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亞洲極端氣候和災害管理
—從IPCC《特別報告》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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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PCC《特別報告》介紹
1.1 關於《特別報告》
近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
委員會（IPCC）針對“氣候
變化、極端天氣和極端氣
候事件（極端氣候）”發佈
了《管理極端事件和災害風
險，推進氣候變化適應特
別報告》（SREX，以下簡稱
《特別報告》）。這份報告
由220個專家作者、19名編
審歷時兩年半完成，並經過
了三輪嚴格的專家和政府
審閱，參考了近19,000條評
審意見，是迄今 最佳的科
學評估報告。在一個為期四
天的會議之後，各國政府
批准通過了報告主要結論和
《決策者摘要》。《決策者
摘要》於2011年11月發佈，
報告全文於2012年3月發佈

（網上下載 地 址：ht t p: //
ipcc-wg2.gov/srex）。

適應選擇，以及適應如何
更好的與災害風險管理相
結合。本文對於整合氣候

本文以亞洲的視角歸納了

適應、災害風險管理和氣候

報告的主要結論，包括了評
估氣候科學及其對社會和

科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本文

儘管本文不是IPCC正式發

探討了氣候變化對極端事
件、災害及 災害風險管理

表文章，但本文在《特別報
告》的部分專家作者指導下

（DRM）的影響，檢驗了極

完成，並經由一個專家小組

端氣候、人為因素和環境的
相互作用及 其對災害、風
險管理和適應選擇的影響

審閱。本文有直接取自《特
別報告》的材料（均已清晰
標注參考來源），也有本文

（見圖1）。本文研究發展
對暴露度（exposure）和脆
弱度（vulnerability）—遭

作者的（不一定是IPCC的）
歸納總結的觀點。希望借
此能為亞洲的決策者闡明

受災害風險的傾向—的作
用，以及災害與發展之間的

《特別報告》的主要結論，
以便幫助他們在為減少氣

相互作用。人類對於極端氣
候和災害的反應如何影響

候變化風險時做出理性投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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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十個關鍵信息

嚴峻的氣候變化形勢將

之間達 成一種新的平

風險的能力。國家風險

《特別報告》中與亞洲相關

會 使 亞洲的極端 氣候
和災害影響情況越來越

衡。一個例子是安德拉

管理系統由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私人部門、

1

的關鍵信息有：

邦(Andhra Pradesh)非
灌溉作物的指數保險，

嚴重。
1. 即使不考慮氣候變化，
由於 越 來 越 多“ 較 脆
弱”的人群和設施暴露

4. 關於極端氣候事件的變
化，區域和子區域尺度

少風險為重點。

對熱帶氣旋災害時，政
府與捐贈者、非政府組
織、人道主義組織以及

息更充分（見表1和圖
2），但仍有一些地區的

端事件和風險適應能力
尚顯不足，為了應對未

沿海社區協力合作，有
效的實施了減少災害風

數量而論，全世界易遭
受熱帶氣旋威脅的人口

一些極端事件具有高不

來挑戰，急需採取一系

險(DRR)措施。

確定性（比如：亞洲大

90%分布在亞洲。

範圍的乾旱趨勢）。

列廣泛的風險管理措施
改進，包括早期預警系

9. 在高脆弱性和暴露度、

統、土地利用規劃、制

應對能力低、極端天氣

5. 高 度的 脆 弱 性與日益
嚴重和頻 繁的極端 天
氣氣候，使得亞洲一些

定和執行建築規範、改
善衛生監督、管理和恢
復生態系統等。比如，

氣候 即將發生 變化的
臨界點和重大災害風險
前，根本性的調整改變

地區—如低窪島嶼和沿
海—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印度尼西亞於2007年發
佈了《風險管理法》，
確立了災害風險管理與

刻不容緩。

2. 根據1950年以來的數
據，有證據表明氣候變
化已經改變了世界上部
分地區極端天氣氣候事
件出現的強度和頻率。

更加艱難。

放措施的延誤都可能導
致未來更為嚴重和頻繁

險（比如，通過保險的
方式）和備災減災措施

8. 國家風險管理系統的有
效性決定了其應對災害

的極端氣候事件，以及
更大的災害損失。

各類減少風險的合作聯
盟應得到加強，如與私
人部門和雙邊及多邊國
際機構的合作機制。相
互學習對於亞洲國家很
重要。

相關的災害風險的重要
性。

挑戰我們的適應能力。
更為明智的發展和經濟
政策應將改變災害風險
作為核心要素之一，否
則，未來更多的人和設
施將可能受到極端氣候
和災害的不利影響。

6. 應在減少風險、轉移風

未來二三十年可能不會
明顯增加。但是，日益

1.3 上述要點表明，亞洲
需要做到以下幾點：
為改進災害風險管理，
各國應 重新評 估其脆
弱性和暴露度，並將其
納入 發 展規劃統籌考
慮，如不斷改進對於洪
災和氣旋的脆弱性和暴
露度的數據收集。
各國及 其人 民應將氣
候 變化納入 災害風險
評估範圍，重新評估他
們願意並能夠接受的風
險程度。







10. 任 何減緩 溫室氣體排

發展規劃的緊密聯繫。

3. 與極端氣候事件的年間
差異相比，極端氣候在

1.

組 成。孟 加 拉 國 在 應

7. 很多國家對於目前的極

續升高。比如，以絕對



這種平衡需以預期和減

比全 球尺 度的已知 信

在極端氣候下，亞洲很
多國家的災害風險將持



研究機構、社團組織等

為增強各行業的適應和
風險管理能力，融資和
項目機制間的整合聯繫
應得到加強。
應使其他政策領域的決
策者充分瞭解氣候變化



為避 免 最壞的極端 氣
候及其對亞洲的影響，
應重申減緩全球溫室氣
體排放的必要性。



必須意識到，在某種情
況下，今天的極端氣候
事 件 將 是 未 來 的“ 常
見”氣候。未來的極端
氣候事件可能超出我們
的想象，並前所未有的

根據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的Tom Mitchell 博士及Red Cross/Red Crescent Climate Centre 的Maarten van Aalst 博士的觀點撰寫有關重點。
瀏覽：http://cdkn.org/2011/11/ipcc-s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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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災害風險的變化
這部分具體討論變化中的災害風險所涉及的各方面。下面圖1表示《特別報告》中幾
個關鍵概念的相互關係，顯示了脆弱度、暴露度以及極端天氣氣候的變化如何相
互作用，形成災害風險。因此，發展過程中必須重視災害風險管理（DRM）和氣候
改變適應（CCA）。
圖1：《特別報告》中關鍵概念的相互關係2

2.1 脆弱度和暴露度的
變化3
脆弱度和暴露度由不同的
經濟、社會、人口、文化、制
度和政府治理因素決定，且
是動態變化的。由於財富、
教育、性別、年齡、社會階
級/等級、健康等條件的不
同，個體和社區的暴露度也
是不同的。缺乏預測、應對
和適應的恢復和能力是脆
弱性的關鍵因素。比如，熱
2.

3.

