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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 10 條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每年編寫執行排放管制成果報告，提報行政院核定。本會彙整農、林、漁、

畜等相關單位提報 107 至 109 年實際執行情形，提出「農業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成果報告」。 

農業部門減量策略為推動友善環境農業耕作、推動低碳農業及提升森

林碳吸存效益等 3 大項，並於第一期階段管制期間辦理「提升有機及友善

耕作面積」、「輔導畜牧場沼氣再利用（發電）」及「提升造林面積」3 項

亮點行動計畫，並於 109 年完成第一期階段目標之執行。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全國之 2%，排放類別可區分為「燃料燃

燒使用」及「非燃料燃燒使用」等 2 類，前者於 105-108 年度自 2.831 提升

至 3.073 百萬公噸 CO2當量，呈微幅上升趨勢，後者則自 3.424 降至 3.301

百萬公噸 CO2當量，呈下降趨勢；惟農業部門排放總量自 6.255 上升至 6.374

百萬公噸 CO2 當量，推測係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辦理相關農業生產設施

優化、強化冷鏈物流等措施，使得近年因農業用電增加而提升農業部門整體

排放量。 

農業部門實際排放量雖尚未能達成階段管制目標，惟為配合國家能源

轉型政策，於 109 年底農業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達 1.66GW，具有跨部門之

貢獻，後續將在確保國人糧食安全前提下，致力於強化各項節能減碳措施、

降低單位農業生產之碳排放量，以期達成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貳、執行現況 

一、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執行狀況 

(一) 行動方案擬定歷程 

行政院於 106 年 10 月 17 日召開研商溫室氣體減量之階段管制目標及

配額會議，確認第 1 期階段（105 至 109 年）溫室氣體淨排放量相較於基準

年（94 年）減少 2 %，並將減量責任分配予各部門，其中農業部門分配目

標為至 10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5.318 百萬公噸 CO2當量，且 105 至 109

年之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總量為 26.187 百萬公噸 CO2當量。 

依據「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第 9 條第 3 項規定，能源、製造、運

輸、住商及農業等各部門應依「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以下簡稱推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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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訂定所屬部門之「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

本會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期程，於 106 年 7 月 6 日提交「農業部門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草案），並於 107 年 5 月 8 日召開「農業部

門排放管制執行檢討工作會議」，討論第一期階段管制期間（105 至 109 年）

各行動計畫之減碳規模及預期效益，於 107 年 7 月 19 日以農林務字第

1071710523 號函將彙整之「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草案）

陳報行政院，經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意見修改後，奉行政院 107 年 10 月 3 日

院臺交字第 1070028052C 號函核定。 

(二) 重要政策亮點 

107 年 3 月 22 日行政院核定之推動方案中農業部門減量策略為推動友

善環境農業耕作、推動低碳農業及提升森林碳吸存效益等 3 大項，依據推

動策略內涵，農業部門第一期階段管制期間（105 至 109 年）之亮點行動計

畫及施政目標如下： 

(1) 提升有機及友善耕作面積，於 109 年達 15,000 公頃。 

(2) 輔導畜牧場沼氣再利用（發電），其總頭數占總在養量比率於 109 年達

50%（預估為 250 萬頭）。 

(3) 提升造林面積，於 109 年完成造林 3,636 公頃。 

    此 3 項亮點行動計畫之施政目標，亦為農業部門減量策略執行成效之

評量指標，其逐年推動進展如表 1。 

除上述 3 項亮點行動計畫，農業部門行動方案尚納入具有減碳效益之

政策，如漁筏收購及處理計畫、獎勵休漁計畫及加強森林經營計畫；此外，

溫管法將確保糧食安全納入政府機關應推動事項，因此，提出推動對地綠色

給付以及維持及確保國內畜禽產品自給率等 2 項計畫，綜上，農業部門總

計提出 8 項行動計畫，各行動計畫之執行情況如附表 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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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執行狀況 

 
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目標 

執行狀況 第一期階段執行成果 

及具體效益 107年 108年 109年 

溫室氣體減

量推動方案 -

評量指標 

 

農業部門行

動方案 

-重點措施目

標 

1. 提升有機及友善

耕作面積109年達

15,000 公頃，減少

9.18 千公噸 CO2

當量。 

 

107 年底有機及友

善環境耕作面積

11,569 公頃，減少

7.05 千公噸 CO2 當

量。 

108 年底有機及友

善環境耕作面積

13,511 公頃，減少

8.27 千公噸 CO2 當

量。 

109 年底有機及友

善環境耕作面積業

15,754 公頃，減少

9.6 千公噸 CO2 當

量。 

持續推動有機及友善環境

耕作，辦理有機農業獎勵及

補貼，提供驗證所需費用及

改善有機農業產銷設施

(備)，推動農村社區發展有

機農業促進區，並辦理學校

午餐使用有機食材，及加強

有機行銷通路與有機食農

教育等，建立消費者信任來

提高有機農業發展。 

2. 輔導養豬場沼氣

再利用（發電），至

109 年累計總頭數

占總在養量 50%

（預估為 250 萬

頭），減少 58.89 千

公噸 CO2當量。 

 

