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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的農業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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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氣候劇烈變遷，已在全球各地釀成重大災情，極端氣候發生的頻率大增，災情慘重的
台灣八八風災、讓歐洲與北美各地陷入交通癱瘓的暴風雪、因高溫與乾燥而肆虐澳洲南部的森林火災，
皆有如好萊塢災難片般在全球各地真實上演，受災損失與重建所需之人力物力難以估計。氣候變遷的禍
源幾乎可以肯定是人類大量排放溫室氣體所引起，不考慮排放問題而專注於經濟發展的後果，將可能導
致全球性的毀滅，地球村的所有成員，無一可以倖免，因此因應策略的研擬需要全球參與，非單一國家
可單獨作戰。然而在日前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中，面對經濟發展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兩難，各
國經過一番政治與利益的角力，仍不願對降溫減碳目標或對開發中國家之金錢援助數字鬆口，達成的協
議不如預期，可見如何因應氣候變遷實在是一個複雜又棘手的難題。
氣候劇烈的變化不僅嚴重威脅人類生活與生存，更影響糧食供需，進而引發另一項重要的糧食安全議
題。糧食生產受環境條件的影響很大，尤其是氣候條件與土壤資源，並伴隨者作物品種及耕種模式而有
不同的差異。氣候變遷對農業所帶來的衝擊包括氣候暖化、二氧化碳濃度增高、極端氣候頻率增加、水
資源的變動等，對農業的生產力、穩定性及耕作制度等都將造成影響（蘇宗振，2009）。
跨政府氣候變遷小組（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2007所提出
的氣候變遷綜合報告指出，一般而言氣候暖化可能使得熱帶地區變得更為炎熱，縮短作物可耕作時間，
且將更頻繁地遭受熱浪或是病蟲害襲擊而使作物減產，另一方面則可能使高緯度地區變得更為溫暖，延
長許多作物可耕作的時間，將小幅增加作物產量。此外，豪大雨、乾旱與颱風等極端氣候出現的頻率也
將增加，衝擊作物生長，並造成土壤流失或野火頻仍，牲畜死亡率亦將提高（IPCC, 2007）。
二、 全球各大農業區受氣候變遷影響之預測
在IPCC的模擬中，到了2080年，假設全球經濟發展持平的情況下，農業生產力可能下降10~20%；在
許多國家「雨育農業」（rainfed agriculture）之農業型態的產出，將有可能減少50%。
2020年的非洲預估將有7千5百萬至2億5千萬人面臨缺水的威脅，許多雨育農業的農作物將減產50%；
此外，湖泊因為水溫上升而使魚類減少，海平面上升亦將衝擊沿岸紅樹林與珊瑚礁，加重漁獲供應不足
的問題，可能引發糧食危機。
亞洲的部分，全球暖化造成喜馬拉雅山的融雪增加，提高洪水與土石流發生的頻率，冰河衰退亦將減少
相關河川流量，影響未來20~30年的水資源供應；中亞、南亞、東南亞地區，特別是大河流域的淡水水
資源供應減少，加上人口成長與需求增加，預估至2050年將有近10億人受到影響。南亞與東南亞的沿
岸地區，特別是巨型三角洲之高密度人口區，將承受更大的海水倒灌或河流氾濫的風險。雖然IPCC預估
2050年東亞與東南亞的作物產量將增加20%，然而中亞與南亞將有可能減產30%。總括而言，特別是
亞洲開發中國家因為人口成長與都市化快速發展而將面臨很高的糧食不足風險。
南澳、東澳，以及紐西蘭北島與部分東部區域將在2030年面臨缺水的問題，乾旱與野火發生頻率增
