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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徵求公告說明

貳、計畫内容說明

內容



壹、徵求公告說明



 氣候變遷已為地球永續發展帶來具體之衝擊與威脅，2019 年有153 個國家、超過11,000 名
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簽署，呼籲重視氣候變遷帶來的氣候緊急狀態，同年牛津詞典新增詞彙：
climate emergency ，以代表氣候緊急狀態為當今各國須正視之重要課題。2020 年12 月為
巴黎氣候協定簽訂5週年，聯合國透過視訊高峰會議呼籲各國宣布氣候緊急狀態，以加強回
應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

 面對氣候緊急之威脅且為達2030臺灣創新永續與包容的目標，

-必須深耕氣候科學基礎研究、建構國際級氣候模擬能力及建置本土變遷推估資料、
-以全方位氣候變遷調適服務平台為基礎，強化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經濟之跨領域結合，
進行受衝擊部門與跨議題之縱向與橫向鍊結，

-以科學基礎支撐各部門及中央與地方跨層級部會協助地方政府建構緊急氣候狀態下氣候調
適能力及韌性社會，

 科技部提出「建構面對氣候緊急狀態下之韌性臺灣計畫-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
能力建構」4年期中程綱要計畫。

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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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三：回應社會永續需求

主軸二：深耕氣候科學服務

主軸一：完備氣候科學基礎

4. 氣候變遷
對臺灣
坡地

生態環境
及社會影響
之研究

5. 因應氣候
變遷下
都市空間
結構之調適
策略研究

6. 極端災害下之

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

能力建構

3. 建置氣候變
遷調適跨領域

研究與
整合服務平台

1.推動氣候科學模擬
與應用研究

2.強化地球系統變遷
之觀(監)測能量

科學數據與分析

資料、圖資、知識、方法、工具

科研成果落實地方運作

國土計畫 韌性農業水與能源

綠色金融 調適教育公衛健康

深化應用
成果整合

資料加值
科學轉譯

深化氣變科研
氣候服務需求

調適規劃與治
理之政策需求

建構面對氣候緊急狀態下之韌性臺灣中綱計畫



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能力建構

落實行政院專諮會韌性城市政策建言

• 因應極端災害的縣市轄區脆弱性
• 依據地方特性研擬韌性防災策略

採用氣候變遷推估之災害情境
• 轉化水、旱和坡災等氣變危害情境
• 配合地方特性建立極端災害情境

因應災害防救基本計畫、縣市國土計畫、氣候因應法增訂調適專章，
強化地方韌性防災與調適政策規劃能量

導入一地方一學研協助地方政府
• 延續中央及地方的防災連結合作
• 協助韌性防災操作及深化防災科研

全方位災害防救資訊蒐
整與研判技術提升旗艦

計畫 (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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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

2021年4月3公告核定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建構面對氣候緊急
狀態下之韌性台灣」

2026年執行結束

五年後(2026年)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通盤檢討



計畫概述

 本次徵求「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計畫為在此架構下之分項計畫，主
要是
-考量氣候緊急威脅，規劃推動經由整合災害風險減輕(Disaster Risk Reduction, 
DRR) 的管理風險增強回復力和氣候變遷調適(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CCA) 
的減少氣候改變負面衝擊的概念，

-持續情資同步共享及深化地方災防科研，
-增加氣候變遷危害情境，運用韌性城市操作，分析現況及未來災害風險下的防災
調適策略作為，以因應現階段氣候緊急下極端災害威脅。

 本徵求計畫分為中央計畫與地方計畫，透過中央計畫與地方計畫的共同合作，
-地方計畫蒐整地方之細緻化與在地化資料、災害特性調查等防災準備情資；
-中央計畫協助地方計畫引用科技部面對氣候緊急狀態下之韌性臺灣的區域性極端
災害情境與圖資

-落實第九屆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市」政策建議
操作方式；建構地方在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等流程下



防災與氣候變遷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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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新增或減少現存災害風險
為目標，並管理殘留風險，進而
增強回復力並邁向永續發展

災害風險降低 氣候變遷調適

於人類系統中，調整實際或預期之氣
候改變所造成影響的過程，以減少負
面衝擊並發掘機會

—聯合國減少災害風險辦公室
UNDRR 官方網站 (2020)

