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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學門簡介與業務項目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核心議題規劃

 由學門期待看計畫書內容

 學門近年申請與核定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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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司/學門簡介

 學門業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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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部內各司＋國研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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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經濟的
實用科學

導引未來「產業」相關之基礎科學
側重地球環境、災害防救與永續科學

學門資源「合理」配置及中長期發展
建構與強化研究資源「共享」平台
推動跨領域「卓越」研究

國家科學的
基礎建設

科學人才的
培養與提升

積極培養有創新能力且具「全球視野」
的博士級研究人才

目標

施政目標及策略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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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專題計
畫

整合型研究計畫

卓越領航計畫

專案及國家型計畫年輕優秀學者計畫

學術攻頂及
自由型卓越

計畫

私校研發特色

向下扎根

向上提升

厚實中堅

探索及跨領域計畫

特約計畫

推動學術研究提昇之作為

短程

中程

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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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5年度自然司各學門領域預算數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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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學門簡介
1. 永續科學學門前身為科技部(國科會)於87年所成立的

「永續發展研究推動委員會」下兩大專案之一。

2. 承擔本部對應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及中央跨
部會永續發展相關業務之窗口。並促進永續發展相關跨
領域整合研究及學群領域對話。

3. 永續學門運作方式，係以「永續發展(跨領域)整合研究」
之中程規劃為主軸，內容依國際永續科學研究發展趨勢
及我國自身發展需求，規劃推動兼顧環境保護、社會公
平及經濟發展(永續發展三支柱)之目標導向整合型研究
計畫；每年對外公開研究議題作為各類型申請案研擬研
究內容之依據，期望產出兼具學術性、政策可操作性或
技術可應用性之研究成果，並培植研究人力與能量。

4. 並以符合國家永續發展階段性重要任務的目標型計畫配
合政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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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學門業務項目
一、行政院層級/跨部會之永續發展相關工作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

 「科技研發與評估」工作分組與相關工作分組配合計畫

 「國家氣候變遷調適綱領及行動計畫」相關工作

 配合國發會(經建會)推動氣候變遷科學評估及推動相關學術研究計畫

 其他部會永續發展相關方案或計畫分辦(國土計畫法、溫室氣減量及管理
法與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國家濕地法與計畫、…)等。

二、推動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專題研究計畫)

三、為配合行政院政策需要，推動相關規劃型專案計畫。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服務計畫(1999-2012,2013-2017.1) 

 氣候變遷調適科技整合研究計畫(2012-2016.7)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整合平台(學門草案)

 永續科學整合平台及永續性評估機制(完成雛型，推動中)

Next Phase



整合研究計畫成果之社會效益－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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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產出項目
奈米微粒健康風險評估與管
理研究(100-102)

發現目前職場氧化鋅暴露標準下，可以引發心肺毒性，針對奈米氧化鋅的職場暴露制定
法規。

公共參與式流域綜合治理之
研究(100-102)

建置公共參與式流域綜合治理決策支援系統平台

台東縣八八水災整合災害防
治、人文關懷與部落重建之
參與式行動研究(99-101)

完成協助各受災部落以現有社團或新成立社團向政府相關單位研提社區重建計畫，並協
助建立十多個部落的族譜、部落地圖、遷移史及伴隨的生計變遷等資料

邁向低碳社會下永續產品服
務(PSS)開發與研究(99-101)

開發產品服務系統、永續設計開發決策與流程以及生命週期評估模式。並針對企業之商
業模式建置產品服務系統之創新設計與評估方法和工具，提供商業模式指南，協助企業
進行可行性分析與企業內部自我評估，達到經濟獲利與兼具節能減碳之成效。

台北都會區土地使用變遷模
型之比較研究(96-100)

透過土地使用變遷的分析了解與建構台北都會區之土地系統的功能，供政府及民間規劃
部門參考之外，亦可做為其他地區都市成長模擬之參考。對於有效控制都市成長、保護
農林用地、水源涵養以及碳儲存價值具有貢獻。

氣候變遷環境下永續性工程
之因應研究-以道路運輸工程
為例(99-101)

提出當氣候變遷對我國道路工程造成衝擊之考量下，公部門應以極端降雨為優先考量因
子進行調適作為。而在有限的資源下，應以減少落墩、採用透水性材料為優先執行的調
適工作。

柳杉人工林疏伐經營對生物
多樣性、生態系結構與功能
影響及復育過程(94-99)

