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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毒雞蛋、食品過期改標等問題引發食品安全的疑慮，加上今年夏天國內香
蕉、鳳梨、火龍果、洋蔥等農產價格崩盤，引發社會各界的討論，而國際間則發生委
內瑞拉約有 230 萬人因缺乏食物而逃出國，可見飲食問題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也與
農業發展及國家安全密切相關。而糧食議題不該只淪為口水戰，應該根據數據分析與
理性討論，以做為未來規劃農業發展的依據。當我們放眼全球，了解近年來全球農業
受到人口結構變化、氣候變遷、貿易交流以及科技進步等因素的影響，農業已逐漸轉
變成為新的產業發展型態，反思台灣應該釐清農業的未來願景並檢視農業政策的適切
性，以促進國內農業發展，跟上全球化的腳步。因此本文嘗試分析台灣農業目前的困
境，再試圖從世界農業發展的趨勢尋找台灣農業發展的出路。

貳、台灣農業面臨的危機
全球農業除了面臨 3G 挑戰－Global warming（全球暖化）、Growth（人口成長）及
Globalization（全球化）(1)，更面臨人口老化、從事農業人口減少、耕地面積有限、糧食
價格高漲等因素衝擊。身為世界一環的台灣，同樣受到氣候變遷、人口老化、農業人口
減少等問題的影響。此外，由於社會變遷及農業政策的改變，導致目前台灣還面臨了休
耕農地比例高、糧食自給率降低、農地細碎等問題。

(一) 氣候變遷造成農業損失
根據中研院汪中和教授所整理氣象資料指出，台灣過去一百年的年均溫持續上升，
1951 年後台灣降雨量呈現上下大幅震盪(2)，主要是受到氣候暖化的影響，其中雨量主要
來源為颱風，而近年颱風的強降雨特性，也衝擊到農業的發展。根據行政院農委會《農
業統計年報》的統計數據，高達 76%農業損失為颱風災害所致(3)。其中 1961 至 2016 年
颱風造成台灣之農業損失統計以圖一表示，可看出損失幅度波動有增加的趨勢。

圖一、颱風造成之台灣農業損失統計圖(3)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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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造成極端天氣的頻率與強度的增加，旱災與洪災的強度和頻率也將改變。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每年自然災害帶給開發中國家數十億美元的農業損失，以區
域而言，亞洲是受害最嚴重的地區(4)。氣候條件的變化對農業的生產力、穩定性及耕作
制度等方面均會產生影響，因此台灣一方面應該確保國內糧食穩定生產與供給，一方面
則應在農業技術改良研究上投入心力。

(二) 人口老化與農業人口的減少
以人口數及年齡結構而言，國發會推估 2022 年台灣將面臨人口零成長，且人口年
增加率將呈現負成長(如圖二)，在人口結構上，預計 2018 年 65 歲以上人口會占全體人
口達 14%，使台灣邁入高齡社會，2025 年後 65 歲以上人口將占全體人口達 20%，使台
灣進入超高齡社會。相較其他開發中國家，台灣人口老化現象較為嚴重(5)

系統編號 ND10407-0010

圖二、台灣未來人口－總增加－總增加率
當人口老化加速，也同時意謂著勞動人口持續減少，對於農業的發展勢必也造成影
響。如圖三所示，臺灣整體就業人數自 1978 年的 623 萬人逐步增加至 2012 年的 1,086
萬人，但農業就業人數卻由 1978 年的近 160 萬人，縮減至 2012 年的 54 萬人，減少幅
度約 65%，農業就業人數占整體就業人數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13%，下降至 2012 年只
剩下 5%(9)，至 2017 年農委會調查，農業從業人數僅剩 55.5 萬人，占全國就業人口 4.9%(6)。
而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未來受農事輔助性機械的普及運用之影響，農業就業人數將平
均每年減少一千人，至 2025 年從事農業人口總數將降為 54.5 萬人(7)。若以年齡來看，
根據主計處調查資料顯示，2013 年的平均年齡為 57.5 歲(8)，至 2017 年從事農業平均年
齡為 62.0 歲(6)，可見從事農業的人口比率降低且越加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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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台灣農業就業人口(9)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總計年報 1979--2013

