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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國際農藥減量政策與策略

西
元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全球

農業經歷多次重大的技術突破，從

農藥化肥的誕生，再到耕作機械化，乃

至後來的作物品種改良，一系列的「農

業革命」，使得世界農業產能大幅上

升。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的資料，在過

去50年間，全球農業生產量每年平均增

加2%至4%。然而，人類為了滿足糧食需

求，毫無節制地耕作，不但造成大量的

溫室氣體排放，更導致土壤劣化流失，水

資源也受到嚴重汙染。

有鑑於此，聯合國193個會員國於2015

年通過2030年要達到的17項永續發展方

針，其中一項正是推動永續農業，有助於

保護自然資源的同時，確保世界糧食供應

不絕。事實上，歐美以及日本等發達國家

早在上世紀已積極發展永續農業，並獲得

一定的環保成效。本文將對前述標竿國家

的農藥減量政策與策略進行簡要分享，可

作為未來科技人員試驗研究投入的基礎。

國家 法國 日本 中國大陸

農藥使用量
法國每年每公頃農藥用量約在2.3
公斤，在歐洲國家僅次於義大利的
4.8公斤。

日本為亞洲較早提出減少農
藥使用的國家，自90年代開
始農藥使用量逐年下降。

2012年至2014年農作物病蟲害防
治農藥年平均使用量為31.1萬噸，
比2009年至2011年增加9.2%。

農藥減量政策

法國減農藥政策第1期：2005年
提出「農藥使用現況、衝擊與減量
報告」。
2007 年法國政府制定國家行動
綱領，推行 2 0 1 8 年農藥減半
（Ecophyto	2018）。

1992年即推行「積極推展環
境保全型農業的新政策」。
1999年實施「食料（糧）農業
農村基本法」，並將「環境保
全型農業」（廣義上的永續農
業）定為長期施政方針之一。

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
方案。

目標
Ecophyto	 I I：到 2020年先減少
25%農藥用量，2025年達成減半。

最終目標為強化日本國內有
機農業發展達到30年內有機
農業耕地面積占比達1%。

減量與保產並舉。
數量與品質並重。
生產與生態並進節本與增效兼顧。

執行成效

2007年制定Ecophyto	2018，目標
到2018年能達到農藥用量減半，
但2012年，農藥總用量未減反增。
到2014/2015年初見成果，比起前
一年減少2.7%農藥用量。

日本農藥使用總量持續下
降。2000年農藥使用量約為
8萬噸，2013年下降到5.2萬
噸，減少35%。

至2017年農藥使用量連續第3年減
少，提前3年達成行動目標。
另研提「農業農村汙染治理攻堅戰
行動計畫」目標到2020年全國主
要農作物農藥使用量實現負增長。

註：僅列出直接明列「IPM」之項目。																																																																																																																																																																															（農林水產省，2019）

附表.		法國、日本、中國大陸農藥減量之政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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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農藥減量政策
從1885年開始，法國在葡萄田噴灑農

