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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Spatial Planning: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Taiwan’s “Spatial 
Planning”

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调适策略 
—— 台湾“国土计划”的经验与启示

引言

气候变化是指由于自然内部过程或外部强迫，以及人类活

动对大气成分或土地利用的持续改变所造成的气候状态变化 [1]。

气候变化带来种种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气

候环境改变使得干旱、洪涝、冰雹、风暴和高温等极端天气频

发 [2-4]，对人类的生存和活动影响重大 [5-7]。同时，全球人口数量

与城市化率正快速增长，人类活动高度聚集在城市空间，气候

变化对城市的威胁也在加重 [8-9]，例如海平面上升威胁沿海城市

的安全，降雨频率改变影响城市供水系统的稳定，极端天气造

成基础设施损毁等 [10]。我国是全球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也

是全球极端气候事件最频发的国家之一 [11]，气候变化对我国的

影响重大，因此采取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刻不容缓 [12]。

应对气候变化有两大思路，即减缓（mitigation）和调适

（adaptation）。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定义“减缓”为“减

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至气候循环中，包含温室气体的源头减量

和加强温室气体的吸存”；“调适”为“对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

然和人类系统进行调整，以减轻危害或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有

利机会 [13]。“减缓”试图从源头找对策，通过减少碳排放等措施

延缓气候变化，避免气候变化带来极端灾害 ；“调适”则为“兵

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思路，在气候变化不可避免发生的情况下，

针对地方的特殊情境，尝试降低不利影响，培养恢复力。在减

缓行动难以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调适措施更具备现实

紧迫性 [14]。

针对城市空间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学界已开展了

丰富的探索，韧性城市是其中的热点议题 [15]。“韧性”是 1970
年代生态学领域的概念 [8]，后延伸至城市研究领域。城市的韧

性反映在城市系统拥有应对自然灾害、社会重大事件等风险的

适应与恢复能力 [16-17]，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则是建设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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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对人类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产生重要影响，

因此将应对气候变化的调适策略融入空间规划具有必要性和紧迫

性。台湾地区的“国土计划”体系先行探索了在空间规划中提出应

对气候变化的调适策略。本文重点研究台湾地区及其18个“直辖市、

县（市）”的“国土计划”中关于气候变化调适的内容，探索不同

层级空间规划形成气候变化调适策略的方法。继而，本文总结出对

空间规划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调适策略的有益经验，包括法律法规

引领、上下层级联动、调适体系构建和实施行动保障等，以期为当

前大陆正在进行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和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Abstract: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having a great impact on the space for 
human survival and activities. so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incorporat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to spatial planning. The Taiwan  
region takes the lead in explor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tent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in Spatial Planning of Taiwan region and its 18 counties (cities), 
exploring the forming methods of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at two different levels of spatial planning. From the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Taiwan’s Spatial Planning, the authors summarize 
four beneficial experiences, including leading by laws and regulations 
first, linking upper and lower levels’ planning, constructing adaptation 
system, and guaranteeing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ompiling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ese mainland.

关键词： 空间规划；气候变化；调适策略；规划体系；台湾

Keywords:  Spatial Plann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Strategies; 
Planning System; Taiwan

沈娉  梁景宇
Shen Ping, Liang Jingyu

文章编号：1673-9493（2022）02-0120-09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9830/j.upi.2021.119



121 2022 Vol.37, No.2国际城市规划

沈娉  梁景宇    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调适策略 —— 台湾“国土计划”的经验与启示

性城市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18-19]。在建设韧性城市以应对气候

变化的过程中，将气候变化调适内容纳入空间规划具有重要 

意义 [20-22]。若能在总体层面规划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

将有助于合理布局空间要素，引导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城市

空间避开气候影响敏感区域，有效降低灾害对城市的冲击，

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23-25]。

现正值我国全面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若能通过

空间规划的手段推进气候变化调适将具有重要意义 [8]。而台湾

地区编制了类似于大陆国土空间规划的“国土计划”①，已

先行探索将气候调适策略融入空间规划的路径，通过上层规

划系统化引导、下层规划因地制宜落实，在规划体系中形成

了上下联动的气候调适策略，其相关经验可为大陆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带来一定的启发。

1  台湾地区“国土计划”体系

二战后台湾地区的空间规划演变是从建设空间向全域空

间、从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此过程可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体系雏形阶段（1945—1973 年），以“城

