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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現在→未來

氣候報告的演變與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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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的基本思維邏輯

◆衝擊、調適與脆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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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風險與調適之核心概念
風險=f (危害、脆弱度、暴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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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2014: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n: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art A: Global and 

Sector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遷風險與調適之核心概念
風險=f (危害、脆弱度、暴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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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的公共性與私有性可能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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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調適的定義/意義
◆解析歐盟對於氣候變遷調適的定義
歐盟認為：Adaptation means anticipat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aking appropriate action to prevent or minimise the damage they can cause, or taking 
advantage of opportunities that may arise

核心概念：
氣候變遷造成其他許多情勢的變化（氣候的變化衍生的其他各方面的變化）

𝑡𝑖
𝑡𝑓 ∆𝑓 𝑥𝑖 𝑑𝑡: 從t1到tf這段時間，隨著氣候變遷導致的f(x)的累積衝擊

∆𝐴𝑐𝑡𝑖𝑜𝑛 = 𝑓(𝑡𝑖
𝑡𝑓 ∆𝑓 𝑥𝑖 𝑑𝑡 ) ∆𝐴𝑐𝑡𝑖𝑜𝑛: 採取的行動的變化

➢氣候變遷→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害
➢氣候變遷→氣候變遷可能衍生的機會

關鍵邏輯
➢預期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害採取適當行動預防或最小化損害
➢瞭解氣候變遷可能衍生的機會利用機會最大化機會帶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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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公共服務的觀點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的議題

◆歐盟於2009年發布國家氣候變遷調適(NAP)指引，然而諸多會員國並未
遵循指引擬定完整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主要的問題包括
系統思考：仰賴專家與執行者的經驗意見，缺乏系統性的整體思考與規劃

財務配套：公共服務部門的預算並未隨著NAP編列，或有整體的規劃

損害預估：缺乏比較氣候損害與損失的資料(comparable disaster damage and loss data)

垂直整合：各層級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的銜接不良

多方參與：包括的權益相關者不夠完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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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U(2017). Public services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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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各國包括的部門別

9EPSU(2017). Public services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歐盟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各國財務議題：是否明訂財源？誰付錢？誰管控？

10EPSU(2017). Public services and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氣候變遷調適的財務 總體經濟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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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司法部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發行時間：2020年5月
◆主要內容要點
目的
範疇
驅動力
策略目標
治理方式
關鍵界定風險
報告方式
衍生資料
溝通與發行計畫
監測與評估
補充資料與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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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Ministry of Justice, UK (2020). Preparing for Climate Change: 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y



英國司法部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範疇：牽涉到的相關部門與權益相
關者
➢ 地產管理

➢ 監獄管理者

➢ 法院與法庭管理者

➢ 設施管理提供者

➢ 商業夥伴

➢ 政策制訂者

➢ 特別關心氣候變遷的部門，譬如環境食物
與鄉村部(DEFRA)、工商、能源與產業部
(BEIS)

➢ 該部與從屬部門的簽約者

➢ 對聯合國和永續發展目標(SDGs)感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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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驅動力：各種對於未來風險的
預估
➢ UK Climate Projections 2018

➢ IPCC報告的未來風險預估

➢ 巴黎協定的升溫小於2C目標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 Climate Change Act 2008（英國氣
候變遷法2008年版本）於2019年
通過的2050目標修正案

Ministry of Justice, UK (2020). Preparing for Climate Change: 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y



英國司法部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策略目標
➢ 司法部必須因應未來可能發生的氣候變遷

➢ 司法部必須為未來升溫2C情境下其地產、
政策、人員而計畫

➢ 司法部必須為未來可能升溫4C情境下其地
產、政策、人員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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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治理方式
➢ 接受政府的高階永續委員會(Senior 

Sustainability Board)管轄

➢ 在司法部中接受單一計畫管理委員會(Single 

Department Plan, SDP)管轄

➢ 財產管理主管每月依據綠色承諾提交報告給
財務長

➢ 司法部的永續小組必須確定司法部運作朝向
永續

➢ 接受DEFRA主導的環境25年計畫的管制

➢ 司法部是政府國內調適委員會(Government’s 

Domestic Adaptation Board, DAB)的一員

➢ 在國家調適報告推動委員會(Adaptation 

Reporting Power, ARP)下，需要提出報告

Ministry of Justice, UK (2020). Preparing for Climate Change: 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y