帶氣旋在何時何地著陸，
影響結果有著天壤之別。
同樣的，熱浪對於脆弱度不

通常，高脆弱性和高暴露度
都是扭曲的發展歷程帶來
的惡果。由於失當的環境管

人們可以搬離災害地區，相
反，不具備這些條件的人仍
被迫居住在危險區域，他

同的人們來說也有非常不
同的影響。因此，單個極端
氣候事件，或發生在高脆弱
度和高暴露度地點的非極
端事件，或一系列復合氣候
事件，都有可能給人類、生
態或物理系統帶來嚴重影
響。

理和政府治理、人口變遷、
快速和缺乏規劃的城市化，
以及生計選擇的有限，可能
導致人們居住在危險的區
域和居所中—如貧民窟和
分散的社區—貧窮且缺少
風險意識。那些具有風險
意識、有更多的生計選擇、
有經濟條件和交通便利的

們對於極端氣候事件具有
高脆弱度和高暴露度。
並在災後面臨缺乏飲水、
食物、基礎設施和住所等
困境。專欄一展示了南亞地
區兩次氣旋導致的不同結
果：

Lavell, A., M. Oppenheimer, C. Diop, J. Hess, R. Lempert, J. Li, R. Muir-Wood, 及 S. Myeong, 2012: Climate change: new dimensions in disaster risk, exposure,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於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ield, C.B., V. Barros, T.F. Stocker, D. Qin, D.J. Dokken, K.L. Ebi, M.D.
Mastrandrea, K.J. Mach, G.-K. Plattner, S.K. Allen, M. Tignor, 及 P.M. Midgley (eds.)]. IPCC工作小組I和II的特別報告。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NY,
USA, 第25-64頁。
根據《特別報告》第2章，Cardona, O.M. et al, ‘Determinants of Risk: Exposure and Vulnerability’及第4章，Handmer, J. et al, ‘Changes in Impacts of Climate
Extremes: Human Systems an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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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絕對數 量來說，世界上

天氣氣候事件如何導致災

受到熱帶氣旋威脅的人口
90%分布在亞洲。在北印

害發生的前提，也是設計和
實施適應和災害風險管理
措施的前提。因此，制定決

度洋區域發生的熱帶氣旋
只佔全世界的15%，死亡人
數卻佔全世界的86%。有充
分證據表明，與氣候事件

策和政策不僅需要考慮災
害本身，還必須瞭解脆弱度
和暴露度。

2.2 極端事件的變化
5

極端氣候的定義

氣候變化導致極端天氣氣
候事件出現的頻率、強度、
空間分布和持續時間發生

或氣候）事件通常定義為天
氣或氣候變量值高於（或低
於）以往觀測到的變量值上
限（或下限）閾值附近的一
個臨界值”
（見術語表）。

了改變，並出現了前所未有
的極端事件。“極端（天氣

相關的死亡大多發生在低
GDP和弱治理的國家。比
如，北印度洋區域暴露在
熱帶氣旋威脅下的大多數
國家均具有高人口密度、高
脆弱度和低GDP的特徵。
研究表明，一國對於氣候變

專欄1：一個由脆弱度和暴露度不同導致結果迥異的例子

南亞氣旋
2007年11月，錫德氣旋在孟加拉國登陸，造成近4,200人死亡。2008年5月，納爾吉斯氣旋襲擊緬
甸，造成超過138,000人死亡。錫德和納爾吉斯都屬於四級氣旋，強度相似；沿海受災地區的人數
相當。但這兩起氣旋的後果有巨大差異。

化的脆弱度由兩方面因素
共同決定，一是其經濟和生
計對於氣候敏感自然資源

孟加拉國政府為減少熱帶氣旋相關的災害風險做出了種種努力。它同捐助者、非政府組織、人道
主義組織以及最重要的，同沿海社區共同合作。由於增加了7倍數量的庇護所和兩倍數量的志願
者，150萬人在錫德氣旋登陸前得到了及時疏散。

的依存度，二是在氣候變化
下能夠平均分配資源的社
會制度的韌性和穩固性。

與孟加拉國相反，緬甸應對強熱帶氣旋的經驗非常有限，因而缺乏綜合的災害管理體系。自1972年
以來，孟加拉國建立了一整套災害管理系統，包括早期預警系統、社區基礎動員機制，以及各級政
府部門的響應和分工，這套系統在《災害法令》中詳細規定。

一項針對南亞國家4的研究
表明，適應能力和生計彈性
取決於各類尺度上的社會
資本情況：家庭（在較廣的
經濟體內，教育及其他因素
能促使個人更好的發揮作
用），當地的有利制度（地
方合作組織、銀行、自助團
體）以及在更大尺度上，保
障商品、信息、服務和人員
流動的物理和社會基礎設
施。在所有尺度上促進充
分的適應都是重要的。
脆弱度和暴露度的模式變
化是造成風險和災害損失
的關鍵因素。瞭解脆弱度和
暴露度的多面性，既是瞭解

4.
5.

納爾吉斯是緬甸遭遇的首次高強度、大範圍氣旋。儘管納爾吉斯氣旋比錫德氣旋強度較小，影響人
數更少，造成的損失卻高達32倍。這充分證明瞭在減少極端熱帶氣旋事件的影響時，減少災害風
險是有效的氣候變化適應手段；同時很重要的是，政府行為和經驗積累是脆弱度和暴露度的影響
因素。

專欄2：決策者能從氣候科學中得到甚麼？



信息質量在全球、區域和地區尺度上有差異。



氣候科學對於極端事件的瞭解程度不一，比如，溫度和海平面變化之間的關係很清楚，但溫度
升高與風暴的頻率和強度增加的關係就不甚清晰。



差異總是重要的。氣候趨勢—在某些區域，做某些決策時—通常只是風險可能性之一，季節差
異可能比長期趨勢更重要。



在考慮未來十年的決策時，著眼於目前已經發生的和近期內可能出現的變化，遠比考慮下個世
紀將要發生的事情更為重要。



很多情況下，由於不確定性增加，我們只知道風險幾率增加了，甚至僅是關於未來趨勢和不確定
性的範圍—很少有對於未來特定極端事件出現概率的準確信息。



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參考氣候科學時應考慮以上因素。但是，不確定性並不能成為怠於行動的
理由。《特別報告》充分表明，更多的人和設施面臨災害危險，必須採取相應措施，以減少脆弱
度、暴露度和風險。

Moench & Dixit, 2004。
根據《特別報告》第3章，Nicholls. N. et al, ‘Changes in Climate Extreme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Natural Physical Environment’。

5

2.3 極端氣候事件的改
變影響區域

圖例
符號

《特別報告》用詳實的科學

增加趨勢

信息表明瞭亞洲不同區域
和亞區域中極端天氣氣候

減少趨勢
趨勢不穩定
趨勢不一致/數據不足

事件的變化將產生的後果。

沒有或只有少許改變

這些信息綜合用下面的兩
個圖和兩個表顯示。

色標
低可信度
中可信度
高可信度

表1：自1950年以來觀測到的極端溫度和極端降水事件的變化6

該表顯示了以往觀測到的極端溫度和極端降水事件的變化，包括1950年以來亞洲區域的乾旱，以1961-1990年數據為基線（更多信息
參見《特別報告》第三章專欄3.1）
區域
和次區

最高溫度趨勢
(溫暖和寒冷白晝日數)7

最低溫度趨勢
(溫暖和寒冷夜間日數)8

熱浪/持續高熱趨勢9

強降水趨勢 (降雨、降雪)10

乾旱趨勢11

北亞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 增加 ( 寒 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 增加 ( 寒 冷夜間
日數減少)

空間分布差異

部分地區增加，但
具有空間分布差異

空間分布差異

中亞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增加 (可能：溫暖
白晝日數增加)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 增加 ( 寒 冷夜間
日數減少)

部分地區持續高熱
增加

空間分布差異

空間分布差異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 增加 ( 寒 冷白晝
日數減少)

溫暖夜間日數增加
( 寒 冷夜 間日數 減
少)

中國熱浪增加中國
北部持續高熱

空間分布差異

乾旱有增加的趨

可能：東北部溫暖
白晝日數 增 加 ( 寒
冷白晝日數減少)

可能：東北部溫暖
夜 間日數 加 ( 寒 冷
夜間日數減少)

數據不足

空間分布差異，部
分數據缺失

空間分布差異

馬來群島數據不足

馬來群島數據不足

南亞

溫暖白晝日數增加
( 寒 冷白晝日數 減
少)

溫暖夜間日數增加
( 寒 冷夜 間日數 減
少)

數據不足

印度結論不統一

不同研究和指數的
結論不一致

西亞

很有可能：溫暖白
晝日數增加 (寒冷
白晝日數更有可能
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 增加 ( 寒 冷夜間
日數減少)

持續高熱增加

強降水事件減少

缺少研究，結論不
統一

西藏高原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 增加 ( 寒 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 增加 ( 寒 冷夜間
日數減少)

空間分布差異

數據不足

數據不足

東亞

東南亞

6.
7.
8.
9.
10.
11.

