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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近年，歐美國家推行農業環境補貼、多功能農業、鄉村發展等策略
，並肯定小農經營的價值，推展以土地倫理為本的有機栽種方式
，以求實踐永續發展。以德國巴伐利亞邦為例，其致力於空間規劃
納入永續農業政策，研訂農業環境補貼措施，發展可落實土地倫理
為本的多功能農業，及符合全球貿易架構的新時代農業政策，可謂
績效卓著。因此，本研究擬參酌該邦之經驗，探討未來我國當如何
健全國土規劃體制，調整農地利用與農業發展政策，適度提高國內
的糧食自給率，兼顧農業多功能性與發展永續農業，以促進城鄉農
業發展。
    以往，我國農業政策因應客觀環境而屢有變遷，如：農地農有
農用政策、放寬農有落實農用政策、調整稻田轉作、休耕、擴大農
場經營策略、引進有機農業作法、農村再生策略，然其促進城鄉農
業發展的成效往往難以彰顯。有鑑於我國仍屬以小農為主的農業經
營方式，長年面臨欠缺現代化經營管理、生產成本過高、銷售通路
欠缺之困境，如何研擬有效政策是為當務之急。因此，本研究擬從
宏觀面、微觀面，藉文獻探討、實地訪查、問卷調查、政策分析等
研究方法，提出並評估以小農為核心、適合我國推行、本於土地倫
理、發揮多功能性之永續農業政策，納入國土規劃體制，以增進城
鄉發展。

中文關鍵詞： 土地倫理、農業多功能性、永續農業、農業政策、德國巴伐利亞邦
、城鄉規劃、農業環境補貼

英 文 摘 要 ： European Countries and USA applied strategies such as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subsidy,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rural development, and so on in recent years.
They striv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a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small farmers and promoting organic
cultivation based on land ethics. This study takes State of
Bavaria, Germany as an example. The state adopted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spatial planning which met up with global
agricultural trading policy for brining in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policy, 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subsidy, and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based on land
ethic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fer to Bavarian
experience, realizing how our government improves a sound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djusts farmland us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y, raise the ratio of food
self-sufficiency;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after
both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advancing urban-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ing, our 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varies from “policy of farmland owned
by farmers and used for farming”, “policy of losing
farmland owned by farmers and fulfilling farmland only used
for farming”, “strategy for adjusting paddy
transformation, fallow, and expanding farmland size”,



“introducing organic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strategy of rural renewal”. However, the effect of
advocacy of urban-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invisible. Moreover, small farmer is still the main measur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that it is lack of modern
management, lack of labor force, having high productive
cost, lack of selling channels, lack of creativity and
vigorousness, and other plights. Therefore, this study
starts from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via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policy analysis, and so on. Also, this study proposes
evaluation based on small farmer, which is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appropriate to promote in our nation,
based on land ethics, and bringing into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Such policy not only contains national land
planning mechanism but also improve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英文關鍵詞： Land Ethics,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Town-rural Planning,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olicy, Taiwa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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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產官學農業與農地政策論壇舉辦成果 

一、 論壇議程 

    於 2016 年 6 月 18 日，假政治大學綜合院館 113 會議室，本團隊召集各個子計畫主持人，

共同舉辦產官學農業與農地政策論壇。本論壇採取改良式公民咖啡館分組的形式，邀請各討

論主題相關之農民、原住民、官員、專家與學者們，針對本次論壇分組的議題進行對話與討

論，綜合各方的想法與意見，在綜合討論時對各組議題做出具體的結論與建議。 

【表 1】產官學農業與農地政策論壇議程 

時間 主題 

11：30~13：00 報到&午餐 

13：00~13：10 顏愛靜教授引言 

13：10~15：00 

論壇討論主題： 

1. 台灣農業環境補貼機制的討論（桌長：顏愛靜） 

2. 科學園區設置與農地保護的衝突與整合（桌長：徐世榮） 

3. 民眾參與機制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桌長：孫振義） 

4. 傳統領域、部落發展與特定區域計劃（桌長：官大偉） 

5. 我國土地管制與土地利用調整工具之檢討與建議－以特定區域與

重劃為中心（桌長：戴秀雄、丁秀吟） 

15：00~15：30 休息 

15：30~16：30 

成果分享： 

1. 農業發展與生態社區規劃（主講：詹進發） 

2. 農業發展與土地利用中水足跡可能扮演的角色（主講：林士淵） 

16：30~18：3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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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壇重點紀錄 

（一） 台灣農業環境補貼機制的討論（子計畫一：顏愛靜） 

【與談人】 

･ 農民代表： 
吳雪月（阿美族野菜達人） 
張美  （宜蘭三星鄉行健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社主席） 
陳慈慧（溪州尚水友善農產公司經理） 

･ 學者： 
顏愛靜（政大地政系特聘教授） 

･ 官員代表： 
王玉貞（農委會企劃處農地科科長） 
黃明耀（前水保局局長） 
楊槐駒（宜蘭縣政府農業處科長） 

【探討議題】 

1. 臺灣農業環境補貼應包含哪些項目、作法及配套措施？ 

2. 為促進有機農業的轉型，應否依入行時間、年齡及農業經驗熟悉度，採取階梯式的補

助機制？或可採取何種方式促其轉型？ 

【議題 1】 
    臺灣農業環境補貼應包含哪些項目、作法及配套措施？ 

    新任農委會主委曹啟鴻為強化臺灣農業體質，創新農業價值，提出「建立農業典範」、

「建構農業安全體系」及「提升農業行銷能力」等三大主軸，其中「建立農業典範」主張

「推動對地的綠色環境給付」，台灣現時農業環境相關的具體補貼措施為（1）活化休耕

田，擴大經營規模；（2）有機農業補助；（3）植樹造林補貼等方法；參照德國環境補貼措

施：（1）給予符合交叉遵守規定，維持其土地良好環保及農業經營條件者，給予直接給付

或提供農業環境補貼；（2）獎勵農場/農民採用符合市場與立地條件的土地經營方式來進行

農業生產，強調環境生態與農業結構改善，參與者可獲得農業環境給付，以彌補其因參加

計畫而造成收入減少之損失等。 

･ 討論內容摘要 

1. 農民代表 

    張美表示該合作社從民國 98 年開始推行，開開始有社員 11 名，近年來以增加至 28
名，有機耕作面積亦隨之增加，當初推合作社，是希望集結眾人之力，共同面對加工銷

售、設備等問題，並以品質為優先考慮，進而創造出品牌。過程中碰到驗證費太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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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的問題。目前補貼太少，政府應適時提高相關補助，可以從補貼耕作者中增加其投

入的動機，擴大有機面積的經營，並需要外界的力量適時協助之。並給予不遵守農業環

境補貼措施之農民，給與逐步減低農業環境補貼金的方法作為警惕。 

    吳雪月認為農業環境除了探其生產、生態的面向以外，其背後代表生活的社生系統

恢復與保持更為重要。她認為推痛對地的綠色環境給付，相關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

劃，師行契作補貼、轉契作作物的一連串動作是正確的方向，尤甚以休耕助度對與臺灣

農業環境的危害，造成地主與耕作者兩造不同之意見，建議政府取消之。另，應重視長

輩對於農業環境之建議與意見，適時納入相關的規範中。 

    陳慈慧說明在營建署水田濕地富裕計畫支持下，以保價收購的方式鼓勵當地農民轉

作有機得到大的迴響，但在銷售管道上，還沒有很穩定的成長，希望尋求企業認養的方

式解決，以達到產銷平衡。另，希望政府多鼓勵農民組成農民的中介組織，可以共同面

對耕作的問題，如有機除草。最後，她提及溪州的水利系統是黑洞，不利發展有善或有

機產業，建議以政府的力量改善之。 

2. 官員代表 

    黃明耀提到政府的善意措施農民在不瞭解法令政策下，無法理解相關政策的用意，

故沒有作後續申請的動作，導致相關政策無法執行，建議兩造多溝通。 

    楊槐駒提及農糧署為臺灣有機政策支持與分配的輔導單位，休耕轉作有機（地區特

產）是近三年的事，政府對環境友善補貼以外，應對有機農法多一點獎勵，作為具體推

廣環境友善之補貼。 

    另，休耕政策影響農民栽種的意願，應適時調整之。 

    政府目前規劃有機農業一公頃補助五萬塊，鼓吹田間種植的多樣性政策，鼓勵農民

朝多樣生產這個方向走。 

    王玉貞認為討論農業環境補貼前，應先思考產業跟土地間的鍊接，政府該如何帶動

產業，從中讓農民賺錢，應思考生產通路，而市場通路通常比較慢，應從生產端如何去

作，思考消費者要什麼，並善用社會企業創造出來的加值效果。 

    另，她也提到環境補貼的補助金發下去後，政府責任是否就此結束？應在思考國土

法管制下，如何彰顯實質面，以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另，應該思考環境補貼對於民眾

該如何執行，從慣行到有善如何執行？應該有階段性的作法，先從友善的耕作環境作

起，強調安全農業這一塊，把友善環境營造出來，再往安全環境生產專區。 

    王玉貞覺得農業環境補貼上，對地的補貼應思考直接給付給耕作者而不是地主。先

把友善的環境經營出來、再逐步進行驗證、安全認證、產銷履歷這幾個部分，之前太著

重產業結構，應回歸土地使用的思考，從中推廣農改場以科學方式教田間管理。 

    灣的農業結構以小農為主，小農的銷售問題是最要緊的事，應該優先處理。至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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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方面，王玉貞提出新北市國、中小學校每週一次的有機餐是很聰明的作法，可以間接

影響父母購買的習慣。 她認為機關學校軍隊都應優先進行綠色採購，從中增加有機產品

的銷量管道。 

    至於田間事務缺人手的部分，王玉貞建議可申請勞動部「鼓勵國民從事農業工作就

業獎勵試辦計畫」，或是薦請勞動部勞力發展署跟勞力派遣公司訂立勞動契約，處理人力

調配的問題。 

【議題 2】 
    為促進有機農業的轉型，應否依入行時間、年齡及農業經驗熟悉度，採取階梯式的補

助機制？或可採取何種方式促其轉型？ 

･ 討論內容摘要 

    農民代表（宜蘭張美、溪州陳慈慧）認為應對青年農民轉作有機時給予相當的補

助。因青年農民在農耕技術上尚須加強，建議政府給予相關的訓練與生活補貼，給予其

轉作有機的誘因與動力。 

    另，有機青農還會遇上兩個問題：（1）土地破碎，找不到有機土地或是可耕地不

多。（2）青年農民在農業知識上口才較好，與實際操作上有落差。 

    官員代表認為政府應在農地銀行與轉作制度上作適時的調整，並 給予農民相當的幫

助（補助硬體設施、驗證費），給予青年農民農業知識上的培訓（ex透過綠色博覽會近行

教學體驗，或是請勞工處進行綠色種子培訓，聘起退休、有經驗的人士來上課），保價收

購有機食品，在販售通路上給予農民實際的幫助。 

    最後，政府應鼓勵青年農民成力討論農業技術且固定聚會的團體，從中凝聚共識，

與相互學習相關的農業知識，增其群體對農業向心力。另，中央與地方政府應相互成立

綠色平台，吸引更多想從事有機的民眾進來，並循序漸進地恢復綠色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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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論壇即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2】前水保局長黃明耀、政大地政系顏愛靜教授、農委會企劃處農地利用科王玉真科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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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彰化溪州陳慈慧、宜蘭三星張美、花蓮吳雪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圖 4】論壇即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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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科學園區設置與農地保護的衝突與整合（子計畫二：徐世榮） 

【與談人】 

･ 民間代表： 
施月英（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 
鐘順禹（反彰南產業園區自救會總幹事） 
許博任（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 
林樂昕（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 

･ 學者： 
徐世榮（政大地政系教授） 

･ 官員代表： 
江昺崙（溪州鄉公所） 

【探討議題】 

1. 彰南為什麼不適合設置科學園區 

2. 土地使用規劃應該要如何來適應這個土地利用衝突的問題？ 

3. 對於目前政府的作法及相關的法規是否有什麼修正的建議？ 

【討論內容摘要】 

1. 彰化海岸環境不適合開發：近岸漲退潮洋流 vs.汙水排放、潮間帶稀有生態 

2. 農漁業產值被低估: 農漁業未納入稅基、普查無法取得真實資訊 

3. 區域計畫（草案）之土地使用綱要計畫：沒有農業土地利用計畫 

4. 工業週期影響土地開發：工業週期結束使原開發廠址閒置、新開發其他土地 

5. 地方建設被科學園區開發綁架：沒有科工，沒有自來水 

6. 台糖結合地方政府變更土地使用，便於未來徵收 

7. 彰化嚴重缺水：飲用水品質都下降 

8. 台糖土地應公共化、釋出供耕作 

9. 區域整合問題：需要產業、空間整合，而非各縣市為選舉所開出的政見 

 主持人─徐世榮 

    國科會所提出的為興辦事業計畫，但目前缺乏整合的計畫，是否能用空間計畫做整

合？即以土地使用計畫來整合各部門計劃。國家為促進經濟成長容易忽略其他價值，有

無統整不同價值衝突之整合計畫。 



第 16 頁，共 145 頁 

    我們是否能透過未來的國土計畫將其整合？目前之區域計畫層級過低，大多僅用來

配合各部計畫，充其量僅為防守計畫，再加上交通部、經濟部等發展部門都十分強勢，

造成經濟與環境產生衝突。面對這種衝突要用何種機制整合？如何妥協並形成共識？形

成共識的場域在哪？今天透過此圓桌論壇，想聽聽各位的意見。 

 施月英─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 

    彰化的潮間帶為養殖專業區，是自然生態所匯集之處，符合世界遺產之標準。此

外，彰化的二水以下為濁水溪沖積扇，此沖積扇於近百年才形成，故土壤非常不穩定，

為土壤液化潛在區，如發生大地震極可能導致土壤液化，於此設置風力發電機、國光石

化或科學工業園區為會有相當大的風險。而國光石化撤案後，潮間帶應被內政部審查通

過列為國際級濕地，但之後被彰南的立委反對被劃為濕地，目前列為濕地的計畫被擱

置。 

   當地因溼地環境有非常豐富的生態資源，漁民透過採集、養殖的收入相當高。惟因為

政府對海岸不了解或未深入調查，認為漁民收入很低，漁業無產業價值，造成漁民被打

壓犧牲。 

國光石化廠址往右移，係因濁水溪含沙量高，出海後水流 80%往北流，故海岸線會逐漸

往前，需每天清沙否則淤積會越來越嚴重。 

    彰濱是白海豚最重要的覓食區，但六輕開發填土使白海豚族群逐漸減少，從白海豚

的數量漸少的狀況來看，代表環境品質不佳、沿海汙染嚴重。中科管理局調查沿海重金

屬含量，2012 年資料顯示彰化沿海重金屬含量相當高，蚵仔的重金屬含量也超標，亦顯

示沿海汙染嚴重。造成汙染的其中原因之一，係因彰化沿海有黑潮漲退潮，造成濁水溪

廢水流出海口時，汙染源無法隨海流向外擴散，造成汙水不斷留置在沿海，此為彰化特

有的狀況。未來任何工廠廢水如不完全回收，向外排放都會造成海域生態逐漸惡化。 

    彰化雲林地層下陷的現象以前都在外海地區，但在集集攔河堰完工後，便不斷往內

陸發展。攔河堰使地下水無法補注，但彰化雲林地仍繼續抽取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越

來越嚴重。依照水利署規範，嚴重地層下陷管制區的要素有二，一為地層下陷累積超過

50 公分，二為易淹水區。但施月英認為此兩項條件未必要同時具備，因有些下陷嚴重地

區不一定是易淹水區，如二林地區地層下陷超過 140 公分，但仍未達水利署公布的嚴重

地層下陷標準。中科四期審查時，二林因未列為嚴重地層下陷管制區，故二林被列入審

查標的。 

    彰化北部工廠汙染較嚴重，南部工廠分布較少。施月英認為，空間規劃方面，工廠

應盡量聚集在彰北發展，不要再汙染南彰化，彰南地區不應該再發展工業，應作精緻農

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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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縣長選舉，依彰化環境特色列出三點，要求魏明谷簽署（已簽）： 

（1） 彰南地區不應發展工業，應發展精緻農業。 

（2） 彰北繼續作工業發展。 

（3） 彰化海岸應列為國家濕地，工業排放廢水須拉管線至水深達二十公尺處再排放。 

 鐘順禹─反彰南產業園區自救會總幹事 

    彰南產業園區在翁金珠（2001）就已規劃，原為幾家私人紡織企業欲聚集規劃為紡

織園區，但其後紡織企業移至大陸，紡織園區計畫便擱置。十餘年後才說要繼續用，甚

至沿用之前的計畫於該地興建輪胎工廠，但時空背景已與之前不同。政府當時未與當地

居民溝通該土地之用途，僅有舉辦土地徵收公聽會，但因為徵收標的是台糖的土地，居

民對此徵收並無意見，導致變更程序很快，等到程序尾端時居民才發現當地要興建輪胎

工廠。在最後一次的土地徵收審議委員會會議時，居民始至內政部抗議，在會議時審議

委員先暫時不予通過，之後適逢選舉，居民要求蔡英文承諾當地不會蓋工廠。 

    目前縣政府要用地解編，賠償廠商違約金。本來縣政府欲將該地劃作精緻農業，但

於縣議會遭縣議員否決。目前土地仍為工業區，居民希望能盡快轉回農業區。 

 江昺崙─溪州鄉公所 

    彰化縣不到 10%是使用地上水，剩下的幾乎都是抽地下水，故會有地層下陷問題。

再加上六輕一天用水量為 30 萬公噸，相當於雲林縣一天的用水量，國光石化用水量嚴重

排擠其他用水需求，造成其他家戶所分到的地下水資源變少。 

    彰化高鐵站開發不當，為全台灣利用率最低的高鐵站。魏明谷想在該地爭取興建

GOOGLE 園區，但用水恐成問題。 

    當地家戶因地下水不足、水壓過低，導致平時尖峰用水時段無水可用，水質也不

好。中科四期、經濟園區的興建造成用水問題，居民用水權利急需解決。 

    政府表示雲彰用水問題之緩解方式得以雲湖山水庫啟用的方式，但其後又表示

GOOGLE 園區要用湖山水庫的水。鳥嘴潭水庫，草屯北水南送，但目前居民水權問題亟

待解決。 

    除此之外，也是先前提到農業產值問題，但農業沒有稅基，以縣政府的角度工業區

能課稅，故會希望廠商進駐。如果無法改變農業無稅基的狀況，以計算農業產值，則農

業只會繼續被犧牲。此外，歷史背景應清查台糖土地，台糖雖為國營企業，但其所有的

土地具有公共性，使土地公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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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博任─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 

    土地規劃不合理不是規劃者的問題，而是地方上的政商問題造成。目前國土計畫法

通過，許博任認為是個機會，可以釐清彰化縣土地可以做產業使用、地方是作農業使

用。 彰化縣區域計畫（草案）之權限土地使用綱要計畫中的五個課題如下：  

（1） 新定擴大都市計畫發展策略   

（2） 輔導未登記工廠土地合法化 

（3） 西南角策略發展地區 

（4） 產業發展策略地區 

（5） 海域區及海岸地區 

    都在談產業發展課題，無任何農業土地使用計畫及環境課題，政府對於地方未來發

展的方向非常侷限。此外，工業更動速度快、產業週期短，使既有的工業用地閒置，只

要產業轉換就要新闢園區，政府應該整治或停租，整備後再重新開放新的產業進駐，而

不是不斷另尋土地興建工業圈。 

 林樂昕─台灣農村陣線研究員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完成後，其產業成果亮眼，促使其他地區都想複製竹科經驗，在

各地興建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園區成果的原因有三，一為產業群聚效果，包含基礎建

設、汙染設備，使生產較有效率。二為科學園區產業創新現象，園區附近有教育機構或

研發中心等，此即與傳統工業區的不同。以竹科為例，園區旁邊有清華大學、交通大學

與工研院。 

    但反觀中科，一期台中園區、二期虎尾園區、三期后里園區及四期二林園區，各園

區都相當分散，無法達成產業鏈整合的效果。歸納中科各園區分散的原因有兩個，其

一，因少數的廠商要擴廠，故縣政府才另找土地興建園區，但幾年後產業周期結束，剛

開發完成的新工業園區因而閒置，造成土地浪費。除了擴廠需求外，選舉也是原因之

一，土地變更利益為設置工業區相當大的誘因，科學工業園區也作為選舉爭取選票的政

見。中部地區如需產業發展，應該要有區域整合機制，將各園區斷裂且零散作整合，而

非各縣市政府任意興建。 

    此外，中部鄉村的地方公共建設通常和科學園區開發計畫綁在一起，如相思寮在中

科之前沒有自來水建設。然而，鄉村基礎建設不應該繫於科學工業園區，應為地方的基

本權利。地方因缺乏基礎建設而希望科學園區至當地興建，但如果聚落之公共建設已興

建完成，地方對於科學園區可能就不會贊成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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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眾參與機制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子計畫三：孫振義） 

【與談人】 

･ 地方代表： 
畢無量（台北市中山區劍潭里長） 
李鴻志（新北市三重區順德里里長） 
陳慈慧（溪州尚水友善農產公司經理） 

･ 業界代表： 
許銘文（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執行長） 
林杰宏副執行長（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副執行長） 
陳文卿（環境與發展基金會總經理） 
高文煌（殷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怡誠（新系環境技術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 學者： 
孫振義（政大地政系副教授） 

･ 官員代表： 
王志輝（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台東分局局長） 
江志成（新北市城鄉發展局副局長） 
李得全（臺北市地政局局長） 