— 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
IPCC 1.5°C 特別報告 (2018)

Disaster Risk Reduction(DR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CCA)
First line defense for CC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一、申請相關條件及說明

1. 本計畫執行全程為4年，期限自111年06月01日起至115年05月31日，請以單
一整合型計畫(4年期)提出申請。

2. 經核定補助之計畫，列入本部計畫件數計算，該計畫主持人須符合本部執行
計畫件數之限制。

3. 除情形特殊者外，不得於執行期間申請註銷計畫。



二、申請機構與計畫主持人(申請人)資格

1. 申請機構：
(1) 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機構。
(2) 有從事防災相關研究人員，能提出配合方案(含人事、空間、設備)及與地

方政府長期合作者。

2.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資格：
符合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

3. 可視計畫需要，邀請其他本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機構且符合本部計畫主持人
資格研究人員，擔任共同主持人；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合計以5人為限。



1.本計畫自公告日起即接受申請，申請相關事宜爰依本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計畫書撰寫時，請採用本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格式；線上申請時，請選擇
「專題類-隨到隨審計畫」；計畫類別請點選「一般策略專案計畫」；研究型
別請點選「整合型計畫」；計畫歸屬請點選「自然司」，學門代碼請點選
M1799：災防其他。

3. 申請人於需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以線上申請研提正式計畫申請
書，申請機構須線上彙整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並於111 年4月11日(星期一)
前備函送達本部(以發函日期為準)，逾期恕不予受理。

三、計畫申請程序-1



4. 本計畫分為中央計畫與地方計畫，

-中央計畫計畫書名稱為「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中央計畫」，

-地方計畫書之名稱為「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OO縣/市」（OO
為縣市名稱）。

5. 每份地方計畫書請以單一地方政府為對象（本計畫所稱之地方政府，係依地
方制度法第3條所定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分別為臺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6直轄市；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澎湖縣、金門縣、連
江縣等13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等3市）。

三、計畫申請程序-2



本計畫分為中央計畫與地方計畫，中央計畫執行團隊

• 除需研究如何橋接中綱計畫其他分項計畫之資料庫、開發模式、研究成果
等至地方團隊，

• 協助地方計畫團隊進行橫向整合，

• 若部分地方計畫欠缺計畫團隊執行，須協助無學研團隊協助之地方政府進
行當年度之預定工作項目，請申請團隊將此列入考量並依實際所需編列經
費；

每一地方計畫之經費編列以新臺幣200萬元為上限。

四、計畫書內容-1



計畫書本文（CM03表）內容應包括徵求課題(詳見附件)所列之研究項目與以下
各項，並以20頁為上限：
1. 計畫團隊執行此項計畫之優勢條件。
2. 達成本計畫任務之具體構想及步驟。
3. 申請團隊對協助地方政府、其他公私部門與民眾參與防災之經驗與規劃(包含
工作坊、系統平台、資料庫、研究參與者資料之具體管理、使用與保護之法
規命令)。

4. 執行計畫之各年度進度規劃、年度工作項目與預期效益。
5. 如為地方計畫，請檢附地方政府同意書方可獲得同意補助（格式與形式不拘，
該文件需取得地方縣市政府局處層級（含）以上之用印，如於計畫申請時尚
未取得，可於計畫審查期間後補，於111年5月1日前補送至本部。）。

四、計畫書內容-2



1. 依本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方式辦理書面與簡報會議審查（簡報審查會議時間
另行通知），審查重點如下：

(1)計畫撰寫內容是否符合徵求目標。
(2)計畫書的完整性（含研究目的、各項工作與時程規劃、預期成果等項目，並請於計畫書
中詳細說明子項工作的執行步驟、各子項工作間之相關性與必要性等），與計畫內容可
行性、整合性與後續應用性。

(3)申請學研團隊與地方政府合作協議文件(例如：簽訂合作意向書、同意書或是合作協議書
等可資證明如計畫獲得本部補助後可實質合作之文件)。

(4)申請學研團隊協助地方政府進行災時情資研判與加值回饋地區災害特性情資至中央災害
應變中心決策系統之方式。

(5)申請學研團隊藉由公、私部門合作的韌性防災操作方式，建構與提升地方在極端災害下
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能量。

