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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法規/措施/統計結果

四、相關CEDAW條文及一般性建議內容

五、改進作為

六、與CEDAW有關之討論議題及解析



教學目標
傳達處於日益頻繁的極端劇烈天氣環境下，面對

無法逃避的天然災害，性別差異的弱勢，在大氣

專業領域可以提供何種協助，以創造更美好的生

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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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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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因應氣候變遷的全球作為

WMO 2014年會議摘要

氣候變遷對女性衝擊

性別意識的進展

具體行動措施



何謂性別主流化
是一種過程 追求的是一種實質

上的平等，而非形
式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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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氣候暖化速率約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

未來?台灣

全球

Source: 許晃雄 (CWB 2007) 台北、台中、 台南、恆春、 花蓮、台東

20 世紀台灣增温約 1.1 C



高溫事件

低溫事件

日均溫高於35℃
[台北、台中、 台南、恆春、
花蓮、台東] 平均日數

日均溫低於10℃
[台北、台中、 台南、恆春、
花蓮、台東] 平均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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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酸化 珊瑚白化 海洋食物鏈瀕臨崩潰

2012年7月8日 格陵蘭島冰川融化40% 7月12日遽增到97% (紅色部分)

海水增溫

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3-1

基礎建設損害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彩虹鬣蜥，是第一個被發現為
「溫度決定性別」機制的爬蟲類，孵化時期的溫
度若高於28.8℃以上是雄性，遇低溫
（25.5～28.3度℃）則會是雌性

喪失生物多樣性



造成新興疾病 (伊波拉、茲卡病毒….)

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3-2

土壤環境退化 農產品品質下降



造成女性在取得食物、飼料、木材及
取水的困難度增加。

氣候變遷對自然環境的影響 3-3

溫帶地區氣候變暖、熱帶地區乾旱與
洪水加劇、雨量減少造成乾旱惡化。

巴西東北卡丁加群落 - 巴西的半乾旱

2015年2月 日月潭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1988年由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環境署合作成立。

功能：專責研究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遷

會員：限於世界氣象組織及聯合國環境署之會

員國



AR5
1.採用新的溫室氣體排放量(RCP)設定未來的排放情境，

有助於了解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程度

2.透過對氣候模式的大幅修正，
對氣候變遷歸因為人為影響提出具高度信心程度的證據。

3.採用四種代表濃度路徑: RCP2.6、RCP4.5、RCP6.0與RCP8.5：

代表在21世紀末：

人為溫室效應分別為2.6 、4.5、6.0 與 8.5 瓦/平方公尺，

二氧化碳濃度分別為421、538、670 與 936 ppm。

氣候變遷評估報告



IPCC AR5—推估結果(溫度變化)

在RCP8.5情境下，於21世紀末增溫3°C~5.4°C
在RCP2.6情境下，到2030年增溫可控制住



IPCC AR5—推估結果(冰凍圈)

 在21世紀，當全球氣溫升高的

同時，北極海冰非常可能持續

地變薄和縮減(very likely)

 在RCP8.5情境下，無冰的北極

夏天可能在本世紀中就發生

(likely, medium confidence)

 於21世紀未近地面永凍土的面

積會比目前減少37%(RCP2.6)

至81%(RCP8.5)



IPCC AR5—推估結果(海平面)

 在21世紀，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非常可
能超過1971~2010年的上升速率(very 
likely)

 2081~210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可能落在
0.26公尺至0.82公尺(likely)

 海平面上升的貢獻有30%至55%來自海
水熱膨脹所造成，其次是來自冰川的融
化。

 21世紀末非常可能有超過95%的海洋區
域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威脅，70%的沿海
地區可能面臨全球海平面上升的改變
(very likely)。



IPCC AR5—推估結果(海水酸度變化)

 海洋吸收人為CO2的增加造成海水酸化，
pH值降低(high confidence)

 當CO2增加時，海水表面會變較酸，而碳酸
鹽離子減少。改變化學平衡態會造成海洋吸
收碳的能力減少。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
UNFCCC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世界各國首腦參加：

