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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問題？

位於伊富高老基揚干村落的稻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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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候正義和公平的主題匯集了一系列與人權和文化權利相關的課題。 具體而言，它是指
氣候變化影響和應對措施的不公或分配不公平。 這些通常會令到處於社會和經濟劣勢，以及個人
和集體人權及文化權利受到侵蝕，對於邊緣化的窮人和弱勢群體影響更大。 壓迫、歧視、種族主
義、性別歧視、同性戀恐懼症和仇外心理的經驗會進一步加劇這些影響。 促進公平涉及承認這些
不平等在實踐中的運作方式，並努力解決這些問題。 更具體地說，它要求我們認知下列事項：
• 雖然氣候變化是由較富裕的高收入國家所造成的，但其影響在中低收入國家的感受最為強烈 ;
對於原住民文化、傳統的農村和沿海社區而言影響更大。
• 造成的影響跨越了這些國家和社區的無形和有形的文化遺產，這些國家和社區特別容易受到
氣候變化危害的影響。 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也沒有足夠的資源來適應這些影響。
• 全球對這種損失和損害的反應，包括氣候融資，往往是基於對影響規模的不充分了解。 這種
狀況也會延伸對許多國家的文化和遺產清單造成影響。
• 氣候科學和遺產實踐中的現有做法和權力結構進一步加劇了這些不平等，使第一線工作的社
區和文化在氣候變化中更邊緣化。 他們的聲音沒有被聽到，他們的經歷也常常被忽視。 過度
依賴科學方法和研究，而不是其他如如活態遺產和生活經驗等知識體系，進一步加劇了現有
的不平等，同時更破壞了文化對氣候行動的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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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這有關係？

位於坦桑尼亞境內世界遺產基尔瓦基
斯瓦尼遗址和松戈马拉遗址的格里薩
城堡，攝影: William Megarry

參

與氣候正義相當重要，因為它關係到保護、保障個人和社區的人權與文化權。 作為從事文
化資產保護工作的 ICOMOS 成員，我們有責任確保我們的運作方式既公平且公正。 我們應該而且
必須在我們的所有活動中，表現出對保護人權的敏感性和承諾，透過將人的權利與旨在保護最弱勢
群體的基本權利，以及分擔氣候變化的負擔和利益與以人為本的發展方向聯繫起來。 作為其中的一
部分，我們應該而且必須積極地讓社區在作為氣候行動負責的平等夥伴上，清楚的定義、執行和貢
獻，共同參與保護自身的 利益、生計、經濟、文化遺產和權利。
關注氣候正義很重要，因為它也有利於遺產實踐。 例如，尊重和重視地方和原住民知識體系，依需
要制定新的框架並開發新的工具和方法，持續藉誠實、透明和協商的方式，建立以不同於世界通用
觀點和其他認知方式為主的架構。 這可能需要從根本上重新考慮歷史和現今權力的動態控制，採取
自下而上的方法，以促進尊重所有知識系統並獲得受影響社區的信任、理解和包容。 這將導致更好
的遺產實踐和更有效的氣候行動。

案例研究：氣候遺產網絡和馬德里到格拉斯哥的行動計畫
該行動計畫的目標是製作工具，以協助消除文化參與者加入氣候
行動的障礙，該資源庫蒐集了根據該行動計畫製作的工具。 它符
合氣候彈性發展路徑 (CRDP) 的概念，該路徑試圖以一種認知永
續發展與氣候行動之間複雜交叉的方式，以應對氣候緊急情況。
它旨在幫助文化與氣候倡議者們，在一個暖化的世界中推動永續
發展、消除貧困和減少不平等，並包含超過 33 個案例研究，其中
包括許多來自 ICOMOS 成員的案例研究。

The Role of Culture in Climate
Resilient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Strengthe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le Promoting
Transformative Climate Action
ICOMOS 氣候行動工作組

詳情參閱：文化在氣候適應力發展中的角色：促進變革性氣候行
動報告並同時加強永續發展的戰略（附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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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MOS 如何解決氣候不公正和不公平問
題？

