題及系統範圍 

專業團隊彙整國內外氣候變遷關鍵議題與在地關注議題後，應於工作會議中

與主政部門以及承辦人進行討論，或是於調適工作坊中蒐集利害關係人對於關

鍵議題之看法以及是否針對特定議題有迫切改善之需求。於上述會議中，除需

確認關鍵議題與系統範圍後，亦需確認關鍵議題之系統狀態以及驅動因子，以

進行後續之跨領域關連分析。 

 

1.3 跨領域關聯分析 

跨領域關連分析分為兩大部分：界定關鍵議題之跨領域影響範圍、檢討調適

工作團隊之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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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界定關鍵議題之跨領域影響範圍 

藉由 1.2.3 中所彙整之關鍵議題與系統範圍，以及關鍵議題之狀態與驅動力

因子，可進一步配合跨領域分析之相關工具，輸入關鍵議題之驅動因子中的跨

領域影響關鍵因子。在跨領域工具的選擇上，TaiCATS 跨領域分析工具

AdaptCross（附表 4）為國內目前少見之跨領域分析工具，已針對水資源、災

害、糧食安全、公共衛生、自然生態共五個領域進行模式建置。該模式可協助

使用者找出不同領域間的關聯因子，以及該因子影響其他因子或次被其他因子

影響之關連路徑，本指引建議可藉由該工具或是其他跨領域分析流程協助了解

跨領域議題中需要關注之項目。確定關鍵議題之跨領域影響範圍後，由於分析

的系統範圍與因子可能比原先預想之範圍更廣，因此主政部門可根據上述跨領

議題之分析結果，初步檢討專門委員會之組成，並提出專門委員會成員之建議

修正名單。 

1.3.2 檢討調適專門委員會之組成 

1.3.1 節所產出之調適專門委員之建議修正名單，會可能已針對既有之專業

團隊成員，以及利害關係人名單重新檢視，並給予調整建議。在專業成員名單

部分，根據跨領域之影響範圍，可能需加入針對於該領域之相關專業人才；在

內部利害關係人部分，需將跨領域問題之權責關連部門納入內部利害關係人名

單內，以於後續尋求業務合作或相關建議；於外部利害關係人部分，則需界定

受到跨領域影響之利害關係人，或是邀請相關領域之專業人士作為專業諮詢委

員。此名單將於調適專門委員會中進行最終討論，以產出修正後之專業團隊與

內部/外部利害相關者名單。。 

 

1.4 目標之設定 

目標設定包括：分析及檢討與關鍵議題相關之原有策略目標、建立策略目標

之評估項目，與確定目標三部分。 

1.4.1 分析及檢討與關鍵議題相關之原有策略目標 

設定氣候變遷調適目標時，首先須分析及檢討與關鍵議題相關之原有策略目

標，本指引建議專業團隊與主政部門可預先透過工作會議，回顧過去政府部門

之調適規劃及執行成效，檢討與修正原有策略與目標，並提出關鍵議題與策略

目標之建議方案。關鍵議題與策略目標之建議方案將於調適專門委員會議中進

行討論與定案。 

1.4.2 建立策略目標之評估項目 

於工作會議中產出關鍵議題與策略目標之建議方案後，專業團隊與主政部門

應針對該策略目標進一步討論是否有建議之評估項目，可協助調適專門委員會

於後續之評估流程中有效分析策略目標之達成程度。此外專業團隊應針對評估

項目之系統範圍提出建議。此處所產出之策略目標之建議評估項目與系統範圍

將於調適專門委員會中討論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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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確定目標 

1.4.1 所產出之關鍵議題與策略目標之建議方案，與 1.4.2 所產出之策略目標

之建議評估項目、系統範圍，將提供作為調適啟動會議中之基礎資料，並由調

適啟動會議中確定後續之調適目標，包括：調適目標、評估項目、目標年等項

目。此外，於會議中亦需確認完成調適規劃之預定期程。由於目標設定將影響

後續步驟（二）～步驟（六）之進行，因此該工作項目必須審慎進行。 

表 4步驟一之工作項目列表，表 5為各步驟之使用工具資料以及產出檢核表，

表 6 則為產出資訊說明表。 
 

表 4 步驟一 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 

次步驟 工作項目與編號 說明 

1. 氣候變遷

調適專門

委員會之

組成 

1.1.1 確立主政部門與承辦人 由機關首長或副首長擔任調適專門委員

會召集人，進而確立調適對象之主政部

門以及承辦人員  

1.1.2 組成負責之專業團隊 藉由人才資料庫搜尋具備專業能力之團

隊作為候選，或藉由公開程序，組成專

業團隊 

1.1.3 組成參與的利害關係人 參考內部與外部利害關係人資料庫，列

出並邀請以加入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團

隊。內部利害關係人泛指與調適規劃相

關之公部門，外部利害關係人則包含學

界、企業以及民間團體等群體 

1.1.4 確立調適專門委員會之運作方式 確立調適專門委員會中各群體後續之合

作分工定位，並討論整體調適計畫之辦

理期程以及推動程序、會議召開等細節。 

2. 關鍵議題

之界定 

1.2.1 蒐集國內外氣候變遷關鍵議題 蒐集國內外氣候變遷文獻以及原有之規

劃報告，找出氣候變遷關鍵議題與原有

規劃內容與目標 

1.2.2 在地問題分析 藉由歷史氣候災害資料庫、地方訪談、

電話或民調等方式，了解在地關心之氣

候相關問題 

1.2.3 界定擬解決的關鍵議題及系統範

圍 

根據文獻回顧、在地問題分析之結果，

透過工作會議來決定調適關鍵議題與系

統範圍，並探討關鍵議題之狀態與驅動

力因子 

3. 跨領域關

聯分析 

1.3.1 界定關鍵議題之跨領域影響範圍 利用跨領域分析工具界定出關鍵議題之

跨領域影響範圍，清楚界定關鍵議題之

危害、暴露與脆弱因子，作為後續評估

依據 

1.3.2 檢討調適專門委員會之組成 利用關鍵議題跨領域影響領域與因子，

檢討與增加專業團隊成員及利害關係人 

4. 目標之設

定 

1.4.1 分析及檢討與關鍵議題相關之原

有策略目標 

透過工作會議，回顧原有規劃及執行成

效，檢討與修正原有策略與目標 

1.4.2 建立策略目標之評估項目 於工作會議中由列出策略目標之建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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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步驟 工作項目與編號 說明 

估項目與系統範圍。 

1.4.3 確定目標 於調適啟動會議中確定調適目標、評估

項目、目標年，以及調適計畫之執行期

程 



附 21 

 

表 5 步驟一 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資料、工具與產出檢核表 

次步驟 工作項目 資料 工具或程序 產出 

1.氣候變遷調適專門

委員會之組成 

 

確立主政部門

與承辦人 

 *主政部門

建議表 

 啟動會議  專門委員

會總召集

人 

 主政部門

與承辦人 

組成負責之專

業團隊 

 *專業團隊
資料庫 

 委託程序  專業執行

團隊人員

名單 

組成參與的利

害關係人 

 *# 內部利
害關係人
資料庫 

 *# 外部利
害關係人
資料庫 

 

 啟動會議  內部利害

關係人名

單 

 外部利害

關 係 人

( 含專家

諮 詢 委

員)名單 

確立專門委員

會之運作方式 

 專門委員

會總召集

人 

 主政部門

與承辦人 

 專業團隊

人員名單 

 內部利害

關係人名

單 

 外部利害

關係人(含

專家諮詢

委員)名單 

 調適專門委員

會 

 專門委員

會之合作

與分工方

式 

2.關鍵議題之界定 蒐集國內外氣

候變遷關鍵議

題 

 國內外氣

候變遷相

關文獻資

料 庫 ( 如
TaiCCAT

知 識 平

台，Google

學術搜尋

資 料 庫 , 

TaiCATS

資料表) 

 規劃對象

 各資料庫提供

之搜尋引擎 

 *AdaptMinning# 

 

 規劃對象

或領域之

氣候變遷

關鍵議題

原有規劃

報告之關

鍵議題、

調適方案

與設定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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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步驟 工作項目 資料 工具或程序 產出 

或領域之

原有規劃

報告（GRB

智慧資料

庫） 

在地問題分析  *歷史極端
氣象與災
害事件資
料庫＃ 

 *調適工作坊，
或各種形式之
訪談 

 在地關注

議題 

界定擬解決的

關鍵議題及系

統範圍 

 規劃對象

或領域之

氣候變遷

關鍵議題

與在地關

注議題、調

適方案與

設定目標 

 工作會議或調

適工作坊 

 關鍵議題

與系統範

圍 

 關鍵議題

之狀態與

驅動力因

子 

3.跨領域關聯分析 界定關鍵議題

之跨領域影響

範圍 

 關鍵議題

與系統範

圍 

 關鍵議題

之狀態與

驅動力因

子 

 *AdaptCross# 

 
 關鍵議題

跨領域影

響領域與

因子 

 專門委員

會之建議

修正名單 

檢討調適專門

委員會之組成 

 關鍵議題

跨領域影

響領域與

因子 

 專門委員

會之建議

修正名單 

 

 調適專門委員

會 

 修正後之

專業團隊

名單 

 修正後之

內部利害

關係人名

單 

 修正後之

外部利害

關係人名

單 

4.目標之設定 分析及檢討與

關鍵議題相關

之原有策略目

標 

 規劃對象

或領域之

氣候變遷

關鍵議題

與在地關

注議題、調

適方案與

 工作會議  關鍵議題

與策略目

標之建議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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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步驟 工作項目 資料 工具或程序 產出 

設定目標 

建立策略目標

之評估項目 

 關鍵議題

與策略目

標之建議

方案 

 工作會議  策略目標

之建議評

估項目與

系統範圍 

確定目標  策略目標

之建議評

估項目與

系統範圍 

 調適專門委員

會 

 調 適 目

標、評估

項目、目

標年 

 調適計畫

之執行期

程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則表示該工具或資料尚待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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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步驟一 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產出資訊說明表 

次步驟 工作項目 產出 產出說明 

1. 氣 候

變 遷 調

適 專 門

委 員 會

之組成 

確立主政部門與承

辦人 

 調適專門委員會總

召集人 

 承辦人與主政部門 

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總召集人

一般由主管機關之首長或副首長擔

任，主政部門則由機關首長指派某部

會負責，並由該部會之首長指定辦

人。若執行調適能力建構流程的機構

並非政府部門時，可參考表 3 之方式

調整以上人選之產出方式 

組成負責之專業團

隊 

 專業團隊人員名單 主政部門透過慣行之流程任命專業

人士負責之專業團隊，並與其進行權

責分工以確認工作內容。若執行調適

能力建構流程的機構並非政府部門

時，可參考表 3 之方式調整以上人選

之產出方式 

組成參與的利害關

係人 

 內部利害關係人名

單 

 外部利害關係人名

單 

由專業團對協助主政部門羅列內部

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名單，後續須邀請

其參與各式會議，已獲取其意見，並

將其意見納入決策考量 

確立專門委員會之

運作方式  專門委員會之合作

與分工方式 

此部份需確立調適專門委員會中各

群體後續之合作分工定位，並討論整

體調適計畫之辦理期程以及推動程

序、會議召開等細節 

2.關鍵

議題之

界定 

蒐集國內外氣候變

遷關鍵議題 

 規劃對象或領域之

氣候變遷關鍵議題

原有規劃報告之關

鍵議題、調適方案

與設定目標 

蒐集關鍵議題的目的在於了解當前

最受到關注且迫切需要解決的議題

種類。 

在地問題分析  在地關注議題 藉由各種訪談方式了解在地關注議

題，以了解地方調適迫切需要面對解

決之重要議題，並與國內外關鍵議題

進行整合 

界定擬解決的關鍵

議題及系統範圍 

 關鍵議題與系統範

圍 

 關鍵議題之狀態與

驅動因子 

清楚界定關鍵議題與系統範圍，以利

後續調適決策之擬訂，並設定未來可

能面臨之氣候變遷與社會經濟發展

情境 

3.跨領

域關聯

分析 

界定關鍵議題之跨

領域影響範圍 

 關鍵議題跨領域影

響領域與因子 

 專門委員會之建議

修正名單 

藉由跨領域分析工具或分析方法了

解調適建構流程中可能影響或受影

響之其他領域，並找出連結議題間的

關鍵因子，此外，可根據跨領域議題

之種類提出專門委員會成員名單之

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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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步驟 工作項目 產出 產出說明 

檢討調適專門委員

會之組成 

 修正後之專業團隊

名單 

 修正後之內部利害

關係人名單 

 修正後之外部利害

關係人名單 

考量專門委員會成員名單之修正建

議，魚條視專門委員會中修正步驟

1.1 之專業團隊組成名單 

4.目標

之設定 

分析及檢討與關鍵

議題相關之原有策

略目標 

 關鍵議題與策略目

標之建議方案 

回顧原有規劃及執行成效，以了解是

否需要修正，並提出關鍵議題與策略

目標之修正建議，再於調適委員會中

討論定案 

建立策略目標之評

估項目 

 策略目標之評估項

目與系統範圍 

由關鍵議題與策略目標之修正建

議，進一步決定策略目標之評估項目

與系統範圍 

確定目標  調適目標、評估項

目、目標年 

 調適計畫之執行期

程 

於調適專門委員會中基於策略目標

之建議評估項目與系統範圍，討論並

訂出調適目標、評估項目、目標年，

以及調適計畫之執行期程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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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 

六大步驟的第二步驟為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歷史資料與

模式現況模擬結果，評估目前所面臨之風險，並探討風險之來源為何。本步驟

分為六個次步驟，分別為：1.歷史事件之風險分析、2.評估模擬模式之驗證、3.

利用現況氣象資料進行風險模擬。而各次步驟當中又有若干工作項目需要達成，

以下將針對各個次步驟中的工作項目來進行介紹。 

 

2.1 歷史事件之風險分析 

2.1.1 蒐集關鍵議題相關之歷史事件風險評估結果 

欲了解現況之風險，則必須先了解歷史事件之風險，並進行分析與評估。評

估歷史事件所需之工作項目分為兩項，首先需蒐集關鍵議題相關之歷史事件風

險評估結果，可以透過搜尋引擎蒐集過去關鍵議題相關研究之風險評估結果，

也可透過歷史極端氣象與災害事件資料庫找尋與關鍵議題相關之歷史事件。這

些資料之蒐集與整理應產出歷史極端氣象災害事件之描述以及災害事件之空間

分布或影響範圍。若缺乏研究相關資料與歷史事件資料庫，則可以地方經驗作

為歷史事件之風險分析參考。 

2.1.2 鑑別熱點及風險成因 

透過 2.1.1 步驟所產出之歷史極端氣象災害事件之描述以及災害事件之空間

分布或影響範圍，可以進一步透過風險成因分類程序(附表 5)，由歷史極端氣象

災害事件來鑑別熱點與風險成因(危害、暴露或脆弱度)。若無法取得關鍵議題之

歷史事件風險評估結果，則無法了解歷史事件之風險，同時缺乏後續參考或佐

證資料，並導致調適決策方向錯誤。 

根據 IPCC AR5 中的定義，危害(Hazard)是由氣候變遷驅動所造成的危險現

象，諸如洪水、乾旱、海平面上升、土石流等極端氣候事件或是趨勢改變。暴

露(Exposure)是指對於人類、生計、物種或生態系統、環境服務與資源、基礎建

設、經濟、社會與在地文化資產的存在可能會有負面影響。脆弱度(Vulnerability)：

容易受到負面影響的傾向(propensity)與本質(predisposition )。脆弱度涵蓋多種概

念，包括敏感性、容易受災特性、以及缺乏應付與適應的能力。在實際界定分

類的應用方面，將災害視系統以外由氣候變遷驅動的災害事件或是趨勢改變；

暴露則是系統所處的時間、空間或是分布方式是否會承受危害；脆弱度則是系

統內部的元件屬性。最後，應針對風險之結果說明其科學上之限制，如結果之

不確定性與應用範圍等。 

 