【討論內容】 

    本圓桌論壇邀集產業界、政府部門與地方代表，共同討論生態社區之永續發展，以及

民眾如何有效參與其中。雖生態社區的發展與推動因地制宜，但綜歸各個生態社區案例得

知民眾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本論壇除了探討生態社區之發展機制外，宗旨專注於如

何運用民眾參與機制之效力，促成未來生態社區之推動。 

    首先，本計畫運用資料文獻與個案研究（牛犁社區、信勢社區、三重順德里）等研究

分析，探討出生態社區組成構面之影響因素，可細分為社區的外部資源以及內部條件。其

中，外部資源中囊括 A.政府支持、B.夥伴協同，內部條件中則包含 C.社區團隊、D.社區環

境。外部與內部條件中，共囊括 20 項關鍵因素，本計畫透過專家問卷之調查，分析各關鍵

因素於整體層級中，扮演的影響程度。整體層級權重排序之前五項，分別為 C1.領導人、

C2.組織團隊、D1.自然環境、C3.社區意識以及 D2.人文環境，詳細資訊如附件二民眾參與

機制與生態社區之推動背景研究資料。 

    於論壇前，先行寄送本計畫之研究資料給與會者，冀望與會來賓可針對生態社區之推

動策略給予意見回饋，並分享相關實務經驗與做法。首先，針對「民眾參與」、「生態社

區」、「永續發展」三項名詞加以定義，如【表 2】民眾參與機制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之名

詞定義所示；爾後，則利用政府、夥伴、社區團隊、社區環境等四大面向為分類基礎，彙

整與會來賓之意見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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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民眾參與機制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之名詞定義 

名詞 定義 分享之與會來賓 

民眾參與 
民眾參與的關鍵是核心人物、共同議題以及永

續發展。 
林杰宏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生態社區 
生態社區主要有兩個重點，一為創新與改造居

民生活模式，二為回歸社區在地化。 
許銘文執行長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永續發展 

所謂永續發展，應建立在滿足當代需求，但又

不損及後代需求的前提之下。 
江志成副局長 

（新北市城鄉局） 

如何永續發展，三生一體是必備的，所謂三生

即為生態、生產、生活。 
陳文卿總經理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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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支持 

    政府面向中，政府官員認為應有策略性地輔導社區，建立相關整合平台，並以當地

里長為號召主力，但礙於現況，政府的相關輔導組織或策略，卻時常受限於政黨輪替，

而影響到社區的延續性發展。然而，此問題仍處於無解的狀態，唯有改變我們的觀念，

以「世代共存」為概念，才能真正達到社區的永續發展。 

    財源部分，當社區財源不足時，政府便扮演重要角色。以台北市劍潭里為例，畢里

長提及，無論專案經費的多寡，皆會竭力申請政府的補助案，透過政府拋磚引玉的配合

款，讓劍潭里可有穩定的財源，進而支持社區發展，因此認為政府亦是重要推手之一。

但政府官員亦提出實務中的問題，即為相關補助案難以長時間維持，主要係因若補助特

定社區過長時間，易遭人誤會與詬病，因此通常是以短期的專案形式為主。故，各社區

仍需定期申請政府推行之專案，使可在社區與政府部門間取得權宜之計。 

    生態社區的相關認證方面，認為平等認證系統、永續的教育訓練課程或認證項目皆

可做改善。如新北市順德里李里長所言，其認為目前推行的環境競賽與綠美化等活動，

雖可促進社區進步，但同時亦須考量平等認證的重要性。當建立受民眾肯定的認證系統

後，社區的榮譽心才有機會被激發，促使認證標章與生態社區形成良好的正向循環。另

一方面，產業界則透過實務經驗，分享永續教育訓練的重要性。其發現低碳規劃師或能

源規劃師於受訓完成後，便無後續之實務操作，如此將造成先前資源的浪費，因此倡導

政府部門，應將教育續練視為永續的資產。而隨著時代的演進，產業界亦發現社區防

災、韌性等議題逐漸興起，因此，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未來可將這些議題與概念納入生

態社區的審核指標當中。 

2. 夥伴協同 

    夥伴協同部分，無疑本次產業界之與會來賓為此面向的主要推手。產業界所扮演的

就是政府部門與民眾間的牽引角色，其亦認為企業與專業團隊的協助為非常重要的，但

根據多年來的經驗，發現若只靠顧問公司從旁協助，成效仍十分緩慢，因此，對於生態

社區的推動而言，產業夥伴僅能提供有限的幫助。除了扮演牽引角色外，產業夥伴亦提

供相關技術性指導，讓民眾明瞭如何改善其技術，且傳達防災意識等新觀念，將夥伴協

同的服務範疇更為擴大與精進。 

    除了產業界的介入輔導外，當地相關企業亦投入社區治理當中。以新北市順德里為

例，中油煉油廠經過社區附近，便主動資助順德里的社區發展；高工局的公路因經過順

德里，亦投入社區內公共設施維護等工作，透過企業的回饋社會機制，讓順德里承蒙當

地企業的協助，彼此間形成共生共存的夥伴關係。 

3. 社區團隊 

    無論是產業界、政府官員或地方代表等領域，皆認為社區團隊中的領導人為主要的

成功關鍵，且本計畫之研究成果中，亦屬領導人為最具影響力的關鍵因素。以台北市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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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里畢里長為例，其以無私的領導精神，堅信「點點滴滴行公益」的理念，引發當地居

民自發性地參與社區發展，並形塑社區的認同理念與榮譽感。 

    然而，雖領導人於社區的草創初期扮演重要的因素，但若要長期維持社區發展，則

必須結合產業發展或生活環境。根據產業界與會來賓之分享，其將成功的社區案例分為

產業型及生活環境型兩類，產業型社區可讓居民擁有共同的目標；生活環境型社區則如

畢里長所言，讓居民擔任志工，透過榮譽感，成為社區參與的動力。如部分低碳社區，

會教育在地民眾有關當地低碳生態的相關知識，讓居民自發性地扮演嚮導的角色，將社

區特色呈現給觀光客，以成為社區發展的動力之一。 

    除此之外，社區若要永續發展，更應建立長期的規劃藍圖。雖與本計畫之研究成果

相左，但與會來賓認為，社區應有夢、有目標才有可能成功，否則於社區的發展歷程

中，藍圖若沒有確立，將變成邊走邊看的樣態，當走不下去時，社區發展便會終止。透

過產業同仁自身的經驗分享，認為社區中的規劃藍圖是非常必須的，此觀點也讓本計畫

有了新的體悟。 

4. 社區環境 

    每個社區的特色不盡相同，應因地制宜，抓住當地社區的人文特色或生態特色，並

創造在地文化。在發展社區特色、行銷社區的同時，居民們亦需思考社區的未來樣態，

不一定要開創歷史，亦可利用延續歷史或回歸歷史的角度，去形塑社區氛圍。以古坑咖

啡為例，古坑當地最大的農產品並非咖啡，但因咖啡的產銷價值驚人，且早期日本人遺

留 5000 多公頃的咖啡園於當地，因此透過因勢利導以及回歸歷史的角度，漸漸發展出當

地的故鄉特色。 

    而在生態特色方面，部分都會型社區較缺乏自然的生態環境，但透過營造適宜人居

的自然環境，亦可成為社區生態特色的一環。以台北市劍潭里為例，起初鄰里環境非常

髒亂，透過具規劃性的清理與統籌，第一期以清理社區垃圾、落葉堆肥為主，訂立社區

公園化之目標；第二期朝向生態社區之發展；第三期則進一步以低碳社區為發展主軸。

故，發展至今，台北市劍潭里從骯髒的都會型社區，漸漸轉型為生態、低碳社區，透過

當地里長與居民的努力，共同形塑自身的社區生態特色。 

    以上係以四大面向為主軸，加以彙整產官學三方意見。透過與會來賓的實務經驗、

政策面操作以及社區發展第一線的情況分享，讓本計畫有了與實務面結合的機會，且透

過各方意見的統整，加以釐清民眾參與以及生態社區永續發展的路徑、手段與可行性方

案。 

    外部條件中，政府雖非主要社區發展者，但卻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無論是培訓計

畫、長短期專案、財源、整合平台等，皆期望可成功協助社區發展，但礙於當今政府體

制，形成政策面的操作缺口，因此在政府部分仍只能扮演支持的角色。夥伴部分則包含

顧問公司與當地企業等，顧問公司為政府與社區間的牽引角色，輔導社區與政府溝通、

協助社區申請補助專案等；當地企業則利用社會責任的回饋機制，協助社區往更好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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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發展，因此夥伴與社區間形成平行的協同關係。 

    內部條件中，社區團隊的領導人為社區發展的首要關鍵因素，而社區若要長期發

展，則需結合產業或生活環境，建立故鄉特色，並發展未來的規劃藍圖，此外讓當地居

民擔任志工或當地嚮導，誘發其榮譽感，促使大家朝社區目標與夢想共同努力。社區環

境部分，各社區應因地制宜找出自身特色，發展出人文特色或生態特色，且不需以開創

特色為限，亦可依照延續或回歸的角度，去形塑社區氛圍。 

 

【圖 5】論壇之與會來賓 
（由左至右依序為畢無量里長、李鴻志里長、王志輝分局長、江志成副局長、李得全局長、

孫振義副教授、許銘文執行長、陳文卿總經理、林杰宏副執行長、高文煌總經理、陳怡誠副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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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傳統領域、部落發展與特定區域計劃（子計畫四：官大偉） 

【與談人】 

･ 民間代表： 
陳和平（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牧師） 
陳育貞（台大城鄉基金會宜蘭分會會長） 
李永展（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研究員） 
廖國柱（律師） 
芭翁都宓（泰雅族） 
亞弼達利（至善基金會新竹工作站主任） 
羅恩加（泰雅族，政大地政系博士） 
徐榮春（新竹縣尖石鄉嘉興國小校長） 

･ 學者：  
官大偉（政大民族系教授） 

･ 官員代表： 
廖益群（原民會土管處地用科長） 

  

時間 講者 內容 

13：10 - 13：15 官大偉副教授 本次討論主題說明 

13：15 - 13：20 原民會代表 國土計畫法通過後對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的

展望 13：20 - 13：25 營建署代表 

13：25 - 13：35 陳和平牧師 
從泰雅傳統領域和土地知識思考現有土地使用

限制 

13：35 - 13：50 李永展研究員 
從國土計畫法看原住民族在國土空間規劃中的

角色 
13：50 - 14：00 休息時間 

14：00 - 14：05 孫振義副教授 什麼是參與式規畫？ 

14：00 - 14：10 徐榮春校長 

各部落代表就部落經驗和觀點進行第一輪回應 
14：10 - 14：20 芭翁都宓老師 

14：20 - 14：30 羅恩加博士 

14：40 - 14：40 亞弼達利主任 

14：40 – 15：00 綜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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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議題】 

    我國的《國土計畫法》自草案提出後經延宕二十多年,終於在 105 年 12 月 18 日完成立

法，此法的通過為我國國土空間規劃架構的完備劃下了新的里程碑，而如何在新的國土架

構下，進行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以達成原住民族發展與國土利益的雙贏，就成了檢視

我國族群正義與環境正義是否落實的關鍵。本場次從原住民族發展的觀點出發，探討國土

計畫法架構下應有的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策略，主要希望討論的內容包括：1)從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與生態知識的角度，反省過去都市/區域計畫之思維與內容對原住民族的影響；

2)釐清新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中原住民族的角色；3)交換對於現今原住民族地區社會、經

濟、文化的空間特性與發展需求的意見；4)思考如何以參與規劃、學習規劃培力部落,建立

原住民知識與空間規劃專業對話的橋樑。 

【討論內容摘要】 

1. 國土計畫法說明 

(1) 官大偉副教授：目前國土計畫法有幾個條文跟原住民有關的，第六條、十一條、二十

三條一直到三十六條。今天我們有來自部落的夥伴，從我們的傳統領域我們的生態知

識的角度，來談國土計畫法對我們的影響是什麼。跟我們過去的傳統領域這種分區畫

界的方式，跟我們的傳統領域或生態知識的思維有什麼衝突，或產生什麼影響？再來

就是說，我們更應該進一步去培力部落，讓部落裡面有一群人能夠跟這些學者專家做

對話。 

(2) 廖益群科長：不論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當初沒有針對原住民的使用去思考，導致

四十幾年來原鄉的土地規劃找不到能夠配合原住民需求的法規。原民會在跟內政部討

論國土計畫時，就希望該法能夠針對原住民的特殊性做處理。簡單來說，中央主導全

國國土計畫，他會指導全國各地方的國土計畫。原住民特定區區域計畫將來會放在整

個全國國土計畫之上，原住民土地與海域也在這之中。原民會希望國土計畫的操作機

制應包含幾個內涵：第一個是要符合原住民土地使用的慣俗。再來，需要有部落實際

的參與。 

(3) 陳和平牧師：土地的使用跟傳統領域以及資源自理的問題才是根本的問題。第一個，

傳統領域跟國土化的對立思維，差異性跟衝突性。第二個原基法它的宣示精神大於實

質的權力。我建議，原基法的相關支持法應該盡速，憲法跟原住民專章應該盡速完

成，而且我們應該跟部落有好的協商機制。第二個全面性檢視，現在的法定，特別是

有關於我們資源的權利，應該要去權面檢討相關的法令的限制，再來就是我們傳統領

域一定要內涵具體化。 

(4) 李永展研究員：如果協助原住民族的特定區域計畫的擬定，一定會有一個原住民族的

土地使用權益跟國土保育的衝突必須解決。就現行法律而言，原住民自治的議題跟現

行法規跟制度也是要優先處理。第三個就是空間規劃會牽涉到財產的權益也都是要來

處理。所以假設未來原住民族的特定區域要擬定，這些都是要解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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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陳育貞會長：如何讓原住民族的傳統走到今天，承續不斷的經驗，也就是跟環境共生

的創發性能夠進入到國土計畫或者是相關土地使用的規範是非常重要的，以走向我們

所說的以原民為主體的治理，領域治理。 

2. 參與式規劃 

(1) 孫振義副教授：這個概念在日本推了十幾年，在台灣卻忽略掉了公民議決前的參與式

設計和規劃學習。在日本，一開始希望民眾走出來進行一些討論，過程中傳授民眾規

劃的概念。當他有了這些基礎之後，他也會變成專業，接下來再參與式規劃終究必須

有政府，或是民間單位，就是工程顧問公司這種角色，跟著他們一起來做參與式設

計，民眾可能會提出些想法，因為有規劃學習，所以邏輯上會比較靠近實際上可以操

作的東西。接下來才進入到所謂的公民議決。簡單來說，公民議決的前面，應該要有

參與設計，參與設計之前還要有個學習的過程。 

3. 部落族人對國土計畫法的想法 

(1) 徐榮春校長：應該把整個傳統領域全部畫到原住民特定區域。 

(2) 亞弼達利主任：對我們來講這件事情就是在畫傳統領域，在做特定區域計畫這件事

情，就是在想傳統領域，但是我們也知道現行的國家政策跟法律是沒有辦法讓我們馬

上到這個位置。所以我們退而求其次，但在那個過程裡面其實我們是難過的：我們為

什麼又要被迫，委屈要在自己的土地要變成是這國家的。再者，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

的對話，為什麼要把我們的語言轉換成你們的語言，這個是我一直百思不解的？還有

就是關於參與，我們是被迫要參與，不是我們要主動參與，我們是被規劃。假設不進

入這個系統的時候，我們可能就像是被宰的山豬。若真的是更貼近部落的參與，政府

應該要到部落裡面開會，這樣當我們在講特定區域或國土規劃的時候，才能夠更真實

的回應到部落真實的樣貌。 

(3) 芭翁都宓女士：太多法綁住我們了，部落真的來不及。站在部落婦女的角度來看，我

們被壓抑太久了。我覺得國土規劃是一個陷阱，部落根本都沒有辦法銜接。國土規劃

規劃下去，特定區域規劃下去，但實質上我們住家的土地問題也根本就沒有解決，國

土規劃會一並把我們的住宅區也解決掉嗎？也不一定。我很憂心到底我們今天所談論

的事情，那麼多計畫跟限制在那邊，住在山上的族人他們也清楚什麼，所以我在想是

不是有更好的方法，也不要太強迫我們，讓我們的生活更多一點自由。 

(4) 羅恩加博士：我們先不談國土計畫法，基本上我覺得我們做一個農民的土地就有很大

的問題，連政府最基本的小尺度的問題都還沒處理好就處理大的，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陷阱。回到這個現實的社會裡面，國家要轉型，我覺得最簡單農地先處理好，

不然最基本你要講大的我也不相信，除非你先作小尺度的工作，這是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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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應、討論與結語 

(1) 回應 

 廖益群科長：國土計畫法通過之後，他不是只針對原住民，而是完整的都必須要去規

範。如果有特定區域計畫這樣的一個位置的話，原民治理是有機會的。因為在特定區

域裡面，內政部、原民會必須一同處理，比過去原民會直接面對所有的部會好很多，

也有助於原基法子法制訂與修正。另外，原民會還有一個想法，希望透過國土計畫法

或特定區域計畫法將部落公約法治化。所以，我覺得有很多空間，這個部分我想一定

要去做，千萬不要只認為是一個陷阱而裹足不前了。 

 陳育貞會長：有關部落的特定區域計畫一直到跟國家體制對接的時候，有很多的討

論。當政府一進入到政府協商的時候，就不是我們中介者要怎樣就能怎樣了，因而到

最後協商到最後那個方案會不會百分之百是原本走出部落的那個方案，我們並不知

道。所以這也告訴我們，部落不能夠只有一個管道去跟政府。 

 廖律師：可以講明啊!我們那時候有跟蘇立委建議，就是把那個，因為他事質詢，為什

麼會這樣，因為中央政府今年有一筆預算，一億多就在做這個事，後來就想說加一個

附帶建議，這個等於是要求行政部門要做的，因為為什麼，第二點，相關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該要有個規劃建議權，我們就是把這個建議，請書之分一另為關心，你剛

剛講的沒有錯，十六條講得很清楚，必要時不為，那內政部不為怎麼辦，就請立委去

質詢說你為什麼不為，這個因該原民台來講才對。 

(2) 討論 

 亞弼達利主任：特定區域計畫的發動者是誰？ 

 陳育貞會長：到底發動規劃權是誰？我們主張是部落發動，部落發動規劃、部落實質

有規劃權。 

 李永展研究員：國土計畫法寫的很死，一定是內政部作為發動的角色。所以說規劃建

議權的加入就特別重要。規劃建議權就有兩種做法：一個是由原民會或是部會裡面來

建議說找那些示範地區來做；第二個是由民眾，原住民自己來發動你要怎麼規劃建議

權，送去給原民會，所以所有規劃建議權就兩種。官老師：謝謝李老師。 

 徐榮春校長：請問特定區裡面的法令會不會跟其他部會的法令會有重複？ 

 廖科長：目前台灣的法律又有一般法跟特定法，都市計畫法、國土計畫法都是一般

法，所以還是必須回應到相關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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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結語 

 陳巧筠碩士生：過去在部落學習到的長輩們都跟我們說，其實過去原住民土地的使用

他其實非常的動態的，他可能過去這邊是打獵的但他有可能會變成耕地，那他這種動

態的使用方式在回到我們的國土計畫法這種固定下來的分區的時候，是不是會有鴻

溝？哪我們要怎麼樣在這兩個裡面去做一個調整?我覺得這個是我一直都在思考的困

擾。 

 曾巧忻碩士生：我覺得不可能靠一部法或是今天國土計畫出來，原住民的土地不可能

因為這件事情被解決，即便我們現在在講的規劃的多縝密，還是要外面的法律或是其

他的部門、事業的部門計畫去，你還是會有很多中間的角力過程，所以我滿認同老師

講的，其實這是要從整個面向，國土計畫我們今天討論的好，好像花很多時間還有他

好像很重要，可是他其實只是整個裡面的一小點而已，就是大家還是要各自在自己的

崗位做自己的事情，就像恩加學長從有機農的角度去談這件事情，他其實也是一個很

重要的視角，所以我會覺得，就是大家討論完還是要繼續做好自己事情。 

 徐榮春校長：如果相關部會進行計畫時，其實可以時常跟部落多溝通。 

 羅恩加博士：希望相關部會能夠跟部落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這樣才有助於相關工作

的推動與進行。 

 亞弼達利主任：我覺得我們還是要交給牧師做禱告，被聖靈感動政府會更好。第二個

我會覺得這樣的對話還是要多辦，因為不是只有原民會，甚至是內政部也要參與在這

裡面，然後部落的對話跟聲音可以在，因為他畢竟是在講國土規劃的時候，我覺得主

管事業單位你還是要出現，希望來的不是只有我們原住民，而是有更多的原住民族，

不是只有十個，就這樣。 

 芭翁都宓女士：希望可以協助部落建立平台，將資訊傳達到部落裡面。 

 廖益群科長：持續增進原民會跟部落之間信任關係。 

 陳和平牧師：希望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中加入林務局跟國家公園的議題。 

 陳育貞會長：大家一起努力，從自我翻轉來一起翻轉這個社會！ 

 李永展研究員：原民會在國土計畫法中的位置是相當重要的，此外，我們也應該持續

培力，使部落具有能力提出由下而上的特定區域計劃。 

 官老師：謝謝大家的參與，透過此次的對話，相信大家都有非常豐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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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我國土地管制與土地利用調整工具之檢討與建議－以特定區域與重劃為中心 

（子計畫一：戴秀雄、子計畫二：丁秀吟） 

【前言】 

    討論主題為我國土地管制與土地利用調整工具之檢討與建議，目前台灣土地工具主要

為徵收與重劃，徵收主要是都市土地有急需，於此不納入討論，故以特定區域與重劃為中

心，並且檢視國土於氣候變遷時期，現行體制下之操作是否足夠。將由三個層次思考，第

一為規劃問題與現況檢討及盤點；第二為不改變現行架構下，不足處之處理方式；第三為

若現行工具不足情況存在，如何處理。重點是現在制度之界線為何？可能有新的詮釋方式

及操作方式。 

【討論內容】 

1. 再生能源趨勢下土地使用管制之問題 

2. 土地重劃與土地儲備制度之檢視 

3. 計畫法規下之管制爭點 

【議題 1】 
再生能源趨勢下土地使用管制之問題 

    為了因應氣候變遷以及能源問題，我國再生能源與農業間之關係，以政策而言，將

農地使用引導為種電，似有再檢討之必要，且此產業較為零散，因此如何有效率推動使

其達到一定規模、專業性及集中度，乃相當重要之部分。首先之課題為農地與能源之重

要性何者較高？現行農委會建議修改容許使用，使得農地得以種電。然國內卻無上位計

畫領導，計畫內容空泛，實際執行無明確方針，導致空間規劃與能源銜接不佳。因此就

國土規劃角度而言，不反對發展再生能源，但不應採取「容許使用」，因為容許使用無審

查空間，應要採用「變更」較為合理。且應修正管制規則，依各種使用類別分別研擬各

種使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許可使用細目及其附帶條件，清楚呈現各區之使用地可作之