發現人工林在輪伐期前實施適當的疏伐作業，可有利於生態環境的改善，且有利原生物
種發育、更新，改變森林生態系的結構，使其接近天然林的生態系。此項成果為林務局
納入其擬訂林木收穫政策的考量。

我國多溴二苯醚環境荷爾蒙
之公共衛生及管理策略研究
(96-98)

結合國人食物攝取研究結果，完成我國一般人口之多溴二苯醚體內負荷量的估算、建立
多種生物之濃度資料庫、進行相關食物濃度之檢測與飲食攝取情況，提出減少人體經飲
食暴露的機會等管制政策建議。

室內鄰苯二甲酸酯類暴露與
兒童健康之相關性(96-98)

完成鄰苯二甲酸酯對氣喘機制的流行病學資料、鄰苯二甲酸酯於室內空間中之逸散情形、
市售塑膠玩具及塑膠鞋中鄰苯二甲酸酯之種類與濃度；進而提出介入策略，提供有效降
低女童體內鄰苯二甲酸酯類代謝物之有效方法。



學術論文發表
20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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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門專案研究-

 氣候變遷科學與調適研究

 都市化下有關水、糧食與能源安全之
鏈結跨領域研究

 永續科學整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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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調適科技計畫 (TaiCCAT)

脆弱度評估、調適治理 100(先期), 101~105.7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 (TCCIP)

臺灣氣候變遷資料/資

訊提供
98~102.2, 102.3~105.7

氣候變遷實驗室 (CCliCS)

模式能力建構、基礎研

究
100~105.7

建構氣候模式與模
擬能量

1. 風險評估技術
與工具

2. 調適之相關治
理策略

近未來(2020-2039)登革熱高
風險區均在人口密集之都會
區

Temperature ：1998 –

2002

Population density data：
1998 - 2002

Temperature ：2020 –

2039

Population density data：
1998 - 2002

提供政府、學界氣
候變遷推估資料及
科學資訊服務

專案計畫-氣候變遷整合研究架構(98-105)



TCCIP-II 計畫推動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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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計畫 ( T C C I P  I I )

科技部
中央氣象局

國際接軌 應用測試研究

水利署、農試所、
(林務局、疾管署)…

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

師大、台大、交大、
中大、北市大、文大…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 規劃運作
• 整合學術界研究能量
• 培育優秀人才

政策綱領調適行
動領域

第
二
期

強
化

第
二
期

新
增

能
源
產
業

健
康

農
業
、
生
態

海
岸

水
資
源

維
生
基
礎

設
施

土
地

災
害

IPCC CMIP5資料

CORDEX-EA 資料

日本氣候變遷創生計畫
高解析氣候模式（20KM）資料

高解析度AGCM
(GFDL HiRAM, NCAR CAM5)

學術研發
(資料/政策支援)



臺灣氣候變遷調適科技整合研究計畫
Taiwan integrated research program on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echnology(TaiC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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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平台原型
科學報告架構 示範計畫整合

科技路徑方法 國際網絡合作
評量系統工具

•預期成果：

－提供政府氣候變遷調適知識 －提升氣候變遷調適研究能量

－構想調適科研與決策之連結 －服務社會多元之利害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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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科學與調適研究成果摘要
1. 完成台灣地球系統模式(TaiESM)的發展，並建置高解析度(23公里)全球氣候模

式。
2. 彙整並產製我國氣候資料，包括歷史觀測資料（1960-2012全台5公里解析度相

關資料），以及氣候變遷未來推估資料（未來2020~2100年5公里解析度資料）。
3. 完成「台灣氣候變遷科學報告2011」，相關科學推估數據成為國家氣候變遷調

適政策綱領（院核定）主要章節內容。
4. 建置「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提供完整的氣候變遷資料、資訊、知識整合

服務，供國發會、水利署、林務局、疾管署等部會氣候變遷數據與科學諮詢服
務。104年6月24日新版平台上線後獲媒體報導與宣傳。網站彙整超過7萬筆氣
候資料、10萬張圖片。總計產製之氣候變遷資料將近600 Terabyte。

5. 建置「氣候變遷調適知識平台」協助強化我國整體調適能力。並與臺南市合作
示範區計畫以測試整合空間評估資訊系統及各項調適評估工具之支援決策系統，
並協助撰擬台南調適科技技術手冊

