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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走媒團隊因應氣候變遷對畜牧產業的衝擊，秉持水-能源-糧食鏈結理論成立。
初期創建資訊透明網站並進行農戶媒合，中期募集資金與 APP 設置，希望快速
有效推動循環農業，落實永續農業發展，期望替利益關係人做氣候變遷超前部
署規劃。
關鍵詞：水-能源-糧食鏈結、畜牧廢水、再利用、永續發展目標 SDG、氣候變
遷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the
Zou-Mei team adhered to the "Water-Energy-Food Nexus" (WEF) linkage theory and
was established. At the initial stage, a transparent information website will be created
and farmers will be matched. In the medium term, funds will be raised and APP setup.
We hope to promote circular agriculture quickly, effectively and implement sustain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e hope to make advance deployment plans for climate
change for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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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問題界定
過去 - 經濟快速發展，導致氣候快速變遷 (2003 以前)
1.農業人口：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顯示 ，2003 年以前，農業從
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 15%以上，尚可負擔農業勞動力。
2.農業耕作法：多數使用慣行農法，「導致土壤質地硬化、有機質嚴重缺乏、
病蟲害抗藥性增強」。
3.畜牧廢棄物：農業大縣，時常有「畜牧廢水繞流、偷排」等現象。
------------------------------------------------------------------------------------------------------現在 - 環保意識抬頭，開始推動永續發展(2003-至今)


2003為台灣永續發展的行動元年(根據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訂定)



2017頒布《水汙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修正法 （強制糞尿資
源化）

1.農業人口：農業從業人口首次跌破 70 萬，占總就業人口之比率為 4.9%，「存
在嚴重缺工問題」，使台灣農業無法永續經營。
2.農業耕作法：開始推動永續農業，但因「氣候環境不利有機農業發展」、
「產銷不具經濟規模」、「制度配套不夠完善」造成農友不敢冒然投入。
3.畜牧廢棄物：透過法規強制飼養豬、牛的畜牧業者應採取「糞尿資源化」處
理措施，仍有「額外運輸費用」、「檢測費過高」、「申請手續繁複」、「制
度配套不夠完善」等問題。
4.氣候變遷造成影響：畜禽之「熱緊迫」的問題更加明顯、母豬及公豬之「繁
殖效率」及肉豬「生長效率」降低、飼料易有「黴菌毒素」污染之問題發生。
動物「疾病」發生率提高，使「生物安全」更顯重要。未來可能會導致「水資
源不足」、「糧食畜產品不足」的狀況發生。
5. 畜牧所造成汙染計算：每頭豬隻每天產生約 20L 水量 =0.02 噸，每噸廢水中
BOD 約 6,700mg/L，因此每頭豬隻每天產生之污染量(BOD)約為 0.02*6700
/1000 =0.134kg/日；每頭牛隻每天產生約 200L 水量 =0.2 噸，每噸廢水中 BOD
約 4,500mg/L，因此每頭牛隻每天產生之污染量(BOD)約為 0.2*4500 /1000
=0.9kg/日。
------------------------------------------------------------------------------------------------------未來 – 朝科技農業，藍色經濟方向邁進 (2030 年後)
1.農業人口：行政院經建會預估在 2030 年，台灣會成為超高齡社會，農漁村由
於社會經濟轉型，活性化(Rural Revitalization)策略會使「青壯年農民比例增
加」。
2. 農業耕作法：採用永續農業方式經營農業，農民接受「沼渣沼液回歸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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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畜牧廢棄物：透過「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物聯網」(IoT)模式，
有效降低畜牧業廢棄物處理成本，使畜牧戶願意將糞尿資源化。
4.氣候變遷造成影響：「水資源汙染與缺乏」導致豬隻無乾淨水可喝、「能源
不足」需要徹底的執行「再生能源」的農業循環政策。

