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分析 

第一節 我國農業及農地政策之沿革 

我國經濟發展，早期以農業為主體，由農業扶植工業，帶動其

他產業發展，隨著工商業的快速成長，農業在國家整體產業中所扮演

的角色也逐漸轉變中。過去五十年間，農業生產占國內生產毛額之比

率與工商業相較，顯見其對臺灣經濟的重要性逐年降低，但整體重要

性並不因而式微，轉而成為涵蓋生態、保育、文化、糧食安全、休閒

及環境等共享之社會價值功能。李前總統在第四次全國農業會議開幕

致詞時提示：「農業不僅是一項經濟性產業，更是一項多功能的策略

性產業」。陳總統在出席第五次全國農業會議時，更指出台灣農業應

從「品種改良」、「品質認證」及「品牌行銷」三大環節開創競爭的利

基。面對國際競爭的壓力，台灣農業應有清楚的定位，選擇高品質、

高經濟價值產品，規劃成立農業專業區，全面整合小農參與經營，發

展「大型、專業」的外銷型農業。易言之，農業仍是國家整體建設中

最根本的產業，農業之非經濟功能，如維護生態環境、糧食安全、提

供開闊的生活空間與綠色景觀以及促進生態平衡等，非其他產業所能

取代，在「以農立國」傳統文化的延續上有其重要意義。 

壹、我國農業及農地政策沿革 

一、農業及農地政策之變革： 

農業是國家基本產業，近五十餘年來農業在整體經濟發展過程

中，於每一階段扮演不同角色，並隨時代主、客觀變遷進行階段性

調整，其重要性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為瞭解臺灣過去、現在和未來



 

 

的農業發展，藉由相關文獻（余玉賢，1991、楊明憲，1993、毛育

剛，1994、吳恪元及劉聰衡，1994、陳凱俐，1996）來回顧台灣農

業發展歷程。農地為農業生產之根本，農地政策向為我國土地政策

中最重要之一環，臺灣地狹人稠，傳統農業結構，促使農地為生產

之制約要素，因此，如何改善農地條件，厥為歷來土地政策研訂之

重點。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其他產業部門崛起，土地相對於農業生

產不利，農業生產與生態維護之競合逐漸擴大，農地不再是農業生

產的工具，並從土地所有權轉向使用權或經營權問題，以滿足各項

產業用地之需求，茲將我國歷年來之重要農業及農地政策沿革述明

如次： 

（一）第一階段：充裕軍糈民糧期（1945 年至 1953 年）： 

1、農業政策：光復初期百廢待舉，為促進經濟發展、穩定物價

並提供充足糧食，此階段農業施政的主要目標為改善生產環

境、引進新技術等提高生產力及修復水利設施。 

2、農地政策：農地農有與農地農用為我國自 1930 年 6 月 30 日

訂頒土地法
1
以來所秉持之農地政策，為提振農業生產，促進

農地有效利用，乃實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分為「耕地三

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與「耕者有其田」三個階段，為

第一階段農地改革，並制定法令付諸實施，於當時代意義而

言，達到土地重新分配及振興農業的目的。  

（二）第二階段：農業培養工業期（1954 年至 1967 年） 

農業在臺灣經濟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為工業發展提供了大量

資金、勞動力與市場，奠定了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礎。1963 年為

臺灣經濟的轉捩點，臺灣出現戰後首次貿易順差，經濟結構在

                                                 
1 立法院公報處，1963年 8月 8日，院會紀錄：農業發展條例草案審查修正案—廣泛討論，立
法院公報，第 62卷，第 60期。 



 

 

本階段轉型成功，重心逐漸由農業移轉到工商業。 

（三）第三階段：農工並重期（1968 至 1983 年） 

1、農業政策：本階段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期，工商業逐漸主導經

濟成長，因農業勞力缺乏，農業發展面臨瓶頸，但農業部門在

糧食供應及國家經濟的貢獻仍具有重要地位，故政府採農工並

重政策，此階段農業政策目標由促進生產措施轉為對農民補償

性措施及農村建設之加強。 

2、農地政策：第一次農地改革後，因農地制度過於僵化，農場面

積無法有效擴大與農業經營規模過小、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偏

高、農業勞動生產力、與農民所得偏低，政府於 1980 年推動

「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方案」，目的在促進農地有效利用，以提

高農業勞動生產力，並提出五項措施：購地貸款、推行共同委

託及合作經營、加速辦理農地重劃、推行農業機械化、修訂耕

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實施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

法等相關法令，以解決農場規模過小導致的成長限制及農業結

構僵固問題，此為第二階段農地改革。 

3、1973 年制定農業發展條例：反應經濟轉型開始重視以市場為導

向的產業發展政策，奠定農地農用及農地農有的施政方針。嗣

後，政府為推動經濟自由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加速農業

經營結構之改善，歷經四次修訂，以符實需。茲將農發條例之

制定及歷次修法目的，整理如下： 

 

 

 



 

 

表 3-1-1 農發條例制定及歷次修法目的一覽表 

修正時間 立  法  目  的  比  較 修  正  條  次 

1983. 8. 1 修正 

(全文共 53 條) 

加速農業發展，促進農業產銷，增

加農民所得，提高農民生活水準。

修正公布全文 53 條。 

 

1986.1. 6 修正 

(全文共 53 條) 

加速農業發展，促進農業產銷，增

加農民所得，提高農民生活水準。

僅修正第二條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

會。 

修正公布第 2 條條文。 

2000. 1.26 修正 

(全文共 77 條) 
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

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合理利用，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

銷，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高農

民生活水準。 

修正公布全文 77 條。 

2002. 1.30 修正 

(全文共 77 條) 未修正 

修正公布第 12、18、25、71 條

條文。 

2003. 2.7 修正 

(全文共 77 條) 

未修正 

修正公布第 3、5、8、16、17、

20～22、26、27、30～32、36、

37、39、43、52、54、55、63

～65、67、69、74、77  條條

文；增訂第 8-1、9-1、22-1、

25-1、67-1、67-2 條條文；並

刪除第 11、14 條條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1974 年制定區域計畫法：鑑於農地擅自轉用情況嚴重，破壞

農地利用之完整性，政府於 1974年制定區域計畫法，並於 1975

年實施區域計畫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與管制，將非都市土地劃

分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工業區、森林區、山

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
2
、其他使用區或

特定專用區共計十項分區，透過計畫性之管制方法，以保護優

良農地。 

（四）第四階段：邁向自由化之經濟升級時期（1984 年至 1990 年） 

                                                 
2內政部於 2001 年 5 月 4 日以台九十內營字第 9083494 號令修正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並於第

13 條增列河川區。 



 

 

