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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跨部門與跨區域的關鍵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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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綜整章節的啟始章

盤點全球文獻，敘述性的
指認不同議題的衝擊

運用文獻回顧，針對調適
的「行動」檢視其限制

盤點全球風險，提出最應
受到關注的議題

章節概述：綜整盤點各領域＆議題

摘自圖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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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誘發調適因應作為之災害的文獻

亞洲文獻多數聚焦於乾旱、降雨/淹水、熱浪所引發之糧食、貧窮、健康等議題的
相關災害，且著眼於個人/家戶、社會、中央政府的相關調適因應作為

IPCC更新自Berrang-Ford等人綜整2013-2019年共計1,682篇文獻之系統性回顧研究 (2021)

【亞洲】觸發調適相關因應的災害

摘自圖16.3

因應的尺度與層級

摘自圖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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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調適作為，包括類型、妥適性、限制等
轉型調適
的證據

信心度
高★★★
中★☆
低☆

執行之調適作為 觀測到的不當性

農林業系統
需水增加、壓迫當地物種、土壤及
水資源劣化等

家戶儲水 無法飲用、引發蟲媒疾病等

海堤＆沿岸基礎設施
海岸侵蝕、沙灘流失、水流改變、
生態系統破壞等

亞洲推動轉型調適的證據偏低

適得其反：調適後可能在其他議題造成
潛在負面影響，即所為的不當調適

亞洲的調適限制多數集中於治理機制、
金融財務等面向

摘自表16.2

摘自表16.6

摘自表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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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跨領域＆區域的關鍵風險

摘自圖16.10

透過負面影響的程度、可能性、
空間特性、因應能力等原則篩選
出代表性關鍵風險RKR

 RKR多因複數因子的組合所造成

高暖化/低調適衍生更廣泛的RKR，
但非必要條件e.g. 生態衝擊無需高
暖化，高調適不一定能抑止風險

高脆弱發展路徑將導致較高風險

世紀末將衍生多面向嚴重風險，
但部分亦將提早發生於1.5或2℃

代表性關鍵風險Representative Key Risk (RKR)

↑↑盤點130項關鍵風險，綜整出8項代表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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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全球5大最應關切問題
較敏感系統已面臨嚴重風險，全球各地亦逐漸頻繁的經歷極端事件，特定族群或區域
面臨更嚴重的衝擊。升溫如果持續，將衍生複合連動乃至於影響全球的風險，而系統
的臨界點 (如大規模海冰融化、溫鹽環流減緩等) 一旦被突破，其後果難以預估

摘自圖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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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管理風險的決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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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概述：因應氣候風險的調適＆管理現況

描述全球各地如何因應、
管理、調適氣候風險

盤點現行有效的選項、
方法、工具、誘因等

檢視相關作為對於氣候
韌性發展的關聯與貢獻

回饋循環為風險管理＆
調適的本質，亦為關鍵

摘自圖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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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負責治理或落實調適選項的層級

摘自圖17.2

調適治理多見於公部門，其中
部分選項見於私部門(如保險)
或個人/社區尺度(如農/漁法)

殘存風險因各個國家的收入與
治理結構而異

如能具備充足資源，多會選擇
全面性保護，但多數仍受限於
中等投資，或如小島國家面臨
嚴重風險但無資源因應

摘自圖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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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理論性的調適決策系統構想

摘自圖17.6

1. 制定關注風險＆相應的政策目標

2. 依據實際環境的知識、認知＆觀察，透過
模式分析過去/現在/未來衝擊

3. 應用決策支援工具評估選項成本效益 ，
納入決策者＆利害關係人進行檢討

4. 檢視評估結果，考量實際環境挑選因應
的行動，以滿足政策目標

5. 實際執行，可能為一次性行動或是啟動
回饋管理機制，持續調整以達成目標

1+2: 掌握狀況＆所需作為，並作為
監測評估機制(M＆E)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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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法規

