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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重要農情資訊
劉凱翔 1

聯合國糧農組織呼籲保護水資源即是

創造力、公民社會的驅動力以及國際

保護人類

社會的團結力，以共同發揮作用。

參考自聯合國糧農組織 News 2021/3/22

聯合國每年均會發布水資源發展

每年 3 月 22 日為世界水資源日，

報告，其中在糧食及農業方面，水資

其目的之一為推動達成聯合國永續發

源極具重要性，當人類無法安全取得

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水資源時，將引發饑餓與營養不良，

Goal）6——確保所有人享有水資源

尤其對於倚賴農業為生的在地人口而

及衛生。全球約有 22 億人口無法取得

言，缺水的影響更為嚴峻。FAO 表

安全用水，而過去 20 年來，每人每年

示，糧食生產鏈（包括加工過程）經

可獲得的淡水資源已減少 20%，然而

常發生水資源取得困難與污染問題，

全球卻需要更多的水資源來澆灌作物

影響糧食安全、營養、健康與生態系

以餵養持續成長的人口。在 2021 年

統服務，並對脆弱族群帶來高度威

全球水資源日的視訊慶祝會議上，聯

脅。FAO 已推動全球水資源稀缺架構

合國糧農組織（簡稱 FAO）強調水資

（WASAG），在氣候變遷下加速採行

源為發展各面向的必備要素，並呼籲

農業的因應措施；也建立 WaPOR 開

各界共同合作保護水資源。根據 FAO

放入口網，透過遙測技術協助國家監

2020 年全球糧食及農業狀態報告指

測水資源生產力及尋求改善生產力不

出，全球超過 10 億人口面臨嚴重水資

足的解決之道。

源稀少或短缺的情況，人口成長及飲
食習慣改變，正逐漸增加用水需求，
造成不同用水者競爭水資源。為確保
每個人可安全獲得水資源，需要各界
齊心合作發揮力量，包括民間部門的

註 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

災害對全球農糧體系造成嚴重損失
參考自聯合國糧農組織 News 2021/3/18

聯合國糧農組織（簡稱 FAO）發
布「 災 害 及 危 機 對 農 糧 安 全 之 衝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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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Disasters and Crises on

FAO 報告指出，乾旱為農業生

Agriculture and Food Security）」報

產損失的最大原因，其次為淹水、

告，分析目前農業生產遭受災害衝

暴風雨及野地火災。作物及畜牧病蟲

擊的最新現況，共涵蓋 109 個國家、

害也成為農業生產的重大威脅，在

457 場天然災害，橫跨全球所有區域

2008～2018 年期間造成作物及畜牧

及各所得等級之國家，並首度將中高

9% 的生產損失，例如 2020 年非洲蝗

所得及高所得國家納入。報告指出，

蟲在非洲之角（東非）、阿拉伯半島、

災害對全球農業帶來巨大金融損失且

西南亞等地肆虐，造成作物損失並危

災害頻率、強度及複雜度持續增加。

害糧食安全。

農業正遭受空前威脅，包括大型火

災害不僅造成經濟損失，對於糧

災、極端氣候、異常的非洲蝗蟲危害

食安全及營養供應也造成負面影響。

以及生物性威脅（例如新冠肺炎）。

FAO 在報告中首度將經濟損失轉換為

這些災害不僅奪走人命，也破壞農業

等值的熱量及營養資料，例如估計低

生計，並對家庭、社區、國家及區域

度開發國家及中低所得國家的作物及

造成連鎖負面影響，並將影響後代。

畜牧經濟損失，相當於 6.9 兆千卡熱

報告指出，目前每年發生災害的頻

量，相當於 700 萬個成人每年攝取的

率，為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的 3 倍

熱量。

之多，尤其低度開發國家及中低所得

為確保農業永續性發展，有必要

國家遭受最大損害。2008～2018 年

加強在韌性及降低災害風險方面的投

間，災害造成開發中國家農業部門的

資，尤其是資料收集及分析，以作為

作物及畜牧生產經濟損失達到 1,080

採取措施之基礎。整體性因應及跨部

億美元，對於小農生計造成極大威

門合作為因應災害的重要關鍵，國家

脅。亞洲為遭受災害最嚴重的區域，

應採取多重災害與跨部門的系統風險

2008～2018 年期間遭受的經濟損失

管理方法，來預測及預防農業災害風

達到 490 億美元，其次為非洲 300 億

險，並預為準備及採取因應措施。研

美元、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290

擬策略時除考量天然災害外，也需考

億美元。FAO 秘書長表示，災害造

量人為及生物性威脅。創新為農業因

成的風險暴露增加，已成為新常態

應災害的重要利器，包括遙測、地理

（New Normal），尤其氣候變遷將加

資訊蒐集、無人機與救災機器人、機

劇風險程度，災害衝擊已相當廣泛，

器學習等，對於降低農業災害風險相

因此需要進一步評估及瞭解災害動

當有幫助。除進行有效治理外，推動

態，以減緩其造成的損失。

公私部門合作投資，亦有助於降低農
業受到災害及氣候變遷影響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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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綠色政綱（Green Deal）加強推
動有機生產
參考自歐盟執委會 2021/3/25 Press