此階段在糧食生產方面，稻米增產速度高於人口成長率，再加

上國人所得水準提升，糧食消費結構改變，導致稻米生產過剩

問題，農業所面臨的，不再是技術問題，而是經濟面的問題，

因此調整生產結構為本階段的重要農政措施。 

（五）第五階段：農業多功能之三生時期（1991 年迄今） 

1、農業政策：此階段政策目標為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加強生態保

育及農漁村建設工作，鑒於農業為穩定國民生計、維護生態環

境的重要產業，政府乃因應農業發展的趨勢而釐定序列性及階

段性的發展方案，如 1990 年「農業建設發展方案」、1992～

1997 年「農業綜合調整方案」以「確保農業資源永續利用，

調和農業與環境關係，維護農業生態環境，豐富綠色資源，發

揮農業休閒旅遊功能」為政策目標、1996 年頒布「農業政策

白皮書」強調「生產、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重要性，揭櫫

「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強化國產品市場競爭力」、「加強農村

建設，增進農民福祉」及「維護環境資源，促進生態和諧」的

長期農業施政目標、1997 年「農地釋出方案」、1998 年「跨

世紀農業建設方案」，皆為順應大環境的趨勢，促使農地資源

合理分配與有效利用，並可看出各階段農業策略的差異性。 

2、農地政策： 

（1）農地釋出：鑒於產業結構的轉變，加上我國加入 WTO 後對

產業帶來的衝擊，為維護農業發展需要及平衡農業部門與

農業以外產業對土地之需求，1995 年行政院為降低土地成

本，改善經濟發展環境，研擬「農地釋出方案」，該方案

中對於農地轉用採總量監控原則，並修訂相關法令，如土

地分區變更、農地變更審議規範之制定、放寬農地變更限



 

 

制、農地變更回饋金之繳交、大幅縮簡審查程序，輔導過

賸農業勞力離農或轉業，已達成階段性任務，業將該方案

予以廢止，並以 2004 年 3 月核定之「農地釋出原則與作法」

取代之。未來農地釋出之原則，將著重於兼顧維護農業生

產資源、塑造地區景觀意象及符合總量管制與監控精神，

並以國土計畫法（草案）完成立法程序之時程為劃分標準，

對農地釋出相關作業採階段性方式辦理。 

（2）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繼二次農地改革之後，2000

年1月26日農業發展條例的修訂為農地利用之一重大政策

變革，亦有人將之稱為第三次農地改革
3
，農地得以總量管

制、發展許可方式釋出，並開放農地自由買賣與放寬分割

限制，此外除放寬未具農民身份不得承受農地之限制外，

並使未具自耕農身份而有志投入農業生產經營之青年投入

農業，以解決農村勞力老化之問題；同時藉由非農業資金、

人力及經營技術的引進，以利農業結構之調整，活絡土地

之利用。 

貳、現階段農業面臨問題4 

  隨著臺灣經濟快速成長，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產生競用生產資

源的情形，使國產農產品的生產成本逐漸提高。農業經營本屬不易，

在經貿自由化的潮流下，國內農業所面臨的挑戰更趨艱鉅，當前農業

部門面臨下列三個重大問題︰ 

一、小農經營調適問題︰ 

                                                 
3由於此次農業發展條例之制定及修正跨越第一、二階段農地改革，亦有認為此次修正之頒布施

行可稱為第三次農地改革（林茂雄，2000）。 
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http://www.coa.gov.tw/）。 



 

 

農產品市場開放自由競爭，小農家庭農場經營因缺乏經濟規模效

益，技術效率無從發揮，無法與國外高效率生產的農產品競爭，

因此我國小農低收入農家面臨生存問題。 

二、商品化農產品價格偏低問題︰ 

在國外農產品競爭下，導致國內農產品價格低迷，我國商業化農

產品價格與國內高資源成本相較，將呈現偏低之現象，農業生產

缺乏價格誘因，影響未來農業的發展。  

三、如何掌握農業決策精準方向︰ 

   貿易自由化後，國內農業政策必須考慮內向與外向問題，在動態

經濟社會衝擊下，農業政策必須隨時因應調整，如何掌握農業政

策的正確方向，是推動農業發展的重要課題。  

參、農業（地）政策與休閒農業之關係 

休閒農業在國外行之多年，然而國內之發展有其時代背景的意

義與需要，「邱湧忠（2000）指出，發展休閒農業的遠見顯然來自於

政府及個人對於未來臺灣農業及鄉村社區發展掃描的結果，其基礎應

該建立在作為文化產業的農業如何與社區活性化相互聯結的這個理

念上。臺灣農業在二十世紀作為純經濟產業的生產功能，應當已經完

成，二十一世紀的新農業觀應該立基於作為文化產業的角色，承擔起

生活與生命維護的功能，因此農業應該是培育社區共同體意識的產

業，以及維護人類健康與資源永續的產業。臺灣休閒農業基於上述遠

見之形成過程乃逐漸營運而生，除了賦予農業新的生命外，更是工商

業發達國家之農業必然的發展方向」。 

我國過去的農地政策以「農地農有、農地農用」之基本理念，限

定自耕農才能擁有耕地，非自耕農及法人不得承受耕地。隨著農業結



 

 

構之改變，農業勞動力高齡化以及高科技、高投資農業經營形態之發

展，農地政策調整為「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即為有效的

管理制度下，放寬農地承受人之資格限制，引進資金與技術，促進農

地資源的合理利用，以維護農業之永續發展。從資源永續觀點而言，

開發農業資源，應以兼具生態維護及環境保護為原則，達到國土保安

及永續經營為目標的休閒農業。臺灣加入 WTO 後，龐大的農業人口，

將再次由農地釋出。農地利用經歷一大變革，大量農地釋出轉為非農

業使用，而發展休閒農業即在此背景下形成，休閒農業除為未來農業

轉型的主流產業外，並為當今農業政策的重點發展方向之一。 

  

 

 

 

 

 

 

 

 

 

 



 

 

 

 

第二節 台灣休閒農業之發展背景、歷程 

以往過度追求經濟成長的結果，生態維護與環境保護之問題逐漸

浮現。農業除生產農產品外，另一重要貢獻為自然生態環境之維護及

休閒遊憩之提供，休閒農業之發展實為迎合此一需求，以及農業產業

本身的一種自我調適。休閒農業的發展，不僅要提高農民所得，更要

帶動農村消費及農民自動自發的精神，並強化歷史文物之保存、景觀

維護等，以保有農村特色（Rural Attraction），創造無可取代的吸

引力。劉健哲、邱湧忠二人分別就發展休閒農業之重要性下一註解： 

劉健哲（1986）「遊憩休閒與農業發展」一文中，深入探討農業與遊

憩休閒的關係，認為發展休閒農業可以達到以下幾點： 

1、農村渡假可以滿足不同遊客的個別需求，且農村地區成為休閒渡

假之地可以促進當地環境保存、遊憩設施、公共投資的突破與改

善、美化。 

2、渡假農村可對當地的生產結構產生變化、改善其所得條件、帶動

旅遊事業的發展並增加就業機會，由當地居民自發性維護該地既

有的景觀條件與生態環境，創造更優質的農村環境與生活內涵。 

邱湧忠（2000）提出自力發展休閒農業的做法在於促進都市與農村的

交流，而不是純為提高所得的經濟目的，並且也是基於農業在社會上

的評價不高，因此透過休閒農業能讓都市或所有的遊客瞭解，並進一

步關心農業。 

壹、發展休閒農業的背景 



 

 