氣候變遷政策、策略、計畫

法律＆政策工具的影響力

規定、標準

環境＆社會治理

氣候知識體系＆決策參考

整合科研、原民、在地知識

知識的共同生產

基於實務操作的知識

可信、可用、具關聯性的氣候服務

適度的緊急性

極端事件、法規/體制改變
所開啟的機會窗口

調適相關的氣候訴訟

氣候相關的社會運動

政治/企業領袖

調適金融需求＆趨勢

調適/韌性私部門融資

氣候金融平等性＆公平性

針對調適/韌性的新冠回復
方案、債務免除、融資

檢視調適的誘因與催化條件

金融

2

催化
條件

4知識
與能力

3

治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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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鑑過往經驗分析調適選項的潛力

摘自表17.9 摘自圖FAQ17.5.1

並無統一方法可衡量調適成功程度，但多為降低風險＆脆弱度、
確保權衡＆綜效間平衡、透明具彈性且納入滾動機制(M&E)

根據落實的環境，同樣的調適作為也會有截然不同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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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氣候韌性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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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韌性發展 ╳ 永續發展

摘自圖18.1

氣候韌性發展(Climate-resilient Development, CRD) 

係指能落實永續發展過程的溫室氣體減緩＆
氣候變遷調適措施

路徑(Pathway)係指在自主發展的假設背景下，
反應特定行動＆影響之特定未來的時間軌跡

將CRD路徑歸因於五大面向的社會選擇

參與之利害關係群體，將塑造社會選擇的
行動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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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韌性發展 ╳ 社經發展路徑SSP

摘自表18.1

 SSP基於社會、科技、經濟
等面向提出未來故事線，其
假設包括GDP＆GHG排放等

 SSP被用於相關研究，包括
糧食系統、水資源、人類健
康、收入不平等

部分成果因不同氣候情境
(RCP)而有較大差異，而與
發展具較強關聯議題，成果
趨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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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轉換是氣候韌性發展的基礎

摘自表18.3

系統轉換(system transition)係為
促進減緩、調適、永續發展
的關鍵機制，並與系統轉型
(system transformation)直接關聯

轉換是於某段時間內從特定
狀態/條件變更為另一種，而
轉型是根本性的變化，包括
目標＆價值觀改變

透過大量文獻回顧，以五個
系統轉換面向列出特定選項



19

依章節提出SDG連結與挑戰/機會

摘自表18.7

回顧WGII部門
章節，進行整合
分析，包括具關
聯性的SDG，並
檢視CRD選項的
可行性＆有效性

萃取報告內永續
發展機會＆挑戰，
及選項執行的潛
在權衡＆共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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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韌性發展：跳出單純減緩或調適的井口

摘自圖FAQ18.2.1

整合更廣泛目標，重新建構氣候行動，而不是僅強調減緩或調適對於氣候變遷的效益

近期文獻將氣候行動
政策目標擴展至其他
面向，而不只是為了
因應危險氣候衝擊

仍無通用解決方案，
持續各層級的探討，
將有效貢獻至CRD

程序＆分配正義性是
評估行動的關鍵因素

維持CRD機會窗口
將需採取緊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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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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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議題的連結與整合成為關鍵挑戰

WGII報告第16章-第18章系統性的彙整上千篇研究文獻，萃取出全球
多年累積之知識＆經驗，其作法與成果相當具參考價值

調適治理＆決策

 綜觀國際趨勢，各議題將邁向
逐步整合，如防災、減緩、空間
＆土地規劃、SDG等

 國際可參考的調適治理文件與
文獻持續增加，可借鑑相關法規、
政策誘因工具、參與機制等

調適科學＆專業研究

 關鍵領域領域持續深化

 探討跨域課題，如衝擊鏈、多領域
系統鏈結、複合連動衝擊等

 強化生物/社經/政治相關專業合作

 廣泛納入使用者＆利害關係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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