其他地區數据不足

勢

增加，中國南部持
續高熱減少

以1961-1990 年期間為基線。
最高溫度高於或低於極值溫度的溫暖或寒冷白晝日數，如1961-1990 年參考期的90%或10%分位值。
最低溫度高於或低於極值溫度的溫暖或寒冷夜間日數，如1961-1990 年參考期的90%或10%分位值。
持續高熱指至少6 天的最高溫度值超過1961-1990 年參考期的90%分位值。
指極值範圍（如1961-1990年參考期的90%分位值）以上的降水日數。
乾旱以下列變量計量：連續的乾燥日數（乾燥定義為：日降水量小於1mm），土壤濕度反常；乾旱程度指數“乾旱度”指水文氣象水分虧缺，擴展和持續的乾旱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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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極端溫度和極端降水事件（包括乾旱）的預測

下表顯示預測的極端溫度和極端降水事件（包括乾旱）。預測模型是GCM（全球循環模型）和RCM（區域氣候模
型）12，時間為2071-2100 年（與1961-1990 相比）或2080-2110（與1980-2000 相比），排放情景為A2/A1B
區域
和次區

最高溫度趨勢

熱浪/持續高熱趨勢15

最低溫度趨勢
13

(溫暖和寒冷白晝日數)

強降水趨勢 (降雨、降雪)16

乾旱趨勢17

14

(溫暖和寒冷夜間日數)

北亞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增加(寒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增加(寒冷夜间
日數减少)

可 能：熱 浪 更 頻
繁，高熱持續時間
更長

大 多數地 區強降
水可能增加

改變不一致

中亞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增加(寒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增加(寒冷夜间
日數减少)

可 能：熱 浪 更 頻
繁，高熱持續時間
更長

模 型結果 趨勢不
一致

改變不一致

東亞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增加(寒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增加(寒冷夜间
日數减少)

可 能：熱 浪 更 頻
繁，高熱持續時間
更長

區域強降水增多

改變不一致

東南亞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增加(寒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增加(寒冷夜间
日數减少)

可 能：熱 浪 更 頻
繁，高熱持續時間
更長

大多數模 型顯示
趨勢不一致（大多
數地 區顯示有更
加頻繁和大 量的
強降水）

改變不一致

降水量大於10mm
的天數百分比
(%D P10)指數很
少或沒有增長

改變不一致

一些地 區為低可
信度
南亞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增加(寒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增加(寒冷夜间
日數减少)

可 能：熱 浪 更 頻
繁，高熱持續時間
更長

南亞部分 地 區 更
多頻繁強降水天
數
西亞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增加(寒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增加(寒冷夜间
日數减少)

可 能：熱 浪 更 頻
繁，高熱持續時間
更長

改變不一致

改變不一致

西藏高原

可能：溫暖白晝日
數增加(寒冷白晝
日數減少)

可能：溫暖夜間日
數增加(寒冷夜间
日數减少)

可 能：熱 浪 更 頻
繁，高熱持續時間
更長

強降水增加

改變不一致

12.
13.
14.
15.
16.
17.

GCM 指全球循環模型，RCM 指區域氣候模型。
指最高溫度高於或低於極值的溫暖和寒冷白晝日數。如，2071-2100 年的第90/第10 百分位數，以1961-1990 年為參照期。
指最低溫度高於或低於極值的溫暖和寒冷夜間日數。如，2071-2100 年的第90/第10 百分位數，以1961-1990 年為參照期。
持續高熱指連續六天以上極端溫度值超過2071-2100 年的第90 百分位數，以1961-1990 年為參照期。
降水量高於或低於某個極值的日數，如2071-2100年的第95百分位數，或一天中降水量超過10mm，以1961-1990為參照期。
乾旱以下列變量計量：連續的乾燥日數（乾燥定義為：日降水量小於1mm），土壤濕度反常；乾旱程度指數“乾旱度”指水文氣象水分虧缺，擴展和持續的乾旱缺水。更多信息參見《特別報
告》第3 章專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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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 世紀末20 年中年均最大值的回歸期預測：(a)日最高溫，(b)24 小時降水率18

2.3.1 氣溫
右圖顯示 2 0 世紀末 2 0 年
最 熱 的 天 氣 將 在 2 1世 紀
中後期出現的頻 度。根據

1

B1，A1B和A2三種排放情
景測算。19如在西亞，20世
2
西亞

紀末20年出現的最熱天氣
將在2045-2065年間每年

3
中亞

北亞

4
西藏高原

5
東亞

或隔年出現。因此，今天的
極端氣溫將在不到50年的
6

時間內變成“常見”氣溫。

南亞

7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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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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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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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Full
整個
model
模式
range

範圍

1
2046−65 2081−00

情景 B1 A1B A2
Scenarios:

18. Seneviratne, S.I., N. Nicholls, D. Easterling, C.M. Goodess, S. Kanae, J. Kossin, Y. Luo, J. Marengo, K. McInnes, M. Rahimi, M. Reichstein, A. Sorteberg, C. Vera, 及 X.Zhang,
2012: Changes in climate extreme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natural physical environment. 於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ield, C.B., V. Barros, T.F. Stocker, D. Qin, D.J. Dokken, K.L. Ebi, M.D. Mastrandrea, K.J. Mach, G.-K. Plattner, S.K. Allen, M. Tignor, 及 P.M. Midgley (eds.)].IPCC工作小組I
和II的特別報告。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NY, USA, 第109-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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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降水
右圖表示 2 0 世紀末 2 0 年
最潮濕的天氣將在21世紀
中後期出現的頻 度。根據

1

B1，A1B和A2三種排放情
景測算 2 0，如在東亞和西
2
西亞

藏高原，20世紀末20年出
現的最潮濕天氣將很可能

3
中亞

北亞

4
西藏高原

5
東亞

（取決於採取了哪種排放
情景模型）在21世紀末每
十年出現一次。

6
南亞

7 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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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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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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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1
2046−65 2081−00

情景 B1 A1B A2
Scenarios:
19. 指IPCC 設定的6 種排放情景中的3 種。B1 情景描述描述了一個趨同的世界，經濟結構向服務和信息經濟方向快速調整，以及清潔和資源高效利用技術的引進；A1B 情景描述快速的經濟發
展和增長，各種能源之間的平衡，即既不是化石燃料密集型，也非完全非化石能源；A2 情景描述一個極不均衡的世界：自給自足，保持當地特色。各地域間生產力方式的趨同異常緩慢，經濟
增長低於其它情景的發展速度。參見www.ipcc.ch/pdf/special-reports/spm/sres-en.pdf 圖1。
20. 指IPCC 設定的6 種排放情景中的3 種。B1 情景描述描述了一個趨同的世界，經濟結構向服務和信息經濟方向快速調整，以及清潔和資源高效利用技術的引進；A1B 情景描述快速的經濟發
展和增長，各種能源之間的平衡，即既不是化石燃料密集型，也非完全非化石能源；A2 情景描述一個極不均衡的世界：自給自足，保持當地特色。各地域間生產力方式的趨同異常緩慢，經濟
增長低於其它情景的發展速度。參見www.ipcc.ch/pdf/special-reports/spm/sres-en.pdf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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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給出了關於季風、熱帶

