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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氣候變遷? 



氣候變遷 

氣候：在長達數十年期間，大氣-海
洋-陸地系統狀態的統計系集 

氣候變遷：氣候在一段時間(幾十年
到幾百萬年)內(區域性或全球性)的波
動變化。 

 



何謂生物多樣性? 



一切形式的生命 

農林漁牧、野生物 

基因、物種、生態系 

生物多樣性 



IPCC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5th Assessment Report (http://www.ipcc.ch/) 

暖化、降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
極端天氣事件 

降水變化或冰雪融化正在改變水文系統
，影響水資源量和水質 

許多物種已改變分布範圍、季節活動、
遷徙模式、豐度、及物種間的相互作用 



氣候變遷影響北極熊 

氣候暖化提早北極海冰融化的時間，
也縮短北極熊覓食海豹的時間，牠
們必須提早到內陸覓食而無法累積
足夠脂肪 



金蟾與雲霧森林 

20/30 種兩棲類自研究地消失，包括1989

年消失的金蟾 

兩棲類對些微溫濕度變化敏感，影響生
殖、免疫、對污染物的反應等 



阿根廷南方島嶼上的植物 

1964 ~1990年間，島上植物：
Antarctic pearlwort 族群增加5倍，
Antarctic hairgrass 族群增加 25倍；
族群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夏季
溫度上升，生長季延長 

美國奧林匹克國家公園內喬木
入侵高山草原 



歐洲非遷移性蝴蝶 

追蹤35種分布北界在歐洲北部，分布南
界在歐洲南部或非洲北部的非遷移性蝴
蝶本世紀分布範圍的變化 

63 % 分布範圍向北移動了 35 ~ 240 公
里，只有3種的分布範圍向南移 

這段期間歐洲平均溫度上升攝氏0.8度 



對氣候變遷反應明顯的物種 

易受氣候變遷影響而數量減少或範圍縮減
的物種：分布範圍局限、生態需求特殊、
播遷能力弱、分布於現有分布範圍邊緣、
高海拔地區、極地、或海岸濕地的種類 

易因氣候變遷而擴大分布範圍的物種： 

C4及CAM植物、水生植物、昆蟲(尤其是
蝶類)以及其他一些適應性廣、遷移性強、
入侵能力強的物種 



未來風險 

全球水資源短缺的風險顯著增加 

海平面上升，海岸系統和低窪地區將越多
越多地遭受不利影響，如淹沒、沿海洪災
和海岸侵蝕 

海洋酸化對海洋生態系，特別是極地生態
系和珊瑚礁造成重大風險，並對個別物種(

從浮游植物到動物)的生理、行為和種群動
態產生影響 



氣候變化預計將對熱帶和溫帶主要作物(
小麥、水稻和玉米)的生產產生負面影響
，儘管個別地區可能會受益 

熱緊迫、極端降水、洪水、崩坍與地滑、
空氣污染、乾旱和水資源短缺對城市民眾
、資產、經濟和生態系統構成風險 

氣候變化會加劇很多地區，特別是低收入
發展中國家的健康不良狀況 



非氣候驅動因素(如：人口、年齡結構、
收入、技術、相對價格、生活方式、法規
和管理等方面的變化)的影響大於氣候變
化的影響 



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影響 

氣候變化估計會加劇人們的遷移 

氣候變化會由於擴大眾所周知的衝突誘
因(如貧困和經濟衝擊)從而間接增加內
戰和群體間暴力等暴力衝突的風險 

氣候變化對許多國家的重要基礎設施的
影響及領土完整的影響估計會影響國家
的安全政策 



氣候變化的影響估計會減緩經濟增長，
使扶貧更加困難，進一步削弱糧食安全
，拖長現有的並產生新的貧窮困境，後
者在城市地區和新出現的饑荒重點地區
尤為突出 

 



