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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
NIES) 因應日本氣候變遷調適法，於 2018 年 12 月成立氣候變遷調適
中心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CCA)；因應相關任務，
CCCA 建置兩種不同屬性的平台：A-PLAT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及 AP-PLAT (Asia-Pacific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tform)，前者以日本國內服務為主，後者則以強化國際
合 作 為 目 的 。 本 次 會 議 (The 3rd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tforms Meeting) 為 AP-PLAT 範疇；以亞太地區國家共
同開發專屬亞太地區的氣候變遷調適資訊平台為目標，邀請多國分享
氣候變遷調適資訊平台建置及服務的經驗，包含平台上的資訊、平台
對地方政府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提供的服務等。TCCIP 計畫應主辧單位
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 (NIES) 之邀參與本次會議，並和與會者分享
TCCIP 氣候科學服務的內容，建立與亞太地區國家氣候服務的合作契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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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此次會議聚焦於氣候變遷調適服務平台的建置經驗分享。過去各
國在氣候變遷調適平台開始發展之初，單純只以提供資料、圖資或衝
擊結果為主，並未特別依據利害關係人來需求的設計產品。然而，在
持續服務的過程中，藉由使用者的回應，開始面臨平台提供的資訊無
法適用於實際的調適操作的困境，例如：尺度太大、時間不對、內容
不足等。這些問題均來自科學家提供的資訊無法符合使用者的需求
(特別是決策者)。當然這不完全是科學家的問題，而是因為全球因應
氣候變遷調適方法不斷的改變，進而資訊的內容也必須不斷的調整。
但要強調的，無論氣候資訊如何變化，資料服務的重點仍是在於使用
端，而不在於開發者。各國的氣變服務中心或研究團隊雖然可以設計
和開發很多的服務平台，但重點不是我們資訊有多完整，而這些資訊
是否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因此為了因應使用端變動的需求，會議中提
及服務提供者，必須重新檢視我們的服務內容，藉以提供資訊傳遞的
效益。為達成此目標，以下為此次會議訂定討論主旨：
•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平台資訊的共享與開發 (To shar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related to developing and operating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s)

•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平台於地方政府與各利害關係人的應用分享
(To share recent activities in supporting local government and other
stakeholders working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rough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s.)

•

亞太國家共同氣候變遷調適平台的建置(To support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s in AsiaPacific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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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合照
(左下三位為中心同仁，依序為劉子
明博士、陳永明博士、李欣輯博士)

此次大會主席
(Mr. Roger Street, UK Climate Impacts
Programme (UKCIP), United Kingdom
Open discussion

2.工作坊紀要
此 次 共 有 11 國 與 會 ， 除 了 日 本 環 境 研 究 所 的 A_PLAT 及
AP_PLAT 之外，各國均各自分享目前已經建置之氣候變遷調適資訊
平台及服務的經驗，其中包含氣候知識、評估工具、案例、參與與回
饋等，以下各別說明各平台的重點：
2.1 日本國立環境研究所(NIES)
(A) A_PLAT 平台未來更新
(https://adaptation-platform.nies.go.jp/en/index.html)
目前 A_PLAT 平台以提供日本境內廣泛性的調適知識為主，但未
來這平台重要的工作是開始和其他公部門及研究單位合作，將其各項
重要計畫的成果加至 A_PLAT 平台，包括日本氣象廳的觀測資料、SICAT 和 TOUGOU 的未來情境分析及各領域衝擊評估的結果。透過
A_PLAT 平台整合，再依據使用者的需求，將整合性的資訊放在平台
在上分享。同時，也依據各情境評估的結果，呈現各項調適路徑的結
果，供各利害關係人來使用。另外，此平台亦依據使用者需求來設計
各項操作分頁，共分為 Learn, Take action, Participate. 在 Learn 的部份
主要提供氣候變遷調適的知識 ; 在 Take action 的部份主要是提供可
能的調適方法(例如：如何因應登革熱、高溫造成的健康危害、學校防
災教育的教材等) ; 最後在 Participate 部份，除了以線上問卷的方式邀
請各使用來回應並了解氣候變遷的問題之外，同時也開始與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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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提供包括：調適計畫(Program)、支援地區活動(Activities)、發
展工具(Developing tools)、提供科研知識和結果(Research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報告或出版品(document)等，並邀請各地區以實際規劃來
參與氣候變遷調適的行動。