內容。 

【議題 2】 
土地重劃與土地儲備制度之檢視 

（1） 土地重劃與土地儲備制度現行爭點 

    以重劃此工具而言，於歐洲較為常見，我國實行時間亦長，似有僵化之狀況。其

中重劃之重要概念為「交換分合」，然目前也無真正產生實質的交換分合，可能歸咎於

法規之規範。因此於農地重劃上，農業生產、土地使用較無發揮其目標，若與歐洲相

比即可發現差異性。且考量國土計畫法公布後，將來實施可能產生制度改變，單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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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發揮產生困難，例如優先購買權或土地儲備之方式，若有架構上之調整，似可比現

行制度更好。 

    而針對農地重劃部分，過去很多優良農地皆實施過農地重劃，這幾年農地重劃式

微，主要原因為農民意願不高，因素取決於農民須負擔農路、水路及部分費用，且現

今重劃區部分地層下陷或是山坡，工程費用相對更高，農民負擔更重。加上重劃後農

民仍不確定做何使用，變特農區後無法變更，但農民多希望可變更為建地使用，因此

造成不少農地重劃完後並無作農業使用，而是蓋農舍等情況產生。再者套入土地儲備

之制度，農地重劃完後變為特農區，使用上受到限制。而重劃完取得之抵費地為農民

捐出，若政府取得抵費地後做其他使用，可能會引起農民質疑。原因仍因目前重劃之

抵費地還屬農地，應要擴大農場規模，抵費地將來要賣時農民有優先購買權，政府若

將抵費地做其他使用，與農業經營無關係，容易引起爭議。故政策若規定農地重劃要

配合做土地儲備，那法令上須一併跟進修改，雖目前已有規定抵費地若有需要可配合

區域計畫做變更，但這部分應更明確規定到底做何種使用。 

    針對儲備及重劃，德國案例為利用農地重劃將農地向上遷移，劃出洪氾區供防災

方面為緩衝之使用，同步搭配新的國土調整、地方防災與產業需求。與我國相較後便

可發現，國內制度似乎較緊繃，雖目前規定提及政府若有特殊需要可保留抵費地，然

抵費地可否供防災或高鐵等使用仍有爭議，因此應該思考土地儲備制度是否可更有彈

性，於解釋上釋放使得政府操作上也可有較大之空間？是以，應先認知土地儲備是否

有需求，若有其需要，於制度設計、規劃上應回至限定用途，或依任務分配給機關，

並考慮儲備之土地將來是否有交換之可能。因此關鍵問題為土地儲備制度應檢視儲備

於何處？其用途為何？ 

    然自農地重劃之政策目的檢視，過去乃改善農地生產環境，將崎嶇不平之水路等

經重劃後方整化。唯過去之農業需求已與現今不同，未來農地重劃之政策目的為何？

係與過去相同為了改變農業生產環境，或者僅為了土地儲備？亦應思考目前農業發展

是否需要採用農地重劃？於目前國土計畫法下，是否有可能性去採用此工具處理農

地、能源等問題？其中涉及私有土地、其他土地也須採用交換等方式來形成較大面積

之土地，過去制度下此重劃方式較為困難，農民並無誘因投入資本，故，亦應思考於

肯定重劃工具功能性之前提下，未來國土規劃是否可利用此工具促進農業發展？ 

    綜上述，更重要的應有更寬廣之思考框架，重劃議題並不只侷限於農地重劃，亦

有市地重劃等部分，因此，應先瞭解重劃除改善外，亦有透過交換分合調整地權之特

性，其於土地利用、土地使用管制方面仍具有相當之功能性。且目前發展多屬綜合

性，生產環境與活活環境相對較為複雜，僅針對農地或是農村社區之單一方式有其必

要檢討。 

（2） 以國外案例反思我國現行制度 

    參考國外之制度，德國起初發展為全面性，並無市地重劃或農地重劃之概念，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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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全面性制度使用，不分居住區，同時處理鄉村居住環境與生產環境，僅有一種制度

稱為土地重劃。後期因市地之價值與鄉村區不同，為配合都市計畫，於戰後衍生市地

重劃。另外，日本亦有配合天災等所產生之重劃，此屬具有相當積極性目的之重劃。

例如日本 311 地震後，日本受災區多為非都市土地，因此政府以重劃方式將高發展可

能之土地調整後，將生產地區調至其他地方。有此方式應用乃源自於日本早期即開始

檢討人口結構改變後，目前總量與人口結構並不樂觀，認為並不會向外擴展成都市發

展，因此 311 地震後思維變傾向將地還於自然，保有生產土地，於國土計畫部分配合

調整控制，例如農地退回國土保育用地，而非往都市利用方向。實質內容係為日本於

國土形成計畫下訂立一政策方針，各地方政府雖有壓力，但若不遵照法定政策即屬無

依法行政。且其計畫屬於重疊分區，並非排他性分區，國土利用計畫施行後亦會遇到

各目的事業法之規範，一地須做都市地區或農業發展地區，於所有權人也有衝突，因

此就先保有重疊分區之狀態。由各地方政府決定何種分區優先，唯優先並不代表可以

開發，須於不影響此區之農業發展條件下才合法擁有開發權利。類似政府不否定法賦

予其開發之權利，但必須同時受農業相關法之規範，產生該地不完全屬都市計畫地

區，必須額外調整後才得以開發。 

    而我國目前國土計畫法內之制度、使用管制並未開始，現有思維仍認為都市內之

農業區即屬發展儲備用，進而變為全台灣所有農地皆屬都市發展儲備用土地。然就因

應氣候變遷積極性之目的而言，重劃尺度似乎較狹窄，應全面思考土地重劃，而非限

縮在農地方面，以整體性去回應氣候變遷，納入防災等調適思維，不論市地重劃或農

地重劃，應該因應不同政策目的而採取不同之重劃，並不限制於農地或農村，重劃僅

為一土地工具。 

【議題 3】 
計畫法規下之管制爭點 

（1） 行政機關間之權屬分配 

    另外，我國國內國土計畫法通過後，若無遵循國土計畫，並無任何處罰之規定去

迫使其依照計畫行事。目前要求部門計畫須先徵詢國土計畫主管機關之意見。以主管

機關之角度而言，其較為容易控制內部下位計畫，但與其他部門間之銜接性即有一定

的問題存在，各部門未必會於部門計畫時期徵詢主管機關，而是部門有經費、計畫許

可下就直接執行。以目前區域計畫為例，區域計畫配合未來國土計畫法海洋資源地區

劃設海域區，計畫面及法規面部分，計畫與相關法、施行細則已完成，行政面因非都

市之系統內，縣市政府依照區域計畫法送核備後須公告作為生效之依據，然縣市政府

遲未公告，也並無回報中央。 

    上述從另一角度解釋，下位階計畫於綜合計畫系統中，若牴觸上位階計畫，基本

上上級主管機關可局部或全部宣告無效。若不代為作一定之行政作為，雖有違憲嫌疑

之情況，但中央其實可代為擬定。回至地制法，亦須區分係屬委辦事項或自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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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委辦事項，中央擁有命令權，受命令而不作為時，中央可代執行，錢仍為地方負

擔，不須原本目的事業主管法有法源依據，地方是否理會便為政治問題而非法律面。

但分區與編訂理想上較接近自治事項，地制法第 18 條、第 19 條都市計畫擬定審議及

實施，並無核定權，完全無談論非都市土地算地政業務還是廣義都計業務，因此，此

問題是區域計畫法本身之弱點。若僅不動分區，區域計畫便接近無牙老虎之狀態，現

在被繼受至國土計畫法中。故應該回到國土計畫法，沒有任何工具逼其應作分區或編

訂，底下之部分為行政處分而非計畫，法源未必是在原本計畫法規中。 

（2）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之問題 

    目前非都市土地大多為編定變更與分區變更，分區變更因透過開發許可而有依許

可內容管制之問題。編定變更雖有事業計畫，但其實是依實際編定結果管制。只要符

合容許使用清單上之項目，即可變更，且建管亦跟著發給執照。若要有效且具彈性，

應為申請作農業設施就僅能作農業設施，用開發許可管制時，將來轉用依原許可申請

之建照就會是被廢止。但若現在僅讓它採用土地編定之情況，會認為彈性不足，要變

售難度高，也無法管制，現有僵局並不會改變及解決。而德國制度相比較為簡單，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外之地區不能開發就不可使用，以農場優先。我國未必能全然參採，

但現有用編定用地別管制之方式，有其侷限存在，除非嚴格變為非建地，否則仍可依

法繼續使用。如果降低其強度，亦屬財產權內容形成範圍，不須給予補償。故以此問

題視之，不須編多種用地，以目前 19 種已經很多，每一種應清楚告知容許使用為何，

如需改變即應經過申請，此仍有達到保護土地之效果。 

（3） 劃定特定區之配套措施 

    最後，劃定特定區之問題，其應屬於較為普遍之工具，未必一定鎖定於都會區、

原住民或是流域，亦可跨分區或編訂允許，其他之外的皆不准。因此以特農區為例，

此處圈劃為優先農業運用之專區，於此區作農業使用會有優惠或是只准作農業使用。

此種手法過去常用於部門計畫，綜合計畫較少，而區域計畫到目前的國土計畫，多只

談都會、流域及原住民，但農業亦可用此方式適當操作，類似農業經營專區等。且國

內非都市土地多是未規劃狀態，難以操作，若用不同專區如 exclusionary zone 與

inclusionary zone 之方式，其運用有一定之可能性，排除工業使用或農舍等，皆屬典型

規劃工具，因此農業作為產業之一種態樣，應連同土地使用一併思考。且農業發展現

今趨向多元化，冷凍、倉儲、集散場等皆會使用土地，且與農業具有極高的關連性，

但卻不屬真正工作性或漁業性使用，因此於管制上也不適宜太僵化。 

    然亦須考慮到特定區域單一制度一體適用之困難性，無法一體適用之地區包含原

住民地區。且目前區域計畫並非為了計畫而計畫，實際上是執行面之問題，因此區域

計畫內容如何擬定是首先面臨之問題。土地之部分中央營建署於擬定區域計畫時，僅

為希望此處如何管制，但實際上可能產生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其特殊需求。而針對

特殊需求，例如劃特定區域放寬制度、嚴格管制等，於此才做調整，此部分中央難越

權至另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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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以流域之區域計畫為例，颱風造成水庫淤積，需透過區域計畫協助，但是

否是透過計畫來解決問題？造成淤積或許是其周邊土地於管制上出問題，因此流域之

特定區域計畫導向為何，便產生疑慮。國外做法為流域主管機關先有一清楚之治理計

畫，亦屬部門計畫，再配合國土。但國內水利法未修，其用河川管理辦法之位階做。

河川環境管理計畫管至陸地，卻無法源，是否能規定典範便有很大的疑慮。此問題若

於法治面明確化，計畫類較容易執行，但若已經落至行政執行之行政處分的方面而

言，應要有督促程序存在，否則國內自立法開始就已充滿政治考量，無法執行。因

此，應先有行政罰則，目前法律上並未給予中央主管機關此權力，無法管制地方政

府，而法規變更亦涉及政治問題，需要強大金權才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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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農業發展與生態社區規劃（子計畫六：詹進發） 

【主持人】 詹進發（政大地政系副教授） 

【成果發表主題】 台灣地區農地變遷分析 

1. 研究資料 

･ MOD13Q1-MODIS 植生指標產品 

･ 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是由衛星影

像的紅光以及近紅外光波段之間的運算，可以用來監測以及分析植生的變化，其

公式為： 

NDVI =（ρNIR - ρred）/（ρNIR +ρred） 

･ NDVI 值通常介於-1 至+1 之間，當指數越接近 1 時代表綠色生物量增加，然接近

零則表示葉綠素稀少或是沒有植被。 

資料前處理 

（1） 資料的下載： 

    利用 Python 程式自 NASA 的陸地處理主動式發布資料中心（Land Processes 
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 LP DAAC）所提供的開放 MODIS 資料進行批次下載。

所下載的資料為 MOD13Q1.005 產品，下載自 2000 年至 2015 年 8 月之 MODIS 影像資

料。 

（2） 重新投影： 

    所下載之 MODIS 產品數據的投影是基於區塊的正弦網格，而並非尋常使用的察看

方式，因此需要將 MODIS 影像轉換成 WGS84 投影系統，以方便進行後續研究。 

（3） 裁切： 

    其中在 h28v06 的區塊部分謹含有少部分的台灣區域，為了增加資料處理的效率，

因此只須提取所需要的台灣部分資料。 

（4） 鑲嵌： 

    由於所下載的資料形式在台灣地區的部分是由兩張影像所構成(h29v06 和 h28v06)，
因此需要先進行影像的組合工作。 

（5） 資料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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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研究長時間的衛星影像，採用最大值合成法(MVC)以月為單位獲取每月 NDVI
最大值，以像元為基礎，取數張影像中 NDVI 的最大值的作法可以有效降低大氣中雲

氣、陰影、視角以及太陽角度所造成的 NDVI 降低的情形。 

（6） 資料分析： 

    IDRISI Terrset，Terrset 是一個集合監測和模擬地球持續發展模型的地理資訊系統，

該系統採用了 IDRISI 地理資訊分析和圖像處理工具，並加以垂直應用。Terrset 的主要

功能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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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農業發展與土地利用中水足跡可能扮演的角色（子計畫七：林士淵） 

【主持人】 林士淵（政大地政系副教授） 

摘要 

    水足跡為一新興發展之水資源消耗衡量指標，可用以估計水資源之分佈與途徑。其中

「綠水足跡」係指生產過程中消耗的雨水量，包含降水的總蒸發散量及產品中所含水分；綠

水能使作物成長而具生產性，然因其一部潛藏於產品中且含量甚低、另一部為蒸發散形式而

致使推估不易、遭致忽略。為使作物生產用水量能被精確統計，有效估算綠水足跡至為重

要。遙測產品─MODIS 全球地表蒸發散監測資料（MOD16）具有高精度、涵蓋面積廣闊且長

期監測之優勢，然若欲實際運用則將有產品釋出時間延遲及空間缺漏或低解析度等限制。

故，本研究以臺灣農業用水使用比例最高之稻作進行綠水足跡估算，並以「臺中市」作為研

究區域，利用 2003 - 2012 年之 MOD16 資料、搭配可能影響蒸發散量之氣象因子和 NDVI 等
變數，以逐步迴歸法（Stepwise method）篩選因子並建立兩期稻作蒸發散量之推估模型，藉

此即時精確估算臺灣稻作綠水足跡。 

關鍵詞：稻作、綠水足跡、蒸發散量、MOD16、逐步迴歸 

一、研究區域 

    為同時解決時間及空間之限制，本研究擬尋找稻作生產大範圍、且 MOD16 資料破碎之

地區。故選擇臺中市為研究區域，臺中市因地理位置有大甲溪、烏溪（大肚溪）、大安溪等大

河流域經過，僅都會區及山區較無稻米栽種，灌溉便利，加上氣候適宜、土壤肥沃，適合農

業經營，年產量長年居臺灣 18 個生產稻米縣市中的前五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2015）。然

因臺中市之農地生產，不全然以稻作生產為主，故將加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之稻作分

佈圖，使得稻作蒸發散量的迴歸模型將能以更精確的樣本建立、並得知更精細的應推估範

圍。 

二、研究成果 

(一) 複迴歸分析成果 

    本研究以 2003 - 2012 年之十年臺中市稻作地區 MOD16 資料為依變數、搭配可能影響蒸

發散量之氣象因子（月均溫度、月降水量、月均風速、月均日照時數、月均溼度）和 NDVI
為自變數，透過逐步迴歸法篩選重要因子並建立一期及二期稻作之蒸發散量推估模型。在顯

著水準 5%時，兩期迴歸方程式如下式： 

𝐸𝑇𝐶1 = −73.365 + 4.768 × 𝑋1 + 55.318 × 𝑋2 + 0.050 × 𝑋3             (1) 

𝐸𝑇𝐶2 = −75.556 + 4.857 × 𝑋1 + 47.372 × 𝑋2 + 0.028 × 𝑋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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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𝐸𝑇𝐶1：一期稻作蒸發散量、𝐸𝑇𝐶2：二期稻作蒸發散量、𝑋1：溫度、𝑋2：NDVI、
𝑋3：降水量。根據兩期模型之調整複決定係數可見兩模型解釋能力為 0.76、0.71，並且皆達

顯著水準（p = .000 < .05）。6 項自變數推估蒸發散量時，進入兩期逐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

數共有 3 個：皆為溫度、NDVI及降水量，對於蒸發散皆為正面影響，透過標準化係數得溫度

影響程度最大、NDVI 次之、降水量則相對影響程度較低。一期和二期逐步迴歸方程式的調

整複決定係數分別為 0.759 和 0.714，皆可判斷稻作一期和二期逐步迴歸模型之配適度或解釋

能力尚佳。此外，F 檢定結果足以拒絕虛無假設，即在α = 0.05顯著水準之下，自變數對稻作

蒸發散量具顯著的聯合解釋能力。 

    驗證前述兩期蒸發散量迴歸模型是否具代表性，亦同第一階段將資料拆分為樣本內資料

和樣本外資料。十年農地平均數量為 64 個網格，故依研究區域空間樣態、平均分布挑選出 6
格、十年皆為農地使用之網格作為樣本外資料（如圖 1），以樣本內資料建立之模型估算樣本

外網格推估值，並與 MOD16 蒸發散量值作比較，評估模型推估準確率，結果如表 1；兩期模

型推估之整體準確率皆可達 70％以上；另嘗試將前述模型用以估算 2013 和 2014 年的樣本外

資料（表 1），兩期模型推估之整體準確率分別達到 84％及 81％，可證實以 2003 - 2012 年之

樣本資料進行逐步迴歸分析建立之模型得利用在建立迴歸模型所用樣本之外的年份。 

【表 3】臺中市樣本外預測準確率（2003 - 2014 年） 

準

確

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一

期 
0.772 0.763 0.691 0.833 0.812 0.723 0.674 0.675 0.534 0.765 0.839 0.848 

二

期 
0.806 0.818 0.760 0.817 0.841 0.823 0.709 0.705 0.646 0.817 0.840 0.785 

【表 4】臺中市兩期稻作綠水足跡（單位：m3/ton） 

期作別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平均 

一期 594.6 433.5 316.1 491.3 399.5 443.5 446.4 

二期 102 0.4 881.2 478.4 706.0 564.4 562.2 702.1 

平均 807.5 657.4 397.3 598.7 482.0 502.9 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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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臺中市樣本外資料 

(二) 估算綠水足跡成果及繪製綠水足跡地圖 

    據綠水足跡定義式，本研究比較各月份之作物蒸發散量（𝐸𝑇C1或𝐸𝑇C2）與有效降水

（𝑃𝑒𝑓𝑓），取其中較小者後、加總 1 - 6 月和 7 - 12 月為一期和二期綠水耗用量（𝐶𝑊𝑈𝑔𝑟𝑒𝑒𝑛），

輔以耕種面積及行政院農糧署（2008 - 2013）取得之各期稻穀產量，計算出逐年的兩期稻作

綠水足跡（𝑊𝐹𝑟𝑖𝑐𝑒,𝑔𝑟𝑒𝑒𝑛），成果如表 2 所示。成果顯示，二期綠水足跡明顯大於一期，歷年二

期稻作綠水足跡總量約為 500 – 1100 m3/ton、平均為 702.1 m3/ton；一期稻作綠水足跡總量則

約為 300 – 600 m3/ton、平均為 446.4 m3/ton。兩期綠水足跡逐年變化大致呈現減少的趨勢，尤

其二期的變動更較一期劇烈；另外在此六年間，兩期綠水足跡最低值均出現在 2009 年、最大

值均出現在 2007 年，亦可見綠水足跡於逐年兩期之變化趨勢呈現一致。將估算期     
間之一期及二期平均稻作綠水足跡地圖繪製如右圖 2。              綠水足跡地圖（2007 -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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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中市一期（左圖）及二期（右圖）平均稻作 

三、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有別過往計算綠水足跡的傳統方式，設計出以遙測產品─MOD16 蒸發散監測資料

結合複迴歸分析、估算稻作綠水足跡之方法，經臺中市之研究成果可證實此套方法流程確實

具可行性，在改善MOD16資料於時間及空間上之限制之餘，亦能精確估算稻作的綠水足跡、

繪製空間解析度達 1 平方公里的綠水足跡地圖。生產稻作的綠水成本將能獲得更精確的計

算，亦將有助於作物三色總水足跡的整體評估，尤其在氣候變遷、水資源及糧食安全備受重

視的背景之下，期能進一步供農業水資源成本永續利用的管理策略之參考。 

    另外，本研究以臺中市為研究範圍，是以行政區界作為界線，成果亦屬於區域性的綠水

耗用指標，為大尺度的應用；然而未來可因應使用者的需求而彈性調整估算的單位，如可以

小尺度的農戶、農會、產銷班等個體、組織或企業體來計算其作物產量的綠水耗用量，唯須

獲得各單位農地耕種面積和產量資訊即可估算。個體或企業體的估算成果將可提供各單位產

品之水足跡標籤或公告的標示建議供大家檢視各項作物產品對於水資源的耗用程度、檢討並

反思水資源於真實世界的實際耗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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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簡報 1 

 

【圖 9】簡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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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簡報 3 

 

【圖 11】簡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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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簡報 5 

 

【圖 13】簡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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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簡報 7 

 

【圖 15】簡報 8 



第 44 頁，共 145 頁 

 

【圖 16】簡報 9 

 

【圖 17】簡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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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簡報 11 

 

【圖 19】簡報 12 



第 46 頁，共 145 頁 

 

【圖 20】簡報 13 

 

【圖 21】簡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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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簡報 15 

 

【圖 23】簡報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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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簡報 17 

 

【圖 25】簡報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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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簡報 19 

 

【圖 27】簡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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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簡報 21 

 

【圖 29】簡報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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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簡報 23 

 

【圖 31】簡報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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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簡報 25 

 

【圖 33】簡報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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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簡報 27 

 