2.2 評估模式之驗證 

完成關鍵議題之歷史事件風險分析與鑑別熱點及風險成因後，應配合評估模

式之現況與未來分析，來鑑別熱點與風險，作為調適決策之參考依據。評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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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模擬可信度將影響現況風險模擬以及步驟三之基期與未來風險評估，若模

式未經驗證可能導致模擬結果誤差，進而影響調適之決策流程之進行，因此評

估模式之驗證為調適評估過程中之必要流程。 

2.2.1 模式檢定 

在模式之檢定方面，首要工作為蒐集模擬模式所需之歷史觀測資料，如氣象、

水文、土地利用、經驗參數以及其他所需資料，針對後續所需之各領域評估模

式進行參數檢定。檢定後應有檢定結果與資料品質說明，以及產生經過檢定後

之模式參數。若為使用物理參數之模式，參數不需檢定，可以略過此步驟直接

進行後續之模式驗證。 

2.2.2 模式驗證 

檢定過之模式與參數，應透過不同於檢定時間段的資料來進行驗證，以證明

參數之合理性。因此，必須準備不同於檢定資料時間段之歷史資料，代入已檢

定之參數進行模式驗證。驗證過後應說明模式檢定驗證結果，以利評估不確定

性之參考。 

 

2.3 利用現況氣象資料進行風險評估 

2.3.1 定義評估指標 

氣候變遷之風險評估，應參考步驟（一）所設定之目標，透過工作會議決定

風險模擬所需之指標（如脆弱度、回復力及風險指標）與可接受風險，以做為

現況、基期與未來之風險評估之共同分析指標。如欲進行跨領域問題分析，則

仍須針對被影響之領域定義評估指標。評估指標將作為評判系統之脆弱程度、

遭遇風險程度以及未來調適目標之依據，若評估指標沒有清楚的定義，將導致

後續對於系統風險之陳述與未來調適目標缺乏標的，因此必須基於調適目標與

評估項目定義有效之指標與可接受之風險。評估指標之定義可能因關注領域或

面相之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其指標設定之精神可參考 IPCC對於回復力、可靠度、

脆弱度之意涵（附表 6），並依據個領域之特性來設定適合之評估指標。 

2.3.2 輸入歷史資料進行模擬與分析 

利用步驟 2.2 所完成驗證之模式與參數，輸入歷史資料進行模擬與分析。由

歷史資料模擬結果，可進一步分析及量化評估指標，並產出由歷史資料模擬結

果與分析之量化指標結果。歷史資料模擬指標結果一方面可以跟歷史事件或現

況資料比對，以了解模式之不確定性，並透過分析了解現況潛在之風險；另外

一方面可以與基期分析結果比對，了解氣象合成資料模擬結果之不確定性。 

2.3.3 鑑別熱點及風險成因 

利用現況資料模擬與輸出危害、暴露、脆弱度與風險指標，鑑別空間高風險

地區(熱點)。鑒別熱點與風險成因有助於說明說明各熱點之風險主要來源，並進

一步判別風險分屬危害、暴露或脆弱度。此外，比對歷史事件與現況模擬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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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分析結果，可根據前項工作所產出的歷史分析量化指標來進一步找出現況分

析之熱點與風險成因，除了瞭解模式之不確定性，也可以評估歷史未發生災害

之潛在風險地區。 

表 7 為步驟二之工作項目列表，表 8 為步驟二之使用工具資料以及產出檢核

表，表 9 為步驟二之產出資訊說明表。 
 

表 7 步驟二 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 

次步驟 工作項目與編號 說明 

1. 歷史事件

之風險分

析 

2.1.1 蒐集關鍵議題相

關之歷史事件風

險評估結果 

可以透過搜尋引擎蒐集過去關鍵議題相

關研究之風險評估結果，也可透過歷史極

端氣象與災害事件資料庫找尋與關鍵議

題相關之歷史事件。這些資料之蒐集與整

理應產出歷史極端氣象災害事件之描述

以及災害事件之空間分布或影響範圍。若

缺乏研究相關資料與歷史事件資料庫，則

可以地方經驗作為歷史事件之風險分析

參考。 

2.1.2 鑑別熱點及風險

成因 

透過 2.1.1 步驟所產出之歷史極端氣象災

害事件之描述以及災害事件之空間分布

或影響範圍，可以進一步透過風險成因分

類程序，由歷史極端氣象災害事件來鑑別

熱點與風險成因(危害、暴露或脆弱度)。 

2. 評估模式

之驗證 

2.2.1 模式檢定 蒐集模擬模式所需之歷史觀測資料，如氣

象、水文、土地利用、經驗參數以及其他

所需資料，針對後續所需之各領域評估模

式進行參數檢定。檢定後應有檢定結果與

資料品質說明，以及產生經過檢定後之模

式參數。若為使用物理參數之模式，參數

不需檢定，可以略過此步驟直接進行後續

之模式驗證。 

2.2.2 模式驗證 準備不同於檢定資料時間段之歷史資

料，代入已檢定之參數進行模式驗證。驗

證過後應說明模式檢定驗證結果，以利評

估不確定性之參考。 

3. 利用現況

氣象資料

進行風險

評估 

2.3.1 定義評估指標 應參考步驟（一）所設定之目標，透過工

作會議決定風險模擬所需之指標（如脆弱

度、回復力及風險指標）與可接受風險，

以做為現況、基期與未來之風險評估之共

同分析指標。如欲進行跨領域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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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仍須針對被影響之領域定義評估指標。 

2.3.2 輸入歷史資料進

行模擬與分析 

利用步驟 2.2 所完成驗證之模式與參數，

輸入歷史資料進行模擬與分析。由歷史資

料模擬結果，可進一步分析及量化評估指

標，並產出由歷史資料模擬結果與分析之

量化指標結果。 

2.3.3 鑑別熱點及風險

成因 

利用現況資料模擬與輸出危害、暴露、脆

弱度與風險指標，鑑別空間高風險地區(熱

點)。鑒別熱點與風險成因有助於說明說明

各熱點之風險主要來源，並進一步判別風

險分屬危害、暴露或脆弱度。此外，比對

歷史事件與現況模擬之風險分析結果，可

根據前項工作所產出的歷史分析量化指

標來進一步找出現況分析之熱點與風險

成因，除了瞭解模式之不確定性，也可以

評估歷史未發生災害之潛在風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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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步驟二 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資料、工具與產出檢核表 

次步驟 工作項目 資料 工具 產出 

1.歷史

事件之

風險分

析 

蒐集關鍵

議題相關

之歷史事

件風險評

估結果 

 歷史極端氣象與

災害事件資料庫

(如水利署、中央氣

象局) 

 搜尋引擎 
 

 歷史極端氣

象災害事件

之描述 

 災害事件之

空間分布或

影響範圍 

鑑別熱點

及風險成

因 

 歷史極端氣象災

害事件之描述 

 災害事件之空間

分布或影響範圍 

 *TaiCATS各領域
主要問題類型資
料# 

 風險成因分類程序 

 

 由歷史事件

鑑別之熱點

及風險成因

(區分危害、暴

露或脆弱度)  

2.評估

模式之

驗證 

模式檢定  模式檢定所需之

資料（輸入、輸

出、參數） 

 #模式所需資料之品

質評估 

 各領域評估模式 

 檢定模式結

果與資料品

質說明 

 已檢定之模

式參數 

 

模式驗證  模式驗證所需之

資料 

 已檢定之模式參

數 

 各領域評估模式 

 

 模式檢定驗

證結果說明

(含已驗證之

參數) 

3.利用

現況氣

象資料

進行風

險評估 

定義評估

指標 

 策略目標之建議

評估項目與系統

範圍 

 建議之評估指標 

 工作會議  評估指標之

定義與評估

方法 

 可接受之風

險 

輸入歷史

資料進行

模擬與分

析 

 模式輸入之歷史

觀測資料 

 已驗證之模式參

數 

 各領域評估模式 

 評估指標之定義與

評估方法 

 

 現況風險指

標之量化結

果 

鑑別熱點

及風險成

因 

 由歷史事件鑑別

之熱點及風險成

因 

 現況風險指標之

量化結果 

 風險成因分類程序  現況分析之

熱點與風險

成因 

 說明模式合

理性與不確

定性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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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步驟二 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產出資訊說明表 

步驟 次步驟 工作項目 產出 產出說明 

二、評估與分析

現況風險 

歷史事件

之風險分

析 

蒐集關鍵議題

相關之歷史事

件風險評估結

果 

 歷史極端氣象災

害事件之描述 

針對歷史極端氣象災

害事件進行列表 

 災害事件之空間

分布或影響範圍 

評估上述事件之風險

成因或來源 

鑑別熱點及風

險成因  

 由歷史事件鑑別

之熱點及風險成

因(區分危害、暴

露或脆弱度) 

藉由歷史事件分析目

前系統之熱點及風險

成因 

評估模擬

模式之驗

證 

模式檢定  檢定模式結果與

資料品質說明 

詳細說明檢定過程與

結果，並說明檢定用

之資料品質，以說明

資料之不確定性 

 已檢定之模式參

數 

列出所有經檢定之參

數，作為後續模擬評

估所用 

模式驗證  模式檢定驗證結

果說明(含已驗證

之參數) 

說明模式驗證結果之

可信度以及誤差，以

此說明評估模式之不

確定性來源。 

利用現況

氣象資料

進行風險

評估 

定義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之定義

與方法 

根據第一步驟所訂之

目標，決定評估之指

標。以此反應脆弱

度、暴露、危害、風

險或回復力程度。 

 可接受之風險 根據第一步驟所訂之

目標以及所訂評估指

標，所明與訂定系統

之可接受風險。 

輸入歷史資料

進行模擬與分

析 

 現況風險指標之

量化結果 

以歷史資料代入模式

之模擬結果。 

鑑別熱點及風

險成因 

 現況分析之熱點

與風險成因 

藉由歷史資料代入模

擬結果了解現況風險

與熱點分布情形 

 說明模式合理性

與不確定性 

由歷史資料模擬結果

與歷史事件比對，說

明模式之合理性與不

確定性。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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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估與分析未來風險 

本步驟的主要的目在於利用模式與氣候情境評估基期與未來之風險，並由

基期與未來風險之差異探討氣候變遷所增加之風險，並探討風險來源為何。其

中包含四個次步驟，分別為：1.情境設定、2.評估基期風險、3.評估未來風險及

4.比較基期與未來之風險差異。而各次步驟當中又有若干工作項目需要達成，以

下將針對各個次步驟中的工作項目來進行介紹。 
 

3.1 情境設定 

情境設定為第三步驟之重點次步驟，內容又包含：1.設定氣候情境，以及 2.

設定社會經濟情境。 

3.1.1 設定氣候情境  

氣候情境指的是未來相對於歷史某個時期，未來氣候的改變量，可以是每月

的平均氣溫、平均雨量，也可以是某設計降雨量，如最大 1 小時降雨量或最大 3

小時降雨量等。針對評估領域的不同，可能需要不同之氣候情境，而這些氣候

情境都是透過溫室氣體情境代入全球大氣環流模式(General Circulation Models, 

簡稱 GCMs)模擬後，再以統計或動力降尺度方式推估出來的。而此歷史某個時

期即為情境基準時期，稱為基期。以 IPCC 第五次報告而言，乃以 1986~2005 年

為基期。 

GCMs 乃以物理性評估大氣溫室氣體增加導致全球暖化之模式，模擬分析包

括大氣、海洋、冰、陸地系統間之交互作用。GCMs 透過降尺度過程設定預設情

境，輸入氣象資料合成模式產生評估模式所需要之氣象資料，最後由評估模式

分析得知衝擊影響。而 IPCC 預測全球未來可能之經濟、人口、工業與環境的發

展，提出數種可能溫室氣體排放的趨勢(即為預設情境)。 

在  IPCC 第五次評估報告中，採用「代表濃度途徑」 (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s，簡稱 RCPs))來定義四組未來變遷的情境，並以輻射強

迫力在 2100 年與 1750 年之間的差異量當作指標性的數值來區分之。被命名為

RCP2.6 的情境意味著每平方公尺的輻射強迫力在 2100 年增加了 2.6 瓦，而

RCP4.5、RCP6.0 與 RCP8.5 則代表每平方公尺的輻射強迫力分別增加了 4.5、6.0

與 8.5 瓦。在這四種情境中，RCP2.6 是個暖化減緩的情境(輻射強迫力在 2100

年呈減少趨勢)；RCP4.5 與 RCP6.0 是屬於穩定的情境(輻射強迫力的變化在 2100

年呈較為穩定狀態)；RCP8.5 則是個溫室氣體高度排放的情境(輻射強迫力在

2100 年呈持續增加趨勢)。相較於第三次評估報告與第四次評估報告所考慮的情

境，這四種情境所能涵蓋層面更廣。除了設定了逐年的溫室氣體濃度，根據整

合評估模式、簡化氣候模式、大氣化學模式以及全球碳循環模式的組合計算，

每個 RCP 可以估算出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並提供土地利用變遷的空間分布以

及各區域空氣汙染物的排放量。雖然這些 RCP 情境已經涵蓋了相當廣的輻射強

迫力範圍，但仍有其不足之處，特別是與氣溶膠相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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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氣候情境的設定上，首先必須選定適合之 GCM 模式，再以選定 GCM

之氣候情境來進行氣候變遷模擬運算。而選定的方式可分為兩種，自行分析選

定或是參考國內先前與相關研究所挑選之 GCM 進行分析。若是自行分析選定，

要先訂定挑選原則，接著分析 IPCC 所釋出之 GCM 模式的基期資料，與歷史資

料進行分析，挑選其氣候特性與台灣相近之模式進行後續分析。IPCC 提供 40

多個 GCM 的 RCP 情境，雖然每個 GCM 都經過驗證，然而對於台灣氣候特性

之模擬表現，並非所有的 GCM 都有好的模擬結果。因此，使用不適合之 GCM

容易增加評估結果之不確定性，唯有挑選在台灣地區模擬表現較好之 GCM，才

能降低 GCM 所造成之不確定性。 

本指引利用中央氣象局測站資料，分析同時具有 RCP8.5、6、4.5、2.6 的 GCM

與台灣降雨之相關性與模擬表現度。依照降雨季節分布特性之不同，將台灣分

成數個分區，以利使用者針對其研究區域挑選適合之 GCM，結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為各 GCM 之所屬單位與國家，而各氣候分區對應中央氣象局測站名稱如

表 12 所示。 

表 10 台灣之氣候分區以及全台灣所適合之 GCM 列表 

Name \ Rank Rank 1 Rank 2 Rank 3 Rank 4 Rank 5 

北部 HadGEM2-AO NorESM1-ME CSIRO-Mk3.6.0 CCSM4 bcc-csm1.1m 

東北部 MRI-CGCM3 bcc-csm1.1 CESM1-CAM5 HadGEM2-AO NorESM1-ME 

東部 CESM1-CAM5 GISS-E2-R CCSM4 bcc-csm1.1 CSIRO-Mk3.6.0 

西南部 HadGEM2-AO MIROC5 bcc-csm1.1m CCSM4 CESM1-CAM5 

南部 MIROC5 GISS-E2-R CCSM4 CSIRO-Mk3.6.0 HadGEM2-AO 

北部山區 bcc-csm1.1 CESM1-CAM5 NorESM1-ME HadGEM2-AO MRI-CGCM3 

中部 MIROC5 CCSM4 HadGEM2-AO CESM1-CAM5 MRI-CGCM3 

南部山區 HadGEM2-AO CESM1-CAM5 MIROC5 MRI-CGCM3 CCSM4 

西部外島 HadGEM2-AO MIROC5 CESM1-CAM5 bcc-csm1.1m CCSM4 

東部外島 GISS-E2-R CSIRO-Mk3.6.0 CESM1-CAM5 CCSM4 bcc-csm1.1m 

全台 HadGEM2-AO CESM1-CAM5 CCSM4 MIROC5 GISS-E2-R 

 

