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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廊道》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

農委會）為推動「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以「樂活

農業」為施政主軸，配合「經濟動能推升方案」所

提之綜合性農業行動計畫—「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

暨行動計畫」的推動區域。 

推動區域現以彰化縣南部與雲林縣的高速鐵路

軌道為中心左右各1.5公里地區為範圍，涵括：埤

頭鄉、竹塘、溪州鄉、二崙鄉、西螺鎮、土庫鎮、

虎尾鎮、元長鄉、北港鎮等 9 個鄉鎮。 

由於雲林縣與彰化縣為全臺地層下陷較為嚴重

的區域。為促進本區水土資源和諧利用，協助紓緩

地層下陷，農委會考量彰雲農業環境與既有政策資

源，以8年（102～109年），優先於高鐵沿線地區

推動「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 

該行動計畫依當地農業特性與發展需求，以

節水、友善環境、提高農民所得為訴求，量身打造

農業輔導策略，期望帶動當地農業經濟動能，發展

兼顧生產、生活、生態之「三生農業」，規劃將以

「黃金廊道」區域做為「黃金十年—樂活農業」的

永續農業示範區。 

  政策內容概述 

一、緣由 

農委會「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畫」

主要在節水、節能的技術基礎上，規劃灌溉水資源

供需及地層下陷情勢發展策略，針對廊道內之農業

用地，推動三新二節新動能措施，創造新農業之經

營環境，引領臺灣發展水土永續利用之綠色經濟農

業。 

二、計畫願景 

打造節水、友善環境、提高農民所得的永續農

業。

三、計畫目標 

1. 發展低耗水農業：推廣旱作及造林、輔導建置高

效率灌溉系統及廢水循環利用系統，減少地下水

用量，提高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 

2. 提高農民收益：保價契作目標耐旱作物，並輔導

開發產業價值鏈，擴大經濟規模與人力結構改

善，降低成本。未來並導入節能科技、綠色休閒

等來提高產業競爭力。 

3. 提升糧食自給率：推廣種植低耗水性進口替代作

樂活農業   黃金十年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

　暨行動計畫」概述
整理／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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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利於加速達成糧食自給率 40% 之目標。 

4. 促進產業多元發展：除推動傳統農產業精緻化及

多元行銷，發展農業旅遊，並鼓勵民間企業投

資，建構省水、節能及跨域結合的農業產業價值

鏈，促進產業多元發展，引領臺灣農業持續創

新。 

四、推動範圍（如下圖）

高鐵沿線以軌道為中心左右各1.5公里範圍內

農業用地。界線上同一地號農地只要有部分切到

邊，即可納入輔導對象。 

五、適用對象 

1. 地主：位於黃金廊道區域內農地之所有權人，且

為自然人。 

2. 農 ( 漁 ) 民團體：廊道區域內之相關農 ( 漁 ) 民

組織，包括農民團體 ( 農漁會、農業合作社 ) 、

農 ( 漁 ) 會、合作社或農業企業機構公司等。 

3. 農 ( 漁 ) 民：廊道區域內之實際耕作專業農民、

具農學校院（農漁畜科系）或農民學院結業證書

資格者。 

4. 畜牧場：須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者。 

六、推動措施 

● ●●
推動節水管路灌溉設

施

－ ●－1. 輔導農田轉旱作

● ●●1. 新式養豬飼養系統

● ●●2. 輔導農業旅遊據點

－ ●－5. 推動小地主大佃農

● ●●6. 擴大推動有機農業

● ●●
2. 輔導興建現代化節

水溫網室補助

● ●●
3. 園藝作物節水節肥

灌溉系統

● ●●
4. 建置示範性高科技

移動式植物工場

● ●●
輔導養殖漁業循環水

節水設施

－ ●●
1. 輔導農村再生社區

結合產業

● ●●
2. 廢水循環再利用設

施

● ●●

3. 擴大經營規模與引

進青年農業經營人

員

一、水利方面

二、農作方面

三、畜牧方面

四、漁業方面

五、其　　他

區域推動措施

濁水溪
以北

（彰化）

新虎尾溪
以北

（雲林）

新虎尾溪
以南

（雲林）

竹塘鄉、
埤頭鄉、
溪州鄉　

二崙鄉、
西螺鎮　

虎尾鄉、
土庫鎮、
元長鄉、
北港鎮　

濁水溪以北（彰化）

新虎尾溪以北
（雲林）

新虎尾溪以南
（雲林）

濁水溪 竹塘鄉

虎尾鄉

雲林縣

新虎尾溪

土庫鎮

元長鄉

北港鎮

埤頭鄉 彰化縣

溪州鄉

二崙鄉 西螺鎮

「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劃」

推動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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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各項措施辦理窗口 