聯合國地球高峰會(即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1994年生效

 目標：防止氣候系統受到人為干擾，使生態系統能夠自然

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

 原則： 成員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以「成本有效」、

「最低成本」 防止氣候變遷，成員有權促進永續經濟

的發展。



UNFCCC的性別意識 ━ 初期

COP3 (1997日本京都)    京都議定書

• 訂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溫室氣體減量議定書

• 自2005年2月1６日正式生效

• 希望能藉由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以避免全球暖化現象的失

控

• 目標：2012年時把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到較1990年的排放

量少5%

COP7 (2001摩洛哥馬拉喀什)

• 第36號決議，首先承認性別平等，特別是婦女的必要參與，

以實現在各層面對減緩和調適氣候變化的進展。

• 性別平等還被引薦作為國家適應行動綱領的指引



UNFCCC的性別意識 ━ 2003

COP8
(2002卡達杜哈)

性別與氣候變遷議題成

為COP會議常設項目

COP9
(2003義大利米蘭)

1.為了女性氣候正義

的GenderCC 網絡啟

動

2.起點為改善網路建

設和對COPs宣傳性別

觀點

COPs

為什麼要納入性別觀點?

1. 減少氣候變遷的受害者
2. 在氣候變遷的議題上，納入女

性的知識與力量



UNFCCC的性別意識 ━ 2007

在UNFCCC推動的

歷程中，首次成立婦

女和氣候變遷性別的

全球網絡

第一次，由各種組織

和機構舉辦一系列

 關於婦女和性別問

題的活動

發表許多闡明婦女

和性別觀點的立場文件

全球性別與氣候聯盟

(GGCA)成立

以能夠訂立促進兩性

平等的氣候變化新協議

為目標

現在，在GGCA中超過

80個政府間組織和非政

府組織都贊成性別敏感

的氣候變化政策、方案

和實施

COP13(峇里島) - 顯著的突破性別觀點



UNFCCC的性別意識 ━ 2008 to 2011

COP 14 (波蘭波茲南)

討論在氣候變遷政策

的性別正義

COP 15 (丹麥哥本哈根)

在減緩的作為和融

資上並未考慮到性別

沒有任何堅定的和

有價值的承諾，結果

非常令人失望

COP 16 (墨西哥坎昆)

性別考量納入國家

氣候變遷政策

以性別角度，探討

氣候變化引起的南亞

災難

COP 17 (南非德班)

在性別方面沒有積極

作為



UNFCCC的性別意識 ━ 2012 to 2014

• 承諾推動性別平衡(第23號決議)，以提高婦

女參與

• 歐盟提出一項性別平等草案， 但在最終被

淡化為“性別平衡”

• 但是，性別平衡≠性別平等

COP 18

(卡達多哈)

• 性別議題關於：對於氣候變遷的脆弱度、糧

食安全、水資源、衛生疾病等

• 增加女性在氣候變遷相關決策上的參與、資

金取得、技術訓練提升，對女性賦權增能，

使女性對調適及減緩皆有所助益

COP 20

(秘魯利馬)



UNFCCC的性別意識 ━ 行動重點

減緩 (Mitigation) - 活動應考量性別因素

調適 (Adaptation) - 整合性別問題納入中長期調適考量

技術 (Technology) - 加強可取得技術和技術使用培訓的性別主流化力度

資金支持 (Financial support ) – 採取對性別敏感的考慮

在能力建設活動考慮性別面向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國家發展委員會
於101年6月25日奉行政院核定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102-106年）

 先由科技部、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農委會與衛生福利部
等單位成立調適領域工作分組，負責撰擬農業及生物多樣性與
健康等8個調適領域之行動方案草案，並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整
合。

 未來各部會及所屬機關須進一步進行個別調適行動計畫的規劃、
執行及控制，俾具體落實政策綱領。

 而8個調適領域共提出之399項調適行動計畫，為避免臂多力分，
國發會按照各部會提供之優先行動計畫為基礎，針對重要調適
議題，重新篩選及整合成為64項優先行動計畫，作為我國未來
執行的重點。



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104年7月1日總統令公布施行，是我國第一部明確授權

政府因應氣候變遷的法律。

 明定西元2050年長期減量目標及以五年為一期的階段管
制目標。

 環保署『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DC)」報告：

1.設定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50%，

2.在2050年降至2005年排放量50%以下的階段性目標。

 搭配具經濟誘因的管理措施(碳排放交易系統)，逐步建立
從免費核配到有價配售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