http://satis.ncdr.nat.gov.tw/ccsr/index.files/introduce.htm 

台灣氣候變遷的現況與預測 



1911-2009以來，年均溫度增加了1.4℃， 

增溫速度為每10年0.14 ℃ ，較全球平均值
(每10年0.074 ℃ )高，且近30年，增溫速度
更快(每10年0.29 ℃ )。 

年平均氣溫持續上升 

年熱浪指數也持續上升 

破記錄高溫不斷在近期出現 



百年來年總降雨量無明顯的長期趨勢 

年降雨日數持續減少 

破記錄降雨不斷在近期出現 

1993-2003年海平面上升速度為每年5.7 

mm，上升速度為過去50年的兩倍，也
大於全球平均值。 

 



未來變遷 
本世紀末，臺灣增溫約2.5-2.7℃，北臺
灣較南臺灣增溫幅度略高。 

冬季降雨減少，夏季降雨增加，極端大
雨會出現，旱澇災發生頻率增加，預報
成功的機率低。 

颱風數目、強度、路徑變化不明顯 

臺灣屬於高災害風險區域 



農業 

主食：稻米需求每年130萬噸，自給率可
達85%。小麥需求約每年100萬公噸，自
給率幾乎為零。 

飼料：高梁生產自給率僅約6%，玉米、
黃豆及大麥等自給率僅為零~1.5%。 

臺灣穀類糧食生產之總自給率僅~37%，
糧食安全不僅受到臺灣氣候變遷的衝擊，
其他糧食供應受國外氣候衝擊影響極大。 



夏秋季颱風侵台，已連續多年造成二期作
產量損失與稻穀價格上漲，極端災難威脅
糧產安全不容忽視。 

根據農業統計年報，台灣的耕地面積從
1961-2005縮小了約4萬公頃，可是農作物
損失金額卻有攀升的趨勢）。1996-2005年，
每年損失平均約為82億元，比起50年前每
年平均3.2億元，多出25倍。 



灌溉用水可能將受到限制； 

病蟲害損失可能增加； 

農耕面積可能因海平面上升、地層下陷、
土壤鹽化、以及農地變更使用等逐年下降 

國際氣候不穩定及發展生質能源，可能影
響小麥、玉米及黃豆價格，導致國內麵粉
製品、飼料及畜產品價格上長，影響物價 

許多趨勢發展，對於國家糧產安全脆弱度
的威脅，均不容忽視。 



森林 
高海拔適生植物之範圍將持續往更高海
拔區域移動，造成植物生態系之衝擊。 

溫度升高及長期乾旱易導致森林火災增
加，極端降雨與地滑易導致森林流失。 

森林火災尚未出現明顯增加趨勢，森林
流失則隨著極端暴雨事件頻繁，發生次
數與規模確有增加，但確切統計數據仍
缺乏。 



暖化將使黑面琵鷺的棲息地減少1/3。 

以目前的暖化速度推估，70年後，台灣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將有4個月完全不
會有低於18℃的水溫，絕對影響只能存
活在17℃水溫的國寶魚櫻花鉤吻鮭。  



漁業 

台灣週邊水域之海洋表面溫度在(1982-

2008)年間，呈現上升趨勢。 

烏魚、秋刀魚、青花魚等漁場會北移，台
灣的烏魚捕獲量正逐年下滑中。 

近海養殖受到影響：牡蠣淺海養殖 (1982-

2008) 26年來減產21.4％；九孔沿近海養殖 

(1995-2007)由年產量1,500公噸，下降至
2007年之139公噸以下，。 



就短期(2030年)而言，大陸沿岸水系之魚
種漁獲量之脆弱程度將逐年惡化 

2008年2月低溫與大陸沿岸流入侵澎湖，造
成澎湖漁業及養殖業嚴重受創，據統計有
高達1,660噸的養殖魚類死亡，清理海岸魚
屍達137噸。 



海洋 

水溫上升、海水酸化、海平面上升、洋流
型態改變、氣候異常等因素，己影響海洋
基礎生產力、生物多樣性、生物群集分佈、
生理功能。 

短期(2025年)內，沿海海水表層溫度升高約
0.5~0.75℃，並未超過珊瑚的耐溫上限
(30℃)，許多區域反而更適合珊瑚生長，可
能有珊瑚物種豐富度增加，分布範圍擴大，
部份海域的物種數可能會增加。 