表3：全球尺度上極端氣候的觀測和預測

氣旋和其他相關極端氣候
的觀測和預測情況。

觀測情況(自1950年以來)

觀測情況的屬性

預測情況 (以20世紀末期為參
照，測算到2100年前)

季風

由於數據不足，趨勢具有“低 由於數據不足，為“低可信度” 由於不同氣候模型測算結果不
可信度”
相符，預測季風的變化具有“
低可信度”

厄爾尼諾和其他

赤道中太平洋厄爾尼諾南方濤 人 為 影 響 南 半 球 環 狀 模
動（ENSO）頻率增加趨勢具 （SAM）為“可能”21
有“中等可信度”
人為影響北大西洋濤動
關於ENSO的其他情況“數據 （NAO）“介於可能與不可能
之間”
不足”

天氣氣候現象

氣候變率模態

由於不同模 型 測算結果 不
相 符，厄 爾 尼 諾 南 方 濤 動
（ENSO）及其他氣候變率模
態表現形式具有“低可信度”

南半球 環 狀模（S A M）趨 勢 厄爾尼諾南方濤動（ENSO）沒
有屬性
為“可能”
熱帶氣旋

考慮 到 觀 測 能力的 變 化，觀 人為影響熱帶氣旋活動變化 熱帶氣旋發生頻率減少或不變
測到的熱帶氣旋的長期增長 為“低可信度”
（數據不足，機 平均最大風速增加為“可能”
，
（40年以上）趨勢具有“低可 理不清楚）
但可能不是所有洋盆
信度”
與熱帶氣旋相關的暴雨增加
為“可能”

溫帶氣旋

溫帶 氣 旋向 極 地 轉 移為“可 人為影響極地轉移具有“中等 影響區域氣旋活動為“可能”
能”
可信度”
由於現有模 型僅代表部分 氣
區域性的強度變化具有“低可
候過程，具體的區域預測情況
信度”
為“低可信度”
中緯度風暴數量減少為“中等
可信度”
中緯度風暴路徑向極地轉移
為“中等可信度”

專欄3：亞洲的極端氣候事件（非《特別報告》中的內容）



亞洲的自然災害從1980年不到100起增加到2010年超過300起。增長幅度最大的是水文事件，
如洪水和塊體移動。



1980到2010年間亞洲遭遇了4950起氣候災害，高於同期其他任何大洲。



1980到2010年間全世界因自然災害死亡的人數51%分布在亞洲（116萬人口）。



2011年前三季度，全世界80%的自然災害經濟損失發生在亞太區域。

來源: Münchener Rück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 Geo Risks Research, NatCatSERVICE, 2011.

21. 南方年度模式指位於中高緯度大氣質量往南北方向的移動。這是南半球在熱帶區域以外最明顯的一個變動模式，同時也是區內氣候變動的一個主要因素。這些都被視為跟以下情況有關：南
極洲和澳洲大部份地方的溫低較正常低，南極半島、南美洲南部和新西蘭南部異常暖和，南美洲南部、新西蘭和塔斯曼尼亞異常乾旱，澳洲和南非大部份地區降水量異常多 ( 見Hendon et
al., 2007 ) 。

10

2.4 極端氣候的影響22
這部分在表1、表2及圖2的
基礎上，著重顯示極端氣
候對亞洲的影響。以一些亞

據1970年暴露在洪災中的
人數，預測2030年的暴露

近年面臨著超過35億立方

人有重大影響。納爾吉斯

米赤字的水資源壓力。

氣旋於2008年5月襲擊緬
甸，導致了超過138,000的

暴風雪：是發生在蒙古乾冷

死亡。預測的海平面升高

氣候下，夾雜著乾旱、強降

將帶來更複雜的熱帶氣旋

雪、極寒和風暴的復合性災
害。暴風雪整年持續，影響

影響。如下圖所示，亞洲對
於熱帶氣旋的暴露度尤其

包括：牲畜的巨大損失、失

高。
海平面上升將加劇洪水、侵

人數，亞洲的情況特別突
出。

洲常見的極端氣候事件及
其影響為例，充分表明，氣

熱應力：極端高溫在即使習

候引發的災害漸進影響，而
非極端氣候事件本身，如何

慣了炎熱氣候的熱帶國家

在脆弱度高的地方產生嚴

也可能引發死亡。一份關於
中低收入國家的日均溫度

重後果。

和死亡率關係的研究發現，

業、貧困和從偏遠地方到城
市的大移民，給基礎設施、

在曼谷、達卡、德裡這樣的

社會和生態系統造成巨大

蝕和其他海岸帶災害，威脅

熱帶城市裡，非常熱的天氣
裡出現更多的死亡人數。居

壓力。

重要基礎設施、居住點和
設施，從而危及島嶼社區和

住在臨時居所中的人們更

熱帶氣旋：熱帶氣旋造成

國家的社會經濟福祉。一

常會遇到傳染性疾病比例

多的暴露在高溫中。

升高。比如，孟買在2005年
7月的洪災之後，鈎端螺旋
體病升高了8倍。孟加拉國

乾旱：敘利亞2008-2011年
的長期乾旱受災人口達到

的經濟損失大多數與強風
相關，風暴及強降水導致的
淡水洪災則是大量傷亡的

項關於海平面上升與84個
發展中國家的海岸帶洪水
的比較研究發現，海平面升

達卡，1998年嚴重的洪災
導致腹瀉增加，特別是缺
少自來水供應的社區的非

130萬。2008年的荒災加速
了城市化進程，並加劇了極
端貧困的程度。由於日益增

主要原因。極度強風損壞
建築、基礎設施和其他設
施，暴雨導致洪水和山體滑

高1米，被淹沒土地面積最
大的國家位於東亞和太平
洋區域，其次位於南亞。

霍亂腹瀉更多。下圖表示根

長的用水需求和乾旱，該國

洪水：巴基斯坦2010年的
洪災導致約600萬人無家可
歸。城市貧民在洪水後通

坡，巨浪和風暴潮導致海岸
洪水和侵蝕，所有這些都對

圖3：平均每年遭受洪水威脅的人口數（假定災難數不變），單位年每千人23
平均每年遭受洪水威
脅的人口數（假定災
難數不變），單位年
每千人

2030年
1970年

北美洲

歐洲

圓形大小與受影響人
口成比例

加勒比範圍＊

非洲

中美 洲
南美洲
亞洲

澳洲
新西蘭
＊

本分析只包括超過1,000平方公里的流域。因此，在加勒比範圍內，只有最大的島嶼得以覆蓋。

22.