【圖 35】簡報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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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簡報 29 

 

【圖 37】簡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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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簡報 31 

 

【圖 39】簡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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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簡報 33 

 

【圖 41】簡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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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簡報 35 

 

【圖 43】簡報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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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土地倫理、農業多功能與永續農業政策之研究 
（子計畫一：顏愛靜） 

一、 研究個案村落工作坊舉辦成果 

    為達到本年度研究目的，本研究團隊於民國 104 年（2015）年於本研究田野地－宜蘭縣

三星鄉行健村舉行「有機農業政策與實務工作坊」。從中推廣有機農業與社區支持型農業的理

念，推廣有機農業與社區支持型農業的理念，並探悉農民對農業政策、農業環境補貼措施研

擬之見解，以作為本年度研擬台灣農業環境補貼措施、永續農業政策之重要參酌。 

（一） 村落工作坊之重要成果－農民對永續農業環境政策之見解 

1. 政府機關應定期為農民進行土壤檢測，以及時預防植株的生長障礙或發生病蟲害 

2. 有機認證申請時應有專人輔導，以避免因錯誤而需反覆申請 

3. 田間管理的紀錄方式應配合現代科技提供創新技術 

（二） 村落工作坊之重要成果－農民對農業環境補貼措施之見解 

1. 政府機關應建置產銷資訊網並提高生產效益與降低生產風險。 

2. 政府應積極輔導農民申請相關補助，提高轉作意願。 

3. 政府協助農民開發有機農業行銷通路，並尋求產銷平衡的經營模式。 

（三） 村落工作坊之啟示與建議 

    以下就農民與政府面向分別敘述： 

1. 農民 
（1） 薦請政府派專人輔導填寫相關器材與補助表格，增加民間從事有機耕作之意願。 

（2） 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增拓有機耕做面積，進而增加有機農民的收入。 

（3） 技術的轉移與培植。 

（4） 輔導媒合相關通路的販售。 

（5） 計畫性與逐步減低補助內容的條件下，提高對青年農民的相關補助。 

2. 政府 
（1） 政府機關應建置產銷資訊網並提高生產效益與降低生產風險。 

（2） 政府應積極輔導農民申請相關補助，提高轉作意願。 

（3） 政府協助農民開發有機農業行銷通路，並尋求產銷平衡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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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官學農業與農地政策論壇之啟示與建議 

    以下分農民、學者與政府三個面向分別敘述： 

（一） 農民 

1. 政府應適時增加青年農民補貼，增加其投入有機耕作的動機。 

2. 建議政府應給予農民農耕技術上的輔助與扶持，加深農民面對外在環境變化之適應

能力。 

3. 政府應改善灌排等水利系統。 

4. 政府應增額補助大型設備，或增加保價收購或其他可以解決銷路問題的政策，增加

慣行農民改作之動機。 

（二） 政府 

1. 增加政府公單位購買有機產品之通路，解決銷售面的問題。 

2. 政府應促進相關友善環境，進而增加生活及生態知識價值面之培養與建立。 

3. 政府應對新訂的法令政策多加宣傳並舉辦說明會，讓農民得以清楚瞭解。 

4. 政府應對初入行的青年農民提高補助。 

5. 農業專業技能與知識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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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德國立法例對於氣候變遷時期整體國土管理的啟示 
（子計畫一：戴秀雄） 

一、 研究目的 

    本計畫除承襲對於土地正義之價值主軸外，主要出於國土規劃法制乃承載實務運作之制

度平台，唯有將相關法制配合土地正義價值觀為調整，方有可能獲得抽象主觀價值觀切實轉

化於現實之可能性。然而，本子計畫更額外加入氣候變遷調適做為研究核心元素，蓋此誠為

國土規劃法制未來最重要之任務場域。 

    按當世界各國紛紛為了氣候變遷所帶來暖化、極端天候及日益短缺之能源所苦，我國亦

無法置身此一發展趨勢之外。行政院並於 2012年 6月 25日核定通過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

其中標示出我國為因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所為之專業分工架構，同時此一標示出我國面對

氣候變遷調適之工作重點所在。就其分工項目觀之，可發現此綱領對於分工項目之區分方式

的考量，大體乃以行政作業之事項別所建構，以致其分類結果實仍可以不同分類原則為不同

之架構；例如海岸實為國土不可區隔之一部分，是必須就國土整體考量與海洋、內陸一併在

國土規劃之際納入審酌，其本質仍屬國土整體土地利用之一環，今被單獨劃出為獨立單元，

除海岸已新通過海岸管理法予以規範外，該項目之核心實則不脫防災、水資源以及產業利用

(不管是農業或是工業)；其次，如為生基礎設施與健康兩項，此皆嚴格來說乃法理上國家對

人民基本權利所衍生保護義務之一環，係屬國家之常態性工作及義務，其或因氣候變遷導致

人民健康問題更加嚴峻、困難，但本質上似仍難認可與能源、防災、水資源與糧食安全等四

問題等量齊觀；至於，土地利用實為承載以上各相關工作項目之共同平台，蓋以上所有任務

或是課題，無一不是建立土地利用上，易言之，所有氣候變遷調適之工作、措施最後須實施

於土地之上，也就透過土地利用之調整達到。 

    綜合言之，就上述基本分析觀察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綱領之核心工作項目，本研究以為其

中最核心且完全出自氣候變遷時期所衍生之課題，仍在防災、水資源、能源與農糧(糧食)安
全四者。然而，就此所標舉四種氣候變遷調適之核心，以下即分別就其與國土規劃法制間之

關聯與我國現狀，為背景性分析。 

    如前所述，論及氣候變遷調適下之國土規劃，必須針對農糧安全、水資源管理、能源結

構與天然災害之預防等四元素，提出應對之策或強化現行體制不足之處之改善或補強；而這

些應變措施為能被確實執行，皆須建置成為可供運作之制度，此又須過對應之法規建置或修

正方足以達成，而此即本子計畫之目的與任務。 

    然而，論及國土規劃法制如何調整以獲得對應前揭四種氣候變遷調適核心元素之能力，

首先仍須就現行法為分析、檢討，以確認其能夠針對承擔此種元素要求之能力及其不足之

處，方得以進一步據以探討解決方案與法制上修正建議的問題。就現行法而言，我國之綜合

計畫系統實際上僅由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兩層級法定計畫構成；易言之，縱使有全國性之國

土綜合發展與各直轄市、縣市綜合開發計畫之存在，該些計畫因為欠缺法效，根本無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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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執行，亦無從依法效指導或控管法定計畫，因此以往談論我國空間計畫體系時將此些非

法定計畫納入，就法理面觀之，實有不妥之處。按空間綜合計畫體系既以上層級計畫指導下

層級計畫，則其指導功能乃有賴於以法效力之發揮，防止下層級綜合計畫內容乖違上層級計

畫之意旨，是以此種指導功能在法律意涵上實不外乎一種法律上之控管力，尤其當任何空間

計畫(無論是綜合計畫或是部門計畫)要具備直接拘束土地利用之效力或是涉及地方自治團體

之計畫形成自由(計畫高權之核心)，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亦無可由不具法律效力之非法定計

畫涉足計畫指導之餘地。 

    基於上述考量，我國空間法制與國土規劃上如何應對氣候變遷調適之需求，在現行法言

之，自亦必須就區域計畫法與都市計畫所構成之計畫體系予以探究。而現行法下由區域計畫

與都市計畫兩層級構成的綜合計畫體系中，其是否具有充分對應氣候變遷調適需求的能力，

實則端賴計畫之內容、法效力與賴以執行的手段工具三者。 

    德國國土規劃相關法制基於法制上之相似性，以及德國於因應氣候變遷方面之成果與經

驗，誠然屬於我國考量如何將國土規劃相關法制，調整至足以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要求，甚值

得進行深入研究以供比較、參酌的典範。故本子計畫乃以德國相關法制做為比較研究之標

的，期能透過對其相關法制發展背景考量與原理之掌握，得以藉以分析我國相關法制優缺點

與研擬改善方向。 

    基於上述考量，本計畫以整體國土規劃法制作為檢討、分析之對象，分別就氣候變遷調

適德、我兩國法制以及相關法理之變革，進行有系統之蒐集與整理，俾便得以與現行法及已

送院之國土計畫法草案進行比較性之分析研究，以歸納出我國相關法制應當對應修正之原則

及修正建議。 

二、 研究步驟 

第一年之主要工作在於進行整體研究相關資料之蒐集： 

（1） 整理我國國土規劃與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文獻與資料，並對之體系及結構分析； 

（2） 蒐集、整理德國相關氣候變遷調適之政策、法制發展演變資料，以及相關國土法制之

研究與實務文獻(含透過與德國合作之工作坊)； 

（3） 蒐集整合計畫中其他子計畫關於農地多功能運用、綠水足跡、原住民傳統領域、生態

城鄉、農地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之相關資料與分析成果，將之整合入(1)的成果中。 

第二年之研究目的在於對台德兩國國土規劃相關法制在氣候變遷調適課題上之比較分析： 

（1） 針對台德兩國在面對氣候變遷調適四核心元素，即農糧安全、水資源管理、能源與防

災，在基本條件上之異同，以作為比較分析之客觀資料基礎； 

（2） 分析德國國土規劃相關法制之背景思想、理論與實務發展上與我國相關法制考量上之

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反映在兩國實務運作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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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德國氣候變遷調適相關政策、法制之背景思想、理論與實務發展上與我國相關法

制考量上之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反映在兩國實務運作上之影響。 

第三年之研究目的在於就第二年所獲成果，就我國相關法制如何改善予以討論，並提出建

議： 

（1） 承接來自其他子計畫之資訊及成果，配合第二年結果，予以整合後建立我國國土規劃

相關法制改善之原則與方向。 

（2） 將完成之改善方向與原則透過參與其他子計畫於樣區辦理之工作坊，或取樣區民眾之

意見，以進行對我國國土規劃法制改善方向與原則進一步之細節調整。 

（3） 依據調整後之方向與原則，提出我國相關法制之具體修正建議。 

三、 研究成果 

․ 我國法制之基本考量 

    整體而言，在此四種氣候變遷調適之核心課題中，農糧安全、水資源與能源的供應安全

三者皆屬人類維生要素，俱皆直接涉及人類生存、生活所不可或缺者，故此三者之維繫實係

生存基本條件之維持；而防災則是著眼於維持既存可生存之狀態，乃是生存條件破壞之防護

(尤其是預防)。故此四核心課題大體仍可另分成兩個群組之結構。 

（1） 首先就維生要素群組之農糧安全言之，則首須注意，氣候變遷調適所論及之農糧安

全，其原意固然當指一國之內所得供應糧食之量是否充分而言，其所顧慮者，包含在氣

候變遷所帶來極端氣候下的糧食減產，故其原生意旨並不計較糧食來源究竟是否來自本

國自產，或是自外國進口。然而，就我國目前情境，主要問題並非國內糧食供應總量之

不足，而是因為糧食自給率偏低，導致高度糧食進口依賴性，一旦發生糧食進口困難之

情形，極易發生本國糧食生產量不足以充分供應所需之危險。易言之，我國在農糧問題

方面之課題本質在於農糧供應之風險控制，以至於糧食自給率的提升至一定水準。有關

此點，姑且不論我國糧食自給率是否應該(或能不能)達到 40%，糧食自給率的提升原即

與農業作為產業與農業環境之維持息息相關，而必須在國土規劃上有效被反映出來。然

而，此問題固然一方面有賴農政主管機關農委會提出有效之農業產業政策以資對應，另

一方面，亦顯示我國數十年來農地不斷流失之現象必須有效抑制或是壓抑至一定之程

度。此就現行法而言，原基於農業發展條例第四條之規定，農政主管機關可以擬訂農地

管理之部門計畫，以資做為具體管理之依據。此種制度設計，原係授權農政主管機關以

其專業提出農地管理之部門計畫，藉以提供綜合計畫體系各層級計畫吸納其內容，進而

有效反映至具體之土地利用控管上。然而，由於迄今農委會未利用此一權限擬定計畫，

並對是否依該條文擬定該計畫抱持疑慮，導致具體農地的控管問題實質落入非農政主管

之內政部手中，而內政部對於農地既欠缺相關管理之專業與權限，導致農地利用之控管

往往流於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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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水資源管理方面，如前所言，我國實際上屬於水資源不甚充沛者，且在氣候變遷時

期因旱澇極端，由水而致生之災害亦屬常見之事態，是以水資源管理在氣候變遷調適之

課題上，同時具有維生與防災的元素，此是為其特色。就水資源的維生面向而言，我國

最嚴酷之問題來自客觀條件下用以涵水的條件有限，目前適合興建水庫儲水之條件幾乎

業已窮盡，以致難以開發新水源，而常依靠調度處理。而此問題又因三種主要用水，即

工業用水、農業用水與民生用水間之競爭，而衍生進一步的國土課題，其中最著名者即

為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反之，我國雖推動綠建築有年，並以基地保水做為綠建築

指標之一，但實則對於新建物的基地保水僅止於獎勵性質，並無真正要求全面落實之情

形，更遑論對於既有建物基地保水性之改善。加以我國無論在具體指導營建之都市計畫

或是整體性規範大尺度空間秩序之區域計畫上，迄今未將排洪納入考量與規範，導致人

居地區的水資源既談不上儲存滯洪也談不上排洪的有效管理。次則我國迄今仍循大工業

模式發展，此種土地利用發展往往姑且不論是否對全國水資源之供應造成負擔，最起碼

也常造成地區性供水或其他水資源管理措施上之困難，如麥寮六輕之用水調度情形對彰

南及雲林的用水造成之困擾，即屬其中典型範例。在制度面上，我國對於水資源之規

範，率以水利法系為之，其核心精神及在於水資源國有，並主要以水權制度為操作與管

理水資源分配之平台，因而明顯具有水利事業法之特徵，河防安全反倒屬於較次要之規

範內容，致近年來水利署有另針對排洪管制乙事另訂專法之議。然就氣候變遷調適之需

求而言，由於即使透過水資源之調度措施，一地區可獲得供應水量與用水承載量

(carrying capacity)客觀上仍是有一定限度的，蓋全國可供應水量在一定期間內是固定的；

所以如何在整體國土尺度與局部地區尺度上確認當地供水之侷限，並對於該地區土地利

用與水之供需予以結合考量，方能有效應對氣候變遷時期降雨分布益加不均與極端化之

情形。再者，無論就水資源之開源或是節流，就生態都市與綠建築所採行技術而言，實

際透過基地保水、中水回收與雨水回收再利用之設計，小規模地進行局部地區或建築之

水資源開源節流，同時進行都市排洪之管理，實為目前國際上重要之發展；此點就我國

都市計畫實務與開發許可審議實務而言，亦日趨重要且被要求，此在在顯示在氣候變遷

調適上水資源管理與排洪、防災考量之合流，而需要整體反映在國土規劃體系。 

（3） 能源方面，如前所言，在氣候變遷之調適上主要面對的是，再生能源運用之引入與規

模擴大所帶來對於現有能源供應系統的衝擊。按再生能源依其類型特性，主要來自太陽

能(含太陽熱、電、風能、生質能)、重力(潮汐)及地球本身熱能(地熱)三類，其中不乏無

法穩定供應以做為基載者，如潮汐、波浪等，亦包含風能、太陽光電、太陽熱能屬較早

被普遍利用者；此類再生能源之利用因其不穩定性，如前所言，一方面於其輸入公共電

網時，對於公共電網的負擔能力(品質)要求比起水力、火力與核能更高，且為了克服其

供應之峰值變化過大問題，必須隨這些類型再生能源設施裝置及輸出容量之提高，而提

高備載容量，故今後發展方向勢必逐漸轉往較能穩定供應之生質能、地熱能等類型發

展。就土地用特性而言，風能之運用雖然基地占比低，但因機組間距須達扇葉直徑三至

四倍，故要達到一定經濟規模即需要相當廣大的空間範圍，而其於低頻噪音與景觀問題

上，對原本土地利用皆生重大衝擊；至於廣泛被運用之光電固然可以與建築物整合，直

接佔用土地、空間較少，又無何噪音或地景破壞問題，然而，一旦進行大規模集中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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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如 solar farm，其對所在地面的遮蔽性極高，反而對土地利用之衝擊極高；故二者之

繼續推廣所涉土地利用問題，仍應就土地正義觀點建立處理原則為佳。至於生質能(含沼

氣、Biomass 等)與地熱能地利用可能性，原則上較少零星以小裝置容量設置，但皆不具

廣域散布(如風能與光電)之用地特性，又屬可穩定供應做為基載能源，若能克服成本問

題，原則上亦具有做為滿足地區性能源需求之能力，故在歐美國家皆為再生能源中未來

發展之重點。須值注意者，再生能源之利用除了需要所謂智慧型電網(smart grid)的輔助

之外，原不以併聯公共電網為必要，而可依當地需求混合搭配不同種類再生能源(hybrid 
operation)，形成局部地區性或是單一位址(site)獨立運用之能源系統，進而避免公共電網

負荷以及併聯衍生之技術困擾與成本，此乃衍生出所謂能源自治(Energieautonomie)之概

念，而這種不與公共電網併聯的”自治”模式，嚴格說來雖對再生能源設備的投資成本

回收較為不利，但實屬較為適合再生能源運作得以發揮較高效能之方式，同時可以因為

電網風險被疏散，也可間接提升公共電網安全度。無可諱言地，再生能源的這種”能源

自治”運用可能性與操作特性原屬分散式能源供應，惟在我國一直未被重視。準此，若

今後再生能源之運用走上”能源自治”之模式，或是生質能、地熱能運用在我國獲得進

一步之成果，由於都會有明顯就地取材、就地供能之優勢出現，對於都市地區之能源供

需影響或許有限，但在耗能較低之鄉間將可能帶來重大能源供需上之結構變化，也將因

能源因素的納入空間規劃之中，進而引發鄉村地區甚至是區域性空間佈局、規劃上的變

革，而此點勢必應在國土規劃上有效反映。此外，生質能之運用與當地生活、產業型態

息息相關，以沼氣與 Biomass 為例，無論是透過發酵或是燃燒之作用產、供能，都與設

施所在地區所能提供之素材(如稻梗)有關，此又復與當地產業特性密切關聯，原則上極

利於農業地區利用，而與綠色城鄉、農業多功能一脈相承，具有國土規劃上價值觀調整

之重大意義。 

（4） 在防災方面，因近年來大型天災頻仍，為能強化救災，致有在害防救法之立法；然而

災防法雖有防災之名，實則依其規範內容觀察，除第 22 條第 1 項第 4-7 款實際觸及災害

預防外之必要措施外， 其餘條文主要仍在於災害應變與災害發生後之救險與善後處置。

惟衡諸前引各款規定，除 6、7 兩款規定予防災相關各種資料之蒐集、分析與建置外，

4、5 兩款則僅要求政府各相關機關本其權責對指定事項為加強或改善，但對國土規劃上

災害之預防與減少之具體策略、原則方向性指示，實仍無獨立、完整之規範。易言之，

治山防洪如何落實在國土規劃之中並得以被執行，實仍須透過國土規劃與土地管制各種

相關法規(如山坡地保育、建管、水土保持與河川防護相關法規)之作用，以及此些法規

主管機關之積極措施。由是，我國真正災害發生機會降低所需之國土保安性措施規範，

仍須回歸各種如前所引之直接涉及國土管理法規，而這些對於國土防哉具關鍵性法規如

何與國土規劃體系有效銜接，並能發生相輔相成之效果，當屬氣候變遷調適上國土規劃

方面最重大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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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氣候變遷調適課題指認部分: 

    在德國國家層級的氣候變遷調適課題指認上，經綜合分析后冠之，整體而言並無明顯與

台灣的差異可言，此部分參酌德國聯邦環保署(Umwelt Bundes Amt)2010 年的報告，德國須於

空間計畫中面對與處理的氣候變遷調適課題如下： 

i. 水相關項目：此指水資源 

 以區域為單元的水資源缺乏風險調查與評價 

 保水與水的回收再利用 

 水體直接利用的限制與有計畫經營 

 預防性降低水的耗用 

 確保公共供水 

 廢汙水排放與再利用之結構必須配合氣候變遷調整 

 必須建立有計畫、整合性的水量經管系統 

ii. 生態系統： 

 較脆弱生態系統、棲地和物種(生物多樣性)保護之優先性。 

 森林與農地的永續經營必須確保 

 針對因氣候變遷所引發物種遷移，應建構合適各該生態系統的廊道。 

iii. 土地的保護：由於因應氣候變遷所帶來高溫與夏冬兩季極端乾旱與強降雨(雪)，經調適

處理後的農業利用對土地引發品質劣化危機，導致土地(此處概念上涵蓋土壤、物質組

成、岩質結構等)保護成為維生系統中優先因素。 

iv. 防災: 

 保持並獲得洪氾區或滯洪所需土地空間 

 確保土地保水能力 

 滯洪設施的興設 

 災損的預防性措施:  

 海岸防護 

v. 農糧與農地：歐洲整體農業政策在 2003 經歷重大的典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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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在空間法制上的調整:  

    德國現行空間秩序與都市計畫法制，除了部分細節性問題仍有待改善外，大體上足以承

擔歐盟與德國在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上之空間計畫相關任務。而為了有效解決上述氣候變遷調