107 年輔導養豬場

沼氣再利用（發電）

累計總頭數 145 萬

頭，占總在養量

26.66%，當年度減

碳量為 26.09 千公

噸 CO2當量。 

1. 108年輔導養豬

場沼氣再利用

（發電）累計總

頭數為201萬頭，

當年度減碳量為

36.09千公噸 CO2

當量，已達當年

度績效目標之

200萬頭。 

2.至占比部分，則因

108年底我國豬

109 年底輔導國內豬

隻投入沼氣再利用

（發電）累計總頭數

250 萬頭，當年度減

碳量為 58.89 千公噸

CO2當量。 

藉由本項計畫之推動，持續

輔導養豬場利用沼氣發電，

並併予輔導仔豬保溫等其

他再利用方式，期能達成使

廢棄物轉換成再生資源、邁

向循環經濟及溫室氣體減

量等多重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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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總在養量為

551萬頭，較基期

年（106年）增加

1.5%，是以占比

較預期之40%為

低。 

3. 提升造林面積，

105 至 109 年累積

造林面積 3,636 公

頃，增加碳吸存量

30.98 千公噸 CO2

當量。 

 

107 年計完成造林

507 公頃，  

105-107 年累計造

林面積 2,162 公頃，

約增加碳吸存量

18.42千公噸CO2當

量 

108 年計完成造林

539 公頃，105-108

年預計累計造林面

積 2,701 公頃，約增

加碳吸存量 19.54

千公噸 CO2當量 

109 年計完成造林

506 公頃，105-109

年累計造林面積

3,207 公頃，約增加

碳吸存量 23.86 千

公噸 CO2當量。 

105 至 109 年間以加強海岸

及離島造林、國有林造林及

山坡地獎勵造林等新增造

林面積 3,207 公頃，加速我

國林地覆蓋並提升民眾參

與，其中友善環境生態造林

建立綠帶，營造國土生態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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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階段管制目標達成情形 

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類別可區分為「燃料燃燒使用」及「非燃料燃燒

使用」等 2 類，「燃料燃燒使用」係屬用油及用電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其

排放源包含農機具、漁船、幫浦燃料使用、穀物乾燥、園藝溫室等相關之燃

料燃燒使用，其中漁船用油造成之排放量占大宗，近 10 年來（2010 至 2019

年）占「燃料燃燒使用」34.3 至 42.5%。「非燃料燃燒使用」為農牧業從事

生產過程中造成之溫室氣體排放，其排放源包含作物殘體燃燒、農耕土壤、

水稻種植、尿素使用、畜禽糞尿管理及畜禽腸胃發酵等，其中農耕土壤之排

放量為大宗，近 10 年來占「非燃料燃燒使用」35.9 至 39.8%。 

分析第一期階段管制期間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依據經濟部能源

局發布之「108 年我國燃料燃燒 CO2排放統計與分析」，105 年至 108 年農

業部門燃料燃燒（含電力）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自 2.831 提升至 3.073 百萬公

噸 CO2 當量，而依據本（110）年度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清冊資料，105

年至 108 年非燃料燃燒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自 3.424 降至 3.301 百萬公噸 CO2

當量，總計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自 6.255 上升至 6.374 百萬公噸 CO2當

量，農業部門整體排放量些微增加（圖 1）。 

 

 

 

 

 

 

 

 

圖 1、94 至 108 年農業部門排放趨勢 

有關燃料燃燒溫室氣體排放量之變動，經濟部能源局 108 年度修正能

源平衡表之統計方法，將「農機用油」之排放量列入農業部門，統計成果顯

示，各年度農業部門燃料燃燒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新增約 20 萬公噸 CO2 當

量。以原訂目標討論近年農業部門燃料燃燒排放量趨勢，於 93 年達高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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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業署啟動漁船用油管理機制，大幅降低排放量，而後長期呈現穩定趨勢；