根據《特別報告》第4 章，Handmer, J. et al, ‘Changes in Impacts of Climate Extremes: Human Systems an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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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平均每年遭受熱帶氣旋威脅的人口數（假定災難數不變），單位年每千人24

平均每年遭受熱帶氣
旋威脅的人口數（假
定災難數不變），單
位年每千人

2030年
1970年

北美

圓形大小與受影響人
口成比例

非洲
亞洲

中南美

島嶼
印度洋、太平洋 、
加勒比及其他島嶼

澳洲
新西蘭

圖5：2000-2008年氣候災害和區域平均損失(以美元計，單位：十億)25,26
災害數目

洪水
氣象
氣候

歐洲

損失
棒的高度代表災害的
數目或損失(以美元
十億計)

美洲

亞洲
非洲

大洋洲

23.24.25.
Handmer, J., Y. Honda, Z.W. Kundzewicz, N. Arnell, G. Benito, J. Hatfield, I.F. Mohamed, P. Peduzzi, S. Wu, B. Sherstyukov, K. Takahashi, 及 Z. Yan, 2012: Changes in impacts
of climate extremes: human systems and ecosystems. 於 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ield, C.B., V. Barros,
T.F. Stocker, D. Qin, D.J. Dokken, K.L. Ebi, M.D. Mastrandrea, K.J. Mach, G.-K. Plattner, S.K. Allen, M. Tignor, 及 P.M. Midgley (eds.)]. IPCC工作小組I和II的特別報告。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NY, USA, 第231-290頁。
26. 參閱 Vos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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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影響
這部分探討未來極端氣候將對亞洲產生的影響範圍，具體討論1.2節“十大關鍵信
息”的第3、第4和第5條。
極端天氣氣候對人類和
生態系統的影響

和太平洋區域，其次 是拉

旅遊業，受到極端氣候的

災而減產，最嚴重的如印度

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區域以

影響最大。氣候變化將嚴

東部，暴露在旱災影響下的

如第二部分所述，極端天氣

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區域出
現。2000-2008年間，亞洲

重影響水資源管理系統具
有“高可信度”。極端氣候

面積超過1,000萬公頃。29

是遭受天氣氣候災害數量

對於基礎設施也有較大不
利影響，如道路開裂、鐵軌

3.3 城市住區30

氣候可能會給人類和生態
系統帶來深遠的影響，包
括經濟損失，旅遊業、農業
等行業，城市住區和小島嶼
國家等。受影響程度將極
大取決於（針對極端氣候事
件的）暴露度和脆弱度。總
的來說，極端氣候對於人口
將有顯著的不利影響，並會
損害國家、區域和全球的發
展。下面給出一些例子。
3.1. 經濟損失增加27
由於暴露的人口和經濟設
施越來越多，雖然存在很
大的年際變化，與天 氣氣
候相關災害的經濟損失增
加仍然具有“高可信度”。
從測量數據看，災害造 成
的經濟損失最大是在發達
國家，但在發展中國家人口
死亡率和經濟損失佔GDP
的比重較高，這具有“高可
信度”的。預計 最 大的絕
對適應成本將首先在東亞

最多的地區。
隨著暴露度增加，熱帶氣
旋造成的經濟損失將越來
越大。2005年7月，印度孟
買遭遇了史上最大的風暴
襲擊。持續一周的暴雨摧毀
了供水、排水、交通、電力和
通訊設施。由於這些設施“
同時失靈”，以孟買為總部
的ATM銀行系統在全國大
部分地區陷於癱瘓，並導致
孟買和國家股票交易市場
被迫臨時關閉。這一事件表
明，大城市不僅風險和損
失集中，還可通過網絡關
鍵基礎設施和緊密聯繫的
經濟系統波及其他地區。
3.2 行業的脆弱性28
與氣候密切相關或者依賴
氣候的行業，如飲水、農業
和糧食安全、林業、衛生和

扭曲、機場淹沒，特別是在
沿海地區。風暴潮給沿海
地區帶來的洪水可能影響
碼頭、貨運村、倉儲區和貨
物，並擾亂供應鏈和運輸。
國際貿易將深受其害，因
為80%以上國際貿易運輸
（以體積計量）通過海運。
經濟活力也受到影響，中
國沿海地區— —許多跨國
公司全球消費品的主要生
產地— —高度暴露在颱風
影響下，將更加需要良好的
減少災害風險(DRR)機制。
由於氣候是旅遊需求的關
鍵因素，旅 遊業對於 氣候
也很敏感。農業受氣溫和
降水的直接影響。例如，亞
洲許多地區的主食— —大
米，受到極端高溫的不利影
響。大約15%的亞洲稻米產
區（2,300萬公頃）常因為旱

根據觀測，居住模式、城市
化和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
對極端氣候的脆弱度和暴
露度都有影響。在很多沿
海地區，日益增長的城市居
住區影響了天然的沿海生
態系統有效應對極端氣候
的能力，使其脆弱度增加。
頻繁的洪災破壞了城市及
其糧食生產，從而削弱食品
安全，貧困地區情況更為嚴
重。暴雨和洪水也會污染地
表水，影響市區環境健康。
亞洲急需提高適應能力。預
計2070年暴露在極端氣候
下的十大城市群中有七個
位於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為
使這些地區的適應能力升
級到人口和設施程度相當
的紐約、東京等沿海大城市
的水準，將需要巨額規模化
的投資。那些面臨風險的
城市在貧困程度和政府效

27. 根據《特別報告》第4章，Handmer, J. et al, ‘Changes in Impacts of Climate Extremes: Human Systems and Ecosystems’及第6章，Lal, P. N. et al, ‘National
Systems for Managing the Risks from Climate Extremes and Disasters’。
28. 根據《特別報告》第4章，Handmer, J. et al, ‘Changes in Impacts of Climate Extremes: Human Systems and Ecosystems’。
29. 即使整年的降雨量足夠，關鍵時期的缺水仍然導致減產。比如，依賴雨澆而非灌溉的湄公河地區的水稻，因其經常暴露在旱災下而減產。
30. 根據《特別報告》第4章，Handmer, J. et al, ‘Changes in Impacts of Climate Extremes: Human Systems and Eco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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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相差甚遠。由於城市化

到2070年，暴露在沿海洪

露在風險中的人口數量，亞

和經濟增長速度過快，中
國、印度和泰國等國家，特

災中的人口數最多的城市
將是：孟買、加爾各答，達

洲情況突出。

別是高度城市化地區，被預

卡，廣州，胡志明市，上海，

計將越來越多的暴露在極

曼谷，仰光，海防。這些城

端氣候下。在孟加拉達卡
中部，充填佔用了自然水體

市中許多已經有大量的人
口和設施暴露在沿海洪災

和排水渠的地區，洪災風險

中。但是，由於移民搬遷的

隨之增加。而建造在排乾
濕地上的建築，將面臨地震

可能性不大，這些城市遭
受風險的適應能力被“鎖

後液化的新風險。

定”。下圖表示到2050年暴

圖6：到2050年遭受海平面上升威脅的人口（單位：百萬）31
到2050年遭受海平面
上升威脅的人口（單
位：百萬）
海平面上升0.5米
海平面上升
0.15米

歐洲
北美洲

現時遭受海平
面上升威脅的
人口

棒的高度代表遭受威
脅的人口數目

亞洲
非洲

南美洲
大洋洲

31. Handmer, J., Y. Honda, Z.W. Kundzewicz, N. Arnell, G. Benito, J. Hatfield, I.F. Mohamed, P. Peduzzi, S. Wu, B. Sherstyukov, K. Takahashi, 及 Z. Yan, 2012: Changes in impacts
of climate extremes: human systems and ecosystems. 於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ield, C.B., V. Barros,
T.F. Stocker, D. Qin, D.J. Dokken, K.L. Ebi, M.D. Mastrandrea, K.J. Mach, G.-K. Plattner, S.K. Allen, M. Tignor, 及 P.M. Midgley (eds.)]. IPCC工作小組I和II的特別報告。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NY, USA, 第231-290頁。