以世界趨勢而言，全球人口從 1965 年全球 33 億的人口數到 2017 年 75 億，增加了
42 億人口數，依據聯合國未來人口推估，2050 年全球人口將達 97 億，為此全球糧食產
量需增加目前產量的 50%才足以提供增加的 20 億人口所需(10)。以人口結構而言，聯合
國預估 2080 年後，全球人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6)。
就全球農業之就業人數而言，從圖四中也可看出明顯逐漸減少的趨勢，自 1994 年
38.53%下滑至 2010 年的 19.81%。因此台灣與全球都同樣面臨人口老化與農業就業人數
減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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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全球農業之就業人數

(三) 休耕比例高與糧食自給率降低
根據永續會統計，台灣農耕土地面積占臺灣土地總面積之比率逐年減少，如圖五所
示，至 2016 年農耕地僅占國土 22.05%。而根據行政院農委會的農業統計，如圖六所示，
耕地自 2008 年 82.2 萬公頃至 2017 年 79.3 公頃，消失了兩萬九千公頃，且自 2015 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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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跌破 80 萬公頃。以耕地土地面積結構而言，2017 年短期休耕面積為 23 萬公頃占 29%，
長期休耕地面積則占 5 萬公頃，占農耕土地面積 6%，換言之，全台已近 35%的耕地處
於休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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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台灣農耕土地面積比率

圖六、台灣農耕土地面積(11)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視覺化查詢網

以全球的耕地面積而言，從 1966 年占土地面積的 9.95%至 2015 年的 10.99%，整體
耕地面積只增加 1.04% (如圖七)，而目前全球農地幾乎已被人類開發利用，因此台灣
應該更加珍惜並善加利用寶貴的可耕地面積，尤其當休耕補助政策時間拉長，勢必造
成休耕農地的不當使用或挪用、農民濫用除草劑等問題，最後導致生態環境的破壞及
台灣農業技術的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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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全球耕地面積
在糧食自給率方面，因應全球糧價飆漲，政府於 2011 年訂出 2020 年糧食自給率達
40％的政策目標(12)，但即使推動各項鼓勵政策或努力推廣米食，台灣糧食自給率仍不升
反降。根據農委會糧食自給率統計，如圖八所示，從 2011 年 33.9%下降為 2016 年的
31.0%，是自 2008 年以來的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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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台灣糧食自給率－以熱量計算－綜合自給率

(四) 過度依賴進口
隨著工商社會型態的發展、生活飲食習慣改變、消費者希望以低價購買商品的心態
以及自由貿易下國外糧食以低價等優勢進入國內市場等因素的影響下，都促使台灣糧食
進口量增加。例如：玉米、小麥等作物自 1948 年美國在台灣推廣小麥，因此改變了台
灣人的飲食習慣，使小麥需求量與進口量日益增加，至 2012 年，台灣每人每年稻米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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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量已大幅降低為 45.6 公斤，而每人小麥消費量高達 35.7 公斤，約占每人每年穀類消
費量的 42%(12)。由此可見，當稻米需求減少導致本土生產減少，而另一方面，其他糧食
需求而增加進口量，除了導致台灣糧食自給率的下滑，也同時顯示台灣糧食過度依賴進
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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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台灣對主要國家(地區)農產品進出口貿易－出（入）超
從圖九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長期以來台灣農產品都處於貿易逆差的狀態，2014 年
貿易逆差已達 103 億美元(13)。至於台灣在聯合國定義的「缺糧的嚴重度」這項指標中，
2014-2016 年仍為 39 千卡，在「糧食不足發生率」這項指標 2014-2016 年為 5.2%，穀物
進口依賴比為 85.1%(6)，算是依賴度較高的國家。顯示台灣仍須在農業上提升產量，畢
竟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層級問題，若處理不當會導致嚴重後果。

