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東農業災損分析及其防災需求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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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年行經或登陸台東的颱風比率相當高，加以大陸冷高壓南下所帶來的低溫，以及長時的乾旱，或焚風的
高溫，往往為台東地區的農林漁牧業帶來相當的災損。本文針對農政單位的台東農業災損及現金救助等資料進
行分析，嘗試由歷年災損以了解台東各區域及各主要作物於氣象災害之受災特徵。再透過訪視相關單位進一步
確認台東地區農業災害管理作為後，依此提出台東縣農業氣象災害管理策略準據，希望藉此減低氣象災害為台
東農業與農民所帶來的衝擊與損失。
經分析發現，較高受損農地主要位於東河、池上、關山、鹿野，及卑南和台東市等鄉鎮市。東河易受損作
物是番荔枝、柑橘類水果、水稻及梅；池上及關山則以水稻為多；鹿野除水稻外，尚有番荔枝、香蕉及鳳梨；
卑南以番荔枝為多；台東市除番荔枝外，還有水稻、香蕉及荖花和荖葉。這些農業災損主要來自低溫、焚風、
乾旱、豪雨及熱帶氣旋(含括颱風、熱帶低壓、颱風外圍環流)的危害，其中以 7、8、9 月份颱風的災損最大。
由於農業氣象災害伴隨季節變換而來，因此可針對作物生長與氣象災害特性，以短中長期預報的區分進行防減
災及復原因應。對於為害最大的颱風，由於路徑預測確有其不確定性，因此需以風險概念進行必要的防災整備，
特別要留意短中期預報。而農業保險方面，縱谷地區的水稻、卑南及東河鄉番荔枝可考慮投保，以多層保障。
關鍵字:劇烈降雨、西南氣流、共伴效應、寒流