而自 100 年起微幅度上升，推測係因應氣候變遷趨勢，農業生產自動化相

關設施、調製烘乾機械、冷藏設備等硬體設施增加，以及推行強固型農業設

施、智慧農業等措施，在穩定國內農產供應並確保糧食安全的同時，造成農

業用電量逐步增加。 

至於農業部門非燃料燃燒排放量，因提升畜牧糞尿水處理及再利用、推

廣合理化施肥及有機與友善耕作制度等，排放量持續呈現下降之趨勢。惟自

本（110）年度起，因調整豬隻糞尿處理甲烷之排放係數，並追溯更新歷年

數據，導致各年度非燃料燃燒排放量提升約 25%，意即第一期管制期間，農

業部門排放量僅因係數調整即造成約 65 萬公噸 CO2當量增額，進而使得農

業部門難以達成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 

農業部門配合國家政策，持續推行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惟第一期管制期

間，整體排放量自 6.255 上升至 6.374 百萬公噸 CO2當量呈現些微增加的趨

勢，且因燃料燃燒部分漁船用油量之重新分配，以及非燃料燃燒部分排放係

數之調整，導致實際排放量與階段管制目標之 5.318 百萬公噸 CO2 當量差

異越加增大。農業部門排放量僅占全國排放量約 2%，其中排放量多寡與農

耕活動及畜牧養殖數量息息相關，與其他部門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或改善製

程即能有明顯減量效果之性質有所差異。 

依據溫管法第 8 條，農業部門兼具農業溫室氣體管理及糧食安全確保

之責，農業生產活動係為提供國人糧食之供應，而糧食安全議題涉及國家

安全層級，近年受氣候變遷影響，農業身為第一級產業遭受最直接之衝

擊，為穩定國內蔬果農產之供應，本會推行農業生產自動化、冷鏈物流等

措施，並推廣增設強固型農業設施及冷藏（凍）設備等，以調適因應氣候

變遷造成之衝擊，惟在提升產業韌性同時，亦伴隨農業用電需求之提升。

與此同時，為配合國家能源轉型政策，本會至 2025 年太陽光電累積設置

容量目標配額為 9.3GW，占全國太陽光電目標努力量高達 46.5%，在 109

年底農業太陽光電裝置容量已達 1.66GW，占全國太陽光電裝置容量近 3

成，顯示農業部門具有跨部門之貢獻。 

本會將於確保國人糧食安全前提下，致力於強化各項節能減碳措施、降

低單位農業生產之碳排放量，以期達成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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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農業部門排放係數調整前後階段管制目標之差異表 

（單位：百萬公噸 CO2當量）  

項目  

當年實際  

排放量  

(係數調整

前 ) 

(A) 

當年實際  

排放量  

(係數調整

後) 

(B) 

109 年階

段管制目

標  

(C) 

實際值較 109

年目標值變化

% 

(A-C)/C 

實際值較

109 年目標

值變化% 

(B-C)/C 

105 年 

總溫室氣體排

放  

5.617 6.254 5.318 5.6 17.6 

106 年 

總溫室氣體排

放  

5.623 6.259 5.318 5.7 17.7 

107 年 

總溫室氣體排

放  

5.806 6.444 5.318 9.2 21.2 

108 年  

總溫室氣體排

放  

- 6.373 5.318 - 19.8 

 

表 3、實際排放與 105 至 109 年間之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總當量差距 

（單位：百萬公噸 CO2當量） 

項目  

105 年實際  

溫室氣體

排放(A1) 

106 年實際  

溫室氣體

排放 (A2) 

107 年實際  

溫室氣體

排放(A3) 

108 實際  

溫室氣體

排放(A4) 

105 年至

109 年階段

管制目標  

(D) 

109 年尚餘  

可排放量  

D-(A1+A2+A3+A4) 

農業部門 6.254 6.259 6.444 6.373 26.187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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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分析及檢討 

一、 農業部門執行成果分析 

茲依據各項推動策略所擬定之行動計畫實施現況，分別說明如下。 

推動策略一：推動友善環境農業耕作，穩定農業生產，維護農、林、漁、牧

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一) 推廣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 

持續推動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辦理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提供驗證所

需費用及改善有機農業產銷設施(備)，推動農村社區發展有機農業促進區，

並辦理學校午餐使用有機食材，及加強有機行銷通路與有機食農教育等，建

立消費者信任來提高有機農業發展。迄 109年底通過有機驗證農戶 3,986戶、

面積 10,374 公頃，另審認通過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計 40 家，登錄面積

4,646 公頃，合計有機及友善耕作面積 15,754 公頃，減少 9.6 千公噸 CO2 當

量。 

(二) 漁筏收購及處理計畫 

107 年度收購 3 船 44 筏，108 年度收購 2 船 31 筏， 109 年度收購 3

船 41 筏，105 至 109 年度累計減碳量達 7.77 千公噸 CO2。 

推動措施為對於拖網、刺網等易影響海洋棲地及資源之漁法進行優先

收購及提升收購價格，107 年度主要對象為刺網漁業漁筏，加成計價標準

由 10%提昇為 30%，以提高收購價格之方式增加船主參加收購的意願。 

(三) 獎勵休漁計畫 

107 年休漁船數 9,393 艘，108 年休漁船數 9,804 艘，109 年休漁船數為

11,320 艘，年度減碳量達 91.01 千公噸 CO2。 

推動措施為 107 年起需出海作業 90 日，在港休漁 120 日，108 年提高

休漁獎勵金，符合休漁獎勵條件之單一漁船、舢舨及漁筏之獎勵金為新臺幣

2 萬元，另漁船依其噸數計算，每噸加發新臺幣 1,500 元，以新臺幣 20 萬

元為上限；109 年度，考量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致漁船因缺工問

題無法正常出海作業，為降低疫情對漁民之衝擊，爰下修本年度獎勵條件之

出海作業日數由 90 日調降為 60 日，在港日數 120 日維持不變。另外，加

強宣導漁民辦理休漁，具體措施為印製海報宣導、透過各漁會辦理宣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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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漁民集會場合與電子媒體，漁業相關雜誌進行宣傳。 