(五) 細碎的農地與農地非農用
台灣地狹人稠，經歷世代傳承及近年的農地政策鬆綁，使農地更加細碎化，尤其 2000
年政府修改「農發條例」政策，允許農舍興建以 0.25 公頃為標準值，為了便於土地交易
後搶建農舍，土地被分割、移作他用或破壞的情形更加嚴重(14)。當農地細碎化後，每個
農戶的生產經濟規模小，導致無法降低生產成本或發展大面積機械化耕種，使農業收入
難以維持生計，久而久之，影響年輕人投入農業的意願，進而使農村人口加速老化。
根據內政部統計，自 2001 年農發條例通過後，農舍興建就以年增百件以上的速度
增加，2011 年甚至多達 4636 件，創下歷史新高，暴增了 579 倍。而從 2000 年至 2015
年，全台農舍增加 3 萬多間，以宜蘭、南投、苗栗為最多。而根據內政部地政司統計，
2013 年全台農地違規使用有 4600 筆，面積約為 1068 公頃(15)。因此，政府修法以拯救
台灣農地亂象實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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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農業未來的展望
危機正也是轉機，尤其當消費者對於健康及環境永續議題越加重視，加上透過教育
力量的推廣，使得農業發展朝向對農夫、土地及消費者共好的方向前進。而隨著科技發
展，促使品種的改良、農具的研發或新技術的應用，也使農業逐漸轉型為智慧農業。此
外，合理的農業保險機制、整體性的國土規劃政策、善用年長農民的勞動力及台灣精緻
品牌行銷等策略，都可以促使台灣農業產業升級，跟上全球化的腳步。

(一) 推動合理農業保險機制
為因應氣候變遷，除了事前的風險管理或極端天氣預警制度外，推動農業收入保險
也是全球趨勢之一。美國、日本、韓國等也從災害或產量的角度思考保險制度，逐漸轉
向以農業收入的角度規劃保險，如此可以保障「價格」乘上「產量」的「收入」
，能同時
涵蓋「生產風險」跟「價格風險」
，因為農產品的生產除了受到氣候變化因素影響，更因
為全球市場自由化，價格會因此受到波動(16)。
為降低政府農損負擔，並穩定農民的生活，2018 年農委會力拼通過農業保險立法，
但根據農業金融局數據顯示，目前試辦的十項作物保險中，高接梨理賠率破百，屏東養
殖水產 2017 年理賠率達百分之九百、2018 年為百分之五百(17)，所以在立法納入更多作
物保險範圍前，可以參考各國保險計算機制，以制定合理的農產保險制度。

(二) 延長年長農民勞動力
在少子化趨勢與高醫療品質下，高齡化社會是各國不可避免的問題。目前許多 65 歲
的高齡人口中，基於退休制度必須離開職場，但體能狀況與工作能力都尚有能力負擔農
業工作者，可以透過農事與農技的改良，解決務農人口短缺的問題。以日本為例，自 2000
年政府訂定政策，透過農事與農技的改良，促進高齡農民繼續從事務農工作，例如：在
農事上，輔導年長農民選擇擇易照顧與管理的作物種植，甚至推動適地適種，以自然的
環境種植農作，減少繁瑣或粗重的農事勞動。在農機的開發則以設計節省人力或適宜老
人的簡單操作工具為目標。此外，擴大農產加工領域，例如：醃漬產品的銷售，打出「和
我一起變老」的溫馨口號，讓老人可以協助製作需要時間、耐性的農產加工品(18)。因此，
台灣除了農事與農技的改良外，也可以推出近似「田媽媽」整合農村婦女力量的組織，
善用年長者農業專長，結合休閒旅遊，帶動在地消費，創造農村人口的就業機會。

