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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land

1990 2002 2005
(Gor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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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問題

清境三月雪清境三月雪

 2005年3月全台600公尺以上高山

全 球 暖 化
環境脆弱度增加

 2005年3月全台600公尺以上高山
幾乎都下雪

 2005年 → 全球平均溫度紀錄中最
環境脆弱度增加

高一年

1975～2005全球天然災害趨勢分析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UN/ISDR）



(Gore, 2006) (Gore, 2006)
(Lai, 2006)

(Gore, 2006) (Gor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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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趨勢

溫度上升0.74℃

海水位上升20cm

2100年全球平均溫度上升約
為 1.8°C～4.0°C

北極海冰原

過去100年

海水位上升10～20cm (最嚴
重將高達59cm)

北極海冰原
面積縮小
300萬km2

[ IPCC2007 WG報告 ][ IPCC2007 WG報告 ]



全球氣候變遷 ─ 未來降雨型態將發生改變
[ IPCC2007 WG報告 ]

高緯度地區雨量增加‧副熱帶陸地地區雨量減少

東亞地區雨量夏天增加、冬天減少

19因應氣候變遷 ─ 都會型巨災調適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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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的趨勢氣候變遷的趨勢
聯合國聯合國IPCC 2007IPCC 2007氣候評估報告氣候評估報告



氣候變遷可能之衝擊影響

溫度上升導致物 劇烈降雨強度與

生態 洪澇
種面臨滅絕之危
機

颱風強度增強將
提高洪水之風險

全球暖 乾旱頻率與強度極端溫度與降雨
化的衝
擊

乾旱疫病
乾旱頻率與強度
增加引發更嚴重
的水資源問題

極端溫度與降雨
改變使得部分疫
病發生型態與地
區改變

國土
糧食

變遷
糧食 海水位上升衝擊

海岸環境導致沿
海國土退縮

溫度升高與降水
減少將威脅全球
糧食產能與供應
鏈



全全
洪水、海岸侵蝕頻率增加
冰山退縮，雪覆面積減少
物種流失，生態系將遭受挑戰全

球
災

全
球
災

大型河川集水區淡水供給
預計因氣候變遷的影響而減少

物種流失 生態系將遭受挑戰

作物必須增加5-20％的灌溉量
植物會更需要水資源

災
害
災
害

亞洲
歐洲

北美洲
害
類
型

害
類
型

亞洲北美洲

型型
澳洲、紐西蘭

南美洲

熱帶或高緯度地區的小島國家，澳洲 紐西蘭熱帶或高緯度地區的小島國家
特別容易受到氣候變遷影響。

降雨量減少與蒸發量增加
水安全問題在2030年更嚴重

預計東部亞馬遜草原將取代熱帶森林
熱帶地區將有物種滅絕風險。

資料來源：Climate Change 2007:Impact,.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IPCC, 2007）



氣候變遷將面臨的水利災害氣候變遷將面臨的水利災害

地區 氣候變遷下可能面臨之問題

非洲 因依賴雨量發展農業，乾旱與洪水之頻繁發生將提昇系統之
脆弱度。主要河川對氣候變化之敏感度較高，地中海地區與
非洲南部之河川逕流量少，使得可供水量降低。

亞洲 亞洲溫帶熱帶地區之極端事件，包括洪水、乾旱與森林火災
的發生機率增加。由於海平面上升與氣旋強度增加，導致沿
海低窪地區之人民可能被迫遷徙。

紐澳 大多數區域有乾旱之趨勢。暴雨強度與熱帶氣旋強度之增強，
增加因洪水、暴風雨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風險。

歐洲 南歐與北歐冬季之逕流量與可用水量將增加。大部分河川發
生洪水的風險將增加 沿海地區發生洪水 侵蝕與溼地減少生洪水的風險將增加，沿海地區發生洪水、侵蝕與溼地減少
的風險也提昇。

拉丁
美洲

洪水與乾旱將更加頻繁，熱帶氣旋強度之增強，增加因洪水、
暴風雨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風險美洲 暴風雨造成生命財產損失之風險。

