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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情境下氣候變遷淹水災害風險圖 

 

摘要 

近年來氣候變遷所造成的極端降雨機率不斷攀升，增加了災害風

險的發生機率。在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2023-2027 年)的能力

建構領域調適策略中提及，需落實氣候風險辨識與評估，因此辨識高

風險區域乃是氣候變遷調適一項重要的前期作業，做為推動氣候變遷

災害風險管理與後續優先規劃，及細部衝擊模擬之評估參考。本研究

根據國際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簡稱 IPCC)的風險定義架構，藉由指標的疊加

方法利用全球暖化 2℃氣候情境資料，評估台灣受氣候變遷影響相對

高淹水災害風險及高危害-脆弱度之區域，以做為調適規劃策略與不

同暴露對象受淹水災害風險衝擊之評估參考。相關圖資展示於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以下簡稱災防科技中心)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

台(簡稱 Dr. A, https://dr.a.ncdr.nat.gov.tw)，提供使用者線上查詢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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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套疊參考。本文以臺南市淹水災害危害-脆弱度圖套疊一期水稻收

穫量為測試範例，評估未來極端降雨發生水稻受淹水災害衝擊影響。 

一、 前言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2 年核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綱領」與「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2018-2022年)」，訂定災害調適領域之相關

政策，為降低氣候變遷所造成的災害風險，擬定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評

估及辨識高風險區域，強化整體防救災之調適能力。國土計畫法中提

到，應載明氣候變遷計畫調適內容，針對氣候變遷下可能引發之重大

災害，研擬出相關配套措施。而國土空間發展之策略中，也提出高潛

勢區域應避免建置重大公共設施，並指認出高風險區域，以做為後續

規劃城鄉發展之參考依據。 

災防科技中心自 2009 年開始致力於研發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圖，

其研發歷程如圖 1所示。配合國科會「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

知識平台(以下簡稱 TCCIP)」計畫於 2013 年利用 IPCC AR4 報告中

A1B情境發展第一版鄉鎮尺度之四種災害類別風險圖。隨著氣候資料

更新，災防科技中心於 2015 年應用 IPCC AR5 之 RCP8.5 情境資料產

製第二版淹水與坡地災害風險圖。 

 2018 年 TCCIP 開始對外提供統計降尺度日資料(RCP8.5 情境)

分析，相較於過去，前兩版氣候情境資料，統計降尺度資料提供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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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氣候模式(GCM)的推估結果，空間尺度也從過去 25 公里網格，

精進至 5公里網格，時間尺度則是從月資料精進至日資料，在時間與

模式的選擇上更加多元，統計降尺度之多模式與多情境的產製，減少

過去單一模式版本的高不確定性。故 2020年第三版淹水災害風險圖，

便利用此統計降尺度資料，評估氣候變遷衝擊，除了氣候情境資料更

新，且細緻化各指標分析的空間尺度呈現。 

2022 年則配合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應用情境訂定，以全球暖化情

境(近似 1℃、1.5℃、2℃、4℃)下呈現淹水災害風險圖，並與現今氣

候(近似 1℃)情境相互比較未來在淹水災害風險等級之空間變化，以

利後續擬定調適策略，提供給使用者參考。 

 

圖 1 氣候變遷下災害風險圖研發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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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災害風險圖評估方法 

(一) 統計降尺度氣候情境資料說明 

本 研 究 採 用 第 五 階 段 耦 合 氣 候 模 式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5，以下簡稱 CMIP5)多模式全球模擬資

料，由 TCCIP計畫於 2020 年完成之統計降尺度日資料，提供臺灣區

域高解析度的網格降雨資料，並進行統計降尺度下全球暖化情境(近

似 1℃、1.5℃、2℃、4℃)之氣候變遷危害度圖產製，其參考 IPCC所

提出不同階段之暖化情形，評估全球平均升溫 1.5℃和 2℃時，臺灣

地區在氣候變遷下的氣候平均狀態及極端氣候事件之未來變化，詳細

情境資料設定說明可參考王俊寓等人(2020)。利用日雨量資料評估雨

量超過 650 公釐之降雨發生機率做為門檻值，評估極端降雨發生之機

率。 

(二) 空間尺度說明 

為因應不同領域應用，本研究產製多空間尺度之災害風險圖，其

多元化尺度的參考，亦能將多種氣候情境考量至決策當中。以新北市

新店區為例(圖 2)，說明多空間尺度之定義： 

1.鄉鎮市區：根據行政單元劃設，為內政部統計區分類中最大空

間單元。若在全臺災害風險空間分布上，較易辨識差異性，但

此空間尺度具有區域均質化現象，建議用於全國國土計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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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小人口統計區：由內政部統計區分類中人口或社會經濟蒐整

資料之最小空間單元，其單元人口數小於 400人。此空間尺度

適用於縣市層級之國土區域規劃。 

3.網格 5 公里：依據 TCCIP 對外提供降尺度之氣候情境網格資

料，由於尺度較大，造成資料受均質化的影響。此空間尺度為

氣候資料，不確定性相對較低，建議使用於全國層級，像是不

同領域之應用(如工業、農業等產業)。 

4.網格 40 公尺：為災害風險圖之最小空間單元，以淹水潛勢圖的

網格尺度分析，不確定性較低。此圖資建議使用於縣市層級之

小區域之土地利用規劃。 

 