市规划法”为引领，主要关注城市空间，缺少城乡统筹；第

二阶段为体系改革阶段（1974—2015 年），1974 年“区域规

划法”颁布后，区域规划成为城市规划的上位规划，统筹了

城乡空间，1979 年首设台湾地区层面的“综合开发规划”，

加强了整体统筹力度；第三阶段为体系成熟阶段（2016 年至

今），2016 年颁布的台湾“国土计划法”在“法律”层面提

出“国土功能分区”划设原则和土地管制规定，明确了“国

土计划”体系结构和各层级“国土计划”的作用、内容和权

责。基于“国土计划法”，台湾形成层级清晰、管理明确的“国

土计划”体系，实现了对全域土地的规划和管制 [26]。

台湾“国土计划”体系分为两大层级，即台湾地区层面

的“国土计划”和“直辖市、县（市）”层面的“国土计划”

（图 1）。前者以台湾地区为范围，强调战略性、整体性和统

领性；后者则由台湾各“直辖市、县（市）”引导辖区和海

域范围的实质发展并落实规划管制，注重实施性。两层级的

“国土计划”上下衔接，地区层面的“国土计划”指导“直

辖市、县（市）”层面的“国土计划”编制。“国土计划”编

制完成后，将整合形成“国土功能分区图”。

台湾地区层面的“国土计划”于 2018 年 4 月公告实施，

“直辖市、县（市）”层面的“国土计划”于 2021 年 4 月

公告实施，地区“国土功能分区图”则拟于 2022 年 5 月前

公告。

2  气候变化调适内容进入台湾“国土计划”体系

2.1  台湾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演变
台湾地区由海洋环抱，气候灾害较频繁 [27-28]，气候变化

带来的海平面上升和海上气候变动对其影响剧烈，故台湾对

气候变化问题表现出高度重视。但该地区并非从认识气候变

化影响的危害之初便确立以“调适”为主的思路，而是呼应

国际思潮，经历了从以“减缓”为核心到重视“调适”的

过程。

国际社会早期以减缓议题为主导，从 1980 年代学界提

出碳排放造成全球变暖问题，到 1990 年代《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发布，都反映了以减缓为

主的应对思路 [29-30]。进入 21 世纪以来，气候调适议题逐渐

受到重视，联合国 2004 年发布的《气候变化调适政策框架》

和欧盟 2007 年发布的《适应气候变化 ：欧盟行动的选择》

等代表性文件均反映了这一趋势 [31]。

在国际思潮影响下，台湾地区早期也将减缓作为重点，

于 1992 年成立了气候变化相关工作小组，侧重引导减缓工

作。随后，减缓气候变化成为台湾地区学界的热门话题 [30]。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减缓所需的参与群体广，投入时间长但

见效慢；相较而言调适只需本土群体参与，行动周期短且

见效快 [32]。因此，台湾地区逐渐重视起调适议题，2006 年

由相关科学机构发起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调适的研究计划，此

后气候变化调适相关的研究逐渐增多 [31-33]。2010 年代，台

图 1  台湾“国土计划”体系图

2016 5 1

2022 5 1

2018 4 30 2021 4 30

① 为符合语言习惯和便于理解，台湾地区政策和规划文件原文中的“计画”转换为同义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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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学界出现“气候变化调适应该与空间调整相关联”的 

呼声 [30]，有学者建议通过规划的手段落实气候变化的调适策

略 [34]，并在“法律”层面明确气候变化调适的重要性 [32-35]。

伴随着应对气候变化思路的演变，为保障相关应对策

略的有效落实，台湾地区在不同时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29]。

2009 年，台湾发布“永续发展政策纲领”，以减缓的思路为

主应对气候变化，引导水资源、土地使用等可持续发展。在

对 2009 年“八八水灾”进行反思以及调适议题的研究基础

牢固后，台湾于 2012 年发布以调适为重点的“气候变迁调

适政策纲领”，提出了气候变化调适议题的“八大领域”，包

括灾害、维生基础设施、水资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

给及产业、农业及生物多样性和健康。2016 年，台湾呼应学

界关于在规划中落实气候调适策略的思潮，所发布的“国土

计划法”规定将因应气候变化的调适内容融入“国土计划”

（表 1）。

2.2  台湾“国土计划法”对气候变化调适的相关规定
台湾地区于 2016 年公布实施的“国土计划法”在第一

章的第一条即开宗明义，明确气候变化调适是“国土计划”

