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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處長)
一、前言
筆者一生從事農田水利工作四十餘年，體會農業與人類生命之永續生存，關係
密不可分，農業是國家的基本產業，與全體國民均有密切關係，因大家都是農產品
的消費者。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是政府施政主要重點目標之一。農田水利是農業發
展之基礎，稻米是我國的主要糧食，水田灌溉農業具有顯著之三生功能貢獻，其內
部之經濟價值及外部之公益機能貢獻均甚大，不僅農民直接受益，居住農業地區之
民眾也分享其生活面及生態面之功能效益，而台灣農田水利事業為支持水田灌溉農
業發展之主要因素，因此，農田水利事業被認為是造福農民及發展農業的積德事業。
有幸能長期參與農田水利事業之推展工作，是我的福氣，個人把服務農田水利事業
當作一生的志業，退休後仍樂意擔任志工繼續推動宣導發揮農業三生的理念。
本文主要介紹筆者過去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處處長期間積極推動重
視三生功能之農田水利政策理念及農田水利事業永續發展之經營策略，並提出今後
如何活化水田發揮農業三生功能之建議，供後續相關單位推動之參考，讓全民共享
水田三生功能之貢獻。

二、當前之農業發展情勢及施政方向
（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台灣農業發展新情勢
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必須遵守 WTO 國際貿易自由化規範，
因此台灣農業面臨下列新情勢影響：
1. 國際農產貿易加速自由化
2. 國際糧食供應仍具不確定性
3. 農產品產銷結構轉變
4. 生態保育為世界潮流
5. 兩岸互動環境改變
（二）農業優先發展課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農業優先發展課題，訂定如下：
1. 確保糧食安全，提昇產業競爭力
2. 再造農村社區，增進農民福祉
3. 加強國土保安，維護生態環境
4. 擴大對外農業合作，拓展農業發展空間
（三）農業政策方向
馬總統就任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依總統之農業政策方向，推動「健康、
效率、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重視三農、三生及全方位的農業施政：
1. 重視三農（農業、農村、農民）的農業施政。
2. 重視三生（生產、生活、生態）的農業施政。
3. 重視全方位（從生產者擴大至消費者、從國內擴大至全球層面）的農
業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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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施政願景
農委會規劃農業施政願景如下：
1. 發展優質農業
2. 發展安全農業
3. 發展休閒農業
4. 發展環保農業
5. 提高全民生活品質
（五）農業施政方針
在民國 70 年以前，政府以增加農業生產，確保國人糧食安全及提高農民
所得為主要目標，即重視農業、農村、農民等「三農」政策。在民國 70 年以
後，再增加重視生產、生活、生態等「三生功能」之政策。
農委會自民國 97 年起，以推動「健康、效率、永續經營」之全民農業為
施政方針，照顧消費者的食用安全，以企業化經營來提昇生產效率，並建立與
生態環境共生的農業經營模式，爲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及農漁民福祉來努力。
全民農業之施政內涵，除了本著農民、農村、農業「三農」理念，以及生
產、生活、生態「三生」的面向，更擴展到對農民、對消費者、對環境、對子
孫及對全世界的五大關照層面。
1. 對農民：追求利潤、效率的現代化經營，並保障其福利。
2. 對消費者：供應新鮮、品質穩定、安全的農產品，維護飲食健康。
3. 對環境：重視景觀、節能，以保永續經營。
4. 對子孫：留下一片淨土，有好生活的環境。
5. 對全球：落實節能減碳，擔負維護資源，與環境和諧及高綠能的責任。
（六）農業施政重點
1. 發展科技農業，打造效率優勢產業。
2. 建立責任農業，維護健康永續發展。
3. 強化國際合作，拓展農產外銷。
4. 推動農地改革，建立富麗新農村。
5. 健全農民組織，增進農民福利。
6. 擴大農業就業機會，吸納非農業待業人力。
（七）農業施政計畫
面對經濟全球化、自由化、數位化的國際競爭趨勢，以及國內自由、民主、
開放的多元社會結構，配合國家總體政策，以發展優質、安全、休閒、環保農
業為主軸，將發揮農業多元功能，創造附加價值，致力人文建設、物種保護及
環境保育，維護本土農業永續發展，提升全民生活品質。