A_PLAT 使用者客製產品

A_PLAT 平台架構
(B)AP_PLAT 平台的發展

(https://adaptation-platform.nies.go.jp/en/ap-plat/)
AP-PLAT (Asia Pacific Adaptation Information Platform)是 NEIS 於
2019 年成立的平台，主要的期望是提供依據科學數據分析的氣候風
險資訊(Climate risk information)，特別是日本有能力提供亞洲地區的
未來氣候情境(溫度、雨量)和相關影響領域(水資源、農業、健康等)資
料，因此 NEIS 期望透過此平台來提供氣候資料服務給亞洲國家。另
外，此平台也提供全球其他國家的資訊給亞洲國家，例如：各國的調
適計畫(Adaptation plans, NAPs/NDCs)、財務分析工具、永續發展文件
(Disclosures and SDGs)等資訊。
雖然，此平台可以提供上述相關資訊給亞洲國家，但在實際推
動上也面臨一些問題，主要的問題在於資料精度的不足。其他國家
若要實際應用 AP-PLAT 上提供的氣候資訊，以台灣 TCCIP 實際操
作的經驗來說，至少需要 5km*5km 以下的資料精度才能較有效的應
用在各領域之研究。然而，目前 AP-PLAT 的資料精度均是
25km*25km，這是未來需要改進的部份。第二問題在於，提供資料
的實用性，由於這些資料主要是日本單方面提供的指標，不見得是
其他國家實際需要的資訊，因此必須再進一步釐清需求 才可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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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服務，但這部份可能需要跟跨國合作，這也是此次會議的重點
之一。

AP_PLAT 平台架構

AP_PLAT 國外使用介面

2.2 德國氣候資訊平台 (German Climate Preparedness Portal)
(https://www.klivoportal.de/EN/Home/home_node.html)
這平台建置的理念在於與利害關係人互動。此平台的研發團隊每
年會邀請來自政府部門、私部門、非政府及學校的使用者，召開 2 至
3 次的討論會議，藉以重新調整平台的分享資訊。會議固定著重討論
幾項議題，如界定資料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間的問題、如何精進以使用
者需求為主的服務、如何強化此平台的運作及討論平台利用效益之提
升等問題。再者，此平台亦依據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分各項災害別來
呈現氣候變遷的資訊，例如大氣、海洋表層、海洋深層和陸地等，未
來此平台將會依需求增加熱浪的資訊。儘管如此，此平台仍持續待強
化服務的品質，例如：強化資料應用性轉化的程度，提升資訊的可讀
性(From information to applicable service)、增加使用者交流的頻率和
提供服務資訊的數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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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分類規劃

GCPP 平台架構

2.3 愛爾蘭氣候服務平台 (Climate Ireland)
(http://www.climateireland.ie)
此平台建立於 2011 年，一開始著重觀測資料的提供，後來才逐
漸增加氣候模式推估的未來情境資料。目前仍是以氣候服務資訊的
提供為主。研發團隊基於使用者需求為主的趨勢，他們開始思考如
何將科學、政策及落實三面項的議題結合，為此他們提出三項發展
的思考問題：1)科學面：什麼樣的資料才可以協助調適工作的進行 ;
2) 政策方面: 什麼才是國家調適政策的重點(氣候資料或其他) ; 3)科
學面：科學家如何提供符合主流政策之決策分析的科學資料(How
can science be best mainstreamed into decision-making)？
基於上述的討論，此平台致力於將有用的資訊(Useful information)
實際落實為可用的資訊(Useable information)。 整體平台簡明的區分
成調適、工具和資源三方面來呈現。在調適分頁中，清楚說明何謂調
適、調適政策或如何進行調適等，並附上相應的參考資訊 ; 在工具分
頁中，以調適工具箱的方式呈現，包括：調適步驟、各衝擊領域的未
來衝擊評估，最後亦附上政府單位正在進行或規劃的減災及調適計畫。
最後在資源的分頁中，詳列其他單位或國家的相關平台資訊，供使用
者參考，同時愛爾蘭政府各項研究出版品也在資源清單中。整體來說，
算是相當完整資訊平台。