14

4. 管理極端氣候事件和災害
本部分闡述更好管理極端氣候和災害風險的各方面內容，具體論述關鍵信息第
6-10條.（見章節1.2）
管理不同尺度 / 層級的
風險32
由於越來越多的人和設施
暴露在極端氣候下，災害風
險將持續增加。增多的氣候
災害將放大窮國和富國之
間的風險不均。氣候變化
改變了一些區域部分氣候
災害的空間分布、強度和頻
度，威脅到超越窮國消納損
失和災 後恢復的能力。因
此，風險管理非常重要，本
部分將在地區、國家和國際
各層級上分別討論風險管
理。
各個層級均應加強風險管
理和氣候變化適應的聯繫，
並將其與地區、國家和國際
的發展政策措施相結合。
在短期內解決社會福利、
生活質量、基礎設施和民
生問題，並將災害應對納入
規劃和行動，對於長期的適
應極端氣候是有利的。在考
慮災害管理、氣候變化適應
和發展的關係時，時間因素
很重要。例如，在災害恢復

中，要求完成的速度常與成

以及重要的缺陷。社會組

少有紅樹林的區域的人口

果的可持續性相衝突。應對
和重建基金通常都有時間

織形態決定了選擇保護行

死亡率要小得多。

限制，要求從支付時點起12
個月或更短時間內完成。與
此同時，普遍缺少協調的多
部門運作機制，進一步加大
了執行難度。時間壓力和來
自不同機構之間的掣肘，常
常促使決策“集權化”，採
購和工程合同被分包給非
當地的機構。這樣的方式
雖然節約時間，卻欠缺了將
當地人民納入決策過程，
使其從中學習積累經驗的
機會，並且恢復重建可能與
當地文化和經濟發展缺少
契合度。戰略和政策在認識
到多重壓力、不同的優先級
值和競爭的政治目標後，往
往更為有效。

4.1 地區層面的災害風
險管理(DRM) 33
將當地知識和科技知識結
合對於減少災害風險和適
應是有利的，這種自發性的
知識能夠發現現有的能力

動的靈活性。重要的是要克
服當地的風險管理和國家
制度及法律政策規劃之間
的斷裂。例如，地區層面的
災害風險管理可以並且應
該通過環境規劃、城市土
地利用規劃、民生改善和醫
療衛生、供水、灌溉和排水
系統得到支持。

4.2 國家層面災害風險
管理(DRM)34
國家系統是一個國家應
對氣候挑戰的主導力量。
有效的國家系統包括各級
政 府、私 人部門、研 究機
構、公民社會組織— — 包
括以社 區為基 礎 的組 織
（CBOs），在應對風險中，

社會和 環 境 轉 型研 究 所
（ISET）在印度、尼泊爾和
巴基斯坦的一系列案例研

每個成員根據他們的職責
和能力發揮著不同但互補
的作用。應加大努力，解決

究表明：地區參與利大於
弊。他們發現，與需要資本
投資的堤壩設施策略相比，
成本更低的干預措施回報
率尤其穩定。例如，19 9 9
年印度奧裡薩邦經歷了一
場超級氣旋，波及409個村
莊，波及 範圍可以分為有
紅樹林和無紅樹林兩個區
域，結果顯示：雖然所有村
莊都得到了提前預警，在考
慮社會經濟差異在內，有紅
樹林的區域比沒有或者很

風險的潛在誘因，激發在減
少災害風險方面投資的政
治意願。未來的極端天氣
氣候對國家災害風險管理
提出了新的挑戰，因為它們
常常還不能應付目前的風
險。不過，目前將適應氣候
變化和災害風險管理措施
作為較長時期政策考慮的
優先事項，並取得顯著進步
的例子相對較少。

32. 根據《特別報告》第8章，O’Brien, K. et al, ‘Toward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Future’。
33. 根據《特別報告》第5章，Cutter, S. et al, ‘Managing the Risks from Climate Extremes at the Local Level’。
34. 根據《特別報告》第6章，Lal, P. N. et al, ‘National Systems for Managing the Risks from Climate Extremes and Dis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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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災害管理組織的例

善牲畜品質；3）加強獸醫

地區，氣候變化風險的高暴

的民間社團和社區組織，

子包括：中國國家減災委
員會、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

服務；4）推廣傳統放牧知
識和技術，及改善社區水平

露度尚未促使支持適應的
立法框架產生，只有斐濟、

有助於推動有關的政 策
和做 法，以減少災害風險

國家災害管理局、很多太

上的災害風險管理。專欄4

巴布亞新幾內亞和西薩摩

(DRR)。

平洋島嶼國家的國家災害
管理辦公室。蒙古《國家氣

顯示國家層面立法的重要
作用。

亞群島形成了國家氣候變
化監管框架。沒有國家層面

一些因素被認為有助於較

立法機構的支持和實施，實

好的管理災害風險，見下面
專欄5。

候風險管理戰略和行動方
案》（2009）旨在通過以下
措施在社區層面上減少風

在國家層面上，與適應有關
的法律是不全面的，一些國

現地區層面的減少災害風
險(DRR)和氣候變化適應

險、提升 氣候 適 應能力：

家缺乏利於協調的制度機

將是困難的。在一些高風險

1）改善水資源獲取；2）改

制和立法機構。在南太平洋

地區，國家平台上高速發展

專欄4：立法的作用—以印度尼西亞和中國為例

印度尼西亞：災害管理法 (24/2007)
2007年，印度尼西亞通過了災害管理法，它創建了災害風險管理和發展規劃之間的緊密聯繫。該立法進程被認為是成功的，源自於：
 強大的、可見的專業網絡—從以往災難中孕育的關係網意味著高度的信任，並願意在法律改革過程中統籌協調。政治資本、智力資
本以及印尼災害管理協會的領導力，對於說服立法者關於改革災害管理的重要性發揮了重要作用。


公民社會發起倡導—這點促使《災害管理法》將民間社團組織視為印尼實施災後風險管理的重要角色。



政治環境支持—2004年的南亞海嘯凸顯了印尼在災害風險管理方面的明顯不足，改革因此啓動。改革的方向受到了國際關注焦點
（通過“兵庫行動框架”HFA的減少災害風險(DRR)）的影響，從應急管理到減少災害風險(DRR)。



起草過程得到廣泛參與—新災害管理法徵詢了從工作者到公民社會團體的廣泛對象，卻並未耽誤改革進程。



“即使不完美，有甚於無”共識—不完美的法律可以通過其他規章來完善，並有助於保持關注。

中國的災害管理—整合和立法

中國政府的災害管理機構—國家綜合減災機構，是一個匯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綜合性機構，涵蓋備災、救災和恢復等不同階段。
中國在災害管理方面有超過30部法律規章。2007年通過的《突發事件應急法》，是統領災害應對行為的核心法律。它建立了包括三個
層級的突發事件應急系統：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公共事件能力，包括所有災害應對活動。


五個國家應對災害專題規劃（防災減災；洪澇和乾旱；地震；地質災害和森林大火）—針對大型災害應對類型的分工和安排。



15個中央政府部門的應急規劃，包括具體實施方案和執行規範。

專欄5：有助於災害風險管理的要素35



認識到風險是動態變化的，並將其納入政策措施主流。例如，2004年的亞洲海嘯改善了印尼災害風險管理的政策環境。



災害管理立法需規章明確，並得到執行。例如，孟加拉國正在制定政策，要求災後重建房屋必須符合“氣候防禦”標準。



災害風險管理通過各部門和各級組織協作，並由最高級別機構領導。中國政府的國家綜合減災體系將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聯
繫在一起，涵蓋備災、救災和恢復各階段。



將風險量化並納入國家預算。



決策需依靠各類工具和技術手段得到準確信息。如遙感在印度、中國和菲律賓的應用。



早期預警系統行之有效。例如，孟加拉國北部的早期預警系統改善了社區與外部組織的聯繫，並提高了他們在洪災中獲取資源的能
力。

35. 根據《特別報告》第8章，O’Brien, K. et al, ‘Toward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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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平台（DRH）37 — 一個