三、農田水利是農業發展之基礎
（一）農業是國家基本產業
人類生命永續繁衍生存，與農業發展密不可分。農業具生產、生態及生活
等三生功能，對確保糧食安全、生態環境保育及民眾生活環境品質，均扮演重
要角色。農業持續經營永續發展是人類追求永續生存及國家永續發展之基礎，
農業是國家基本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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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業是利用水土資源之產業
農業特性是利用水、土資源之產業。全世界水資源利用量約有 70%用於
農業，台灣的水資源利用量也是約 70%用於農業。全世界使用於農業的耕地面
積約有 15.25 億公頃，有灌溉設施的農地約 2.75 億公頃，佔總耕地面積 18%。
依民國 94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台灣的總耕地面積約 83.55 萬公頃，全台灣有灌
溉設施的農地約 45.68 萬公頃，佔總耕地面積之 54.67%。在台灣由 17 個農田
水利會轄管之灌溉受益農地約 38.08 萬公頃，佔總耕地面積 83.55 萬公頃之
47.57％，佔總灌溉農地面積 45.68 萬公頃之 83.34%。
（三）農田水利是農業發展之基礎
農田水利事業主要是辦理水、土資源有效利用之相關硬體建設及軟體經營
管理措施，農田水利是農業發展之基礎。有良好之農田水利，農業可免受旱、
澇威脅，農業發展才能穩定。有實施灌溉的農業稱為灌溉農業，具備有灌溉排
水等農田水利設施及有管理單位負責用水管理，可減輕乾旱、水澇災損，穩定
農業經營與發展。無實施灌溉的農業稱為雨養農業，雨養之農地俗稱看天田，
缺乏灌溉排水等農田水利設施及水管理，面臨旱、澇災害時無法調適，不利農
業經營與發展。
根據統計，全世界有灌溉農地面積 2.75 億公頃佔總耕地 18%，提供全世
界糧食 40%。無灌溉的雨養農地 12.5 億公頃佔總耕地面積 82%，提供全世界
糧食 60%。根據前述統計比較，全世界灌溉農業與雨養農業的單位面積平均生
產量比約為 3:1，即灌溉農業之平均生產力為雨養農業之 3 倍。
隨著地球暖化及氣候變遷，乾旱及豪大雨發生機率有增加趨勢，農業灌溉
及排水之需求昇高，農田水利扮演之角色及地位，今後更趨重要。
（四）農田水利會秉承政府推行農田水利事業
台灣各農田水利會是負責農田水利事業興辦、營運及管理的主要農民組織，
以秉承政府推行農田水利事業為宗旨，具「公法人」法律屬性地位，提供轄區
會員農民良好之灌溉排水服務，提高農業生產量及品質，與農業發展、農村繁
榮及農民福祉等關係密切，是農業重要之農民團體，也是地方水利自治團體。
農田水利事業對農業三生具有重大且顯著的貢獻，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不
但可造福享受灌溉排水農地之農民，減少旱澇災害損失，增加生產量，提高農
產品品質，提高農民所得，改善農家生活，繁榮農村經濟，安定農村社會，在
農業生產方面確保糧食安全，提供國民合理價格的農產品安定民生，其在生活
方面及生態方面之功能效益，並可德澤到居住於灌溉農業地區之住民，環境保
育之效益甚至能恩及後代子孫，尤其現在政府推行重視農業三生的農田水利政
策，農田水利會從事農田水利建設兼顧生態環境維護，近年來積極推動的圳路、
埤池綠美化及生態化成果，陸續展現功能及績效，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及政府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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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田灌溉農業之三生功能

圖 1 水田灌溉農業之三生功能

水田灌溉農業之三生功能示如圖 1，包括生產功能(經濟面功能) 、生態功能(環
境面功能)及生活功能(社會面功能)。各項功能說明如下：
(一) 生產功能(經濟面功能)
1.
2.
3.
4.

增加產量及提昇品質，確保糧食安全。
灌溉埤池增加水產資源。
提供農村就業機會。
增加農業收入，減緩貧窮。

(二) 生態功能(環境面功能)
1. 增強水循環作用，增加下游回歸水、伏流水、湧泉水量。
2. 蓄水調洪，緩和下游洪峯尖峯，減少下游排水投資及洪水災害。
3. 涵養補注地下水。
4. 減緩地盤下陷。
5. 減緩海水入侵地下水。
6. 控制土壤沖蝕，防止土壤流失。
7. 調節微氣候，夏季具涼化作用。
8. 淨化水質。
9. 提供生物覓食、庇護、棲息場所。
10. 保育生物多樣性。
11. 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淨化空氣。
12. 使用大量有機物，處理有機性廢棄物，發揮土壤淨化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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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功能(社會面功能)
1. 灌溉水庫、埤塘、灌排水路等之水域與水邊環境及水田區域特有之地
貌美景，創設休閒保健及旅遊資源。
2. 提供空氣清新、寧靜舒適之良好生活居住環境。
3. 缺水時，調整用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
4. 經由水利會運作，建構農村共同合作社會體系。
5. 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活化鄉村建設。
6. 提供教育學習場所。
7. 形塑農村文化傳承。
8. 農村聚落之生活習慣，維繫傳統宗教信仰參與。