加，導致作物與森林的產量減少；而氣候暖化將延長紐西蘭西部與南部的作物生長季，特別是主要河流
流域，加上霜害的減少與雨量的增加，預期將使這些區域的作物產量提高。

氣候變遷對歐洲的衝擊整體而言是負面的，內陸洪水發生的頻率增加，沿岸也更加頻繁地發生海水倒
灌，加上遭受海平面上升與更多的暴風雨侵襲，土地的侵蝕速度亦將增加。另一方面，氣候變遷亦將擴
大歐洲的地區性天然資源與財產差異，在南歐地區，氣溫將逐漸升高，乾旱頻繁地發生，熱浪與野火頻
仍，水源供應減少，不僅水力發電潛能降低，作物產量亦將連帶受到影響。中歐與東歐夏季降雨將減
少，供水壓力提高，時常遭受熱浪與野火侵襲，森林生產力降低。北歐地區的作物生長季有可能因為氣
候暖化而延長，作物或森林的產量提升，然而亦將提高冬天發生洪水的頻率，並使得地層變得不穩定，
因此，對北歐整體而言，負面的效應大過正面的效益。
拉丁美洲氣溫升高與土壤水分的降低，將導致亞馬遜熱帶雨林面積縮減，逐漸被草原給取代，原本半乾
燥地區植群亦將逐漸被乾燥地區的植群所取代；冰河衰退，降雨型態改變，將影響農業用水的取得，不
僅農作物產量降低，牲畜的供應量也將減少，僅溫帶地區的大豆有增產的可能；受到海平面上升與海水
溫度升高的影響，中美洲珊瑚礁將受到衝擊，東南太平洋的漁獲量亦將減少。整體糧食安全受到威脅，
面臨飢餓的人口也將增加。
北美西部山區受到溫暖化的影響，積雪溶化，冬季洪水發生頻率增加，然而夏季主要河川的流量將減
少，將增加用水的競爭壓力。溫暖化雖可能在短期內提高雨育農業約5~20%的產量，卻將為在高溫忍
受邊緣的作物帶來很大的衝擊。此外，病蟲害爆發的頻率增加、野火頻仍，亦將對森林產物的收成帶來
負面影響。
三、 因應策略
（一） 政府政策面因應策略
在政府政策的部分，國際糧食政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在2009年的報告中分析了氣候變遷對農業的衝擊，並提出了八項調適策略之政策建議，分述如
下（Nelson, et al., 2009）。
1. 設計與執行好的、整體性的發展政策與計畫應用最新的地區性氣候變遷影響預測，將氣候變遷因應策
略納入各項政府發展政策中。當一國家的經濟環境為氣候變遷保留彈性時，資源調度與運作較為容易，
將更容易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以減少其所帶來的損失。因此，在各項基礎建設中皆需納入氣候變遷的
考量，好的國家發展政策與計畫亦是好的氣候變遷調適投資。
2. 增加農業生產投資即便沒有氣候變遷，面對2050年全球人口將達到90億的壓力，特別是開發中國家
對糧食需求將會大幅增加，增加農業生產的投資勢在必行，而氣候變遷的衝擊更為農業生產的調適帶來
巨大挑戰。生物技術的開發與應用被認定是提升農業部門因應氣候變遷的重要工具，作物改良的方向除
應朝開發適應多變氣候的品種外，提高作物生產力亦將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為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的
水資源變動衝擊，灌溉設施的更新與普及化亦是必要的投資。此外，保留更多的可耕作面積與強化農村
道路網絡，將保留更高的因應彈性與農產流通速率。
3. 回復並增加農業研究政府應重視農業研發人才的培育與農業研發設備的投資，同時農業研究亦應與他
國研究體系或國際組織接軌。此外，應加強農民、科學家，以及其他相關利益團體間的溝通，偕同當地
農民、農業資材供應商、農產品貿易商與消費者團體共同合作開發與擴散具有應用性及符合成本效益的
農業技術與新品種，以達到協助農民與相關利益關係團體因應氣候變遷的目標。政府亦須重視技術移轉
的效率，提供抗旱品種給農民，教育農民提升農田管理系統，並鼓勵農民建立自己的資訊網絡。在這當