海平面上升對哥倫比亞境內卡塔赫
納德印第亞斯聖約瑟炮台的影響，
影像授權: IPCC

I

COMOS 必須對氣候行動採取包容和合乎道德的方法，應該公正地對待人們（正義）。 它也應該
是公平的，分擔負擔與責任，包括整個社會的成本和收益（公平）。
ICOMOS 一直處在文化資產領域於氣候行動的最前沿，努力地一再強調氣候正義和公平的重要性。
該資源是我們迄今為止工作的延伸，專門關注人權和文化權利問題。 既有的具體行動包括：
• ICOMOS 第 20GA/15 號決議，宣布氣候和生態緊急情況，並呼籲 ICOMOS 社區實施文化遺產
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認識公平和正義是理解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基礎，包括通過與聲援原住
民、弱勢社區和風險前緣社區； 參與式氣候治理； 以及促進性別平等、人權和基於權利的途徑”
。
• ICOMOS 第 20GA/19 號決議，宣布將推廣文化遺產以人為本的途徑，藉以在地方、國家和國際
遺產政策和實踐開發中，考慮到人民和社區文化、環境和社會經濟問題的多樣性。 具體而言，它
鼓勵 ICOMOS 社區“提倡以人為本的途徑，將人與文化遺產及地方聯繫起來； 處理地方、國家
和國際化文化遺產政策與實踐時，跨文化的對話和理解以及永續性和福祉的設想。 這將更好地發
揮文化遺產的全部潛力，為加強永續發展提供適應氣候變化的途徑，同時促進向低碳未來的公正
過渡”。
• ICOMOS 由過去看未來報告指出，“氣候正義聯繫了人權與發展，實現以人為本的氣候行動途
徑，保障最弱勢群體的權利； 考慮到風險最大的人，特別是最貧窮和最脆弱的需求； 並以公平公
正的方式，分擔氣候變化及其解決問題的負擔和收益”。
• ICOMOS 諮詢委員會和 2021 年科學委員會，一致決定通過 2021-2024 年文化遺產和氣候行動三
年期科學計畫，感謝所有 ICOMOS 國家和科學委員會及工作組，積極支持氣候行動工作組的行
動 ，也通過資源網頁和能力發展計畫。 這是 ICOMOS 第一次在一個問題上，運用所有 一萬名以
上成員的能量和承諾：氣候變化行動。

ICOMOS 氣候行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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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ICOMOS 氣候變化工作組對聯合國提供關於文化權和
氣候變化特別報告的貢獻。
2020 年，ICOMOS 氣候變化工作組與其他幾個 ICOMOS 工作
組密切合作，共同為聯合國文化權與氣候變化提出特別報告。 指
出，“文化與生態系統密切相關，尤其是對原住民、農村和“傳
統”人口而言。 文化和環境通常都是以地方為基礎的……對子孫
後代的福祉關注，已經是明顯的環境議題； 它也應該是文化的”
（第 18 條）。 它還呼籲像 ICOMOS 這樣的組織“採取基於人權
的全球行動計畫，以拯救人類文化並保護文化權避免受到氣候緊急
情況的影響”（第 81 條）
詳情參閱：參見 ICOMOS 提交給聯合國文化權領域，文化權和氣
候變化特別報告員的材料

案例研究：ICOMOS 永續發展工作組 (SDGWG) 以及世界遺產永續發展目標和氣
候行動的整合
2021 年，SDGWG 與美國/ICOMOS IEP （US/ICOMOS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rogram）合作，響應 ICOMOS 對氣候和生態緊急情況的號召，開展了“氣候行
動與世界遺產永續發展目標的整合”的試點階段研究。該研究認識到，氣候變化是
全球面臨的最重大威脅之一，它將影響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並對所有永續發展目
標的實施和成果產生重大影響。
該研究旨在制定可在遺產地 和其他地方使用的最佳實踐指南，並研究如何在世界遺
產執行氣候行動和永續發展目標。試點階段研究了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和秘魯
的四個世界遺產，探討它們如何將永續發展目標與氣候行動結合。審查了管理計畫
並採訪了主要的利益相關者。這項研究正在持續進行，次階段重點是亞洲或非洲世
界遺產的案例研究。
詳情參閱：遺產與永續發展目標；遺產與發展參與者的政策指南