能力，或與其他空間服務提

將新型和傳統本土的災害
風險管理技術的網絡集合，

供商之間有合作。

也可以發揮有益的扶持作
用：

它促進了發展中國家和工

風險轉移（通常需要支付）

業化國家的聯繫。

和風險分擔（通常非正式
的、無需支付）機制也是災

國際融資機制—如最不發

一些亞洲國家同OECD國

害風險管理和適應的一項

達國家基金（LDC）、特別
氣候變化基金、氣候變化

家合作，發射了小型地球觀
測衛星，如DAICHI（高級

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一些
國際組織已經在幫助最面

多源信用基金（MDTF）、

地面觀測衛星）和WINDS

臨氣候風險的國家探索風

氣 候 投 資 基 金（C I F）下
的抵御氣候變化先鋒計劃

（寬波段交互式工程師測

險轉移的潛力，如通過提供

試和定義衛星）等包括可見
光和微波波段傳感器的衛

極端氣候保險。對於那些自
身不能提供多樣化的氣候

星。DAICHI在2006到2011

風險投資方式，特別是不希

年之間運行，對於觀測這個
期間的區域大災害做出了
重要貢獻。需要提到的是，

望依賴於短期的災後救助
的脆弱國家，國際風險轉
移和分擔機制為其國家和

一些特別暴露（在氣候風
險中）的發展中國家（如印
度、孟加拉國、中國、菲律

個人提供了一種機會。專欄
7展示了一些在亞洲的風險
轉移案例：

4.3 國際層面的風險
管理36
國際機 構在 風 險管理中

（PPCR）等機制—為發展
中國家提供了融資和資源，
支持其試驗和將氣候風險
管理和恢復機制納入發展
主流。儘管經費不足，這些
機制仍可以促使發展中國
家風險管理系統的升級和
轉型。在亞洲，國際機構還
支持了綜合減災實時信息

賓）或具有自身發達的遙感

專欄6：國際金融機構、捐助方和其他國際機構
在發展巨災風險融資機制中的作用

專欄7：一個風險轉移案例

應對地區風險：對印度農作物的指數型微型保險

國際組織在解決脆弱國家的巨災風險融資問題中可以發揮關鍵
催化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整合力量，協調行動


支持公共商品，發展風險市場基礎設施



提供技術支持，分享經驗



創造市場，如在銀行業



支持風險轉移，如通過微型保險

2003年，印度開創了一項全新的保險項目，應對安德拉邦的非灌
溉作物在種植關鍵時期的乾旱風險。這個項目由商業保險機構
通過微型貸款銀行向種植者提供。與傳統保險不同的是，指數
保險的理賠依據不是客戶的實際損失，而是一個物理或經濟變
量，在這個案例中是降雨量。這項保險機制最初是在世界銀行的
技術支持下建立的，現在，類似的機制已經覆蓋了印度一百萬以
上受到氣候變化威脅的農民。指數保險的優點是減少了事後索
賠的高額的交易成本，而這一點正是保險業在發展中國家發展
緩慢的原因。指數保險的缺點是基數風險，即變量與其導致的
損失之間的關係還不甚清晰。

36. 根據《特別報告》第7章，Burton, I. et al, ‘Managing the Risks: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Integration Across Scales’。
37. 瀏覽：http://drh.edm.bosai.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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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給亞洲決策者的建議

38

本節具體討論針對亞洲的政策建議。一系列極端氣候事件的影響隨著氣候變化日
益顯著，並將對災害及其風險管理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亞洲國家應對挑戰的能
力將取決於其國家風險管理系統的有效性，包括適應和減緩措施。有些國家欠缺
準備，需要重新評估其脆弱度和暴露度，並加大對風險管理的投資。為在變化的氣
候中有效的準備和應對災害影響，需在減少和轉移風險之間採取新的平衡措施。
5.1 與減緩溫室氣體排
放有關
為改善將來的適應和災害
風險管理，應當立即實施全
面的溫室氣體減排措施。
創建適應和減緩之間的協
作，能提高行動的成本效
益，並使其對包括潛在投資
機構的利益相關者更有吸
引力。一些行業的協作可能
性更大（如農業和林業，建
築和城市基礎設施），其他
行業則很有限（沿海系統、
能源和健康）。適應和減緩
之間的相互影響有兩種可
能：一是適應對減緩產生
影響：如流域規劃（包括水
電）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
響；二是減緩對適應能力產

生影響：如社區碳匯對生計
的影響。

適應。關於學習的研究強
調行動導向的問題解決方

這意味著必須承認並解決
利益衝突—無論是在政府

5.2 應對、適應和學習

式，通過實踐來學習以及具
體的學習週期。

部門之間、行業之間還是
政策領域之間，並意味著不
存在無需權衡決策的簡單

5.3 整合災害風險管
理、氣候變化適應和可
持續發展

的靈丹妙藥。減少、轉移和
應對當前災害的能力將可

39

一個社會對於災害的響應
和存活能力，取 決於能用
來應對的資源。對於預期
極端事件的適應有助於減
輕下次災難發生後的“應
對”壓力。適應側重於長期
和更持久的調整，如：更好
的雨水收集技術、改變作
物、建築選址離海岸更遠
或在更高的地勢。由於未
來氣候的不確定性，建議
採取“無悔”的適應戰略，
對於未來的預期氣候及其
影響將有淨效益。“學習”
是必不可少的風險管理和

可持續發展是在不損壞任
何一方的利益前提下，為實
現多重社會經濟和環境目
標尋找路徑。因此，適應、
災害風險管理和可持續發
展之間的關係是高度政治
性的。多目標的成功和解“
取決於釐清以下這些問題：
誰掌握控制權、誰設置議
程、誰分配資源、誰協調爭
議、誰制定遊戲規則”40。

以得到顯著加強。加強災害
風險管理和氣候變化適應
的聯繫將改善目前和將來
的風險管理，並加強適應過
程。災害風險管理和適應目
前都強調自下而上從底層
做起，以及更加全面綜合的
方式。加強災害風險管理和
適應的聯繫有利於未來的
可持續性和彈性。下面是一
個實踐案例。

38. 根據《特別報告》第6章，Lal, P. N. et al, ‘National Systems for Managing the Risks from Climate Extremes and Disasters’ 和第8章，O’Brien, K. et al,
‘Toward a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Future’。
39. 這些例子來自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第18章，WGII
40. Willbanks, 1994: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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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整合氣候變化下的適應和災害風險管理措施41

風險接受
閥值
降低風險
降低脆弱度
 減少貧困
 改善健康情況
 加強獲取服務和生
產設施的能力
 生計多樣化
 增強對政策決定
的影響
 提升社區安全

管理剩餘風險和不確定性

減輕危險和暴露度

風險池、風險轉移和
風險分擔

 風險管理進入發
展主流

 互惠基金和儲備
基金

 預警和通信

 決策的靈活性

 疏散規劃

 自適應學習和管理

 建築規範和改造

 金融保險

 人道主義救災物資

 完善知識和技能

 防禦設施和環境
緩衝帶

 社會關係網和社會
資本

 災害民生支持和
恢復

 隨著時間推移的系
統轉型

 土地利用規劃

 其他形式的風險
轉移

 流域及其他生態系
統管理

有效的備災和救災

提高應對“意外”
事件的能力

 促使個人參與減輕
暴露度行動的激勵
機制

儘管實現這一目標沒有單一
的方法、路徑和框架，一些
重要的因素已得到明確，包
括減少暴露度和脆弱度、
轉移風險，分擔風險，以及
做好充分的備災、救災和恢
復。這些用圖7表示。

