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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環境變遷及產業發展需要，臺灣溫帶果樹產業已利用其獨特地理地形、微
氣候條件及育種與生產技術等，發展出在亞熱帶及熱帶溫暖地區生產溫帶早熟水果
的特殊生產模式，其中高接梨及早春葡萄更是臺灣獨步全球之創舉。然而，面對全
球暖化、天氣極端化、自然資源枯竭及生態環境劣化等趨勢，加上經貿自由化及市
場競爭，包括溫帶果樹在內的我國各項產業，勢須審慎應對這些交纏複雜的挑戰。
尤其在溫帶果樹有著生產與品質不穩定、從業人數下降且老化、小農產業經營規模
與效益不足，以及果品衛生安全、水土保持、環境保護等多種問題，如何運用前瞻
科技並導入跨域技術能量持續創新並協助產業因應轉型，實為當前迫切需面對與解
決的重要課題。全球各先進國家為因應環境變遷、資源短缺及人口增長等現象時，
概採行友善環境、利用再生資源與增加糧食生產等之作法，也積極推動「生物經濟」
及「生產力 4.0」等政策及相關措施為主要對策。我國目前亦正積極規劃發展此兩
方案，期能帶動國內產業轉型及提升產業競爭力，在生物經濟方面有關溫帶果樹產
業之措施包括：(1)發展次世代基因體前瞻科技，推動分子標誌應用以提升育種效
率；(2)推動植物新品種及種苗全球發展，強化國際競爭力；(3)加強植物健康管理，
維繫質量兼具優良農產品並完備環境與農產安全；(4)促進機能性農產品加值應
用，產製具差異化與市場競爭力農產品；(5)提升再生循環資源應用技術，強化農
產業資源再利用及營造永續發展新契機等多項。在農業生產力 4.0 部分，推動策略
係藉由感測技術、智能機器裝置(IR)、物聯網(IoT)、巨量資料(Big Data)分析等技術，
建構智慧農業產銷與數位服務體系，以提高效率、效能、安全與風險控管，並追求
高質、便捷與人性化。分開來說，在生產面係結合綠能，發展高效、節能之創新設
施，農產業運用高效節能、節水、防災農業設施與科技，建構友善環境的生產模式
及高效率之節能農產業；在銷售面係建立農產品生產追溯雲端服務，建置 QR code
農產品生產追溯及驗證平臺，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心與安全；在服務面則為推動農業
產銷資訊雲端服務，整合農糧系統資料庫，建立農民、土地、作物及行政措施整合
機制，以提供隨手易取之資訊服務。針對臺灣溫帶果樹可以發展之特定科技項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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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技術，以下幾點可供參考: (1)以光電工業小太陽 LEP (Light Emitting Plasma)調
控作物之光敏素生理反應來逃避休眠； (2)以短波長光源調控感光色素系統以調節
品質與形態發生；及(3)以改變光熱條件滿足溫帶作物生育需求來縮短生育期及增
進品質。對於低莖作物如草莓，可開發符合垂直式植物工廠生產所需之栽培容器及
紡織介質材料，另可進行跨域整合開發避災與防災設施結構。其他，如低需冷量耐
儲早熟優質品種與穗砧優秀組合力育種，新高冷鏈通路設備與技術運用以提高果品
長程長期輸銷能力等，皆為科技發展方向。此外，未來臺灣溫帶果樹之科技發展與
運用，有必要結合農業、工業、醫藥業、商業及服務業等跨業來共同推動，且加強
跨領域人才之培養。如此，始能因應快速改變的氣候變遷及全球化脈動，維續臺灣
特有的科技及產業優勢。