壹、前言

討會」的召開(陳，100)。農業試驗所(以下簡稱農試所)
依此些會議決議於民國 100 年籌辦「因應氣候變遷作

台灣地處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由於所在位置及

物育種及生產環境管理研討會」
，期以研擬行動方案來

地理環境關係，每年颱風、春秋兩季鋒面、及夏季午

因應氣候變遷對我國農業發展的影響，並於 101 年至

後對流往往帶來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讓台灣每年因

104 年間以四年期程，結合 35 個跨領域、跨機關的研

氣象災害所導致的損失達百億元以上，其中農業損失

發能量與研究資源共同執行「因應氣候變遷及糧食安

就佔 52%之多，這些損失主要來自颱風、豪雨、寒害、

全之農業創新研究」計畫，希能提升我國因應氣候變

乾旱等氣象災害(中央氣象局，2015)。楊(2010)曾針

遷之農業生產調適能力，以維護國內糧食安全(王等，

對 1945 年至 1993 年「台灣農業年報」進行統計分析

2015)。而”氣象災害下之防災應變”是此計畫的成果之

時指出，農業氣象災害係台灣農業災害的主要根源，

一。另農委會自民國 105 年起執行「農林氣象災害風

每年的氣象災害為農業所帶來近 18 億元損失。而張等

險指標建置及災害調適策略之研究」計畫(以下簡稱農

(2008)統計 1969 年至 2007 年農業氣象災害發現，年

林防災計畫)，此計畫在透過創新科技研發以輔助相關

平均損失已達 47.4 億元，若以每 10 年為一年代，則

災害救助及農業保險政策之推動，此項計畫屬跨域整

損失金額幾乎是呈倍數增加。

合，尤其是對於客製化氣象資訊，及如何將氣象資訊

雖然農業產值相較工業及服務業於國內生產毛

轉為農業防災的具體作為上，盼成果能用以穩定農業

額的比率相當低，但從糧食自給率與糧食安全，加以

生產、提升救災效率及減少農民損失(姚等，2017)。

全球暖化所帶來的氣候變遷，極端天氣對農業的衝擊，

此計畫無非希望透過研發成果提升農民對於防災的自

台灣當前有必要從新看待農業的”價值”。是以，行政

主能力，強化災前防災資訊利用及推播，讓農民在面

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於民國 99 年 6 月有

對災害時有充分的準備，以減少災害所帶來的損失，

「因應氣候變遷農業調適政策會議」
、8 月「APEC 糧

同時配合農委會推動之災害保險，建構完整的農業災

食安全論壇」及民國 100 年 1 月「全國農業與農地研

害調適能力(農業知識入口網，2017)。

「農林防災計畫」迄今計完成:1.擴增並升級農業

害現金救助依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雖涵蓋廣義農

氣象站，預計至 108 年完成 130 個測站，提供農民更

業(農林漁牧)所受之損失，但檢視台東地區 2003 年至

詳盡氣象或災防資訊。2.重要作物生產區精緻化預報

2017 年的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內容，只有農作物及

服務，目前挑選全國 55 個重要農作物生產區提供農民

農業設施損失獲得災損救助。

精緻化氣象預報。3.建置農業災害情資網，由國家災

資料處理係以 GIS 地理資訊系統進行災損農地空

害防救科技中心開發農業災害情資網，提供農政單位

間分布分析，另為釐清農損的災害原因，再透過災害

應變及農民防災之用。4.作物防災栽培曆，針對重要

事件前後可能相關的氣象災害因素進行對比。如，當

及易受損作物建立防災栽培曆，提供農民耕作上防災

年度先後有颱風侵襲，為何後一輕度颱風的農損較前

參考，目前完成 20 種作物防災栽培曆。5.農作物早期

一類似路徑的強烈颱風所造成的農損為大?亦即將農