氣候情境可由 IPCC 資料發布中心(Data Distribution Center)取得，然而 IPCC

提供之情境為全球環流模式所模擬出之結果，因此包含全球各地之氣候情境，

且尚未進行降尺度至臺灣的動作。我國科技部有鑑於此，乃委託國家災害防救

科技中心(NCDR)執行 TCCIP 計畫，將 IPCC 所提供之氣候情境，利用統計降尺

度至臺灣地區，並提供國內相關研究申請使用。另外，相關研究單位亦取用 IPCC

與 TCCIP 的情境，將情境資料內含在評估模式當中，使用者可以直接透過評估

模式取得氣候變遷情境，相關模式如 TaiWAP (Liu et al.(2009)；劉子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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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g, et al.(2014)；TaiWAP 網站)。 

 

表 11 各 GCM 之所屬單位與國家 

研發單位 國家 單位簡稱 模式 

Beijing Climate Center, Chin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中國 BCC  BCC-CSM1.1  

BCC-CSM1.1(m)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sa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Queensland Climate Change Centre of 

Excellence 

澳洲 CSIRO-QCCCE CSIRO-Mk3.6.0 

The First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 SOA, China  中國 FIO  FIO-ESM  

Institut Pierre-Simon Laplace 法國 IPSL IPSL-CM5A-LR  

IPSL-CM5A-MR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and 

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日本 MIROC MIROC5  

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mosphere and Ocean Research Institute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nd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日本 MIROC MIROC-ESM  

MIROC-ESM-CHEM  

Meteor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日本 MRI MRI-CGCM3 

NASA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美國 NASA GISS  GISS-E2-H  

GISS-E2-R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美國 NCAR CCSM4 

Norwegian Climate Centre  挪威 NCC NorESM1-M  

NorESM1-M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teorological Research/Korea 

Meteorological Administration 

韓國 NIMR/KMA  HadGEM2-AO  

Geophysical Fluid Dynamics Laboratory 美國 NOAA GFDL  GFDL-CM3  

GFDL-ESM2G  

GFDL-ESM2M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Department of Energy, National 

Center for Atmospheric Research  

美國 NSF-DOE-NCAR CESM1(CAM5) 

 

表 12 對應分區之氣象站分區表 

氣候分區 氣象站 

北部 淡水、彭佳嶼、新竹、梧棲、台北、台中 

東北部 基隆 

東部 宜蘭、花蓮、成功、台東 

西南部 嘉義、台南、高雄 

南部 大武、恆春 

http://icmc.ipsl.fr/research/international-projects/cmip5
http://data.giss.nasa.gov/modelE/ar5/
http://data1.gfdl.noa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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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分區 氣象站 

北部山區 鞍部、竹子湖、蘇澳 

中部 玉山、日月潭 

南部山區 阿里山 

西部外島 東吉島、澎湖 

東部外島 蘭嶼 

 

3.1.2 設定社會經濟情境 

氣候變遷評估過程中，除了考量未來氣候變遷之影響外，也應考量未來社會

經濟之發展與變化對於系統之衝擊與風險。社會經濟發展情境應包含影響系統

未來之社會經濟變化因子，如 GDP、人口、工業發展、農業發展、土地利用變

化等，部分社會經濟發展因子可以由國家發展規劃委員會取得，然而無法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取得之社會經濟情境，則必須參考其他規劃報告，透過工作會議

或調適工作坊，訂定出評估基期與未來之社會經濟情境，以利後續未來風險分

析與評估。 

 

3.2 評估基期風險 

3.2.1 合成基期氣象資料 

評估基期風險之流程與評估現況風險相當接近，其主要差異在於需透過氣象

合成模式合成出基期氣象資料，或利用大氣環流模式產生出較小時間尺度之基

期氣象資料進行模擬，以分析與評估基期風險。基期以氣象合成資料模擬目的

在於跟未來風險比較時有相同之氣象合成模式基準，避免合成模式與歷史資料

之間的誤差影響結果。 

 

3.2.2 進行基期風險模擬與分析 

代入合成基期氣象資料、社會經濟情境與參數進行模擬與分析。除了氣象資

料需採用基期氣象資料外，評估基期風險時亦需針對基期設定社會經濟與土地

利用情境資料，以確保模式可確實反映出基期之風險。透過已驗證之評估模式，

並參照步驟 2.3.1 所決定之評估指標，可進一步模擬與輸出各指標之基期模擬結

果，以量化危害、脆弱度與風險結果，鑑別空間高風險地區(熱點)，說明各熱點

之風險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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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評估未來風險 

3.3.1 合成未來氣象資料 

評估未來風險的流程與前述評估基期風險的流程相似，其差別在於須利用基

期之氣候統計特性配合未來氣候情境以修正獲得未來氣候之統計特性，再透過

氣象合成模式合成出未來氣象資料，或利用大氣環流模式產生較小時間尺度之

氣象資料。 

3.3.2 進行未來風險模擬與分析 

利用合成之未來氣象資料，並代入未來社會經濟情境，以分析與評估未來風

險，進而模擬與輸出危害、脆弱度與風險指標，鑑別空間高風險地區(熱點)，說

明各熱點之風險主要來源。 

 

3.4 比較基期與未來之風險差異 

3.4.1 鑑別基期與未來風險差異與成因 

分別產生基期與未來的風險結果之後，便可比較基期與未來風險之差異，找

出風險增加之區域，並說明造成風險增加之原因來自於危害、暴露或脆弱度。

針對風險之結果應說明其科學上之限制（如結果之不確定性與應用範圍等）。如

為跨領域問題，則須考慮風險成因與主要影響領域之關係。經過比較基期與未

來模擬指標結果，以及基期與未來的風險結果後，便能得到未來風險差異之空

間熱點，及未來風險成因(危害、暴露或脆弱度)，作為後續調適決策之參考依據。 

探討風險成因可以幫助選擇適當之調適方案，然而未來該增加多少調適能力，

則必須進一步分析風險缺口。風險缺口與差異跟可接受風險有關，在步驟 1.4 已

設定系統之願景與目標，步驟 2.3.1 則以指標來設定可接受風險，因此風險缺口

則是說明基期與未來風險評估之後，系統風險與可接受風險之差距。此缺口亦

可轉換成系統承載力來呈現。例如水資源系統以缺水指標 Shortage Index(SI)進行

評估，可接受風險為 SI=1，推算 SI=1 時的系統承載力為每日供給 180 萬噸的水，

然而基期風險評估 SI=1.2，未來風險最高為 1.5，反推出系統供水承載力分別為

175 萬噸/每日以及每日 168 萬噸/每日，由此可知基期之缺口為每日 5 萬噸，未

來缺口可達 12 萬噸/每日。 

表 13 為步驟三之工作項目列表，表 14 為各步驟之使用工具資料以及產出檢

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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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為步驟三之產出資訊說明表。 

 

表 13 步驟三 評估與分析未來風險 

次步驟 工作項目與編號 說明 

1. 情境設定 3.1.1 設定氣候情境 1. 自行分析選定 

(1)訂定挑選原則 

(2)分析 IPCC所釋出之GCM模式的

基期資料，與歷史資料進行分析，

挑選其氣候特性與台灣相近之模式

進行後續分析。 

2.參考國內先前與相關研究所挑選

之 GCM 進行分析。 

3. 選定未來欲分析之代表濃度路

徑 (RCP)或其他溫室氣體排放情

境，以及代表現況之基期。 

3.1.2 設定社會經濟情境 1. 確定影響之社會發展因子。 

2. 設定社會經濟發展情境，如

GDP、人口、工業發展、農業發展、

土地利用變化等。 

2. 評估基期風險 3.2.1 合成基期氣象資料 以氣象合成模式合成出基期氣象資

料，或利用動力降尺度模式產生較

小時間尺度之氣象資料。 

3.2.2 進行基期風險模擬與分析 1. 輸入合成基期氣象資料與社會

經濟參數進行模擬，以產生基

期。 

2. 風險模擬結果風險模擬結果建

議應包含危害、脆弱度、暴露

風險之空間。 

3. 分析基期之風險模擬結果，說

明風險來源屬於氣候與非氣

候，以及風險來源屬於危害、

脆弱與暴露。 

3. 評估未來風險 3.3.1 合成未來氣象資料 以氣象合成模式合成出未來氣象資

料，或利用動力模式產生較小時間

尺度之氣象資料。 

3.3.2 進行未來風險模擬與分析 1. 輸入合成未來氣象資料與社會

經濟參數進行模擬，以產生未

來風險模擬結果  

2. 風險模擬結果建議應包含危

害、脆弱度、暴露風險之空間 

分析基期之風險模擬結果。 

3. 說明風險來源屬於氣候與非氣

候，以及風險來源屬於危害、

脆弱與暴露。 

4. 比較基期與未 3.4.1 鑑別基期與未來風險差異與 1. 比較基期與未來風險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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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步驟 工作項目與編號 說明 

來之風險差異 成因 找出風險增加之區域，並說明

造成風險增加之原因來自於危

害、暴露或脆弱度。如為跨領

域問題，則須考慮風險成因與

主要影響領域之關係。 

2. 由風險評估結果與可接受風

險，說明基期與未來之缺口。 

3. 針對風險之結果應說明其科學

上之限制（如結果之不確定性

與應用範圍等） 

 



附 39 

 

表 14 步驟三 評估與分析未來風險：資料、工具與產出檢核 

次步驟 工作項目 資料 工具 產出 

1.情境設定 設定氣候情境   GCM 模式輸出

結果 

 參考氣象站資

訊與歷史氣象

觀測資料 

 

 GCM 分析

與挑選工具 

 簡易降尺度

方法（內建

IPCC 與

TCCIP 氣候

情 境 之 工

具 ， 如

TaiWAP） 

 選定之 GCM 

 基期氣候情境 

 未來氣候情境 

設定社會經濟

情境 

 訂定社會經濟

情境所需之相

關資料 

 ＃社會經濟之

建議情境 

 工作會議或

調適工作坊 

 模式所需基期

社會經濟情境 

 模式所需未來

社會經濟情境 

2.評估基期風

險 

合成基期氣象

資料 

 基期氣候情境

與氣象合成模

式所需之參數 

 氣象合成模

式 

 

 基期之合成氣

象資料 

進行基期風險

模擬與分析 

 已驗證之模式

參數 

 基期之合成氣

象資料 

 基期社會經濟

情境 

 各領域評估

模式 

 評估指標之

定義與評估

方法 

 基期風險指標

之量化結果  
 

3.評估未來風

險 

合成未來氣象

資料 

 基期統計氣候

特性 

 未來氣候情境 

 氣象合成模

式 

 未來氣象合成

資料 

進行未來風險

模擬與分析 

 已驗證之模式

參數 

 未來氣象合成

資料 

 未來社會經濟

情境 

 各領域評估

模式 

 評估指標之

定義與評估

方法 

 未來風險指標

之量化結果  

4.比較基期與

未來之風險差

異 

鑑別基期與未

來風險差異與

成因 

 基期風險指標

之量化結果 

 未來風險指標

之量化結果 

 可接受之風險 

 #風險差異

分析程序 

 

 風險評估報告

說明未來熱點

及缺口差異，

與未來風險成

因(危害、暴露

或脆弱度)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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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步驟三 評估與分析未來風險：產出資訊說明 

次步驟 工作項目 產出 產出說明 

1. 情 境

設定 

設定氣候情境 

 

 選定之 GCM  藉由分析或前人研究，決定之

採用的GCM種類與氣候情境。 

 基期氣候情境 設定基期氣候情境以模擬基期

氣象資料。 

 未來氣候情境 設定未來氣候情境以模擬未來

氣象資料。 

設定社會經濟

情境 

 模式所需基期社會經濟參數 設定基期社會經濟參數以模擬

基期資料。 

 模式所需未來社會經濟參數 設定未來社會經濟參數以模擬

未來資料。 

2.評估

基期風

險 

合成基期氣象

資料 

 基期氣象合成資料 合成基期氣象資料。 

進行基期風險

模擬與分析 

 基期風險模擬結果 1. 輸入合成基期氣象資料與

社會經濟參數進行模擬，

以產生基期風險模擬結

果。 

2. 風險模擬結果建議應包含

危害、脆弱度、暴露與風

險之空間分布。 

 基期風險指標之量化結果 分析基期之風險模擬結果，說

明風險來源屬於氣候與非氣

候，以及風險來源屬於危害、

脆弱度與暴露。 

3. 評 估

未來風

險 

合成未來氣象

資料 

 未來氣象合成資料 合成之未來氣象資料。 

進行未來風險

模擬與分析 

 未來風險指標之量化結果 1. 輸入合成未來氣象資料與

社會經濟參數進行模擬，

以產生未來風險模擬結

果。 

2. 風險模擬結果建議應包含

危害、脆弱度、暴露與風

險之空間分布。 

4. 比 較

基期與

未來之

風險差

異 

鑑別基期與未

來風險差異與

成因 

 風險評估報告說明未來熱點

及缺口差異，與未來風險成因

(危害、暴露或脆弱度) 

分析未來風險差異之空間熱點

及風險成因。並由可接受風險

推估基期與未來缺口，以做為

後續調適路徑擬定之參考。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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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界定與評估調適選項 

界定與評估調適選項的主要目的在於分析風險來源，擬定與評估可用之調適

選項，藉此選出與排序可行之調適選項。本步驟可細分為兩個次步驟：1.界定調

適選項、2.評估調適選項，詳細內容如後說明。 

 

4.1 界定調適選項 

4.1.1 針對風險來源蒐集可能的調適選項 

首先須針對風險來源蒐集可能的調適選項，建議針對可行調適選項進行對應

問題或風險類型(危害、暴露或脆弱度)之分類，以作為調適策略之選擇依據，並

藉由分析未來風險差異之空間熱點，及未來風險成因，配合調適策略列表彙整

出對應風險成因之調適選項列表。在降低風險的調適選項分類上，若調適措施

可以改變土地利用藉以改善洪水或是乾旱發生的頻率，就是視為可以降低災害

因子。讓系統降低暴露於危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系統移動到沒有危害的狀

態，這個狀態可以透過空間、時間或是分布方式來調整，這些方法都可以視為

降低暴露的調適選項。改變資源系統內部的元件、本質、屬性或結構以整個系

統，加強面對危害的調適能力或是降低系統對於危害的敏感度都可視為降低脆

弱度的調適選項。 

 

4.1.2 蒐集當地智慧調適選項 

在 IPCC AR5 的決策者摘要中明確指出，務必將當地智慧作為調適選項。風

險的形成與因應絕非一朝一夕的事件，長久以來處於風險之下的人類有與其共

同生存的傳統調適智慧，透過調適工作坊的召開，請當地民眾提供相關資訊能

夠因地制宜，更有效率針對風險進行調適。 

4.1.3 彙整調適選項 

文獻所蒐集的國內外最新調適方法輔以傳統的調適智慧後，經專業團隊匯整

評估後，最後可依據上述步驟，挑選所列調適選項進行後續評估，彙整出可行

之調適選項。 

 

4.2 評估調適選項 

4.2.1 擬定調適選項評估準則 

於擬定調適選項評估準則時，可參考國內外研究如 UKCIP、TaiCATS 所建

議之評估準則，或增加團隊認為必須考慮之準則。評估準則如跨領域影響、效

用、可行性、不確定性等，如系統所遭遇的風險為跨領域問題，建議將調適選

項與其他領域之競合關係作為評估準則之一，此項作業可透過工作會議來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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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決定評估準則之權重 

每項準則的重要性不一，更精確的描述是每一個人對於每一個準則的重要性

看法不一，故需要透過調適工作坊的召開，清楚說明每項調適選項的作為以及

所須共同考慮的準則，再請利害關係人表達對於需要考量準則的權重。 

4.2.3 依據各準則評估調適選項或組合 

透過調適工作坊所得到的權重資訊可能非常多元，須要以科學的方式進行進

一步的統整與資訊萃取。建議可以利用多準則排序、層級分析法(AHP)、網路分

析法(ANP)、德爾菲法等決策方法來統計最終的各項準則權重。除此之外，必須

要確定透過各種方法所得到的調適選項組合必須能夠因應氣候變遷衝擊所造成

的風險調適缺口。 

 

4.2.4 產出策略行動計畫 

永續發展所追求的目標必須是環境可行、社會可行與經濟可行。同理，調適

計畫也必須符合這三個要素，由工作團隊進行科學分析確保未來的風險缺口可

經由調適所填補視為環境可行；由調適工作坊的召開，讓利害關係人提供準則

權重偏好視為社會可行；最後由調適專門委員會拍板定案調適策略行動計畫並

確認成本與經費視為經濟可行。 

 