前言

研發方向
全球因溫室氣體效應，加速地球暖化及

臺灣溫帶果樹產業已利用地理位置、地

氣候變遷，導致極端天氣發生頻繁，亦影響

形、微氣候條件、育種及生產技術等，發展

人類賴以為生之動植物的生產及品質，甚至

出在亞熱帶及熱帶溫暖地區生產溫帶早熟

產生糧食安全危機。在溫帶果樹方面，因主

水果之特殊生產模式，並達到提高單位面積
產量、降低平均生產成本並穩定我國主要溫

要產區氣候暖化，果樹之低溫需求量無法獲

帶水果供應之效果，嫁接梨及早春葡萄更是

得滿足，導致產量大幅下降，估計造成全球

臺灣獨步全球之創舉，成績有目共睹。

溫帶水果、核果產業損害高達 930 億美元。

面對全球長期暖化、極端天氣事件頻

美國加州於西元 2009 年因氣候暖化，桃、

繁、自然生態資源變動與枯竭等變遷及經貿

李及核果產業之損失高達 19.1 億美元。溫

自由化競爭等趨勢，以及我國農業另面臨之

帶果樹栽種區域逐漸擴張至低緯度國家之

生產不穩定、從業人數下降且老化、小農產

合適海拔區域，因天然環境不同，低緯度國

業經營規模與效益不足、山坡地限地使用及

家為滿足低溫、光照、溫濕度需求，必須調

社會對食品衛生安全及生態永續之強烈關

控休眠生理，穩定果樹產季及產量。

懷等問題與挑戰，如何運用前瞻科技持續創

氣候變遷對溫帶果樹造成之影響，包

新以協助產業因應轉型，為當前重要課題。

括：(1)對溫帶果樹休眠之影響：若無休眠
調控技術，則需克服低溫需求量不足導致植

氣候變遷對溫帶果樹之影響與

株花期紊亂、萌芽不整齊及結實率下降，造

國際研發趨勢

成生長不平衡、降低產量及成熟期不一致等
結果；(2)對果實發育及品質之影響：會導

一、氣候變遷對溫帶果樹產業之影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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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栽培管理技術

致果實發育減緩、果實著色不良或延遲、果
肉軟化、糖酸比改變、降低果實貯藏性；及

運用衛星航遙測技術，結合土壤與產量

(3)病蟲害增加及產期改變：會改變病蟲害

等數位化影像應用，或以無人飛機及自動化

發生頻率、時期及生態，促使果樹栽培區域

機 具在 田間或 設施 內進行 噴藥 等栽培 管

向適合溫帶果樹生態生理之緯度或海拔地

理，以發展精準農業，俾提高栽培及採收效

區移動，此外亦產生果樹種類、品種、產期、

率。此外，傳統但仍有效之技術，亦具開發

產地及產業結構變化。

應用潛能，例如蘋果植株利用整枝技術以利

二、國際研發趨勢

分枝而增加單位面積產量，又如蘋果運用矮
性砧木有利密植且因幼年期縮短 1 至 5 年而

為克服前述影響，以科技因應之方式歸
納為三方面，包括：育成低需冷性品種，研

得提早採收等。

發嫁接技術與溫控、光控技術，以及運用病

(三)病蟲害防治與檢測技術開發

蟲害防治、檢測技術。據此，國際相關研發

病蟲害防治強調以生態防治為主，生

方向，歸納包含新品種育種技術、栽培管理

物、物理、生化防治法為輔之綜合防治網，

技術、病蟲害防治與檢測技術等三大面向。

以生產安全水果。病蟲害防治配套發展之檢

(一)育種研究

測(檢驗)技術開發部分，則以儀器分析為

育種方向為以分子育種技術與基因體

主、生化檢測為輔，目標為高專一性、快速、

研究為主軸，可大幅縮短育種所需時間。傳

靈敏、大量、成本低，在未來亦具長足之發

統育種期程動輒需 5 至 10 年，果樹等多年

展空間。

生作物育種時間更長，難以應對未來更形嚴

臺灣溫帶果樹前瞻研究

峻之氣候變遷困境。因此，世界先進國家積
極以分子育種概念出發，透過基因體推演之

我國於 2008 至 2011 年間，曾進行第 1

分子指標，應用至動植物育種，以遺傳型輔

回之臺灣農業科技前瞻調查，所採用方法為

助僅以外表型為主之傳統選種，快速而精確

參考日本、德國、英國及荷蘭等國家所進行

地育成新品種。舉例而言，果樹育種由雜交

之農業科技前瞻結果，利用分領域專家會議

至品系評估選拔、品系特性試驗、再至品系

以 及德 菲問卷 法三 回合調 查收 斂專家 意

區域試驗共 3 個育成階段，傳統方法各需

見，產出西元 2025 年臺灣農業科技前瞻發

7、4、4 共 15 年之時間。經導入分子標誌

展重要議題共 74 項，其中農糧領域共有 11

育種工具後，第 1 階段即可由 7 年大幅縮短

項(內容詳如附表)，除特定作物 2 項外，餘

為 3 年，第 2、3 階段亦可縮短為 3 年，整

9 項均與溫帶果樹相關。

體育成時間限縮為 10 年，即可減少 1/3 育

臺灣溫帶果樹產業因氣候變遷產生之
問題，如何運用科技加以解決，謹以寄接梨

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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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與目標