專欄8：整合災害風險管理、氣候適應和彈性構建的八個關鍵因素

1) 整合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的能力
2) 在多重災害和壓力下整合不同風險表達的意願
3) 在其他社會和經濟政策中納入災害風險管理和氣候變化適應
4) 創新、反思和變革的領導人（各個層級的）
5) 自適應、反應靈敏和負責任的治理
6) 不同地區和行業部門對靈活、創新和學習的支持
7) 能夠識別和解決脆弱性的根本原因

專欄8著重顯示成功實施
災害風險管理、氣候適應和
彈性建構的一系列關鍵因
素。

8) 管理風險和不確定性的長期意願，鼓勵基於風險的考量

41. Lal, P.N., T. Mitchell, P. Aldunce, H. Auld, R. Mechler, A. Miyan, L.E. Romano, 及 S. Zakaria, 2012: National systems for managing the risks from climate extremes and disasters. 於
Managing the Risks of Extreme Events and Disasters to Advanc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Field, C.B., V. Barros, T.F. Stocker, D. Qin, D.J. Dokken, K.L. Ebi, M.D. Mastrandrea,
K.J. Mach, G.-K. Plattner, S.K. Allen, M. Tignor, and P.M. Midgley (eds.)]. IPCC工作小組I和II的特別報告。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NY, USA, 第
339-3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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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建立長期彈性：從
漸進到變革42
如果未來幾十年極端天氣
氣候事件顯著增加，氣候變
化適應和減災管理將不僅
需要漸進式的改變（在現有

革的動力，為其他人的跟隨

然技術對於應對氣候變化

提供了方向和激勵源泉。比
如，一些私人機構通過主席

很重要，也不應單純關注技
術，解決社會脆弱性對於提

或者首席執行官級別的領

升應對能力也很關鍵。

導者在組織內部進行了變
革，證明瞭這一點。

變革可能會帶來陌生感，

技術和治理系統上的小改

打破原有平衡，具有不 確

變），還需要過程和機構的
變革式的改變（全新的大

識別災害和脆弱度的誘因，
驅動所有利益相關者參與

定性。但不論喜歡與否，由
於全球化、社會和技術的發

系統，新的思考方式）。應

行動是關鍵。本地知識和科

展，以及環境變化，變革正

從關注事件本身轉移到關
注整個文化和整體方法的

學知識結合有利於風險的

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

識別和管理規劃。在綜合
風險決策中更多的運用當

度進行著。氣候變化本身
就代表一種系統尺度的變

地知識和當地能力，能促使

革，對於生態系統和社會有

問責的加強。各級政府和
部門應加強協作和問責。

著廣泛的影響，當然也包括
極端氣候事件帶來的的變
化。

改變，下面分領域詳述：
合作：最成功的災害風險管
理和適應行動都源自於充
分促使了當地領導和其他
利益相關者、包括其他地方
政府的合作。這使得當地
的能力和訴求得到體現，同
時也承認當地政府和社區
具有有限的資源和戰略範
圍，解決他們自身的風險潛
在誘因。
領導力：對於災害風險管理
和氣候變化適應很關鍵，
特別是在項目啓動和確保
持續階段。領袖們（包括那
些抵制變化的）的行動及其
與組織、機構體系的互動塑
造了變革過程。領導力是變

國際機 構：通過提供一個
制度框架來提供幫助，包
括支持實驗、創新和靈活

應對氣候變化和災害風險
的改善方式可以是漸進的，

性，資助風險轉移和適應基
金。

也可以是變革的。變革呼喚
領袖，既需要擁有地位和權

技術：是應對極端氣候的重
要條件，因為技術路線的選

力的官方領導人，也需要兼
顧當前行動和未來可持續
發展的個人和組織領袖。

更多信息參見
《 決 策 者 摘 要 》，《 特 別
報 告 》全 文，案 例 表 和 視
頻在網址上：ht tp://c dkn.
o r g / 2 011/11/ ip c c - s r ex /
其他推薦鏈接，包括視頻和
閱讀資料 參見CDKN網站:
www.cdkn.org/srex

擇和利用常常是問題的一
部分。比如，技術能在災害
風險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的一個例子是早期預警系
統，特別是在“硬技術”
（工
程學）和“軟技術”
（社會和
管理科學）方面。不過，雖

42. 根據《特別報告》第5章，Cutter, S. et al, ‘Managing the Risks from Climate Extremes at the Local Level’、 第6 章，Lal, P. N. et al, ‘National Systems for
Managing the Risks from Climate Extremes and Disasters’及第7章，Burton, I. et al, ‘Managing the Risks: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Integration Across Sc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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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告》術語表
本文用到的在《特
別報告》中定義的
核心概念有：
氣候 變化：氣候狀態的變
化，而這種變化可以通過其
特徵的平均值和/或變率的
變化予與判別（如通過運用
統計檢驗），這種變化還將
持續一段時間，通常為幾十
年或更長的時間。氣候變化
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內部過
程或外部強迫，或者是由於
大氣成分和土地利用中持
續的人為變化。
極端氣候（極端天氣氣候事
件）：天氣或氣候的狀態高
於（或低於）以往觀測到的
變量值上限（或下限）閾值
附近的一個臨界值。簡而言

之，極端天氣和極端氣候都

發生災害（由於危險的物理

適應：在自然或人類系統，

被稱為極端事件。完整定義
參見《特別報告》3.1.2章節

因素和脆弱的社會條件相
互作用而造成的正常社會

由於實際或預期的氣候及
其影響而做出調整，以求趨

暴露度：受到不利影響的

或社區的嚴重改變，導致對

利避害；人為干預可能有助

人群、生計、環境服務和資
源、基礎設施以及經濟、社

人員、物資、經濟和環境的
廣泛的不利影響，並需要可

於調整預期氣候。

會、文化等各類設施。

能包括外力支援的應急措

韌性/彈力：系統及其組成

脆弱度：受到不利影響的傾

施，以滿足人員基本需求）
的可能性。

部分預測、吸收、消納或從
災害事件的影響中及時有

向。

效的恢復的能力，包括其關
災害風險管理：以提升人的

鍵基本結構和功能的保護、

災害：由於危險的物理因素
和脆弱的社會條件相互作

安全、福祉、生活質量、彈
性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通

恢復和改善。

用，導致一個社區或社會的

過設計、實施和評估各項

轉型：系統（包括價值體系；

正常功能被嚴重改變，涉及
廣泛的人員、物資、經濟或
環境的不利影響，並需要採

戰略、政策和措施，以增加
對災害風險的瞭解，促使災
害風險的減少和轉移，並不

監管、立法和行政制度；金
融機構；技術或生物系統）
基本屬性的改變。

取可能包括外力支援的應急
措施，以滿足受到影響的社
區或社會人員的基本需求。

斷改進備災、救災和恢復實
踐。

災害風險：在特定時間段內

IPCC不確定性指南
本文使用的可信度標準來自“IPCC不確定性指南”
：

本文使用的定義“發生概率”的術語：

可信度

符合事實的可信程度

可能性

發生概率

很高可信度

高於90%

幾乎可以肯定

> 99% 可能性

高可信度

約80%

非常可能

> 95% 可能性

中可信度

約50%

很可能

> 90% 可能性

低可信度

約20%

可能

> 66% 可能性

很低可信度

低於10%

更有可能發生

> 50% 可能性

介於可能與不可能之間

33-66% 可能性

不可能

< 33% 可能性

很不可能

< 10% 可能性

極不可能

< 5% 可能性

除非特殊情況下不可能

< 1% 可能性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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