案例研究：ICOMOS 國際文化旅遊科學委員會和文化遺產旅遊國際憲章（2021 年）
鑒於參與文化生活並體驗文化遺產是一項人權。 然而，旅遊業的某些發展方面，已經構成了對包括文化和自然遺產
在內的地球資源不可永續的利用方式，因此需要這部憲章。憲章旨在倡議負責任和多元化的文化旅遊開發和管理，為
文化遺產保護做出貢獻; 社區賦權、社會回復力和福祉以及健康的全球環境。 除其他因素之外，《憲章》強調了能 力
發展、風險評估、戰略規劃和適應性管理的關鍵作用。 這強調了 ICOMOS 原則從永續發展，轉變為更廣泛地考慮 人
民的福祉為優先事項，文化遺產保護和旅遊樂趣可以同時協助達成上述事項。
憲章同時強調戰略必須考慮傳統知識和實踐的所有權。 溝通、信息、遺產解釋、教育和培訓必須提高對氣候緊急情
況，及其對自然和文化遺產的影響的認識，特別是在社區和目的地面臨風險的場域。 向公眾開放的文化遺產的展示
和詮釋也必須有助於這些任務，包括有關氣候對保護和環境的影響的訊息。可考慮採用各種創新技術以協助達成這些
目的。
最後，憲章堅持所有文化旅遊利益相關者必須採取行動，減緩、減少和管理氣候影響。
中產生、留存和維持永續利益的能力。 同時，旅遊活動必須盡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行動應提高社區從文化旅遊

詳情參閱：ICOMOS國際文化旅遊科學委員會主頁

ICOMOS 氣候行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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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夏威夷大島上的魚塘，攝
影:Akifumi Iwabuchi

關
1

注氣候正義和公平可以包括個人和集體行動。 這些可能包括：

在籌組計畫、會議和活動時，關注廣泛性問題並最大程度地發揮協
作努力。
為什麼這是一個氣候正義問題？
氣候變化的研究和計畫，主要由高收入國家的機構和研究人員資助和領導。 這在從事氣候
科學的人，和經歷最嚴重氣候變化受影響的族群之間，造成了長期的分歧。 在全球範圍
內，風險前緣社區經常被邊緣化，沒有受到更廣泛的討論和論證的影響，原住民社區尤其
如此。 籌組計畫活動的廣泛性、自下而上和以人為本的方法，可以建立真正和有意義的關
係，並確保聽到所有的聲音。

我該怎麼做?
• 與當地社區合作，共同組織活動。
• 與其他國家的國家委員會合作，籌組一個強調傾聽和知識共享重要性的活動。
• 確保活動盡可能具有廣泛性和易接近性。 這可能包括實體面對面和在網路出席的混合
活動。
• 探索與邊緣化群體或社區合作的計畫背後的動機，特別關注時間框架和收益。

ICOMOS 氣候行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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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2

透過個人和集體行動減少您的個人碳排放。
為什麼這是一個氣候正義問題？
世界上 1% 的人口產生了世界上 50% 以上的碳排放。 這既不正義也不公平，更不符合永續
發展。 碳減排是保護文化遺產的唯一長期途徑，也是氣候公平的核心。 作為個人和機構組
織，我們必須承擔個人和公共團體責任和行動，以減少我們產生的碳排放量。

我該怎麼做？
• 計算您個人的碳足跡並找出減少碳足跡的方法。 設定目標並每年重複此過程。
• 鼓勵您的國家、國際科學委員會和/或工作組的所有成員，計算他們個人的碳足跡。 將
這些碳足跡與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比較。 作為一個國家或國際科學委員會，
考慮每年減少這種情況的方法，並採取年度行動。
• 作為最後一步，確定抵消不可避免的碳排放的方法。 委員會和成員應從 ICOMOS 會議
和其他活動中抵消其碳足跡。為解決氣候正義問題，資金可以用於本地化工作計畫或活
動，重點是公平和調適歷史遺產，以造福受影響最嚴重和最脆弱的社區。

行動工具：ICOMOS 顧問委員會(AdCom) 永續發展和溝通工作組 (SCTF)（
氣候行動工具包）
在 2020 年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後，ICOMOS 同時關注更好地管理自身
組織的永續性和溝通，並驥望在 2030 年成為淨零碳組織。為了支持這一願
景，AdCom 工作組正在準備一個工具框架，以增強 ICOMOS 成員的能力，
支持他們站在氣候行動的最前緣，同時確保組織和個人的包容性和多樣性。
其中包括負責任的會議和活動清單（下列的 A-C）和碳計算器工具 - 請參閱下
列鏈接
A：線上會議 - 如何組織廣泛具包容性的線上會議
B：混合會議 - 如何以最小的碳足跡組織廣泛的混合會議
C：如何以最少的碳足跡組織一次實體會議
詳情參閱：1) (SCTF) 碳計算器工具，以及 2) 負責任的會議和活動清單

ICOMOS 氣候行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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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3

