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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3：落實調適方針 各國各規模的調適方針中，地方政府常缺乏具體落實的執行力。

Task 4：跨界整合 缺乏推行都市調適的各界共識，需要進行項目的程度、排序的
量計工具與定義。

一. 主要架構與重點項目
5

Task 1：高密度人口 都市人口過度集中，且人口高度成長都市多位於中低開發程度
國家，脆弱度上升

Task 2：複合式災害 複合式災害頻繁出現，影響的程度加乘，影響範圍擴張，國與
國間的協力合作

Urban Risk and Impact

Climate Change Hazards 

資料來源：成大建築BCLab團隊彙整編輯。

IPCC WGII Ch.6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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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1：高密度人口 都市人口過度集中，且人口高度成長都市多位於中低開發程度
國家，脆弱度上升

Task 2：複合式災害 複合式災害頻繁出現，影響的程度加乘，影響範圍擴張，國與
國間的協力合作

Urban Risk and Impact

Climate Change Hazards 

人口＋全球變遷

資料來源：成大建築BCLab團隊彙整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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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1、2：人口＋全球變遷

■將有更多人口集中於都市，暴
露在高溫以及極端天氣的風險。

■都市發展與擴張帶來的環境風
險，將造成更高級別的貧窮、
失業率、住房等各項社會脆弱
度風險。

■對原本就相對高溫且高濕度的
氣候區域來說，將較其他地區
的人更快面臨超過”危險”等
級門檻的生活環境極限。

圖表來源：IPCC WGII CH.6 Figure.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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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1、2：人口＋全球變遷

■都市核心區域遭受到的影響，
透過周邊生活圈交流脈絡，同
樣會造成近郊更大範圍的風險
增加(脆弱度上升)。

■都市與周邊近郊區域實地現況
以及在地知識的傳遞與保留。

■重視大型都市之外，中小型規
模城市的個別問題以及規劃調
適方針。

圖表來源(上)：IPCC WGII CH.6 Figure. 6.1 、(下)： IPCC WGII CH.6 Table.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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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1、2：人口＋全球變遷

都市調適的規劃與問題：

■國際上已有共識，參與的國家也多，
也制定了相關的指導規劃指南。

■各個國家個別的調適方針，執行進展
落差大。

■缺乏在地資訊以及知識的保留以及應
用機制。

圖表來源：IPCC WGII CH.6 Table. 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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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2011至2020年7月14:00 平均生理等效溫度分布圖

Task 1：台灣都市調適案例分享

 本計畫採用TReAD氣候歷史重建資料，並參考陳秉

鈞(2022)所建立之生理等效溫度、平均輻射溫度預測

式，以2公里之網格建立台中市2011～2020年7月

14:00 平均生理等效溫度(PET)分布圖。

 疊合臺中市最小統計區人口密度分布圖，可發現：

熱區範圍與人口密集區高度重疊。

臺中市最小統計區人口z密度分布圖

 隨著氣候變遷災害危害度提升，加上未來人口過度

集中於都市所造成的脆弱度，將導致災害風險大幅

提升。

林子平、陳秉鈞，2022。永續城鄉宜居環境－臺中都市熱島效應空間策略計畫，台中市政府委託。

案例 : 臺中都市熱島效應空間策略計畫 體感溫度

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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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台灣都市調適案例分享

 複合式災害對都市之

影響越趨於嚴重。

 指認熱災與水災共同

好發之區域，透過環

境調適策略達到一併

減緩的效益。

熱、水災危害度分布圖

熱災危害度分布圖

水災危害度分布圖

 不同災害領域共同合

作，精準指認災害提

升環境調適策略減緩

複合式災害之能力。

陳秉鈞，2022。高溫易淹水區域指認及人行舒適度調適策略，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

案例 : 高溫易淹水區域指認及人行舒適度調適策略

熱災

水災

熱災+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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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2 複合式災害頻繁出現，影響的程度加乘，影響範圍擴張，國與國間的協力合作

Task 3：落實調適方針 各國各規模的調適方針中，地方政府常缺乏具體落實的執行力。

IPCC WGII Ch.6 架構
12

Focus 3：考量議題時效與順序 部份議題具時效性與壓力，如：用電強度、碳排升溫等，
須避免挖東牆、補西牆式的調適。

Focus 1：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 引進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以達到為人類福祉、
社會正義、生物多樣性、環境永續的共利。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cus 2：永續發展目標 結合永續發展目標(SDGs)項目，整合社區與其他團體參與。

SDGs

資料來源(上)：成大建築BCLab團隊彙整編輯、(下)： IPCC WGII Ch.6 Figure. 6.2。



13

Focus 3 考量議題的時效壓力(例：用電強度/碳排升溫)，停止挖東牆補西牆式的調適IPCC WGII Ch.6 架構
13

Focus 2：重視都市熱島的因應與調適方針

1. 量化各地暖化程度的具體方式。

2. 有益於地方政府，依照當地的實際現況，規劃可行的具題項目。

3. 考量公眾生活品質、人類福祉，可落實節能、減碳（淨零）的目標。

Focus 1：建立整合平台

1. 結合不同領域、團體的應用。

2. 加強社區與公眾參與。

3. 強化共通、地方知識傳遞、經驗保留。

4. 減少收入、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的差異，所造成的參與程度或資訊接收不平等。

