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氣候變遷下公共衛生體系的因應及調適

191

全球氣候變遷下公共衛生體系的因應及調適

王根樹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摘要

過去一百多年來全球氣溫上升引起海平面上升及高山積雪融化的現

象，已被廣泛接受是因為氣候暖化所導致的結果，氣候暖化也導致地區性

降雨量強度及降雨頻率變化以及極端氣候事件的增加。氣候暖化也會影響

人類健康，而且對不同區域或族群健康的影響也有所不同。氣候暖化對人

類健康的衝擊包括：(1)對健康的直接影響，通常是熱浪及寒流等極端氣候

引起；以及(2)因為氣候暖化所引起環境生態系統的變化，進而間接影響人

類健康。氣候暖化對健康的影響也會引發後續區域性經濟狀況及環境品質

衰退的社會問題。針對極端氣候事件對人類健康的威脅，公共衛生部門可

採取的策略包括：(1)加強跨部會合作，分享資訊並建立應變及預防措施，

強化不同部會間的資訊交流及合作，對極端氣候事件建立預警機制；(2)公

共衛生體系包括醫院、臨床及護理照護系統應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準備

良好的醫療照護系統，同時教育一般大眾如何預防極端氣候事件可能引起

之健康問題。為使氣候暖化調適及相關因應策略之訂定具有效性，政府部

門應建置特定的公共衛生核心權責單位並加強其執行力，同時應加強環

境、衛生與氣候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聯繫與合作，整合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以供決策者在面對氣候變遷的威脅時能具備溝通與執行的能力，確保能實

現計劃目標。

關鍵詞：氣候變遷、健康效應、極端氣候事件、心血管疾病、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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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全球氣候系統的穩定對維持整個地球生態系中各種生物族群平衡

穩定扮演重要的功能，整體地球生態系的生物多樣性、各種族群數量以

及生態系統運作都與氣候系統的穩定息息相關。傳統的環境衛生議題多

專注於地區性的個人衛生、化學性污染物質暴露或來自微生物感染所引

起的健康風險。自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人類活動對環境生態的影響日

益加劇，人類才開始關注自工業革命以來各種人為活動對於地球的地理

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危害。在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環境衛生的課

題也從以往著重於住家汙染、室內空氣品質、廢棄物處理、地區性空氣

汙染等議題逐步擴展到氣候變遷對於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特別是對於人

類健康潛在危害的議題 (McMichael, 2003)。

二、氣候變遷對人體健康的潛在影響

過去一百多年來，全球氣溫上升、海平面上升、兩極冰帽及高山

積雪融化的現象已被廣泛接受是因為溫室氣體排放未能有效控制導致長

期氣候變化的結果，而這種現象在過去20~30年間更為明顯。氣候暖化

所導致氣候變化的現象還包括地區性降雨量強度及降雨頻率變化以及

極端氣候事件的增加，例如乾旱、暴雨、熱浪、寒流和颱風數量的變

化。根據歷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趨勢，政府間氣候變遷專家小

組 (IPCC)預測21世紀末全球平均增溫幅度可達到1.8-4.0℃。氣溫上升

的結果導致氣候異常的現象，除了極端氣候（包括暴雨及乾旱）發生頻

率增加外，也會影響水文循環，造成地形地貌的改變及水資源供應系統

的變化，導致生態環境的急遽變化並影響農業生產，進而直接或間接影

響人類健康。統計資料顯示極端氣候發生的次數由1950-1960年間的13

次增加到1990-1998年間的72次(Denman et al., 2007)。有關氣候暖化

對人類生活環境的潛在影響已有相當多的研究及報告，關於未來氣候變

化及其對糧食生產及人類健康的影響也有許多研究報告可供參考。IPCC

自1991年至2001年間三次評估報告，分別針對氣候變化及生物多樣性與

人類健康的關係、環境因子變化對人類健康的潛在風險、已觀察到的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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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遷對民眾健康影響加以說明，2007年第四次評估報告則進一步具體