(三) 國土規劃政策
農地是農業發展的基礎，不只具有糧食生產的經濟功能，還具有提升生活品質與維
護生態環境的公益功能，因此各國在制定國土政策時，均會將保障農地面積納入考量。
例如：為維持農業基本規模與糧食自給率，瑞士除了訂定全國可耕地的最低基準，使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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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自由交易與變更下，仍然保障國土耕地總量只能增加不能減少，還訂定多元且非經
濟性的補貼政策，例如「生態補貼」與「倫理補貼」
，考量農地的肥料使用、輪種秩序、
地形條件等（如傾斜度、是否休耕、灌木或濕地）
，而有不同的補貼項目，如此便可保障
農民收入水準跟上其他產業，吸引年輕人願意投入(14)。
其他例如荷蘭由政府直接成立「農地銀行」法人組織，確保農地足夠支撐農業發展
需求，並直接介入市場參與買賣，扮演最大的農地仲介商與資源媒合平台(14)。在先進國
家如歐盟、日本、美國，為防止老農的農地賣給非農民或荒廢，則有計畫性協助農場轉
移，使老農與新農可以設計與執行適合的農場轉移計畫，確保農場移轉後繼續做農業生
產，政府則會持續訪視農場給予諮詢與教育(19)。
台灣自 2009 年，農委會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以媒合農地，協助擴大農場經
營規模並促進農業勞動結構年輕化，但至 2014 年，促成規模僅約 1.5 萬公頃，僅占全台
農地的 2%不到，實質成果有限(14)。主因是根據休耕政策，地主只要負責翻土種綠肥，
一年就能領九萬元的休耕補助，導致承租農地耕種的成本提高。
此外，在土地稅賦制度上，農田、工業、住宅、和商用地的稅率差異大，導致地方
政府維持財源，不但樂見土地變更地目，甚而質疑中央保護農地政策，將使農業縣建設
停頓、或持續擴大城鄉差距等，由此可見，國家各項政策環環相扣，而台灣目前首要任
務，應該是釐清農地的未來願景，並緊急達成各部會共識。

(四) 增加有機農業的耕種面積與標章的認證
有機農業漸為風潮，目前全球大約有 170 個以上國家，積極推動有機農業的發展。
其中最大比例有機農業在大洋洲（37.6%）
，其次為歐洲（24.1%）
。而消費者的需求增加，
成長幅度高達 14.7%，直至 2015 年底，全球有機種植面積達到 5090 萬公頃，全球有機
食品市場產值更達到 750 億歐元(約 2 兆 4949 億台幣)(20)。

系統編號 EU10412-0027

圖十、全球有機農業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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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十可明顯看出歐洲的先進國家中，有機農業占農業利用面積的百分比均呈現成
長的趨勢，例如義大利 2007 年占 7.90%至 2016 年躍升至 13.99%、法國自 1.90% 提升
至 5.29%、西班牙 4.00%至 8.48%等均在近十年以兩倍面積成長。
台灣有機耕種面積（指依法認證之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所驗證之有機農產品生產
面積）自 2006 年的 13.94 平方公里到 2015 年增為 64.90 平方公里(如圖十一)。 而 根 據
2017 年 農委會統計資料，有機農業驗證面積增為 72.20 平方公里、年產值 37.8 億元，
換言之，有機驗證面積從 2006 到 2017 年已成長 5.1 倍，但仍只占總耕地面積的 0.8%
(21)
。

系統編號 SD10308-0044

圖十一、台灣有機耕種面積
從歐盟、美國、日本等國的有機農業發展過程，可以發現建構完整的有機農業規範
是發展有機農業的重要關鍵(22)，而台灣有機農業在推廣近 20 年的歷程後，終於在 2018
年《有機農業促進法》三讀通過(23)，因此我們應該加快步調去推廣維護土地與自然環境
的新工法，才能使農地的生態發展與自然環境永續。
此外，消費者日益重視食品安全，為保障自身權益，越加偏好選購擁有生產履歷或
具備認證的產品，因此應該提升農民的安全管理或生產履歷等概念，搭配具公信的認證
標章的推動，提高消費者的信賴程度，自可提升銷售量。目前我國單方面認證 22 個國
家的有機農產品，2016 年進口 12.83 萬公噸、價值約 12.5 億元的有機農產品，但我國尚
未取得國外有機農產品的「同等性認可」
，因此，為促使台灣有機產業國際化，應努力獲
得國際認證。其中《有機農業促進法》規定施行一年內，未與我國完成簽訂「雙邊有機
同等性認可」的國家，台灣將廢止其有機同等性認可的公告，因此目前各國正積極與我
國洽談中，相信可藉此提高台灣自產有機農產品的外銷機會(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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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加價值與農業技術的提升
隨著有機農業和精緻農業的發展，再加上科技的進步，農民可以透過田間管理、品
級提升、清洗加工、包裝等方式，提升農產品的原有價值。從圖十二可以看出近十年各
國農產品的附加價值略增的趨勢，因此全球總量已從 2005 年的一萬五千億美元提升到
2014 年一萬九千億美元，增加近 27%的產值。

