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3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與調適知識平台計畫

農業領域
第三期成果發表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姚銘輝 研究員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徐永衡 助理研究員

劉雨蓁 佐理研究員



2

農業領域研究團隊

團隊顧問 盧虎生教授(臺大農藝)

農業試驗所

姚銘輝 研究員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徐永衡 助理研究員

劉雨蓁 佐理研究員



3

農業領域第三期計畫工作架構圖

氣候變遷
推估資料庫
AR5統計降尺度

日資料

Team1資料

Team3 推廣

跨小組合作

各領域執行

衝擊圖產製
• 水稻一期作產量改變率

調適示範區操作
• 新竹縣新豐鄉旱田直播

危害圖產製
• 年平均、1-3月平均、4-6月平均、7-9月平均、10-12月平均日高溫改變量
• 年平均、1-3月平均、4-6月平均、7-9月平均、10-12月平均日低溫改變量
• 年平均、1-3月平均、4-6月平均、7-9月平均、10-12月平均降雨量改變率
• 年平均、1-3月平均、4-6月平均、7-9月平均、10-12月平均日均溫改變量

調適知識、利害關係人訪談
• 國內外案例蒐整60例
• 專家學者與部會訪談、現地勘查

TCCIP平台
調適百寶箱

Team2危害與衝擊評估

MMIS工具
• 日輻射資料產製

衝擊模擬
• DSSAT模式 資料申請

服務機制
資料使用
狀況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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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評估與圖資產製
氣候變遷危害/衝擊指標與圖資產製

– 採用TEAM1產出多模式統計降尺度日資料成果
– 依據文獻蒐集與專家訪談挑選氣候危害指標、衝擊指標
– 配合調適示範實作，呈現調適示範區未來衝擊

氣候變遷
推估資料庫

Team1成果

MMIS農業
日輻射模組

氣候
危害指標

農業
衝擊圖

氣候
危害圖

農業
作物模式

平臺展示與
後續加值應用

Team3 推廣

選定 20 項指標

資料整理與繪製DSSAT模式

跨組合作

各領域執行
Team1協助產製

轉換成模式輸入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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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產量改變率 – RCP8.5
 暖化情境下，水稻產量呈現減少趨勢，世紀末減產程度漸趨嚴重。

根據AR5最劣情境RCP8.5模擬結果下，世紀末平均較基期減產18.1%，
甚至部分區域達到減產超過25%。

世紀中 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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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產量改變率 – RCP4.5
 暖化情境下，水稻產量呈現減少趨勢，世紀末減產程度漸趨嚴重。

根據AR5情境RCP4.5模擬結果下，世紀末平均較基期減產9.1%，僅北部
部分網格有減產較多的現象，但減產幅度和範圍較世紀中增大。

世紀中 世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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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tion January Precipitation January

Precipitation Febuary Precipitation Febuary

Precipitation March Precipitation March

Tasmax mid-term Tasmax long-term

Tasmin mid-term Tasmin long-term

Precipitation mid-term Precipitation long-term

危害指標 RCP8.5
氣象因子 危害指標

溫度 年平均日高溫改變量

年平均日低溫改變量

年平均日均溫改變量

每月平均日高溫改變量

每月平均日低溫改變量

每月平均日均溫改變量

雨量 年平均降雨量改變率

每月平均降雨量改變率

世紀末時整體臺灣日最高溫呈上升趨勢，
且在北部與中部最顯著。在日最低溫改
變量的危害圖也可看見相同的趨勢。

並看到年平均降雨量改變率的危害圖，
整體趨勢維持不變，但影響一期作最主
要的一至三月份月平均降雨量，則發現
北部與東部較其他地區明顯呈減少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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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領域調適知識案例蒐整轉譯
資料蒐集 重點轉譯 知識彙整與案例參考

Nguyen et al. (2013). Multipurpose agroforestry 
as a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y option for farmers: 
an example of local adaptation in Vietnam.
Climatic Change, 117, 24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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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新豐水稻調適示範操作
 構面同時開展，
持續平行回饋 灌溉水源不穩，休耕面積增加

現有措施盤點，彈性應變空間較小

參與式調適：利害關係人綜合座談

水稻旱田直播，因應氣候強化韌性

專家實地輔導，農改場接續推廣未來氣候變遷衝擊，水稻產量減少

新竹縣
水稻產量
改變率

RCP8.5 世紀中 世紀末

農業調適示範先行構面 決策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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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範疇 – 議題背景
地處石門灌區末端，灌溉水源競爭處於弱勢，農業用水供給不穩
休耕停灌