一、經濟結構轉變 

農業原為臺灣主要經濟產業，1971 年以後，工商業開始主導臺

灣的經濟發展，農業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比例迅速下降，

至 2002 年農業年產值只佔 GDP 的 1.86％，顯示農業在國民經濟的重

要性已顯著降低。 

表 3-2-1 國內生產毛額與經濟成長率結構 

年別 農業占GDP比例 工業占 GDP 比例 服務業占 GDP 比例 

1966 22.52％ 30.55％ 46.93％ 

1971 13.07％ 38.94％ 47.99％ 

1976 11.37％ 43.17％ 45.46％ 

1981 7.30％ 45.47％ 47.23％ 

1986 5.55％ 47.11％ 47.34％ 

1991 3.79％ 41.07％ 55.14％ 

1996 3.19％ 35.72％ 61.09％ 

2001 1.95％ 31.09％ 66.96％ 

2002 1.86％ 31.03％ 67.11％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2002。 

二、農業經營困境 

（一）農業生產結構方面 

臺灣的農業屬於小農經營型態，每人可耕面積狹小，就經營規

模來看，臺灣平均每一農牧戶耕地面積 0.79 公頃
5
，雖然農業

生產技術並不落後，但因缺乏規模效率，故在農業的生產結構

上，與歐美等先進國家比較，仍有一段差距。 

（二）農民所得方面 

農業生產因受限於自然因素，另外農業部門本身忽略總體經濟

內外環境變化之調適，所以在不斷追求技術提昇及增產下，不

                                                 
5 行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農林漁牧業普查，2000。 



 

 

僅未能使農業產值增加，反而導致市場價格下跌，農民所得與

一般民眾所得差距加大，推究原因，為「恩格爾法則」所指，

當經濟發展進入高所得階段時，一般消費大眾對於食品消費比

例並不會隨著所得的增加而增加，其對農產品的消費仍為固

定，甚至對部分糧食消費（如稻米）反而降低，因此，農民的

所得並未隨著社會富裕而增加。以 2002 年為例，可看出農業

所得來源中，農業淨收入僅 20.49％，顯示農業收入遠低於非

農業所得（表 3-2-2）。 

表 3-2-2 農家平均每戶所得按來自農業與非農業分 

金    額  (元) 結  構  比 (%) 

年 別 農家平均每 

戶所得總額 

農業所得 非農業所得 合 計 農業所得 非農業所得

1970 35,439 17,257 18,182 100.00 48.69 51.31 

1975 88,061 39,853 48,208 100.00 45.26 54.74 

1980 219,412 54,436 164,976 100.00 24.81 75.19 

1985 310,585 76,889 233,696 100.00 24.76 75.24 

1990 503,830 101,265 402,563 100.00 20.10 79.90 

1995 871,082 172,083 698,999 100.00 19.76 80.24 

2001 881,298 163,158 718,140 100.00 18.51 81.49 

2002 860,771 176,398 684,373 100.00 20.49 79.5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2002。 

（三）農業人口方面 

隨著經濟成長，工商業及就業機會過度集中於都市，使得農村

人口大量外移（表 3-2-3）、青年離村轉業，農業勞動力老化，

至 2002 年，65 歲以上農業勞動人口，男性為 9.7％，女性則

為 2.6％，另一方面農業經營無利可圖，農民從事其他事業以

增加收入的情形大為普遍（表 3-2-4），老化的勞動力不利於

農業經營。 



 

 

 

 

 

 

表 3-2-3 臺灣地區農業就業人口之性別年齡結構變動  單位：％ 

男 女  項目 

年別 小計 15-34 35-54 65 歲以上 小計 15-34 35-54 65 歲以上

1987 69.2 19.2 46.8 3.2 30.8 6.8 23.4 0.6 

1991 69.9 17.2 48.9 3.8 30.1 5.1 23.9 1.1 

1996 70.8 14.2 50.8 5.9 29.2 3.5 24.0 1.6 

2001 72.3 11.0 52.8 8.5 27.7 2.8 22.6 2.3 

2002 72.6 10.3 52.6 9.7 27.4 2.5 22.3 2.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2002。 

表 3-2-4 專兼業別戶數比較 

專業農 兼業農 
年  別 

戶數 比率（％） 戶數 比率（％） 

1965 277, 400 33.0％ 29, 880 67.0％ 

1970 274, 281 31.2％ 605, 117 68.8％ 

1975 155, 067 17.9％ 711, 333 82.1％ 

1980 78, 318 9.0％ 793, 387 91.0％ 

1985 88, 001 11.4％ 683, 905 88.6％ 

1990 110, 678 13.0％ 739, 717 87.0％ 

1995 100, 935 12.8％ 685, 458 87.2％ 

2000 127, 862 17.8％ 589, 111 82.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臺閩地區農業普查報告，2000。 

（四）農地利用方面 

由於農業生產結構不佳，導致生產成本偏高，利潤偏低，農民

經營意願下降，反映在農地利用上，為大量農地閒置不用或



 

 

農地變更為其他用途，從表 3-2-5 可看出複種指數
6
有逐年下

降趨勢，顯示農地利用率逐漸降低。 

表 3-2-5 作物複種指數 

年別 複種指數 未包含長期作物之複種指數 

1961 185.0 -- 

1966 188.2 238.1 

1971 179.4 222.4 

1976 174.6 218.1 

1981 155.3 188.6 

1986 142.8 167.0 

1991 127.5 145.9 

1996 114.4 124.2 

2001 103.3 105.4 

2002 100.3 100.4 

資料來源：農委會，農業統計要覽，2002。 

三、國民旅遊休閒型態改變 

隨著國民所得提高，國人在衣、食方面花費比例逐漸降低，尤

其週休二日施行後，每人工作時間大為減少，休閒時間相對增

加，國人有更多時間從事休閒活動，休閒旅遊之需求大增（表 

3-2-6）。 

表 3-2-6 臺灣地區國民旅遊人次表 

年別 
平均每人休閒娛樂支出占最

終消費支出比率（％） 

平均每人國內主要

觀光遊憩區旅遊次

數（次）
1976 4.5 --- 

1981 4.5 --- 

                                                 
6 複種指數為收穫面積除以耕地面積之百分比。 



 

 

1986 5.4 --- 

1991 7.7 1.8 

1996 7.2 2.4 

2001 6.6 4.5 

2002 6.5 4.6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網站，社會指標統計，2002。 

四、都市發展趨勢 

都市高密度人口出現，造成生活空間及綠地減少，為活化農業

土地及保存農業資源，休閒農業之發展正足以滿足都市人為鄉

野田園休閒的渴望，藉旅遊活動舒展身心。 

五、道路及交通運輸的改善 

道路及運輸工具的改善，普及的路網提供無遠弗屆的境界，民

眾可以輕易的到達遠離市區的地方休閒渡假。 

綜合上述，由於社會環境背景條件造成對休閒農業需求的一種

「推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各地農會投入龐大人力、財力全力推動，

對休閒農業成長形成一股強大的「拉力」，在這一推一拉的情境下，

休閒農業的發展成為時勢所趨（陳昭郎，2000）。 

貳、休閒農業發展沿革 

早期國內休閒農業侷限於「產地採果」之觀光農園型態，現今

回歸大自然之休閒風氣盛行，休閒農業型態包羅萬象，並擴及至林

業、漁業、牧業等環境利用型的休閒型態。國內休閒農業發展可以說

是自 1961 年代農業開始萎縮以來，為改善農業生產結構、提高國民

所得、繁榮農村社會所採型的農業經營方式（陳昭郎，1996），主要

是結合農業和農村資源及其背後所隱含的一種新興休閒服務產業（鄭



 