產業鏈為例加以說明。寄接梨產業鏈包含母
樹管理、芽穗寄接、栽培田間管理、採收後

生物經濟係指於生物資源或生物技術

管理、採收後儲運及包裝銷售各階段，在寄

基礎上，發展成產品與服務之一種經濟型

接芽穗階段，存在農業下山、勞動力老化、

態，包含所引導衍生之所有經濟活動。我國

接穗自給不足及因氣候變遷導致田間管理

亦刻正規劃發展生物經濟方案，其中農業生

模式改變等問題；在採收後之階段，則有消

物經濟部分，係經參酌國際先進國家之產業

費者對品質要求日益提高、個體農戶較難導

發展趨勢，並綜合評估我國農業科技歷年研

入產銷履歷等問題。運用科技解決產業需求

發重點、各領域產官學研專家意見統計結果

之擬議，經歸納為品種資材、栽培繁殖及供

及專業法人之相關產業經濟評估等，加以研

貨運銷 3 大方向，各方向需克服之解決方案

議。

分別為：(1)品種資材：需育成低需冷性、

農業生物經濟之目標，包括：因應人均

多倍體、耐儲運、長櫥架壽命、食用特性佳

可耕地不足、氣候變遷及資源匱乏，發展現

之品種，開發育種用分子標誌，並育成抗病

代化生物技術；因應人口老化、醫療成本過

砧木品種且發展組合力佳之接穗與砧木；

高及食品安全，推動健康農業；因應農村老

(2)栽培繁殖：需發展休眠生理調控技術、

化及全球競爭力不足，實現智慧產業；因應

果園栽種環境參數調整技術、病蟲鳥害防治

環境生態破壞及廢棄物循環問題，邁向永續

技術、智慧型設施環境與防災系統、田間管

農業。

理工機具，並進行環境因子基礎資料建置蒐

(二)重點產業及推動項目與策略

集及分析；及(3)供貨運銷：需建置良好吉

農業生物經濟因包含範圍廣泛，故經農

園圃、產銷履歷及溯源制度，開發採收後處

委會依據前述目標，規劃 6 項重點產業並聚

理保存技術及冷鏈通路設備與技術等。

焦特定項目加以推動，該 6 項產業均與溫帶
果樹相關。

前述解決方向，經歸納分屬於生物經濟
及生產力 4.0 方案之範疇。該兩範疇為當前

6 項重點產業及推動項目包括: (1)動植

全球各先進國家為因應環境變遷、資源短

物種苗與品種產業: 強化種苗產業之全球

缺、人口遽增及勞動力減少與老化等環境逆

化，以邁向國際市場；(2)動植物健康管理(包

境，並朝向環境友善、再生資源應用之方向

含動物疫苗、生物製劑及檢測檢驗): 推廣

所積極布局之發展趨勢，而我國亦積極規

生物性農藥肥料及疫苗之利用，確保農業安

劃，並業於 104 年間經行政院科技產業策略

全，並發展國際市場；(3)次世代農業基因

相關會議討論通過，農業部分並刻正由行政

體產業: 推動基因體庫建立與鑑定技術，擴

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推動發展。

大產業應用，並加強農漁畜分子標誌育種應

一、農業生物經濟

用，以提高育種效率；(4)再生循環資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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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農業發展進程

續應用: 鑑於全球節能減碳、零廢棄物之發
展趨勢，推動我國農業由產品產出之直線型

因應全球邁向第 4 次工業革命，以及先

農業，轉型為事先規劃設計之循環型農業，

進國家為因應就業人口數下降的趨勢，包括

將廢棄物再生利用並應用加值；(5)機能性

德國、美國、日本、韓國及中國大陸均積極

農產品發展: 強調本土機能產品價值鏈建

推動生產製造朝向數位化、預測化、人機協

構，提升農產價值；及(6)智慧農業: 導入高

作化發展。臺灣之生產力 4.0 方案與該等國

效智慧化經營模式，促進智慧生產，並整合

家不同處在於，除製造業外，尚納入服務業

數位科技與巨量分析，提供數位服務。

及農業。

推動策略計有 4 項，分別為: (1)強化科技

大致言之，臺灣農業 1.0 係憑藉勞力與

能量；(2)建構產業化發展環境(包括簡化與完

經驗，確保基本產出；2.0 係技術與機械密

備法規、強化產業分析與全球智財布局、強

集，追求產量最大化；3.0 係運用知識與自

化產業化輔導能量並擴大產業聚落等)；(3)