確保所有 ICOMOS 工作都是通過基於人權的途徑來看待和開展
為什麼這是一個氣候正義問題？
氣候變化已經在影響全球的社區、文化和文化權。貧困的和弱勢群體、一些原住民和
依賴農業或沿海生計的當地社區，面臨的風險尤其嚴重。文化遺產是活態景觀。它
使人們能夠參與文化生活並做出貢獻，同時是他們文化認同的一種表達。通常，他
們也是社區工作或生計的唯一來源，因此對他們的生存至關重要。當這些場域處於
危險時，相關社區的存在就會受到威脅。另一方面，融入當地社區文化和遺產的回
復力與創造力，可以使整個社會對未來充滿希望。藝術、文化和遺產是創造力和靈
感的源泉，有助於影響政策或制度變革的可接受性。在地知識和遺產社區支持當代減
緩排放的選擇，從低碳、適合當地的方法到使建築物和文化景觀脫碳，透過指明低
碳定居模式的方式開發城郊地區，以及援引原住民知識在智慧氣候農業中的方法。

我該怎麼做？
• 在文化遺產管理中推廣基於人權和以人為本的方法； 人與文化遺產和地方的聯繫； 處
理地方、國家和國際文化遺產政策和實踐時的跨文化對話和理解、永續性和福祉。 這
將更好地發揮文化遺產的全部潛力，為加強永續發展提供適應氣候變化的途徑，同時促
進未來低碳的公正過渡。
• 在您的日常 ICOMOS 工作中，不斷努力落實基於人權的觀點，確保個人和團體享有
自己的文化、場域和文化遺產的權利。 以開放為原則，在對特定文化遺產採取措施之
前，接受社區資源、事先請社區知情同意，並提供一切可能的協助，以便徵求社區和
權利人的意見，並邀請他們積極參與識別、選擇、分類的整個過程 、解釋、保存和保
護，以及文化遺產的管理和發展。
• 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各個方面和在氣候行動中，考慮文化權和文化影響。 優先考慮採取
特別緊急、有效和協調一致的全球努力，以防止面臨氣候緊急情況時，受威脅的文化遺
產和相關社區的滅絕，例如極地和沿海地區的社區，包括原住民和生活在小島嶼國家的
文化遺產。

ICOMOS 氣候行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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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能做什麼？

案例研究：ICOMOS 我們的共同尊嚴倡議 - 以人權為基礎的方法 (OCD
- RBA)，由 ICOMOS 愛沙尼亞海岸文化遺產社區和氣候網絡研討會辦理
每星期四文化遺產網絡研討會由 OCDI - RBA 與專注於沿海遺產、社區和氣候
變化的合作夥伴合作籌辦，旨在通過非常具體的沿海社區觀點，更深入地了解
文化遺產在應對快速氣候變化時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他們的知識、實踐和生活
方式。該網絡研討會側重於沿海遺產的整體方法—有形和無形、可移動和不可
移動遺產、景觀和空間、土地和水。 該網絡研討會系列致力於 ICOMOS 關於
以人為本的文化遺產方法的決議，並與歐洲海岸遺產社區的聲音產生了共鳴。
網絡研討會包括，關於來自一個下沉的港口遺址布呂根社區的故事，芬蘭-烏
戈爾語背景下的傳統環境保護，以及北極圈傳統沿海建築和工藝中的氣候適應
力。
詳情參閱：ICOMOS“我們的共同尊嚴倡議”—以人權為基礎的途徑主頁

案例研究：ICOMOS UK 和促進文化遺產作為在地氣候行動的關鍵驅動力
ICOMOS-UK 希望針對全球危機制定國家級應對措施，重點在關注社區於氣候
行動研究、政策制定以及執行中的角色。 聽取並納入社區的意見，這些社區
經常處於研究、政策和戰略的邊緣，聽取他們的意見至關重要。 例如，英國
和鄰近國家的村莊、在地商店、農場、動物以及城鎮空間的喪失，使一些社區
遭受重創、無助並努力恢復正常。
該研討會與包括社區和民間社會團體在內的廣泛利益相關者進行了接觸，探索
如何將社區帶入政治和機構領導的審議和行動的核心，以及文化遺產如何協助
推動這個進程。 關鍵的重點包括公平和聽取各種聲音、簡化語言以改善合作
的必要性，以及在保護實踐中需要考慮哪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倫理議題？
詳情參閱： ICOMOS 英國主頁

ICOMOS 氣候行動工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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