預警及推播系統，依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資訊進行農

損的致災因素分析納入時間因素的考量。此與姚等

作物災害預警通報，並提供手機 APP 推播功能，方便

(2016)及徐等(2017、2018)的探討略有不同。

農民接收災防訊息。6.作物防災技術研發，選擇重要
經濟作物作為技術研發目標，推廣至農民。7.研發並
運用無人飛行載具災害勘查技術，協助災後勘災救助

叁、分析結果
一、災損因素分析

作業及森林生物量變化估算。8.森林承載力風險評估

就 2003 年至 2017 年造成農作物災損事件統計可

系統，利用長期氣象及土地利用變遷資料，評估山村

知，這 15 年期間計有 63 件農損事件，總損失金額為

聚落社經脆弱度及風險暴露程度，提出適宜土地利用

7,183,277 仟元，當中僅 30 件獲得救助，救助金額有

策略與防(減)災調適措施(農業知識入口網站，2017)。

2,594,935 仟元(圖一、表一)。造成農損事件的原因是

是以，若「農林防災計畫」能有效應用於各地，實為

低溫、焚風、乾旱、豪雨、颱風、颱風外圍環流、及

因應極端天候建構韌性農業的一大里程碑。

熱帶低壓等七因素。其中以颱風 39 次最多，低溫 7

雖說台東地廣人稀，相較台灣其他地區的災害偏

次次之，再者是豪雨有 5 次，乾旱及熱帶低壓最低各

少，但過去如 2005 年海棠、2009 年莫拉克、及 2012

為 2 次 (表二)。颱風的災損次數多損失總額自是最高，

年天秤、2016 年尼伯特及寞蘭蒂等颱風在台東所造成

達 6,353,498 仟元(救助總金額有 2,356,447 仟元)，其

的災害，仍不免讓人心有餘悸。其中 105 年尼伯特颱

次是低溫的 460,081 仟元(救助總金額 89,003 仟元)，

風除造成近萬戶家屋受損外，農損達 12 億元，發放農

災損金額最低的是豪雨，但救助金額最低的是焚風，

損救助金近 6.34 億元之多，為歷年之最，是過去最多

完全未獲補助。而單一致災因素以颱風所帶來的影響

金額蘇拉颱風的 2.5 倍。曾等(2014)曾就颱風降雨進

最大，單 2016 年尼伯特颱風農損高達 1,280,095 仟元，

行分析，並探討台東地區於颱風應變及疏散避難作業

這在於颱風的強風與豪雨極具破壞力。而單一颱風所

之需求，然由尼伯特颱風的災害觀之，農業這部分的

帶來的災損除 2016 年尼伯特外，依序是 2010 年凡那

災害管理需求實也不能忽視。

比颱風 791,038 仟元、2008 年辛樂克颱風 659,684 仟

基此，本文將針對台東地區歷年農損救助金資料

元、2007 年聖帕颱風 460,435 仟元，而 2003 杜鵑及

進行分析，並透過文獻及相關單位訪視，以便了解台

2005 海棠也有超過 4 億元的災損。至於其他較高單一

東地區的農業氣象災害特性及災害管理需求，期能協

災損致因是低溫及熱帶低壓。單一低溫事件損失金額

助台東地區農業建構更完善與有效益的災害管理，以

以 2016 年 1 月低溫 214,263 仟元最高，另 2009 年 3~4

面對極端天氣所帶來的衝擊。

月低溫也有 185,564 仟元，顯見颱風之外，低溫對台

貳、資料來源及資料處理

東作物的危害。另 2011 年 11 月的熱帶低壓(與鋒面有
共伴效應)的致災金額亦有 177,948 仟元。

本研究係以台東地區 2003 年至 2017 年農作物災

就 整 體 災 損 獲 得救 助 金 額比 例 來 看 ， 整 體比 例 為

害損失及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資料(農業統計資料

36.12%，其中熱帶低壓 69.51%最高，颱風 37.09%次之，

查詢系統，2017；農產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系統，2016)