(6)申請機構內部資源對於本計畫之支援。

2. 本計畫為專案計畫，恕不接受申覆。

五、審查方式



1. 本計畫以分年核定多年期方式核定與執行。

2.計畫書經審查後如有合併執行之決議，該計畫經併案與被併案主持人雙方同
意後，得併入其他計畫執行；併入其他計畫執行之計畫主持人得依審議結果
建議核予主持人費。

3.本計畫於111-114各年度進行至少2次專家學者委員會考評，111-113各年度
之最後一次考評結果做為次一年度是否繼續補助與經費之參考。

4.如未依規定繳交報告或執行成效未如預期且計畫主持人未盡力改善時，本部
得調減次年度經費或終止執行該計畫。

5.各年度所需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分刪減，本部得依審議情形調
整補助經費。

六、計畫核定與考評



1.獲補助之計畫，本部得視需要進行定期執行進度及成果管控、舉辦研討會及座
談會，計畫主持人應接受相關管考需要填具資料，或提供、發表及展示相關
研究成果。

2.本計畫執行後，相關之簽約、撥款、延期與變更、經費報銷及報告繳交等，皆
依本公告發佈前之本部最新版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相關規
定辦理。

3.獲補助計畫所蒐集資料、模式與可應用落實之成果，在計畫結束後，將視需要
對外公開。

4.計畫成果發表除須註明本部補助外，亦請註明本計畫名稱或計畫編號。
5.本公告未盡事宜，應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經費處理原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6.本計畫將於111年3月11日(星期五)舉辦線上徵求說明會，歡迎踴躍參與，說
明訊息與報名詳情請留意本部「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推展中心」官方網頁
（網址：https://spec.ntu.edu.tw/）

七、其他事項



1. 有關電腦操作問題，請於上班時間洽本部資訊系統服務專線，
電話： 0800-212-058，(02)2737-7592

2. 其他事項如有疑義，請洽本部自然司廖宏儒副研究員，

電話：(02)2737-7234

八、本案聯絡人



貳、計畫内容說明



課題說明-1

 氣候變遷產生之災害與調適議題是中央與地方共同積極面對與研議，

-應透過區域化共同對於氣候變遷危害情境的在地化議題，

-讓各地方政府依情境運用，持續情資同步共享及深化地方災防科研外，

-應研究並提出各面向防災操作擬定相關改善策略，使學理評估與實務整合，

-協助地方政府進行防災準備情資及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



課題說明-2

 欲申請之研究團隊所提之計畫書需包含（但不限）「在地災害潛勢研判」、「在地
情資數據掌控」、「在地災害風險應用」等研究項目。各項目說明如下：
(一)在地災害潛勢研判：搭配盤點與建置地方之細緻化與在地化資料，進行韌性防災資料

調查(包括地方韌性防災、地方韌性設施、地方危害容受)、韌性
防災與調適能力資料庫(韌性防災會議資料、討論內容及結論)等，
以提供地方完善的防災準備資訊。

(二)在地情資數據掌控：配合地方災害特性、韌性防災調適流程的災害變化和風險分析，
以共同資訊平台進行韌性防災功能擴充(包括韌性防災主題圖頁籤、
調適策略兵棋台)、災害情資與輿情掌控(包括災害事件資訊傳遞
紀事、災害故事地圖)，提供歷史災害資料、防災情資研判與加值
回饋，降低災害衝擊。

(三)在地災害風險應用：藉由協助地方防災經驗與防災科研應用，運用危害情境模擬工具、
氣候變遷風險應用等方式進行極端災害情境設定，配合第(一)、
(二)項研究項目成果進行防災科研落實應用、回饋使用情況及規
劃建構地方在極端災害下之韌性城鄉與防災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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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地災害潛勢研判

•韌性防災資料調查
•韌性防災與調適能力資料庫

二、在地情資數據掌控

•韌性防災功能擴充
•災害情資與輿情掌控

三、在地災害風險應用

•危害情境模擬工具
•氣候變遷風險應用
•極端災害情境設定
•防災科研落實應用
•韌性城鄉調適研擬

課題說明-3 (Illustrative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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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說明-4 (Illustrative Example)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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