中，農民團體將扮演資訊分享體系的重要角色，將可連結政府投入與農民活動，最終達成加速國家研究
成果擴散的目的。
4. 增加全球資料蒐集、擴散與分析氣候變遷正無庸置疑地為農業帶來巨大的衝擊，然而未來將在何時、

何地、發生什麼樣的衝擊，卻仍無法準確預測，因而提高了政策制定的困難度。為降定政策制定時的不
確定性，應加強全球性的農業自然資源相關資料蒐集、擴散與分析，定期透過遙測系統觀察地表變化，
並提高國家氣候變遷監測計畫的研究經費，以加強了解農業與氣候變遷之間的關聯，將對制定好的調適
與減緩策略有所幫助。
5. 把農業生產調適列入國際氣候變遷談判會議的議程中國際氣候變遷談判會議為各國政府與團體探討氣
候變遷議題與制定因應策略的重要過程，農業生產調適議題應為其中重要的議程之一。
6. 認清提升糧食安全與氣候變遷調適為全球共通之議題氣候變遷將嚴重衝擊糧食安全，而好的農業生產
調適策略將降低其對糧食安全的衝擊，全球糧食供應鏈環環相扣，因此，不論是先進國家或貧窮的開發
中國家，皆應攜手面對。
7. 支援以社區為基礎的調適策略由於氣候變化、作物與牲畜生產力、農產銷售管道等，皆具有特殊的地
域性，因此在國家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應鼓勵地方社區參與，以確保技術、金融與調適能力建置等支援
能擴散到每個地方社區，每個社區的執行成果將是國家政策成功執行的重要指標。
8. 每年至少額外編列70億美元之氣候變遷調適相關之預算據估計全球每年應額外投入70億美元的農業
氣候變遷調適預算，包括研發、農村基礎建設與灌溉設施，才能有效降低氣候變遷的負面衝擊，全球各
地的投入面應有所不同，如非洲撒哈拉沙漠周圍區域應加強全面性的投入，拉丁美洲應加強農業研究的
投入，亞洲則應加強灌溉系統的效率等。
（二） 操作面因應策略
上個章節介紹政府政策面的因應策略建議，另外IPCC 2007年的綜合報告亦彙整目前已被採行的許多實
際操作面因應策略，並加入IPCC認為應加強之處，其所提出來的建議包括1. 改變作物品種與種植日
期、改變種植地點、改善土地管理方式，如減少土壤沖蝕、植樹保護土壤等；2. 改變灌溉策略，提升用
水效率；3. 改變政策架構包括研發政策改變、研發體制重整，以及土地所有權與土地重整；4. 加強農
民教育訓練，提升其因應能力；5. 倡導作物保險，施行金融鼓勵措施（如補助與貸款）等（IPCC,
2007）。
Gbetibouo（2008）為實地了解農民對氣候變遷的調適現況，針對非洲農民進行一系列訪談調查，調
查結果指出，大多數的非洲農民意識到氣候變遷，然而只有三分之一的農民採取調適策略，其所採用之
策略包括改變作物的種類、改變作物的品種、改變種植日期、改變灌溉型態、增加種植作物之多樣性、
改變種植面積、搭配畜牧業生產等。其中改變作物品種為因應氣溫升高的主要策略，而改變灌溉型態則
是因應降雨減少的主要策略。
Gbetibouo（2008）的研究結果亦指出，越有經驗的農民越能夠調適氣候變遷的衝擊，特別是容易接
受多樣化種植模式的農民，如同時種植多種作物或是採用新的農法與機具。然而，農民採取因應策略仍
存在許多障礙，如貧窮、缺少貸款信用額度、沒有自己的土地（產權不穩固，沒有權力變更種植方式與
面積）、缺少市場、缺乏相關知識與技術等。Nhemachena and Hassan（2008）指出除上述因素之
外，缺乏天氣資訊亦為農民採取因應策略的阻礙。
這兩篇報告皆同意貧窮為最大的障礙，越大戶的農家越有人力與金錢以採行勞力密集或資本密集的耕作
模式，就越有能力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因此提供貸款服務與知識技術協助或可列為增加農民因應能力
的重要措施（Gbetibouo, 2008）。
四、 氣候變遷與小農的未來
台灣的農業產業結構主要由小農組成，小農之財力與人力均低於大型農企業，面對氣候變遷衝擊的因應

