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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週報（110 年 9 月 30 日至 110 年 10 月 6 日）
一、 聯合國氣候變遷評估報告及我國未來災防因應方向（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提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一）IPCC 氣候變遷評估報告概述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由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 WMO,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於 1988 年成立，主要研究由人
類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遷，約每 6-7 年會出版氣候變遷評估報告。
報告主要彙整科學家重要研究與評估結果，提供客觀的資訊來源
及分析，包含氣候變遷的成因、對環境與社會經濟的潛在衝擊以
及可能的因應方法。
IPCC 氣候變遷評估報告自 1990 年以來至今 2021 年已公佈
了六次評估報告（如表 1），剛公布的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
（The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以下簡稱 AR6）自今（2021）年 8
月份開始至 2022 年將陸續出版「物理科學基礎」
、
「衝擊、調適與
脆弱度」、「氣候變遷減緩」以及「綜整報告」。

加入全球社會經濟情境，更符合溫室氣體減量與調適應用需求。相關評估
結果可強化推動 2050 的淨零減碳路徑

表 1 歷次 IPCC 氣候變遷評估報告對全球氣候的貢獻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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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R6 之重要科學訊息
IPCC 於今年 8 月 9 日公布的 AR6 第一冊「物理科學基礎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主要針對氣候變遷目前所發現的
科學資訊進行彙整，分述如下:
1. 全球暖化與人類有重要關聯：依據 AR6 報告，更加確認人
類對大氣、海洋及陸地暖化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近期地球
氣候系統與其各面向的變遷程度，是過去數世紀至數千年來
前所未有的，目前所觀測到的重要現象，包含二氧化碳濃度
200 萬年來最高、海平面升高速率 3000 年來最快、北極海冰
面積 1000 年來最低以及冰川消退速度 2000 年來最快。
2. 地表增溫持續中：人為氣候變遷已經影響世界各地許多極端
天氣與氣候事件。依據 AR6 報告所預估，無論哪種溫室氣
體的排放情境，全球地表將持續增溫至少到本世紀中。如果
無法在未來幾十年內大幅減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排
放，全球暖化幅度在 21 世紀內將超過 1.5℃或 2.0℃。
3. 全球暖化引致極端災害頻率及強度均增加：全球暖化將直接
造成氣候系統的改變，包括極端高溫、豪雨、乾旱發生頻率
與強度的增加、強烈熱帶氣旋比例增加等。根據 AR6 報告，
在不同暖化情境對全球極端降雨發生頻率與強度（詳如圖 1
所示），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溫度大約比工業革命時期
（1850-1900 年）增加 1℃左右，極端降雨發生頻率已增加
1.3 倍，降雨強度增加 6.7%，未來依據不同的暖化情境進行
評估，以暖化 2℃的情境下極端降雨頻率會增為 1.7 倍、降
雨強度增加 14%，倘若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未能控制得當，以
致於達到暖化 4℃情境下，預估極端降雨頻率會增為 2.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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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強度增加 30%。