6. 所建構「氣候變遷調適決策六步驟」已轉移至部會署、地方政府與產業，可系
統性地建構所需調適策略與行動計畫。104年度應用單位計有:中央部會（國發
會、環保署、教育部）、地方政府（高雄市、新北市）、與產業（台塑公司）。

7. 進行第二版科學報告撰擬工作中，已於本(105)年初完成初稿，刻正進行全冊
審查，預計本年年底辦理新版科學報告對外公開事宜。



台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整合平台推動架構(學門草案)

科技整合服務

本地氣候模擬推估

應用資料產製

風險評估與調適工具

資料服務 調適知識 示範案例

災害

水資源

農業

公共衛生

海岸地區

生態系服務

關鍵領域
衝擊研究

TCCIP及TaiCCAT計畫於105年7月完成階段研究，為持續配合「國家氣候政策行
動綱領」及參與Belmont Forum- E-inf and Data Mgt 國際合作等工作，規劃轉型。

累積氣候科學與模擬
推估能量

提供中央及地方政府、
學界氣候變遷推估資
料及科學資訊服務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技
術與工具

氣候變遷調適之相關
應用模式

鏈結本計劃成果與政
府重大規劃及推動工
作

氣候變遷調適之治理
策略建議

資料使
用與修
正反饋

成果移
轉與知
識整合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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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計畫-FEW(Food, Energy,Water)跨領域研究
• 105年度已核定3整合團隊執行中

議題 都市化下有關水、糧食與能源安全之鏈結跨領域研究

為回應Belmont Forum將於2016年針對結合水、糧食與能源之跨領域鏈接
推動國際科學合作研究。本學門研提都市化下有關水、糧食與能源安全之鏈
結跨領域研究，以整合臺灣地區相關能量及成果，建立水-糧食-能源鏈結研
究團隊，並以此為基礎參與國際性跨國計畫，分享與取得國際經驗有其必要
性。
跨學術司：自然司、工程司(水利工程、能源技術、能源效率)、

生科司(水保、農業生物)、人文司(區域、資源管理、能源經濟)

1.水-糧食-能源鏈結解決方案元素的研究

研究 2.確立、評估與管理鏈結的安全性以及基礎設施的風險與不確定性研究

子題
3.不同區域都市化所對應的水-糧食-能源鏈結解決方案發展與執行之研
究

4.都市化與水-糧食-能源鏈結互相影響及權衡及成功策略研究

5.都市化下分析水-糧食-能源鏈結及研究之資料、技術及工具



專案計畫-永續科學整合平台
整合現有國內全球
變遷與永續科學相
關之主要研究計畫
與組織，建立「永
續科學整合平台」，
以提供政府、民眾
及利害關係人於重
大永續議題更為廣
泛的整合性科學知
識、建議與互動之
機制，以利永續科
學之發展與運用。



目標架構圖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第3次中程
規劃與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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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永續發展政策之規劃與設計