強調全球氣候暖化的事實，並說明不同環境變化狀態下對民眾健康的影

響。在制訂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策略之前，應先了解區域氣候改變、影

響途徑與健康效應間的關係：

IPCC在2013年發布的第五次評估報告彙整全球與區域性氣候變遷

相關研究，其中關於未來二氧化碳濃度可能變化的評估結果顯示2100

年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極可能大幅增加至421~936 ppm之程度(MOST, 

2015)。在二氧化碳濃度大幅增加的情境下，除了極端氣溫(熱浪及寒流

)頻率發生變化，更可以確認未來氣候暖化對於人類健康的威脅更不可

忽視。極了極端氣候變化外，氣候暖化對於水資源的影響也顯示當氣溫

持續上升時下列現象可能發生(USEPA,2015)︰

1.降雨的頻率和強度將改變，

2.部分區域會有更多的年降雨量，

3.高強度的降雨事件將更為頻繁，

4.蒸發和蒸發散 (evapotranspiration)速率將增加。

降雨量及降雨頻率的變化已經導致某些地區的沙漠化或洪水頻率

增加的問題。此外，一些地區降雨量的增加也導致水媒性疾病(例如登

圖1 氣候改變、影響途徑與健康效應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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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熱)盛行率的增加及分布區域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對生態系統、生物

多樣性和人體健康產生影響。

根據臺灣地區六個具一百年以上完整觀測記錄的氣象測站資料，

統計結果顯示臺灣年平均氣溫在1911年至2009年期間上升了1.4℃，增

溫速率大約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而近30年(1980~2009)每10年氣溫

上升幅度更達0.29℃(如圖2)，增溫速率幾乎是過去一百年平均值的兩

倍（許晃雄等,2012），這也顯示未來氣候暖化對我國的影響更不能忽

視。

在溫室氣體排放未能有效控制的情況下氣候暖化的問題將持續惡

化，即使在最樂觀的模式下，IPCC預估全球平均氣溫在21世紀結束時仍

將上升。模擬結果也顯示地表溫度上升在高緯度地區將更為顯著，對地

面的影響將大於對海面的影響，對於每日最低夜間氣溫的影響也會高於

對每日最高氣溫的影響。

氣候暖化的結果不僅影響居住環境，也會影響到人類健康。因為

環境生態特性、地理地形差異以及不同區域居民對氣候暖化影響脆弱性

的不同，氣候暖化對不同族群健康的影響也會有所不同。廣泛來說，氣

圖2 台灣年平均溫度之時間序列與變化趨勢                  (許晃雄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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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暖化對人類健康影響的途徑衝擊可區隔成三個部分(WHO,2003)，如圖

3所示：

1.對健康的直接衝擊，通常是熱浪及寒流等極端氣候所引起。

2.氣候改變引起環境、生態系統的變化，進而影響人類健康。

3.氣候暖化間接引發有害健康的狀況，如傳染病、營養不良、心

理負擔等問題，致使經濟狀況及環境品質衰退。

三、氣候變遷對健康的直接衝擊

在平均氣溫上升的情形下，氣候暖化對人體健康會有直接的影

響。一般而言平均溫度緩慢上升對人體健康不致有明顯地影響，但在平

均氣溫增加的情況下，可預期在夏季將導致極端熱浪頻率的增加，同時

也伴隨著冬天極端寒流頻率的改變。IPCC即預期在全球氣候暖化狀況

下，極端氣候事件之發生將會變得更為頻繁，而這些事件常常會對貧窮

國家造成重大衝擊。極端氣候主要有兩方面：

1.單純溫度之變化，例如極高溫或極低溫事件，熱浪、寒流之來

襲。

圖3 氣候變遷影響人類健康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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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伴隨極端氣候引起之複合性事件，例如水災、乾旱、颶風之發