五、水田灌溉農業三生功能之經濟價值
台灣水田灌溉農業的三生功能貢獻，經農委會委託研究單位農工中心以民國 90
年水稻生產情形作經濟價值評價，結果為每期作公頃平均除了生產面有台幣 9 萬 9
千元稻米產值外，尚有生態面及生活面的公益功能貢獻達 48 萬 7 千元，因此，有人
稱農田水利事業是積功德事業。推動農田水利事業，興修水利發展農業，不但可造
福享受灌溉農地之農民，減少旱澇災害損失，其生活面及生態面之功能效益並可德
澤到居住於灌溉農業地區之住民，環境保育之效益甚至能恩及後代子孫。從事農田
水利事業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業，有許多長期從事農田水利工作者，都有此體驗感受，
並把從事農田水利事業當作一生的志業，期望現在年輕的農田水利會工作同仁也建
立此種使命感，覺得從事農田水利工作有意義，以如此心態工作會覺得愉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農業工程研究中心調查評估結果如表 1，摘要說明如
下：
（一）稻米產值約 9.9 萬元/期作公頃
根據農工中心依民國 90 年情況評估，當年水稻栽培面積為 332,183 期作
公頃，稻米總產值為 328.28 億元，平均每期作公頃之稻米產值為 98,825 元。
（二）公益機能之評價總計約 48.7 萬元/期作公頃
根據農工中心依民國 90 年情況評估，當年水稻栽培面積為 332,183 期作
公頃，其防洪、地下水涵養、防止土壤沖蝕、減少地盤下陷、水質淨化、大氣
調節、保健休閒遊憩等 8 項外在公益機能價值為 1,616.95 億元，平均每期作公
頃之公益機能為 486,764 元。
（三）水稻田三生功能之經濟價值總計約 58.6 萬元/期作公頃約為稻米產值之
5.9 倍。
根據上述稻米產值與公益機能價值合計，台灣水稻栽培平均每期作公頃三
生功能之經濟價值達 585,589 元，約為稻米產值 98,825 元之 5.92 倍，顯示水田
灌溉事業之外部公益機能必須重視，不可輕言放棄，且其效益一般民眾亦能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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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水稻田之外在公益機能評價
(以民國 90 年情況評價)

公益機能項目

評估價值(億元)

每期作公頃平均價值(元)

(1)防洪機能

120.65

36,320

(2)水資源涵養機能

155.45

46,796

(3)防止土壤沖蝕機能

134.21

40,402

(4)減少地層下陷機能

540.96

162,850

(5)水質淨化機能

0.96

289

(6)大氣調節機能

297.96

89,698

(7)空氣淨化機能

60.74

18,285

306.02

92,124

1,616.95

486,764

(8)保健及休閒遊憩機能
合計

六、推動重視三生功能之農田水利政策
（一）運用生態工法推動農田水利建設，更新改善現有老舊農田水利設施，建
立適應現代化營運之灌溉排水系統，並辦理圳路綠美化及推廣現代化省
水旱作管路灌溉，因應農業永續經營及現代化發展。
（二）建立農業水資源有效調配運用機制，配合農業生產結構調整，豐水期兼
顧水田生態用水，枯水乾旱時加強灌溉管理節水支援民生及工業用水，
促進水資源有效活用，提高用水效率及營運效益。
（三）加強灌溉水質監測管理，防止廢污水進入灌溉渠道，維護良質灌溉用水，
確保農產品品質安全衛生，提昇農產品市場價值。
（四）加強宣導農田水利在生產、生態、生活方面之多樣化機能及其經濟效益，
促進水土資源及農田水利設施發揮多元化功能，並兼顧生態環境維護，
確保農業水土資源永續經營利用。