 將以減緩、調適及綠色成長3大主軸，推動臺灣因應氣候
變遷的具體作為。

29
201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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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O (世界氣象組織 ) -
關於性別方面的天氣和氣候服務的會議

 2014年11月5日至7日 瑞士日內瓦召開

 重點領域

 氣候變化的適應

 減少災害風險

 健康、水和糧食安全

 賦予婦女權力是非常重要的

 提高天氣和氣候服務的有效性

 建立氣候適應能力



農業和食物安全
解決建議

提供通俗化的術語

•天氣和氣候訊息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容易得到的和可操作的信息

更深入接觸女性農民的網絡

主要的問題

權益不平等

•獲土地、教育、農業培訓、種子、水或工具、技術培訓

•若同等獲得生產資源，她們可增農場20-30％產量，並

可減少約1億到1.5億飢餓人口

氣象訊息接收不足

•發展中國家，約3億女性比男性少用手機

•電視和廣播的預測間，女性忙碌



災害風險降低
主要的問題

婦女擁有較少手機，取得通訊

的機會也較少

但在美國，大多數雷擊死傷者

都是男性，因為他們更“尋求

風險”

婦女和男子取得危險警告不足

天氣預測準確度需再提升，以

幫助減少人員傷亡

解決建議

更多的關注

災害風險管理和調適的技能

更好的協調



健 康
主要的問題

營養不良

與氣候有關疾病

（如瘧疾）

解決建議

需要更多性別分類數據

更多地接觸與社區保健

發揮最大地宣傳

聯合觀測信息站與健康監測哨點

加強宣導



水資源
主要的問題

在發展中國家負擔不均

• 婦女常需幾個小時/天挑水和燃

料;揹著沉重負擔長距離行走

淡水日漸稀少

• 氣候變化因素，未來15年內，

近20億人將生活在嚴重缺水的

地區

水和氣候變化存在巨大的性別不

平衡(等)現象

• 負擔和利益分配

• 權利和發言權

• 訊息和知識

許多國家缺乏健全的水資源

管理能力

解決建議

賦權、教育和培訓

婦女

教導善用當地知識

促進更有效的水供應、

政策和水資源管理方式

非洲查德
摘自The UN Refugee Agency



專業能力
主要的問題

全球的氣象學家和水文

學家，女性只佔30％

需要增加在天氣、氣候和水

事業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解決建議

需要改善工資和工作

條件

引進更多的性別敏感

的招聘和晉升政策

在教育行業需要更多的社

會性別意識，以鼓勵更多

的女孩學習科學



WMO 性別會議 - 2014年

7預期成果

 增進天氣和氣候對性別的影響及天氣和氣候服務性別面向的了解

 增進女性在天氣和氣候服務的參與

 生產和傳達性別敏感的天氣和氣候服務

 技術和通訊的培訓和職業發展，包括性別培訓

 增加對女性的投資

 在教育機構、世界氣象組織、國家氣象水文部門以及其他各方和利益相關
者中的性別平等戰略

 加強組織之間的協作和整合





性別意識發展歷程 6-1

年份 國外歷程 國內歷程

1975(民64) 第一屆世界婦女會議(聯合國在墨西哥市舉行)
宣布未來的十年為「婦女十年」，各國全力推動婦女權益。

1981(民70)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簡稱CEDAW）生效
(1979聯合國大會通過)
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
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
確保男女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
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此一公約可稱之為「婦女人權法典」
開放給所有國家(state)簽署加入，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
世界已有189個國家簽署加入。

1988(民77) 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成立
（由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環境署合作成立）

專責研究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氣候變遷。

1992(民81) UNFCCC（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通過
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世界各國政府首腦參加的聯合國環境
與發展會議期間開放簽署。
1994年3月21日生效。



性別意識發展歷程 6-２

年份 國外歷程 國內歷程

1992(民81) Agenda 21(「21世紀議程」)
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世界各國政府首腦參加的聯
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亦稱「地球高峰會」通過。
在第24章以專章論述女性角色與參與對環境保育與永續發展
的重要，並力圖提升女性在環境領域的培力及參與。