生。

一般而言，居住區域氣候特性的差異對於該地居民受氣候暖化影

響的效應會有所不同。生活在炎熱地區的居民對於寒冷氣溫的感受度較

高，而生活在寒冷地區的居民則較易感受到溫暖氣候影響。在極端熱浪

發生頻率增加的情形下，必須針對一些對極端高溫較敏感的族群特別注

意其健康情形，這些族群包括有心血管或呼吸道疾病（如哮喘）、老年

人、嬰幼兒、以及一些低收入弱勢民眾。此外，熱浪強度和頻率的增加

一般也伴隨高濕度和都會地區空氣污染加劇的情況，特別是都會地區大

氣中臭氧濃度的上升，對於民眾健康的威脅更為顯著。熱浪對中、高緯

度城市的影響特別明顯，而居住在缺乏空調設備的建築內的弱勢居民受

到的影響也會高於有家中空調設備的居民 (McMichael,2006)。

建築物如果無法提供足夠的保護時，在寒流來襲時常導致弱勢族

群較預期為高的冬季死亡率，而夏天熱浪期間老年人的死亡率也較高。

這種現象是因為老年人體溫調節的能力較弱的結果；同理，兒童、職業

常暴露到熱危害的人員、以及患有其他疾病的族群對熱浪的感受性更

強，也更容易受到熱浪影響。由於熱浪來襲而死亡者常患有心血管疾

病，例如心臟病或中風、或慢性呼吸道疾病。過去數十年來人們為防範

小偷、室外噪音與空氣污染而關閉窗戶，相對降低通風量，尤其在夜晚

通風不足的情況更為明顯，再加上遮陰設備不良的家庭，兩者都可能導

致較高的死亡率。天氣變化與高度空氣污染對死亡率也有相當的影響，

例如2003年熱浪期間歐洲許多區域對流層中臭氧濃度也上升，間接造成

因空污而死亡的死亡率增加；但亦有證據顯示，若能加強或落實早期預

警系統、保健預防系統與城市規劃，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的發生（WHO, 

2005）。

颱風、洪水、乾旱等極端氣候事件頻率的增加也會以不同的方式

危害人類的健康。例如極端氣候頻率的增加可能直接造成生命的損失和

人員的傷害。除了極端氣候直接導致的人員傷亡外，包括人口遷移、水

源污染、糧食生產損失導致飢餓和營養不良、傳染病流行增加等因素也

會間接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極端氣候強度和頻率的改變也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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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暴露到環境中的化學或生物性危害因子而影響到健康。包括熱浪、

寒流、洪水和乾旱等氣候都可能導致生活環境的急遽變化，空氣污染物

和空氣過敏原，如孢子和黴菌的數量，都會因為極端氣候事件的強度和

頻率的增加而改變，導致人體無法適應這種變化而引發疾病盛行。因為

極端氣候事件而導致人類健康受到危害的現象通常在極端氣候事件過程

中或結束後不久出現。例如在暴雨或洪水過後，常會發生水媒病疫情爆

發或營養不良的現象。因為暴雨和洪水常會將人類產生的廢污和動物的

糞尿帶進入下水道和不良的飲用水供應系統，因而增加水媒疾病的疫

情。世界衛生組織即估計在2000年時氣候暖變化增加了腸胃道疾、瘧

疾、洪水導致的致命意外傷害、營養不良等疾病或危害的發生，增加

154,000人死亡以及550萬失能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的損失，而這些現象多發生在較貧窮的低收入國家。雖然