北美 以融雪為主的流域，其流量高峰將提與春季前到來，可能導
致夏季流量降低。海平面升高增強對海岸與溼地之侵蝕。

24

島國 海平面上升造成對海岸之侵蝕，導致土地與財產之損失，海
水入侵亦造成可用水資源之減少。



災災 適應氣候變遷治水對策ComCoast 日本歐洲災
害
災
害
因因

適應氣候變遷治水對策
檢討委員會

零犧牲 以國家機能不癱瘓為

ComCoast

•歐洲跨國計畫

日本歐洲

因
應
因
應

•零犧牲：以國家機能不癱瘓為
重點，將損失減至最小，調適
策略轉向以零犧牲者方向檢討

•針對海岸之洪水風險管理
發展之策略。

•於海洋與陸地間創造更多應
對
策

應
對
策

•確保流域健全性：基於流域之
健全性對河川進行綜合檢討

•氣候變遷調適之內部化：適當

於海洋與陸地間創造更多
緩衝地帶。

•結合休閒與棲地創造等規
劃，謀取更多的利益。策策

氣候變遷調適之內部化 適當
假設外在衝擊之變化，有必要
發展氣候變遷之適應機制。

劃，謀取更多的利益。

歐洲

日本

歐洲

資料來源：Climate Change 2007:Impact,.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IPCC, 2007）



2010 全球重大水旱災事件分析2010 全球重大水旱災事件分析

5月中美洲

7月中國吉林水災

7月日本關西水災

月美東部六個州

12月波蘭嚴寒

5月中美洲
阿嘉莎颶風 8月中國遼寧丹東水災

8月中國甘肅水災5、6、8月中歐水災

12月巴爾幹半島水災

12月美東部六個州
暴風雪

8月巴基斯坦水災

中國西南旱災

7月中旬
中國南方水災

8月巴基斯坦水災

6月巴西水災

5月上旬中國
南方水災 12月澳洲

東北水災

10月泰國水災

12月哥倫比亞水災

8月印度水災
10月海南島水災



災害防救已成為全球重要課題

聯合國UNDP 2004報告(A Global Report – Reducing Disaster Risk )：
地震、颱風、洪水及乾旱四種天然過去二十年，造成全球死亡人數超過

萬人 平均每天因天然災害死亡人數超過 人150萬人；平均每天因天然災害死亡人數超過184人。

全球天然災害造成經濟每年平均損失：
1960年代： 755億美元 ； 1970年代：1,384億美元；
1980年代：2 139億美元 ； 1990年代：6 599億美元。1980年代：2,139億美元 ； 1990年代：6,599億美元

美聯社文章盤點2010年在全球發生的天然災害天然災害。文章指出，
2010年是20年來最悲慘的「死亡之年」，地震、熱浪、洪水、
火山爆發、超級颱風、暴風雪、泥石流和乾旱造成2626萬人喪萬人喪
生生。全球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220億美元(12/23/2010)



K t i 颶風Katrina颶風

災害衝擊

受災面積達233,000平方公里，造成整個
紐奧良市 80% 以上地區被淹沒，死亡統計千
餘人，財產損失1,000億～3,000億美元。除外，
更造成美國的災害防救體系、社會以及政治多
方面的衝擊 紐奧良市淹水景況方面的衝擊。 紐奧良市淹水景況

極端氣候現象

2005年8月23日生成，為美國百年來東南
部灣區最強的颶風之一， 近10年來北大西洋
颶風隨海溫升高有強度增強，個數增加的趨勢

年北大西洋颶風1944~2006年北大西洋颶風
個數統計



澳洲百年大旱

災害衝擊災害衝擊

澳洲2007年正處在百年來最嚴重的乾旱威脅，
過去5年連續少雨缺水的趨勢，已嚴重影響民生需過去5年連續少雨缺水的趨勢 已嚴重影響民生需
求、產業發展等層面。澳洲總理：「乾旱已到“空
前危險”邊緣」。持續的乾旱使得澳洲2007年棉花
產量就減少超過六成以上。 雪梨水務單位之蓄水量自2001