七、發展現代化農田水利之願景
（一）維護台灣現今 17 個農田水利會轄區 38 萬公頃受益農地，經常擁有良好
之農田水利設施（灌排水路總長 68,408 公里）
、穩定之灌溉水源水量（年
灌溉用水量 106～132 億噸)及良好之灌溉水質，提供農民最佳灌排服務，
確保糧食生產，並使各農田水利會具現代化及多角化經營能力，擴大對
社會之服務功能，發揮農田水利在生產、生態及生活等方面之三生功
能。
（二）建構優質農業經營環境，繼續辦理農地重劃及早期農地重劃區內農水路
更新改善，因應農業機械化發展及便利農產品運輸交通，改善農業生產
環境及農地之灌溉排水條件，提高農地生產及農業勞動力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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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農田水利事業永續發展之經營策略
（一）加強更新改善老舊農田水利設施，確保灌溉排水系統服務功能，兼顧生
態環境維護。
（二）加強推廣省水旱作管路灌溉，提昇用水自由度及供水精準度，提高旱作
農業競爭力。
（三）農田水利會維持農業水權，建立有效活用農業用水機制及技術，提高用
水效率及效益，豐水期考量增加水田生態環境維護用水
（四）推廣農業節水措施及維護水質，有效活用營運用水，亢旱時期共度缺水
難關。
（五）建立有償移用農業用水支援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機制，擴大水資源總體
經濟效益並兼顧農民權益。
（六）化解民生、工業與農業等用水標的間之競爭為合作，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共同投資加強改善既有取水設施或建造攔蓄設施，增加利用河川逕流水
量，紓解地區缺水壓力。