適課題，歸納計有以下所述法制上調整之必要: 

i. 由於各種課題幾乎皆具有跨域、跨專(事)業特性，調適措施最佳處理平台在區域計畫

(Regionalplan)層級。 

ii. 國土計畫層級因為尺度、層級及其政治特性，應該置重心於全國宏觀性的戰略性指

示，並提供區域間的協商平台(特別是跨域性事務的任務分配與指派)。 

iii. 課題處置之決定性因素在於調查、分析與呈現因氣候變遷衍生之危機與調適需求，因

此需要發展出有效且適合的分析、調查工具。 

iv. 政策環評已不敷因應氣候變遷時期國土空間規劃之需求，應該將之擴展至所謂的

Climate-Proofing 

v. 空間計畫系統必須帶入更高的動態性與彈性 

vi. 必須將國土、區域計畫與部門計畫、個案設施計畫做”咬合“性連結 

vii. 將環保(部門)計畫納入國土與區域計畫 

viii. 發展更有效的執行性工具(主要在於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外地區) 

ix. 特別需要改善跨域協商、合作與經營的模式與平台(法制建構) 

x. 永續是全德國國土不分城鄉共同課題，必須為未來維持空間、土地利用的長期開放性

(意指還可以自行決定的機會) 

xi. 居住所需優先設置於既有聚落與中地，開放空間必須保護並予以連結。對於開放空間

與森林的切割必須以最大可能性予以避免。 

xii. 維持農業、林業利用做為糧食供應與材料性資源功能之基礎，為所有空間、土地開發

利用之前提。農業、森林與居住使用之空間只可以在必要時轉變用途。轉用必須附具

完整理由論證之。 

xiii. 經濟、社會發展所需造成之土地、空間開發利用必須在兼顧生態功能前提下進行，同

時只得以對自然資源節約、低破壞方式予以使用。 

xiv. 土地或空間的初次開發為交通或聚落應該盡量避免，而以再利用、提升密度與強化既

有聚落內部發展(防止外擴)優先。任何對自然環境的干預皆必須進行補償。任何土地、

空間開發利用必須遵守先迴避、再補償的原則。只是為了配合實務上補償措施覓地困

難，得以都市計畫明定於其他地方進行生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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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洪患防護措施與氣候變遷對抗、調適措施(含再生能源)納入空間綜合計畫 

xvi. 土地與空間之利用必須節約並降低破壞；尤其應該減低營建性土地利用，並在城鎮發

展上透過再利用、提高利用密度、降低地表封閉(surface sealing)有效地予以限制 

xvii. 強制將氣候變遷對抗與調適措施納入(綜合)計畫內容 

    由上述分析結果中可以發現，涉及制度架構者有 i、ii、iii、iv、vii、ix、xv、xvii，涉及

實質規劃原則的有 x、xi、xii、xiii、xiv、xvi，而土地處理用工具則為 viii。 

    歸納上述，不難看出來德國在面對氣候變遷調適問題上，非常注重(一)資訊蒐集與評價

系統的建立，(二)在土地、空間利用問題上則建立基礎應對原則，以做為相關涉空間政策、

規劃決策之判準，(三)將各種具體調適措施轉化在空間計畫(尤其綜合計畫)上。 

    就(一)而言，此直接涉及是否能建立真正足以應對氣候變遷後果的在地知識系統，實為

制度面上是否能夠執行 climate proofing 的關鍵，而 climate proofing 的操作能力復為氣候變遷

調適要求下，如何規劃、控管國土合理利用的必要評估機制，由此可見此部分在德國被列為

首要因素及改善關鍵之原因及其重要性之一斑。 

    然而，一方面台灣的一般性國土相關地質、氣候、水文等重要元素的基礎資訊蒐集並不

完備，是規劃界已知的既存問題，再加上氣候變遷這種需要長期觀察、監測且尚含不少不全

然確知因素的課題，相關資訊系統的完備化恐怕是當務之急；蓋決策考量所需資訊不足情形

下，更不用談所涉及各因素的評價、權重，恐亦難以由此發展相關研究方法或決策模型。至

於 climate proofing制度上如何設計(例如整合進既有環境影響評估中)、如何操作，當然有進一

步蒐集各國相關立法例與實務操作經驗之必要，這當然是進一步研究的標的、主題，但無論

如何，國土相關資訊的調查、蒐集是關鍵所在，應該由政府 

    以上各項經分析過濾後足供我國放在現行體制與國土計畫法下思考者，應有以下數點： 

i. 以區域為核心的未來整體國土規劃系統:衡諸現行對於土地的具體劃設、規範以地方層

級區域計畫為主(實則依國土計畫法第十條具相同效果)，實已多少隱含以區域單元來運

作的思維，惟是否應以行政轄區範圍做為區域之空間範圍榮有檢討的空間。 

ii. 綜合計畫與部門計畫間的”咬合“問題:此點為區域計畫法第十二條所規範者，惟過去

在行政實務上，由於部門計畫主管或擬定機關相較於綜合計畫主管機關更具優勢，雙

方的和諧化、同步化極為不足，此在國土計畫法第十七條第一、二項已有強化性規

範。 

iii. 水資源與流域管理:我國迄今對與全國與區域水資源可承受負荷及其控管，仍無明確政

策。水政主管機關往往處於無條件滿足用水需求之地位，而水資源開發不易，故此問

題時為我國今後之隱憂。此部分問題除維持水資源之水質、水量外，對於產業發展所

帶來用水問題尚需一併納入考量，以做為國土空間規畫之核心課題，也涉及到國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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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系統如何與水資源管理結合(咬合)之問題。至於流域管理方面，河川與野溪的區分導

致流域管理迄今尚未集中事權，而最多只在與治理(指狹義的工程性治水措施)方面有較

明確的分工。於此，由於全國國土計畫將涵蓋流域特定區計畫，目前已有烏溪流與特

定區域計畫足供參考，可見在制度的連結上已有一定程度進展，但未來實際操作與成

效如何，恐仍有待各層級國土計畫實施後繼續予以觀察。 

iv. 分散性能源供應與再生能源運用:我國電網特性為集中型電網，因涉及需要大量備載

量，原非最適合推動大量再生能源利用者。尤其以區域尺度觀察、分析能源供需時，

由於電網係以便電廠涵蓋範圍為準，往往亦與地方政府轄區不盡一致， 

v. 農地與森林的保護與永續經營:農林雖為不同之事業，但在德國卻將二者認為具有氣候

變遷時期特殊戰略意義的整體因素予以看待；蓋森林除了擁有極高的生態資源價值

外，更是整體空間策略上用以控制都市擴張、形成緩衝綠帶與保護農業生產環境的關

鍵性元素，故在森林質與量(指面積)的維持上甚至較農業用地量的維持更為嚴格。至於

農地方面由於歐盟相關政策的影響，大體上仍以直接補貼與鄉村產業、經濟之活絡與

振興為主。 

vi. 防災如何在空間計畫裡”規範”?就本研究所獲資料顯示，由 1990 年代起，環阿爾卑斯

各國即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於災害相關研究及實務，其中尤其在 GIS 運用研究與實

務，以及近自然工法(技術)的發展已有明顯之成果。但此些成果轉換在空間計畫上，

GIS 運用仍偏重在資訊面的呈現並作為評估、決策之基礎，但如何將防災元素具體反映

在空間計畫中，仍屬各國持續發展中之狀態，仍有繼續追蹤觀察之必要。 

vii. 在空間計畫裡解決氣候變遷衍生之課題:此部分已於國土計畫法第九條、第十條所規

範，仍待後續觀察我國實務。 

viii. 計畫法制的根本挑戰 – 空間計畫更動態化、更彈性化? 

․ 比較德國相關法制與我國現行法間差異 

i. 德國在空間計畫相關法制之架構上，與我國並無明顯差異，但空間綜合計畫各層級(邦
計畫、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在功能、內容與效力之定位上極為清楚。尤其區域計畫之

作用雖一般而言屬於策略性計畫，但在必要時足以直接控管部分土地始知無法開發利

用，顯與台灣區域計畫之效力與實務運作，有明顯差異。 

ii. 對於規劃原則與方針極為重視並明訂於法規，其內容對於潛在衝突之各方利益甚至設

定優先順位或處理底線(如農林地的優先保留、居住用途空間限位於既有聚落或中地，

土地的節約利用以避免耗用)。 

iii. 以 Naturhaushalt 之概念為基礎，建立完整國土規劃所需基礎資料庫(生態、水文、微氣

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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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基於聯邦自然保護法第八條(§8 BNatSchG)之規定，無論都市計畫範圍之內或外，開發

行為必須進行迴避、侵害最小化與補償之規定，屬普遍性義務。1 

v. 針對細部計畫外地區，德國仍實施土地利用計畫(亦即規劃後管制)，相對於台灣非都

市土地嚴格說來不存在規劃而進行管制情形，顯有不同。須值注意者，德國對於細部

計畫外地區之管控，必非個別土地賦予種類、屬性以資控管，而是普遍性地設下開發

限制，僅在符合建設法典第 35 條(§35 BauGB)所列舉情形得例外、優先許可，顯現其

透過個案許可之方式，對於相當於台灣非都市土地之外部地區採取雖然看來更有彈

性，控管上卻更為嚴格的限制。 

vi. 德國法上無論在都市計畫領域或是其上的整體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領域，都擁有較諸

我國更多樣與豐富的土地取得、整理、運用工具，如特別運用在再生能源的特定區

Ausschlusszone，建立土地儲備之政府機關優先購買權，在都計階層運用上之為實施生

態補償措施空間所建立之土地儲備 Ökokonto，甚至可以越區進行土地交換分配之特殊

重劃 Unternehmenflurbereinigung 等，皆值得做為我國相關法制檢討改善之參考。 

vii. 執行工具較多元，而某些土地工具在台灣被扭曲後不易使用。按德國在土地工具方

面，除了我國也有的徵收與重劃外，為了貫徹盡量避免以高強度侵害手段干預人民權

利(尤其私財產權)，另有疆界調整此一柔性工具，並鼓勵公權力機關靈活運用儲備土

地與民眾交易，以降低土地取得之困難。此種基本態度在制度結合土地儲備制度與生

態補償，一方面讓土地開發利用的環境成本內部化，使得土地節約利用得以經濟面上

得到平衡；另方面，由本計畫對於德國重劃制度設計的整理發現，市地重劃(相當於德

國的 Umlegung)與農地重劃(相當於 Flurbereinigung)雖然形式和程序上與德國對應制度

相當類似，但運作條件與功能上實有重大差別，此復導致在實際運作上也有可觀的差

異出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國的重劃制度源起自 Flurbereinigung，原本即非限定

在處理農業生產環境的改善，而是一種整體性土地秩序(Bodenordnung)工具，雖後來

針對實施細部計畫(Bebauungsplan)地區依相同原理另設 Umlegung，但 Flurbereinigung
仍維持整體處理細部計畫以外地區生產與人居環境之土地工具，此觀諸§37 Abs.1 Satz 
2 FlurbG 之例示土地重劃目的與功能同時包含鄉村再生(Dorferneuerung)與鄉間生產環

境改善項目如漁獵、農水路 (Jagdwesen, Fischerei, Wasserwirschaft, Schafffung von 
Wegen)，即可得知2。 

viii. 國土空間計畫主管機關單元化。綜合計畫本就有對於部門計畫予以協調、指導與監督

之功能，無需另有計畫監督機關。台灣現在呈現雙頭馬車情形。 
  

                                                      
1 類似規範於台灣，僅於近年通過的溼地保育法、海岸管理法含有，並不屬於土地開發利用之普遍性規範。 
2 參考 Grimm, Agrarrecht, 3. Aufl. S.265-266, Rn.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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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與可提供本計畫進一步研究之處： 

    以上 ii、iii、iv、vi與vii等制度差異對比前面提及國土管理法制面對氣候變遷調適課題，

即顯現出來我國土管理法制整體來看，含有整合不足(即相當於前所提及”咬合”問題以及行政

工具不足兩大問題。 

    前者由於國土計畫法於今年五月起施行而有新的可能性，然而，無可諱言地，縱使國土

計畫法明定其效力優先於各事業部門計畫，但實務上慮及國發會對於各部門計畫有核定為重

大建設計畫與經費之權力，而擁有對於各部門計畫更大的實質影響力，則是否國土計畫最後

將只是形式具有優先性，卻實質淪為被動收容各事業部門計畫之功能，實為一極為嚴峻且令

人憂心之問題。為此問題涉及政府組織與法定權限如何分配之組織法問題，以本計畫偏重氣

候變遷調適相關國土管理工具研究來說，於本次計畫尚屬力有未逮之處，屬日後可以由空間

計畫系統組織面向另行研究者。 

    至於後者，如前所言，即使由新通過實施國土計畫法所建構之我國空間綜合計畫體系架

構，實仍與德國計畫系統所呈現體系結構相同，加以我國法規大量由德國法引進，相關計畫

法理之解釋，甚至空間計畫法制之法理仍有高度可援用性。而前所說明德國在立法例上，就

空間計畫之價值設定與衝突處理規則明確予以規範，用以作為控管具體個案行政決定之準

據，此作法誠有進一步討論是否與如何引進的必要，以強化行政與司法對於空間計畫監督、

控管之憑據。 

    至於前所提及德國土地行政工具比我國更為多樣，不惟涉及我國地政界討論多年之土地

儲備問題，更涉及如何落實運作濕地法與海岸法新帶來的生態補償制度、提升土地重劃對於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效能等等，都直接與如何平衡兼顧氣候變遷調適措施在土地運用、取得緊

密相關，其中例如再生能源設施裝置、防災、水資源措施用地與既有土地利用間衝突相關，

尤其在面對優先保護農林地之前提下，前揭土地行政工具引進台灣或是提供我國類似法制之

修正、改善，也正是本計畫研究之核心課題。而此處所彰顯問題，經本計畫期末所辦理座談

會與鄉 主管機關、專家討論，對於如何法制化土地儲備制度與重劃制度的改善，雖對於如何

在相關制度細節上具體改善仍難彙整，實可謂在大方向上已有一定程度之共識。至於經本計

畫分析、整理德國土地重劃部分資訊與意見，業已提供相關其他子計畫參酌運用，於此不再

贅述，而期末座談紀錄上請參考總計畫報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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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科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的政策衝突與整合 
（子計畫二：徐世榮） 

一、緒論 

（一）研究動機 

    我國自 1980 年啟用第一個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竹科）以來，迄今共

興闢了 13 個園區，形成「西部高科技走廊」，對於臺灣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卓有貢獻。但回

顧過去三十餘載政府推動高科技產業以及開發科學園區之歷程，除了國人所熟知的「科技新

貴」、「國家經濟命脈」、「金雞母」之類的美譽之外，科學園區的設置與營運事實上是爭議不

斷，舉其犖犖大者，計有環境污染、土地徵收、資源競奪等。雖然高科技產業的環境污染問

題在台灣尚未被廣泛地認識，但竹科相關的環境爭議事件卻所在多有，例如地下水污染、廢

污水排放問題、聖經書院師生健康疑雲、昇利化工傾倒廢溶劑、竹科焚化爐違規、香山綠牡

蠣、砷空氣污染等。相較於環境事件，科學園區所造成的土地徵收以及水資源競奪的問題則

是較為大眾所知，並引發社會議論（Huang，2012）。 

    早於 1980 年代末的竹科三期，1990 年代中的台南園區、以及 2000 年之後的竹科紅柴林

基地（廢止）、竹科城南基地、竹科竹南基地（大埔事件）、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中

科）三、四期等土地徵收案，無一不是引發居民抗爭、社會討論的爭議案件，甚而引發「土

地正義」之社會運動。竹科、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以下簡稱南科）路竹基地、紅柴林基地、

中科三、四期撥用農業用水以滿足園區高科技產業生產之需要，同樣造成當地農民的極大反

彈，而溪州鄉反中科四期搶水的護水運動更是近年來的重大社會矚目事件。換言之，國內目

前的科學園區設置政策嚴重危及農業繫的基礎生產條件（土地與水之剝奪與污染），非但與追

求永續農業及農村再生等農業基本方針多所扞格之處，亦不符合永續發展對於衡平環境永

續、經濟發展與社會公平之要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反覆發生在不同時期、不同地點

但卻類似的事件，凸顯出既有的制度性安排（例如，內政部的區域計畫、環保署的環境影響

評估、國科會的科學園區選址、農委會的農業生產區域規劃、經建會的產業政策研擬等）未

能有效處理科學園區設置所衍生的相關問題，而此等制度性能力不足之問題可由中科三、四

期的開發過程爭議清楚窺見。 

（二）研究目的 

    誠如政治哲學家及社會理論家 Karl Marx 所言：「哲學家們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詮釋這

個世界而已，但重點是要改變它！」面對此一兼及社會、環境、經濟等面向之危機，本研究

的終極關懷或目的在於如何透過空間計畫體系（例如，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

所提供的制度可能性來解決該危機。之所以選擇由空間計畫的角度切入，乃是因為國土計畫

是國家空間干預政策的制度性表現，亦即公權力透過規劃論述與工具手段之中介來成就其改

善生活環境、促進均衡發展、防範災害發生之政策目標的國家行動。再者，不論是科學園區

之設置，抑或是鄉村之發展，均須具體地座落在特定空間範圍之內，因而必定落入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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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的防守範圍。是以空間計畫空間／政策規劃之善為預謀，詳為規劃，而為指導、協調的

積極作用，當能扮演化解前揭衝突與危機之關鍵制度角色。儘管國土計畫法尚未完成立法，

可是其高位整全的規劃視角，將有助於確保永續發展與土地正義所強調的多元價值，是以本

研究將從國土計畫的面向切入，分析目前的政策、制度缺失，包含對國土計劃法草案未能確

立之「統一、整合及程序保障」等核心功能（林明鏘，2006：364），提出具體的政策∕立

（修）法建議。 

（三）研究方法 

    本子計畫認為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所著重的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探討問題

在脈絡中的複雜性，以及對於個案的主觀世界之發現或關懷，將有助於發掘社會改革（即本

研究之制度性化解科學園區設置與鄉村發展之衝突）所必須的社會實情。爰此，本研究以質

性方法作為整體研究之操作取徑。質性研究依據的是多元化、多面向資料的取得，以及研究

者對該等資料進行交叉分析、推論、詮釋，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將應用不同的方法以取得多

元化與多面向的資料。 

二、理論基礎：土地正義及環境正義 

（一）土地正義 

    土地係一個包含了多重及複合的意義（multiple meanings）的詞彙。如欲理解此等複合的

概念，必須「經由動態及多面向的途徑，方能掌握其複雜的狀態，不致落入化約主義

（reductionism）的情況」（Madanipour et al., 2001: 7）。例如人文地理學者 John Agnew（1987: 
28）便勾勒出地方（place）的三個基本面向：區位（location）係指總體社會經濟結構與互動

過程定義下的地理位置；場所（locale）表示每日生活互動所生之社會關係的物質環境；地方

感（sense of place）強調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質言之，地方是由社會、物理

與心理或心靈等三個面向所構成。運用地方的概念來詮釋土地的空間意涵，可以指出該概念

至少涵蓋了生產要素或商品、區位或物理空間、以及主觀認同等三個不同的意義。這樣的多

元意涵可以由土地或環境對於人類的「功能」來具體說明。土地既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資源

或生產投入的角色，也為人類社會之存立提供棲息地的作用，另外又是個人或群體在情感上

或記憶上依附或歸屬的所在。此等功能之於人類福祉或健全生活（wholesome life）各有其重

要性，缺一不可。 

    但是在迷信科技萬能及崇尚經濟效率的現代社會中，主流的制度建構與社會價值觀往往

侷限於經濟觀點，以金錢為唯一的尺度來衡量土地，將土地的多元價值化約為生產要素及商

品，而此一現象在台灣這種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尤為明顯。正因為土地的其他

價值或面向並未受到應有的肯認與尊重，各種不正義或不平等的對待所引發的抗爭、衝突因

而屢見不鮮。正在這樣的認識脈絡底下，提出土地正義此一詞彙的蔡培慧教授（2011：11）
指出： 

    「土地正義」事質上包含了多組複雜的意義。它主張反省國家向財團傾斜的不當體制；

它檢視資源分配的合理性，土地作為不可再製的資源，其使用必需合乎長遠的公共利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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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政府與人民權力對等的決策程序；它要求反思經濟發展的侷限，何以經濟發展比永續發

展重要；它甚且點出長期以來，獨尊經濟發展，漠視農民農村農業所引發的社會危機與生存

危機。 

    並提醒道，雖然「土地正義沒有一個單一正確的定義與答案」，但「打破經濟利潤極大化

的單一價值」卻是實現土地正義所必須者（林樂昕與蔡培慧，2012：20）。爰此，土地不正義

事件所代表之意涵並不侷限於經濟、工作或財產面向上的不公平對待，亦及於無視當地住民

之主觀認同所衍生的民主赤字問題，亦即剝奪彼等決定土地未來發展方向之民主權利（徐世

榮與廖麗敏，2011）。進言之，土地正義所訴求的是一種衡平或整合（integrated）的看待土地

之觀點，肯認土地的多重意義，以及人與土地之間的複合關係，反對「土地商品化」對該等

意義與關係的恣意侵害。除了目前占主導性地位的商品經濟考量外，維繫世代間正義的生態

永續面向亦應受到嚴肅地看待，並強調制度性納入當地民眾的主觀地方認同，讓他們獲得充

分的資訊，並且擁有充分的參與機會，然後在多元及衝突的論述當中，決定他們自身以及土

地使用的未來方向。 

（二）環境正義 

    由於「正義」本身即是一個「本質性爭議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Jary 
and Jary, 2005: 362; Gallie, 1956），加上環境正義涵蓋的地域範圍橫跨國際、國家與地方等不

同層級，所界定的「環境」概念內涵寬廣，且關注兼及公共健康、資源保育及勞工安全等

等不同類型的環境相關議題（Kuehn, 2000: 10681），是以並不存在一個各家學者都同意的環

境正義定義。基於環境正義在用辭選取、政策與運動方向上皆以破除環境不正義現象為尚

之認識（Pellow, 2000: 582; Kuehn, 2000: 10682; Bryant, 1995: 5-6），本研究將此一解決問題

（problem solving）之取徑，配合 David Donnison（1998：134）所構築出的「社會不正義

機器3」（the machinery of social injustice）之思考理路，提出一個整合不同構成要素的綱要

式定義途徑。該途徑由「成就環境正義」之所需的角度來尋繹其概念元素，並於 David 
Schlosberg（2007）的理論研究基礎上，主張環境正義的四個基本面向為：分配、程序、承

認、以及能力。 

1.分配 

    儘管存在著相當大的歧異性，有一個草根行動者與學者多同意的觀點是，環境正義

是圍繞著「弱勢族群不應不成比例地暴露在環境風險或危害之中」此一核心關懷所展開

的（Cory and Rahman, 2012: 1），而這樣的關懷大抵上反映的就是傳統正義論述中的分配

正義。根植于平等哲學（egalitarian philosophy）的分配正義強調平等的對待，關注財

貨、資源以及發展的能力、機會之分配是否公平的問題（Elvers et al., 2008: 838）。這樣的

關懷揭露了社會、經濟與政治負荷在不同發展程度、文化、種族、階級與性別之群體或

社區間分配不均（Anand, 2004: 10），及其背後更為根本的社會權力分配不均的現實。 

                                                      
3 「不義機器」之意象強調的是，各個運行部分是社會不正義的不同形態或面向，且彼此互動連結，裂割式地

處理其任何個別的形態或面向均將徒勞，遑論扭轉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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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序 