编制和实施的重要目的 ；第一章的第六条提出“考量自然条

件及水资源供应能力，并因应气候变迁，确保‘国土’防

灾及应变能力”是规划原则之一。在规划内容方面，“国土

计划法”第二章的第九条明确规定台湾地区层面的“国土计

划”须将“国土防灾策略及气候变迁调适策略”定为必要内

容；第二章的第十条则明确“直辖市、县（市）”层面的“国

土计划”应包含“气候变迁调适计划”（表 2）。

3  台湾“国土计划”应对气候变化的调适策略

依据台湾“国土计划法”要求，台湾地区层面和“直辖

市、县（市）”层面的“国土计划”均需因应气候变化制定

调适策略：地区层面的“国土计划”制定整体性策略，形成

系统化引导 ；“直辖市、县（市）”层面的“国土计划”则在

遵循上层规划的基础上识别本土重点风险，因地制宜制定差

异化的气候调适策略（图 2）。

3.1  台湾地区层面“国土计划”：系统化引导

3.1.1  分领域的调适策略

台湾地区层面的“国土计划”基本继承了“气候变迁调

表 1  台湾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发布的主要文件

文件名称 发布年份 侧重点 与气候变化相关内容

“永续发展政策纲领” 2009 以气候变化减缓为重点 主要以减缓思路应对气候变化，引导水资源、土地使用等领域可持续发展

“气候变迁调适政策纲领” 2012 以气候变化调适为重点
从调适角度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提出调适气候变化议题的“八大领域”： 灾害、维

生基础设施、水资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给及产业、农业及生物多样性和健康

“国土计划法”
2016

将气候变化调适内容融入

“国土计划”

明确气候变化调适的重要性，规定“国土计划”中必须有气候变化调适的内容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表中提及的三份文件整理

表 2  台湾“国土计划法”要求的 “国土计划”编制内容

内容 地区层面“国土计划” “直辖市、县（市）”层面“国土计划”

作用范围 计划范围和计划年期

上层规划指示 — 地区层面“国土计划”的指示

发展目标 “国土”可持续发展目标 “直辖市、县（市）”的发展目标

现状与预测 基本调查和发展预测

整体策略 “国土”空间发展和成长管理策略 “直辖市、县（市）”空间发展和成长管理计划

功能分区
“国土功能分区”及其分类——划设条件、划设顺序、土地使

用指导事项

“国土功能分区”及其分类——划设、调整、土地使用管制原则

分项策略 部门空间发展策略 部门空间发展计划

气候应对与防灾 “国土”防灾策略和气候变迁调适策略 气候变迁调适计划

复育 * 地区划定 “国土”复育促进地区的划定原则 “国土”复育促进地区的建议事项

行动计划 应办事项和实施机关

其他事项 其他相关事项

注：* 台湾“国土计划法”所提“复育”的含义与“生态修复”基本相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国土计划法”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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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政策纲领”中关于气候变化调适的重点领域设定，分别针

对灾害、维生基础设施、水资源、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

给及产业、农业及生物多样性七大领域提出整体层面的调适

策略（表 3）。这些调适策略均与空间紧密相关，体现了空间

规划和管控角度的应对方式，例如在“农业及生物多样性”