 

健雄，1996）。 

近年興起休閒遊憩風潮，農業便與休閒互相結合，將一級產業

和三級產業的特色妥適結合，使臺灣農業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臺灣

休閒農業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依序分為下列五個時期
7
： 

一、第一時期 1980 年以前：觀光農園草創期 

休閒農業之濫觴可追溯至 1961 年代，政府著手設置森林遊樂

區，將自然環境資源與休閒遊憩相結合，1973 年謝前副總統東

閔先生擔任臺灣省主席時，指示將田尾地區規劃為觀光園藝區，

形成著名的田尾公路花園。而後發展出各類觀光果園、觀光花

園、休閒釣場等，此種直接消費方式，對節省農家農事作業和收

穫運銷過程、提高農民所得有積極意義，此時期及操作方式已具

休閒農業雛形。 

二、第二時期 1980 年～1989 年：農業轉型發展期 

1979 年臺北市政府與市農會共同召開了「臺北市農業經營與發

展研討會」，並一致認為農業結合觀光的方式為解決都市成長擴

張、突破傳統農業經營模式的出路。1980 年於木柵區指南里組

訓了 53 戶茶農，創辦「木柵觀光茶園」，帶動都市觀光農業的發

展，觀光農園名稱始見於台北市木柵觀光茶園。1983 年政府推

動觀光農業示範計畫，此時期發展出更多樣化的農業遊憩活動。

觀光農園在創設之初固然帶來許多遊憩人潮，但隨著農園數量的

大幅增加，且停滯在採果階段，致使遊客重遊意願不高，再加上

各農園間與區域間的競爭，而導致觀光農園呈現衰退，休閒農業

的經營形式不得不作出適度的調整。 

三、第三時期 1989 年～2000 年：休閒農業提倡期 

                                                 
7參考自休閒農業宜蘭旅遊網（http://www.ilfa.org.tw/index.htm）。 



 

 

1989 年農委會與臺灣大學合辦發展休閒農業研討會，正式提倡

休閒農業發展，確立「休閒農業」名稱，自此成為農業發展主流。

並於 1992 年 12 月 30 日公布施行「休閒農業區設置管理辦法」，

為國內首次針對休閒農業所制訂之法令依據，讓休閒農業的推廣

有法可依循。各類公私營大型農場及休閒農業區發展均已逐步成

形，提供服務文化活動、生態教育解說等知性層面及住宿、餐飲、

農村文物展示（售）中心等之設置，使得休閒農業如雨後春筍般

蓬勃發展。 

四、第四時期 2000 年以後：休閒農業發展期 

我國加入 WTO 後，為協助農業轉型及強化農民經營能力，依據農

業產業發展之未來前景，協助農民利用閒置農地、自然景觀資

源，加速輔導新型農地利用之休閒農業，為配合 2003 年 2 月農

業發展條例之修正公布實施，該會於 2004 年 2 月再次研擬修訂

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提供完善的法令及產業發展條件。此時

期政策及產業發展均漸趨成熟，各類農林漁牧活動呈現多樣化及

多元面貌，提供服務內容已朝策略聯盟及主題活動等發展、同業

套裝旅遊行銷及結合自然生態、教育解說等內容豐富多樣，民宿

管理辦法於 2001 年公布實施，也賦予農場經營者更大的空間。

台灣休閒農業的經營逐漸推展，目前由農政機關所選定規劃完成

的休閒農業區計有 36 區，而坊間由農民自行設立的休閒農場更

是不計其數。 

      表 3-2-7 台灣休閒農業發展歷程 

發展時期 年   別 發  展  內  容 

1962 年 阿里山鐵道營運，發展高山觀光遊憩之旅，為休閒農業之濫觴。 觀光農園草創

期（1980 以前） 
1963 年 政府輔導彰化縣田尾公路花園的設置，將農業結合觀光，為本省觀光

農園之初始。 



 

 

發展時期 年   別 發  展  內  容 

 1979 年 臺北市政府與市農會召開「臺北市農業經營與發展研討會」。 

1980 年 臺北市木柵區指南里創辦「木柵觀光茶園」，觀光農園名稱始見於此。

1981 年 「農業綜合調整方案」確立休閒農業政策之目標與規劃原則。 

1982 年 農林廳於「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將農業觀光列為工作

重點；「休閒農業區設置管理辦法」公布施行。 

1983 年 農林廳成立「發展觀光農業示範計畫」積極輔導觀光農園之發展。 

1986 年 推動「改善農業結構提高國民所得方案」，做為推展休閒農業之具體

實施方案。 

農業轉型發展

期（1980-1989

以前） 

 

 

 

1988 年 農委會核定「農漁山村發展休閒農業及觀光農園規劃計畫」。 

1989 年 農委會委託臺大舉辦「發展休閒農業研討會」，確認休閒農業為未來

發展方向。 

休閒農業提倡

期（1989-2000

以前） 1992 年 訂定「休閒農業區設置管理辦法」，發布全文 11 條。 

1996 年 發布「休閒農業輔導辦法」（原名：休閒農業區設置管理辦法）及全

文 11 條 。 
 

1999 年 修正「休閒農業輔導辦法」發布全文 25 條。訂定「休閒農業區劃定

審查作業要點」、修正通過「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休閒農業專

篇、「休閒農場經營計畫審查作業要點」、「休閒農場專案輔導實施

作業規定」等法令公布施行。 

2000 年 全面推動「農業策略聯盟」，輔導農民團體及相關業者成立臺灣農業

策略聯盟發展協會，同時農委會成立農業策略聯盟輔導小組，以利輔

導推動。 

2001 年 開辦「休閒農漁園區計畫」，發展有潛力的精緻農業與休閒觀光農業，

擴大農業經營範疇。 

2002 年 修正實施「農業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類目及標準」，增列休閒農業為

農企業法人承受耕地從事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農業之範圍，鼓勵農民

團體及農企業法人參與投資經營休閒農業，促進農業轉型升級。 

休閒農業發展

期（2000 以後） 

2004 年 2004.2.27 修正發布「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全文 28 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發展休閒農業之目標 

休閒農業發展具有下列目標（江榮吉，1999、陳昭郎，2002）： 

一、改善農業生產結構 

休閒農業將農業由初級產業導向三級產業，強調農產品質的提

升，並將農產品直接銷售予消費者，不僅解決部份農產運銷問



 

 