(四) 維持及確保國內畜禽產品自給率 

本計畫每年度的推動目標為維持國產毛豬自給率 90%，及家禽產品自

給率 80%。本項推動目標無變動，且未涉及減量貢獻。本計畫係以在地生鮮

優勢，促使國人支持地產地消，維持國產畜禽產品的市占率及自給率，以確

保糧食安全，相對亦能減少產品自國外進口運輸過程的排碳量。 

本計畫推動措施如下： 

(1) 督導各地方政府依畜牧法訂定年度生產目標計畫，並請其加強輔導所轄

畜牧場及產業團體依計畫進行產銷。 

(2) 蒐集及發布國內外主要畜禽產品之產銷、飼料等資訊，按季召開預警會

議，研判並發布預警資訊，供各界參用。 

(3) 定期針對主要畜禽產品召開供銷調配或產銷協調會議，輔導相關產業團

體，調節供應上市數量及協助穩定價格。 

(4) 結合地方政府、產業或消費團體，辦理宣導及促銷，強化國人國內生產、

國內消費觀念，以維持及確保國產畜禽產品之市場占有率。 

 

推動策略二：推動低碳農業，促進農業使用再生能源，加強農業資源循環利

用 

(一) 推廣養豬場沼氣再利用（發電） 

依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一定規模以上的畜牧場，應設置廢水處理設

施，取得廢水排放許可文件，其排放水並應符合「放流水標準」，為符合前

開法規，農政單位業輔導相關畜牧場設置廢水處理設施，其中有厭氧處理單

元者可回收沼氣再利用。沼氣主要成分之甲烷（CH4），其全球暖化潛勢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為二氧化碳（CO2）的 25 倍；藉由推動畜

牧場沼氣再利用，除可產生熱能或電能、使能資源再利用多元化外，亦能減

少甲烷排放，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的效果。 

截至 108 年底，輔導養豬場沼氣再利用（發電）之累計總頭數為 200.8

萬頭，年度減碳量為 36.09 千公噸 CO2當量；而截至 109 年底累計達 250 萬

頭（惟總在養量未如預估之遞減、反因國際疫情險峻國內養豬產業逆勢成長，

致使占總在養量比率預估將低於目標值之 50%），換算年度減碳量為 5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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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公噸 CO2當量。 

本會自 107 年起即依行政院指示，持續輔導養豬場利用沼氣發電，並

併予輔導仔豬保溫等其他再利用方式，期能達成使廢棄物轉換成再生資源、

邁向循環經濟及溫室氣體減量等多重政策目標。本計畫之推動措施如下： 

(1) 增加豬農配合意願：包括提供獎勵及補助、示範案例場及政策性貸款。 

(2) 結合跨域資源：運用養豬產業團體協助推廣及推動、結合環保與能源機

關計畫資源等。 

(3) 修正簡化行政程序：配合修正相關法規，協助解決用地及共發酵問題。 

(4) 強化宣導措施：委請專業團隊建置沼氣再利用（發電）宣導網頁，提供

農民依養豬頭數進行經濟效益之粗估，再由專業團隊進行實際量測及客

製化輔導。 

(二) 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 

此計畫於 107 年度開始執行，107 年全年兩個期作參加對地綠色環境給

付措施面積為 261,128 公頃，為當年度預定執行面積 264,960公頃的 98.6%；

108 年全年兩個期作參加對地綠色環境給付措施面積為 264,768 公頃，為當

年度預定執行面積 266,440 公頃的 99.4%；109 年全年兩個期作申報對地綠

色環境給付措施面積為 43.8 萬公頃，為當年度預定執行面積 33.5 萬公頃的

130.7%。 

為調整國內稻米產業結構及提高國產雜糧供應，此計畫主要輔導稻田

轉作，種植具進口替代、外銷潛力、地方特色等具競爭力之轉（契）作作物，

鼓勵農友適地適種，提升國產糧食供應，或一個期作種植，另一個期作辦理

生產環境維護措施，以建立一種一休之合理耕作模式。此計畫目標為增加國

內糧食自給，與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無關。 

推動策略三：健全森林資源管理，厚植森林資源，提高林地碳匯量，提升森

林碳吸存效益 

(一) 造林 

105 年造林面積為 976 公頃、106 年為 679 公頃、107 年為 507 公頃、

108 年為 539 公頃及 109 年為 506 公頃，109 年度移除量約 23.86 千公噸

CO2；105 至 109 年累計造林面積 3,207 公頃，較目標造林面積 3,636 公頃

執行率為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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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措施為加強海岸及離島造林、國有林造林（包含崩塌地、回收之出