英國司法部的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關鍵界定風險

➢ Extreme weather events such as flooding, storms and droughts（風暴、旱澇）

➢ Overheating in buildings（建築物過熱）

➢ Underheating in buildings（建築物過冷）

➢ Social or civil unrest in the UK（逃脫）

➢ Disruptions to transport and other critical infrastructure（交通與關鍵基礎設施脫序）

➢ Climate-related international human displacement（氣候相關之國際人口移動）

➢ Risks to natural capital, including terrestrial, coastal,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soils and 

biodiversity（自然資本風險）

➢ Risks to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od production and trade; new and emerging pests and diseases, 

and invasive non-native species, affecting people, plants and animals（國內與國際食物生產與貿易風險）

➢ Risks to public water supply（公共用水風險）

15

案例分析

Ministry of Justice, UK (2020). Preparing for Climate Change: A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y



氣候變遷調適的必要治理措施

◆國家型立法
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法律

氣候變遷調適施行細則或子法

◆國家型計畫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相關組織與長中短期計畫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指引

◆地方型計畫
地方型組織與長中短期計畫

地方氣候變遷調適計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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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與評量不同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的績效

◆關鍵指標
脆弱度
➢關鍵氣候風險

➢非氣候因素

➢回應能力

調適目標與標的
➢主要調適目標與標的

➢目標與標的修正程度

調適的努力
➢降低脆弱度的作為與決策

➢如何隨時間修正

調適的成果
➢因調適造成的改變

➢脆弱度如何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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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rang-Ford, L., Biesbroek, R., Ford, J. D., Lesnikowski, A., Tanabe, A., Wang, F. M., ... & Grecequet, M. (2019). Tracking glob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mong governments. Nature Climate Change, 9(6), 440-449.



地方層級的氣候變遷調適工具 三層級風險評估則工具
A three-tier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t a local scale

◆CoastAdapt：依據若干氣候變
遷調適指引設計的工具
 US Climate Resilience Toolkit 

 European Climate Adaptation 

Platform

 Klimalotse for Germany

 Adaptation Wizard for the UK

◆三層級風險評估
第一次：簡易快速風險評估

第二次、第三次：依據ISO31000

氣候決策與報告指引進行較為細
緻的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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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國家提出的調適報告架構
◆整體
整體進展、調適策略、調適行動計畫

◆步驟A：準備調適的基礎
統籌結構、權益相關者在政策發展中的參與

◆步驟B：評估氣候變遷的風險與脆弱度
現在的氣候變遷狀況與未來預測
知識缺口、知識轉移

◆步驟C：界定調適方案
調適選項的界定、資金與資源的界定與配置

◆步驟D：執行調適行動
在規畫過程中將調適主流化、執行調適

◆步驟C：監測與評估調適行為
監測與報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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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自我評估與報告討論

◆填表單位、計畫名稱、計畫編號

1. 預期面臨之氣候風險☺

2. 氣候風險與可能造成衝擊的因果關係☺

3. 是否曾就危害或衝擊進行風險評估
 氣候情境之依據

4. 對應氣候危害之主要措施或方法
 風險管理之手段

 追蹤量化之改善標的或統計指標

 完成目標的時間點或階段成果

 能力建構或法規調適之標的

5. 規畫過程面臨的困難、挑戰或障礙

6. 行動計畫執行面臨的困難、挑戰或障礙

7. 預期解決風險之程度

8. 計畫機關與氣候變遷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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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面臨之議題

◆指引文件：缺乏國家與地方層級的氣候變
遷調適指引文件

◆未來預估：國家公告與更新之未來氣候情
境之應用與推廣

◆基本理解：對於氣候變遷調適的理解有待
一致化

◆關鍵步驟：基本步驟的釐清與基本要素的
界定

◆風險管理：氣候脆弱度與風險的明確界定

◆財務機制：經費來源與財務結構

◆監測評估：監測與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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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氣候變遷調適的關鍵建議(3+2)

◆理解氣候變遷調適的本質
氣候變遷調適計畫需回應「因應氣候變遷的調
適作為」（因應氣候變化的作為的變化）

◆必須進行風險評估
需進行風險評估與管理

◆與常規型計畫區隔
需與未考慮氣候變遷之原必要進行之計畫有明
確的區隔

◆需有明確經費來源
需有明確的經費來源與財務計畫

◆連結國際趨勢和SDGs

需與永續發展目標(SDGs)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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