圖 1 不同暖化情境對全球極端降雨發生頻率與強度之影響（資料來源：IPCC AR6）

（三）我國對氣候變遷 AR6 評估報告之作為
因應 AR6 評估報告的公布，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團隊」
，包含
科技部「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TCCIP,
Taiwan 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 Information and Adaptation
Knowledge Platform）」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以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共同發布「IPCC 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之科學重點摘錄與臺
灣氣候變遷評析更新報告」。（https://tccip.ncdr.nat.gov.tw/）
臺灣氣候變遷科學團隊報告針對 AR6 所公布最新科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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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與發現，進行摘要說明整理，並同步提供臺灣之歷史氣候變
遷科學數據以及最新的臺灣氣候變遷推估結果等本土資訊，以協
助國人快速了解全球氣候科學評估進展與本地氣候變遷最新科
學評析情形。
1. 臺灣氣候變遷變化趨勢掌握
（1）現況增溫加速，冬季天數減至約 1 個月：在臺灣本地的
觀測分析顯示，臺灣過去 110 年間（1910-2020 年）的平
地年平均氣溫上升約 1.6℃，且近 50 年、近 30 年增溫有
加速的趨勢。年總降雨量沒有明顯變化，但是在 19612020 年間，少雨年發生次數明顯比 1960 年以前增加。過
去 110 年臺灣的季節長度變化明顯改變，21 世紀初夏季
長度從平均約 90 天的夏天增加到約 120-150 天，近年來，
冬季更縮短至約 20-40 天。
（2）未來推估模擬暖化衝擊仍鉅，嚴重情況冬季可能消失：未
來推估部分，依據科學團隊最新模擬結果顯示全球的暖
化情境與理想減緩情境相比，前者對臺灣的衝擊程度將
明顯大於後者。例如高溫達 36℃以上日數，在最劣情境
下，21 世紀末增加約 48 天；理想減緩情境下，增加天數
降為 6.6 天。年最大 1 日暴雨強度，在最劣情境下之 21
世紀末強度增加約 41.3%，理想減緩情境下，暴雨強度增
加幅度約為 15.3%。季節變化部分，受暖化影響，臺灣的
季節特性將越趨向於熱帶國家之氣候特徵，在暖化最嚴
重的情況下臺灣將出現長達 7 個月的炎熱夏天，冬天可
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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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國面對極端氣候下的因應方向
（1）觀察追蹤全球 2050 年淨零排放作法：依據上述國內外科
研成果顯示，若全球達成 2050 年淨零排放1的目標，將能
有效遏阻氣候中長期變遷並降低未來負面衝擊。
（2）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宜有必要資源投入 ：在全球暖化趨勢
於短期間不容易立即降低的情況下，極端天氣與氣候發
生頻率仍有持續增加的可能，臺灣亦應同步持續強化因
應氣候變遷之調適能力，落實執行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
動方案，投入必要專業及資源與經費，以緩解災害衝擊。
二、 110 年災害防救業務訪評－花蓮縣玉里鎮（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本院分別於 110 年 9 月 29 日辦理花蓮縣玉里鎮公所災害防
救業務現地訪評（如圖 2），由本辦公室會同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教育部等機關訪視，發現主要優點及創新作為如下：
（一）公所有預劃各避難收容處所配置圖，並完成 8 處社區活動中心
耐震評估初評、3 處詳評，111 年將持續進行 3 處避難收容處
所詳評。
（二）平時即預劃各避難收容處所救災物資運送路線，並與鄰近四鄉
鎮（瑞穗、富里、卓溪、長濱）共同簽訂防救相互支援協定，
掌握彼此防災量能，有助於提升應變效能。
（三）主動提供鎮內商家陳列擺放各式防災宣導品，供民眾免費索
取，有助於提高防災宣導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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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零排放（net zero emissions）其指的是溫室氣體淨排放為零。淨零排放包含所有溫室氣體，且抵銷排放的做
法只考慮能實際將溫室氣體從大氣移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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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辦公室及訪視單位亦提供多項精進建議，包括：
（一）有關公所網站緊急避難資訊所放之 110 年度避難收容場所一
覽表，避難收容處所共 13 處，與玉里鎮水災危險潛勢地區保
全計畫內避難收容所一覽表不同，建議統一；轄內 15 個里，
其中國武里、啟模里、永昌里水災避難收容處所都是泰昌里
的中正堂，建議此三里的勘查並評估增加合適的避難收容處
所。
（二）目前玉里鎮 13 處避難收容處所，僅納入 1 處學校（樂合國
小）
，而玉里鎮轄內有 1 所高中、3 所國中及 12 所國小，建
議未來可選擇合適之學校作為地震災害收容處所，並請教育
處協助收容處所之規劃與整備，建立學校與公所連繫管道。

我

圖 2 花蓮縣玉里鎮訪視情形（資料來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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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週國內地震分析（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彙整）
本週全臺有感地震計有 5 起地震（如圖 3 所示）
，規模大於
4.0 計有 3 起，第 97 號有感地震發生於 10 月 4 日 17 時 7 分，規
模 4.8 為最大地震，深度 5.0 公里，震央位於宜蘭縣外海地區，
屬於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至歐亞大陸板塊之島弧後擴張淺層地震，
北部地區普遍有感，其中花蓮縣和平及宜蘭縣測得最大震度 3 級；
其他地震，影響區域侷限於震央附近，臺東縣長濱及蘭嶼測得震
度 3 級，經查報相關地震均無人員傷亡發生。
時間（臺北）
月 日 時 分
10/05 22:21
10/04 17:07
10/03 15:44
10/03 10:45
09/30 23:55

位

置

嘉義縣中埔鄉
臺灣東部海域
臺灣東部海域
臺東縣長濱鄉
臺灣東南部海域

深度
（km）
7.7
5.0
8.7
24.2
25.5

規模
（ML）
3.4
4.8
4.1
4.0
3.8

有感
編號
97

圖 3 本時段（9 月 30 日～10 月 6 日）臺灣有感地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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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近期國際重大災害彙整
事件

災情概述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9 月 30 日，泰國受到輕度颱風電母（Dianmu）帶來的豪大

水災

雨影響，造成中部、北部和東北部地區淹水。

二、災情
7 人死亡，22 萬餘戶受災。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10 月 3 日，義大利米蘭起飛中的飛機衝撞郊區民宅墜毀。
空難

造成當地民宅及車輛陷入火海。

二、災情
8 人死亡。
一、發生日期與地點
10 月 3 日，阿曼和伊朗遭受熱帶氣旋夏亨（Cyclone Shah
風災

een）侵襲，引發當地山洪爆發，造成多人受傷及財損。

二、災情
13 人死亡。
資料來源：截至 110 年 10 月 6 日止，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五、110.9.30~110.10.6 全國供水情形分析
（一）主要水庫集水區
水庫名稱

水位
(公尺)

與前期
水位差
（公尺）

滿水位
(公尺)

有效
蓄水量

蓄水量
百分率

與前期
蓄水量差

（萬立方公尺）

（％）

（萬立方公尺）

翡翠水庫

164.12

-0.84

170

28,272.2

84.3

-723.8

石門水庫

245.05

-0.15

245

20,309.5

100.0

-130.1

鯉魚潭水庫

299.62

-0.37

300

11,281.1

98.6

-160.6

曾文水庫

228.34

-1.11

230

47,837.0

93.9

-2,076.0

南化水庫

179.87

-0.02

180

9,033.3

99.3

-9.9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提供，本院災害防救辦公室綜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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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國水情分析：目前全國水情正常。

圖4 全國水情燈號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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