Climate Ireland 平台

平台開發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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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歐洲調適平台 (Climate-ADAPT)
(https://climate-adapt.eea.europa.eu/)
Climate-ADAPT(The European Climate Adaptation Platform)是歐
盟計畫支持下的平台，主要是由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
負責維運及更新此平台。Climate-ADAPT 主要提供的服務包括：1)歐
洲氣候變遷資訊 ; 2)現況及未來各區域或部門的脆弱性分析; 3)歐盟、
國家或區域的調適策略或行動 ; 4)調適個案的展示：目前網站已超過
100 個實際的案例，包括：減碳、風險分析、調適等面向 ; 5)調適工
具及調適方法的提供。未來此平台的發展可成五大面項，包括：資料
的維護及更新、調適案例的擴充、網站內容的改版、宣傳推新及其他
(如資管、管理及出版品等)

Climate-ADAPT 平台

網站未來發展面項

2.5 澳洲氣候變遷調適平台(CCiA)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ogram (NESP) Earth Systems and
Climate Change (ESCC) Hub
(http://climatechangeinaustralia.gov.au)
此平台已彙整相當完整的澳洲氣候變遷資訊，同時登入頁面很簡
明說明各項使用主題。例如入口資訊、氣候學院、氣候資訊，影響與
調適等，讓使用者可以快速取得需要的資訊。其中氣候校園部份
(climate campus)，詳述各種影響澳洲的重要氣候驅動因素，包括南方
波動（ENSO）
，印度洋洋流，澳洲季風及南部環狀模式等等，讓使用
者可依不同地區和季節，了解這些驅動因素對澳洲不同的影響程度。
另外，在衝擊與調適(impacts and adaptation)主題，則是將澳洲依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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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經濟活動區分出不同的地區，並分別說明各區於氣候變遷的影
響程度，例如：中部地區是澳洲採礦和旅遊企業的重點。因氣候變遷
造成降雨的系統性變化，使得產業也受到衝擊，網站中並進一步說明
相關影響和調適的規劃 ; 另一例子，如南部的默里盆地為澳洲重要
的糧食中心，同時該地區廣闊的空間範圍還涵蓋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生
物多樣性，因此該網站除了說明此區面對之氣候脅外，亦進一步說明
未來可能的調適計畫。整體來說，此網站之使用者導向的平台設計，
應可讓使用者有正向的使用回饋。

CCIA 平台架構

澳洲各項影響之氣候因子

2.6 加拿大氣候服務中心
(https://www.canada.ca/en/environment-climate-change/services/climatechange/canadian-centre-climate-services.html)
此平台直接建置於加拿大政府官方網頁下之「環境與自然資
訊」分頁。此分頁將網頁資訊分成天氣(包括氣候變遷)、農業、野生
動植物、能源、自然資源、污染、環境保護和漁業。氣候變遷的資
訊中，分成工具、氣候變遷資訊、服務與資源下載四部份。其中氣
候變遷資訊的部份，算是主要的資料庫，使用者可在此找到相關的
政策和調適知識。此網頁另外也提供加拿大氣候服務中心的資訊
(https://climatedata.ca/)，使用者可查詢不同區域的氣候情況，同時包
括各區過去氣候資料分析結果，衝擊的評估及可能的調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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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氣候中心平台資訊