表 16 步驟四 界定與評估調適選項 

次步驟 工作項目與編號 說明 

1. 界定調適選

項 

4.1.1 針對風險來源蒐集可能的調

適選項 

針對風險來源(危害、暴露或脆弱度)以

及未來風險，彙集可能之調適選項，並

嘗試探討調適過程中可能遭遇之困難 

4.1.2 蒐集當地智慧調適選項 蒐集當地智慧作為調適選項，並分析其

所對應解決之風險來源 

4.1.3 彙整調適選項 彙整前述蒐集之調適選項，並確保是否

具備足夠之調適資訊 

2. 評估調適選

項 

4.2.1 擬定調適選項評估準則 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之評估準則，擬定

適合之調適選項評估準則。如為跨領域

問題，則建議將調適選項與其他領域之

競合關係作為評估準則之一。 

4.2.2 決定評估準則之權重 承上，針對挑選之評估準則，以 AHP

層級分析法、多準則排序方法或參考專

家建議，決定各評估準則之權重，以作

為後續排序之加權依據。 

4.2.3 依據各準則評估調適選項組

合 

分別以各項準則，針對各調適選項進行

評估。修選出適合之調適選項組合 

4.2.4 產出策略行動計畫 制定調適策略行動計畫，建議說明各項

調適策略所對應解決之問題種類，以及

有哪些尚待解決的問題，以及以及其背

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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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步驟四 界定與評估調適選項：資料、工具與產出檢核 

次步驟 工作項目 資料 工具 產出 

1.界定調適選項 針對風險來源

蒐集可能的調

適選項 

 可行調適選項 

 風險評估報告

說明未來熱點

及缺口差異，

與未來風險成

因 

 風險鑑別分

析程序（附

表 8） 

 

 對應風險成

因之調適選

項列表 

蒐集當地智慧

調適選項 

 歷史極端氣象

災害事件之描

述 

 災害事件之空

間分布或影響

範圍 

 調適工作坊  對應風險成

因之當地智

慧調適選項

列表 

彙整調適選項  對應風險成因

之調適選項列

表 

 對應風險成因

之當地智慧調

適選項列表 

 調適工作坊 

 

 彙整之調適

選項 

2.評估調適選項 擬定調適選項

評估準則 

 建議之準則，

可參考 UKCIP

或 TaiCATS 

 

 工作會議  調適選項之

評估準則 

決定評估準則

之權重 

 調適選項之評

估準則 

 調適工作坊  調適選項評

估準則之權

重 

依據各準則評

估調適選項或

組合 

 彙整之調適選

項 
 調適選項之評

估準則 

 調適選項評估

準則之權重 

 調適目標缺口 

 多準則排序

評估法、層

級分析法或

其他決策方

法 

 優選之調適

選項或組合 

產出策略行動

計畫 

 優選之調適選

項或組合 

 專門委員會

會議 

 策略行動計

畫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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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步驟四 界定與評估調適選項：產出資訊說明 

次步驟 工作項目 產出 產出說明 

1.界定調適選項 針對風險來源蒐集可

能的調適選項 

 對應風險成因之

調適選項列表 

風險成因列表可配合

調適選項列表以找出

對應風險成因之可行

調適選項 

蒐集當地智慧調適選

項 

 對應風險成因之

當地智慧調適選

項列表 

對應風險成因之當地

智慧調適選項列表 

彙整調適選項  彙整之調適選項 彙整之調適選項，以

作為後續評估之用 

2.評估調適選項 擬定調適選項評估準

則 

 調適選項之評估

準則 

透過政府部門及專家

學者問卷調查決定各

調適選項之評估準

則，如跨領域影響、

效用、社會可行性、

經濟可行性不確定性

等，上述準則可設定

門檻標準，以篩除未

達標準之調適選項 

決定評估準則之權重  調適選項評估準

則之權重 

透過政府部門及專家

學者問卷調查決定各

調適選項評估準則之

權重 

依據各準則評估調適

選項或組合 

 優選之調適選項

或組合 

透過優選方式選出適

用之調適選項組合 

產出策略行動計畫  策略行動計畫 制定調適策略行動計

畫，建議說明各項調

適策略所對應解決之

問題種類，以及有哪

些尚待解決的問題，

以及以及其背後原

因。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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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規劃與執行調適路徑 

此步驟的目的在於規劃與制定調適選項的執行路徑，並且制定出實際執行的

順序與時程，其基本的步驟可分為：1. 規劃調適路徑、2.完成調適計畫執行分

工兩部分。 

 

5.1 規劃調適路徑 

5.1.1 制定調適路徑圖 

在規劃調適路徑的過程中，首要工作乃基於調適選項之組合制定出調適路徑

圖。在第（四）步驟中已針可能採用之調適路徑進行排序與優選，找出較佳之

調適選項組合，而各種調適選項之組合，即代表後續執行調適方案時的「路徑

（即可能採用之調適選項組合以及其順序）」。由於可採行的調適選項往往具備

複數種類，因此可能產生的「路徑」亦可能具備多種選擇，若將可能的路徑繪

製成圖，則將產生類似大眾運輸路線圖的調適路徑圖。 

 

圖 10 調適路徑之示意圖（Haasnoot et al. 2013） 

 

圖 10 為參考 Haasnoot 等人之研究（Haasnoot et al. 2013）所繪製之調適路徑

圖示意架構，該調適路徑圖由 A~D 四項調適路徑所構成，圖中的「○」符號表

示調適行動方案的轉換點，而「|」符號則表示系統之臨界點。圖 10 縱軸為調適

選項，橫軸為時間，若持續採行現行政策，則系統很可能將遭遇臨界點，此時

氣候變遷對系統產生的衝擊將超越系統自身的調適能力，使系統面臨過大之風

險。為了不使系統遭遇臨界點，系統可於遭遇臨界點之前轉換至 A、B、C、D

任意調適選項，以延長遭遇臨界點之時間。若採行調適選項 A 或調適選項 B，

系統將能持續運作，若採行選項 B 或選項 C，則系統於未來仍會因為選項無法

執行而必須再次轉換到其他策略。事實上調適路徑圖的目的在於清楚呈現所關

注系統或是議題可能採取的調適選項種類，以及由不同選項組成的調適路徑，

因此並未具備特定的形式或是規範，圖 10 僅為其中一種可能之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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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制定調適路徑 

調適路徑圖中的路徑均經過前置分析，各策略背後所包含的調適選項或是方

案組合皆為可行，僅需由多條路徑中選擇其條即可付諸實行。然而，就現實執

行面來說，不同的調適選項組合，其背後對於其他領域所產生的影響層面或是

衝擊程度不盡相同，因此本指引建議在調適路徑的選擇階段，應再次召開調適

工作坊，藉由不同的觀點重新審視調適路徑途中的各種可能路徑選項，以挑選

出適當之調適路徑。而一旦確立調適路徑後，為了日後能有效確保調適路徑中

的各項調適方案皆能有效執行，應針對各項調適方案預先設定程序指標與成效

指標。 

 

5.2 制定調適路徑執行計畫 

5.2.1 確定分工與執行單位 

由於單一調適路徑中可能包含多項調適選項，而各選項所牽涉到的負責部門

或是執行單位有可能因政府組織權責的分工而有所差異，因此本指引認為在執

行調適行動階段，其首要工作乃透過專門委員會會議確認各項調適選項的分工

以及其執行單位。唯有預先確定各調適選項皆有負責執行的部門或單位，後續

方能按照計 畫逐一施行而不至產生斷層。而一旦調適選項開始依照計畫啟動時，

負責各項調適選項的執行單位則需要依據所執行方案的特性擬定執行計畫，並

依照執行計畫逐步完成調適選項之內容。 

表 19 為步驟五之工作項目列表，表 20 為各步驟之使用工具資料以及產出檢

核表，表 21 為步驟五之產出資訊說明表。 

 

表 19 步驟五 規劃與執行調適路徑 

次步驟 工作項目與編號 說明 

1. 規劃調適路徑 5.1.1 制定調適路徑圖 依據優選之調適選項組合，擬定所

有可能之調適路徑 

5.1.2 制定調適路徑 透過利害關係人會議，檢討可行調

適路徑圖，選出最適調適路徑 

2. 制定調適路徑

執行計畫 

5.2.1 確定分工與執行單位 

  
確定調適路徑內所有方案之負責與

執行單位，應包含權責分工、執行

步驟、相關時程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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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步驟五 規劃與執行調適路徑：資料、工具與產出檢核 

次步驟 工作項目 資料 工具 產出 

1. 規劃調適路

徑 

 

制定調適路徑

圖 

 策略或行

動計畫  

 調適路徑

建構程序

（附表 9） 

 #AdaptPath 

 調適路徑圖 

 可行調適路徑

選項與多準則

評估結果 

制定調適路徑  調適路徑

圖 

 可行調適

路徑選項

與多準則

評估結果 

 調適工作

坊 

 調適路徑 

2. 制定調適執

行計畫 

確定分工與執

行單位 

 調適路徑  工作會議

（提出初

步建議） 

 專門委員

會議 

 調適執行計畫

（分工與權責

名單）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表 21 步驟五 規劃與執行調適路徑：產出資訊說明 

次步驟 工作項目 產出 產出說明 

1. 規劃調適路徑 制定調適路徑圖  可行調適路徑圖 

 

不同路徑必須針對每

項準則之評估結果作

說明 

 可行調適路徑選

項與多準則評估

結果 

建議針對調適路徑之

信賴度與應用上之限

制進行說明 

制定調適路徑  調適路徑 藉由利害關係人會議

選出最適之調適路徑 

2. 制定調適執行計

畫 

確定分工與執行單位 

制定調適執行計畫 

調適執行計畫（分工

與權責名單） 
詳列出各方案之負責

單位，依此作為後續

執行權責分工，應包

含權責分工、執行步

驟、相關時程等內容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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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監測與修正調適路徑 

監測與修正調適路徑為六大步驟的最後一個環節，其主要目的在於監測與評

估調適選項之執行成果是否符合預期，以及是否整體調適行動否仍依照預定計

畫走在原定之調適路徑上，並提出調適路徑的修正建議或方向。此步驟之細部

流程可劃分為：1. 制定環境監測計畫、2.制定調適路徑執行檢覈計畫、3.制定調

適路徑修正計畫。 

 

6.1 制定環境監測計畫 

環境監測計畫的目的，在於針對關鍵議題之系統建構系統的性監測方式，以

評量系統之狀態以及所受驅動力隨時間之變化情形，其主要工作又可概分為決

定監測項目以及決定環境監測計畫兩大部分。 

6.1.1 決定監測項目 

監測項目可分為環境指標以及效用指標兩大部分。環境指標指的是環境相關

參數（例如：氣溫、降雨…等環境因子），而監控環境指標之變化，其背後的意

義極為了解環境驅動力隨時間之改變情形。在決定監測項目部分，建議可由步

驟二所產出之風險成因與風險評估指標，了解導致風險背後之驅動力因子，以

作為環境監測之建議項目。此外於步驟二以及步驟三中，依據關注議題與領域

之不同，將配合不同之評估模式，並蒐集歷史氣象資料或是產生未來氣象資料

作為評估模式之輸入資料，以模擬系統可能遭受之風險程度。環境因子之變化，

對系統而言及象徵了環境驅動力之改變，一旦環境驅動力之變化超過特定門檻

時，系統之風險及有可能超過調適規劃之設定之承受上限。在環境指標項目之

決定上，專業團隊可根據風險因子與風險指標配合各領域之評估模式，挑選建

議之監測項目，亦可透過敏感度分析等方式找出對模式較為敏感之環境因子作

為建議監測項目。 

確定環境指標之建議項目後，應進針對環境監測計畫之細節進行初步之建議，

並形成環境監測計畫之建議方案，並於調適專門委員會議中提出環境監測之建

議方案，以討論訂出最終之環境監測計畫。環境監測計畫之建議案之形成，可

參考環境監測計畫之建構程序說明（附表 10）。 

 

6.1.2 決定環境監測計畫 

監測指標之建議項目與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中定案後，則需形成後續之

環境監測計畫。環境監測計畫除了包含監測項目外，應針對監測方式以及監測

頻率、分工方式皆予以清楚定義，以有效落實後續之監測工作。監測工作之參

與對象，除包含各調適方案之主管機構與執行頹對與相關協助者外，建議可將

受到調適策略影響之利害關係人納入參與監測之合作對象中，其作用在於藉由

利害關係人之參與分擔監測工作，同時亦可達到監督與落實監測工作之效果。 



49 

6.2 制定調適路徑執行檢覈計畫 

制定調適路徑執行檢覈計畫之目的，在於確保調適方案是否確實依照當初之

調適規劃流程與工作項目落實執行。調適路徑執行檢覈計畫包括了檢覈指標與

檢覈方式兩大部分。 

6.2.1 決定檢覈指標 

調適檢覈指標，即各調適方案之程序指標，其作用在於檢覈調適方案的執行

過程中，其各個流程是否依照既已規劃之工作項目進行，且各工作之執行程序

或是規格必須達成調適執行計畫書中所規範之水準。在檢覈指標之項目上，建

議應於調適路徑以及相關調適策略決定後，由工作團隊與主政部門於工作會議

中進行初步討論，以列出建議之檢覈指標清單，並於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

中進行討論與定案。 

6.2.2 決定檢覈方式 

前述步驟之檢覈清單定案後，建議可由專業團隊針對清單中的各個項目就其

必要性或是重要程度，給予各項目達成之配分，且該配分方式將與主政部門與

承辦人充分討論過後，於調適工作坊中提出說明，並由利害關係人給予調整之

建議，並由工作團隊針對利害關係人之建議進行修正或調整，最後再由主政部

門於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中進行討論與定案。 

 

6.3 制定調適路徑修正計畫 

制定調適路徑之修正計畫，其目的在於設定調適路徑之修正機制，並於系統

之狀態或是驅動力發生顯著變化，或是調適方案之執行明顯不如預期時，啟動

調適路徑之修正計畫，以針對現有之調適路徑重新進行評估與規劃。 

6.3.1 制定修正計畫 

修正計畫中，必須對啟動調適修正之機制予以定義或規範，本指引建議參考

6.1 節中建立之環境監測，以及 6.2 節中調適檢覈之結果作為啟動調適路徑修正

之觸發指標。於 6.1 節中，已提出環境監測計畫，針對應關注之相關環境因子以

及系統之狀態變數，以及監測執行之分工與方式進行規範，建議可針對環靜因

子以及系統狀態設定門檻（例如：平均氣溫不得超過基期均溫 2 度之水準，或

是效用指標不得低於設定之特定數值），一旦該環境因子或是系統之效用指標無

法滿足該門檻時，則啟動調適修正機制，此時應回歸到六大步驟中的第四步驟，

以重新針對調適方案進行評估與規劃。 

再者，於 6.2 節中所設定之檢覈指標，其主要作用在於了解調適方案之落實

程度，然而當檢覈指標之得分過低時，象徵該調適方案之執行結果並未成功，

換言之調適路徑即無法按照原先規劃之路徑移動，此時亦將啟動修正機制，回

歸第四步驟，重新建構調適方案，進而於第五步驟中修正調適路徑。 

此外，在步驟三中，為了評估系統於未來可能遭受之風險，必須先針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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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之氣候情境或是社會經濟情境進行設定。然而，無論是氣候變遷情境或是