零廢棄及資源永續利用與循環型社會之相
關策略研究

自然資源、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之相關政
策與因應策略研究

整合環境健康風險之施政應用策略及公共
衛生與環境賀爾蒙之研究

永續生產與消費之關聯機制及整合性產品
政策協同環保規範之因應策略研究

綠色科技之跨領域整合及科技創新與環境/
社會之順應性相關策略研究

生態城鄉之政策規劃及推動策略研究

能源、環境與經濟

環
境
保
護
領
域
之
規
劃

人
文
經
社
領
域
之
規
劃

全球化、社會變遷與產業轉型

土地使用與地表覆蓋變遷

地方永續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

永續發展的制度面

永續發展在台灣社會之人文意涵

土地與海洋資源永續
利用與國土計畫

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

全
球
變
遷
領
域
之
規
劃

區域環境變遷模式整合與衝擊評估及因應
策略研究

台灣與鄰近地區水循環研究

台灣與鄰近水域碳循環之研究

近岸環境資源永續利用與管理及陸海交互
作用之研究

陸生生態與大氣過
程交互作用之整合
性研究

環境保育相關政策與永續發展之整
合籌劃策略研究

環境健康風險應用之整合策略探討

生命週期評估應用於永續發展決策
機制之研究

綠色科技研發及跨領域整合

環境管理之規劃及策略研究

全球化、社會變遷與產業轉型

土地資源永續利用

地方永續發展策略與行動計畫

永續發展的制度面

永續發展在台灣社會之人文意涵

都市化與全球環境變遷

區域環境變遷模式整合與衝擊評估
及因應策略研究

台灣與鄰近地區水循環研究

台灣與鄰近水域碳循環之研究

近岸環境資源永續利用與管理及陸
海交互作用之研究

陸生生態與大氣過程交互作用之整
合性研究

永
續
社
會
及
人
類
安
全

人口政策對永續發展之影響與回應

就業、經濟與福利共融社會之永續發展策
略

全球環境變遷、環境災害與人類安全：氣候變遷對台灣高衝擊天氣與極端氣候之
衝擊評估與推估

有害物質管理、環境風險評估與溝通

公共衛生與環境變遷之相關性探討及因應方案分析

環
境
治
理

國家與地方之良善治理、制度量能提升、與相關政策工具之研究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之綜合性研究

環境脆弱地區（山區、離島等）環境變遷
因應與治理對策

都市化、永續城市、城鄉發展與氣候變遷 土
地
利
用
與
城
鄉
發

展

沿岸地區發展與海洋變遷互動之研究

土地利用變遷、不同空間尺度、區域與情境受氣候變遷衝擊之因應與調適策略
之建立

農地利用與城鄉農業發展農地利用與城鄉
農業發展

產
業
轉
型
與
永
續

建構資源循環型/節約型社會之相關研究

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與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產業綠色技術相關研究

新興技術之影響評估與生
命週期評估

考慮安全、潔淨與效率之
潔淨能源與能源安全

永
續
資
源
與
環
境

海洋資源管理

水土資源管理與利用

原住民區域資源管理研
究

台灣與鄰近地區碳循環之研究

生態保育、生物多樣性資源之永續利用

生物多樣性對生態系統功能及自然
服務/生態效益影響之研究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第２次研究議題規劃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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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6月聯合國地球高峰會
(Rio+20)

101年12月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

23

2012年的國際/國內重要會議



Rio+20與Future Earth

24
http://www.futureearth.or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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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Earth 2025 Vision

Future Earth八項科學挑戰
1. 水、能源、食物資源供給及其相互影響
2. 低碳社會之經濟系統
3.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
4. 低物質消耗與有韌性城市之建設
5. 全球變遷背景下的永續農業發展
6. 全球變遷與人類健康
7. 符合永續性的消費和生產關係
8. 社會管理與風險預警

ICSU 2014年11月公佈 (Future Earth 2025 Vision) 。指
出未來需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緊密結合，協同設計，
協同發展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科學，以期建立一個永續
的公平的世界，增進人類福祉。



政策依據
 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決議所形成的“國家科學技術發展計畫”
中議題三的結論(3-1-1 及3-1-2)所推動。

1. 成立永續科學評估整合平台或實體單位，以彙整相關部門單位之科學資訊
與研究成果。 (3-1-1)

2. 於現行國土資訊系統（NGIS）中新增永續評估應用分組，以整合各部門之
基礎資料。(3-1-2)

推動作法
1. 透過核心研究(Core Project)項目的規劃，對目前永續學門推動之永續發展

跨領域整合研究進行中程修正，並與全新的國際全球環境變遷研究Future 
Earth進行同步規劃。

2. 藉由「永續科學整合評估機制與能力建構研究計畫」之推動，建置永續科
學整合平台，並整合科學評估資訊及知識，累積我國永續科研能量進行具
科學基礎之永續性評估。

26

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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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門檢視既有能量及臺灣相關課題，並因應全球永續
發展科技聯盟(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iance 
for Global Sustainability) 所啟動新階段的國際科
學計畫-Future Earth，學門於102至103年間完成土
地資源、水資源、都市化與環境變遷、生態系統服務、
災害風險治理、氣候變遷與人類健康及海陸互動與海
岸變遷等七項核心議題方向，並據以調整學門研究議
/主題的中程規劃。

保留原中程規劃中具本地重要性的研究議題。
期望研究團隊將Future Earth所揭示的co-design、

co-product、co-delivery等精神內化入研究計畫研
擬、執行與成果展現中。

永續科學第3次中程規劃



28

決議討論訪談

核心研究項目

 土地資源

 生態系統服務

 海陸互動與海岸變遷

 災害風險氣候治理

 都市化與環境變遷

 水資源管理

 氣候變遷與人類健康

1.對應ICSU Future Earth- 永續科學核心研究議題
核心研究項目(Core Project)

因應Future Earth與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之新增規劃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研究議題與計畫型態調整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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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04年度之前 104起之新規劃