農田水利處灌溉管理科　何逸峯技正 

電話：02-23124087

傳真：02-23113620

電子信箱：yifong@mail.coa.gov.tw

推動節水管路

灌溉設施
農田水利會 廊道內農地

畜牧處家畜生產科　葉昇炎技正

電話：02-2312-4663 

電子信箱：syyen@mail.coa.gov.tw

1. 新式養豬飼

養系統
縣市政府

廊道內既有畜舍且實際從事畜

養並領有牧場登記證者

漁業署　吳孝芸技士

電話：02-3343-6032 

電子信箱：shawyun@ms1.fa.gov.tw

輔導養殖漁業

循環水節水設

施

漁業署或其他

經漁業署同意

之機關（構）

廊道內既有魚塭且實際從事養

殖者

畜牧處污染防治科　鄭家宏技正

電話：02-2312-4648 

電子信箱：cchung@mail.coa.gov.tw

2. 廢水循環再

利用設施
縣市政府

廊道內既有畜舍且實際從事畜

養並領有牧場登記證者

農糧署作物生產組　黃耀昆技正

電話：049-2332380轉2343 

電子信箱：yaukuen@mail.afa. gov.tw

2. 輔導興建現

代化節水溫

網室補助

地方農會 廊道內農地

農糧署　許鈺珮技士

電話：02-23937231#687

4. 推動小地主

大佃農
地方農會 廊道內農地

農糧署農業資材組　林銘洲技正

電話：049-2332380轉2264 

電子信箱：jou@mail.afa.gov.tw

5. 擴大推動有

機農業
公所 基期年農地

1. 彰化地區 

 臺中農改場作物環境課　田雲生副研究員 

 電話：04-8523101#340

 傳真：(04)8524911 

2. 雲林地區 

 臺南農改場作物改良課　楊藹華研究員

 電話：06-5912901#501

3. 園藝作物節

水節肥灌溉

系統

臺中、臺南農

改場
廊道現有栽培設施農地

農糧署糧食產業組　洪秀良技正

電話：02-23937231轉690

電子信箱：slhung@mail.afa.gov.tw

畜牧處牧場管理科（青割玉米）　呂禮佳技正

電話：02-23124002 

電子信箱：deepbluerose@mail.coa.gov.tw 

林務局造林生產組（造林）　廖國吟技士

電話：02-23515441#253 

傳真：02-23518524

電子信箱：kyliao@forest.gov.tw 

台灣糖業公司虎尾糖廠（甘蔗）　鍾名煌股長

電話：05-632-0320轉3212 

電子信箱：a60047@taisugar.com.tw

1. 輔導農田轉

旱作
公所 新虎尾溪以南農地

聯　　繫　　窗　　口推動措施 申辦窗口 對　　　象

一、水利方面

三、畜牧方面

四、漁業方面

二、農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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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行動計

畫」的推動，可以形型我國新型態節

水農業專區，長期預期效益包括：

(一) 本行動計畫執行期間，約可節

省灌溉水量約1億噸，帶動當地

周邊8.4萬旅遊人次，提升農業

產值約8億元，培訓新世代農民

1,650人。 

(二) 本行動計畫執行完畢後，每年約

可節省灌溉水量2,612萬噸，節

能效果10%—30%，每年約可提

升農業產值3.03—3.63億元。 

(三) 其他不可量化之效益包括：減緩

地層下陷，吸引新世代農民返鄉

務農，促進農業多元發展等。

除了農民外，一般民眾如有投

水保局農村建設組農村再生科　簡韋琪正工程司 

電話：049-2347139

傳真：049-2394321 

電子信箱：vicky@mail. swcb.gov.tw

1. 輔導農村再

生社區結合

產業

水土保持局南

投分局

廊道內農村社區在地組織或團

體

輔導處農業推廣科　李政錩技士 

電話：02-23124687 

電子信箱：willylee@mail.coa.gov.tw

3. 擴大經營規

模與引進青

年農業經營

人員

臺中、臺南農

改 場 及 彰 化

縣、雲林縣農

會

廊道週邊區域之新世代農業經

營者，以參加本會青年農民專

案輔導計畫或加入當地縣農會

在地青年農民組織之青年農民

為優先協助納入輔導對象。

輔導處休閒產業科　夏聰仁簡任技正 

電話：02-23124686、2312-6044 

傳真：02-23317543 

電子信箱：hsia@mail.coa.gov.tw、uanjen@mail.coa.gov.tw

2. 輔導農業旅

遊據點

縣市政府、鄉

鎮公所、各級

農會或農委會

同意之機關

位於黃金廊道內及周邊之休閒

農場、休閒農業區、特色料

理、田媽媽、觀光果園、農業

體驗、農遊景點、農產品展售

中心、遊客中心、產業文化

館、觀光工廠、觀光酒廠、一

鄉一特產業者、農會精品及伴

手禮、農遊行程等

聯　　繫　　窗　　口推動措施 申辦窗口 對　　　象

五、其　　他

雲林縣政府實施「獎勵農工學子投入農業生產計畫」，與北港農工、虎尾農工

及西螺農工等多所農校合作，鼓勵青年返鄉從農

圖／雲林縣政府

F&sms=114AAE178CD95D4C&s=C3C61D38DD

34446C；行政院農委會「黃金廊道農業新方案暨

行動計畫」政策宣導資訊網http://gac.water.tku.

edu.tw/MessageDetail.aspx?MClass3=0#

資意願亦逕洽各聯繫窗口，共同投入新農業行

列，開創黃金十年。

資料來源：行政院全球資訊網http://www.ey.gov.

tw/News_Content.aspx?n=7084F4E88F1E9A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