租造林地、濫墾地及火災跡地）及山坡地獎勵造林等。各造林區位主要配合

「離島建設條例」、「國有林事業區林地收回計畫」及「國土保育範圍內現

有超限利用、濫墾、濫建限期拆除、廢耕執行計畫」，視現場狀況，予以造

林及人工復育，以儘速恢復森林覆蓋。另外，97 年 9 月 5 日本會訂定「獎

勵輔導造林辦法」，以 20 年每公頃 60 萬元獎勵金鼓勵民眾新植造林。 

(二) 加強森林經營 

105 年加強森林經營面積為 783 公頃、106 年 734 公頃、107 年 710 公

頃、108 年為 799 公頃及 109 年為 764 公頃，109 年度碳移除量約 10.18 千

公噸 CO2；105 至 109 年總計加強森林經營面積 3,790 公頃，較目標加強森

林經營面積 4,169 公頃執行率為 90.9%。 

推動策略及具體措施為進行復育造林及中後期撫育作業。復育造林以

劣化之海岸林地與國有林事業區的伐木跡地、林分稀疏及其他老化退化林

地之更新復育為主。中後期撫育作業為執行 7 至 20 年國有人工林之修枝除

蔓、國有人工林疏伐及平地造林疏伐。此計畫同時配合「國家永續發展願景

與策略綱領」、「國家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及「推動綠色經濟政策綱領」

之目標及原則，持續改善人工林經營及復育老化退化林地，以符合資源永續

利用及國家永續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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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業部門未來規劃推動重點 

茲說明各行動方案推動過程所遭遇之困難及挑戰，並提出第二期階段

管制執行之因應方式及改善作為。 

推動策略一：推動友善環境農業耕作，穩定農業生產，維護農、林、漁、牧

生產環境，確保農業永續發展 

(一) 推廣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 

遭遇問題：有機農業規模相較慣行農業生產規模小，且有機田區常發生臨田

慣行農地農藥汙染，造成管理困難。 

因應對策： 

(1) 有機農業促進法規定有機農產品檢出農藥微量殘留時，倘有機農友證明

其已採取防護措施，並經地方主管機關查證確為鄰田污染所導致者，不

予處罰，惟該批農產品仍需下架回收，不得以有機名義販售，以兼顧消

費者權益。另經驗證通過之有機農產品，倘其標示誤繕或違反標章規格

者，給予限期改正機會，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該產品。 

(2) 配合有機農業促進法及有機農業促進方案，持續推動有機農糧、林產、

水產及畜牧等全方位生產，結合科技研發動能，輔導有機產業規模化，

並加強推動有機同等性及與國際貿易合作，開拓國產有機農產品外銷市

場，逐步帶動有機產業成長，朝成為有機國家之目標邁進。 

(二) 漁筏收購及處理計畫 

    漁船（筏）屬漁民個人財產，與其生計維持關聯緊密，收購從事漁撈作

業之漁船（筏），勢必對漁民經濟收入來源之穩定性造成影響，爰漁船（筏）

收購措施係採自願性質，而船（筏）主亦會衡量漁船（筏）之殘餘價值與漁

業獲利間之差額，來決定是否參與漁船（筏）收購政策。 

    為提升船（筏）主參與收購作業之意願，並配合漁業署漁業管理政策，

辦理漁船（筏）收購作業時，對於拖網、刺網等易影響海洋棲地及資源之漁

法進行優先收購及提升收購價格。在收購順位上，漁船以主營拖網漁業為優

先，漁筏以主營刺網漁業為優先，並對拖網、刺網為主漁業之漁船（筏），

依一般漁船（筏）之計價標準再加計30%計算，以提高收購價格之方式增加

船（筏）主參加收購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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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獎勵休漁計畫 