暴雨和洪水會對人類健康產生巨大的影響，但乾旱所導致全球性的災害

影響卻可能更大，原因是區域性乾旱所導致飢荒的問題常很嚴重(CAN, 

2008)。

臺灣屬於高災害風險區域，且容易同時受到多種災害的影響。近

年災害統計分析也顯示臺灣的災害次數增加且災害特性有所改變，多屬

水土複合型災害，影響程度也加劇。儘管前述極端氣候增加是否導因氣

候暖化的影響尚無法論定，但氣候急遽變化的趨勢對我國災害風險的威

脅必須加以注意。

我國一個關於空氣污染及氣溫變化對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死亡影

響相關性的研究顯示，在未校正其他風險因子的影響時，心血管疾病死

亡人數最低是在20-24℃的常溫，而氣溫下降或上升都會導致死亡人數

提升，並且＜15℃的氣溫比30℃以上的死亡相關性較強。而呼吸道死亡

與氣溫的相關性也有相同的趨勢，但死亡數較低，主因應與心血管疾病

盛行率高於呼吸道疾病有關。經過校正其他影響因子之後，心血管疾病

死亡最低之氣溫是25-29℃，而呼吸道疾病則為30度以上。研究結果顯

示台灣居民較不能適應15℃以下的氣溫，並且經濟弱勢族群的相對危險

較高，顯示氣候變化對弱勢族群的影響較大，是必須加以注意的議題

（黃鈴雅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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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極端氣候事件對人類健康的威脅，在公共衛生預防策略可考

慮下列作法(WHO,2005)：

1. 建立早期預警系統

特別強調跨部會/局處的合作，分享資訊及公衛體系應變及預防措

施，針對城市管理、公共衛生、社會福利、緊急醫療服務體系間的資訊

進行交流及合作，針對極端氣候事件建立預警機制。

2. 公共衛生系統的防備與應變措施

在預測將有極端氣候事件發生時，醫院、臨床及護理照護系統應

建立良好的溝通，同時也應擬定相關的緊急應變計劃，一方面指導相關

醫護人員辨認極端氣候所可能引起的不適症狀與問題，事前準備良好的

醫療照護系統，另一方面也教育一般大眾如何預防極端氣候事件可能引

起健康問題。

3. 都市計劃與住宅的裝修改良，特別針對弱勢族群的居家環境及

設施，改善其對於極端氣候事件(包括熱浪及寒流)的防禦能力，以降低

極端氣候事件的影響。

四、氣候變遷對健康的間接衝擊

因為氣候暖化的過程會影響到環境及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這

種不穩定也會間接影響到人類的健康，最主要的影響來自環境變化衍生

的感染性疾病的盛行，例如透過水、食物和病媒所傳播的疾病，以及因

為環境不穩定導致區域糧食生產不足所衍生的營養不良問題，都會間接

影響到人類健康。最顯著的是在溫帶地區透過蚊子及其他昆蟲所傳播的

疾病，包括瘧疾、登革熱、黃熱病和日本腦炎(萬國華等, 2000)。

傳染病的傳播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社會、經濟、氣候、生

態條件以及人體的免疫狀態都會影響到疾病的傳播。氣溫上升對許多傳

染性疾病的病原生長特性都會產生影響，主要包括影響病媒蚊的生命週

期及生長分布，此外，沙門氏菌和霍亂菌等致病微生物在較高的溫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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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殖會更迅速。在一些低溫、降雨少、病媒體數量較少的區域，氣候暖