藥來殺菌，之後法國農業便無法脫離使

用農藥的習慣。法國是歐洲地區最大的

農業生產國，擁有28,980萬畝的農田，

主要生產穀類、甜菜、油菜與馬鈴薯。

因此，法國的農藥用量驚人，而以每公

頃農藥用量來看，每年用量約在2.3公

斤，在歐洲地區也僅次於義大利。對

此，法國民間團體、學術界與政治界皆

認為國家農業過於仰賴農藥，不利於國

民健康、自然環境與農業永續發展，希

望透過農藥減量來翻轉農業產銷體系。

法國政府在農藥減量的作為相當積

極，該國國家農業研究院（ INRA）從

2004年開始與農業從事人員展開試驗合

作，並從試驗結果證實產量不會受到農藥

減少使用的影響。在INRA與農業暨環境

工程研究中心（Cemagref）的共同研

究下，於2005年提出農藥使用現況、衝

擊與減量使用的報告，也為科學家們提供

新的價值觀。2007年法國政府制定環境

政策「Ecophyto 2018」，此政策屬於

國家行動綱領層級，期望能在2018年達

到農藥用量減半的目標。然而，此政策在

執行上遭受到諸多阻礙，因此Ecophyto 

2018的規範雖推動28種農藥的禁用，危

害性高的藥劑種類也有下降，但在2012

年，農藥總用量反而略微上升，2018年

農藥減半的目標顯然無法達成。

2012年法國農業部長StéphaneLe Foll

提出生態農業計畫，並出版《10個瞭解

生態農業的關鍵因素》（Ten Keys to 

Understanding Agroecology），內容

包含：一、培訓現在和未來的農民；藉由

改革技術資格認證的評斷標準、重新定義

農場學院的角色與加強區域治理的方式，

回應不同生產方式的生態農業目標與問

題。二、鼓勵集體勞動力的出現；目標希

望透過EEIG（提倡經濟與環境利益共存

的集團）的認證，達成農民減少消費與集

中採購以降低農業成本的目的。三、減

少農藥的使用；以CERTIPHYTO認證培訓

農民、監督及精確處理植物衛生通告與

「DEPHY農場」示範，達成農藥減量使

用的目的。四、利用大自然保護植物；透

過生物防治技術達成保護環境的目的。

五、減少使用動物抗生素；藉由改變農

民習慣、提供用量參考指標與資訊的揭

露，以達成5年內減少25%動物用抗生素

的目標。六、養蜂業的永續發展；經由

BEEKEEPING計畫支持養蜂研究、培訓養

蜂人才與蜂蜜產業鏈來達成養蜂業的發

展。七、妥善處理農業廢水；經由EMAA

計畫改善氮的處裡與管理，加快農場甲

烷化的發展。八、鼓勵有機農業；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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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TION BIO 2017」有機計畫來提

升產能、建構價值鏈、促進消費、加強研

發與調整法規。九、選擇和培育正確的種

子；透過永續種子計畫作為基因資源與政

策建立調整的方案。十、利用林木來提高

產量；以混農林業的方式使自然資源得到

最有效的利用。

此外，法國政府也提出Ecophyto第2

期計畫（Ecophyto II），將原定2018年

達成用量減半的目標延後，修正為2020

年先減少25%農藥用量，2025年達成農

藥減半。此計畫內容要求農藥販賣商提供

機械除草設備、生物防治資材等以取代化

學農藥，並且設立了5年減量目標，包括

禁止空中噴灑施藥、再禁用40種高危險

性農藥等。此外，更訂立了「城鄉土地健

康無農藥」政策。亦即自2020年起，法

國對於非農地不再使用農藥，並規定公共

場所、學校外200公尺內禁噴農藥，作為

農藥減量的配套措施，政府也安排3,500

位監測員，隨時掌握病蟲害資訊並告知農

業從事人員，以期能即時作出反應。

整體而言，法國在農藥減量的作為，

包含了生態農法的技術研究、人才的培

訓、有機與生態農法的補助、示範農場的

建立、病蟲害資訊的監測與提供、禁用高

毒性的農藥、鼓勵不使用農藥與監控全國

總農藥使用量等措施，前述努力讓法國

在2014年至2015年達到了農藥用量減少

2.7%。

日本農藥減量政策
日本於1999年實施「食料（糧）農業

農村基本法」，並將「環境保全型農業」

（廣義上的永續農業）定為長期施政方針

之一。

日本政府在2005年訂定了「生態農

夫」（Eco-Farmer）的認證制度，採取

非強制性的方式推動永續農業。接著，

為了加速實現全國農藥和化肥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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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半，在2006年公布「推展有機農業