    自願性休漁獎勵係為鼓勵經常出海作業之漁民，得自行選擇一段時間

在港休漁，減少整體漁撈能力，使漁業資源有恢復之機會，至未從事漁撈作

業及長期停泊港內或休業之漁船，則非自願性休漁獎勵之對象。109 年度，

考量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致漁船因缺工問題無法正常出海作業，

為降低疫情對漁民之衝擊，爰下修本年度獎勵條件之出海作業日數由 90 日

調降為 60 日。為保障實際從事漁撈之漁民權益，降低漁獲努力量，並達到

節能減碳目標，漁業署將自 110 年起，獎勵條件之出海作業日數由 60 日恢

復為 90 日，在港日數 120 日維持不變，另增加每年休漁獎勵期間出海作業

總時數應累計達 270 小時以上之條件。同時加強宣導漁民辦理休漁，具體

措施為印製海報宣導、透過各漁會辦理宣導說明會，及利用漁民集會場合、

電子媒體、漁業相關雜誌進行宣傳。 

(四) 維持及確保國內畜禽產品自給率 

遭遇問題：本計畫為促使國人支持國內生產、國內消費，維持國產畜禽產

品的市占率及自給率，以確保糧食安全。惟因屬消費認知及生產之能力建

構，目前持續加強推動。  

因應對策：持續督導各地方政府依畜牧法訂定年度生產目標計畫、定期針對

主要畜禽產品召開供銷調配或產銷協調會議以協助穩定價格，並結合地方

政府、產業或消費團體，辦理宣導及促銷，且持續強化區隔進口及國產畜禽

肉市場與通路，加強產地標示查核及冷凍冷藏肉品分流管理機制，推動畜禽

品共同運銷及建立品牌，開發多元化新興通路，以確保國內畜禽產品自給率

之維持。 

 

推動策略二：推動低碳農業，促進農業使用再生能源，加強農業資源循環利

用 

(一) 維護畜牧場沼氣再利用（發電） 

遭遇問題： 

(1) 本項行動計畫管制目標之訂定，除引用本會奉行政院核定執行106至109

年「養豬產業振興發展計畫」之具綠能及沼氣發電設施養豬場總頭數至

109年累計達250萬頭之績效指標外，尚基於基期年（106年）時國內豬

隻在養總頭數持續遞減、預設109年將遞減至500萬頭之情境，乃加訂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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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沼氣再利用養豬場總頭數占總在養量比率至109年達50%之目標。惟

107年起國際間非洲豬瘟疫情嚴峻，我國因嚴格把關、環境相對安全下，

養豬產業逆勢成長，至109年底在養頭數反攀升至551萬頭，是以109年

底輔導沼氣再利用養豬場之總頭數雖已達預期之250萬頭，惟其占比則

較預期之50%為低。 

(2) 依據2020年「中華民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報告」，2018年我國溫室

氣體總排放量為296,546千公噸 CO2當量，對應同年度養豬場沼氣再利

用之減碳量為26.09千公噸 CO2當量，僅佔全國排放量0.009%，對全國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之貢獻實屬有限。 

因應對策： 

    為維持畜牧業在我國生質能版圖中不缺席，本會除維持輔導養豬場沼

氣再利用(發電）總頭數為 250 萬頭，將加強對其再利用效能之升級輔導，

相關因應方式及改善推動措施如下：  

(1) 持續提供沼氣再利用誘因：包括提供獎勵及補助、示範案例場及低利貸

款。 

(2) 持續結合跨域資源：運用養豬產業團體協助推廣及推動、結合環保與能

源機關計畫資源等。 

(3) 建議修法提高畜牧場投入誘因：除持續檢討相關貸款利率或擴大融資方

式外，將與畜產團體及專家學者共同研議將沼氣再利用成果納入資源化

處理比率計算之可行性，提供相關部會修法參考，以提升畜牧場投入沼

氣再利用意願等。 

(4) 強化沼氣再利用效能：持續委請專業團隊成立畜牧場沼氣再利用（發電）

輔導團，協助既設畜牧場沼氣再利用效能之維護與提升，同時提供有意

願投入之尚未設畜牧場沼氣再利用設備規劃、效益評估等客製化服務。 

(二) 推動對地綠色環境給付 

遭遇問題： 

(1) 水稻供過於求，且品質有待提升：因國人飲食習慣西化、外食選擇多元

及外銷擴增不易等消費需求衰退情形下，國內水稻生產已呈現供過於求

情形，加以實施公糧稻穀保價收購制度，致農民重「量」不重「質」。  

(2) 轉作誘因不足，雜糧自給偏低：進口雜糧價格低廉，加以國產雜糧產銷

體系未臻健全及消費市場待開發，致稻田轉作雜糧誘因低，影響國產雜

糧生產與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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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對策： 

(1) 為維護有限農業生產資源，彰顯農地多功能價值，並呼應第 6 次全國農

業會議「擴大對地綠色環境給付實施對象，納入適宜農業生產之非基期

年農地」之結論，該計畫新增針對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

且維持農糧作物生產使用者，核予「農業環境基本給付」，以鼓勵落實

農地農耕意涵，突顯政府維護農地之政策目的。 

(2) 未來將配合國土計畫法公告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之期程，通盤考量政策適

用之對象農地。本計畫已由稻米產業結構調整面向，逐步調整為將有限

農業輔導資源投注至適宜農業生產範疇。 

 