化可能會打破地區性的生態平衡，導致病媒傳播疾病能力增加而引發地

區性傳染病的流行。

大氣溫度上升將導致一些病媒數量的增加及分佈區域的改變，包

括瘧疾和登革熱病媒蚊都有這種現象；溫度的改變也會影響病媒的生命

週期。這種變化會增加許多傳染性疾病的傳播機會，例如透過蚊子傳染

的瘧疾、登革熱等病例都可能在氣候暖化的情境下增加。許多蟲媒傳染

病發生的地理分布和傳播的季節性變化也會因為氣溫升高以及降雨量和

氣候的變化而改變。大多數的變化主要發生在疫情散布的範圍和發生的

季節，其中季節性的變化主要在於發生季節的延長，但在某些地區發生

季節可能縮短。必須注意的是氣溫上升和降雨量增加對病媒傳播的加成

效應，例如氣候暖化的效應在聖嬰現象發生期間特別明顯，包括降雨量

增加、降雨季節延長、極端降雨頻率增加等現象在聖嬰現象期間特別明

顯，病媒蚊的數量及其導致之登革熱疫情在聖嬰現象期間也常有特別顯

著的波峰。台灣南部地區是主要登革熱病媒蚊的孳生地區及疫情發生

地，每年都有登革熱病例。歷年臺灣的登革熱病媒蚊及疫情分布資料顯

示，登革熱病媒蚊的病媒潛能已經發生變化，病媒蚊指數調查也顯示病

媒蚊密度上升、分布地點向北擴展、冬天出現疫情的趨勢，氣候暖化所

扮演的角色及其對登革熱疫情爆發季節及區域的影響必須加以注意。

暴雨事件的增加會促使地表的致病微生物因沖刷而進入飲用水

源，這可能導致隱孢子蟲病、梨形鞭毛蟲病、阿米巴痢疾、霍亂、傷寒

和其他水媒性傳染病疫情，而腸胃道疾病的發生率很可能會因為地表水

水質和水量的改變而增加。氣候暖化可以透過水環境或食物中細菌數量

的增加而增加其致病性及傳染性，而在氣溫上升結合暴雨發生或乾旱的

環境下，大量的水或水量的減少也都會以不同的傳播機制增加疫情的嚴

重性。在供水安全不足的情況下，因為飲用水污染以及個人衛生用水不

足的現象都會增加環境衛生的風險，從而導致不同的疾病。

氣候暖化也會影響全球糧食的生產。公共衛生領域對這個議題的

研究主要在探討氣候暖化對穀物生產的影響以及對公眾健康的可能衝

擊。開發中國家是最容易發生糧食產量不足的地方，而偏遠或落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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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弱勢居民，也很容易因為區域性糧食產量不足或品質下降而受到

影響。由於糧食產量減少所引發的效應還包括因為爭奪糧食而引發衝

突、以及為尋找糧食來源所導致的移民和難民潮。這些衝突以及移民

和難民的遷移通常會增加傳染性疾病發生、營養不良等健康問題和傷害

事件甚至死亡事件。因此氣候暖化的影響也可能會造成一些地區嚴重的

社會混亂，引發區域性的經濟衰退和人口遷移，最終將會影響人類健康 

(McMichael,2006; 王根樹等,2010)。

針對氣候暖化間接影響人類健康的威脅，在疾病預防工作方面可

採取的作為包括(WHO,2005)：

1.透過宣導及稽查針對病媒進行適當的控制，或進行較精密的疾

病診斷及治療，加強蟲媒傳染病相關知識的宣導與衛生教育，以及疾病

的普查與監控。針對流行潛勢高的地區則需再加強進行一些較特殊的方

法，例如適當的疫苗接種，配合個人健康保護措施（如適當的衣著）及

必要的環境消毒，透過病媒管制、個人衛生習慣改善及醫療衛生體系間

的相互合作與配合來防範蟲媒傳染病疫情的發生及擴散。

2.針對食物媒介性疾病與水媒病部分，應強化此類疾病的普查與

監控，配合微生物風險評估，進行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一般而言沙門

氏菌病等以食物為媒介的疾病可藉由食物鏈的管控與微生物監測來減低

其發生率，但最重要的是必須注意食物的處理方式及保存方式。水媒病

方面則必須強化飲用水水源的保護以及相關生態系統應避免污染、注意

給水設備的妥善性以提供合乎安全衛生健康的飲用水、加強民眾用水安

全的認知以避免水媒疾病的入侵。

評析氣候變遷對人類健康的衝擊需要長久的監測及觀察，累積更

詳實之資料以釐清彼此之間的關係後方能有較具體的結論。現階段此項

工作大致可分成三個面向(WHO,2003)：

1.辨明真實“氣候變遷”的現況並預測未來的趨勢：由於氣候本

身是一種動態的現象，因此很多疾病的評估指標(例如病例數)也呈現了

季節性和週期性的變化。目前針對氣候變遷對健康造成的實際影響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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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直接的證據，需要更多的數據來證明氣候“基線”之長期趨勢變化，