    分配正義在實現環境正義上係必要但不充分的要素，因為分配不公此一結果

（outcome）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循「阻力最小」（least resistance）之渠道而生；亦即，

受環境侵害之衝擊最深者往往就是那些被排除在相關決策過程的群體。即便是以歧視為

底蘊的環境種族主義，其發生的可能性也是繫於擁有個人或制度性權力（power）去採行

反映偏見的政策與行動，而不只是因為偏見、刻板印象、或歧視性態度存在之故

（Adeola, 2011: 168）。爰此，環境正義不僅反對環境惡物或風險的不當分配，同時也質

疑未經受衝擊者同意的決定，以及缺乏使受衝擊者表達反對意見的制度建構（Jamieson, 
2007: 91）。在這樣的思考脈絡下，Schlosberg（2007: 32, 25）將程序正義聚焦於政治面

向，強調人類作為「具能動性之主體（agents）」，而非僅係「財貨的受領者（recipients of 
goods）」，以「公平且公正的制度過程」來定義程序正義。程序正義關注的因此是「在如

何分配的政治決定中得到平等的關注與尊重，強調決策過程的公平性」（Kuehn, 2000: 
10688）。一言以蔽之，程序正義是透過以「民主參與決策」為核心建構的程序來實踐。 

3.承認 

    社區參與或程序正義在實踐上係以「承認」（recognition）為前提，因為程序正義構

築於政治平等（political parity）之上，政治平等則有賴於對社會集體之差異（differences 
among social collectivities）的承認，藉由該等承認方才不致發生拒斥特定群體成為我群成

員之情事（Schlosberg, 2007: 157; Figueroa, 2003: 29）。循此，可以串起「承認—我群—平

等對待（含參與）」的關係線，解釋何以缺乏對個人或文化認同的承認往往導致無效參與

或剝奪自決權，反映「認同承認、自決與民主參與」等原則之間的緊密連結（Figueroa，
2003：29）。從分配觀點來看，差異（如貧富）是需要被消除的不正義現象；惟就承認視

角以觀，肯認與尊重差異反倒是正義的背景條件，因為差異彰顯了維繫自我與文化尊嚴

的身份認同（ibid: 31）。 

4.能力（capacity） 

    對 Young（1990: 34, 37）而言，「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並使之得以行使自由權」是正義

的必要條件，而「發展個人能力」則是支撐該等條件的重要內涵。對於影響個人發展或

自我實現之可能性的侵害，若危及「某人去做他所重視之事的可能」或「個人可以去做

什麼事或成為什麼樣人的機會」，便無異於戕害人類自為目的或人性尊嚴之原則，成為必

須被消除的不正義（Nussbaum, 2006: 70; Sen, 2009: 231）。對於前揭機會之確保，即為正

義概念之能力面向的關懷所在，生命能否發展（function）因此是對正義的關鍵檢驗（如

健康或其他基本需要）。惟須注意的是，機會關乎的不僅是成就所重視之事物的具體能

力，也及於選擇重視什麼之自由（Sen, 2009: 228）。置放於環境脈絡，能力面向凸顯出一

個無可迴避的事實：人類依靠環境而生，所有的人都需要一個乾淨、安全、公義、健

康、永續的環境來確保其發展。環境因此是構成「成就有價值之人類發展組合之機會」

（opportunity to achieve valuable combinations of human functionings）的基本要素（Sen, 
2005: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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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環境正義內涵要素連動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前揭「成就環境正義」的四個面向之分析，是以流程性的方式進行分梳，但實際上

該等面向之間是以「多重迴路」關係連結在一起，不能孤立看待與應對（詳圖一）。此

外，環境正義是糾結於社會、政治、經濟與環境議題之間的社會關懷（Anand, 2004: 10-
1），其不同面向或內涵彼此之間容或有所重疊，但無法彼此化約（irreducible）。此一不

可化約的觀點強調，環境不正義可能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因此不能單從目前的（分配）

結果來判斷問題是否存在，同時也否定物質性再分配能夠弭平所有環境不正義的主張。

整體而言，分配不均、缺乏承認、參與不足以及能力未展不僅各自形成某種不正義的樣

態，更會共同導致、擴大或延長不正義的問題。 

三、國土計畫體系與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設置程序：以中科四期為例 

    我國之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體系大抵可由圖 2 來予以呈現，最上位者為 2010 年核定之

「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由「區域計畫」與「各部門實質發展計畫」承接，區域計畫主要

針對都市計畫區外之非都市土地進行管制，依照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土地使用分區

書圖，並指導「都市計畫」，而都市計畫範圍內的土地便由都市計畫規範之，按其內容與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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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進一步區分為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以及市鎮計畫、鄉街計畫與特定區計畫等類型。就科

學工業園區開發而言，係屬各部門長期實質發展計畫，由其主管機關國家科學委員會4（以下

稱國科會）依據《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進行規劃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之開發過程可

概分成：國科會提出「興辦事業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後（§1），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據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及其子法等相關規定，進行「空間計畫」之變更以擬定特定區計

畫（§14），若涉及私人土地之取得，則由園區管理局為需用土地人，提出「土地徵收計畫」

以取得用地（§12）。 

 
【圖 45】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體系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8。） 

    空間計畫之體系依內容和法律依據可以劃歸成綜合計畫與部門計畫兩大平行系統（戴秀

雄、王珍玲，2011：37-8），前者主要計有國土計畫、區域計畫與都市計畫等類型，而科學工

業園區開發便屬專業部門對於特定空間使用所規劃的「空間部門計畫」（ibid：23）。兩者雖係

平行而無優先順位之關係存在，惟按《區域計畫法》第 12 條之規定，區域內之開發或建設事

業計畫（即部門計畫）應與區域計畫密切配合；換言之，此二計畫理應存有內在的連動性，

倘有衝突則應修正事業計畫或變更區域計畫，俾維持計畫體系間的平衡與協調。就科學工業

園區的開發設置以觀，其程序大體上可以區分為三大階段：以興辦事業計畫為核心的「事業

許可」、以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核心的「開發許可」、以擬定特定區計畫為目的之「新

                                                      
4
 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於 2014 年 3 月改制為「科技部」，惟本研究探討之時間區段皆在國科會時期，相關文書亦

以國科會為主管機關，未免混淆，本研究仍以國科會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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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但在實務上，並非所有的科學工業園區開發均涉及前揭三大階段，

例如竹科的銅鑼園區、龍潭園區、宜蘭園區、生醫園區、中科的虎尾園區、后里園區、二林

園區5、南科的高雄園區即未訂定特定區計畫；亦即，僅前二階段方係各個園區開發案所共通

者。基此，下文以中科四期二林基地之開發流程為例，說明上述兩階段之規範內容。 

（一）事業許可階段 

    《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 1 條揭櫫，科學工業園區係「為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

科學技術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而設。林明

鏘（1999：43、50）乃將科學工業園區開發定義為，依據前揭條例之規定，「劃定一個特定區

域，而將該區域開發成一個專門研究、發展及生產高科技產品的區域」，並指出其開發係依據

單獨科學工業園區之組織條例立法，且以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以下簡稱國科會）為主管

機關而迥異於一般工業區之建制，可見其「充滿政策性」。倘就開發流程以觀，可以前揭條例

於 2001 年修法前後之規定做出不同時期之區隔。 

    按《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修法前第 1 條後半段之規定，「行政院依本條例之規

定，得選定適當地點，設置科學工業園區。」此一規定顯示，設置科學工業園區之程序規定

實處法制不備的狀態，而在此一法律規範下之竹科與南科設置經驗，其設立流程則如圖 3 所

示。儘管在行政實務上可以劃分出國科會擬定計畫、評議委員會審議、環境影響評估以及計

畫確定等程序單元，惟其法制面則是由行政院獨攬計畫擬定與確定之權限，展現出戒嚴時期

行政權獨大的歷史景況。嗣後，此一規定雖修改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

會）依本條例之規定，得選擇適當地點，報請行政院核定設置科學工業園區」，將計畫擬定與

計畫確定之權責機關劃分開來，但仍不脫「行政內部作業程序」規定之本質（李建良，

2011a：14），有意義的程序法制實仍近乎闕如。誠如該條文之修正理由所示，「有關園區之擴

建或新設，其整體發展策略及可行性評估與規劃，目前均係由國科會承辦各項先期相關作業

與方案之研擬後，再報由行政院核定，爰將條文中『行政院』修正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並明定設置園區應報請行政院核定」。若以依此規定而設立之中科三期來看，圖 4 看似

繁複的步驟究其實亦只有國科會籌設或擬定計畫，以及行政院核定或確定計畫兩個程序單

元；亦即，在「國科會立案」之前的步驟概屬規劃過程。細究此等流程，可察覺行政部門對

於所謂的「嚴謹的基地評選」之強調（張運宗，2008：36）；另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時期的計

畫程序發動原因，已由整體性「政策需求」或「高位階之行政計畫」（如亞太營運中心）轉變

成個別廠商「建廠需求」，反映出行政部門在園區設置事務之角色扮演上，已有「主導者」與

「配合者」之異。 
  

                                                      
5 惟由彰化縣政府委託育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研提的「彰化縣二林中科基地及鄰近地區都市發展綱要計畫

研究案」的內容可知，該府似有「新訂特定區計畫」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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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科學工業園區設立流程（2001 年以前）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明鏘（1999：53）。） 

 
【圖 47】中科第三期發展區籌設流程 
（資料來源：張運宗（2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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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同的法制規範下，中科四期的設立一如中科三期的流程般，行政部門亦將重點放在

用地遴選上，並進一步細緻化其作業，分「檢核、初選及決選」三階段，執行「推甄基地基

本資料審核、候選基地適宜性評量及候選基地優序綜合評比」等內容；惟因僅 7 處基地參與

推甄，故實際上係採以檢核、決選二階段評選之公開評選方式進行，其整體籌設流程如圖 3
所示（張運宗，2008：232-239）。至於所謂的政策思考則係配合光電產業發展次世代廠用地

需求、台中園區不敷使用、擴大中部區域既有科技產業群聚規模、以及加速中部區域產業轉

型升級腳步（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2010）。 

（二）開發許可階段 

    承前所述，台灣的非都市土地係運作於「計畫管制」模式之上，因此於區域計畫公告實

施後，區域內有關之開發或建設事業計畫，須與區域計畫配合6；惟為因應實際發展之需要，

《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設有發動變更之規定，除 5 年通盤檢討外，亦有因「發生或避免重大

災害、興辦重大開發或建設事業、區域建設推行委員會之建議」而得隨時檢討變更者。設置

科學工業園區即屬「重大開發」之情形，且該等開發往往涉及大面積土地使用異動，因此須

辦理個案變更，例如中科四期便是變更特定農業區 21 公頃、一般農業區 67 公頃、特定專用

區（多作農業使用）538 公頃、鄉村區 1.5 公頃、未登錄地 2.1 公頃為工業區（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2009：2-15）。究其實，此等變更僅係將不符擬開發事業所需之土地使用分區，

轉換成合於目的事業開發項目者，當中的轉換機制即為《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所設的

「開發許可」，而其程序則為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7」，檢同「有關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提出申請，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由該管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許可後，

始得辦理分區變更。 

    內政部俟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作出審查決議，申請人依專案小組決議提送補正資

料，且環境影響評估及水土保持規劃審查完竣後，方才舉行區域計畫委員會大會審議，審議

通過後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申請人8（經濟建設委員會，2006：96-7）。此間

所指之「審議」，性質上迥異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8 點，有關「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受理申請開發案件時，應『查核』開發計畫及有關文

件」之規定；亦即，前者為實質審查，後者僅係形式審查而以勾選表列項目之型式為之。申

言之，審議係一綜合考量，盱衡審酌諸般要素之決定過程，《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提供

                                                      
6 例如已廢止之《獎勵投資條例》，其第三章「工業用地之取得」在 1980 年的全面修訂後，第 51 條即明定，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土地所有權人及興辦工業人得申請將一定地區內之土地編定為工業用地，其區位「應與

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相互配合」。 
7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進一步說明，「開發計畫」應包含下列內容：一、開發內容分析。二、基地環

境資料分析。三、實質發展計畫。四、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五、平地之整地排水工程。六、其他應表明事

項。 
8內政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2014 年 1 年 29 日發布之《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件申辦須知》，其附件二

「內政部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許可案件之申辦流程圖」同於此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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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許可開發之基準，計有：一、於國土利用係屬適當而合理者；二、不違反中央、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地利用或環境保護計畫者；三、對環境

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四、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

電力、電信及垃圾處理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合者；五、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

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者。另于前開作業規範總編亦有類似的原則性指導說明，如開發個案應

「符合區域計畫保育水土及自然資源、景觀及環境等土地利用方針」，以及「區域計畫之部門

發展計畫之指導」（第 3 點）；「保育與利用並重」（第 17 點）；「確保基地通往中心都市之縣級

（含）以上道路系統的順暢」（第 27 點）；基地位於河川新生地範圍者，其開發計畫「應符合

河流流域之整體規劃」（第 44 點之 1）等。至於區委會審議之對象主要是「開發計畫」，其內

容含括開發內容分析、基地環境資料分析、實質發展計畫、公共設施營運管理計畫、平地之

整地排水工程等，而非僅止于實質發展計畫內容之一部的「土地使用計畫9」。要言之，此審

議理應以整全視角，通盤考量開發基地及其所在區域各種要素、面向之決定。就內政部之審

議時程而言，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4 規定為 90 日，如有特殊情形得延長一次，其延

長期間不得超過原規定之期限。 

    當區委會作出同意開發／變更之審議決定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13、
14、20 條之規定，由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核發開發許可予申請人，並通知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該管政府主辦機關應將許可內容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

市、區）公所公告三十日。另，申請人據以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之異動登記。 

四、公共利益的討論：缺乏公共參與程序 

    公共利益並非去脈絡化的客觀實存，等待發掘與確認，而是「社會建構」（ social 
construction）的產物。如同吳庚前大法官（2012）於針砭時下都市更新弊端所指出： 
公益不是整個社群或其中大部份成員利益的總合，而是各個成員事實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

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在多元社會須持續的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而不是

由公權力主體片面決定，都市更新建設美好的景觀當然是增進公益，但在過程中社會秩序保

障個人利益，也是維護公益的一環。 

    質言之，公共利益根植於公共參與過程所形塑之共識。這也就是強調「規劃作為溝通過

程」之「協作式規劃」（collaborative planning）的基本認識（Allmendinger, 2011: 222）。因為

體認到現代多元社會的異質性，所以規劃從過往對實質規劃的強調轉變成對溝通過程的重

視，規劃被重新定義為交互主觀、互相學習的論辯過程（Healey, 1996），其重點因此在於社

區論述之中介或斡旋（mediation），而非技術性規劃報告書之製造（Campbell and Fainstein, 

                                                      
9對於申請人採土地使用分區變更與使用地變更編定同時申請辦理許可之案件，《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附件三詳列「實質發展計畫」包含土地使用計畫、交通系統計畫、公用設備計畫、景觀計畫、分期分區發展計

畫、防災計畫等六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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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10）。藉由此種交互主觀、互相學習的論辯過程，溝通理性將有助於打破科學客觀主義

的支配性，且人們透過互動與相互學習的過程改變利益認知或立場，從而有益於形成可被接

受的公共利益或利益共識。職事之故，美國規劃協會乃主張公眾應於規劃過程的每個階段都

能有效參與，俾使「公眾的想望」得以實現，從而為規劃結果建立支持（Meck, 2002: xlvii）。
實踐上，最關鍵的步驟就是規劃之初的「願景模塑」（visioning），由居民共同決定未來將如

何發展，該等對於「未來的想像」將扣連後續的規劃過程，一方面透過資本門改善計畫、土

地利用管理等規劃工具來實踐該想像，他方面也節制後續的細部計畫與規範，達到增進公共

利益的作用（NAPA, 2003: 39）。 

    可是台灣的情形迥異于此，卻是由計畫擬定機關壟斷了對於「未來的想像」的權力／

利，從中科四期到紅柴林基地皆然。國科會擬定的事業計畫（含選址）一經行政院核定，在

相當大程度上便決定了中科四期所在地的未來發展，而彰化縣政府擬定的擴大特定區計畫則

進一步決定了周遭地區的生活樣態，兩者于規劃階段均無當地住民意見之投入。此等制度設

計造成人民的意見必須以「陳情」或抗爭的形式呈現，同時也因為人民的知情權始於計畫擬

定機關完成草案後的公開展覽與說明會（都市計畫法§19），迫於時間壓力與權力不平等10的

制度設計，權利關係人往往只能就「保障既有權益」（如財產權）的角度來思考規劃案，鮮有

仍能慮及未來的不同發展可能性者。該等運作模式的結果有二，其一為住民對於未來（生

活）的決定權被實質剝奪，從而有違民主之自我決定精神，其二則是爭端難解，因為沒共享

的願景作為溝通協調的參考坐標，有的只剩赤裸裸的利益衝突，自然不易協調。 
  

                                                      
10  例如，各級都委會皆以「陳情」來看待人民之意見，並由計畫擬定機關處理之，反映了「上對下」的制度建

制心態；說明會則是單向式的「告知」，而非對等協商的溝通；至於人民（陳情）意見乃供都委會審議之參考，

如何處理並無明文規定，難杜恣意之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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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從土地重劃到永續鄉村發展－台灣農地重劃制度之檢視 

（子計畫二：丁秀吟） 
一、 前言 

    土地重劃是一個古老的制度，在德國的運用可追溯至中古世紀。當時以多種形式存在，

但主要仍以土地整併，改善農地有效經營的制度為主。1861 年 Bavaria 有了第一部關於土地

整併的法律，單純的土地重劃擴大到鄉村發展的範疇。因此土地重劃從一種單純的農業生產

的結構改良工具，尤其在歐盟地區，演變至今成為涵蓋村落更新及鄉村道路建設的鄉村發展

主要手段。如德國鄉村發展的推行，就是架構於土地重劃及村落更新之土地管理上，用以達

成整合鄉村發展的利益與目標。而台灣將土地重劃一分為二，分別以農地重劃改良農業生產

環境、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改善鄉村區的生活環境，此制度細分之方式在缺乏鄉村地區發展

計畫之上位指導體制下，兩個重劃制度往往只能透過點狀方式，於鄉村地區的生產用地或建

築用地實施，難以有效地建構鄉村發展的整體環境。 

    鄉村發展是一個複雜且涉及多部門的綜合性課題，依 OECD 在 1991 年所提出的鄉村發展

計畫（the Rural Development Programme）中，將鄉村發展的內涵區分為人口、社會、經濟及

環境（OECD, 2007）等四大重點方向，進行政策上的分析。台灣地區目前的鄉村發展課題，

在面臨社會及產業轉型等各種問題挑戰的同時，對於廣大鄉村地區的土地利用管理上，並未

能有效地運用現行的土地重劃工具。因應衰退中的鄉村發展。吳聰賢（1998）認為台灣地區

在三種生產力導向的農業區域類型中，屬於綠色革命區域，該類型地區所面對的挑戰是「生

產力不能明顯提昇則無競爭力，欲增加少許競爭力，就要付出急速上昇的投入成本和對自然

環境的破壞。」。因此若採取環境保護導向的永續農業發展的話，即於生產力上力求穩定，並

考量生態承受力，方可能達到永續農業發展的目標。一直以來，於促進農地利用與農業生產

環境改善佔有重要角色的土地重劃制度，因應此種永續鄉村發展理念的轉變，於歐洲地區逐

漸發展為可同時改善生產、生活、就業、景觀及生態等多功能性的重劃制度。是以歐盟各國

多認為土地重劃是促進永續鄉村發展的重要工具，藉由土地重劃的規劃與實施，配置具生態

功能的土地利用方式、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增加鄉村就業機會、提供鄉村景觀及遊憩場所

等。進而強調土地重劃制度的特色，不僅能有效地實現永續鄉村發展之理念，更可保障土地

所有權人的財產權，是一個可實現永續鄉村發展的有效工具。 

    本研究首先檢視台灣地區土地重劃制度的內涵及變遷，並探討國內鄉村發展之內涵。檢

視自 1958 年所進行的農地重劃，歷經社經環境及產業結構的改變所發展生的制度變遷，以為

檢討重劃制度之基礎。其次透過對德國 Bavaria 邦鄉村發展政策中，土地重劃的角色與功能，

以為檢討台灣土地重劃制度之參考。 

二、 台灣土地重劃在農業與鄉村發展之貢獻與困境 

    台灣地區實施農地重劃，一方面受到 1949 年社經政治結構變動及人口驟增等，所造成之

糧食市場供需不平衡之外生因素影響。又在生產主義之主流意識影響下，農業生產不只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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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國家發展之主要經濟活動，產量提升更為各國農業發展之首要目標。另一方面因農業之結

構性內生因素之影響，如早期台灣地區農業社會承襲傳統租佃制度，農地所有權屬於少數地

主，真正從事農耕者為僅擁有耕作權之多數農民。對地主而言，農地是其所擁有之資產，在

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及地主擁有較大暴力潛能（violence potential）之制度