社會經濟情境均為相關領域學者之推定假設，實際上的氣候變化或是社會經濟

發展未必會遵循此預測趨勢變動。因此本指引建議應定期監測氣候、環境以及

社會經濟情勢之變化情形，並與步驟三所假設之預設情境比對，一旦實際之氣

候或是社會經濟變化情形偏離預設情境時，則需考慮是否回歸步驟三，重新進

行未來風險分析，甚至於重新規劃調適選項與調適路徑。 

上述三中情形皆可作為觸發修正調適路徑之契機，建議由專業團隊參考調適

路徑修正機制建構程序（附表 11）建立初步之修正計畫，並且於主政部門與承

辦人商議相關內容後，再於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中進行討論與定案，以作

為日後修正調適路徑之觸發依據。 

表 22 步驟一之工作項目列表，表 23 為各步驟之使用工具資料以及產出檢核

表，表 24 為步驟一之所需資料、工具說明項目表，以及產出資訊說明表。 
 

表 22 步驟六 監測與修正調適路徑 

次步驟 工作項目與編號 說明 

1. 制定環境監測

計畫 

6.1.1 決定監測指標 環境監測計畫之監測指標包括環境

監測（環境驅動力）以及效用指標

（系統狀態）兩部分 

6.1.2 決定監測方式 1. 制定環境監測計畫時，應考量

參與監測之成員除包含除調適

路徑之主管機構與執行團隊

外，利害關係人亦得參與監測

流程 

2. 環境監測計畫應包含參與者之

分工方式 

2. 制定調適路徑

執行檢覈計畫 

6.2.1 決定檢覈指標 檢覈指標為程序指標，其作用在於

監測調適路徑中的規劃程序是否達

成 

6.2.2 決定檢覈方式 於調適路徑執行檢覈計畫中應定義

說明「項目達成」之定義以及評量

方式 

3. 制定調適路徑

修正計畫 

6.3.1 制定修正計畫 1. 依據監測指標與檢覈指標之結

果，制定調適策略之修正計畫 

2. 若基礎假設情境（如氣候變遷

情境、社會經濟情境）有所調

整或更新時，則調適步驟應回

歸步驟三重新進行未來風險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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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步驟六 監測與修正調適路徑：資料、工具與產出檢覈 

次步驟 工作項目 資料 工具 產出 

1.制定環境監測

計畫 

決定監測項目  現況分析之

熱點與風險

成因 

 評估指標之

定義與評估

方法 

 

 工作會議 

 各領域之評

估模式 

 環境監測計

畫建構程序

說明 

 環境監測計

畫之建議案

（包含項目

與分工） 

決定環境監測計

畫 

 環境監測計

畫之建議案

（包含項目

與分工） 

 調適計畫分

工與權責名

單 

 利害關係人

名單（說明

中強調利害

關 係 人 參

與） 

 調適專門委

員會議 

 環境監測計

畫  

2.制定調適路徑

執行檢覈計畫 

決定檢覈指標  調適執行計

畫（分工與

權責名單） 

 工作會議  程序指標 

 成效指標 

決定檢覈方式  程序指標 

 成效指標 

 調適執行計

畫（分工與

權責名單） 

 調適工作坊 

 調適專門委

員會議 

 調適路徑執

行檢覈計畫 

3.制定調適路徑

修正計畫 

制定修正計畫  監測指標 

 檢覈指標 

 調適執行計

畫 

 調適路徑修

正機制建構

程序 

 調適專門委

員會議 

 調適路徑修

正計畫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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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步驟六 監測與修正調適路徑：產出資訊說明 

步驟 次步驟 工作項目 產出 說明 

六、監測與修正

調適路徑 

1. 制定環境

監測計畫 

決定監測項目  監測計畫

之建議案

（包含項

目與分工） 

監測指標包括環境監

測（環境驅動力）以及

效用指標（系統狀態）

兩部分 

決定監測方式  環境監測

計畫 

1. 制定環境監測計

畫時，應考量參與

監測之成員除包

含除調適路徑之

主管機構與執行

團隊外，利害關係

人亦得參與監測

流程 

2. 環境監測計畫應

包含參與者之分

工方式 

2.制定調適

路徑執行檢

覈計畫 

決定檢覈指標  程序指標 

 成效指標 

檢覈指標為程序指

標，其作用在於監測調

適路徑中的規劃程序

是否達成 

決定檢覈方式  調適路徑

執行檢覈

計畫 

於調適路徑執行檢覈

計畫中應定義說明「項

目達成」之定義以及評

量方式 

3. 制定調適

路徑 修正計

畫 

制定修正計畫  調適路徑

修正計畫 

1. 依據監測指標與

檢 覈 指 標 之 結

果，制定調適策略

之修正計畫 

2. 若基礎假設情境

（如氣候變遷情

境、社會經濟情

境）有所調整或更

新時，則調適步驟

應回歸步驟三重

新進行未來風險

評估。 

備註：「*斜體」表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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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調適案例說明 

前節所述之氣候變遷調適決策六大步驟，提供了氣候變遷調適決策的系統性

流程，可協助決策者由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開始，到最後的調適路徑監測與修

正，其間的所有流程均有詳細步驟與工作項目羅列說明，讓整體調適流程更加

明確化與制度化，以利所有領域與部門進行氣候變遷調適之工作。本節將引用

「氣候變遷水資源風險評估與調適決策之探討」（童慶斌等人，2015）研究中，

高雄地區水資源供水系統為例，說明氣候變遷調適決策步驟一至四，以了解氣

候變遷下水資源供水系統所面臨之風險與調適決策步驟。 

 

(一) 界定問題與設定目標 

1. 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之組成 

針對高雄地區水資源供水系統面對氣候變遷之風險與調適擬定，本研究案例

假設主政部門為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主要掌控我國水資源之開發與

規劃，而承辦人員則為水利規劃試驗所水源課研究員。氣候變遷調適之工作由

此起頭，藉由公開招標與遴選，挑選出適合之專業團隊。再挑選與高雄地區水

資源供水系統之利害關係人，以此組成工作團隊，作為後續工作推動的基本組

成。水資源的利害關係人首先為不同用水需求者，分為農業用水者、民生用水

者、及工業用水者，而農業用水的管理者為高雄農田水利會，民生與工業用水

管理者則為台灣自來水公司，其他 NGO 單位則有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台灣環

境保護聯盟、社團法人台灣永續生態工法發展協會、綠色和平基金會等，提倡

永續經營、和平發展以及節約水資源等概念加強民眾的基礎教育使得社會更和

諧。 

 

2. 問題之界定 

本案例以高雄地區為研究區域，供水系統如圖 9 所示。主要跟供水系統有關

之支流包括高屏溪流域的旗山溪、美濃溪、荖濃溪、濁口溪以及隘寮溪。高屏

溪為臺灣流域面積最大河川，年平均逕流量 8,455 百萬立方公尺，其中豐水期

7,694 百萬立方公尺約佔總逕流量之 91%，枯水期約 761 百萬立方公尺約佔總逕

流量之 9%(經濟部水利署全球資訊網)。高屏溪流域內並無水庫，只有離槽水庫-

南化水庫屬於曾文溪流域。南化水庫上游入流河川為後堀溪，然而主要蓄水來

源乃利用甲仙攔河堰越域引旗山溪水，再利用輸水管道引水至坪頂淨水場，以

蓄豐濟枯的方式供應大高雄地區之供水。另於下游處有高屏攔河堰引水至坪頂、

澄清湖、翁公園以及拷潭淨水場供應大高雄供水。高屏溪流域背負著供給高雄

地區民生與工業用水之重責大任，對水量需求十分殷切，同時亦供給高雄水利

會灌區以及部分屏東水利會灌區(如圖 11 編號 11~16 圳路)(童慶斌等，2013)。 

藉由文獻蒐集與分析，可了解全球溫度有上升趨勢，未來氣候變遷可能導致

無法預料的降雨或極端事件影響水資源甚鉅(游保杉，2001)，南部地區豐枯差異

大，水資源管理困難，氣候變遷將會加劇影響(童慶斌等，2007；童慶斌等，2009；



54 

許泰文等，2009)，而水資源又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糧食系統等(童慶斌，2012)。

面對此氣候變遷的威脅，在對應不同系統本身的調適能力下，需評估系統風險

並制定適合的調適決策因應  

分析現有水資源系統，可以了解水資源系統所面臨的問題包括：水源不足、

水需求成長、水資源設施不足、整合性管理彈性不足、及氣候變遷調適決策能

力不足，各項問題類型與說明如表 25 所示。 

 
圖 11 高雄地區供水系統圖(童慶斌等，2013) 

 

 

3. 跨領域關聯分析 

水資源在面對氣候變遷之威脅下，可能導致缺水問題加劇。缺水問題可能直

接影響農業生產以及工業製造，另外也可能間接影響河川生態。因此，工作團

隊應檢討是否有農業生產、工業發展以及生態維護之利害關係人。 

 

4. 目標之設定 

在了解高雄地區水資源供水系統在面對氣候變遷可能之關鍵問題與風險來

源之後，本案例參考水資源經理計畫，以水資源永續發展為目標，以民國 120

年為目標年，評估未來之缺水風險、供水承載力，分析風險來源，以利後續之

調適策略之擬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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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氣變遷下水資源系統之問題界定 

水資源系統問題 說明 風險來源 

水源不足 
水源不足的問題，可以從河川流量及地下水補注量去探討，此

為水資源系統主要之供水來源。 
危害度 

水需求成長 
水需求成長，主要來自於人口增加造成生活用水量增加、工業

用水量增加以及農業需水量改變去探討。 
暴露 

水資源設施不足 

即使擁有充沛的水源，水資源利用率不足仍會造成水資源供給

之缺乏，而水資源利用率主要決定於水資源設施，如水庫、淨

水場等蓄水與取水設施，在界定水資源問題時，了解水資源設

施是否不足亦為重要之一環。 

脆弱度 

整合性管理彈性

不足 

在面對未來供水可能不足的情況下，如何加強常態供水、備用

水源與緊急水系統之管理整合，抑或是如何強化緊急用水時之

用水彈性調度機制，在未來可能不足的情況下，加強各種水源

之即時及彈性調度亦為一重要的課題。 

脆弱度 

氣候變遷調適決

策能力不足 

面對氣候變遷的威脅，缺乏針對氣候變遷進行衝擊評估，或評

估氣候變遷資訊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對於水資源規劃都是具有

相當之威脅，一旦發現此部分之決策能力不足，則有必要強化

氣候變遷調適決策能力。 

脆弱度 

 

(二) 評估與分析現況風險 

1. 歷史事件之風險分析 

蒐集高雄地區因極端事件(如極端降水或乾旱)等造成之台南地區水資源之衝

擊，分析事件發生的風險來源，以及整理當時政府之應變措施，如表 26。由歷

史事件分析結果得知，高雄地區水資源風險主要來源包括極端氣候之影響(危害

度)，此部分包括連續不下雨天數增長，以致備援供水無法應付極端氣候(脆弱度)

以及洪水(危害度)損壞供水系統(脆弱度)或造成高濁度引發淨水處理困難問題

(脆弱度)。而整體系統抗旱能力不足，原因來自於高雄地區需水量(暴露)高於可

供水量(調適能力)，備援系統(調適能力)無法應付極端氣候所造成之乾旱。 

表 26 歷史事件之衝擊與風險來源 

發生時間，事件 衝擊(包含影響空間) 
風險來源 

屬危害、暴露或脆弱度? 

2003 年，旱災 

2003 年 7 月，全台 7 月份平均雨量為 53 年來最低，缺水日漸

嚴重，南化水庫蓄水率 44%，曾文與烏山頭水庫聯合蓄水率

12.5%，各標的用水實施減壓供水，停灌各期甘蔗雜作，一期稻

作採加強灌溉管理，以通水七日間斷九日方式供應。 

枯水期末水資源漸漸不

足，進入豐水期又沒有明顯

補注，乾旱期距拉長，使得

用水調度困難。 

危害-豐枯水期分配不均 

2009 年 8 月 9-14

日，莫拉克風災

缺水 

 

莫拉克颱風挾帶豪雨，沖毀南化-坪頂淨水場聯通管路，甲仙攔

河堰閘門取水設施損毀、加上南化水庫原水濁度飆高，高屏攔

河堰亦被洪水淹沒，嚴重影響大高雄供水  

極端事件造成供水系統損

毀，高濁度下處理不及以致

無法正常供水。 

危害-極端氣候 

脆弱度-極端氣候影響供水

系統 

2009-2010 年，莫

拉克風災過後南

部乾旱 

 

莫拉克過後，台南地區久未降雨，曾文水庫因八八水災嚴重淤

積，曾文與烏山頭蓄水約兩億噸，其中自來水公司移用 6000 萬

噸，而嘉南地區 2010 年 1 期作全面休耕，僅春季雜作灌溉，以

確保工業及民生用水不被限制。而之後的梅雨季降雨不甚理

枯水期末水資源漸漸不

足，進入豐水期又沒有明顯

補注，乾旱期距拉長，使得

用水調度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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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南部供水吃緊，決定將南部 2 期稻作灌溉時間延後半個月。 

 

危害-豐枯水期分配不均 

脆弱度-供水系統抗旱能力

不足、極端氣候影響供水系

統 

2011 年 5 月，乾

旱 

2010 年 10 月 23 日梅姬颱風侵臺後，臺灣地區進入約半年的枯

水期，降雨偏少之地區 4 月則向南延伸至南部高雄。 

乾旱發生期距拉長，使水資

源利用困難。 

危害-豐枯水期分配不均 

脆弱度-供水系統抗旱能力

不足 

2014 年 3 月，乾

旱 

高雄地區則因近期降雨不佳，影響作物生長、產量降低，曾文-

烏山頭水庫蓄水情形較歷年同期減少 1 億 1882 萬噸，降雨情況

不如預期，造成水庫蓄水容量不足。 

乾旱發生期距拉長，使水資

源利用困難。 

危害-豐枯水期分配不均 

脆弱度-供水系統抗旱能力

不足 

2015 年 3~5 月，

乾旱 
全台降雨量不足，由以南部地區更為嚴重。 

乾旱發生期距拉長，使水資

源利用困難。 

危害-豐枯水期分配不均 

脆弱度-供水系統抗旱能力

不足 

 

2. 評估模擬模式之驗證 

本 案 例 利 用 由 康 乃 爾 大 學 所 發 展 之 集 水 區 通 用 水 文 傳 輸 模式

GWLF(Generalized Watershed Loading Functions) (Hath et al., 1992)中的水文模式

進行集水區流量推估，隘寮溪以及美濃溪因觀測資料不足，於模擬過程將利用

荖濃溪模擬結果，以面積法推估其流量。供水系統主要河川後堀溪、旗山溪以

及荖濃溪，將分別以南化水庫、楠峰橋以及阿其巴橋測站進行驗證，利用 2 種

評鑑指標，分別為模擬與觀測流量體積比 (Vs/Vo)、相關係數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CC)來評鑑驗證之結果，相關係數越接近 1 越好，模擬與觀測流量體

積比越接近 1 越好，結果如表 27 所示，除了荖濃溪因為受取水影響而結果較不

理想之外，其餘各支流均有不錯之模擬結果。 

表 27 GWLF 使用參數與驗證結果 

支流 出口流量站或水庫集水區 驗證年份 CN 值 退水係數 
Vs/Vo CC 

後堀溪 南化水庫 1990~2007 74 0.121 1.08 0.89 

旗山溪 楠峰橋 1997~2008 72 0.092 1.18 0.77 

荖濃溪 阿其巴橋 1994~2009 75 0.045 1.22 0.67 

 

水資源供水模擬乃利用美國 Ventana 系統公司發展之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s)(Forrester, 1961)應用軟體 Vensim(Vensim 網站)，建立結合曾文溪水資

源系統之高屏溪水資源系統動力模式進行水資源系統模擬。利用 2001-2004 年之

里嶺大橋流量(2005-2006 年流量缺測)進行驗證，結果如圖 12，里嶺大橋在經過

上游取水，以及兩大支流匯流後，仍有不錯的模擬結果，相關係數有 0.85，顯

示本案例高屏溪水資源系統可以合理模擬整個水資源供需水的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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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系統動力模式於里嶺大橋之驗證 

 

3. 利用現況氣象資料進行風險模擬 

依照現況之計畫需水量進行模擬與分析，生活需水量採用「水資源開發利用

總量管制策略推動規劃」(經濟部水利署，民國 101 年)之數據進行模擬與分析，

工業需水量則採用最新報告「曾文南化水庫聯通管輸水工程可行性分析」(水規

所，民國 102 年)之計畫需水量，農業用水則以高雄水利會民國 102 年計畫需水

量進行模擬。高雄地區現況水源供給能力約每日 152.8 萬噸(水利署，2011)，本

案例推估現況之供水承載力為 152.67 萬噸，相當接近。然而現況高雄之需水量

約為每日 172 萬噸，需水量遠超過系統可供水量，可知高雄地區已經暴露在相

當之缺水情況。以現況風險評估結果分析，高雄地區現況主要問題在於需水量

遠高於可供水量，此風險來源雖然可視為調適能力不足引致之高脆弱度，但以

水資源總量管制的角度思考，反而應該檢討高需水量導致之風險，應該降低暴

露於此風險下之各標的需水量，以降低暴露的方式降低系統風險。 

 