1995(民84) 「北京行動宣言」《北京行動綱領》通過（聯合國北京第四
屆世界婦女會議）
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行動策略，要求各國將性別平等
作為政策的主軸。
指出性別與環境的連結分析應涵蓋農業、工業、漁業、林業、
環境健康、生物多樣性、氣候、水資源、公共衛生等部門。
該策略提出後，各國陸續成立婦女或性別專責機制，APEC、
OECD 等國際經貿組織亦不斷強調將性別觀點納入經濟發展之
重要性。

1995(民84) 舉辦COP1(UNFCCC締約國會議)



性別意識發展歷程 6-3

年份 國外歷程 國內歷程

1997(民86) 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制訂(12

月)

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到2012年。
COP(COP18卡達多哈)延長到2020年

「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成立（5月6日）
(CEDAW 民70年生效)

2000(民89) 「千禧年發展目標」(聯合國元首高峰
會通過)

重申開發中國家女性在環境政策和發
展計畫的重要性。
強調性別平等是永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呼籲各國保障女性公平參與環境政策
和發展計劃的權利

2001(民90) COP7
首度提及性別與氣候變遷之間的影響。
提到低估女性在應對氣候變遷的重要
性。
女性未能平等參與國際氣候合作的各
種決策。
限制女性對全球氣候問題的解決作出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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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國外歷程 國內歷程

2002(民91) COP8(杜哈會議)

性別與氣候變遷議題成為COP會議常
設項目

2005(民94) 「《兵庫宣言》（Hyogo 

Declaration）與《2005-2015 兵庫行
動綱領》通過
要求各國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攸關災
難預防、風險評估、救災與災後重建等
工作的實施方針中。

2008(民97) 第52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
將「氣候變遷的性別觀點」列為年度
新興議題

完成「台灣國家婦女館」籌設(3

月8日)

2009(民98) 第31屆CEDAW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
式歧視公約)會
發表針對性別與氣候變遷的聲明，呼
籲氣候變遷的政策應當將性別平等列為
核心原則；所有利害關係人應當確保在
氣候變遷及減災的措施上，能回應性別
差異、對原住民知識體系具備敏感度、
尊重人權。

莫拉克颱風侵臺造成嚴重的災害
(8/2-8/11)

國內性別與氣候變遷相關研究
漸漸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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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國外歷程 國內歷程

2011(民100) 5月2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
行法」 (CEDAW 民70年生效)

總統6月8日公布，自2012（民國101）年1月1日起施行
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必需採取立法或行政措施，消除性別歧
視，並積極促進性別平等各級政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
關性別人權保障之規定，並應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
項。
同時需依照CEDAW規定，每4年提出我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國
家報告，並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代表審閱；
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所保障各項性別人權規定所需之經
費，應依財政狀況，優先編列；
另各級政府機關應於施行法施行3年內完成法令之制定、修
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以符合CEDAW規定。

2011(民100)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頒布
12月19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函頒，作為未來性別
平等政策指導。
由101年成立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主政，規劃我國性別平等
施政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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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國外歷程 國內歷程

2012(民101) ”全國氣候變遷會議” 6月5日舉行
行政院環保署執行
100年8月19日開始以「公民咖啡館」形式
的公民會議揭開序幕
由民間團體朋友與政府各相關部會代表，
就日前召開的公民咖啡館開放式參與討論結
果，報告具體的關鍵議題與建言
並針對我國因應氣候變遷應有的短中長期
政策與作法廣泛交流
馬總統將於6月6日蒞臨大會，聽取各民間
團體代表的總結報告。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101年6月25

日行政院核定

2015(民104) 第59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
會
提出3大策略目：

1.性別觀點的融入
2.性別影響評估機制的建立
3.女性決策參與



具體行動措施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

(在環境、能源與科

技方面)

讓各政策領域內的

性別隔離降到最小

不同性別與弱勢

處境者的基本需

求均可獲得滿足

女性與弱勢的多元價值

與知識得以成為主流或

改變主流

結合民間力量，

提高治理效能





氣候變遷引起的災害(女性弱勢) 2-1

2003年8月歐洲熱浪
最高溫48°C，乾旱、食物短缺，南歐35,000人死亡，70%女性。
(荷蘭卑爾根野生動物園)

