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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COVID-19疫���是�球⾯臨的�⼤挑戰��顛�⼈�對

於�共危����度的�知�正�疫�難�預���球暖���⼈��往

��變�的未來�⾯對��變�所引發的�端��事件��洪⽔����

乾旱�問題�城市���定�的智�治理對������智���⽅�提

升�源使⽤效率�推動�環經濟��⽅建構城市的�性������變�

�來的衝擊�

      儘�疫�����國�⽇本��國��個國家仍宣布�於2050年�到

�中和�除了設下減�⽬���國����拜登更�命�國�卿凱瑞

（ John Kerry）����變��使�推動兩兆�元的��計畫����彰

顯�國對�議題的重視�度�同樣�奮⼈⼼的是��來��企�響應減�

⾏動�並�永續發展�為組織��的核⼼項⽬之⼀�尤�交���產�的

變��為明顯�����國�⽤（General Motors）和福�（Ford）�

汽⾞製���頭��宣告��步終⽌�油⾞��⼒發展�動⾞���組織

��設定�中和的⽬��對於企��頭減少��放之�動�我們希��產

⽣�溢效應�推動更��別的產�加�響應�中和的⾏��

     在��私部⾨�已採�⾏動的當下��合國��變�綱��約秘書�

（The UNFCCC secretariat）於�年2⽉發布的《國家⾃定貢��合評估

報告》（The NDC Synthesis Report）中�*仍呼籲各國必須加倍�⼒�才

��會在本世紀結束�讓�球升溫的幅度�制在�⽒2度����於��在

減緩��變�的��中�應揮別�去僅由�部⾨制定政��⾃上⽽下引�

私部⾨�⾏��轉型的�式���私部⾨應該�⼿合作�共同為�成《巴

黎協定》的⽬�⽽�⼒�

      ⾃2015年成⽴�來�國���發展智庫��實⼈�的環境��發展�

為⼰�����智庫在2020年到2021年間執⾏的計畫彙�成冊�展現跨

域合作的成果�希�⿎�更�利�相關⼈投�減緩��變��讓永續發展

的願景在臺灣��球�得����實現�

序⾔

在動盪之中堅定實踐����
國���發展智庫理事⻑ 林⼦倫

*UN Climate Change. 2021.

“Climate Commitments Not

On Track to Meet Paris

Agreement Goals” as NDC

Synthesis Report is

Published.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

https://reurl.cc/a5ddGZ.

Latest update 8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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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發展智庫

國���發展智庫（ICDI）為��利的智庫�關注��變��⼈��世代正義�發展

��並積�參�國�活動�本智庫的核⼼理�為對��變��⼈�發展�的關懷��

由提供��治理的專�知識�協助弱��群在�源轉型�在����略發展上建構�

⼒���向具����性的永續⽣活�

��於�合國永續發展⽬�

2015年9⽉�合國於�約�部召開「�合國發

展⾼�會」（Rio+20）�祝成⽴�⼗�年紀

�⽇之��會員國⼀���「2030年永續發

展⽬�議�」（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訂定的 17項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希�作為�球未來15年�的永續發展�引�

�合國永續發展⽬�發布��各界團��不

受到�發�ICDI 的發�成員亦更加堅定�辦

組織的信��

積�實踐 SDG13 ��⾏動

2015 Climate Action Network Forum

ICDI 團隊成員跨越產�官�學界�⺠

間�⾃成⽴�來積�投�「國�參���

絡建⽴」�「��變�跨域合作」�「專

�執⾏�⼈才培�」�使台灣在國���

變��域的�⾒度⽇益�⼤�

��所� ©WMO | GFCS

⼀群⻑期��參��合國��變�綱��約會議

（UNFCCC COP）��關注永續發展的�伴��

定�� 13 個永續發展⽬�「採�緊�措��因

應��變��其影響」（Take urgent action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and its impacts）作為組

織的核⼼價值���「��⾏動」實踐⼈�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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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DI於2015年�21屆���會（COP21）在巴黎召開期間�辦��論壇�

©國���發展智庫

核⼼理����服�

根�世界��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稱WMO）�《�球��服

�框�》（Glob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Services��稱GFCS）之定義���服�

（Climate Service）提供���訊協助個⼈

和組織做出智�的�����可視為⼀項�

�輔助服��

為了促���服�的供應者�使⽤者的交

����服��訊��提供關於�溫��

���⼒��域的�����加���和�

析�針對不同的使⽤�群做出預測��析�

服��協助�部⾨�私部⾨���事件可�

�成的�險�到���

在�球暖�的趨�下���服���演

�來�重�的⾓⾊�ICDI �⼒提供��

服��協助��者由上⽽下制定�宜的

����；同��ICDI ��⽅政府�社

�⼤學�單位合作�積�建構⺠間的�

��性⼒�由下⽽上因應��變��其

影響�

��國�各界對於��變�的關注�度

�續增加�ICDI 積��試�不同�域�

伴的��服�合作計畫���續投��

⽅�⼒建構⼯作��更�效�因應��

變��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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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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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伴�政府��域

──由上⽽下推動��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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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亞太��服�國�研討會

合作�伴

國���發展智庫 (ICDI)於  2019 年協辦之

「亞太��服�國�研討會」�希��由國

家��國�之�點�來�視當���服�的

發展現況�⾯臨的挑戰��⼀步合作發展的

�會�

本�研討會��亞太�域�⽇本��國�泰

國�越南��律賓����九個國家的��

⼈員�政���者���服�使⽤者���

APEC��中⼼專家⿑�⼀堂�交�各國在

促�發展��服�的經驗�成功���

2019亞太��服�國�研討會�會者合照

��本�國�研討會�讓來⾃不同亞太國

家的��服�相關⼯作組織�研�者��

會展開�度對���享不同國家推動��

服�的�絡�實踐⽅式��⽽促成或強�

合作�伴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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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臺灣��服��盟���服�⼯作坊

合作�伴

2

2020年�⼀屆��產�論壇��三屆��服�⼯作坊���台灣��服��盟成⽴留影

 

「臺灣��服��盟」成⽴之⽬的�在於�

�我國��產���價值�中相關利益者

（stakeholder）�包括從上游⾄下游的��

�訊或服�的供給者��求者��成��產

�的群�效應�

其成⽴��為「呼應WMO推動��服��

因應���險�強������促�我國�

��訊的�效�⽤�發揮���訊的價值�

讓��相關產�可��⻑久且�質的�步�

發展」�

在推動�盟成⽴的同���同步於109年10⽉

7⽇假中���局�辦「�⼀屆臺灣��產�

論壇」����論壇��我國��相關�域

之產�官�學�研�⾦融界代表⿑�⼀堂；

同����盟發�⼈共同宣��動「臺灣�

�服��盟」推動成⽴之��⼯作�

同樣於當天�辦的「�三屆��服�⼯作

坊」增強�產�的�結���到國泰⾦融�

����限�司�淑�投�⻑�衛⽣福利部

國⺠健�署賈淑�副署⻑��專題演講講

者�並��到臺灣��產�界�司代表�享

��服�在不同�域上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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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2020��服�在�建�之應⽤�

�⾊建��訊�型�����庫維�計畫

合作�伴

3

Green BIM  平台�容

��⺠眾對⽣活質量的�求提升�建����

更�的�度增加�台��⼦⽂�基⾦會⾃⺠國

106年��⼿中���局�財團法⼈台灣建�中

⼼�國���發展智庫�專�單位⼀同發表

GreenBIM建�����訊平台�希�提供建�

師更����訊�協助��建����

本計畫的������庫�站結合各種���

��包括��史�����即�的�測���

未來預報��的���值��讓建�師從設計

之初或是⽇�維��段�都�參考專����

值評估建�基�的��環境��源���每⽇

�溫變���⽽�整建�設計���的使⽤�

�⼤��使⽤�

�產��結�

2020年�本計畫�得四項成果�

計畫�增⾄台灣各�市26站之TMY3�準��

年���各測站�端值�訊��增單點TMY3

客製�建置�單點��預報���單點太陽軌

跡��

在���科技⼈⽂紀���辦GreenBIM專家

座�會����位���界建�設計師�台科

⼤�授共同討論本平台的����應⽤�

7



�享海科�試驗場域���

推�應⽤⾄��產��

於台��⼦⽂�基⾦會《��⽣活部�格》

線上�辦GreenBIM線上成果發表會�專訪

試驗場域基隆海科��

於「�⼀屆臺灣��產�論壇」�「�三屆

��服�⼯作坊」發表「建�������

��」�

Green BIM  線上成果發表會合影

專家座�會

Green BIM  線上成果發表會

本計畫跨界��的��服�應⽤�式受到�

�關注�計畫執⾏成果�引�視台（�爾�

�視）�平⾯��（⾃由�報�台灣�報�

�唐⼈）����⽬（IC之⾳）�不同��

報��

8



2020年收�並整理臺灣�����度�

⾺來西亞�越南��泊爾�中國�南太

平洋島國各��之�����

2020年因covid-19因素影響⽬�僅收�並

整理臺灣�����度�南太平洋島國

��泊爾之健����

2020 年 年 末 使 ⽤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NBR)�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GAM) �收�之健������

���⾏相關性�析�研��

本計畫�得三項�破��瀉是�球 5 歲�下幼童��率���⼆成

因之�病�除了⼈⼝學因⼦�環境衛⽣因素之

��其�⼤�溫度���具�顯�關��臺灣

雖少��瀉�病��個��但根��病�制署

�計���每年約�700���瀉就�紀��

本 計 畫 在 2019 年 10 ⽉ ⾙ � 論 壇 Climate,

Environment and Health 主 題 核 可 之

Addressing Extreme Weather Related

Diarrheal Disease Risk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AWARDAPR)合作計畫下��評估亞

太��臺灣��度�⼤��越南��泊爾�孟

加拉共和國���共�國之�端��事件��

�南⽅�盪 (El Niño Southern Oscillation)�

�瀉相關就����之相關性�

參�《2020-2022⾙�計畫》亞太���端�

���瀉�病�險相關研�

合作�伴

4

相關�⾴�

AWARD團隊相關�⾴

https://vinnyv28.github.io/AWARD-

APR/teamUM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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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伴�城市

──實踐���性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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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項⽬��台�市���會�國�

組織ICLEI （�球�⽅政府永續發展理事

會）於2017年�署合作����並�國��

�發展智庫ICDI共同於智�城市論壇�展

�（SCSE）�辦永續城市論壇�

永續城市論壇為智�城市論壇�展�

（SCSE）的重點活動之⼀�⾃2017年�⼀

��辦⾄��每年��得�⼤�響�本展會

平台讓�世界�關再⽣�源��源效率��

⾊⾦融��環經濟�或⽣�交���域的智

���⽅�都�在��⾏交�����

�辦永續城市論壇

2020 永續城市論壇線上�線下貴賓合影

2020 永續城市論壇�會者合影

合作�伴

根��合國永續發展⽬��11項�城市是⼈�重

�的⽣活場域�⽽�何使城市更具�性��⽽提

供永續的⽣活環境�是每個城市��者共同的⽬

��

在積累三年的����桃�市政府加�共同�辦

永續城市論壇的⾏��2020年ICDI��伴組織於

7⽉��辦��性論壇�於9⽉�辦理主論壇�圍

繞在「�⾊轉型」的��下�����私部⾨的

代表共同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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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實整合�2020年9⽉永續城市主