乾旱、豪雨及焚風的救助比例都相當低。但在救助次

為分析探討對象，搭配中央氣象局颱風資料庫之衛星

數的比例上，以熱帶低壓最高達 100%，其次是低溫的

與雷達等資料，及訪視相關業管單位，以掌握農業氣

71.43%，再者是颱風及乾旱的 51.28%及 50%，最低者

象災害的情況及致災緣由。此處的農作物災害損失含

是 0%的焚風。而單一災損事件的救助金額以 2016 年 7

括農作物、農田損失及農業設施損失；而農業天然災

月尼伯特颱風 615,415,344 仟元最高，其次依序是 2003

年 9 月杜鵑颱風 302,810 仟元、2005 年 7 月海棠颱風

地，主要位在東海岸的東河鄉、縱谷地區的池上鄉、

287,109 仟元。大體而言，颱風的致災救助較高。其

關山鎮、鹿野鄉，及卑南鄉和台東市等鄉鎮市。以下

他致災因素則以熱帶低壓(共伴效應)有較高救助金額，

就災害因素及受災空間進行分析。

如 2011 年 11 月的 127,533 仟元。
二、年度及季節特徵分析

低溫災損方面，整體而言，在台東市及縱谷地區
主要作物有一期稻作(稻苗)、荖葉、番石榴、番荔枝

2003 年至 2017 年間，年平均有 4.2 次農損，以

及枇杷等主要作物，而在東海岸的東河鄉是一期稻作、

2004 年 8 次最多，其次是 2005、2007 及 2012 年 5 次，

晚崙西亞及桶柑。1、2 月份的低溫主要對一期稻作的

2015 年最低僅 2 次。在獲得救助上，年度平均有 2 次，

影響在於稻苗，受損的農地主要位於關山鎮德高里。

而 2004 年農損次數雖最多，但未獲任何救助，和 2004

而 3、4 月份低溫受災作物也僅是一期稻作。5、6 月

年同樣未獲救助的是 2017 年。而獲得較高救助次數比

份豪雨的災損集中在鹿野鄉，受損農作主要是辣椒，

例者有 2008、2009、及 2015 年，都達到 100%。在年

及少部分甘藍、番茄及甜椒。熱帶低壓的影響有 2009

度農損金額上，損失最高的是 2016 年 1,693,119 仟元，

年 7 月及 2011 年 11 月，其中 2009 年 7 月的災損作物

這在於該年 7 月遭受尼伯特颱風侵襲之故，單尼伯特

僅台東市及鹿野鄉的西瓜。而 2011 年 11 月的災損作

颱風農損即達 1,280,095 仟元之多；第二高年度是 2010

物有東河鄉的白柚、茂谷柑、柳橙。其他災損作物有

年，該年 9 月凡那比颱風帶來 791,038 仟元損失；第

二期稻作、杭菊(台東市、卑南鄉)、番荔枝(台東市、

三、第四高的損失相當相近，是 2008 年 715,092 仟元

卑南鄉、鹿野鄉及東河鄉)。而受颱風外圍環流影響的

及 2007 年 713,612 仟元，2008 年的災損來自 9 月辛樂

是 2009 年芭瑪颱風，芭瑪颱風發生於 10 月，所以主

克颱風，2007 年則是 8 月聖帕颱風的影響。在救助金

要受損作物是二期稻作。

額上，以 2016 年最高，有 682,503 仟元；其次是 2012
年 352,555 仟元，再者是 2003 年的 302,810 仟元。

在颱風影響方面，2012 年泰利颱風發生於 6 月，
這時期主要受損物作是一期稻作。7 月的災損颱風有

從表二可知，農損係跟季節特性有關，如低溫災

2005 年海棠、2006 年凱米、2008 年鳳凰、2012 年蘇

害好發於冬春兩季；焚風跟西南氣流越山有關，故多

拉、2014 年麥德姆、及 2016 年尼伯特颱風。其中海

於 4~5 月春季，偶而於夏季也有焚風情形；5~6 月梅

棠及蘇拉颱風為路徑 2，凱米、鳳凰及麥德姆是路徑 3，

雨季則多豪雨災損；乾旱災害往往於颱風季之前發生；

路徑 4 有尼伯特颱風。路徑 2 的蘇拉颱風及海棠颱風

夏秋季是颱風季節，颱風及外圍環流或熱帶低壓常帶

主要影響在於台東市、卑南鄉及南迴地區的季節農作

來災損，在月份上以 7、8、9 月颱風季節的災損最多。

物。路徑 3 的凱米颱風僅影響東河鄉的文旦；鳳凰颱

歷年來 7 月份總損失達 2,434,475 仟元，其次是 9 月

風的災區集中在鹿野鄉，少部分在台東市及卑南鄉等

2,206,340 仟元及 8 月 1,387,814 仟元。這三個月的損

地，作物以香蕉為多；受麥德姆颱風影響的範圍則位

失總和為全年損失的 83.93%，救助金額則為 89.29%。

在太麻里鄉以北的鄉鎮市，這包括縱谷及東海岸地區，

三、災損作物及空間分析

受災作物為當季蔬果。路徑 4 的尼伯特颱風則橫掃台

受地理環境、水源及天候等條件限制，台東主要

東地區的季節作物，尤其是東河鄉、台東市、卑南鄉、

農作物相當程度有一定特定分布空間和種植季節，如

太麻里鄉、鹿野鄉及關山鎮等地區(圖三)。8 月份的

水稻分布於縱谷、台東市及東海岸一帶，有 5~6 月及

災損颱風有路徑 2 蘇迪勒、路徑 3 的聖帕、莫拉克颱

11~12 月兩期；釋迦多位在台東市及其周邊各鄉，以

風，及路徑 4 的天秤颱風等。其中莫拉克颱風的災損

7~12 月與 1~3 月為產季；栗(小米)則在南迴地區各鄉，

範圍也相當廣，幾乎全縣當季作物皆受影響。而天秤

產期為 5~7 月和 11~12 月；而各類柑橘類水果以東海

的災損雖較莫拉克颱風小，但範圍亦近含括全縣。相

岸為主，從 9 月至隔年 4 月有各類柑橘類水果收成季

較路徑 2 的災損，路徑 3 的蘇迪勒颱風不但少且僅限

節。因此，雖台東縣農作物易受損的季節及空間分布

綠島鄉。9 月份造成災損的颱風有 7 個，路徑 2 颱風

係跟台灣季節特性有關，但台東地形南北狹長且複雜，

有 2008 年辛樂克、薔蜜、2015 年杜鵑、及 2016 年梅

加上相同或不同災害因子在時間上有先後之影響，是

姬颱風，其中薔蜜僅造成卑南鄉利嘉番石榴受損，2015

以仍存有受災次數及空間變異。依農損救助資料分析:

年杜鵑也限於台東市一帶二期稻作及荖葉受災，2016

統計 2003 年至 2016 年間農地受損次數，單一農

梅姬颱風幾乎影響所有季節作物，地區含括台東市、

地受損次數最高雖可達 10 次，但畢竟是少數，農地受

東河鄉、及縱谷線的池上、關山及鹿野，但主要災區

損次數仍以 1~5 次為多(圖二)。而歷年較高受損的農

在縱谷線三鄉鎮。而辛樂克颱風的災損就相當廣，幾

乎含括整個台東縣。路徑 3 的颱風是凡那比颱風，受

期稻作為主。但如有颱風的影響，作物的種類及影響

災作物主要位於台東市及東河鄉的釋迦及香蕉。2003

範圍才會較多較廣，如 2012 年 6 月 19 日泰利颱風。

年杜鵑及 2013 年的天兔屬路徑 5 颱風，杜鵑颱風主要

就中央氣象局雨量氣候統計，為避免一期稻作倒伏或

是造成東河鄉及關山鎮的季節作物損害；天兔颱風影

穗上發芽，除農民控制施肥量外，播種時間似可提早，

響縱谷、台東市及南迴等地區的木瓜、百香果及香蕉

以避開 6 月份較大降雨的危害。若無法避開時，則須

等作物。10 月份有 2007 年柯羅莎及 2010 年梅姬颱風

留意短中期氣象預報。

造成農損，柯羅莎颱風的災害集中在關山鎮及卑南鄉

台東農作物的氣象災害主要來自颱風，颱風的強

的季節作物；梅姬颱風的農損在縱谷池上、關山和鹿

風、豪雨及焚風，對作物造成相當傷害。就颱風路徑

野地區是二期稻作，及南迴太麻里及金峰鄉的枇杷、

來看，路徑 3 總損失 1,970,996 仟元最高，其次是路徑

薑、柿子及桶柑等作物。

2 的 1,937,447 仟元，再者是路徑 4 的 1,654,077 仟元。

肆、探討與建議
一、氣象致災因素

但就農損平均來看，路徑 4 平均最高有 330,215 仟元，
其次是路徑 3 的 219,000 仟元。平均救助金額也以路
徑 4 最高 138,276 仟元。雖颱風路徑對其降雨分布和

低溫影響以 2009 年 3 至 4 月低溫及 2016 年 1 月

多寡，及風場的分布和風力強弱有決定性影響，但由

寒流影響為最。2009 年低溫在於 3、4 月份溫度仍處

於路徑分類中個別颱風所造成的農損差異太大，如路

20℃以下，造成一期水稻稔實率偏低而生農損。2016

徑 4 的 2016 年尼伯特颱風，路徑 3 的 2010 年凡那比，

年低溫則是 1 月 23 至 26 日寒流侵襲，此次低溫是台

路徑 2 的 2008 年辛樂克颱風於類似路徑都有較重大災

灣近 40 多年來低溫紀錄，台東數個測站低溫都在 10

損情形。因此分析颱風災損尚仍須考量季節盛產作物

℃以下，寒流所帶來的低溫造成季節蔬果葉片凍傷，

(作物脆弱時期)、作物種植分布、颱風風雨分布特徵，

果實裂果，農作受損種類相當廣泛。以冬季與春季的

以及當年颱風出現先後的效應(當年颱風多寡)。如:

天氣變化特徵與周期，需掌握短中期預報以為因應。

2006 年 7 月 23 日路徑 3 凱米颱風雨小風大造成

在乾旱方面，2003 年是台灣少雨的一年，全省皆

當季東河鄉文旦柚受災；2012 年 6 月 19 日路徑 9 泰

受影響。檢視 2002 年及 2003 年台東地區降雨可發現，

利及 2010 年 10 月 13 日路徑 9 梅姬颱風對當季水稻造

2002 年的年降雨量僅氣候值的 60%，就 2002 下半年及

成傷害稻有所損害；2010 年 9 月 18 日路徑 3 凡那比

2003 年上半年計有 8 個月的雨量偏少，以致有乾旱情

颱風則對當季香蕉及番荔枝有所影響。2003 年 9 月 1

形發生。2007 年也類似，從 2006 年 9 月至 2007 年 7

日路徑 5 杜鵑颱風對當季諸多作物有所損害，但主要

月的降雨偏少而致災。雖說台東地區每年 11 月至隔年

作物是柑橘類水果及番荔枝。而於重大颱風災害後，

4 月為枯水期，但雨量偏少仍會有災情。因此，自 10

接續的颱風往往較無災損，除非間隔數月後新種作物，

月份之後至隔年 6 月份間的雨量變化須留意，若秋雨

2009 年莫拉克颱風之後的芭瑪颱風；2016 年尼伯特颱

及預估梅雨雨少，則乾旱機率大增，須等颱風來解旱。

風後直到 9 月的梅姬颱風才有新種植水稻的災損。另

因此需留意月及季的長期氣候預報。

一種相反的情形是，前一颱風災損未達救助標準，而

檢視近 15 年焚風發生情況，可發現台東地區焚

於接續的颱風一起提報，而顯得受災嚴重，如 2003

風盛行於有西南氣流的春夏兩季，另颱風環流也會引

年莫拉克颱風後的杜鵑颱風。2010 年凡那比颱風後的

發增溫效應。焚風以 6 月份最多，其次是 4~5 月份。

梅姬颱風也有類似情形。在颱風外圍環流方面，就以

發生時間大多在每日早上 10 點至傍晚 19 點間。由於

2009 芭瑪颱風外圍環流所產生的降雨造成 10 月份水

持續時間不長，且有空間地域變化，發生災害的機率

稻受損。而 2016 年艾利颱風及 2017 年卡努也遭遇數

和規模均小，因此要防範焚風的災損確實有其困難度。

日豪大雨侵襲，但前期有重大災損後，已較無作物受

依災歷分析，要有災損的產生往往是接連兩天出現焚

災。至於熱帶低壓的影響類似一般輕度颱風，但 2011

風，或發生在白天且持續時間較久。2004 年及 2012

年 11 月的熱帶低壓因與鋒面有共伴效應，以致當季的

年的焚風災損即是如此。因此短期預報為因應參考。

主要作物如二期水稻、番荔枝、及柑橘類水果受損嚴

在 5~6 月的梅雨季節裡，鋒面及中尺度天氣系統

重。颱風、熱帶低壓等熱帶氣旋發展雖可進行近一周

為台灣地區帶來豪雨，台東地區因有中央山脈屏障，

的掌握，但路徑預測確有其不確定性，是以需以風險

相較之下雨量不若西部地區，災害也偏少。此時期為

概念進行必要的防災整備。

台東地區一期稻作成熟及收割期，因此受災作物以一

二、農地及主要作物

最易受災的農地以種植水稻、番荔枝、柑橘及香

制施肥量外，播種時間可提早，以避開 6 月份較大降

蕉為主，一期水稻受災農地集中在關山及鹿野；二期

雨的危害。至於為害最大的颱風，由於路徑預測確有

水稻除關山、鹿野外，還有池上，災害的產生來自低

其不確定性，因此需以風險概念進行必要的防災整備，

溫、豪雨及颱風。番荔枝的致災因素有低溫、熱帶低

特別要留意短中期預報。至於近年來所推動的農業保

壓及颱風，主要受災地區位在東河鄉，其次是台東市。

險，縱谷地區的水稻、卑南及東河鄉番荔枝可考慮投

柑橘類水果主要是東河鄉，易受低溫、熱帶低壓及颱

保，以多一層保障。

風影響。香蕉的種植相當廣，縱谷的關山、鹿野、及
卑南、台東市易受低溫及颱風影響。

由於颱風災損分析，除探討颱風路徑外，尚仍須
考量季節作物生理(作物脆弱時期)、作物種植空間分

至於台東地區主要經濟作物，荖葉受災主要來自

布情形、颱風結構風雨特徵，以及年度颱風出現先後

低溫，台東市及太麻里鄉所受影響最大。荖花的災區

效應，較諸其他氣象災害因素複雜許多，是以未來仍