年開始快速下滑

極端氣候現象

受全球氣候暖化影響，使得「聖嬰現象」等
極端氣候現象發生頻率增加，造成澳洲地區的降
雨創下歷史新低，為澳洲帶來連續且嚴重的乾
旱。旱。

最近一年澳洲部分地區的降雨
量為歷史最低紀錄(紅色)



(2010,12,25)耶誕期
間，熱帶氣旋塔莎
（Tasha）造成澳洲東（ ）
北部遭逢「前所未
有」的水災，水位上
漲淹沒城鎮及鐵公漲淹沒城鎮及鐵公
路，損失達數十億美
元。



官員口中所稱這場聖經大浩劫般嚴重洪災的焦點，受災人口多達20萬人，影響面
積大如法國和德國領土總和法國和德國領土總和。（中央社)積大如法國和德國領土總和法國和德國領土總和。（中央社)



中國西南罕見旱災
(2010年 3月 26日)

自去年秋季以來，中國西南地區遭遇歷史罕見的特大旱災，影響人們生自去年秋季以來 中國西南地區遭遇歷史罕見的特大旱災 影響人們生
活和經濟，當局努力抗旱。中國媒體報道，雲南、貴州部分地區旱情超
過或達百年一遇，很多地區人畜飲水困難，經濟損失嚴重，部分地區甚
至準備大規模移民。至準備大規模移民。

中國民政部門到目前為止的統計數字稱雲南、貴州、廣西、重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重慶、四川
五省區市受災人口超過6130.6萬人，飲水困難人口1807.1萬人，農作物絕五省區市受災人口超過6130.6萬人 飲水困難人口1807.1萬人 農作物絕
收面積111.5萬公頃，直接經濟損失達236.6億元人民幣。

根據大陸旅遊業者和當地台商私下透露，西南區域根據大陸旅遊業者和當地台商私下透露，西南區域
這波「水荒」主要集中在農村，城市目前的供水情
形仍維持正常。

泰國越南等地的一些學者、媒體和環保組織指責
說，湄公河水位下降到半個世紀以來最低水平，原
因是中國在湄公河上游的瀾滄江興建了11座水電

中國官員堅決否認指責說，湄公河乾旱與中國大壩無關。
中国第一大瀑布之称的黄果树
大瀑布，高74米，宽81米

因是中國在湄公河上游的瀾滄江興建了11座水電
站。



中國西南罕見旱災

時間：2009年8月~2010年3月時間：2009年8月 2010年3月
災害範圍：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南
旱災情形：
中國西南部地區近 2,043萬人飲水困難
直接經濟損失超過 200億元人民幣
森林火災明顯增加 較往年同期偏多 5成森林火災明顯增加，較往年同期偏多 5成
耕地受旱面積達 64.5萬平方公里
部分地區連續 8 個月沒有下雨， 580 多條中小河部分地區連續 8 個月沒有下雨 580 多條中小河

流 斷 流 ， 310 多 個 小 水 庫 和 3,600 多 個 小 壩 塘 乾
涸，水庫乾涸見底

亞洲第三大河──瀾滄江的流量比去年下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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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年中國南方水災

5月上旬水災
地點：四川、湖南、江西、廣東、廣西、貴州

6月中下旬水災
地點：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西、廣東、地點：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廣西、廣東、

貴州、四川
7月中旬水災
地點：雲南、四川、湖北、湖南、江西、安徽、

浙江、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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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設計奥運會開閉幕式消减雨作業目的：設計奥運會開閉幕式消减雨作業
時間：2008年8月8日 14時~21時
作業內容：作業內容
統計北京8、9月份天氣特點及影響北京的雲系
來向
以飛機及地面火箭進行减雨作業以飛機及地面火箭進行减雨作業
結果分析：地面火箭大規模消雲减雨作業後，雷

達回波強度明顯减弱或消失達回波強度明顯减弱或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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