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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影像秀給你看
全球水稻年產量

受到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

率有日益增加的趨勢，許多國家時常發生連續

乾旱或突來的豪大雨導致淹水，這些狀況不僅擾亂了

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大大地影響著各地農作物的生

長。今年 (2012) 美國發生大規模乾旱，嚴重影響穀

物與豆類的生長，同年 7 月更是美國史上最熱的一

個月，隨著飆升的溫度與缺少降雨，包括內布拉斯加

州 (Nebraska)、堪薩斯州 (Kansas) 在內的農地，都呈

現非常慘烈的狀況，如圖暗紅色區域為異常乾旱，紅

色為極端乾旱，橘色為嚴重乾旱，膚色為中度乾旱，

黃色為輕度乾旱 (USDA)。

糧食產量下滑??
亞洲國家因極端氣候農作物產量近年來都呈現減

少的趨勢。2010 年美國科學家研究六個亞洲重要稻

米生產國(如泰國、越南、中國等)，其研究結果指出，

過去 25 年由於夜間溫度升高的影響，亞洲地區稻米

產量約減產 10%-20%( 研究結果發表於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而依

據聯合國糧農組織 (FAO) 與世界銀行資助的國際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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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一期水稻分布圖圖 1

2012 年美國乾旱分布圖 (USDA)

源管理研究所 (IWMI) 於 2009 年的報告指出，全球

糧產需提高 70% 才能在 2050 年餵飽估計高達 91

億的全球人口，而亞洲在未來 40 年內，預計將增加

15億人口，該報告同時提及針對亞洲各國農業經營，

必須由其他區域進口大量糧食作物，再者需設法增加

與擴張雨季農業 (rainfed agriculture)，即仰賴降雨灌

溉之農業，且同時關注一般灌溉耕地 ( 研究結果發表

於 IWMI-FAO report)。

至於台灣，2011 年農委會公佈台灣糧食自給率約

32%，顯見非常仰賴進口以達到國人糧食需求量，

而同時政府必須加強科研機構與企業的合作、改善農

業灌溉設施與方式、保留優良農地、有效利用有限水

資源、新品種研發，如此才能減少對糧食進口的依

賴，有效解決糧食問題。

由此可見，積極的進行區域性糧食產量預估變得相

當重要，政府單位若可以掌握這方面的訊息，就能夠

進一步採取相關策略，以穩定區域糧食產量的狀況。

現在，透過衛星遙測技術，可以簡便且快速地估算大

面積的水稻分布與產量喔 !

臺灣水稻空間分布情形

由美國太空總署 (NASA) 拍攝的

MODIS 全球觀測影像，可以得到相

同位置不同時間或季節的影像。我們

利用 MODIS 影像獲得全台水稻田分

布狀況 ( 圖 1)，圖中綠色部分就是水

稻的分布範圍，可看出台灣的水稻主

要分布在地形較為平緩的西岸中南部

縣市，如彰化、雲林、嘉義及台南等，

為種植較集中的區域。

水稻的生長過程大致可分為五個

階段：播種、出苗、抽穗、成熟及收

穫，由於這些變化，地表覆蓋物在衛

星影像的觀測下會呈現不同的畫面，

MODIS 衛星所裝置的感測器可以對

不同的地表覆蓋物所反射的不同光譜資訊進行偵測，

因此可以快速的獲得大面積農作物的分布情形。

舉例來說，水稻田在插秧之前會進行灌水，此時

從衛星影像上，可以觀測到農田中的水體；當稻子逐

漸生長、抽穗，衛星也可以感測到綠色葉子覆蓋率增

多的情形；而當稻子收成後，稻田會呈現乾燥裸露的

土壤，此時衛星也可以偵測到綠色植物覆蓋率減低，

及乾燥裸露地增多的情形。因此，我們就可以輕鬆地

觀察出水稻的分布範圍，然後再估算其總產量了 ! 由

圖 1 一期水稻空間分布可看出，MODIS 衛星影像估

計結果，全台以雲林縣種植面積最多約 33,993 公

頃，其他較高之縣市為彰化縣 25,087 公頃、嘉義

縣 19,756 公頃及台南 12,987 公頃，估計誤差約在

20% 以內。我們所使用 MODIS 影像已由 NASA 經過

初步校正，但部分區域仍受到雲層影響。整體而言，

應用衛星影像所獲得之稻米種植面積推估模式，具備

實用性、預測性與即時性的效用。       （下轉9版）

嘉義縣鹿草鄉。

嘉義市西區。

嘉義縣太保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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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們可以準確地知道水稻田的分布位置，那