九、活化水田發揮農業三生功能，好處由全民共享
（一）台灣水田利用現況
1. 台灣一年消費的稻米小於 100 萬公噸，但年產 130 萬公噸，尚須落實
關稅配額進口 14.4 萬公噸。政府每年收購公糧 20-30 公噸。
2. 台灣水田面積 39.99 萬公頃公頃，其中兩期作田 32.61 萬公頃，單期
作田第一期作 1.90 萬公頃，第 2 期作田 5.44 萬公頃。102 年第一期
種水稻面積為 16.54 萬公頃，未種稻之水田則轉種旱作或休耕。
3. 種水稻之水田具有顯著的三生功能，轉種旱作物之水田無法維持湛水
情況，蓄水調洪補注地下水功能貢獻小，棄耕的休耕水田，其三生
功能最低。
（二）水田農業目前面臨之挑戰
1. 農民高齡化，後繼勞力缺乏，雇工工資昂貴。
101 年底農牧人口統計，總計 293 萬人，其中專業農民 50.7 萬人，
兼業農民 242.3 萬人。專業農民內高齡農牧戶 19.7 萬人。
2. 農戶擁有農地面積太小，經營效率低，耕作成本高。
101 年底農牧人口統計，有耕地者 291.8 萬人，無耕地者 1.5 萬人。
有耕地者 291.8 萬人中，依耕地規模分，未滿 0.5 公頃者最多有 160.9
萬人，0.5 至未滿 1 公頃者 41.8 萬人，1 公頃以上者僅 22.6 萬人。
3. 現行休耕轉作申請，係由農民意願自由申請休耕或轉作，致休耕轉作
田坵呈零星分散狀，無法有效節省水源水量，影響灌溉排水管理的
績效及農業三生功能的發揮，也影響農村環境景觀。
4. 灌區機械整田插秧係由農民個別委託代耕農民及與育苗中心購苗，其
整田插秧之時程，未能配合灌溉水供應時程，增加用水管理困難及
用水量。
5. 現有可用水資源有限，未來須因應氣候變遷解決灌溉水資源短少時之
情況。
6. 坡地梯田經營成本高，產量較低，休耕補助收入反而比種稻收益高，
故休耕梯田多。但梯田對蓄水調洪、水土保持、生態保育等影響大，
需加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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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民國 74 年起推行水稻田休耕及轉作，29 年來累計約減少水稻灌溉
用水量估計約 580 億噸，對地下水之補注量累計以 1/3 估計達 193
億噸，對地下水之永續利用有影響。
（三）日本之作法
1. 熊本市提供經費獎勵農民種水稻並利用休耕水田蓄水增加補注地下
水
日本九州熊本市提供經費，經由相鄰的農業地區農業單位獎勵農民
種水稻，並利用休耕水田蓄水增加補注地下水之作法，成功營運管理當
地地下水系統得以持續供應都市民生用水的成就，榮獲聯合國頒授
『 2013 年全球最佳水管理實踐獎』殊榮，令人敬佩。 其作法於 5 月至
10 月間實施蓄水，蓄水期間以 1 個月以上 3 個月內之蓄水為對象，補助
金額依蓄水期間而定：蓄水 1 個月補助 11,000 日元／分地，蓄水 2 個
月補助 16,000 日元／分地，蓄水 3 個月補助 22,000 日元／分地 。
水田蓄水對抑制雜草、土壤線蟲及連作障害，也均有助益。
2. 千葉縣大山千枚田採用業主制度認養維持水稻集團栽培
千葉縣鴨川市大山千枚田（梯田之謂）
，是日本百大有名的梯田，在
實施稻田休耕過程，棄耕田區零零落落，破壞梯田整體原始美麗風貌，
開始由縣府出面媒介採用梯田業主制度，請高齡無後繼勞力無法耕種之
農民將耕地經營交給縣政府，政府支付合理租金給農民，縣政府上網公
開徵選願意認養之都市民眾為會員，田間之機耕及農事作業均委由該地
區有能力代耕農民負責，參加會員可在水稻栽培過程參與體驗每期作約
有 7 次，會員體驗過程由 NGO 社團及農民做技術指導，會員假日可帶
家人到千枚田去看水田了解水稻生長過程並欣賞風景，水稻收成後會員
可將收穫之稻米帶回家，因此大山千枚田得以維持水梯田集團種水稻的
美麗景觀，發揮農業三生功能，仍是攝影愛好者喜愛之景點，是都市民
眾假日休憩旅遊好處所，參與市民踴躍，有許多企業老闆參與認養，讓
員工分享水稻栽培體驗樂趣與成果，並在生產之稻米包裝袋上，載明產
地及生產過程，宣導共同守護珍貴的梯田，企業老闆將米當作禮品贈送
客戶及員工。本創意模式非常成功，現在主辦單位已改由當地的 NGO
負責，參與認養之會員每 100 平方公尺 4 萬日圓，依認養面積計算總金
額，認養甚為踴躍，農民收益增加，維持百大名景點美名。
（四）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1. 農委會自 102 年起推廣「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使地盡其利，
發揮三生功能，除恢復種稻外，補助改種毛豆、胡蘿蔔、結球萵苣
等明星外銷作物，並補助種植進口替代作物硬質玉米、大豆、牧草
或青割玉米、短期經濟林、原料甘蔗、小麥、釀酒高粱、飼料甘藷
等，給予轉作獎勵及直接給付 2.4-4.5 萬元/期作公頃，因應需求變
遷。
2. 休耕給付標準則分綠肥作物、景觀作物、生態環境維護（含翻耕及蓄
水）
、特殊耕作困難地區等給付 2.4-4.5 萬元/期作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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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稻米產銷專業區
1. 發展目標
農委會農糧署推動稻米產銷專業區係以打破以往單兵作業型態，整
合稻農、農會、碾米廠、行銷公司等單位，以契作、集團栽培方式擴大
稻米產業經營規模，以降低生產成本，其建置與發展目標如下：
（1）結合育苗、生產、碾製、行銷等單位，以專業區為營運平台，
依契作生產，擴大經營規模，建立具產地特色及完善之行銷體