Task 4：跨界整合 缺乏推行都市調適的各界共識，需要進行項目的程度、排序的量計工具
與定義。

資料來源：成大建築BCLab團隊彙整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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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4：台灣都市調適案例分享

 藉由建立都市高溫化指標（Urban Heat Enhancement Index, UHE)，

量化都市中造成環境升溫之影響因子對增溫、降溫效果，指標之得分

值將直接等於標準夏季氣候條件下，依地表特徵換算之預測溫度。

 建立熱災量化標準，建立各界共識作為環境調適之基礎。

林子平、趙立衡，2022。臺北市戶外熱環境特徵調查及熱舒適提昇計畫，台北市政府委託。

案例 : 臺北市戶外熱環境特徵調查及熱舒適提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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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4：台灣都市調適案例分享

 訂定都市熱島減緩及舒適提升指標(HCI)，管制開發行為對環境所造成的熱災衝擊，建立起完整評估準則及流程。

林子平、趙立衡，2022。臺北市戶外熱環境特徵調查及熱舒適提昇計畫，台北市政府委託。

案例 : 臺北市戶外熱環境特徵調查及熱舒適提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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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建築與氣候研究室 HiSAN
都會區高密度溫溼度即時量測網
High density Street-level Air temperature 
observations Network (HiSAN)

Task 4：台灣都市調適案例分享

 藉由空氣溫度即時監測資料

作為都市熱島評估之重要依

據，並透過實測數據與熱災

評估模式、空氣預測式進行

比較，持續優化評估模式的

準確度。

 建立具公信力的評估基準，

提升災害調適之效益。

林子平，2021，都市的夏天為什麼愈來愈熱？：圖解都市熱島現象與退燒策略，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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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主要風險

資料來源：成大建築BCLab團隊彙整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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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調節：

1. 綠化與植被：以行道樹（抗旱樹木、原生種等）、綠色屋頂、綠牆和其他

都市植被等，進行降溫。

2. 減少對傳統能源的需求：達到減少碳排量，也降低冷卻所需的能源成本

（如空調）。

3. 保留風廊：冷空氣來自周邊的城郊和農村地區，維護或延長通風路徑，將

有助於都市高溫的調適。

三.都市調適作為：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綠植 / 水文 / 風廊 / 能源 / 規劃設計 /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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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品質：

1. 綠帶淨化：都市行道樹、植被等，可吸附都市中的空氣污染物。

■ 防洪、水調節管理：

1. 海綿城市：涵水與透水之能力，公園、開放空間、森林、濕地、綠色屋頂

等，有助於管理雨水和廢水，可減少水災和地表污染物對徑流的影響。

2. 濕地生態：紅樹林、鹽沼等濕地調節，可減少沿海洪水和颱風的影響。

三.都市調適作為：以自然為基礎的解決方案
Nature-Based Solutions

綠植 / 水文 / 風廊 / 能源 / 規劃設計 /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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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與建築規劃：

1. 空間規劃：開放空間設置、街道分布、規劃公共冷卻區域（綠帶 / 藍帶）、

路面澆水、增加都市整體表面反照率。

■ 建築設計與施工：

1. 建築物的適應性：考量在極熱、極冷時的舒適度、增加絕緣、遮陽、自然

通風，通過控制建築皮層與設計，達到被動冷卻的效果。

■ 能源：

1. 提升效能、減少需求：改善低碳能源基礎設施，並透過改變運輸模式來增

加本地存儲容量，減少家庭和工業對能源供應的升級需求。

三.都市調適作為：通過人工基礎設施的設置
Grey /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綠植 / 水文 / 風廊 / 能源 / 規劃設計 /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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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1. 低碳交通友善設施：創造腳踏車、步行的舒適空間，如：高反射率鋪面、

遮陽/避雨棚、散熱裝置等。

2. 公共交通工具：提高在極端氣候下的運輸效能，改善不同系統的銜接與流

通性，目標為減少車輛通行。

■ 防洪、水調節管理：

1. 節水與循環使用：蓄水、雨水收集、海水淡化、減少水污染源，以及減少

洩漏、降低消耗、使用節水設備等。

2. 排水設施：改善路基和排水效率，土地利用規劃時將水資源納入考慮。

三.都市調適作為：通過人工基礎設施的設置
Grey /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三鐵共構 /公車…多雨、高溫…

綠植 / 水文 / 風廊 / 能源 / 規劃設計 /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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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與串聯科技：

1. 智慧城市：與都市和基礎設施系統的功能密切連結，並確保極端環境下，

都市各項功能正常運作。

2. 跨層級的調適資訊交流：促進不同群體間的溝通，也讓相對脆弱、弱勢者

能夠學習環境調適所需的知識及技能。

3. 即時監測與預警：廣泛且快速地提供即時環境監測、提前預警、各項因應

建議等，可降低緊急情況下的傷害。

4. 整合型資訊平台：增加更多社區組織以及公民參與，交流、保存當地的經

驗與知識。

三.都市調適作為：通過人工基礎設施的設置
Grey /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綠植 / 水文 / 風廊 / 能源 / 規劃設計 / 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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