领域，提出了“整合生态廊道”和“加强农业发展地区及保

育区域土地管理”等空间层面的手段。同时这些策略也具引

领性：一是针对各领域提出应对思路和方向，如针对“土地

使用”领域提出“加强城乡发展地区土地使用弹性”；二是

指引下级规划或各部门需配合的内容，如针对“灾害”领域

提出“强化各部门政策和计划中有关空间层面的防灾分析和

横向协调”。

3.1.2  分空间类型的调适策略

除了针对各领域的气候调适策略外，地区层面“国土计

划”还专门提出了针对不同空间类型的策略。台湾全域空间

被分为高山及山坡地，（非都市）平原地区，都市及乡村集居

地区，海岸、离岛及海域四大类型（图 3）。四类空间的地形

和人类活动特征不同，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也各有差异，地

区层面“国土计划”对应提出了四类空间的调适策略（表 4）。
分空间类型的调适策略与分领域的调适策略相互补充，

两者共同构成完整的策略体系，前者更直接地锚固在空间层

面，而后者更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对象。

3.2  “直辖市、县（市）”层面“国土计划”：因地制宜

落实
台湾“国土计划法”规定“全部‘行政辖区’均已发

布实施都市计划或‘国家公园计划’者，免拟订‘直辖市、

县（市）国土计划’”。因此项规定，台北市、嘉义市、金

门、马祖无须制定“国土计划”，而剩余 18 个“直辖市、县

（市）”均编制了“国土计划”。本文对这些“直辖市、县

（市）”的“国土计划”（核定版）中关于气候变化调适的内

容进行研究，提炼该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方法。

气候变化对空间的影响据区位不同而有所差异 [36]，因应

表 3  分领域的气候调适策略

领域 调适策略

灾害

（1）强化“国土”防灾资讯整合、揭露与预警；

（2）强化各部门政策与计划中有关空间层面的防灾分析与横向协调；

（3）依灾害种类、强度与频率，研究制定土地使用防灾策略

维生基础设施
（1）区域基础设施避开环境敏感地区；

（2）检讨公共设施的区位、类型和服务功能，逐步更新基础设施或促使其转型

水资源 指定流域治理优先地区，逐步推动该流域内水资源保育、产业发展、土地使用及其他各领域的调适行动

土地使用
（1）增加城乡发展地区土地使用弹性；

（2）划设“国土功能分区”应参考环境敏感地区情况

海岸
（1）调整海岸地区土地使用强度；

（2）针对海岸高灾害风险地区推动河川和海域综合性治理，减少复合灾害发生

能源供给及产业

（1）加速再生能源使用，推动既有产业园区减碳转型；

（2）清查老旧、低效或闲置产业用地，推动产业用地迁移、更新和转型；

（3）开发计划回避自然灾害高风险地区或增加减轻冲击的措施

农业及生物多样性

（1）强化并整合生态廊道和开放空间系统；

（2）推动农渔乡村整体规划，推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公共服务和环境品质；

（3）加强监测与预警机制并整合科技手段，完善自然保护区经营管理，建构长期生态监测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地区“国土计划”（核定版）文件整理绘制

图 2  台湾“国土计划”二级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的思路 图 3  台湾地区四类空间在北回归线附近的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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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调适工作应强调个案研究，因地制宜形成调适方

案 [31-37]。台湾地区各“直辖市、县（市）”的“国土计划”

常在落实上层规划的基础上，依据地方特征确定当地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点风险，划分重点调适功能区，灵活多样制定应

对策略，最后形成行动机制以保障实施。

3.2.1  气候变化的风险研判

台湾“直辖市、县（市）”层面的“国土计划”主要通

过历史研究、现状评估和模拟预测三种方法判定气候变化带

来的主要风险。其中，现状评估为必选项，历史研究和模拟

预测通常是辅助选项。

（1）历史研究

部分“直辖市、县（市）”通过研究历史变化趋势和特定

历史事件来认识气候变化带来的实际威胁。例如云林县通过研

究当地 1969—2017 年温度年际变化，发现该县进入 21 世纪后

大暴雨日出现频率增加，2013 年后每年小雨日也呈增多趋势

（图 4），而降雨天增多提高了城市淹水的风险，因此云林县“国

土计划”在气候变化调适部分将淹水问题作为首要应对问题。

（2）现状评估

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是拟定相关规划的必要基础 [34]，各

“直辖市、县（市）”进行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的思路主要分

为两种。一种是对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单项灾害进行风险评估，

如高雄市分别评估淹水、滑坡灾害风险，识别出重点区域 

（图 5）。另一种思路是考虑灾害风险、应对能力和恢复能

力等建立综合评估体系。例如：台东县建立了包含自然脆弱

度和社会脆弱度两个维度的综合评估体系，其中自然脆弱度

反映空间面临的灾害风险，通过台东市及各乡镇极端气候条

件下可能发生泥石流、海啸等灾害的面积占总面积之比来衡

量；社会脆弱度则反映人为因素形成的防灾抗灾能力，以

暴露量、减灾准备、应变能力和复原能力四个方面来衡量 

（图 6）。最终，叠加两个维度的评估值，判断出台东市及

各乡镇的脆弱度等级（图 7），并在后续内容提出对脆弱度

高的地区进行优先调适。

表 4  针对不同空间类型的气候调适策略

空间类型 主要调适策略

高山及山坡地

（1）坡地农业利用应加强灾害防治，并兼顾水源地维护和基础设施安全；

（2）评估山区城乡和产业发展的潜在风险并研究转型方式，加强坡地住宅和坡地农业的暴雨径流、崩塌趋势监测及相关保全措施；

（3）原住民族聚落周边须识别高风险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微型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并加强环境监测