能力亦較不足，將面對較大的損失風險。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International Fund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FAD）即在2008年針對小農該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議題展開圓桌會議，並將其作成討
論報告（IFAD, 2008）。
本上許多鄉村的小農皆維持著農耕作業與大自然之間的平衡，農耕作業巧妙地配合著氣候的變化而作調
整，然而全球暖化所帶來的劇烈氣候變遷，已超出他們可調適的範圍。小農的弱點包括地點孤立、農地
面積小、產權不明、知識技術不足、人手不足、市場不夠寬廣、不易團結，沒有農地的小農因租地限制
而不易變更耕種模式，受衝擊亦較大。
文中建議小農的調適策略包括1. 改變作物種類或品種，改種抗逆境之品種；2. 改變施肥頻率；3. 改變
灌溉量與時間，在缺水地區提升水源使用效率，使土壤保濕，在雨量增加的地區要避免田地淹水、土壤
侵蝕與養分淋溶；4. 改變種植日期與地域；5. 提高小農的其他收入（如養殖牲畜）；6. 公布氣候預
測，降低生產風險。在氣候變遷長程的調適方面，首先必須確保小農的生計，可採行的措施包括資訊、
技術與設備的提供，使他們有更好的因應能力，此外亦須鼓勵他們加入保險，以及提供現金週轉服務，
以減低氣候變遷的衝擊（IFAD, 2008）。
五、 我國學者專家提出之因應策略
意識到氣候變遷的威脅，我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於2008年7月舉辦「氣候變遷與能
源危機下之台灣糧食政策」研討會，集結農業經濟、農藝、土壤環境科學與大氣科學等領域之專家，共
同探討因應策略（楊明憲，2008），其中與農業生產有關的政策建議包括1. 針對氣候長期穩定性的改
變，應配合國土規劃與區域防洪，調整糧食生產區域及生產面積，並連帶反應至貿易和庫存策略之調
整；2. 農民生產決策應依市場機制而作調整，政府則應重視農作物生產技術之研究；3.國內稻米政策應
由價格支持改為所得支持方式，以確保生產誘因與所得；4. 依休耕次數實施休耕補貼累退機制，或對休
耕農地實施差別休耕給付機制，以促進休耕農地的活化利用。
農委會農糧署之糧食生產科科長蘇宗振在文章中指出高溫、高濃度二氧化碳、病蟲害猖獗與極端氣候頻
繁為影響農業生產的重要因素，其可能為台灣農業可能帶來的影響如下：1. 台灣栽培之水稻品種約9成
以上為梗型稻，而高溫多濕不利於梗型稻之品質與產量，因此，氣候暖化對台灣地區糧食生產的影響將
大於溫帶地區；2. 農作物生育期縮短，產量下降，尤其是夜溫的升高，對水稻及糧食作物產量與品質影
響極大；3. 氣候暖化對台灣地區水稻栽培期雖未有明顯的影響，但「暖冬」常讓農民在初春時提前插
秧，導致秧苗發生嚴重寒害，造成重新種植及資源浪費；4. 造成全台病蟲害發生期間、頻率與分布趨於
一致，倘未採取共同防治，將降低防治效果，造成資源浪費並降低農民收益；5. 災害性天氣可能增加，
颱風強度亦可能增強，且強風、豪雨發生的次數也會升高，導致糧食供給的穩定性可能變差（蘇宗振，
2009）。
蘇宗振（2009）所提因應對策如下：1. 確保糧食安全及穩定糧價，提高糧食自給率；2. 配合氣候與水
資源改變，調整糧食生產區域、生產面積、作物種類與品種，以及耕作栽培模式，並促進休耕農地活化
利用，維持適當可耕地面積，以確保受氣候因素影響時，得隨時恢復生產；3. 推動「產銷專業區」、
「小地主大佃農」，藉由農業產業結構之調整與轉型，政府積極導入專業訓練，輔導企業化經營及建立
產銷供應鏈，以擴大經營規模及提升產業競爭力；4. 選育優良品種、抗耐（逆境及病蟲害）品種；5.