中期(2055年)，海水表層溫度將升高約
1.2~1.3 ℃，北部海域物種豐富度可能持
續增加；但南部和東部海域內較敏感的
珊瑚種類將消失，物種數將下降，各地
物種組成會產生明顯的改變。 

長期（2085年），海水表層溫度升高
2.0~2.5℃，此時除了北部與東北部海域
之外，大多數海域的珊瑚物種數將減少，
甚至形成珊瑚滅絕，珊瑚群聚的功能也
會隨著物種組成的改變而受影響。 



人為因素如過度捕撈、棲地破壞、污染
及溫排水、外來種入侵等的破壞較氣候
變遷更快更烈。 

 



健康 

氣象條件是影響登革熱疾病發生率之重要
影響因子，各鄉鎮每年高於18℃之月份數
及都市化程度，也是重要的危險因子 

未來的增溫狀態會使登革熱在臺灣地區之
流行範圍明顯提升 。 

颱風豪雨除直接影響人身安全外，腸胃炎、
腸道傳染病、桿菌性痢疾、感染性皮膚病
等發生機會會增加。 



猩紅熱、阿米巴性痢疾、登革熱、傷寒及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等傳染性疾病，在颱
風過後，發生之風險明顯增加。  

2005年七月海棠颱風後，南台灣下肢蜂窩
組織炎患者顯著增加至颱風前的二倍左右 

莫拉克颱風過後，屏東縣萬丹鄉及新園鄉
發生鉤端螺旋體病群聚感染事件，並有患
者感染後發燒，引發敗血症、肺炎併多重
器官衰竭不治。 



2013年台灣排放總量居全球第25位；  

人均排放量計，台灣排名全球第9名； 

2016 Climate Change Performance Index 

(CCPI) - 52/58 

誰在排放溫室氣體？ 



從1990-2004年，台灣CO2總排放量倍速
成長111%，是全球成長值的4倍速度。  

2007-11-14權威雜誌NATURE報導台灣的
台中發電廠是全世界CO2排放量第一名的
電廠(37百萬公噸/年)，而排名前十名的電
廠裡台灣就佔了兩名 (還有第六名的台塑
麥寮電廠！)。 



因應策略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 將大氣中溫室氣
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
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 

 這一水平應當在足以使生態系統能夠自
然地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
到威脅，並使經濟發展能夠可持續地進
行之時間範圍內  

 





減緩(mitigation) 

調適(adaptation) – 預期氣候變遷的
負面影響而採取適當的措施以避免
或降低其所導致的危害，或善用其
所可能產生的機會。 

影片 - 氣候變遷調適巡迴列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v9y6MT6l

BI) 





危害(Hazard) 

可能發生的自然或人為物理事件或趨勢，或
物理影響。可造成生命損失、傷害或健康影
響及財產、基礎設施、生計、服務提供、生
態系及環境資源的損害和損失。此處是指與
氣候相關的物理事件、趨勢或其物理影響。 

暴露度(Exposure) 

對於人類生命、生計、物種或生態系、環境
服務與資源、基礎建設、經濟、社會與文化
資產有可能遭受不利影響的位置與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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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Risk) 

風險來自脆弱度、暴露度以及危害的相互作
用。此處所指風險主要指氣候變遷影響的風
險。 



生物多樣性非僅被動地受氣候變遷的影響
，也能主動地藉由回饋反應降低溫室效應
，或是幫助對抗氣候變遷的衝擊 

但要生物多樣性能發揮這些功能與對人類
種種服務的前提是維護生態系的健全與避
免生物多樣性繼續流失。 

生物多樣性調適策略首重棲地的保護，其
次就在避免、減輕人為擾動。 

影片 - Smar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practi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haiU7oHOo) 