題，並可避免運銷商中間剝削，同時農民也從提供遊憩服務中，

獲取合理報酬，增加收入。 

二、活用及保育自然與文化資源 

農林漁牧生產除提供採摘、銷售、觀賞、森林遊樂等活動外，部

份耕作或製造過程也可以讓旅遊者參與或觀賞，而農村之鄉土文

物、民俗古蹟、童玩技藝之有形與無形文化素材等，可供展售、

教育或讓遊客拾回記憶中的童年。透過有計畫開發農村自然資

源，營造出可看性、鄉土性、草根性、娛樂性高的休閒農業區。 

三、提供田園體驗機會 

都市人口劇增，使得都市居住空間與休閒活動場所顯得相對不

足，工業化的結果，工作與生活繁忙、單調等，使得國民對於休

閒旅遊活動之需求日趨殷切。農村有豐富的資源與寬廣的空間，

可以發展休閒農業，為需要休閒的人口提供遊憩觀光之用。 

四、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提高農家所得 

發展休閒農業可增加農村就業機會並改善農民所得，許多服務性

工作，可藉由各種基層農業推廣組織、農村青年、婦女或老弱婦

孺參與以帶動產業發展。 

五、促進農村社會發展 

經由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提高農家所得，體認農村的自然景觀、

產業與文化的珍貴，而激發農民愛護農村、維護產業與文化。另

一方面由於都市人民的旅遊交流，藉以縮短城鄉差距，提高生活

品質與內涵。 

肆、休閒農業的功能 

  休閒農業是一種結合農業生產與休閒遊憩的新興產業，具有下



 

 

列多項功能（江榮吉，1991、楊振榮，1999、陳昭郎，2002）： 

一、遊憩功能：為帶動農村產業生機，重振農業活力並發展休閒遊憩

之附加價值，休閒農業提供民眾休閒場所，享受鄉野風光及大自

然的樂趣，並兼顧休閒遊憩功能。 

二、教育功能：休閒農業提供民眾瞭解農產品製造及生產過程、提供

學生及民眾回歸自然，體驗農村生活；其中教育農園係結合教育

功能、農業生產與體驗農業活動的一種農業經營型態。 

三、社會功能：休閒農業提供開放空間，增進民眾相互間的接觸，拓

展人際關係，縮短城鄉差距，提昇農村生活品質。 

四、文化功能：農村特有的生活文化及許多民俗技藝，因休閒農業的

發展而使其得以延續與傳承，同時也可能創造出具有特殊風格的

農村文化。 

五、經濟功能：休閒農業的生產及行銷方式改變，有助於改善農民所

得，提高農家收益，增加農村就業機會，改善農村經濟。 

六、環保功能：藉由教育解說服務使民眾瞭解環境保護與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近年提倡有機農業為回歸自然的典型，免除對農藥及化

學肥料的使用，深具環保功能。 

七、醫療功能：休閒農業提供民眾休閒活動場所，可解除工作及生活

的壓力，達到舒暢身心的作用。 

總之，休閒農業是一項兼含遊憩、教育、社會、文化、經濟、環

保、醫療等多功能性的產業，同時也可以說是一項兼顧生產、生活、

生態三生一體的產業，實值全力推展。 

 



 

 

 

 

 

 

 

 

第三節 臺灣休閒農業之類型、特性 

壹、休閒農業之類型 

早期休閒農業發展型態僅限於「產地採果」之觀光農園型態，

迄今臺灣地區之休閒農業型態包羅萬象，如擴大至林業、漁業、牧業

以及民宿，甚至以傳統農家為主之農村觀光。目前臺灣休閒農業常見

之類型，大致可分為下列數種（陳昭郎，2000）： 

一、休閒農場 

休閒農場一般均具有多種自然資源，如：山溪、遠山、水塘、多

樣的植物景觀、特有動物及昆蟲等。因此休閒農場可發展的活動

項目較其他類型休閒農業更具多樣性，常見的休閒農場活動項目

包括農園體驗、童玩活動、自然教室、農莊民宿、鄉土民俗活動

等。 

二、休閒林場 



 

 

休閒林場具有多變的地形、遼闊的林地、優美的林相、山谷、奇

石、山泉小溪等景觀。一般休閒林場所提供的遊憩設施有森林步

道、森林小木屋、體能訓練場等。 

三、休閒漁場 

休閒漁場是利用陸地水域或天然海域從事高經濟價值魚貝類水

產品養殖，並應用水域資源發展相關遊憩活動。國內休閒漁場可

分為養殖休閒漁場及沿岸休閒漁場二大類。 

（一）養殖休閒漁場 

 1、淡水養殖類： 

    可發展親水活動、垂釣、捉泥鰍、摸蜊仔、溯溪、溪流生態

解     

    說、淡水魚類生態解說、田野餐飲、民宿等休閒遊憩活動。 

 2、鹹水養殖類： 

    可發展海水游泳池、觀海台、水上渡假村、漁鄉生活體驗、

鹹 

    魚類生態解說、海洋生態解說等休閒遊憩活動。 

（二）沿岸休閒漁場 

可發展岸上及海上的休閒遊憩活動，如眺望台、奇岩區、岸釣、

親水活動、潛水活動、帆船活動、漁村文化活動、漁業文物館、

漁村生活體驗、海洋生態環境教育等活動。 

四、休閒牧場 

牧場除了生產牧草、鮮乳等，尚可依其特有地形規劃放牧區、動

物區、昆蟲保育區等活動類型。 

五、農村文化活動 

農村文化系列的休閒農業型態，結合農村地區特有的生活、風俗



 

 

習慣、人文、歷史古蹟等所發展的休閒農業類型。 

六、觀光果園 

觀光果園主要以開放水果採摘為主，腹地較開闊的果園，還設有

烤肉區、露營區、步道區等設施。 

七、觀光茶園 

觀光茶園的經營型態大致以種茶、做茶為主。有些茶園則附帶經

營茶坊，提供遊客品茗及買茶，亦有部分茶園提供民眾採茶與製

茶的體驗活動，較具規模的茶園更提供民宿、餐飲服務及茶藝文

化活動。 

八、觀光花園（圃） 

觀光花園提供遊客前往參觀、購買花卉等。 

九、觀光菜園 

觀光菜園一般以生產高冷蔬菜為主，並提供遊客進入園區內購買

蔬菜，一些設施較齊全的觀光菜園還提供現炒青菜供遊客品嚐服

務。 

十、市民農園 

市民農園為土地位於都市或近郊之農地集中規劃成若干小坵

塊，出租予一般民眾栽種花草、蔬果或經營家庭農藝，主要功能

在於提供土地與耕種技術予一般都市民眾享受耕作樂趣，體會農

業生產經驗。市民農園依不同使用對象，一般可分為家庭農園、

兒童農園、高齡農園及特殊農園。 

十一、教育農園 

教育農園是兼顧農業生產與教育功能的農業經營型態，農園中所

生產或栽植的作物及設施的規劃配置即具有教育功能。一般常見

的有特用作物、熱帶植物、設施栽培、親子農園等型態。 



 

 

十二、渡假農場(民宿) 