加拿大官網氣候變遷平台架構

2.7 韓國氣候調適平台
(https://vestap.kei.re.kr/loginPage.do)
韓國環境研究所(Korea Environment Institute, KEI)下的韓國氣候
變遷調適中心(Korea Adaptation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KACCC),
為了具體了解氣候變遷的衝擊，於 2010 出版了第一冊的韓國氣候變
遷評估報告 2010(Korean Climate Change Assessment Report 2010)，第
二冊最新韓國氣候變遷評估報告 2020，將於明年提出。在評估的過程
中，他們研發出 CCRAT (Climate Change Risk Assessment Tool)工具，
可 讓 公 部 門 具 體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的 衝 擊 ， 另 外 亦 建 置 V E S TA P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tool to buil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plan) 平
台，讓公部門可依評估的結果進行氣候變遷調適計畫的擬定。在
CCRAT 工具部份，是以貨幣化的方法，量化不同情境下可能的投入
成本，此部份的功能亦邀請私部門合作開發。在 VESTAP 平台的部
份，建置的目的主要是協助公部門應用已建置完備的資料庫，進行二
維空間性的氣候變遷風險分析，其資料庫包括危害因子(氣象、未來氣
候資料)、脆弱因子(建康、災害、農業、森林、海洋、水資源管理、
生態系統)和暴露因子(人口、設施)等，共計 2725 項指標，供決策者
立基於不同情境下，進行空間性的風險評估及調適策略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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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TAP 平台

CCRAT 成本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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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得及建議
此次會議包含日本主辦單位 NIES 共有 11 個平台或組織代表針
對以下幾個重點去報告與分享，第一個是平台上對於發展與操作國家
氣候變遷調適的知識與資訊；第二個是近期支持地方政府與利害關係
人在氣候變遷調適上的相關活動；第三個是科學-政策-應用的交互關
係；第四個是對於平台於科學上的期待。以第一個重點而言，TCCIP
在國家調適推動過程中，一直是扮演氣候變遷科學資料與資訊的角色，
同時我們協助出版的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2017)，已是國家氣候
變遷調適推動過程中，部會與地方政府之重要參考文獻；對於第二個
重點而言，TCCIP 透過環保署的氣候變遷調適工作坊，協助提供各部
會 TCCIP 的相關資訊，同時 TCCIP 的計畫團隊亦針對不同議題進行
利害關係人的訪談，並舉辦平台與資料發表會提供與利害關係人面對
面之溝通與討論；例如：協助農民對於對抗氣候變遷的水稻直播的栽
種方法等等，都是我們近期支持地方政府與利害關係人在氣候變遷調
適上的相關活動；對於第三個重點而言，TCCIP 在 10 年前啟動之時，
就已確立了科學-政策-應用的關係，以現階段而言，由 TCCIP 負責氣
候變遷科學支援，環保署扮演政策推動的腳色，各部會與地方政府負
責調適方案與計劃的推動，三者互相關聯，共同打造臺灣下一階段氣
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對於第四個重點而言，重點在於如何建立使用
者導向的科學資訊平台。所以 TCCIP 在第三代平台規劃初期，即透
過設計思考、Co-design 的方法，透過與使用者座談方式，打造使用者
導向的平台。這些內容，透過會議的發表與分享，獲得在場其他參與
平台與組織的肯定，讓各國也看到臺灣在氣候變遷調適平台的努力與
進展，同時也獲邀繼續於下次會議的分享與討論。

意見交流(李欣輯博士)

劉子明博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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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國效益
此次會議涵蓋了幾個歐洲、加拿大與日韓重要氣候變遷服務平台
與單位參與，包括歐洲的 WeAdapt、ClimateAdapt、Climate Adaptation
Service(CAS)等，都是本中心 TCCIP 計畫在建構第三代平台時所參考
之平台網站。此次有幸能夠參與這些平台的經驗分享，可以說是非常
難得的機會與經驗。透過各國平台推動經驗分享，確知無論我們設計
或開發多少平台，資料服務的重點永遠在於使用者，因此重點不是我
們資訊有多完整，而這些資訊是否滿足使用者的需求。最後，透過大
會的交流和討論，歸納幾項未來發展平台時的參考準則：
1. 更深入的與實際使用者交流(In-depth and continuing engagement
and consultation with the intended users)
2. 使用者能力與建置互信機制，藉此了解實際的需求(Understanding
and matching the offer with their needs and capabilities)
3. 產製符合最初目標(Fit-for-purpose)的產品
4. 將 科 學 知 識 轉 譯 成 相 關 的 、 可 用 及 可 信 的 資 料 (Translation of
science into relevant, usable, and credible knowledge, evidence and
data)
5. 更透明開放的平台系統(Open system allows users to access parts or
the whole)
6. 邀請更多的利害關係人參與，讓使用者共同參對資料的研發和更
新過程( Co-evaluation and updating with link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各國家與會者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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