(三) 評估與分析未來風險 

 

1. 情境設定 

為了評估未來氣候變遷下之最大可能風險，本研究案例以排放情境最嚴重之

RCP8.5 進行評估，採用適合台灣南部的五個 GCM，HadGEM2-AO、MIROC5、

bcc-csm1.1(m)、CCSM4、CESM1-CAM5，並以民國 120 年為目標年，採用民國

120 年之人口預估、每人每日用水量預估、工業用水中成長等作為未來社會經濟

情境。民國 120 年對應氣候情境則為 2021~2040 年之氣候情境。在此僅列旗山

溪之降雨情境(未來雨量/基期雨量)如圖 13 所示，縱軸為未來相對於基期之降雨

量倍數，亦即大於 1 表示增加，小於 1 表示減少。每個情境在豐枯水期的變化

上可能影響供水系統之供水能力，然而實際影響仍需藉由模擬才能評估出來，

光由降雨量之豐枯變化，是難以斷定對水資源供水之衝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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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高雄地區五個 GCM 之 RCP8.5 降雨情境(旗山溪為例) 

 

2. 評估基期風險 

基期之公共用水缺水分析如表 28 所示。由於模擬過程並不考慮農田休耕以

及備援供水等措施，此模擬結果乃沒有彈性之供水系統模擬結果，亦即沒有緊

急與備援措施條件下之缺水分析。結果顯示，在沒有備援措施條件下，高雄地

區年缺水率為 11.5%，相當於缺水指數 SI=1.32，缺水事件之平均缺水日數為 66

日，缺水事件最大缺水率為 67.4%。以現況供水設施進行評估，當 SI 為 1 之條

件下，基期供水能力為 152.03 萬噸/日，基期供水缺口約每日 20 萬噸。 

表 28 基期高雄地區公共用水缺水分析 
年缺水率 SI 缺水 

指數 

平均缺水

日數 

最大 

缺水率 

供水缺口

(萬噸/日) 

11.5% 1.32 66 67.4% 20 

 

 

3. 評估未來風險 

高雄地區未來供水能力模擬結果如表 29 所示，高雄地區在民國 120 年無氣

候變遷下，生活需水量為每日 106.2 萬噸，工業需水量為每日 93.5 萬噸，換算

公共需水量為 199.7 萬噸/日，供水缺口 43.37 萬噸/日，顯示現況設施無法滿足

未來需水條件。氣候變遷評估中，工業需水量維持民國 120 年之計畫需水量每

日 93.5 萬噸；生活需水量為每日 101.9 萬噸。承載力評估結果顯示氣候變遷影

響下，供水能力為每日 145.36~163.95 萬噸，供水缺口約每日 31.45~50.04 萬噸(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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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民國 120 年考量以及未考量氣候變遷影響之供需水模擬結果(單位：萬噸/

日) 

民國 120

年無氣候

變遷 

(1)生活需水量 106.2 

(2)工業需水量 93.5 

(3)公共需水量((1)+(2)) 199.7 

(4)供水能力 152.03 

(5)供需缺口((3)-(4)) 43.37 

民國 120

年

RCP8.5

情境 

GCM Bcc-csm1.1(m) CCSM4 CESM1-CAM5 HadGEM2-AO MRCGCM 

(6)生活需水量 101.9 101.9 101.9 101.9 101.9 

(7)工業需水量 93.5 93.5 93.5 93.5 93.5 

(8)公共需水量((6)+(7)) 195.4 195.4 195.4 195.4 195.4 

(9)供水能力 152.57 145.36 163.95 161.84 145.82 

(10)供需缺口((8)-(9)) 42.83 50.04 31.45 33.56 49.58 

氣候變遷造成供需缺口
((10)-(5)) 

-0.54 6.67 -11.92 -9.81 6.21 

 

4. 比較基期與未來之風險差異 

將有氣候變遷下之供需缺口減去無氣候變遷下之供需缺口，便可以推求出因

為氣候變遷影響所造成之供需缺口，如表 9 所示。結果顯示氣候變遷影響所造

成之供水缺口可達每日 6.67 萬噸，同時有結果顯示氣候變遷可增加供水能力，

至多可達每日11.92萬噸。在風險管理與考量之下，仍以最大可能風險進行評估，

而 CCSM4 評估結果為未來最負面之結果，後續將以 CCSM4 之結果來探討調適

方案是否能夠因應未來氣候變遷與需水壓力。 

由 CCSM4 之評估結果進行風險來源探討，得知未來水資源風險來源包括 1.

危害度的增加，此部分即為氣候變遷所造成豐枯變化加劇，因而降低水資源系

統供水能力，提高缺水風險；2. 暴露之增加，此部分即為需水量之增加，所造

成暴露於缺水系統程度的增加。另外，對於缺水事件較敏感之工業，屬於系統

較脆弱之一面，然而未來經濟發展之需求，增加工業之發展，同時也是提高系

統之脆弱度。 

 

(四) 界定與評估調適選項 

1. 界定調適選項 

我國「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中水資源調適策略以「在水資源永續經

營與利用之前提下，確保水資源供需平衡」為總目標。依此目標擬定之水資源

調適策略包括：1.穩定供水能力；2.確保合理用水需求負荷；3.強化彈性管理能

力；4.掌握水資源資訊與不確定性；5.集水區保育與合理土地利用規劃及 6.其他

（社會經濟、產業與科技發展）等(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2012)。由觀

察與評估的水資源問題與脆弱度，可以擬定對應之調適策略以及調適方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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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表 30 對應不同調適策略與降低風險方式之調適選項 

調適策略 
對應問題類

型 
降低風險方式 措施 

穩定供水能力 

水源不足 降低危害度 

增建水庫或蓄水設施 

設置地下水水庫 

水庫淤積清理 

人工湖 

埤塘 

伏流水 

雨水儲集系統 

地下水井新增 

地下水井復抽 

海水淡化廠 

設施不足 
提升調適能力 (降低脆弱

度) 
淨水場供水能力增加 

確保合理用水需求負荷 

加強管理 降低暴露 

生活節水方案 

工業節水方案 

農業節水方案 

農業耕作制度調整 

建立初始水權分配制度 

建立水權轉讓制度 

設施不足 
提升調適能力 (降低脆弱

度) 

汰換舊漏自來水管線 

降低灌溉渠道輸水損失 

新增輸水管線 

強化彈性管理能力 

加強管理 降低暴露 廢汙水回收、循環利用 

設施不足 
提升調適能力 (降低脆弱

度) 
跨流域引水 

掌握水資源資訊與不確定性 加強管理 降低暴露 
加強供需情勢監測 

非氣候因子之資料收集與分析 

集水區保育與合理土地利用規劃 加強管理 降低暴露 

土地利用改變 

加強水庫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 

下游生態基流量之分析 

工業區之規劃與調整 

其他(社會經濟、產業與科技發展) 加強管理 降低暴露 建立水資源災害保險制度 

 

2. 評估調適選項 

前一節所界定之調適選項，有些目的在於降低危害度，有些是降低暴露，有

些在於降低脆弱度。依據本研究案例從問題界定到評估與分析現況與未來風險，

了解高雄地區未來主要風險來源來自於高暴露以及高危害度。推動節水措施雖

然可以降低暴露，但考量未來經濟發展與糧食安全問題，仍須提出降低危害度

之調適方案。根據台灣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計畫(經濟部水利署，2011)，高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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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為了補足供需缺口，擬推動高屏大湖一期與二三期，高屏大湖一期將增加每

日 14 萬噸供水量。高屏大湖二三期若於民國 120 年完工，將提供每日 28.6 萬噸

供水量，共增加每日 44.6 萬噸。然而在氣候變遷影響下，供水能力可能遭受影

響。如表 31 的 CCSM4 結果顯示，民國 120 年在氣候變遷影響下，可能仍有每

日 5.44 萬之缺口。面對氣候變遷的不確定性，未來氣候變遷可能增加供水缺口，

也有可能降低缺水風險，如為了此氣候變遷可能缺口 5.44 萬噸/日，再以穩定供

水能力之策略，增加水源來降低危害度，也有可能造成過度調適與資源浪費等

問題。因此，面對此缺口，宜考量不後悔或環境低衝擊之調適方案，以避免因

為提升水資源調適能力，反而消耗社會成本與環境資源。 
 

表 31 民國 120 年加入高屏大湖一期、二期、三期後之供水模擬結果(單位：萬

噸/日) 

民國

120 年
RCP8.5

情境 

GCM Bcc-csm1.1(m) CCSM4 CESM1-CAM5 HadGEM2-AO MRCGCM 

公共需水量 195.4 195.4 195.4 195.4 195.4 

供水能力 197.17 189.96 208.55 206.44 190.42 

供需缺口 -1.77 5.44 -13.15 -11.04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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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附表 1 主政部門建議表 

名稱 主政部門建議表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1.1.1 

類別 █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一般而言，由政府所發起之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規劃，一般會由機關首長或是副

首長（例如：地方縣市首長）擔任調適專門委員會之召集人，其主要任務在促

進調適行動計畫之發展、協調專門委員會中各群體之運作，並且定期以主席身

分主持後續舉辦之調適啟動與推動會議。氣候變遷調適專門委員會中，通常會

由機關首長指定單一部會作為發展調適行動計畫之主政部門（例如：縣市環保

局），並以該部門為核心，負責後續調適行動計畫之運作以及與其他群體（包

含：專業團隊、利害關係人）之聯繫，而承辦人則為該部會負責相關業務之主

要人員。一般政府部門針對不同性質之事務，皆有其對應之相關部門，因此機

關首長在指定主政部門時，可參考各縣市政府委託辦理氣候變遷調適計畫之委

託單位，作為選擇主政部門之參考依據。 
 

表 1 縣市政府執行地方調適計畫主政部門表 

 地方調適計畫 年份 主政部門 工作團隊 

1 台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國立台北大學、中國文

化大學 

2 新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4 新北市環境保護局 環興科技公司 

3 宜蘭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3 宜蘭縣環境保護局 環興科技公司、宜蘭大

學、慈濟大學、海洋大

學 

4 基隆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基隆市環境保護局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

公司、中國文化大學 

5 桃園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桃園縣環境保護局 威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6 新竹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

院 

7 新竹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新竹縣環境保護局 環興科技公司 

8 高雄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高雄市環境保護局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9 苗栗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苗栗縣環境保護局 新系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10 嘉義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中華經濟研究院 

11 嘉義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嘉義市環境保護局 環興科技公司 

12 彰化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彰化縣環境保護局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

院 

13 台東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3 台東縣環境保護局 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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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屏東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國立台北大學、中國文

化大學 

15 南投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南投縣環境保護局 國立暨南大學 

16 雲林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元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7 金門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金門縣政府行政處 國立金門大學 

18 澎湖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3 澎湖縣環境保護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9 台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3 台南市環境保護局  

20 花蓮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4 花蓮縣環境保護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

院 

21 台中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4 台中市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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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近年受委託執行政府氣候變遷相關計畫之團隊列表 
 

名稱 近年受委託執行政府氣候變遷相關計畫之團隊列表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1.1.1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由於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規劃的過程中可能需要具備專門的知識技能或是

技術背景，此部份之工作無法完全由主政部門所負責，因此需由主政部門尋找

具備相關背景之人才組成負責之專業團隊，其主要任務在於配合主政部門進行

氣候變遷相關之風險評估或分析，以及界定與評估可能之調適選項、協助主政

部門制定調適路徑之規劃，以及協助主政部門與承辦人召開相關會議等工作。

針對不同領域，其對應之專業人才也有所不同，因此主政部門在組成專業團隊

時，建議可參考不同領域所對應之人才資料庫，或是參考近年受委託執行政府

氣候變遷相關計畫之團隊列表，以決定出適合參與專業團隊之人員名單。專業

團隊則可依據各單位之慣行方式，藉由委託程序予以任命。 

 

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機關名稱 

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市氣候變遷調適示範

計畫 

101 國立臺北大學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氣候變遷對水土保持衝擊

與調適策略評估(2/2) 

104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大甲溪流域因應氣候變遷

防洪及土砂研究計畫（2/2） 

104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氣候變遷對水土保持衝擊

與調適策略評估(1/2) 

10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大甲溪流域因應氣候變遷

防洪及土砂研究計畫（1/2） 

103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氣候變遷下異常事件對既

有水庫安全風險與改善對

策之研究 

101 經濟部水利署 

元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雲林縣環境保護

局 

元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度臺南市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 

102 臺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調適規劃及推展

夥伴聯盟策略專案工作計

畫 

104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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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機關名稱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高雄

市產業暨工業用水調適行

動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104 高雄市政府經濟

發展局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4 年度高雄市氣候變遷調

適及永續發展推動計畫 

104 高雄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2 年度高雄市氣候變遷調

適及生態城市規劃計畫 

102 高雄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氣候變遷下都市地區滯洪

空間之規劃 

101 內政部建築研究

所 

巨廷工程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強化北部水資源分區因應

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

能力研究管網分析 

101 國立臺灣大學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

公司 

基隆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基隆市環境保護

局 

禾騰技術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下坡地災害潛勢

評估及調適策略制定之研

究委託勞務 

102 國立臺灣大學 

威陞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推動桃園縣地方氣候變遷

調適計畫 

102 桃園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 

桃園縣低碳生活圈之氣候

變遷減緩與調適計畫 

102 桃園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

院 

104 年度花蓮縣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 

104 花蓮縣環境保護

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

院 

台東縣環境保護局--臺東縣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3 臺東縣政府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

院 

台電因應氣候變遷風險與

不確定性下之調適決策與

風險管理研析 

102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綜合研究

所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

院 

102 年度嘉義縣地方氣候變

遷調適計畫 

102 嘉義縣環境保護

局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

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

會 

氣候變遷對臺中市沿海低

窪地區影響評估與因應計

畫 

102 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

院 

101 年度新竹市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 

102 新竹市環境保護

局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

院 

能源部門氣候變遷調適策

略研析 

101 經濟部能源局 

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 彰化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彰化縣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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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機關名稱 

院 局 

財團法人成大水利海洋

研究發展文教基金會 

臺南市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第二期)(災害與水資源領

域)調適行動計畫規劃 

104 臺南市政府水利

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氣候變遷下曾文、烏山頭

水庫系統供水潛能分析檢

討」委託專業服務 

104 經濟部水利署南

區水資源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氣候變遷下臺灣九大地下

水資源區地下水潛能變化

之研究(2/2) 

104 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因應氣候變遷水源設施脆

弱度盤查方法研究(2/3) 

104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因應氣候變遷水源設施脆

弱度盤查方法研究(1/3) 

103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氣候變遷下臺灣九大地下

水資源區地下水潛能變化

之研究(1/2) 

103 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曾文溪流域因應氣候變遷

防洪及土砂研究計畫 

102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氣候變遷下水力發電脆弱

度盤查與風險管理 

102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綜合研究

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強化臺灣西北及東北地區

因應氣候變遷海岸災害調

適能力研究計畫 

102 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氣候變遷對中部地區水旱

災災害防救衝擊評估及調

適策略擬定（2/2） 

102 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氣候變遷對翡翠水庫衝擊

與調適方案之研究(第一年) 

102 臺北翡翠水庫管

理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氣候變遷對中部地區水旱

災災害防救衝擊評估及調

適策略擬定(1/2) 

102 經濟部水利署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屏東縣氣候變遷調適示範

計畫 

101 國立臺北大學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 

強化臺灣西北及東北地區

因應氣候變遷海岸災害調

適能力研究計畫（1/2） 

101 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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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機關名稱 