論壇�計�60位貴賓出席參��258位

貴賓線上參��

雙語頻�直��本論壇�同���中�

⽂雙語頻�直��中⽂頻�累積�看⼈

�3,069⼈���⽂頻�累積�看⼈�

349⼈��

國�組織串��本�論壇�各⼤國�組織�伴

合作�包括��⽅政府永續發展理事會

（ICLEI）�國�城市�絡組織（CityNet）、

���興開發銀⾏（EBRD）��球環境戰略

研�所（IGES）。

社群��報��2020永續城市論壇�得��在

臺��協會�國�組織CityNet官⽅�站之曝

光；�凡��台��臨現場採訪報��

�⼀�講者貴賓由左⾄右依序為���會常�理事 Bart Linssen（黎�）�法國經貿�問團主席 Pascal VIAUD

法國在台協會副主� Guillaume Delvallée（戴寧智）

計畫成果

12



合作�伴

在�23屆��變�⼤會中�各城市或�域��

者⼀同�署了《波昂-�濟��》（Bonn-Fiji

Commitment）�向�球宣��⽅��域政府

共同合作�成巴黎��協議⽬�的�⼼�

發布�球智���⽅�報告書2

為了���實�項���ICDI�ICLEI KCC合作

提出倡議�向�球城市�稿並製作《�球智��

�⽅�報告書》�展�城市�何�⽤智�且��

的⽅式��其所⾯臨的永續發展挑戰�

《2019�球智���⽅�報告書》共收�12個

來⾃8個城市的���主軸圍繞在��變�下

的發展挑戰�並衍伸出智��源�永續交��

社會參��智��理���應⽤�

13



�基在 2019年的合作基礎上� 2020年��

CityNet�WeGO�國�組織參�共同發⾏；2021

年更��到桃�市政府� IGES、ECCT LCI、

ITRI�共同發表本報告書�除�之��⾃2020年

開��ICDI��GO SMART組織推��合的城

市��於本報告書�⾏成果�出�

《2020�球智���⽅�報告書》�「兼容��

性和智�永續的城市」為主題�收�19個��的

��⽅��其中�10個來⾃亞��5個來⾃�

��3個來⾃������1個來⾃南���

《2021�球智���⽅�報告書》則圍繞在「⽣

�交��⽣�物�」之下�收�11個智�永續的

��⽅��並於報告書中發表ICDI�⼯�技�研

�院合作之�⽅�源治理評���專�之初步成

果�

ICDI�合作�伴預計�報告書發展成年度刊物�

每年於��變�⼤會�智�城市論壇�展�之永

續城市論壇發表報告書�

2020年報告書下載�https://www.icdi.network/publi

14



合作�伴�

學研��⺠團��⺠眾

──由下⽽上倡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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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發展智庫��⽅政府合

作�結合社�⼤學��⺠團��源���社�

訓練的⽅式�動當�居⺠參��⼒建構�執⾏

�社�為本的��變���⾏動�

「 108年臺南市因應��變�減緩���計

畫」�在協助臺南市制定��政��主���

並�析國���變���政��減�⾏動計

畫�並��社�為本的參�式����和參�

式預�的�制����⺠對��變�的素��

執⾏�社�為本的��變���⾏動

台南社���發表

ICDI執⾏⻑�恭岳

在西灣��參�式提�⼯作坊

1
合作�伴

��5個國�城市推動������性城市的

��研��析�

�辦兩場跨局���專�培訓�

完成5場宣��明會�2場�議員培訓⼯作坊

和2場提�⼯作坊�

除�之��本計畫�協助臺南市政府推動產品�

⾜跡��政��國���交��參�國�會議�

並��不同���整合式宣�減�作��

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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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活的關��來�緊密�使國�⺠眾關注��議題的�

度�之提升�國���發展智庫為普���知識�於2020年推出《��

�⾦融》雙⽉報� ICDI ���⼦報�

《���⾦融》雙⽉報

《���⾦融》雙⽉報�在提供�����永

續發展��⾊經濟�議題之國�����訊�

包括���相關財���的國�報告���政

府�關推⾏的�⾊⾦融政���ICDI 希��

���國���相關政��訊�建構更具�性

的台灣�

《���⾦融》�刊�於 2020 年 12 ⽉ 31  ⽇

發布���得國���服�專家的�定�並且

在 ICDI  �書�絲⾴引����響�

知識傳�

《ICDI���⼦報》

2

《ICDI���⼦報》由 ICDI 獨⽴製作��⼒

提供��的�球��議題���研�報告�關

注的�域包括���政��再⽣�源��⾊⾦

融�智�城市�⼤�科學�⽅⾯的���訊�

《ICDI���⼦報》正式於 2021 年 1 ⽉開放

⼀�⺠眾訂��讀者��學��構��⺠團�

�⺠間企���並�續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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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伴�企�

──科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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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7⽇����推動�盟記者會

成⽴����推動�盟1
合作�伴

「����推動�盟」成員匯��源�製��

���住�����環境�六⼤部⾨企�代

表�共同呼籲政府加��向2050淨���國家

的政�制定�促�臺灣��經濟轉型�掌握�

⾊���

2020年12⽉7⽇�於⽴法院�辦�⼀場「�中

和」��倡議記者會�宣布結合產官學的「�

���推動�盟」正式成⽴�並且發表「企�

促���⾏動�����宣⾔」��召國�不

同�域之企�共襄盛��共�����環境�

�利我國朝向2050淨���的願景���

��記者會除⾏政院�源�減�辦�室副執

⾏⻑林⼦倫到場�會��更�諸�⽴�現�

⼒挺�呼應�盟�求�並�得各⼤����

報��包括�合報�⾃由�報�奇����

PChome���中����台��

�盟�續��六⼤部⾨企�代表共同�⼒�

參�我國��變�相關法規和政��詢會議

�討論�提供我國發展��技�和促���

經濟轉型之政�建議��軌國�減���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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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團隊
關注��變��⼈��世代正義�

發展��並積�參�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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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團隊

�王��絕��在���海�成為�⽯�⼯�⾰命��⼈�⼤

量開採�⽯������⽯間�成為�成�球暖�的原因�

�恭岳∕執⾏⻑ 

林��∕⾏政經理

��兔��布於加拿⼤�部和格

��冰原��年來��冰融�漸

漸影響其���

＃法理學

���除⼈���沒�其�天

敵�因海洋暖��污����覓

�困難���破壞�

張�誠∕��經理

＃島國�� ＃城市�性

台灣⿊�是台灣��種�因

為⼟�開發����喪失�

�量下�中�

楊�榕∕助理研�員

＃國�關� ＃政�研�

劉怡�∕專�經理

�王��⼜稱�眉⿂�因捕

��度���量下����

暖�則影響其�物來源�

＃天��析 ＃���析

���是����的典型動物�

因為�球暖��成海冰����

�覓�困難�

�政�∕助理研�員

＃天��析 ＃��評估預測

�鎮豪∕助理研�員

⼭椒⿂⽣⻑於海�三千�尺

�上的⾼⼭�在��變�影

響下���會�漸減少�

＃天��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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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企鵝的故鄉是南�⼤�上的

南喬治亞島�因為��變�的影

響��覓�困難�更�可���

���⼤冰⼭攻擊�

＃���析

劉書榕∕助理研�員

�⾉為海⽣哺乳�動物�雖��

��圍�闊�但在⼈��續��

����受破壞的�況下�其⽣

存環境已�到�重破壞�

張�淨∕助理研�員

＃�源治理＃智�城市

＃⾙�計畫���析

＃�值��

⿊鳶位於�物�頂端�但由於�

端���成��減少��環境�

⼟壤��污���成其�量�漸

下��

林昱翰∕助理研�員

�豹曾�息於臺灣1000�尺�上

的原��林�由於�度狩��不

當的林�經��⾃70年代中期再

�發現紀��

�⼄寧∕助理研�員

＃永續⾦融＃社群傳�

波斯�曾為�球上�⼤的�科動

物之⼀�雄��⻑可�三�尺�

19世紀�期�⼈�開��捕波斯

��並把�們的�息�開墾成�

�⽤��

王暉絢∕助理研�員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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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台�市⼤��⾦�街 199 巷 5 � 610 室
Rm. 608, No. 5, Ln. 199, Jinhua St., Da’an Dis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Tel: +886-2-23959570

www.icdi.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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