推動策略三：健全森林資源管理，厚植森林資源，提高林地碳匯量，提升森

林碳吸存效益 

(一) 造林 

遭遇問題： 

(1) 造林計畫囿於政府預算有限且預算逐年降低，可供造林之土地取得亦不

易，109 年度預定造林面積低於 105-108 年度。  

(2) 山坡地獎勵造林推行成效未如預期。山坡地因獎勵輔導造林屬申請核可

制，囿於林農申請造林之意願、各執行單位經現勘核判准駁結果，又因

獎勵期限長達 20 年，不確定因素多，農民參與意願不高。 

因應對策： 

(1) 採用年度預算結餘款積極辦理海岸、離島及國有林地（包含崩塌地、回

收之出租造林地、濫墾地及火災跡地）等地區的造林作業，另已積極推

動友善環境造林，強化國公有閒置土地及河川兩岸植樹綠化，增加綠化

面積。 

(2) 有關山坡地獎勵造林推行成果與目標之差異，主要係採核發造林獎勵金

之面積計列，未計列依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第 5 條無償提供種苗供民眾

自行造林之面積所致，現行刻正通盤檢討現行獎勵造林政策，以提高民

眾參與獎勵造林意願，厚植森林資源。 

(3) 本會林務局刻正研議媒合企業投入造林或林業經營，以全面提升碳匯、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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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強森林經營 

遭遇問題： 

(1) 加強森林經營計畫囿於政府預算有限，109 年度預定經營面積低於 105-

108 年度。 

(2) 許多國有林事業區的造林地位於偏遠山區，惟近年因颱風豪雨影響，部

分林道有損害情形，此情況恐會降低人工林經營執行成效。 

因應對策： 

(1) 採用年度預算結餘款積極辦理復舊造林及疏伐、修枝等中後期撫育作業。

另外，加強森林經營計畫可配合林產振興計畫，改進伐木、集材及林產

加工技術，提升國產木材利用效率及推動林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提高產

業競爭力，其將可增加營林收入，解決核定經費降低的問題，此外，亦

可提供平地造林業者執行疏伐的誘因。 

(2) 加強森林經營應配合林道改善與維護計畫，利用林務預算持續加強維護

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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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農業部門行動方案推動策略及措施執行狀況 

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

或計畫 

主(協)

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狀況 實際執行經費(萬元) 

107 年 108年 109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1.漁船漁筏

收購及處

理計畫 

漁業署 
105-

119 

105-109 年預

計累計收購 3

船 75 筏，減碳

量約 2.4 千公

噸 CO2。 

107 年度總計收購

3 船 44 筏，減碳量

累計達 3.27千公噸

CO2，105 年至 107

年累計減碳量達

4.61 千公噸 CO2。 

108 年度總計收購

2 船 31 筏，減碳量

累計達 1.66千公噸

CO2，105 年至 108

年累計減碳量達

6.27 千公噸 CO2。 

109 年度總計收購 3

船 41 筏，減碳量累

計達 1.5 千公噸

CO2，105 年至 109

年累計減碳量達

7.77 千公噸 CO2。 

7,052 4,053 3,614 

2.獎勵休漁

計畫 
漁業署 

105-

119 

105-109 年預

計累計獎勵

休 漁 50,000

艘，減碳量約

404.39千公噸

CO2。 

107 年休漁船數

9,393 艘，減碳量約

為 75.52 千公噸

CO2（105 年至 107

年累計休漁船數

29,693 艘，減碳量

約為 238.73千公噸

CO2）。 

108 年休漁船數

9,804 艘，減碳量約

為 78.82 千公噸

CO2（105 年至 108

年累計休漁船數

39,497 艘，減碳量

約為 317.56千公噸

CO2）。 

109 年休漁船數 1 萬

1,320 艘，減碳量約

為 91.01 千公噸 CO2

（105 年至 109 年度

累計休漁船數共計 5

萬 817 艘，減碳量

約為 408.57 千公噸

CO2）。 

18,335 38,558 41,696 

3.有機與友

善環境耕

作計畫 

農糧署 
105-

119 

109 年底達成

有機與友善

環境耕作面

積 1.5 萬公

頃，減碳量約

9.18 千公噸

CO2。 

107 年底有機及友

善環境耕作面積

11,569 公頃。減少

7.05 千公噸 CO2當

量。 

108 年底有機及友

善環境耕作面積

13,511 公頃。減少

8.27 千公噸 CO2當

量。 

109 年底有機及友善

環境耕作面積業達

15,754 公頃，減少

9.6 千公噸 CO2當

量。 

47,960 40,200 51,500 

4.推動對地

綠色環境

給付 

農糧署 
107-

119 

109 年綠色環

境給付面積

達 33.5 萬公

107 年兩個期作參

加對地綠色環境給

付 措 施 面 積 為

108 年全年兩個期

作參加對地綠色環

境給付措施面積為

109 年全年兩個期作

申報對地綠色環境

給付措施面積為
844,933 871,760 1,06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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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