（非都市）平原地区

（1）维护一定面积比例农地资源和灌排系统，以确保粮食安全；

（2）持续监测河川系统洪枯流量变化，推动脆弱环境集水区治理；

（3）强化水源调配机制及系统，并降低水资源相关设施环境冲击

都市及乡村集居地区

（1）加速推广公共交通、自行车和人行步道系统

（2）都市发展和产业配置应考虑水资源，强化保水、储水和紧急用水措施；

（3）因应气候风险类型和社会长期发展趋势，评估基础设施区位与状态；

（4）优先保留都市和乡村的开放空间，并增加树木覆盖面积，加强滞洪功能；

（5）规划因气候变迁而迁居人口的容纳空间

海岸、离岛及海域

（1）强化海岸都市、乡村及工业区安全；

（2）配合气候变迁风险和海岸侵淤状况，调整沿海土地使用强度与类型；

（3）强化离岛地区公共服务与储备能力；

（4）加强海岸及海洋生态保育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台湾地区“国土计划”（核定版）文件整理

图 5  高雄市极端降水情况下的淹水风险评估图（左）和滑坡风险评
估图（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高雄市国土计划”（核定版）绘制

依据 24 小时内极端降雨发生概率、水文情况和人口密度等
进行评估

图例

风险等级
第二级（中低）
第三级（中）
第四级（高）
第五级（极高）

依据 24 小时内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历史崩塌情况、坡度、
人口密度等进行评估

图例

风险等级

第二级（中低）
第一级（低）

第三级（中）
第四级（高）
第五级（极高）

图 4  云林县 1969—2017 年降雨天数年际变化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云林县国土计划技术报告”（核定版）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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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拟预测

部分“直辖市、县（市）”通过模拟未来气候变化影响

识别重点地区，制定有针对性的调适策略。例如澎湖县通过

模拟海平面上升淹没的范围来识别未来受到冲击的主要区域

（图 8），从而制定相应的调适策略，包括对易受淹没地区

进行整体环境规划，严格限制开发，等等。

3.2.2  重点调适功能区划分

众多“直辖市、县（市）”的“国土计划”通过综合整

理各项风险的研判结果划分重点调适功能区，例如屏东县通

过风险评估得出淹水、海岸灾害和坡地灾害是气候变化带来

的重点风险，综合考虑这三类气候灾害影响范围以及城市聚

落的格局，划设出气候变化重点调适功能区，包含水灾优先

调适地区、坡地灾害优先调适地区和海岸灾害优先调适地区，

从而针对性地引导地区预防重点灾害（图 9）。

3.2.3  灵活多样的应对思路

依据当地的重点风险领域，各“直辖市、县（市）”的

“国土计划”在“气候变迁调适政策纲领”提出的八大领

域中确定本土关注领域，相应地制定气候变化的调适策略，

实现了在上层框架下的弹性发挥。依据 18 个“直辖市、县

（市）”在“国土计划”中选择关注领域的数量以及优先度

排序方式，可将各地的应对思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思路

是“选择性聚焦型”，屏东县和台东县等通过抓大放小的方

法选定 3~4 个重点领域制定策略，有利于集中精力应对重要

的风险领域，但难免忽略其余领域；第二种思路是“广泛关

注型”，新北市、桃园市等众多“直辖市、县（市）”选择了

6 个以上的领域分别提出应对策略，形成综合全面的调适体

系，但未分优先次序；第三种思路是“两大层次型”，花莲

县和南投县等将应对领域分为优先级和一般级，讲究轻重结

合；第四种思路是“优先度排序型”，台中市、苗栗县等对

各领域的优先度进行了精细化排序，明确各领域策略实施的

轻重缓急。总体而言，后两种思路既全面又有轻重，避免了

前两种方式的缺点，但相应地也要求配套更精细化的实施和

管理措施（表 5）。
整体来看，“土地使用”是“国土计划”实施的“基本

盘”，也是气候变化调适必不可少的领域，因此受到了 18 个

“直辖市、县（市）”的关注。这些“直辖市、县（市）”中

除南投县以外均临海，加强海岸地区对气候变化的调适能力

非常重要，因此“海岸”领域受到绝大多数“直辖市、县

（市）”关注。“水资源”“灾害”和“维生基础设施”三大

领域与城市运作和居民生活直接相关，也得到了较多关注，

而且通常在优先度排序中级别较高。

众多“直辖市、县（市）”在针对不同领域的调适策略

中考虑了上层规划提出的四种空间类型，从而提出更具体的

调适策略，例如高雄市在水资源领域的应对策略中提出针对

平原地区推动多元供水方案，针对六龟、桃源和茂林等高山

和山坡地则着重加强水土保持。部分“直辖市、县（市）”