圖 2 多空間尺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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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險指標選擇與計算 

1.風險指標選擇 

根據 IPCC(2012)評估報告之風險定義，包含危害度、脆弱度及

暴露度 3指標，以此評估氣候變遷下受影響人口之淹水災害風險圖，

而危害-脆弱度則是由危害度、脆弱度 2 個指標所組成，使用者可應

用於評估不同暴露度之淹水災害衝擊影響(如農作物產量影響、工業

淹水衝擊、土地利用規劃等地區)，其相關指標說明如下： 

(1) 危害度：分析 CMIP5 的氣候情境資料之網格日資料，進行頻

率分析。針對淹水災害之日雨量超過 650 毫米之年降雨量最

大值，分析全球暖化情境(近似 1℃、1.5℃、2℃、4℃)之降雨

發生機率，以進行危害度指標計算。 

(2) 脆弱度：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所公告之第三代淹水潛勢圖，

做為淹水指標，並選用 24 小時定量降雨量 650公釐下，全

臺的淹水深度與淹水範圍，進而繪製出淹水脆弱度圖。 

(3) 暴露度：為可能受外在危害影響之對象，而本研究以人口

做為受影響對象。人口密度越高之區域，受災害衝擊影響

相對較高。在鄉鎮市區尺度中，考量未來人口變化趨勢，

採用 2036 年未來人口推估資料(黃國慶等，2019)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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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淹水災害風險圖指標圖 

表 1 淹水災害風險圖指標說明表 

 

2.指標計算 

根據圖 4 所示，將 3 種(危害度、脆弱度及暴露度)指標的原始

數值分別指標標準化。首先，將危害度的觀測值之降雨機率值標準

化後等分間距為 5個等級，而多模式的未來推估結果依據觀測值之

級距標準進行分級。脆弱度是依據淹水潛勢圖中淹水深度 0.3~0.5公

尺、0.5~1 公尺、1~2 公尺、2~3公尺、3 公尺以上劃分為 5個等級，

依空間單元內不同淹水深度與面積，計算出淹水面積比，即為淹水

評分值，再將評分值直接數值標準化，等分間距為 5 個等級。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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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度分為鄉鎮市區及最小統計區兩種空間單元，前者具考量到未

來人口的變動情形，將現況人口與 2036 年未來推估之人口密度進

行數值標準化，再等分間距為 5 個等級；而最小統計區則是僅考量

現況人口密度。 

在評估風險圖方面，將危害度、脆弱度及暴露度 3 種指標標準

化數值之權重相乘，依據其排序後等分間距為 5個等級，等級越高，

代表著受災害風險的可能性越高。在評估危害-脆弱度圖方面，僅考

量危害度與脆弱度 2 種指標，與上述評估風險圖之分析方法相同，

其等級越高，則表示受災害的危害-脆弱度越高。 

 

圖 4 淹水災害風險圖及危害-脆弱度圖指標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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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淹水災害風險圖成果 

為考量不同使用者在全球暖化情境下多空間尺度之應用，本研究

產製全臺版本及縣市版本的淹水災害風險圖，包含四種空間尺度(鄉

鎮市區、最小統計區、網格 5 公里、網格 40公尺)。下圖 5~圖 8 以全

臺尺度鄉鎮市區及網格 5 公里來呈現，其圖資為氣候變遷淹水災害風

險圖及危害-脆弱度圖的多模式眾數決的的等級成果。 

根據圖 5 與圖 7 分別呈現不同暖化情境下淹水災害風險圖與危害-脆

弱圖。圖 5 顯示，相較於現今氣候(近似 1℃)，西半部在未來推估有

明顯等級加重之趨勢，尤其以桃竹苗地區和臺中市以南加重趨勢較高。

而圖 7 顯示，未來推估與現今氣候(近似 1℃)比較，北部、東部沿海

及桃園以南有等級加重之趨勢。隨著極端氣候的發生機率增加，氣候

情境到達 4℃時，桃竹苗、高屏及花蓮北側地區更為嚴重，因此後續

在研擬相關防災規劃時，應提早擬定應對策略，以降低淹水災害風險。 

圖6在2℃情境下，全臺氣候變遷淹水災害不同指標之空間分布，

以鄉鎮市區尺度來分析高風險區位。危害度分為觀測值與未來推估之

淹水發生機率的空間分布，中部及東半部區域危害度等級較高，在極

端降雨發生機率的增加，未來情境下，全臺危害度等級有顯著的增加

趨勢。脆弱度是由水利署公告第三代之淹水潛勢圖計算出淹水指標再

產製淹水脆弱度圖，中南部及宜蘭區域為高脆弱度地區。暴露度則是



 