歐盟執委會（Commission）提出
「 發展有機生產行動計畫 」，整體目標
在於推動有機產品之生產與消費，期
能於 2030 年達到有機生產面積占總
農業生產面積比率 25% 之目標，並顯
著增加有機水產養殖之生產。有機農
業具有多項益處，包括有機田區具有
較高的生物多樣性、有機飼養動物享
有較高的動物福祉且使用較少的抗生
素、有機農民收入較高且更具韌性，
以及消費者對有機標章之信任。有機
行動計畫符合「 歐盟綠色政綱 」、「 從
農場到餐桌 」及「 生物多樣性策略 」
等歐盟重大政策方向。
行動計畫提出 3 大主軸，包括促
進消費、增加生產及改善有機永續
性，以確保有機產業各領域的平衡成
長，共涵蓋 23 項行動。執委會鼓勵會
員國訂定國家型有機行動計畫，以增
加各國有機農業面積占比。歐盟各會

員國之間的有機農業比率存在差異，
分布範圍從 0.5%～25% 不等；國家
型有機行動計畫應與歐盟的共同農業
政策（簡稱 CAP）策略互補。
提升有機產品消費亦為吸引農民
轉型為有機生產的重要因素，因此，
行動計畫在促進消費方面提出增加需
求、維護消費者信心、將有機產品帶
給城市居民等目標，具體行動則包括
促進有機產品的資訊傳遞及溝通、促
進有機產品消費，以及在歐盟學校計
畫下，透過公共採購促進公領域更多
使用有機產品及促進有機產品流通。
在生產方面，目前歐盟有機農
業面積占總農業面積比率為 8.5%，
若依據近年成長趨勢預估，至 2030
年約可增加至 15%，有機行動計畫
則進一步以有機占比提升至 25% 為
目標；CAP 將可加強有機供應端之
生產，有助於達成前述目標。現行
的 CAP 約有 1.8% 經費（75 億歐元）
用於支持有機農業，未來 CAP 將
導入 350～580 億歐元的生態計畫

96

農業情報

（2023～2027 年），而生態計畫可用
於支持有機農業。除 CAP 以外，其他

領域，甚具發展潛力，行動計畫鼓勵
會員支持有機水產養殖之發展。

重要行動包括建構資訊網絡以分享有

行動計畫也強調改善有機農業的

機生產技術、推動團體驗證、推動研

永續性，包括改善動物福祉、確保有

究及創新、使用區塊鏈及其他技術來

機種苗取得、降低碳足跡，以及減少

改善可追溯性、增加市場透明度、加

塑膠、水資源及能源的使用；執委會

強在地及小型加工、支持生產組織及

也有意增加有機相關的研究與創新經

改善動物營養。

費。執委會將密切監測有機農業推動

為提升各界對於有機生產的認

進展，並透過由歐盟理事會、會員國

知，執委會將訂定歐盟「 有機日 」，

及利益相關方組成之代表，發布半年

並頒發與有機食品生產鏈有關的獎

度進展報告及期中檢討報告。

項，以肯定在有機生產各階段表
現傑出的生產者。執委會將鼓勵

糧食體系排放溫室氣體占全球總排放

發 展 有 機 旅 遊 網 絡 ， 建 立「 生 物 區

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Biodistricts）」，亦即由農民、城市

參考自聯合國糧農組織 News 2021/3/18

居民、旅遊業者、協會及政府部門共

根據《自然食物》期刊發表的最

同組成，並以有機原則及操作為基礎

新研究報告顯示，全球糧食體系排放

來從事在地資源永續管理，營造生活

的溫室氣體，占全球總排放量的三分

旅遊圈。有機水產養殖則是較新穎的

之一以上。本報告研究範圍，包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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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用、農業、冷藏、包裝到糧食