或計畫 

主(協)

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狀況 實際執行經費(萬元) 

107 年 108年 109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頃。 261,128 公頃。 264,768 公頃。 43.8 萬公頃。 

5.推廣養豬

場沼氣再

利用（發

電）計畫 

畜牧處 
105-

119 

輔導養豬場

再利用沼氣

（發電），至

109 年累計總

頭數占總在

養量 50﹪（預

估為 250 萬

頭），減碳量

約 44.93 千公

噸 CO2。 

107 年底沼氣再利

用（發電）總頭數

145.2 萬頭，占總在

養量 26.66%，當年

度減碳量為 26.09

千公噸 CO2當量。 

108 年底輔導養豬

場沼氣再利用 (發

電）累計總頭數為

200.8 萬頭，當年度

減碳量可達 36.09

千公噸 CO2當量。 

109 年底輔導國內豬

隻投入沼氣再利用

（含發電）累計已達

250 萬頭，當年度減

碳量可達 58.89 千公

噸CO2當量。 25,510 22,363 20,300 

6.維持及確

保國內畜

禽產品自

給率 

畜牧處 
105-

119 

維持國產毛

豬 自 給 率

90%，及家禽

產品自給率

80%。 

維持國產毛豬自給

率 90%，及家禽產

品自給率 80%。 

108 年底持續維持

毛豬自給率 90%，

至家禽產品部分，

禽 蛋 自 給 率 達

100%，禽肉自給率

則為 77.5%。 

109 年底維持毛豬自

給率 90%以上、禽

蛋自給率 100%，禽

肉自給率則達

80%。 

1,100 1,100 1,100 

7.造林 林務局 
105-

119 

105 至 109 年

累計造林面

積 3,636 公

頃，碳吸存量

約新增 30.98

千公噸 CO2。 

107 年計完成造林

507 公頃， 105-107

年累計造林面積

2,162 公頃，約新增

碳移除量 18.42 千

公噸 CO2當量。 

108 年計完成造林

539 公頃，105-108

年累計造林面積

2,701 公頃，約新增

19.54 千公噸 CO2

當量。 

109 年計完成造林

506 公頃，105-109

年累計造林面積

3,207 公頃，約新增

23.86 千公噸 CO2當

量。 

31,210 30,600 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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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 

具體措施

或計畫 

主(協)

辦機關 

推動 

期程 
預期效益 

執行狀況 實際執行經費(萬元) 

107 年 108年 109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8.加強森林

經營 
林務局 

105-

119 

105 至 109 年

累計加強森

林經營面積

4,169公頃，碳

吸存量約新

增 11.61 千公

噸 CO2。 

107 年計完成森林

經營 710 公頃， 

105-107 年累計森

林經營積 2,227 公

頃，約新增碳移除

量 6.10 千公噸 CO2

當量。 

108 年計完成森林

經營799公頃，105-

108 年累計森林經

營積 3,026 公頃，

約新增碳移除量

8.03 千公噸 CO2當

量。 

109 年計完成森林經

營 764 公頃，105-

109 年累計森林經營

積 3,790 公頃，約新

增碳移除量 10.18 千

公噸 CO2當量。 

16,900 16,800 19,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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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農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經費表（單位：萬元） 

計畫名稱 
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年度合計 公務預算 基金預算 年度合計 公務預算 基金預算 年度合計 公務預算 基金預算 

收購漁船筏 7,052  7,052    4,0531  4,053   3,614 3,614   

獎勵休漁計畫 18,335  18,335   38,5582  38,558   41,6963  41,696   

推廣有機與友善

環境耕作 
47,960    47,960  40,200    40,200  51,500    51,500 

推動對地綠色環

境給付 
863,165    863,165  871,176    871,176  879,202    1,069,278 

推廣畜牧場沼氣

再利用（發電） 
25,510    25,510  22,363    22,363  20,300    20,300 

維持及確保國內

畜禽產品自給率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造林 31,210  26,410 4,800  30,600  25,200 5,400  23,120  20,240 2,880 

  獎勵造林金 4,800    4,800  5,400    5,400  2,880    2,880 

  自辦造林 26,410  26,410   25,200  25,200   20,240 20,240   

加強森林經營 16,900  16,900   16,800 16,800   19,560 19,560   

合計 1,045,404 98,069 947,335 1,034,406 88,767 945,639 1,037,526 82,544 1,145,058 

註： 

1. 108 年度「漁船漁筏收購及處理計畫」經費除原計畫核定金額 735 萬元外，由公務預算下其他項目流用支應 3,318 萬元。 

2. 108 年度「獎勵休漁計畫」經費含公務預算及第二預備金。 

3. 109 年度「獎勵休漁計畫」經費含公務預算、第二預備金及肺炎特別紓困預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