貳、 動機與目的
農業，是社會中永遠不可能消失的一環，身為畜產系的我們當然也要為農
業盡一份心力。現行台灣推動許多許多循環養豬的政策，也鼓勵投資沼氣發電
設備，藉由老師的介紹，我們認識了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磐誠工程顧問公司、
利德邁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證責任屏東農畜產運銷合作社等。希望透過
我們的走媒團隊，解決農戶因配套誘因不足導致不想合作問題 。本校(屏科大)
近期開設許多豬隻飼養管理的課程，本團隊三名成員皆有參與，車雅雯成員更
於110年2月開始，將於養豬戶進行校外實習，我們除從課堂中了解生物安全的
重要外，並長時間與屏東豬農討論現在台灣養豬狀況，了解到目前農業缺工、
養豬廢水處理的棘手問題，台灣環保法規的加重，使豬農越來越重視廢水的問
題，而昂貴的沼氣設備建設讓許多豬農卻步，只能冒著被開罰的風險，將養豬
廢水偷排進入水溝。
本企劃將著手進行養豬循環整體規劃，透過走媒團隊，進行物聯網共享經
濟的模式，媒合青農、廠商、豬農、農民，解決政策整合配套問題，提高豬農
願意將糞尿交由沼氣發電公司處理與資源化的意願，從源頭解決河川汙染的水
資源問題，而沼渣產物透過媒合與成分調整分析，找到適合使用的農戶，並提
供類似推廣農委會農業缺工好幫手 APP，媒合青年返鄉到農業職缺或實習機會，
為農村注入知識與新血，促進整體農畜密集產業農業循環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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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磐誠工程顧問公司

參、 創意構想來源
一、水-能源-糧食鏈結理論 (Water-Energy-Food Nexus, WEF)：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最新各項用水統計資料 （圖1)，107年台灣全年用水量超
過七成都是用在農業用水，又以92%的灌溉用水為大宗，而這樣的用水趨勢也
反應在全球的用水比例分配。有鑑於此，在氣候變遷可能造成水資源更加缺乏
的威脅之下[1,2]，聯合國水資源組織 (UN Water)這幾年鼓勵各界需要用全新的
角度來解決水資源這樣充滿不確定與成因經常變動的棘手問題 (wicked problem)
[3]，否則解決了一個問題，又會製造出更多問題。其中一個創新的角度，即是
將水的問題與糧食安全及能源議題做鏈結 (water-energy-food nexus, WEF) [4]，
期望催生出更多低水使用量的農業及綠色能源操作模式，來確保未來的糧食安
全及低碳能源需求，共同為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作出貢獻。

107年台灣全年用水量
資料來源: 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個標的的用水概況圖 (01/10/2021使用)

二、聯合國生態系復育黃金十年 (UN Decade on Ecosystem Restoration, 20212030)：
聯合國大會於2019年3月初宣布「2021-2030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十年」決
議」，旨在擴大退化和破壞生態系統的恢復，以此作為應對氣候危機和加強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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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護水資源和生物多樣性的有
效措施。此計畫將匯集政治支持、科
學研究和財政力量，將成功的試點恢
復舉措擴大到數百萬公頃土地的規模。
對於走媒而言，除了開發上述之更多
省水的農業或再生能源運行方式，另
一方面如何復育已長期被弱化的水資源生態系統也將是氣候變遷調適重點 ，例
如：將受污染之河川復育 ，以增加地表上可使用之淡水資源。

三、共享經濟理論：
起源自1978 年美國社會學學者 Marcus Felson 與 Joe L.Spaeth 於《美國行為
科學家》雜誌，提出「協同消費」（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的概念。根據
PwC 2015 年調查顯示，2013年全球共享經濟產值現約150億美元，預估2025年
可達到3,350億美元，成長幅度高達20倍。國外統計也指出，共享經濟已催生超
過200家新創公司，並在資本市場募集到大量資金挹注，未來估計會有更多新的
獨角獸出現。根據中央畜產會統計台灣108年毛豬產值達到709.4億元，口蹄疫
的拔針 ，使台灣需要有效因應貿易自由化、解決養豬產業環境負面影響、穩定
國內豬肉自給率，並產品重回國際市場。同時也喊出110年-111年要減少廢水產
生及擴大資源化利用360萬公噸，並減少環境負擔達 9%。