中，地主可支配與農民所簽訂之生產契約，取得農業生產之大部份利潤，此可能導致地主無

意積極進行農地生產環境之改良。相對地，農民只能提供勞務換取有限之工資報酬，亦缺乏

積極從事生產活動及投資改良生產環境之誘因。 

    由於只有當個人擁有私人財產權（private property rights）時，才會對資源之維護與改良

更加積極（Alessi, 2003, p.108），因此農地私有財產權之重新建構，將可能是促使生產量提高

之有效方法，同時可提昇從事耕作農民對生產環境（如灌溉系統）及資本改良之投資誘因。

是以當時政府便透過財產權之制度性改革，重新界定農地財產權並予以保護，以提供農民更

積極投入農業生產活動之誘因，累積個人與社會之資本存量（capital stock），厚實國家經濟發

展之社會資本。 

    農地財產權之制度改革促進農業生產效率，亦建立日後農地利用制度之基礎，但台灣地

區之農業生產，受到自然地理條件之限制及社會繼承制度之影響，降低了農地生產報酬遞增

（return increasing）率，顯示財產權重新配置已無法改善農地之低生產邊際效率等經濟面問

題。此時農地重劃之引進，改善農地零碎分散的不經濟使用型態，並重新配置農業生產的相

關基礎設施，建立了優良生產環境之基礎。因此農地重劃在台灣之實施，多發生在 1958 年至

2004 年間，政府共實施了「試辦農地重劃」等八個農地重劃方案，以及於「農業綜合調整方

案」等三個農業方案中包含之農地重劃計畫11。 

    但在國內所謂的鄉村政策，仍多從農村經濟面看待，故農地生產力之維護與提昇為最優

先考量之課題，至於鄉村地區非生產農地的利用則較少受到關注。此一只強調經濟面的鄉村

發展模式，反應在各種鄉村政策上。然隨著台灣地區都市化程度的加深及產業結構的改變，

促使鄉村勞動力及人口大量外流到都市及非農產業。且鄉村地區的農業經濟，逐漸在全國的

經濟總產值中衰退，而全球化及自由化經濟的發展，皆使傳統農業經濟部門逐漸失去過去的

光環。尤其在歷經台灣高度經濟成長之後，社會環境的開放及所得的提高，改變了國人的飲

食習慣，加上加入WTO之後，農產品開放進口等社經環境之改變，皆在改變台灣農產業與鄉

村發展的內涵，也促使過去鄉村發展政策被重新檢討的必要性。 

    由近期歐洲對現代化農地重劃之相關研究中發現，農地重劃之功能不應僅侷限於生產環

                                                      
11 於 1958-1991 年間共實施了八個農地重劃方案：「試辦農地重劃」、「災後農地重建」、「實施農地重劃示範區」、

「台灣省農地重劃十年計劃方案」、「加速農村建設與東部災區復耕農地重劃」、「六年經建計畫台灣省農地重劃

計畫方案」、「加速完成農地重劃五年計畫」及「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所得方案-農地重劃」。另於 1991-2004 年

間不再有專為實施農地重劃的方案，而是將農地重劃的實施納入農業發展方案中：有「農業綜合調整方案」、

「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及「邁向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等農業發展方案中皆包含了繼續辦理農地重劃等項

目。而於 2004 年之後，在各項農業發展方案中，多不強調實施農地重劃的必要性與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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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改良，亦可為促進鄉村多功能發展之重要工具，此外尚可維護地景環境與保育自然資

源，並進一步改善鄉村之經濟結構。誠如 Benthem（1969）所指出的，農地重劃應朝向多目

標之方向，以取代只有農業環境改良之內涵，方提供鄉村多元土地使用目標之發展。因此於

現代多元化農村發展趨勢下，農地重劃被視為是一種可同時達成生產（經濟）、生活及環境生

態等具多功能性之工具。故本研究認為現行農地重劃閉鎖現象之產生，除可歸因於農地重劃

單一生產功能之問題外，農地重劃制度缺乏因應現代化社會發展之自我調適（autonomous 
adaptation）能力，以及政府部門無法透過合作方式進行調適等制度結構之缺失，均為目前農

地重劃制度無法落實其綜合性功能之重要因素，故若能紓解這些困難，農地重劃或可成為解

決現行農地利用問題及促進農村多元發展之有效制度。 

    鄉村的重要性在二十世紀後期，歐盟有鑑於傳統鄉村的內涵，逐漸與全球環境及經濟變

遷脫節，原有鄉村的各種社會經濟功能逐漸失衡。故於 1988 年提出「鄉村社會的未來（The 
Future of Rural Society）」的報告，重申在現代社會中，鄉村地區除了是人們生活與工作的場

所，對於整體社會的發展亦有其重要的功能角色。尤其在整體生態平衡體系中的角色，以及

其為現代人放鬆休閒活動的緩衝地區等功能日漸重要。因而提出三項基本理念指導鄉村地區

的發展：經濟與社會凝聚性、農業市場環境實質調整的必要性、環境的保護與自然資產的保

育（European Communities, 1988）。此重新界定了鄉村發展的新內涵，除經濟面（生產功能）

的重要性外，社會面（休閒功能）與環境面（生態與自然資產功能）也同等重要。換言之，

鄉村發展應藉由具多功能性的綜合發展計畫達成，而落實這樣的概念，Magel（2000）認為土

地重劃將會是鄉村結構調整及發展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亦為包含農地利用與鄉村更

新的重要工具。 

    相對於歐盟重視鄉村發展之結構調整，以及調適土地重劃的制度內涵，以為因應的工具

手段。台灣地區對於鄉村發展的調適，尚停留在以土地重劃對生產農地及鄉村區已形成農村

聚落進行社區更新之傳統方式。即使是 2008 年通過立法的農村再生政策，雖是以結合生產、

生活及生態的理念為基礎，但在工具的運用調整上，依然遵循土地重劃最基本的設施改良功

能，缺乏對土地管理之整體性規劃，以及永續鄉村發展的長遠目標。 

    由農地重劃在台灣經濟發展中之角色轉變，可看出台灣地區農地重劃因受限於制度變遷

之生產路徑，而有市場閉鎖效果之傾向。然由近期歐洲對現代化農地重劃之相關研究中發

現，農地重劃之功能不應僅侷限於生產環境之改良，亦可為促進鄉村多功能發展之重要工

具，此外尚可維護地景環境與保育自然資源，並進一步改善鄉村之經濟結構。誠如 Benthem
（1969）所指出的，農地重劃應朝向多目標之方向，以取代只有農業環境改良之內涵，方能

提供鄉村土地多元使用目標之發展。因此於現代多元化鄉村發展趨勢下，農地重劃被視為是

一種可同時達成生產（經濟）、生活及環境生態等具多種功能之工具。故本研究認為台灣現行

農地重劃閉鎖現象之產生，除可歸因於農地重劃僅具單一生產功能之問題外，農地重劃制度

缺乏因應現代化社會發展之自我調適（autonomous adaptation）能力，以及政府部門無法透過

合作方式進行調適等制度結構之缺失，均為目前農地重劃制度無法落實其綜合性功能之重要

因素。故若能紓解這些困難，農地重劃或可成為解決現行農地利用問題及促進鄉村多元發展

之有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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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國土地重劃經驗的經驗發展與借鏡 

    德國於鄉村地區的發展策略，主要以整合鄉村發展計畫為中心，依個別鄉村發展之需

求，應用不同類型的土地重劃方式及村落更新（village renewal）的方法，達其鄉村永續發展

之目標。其中的 Bavaria 邦於十九世紀後期即開始利用土地重劃改善農業生產結構。近期在全

球化經濟的衝擊下，為維護具地方特色的鄉村風貌與農業生產的競爭力，每年約有 30,000 公

頃的鄉村土地透過各類型土地重劃方式進行整併。早期該邦的鄉村發展的主要目標在於改善

生產環境與工作條件，目前則是以鄉村地區的整合性發展（ integral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為重心。該整合性發展之實施方式與內涵，則涵蓋了土地重劃與公共設施改良，並強

調地景管理（landscape management）與村落更新（renewal of villages）（Aulig and Bäuml, 
2003）。其土地重劃法（Land Consolidation Act）訂定五種因應不同類型鄉村問題的土地重劃

類型：自願性土地交換（ voluntary land exchange）、加速土地重劃（ accelerated land 
consolidation procedure）、簡易程序（simplified procedure）土地重劃、殊殊任務土地重劃

（ large-scale project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 large-scale project procedure））及標準程序

（standard procedure）土地重劃（Bavaria Rural Development Service, 2002）。其中或以傳統農

地重劃方式，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改善農業生產經營環境；抑或透過自願性土地交換而改善

土地所有權結構，皆為實現鄉村地區的永續農業生產。 

（一） 土地重劃在 Bavaria 的演變 

    土地重劃在德國的運用可追溯至中古世紀，於 Bavaria 的最早記錄則始於 13 世紀。當

時以多種形式存在，但主要仍以土地整併，改善農地有效經營的制度為主。1861 年 Bavaria
有了第一部關於土地整併的法律，1886 年制定「土地重劃相關法」並成立 Bavaria 皇家土

地重劃委員會以執行土地重劃，直到 1992 年該委員會改名為 Bavaria 鄉村發展行政機關，

將單純的土地重劃擴大到鄉村發展的範疇。 

    土地重劃原為一種單純的農業結構改良工具，其以整併零碎細分或分散土地，並結合

農業使用的道路以及水利改善措施，達到改善農業生產環境的目的。是以 1886 年的土地重

劃相關法的第一條，即開宗明義地表示：本法精神之下，土地重劃理解為，透過土地整併

及產業道路的規範，以達到土地更佳使用的行動（Unternehmen）。此和之前的相關法令比

較，雖然目的仍未改變，但在條件及執行的規範上卻可以讓土地重劃在較廣的層面上被推

動。雖然本法在後來多次以法律或命令形式的修正過程，都涉及了非農業生產領域（如：

鳥類保育、古蹟及家鄉保存）之應用，但在實務上並未確實被執行。 

    1922 年新的土地重劃法導入了協會原則（此與當時及現在德國各邦的制度不同，仍屬

官署原則掛帥之時期）。規範了所有位於土地重劃區內的土地所有權人須依按法律組成土地

重劃合作社，並接受由土地重劃單位所派遣高等專員的協助下，以自我管理的方式，完成

其自身及土地重劃機關所交付的任務 。此可視為在地治理（Subsidaritaet）之理念已在此

時被實踐。然在 1937 年政府進一步規定，土地重劃只能透過政府單位由上而下的協助才能

被實現，此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造成了之後數十年間，負面地影響德國土地重劃的理念及

土地重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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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後於 1953 年通過的「土地重劃法」，保留了 1922 年的官署原則，但在各邦的相關規

定上，已民主許多，各邦也因此得以重新引進其符合各邦土地重劃的特殊規範，例如：

Bavaria 邦在土地重劃的執行，是由土地所有權人為主所組成的參與人協會（Community of 
Participants），以自我管理的方式實施土地重劃的各項程序與任務。土地重劃在歐洲共同成

長的農業市場中，也發揮了先行者之角色。於 1976 年 3 月通過土地重劃法的更新案，重新

規範了多個革命性的面向。如土地重劃法第一條就說：為改善農林業之生產及工作條件，

以及為一般性農村地景及鄉村發展的要求，可對鄉村地區土地所有權以基於本法之措施進

行改組（即土地重劃）。此條文中主動表示對於形塑地景、村落與聚落等面向的積極關心。

因為所謂的鄉村發展正意味著保存及改善鄉村空間的居住﹑經濟及發展功能，在同法的第

37 條也提到相似的說法：鄉村更新的措施可以被實施。 

    1976 年土地重劃法中所設定的目標，透過 1994 年所實行的鄉村發展受到強力支持，並

得到更進一步的強化：即導入了迄今十分普及的「為達到鄉村發展之簡易土地重劃程序」。

關於鄉村發展的措施，此時第一次被明確地（但不是完全地）提出來。此時所提出的相關

措施都應以促進鄉村發展為前提下，達到強化鄉村空間之目標。聯合國的農糧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於 2003 年所出版的「The Design of 
Land Consolidation Pilot Projec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研究報告中，亦再次證明了土

地重劃之內涵已擴及鄉村發展。 

    在 FAO 出版的研究報告中，鄉村發展意義下的土地重劃，被視為是在共產主義的計畫

經濟破產後，對農業領域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必要性。然實際上，土地重劃不僅是對土

地財產的歸還及整併零碎細分的農地，提供了有效地解決方法，更對於重新建立鄉村地區

的地景，以及透過土地重劃的整體性規劃與操作，達到鄉村地區的復甦。在該報告則明白

地指出「土地重劃一直被視為是鄉村發展的工具或起點」。2005 年之後歐盟開始了「鄉村

的發展之促進式提案」，在這個歐盟保護傘下執行「整合型鄉村的發展概念」（ILEK），其

中土地重劃、村落更新以及鄉村道路建設仍是鄉村發展中的重要項目。 

（二） 土地重劃工具的現代觀點 

    Bavaria 邦將鄉村發展界定為一項經常性的工作，藉由約 1,900 個規程，推動全邦約

7,000 平方公里的 1,000 個左右的鄉村社區發展。其中參與人協會自治組織的能力，以及有

效的土地管理，被視為 Bavaria 邦推動鄉村發展的兩個基本原則。在土地乃有限資源的基本

理念下，有限的土地面積規模，必須對土地的使用以適地配置及最佳策略的方法，謹慎地

規劃使用。實現此土地管理的方法，則是依土地重劃法（Flurbereingungsgesetz）進行的土

地重劃為主、村落更新為輔的兩大工具。而土地重劃在鄉村發展中，對於改善農林的生產

及工作條件、維護並擴大自然環境的成就與效率、保護土地、水與空氣的自然生活基本環

境，以及支援必要基礎設施的擴建等各個面向，持續地促進鄉村的發展。 

    該邦鄉村發展的推行，則是架構於土地重劃及村落更新之土地管理，以達成整合鄉村

發展的利益與目標。透過土地的重劃與交換，達到合理的土地配置、滿足社區對土地利用

的需求、並減少土地利用的衝突，增加鄉村發展的利益。根據相關研究的調查（Bav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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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2006），Bavaria 邦內約有 765 個鄉村社區，透過土地重劃

與村落更新之實施而獲利，其中包括鄉村人口的增加（平均約 2,000 人）、生產成本的降低

（每年每公頃農地的生產成本約可省下 170 歐元）。另因土地重劃而使農機具的使用能源減

少，不僅每年可以節省 120 萬公升的燃料（以 30,000 公頃生產農地為例），更可因減少燃料

使用，降低臭氣層的破壞，而使每年約可減少約 3,600噸的溫室氣體排放到大氣中，達到友

善環境的農地利用。 

    此外，根據慕尼黑經濟研究所的分析，每投入 1 歐元的土地重劃與村落更新對鄉村發

展之改善，最高可創造出 7 歐元的產業投資；因土地重劃或村落更新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

的公共投資，可使每 100 萬歐元的公共投資，創造出大約 130 個工作場所的就業，此對於

鄉村地區的經濟與就業市場皆具有正面的影響。綜觀土地重劃對 Bavaria 邦鄉村發展的重要

性，除在農業生產面可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外，亦能促進鄉村地區的經濟面與社會面的成

長，更有利於環境的維護，是鄉村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此亦可由 Bavaria 邦每年約

有 30,000 公頃的土地透過鄉村發展的土地重劃與村落更新進行重組，更加瞭解其重要程

度。 

四、 台灣土地重劃制度之檢視與分析 

（一） 現行土地重劃工具之檢討 

    基於鄉村發展與農地生產之關係密切，且受到多功能鄉村發展趨勢之影響，政府部門

於鄉村發展在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二套不同制度之個別運作，使得農村道路排水

系統及地籍整理上未能同時整體規劃，導致行政程序與資源之重覆與浪費，又造成農地重

劃區與農村社區間之通行與排水等問題，而有意將其結合辦理，以同時改善生產與生活環

境（施傳旺，1999）。 

    此外有研究認為應整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與農地興建農舍制度，利用發展權移轉之方

法，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範圍之擴大，將興建集村農舍之土地移轉至農村社區範圍內，

以解決目前集村農舍推動不易之問題（劉冠德，2003）。亦有研究指出個別農舍興建破壞農

地之完整性、影響鄉村景觀，而建議於實施農地重劃時，研擬整體性之鄉村發展計畫，以

指導農舍之集中興建，並於辦理農地重劃地區，將集中興建農舍之土地變更為農村社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 

    另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農地重劃政策專案小組」於 2003 年檢討農地重劃之必要性

及未來推動方向時，於考量廣義之農地重劃 具有兼顧提昇農業經營效率及農民生活品質等

成就，基於降低制度執行交易成本之理念，提出制度整合之建議。而相關研究亦認為，就

目前多功能鄉村發展之趨勢而言，為紓解現行台灣地區農地利用之困境與問題，應可透過

廣義農地重劃之本質，於促進農地生產之基礎下，整合提供生活功能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

或興建農舍等制度，以期達到永續鄉村發展之目標。 

    早期農地重劃以生產環境改良為主要目的，但受到經濟成長與社會環境變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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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之改變與國民所得提高，不僅改變對農業生產之偏好，也造成農地相對價格之改

變，將農地重劃引導至僅具生產單一功能之發展路徑；加上台灣加入 WTO，以及多功能鄉

村發展之趨勢，鄉村發展不再只強調生產之經濟面，而是希望成為一個兼具生產與生活，

甚而生態等綜合性之發展。因此只考量農地改良之傳統農地重劃制度，受到此外生因素及

需辦理重劃水田面積減少等內生因素之影響，導致執行農地重劃之閉鎖效果。此外在維護

投資改良後農地持續為農業使用之政策下，農地重劃被當成一種農地管制手段，隱含弱化

農地所有權人財產權之問題。故若農地重劃持續無效率發展，將可能無法提供日後多目標

鄉村發展之需求。 

（二） 農地重劃制度與永續鄉村發展之重新定位與思考 

    農地重劃在台灣地區五十多年之執行過程，以及在農業發展過程中角色之變遷，從第

一階段試辦達到農業生產之經濟成就，並成為日後執行農地重劃之經驗與學習基礎。第二

階段農地重劃即成為台灣地區農業發展之重要政策，透過農地重劃累積個人與社會資本存

量，並帶動其他產業之發展，促進台灣地區經濟之進步與成長。然在制度變遷過程，受到

制度內生與外生誘因結構之影響，一方面增加知識與累積資本存量，以降低農業生產之交

易成本，提升農業生產之規模報酬。另一方面亦受到其他產業活動所需用地日漸增加之競

爭，使農地重劃在此階段與土地使用管制制度有所交集，並被擴大為農地管制之主要依

據。到了第三階段，農地重劃角色已不再具有技術創新之優勢，政府部門對於農地重劃之

態度，亦由早期之積極主導規劃，轉為消極之「支持但不積極推廣」（林柏璋，2005），致

使農地重劃之執行愈趨滅少。雖然農地重劃對農民而言，仍是改善農地生產環境之主要方

式，但因辦理面積逐漸減少，以及須辦理生產環境改良之水田面積不多等原因，使農地重

劃制度可能產生閉鎖現象。 

    相對於強調農地之經濟目的，農鄉村地區生活環境之改善往住被忽略，政府雖然自

1987 年便開始規劃農村社區更新計畫，但於缺乏正式規則之依據下，並未有效地落實計畫

之執行。直至 2000 年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方被建立，才建立鄉村地區提昇生活品質之制

度環境。然同年又於同年將農地興建農舍制度納入農業發展條例之正式規則，賦予農地所

有權人於其所有農地興建農舍之財產權，本意在於解決鄉村地區農地所有權人居住空間不

足之問題。但伴隨著農地交易市場開放給自然人購買農地的政策改變，使得此項美意逐漸

成為日後保護優良生產農地的阻礙。換言之，原想藉由農地興建農舍改善鄉村地區農地所

有權人的居住問題，反而加速了生產農地的建地化才建立鄉村地區提昇生活品質之制度環

境。然而故此生活面之制度不僅未能與農鄉村發展中最重要的經濟面－生產功能－互相配

合，更因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缺乏整合與協調機制，而不利於永續農鄉村之發展。此外尚

也因缺乏整體規劃之配合措施，造成農舍興建破壞生產農地之農地利用衝突等問題。 

    由於鄉村發展是一綜合動態之過程，生產與生活功能往往是相輔相成且相互影響。而

現行農地重劃、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農地興建農舍等制度為個別各自執行的，只能達成單

一生產或生活目標，此除可能產生制度執行之衝突外，亦無法發揮制度間之相乘效果。而

受限於現行制度環境與制度安排之差異與協調整合之困難，所導致無效率制度之執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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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造成兼具生產與生活目標之農鄉村發展方向之混亂，尤其在鄰近都會區的鄉村地區，

許多生產農地上種的不是作物而是建物。除破壞生產環境外，也因生產農地的建物，往往

缺乏良善的住宅公共設施的配置，不易達到較佳生活水準的機能，也使生活環境品質難以

有效地提昇。 

    因應鄉村綜合性發展之趨勢，現行鄉村地區的土地規劃管理制度是分別透過農地重劃

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農舍興建之實施，提供鄉村發展生產與生活面之需求。然制度安排

（組織）決定制度執行之合作或競爭，為影響制度執行交易成本之重要因素（Davis and 
North, 1970）。雖然現行農地重劃與農舍興建制度之個別執行，可分別達成農地生產與生活

之需求；也可藉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對已形成之農村聚落，進行整建更新以改善生活品

質。但在現行制度環境各自擬訂，制度安排缺乏整合之結果，經常導致制度執行時溝通協

調之困難，亦產生制度執行之衝突。如農地重劃之本意雖為改善生產環境，但由於辦竣農

地重劃之農地，不僅坵塊方整易於開發，亦將農地改良為具有既平整又具可及性等優點，

十分有利於居住型或別墅型農舍之興建，甚至是違規工廠之設置。在農地重劃與農舍興建

制度缺乏整合之現況，不但造成農村景觀之破壞，亦對生產農地造成污染等現象，均是導

致現行制度執行過程，交易成本增加之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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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 
（子計畫三：孫振義） 

一、 研究目的 

    生態社區是一種人類的反思，對於自我與周遭生活環境的要求返璞歸真，而生態社區評

估指標對於生態社區之存在和其發展蓬勃之程度有著不可或缺之必要。生態社區的定義雖然

稍有分歧，但是其意義皆是以社區之永續性發展為目標，達成 3E 即環境（Environment）、經

濟（Economic）和社會公平（Equity）三方面的平衡。為精確瞭解剖析台灣農村型社區推動

生態社區的成功經驗，並以其與國外政策及案例比較，本計畫於三年的研究期程中，深入分

析台灣目前數個本土成功案例，並借重國內外專家學者經驗與技術，配合台灣現行的 EEWH-
EC 生態社區評估系統，提出本土的「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希冀未來台灣在農

村型生態社區的推動之下，補足目前「國土計畫」中銜接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間的介面缺