麼當乾旱或淹水等天災發生時，就可以快速地

估測天災帶來的農作物損失程度，並提供相關農業策

略的執行。

以 2011 年嚴重侵襲泰國的洪災作為案例說明。

通常 6 至 10 月是泰國的雨季，會造成大量的降雨，

但在 2011 年的 7 至 10 月，這場雨季卻帶來了巨大

的洪水災難，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是當地 70 年來

罕見的洪災規模。泰國為世界主要的稻米輸出國，此

次遭受的稻米損害，恐已影響世界糧食價格的波動及

經濟的動盪，備受世人關注。利用 MODIS 衛星影像

的觀測，可初步評估當地因洪災所帶來的稻米潛在損

失狀況。

泰國東北地區為稻米的主要生產區域，此次降雨

造成多處水患成災。圖 2 的左邊是利用 MODIS 所判

釋出來東北地區的稻米種植區域，而右圖是官方公佈

的資料。

最後將此次淹水最為嚴重的區域套疊至水稻分

布的結果 ( 圖 3)，就可以發現洪水氾濫的區域 ( 橘

色範圍 ) 跟稻田分布的相關性，推估結果此次洪災

後，泰國東北部淹水區域之稻米產量損失情況約為

5,811,767.13 噸 ( 誤差約 12%)。豪大雨過後的長

時間淹水可能影響稻田的收成及次年稻田的生長況

狀，是需要相關單位持續關注的問題。

2011年 311東日本大地震
造成之農作物損失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並

引發海嘯，除造成該地區的嚴重災害外，更衝擊全日

本農業的經濟損失及糧食安全。此次受災區域以東北

沿海的宮城縣及福島縣最為嚴重；依據日本農林水產

省官網 (MAFF) 公佈資料顯示，東北地區宮城縣及福

島縣的稻米種植面積百分比分別佔全日本的 4.52%

與 4.96%，而產量則分別為 4.72% 與 5.26%。利用

相同 MODIS 影像推估模式，得面績推估數據與實際

數據 (MAFF) 之誤差分別為宮城縣 4.46%，福島縣

10.48%；產量部分則分別為 3.01% 及 7.41%。後

續再將本研究數化之海嘯侵襲範圍圖層套疊於水稻空

間分布圖 ( 圖 4)，並計算兩縣水稻受損面積。顯示水

稻田損毀面積約為 1,932.52 ha( 宮城縣 ) 與 718.43 

ha( 福島縣 )，且各佔其水稻總種植面積的 2.63% 及

0.89%。以此推估水稻田受損產量，分別為9,472.60 

tons 與 2,939.10 tons，各佔其水稻總產量的 2.37%

及 0.66% 。以稻米市價每公斤 200 日圓計 (MAFF)，

預估未來宮城縣及福島縣兩縣每年損失共約 2.5 億日

圓。以該兩縣佔日本總農產品經濟價值的 2.2 % 計，

推估未來日本農產品每年總損失共約 114 億日圓。

日本東北地區震災發生後，水稻產區宮城縣與福

島縣之水稻種植面積損失情形預測結果顯示，我們應

用之水稻田面積與產量推估模式，對於突發性災害與

大面積災後水稻田損失評估，具良好的推估能力及可

行性；此案例說明，針對未來區域性災害發生時，此

推估模式可及時應用於災害之監測、災損評估及相關

數據呈現，以獲取及時性情報及提供後續決策參據。

文 ‧ 攝影 / 劉說安（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中心特聘教授）

年泰國洪災造成之農作物損失2011

極端氣候 水患地震
連鎖反應！

MODIS 推估之水稻空間分布圖
並套疊海嘯侵襲範圍圖層

圖 4

泰國東北地區淹水區域及
水稻分布圖

圖 3

泰國東北地區稻田分布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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