現代社會中的互聯網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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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在以上三個主要的創意構想來源，本創新發想就是希望將屏東農業大
縣作為一個實驗場域，打造一個基於「水-能源-糧食鏈結」的「循環經濟」導
向「平台服務」提供服務，促成水-能源-糧食鏈結中目前所缺的中間人或跨域
經紀人 (scale crossing broker) [8]，將過去不曾或很少有互動及資訊交換的不同
利益關係人透過平台虛擬的將「需求」與「供給」端串連起來，如：需要乾淨
灌溉水的農人 (大宗用水戶/糧食製造者)、需要降低廢水污染的畜牧業主 (水資
源污染製造者；沼氣發電原料提供者)、需要取得發電效率高的畜牧糞尿沼氣發
電 廠(能 源製 造 者)， 共 同 將過 去認 為無 法處 理 的廢 棄物 轉化 成資 源 ，回 收
(recycling) 再利用 (reusing)，創造類似電子廢棄物循環經濟常談的提升兩個世界
(best of two world, Bo2W) [10] ，為屏東兩個以上的業別 (農作物栽種業、畜牧業、
再生能源發電業），賦予新的價值(repurposing)，一起為減碳做出努力，並提高
屏東主要產業 - 農作物栽種與畜牧業的氣候調適能力。

肆、 創意特點與說明
一、透過系所專業進行跨領域整合：
從本系(畜產)專業養豬出發，透過跨領域的結合(本校永續發展辦公室、環
工系、農園系)，將養豬產業對於環境的負面影響，想辦法降至最低。

二、實際可行性高：
實際與在地豬農、能源廠商、系所專業老師等進行訪談，皆表明，這是目
前產業非常需要整合的服務，若真的有此類型的團隊創立，將願意配合加
入與宣導。

實際訪談佐證(https://zoumei.npust.edu.tw/al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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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有獨創性：
目前政府設有許多平台，例如：農委會農業人力資源平台、屏東縣畜牧糞
尿沼渣沼液媒合平台等，卻缺乏整合，本企劃具有獨創性，符合市場切入
原則，成功創立將有機會使循環農業加速落實。

四、兼具經濟環保價值的組織團隊：
透過不同相關產業媒合，發展出綠色經濟，是一種低碳、高資源效率型和
社會包容型的團體。

伍、 作品說明
一、Logo 簡介：
1.走媒(Zoumei)是客家語做媒的意思；設計理
念為設計者就讀學校位於屏東內埔，該地區多
為客家人為緣故。
2.以豬隻外型進行設計原因為減緩氣候變遷對
畜牧產業(豬)所帶來之衝擊。

二、團隊簡介：
1.

主要成員：
(1) 林志仁同學：整合資訊、企劃策想、走訪合作夥伴、協調分工
(2) 温方瑜同學：海報網頁設計、整理會議記錄、文案撰寫
(3) 車雅雯同學：辦理媒合活動、遊說豬農及一般農民
(4) 簡赫琳副教授：辦理研習增能活動、指導團隊運行方向

2.

合作夥伴：
(1) 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協助團隊成立，共同撰寫農委會專案計畫
(2) 磐誠工程顧問公司：協助提供詳細數據與簡報
(3) 利德邁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協助遊說媒合畜牧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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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證責任屏東農畜產運銷合作社：協助推廣 APP

3.

顧問團隊：
產：屏東一般農民、屏東豬農、利德邁環能股份有限公司、化製廠、
台糖公司
官：屏東縣農業處、屏東縣環保局、行政院農委會畜產試驗所、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財團法人農
業科技研究院、
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通識教育中心、動物科學與
畜產系、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農園生產系

三、時程規劃：
1.

短程
製作網頁(https://zoumei.npust.edu.tw/)，公開資訊使資訊透明；進行沼
渣沼液農戶澆灌媒合，積極向利益關係人介紹走媒團隊。

2.

中程
資金募集，預計於暑期與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共同撰寫農委會專案計
畫；當資金充足開始著手進行走媒 APP 開發；最後委託屏東畜產運銷
合作社、藍色東港溪保育協會進行 APP 推廣。

3.

長程
減緩氣候變遷對畜牧產業的衝擊，並將此模式拓展至其他農業大縣(雲
林縣、彰化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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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發項目：
1.

網站架設(https://zoumei.npust.edu.tw/)
公佈及定期更新某區域沼氣發電中心位置及附近畜牧場的大致位置及
飼養頭數；提供截止到目前已經達成「沼渣沼液農地肥分使用」的畜
牧場和農地資訊；定期更新政府在畜牧污染防治相關的動態；與農友
在線互動，接收、聆聽及回復農友的想法和疑問。

網站首頁

關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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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

關係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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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

2.