10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災害防救電子報   

第 211 期，2023/02 發行 

由人口密度呈現，高暴露度主要集中於六都之都會區，又以臺北市人

口密度最高。由危害度、脆弱度、暴露度 3 種指標所組成之淹水災害

風險圖，觀測值以北部、南部及部分花東區域為高風險地區，而未來

推估下，各縣市災害風險等級皆有等級增加之趨勢。 

在圖 8 的 2℃情境下，淹水災害危害-脆弱度圖之不同指標之空間

分布中，以網格 5 公里尺度來分析高危害-脆弱度區域。危害度觀測

值以北部沿海、東部山區及中南部山區發生降雨機率相對較高，在未

來推估分析中，北部和鄰近山區區域呈現高危害度區，比較兩者變化

結果，以中部區域等級變化較大。脆弱度分析結果顯示，中南部及宜

蘭地區為高脆弱度區，與鄉鎮市區結果相似。為依據危害度、脆弱度

2 項指標進行危害-脆弱度之評估，觀測值以中南部、宜蘭、花蓮等區

域呈現高危害-脆弱度區，在未來推估下，各縣市的危害-脆弱度皆呈

現等級增加之趨勢。 

 

圖 5 不同暖化情境下氣候變遷淹水災害風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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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情境下淹水災害風險各指標圖 

 

圖 7 不同暖化情境下氣候變遷淹水災害危害-脆弱度圖 

 

圖 8 淹水災害危害-脆弱度圖總圖(2℃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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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圖台展示與應用 

(一) 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展示 

本研究將成果展示於災防科技中心「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調適平台

(簡稱 Dr. A 平台)」，而全臺行政區切換災害風險圖以 TGOS 圖台呈

現，如圖 9 顯示，以 2℃情境下之淹水災害危害-脆弱度圖。圖台上提

供全臺版本、縣市版本(17 個縣市)之全球暖化情境圖資可供查詢，以

不同空間尺度做分類，如圖 10 所示，點選單一空間尺度，即可查詢

相關指標及圖例。 

 

圖 9 TGOS圖台查詢呈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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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各指標查詢呈現示意圖 

(二) TGOS圖台介紹 

TGOS圖台不僅可將災害風險圖套疊至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上，還

提供地址、景點及座標等定位查詢，使用者可依據個人需求，在線上

查詢欲了解區域之風險及危害-脆弱等級趨勢。為因應不同領域使用，

圖台上包含全臺版本及縣市版本(17 個縣市)全球暖化情境之淹水災

害風險圖，除此之外，亦提供外部圖層疊加之功能。以台南市為例，

為了解臺南市未來受淹水危害-脆弱度影響，如圖 11 所示，以臺南市

北側及中部區域等級較高，顯示其區域受淹水危害-脆弱度影響較大，

而欲套疊 2021 年水稻在一期作之收穫量受淹水危害-脆弱度影響，可

套疊其圖資至圖台上呈現，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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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臺南市淹水危害-脆弱度圖(網格 40 公尺)展示示意圖 

 

圖 12 臺南市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套疊水稻區域示意圖 

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統計資料顯示，臺南市於 2021 年

一期水稻收穫量最高的行政區為善化區，由圖 13 顯示，善化區位於

曾文溪南側，其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分布於善化區西半地區，及部分中

部區域，而受淹水危害-脆弱度之水稻區域多半分布於西北方，數量較

少，但未來仍有等級加重之趨勢，因此，亦需評估相關的調適措施，

以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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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TGOS圖台應用示範案例 

四、 結論 

全國國土計畫中訂定氣候變遷調適章節，以評估高脆弱度之區位，

第三版氣候變遷下受影響人口之淹水災害風險圖，新增了全球暖化情

境，即可提供相關的圖資套疊應用，並針對高風險區域優先進行調適

作為。相較於過去使用不同氣候情境，因領域各自需求導致分析時段

不同，研究成果也較難以進行相互比較。在全球暖化情境下，不僅簡

化情境設定以外，同時強調不同暖化程度下所造成的氣候變遷衝擊嚴

重性，更能研擬出相對應之調適政策。 

本研究評估全球暖化情境下之淹水災害風險圖及危害-脆弱度圖，

在未來推估上，隨著增溫情境增加，風險等級與高風險區位皆呈現淹

水風險加重之趨勢，未來在規劃調適項目，建議針對高風險區位優先

考量與研擬策略。 

不同空間尺度的圖資，提供給使用者更細緻化圖資查詢與套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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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小人口統計區之淹水災害風險圖，改善過去因鄉鎮市區尺度所造

成空間均質化問題，建議應用於縣市內淹水災害風險等級相互比對。

而網格 40 公尺之淹水危害-脆弱度圖，可套疊應用於不同領域之暴露

度(如本研究應用於農作物分布)，以評估未來淹水衝擊對特定暴露對

象的影響，避免錯誤的套疊應用，建議使用者應了解各別指標的特性

與限制，再加值應用套疊。 

為配合國家氣候變遷政策評估及調適應用，全球暖化情境(近似 1

℃、1.5℃、2℃、4℃) 下之淹水災害風險圖上架至 Dr.A 平台，提供

使用者查詢，以利評估不同情境下之相關調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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