法」，由政府單位（農林水產省）提供資

源，協助農夫改革耕種技術及設備，以達

精準施肥、土壤健康管理、節約能源和農

業剩餘資材妥善處理等目標。

因此從2000年開始，日本陸續針對農

藥使用及進口等制定相關標準及規範，也

因此看到其對於農藥減量的成效陸續顯

現。首先農藥取締法於2000年編修有關

農藥進口標準及使用規範等細項後，建構

日本國內農藥使用的統一基準、更提升中

央主管機關有效管理各農戶間的使用，而

後針對農藥噴灑安全對農用地土壤汙染防

治法進行修訂，詳細規範農藥在噴灑使用

時所應注意的事項。然而目前受到有機概

念的影響，日本建置有機農業推進法以分

級農產品，不僅有利於品牌經營，亦成為

鼓勵農民減少農藥使用的助力。目前日本

主要使用的農藥減量方法，主要針對耕作

環境的減蟲、品種對蟲害耐受性的提高、

作物本身病蟲原的處理及可能蟲害風險預

測等建置對策。此外，新型農藥開發、天

敵物種投入、生物農藥、合鴨農法、光驅

蟲系統（圖1）與防蟲網的投入，亦為農

藥減量的替代方式。

與農藥相關的「農藥取締法」於戰後

1949年伴隨農林水產省設置而正式建

立，過去修訂多針對農藥商業經營與國內

機關之行政分工規範為主，而針對施用農

藥的農用地及施用可能造成之影響，則由

「農用地土壤汙染防治法」所規範，因此

農民在投用農藥時從品項的管理、登記，

到使用過程的安全標準及違規獎懲等都受

到詳細的法律規定。在前2項法律規範的

搭配下，日本的年使用農藥量有明顯下降

的趨勢（圖2）。順應國際趨勢，日本於

2006年提出「有機農業推進法」，根據

基本方針明確定義有機農業範疇、並以推

廣有機農業技術為中心，建立教育推廣體

系和後端整備等，希望藉此提高日本國內

投入有機農業之耕地面積比例。

目前日本針對農藥減量的未來政策規

劃，主要以環境保護及永續經營為重心，

在2018年提出的政策規劃，可以看到農

圖1.		黃色螢光燈驅逐夜間害蟲應用實例。
（圖片來源╱農林水産省消費・安全局植物防疫課，http://www.maff.go.jp，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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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減量為環境永續經營的策略之一，且最