图 6  台东县社会脆弱度评估因子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东县国土计划”（核定版）绘制

图 7  台东县及各乡镇脆弱度等级判定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东县国土计划”（核定版）绘制

图 8  澎湖县海平面上升淹没范围模拟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澎湖县国土计划”（核定版）绘制

现在海平面 模拟海平面上升 1m

模拟海平面上升 5m模拟海平面上升 3m

模拟海平面上升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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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不同领域细化调适策略时采用场景式思维，例如彰化

县针对“灾害”领域，提出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害场景，

并对应形成调适策略（图 10）。

3.2.4  保障实施的行动机制

18 个“直辖市、县（市）”的“国土计划”不仅提出针

对气候变化的调适内容，而且基本形成了保障实施的机制。

整体上，这一层面“国土计划”常围绕气候变化调适明确

六个方面内容，包括解决的问题（Why ：为什么做）、行动

策略（What ：做什么）、空间范围（Where ：在哪里做）、负

责单位（Who ：谁来做）、行动期限（When ：什么时候做），

以及对应下级规划（How ：如何传导）。这六方面的内容可

对应为“5W1H”的保障机制。“5W1H”是一种被广泛使用

的分析方法，也是一种全面而系统的管理机制，有助于工

表 5  “直辖市、县（市）”层面“国土计划”规划涉及领域分布

类型 名称 灾害 维生基础设施 水资源 土地使用 海岸 能源供给及产业 农业及生物多样性 健康

选择性聚焦型

屏东县 ● — ● ● ● — — —

台东县 — ● — ● ● — — —

彰化县 ● — ● ● — — ● —

广泛关注型

新北市 ● ● ● ● ● ● ● ●

桃园市 ● ● ● ● ● ● ● ●

台南市 ● ● ● ● ● ● ● ●

高雄市 ● ● ● ● ● ● ● ●

基隆市 — ● ● ● ● ● ● —

嘉义县 ● ● ● ● ● ● ● —

宜兰县 ● ● ● ● ● ● ● ●

新竹县 ● ● ● ● ● ● ● ●

云林县 ● ● ● ● ● ● ● ●

两大层次型

南投县 ●（1） ●（2） ●（1） ●（2） — ●（2） ●（1） ●（2）

新竹市 ●（1） ●（2） ●（1） ●（2） ●（1） ●（2） ●（2） ●（2）

花莲县 ●（1） ●（1） ●（1） ●（2） ●（2） ●（2） ●（1） ●（2）

优先度排序型

台中市 ●（1） ●（4） ●（2） ●（5） ●（6） ●（7） ●（3） ●（8）

苗栗县 ●（2） ●（4） ●（1） ●（5） ●（7） ●（8） ●（3） ●（6）

澎湖县 ●（1） ●（3） ●（2） ●（6） ●（5） ●（8） ●（7） ●（4）

注：●表示“直辖市、县（市）”层面“国土计划”气候调适策略涉及该领域；数字表示领域的优先度，数字越小代表优先度越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各“直辖市、县（市）”的“国土计划”（核定版）文件整理绘制

图 9  屏东县调适功能空间分区形成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屏东县国土计划”（核定版）的图片绘制



127 2022 Vol.37, No.2国际城市规划

沈娉  梁景宇    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调适策略 —— 台湾“国土计划”的经验与启示

作的组织与管理，推动工作有效执行 [38]。如今，“5W1H”