農家利用剩餘房間，整理潔淨做為民宿，提供遊客住宿，有些農

場也提供餐飲服務，並代為安排旅遊行程及解說教育工作。 

貳、臺灣休閒農業之特性 

休閒農業本質為結合農業產銷與休閒遊憩的服務性產業，其發

展應以農業經營為主、以農民利益為依據，以自然環境保育為重，並

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導向的農業經營型態。「邱湧忠（2000）指出休

閒農業是一項農業經營的事業，它是一項健康的產業，與生態系統經

營及永續性經營息息相關。事實上，經營農業較生態系統經營範圍

廣，建構一個永續的休閒農業，在永續性上必須超越農業的個個層

面，具體而言，一個永續的農業應該具備下列四個特質：1.效率的生

產性 2.經濟的活力性 3.環境生態的相容性 4.社會的接受性，無論那

個指標，休閒農業可能是當農業經營在面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具有

抗壓性的一項本土性新興產業。休閒農業的發展是基於對農業經營的

體驗及對生態保育的關切基礎上，與休閒旅遊取得密切聯繫，他是一

項健康的產業，換言之，生態環境是根，休閒農業是翼」。 

一、休閒農業的特性 

（一）多功能土地利用 

農業生產與休閒活動之結合，產生多功能土地利用型態，為

土地利用觀念之重大突破，休閒農業之內涵經過長時間之嘗試及調

整，於公、私部門間已逐漸產生共識，其規劃內涵與一般遊樂區已

有所區別。一般遊樂區含有大量人工設施，屬於比較高度之土地利

用型態，其土地依規定變更編定為遊憩用地，休閒農業應與其有所

區別，其土地依規定不得變更編定，一般仍維持農業用地，屬於大



 

 

自然之活動，並應在休閒農業區內揚棄目前通俗之吃喝文化，建立

休閒農業之特色。為確立休閒農業發展目標，農委會於 1980 年 12

月 30 日發布「休閒農業區設置管理辦法」，至此，休閒農業始有法

規之規範，推動方向也有所依據。依前述辦法有關休閒農業之定義：

凡利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業

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提供國民休閒，增進國民對農業

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營，皆屬於休閒農業之範疇。簡言之，

休閒農業是農業經營方式之一，為廣義之農業，仍不離農業之本質

（徐明章，1995）。 

（二）產銷模式的改變： 

鄭仲、簡文憲（2002）指出台灣以小型農家為主的農業結構，

無論在農場規模、財力及人力上皆有不足，此一限制為造成我國農

業生產成本無法與進口農產品相抗衡的主因，同樣的，當轉而發展

休閒農業時仍受此因素所限制。其二為，當農家投入休閒農業後，

因其經營模式已從過去的一、二級產業邁入三級產業階段，自須有

不同的經營能力方能因應，對於部分教育程度偏低、年齡較大的農

民而言，在接受全新的理念及學習不同經營手法的過程中卻經常遭

遇困難。換言之，臺灣的旅遊產業還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關鍵在

於如何掌握自己的條件以發展出最有利的經營模式。 

1、傳統產銷模式  

傳統農產品銷售，主要將收穫之產品包裝集運後，送到消費地的

批發市場拍賣，交易對象為批發市場的承銷人或販運商等。傳統

產銷模式特點為透過拍賣市場提供便捷的服務與保障，使農民得

以輕易的將大批產品一次售出，無須投注太多心力於行銷上；其

次，農產品的最終消費主要發生在消費地的零售市場，亦即產品



 

 

必須送至顧客所在地區，方有可能被消費者所採購，此產銷模式

下，農民無法得知農產品銷售之客群對象。  

2、休閒農業產銷模式 

休閒農業與傳統農業為完全不同的產銷模式，首先為販售產品

之差異性，休閒農業除出售傳統農產品外，同時包括餐飲、住

宿、參觀導覽及體驗等服務型的商品；其次最終消費發生地點

不同，消費者必須親至產地才能享受休閒農業的產品，因此休

閒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關係是緊密接觸的。在這種全新的產

銷模式中，經營休閒農業者必須思索如何讓消費者願意到產地

消費？販售產品種類？獲取利潤的主力產品？及如何建立良好

的顧客關係？業者在投入休閒農業前應思考上述問題，並擬訂

適當經營管理策略，使休閒農業由農業生產、加工銷售以迄休

閒主題塑造行銷、服務品質內涵之提升，落實農業經營多元化。 

 

 

第四節  休閒農業與資源永續利用 

近幾年臺灣開始重視生態環境、維護生態平衡問題，自 1991 年

「農業綜合調整方案」中明示「確保農業資源永續利用，調和農業與

環境之關係，維護農業生態環境」，迄 2001 年「邁向二十一世紀農業

新方案」中，基於產業、農民、消費者、資源環境、國際經濟貿易等

政策整體考量，平衡公經濟與私經濟發展需求，建構新世紀農業發展

願景，讓臺灣農業邁向「永續發展的綠色產業」，「尊嚴活力的農民生

活」，以及「萬物共榮的生態環境」。發展休閒農業為重要農業轉型方



 

 

向，為吸納旅客，創造商機與提高農民所得之際，需要投入更多的公

共設施及休閒農業設施，發展休閒農業與農業環境保護及資源永續利

用必須求取平衡。 

壹、土地利用合法性 

一、土地違規使用 

永續利用是資源保育的最高指導原則，自然環境是人類生存與

經濟活動的基礎。「A.J.Veal（2002）指出休閒和觀光的土地使用規

劃包含二個過程，一是適當土地使用規劃發展及後續規劃實施，二為

計畫訂定並強制實施或為發展控制，然而休閒或觀光專家較著重於休

閒和觀光之管理和發展上，而忽略土地使用規劃過程」。由於住宿、

餐飲、自產農產品加工（釀造）廠、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 (售) 及

教育解說中心等休閒農業設施之興建，涉及土地變更使用，尤以山坡

地，因為取得開發許可較為困難，所以導致土地淪為非法使用。休閒

農場土地違規使用有下列情形： 

（一）超限利用：休閒農場土地利用不合法，通常多為山坡地超限利

用，臺灣山坡地管理制度需再加以檢討改進，並對那些山坡地

適合發展休閒農業進而全盤通案檢討，再予鬆綁，整體而言仍

有檢討空間。如在保育區內發展休閒農業，應以生態為主，農

業為輔，並規範設施，大面積開發仍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不

致於變成土地開發案，並且於保育區內感受不到開發的壓力為

原則（附錄三之一，林教授國慶）。 

（二）管理鬆散：大多數休閒農場轉型前為農業使用，既為從事農業

生產，因此主管機關對土地管理較鬆散。轉型為休閒農業後，

部分營建或土地使用不合法或違規使用，受限於法令規範，



 

 