終目標為在30年內日本國內有機農業發

展有機農業耕地面積占比達1%。

中國大陸農藥減量政策
中國大陸因農作物播種面積逐年擴

大、病蟲害防治難度不斷增加，農藥使用

量亦呈上升趨勢。根據統計，中國大陸在

2012年至2014年農作物病蟲害防治農藥

年平均使用量為31.1萬噸，比2009年至

2011年增加9.2%。考量到農藥的過度使

用，造成生產成本增加，也影響農產品品

質安全和生態環境安全，因此農業部制

定「到2020年農藥使用量零增長行動方

案」。到2020年將初步以「一構建三推

進」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病蟲害

永續治理技術體系，提升科學用藥技術，

將單位防治面積農藥使用量，控制在近3

年平均值以下，達到農藥使用總量零增長

的目標。

「一構建三推進」的政策內容包含

「構建病蟲監測預警體系、推進科學用

藥、推進綠色布防與推進統一防治」。首

先在病蟲監測預警體系方面係以先進與實

用的原則，設置自動化與智慧化田間監測

網點，健全病蟲監測體系，並且配備自動

蟲情測報燈、自動計數性誘捕器、病害智

慧監測儀等現代監測工具，提升設備水

準。此外，持續完善測報技術標準化作

業、數學預測模型等技術以實現數位化監

測、網路化傳輸、模型化預測、視覺化預

報，提高監測預警的時效性和準確性。

其次在推進科學用藥方面係強調

「藥、械、人」3者之間的協調，內容包

含推廣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擴大低毒生

物農藥補助專案實施範圍，加速高效低毒

低殘留農藥品種的篩選、登記及推廣應

用，推進小宗作物用藥試驗、登記，逐步

淘汰高毒農藥；利用種子、土壤與秧苗處

理等預防措施，減少中後期農藥施用次

圖2.	 	1990至2016年FAO統
計之日本農藥用量統計。
（圖片來源／FAOSTAT資料
庫，2019）

年分



數；對症選藥，合理添加噴霧助劑，促進

農藥減量增效，提高防治效果。此外，也

推廣新型高效植保機械，因地制宜使用自

走式噴杆噴霧機、高效常溫煙霧機、固定

翼飛機、直升機、植保無人機等現代植保

機械，採用低容量噴霧、靜電噴霧等先進

施藥技術，提高噴霧對靶性，降低農藥飄

移耗損以提高其利用率。再者，政策也強

調科學用藥知識的普及，以新型農業經營

主體及病蟲防治專業化服務組織為重點，

培養科學用藥技術人員，擴散式帶動農民

正確選購農藥。

再者在推進綠色布防方面，為加強整

合推廣技術模式，需因地制宜推廣適合不

同作物的病蟲害綠色布防技術模式，以解

決技術無配套問題與加速成果推廣應用；

另一方面擇定農產品生產基地，建設為綠

色布防示範區，協助農業企業、農民合作

社提升農產品品質、建立品牌，並大面積

的推廣應用。同時培養技術人才，以農業

企業、農民合作社、基層植保機構為重

點，帶動農友應用綠色布防技術以控制病

蟲害。

最終在推進統一防治方面，以擴大服

務範圍、提高服務品質為重點，推行病蟲

害專業化統防統治。內容包含提升機械水

準，農作物重大病蟲害統防統治補助、農

機購置補貼及植保工程建設投資等，另扶

植規模適度的病蟲防治專業服務組織。此

外，建立示範綜合配套的技術服務模式，

逐步實現農作物病蟲害全程綠色布防的規

模化。

經上述的努力，中國大陸2017年水

稻、玉米、小麥3大糧食作物化肥利用率

為37.8%，比2015年提高2.6%。化肥使

用量已達成零增長，農藥使用量已連續3

年負增長，提前3年達成到2020年化肥、

農藥使用量零增長的目標。此外，中國大

陸也發表「農業農村汙染治理攻堅戰行動

計畫」，明確指出要減少化肥、農藥使

用量，以實現2020年全國主要農作物化

肥、農藥使用量負增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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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農藥減量已為各國趨勢，歐洲國家

因為1991年通過Counci l  Directive 

91/414/EEC（農藥上市登記規範法規）

以及其他相關的農藥規範，又勵行農藥減

量政策，雖然荷蘭、義大利的氣候及作物

形態讓農藥使用率偏高，但大致上歐洲農

藥使用量已逐漸降低。以法國而言，其作

法的核心概念是推展有機農業與減少農藥

使用，面臨的最大難關在於農藥使用者已

根深蒂固，但法國在減農藥方面的企圖

心，已經令人刮目相看，而其過程與作法

尤其值得臺灣的借鏡。相較歐美各國，亞

洲國家農藥使用量普遍較高，溫暖多濕環

境、密植栽培技術、一年多次採收農作物

等因素為可能造成此現象之原因。然而，

法規制定、化學農藥替代品開發與農民施

藥知識的不足也是造成農藥使用量較高的

原因。因此，參考先進國家農藥減量政策

與作為，將會是未來亞洲各國的農業施政

重點。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近年為因應國人對環

境與食物安全的重視及國際農藥減量的趨

勢，推動「綠色農糧供應體系關鍵技術之

研發與產業應用」計畫，期望透過計畫性

的農業減損、減廢、環境保護、資源管理

及認證與國際接軌，達成環境安全與農產

業的雙贏。截至目前，政府已公告禁用145

種農藥並制定92種農藥限用規範。此外，

搭配化學農藥使用的緊縮政策，政府也積

極輔導開發環境友善之生物防治方法與高

安全性除草劑。在鼓勵農藥轉型方面，政

府於民國107年通過「有機農業促進法」，

用以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生物多樣

性、動物福祉與消費者權益，促進農業友

善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然而，我國農藥

減量若要有所成效，除政策配套措施，更

要改變農民的心態。此部分可參考法國的

作法，在實行減量的同時，若能搭配區域

內的勞動集體參與及認證、獎勵措施，將

可增加農業資源的有效利用、降低農業成

本，俾利於農民的投入意願度。此外，政

府也須更主動累積農藥各方面的數據，如

對環境或國民健康的負面影響；加強施藥

者的教育，並規範監測農場噴藥紀錄，以

落實農藥減量、維護農業從業人員與環境

安全、提升食品安全與消費者信心、促進

農業產業科技與國際競爭力之目的。（本

文研究感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

物試驗所「綠色農糧供應體系關鍵技術之

研發與產業應用」計畫經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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