– 2002~2018年已有7次停灌紀錄
– 2020年新豐鄉為桃園水利會輪值停灌區域

新竹縣新豐鄉
水稻示範田區

歷年一期稻作缺水停灌面積

石門水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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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現況 – 產業鏈現況
 育苗業者

– 育苗需30~40天，公告休耕日期與生產
端時程差異，造成已生產之種苗損失

 代耕業者
– 臺灣農業機械化程度最高的作物為水稻，
休耕造成機具需求遽減影響收入

 佃農
– 休耕補助地主，承租農戶常拿不到政府
補助款項

 因應氣候變遷，農委會推動
109年水資源競用區耕作制度
轉型方案政策
– 透過政策引導農民及早因應調整
耕作模式

– 實施地點：桃園、新竹、苗栗、
台中、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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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決策 – 調適選項擬定

 水稻強化用水系統(SRI)
– 每穴單株種植，常配合乾溼交替灌溉法
– 減少灌溉水施用，提高稻株水分利用效率
– 與慣行農業相較需耗費較多人力管理且無
法施用化學藥劑和肥料

– 已有許多科技計畫針對SRI進行研究

 生產者、農試所、災防中心綜合考量田間實務、農產專業、科學評估等因素，決定
採取「栽培制度改變：旱田直播」的調適選項測試

 旱田直播
– 無須育苗，整地播種啟動時間短，決策
復耕啟動容易

– 乾整地，前期需水量少，仍有機會種植
– 由育苗改成種子前處裡，育苗業者有轉
型方向

– 前期需注意事項較多，約長到3葉後可
依照慣行栽培管理方式

– 生產者已有操作經驗，較有意願

圖片來源：屏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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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風險 – 水稻危害衝擊模擬

世紀中 世紀末 世紀中 世紀末

RCP8.5
新竹縣

世紀中 世紀中 世紀末

RCP8.5
新竹縣 (增加調適選項)

 RCP8.5情境下第一期作水稻衝擊圖
– 於世紀中時，部分北部區域已減產20%；於世紀末時，南部區域也至少減少15%產量，在北部
和東部區域達到減產超過25%。

– 新竹縣的水稻產量衝擊評估世紀中產量平均減少14%，至世紀末則減少23.6%。利用模式模擬改
變種植日期和種植方式，世紀中產量平均減少34.5%，至世紀末則減少44.4%。推測是由於模式
中無法針對乾旱等極端事件模擬，並且目前台灣尚未有適合以旱田栽培的品種參數可作為校正，
因此顯示若以現行品種較不適合於未來氣候變遷情境下改變種植方式的調適策略。

RCP8.5
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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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風險 – 水稻生產生命週期評估

旱田直播降低約5%之環境衝擊，
推測由於農機具使用時間較短影響

 農機具使用對於環境衝擊影響之比較(傳統插秧與旱田直播)
在單位公頃土地下以不同栽培方式生產水稻造成環境衝擊之差異

Indicators Unit 傳統插秧 旱田直播
碳足跡 kg CO2 eq 1.24E+03 1.19E+03
酸化 kg SO2 eq 6.77E+00 6.44E+00
優養化 kg PO4 p-lim 1.53E-01 1.52E-01
能源耗用 MJ 2.13E+04 2.06E+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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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執行 – 旱田直播效益分析
單位：公頃 傳統插秧 旱田直播

種植前準備 約1個月育苗作業 3-5天種子前處理

整地次數 3 次 2次

田間用水管理 配合各生育時期維持田間固定水位高度 前期至三葉齡期間主要仰賴雨水，後期
依照慣行插秧方式

整田期用水量 485噸 0噸

產量 7,106 kg 6,574 kg

前期+收穫成本 41,250 元 29,850元

預估收益 100,860 元 101,620元

生長日數 139天 18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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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修正 – 示範區後續回饋主管機關
 由農委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協助農民合作試驗

– 儀器架設資料蒐集
– 水稻栽培技術測試
– 旱田直播宣傳推廣

傳統慣行插秧

栽培制度改變
插秧育苗期 最高

分蘗期
孕穗期 完熟期

播種 發芽最高
分蘗期

孕穗期 完熟期

育苗期 插秧 最高
分蘗期

孕穗期

12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1月 7月 8月 10月 11月 1月9月 12月

完熟期

發芽 輪生期 糊熟期

12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1月 7月 8月 10月 11月 1月9月 12月

完熟期

播種

 農委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舉辦水稻直播技術觀摩會
– 水稻栽培技術推廣
– 不同地區適用性



17

農業調適案例經驗與知識傳遞
綜整農業領域調適示範操作的背景、選項測試、利害關係人參與、實務操作經驗等

內容，設計淺顯易讀的文宣品，用於後續活動宣傳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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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調適案例媒體宣傳 – 天下雜誌採訪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5999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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