財團法人氣象應用推廣

基金會 

評估全球氣候變遷對臺灣

強降雨事件影響之技術研

發與應用 

101 交通部中央氣象

局 

財團法人逢甲大學 「強化中部水資源分區因

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

適能力研究─脆弱度及風

險分析及擬定及評估因應

氣候變遷之水資源強化策

略和訂定水 

101 國立交通大學 

財團法人逢甲大學 

財團法人僑光科技大學 

能邦科技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台灣地區各水資源分區因

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

適能力綜合研究 

101 國立臺灣大學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

發展基金會 

氣候變遷下臺灣蓄水環境

影響與設施除役先期評估 

104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國立中興大學 因應氣候變遷重點集水區

保育策略之研究(1/2) 

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國立台灣大學全球變遷

研究中心林俊全 

104 年度委託辦理「北部都

會區氣候變遷調適整體規

劃」案 

104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立臺灣大學 103 年氣候變遷衝擊下坡地

災害風險評估及調適能力

之研究 

103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國立臺灣大學 氣候變遷下坡地災害潛勢

評估及調適策略制定之研

究 

102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國立臺灣大學 水資源領域因應氣候變遷

不確定性之決策機制研究 

102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臺灣大學 氣候變遷水文情境評估研

究（2/2） 

102 經濟部水利署 

國立台灣大學 高屏溪流域因應氣候變遷

防洪及土砂更新研究計畫 

102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台灣大學 濁水溪流域因應氣候變遷

防洪及土砂研究計畫 

102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臺灣大學 氣候變遷水文情境評估研

究（1/2） 

101 經濟部水利署 

國立臺灣大學 氣候變遷對坡地防災規劃

之影響評估 

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0614129&tenderCaseNo=MOEAWRA1010073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0614129&tenderCaseNo=MOEAWRA101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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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機關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 全球氣候變遷對臺北市雨

水下水道系統之衝擊及調

適策略 

101 臺北市政府工務

局水利工程處 

國立台灣大學 氣候變遷下台灣地區地下

水資源補注之影響評估 

101 經濟部水利署 

國立台灣大學 台灣地區各水資源分區因

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

適能力綜合研究 

101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台灣大學 強化北部水資源分區因應

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

能力研究 

101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台灣大學 淡水河流域因應氣候變遷

防洪及土砂研究計畫(1/2) 

101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交通大學 氣候變遷下中央管河川警

戒水位站建置之檢討與規

劃 

101 經濟部水利署 

國立交通大學 強化中部水資源分區因應

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

能力研究 

101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成功大學 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與環境

調適協作機制研析 

104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國立成功大學 曾文溪流域因應氣候變遷

總合調適研究(1/3) 

104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國立成功大學 強化中部水資源分區因應

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

能力研究-氣候變遷之衝擊

評估 

101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金門大學 金門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金門縣政府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南投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 南投縣政府環境

保護局 

國立臺北大學 104 年度委託辦理「推動地

方氣候變遷調適第二階段

專案管理計畫」案 

104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氣候變遷對遠洋鮪類資源

及漁場變動之影響 

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01 年度氣候變遷對漁業之

影響研究 

10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漁業署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2 年度國家建設總合評估 102 澎湖縣政府環境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0615575&tenderCaseNo=J0031219a
http://web.pcc.gov.tw/tps/main/pms/tps/atm/atmAwardAction.do?newEdit=false&searchMode=common&method=inquiryForPublic&pkAtmMain=50615575&tenderCaseNo=J00312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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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機關名稱 

規劃-澎湖縣氣候變遷調適

計畫 

保護局 

逢甲大學 104 年度臺中市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 

104 臺中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 

逢甲大學 因應氣候變遷防洪水利設

施跨域加值之研究 

104 經濟部水利署 

逢甲大學 氣候變遷下河川環境流量

之研訂及推動策略研究

（2/2） 

104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逢甲大學 氣候變遷下河川環境流量

之研訂及推動策略研究

（1/2） 

103 經濟部水利署水

利規劃試驗所 

新系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苗栗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苗栗縣政府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

與調適研究第 3階段管理計

畫（2/5） 

104 經濟部水利署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

與調適研究第 3階段管理計

畫(1/5) 

103 經濟部水利署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 年度「氣候變遷調適專

案計畫」 

103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

與調適研究第 2階段管理計

畫(2/4) 

103 經濟部水利署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

與調適研究第 2階段管理計

畫(3/4) 

103 經濟部水利署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電所屬能源供給設施及

其所在區位氣候變遷之衝

擊評估與脆弱度盤查分析 

102 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綜合研究

所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調適專案工作計

畫 

102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及

國家調適策略專案計畫 

101 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氣候變遷對水環境之衝擊

與調適研究第 2階段管理計

畫(3/4) 

101 經濟部水利署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 年度新竹縣地方氣候變 101 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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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 計畫名稱 年度 機關名稱 

遷調適計畫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1 年度嘉義市地方氣候變

遷調適計畫 

101 嘉義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1 宜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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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TaiCATS 各領域主要問題類型資料 
 

名稱 TaiCATS 各領域主要問題類型資料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2.1.2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於 TaiCATS 網頁中，彙整了水資源、洪水災害、土砂災害、糧食生產、

公共衛生、生態保育等不同領域所面臨之關鍵議題。上述各領域之關鍵

議題來自該領域之專家學者基於國內外文獻回顧所搜集彙整，由於其內

容可能持續補充，於本附錄中僅以水資源領域為範例，列出水資源領域

所面臨之關鍵議題以及問題的來源與類型，有關其他領域所面臨之關鍵

議題種類與問題類型，將以網頁資料之形式呈現於 TaiCATS 知識平台網

站，並持續更新擴充。 
 

以下為水資源領域所面臨之關鍵議題： 

表 1 國內外氣候變遷關鍵議題 

編號 出處 關鍵議題 

1 呂季蓉(2006) 從長期雨量統計分析，發現南部地區之乾旱現

象正漸趨嚴重中，降雨量有明顯減少之趨勢，

乾旱之平均延時亦有拉長的現象。 

2 許泰文等人(2009) 許泰文等人(2009)指出南部曾文水庫集水區降

雨豐、枯時期嚴重不均，並探討氣候變遷對乾

旱期距與水資源時間分布的衝擊影響。 

3 童慶斌(2012) 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溫度上升及降雨減少，導致

不穩定且無法預測之降雨或極端事件，亦對農

作產量帶來相應之影響。然而作物之減產需視

缺水延時之長短及缺水量之多寡來考量，可應

用韌性理論分析氣候變遷對農業灌溉系統所

造成之影響。 

4 童慶斌等人(2007) 童慶斌等人(2007)指出社會經濟發展必須依賴

可靠的水資源供給，但氣候變遷影響水資源甚

劇，需評估氣候變遷對區域水資源供水系統所

帶來可能之衝擊，並以永續利用為願景，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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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出處 關鍵議題 

強化水資源風險管理之調適能力。 

5 陳榮松(2010) 氣溫不僅會影響作物的生長狀況，造成生長期

的改變，同時影響蒸發散量，另降雨亦會影響

蒸發散量；蒸發散量的改變表示作物需水量的

改變。 

6 Jeremy A.(2011) Jeremy A.(2011)指出資源缺乏的不確定性驅使

區域或國家之間的紛爭，且氣候變遷增加之水

與糧食數量的不確定性將是水資源與糧食系

統將面臨的挑戰。 

7 林裕彬等人(2012) 面臨乾旱災害的威脅，水資源系統本身的調適

能力取決於社經發展及調適決策。不同地區因

為區域發展型態不同，依用水標的分配之不同

而有不同的乾旱損失類型。在因應氣候變遷之

規劃上，需透過系統風險評估，探討空間分布

情形，以掌握全國各區之缺水風險。 
 

下表為水資源領域所面臨之問題類型與來源： 

表 2 主要面臨問題來源與類型 

編號 問題來源 問題類型 說明 

P1 降雨豐枯差異大 危害 

氣候變遷對河川流量的衝擊有極端化

的現象，即豐水期流量增加，枯水期

流量減少，乾旱發生期距拉長，使水

資源利用困難。 

P2 極端氣候 危害 

極端氣候(如颱風)發生頻率增加對水

庫功能造成衝擊，且容易使水庫濁度

飆高影響取水。 

P3 溫度上升 危害 

溫度上升造成蒸發散量增加，可能使

水庫蓄水量降低，也可能影響需水量

使其升高。 

P4 分配水量不均 暴露 

台灣平均年降雨量雖尚稱充足，但人

口密度高，每人分配雨水量不及世界

平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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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問題來源 問題類型 說明 

P5 河川坡陡流急 暴露 

集水區坡度大，雨水易直接入海，而

河谷淺窄、地質脆弱，水庫建造地點

受限。 

P6 生活需水量增加 暴露 

人口與經濟成長，可能導致每人每日

需水量呈上升趨勢或缺水容忍度下

降。 

P7 工業需水量增加 暴露 
工業及科技園區成長，而高科技產業

對需用水品質高，提升用水壓力。 

P8 農業需水量增加 暴露 

氣候變遷造成之溫度上升導致作物的

蒸發散量增加，生長期縮短，灌溉需

水量可能為增加的趨勢。 

P9 都市發展迅速 暴露 
綠地等蓄水面積減少，不透水區域擴

大，水源涵養能力降低。 

P10 
極端氣候災害影響

供水系統 暴露 

極端事件造成庫容持續淤積、供水管

線設施等遭破壞、高濁度下處理不及

以致無法正常供水。 

P11 
供水系統抗旱能力

不足 脆弱度 

蓄水設施容量有限、水處理設施不

足、儲水設施及管線老化、漏水率偏

高、普及率不足。 

P12 水質惡化 脆弱度 

近年台灣經濟成長，工業及科技園區

成長迅速，加上缺乏環保意識，河川

水質遭受污染。而集水區上游開發的

農牧用地，其肥料與農藥等污染物易

隨雨進入水庫。 

P13 地下水超限使用 脆弱度 

沿海地區之地下水超抽，使得地層嚴

重下陷，且山區持續開發，衝擊下游

之地下水補注。 

P14 管理單位權責分歧 脆弱度 

台灣水資源管理單位多，上游集水區

至下游不同供水標的，包含中央及地

方部會等，容易有權責分工不清，及

不同用水標的調度困難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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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TaiCATS 跨領域分析工具 AdaptCross 
 

名稱 TaiCATS 跨領域分析工具 AdaptCross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1.3.1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Adapt 系列開發服務 
 

 

  

產品名稱 AdaptCross 

欲解決的問題 探討氣候調適建構過程之跨領域關聯 

解決方法 

界定出每個領域之 Driving-State-Response(D-S-R)因子關聯，

並依此利用系統動力模式建立每個領域之 D-S-R 因子圖，並

以相同因子串接成跨領域系統動力模式。並發展使用介面，

以利擴充與使用。 

產品/服務架構圖 

 

提供的功能/服務 
讓使用者了解導致風險之關鍵因子，以利後續挑選適合之調

適選項。 

建構程式/服務之方

法 

 

 



15 

附表 5 風險成因分類程序 
 

名稱 風險成因分類程序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2.1.2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在 IPCC AR5 中將風險(Risk)定義為一些人所珍視的內容(包含人類自己)受

到威脅且結果不確定所潛在的後果，風險常常代表危害事件發生的機率或是趨

勢乘上事件發生的後果，並以圖 1 將風險的成因表示為危害、脆弱度與暴露： 

 

圖 1 IPCC 對於風險、脆弱度、暴露與危害之核心概念(IPCC,WGII,2014) 

其中，危害(Hazard)是由氣候變遷驅動所造成的危險現象，諸如洪水、乾旱、

海平面上升、土石流等極端氣候事件或是趨勢改變。在實際的應用風險分類應

用上，將災害視為系統以外的自然驅動力，若調適措施可以改變土地利用或是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達到降低危害事件發生的頻率，就是視為可以降低危害因

子。 

暴露(Exposure)是對於人類、生計、物種或生態系統、環境服務與資源、基

礎建設、經濟、社會與在地文化資產的存在可能會有負面影響。降低系統暴露

的方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將系統移動到沒有風險的狀態，不改變系統的本質，

而是藉由空間或是組織結構上的調整達到降低風險的手段都視為降低暴露的調

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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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度 (Vulnerability)：容易受到負面影響的傾向 (propensity) 與本質

(predisposition )。脆弱度涵蓋多種概念，包括敏感性、容易受災特性、以及缺乏

應付與適應的能力。主要可以分為調適力與敏感度兩個層面，藉由增加調適力

或是降低敏感度來系統內部的元件屬性或結構，都可視為降低脆弱度的調適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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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評估指標之定義與評估方法 
 

名稱 評估指標之定義與評估方法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2.3.2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氣候變遷之風險評估，應參考步驟（一）所設定之目標，透過工作會議決定風

險模擬所需之指標（如脆弱度、回復力及風險指標）與可接受風險，以做為現

況、基期與未來之風險評估之共同分析指標。如欲進行跨領域問題分析，則仍

須針對被影響之領域定義評估指標。評估指標將作為評判系統之脆弱程度、遭

遇風險程度以及未來調適目標之依據，若評估指標沒有清楚的定義，將導致後

續對於系統風險之陳述與未來調適目標缺乏標的，因此必須基於調適目標與評

估項目定義有效之指標與可接受之風險。 
 

名稱 定義或公式 說明 出處 

回復力指標 1 
Mean Time to 

Repair(MTTR) 

在一段時間中，

系統處於高風險

狀態的平均延

時，延時越短代

表系統離開風險

的能力越佳，故

回復力越高 

IPCC, 201 4: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Part A: 

Global and Sector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Field, C.B., 

V.R. Barros, D.J. 

Dokken, K.J. Mach, 

M.D. Mastrandrea, 

T.E. Bilir, M. 

Chatterjee, K.L. Ebi, 

Y.O. Estrada, R.C. 

回復力指標 2 Max. TTR 

在一段時間中，

系統處於高風險

狀態最長的延

時，延時越短代

表系統離開風險

的能力越佳，故

回復力越高 

可靠度指標 
MTTF/(MTTR+

MTTF) 

系統處於高風險

狀態的時段比例 

脆弱度指標 1 
Max. total 

cumulative 

deficits 

系統在一段時間

內承受風險的最

大累積程度 

脆弱度指標 2 
Max. deficits for 

a time step 

系統在單一時間

點承受風險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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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 Genova, B. Girma, 

E.S. Kissel, A.N. 

Levy, S. 

MacCracken, P.R. 

Mastrandrea, and 

L.L. White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nd New 

York, NY, USA, pp. 

1 -32. 

Hashimoto, T., J. R. 

Stedinger and D. 