以太麻里及台東市為多，除低溫外，颱風也是災因。

需再針對颱風農損的防減災因應進行探討。

茶的災區主要在鹿野及太麻里鄉，災因為颱風。梅種
植範圍相當廣，但災區主要為東河及太麻里鄉，颱風
及低溫易造成災害。小米(栗)的災損集中在 7 月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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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受颱風影響，主要災區在鹿野及大武鄉。檳榔的
災區在台東市以南地區，太麻里及金峰鄉受災較多，
災因來自低溫及颱風(圖四)。
因此，對應「農林防災計畫」，台東地區於 1.農
業氣象站的增設，可於東河鄉(番荔枝、柑橘類水果)、
太麻里(咖啡、番荔枝)、鹿野(番荔枝、鳳梨、香蕉)
增設農業氣象站；2.重要農作物生產專區可增加台東
的咖啡、水稻、柑橘；3.農業災害情資網及早期預警
系統應增加長期監測及預報資訊。

伍、結語
台東從農人口近 5 萬人，為縣人口 20%，面對氣
候變遷所可能帶來的農業氣象災害，實需有因應之道。
本文透過近 15 年來的農損及災損救助分析發現:
歷年較高受損農地主要位於東海岸東河鄉、縱谷
池上、關山、鹿野、卑南及台東市。東河鄉易受損的
主要作物有番荔枝、柑橘類水果、水稻及梅；池上及
關山大部以水稻為多；鹿野除水稻外，尚有番荔枝、
香蕉及鳳梨；卑南鄉以番荔枝為多；台東市以水稻、

氣象災害伴隨季節變換而來，因此可針對季節可能氣
象災害特性，以短中長期預報的區分進行防減災及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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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臺東縣 2003~2017 年歷年農作物被害狀況金額及現金救助金額(金額:仟元)
表一 2003 年至 2017 年農業災損及現金救助統計表(仟元)
災損類別

現金救助金額

農作物被害狀況金額

低溫

89,003

460,081

救助金比例
19.35%

乾旱

3,274

42,388

7.72%

焚風

0

32,836

0.00%

豪雨

573

24,259

2.36%

颱風

2,356,447

6,353,498

37.09%

颱風外圍環流

14,873

82,078

18.12%

熱帶低壓

130,765

188,137

69.51%

總計

2,594,935

7,183,277

36.12%

表二 2003 年至 2017 年造成農業災損因素統計表
月份
低溫

1

2

3

4

5

3

2

2

3

1

2

1

焚風
乾旱

6

7

8

9

單位:仟元

10

11

12

數量
11

1

1

4

1

颱風
熱帶低壓

3

颱風外圍環流
豪雨

2

8

2
12

10

3

1

2

3

數量
災損金額

3

2

2

6

4

8

216,274

28,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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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低溫次數的增加來自將連續月份分為各別月份來計，如 1~2 月，以 1 月及 2 月來計。

圖二 2003~2017 年台東農地農損次數分布圖

7月

8月

9月

10 月

圖三 2003~2017 年 7 至 10 月各月份台東農地農損分布圖

圖四 台東縣主要農作物、產區及氣象災害因子對應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