FOOD 資料庫為瞭解全球糧食體系發

浪費，估計 2015 年糧食體系的溫室

展的里程碑，資料庫可評估消費行為

氣體排放量為 180 億公噸二氧化碳當

之改變或技術發展對於糧食體系溫室

量，相當於全球總排放量的 34%。相

氣體排放的影響，並可作為研究特定

較於 1990 年，糧食體系排放量雖然

部門及決策者訂定減緩策略的依據，

增加，但占全球總排量的比率卻是相

並可避免僅將溫室氣體排放活動轉嫁

對下降（1990 年占比為 44%）。本報

至其他部門。

告由聯合國糧農組織（簡稱 FAO）資

報告重要成果：一、糧食體系所

深統計學家暨氣候變遷專家，以及

產生的溫室氣體中，約三分之二來自

歐盟執委會研究機構人員共同合作

土地利用型活動，包括農業、土地使

進行，利用 FAO 新建立的 EDGAR-

用及土地使用改變；尤其開發中國家

FOOD 資料庫，追蹤 1990 年以來糧

由土地利用型活動所排放的溫室氣體

食體系的溫室氣體排放變化，並可作

占比更高，但隨著減少森林砍伐，以

為推動減緩溫排行動及促進轉型為永

及下游食物加工與冷藏活動增加，土

續糧食體系的重要依據；本報告並

地利用型溫排所占比率已明顯下降。

詳細評估氣候效應對於糧食生產、

二、在人為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中，

分配、消費的影響。建立 EDGAR-

工業化國家的糧食體系溫室氣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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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比率穩定維持在 24%，而在開發

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已增加 4 倍，冷

中國家則是明顯下降（由 1990 年的

鏈活動占整體糧食體系溫室氣體排

68%，至 2015 年下降至 39%），主要

放的 5%，預期將持續增加。七、包

原因為非糧食體系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裝占總體糧食體系溫室氣體排放的

增加。三、糧食體系溫室氣體排放量

5.4%。八、從 1990～2015 年，全球

最高的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印尼、

每人每年度糧食需求所排放的溫室氣

美國、巴西、歐盟及印度。四、農場

體減少三分之一，此數據可用於衡量

生產階段（包括施用肥料）占總體糧

國家在減少糧食體系溫室氣體排放方

食體系溫室氣體排放的 39%，為糧食

面的成果。

體系溫排的最高來源；其次為土地使
用及相關活動，分別占 38%、29%

歐盟與土耳其將進一步深化貿易關係

（有上升趨勢）。五、糧食體系排放的

參考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 2021/3/24

溫室氣體中，甲烷（CH 4 ）占 35%，

一份歐盟領導人峰會聲明草稿

在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均相近，主要

顯示，歐盟準備深化與土耳其的貿易

係由家畜及稻米生產所排放。六、全

關係，但若土耳其當局仍違背歐盟利

球糧食體系愈來愈往能源密集的趨勢

益，土耳其仍將受到歐盟經濟制裁之

發展，主要與零售、包裝、運輸及加

威脅。前述聲明顯示，歐盟盼加深與

工有關，尤其在開發中國家的溫室氣

土耳其的經濟連結，卻又存在其他疑

體排放增加快速。至於已開發國家，

慮與衝突，呈現出歐盟與土耳其長期

溫室氣體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為低溫

以來的複雜關係。聲明草案提及歐盟

技術中所使用的含氟化合物造成的溫

領導人將以 1995 年歐盟—土耳其貿

室氣體排放，造成全球暖化的效應相

易協定為基礎，針對關稅同盟進行現

當大。低溫技術所消耗的能源占零售

代化的工作，並將擴及服務貿易、公

及超級市場所需能源的一半左右，

共採購及農產品。

在歐盟，自 1990 年以來，低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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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將從國外緊急採購稻米

經濟事務委員會 3 月上旬批准食品總

參考自「 達卡論壇報 」2021/3/5、「 越南

局提案，以直接採購方式再從國外緊

農業 」電子報 2021/3/13

急進口 55 萬公噸稻米，並將招標時間

孟加拉歷來是世界第 3 大稻米生
產國，年產量約 3,500 萬公噸，但由

從原本的 42 天縮減至 10 天，以減少
相關的行政程序。

於公共糧食儲備不足，其稻米的公

孟國財政部長表示，考慮北部地

糧庫存量在 2021 年 3 月僅為 53 萬公

區降雨過多導致預估稻米產量下降，

噸，而去年同期約為 151 萬公噸；以

將以不同的國外來源進行採購補充，

及屢次遭受洪災破壞當地農作物等因

其中包括從印度、泰國和越南等國家

素，造成國內糧食價格創下歷史新高

分別進口；此外，孟加拉政府更將稻

紀錄，並已轉變成為稻米的進口國，

米既有 65% 的進口關稅機動調降到

始能滿足近 1.7 億人口的糧食需求。

25%，2021 年 1～3 月間更核發了 358

為增加國內市場上的稻米供應，

個貿易商的進口許可證，允許進口

孟加拉政府在 1～2 月間從國外採購

135 萬公噸稻米，以期能增加市場供

10 萬公噸稻米，並透過私人進口商進

應，惟實際進口情形仍不如預期，因

口了超過 25 萬公噸稻米，惟仍然無法

此相關措施將持續到 2021 年 4 月底。

滿足國內消費需求，因此孟加拉內閣
註 2：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際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