動化，講求精準及提升產值與品質。若以作

培育產業導向、具市場行銷能加之跨領域多

物栽種為例，農業 1.0 至 3.0 相應方式分別

元人才；及(4)推動產業國際化發展。

為露地栽培、簡易設施栽培及精密設施栽
培，發展進程至 4.0 則期望為智慧栽培。

謹以溫帶果樹為例，說明如何開發動植

(二)面向與策略

物分子標誌與新品種以促進臺灣農業生物
經濟之發展。科技研發方面，農委會具有所

簡要來說，農業生產力 4.0 期藉由結合

屬試驗研究機關，應加強與大專院校、研究

資通訊科技(ICT)、感測技術、智能機器裝

機構合作，以開發作物優良特性之分子標

置(IR)、物聯網(IoT)及巨量資料(Big Data)

誌，並建立高通量基因型分析平台，來加速

分析等前瞻科技，運用在智慧生產及數位服

選育優良新品種；人才培育部分，將強化透

務兩大面向，以提高農業產銷之效率、效

過與大專院校之合作，培養我國溫帶果樹研

能、安全及風險控管，並追求高質、便捷及

究所需之人才；商品化部分，需依氣候、運

人性化之智慧農業。

銷需求與消費者喜好開發優良溫帶果樹品

推動策略部分，在智慧生產面向上係期

種；量產方面，除強化休眠生理相關研究，

望克服小農單打獨鬥方式，以智農聯盟在包

並加強植物健康管理，維繫質量兼具優良農

括環境監控、品質控管、集團栽培及營運規

產品並完備環境與農產安全；產業環境部

劃等生產層面，開發與應用高效、節能、節

分，因應氣候之變遷，維持我國溫帶果樹產

水、防災的農業設施與科技，建構友善環

業之生產能量，強化我國溫帶果品於市場上

境、提高效率之生產模式。在數位服務面向

之競爭力。

上，在物流端將整合資通訊技術，打造多元

二、農業生產力 4.0

化數位農業便捷服務與價值鏈整合應用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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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強化供需配銷及智慧物流；而在銷售
端，則建立農產品履歷追溯等農業產銷資訊

全球各先進國家為因應環境變遷、資源

雲端服務，另建構農民、土地、作物及行政

短缺、人口遽增及勞動力減少與老化等情

措施整合機制，並以人性化互動科技來建立

勢，將朝向環境友善、再生資源應用之方

生產者與消費者新的溝通模式，提供即時易

向，已積極布局而我國亦刻正規劃發展之

取之資訊服務，保障消費者食的安心與安

「生物經濟」及「生產力 4.0」兩方案，應

全。

可提供我國溫帶果樹前瞻研發及產業創新

農業生產力 4.0 優先推動之領航產業，

之規劃參考。未來除運用前瞻科技持續創新

包括 3 大類共 10 項，與溫帶果樹相關之產

外，需結合工業、醫藥業、商業及服務業等

業為種苗產業、農業設施產業及溯源農產品

跨業共同加以推動，以強化結合異業擴大農

產業。謹以溫帶果樹可運用之溯源農產品產

業產業鏈並加值產業。另需注重跨領域人才

業為例，說明農業生產力 4.0 如何導入及導

之培育，始能因應快速之氣候變遷及全球化

入後之預期效益。臺灣農產品之生產現況，

變動，維續臺灣溫帶果樹特有之科技及產業

多為栽種技術優良，並已開創多種新穎栽種

優勢。

模式，惟人力依賴度高，農村人力缺乏，且

誌謝

機具投入程度低、個別生產不易溯源管理。
若導入生產力 4.0 智農生產及溯源管理系統

本文承蒙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

於訂單管理、生產管理、運輸管理及至通關

業政策研究中心劉育姍博士協助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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