P. Loucks. 

(1982) 

Reliability, 

Resiliency, and 

Vulnerability 

Criteria for 

Water Resource 

System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18: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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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風險差異分析程序 

名稱 風險差異分析程序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3.4.1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風險差異分析程序首先需針對系統範圍來了解現況風險的描述為

何，並針對所描述之現況風險分析風險來源，脆弱度、暴露、危害三者

分別的來源為何，而後再基於此風險來源分析未來相對基期之可能變

化，脆弱度、暴露、危害是否增加？亦或是減少？ 

    風險差異分析表可以就質化及量化的方式進行填寫，若採質化分析

的方式，如下表 1 水資源領域之範例所示，對於未來風險的變化則可用

增加、減少來分析；而量化分析的方式則需就各領域設定之風險指標來

進行差異分析。若由歷史事件與現況分析確認並非高風險，但未來風險

分析確認為高風險系統、地區或設施，則可以填寫於表 2。 
 

表 1 風險差異分析表(以水資源領域為例) 

系

統、地

區或

設施 

風險描述

(事件或

模式結

果) 

權

責

機

關 

現況風險來源（請描述） 

未來相對基

期之可能變

化 出

處 

脆弱度 暴露 危害 

脆

弱

度 

暴

露 

危

害 

台北

供水

系統 

高濁度影

響正常供

水 

水

利

署 

淨水設

施對高

濁度原

水處理

能力有

限 

99%生

活用水

仰賴自

來水供

應 

極端降

雨引發

高濁度

原水 

  增

加 

註

2 

汐止 供水管線

末端，缺

水時期較

其他區域

容易缺水 

新

北

市 

供水管

線末端 

97%生

活用水

仰賴自

來水供

應 

不降雨

日增加

引致乾

旱缺水 

  增

加 

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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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 供水管線

末端，缺

水時期較

其他區域

容易缺水 

新

北

市 

供水管

線末端 

位 於 板

新 淨 水

場 之 管

網 末

端，輸水

不易 

不降雨

日增加

引致乾

旱缺水 

  增

加 

註

1 

註 1：水利署水規所，強化北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民國 101

年。 

註 2 :新聞搜集。 

 

表 2 由歷史事件與現況分析確認並非高風險，但未來風險分析確認為高風

險系統、地區或設施(以水資源領域為例) 

系

統、

地區

或設

施 

風險描述(事

件或模式結

果) 

權

責

機

關 

未來風險來源（請描述） 

未來相對

基期之可

能變化 

出

處 

脆弱度 暴露度 危害 

脆

弱

度 

暴

露

度 

危

害 

供水

系統 

氣候變遷導

致溫度上

升，生活、

農業用水量

增加。工業

持續發展其

需水量也會

增加 

水

利

署 

桃園地

區工業

持續發

展 

北部水

資源設

施有限 

氣候變

遷導致

溫度上

升 

  增

加 

註

12 

註 1：自行研究 

註 2：水利署水規所，強化北部水資源分區因應氣候變遷水資源管理調適能力研究，民國 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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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風險鑑別分析程序 
 

名稱 風險鑑別分析程序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4.1.1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風險的鑑別是在進行調適六大步驟中重要的工作，若未能適當的鑑

別風險的來源並加以調適，在實際進行調適的推動的時候將有可能失去

其根本的意義。進行風險的鑑別是須從風險的定義成因下手，其成因可

能是來自於危害、暴露以及脆弱度，針對所要保護的系統而言，可以針

對上述三者個別進行調適選項的蒐集。降低風險並非要同時做到降低暴

露、降低危害或是降低脆弱度，只要針對系統的特性搭配不同的考量準

則，就能有效地讓系統降低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降低危害的調適措

施多是針對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及土地利用的改變來進行，主要改變的對

象是氣候系統；降低暴露以及降低脆弱度的調適措施可以視為社會經濟

過程的改變，前者多指移動系統遠離有危害的空間，後者則是藉由改變

系統的本質，增加系統對於危害的調適力與降低受到衝擊的敏感度來達

到降低脆弱度進而降低風險的目的。 
 

表 1 風險鑑別分析表 

關鍵風

險主要

來源 

問題 調適選項 調適措施執行內容 修正意見 

危害 
降雨豐枯

差異大 

海水淡化廠 

不受豐枯水期影

響，可穩定提供 10

萬噸/日之公共用

水。 

脆弱度 

增加供水水源為

增強供水系統的

能力，視為增加脆

弱度中的調適能

力。 

台南大湖 

於豐水期蓄水，在

枯水期時進行給

水，可以提供 8.95

萬噸/日的原水，供

給農業用水或支援

曾文溪之公共用水

脆弱度 

增加供水水源為

增強供水系統的

能力，視為增加脆

弱度中的調適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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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庫容 1500萬

噸)。 

暴露 

河川坡陡

流急 

建造南化二

庫 

於南化水庫上游模

擬南化二庫(庫

容：10000萬噸)儲

存豐水期的水於枯

水期進行給水且可

與南化水庫與高屏

堰聯合運用。 

脆弱度 

增加供水水源為

增強供水系統的

能力，視為增加脆

弱度中的調適能

力。 

農業需水

量增加 

農業節水方

案 

於農業一期作耕作

期間以計畫灌溉需

水量的八折供水。 

 

調整農業耕

作制度 

於農業一期作耕作

期間只供灌計畫灌

溉面積之八折耕作

面積。 

 

生活需水

量增加 

推廣節水概

念 

維持 LPCD為 250(公

升/每人每日)，可

減少 8萬噸/日之用

水需求。 

脆弱度 

降低用水使得民

生供水系統對於

乾旱事件較為不

敏感 

脆弱度 

供水系統

抗旱能力

不足 

淨水廠擴建 

提高潭頂淨水廠淨

水能力由 18萬噸/

日提高為 19.5萬噸

/日。 

 

淨水廠新建 

啟用曾文備用淨水

廠，供水能力為 6.5

萬噸/日。 

 

減少渠道輸

水損失 

提升農業灌溉渠道

之漏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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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調適路徑建構程序 
 

名稱 調適路徑建構程序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對應工作項目 5.1.1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調適路徑為相對較晚開始發展之氣候變遷支援調適決策方法，其概念

可由 5W1H 的方式分析如下，其主要內容(what)為隨時間進行一系列調適

行動以加強目標區域之調適能力，由於氣候變遷存在不確定性，調適路徑

分析可考量較多的選項以在不同情境下達到調適目標；需要分析調適路徑

的原因(why)在於提供決策者進行各個行動的時間，也呈現每個行動可以使

系統維持可接受服務水準之目標的有效期；調適路徑的參與者(who)包含發

展與推廣調適路徑方法者及接收與使用調適路徑者，不同立場利益相關者

的參與有助於調適路徑的落實，如專業團隊、社群成員、政府當局等(Britton 

et al., 2011; Change NYCPoC, 2010)。調適路徑適合應用之處(where)為當地

調適行動計畫之彈性可能不足以因應氣候變遷不確定性的地方，以提高調

適行動有效落實的機會。發展調適路徑的時機(when)如同前述調適決策流

程步驟之一般順序，在評估調適選項效用後，考量何時執行及執行先後時

即須進行分析。分析調適路徑的方式(how) 最重要的概念即為須保持路徑

的彈性以因應未來可能的氣候或社會情境變化，目前雖有許多概念性的研

究，但目前尚未有完整的方法論提出。 

調適路徑相關研究起源於荷蘭及英國，Haasnoot et al. (2013) 提出利用

調適路徑的相關概念找出較強健的決策，以解決荷蘭萊茵河三角洲於氣候

變遷衝擊下面臨水資源過剩或不足的問題。英國泰晤士河口治理計畫

(London TE2100 project)中分析了門檻(thresholds)、決策生效所需時間(lead 

time)及決策時機點(triggers)等發展調適路徑時會遇到的問題，並分別建立

短、中、長期因應暴潮洪水之調適路徑。倫敦市的調適策略則著重於更多

不同面向，包含洪水、缺水、熱浪風險、空氣汙染、地下水議題及其他跨

領域問題，然而其計畫中對於調適路徑如何應用並無進一步的說明。Moffat 

et al. (2014)回顧有關彈性式調適路徑(flexible adaptation pathway)之應用，

其中包含美國、澳洲及紐西蘭的案例。受到泰晤士河計畫的啟發，紐約州

及紐約市也應用調適路徑於調適計畫中，然而關於臨界點(tipping points)及

觸發點(triggers)的判定方式仍未有清楚的定義。大洋洲許多區域在其調適

計畫中也提到調適路徑，如昆士蘭、維多利亞等地，其中 Turners Bea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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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h 此處的調適路徑最明確，共分為 3 種路徑：撤退、同時維持目前發展

與自然價值、維護目前及未來發展，該行動計畫中除了策略以外也針對未

來短、中期情境描述了可能的調適選項、相對的責任歸屬及每個選項的成

本，其調適路徑為條列式的，與一般研究中常見之地圖形式不同。 

調適路徑分析大致可依循 3 個步驟：找出不同的調適路徑組合、找出

候選調適路徑、選擇最適合的調適路徑做為調適行動之依據。第一步中不

同的調適路徑組合可以近似地圖的概念呈現，地圖的縱軸可能為調適策略、

調適行動組合或單一調適行動，而橫軸則通常為時間、氣候變數的數值或

待補足的系統服務水準缺口(如圖 1)；若調適路徑組合之組合數目不多，也

可能如上述 Turners Beach and Leith 地區以條列方式說明。圖 1 中包含 9 種

不同調適路徑圖類型，圖 2 至圖 6 即為其中 4 種不同縱軸與橫軸組合之調

適路徑相關研究案例。調適路徑圖形式的選擇，需要根據研究議題及研究

對象尺度而定，如欲達到洪水調適目標為提升堤防服務水準 10 公尺，則可

視為調適策略，其中有許多調適行動組合可以達成目標；又如針對較小尺

度的研究區域如社區等，調適路徑圖的縱軸使用單一調適行動或許較適合，

可以更詳細探討每個調適行動的執行影響及適當行動時機。 

 

圖 14. 調適路徑地圖常見之橫軸與縱軸類型 

 
圖 15. 策略-時間調適路徑

(Siebentritt et al., 2014) 

 
圖 16. 策略-變數調適路徑(Moffat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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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行動組合-時間調適

路徑(Barnett et al., 2014) 

 
圖 18. 行動-時間調適路徑(Haasnoot et 

al., 2013) 

探討調適路徑前，需先根據專家討論、相關研究或過去經驗決定調適

選項，並須評估調適選項之臨界點與有效期。當某個調適選項讓系統表現

達到不可接受狀態的時間點，就可稱為系統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從開

始評估的起點到達臨界點的時間，就是該調適選項的有效期(sell-by date)。

將這樣的觀念進一步延伸，當某一個調適選項到達臨界點，就可以視為該

調適路徑上的轉乘點，代表該路徑已經沒有辦法讓系統維持可接受的狀態

到達終點，所以必須要選擇其他的路徑。當把所有可能的調適路徑圖描繪

出來後，可以更進一步地就每一條可行的路徑進行評估，這其中包括所花

費的經費以及造成其他領域的副作用，讓最後選擇調適路徑的決策者或是

利害相關者獲得足夠的資訊，選擇其中一條調適路徑做為面對氣候變遷調

適未來的方針。以圖 14 為例，ABC 三條線代表不同調適策略所得到的負

荷，紅線代表系統的乘載，若是乘載大於負荷表示系統處於一個不可接受

的狀態，策略 C 在第一個星號的時間點之後就處於不可接受，故用來表示

策略 C 有效期的藍色長條長度非常短，若要使系統離開不可接受的狀態，

則需在第一個星號進行轉乘的動作，可以選擇轉乘的路徑包括策略 B 和策

略 A。同理，策略 B 的有效期可以到第二個星號的時間點，須在該點進行

轉乘至策略 A 以確保系統的狀態，而策略 A 則始終都可以讓系統保持可接

受的狀態(圖 6)。 

調適路徑分析過程三步驟如下：(1)制定調適路徑圖—依據優選之調適

選項組合，擬定所有可能之調適路徑；(2)列出候選調適路徑—根據調適路

徑圖，刪去明顯不符調適目標之路徑，得到所有候選之調適路徑；(3)制定

調適路徑—透過利害關係者會議，檢討可行調適路徑圖，選出最適調適路

徑。另外，後續也須制定調適檢核指標—針對調適路徑內所有方案制定程

序指標與成效指標，以作為第六步驟監測檢核指標。以社區供水系統調適

之調適路徑為例，首先須藉由風險分析之結果界定可行調適方案，再根據

每一個方案評估其轉乘點站和終點站的位置，其轉乘站表示此時間點可選

擇其他方案，終點站表示此方案在此時間點不適合繼續執行(圖 7)，得到調

適路徑圖後，透過擬定可能的調適路徑列出候選調適路徑，再比較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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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適路徑，以制定最佳的調適路徑。 

 
圖 19. 系統狀態與策略轉乘示意

圖 

 
圖 20. 水資源領域調適路徑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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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環境監測計畫建構程序 
 

名稱 環境監測計畫建構程序說明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六 

對應工作項目 6.1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環境監測計畫的目的在於針對特定監測指標之項目透過採樣、監測、分

析等方式，以了解監測指標隨時間之變化趨勢。參考我國環境影響評估法

對於環境監測報告書格式之規範，完整之環境監測計畫，建議應包含以下

項目： 

1. 監測之執行單位：由何單位執行環境監測，參與之成員為何？ 

2. 監測對象：監測計畫之對象所關注之調適策略或方案？ 

3. 監測期程：監測計畫之執行期程的具體開始與結束時間為何？ 

4. 監測指標種類。依據調適能力建構之關鍵議題所對應之風險因子，以及

評估關鍵議題所使用之評估模式種類，可由上述指標中挑選符合問題之

環境指標作為監測項目。監測指標可概略分為以下類型： 

A. 氣象及空氣品質 

B. 噪音與振動 

C. 水文及水質 

D. 土壤 

E. 海象（鹽度、海洋、漂砂） 

F. 海域生態 

G. 陸域生態 

H. 其他 

5. 監測方法與頻率：針對不同的監測指標項目，其指標特性不同，監測頻

率也可能有所差異，應針對所監測之環境指標項目挑選適當之監測方式

與監測頻率。多數監測項目之方式均存在國際或國家之標準規範，可參

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或是中央氣象局等單位之標準監測或

檢驗方法，以設定採用之監測驗方法以及監測頻率。 

6. 監測數據之記錄：針對不同之監測項目，應記錄監測過程概要，包括儀

器是否校正、結果是否合於環境品質標準，是否有異常情形出現，異常

情形之因應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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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數據處理原則：監測計畫中各監測項目進行數據運算時，所採用數據處

理原則應加以說明。例如計算平均值係採算術平均或幾何平均，有效測

定值定義，包括有效小時、日、月平均等，有效小時值一般應至少 3/4

（即 45 分鐘以上）有效值；日及月平均則至少 2/3 以上，即每日至少

16 小時及美月至少 20 有效日以上方為有效等。以利監測數據判讀及審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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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調適路徑修正機制建構程序 
 

名稱 調適路徑修正機制建構程序 

對應步驟 □一 □二 □三 □四 □五█六 

對應工作項目 6.3 

類別 □資料 █工具 

使用者 █主政部門 █專業團隊 █一般民眾  

備註 

 

TaiCCAT 支援調適決策六步驟由第一步之問題分析與界定為始，接著於第

二、第三步驟中依序評估現況與未來風險，在於第四步驟評估調適方案之優劣，

最後於第五步驟產出氣候變遷調適行動計畫。然而，由於氣候變遷具備高度不

確定性，即便建構調適行動計畫，也無法完全確保日後實行該計畫時能夠完全

依照既定之規劃達成調適目標。因此，於第六步驟中需建構調適路徑修正計畫，

嘗試透過環境監測以及調適路徑檢覈之結果，以決定是否針對既有之調路徑進

行修正調整，甚至在必要情況下重新進行調適能力建構流程，重新發展調適行

動計畫。以下為本指引提出之調適行動計畫修正之建議流程。 

首先，建議可藉由環境監測與調適路徑執行檢覈之結果，了解既已安排之

調適行動計畫是否能夠有效滿足原本調適缺口。若調適缺口無法滿足，則先檢

討調適路徑之檢覈結果是否符合以下情形： 

1. 調適路徑之檢覈結果顯示調適行動計畫已按照既已排定之流程實施，但其成

效無法達成當初規劃之結果。 

此時可能表示於第四步驟時所進行之調適選項評估結果無法符合實際

情況，建議回歸第四步驟重新評估調適選項之優劣，並重新制定策略組合與

調適路徑。 

2. 調適路徑之檢覈結果顯示調適行動計畫已按照既已排定之流程實施，且策略

成效也符合當初規劃之結果，但整體缺口仍無法滿足。 

此情況表示第四步驟之評估分析結果應無問題，但實際遭遇氣候變遷之

缺口可能超過預想，建議可採取幾種作法： 

A. 基於原先安排之調適路徑，考慮新增其他調適選項，以建構更多之

調適能力，將不足之缺口補足。 

B. 不另外新增調適選項，但考慮藉由建立保險制度或是國家ㄟ排特殊

補償經費之方式，對於由於缺口而蒙受損失之族群進行補償。 

C. 下修對於氣候變遷風險的承受門檻，讓系統承受更高之風險。 

3. 調適路徑之檢覈結果顯示調適行動計畫並未按照既定流程實施，則建議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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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驟，檢視調適路徑執行計畫之制定是否有需要檢討之處。 

除上述情形外，當國際上對於氣候變遷情境之預想（例如新 GCMs 之推估

結果）出現重大調整，或是社會經濟局勢產生較大變化時，均可能導致調適缺

口之改變。因此遭遇此情況時，建議應回歸第三步驟重新，進行未來風險分析，

並針對調適策略進行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