無法辦理合法登記。依據 2004 年 2 月 27 日新修訂之休閒農

業輔導管理辦法雖有放寬規定，惟該辦法僅屬法規命令，仍

無法突破法律（如土地法、營建法規、水土保持法、環境影

響評估法及區域計畫法等）之規範（附錄三之三，陳教授昭

郎）。 

（三）禁止非法變更：休閒農場內各項設施均應以符合休閒農業經營

目的，無礙自然文化景觀為原則。如眺望亭之設置已在允許使

用項目內，就不允許再度變更使用（附錄三之五，周科長若

男）。 

（四）清查違規型態：為使休閒農場全面走上合法化之途，農委會組

成專案小組進行瞭解與輔導。因目前合法經營之休閒農場家數

比例偏低，宜就目前實際經營休閒農場或掛名休閒農場的業者

全面展開清查，並歸咎不合法之原因，如申請程序不符、並就

違規類型（如土地違法變更、建築設施或環保等不符規定）等

進行研議與檢討（附錄三之六，簡技正俊發）。 

綜上，休閒農場土地違規使用比例偏高，因此政府機關宜展開全

面清查工作，瞭解違規型態，通盤檢討法令之合理性，進而考量是否

鬆綁相關法令。 

二、就地合法可行性 

休閒農場土地利用型態因超限利用或違規使用導致合法性比例

偏低，然則違規事實已經存在，如要求違法部分拆除，恐引起民怨導

致非理性抗爭，影響處理時效，為加速休閒農場合法化，以下就深度

訪談專家學者、政府官員之意見，歸納整理如下： 

（一）贊成就地合法 

1、山坡地超限利用或違規使用，為客觀環境下，經濟發展及人口



 

 

壓力衍生而出，已非單純休閒農業問題，為臺灣全面性的問

題，有關山坡地保育，必須全面性檢討，再予進行鬆綁。惟仍

應以保育為主，搭配人文設施，並作全面性規劃，軟體規劃亦

需重視。若進行法令鬆綁，需輔以加強管理，以地方政府組織

及人力欠缺來看，地方政府之山坡地違規查緝多為兼辦事項，

以致查緝不力，有關山坡地管理之執行力，值得加以檢討（附

錄三之一，林教授國慶）。 

2、非都市土地遭到違規使用情形日益嚴重，土地違規使用包含程

序違規與實質違規，倘屬程序違規（如原為設施，應辦理用地

變更），補辦程序即可；如為實質違規，通常對土地利用影響

較大，採就地合法並不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土地違規使用普遍

存在於台灣各項產業之土地使用上，如不得不採就地合法，必

須設定一些條件，於妥協下達到損害最小之原則，而違規者亦

需負擔繳納罰鍰（如涉及農地變更需繳納回饋金）之義務，方

得循一定程序辦理後准其合法化。但是，政府自此以後亦需嚴

格執行違規查緝與確實取締之工作，以維護爾後的社會公平。

政府長年來並未認真執行查緝懲處農地違規事項，才導致此等

情況愈演愈烈，若是嚴格取締又恐引發抗爭，因此，設定合宜

的「合法化要件」、落日條款（限期內辦理）等，或可抒解此

困（附錄三之二，顏教授愛靜）。 

3、休閒農場部分就地合法可行，如准予籌設許可之休閒農場，於

未正式申請前之違規使用，可進行程序補正，俟後即可興建休

閒農業設施，程序補正不致於造成社會不公平現象，只是辦理

先後次序不同（附錄三之三，陳教授昭郎）。 

（二）反對就地合法 



 

 

1、對既存之違法建築物或休閒農場土地違規使用，正本清源必須

從土地使用管制進行檢討分析。發展休閒農場應透過輔導方式

循序漸進使其合法，而非使其就地合法，就地合法不是應行的

方向。就土地使用觀點言，休閒農業得以一鄉鎮或一村里為單

位考量，將尚未合法，但已經興建住宿或餐飲設施之休閒農

場，透過休閒農業規劃方式，促其合法納入正軌（附錄三之四，

林科長茂雄）。 

2、休閒農場違規使用為法所不允許，就地合法不符合社會公平正

義，對於違規之休閒農場要強力取締，才符合社會公平。依據

新修訂之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業有放寬部分規定，讓經營休

閒農場的業者，不必再受限於重重法令的限制，以加速休閒農

業經營之合法性（附錄三之五，周科長若男）。 

3、並非所有違規或違法休閒農場都可以就地合法，必須在一定條

件下，如相關的環境保護、水土保持、建築管理等，在「無礙

國土保安、公共安全，並有利於社會經濟發展」三要件前提下，

辦理實質審查（附錄三之六，簡技正俊發）。 

4、有關休閒農場土地利用就地合法性問題，首先應釐清何謂「就

地合法」，理念上應支持「輔導合法化」的政策，以維護整體

社會公平正義及經濟發展。為了符合時代需求，農委會於 2004

年 2 月 27 日修訂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放寬位於都市山坡

地設有遊客休憩分區之休閒農場面積限制、增訂位於都市土地

與非都市土地休閒農場設施種類及放寬區位限制之規定、提高

休閒農場遊客休憩分區辦理土地變更編定之百分比及放寬申

請面積超過二百公頃之休閒農場，其辦理土地變更編定之面積

限制等，讓有意經營休閒農場的業者，不必再囿限於法令重重



 

 

限制，以加速休閒農場經營之合法性（附錄三之七，夏技正聰

仁）。 

為解決休閒農場合法化經營問題，從上述訪談中，可窺見學者與

政府官員們對「就地合法」呈現兩極化意見，多數學者認為可採有條

件限制，進行部分就地合法；多數政府官員則反對就地合法，並以採

整體規劃或修改法令放寬規定達合法目的。總而言之，為達土地資源

永續利用，政府應就目前休閒農場土地違規狀況全面調查，進而評

估、規劃，於兼顧自然生態保育原則下，適度放寬法令規定，即在一

定條件下，循法令程序將違規使用之土地轉為合法。 

貳、土地資源永續利用 

休閒農業的發展、設置及管理等，需要可資依循的規則，才不

致發生違反法令或破壞環境的後果，目前休閒農業大都保持較完整的

原始風貌及產業，為防止業者急欲開發建築的行為，避免大量非必要

設施導入休閒農業，必須制定規範，於合法經營下持續發展。 

「休閒農業設施之興建並非大興土木，而是利用既有農業設施及

可資利用之農業資源予以優質化，如超過一定規模，必需要回歸土地

開發及旅館經營管理層面加強管理」（附錄三之一，林教授國慶）。 

「山坡地因屬環境敏感地區，不可過度開發而招致環境的危害，

是以位處山坡地之休閒農場發展密度不能過大，以免對當地的環境產

生相當程度之衝擊，如果需要增設，亦需透過整體性的休閒農業區之

規劃設計，方得為之；而現有的這些坡地休閒農場僅得在不破壞自然

景觀、不影響水土保持之下，以低密度開發，亦即，屬於農業體驗的

設施部分，可在環境容許之下予以施設，但遊客休憩區不應過度擴

充，方得在農業環境保護及資源永續利用取得平衡」（附錄三之二，



 

 