研究
議題

A.永續社會及人類安全
B.環境治理
C.土地利用與城鄉發展
D.產業轉型
E.永續資源與環境

A.土地資源 (核心議題)
B.生態系服務 (核心議題)
C.水資源管理(核心議題)
D.都市化與環境變遷(核心議題)
E.海陸互動與海岸變遷(核心議題)
F.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核心議題)
G.氣候變遷災害風險(核心議題)
H.永續社會及人類安全
I.環境治理
J.永續資源與環境保育
K.產業轉型
L.永續發展前瞻研究計畫

計畫
書型
式

僅有一般整合型計畫供團隊申
請

1.提供A.一般整合型及B.單一整合型二
類型整合型計畫形式
2.開放部份額度給新進人員，申請新進
人員項目以個別型計畫提出(但限永續
發展前瞻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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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Future Earth Co-Branded CRA: Ocean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in Draft
• Biodiversity- in Draft
2016
• Food-Water-Energy Nexus and Urbanization- in Development
• Transformations to Sustainability- in Development
2015
• Mountains as Sentinels of Change - Funded
• Climate Predictability and Inter-Regional Linkages - Funded
2014
• Arctic: Call for Proposals - Funded
• Scenarios of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 Funded
2013
• E-Infrastructures and Data Management - External Link to Project Page
• Food Security and Land Use Change - Funded
2012
• Coastal Vulnerability - Funded
• Freshwater Security - Funde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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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明

研究議題 A.土地資源 (核心議題)
B.生態系服務 (核心議題) (新增「森林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主題)
C.水資源管理(核心議題)
D.都市化與環境變遷(核心議題)
E.海陸互動與海岸變遷(核心議題)
F.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核心議題)
G.氣候變遷災害風險(核心議題)
H.水、糧食、能源安全之鏈接整合研究及關鍵知識網絡建立(新增)
I.永續社會及人類安全
J.環境治理
K.永續資源與環境保育
L.產業轉型
M.永續發展前瞻研究計畫(個別型)

計畫書型式 A.一般整合型: 由總/子計畫組成團隊，由總/子計畫個別提出
B.單一整合型

1.由總主持人統整各子項工作與經費，以單一整合型計畫提出
2.限核心議題下之申請案

C.個別型: 
1.限新進人員，由新進人員項目以個別型計畫提出
2.限永續發展前瞻研究計畫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研究議題與計畫型態調整說明-2
105年度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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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105年度研究議題/主題說明-1
議題 研究主題

A.土地資源 1.土地系統變遷之動態性與「遙聯繫」探討

(核心議題) 2.土地系統改變結果之衝擊探討

3.土地永續發展之政策分析與整合

B.生態系服務 1.都市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核心議題) 2.農業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3.淡水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4.森林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5.海洋與海岸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評估

C.水資源管理
(核心議題)

發展跨領域整合性水資源管理與決策支援系統

D.都市化與環境變
遷

1.都市化的趨動力與影響

(核心議題) 2.都市化對環境系統的影響

3.環境變遷對都市系統的影響

4.都市對環境變遷的因應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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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105年度研究議題/主題說明-2
議題 研究主題

E.海陸互動與
海岸變遷

1.島嶼與海岸開發、海岸後退的國土保護與海岸環境的污染防治
與監測

(核心議題) 2.島嶼與海岸都市與聚落、海岸景觀的維護、教育與遊憩使用

3.海陸互動與海岸變遷-島嶼與海岸棲地與海洋資源的保育、復
育與生態系功能維護

F.氣候變遷與
健康調適

1.氣候變遷及極端天候變化所致傳染病風險模式之建置

(核心議題)
2.極端天候變化所致「非傳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風險模式之建置

3.降低熱效應與健康衝擊之綠色交通規劃

4.減緩氣候變遷與促進健康之低碳健康生活型態探究

5.整合性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科學模式及工具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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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105年度研究議題/主題說明-3

議題 研究主題

G.氣候變遷災害風險
(核心議題)

整合性風險治理：氣候變遷災害風險

H.水、糧食、能源安全
之鏈接整合研究及關鍵
知識網絡建立(新增)

1.水、糧食、能源安全鏈結永續性指標及評估
方法建立

2.水、糧食、能源安全多層級治理策略

3.融合風險與取捨分析策略與解決方案

I.永續社會及人類安全 1.就業、經濟與福利共融社會之永續發展策略

2.有害物質管理、環境風險評估與溝通

3.環境與產業的永續發展(New)