系統編號 WB10303-0339

圖十二、全球農業－附加價值

產值的提升主要歸功於科技的導入，例如：日本積極開發與應用智慧型農業技術，
以減少人工、利於大規模生產、發揮作物最大潛能並建立安全且便利作業環境，以增加
產量及增加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感等。德國則進行跨領域合作，應用先進感測、雲端計算、
巨量資料等技術，有效提升作業效率與快速調整流程(25)。
台灣向來以優良的育種技術，搭配栽培飼育方法、病蟲害防治及農產品加工等技術，
使農業創造高產值(26)。在農業機械方面，因為台灣的機型及造價優勢，一年可創下出口
東南亞國家六十億元的產值(27)。因此將農業科技進一步商品化、產業化、全球化，將可
提升農業產值。例如台灣芒果生產季節只有 5 到 7 月，但透過全球性的投資布局或技術
授權等方式，在海外建立生產基地，分散農作地點，使未來農業不受地域化的限制，降
低氣候影響風險，也更能維持食物供應的穩定性(1)。
此外，善用既有的專業知識，與硬體設備、技術相互連結運用，也有助於解決氣候
變遷、人力不足等問題，進而提升農業的競爭力。例如：收集種植面積、肥料或市場價
格的數據，加以分析、運用與整合多種資訊來源，讓農民更精確的掌握現況，或了解作
物種植的成本效益，從而善用資源以降低成本或減少投入的風險(28)，也可以應用感測器、
物聯網技術偵測作物的狀況並自動做出相對應的反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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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食農教育的重視
食農教育主要是透過與食物的生產者互動，認識在地農業，建立正確選擇食物
的方式，同時藉由了解食物產銷過程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進而改變人們生產及消
費食物的方式，以維護個人健康、生活品質，進而達成社會永續的目標 (29) 。
當今全球各地推動的飲食消費教育，雖有不同的名稱或政策，但卻都是為了喚
起消費者對糧食議題的重視。例如日本於 2005 年訂定《食育基本法》(30)，韓國在 2009
年通過《食物教育支持法案》
。美國從 1995 年興起「食用校園」或「在地食材運動」
；
(29)
歐洲則有「社區支持型農業」；義大利則有「慢食運動」 ，其他例如：英國規定
中小學生必須學會 20 道料理才能畢業，瑞典則是讓學童接受每週一小時的「家庭與消
費者知識」的課程，讓學童了解食物與營養、消費與經濟、環境知識等(30)。
台灣農業問題，政府除了從制度進行改革外，更需從教育面著手，台灣 2018 年 六
月 農委會才 研 擬「 食農教育法 」草 案，目 前 才 進 入 預 告 階 段，尚 未 通 過 (31)。但 以
日本為例，政府將食農教育做為國家級發展策略，跨部會推動食農教育，結合食安、營
養、飲食文化等教育外，也結合鄉村社區營造，如此一來不但讓日本飲食傳統得以保留、
解決部分食安問題、農產品產銷問題，更提高日本糧食自給率並活化偏鄉(29)。因此，看
到日本成功的案例，台灣應該更加快腳步推廣食農教育。

(七) 整合小農並建立精緻品牌
農民應該打造「台灣原產」的信賴標章，創造精緻品牌、提升產銷效益與價值。此
外，政府應該整合小農，團結打造屬於台灣特色的印象，如同紐西蘭的奇異果、日本的
青森蘋果，打造出屬於國家的深刻品牌印象(32)。而在產業鏈上，也應該從傳統的產業體
系，發展成多元、複合、整合的綿密網絡體系，使製造、組合、產銷、通路一體垂直管
銷，讓產品在嚴密品管之下，透過通路行銷，產生高價值的產值(33)。

肆、結論
全球農業確實面臨嚴峻考驗，極端氣候、人口成長與老化、耕地面積有限、水資源
缺乏及世界糧食貿易戰爭等因素，都大大影響著人類最基本的糧食問題，因此全球農業
正全面升級與轉型中，台灣當然不可置身事外，我們也確實逐漸透過知識經濟提升農業
競爭力，不論在有機農業、食農教育的推廣上，或是技術研發與行銷方式上，但我們更
應該加快腳步去釐清並整合全國對於農業發展的願景與共識，以制定合理、有遠見的國
土政策及相關農業搭配政策，讓農業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除了提供國內民眾
更高品質的農產品，同時有利於行銷至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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