而不是隨機或自然的天氣波動。

2.氣候暖化對人類健康影響之程度：氣候僅是許多影響健康的因

子之一，目前所能觀察到的族群健康狀態之改變與氣候變遷之間的關聯

性尚無法明確界定，其他來自天然環境、社經情形變化之影響也必須納

入考慮才能釐清氣候暖化所扮演的角色。

3. 氣候暖化對人類健康影響效應之修正：一旦氣候發生改變，可

能引發其他一連串自然環境及社會環境的變化，這些變化都會改變人類

受到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性。例如水災或暴風等極端氣候事件，會因為

居民的居住場所及防護措施狀態的差異而對這些氣候變化的脆弱性有所

不同。

對不同族群健康狀態的改變與氣候急遽變化間的疾病變化情形

進行長期且連續的監測，是評估氣候變遷對人類健康的衝擊最有用的

方式，這需要國際間共同合作與研究，以提供更明確的證據。

五、結論與建議：氣候變遷的調適及緩解

對於氣候暖化的調適可定義為“人類對實際已發生或預期將發生

的氣候變化或其影響，透過採取預防措施來降低對人類健康相關風險的

作為”。為了評估氣候暖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和族群對氣候暖化的脆弱

性，必須要同時考慮各種適應氣候暖化所必需採取的可能行動。人類健

康的脆弱性取決於多種不同的因素，包括人口密度、經濟發展程度、糧

食供應、收入水準和所得分配、當地環境狀況、氣候暖化影響前的健康

狀況、公共衛生服務的品質和可取得性等，改善這些影響因子可提高人

類適應未來氣候變化的能力。減少各族群收入和教育不平等現象、確保

適當的住房供應、並且促進全國各地區經濟的均衡發展，以避免部分族

群出現經濟能力顯著落後的現象，是確保適應氣候暖化的關鍵因素。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

202

為減少氣候暖化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而採取的調適作為，在傳統公

共衛生概念上可分類為一級、二級和三級預防(Pew Center, 2011)：

1.一級預防是在疾病或傷害發生之前就採取的預防措施，例如避

免接觸危害因子或對潛在致病風險採取介入性預防行動。在容易感染瘧

疾地區提供民眾蚊帳就是一種一級預防的措施。一級預防的另一個例子

是預警系統的建置，例如針對極端高溫事件的警告和對可能發生飢荒的

早期預警，都可以透過可能危害提出警告並建議可採取的行動以避免或

減少可能的風險。

2.二級預防則是在疾病或危害已經發生後才實施干預措施，但在

可能患者出現顯著症狀之前即透過早期發現或篩檢作業以及針對早期症

狀的治療來避免其發展為嚴重的疾病。針對調適氣候暖化作為二級預防

的例子包括加強傳染性疾病的監測、改善天然或人為災害發生後的應變

和復原速度、以及加強公共衛生系統對疾病疫情暴發的快速反應能力。

3.三級預防則是試圖減緩已經存在的疾病或危害的影響程度的干

預行為，包括針對已爆發的疾病採用更好的治療方式以及改善對病媒傳

染病的診斷方式。

雖然針對氣候暖化影響所進行的研究多已將調適方案列入考量，

但因氣候暖化的影響過於複雜，大多數的研究僅能針對可能的調適方案

進行討論或僅使用一些簡單的方法進行情境模擬。未來有必要針對各種

可能的調適方案的程序及作法進行政策決定，這包括針對個人、社區、

政府部門、公私機構的角色和責任加以界定，才能釐清不同調適方案的

可行性。

為使氣候變遷調適及相關因應策略之訂定具有效性，政府部門建

立特定公共衛生核心權責單位並加強其執行力是首要條件，同時還應加

強衛生與氣候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聯繫與合作，整合氣候變遷相關資訊

以供決策者在面對氣候變遷的威脅時能具備溝通與執行的能力。透過資

訊整合研擬合宜的調適計畫，配合適當的措施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可

以緩解氣候暖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圖4）。必須考慮的議題包括(WHO, 

2005; 王根樹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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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合氣候與健康不同領域的資訊