走媒 APP(中程規劃)
希望能透過此 APP 開發，為不同的用戶端，如：養豬人家、青農、沼
氣公司、化製廠、一般農民等做媒，媒合使資源共享，讓經濟、環境
及社會利益都可最大化。

走媒 APP 首頁

工作媒合介面

淘汰母豬及死豬運輸預約

糞尿回收系統

肥料買賣平台

運送路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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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內容：
表1：農村愛分享社會企業提供之服務內容
對象

服務內容

青農

1.媒合優質廠商
2.提供創業諮詢

運輸公司

1.提供大數據自動規劃載運路線(斃死豬/淘汰母豬/沼液澆灌)
2.媒合豬農、能源公司、一般農民之運輸服務

豬農

1.媒合能源廠商進行集中糞尿處理
2.媒合運輸公司，借平台生物安全路線，運送斃死豬/淘汰母豬
3.媒合有志青農投入就業
4.提供專業顧問諮詢

能源公司

1.媒合在地豬農，進行設廠評估
2.媒合一般農民，販售有機堆肥及沼渣沼液澆灌
3. 提供專業顧問諮詢

一般農民

1.媒合能源公司進行沼渣沼液澆灌
2.提供線上購買有機堆肥平台
3.媒合有志青農投入就業
4. 提供專業顧問諮詢

政府

1.提供最新產業概況與政策制定方向建議

服務內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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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作品應用範圍及發展潛能
一、減緩氣候變遷：
透過產業媒合，成功減少豬農將廢棄物排入水溝的可能，解決畜牧廢
水長期污染屏東當地河川問題。此舉可增加未來當地可利用的淡水資源，
降低水資源缺乏對屏東農業發展的衝擊。
二、調適氣候變遷：
面對氣候變遷未來可能會產生的水資源缺乏、能源缺乏、家畜疾病容
易產生等風險，進行超前部署，為未來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旱災、能源耗竭、
做準備，故設計此平台進行規劃與執行。
三、落實永續農業發展：
此企劃符合聯合國 2030 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SDG2消除飢餓、
SDG6淨水與衛生、SDG7可負擔能源、SDG8就業與經濟成長、SDG12責任
消費與生產及 SDG13氣候變遷等六大面向。

四、實際減緩數據評估：
1.

每頭豬每天產生約20L 的廢污水，每年為20L*365=7,300L/年 = 7.3噸/
年。屏東縣244家畜牧場已核准通過，每年可減少85萬噸廢水排放 (每
天約2328噸)，約減少11萬頭豬隻廢污水排放至河川。
核准施灌總量
核准施灌農地面積
縣市別 通過場數
(公噸/年)
(公頃)
屏東縣
244
856,945.00
398.88
雲林縣
196
589,740.87
834.12
彰化縣
132
264,439.97
174.39
臺南市
112
238,165.74
178.47
高雄市
81
126,790.51
105.64
資料來源：磐誠工程顧問公司

五、畜牧戶及農戶支出節省計算：
1.

畜牧場：106年起根據畜養規模開徵水污費，以沼液沼渣農地肥分利用
方式可減少部份水污費申報。

2.

農戶：根據不同作物種類，可減少對應之化肥費用支出，平均每年每
公頃可減少10,000元的化肥費用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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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可行性評估
可行性評估之 SWOT 分析表

S
strengths

W
weaknesses

O
opportunities

T
threats

1.符合實際的供需鏈條，將豬糞尿的產生端、處理段、使用端串
聯和作及時的資訊共享。
2.緩解和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影響的同時也促進豬農和菜農的生
產效益。
3.媒合平台的營運模式可促進青年返鄉就業。
1.前期收集、整合利益相關者之資料耗時及耗人力。
2.部分豬農會介意場內的信息曝光，或老一輩豬農觀念守舊，令
合作意願低下，需更更多耐心疏導。
1.塑造「零排放的循環農業經濟模式」影響並帶動其他縣市一起
進行。未來更有可能成為台灣的主流農業經濟模式。
2.更多 IT、環工、動科人才湧入農村，整體提升農村的面貌和實
力，縮小城鄉差距。
1.媒合費用或顧問費可能不足以維持平台人力、系統的運作，需
另謀其他的收入來源。
2.系統不穩或被入侵將導致服務對象個資外流、利益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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