顏教授愛靜）。 

「休閒農業或休閒農場之土地仍應維持農業產銷，不適合全部

興建旅館，休閒農業經營者如因經營需要而興建農舍、餐飲或住宿

設施時，有其面積限制，亦不能各別發展，集中設置一處管理為較

佳方式。休閒農場經營業者若依據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之規範辦

理，對發展休閒農業、農業環境保護及資源永續利用不致產生太大

的影響」。「為使農業永續發展，保育重於消費，可以透過生態旅遊，

以小團體方式限制遊客承載量，於休閒農業區內從事農業資源旅遊

活動。透過教育訓練邀請專家、學者或休閒農場經營者傳遞保育觀

念」（附錄三之三，陳教授昭郎）。 

「農業生產除維持國民基本需要外，也必需顧及生態保育和社

會的長遠利益，兼顧民生與安全，對於農地保護政策仍需持續進

行，以防天災人禍發生時，確保地力恢復和糧食生產，故不允許休

閒農場內之設施水泥化（住宿及餐飲設施等除外）；尤其位處山坡

地之休閒農場必須做好水土保持，以免造成土質鬆落，影響下游環

境，所以發展休閒農業對於農業環境保護即為資源永續利用之一

環」（附錄三之五，周科長若男）。 

「為兼顧經濟發展和融合生態保育理念，避免環境資源與生態

平衡的破壞，農委會針對大型休閒農場住宿與餐飲設施之實際需

求，規定休閒農場申請面積超過二百公頃，辦理土地變更編訂之面

積上限僅提高到 5公頃，依休閒農場總面積與辦理土地變更編定之

比例為 2.5％，仍屬低密度開發，以維護水土資源」（附錄三之七，

夏技正聰仁）。 

「休閒農業屬於策略性產業，著重農業體驗部分，住宿及餐飲



 

 

設施為休閒農場之一小部分，其中住宿設施因非屬長期性住宿，故

並不需如同觀光旅館般講求品質與豪華，故其建築仍應搭配當地自

然及人文景觀，以展現特色。山坡地的休閒農場規劃，宜以區域性

的角度，整體規劃與輔導，而不宜由業者單打獨鬥。因此，如何結

合休閒農業區的規劃，使休閒農場在遊憩需求設施部分，能以區域

性規劃降低個別需求，如風景區內之休閒農業區是否考量劃設住宿

分區等，均應在配合資源永續發展原則下可以思考之方向」（附錄

三之六，簡技正俊發）。 

綜上，為維護生態環境品質及土地資源之永續經營利用，土地

變更及設施興建，應依相關管制法令及強度辦理。此外休閒農業之

規劃以展現當地自然及人文特色為主，現階段休閒農場為點狀分

佈，與休閒農業區之規劃欠缺整合，因此造成政府所為之公共設施

無法達最有效利用，因此為避免零星開發造成環境破壞，應在資源

永續發展原則下進行整體規劃為宜。 

參、休閒農場總量管制 

農委會為避免休閒農場之設置過於氾濫，致破壞農村自然景

觀，引導民眾正確而有效利用農業資源，達致永續經營的目標。因此

透過總量管制，以期達到維護自然環境與旅遊品質的目的，爰授權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依當地休閒農業發展現況，實施休閒農場

設置總量管制，然僅將休閒農場總量管制精神納入法規中，卻未見實

施總量管制之具體執行方法。政府一方面發展休閒農業，一方面卻又

要進行總量管制，似有所矛盾之處。 

「總量管制是一種觀念，如何執行運作，如何以總量管制之手

段達到對休閒農業較好的管理，其正、負面影響為何？例如開發結



 

 

果係對生態衝擊、交通衝擊或過度供給的總量管制或為其他之總量

管制？休閒農場之管制或管理有其必要，但管制工作之基本工作要

做好，擬定總量管制，需進行協調溝通，什麼是最適量管制，有無

預算及人力執行管制工作，主政者必須清楚總量管制之本質」（附

錄三之一，林教授國慶）。 

「新修訂的『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所增列的休閒農場總量管

制，或許出發點是好的，惟看不出總量管制之目的與落實方法。該辦

法所稱的「休閒農場總量管制」的意義與內涵為何？究竟係從污染防

治觀點或超過多少範圍會產生負面影響、或控制發展密度而需施予

「總量管制」？又該如何實施？其指標為何？（總體容積的管制？或

建物的建蔽率、容積率？）如果上述這些疑點沒有辦法加以釐清，恐

怕難以發揮指引土地利用的效果」（附錄三之二，顏教授愛靜）。 

「休閒農場『總量管制』為宣示性的意義，以往消費者對休閒

農場並無法認定是否合法或為優質農場，農委會即將建立評鑑制

度，透過評鑑辦法及標準之訂定，透過市場機制淘汰劣質休閒農場。

另外評鑑也要有期限，透過評鑑，優質的休閒農場將給予獎勵補助

或聯合行銷，此作法比較有效且為一般人所接受」（附錄三之三，

陳教授昭郎）。 

「休閒農場『總量管制』之效能主要係針對休閒農場家數會不

會過多，如果超過，要不要進行總量管制，以免供過於求。休閒農場

總量管制另外一涵義，為已經超過一般消費者對休閒農業的需求。實

務上採面積或家數進行總量管制皆難以估算，且無實質意義，與其進

行總量管制，不如改善休閒農業之經營條件，並輔導其合法化更為重

要」（附錄三之四，林科長茂雄）。 



 

 

「休閒農業總量管制主要係針對土地利用部分而增列，立意雖

佳，惟實務上較難以執行，唯有透過市場供需機制進行淘汰。為使

休閒農業長久發展、經營，與生態教育結合之休閒農場，具有體驗

觀察、生態解說等多樣化活動，較不易受退流行潮之影響，基於此，

故較不鼓勵綜合型休閒農場之設立」（附錄三之五，周科長若男）。 

「休閒農場申請總量管制，是本次輔導管理辦法修正新增之規

定，實際操作仍須有一定之規範。依立法意旨，目的應在於追求良

好休閒農場品質。因此，並不宜僅從家數或面積而判斷，應配合當

地環境與特性而訂定」（附錄三之六，簡技正俊發）。 

「為避免休閒農場之設置過於氾濫，導致惡性競爭外，過多的

休閒農場將帶來交通、垃圾、污水等環境污染問題，致破壞農村自

然景觀，農委會乃修正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授權地方政府訂定休

閒農場總量管制。由於該辦法甫於 2004 年 2 月 27 日始修訂增列，

因此目前尚未有地方政府建立總量管制機制。依照目前臺灣休閒農

業發展的狀況來看，以宜蘭縣之休閒農業最為積極與蓬勃發展，宜

蘭縣政府制訂休閒農業總量管制指日可待」（附錄三之七，夏技正

聰仁）。 

時值傳統農業轉向休閒農業發展之際，農業生產與觀光休閒兩

種產業逐漸合流，在發展休閒農業的同時，應提高品質以因應全球

化，並加強教育訓練提供農民新觀念。環境的破壞性是不可逆的，

透過立法或是修法使得休閒農業的經營合法化僅是手段，休閒農業

的經營者應該具備永續經營的理念，體認休閒農業不只是一項旅遊

事業，更應肩負傳承農業文化、生態保育、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

以達成社會、經濟及環境共生的目標。依據新修訂休閒農業輔導管



 

 

理辦法對總量管制之管制指標（如以空氣污染、土地面積、水源水

質等自然資源及社會經濟資源）及預期效益為何，農政機關均未具

體提出與說明，再加以設置休閒農場屬人民之權利，如何落實執行

值得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