已逐渐被应用于城乡规划 [39]、建筑调查 [40]、交通工程 [41] 和

工业设计 [42] 领域。台湾“直辖市、县（市）”的“国土计

划”为落实调适策略主要细化了六个方面的内容，正好呼应

“5W1H”的思路。

明确要解决的问题是“直辖市、县（市）”层面“国土

计划”气候变化调适的必要内容，通过上文论述的历史研

究和现状评估等方法确定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以及明晰为

什么需要进行调适工作。行动策略是气候变化调适部分的

核心内容，其通常对应到需要实施的空间范围，例如花莲

县“国土计划”根据已识别出的风险区域，明确每一项行

动策略的实施范围是全县还是特定的乡镇，以保障人力和

物力的精准投放。

在负责单位方面，较多“直辖市、县（市）”制定了清

晰而细致的分工，例如宜兰县“国土计划”将气候调适策略

的负责单位区分为主办单位、协办单位、相关单位和权责单

位。其中主办单位为主要落实的部门，协办单位是协助实施

的部门，相关单位包括自来水公司、田水利会等相关企业和

行业协会，权责单位则是上级的督导部门。

在行动期限方面，部分“直辖市、县（市）”的“国

土计划”依据每项行动策略的紧迫度和难易度确定了不同

的实施期限，例如澎湖县“国土计划”将每项行动策略

的期限设定为短期（2026 年）、中期（2030 年）或长期

（2036 年）。

在对应下级规划方面，部分“直辖市、县（市）”明确

列出每一项调适策略向下对应的规划或计划。宜兰县“国土

计划”在对下级规划传导落实方面表现突出，如“加强河川

下游蓄洪排水”策略明确对应了《低地治水策略整体规划》

《冬子河流域整体治理计划》等范围更小、精细程度更高的

规划。

4  经验与启示

当前，我国正在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省级和市级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均提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需考虑气候变

化带来的风险并进行调适。但是，如何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深

化气候变化调适的相关内容仍处于开放性的探索阶段。鉴于

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调适工作的复杂性，空间规划推动气

候变化调适需要突破传统规划范式 [11]。

台湾地区先行探索编制“国土计划”并浓墨重彩地提出

气候变化调适策略，其经验可为大陆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和编

制提供参考。

（1）法律法规引领

目前，我国《国土空间规划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正处于编制过程中。法律法规作为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顶层设计，是地方开展规划编制、审批、管理等工作

的基础。建议可考虑在法律法规层面明确将应对气候变化的

调适策略纳入规划编制的内容，提升气候变化调适在国土空

间规划中的重要性。相应地，推动相关配套文件完善关于气

候变化调适的内容，例如在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中

明晰气候变化调适的目标和要求，以及规定易受灾地区开展

研究气候变化影响的专题研究等。

（2）上下层级联动

省级和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内

容应各有侧重，并形成有效的上下传导机制。省级国土空间

规划着重研判气候变化造成的区域性重大风险（如极端天气

频发造成的台风和洪涝灾害）和潜在机遇（如部分内陆地区

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水汽增加，为植被恢复提供了有利条件），

确定气候变化影响的重点区域分布，并对不同地区的调适策

略提供指引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则应进一步分析地

方重点风险地区分布，细分调适功能区，并根据省级规划指

引形成可落实的地方策略。

（3）调适体系构建

当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通常将应

对气候变化作为防灾减灾或市政设施建设的部分内容，缺乏

从全局角度考虑气候变化对国土空间的影响和应对。建议各

地特别是易受灾城市，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关注气候

变化灾害、海岸利用与防护、基础设施、生物多样性、水资

源保障、粮食安全、土地利用、能源供给、城市健康等领域，

依据本土特征和需求确定各领域的优先级别，量体裁衣地构

建具有地方特点的气候变化调适策略内容体系。

（4）规划实施保障

在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形成应对气候变化调适策略

的传导机制，细化落实责任单位、协助单位、工作范围、时

间要求等实施层面的具体问题，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策

略有效落地。同时，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指标体系中，增加并

细化气候调适和减灾防灾设施规划相关指标，考虑将指标纳

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在规划实施保障部分，可依

降雨不均

剧烈降雨增加

台风强度改变
及海平面上升

沿海地区、地势低或地层
下陷地区面临淹水风险

短时降雨易致灾

海平面上升导致沿海地区
排水更困难

辨识环境敏感地区，确
定需重点防控的地区

划设“国土保育地区”，
并落实“国土管制”

改善区域排水系统

气候变化现象 可能带来的场景 调适策略

图 10  彰化县灾害领域调适策略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彰化县国土计划技术报告”（核定版）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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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地方特征，将针对本地常见灾害的研究和规划列入专项规

划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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