系。
（2）遵行稻米良好農業規範、導入產銷履歷驗證制度及 CAS 食米
驗證，全面提昇稻米產品安全，確保消費者健康，塑造台灣米
安全及高品質的形象地位。
（3）實施安全化、合理化與生態化生產與碾製作業，達到 「健康、
效率、永續經營」之目標 。
2. 遴選條件與設置規範
（1）遴選條件：
由具備下列條件之農民團體及（或）糧商擔任營運主體並負責
與稻農契作及營運：
A. 具協調整合、企劃、行銷能力之農民團體或依糧食管理法辦
理糧商登記之營利事業或團體。
B. 自備稻米碾製加工相關之設備機具及產銷推廣中心，且具完
整明確之財務會計機制與經商標註冊之自有商業品牌。
C. 參與成員應包括稻農、育苗業者及加工碾製業者、行銷人員
等成員。
D. 98 年度專業區單期作區生產面積至少達 60 公頃。
E. 專業區水質及土壤經抽樣檢測須符合安全性。
（2）設置規範：
A. 參加專業區契作農戶須具結同意不繳交公糧，並由營運主體
依品種契作收購，其收購價格農糧署分署（或辦事處）並依
據當地交易特性及行情輔導營運主體與農戶議定。
B. 須設置產銷推廣中心，供農民推廣教育及產品行銷使用。
3. 輔導措施
農委會農糧署對於稻米產銷專業區之主要輔導措施：
(1). 輔導專業區與採種及育苗業結合，以提升品種純度及稻米品
質。
(2). 辦理栽培管理技術、合理化施肥與安全用藥技術講習，提昇農
友栽培管理技術。輔導營運主體申請「CAS 優良農產品-食米類」
驗證標章，嚴格控管產銷流程，提昇產品品質。
(3). 輔導實施產銷履歷制度、辦理新產品品牌註冊登記、產品包裝
設計及行銷廣告宣導等。
(4). 專業區收穫稻穀進行農藥殘留抽檢，以確保產品安全性。
(5). 輔導參加國內或國際商展拓展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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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落實活化水田三生功能之作法建議
1. 稻米產銷專業區之設置，增加洽請農田水利會合作並提供協助，在農
田水利會灌溉內，選灌溉水質清潔無污染之虞的灌溉系統，農地未
曾受重金屬污染且無淹水之虞地區，設置稻米產銷專區，確保專業
區水質及土壤於種植前及栽培中均符合安全性。符合設置規定者，
可享受農委會農糧署對於稻米產銷專業區之輔導措施，提高農民收
益及降低成本。
2. 由農田水利會依灌溉系統之灌溉配水計畫時程，主導協調集團栽培地
區之整田及插秧時程安排，並提供最適當之灌溉排水服務及指導，
使達省水、省本及增產之目的。
3. 田間農事管理及操作，依農糧署及農業改良場之水稻栽培指導手冊規
定，建立生產履歷，生產無毒良質米，讓消費者安心，也可獲得較
佳售價。實施集團栽培共同經營，可節省成本。水田種稻過程，自
然發揮水田農業之三生功能，全民共享。
4. 第二期作農民如不願意種稻，建議選擇生態環境維護（含翻耕及蓄水）
措施，並加高田埂增加蓄水調洪功能，農田水利會並可將河川取得
的灌溉水引入休耕水田，增加地下水補注量。對高鐵沿線之彰雲地
區，除輔導轉種少抽地下水之旱作外，交通部可提供經費增加獎勵
金，獎勵農民實施水田蓄水調洪及增進地下水補注貢獻。第二期作
農民如要轉種旱作物，需要衡量該地區是否會常有淹水情形，建議
採高畦栽培或選種耐浸之旱作物，避免淹水損害。
5. 對於坡地梯田，建議從防洪及水土保持觀點增加補助或獎勵誘因，使
農民願意回去種稻。日本大山千枚田之作法，值得仿效。可鼓勵愛
護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士及企業認養支持，共同維護梯田之三生功能
及美麗景觀。
6. 對於地下水超抽地區及地盤下陷地區之休耕水田，於第二期作雨季宣
導獎勵「休耕水田種水」理念，藏水於地下水層。建議可參考日本
熊本市獎勵蓄水之作法，由相關受益部門（如地方水利主管機關）、
權責單位或地下水使用大戶企業，增加提供獎勵經費，獎勵農民提
供休耕水田作蓄水，增加補注地下水之入滲量，並洽請農田水利會
引河川多餘逕流水入田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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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獎勵休耕水田加高田埂蓄水
增加蓄水調洪及補注地下水功能

68

十、結語
水田係為種水稻而由農民開發，水田均有灌溉水源及引水設施，台灣現有 17
個農田水利會，現在所管轄之灌溉受益地約 38 萬公頃，主要是為種水稻以確保糧食
安全，各灌溉系統之灌區依灌溉水源之可供應水量情況，訂定有灌溉作物制度，由
農田水利會供水服務。水田在水稻栽培過程發揮顯著的三生功能，現有水田灌溉農
業是亞洲季風地帶水土資源和諧利用之最佳模式之一，已被亞洲農業界確認肯定。
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必須遵守 WTO 國際貿易自由化規範，農業面
臨國際農產貿易加速自由化新情勢影響，農政單位因稻米保價收購及稻米生產過剩
而採取水稻田休耕轉作措施，導致休耕轉作之水田原有的三生功能未能充分發揮，
殊為可惜。本文從水資源有效利用及資源保育觀點，提出落實活化水田三生功能之
作法建議，期望加強農糧與水利單位密切合作規劃，有效運用現有農田水利灌溉系
統做主導，實施計畫型集團栽培，降低農業生產成本，配合灌溉管理增加產量，並
節省用水量。今後因應氣候變遷之影響，尤應落實活化水田三生功能之效益，讓全
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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