1991年4月孟加拉颶風
約14萬人死亡，約90％女性。

2004年12月26日南亞海嘯
印尼蘇門答臘班達亞齊行政區
(印尼9.3級強震)，約29萬人死亡及失
蹤，女性死亡率男性的2-3倍。



氣候變遷引起的災害2-2

2008年5月2日，特強氣旋風暴納爾吉斯

橫掃緬甸南部海岸線，13萬人死亡或失蹤，61%女
性

2009年莫拉克颱風88風災
台灣高雄甲仙鄉小林村往生居民約500人，女性多數。

台灣自1959年八七水災以來最嚴重的水患。

台灣一年平均雨量是2500mm，但嘉義山區四天內下2900mm的雨量。

約900億台幣的經濟損失。



氣候變遷引起的災害

災害時

文化限制(顧家老小)

行動限制(無訓練準備、跑不快)

災害後

無財富、土地，無法被合理補償

缺乏爭取庇護安置機會，面臨更

多風險和威脅

導因

人類導致氣候災難

社會缺乏性別視野

受害族群

弱勢女性

偏遠或山地離島地區

開發中國家女性(社會結構導致女

性貧窮、女性更依賴自然資源)

女性弱勢



民眾認為中央氣象局是否需要針對不同性別
提供不同氣象服務內容的看法

樣本數 1,091個

有84.1%的受訪者表示不需要針對不同性別對象而提供不同
的氣象服務內容，僅有14.8%的民眾表示需要，另有1.0%表
示不知道。

不知道

1.0%

不需要

84.1%

需要

14.8%

CWB  民意調查調查時間：
104年7月6日-7月8日





努力!努力!再努力!

思考
1.性別差異的氣象資料服務，還可以做什麼?

2.14%的民眾認為氣象資料需要有性別差異，

引導民眾思考需求

主動出擊，研發性別主流化的氣象產品

氣象產品地方特產化

……….



相關CEDAW條文

 第五條 ：有關性別角色的陳規定型觀念和偏見

 第十條 ：教育和培訓權利

 第十一條：享有工作、社會保障和輔助性社會服
務包括保育設施 的權利

 第十三條：領取家屬津貼的權利、獲得信貸的權
利和參與娛樂活動和文化生活的權利

 第十四條：農村婦女的權利



改進作為1： 鄉鎮天氣預報
全國368鄉鎮市區未來2天內逐3小時

(http://www.cwb.gov.tw)



改進作為2： 生活氣象
(http://www.cwb.gov.tw)



改進作為3： 育樂氣象
(http://www.cwb.gov.tw)



與CEDAW有關之討論議題及解析 2-1

 您認為本局在性別角色的陳規定型觀念和偏見上還有何處需再努力?

(CEDAW第五條：有關性別角色的陳規定型觀念和偏見)

議題解析⼀未來政策方向

加強宣導CEDAW公約

 如何推廣本局製作之大氣領域氣候變遷通識與調適應用的宣導教材和宣傳短片，及
錄製之演講內容影音產品，可以如何再推廣以教育更多女性(尤其是農村婦女)?  

(CEDAW第十條：教育和培訓權利，包括參加體育和獲取計畫生育知識的權利)

(CEDAW第十四條：農村婦女的權利)

議題解析⼀未來政策方向

製作大氣領域氣候變遷通識與調適應用的宣導教材和宣傳短片，並將相關演講

內容錄製為影音產品加以推廣

辦理與農漁業產官學界領域之氣象資訊應用座談會，蒐集評估其所需調適氣候

變遷之氣象資訊



與CEDAW有關之討論議題及解析 2-2

 您認為本局還可以為弱勢族群提供何種輔助性的天氣資訊社會服務?

(CEDAW第十一條：享有工作、社會保障和輔助性社會服務包括保育設施的權利)

議題解析⼀未來政策方向

開發降低弱勢族群受災風險之氣象預報產品

 您認為還有哪些作為可以將本局天氣和氣候訊息更深入農漁村女性的網絡？

(CEDAW第十四條：農村婦女的權利)

議題解析⼀未來政策方向

辦理與農漁業產官學界領域之氣象資訊應用座談會，蒐集評估其所需調適氣候

變遷之氣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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