推廣節能高效及防逆境等栽培技術，加速推動合理化施肥與施藥，研發節水、防寒與降溫技術；6. 調整
灌溉與施肥方式，減少溫室氣體的產生；7. 加強氣候變化趨勢的預測和農業氣象預報。
關於緩解農作物受到氣候變遷影響的研究方向方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作物組楊純明研究員從農藝研究
的角度出發提出建議，包括1. 灌溉技術的研發（如用水策略、節水技術等）；2. 降溫栽培技術的研發
（如覆蓋、風扇等）；3. 透過傳統及現代生物科技進行新品種培育，諸如低用水需求、耐旱、高光輻射
利用效率、高光合作用效率等項目，皆是符合潮流趨勢的新興研發方向（楊純明，2009）。

上述整理的我國因應策略建議大致與國際組織提出的建議相符，同時兼顧改良耕作技術、強化產銷策
略、考量農地規劃、促進資訊擴散等面向，惟未提及針對小農而言相當重要的保險與貸款服務，農委會
或可參考IPCC、IFPRI與IFAD的建議，完善氣候變遷的因應措施。
六、 減少農林漁牧業之溫室氣體排放
農業部門本身是重要的溫室氣體產生者，其溫室氣體排放量約占所有部門排放量的10~12%，大部分是
來自肥料的氮氧化物與來自牲畜糞便的甲烷（IFAD, 2008），因此農業部門在因應氣候變遷之衝擊的
同時，亦應將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納入調適策略中，以減緩氣候變遷。
透過作業模式的改良，農林漁牧產業將有機會從溫室氣體的重大排放者轉變成為減碳、緩減氣候變遷衝
擊的重要部門。IFAD（2008）建議可採行的措施包括1. 提高飼料消化率；2. 種植多年生植物或造
林，以提高固碳率、減少因採收單年生的植物所排放的溫室氣體；3. 採收後的植物體殘渣應利用作燃
料，避免任其腐爛、排放溫室氣體，並能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IPCC（2007）整理出目前已經被採用的措施包括改善農田與牧場管理以增加土壤二氧化碳儲存量、復
育具生產力的土地、改善稻米耕作技術與畜牧業糞便處理技術以減少甲烷排放、改善氮肥施用技術以減
少一氧化二氮排放、種植能源作物以取代化石燃料、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金融鼓勵措施輔助改善土地管
理等。
七、 結語
要找出氣候變遷的因應策略，必須了解氣候變遷對地區農業、國家農業與全球糧食供應等不同尺度所帶
來的衝擊，並且了解不同因素間的交互作用。影響農業生產的因素除了氣候變遷之外，尚包括全球糧食
貿易、人口增加、水資源競爭、土地利用變更、都市化、過度使用化學肥料污染水源等社會、經濟與環
保層面的因素，氣候變遷的衝擊往往呈現其與其他因素交互作用後的結果，擬定調適策略時須進行通盤
考量。就台灣而言，農業體系由小農組成，因此在一般的調適策略之外，台灣更應重視農民團體所扮演
的資訊傳遞功能，使農民能及時掌握相關資訊以進行決策，並且應著手思量農業保險或貸款等金融政策
工具，提升小農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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