解決氣候變遷所引發人類健康衝擊之首要工作為收集各方資訊，

累積並整合公共衛生與氣候變遷的相關知識。由於氣候變遷議題的複雜

性，公共衛生與氣候領域的專家學者都需以提升國家、社區和個人因應

挑戰的能力為共同目標來進行協調及合作。為了面對及處理氣候變遷對

人類健康的衝擊，須整合公共衛生與氣候變遷之相關知識，並教育和訓

練不同領域之人員以瞭解氣候變遷在其他領域導致變化之差異性，同時

結合不同領域的專長和資源協力合作，以達到減少健康危害的目標。針

對氣候變遷議題組成合適的跨部門反應機構並建立良好的夥伴合作關

係，與適切的網狀聯絡系統，方能具備足夠能力來因應未來的挑戰。

氣候變遷之影響長期而深遠，而引起的人類健康衝擊也難以解決

與管理，故不論是國際性、區域性的經驗，或是政府單位、一般民眾的

資訊傳遞，都更需要多方的溝通，以增進彼此之互信，降低民眾之恐懼

及不安全的心理感受。

圖4 氣候變遷與健康之交互影響                               （WH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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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執行因應計畫的能力

決策者最需知道的資訊是「何時該行動？」與「多安全的程度才

算安全？」，可能的答案取決於風險之特性、威脅之變化性、區域性社

會經濟條件及因應計畫成本效益考量。但因影響健康風險之氣候變遷因

子並非靜態，因此在制定決策上也有相當的難度。尤其現今風險管理政

策方法大多使用已建構之公共衛生方法，或許能應付已知程度之風險，

但當面臨更高程度之風險或更頻繁、更緊急之事件時可能就無法達成目

的。建立完整之公共衛生相關因應體系，再配合事先計畫、提早採取行

動且執行應變措施，並且確認執行的方法在可預期的氣候狀況下能夠執

行，執行成果將可達到最大效益。

(三)確認執行方法的有效性

建立合適的跨部門合作關係與適切的聯絡系統後，跨部門反應機

構才能分析現有的問題並預測未來氣候暖化的程度及可能衍生的新問

題，才能針對可能的衝擊進行研判，並且提出可行的因應策略。而決策

者所決定採用的方法與手段應能具備長期的效果。為了達成此目標，跨

部門反應機構及決策者必須體認到氣候變遷可能帶來的潛在健康衝擊，

瞭解氣候變遷可能對民眾健康產生的巨大影響，也必須針對脆弱性較低

的弱勢族群採取優先的行動，方能避免氣候暖化所造成的重大傷害。

(四)氣候暖化的減緩

為減緩氣候暖化問題而推行的節能減碳工作，其最終目標是溫室

氣體排放的穩定化，將溫室氣體總排放量降低到可以與地球自然涵容能

力達成平衡的程度。針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限制也必須考慮全球已開發

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和人口的成長，才能實現減碳

的終極目標。整體減碳策略必須在各個經濟部門切實實施，這包括能源

供應、交通運輸、建築、工業、農業、林業和廢棄物處理相關部門，才

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可採行的減碳策略包括採用新的技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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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節能交通工具和照明設備，或者採用較有效的碳中和技術來減少環境

中的溫室氣體。雖然長期來看大多數的方案都能達到經濟效益，但因初

期投資成本高昂，常讓產業卻步。政府必須透過不同方法鼓勵產業界對

於節能的投資。可用來鼓勵不同產業進行投資以減少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的方案包括：

1.訂定適當的排放標準及法規以提供各產業決定排放量減量投資

計畫應滿足的基本條件。

2.在總量管制的架構下透過碳排放交易許可來調節生產量及總排

放量以達到經濟效益。在這種類型的碳排放制度下，政府部門訂定不同

區域或產業的總碳排放量（上限），此總排放量再被分割成不同排放許

可供不同企業作為排放限值。排放許可所限制的排放量可以出售，亦即

許可排放量不足以提供產能使用的工廠或單位可以選擇採用更好的技術

來減少其排放，或向同一區域或產業的其他工廠或單位購買額外的排放

量來提高產量。理論上此種透過總排放量配合排放許可的方式可以鼓勵

企業透過技術投資來減少排放成本。

3.透過經濟誘因來鼓勵企業、工業及消費者使用更節能的技術及

產品。

4.透過排放稅的概念為碳訂定價格（碳稅），但此作法並無法保

證排放量能被有效降低，因為一些企業可能會選擇繳交碳稅來避免昂貴

的減碳技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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