1. 合理的國土規劃以建構與有效管理
保護區網絡，連結與維護綠帶與藍
帶，減緩氣候變遷的衝擊  

 保護與連結現有(陸域、海域、內陸水域
)保護區或是潛在生物多樣性熱點，建構
海岸與內陸溼地的藍帶網絡，串連綠地
與森林的綠帶網絡，擴大保護的效果與
調適機會  



2. 避免、減輕人為擾動所造成生物多樣
性的流失，以提昇生物多樣性因應氣
候變遷之調適能力 

 規劃管制措施以解除生態系遭受各類污染
、開發、過度利用、火災、病蟲害、外來
入侵種等之壓力；依照生態原則規劃與執
行劣化生態系(污染農田、漁塭、鹽漬地、
崩坍地、地層下陷區等)之復育，恢復其生
態功能等 

 



3.確保遺傳資源之保存與合理利用，
以因應氣候變遷下的基因多樣性保存
與農林漁牧發展。  

 建構有效的種原保存系統，以確保農林
漁牧與野生物(尤其是易受氣候變遷影響
而有滅絕之餘的)種原保存(包括域內與
域外保存)外，篩選能因應氣候變遷(耐
高溫、耐旱澇、耐鹽等)之農林漁牧品系
並規劃其合理利用 

 



4. 加強研究以提昇評估生物多樣性脆
弱度與風險，及生態系服務與功能
貢獻的能力，以繼續發展妥適之調
適策略與優先行動。 

 系統化評析與確認生物多樣性之脆弱度
，查明生物多樣性對調節氣候、災害防
救、提供生態服務與對人民生計的貢獻
，據以發展評估生物多樣性協助因應氣
候變遷調適能力的工具等 



5. 建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資料庫系統
，定期監測、評估成效，並據以調
整策略與行動 

 建立生物多樣性監測系統，定期監測收
集資料，將資料有效管理、保存、整合
、分析，並進行成效評估，修正策略行
動，同時發展預警系統，及早針對可能
的衝擊做好防範措施 

 



6. 加強國際合作、教育溝通與能力建
設，以落實相關因應策略與行動計
畫。 

 加強政府人員對氣候變遷衝擊與因應之
能力建設，民眾對生物多樣性受氣候變
遷衝擊與政府因應策略之瞭解與配合，
以及國際間遷移物種保護之合作、種源
保存與合理利用之合作、農林漁牧資源
之永續經營及入侵種防範管制 

 



生態系做法 

土地利用規劃 

結構/物理 

預警系統 

減貧與消彌不平等 

保險與財務機制 

法規制度 

教育廣宣 

… 

影片 -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y: Stone Lin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RQkiv_U5AoU) 



調適原則 

適應具有特定的地域和背景，降低風險
沒有普遍適用的單一方法 

透過從個人到政府各個層面的互補行動
可加強適應的規劃和落實 

適應未來氣候變化的第一步是降低對當
前氣候變化的脆弱性和暴露度 



各管理層面的適應規劃和實施取決於社會
價值觀、目標和風險認知。指認不同利益
、情境、社會文化背景和預期有助於決策
過程 

當注重背景，且決策類型、決策過程和支
持群體呈多樣化時，決策支持是最為有效
的 

各類限制條件會相互作用，妨礙適應規劃
和實施 



計畫不周、過分強調短期結果、或未能
充分預見後果可能會導致適應不良 

減緩與適應之間以及不同適應回應之間
存在顯著的協同效益、協同作用和權衡
取捨；區域內和區域間存在相互影響 

 



相關網站 

共築方舟—氣候變遷調適入口網 

(http://www.tcap.ndc.gov.tw/)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平台(TCCIP) 

(http://tccip.ncdr.nat.gov.tw/v2/index.aspx) 

臺灣氣候變遷調適科技知識平台
(TaiCCAT) (http://www.taiccat.net/) 

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課程教材與學習平臺
(http://140.134.4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