J.環境治理
國家與地方之良善治理、制度量能提升、與相
關政策工具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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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科學105年度研究議題/主題說明-4
議題 研究主題

K.永續資源與環境保
育

1.農地利用與城鄉農業發展

2.原住民區域資源管理研究

3.生態及生物多樣性資源之永續利用

1.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之相關研究

L.產業轉型 2.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與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3.產業綠色技術相關研究

4.工業災害防治及應變技術研究(New)

M.個別型永續發展
前瞻研究計畫

1.限任職未滿五年之新進人員申請。
2.本議題計畫申請書內容係以議題A-K中之研究方
向為擬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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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議題-科學推動計畫工作項目-1
 科學推動計畫工作項目

1.申請標註核心議題之整合型計畫，可於總計畫中編列經
費執行該議題之科學推動計畫，項目如下：

(1)國內與本議題相關研究之綜整(synthesis)，並協助本議
題相關學者間之網絡交流(networking)；

(2)提供本議題相關學者與非研究者(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組
織等)共同進行本議題相關研究之規劃(co-design)、共同
執行完成研究計畫 (co-product)及共同促進相關研究成
果之落實及政策回應(co-delivery)；

(3)國際接軌與合作計畫: 引領核心議題之未來研究方向並
提升我國在此議題研究之國際能見度。

(4)項目領域之人才培育計畫。



38

核心議題-科學推動計畫工作項目-2

國際接軌與合作計畫之對象(以氣候變遷與健康調適為例)

以國際認可且具有歷史性之大型跨國性與環境變遷或健康相關研
究計畫為宜

• 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下轄「變遷都市環境中人類健康及福
祉Health and Wellbeing in the Changing Urban 
Environment, UHW」計畫

• 接續國際地圈生物圈研究計畫(International Geosphere-
Biosphere Programme, IGBP)、在2014年開始啟動的
Future Earth計畫之「全球大氣化學International Global 
Atmospheric Chemistry Project, IGAC」核心計畫中”大
氣化學與健康”研究活動

• Future Earth計畫新啟動有關健康之國際型核心計畫。



核心計畫對應國際計畫
土地資源

39http://www.futureearth.org/projects/glp-global-land-project



核心計畫對應國際計畫
海陸互動與海岸變遷

40
http://www.futureearth.org/projects/loicz-land-ocean-interactions-coastal-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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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議題/主題說明
I.永續社會及人類安全

研究主題 說明

I.2.有害
物質管
理、環
境風險
評估與
溝通

研究目的：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以及分析技術的精進，在空氣、水、土壤及底泥等各種
環境介質中，已經檢測出多種與人類活動相關的微量、新有害化學物質。過去
對於這些新的污染物，在環境介質流佈與宿命、及毒性等相關資訊不足，風險
評估技術尚不成熟，對於人體健康及生態之衝擊影響，仍無法有效評估。本研
究在於建立環境中新型有害物質，在環境中之流佈、宿命、與毒理資訊，風險
評估方法與溝通技術，以及管理體系，以有效掌握新型有害物質之流佈與風險，
降低新化學物質對人體健康及生態環境之影響。
研究方向：
1.探討國內外環境新型有害物質(例如農藥、重金屬、抗生素、奈米材料、

PM2.5及內分泌干擾物質等污染物)之流佈、來源、暴露評估、環境危害、健康
效應，以及因應對策。

2.研究新型有害物質之宿命與傳輸、物質流分析、環境風險評估與溝通技術、
決策支援系統與決策工具。

3.研發污染場址及高污染區域，新型有害物質在空氣、水、土壤、及底泥等介
質中之監測、復育與管理技術。

4.研究我國高污染風險地區，新型有害物質之健康與生態風險評估與管理。
5.研究調查國內特殊環境有害物質之人體暴露風險、對兒童與人群健康之影響，
瞭解有害物質危害對遺傳與公衛之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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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學門期待看計畫書內容

 由研究議題規劃看

 由計畫書審查程序看



 Solution-orientated research for sustainability, 
linking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challenges to satisfy human needs for food, water, 
energy, health;

 Effectiv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cross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humanities,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o find the best 
scientific solutions to multi-faceted problems;

關於Future Earth的一些重點(續)

http://www.icsu.org/future-earth



 Timely information for policy-makers 
by generating the knowledge that will support 
existing and new global and regional integrated 
assessments;

 Participation of policy-makers, funders, academics, 
business and industry, and other sectors of civil 
society in co-designing and co-producing research 
agendas and knowledge;

關於Future Earth的一些重點(續)

http://www.icsu.org/future-earth



 Increased capacity building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ngage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scientists.

關於Future Earth的一些重點(續)

http://www.icsu.org/future-earth



 Future Earth強調科學家與政府、企業與民眾等利益關係人
(Stakeholder)間的共同設計(co-design) 、共同產出(co-

product)與(co-delivery)。

整合目前國際上主要全球變遷研究計畫與活動，以由下而
上(bottom-up )的方式，由科學家與相關利益關係人共同定
義與解決全球變遷相關課題與問題，是一個解決方案導向
(solution-oriented)的概念計畫。

於計畫研擬、執行與研究成果移轉時都思考到Engage適當
利害關係人(單位)!!!

小結-規劃為了回應Future Earth



由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程序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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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學門105年複審委員第一次會議通過)

• 初審重點
1.研究計畫之創新與價值（學術創新/整合創新價值、政策引導價值、人才培
育) 

2.計畫書之撰寫與內容可行性
3.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執行研究能力（過去學術研究或技術發展能力及勝任程
度）(若為五年內新進人員研究績效從寬認定)

4.計畫研究成果之後續應用性（政策銜接、產業移轉、產出工具或方法論之移
轉、衍生國際或區域合作研究等等）

• 複審重點
複審階段除檢視計畫書內容及考量初審結果外，同時評估整合計畫之整合度
與子計畫間之依存緊密性。

1. 主審考量
(1)研究議題符合度
(2)計畫主持人研究能力/績效部分(若為五年內新進人員研究績效從寬認定)
(3)計畫書撰寫品質及內容(問題訴求,文獻回顧與評析,預期目標)
(4)與群體間之整合關係(計畫間資料流)

2. 整合團隊綜評: 由複審委員評估團隊之整合度及個別計畫對團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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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學門專題研究計畫近年申請與核定
統計數據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1
98-105年度計畫審查通過狀況

年度
申請

群數

申請

件數

申請經

費

通過

群數

通過

件數

核定經

費
通過率

平均

經費

補助

群數

補助

件數

多年期計

畫佔比
總經費

平均

經費

98 45 244 277,564 31 133 128,262 54.5% 964 5 3.8% 33 144 11.11% 135,914 944

99 40 199 250,265 33 122 117,984 61.3% 967 12 9.8% 34 127 13.39% 124,671 982

100 39 189 231,618 28 104 101,517 55.0% 976 6 5.8% 30 117 16.24% 113,444 970

101 50 257 302,383 32 123 114,224 47.9% 929 3 2.4% 35 134 10.45% 117,776 879

102 33 167 196,731 24 100 99,845 59.9% 998 20 20.0% 30 106 24.53% 106,787 1,007

103 33 187 212,527 27 106 103,461 56.7% 976 0 0.0% 31 126 15.87% 124,180 986

104 48 216 303,898 31 107 115,007 49.5% 1,075 12 11.2% 33 119 20.17% 128,137 1,077

48 205 291,728 31 101 110,161 49.3% 1,091 12

11 12,170 6 4,846 54.5% 808 0

105 35 175 272,695 25 100 118,359 57.1% 1,184 31 31.0% 29 112 38.39% 133,754 1,194

35 159 252,802 25 90 107,626 56.6% 1,196 28

16 19,893 10 10,733 62.5% 1,073 3

當年度計畫書審查
各年度實質補助情形

(含多年期計畫)

多年期計畫

通過件數



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2
98-105年度計畫審查通過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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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3
98-105度各次學門件數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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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4
98-105年度各職級別獲補助件數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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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5
105年度各研究議題執行中計畫補助經費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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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6
105年度受補助計畫經費額度級距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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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補助情形-7
105年度各研究學校機構獲補助件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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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學門召集人
林財富教授(成功大學環境工程系)

學門承辦人
湯宗達副研究員(科技部自然司永續科學學門)
E-mail: tttang1@most.gov.tw
TEL: 02-27377001
FAX: 02-27377071

本司網頁:https://www.most.gov.tw/n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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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學門
跨領域及跨世代
環境與人類的永續

http://www.tang-prize.org/index.aspx

https://plus.google.com/+NobelPrize/p

osts?pid=5924916248434989986&oid

=103477693143895827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