口，逐年協助政府達成「從綠色建築、生態社區到永續國土」的終極規劃大業。 

    本計畫在第一年計畫中，首先透過資訊蒐集、研究團隊至各國成功案例社區探訪及考

察，瞭解並比較國內、外對於生態社區推動的施政策略；其次，著重個體面資訊蒐集，亦

即，遴選 2-3 個適宜的農村社區進行田野調查，並蒐集當地歷年推動歷程與成功經驗資訊，

並分析當地農民基層對於生態社區推動之見解。此項工作將裨益彙整兼具「國際視野與在地

實踐精神」價值的生態社區相關知識與資訊。 

1-1 國內外農村型生態社區案例蒐集 
1-2 彙整全球各國對於農村型生態社區推動的施政策略 
1-3 農村型生態社區案例調查與評估 
1-4 農村型生態社區田野調查與訪談 
1-5 彙整農村型生態社區發展現況與實踐遠景 

    本計畫在第二年計畫中，針對台灣 2-3 個農村社區持續進行田野調查與分析資訊，初步

建立「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要項」。此外透過國際工作坊研討適合台灣可行之「農

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草案）」內容。評析不同類型農村社區，對於推動生態社區、

糧食生產、環境保育、與地方產業發展之關連性與重要性。 

2-1 舉辦「國際生態社區工作坊」 
2-2 持續農村型生態社區案例調查與評估 
2-3 國外生態社區案例分析 
2-4 研擬「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要項」 

    本計畫在第三年計畫中，選擇 3 個農村社區（新竹信勢社區、烏來福山社區、宜蘭行健

村）進行「生態社區推動診斷」，並於診斷書中提出「生態社區」推動建議與技術。藉由推動

診斷與意見交流過程，充分收集農村基礎想法與建議，達到可以預知未來農村型生態社區推

動之阻力與困頓的目地。最終，在彙整本計畫三年中所得之成功案例經驗、學者專業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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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農民觀點與意見後，提出真正能夠施行的「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以及彙編

可供其他社區參考之「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手冊」，以利早日達成台灣促進城鄉永續發展、建

構綠色國土的願景目標。 

3-1 透過專家問卷擬訂「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 
3-2 進行「生態社區推動診斷」 
3-3 舉辦「農村型社區居民工作坊」 
3-4 提出「生態社區」推動建議與技術 
3-5 提出「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 
3-6 完成「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手冊」 

二、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經過三年之計畫進行，各期程所得之重要具體成就說明如下。 

（一） 以專家問卷擬定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 

    首先，本計畫為釐清推動鄉村型生態社區之關鍵因素，故以 AHP 法為分析基礎，建立

專家問卷之樹狀層級架構。本計畫將各項影響因素分為社區的外部資源以及內部條件兩

類，外部資源囊括 A.政府支持、B.夥伴協同，內部條件則包含 C.社區團隊、D.社區環境，

共為四個面向。而四大面向下的關鍵因素共有 20 項，推動鄉村型生態社區關鍵因素之內涵

說明如【表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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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推動鄉村型生態社區關鍵因素內涵說明 

目標 面向 關鍵因素 關鍵因素內涵 

推
動
鄉
村
型
生
態
社
區
關
鍵
因
素 

A. 
政府 

A1.生態社區人才培訓 
政府培訓社區居民，取得營造生態社區之相關技

術。 

A2.獎勵、補助或稅賦減

免 

政府規劃生態社區相關政策，使社區組織參與計

畫及競賽，並提供獎勵、補助或提供社區居民房

屋稅、地價稅的減免。 

A3.推動評估體系 
政策建立明確的生態社區評估體系，並推動社區

提出申請。 

A4.選定生態示範社區 
政府選定特定社區為優先推動對象，輔導社區發

展成為生態示範社區。 

A5.社區間交流平台 
政府架設生態社區交流平台，強化社區間的經驗

分享及相互觀摩。 
A6.諮詢輔導機制 政府提供生態社區相關技術的諮詢與輔導。 

B. 
夥伴 

B1.社區內中、小學 
社區與鄰近之中、小學協力發展生態社區，共同

營造，共享資源。 

B2.互利共生的組織單位 
民間組織單位與社區長期配合，共同分享資源與

籌措經費，成為互利共生的夥伴關係。 

B3.NGO 或 NPO 
NGO、NPO 協助社區或提供資源、捐款，發展

生態。 
B4.專家、學者或社區規

劃師 
生態社區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或社區規劃師成為

社區長期夥伴，提供社區協助及諮詢。 
B5.夥伴社區 與其他社區成為夥伴社區，相互觀摩與學習。 
B6.民意代表 社區所屬地區之民意代表協助社區發展。 

C. 
社區

團隊 

C1.領導人 社區內擁有積極態度與優秀能力的領導人。 

C2.組織團隊 
社區內民眾參與度高，有健全的組織與架構，能

夠強化社區營造工作。 
C3.社區意識 社區內具有強烈的社區意識，社區居民共識高。 
C4.財務自主 社區團隊經濟來源無虞，財務自主能力高。 

C5.生態教育 
落實社區居民之生態教育，社區內資源調查與環

境管理。 

C6.生態發展藍圖 
妥善規劃社區生態發展，並落實於常態工作事項

中。 

D. 
社區

環境 

D1.自然環境 
社區位於適合營造生態社區的自然環境。（EX.
生態綠網、小生物棲地、自然景觀） 

D2.人文環境 
社區內擁有珍貴的文化資產、歷史古蹟、地方代

表性之產業或文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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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之問卷為專家問卷形式，故於調查對象選擇時，主要以熟悉生態社區、環境教

育、節能減碳、社區營造、都市規劃之學界、政府部門、業界、社區等四個領域的專家為

訪查對象。學界部分共有 6 位；政府部門共有 7 位；業界共有 5 位；社區共有 5 位，總計

為 23 份專家問卷，並分別計算每份問卷之一致性檢定，確認 23 份皆為有效問卷後，使進

行後續之權重值分析。經分析，本問卷關鍵因素之整體層級權重，說明各項關鍵因素間的

相對重要性，其權重排名前五名依序為：C1.領導人、C2.組織團隊、D1.自然環境、C3.社
區意識以及 D2.人文環境，其餘關鍵因素之權重值排序則如【表 6】推動鄉村型生態社區之

評估階層權重排序所示。 

【表 6】推動鄉村型生態社區之評估階層權重排序 

目標 面向 
面向 
權重 

關鍵因素 
關鍵因

素權重 
關鍵因

素排序 
整層級 
權重 

整層級 
排序 

推
動
鄉
村
型
生
態
社
區 

A. 
政府 

0.137 

A1.生態社區人才培訓 0.253 2 0.035 10 

A2.獎勵、補助或稅賦減免 0.270 1 0.037 8 
A3.推動評估體系 0.097 6 0.013 19 
A4.選定生態示範社區 0.137 3 0.019 16 
A5.社區間交流平台 0.129 4 0.018 17 
A6.諮詢輔導機制 0.114 5 0.016 18 

B. 
夥伴 

0.179 

B1.社區內中、小學 0.141 5 0.025 15 
B2.互利共生的組織單位 0.209 2 0.037 9 
B3.NGO 或 NPO 0.191 3 0.034 11 
B4.專家、學者或社區規劃師 0.253 1 0.045 7 
B5.夥伴社區 0.157 4 0.028 14 
B6.民意代表 0.049 6 0.009 20 

C. 
社區

團隊 
0.501 

C1.領導人 0.350 1 0.175 1 
C2.組織團隊 0.235 2 0.118 2 
C3.社區意識 0.187 3 0.094 4 
C4.財務自主 0.095 4 0.048 6 
C5.生態教育 0.064 6 0.032 13 
C6.生態發展藍圖 0.069 5 0.034 12 

D. 
社區

環境 
0.183 

D1.自然環境 0.578 1 0.106 3 

D2.人文環境 0.422 2 0.077 5 

    最後，為研擬完整之鄉村型生態社區實踐及推動策略，本計畫藉由文獻探討、個案研究

以及問卷之實證分析，以政府、夥伴、社區等三種不同角色的觀點，分別提出不同立場下之

鄉村型生態社區實踐及推動策略，供不同角色於推動生態社區時能參酌並靈活且彈性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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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 生態社區推動診斷與居民工作坊 

    本計畫經研究得知，在推動鄉村型生態社區時，由社區自主開始、由下而上形成策略，

並希望社區本身能自我成長。因此本計畫依據專家問卷權重順序設計社區自主檢查表，如表 
3 所示，讓有意願推動生態社區的鄉村型社區，於開始推動前、推動中皆能自我健檢，依照

檢查表項目順序，初步了解社區目前面臨的問題。 

    另一方面，選定三個農村型生態社區，分別為新竹信勢社區、烏來福山社區以及宜蘭行

健村，前往當地進行生態社區訪查與推動診斷，並向當地社區幹部、居民說明本計畫之研究

成果，辦理小型的居民工作坊，期望與當地居民進行意見交流與回饋。於診斷表部分，由社

區居民自行作診斷，後續統計上，將差、普通、優秀分別給予 1、3、5 分的權重值，進而計

算各檢核項目的平均值。 

【表 7】生態社區自我診斷表 

面向 代號 檢核項目 差 
普

通 
優

秀 

社區團隊 C1 社區內的領導人    
社區團隊 C2 社區內民眾參與度及組織與架構    
社區環境 D1 社區位於適合營造生態社區的自然環境    
社區團隊 C3 社區內的社區意識及居民共識    

社區環境 D2 
社區內的文化資產、歷史古蹟、地方代表性之產業或文化

團體 
   

社區團隊 C4 社區團隊經濟來源無虞，財務自主能力    

夥伴 B4 
生態社區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或社區規劃師提供社區協助

及諮詢 
   

政府 A2 政府規劃生態社區相關政策，提供獎勵或補助    
夥伴 B2 民間組織單位與社區長期配合，成為互利共生的夥伴關係    
政府 A1 政府培訓社區居民，取得營造生態社區之相關技術    
夥伴 B3 NGO、NPO 協助社區或提供資源、捐款    

社區團隊 C6 
社區妥善規劃未來生態發展藍圖，並落實於常態工作事項

中 
   

社區團隊 C5 
落實社區居民之生態教育，並對社區內進行資源調查與實

施環境管理 
   

夥伴 B5 與其他社區成為夥伴社區，相互觀摩與學習    
夥伴 B1 社區與鄰近之中、小學協力發展生態社區    
政府 A4 政府選定生態示範社區，以供觀摩、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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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代號 檢核項目 差 
普

通 
優

秀 

政府 A5 
政府架設生態社區交流平台，強化社區間的經驗分享及相

互觀摩 
   

政府 A6 政府相關部門提供生態社區相關技術的諮詢與輔導    
政府 A2 政策建立明確的生態社區評估體系，並推動社區提出申請    
夥伴 B6 社區所屬地區之民意代表協助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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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官學農業與農地政策論壇之民眾參與機制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 

    本圓桌論壇邀集產業界、政府部門與地方代表，共同討論生態社區之永續發展，以及民

眾如何有效參與其中，與會來賓則如表 4 所示。雖生態社區的發展與推動因地制宜，綜歸各

個生態社區案例得知民眾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本論壇除了探討生態社區之發展機制

外，宗旨專注於如何運用民眾參與機制之效力，促成未來生態社區之推動。 

【表 8】論壇與會來賓 

與會來賓 服務單位 

孫振義副教授（邀集人）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王志輝分局長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 

李得全局長 台北市地政局 

江志成副局長 新北市城鄉局 

許銘文執行長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林杰宏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陳怡誠副總經理 新系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陳文卿總經理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高文煌總經理 殷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鴻志里長 新北市順德里 

畢無量里長 台北市劍潭里 

    首先，與會來賓們分享「民眾參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三項名詞之想法，如

【表 9】民眾參與機制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之名詞定義所示，並利用政府、夥伴、社區團

隊、社區環境等四大面向為分類基礎，彙整產官學三方之意見與想法。透過與會來賓的實務

經驗、政策面操作以及社區發展第一線的情況分享，讓本計畫有了與實務面結合的機會，且

統整各方意見後，更加以釐清民眾參與以及生態社區永續發展的路徑、手段與可行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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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民眾參與機制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之名詞定義 

名詞 定義 分享之與會來賓 

民眾參與 
民眾參與的關鍵是核心人物、共同議題以及永

續發展。 
林杰宏副執行長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生態社區 
生態社區主要有兩個重點，一為創新與改造居

民生活模式，二為回歸社區在地化。 
許銘文執行長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永續發展 

所謂永續發展，應建立在滿足當代需求，但又

不損及後代需求的前提之下。 
江志成副局長 

（新北市城鄉局） 
如何永續發展，三生一體是必備的，所謂三生

即為生態、生產、生活。 
陳文卿總經理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外部條件中，政府雖非主要社區發展者，但卻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無論是培訓計畫、

長短期專案、財源、整合平台等，皆期望可成功協助社區發展，但礙於當今政府體制，形成

政策面的操作缺口，因此在政府部分仍只能扮演支持的角色。夥伴部分則包含顧問公司與當

地企業等，顧問公司為政府與社區間的牽引角色，輔導社區與政府溝通、協助社區申請補助

專案等；當地企業則利用社會責任的回饋機制，協助社區往更好的面向發展，因此夥伴與社

區間形成平行的協同關係。 

   內部條件中，社區團隊的領導人為社區發展的首要關鍵因素，而社區若要長期發展，則需

結合產業或生活環境，建立故鄉特色，並發展未來的規劃藍圖，此外讓當地居民擔任志工或

當地嚮導，誘發其榮譽感，促使大家朝社區目標與夢想共同努力。社區環境部分，各社區應

因地制宜找出自身特色，發展出人文特色或生態特色，且不需以開創特色為限，亦可依照延

續或回歸的角度，去形塑社區氛圍。 

 
【圖 48】論壇與會來賓 

（由左至右為畢無量里長、李鴻志里長、王志輝分局長、江志成副局長、李得全局長、孫振

義副教授、許銘文執行長、陳文卿總經理、林杰宏副執行長、高文煌總經理、陳怡誠副總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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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民族自治與國土計畫：一個從文化國土復育

觀點出發之研究 
（子計畫四：官大偉） 

摘要 

    基於「國土復育不應只是對於土地之自然條件和物理性質的恢復，而應該成為一個國家

和原住民族之關係以及人和土地之關係的重建行動」的觀點，本計畫之研究將對台灣本土產

生的各種傳統領域調查、部落地圖繪製工作進行有系統地回顧與方法論分析，釐清不同調查

方法與調查程序下所產生之調查成果的意義，並藉以進行研究設計，對研究區域內泰雅族傳

統領域中之土地自然資源使用機制進行調查，以學術與部落知識主體間的交互詮釋，分析傳

統領域中所涵蓋之不同層次之權利型態，進而探討傳統領域權利之行使和原住民族自治、國

土計畫三者之間的關係，進行在國土架構中落實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權之相關制度設計，以

期創造原住民族發展與國土利益平衡之雙贏局面，維護土地之多元文化價值。 

一、 台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的回顧與分析 

    原住民族社會於 1988 年至 1993 年間發起 3 次「還我土地運動」之訴求，隨著社會人權

思潮的演進，以及民主化的轉型與對多元文化價值之確立， 1997 年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

2005 年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形成了對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的保障架構，在這個架構下，原住民

族土地包含「原住民保留地」與「傳統領域土地」，對於前者，政府自 1966 年後即持續的促

進其私有化；對於後者，目前主要的論述則是希望可以保障原住民族的集體土地權利，包括

保障在土地上面的一些狩獵、採集等自然資源使用行為。2002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開始

一系列的全國性的調查活動，這些調查可以區分做幾個階段： 

（一）不同階段、分期與比較 

1. 第一階段(〜2002 年)：國家主導的全面性調查之前 

    在 2002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啟動全國性的調查之前，已經有不同的原住民文史工

作者、學術研究者在進行傳統領域的調查工作，例如泰雅族的 Masa Tohuy 利用日治時期的

文獻和地圖追溯泰雅族的遷移路線、分佈範圍，鄒族的汪明輝在他的碩士論文探討阿里山

鄒族傳統的領域，也有動物學家裴家騏與魯凱族人合作利用 GPS、GIS 工具，進行動物棲

地與魯凱族獵場的調查研究。這些調查雖然零星個別，但卻是在國家力量投入資源與涉入

論述之前，即展開的自主性調查工作。 

2. 第二階段 2002〜2006：啟動全面性調查 

    2002 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落實新伙伴關係條約，開始展開為期五年的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調查計畫。該計畫在委託主要由地理學者組成的學術團隊進行調查之後，於第

一年首先進行第一階段三十個示範部落的調查。學術團隊和三十個部落的在地團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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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PGIS 進行先的實驗性的研究。在 2003 年到 2005 年，學術團隊進一步擴大，並開始同

時在五十五個原住民鄉輔導進行調查作業，調查工作主要包含以下程序（張長義等 2002、
2003、2004）：組織工作團隊與設定 GIS 設備、籌備會議和各地工作坊、田野資訊彙整、數

位化及部落公聽會，並在展示數位化後的地圖成果，由部落成員提供意見進行校正，校正

後的圖資則編輯成調查報告，印後呈交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在 2003 年，此計畫調查出 250 個部落，4721 個地名；在 2004 年，有 32 個鄉鎮完成鄉

內 83 個聚落單元的調查， 23 個 鄉鎮未區分部落或村社單元，在全臺 55 個原住民鄉鎮總

共調查出 3976 個地名， 120 個故事。而在 2005 年，則完成 43 個鄉鎮之資料彙整及檢核，

總共獲得 7684 個地名、3219 個地名故事，校正後獲得 274 個類似部落領域界線的資料，以

及 4 個以全鄉為一個部落的資料。以上的具體成果初步達成了委託單位所設定的方向，但

經由實際的調查操作之後，執行計畫的學術團隊在報告中也指出了為每一個部落畫出其領

域的問題：某些邊界是模糊的，某些部落之間的領域重疊，而某些部落所繪製出來的領域

則受限於其對現有行政界線的認知，要從各族的傳統觀點要畫出領域的邊界有實際上的困

難（張長義等，2004）。同時，全面性的普查也容易讓參與流於形式，體認到這個問題，第

五年的調查計畫，把全面性的普查改成由有自主調查意願的部落提出申請，而由學術團隊

進行培力輔導（張長義等 2005；官大偉、林益仁 2008：120-121）。 

3. 第三階段 2007〜2009：以族群為單位的補充調查 

    2007 年到 2009 年間，原民會開始後續調查計劃，由於前一個階段都是以部落為單位來

進行製圖，缺少民族整體的觀點，因此從 2007 年到 2009 年開始以各民族為單位，檢視前

一階段的調查資料，並做調查與資料的增補。此階段調查所檢視與增補的，有阿美族、賽

夏族、排灣族、魯凱族等族群之傳統領域。 

4. 第四階段 2010〜2012：初步調查成果的展示 

   2010 年，原民會開始籌備傳統領域成果的展示，並在 2011 舉辦了傳統領域調查的成果

展，圖 1 所示即是這個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展中所展示傳統領領域範圍，必須注意的是，白

色的區塊並不代表說它一定不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只是當時的調查，或許還沒有涵蓋

到這些範圍。在籌備期間，受委託的學術團隊並舉行了北中南東等分區的座談，邀集在

2002 年至 2009 年間參與傳統領域調查的部落人士、專家學者，對於過去之經驗進行檢討，

並提出對於後續調查工作之建議，而在 2012 年提出之成果報告中，也建議對部落進行進一

步的培力，以使傳統領域調查的能量，能夠更加的扎根於部落，並使部落能夠進一步掌握

製圖工具與技術，展開對於傳統生活空間、土地利用機制的自主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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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2011 年原民會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展所展示的傳統領域範圍 

5. 第五階段 2013〜至今：種子師資培訓與法定劃設程序研擬 

    2013 年，原民會的傳統領域調查從實質資料的收集，轉向部落調查能力的培力，展開

傳統領域調查種子師資培訓計畫，此計畫進行了一系列的培訓工作坊，在北中南東的分區

舉辦訓練營隊，自 2013 年至 2014 年，完成了 16 族共 100 人以上的種子師資培訓，合格者

獲頒證書，並赴各鄉進行傳統領域相關政策之說明講解。2015 年，原民會提出傳統領域土

地政策研究計畫，該計畫工作事項包括：彙整及比對歷年傳統領域土地調查 GIS 資料及成

果、建置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政策推動中心資訊網、搜集近 3 年原住民族各族群主張傳

統領域及要求開發機關應踐行諮詢及取得原住民族同意個案、研擬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

草案、原住民族基本法等相關議題分析、舉辦分區辦理徵詢座談會 10 場次以上，以及分區

遴選 4 個以上部落試行辦理傳統領域範圍確認作業工作坊，至目前為止，本計畫仍在進行

中。 

    整體而言，上述五個階段，分別具有以下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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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不同階段傳統領域調查的特徵 

階段 政策背景 發動者 使用的技術 
產生的內容 

成果 
執行過程中 

政府和部落的關係 

第一階段 
原住民運動

逐漸形成傳

統領域論述 

個別文史工

作者、學者 

大部份使用

文 獻 、 紙

圖，少部份

開 始 使 用

GPS 、 GIS
工具 

因為發動者的

不同而有很大

的差異，有的

強 調 遷 移 路

線、有的強調

獵場、有的強

調文化意義 

由個別人士發動，

未必和部落或政府

有關 

第二階段 
政府實踐新

伙伴關係承

諾，但原住

民族土地法

制尚未成形 

政府 

結 合 紙 圖

GPS 、 GIS
工具的參與

式製圖 

著重地名、地

名 意 義 、 邊

界 、 領 域 等

點、線、面空

間資訊的收集 

由政府主導，經費

來源亦來自政府，

促成首次大規模有

系統的調查，但對

於傳統領域的定義

趨向單一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第五階段 

原 基 法 通

過，原住民

族土地法制

逐漸成形，

落實原住民

族土地權的

需求日增 

個別的部落

團體，加上

政府與學術

資源培力的

種子師資 

結 合 紙 圖

GPS 、 GIS
工具的參與

式製圖，並

以民族誌田

野調查深化

土地知識的

論述 

從點、線、面

空間資訊的收

集，逐漸深化

到土地利用知

識與機制的理

解和詮釋 

部落調查的自主性

提高，不再是由政

府發動，而是由部

落的青年團體、社

區發展協會等單位

發動；另一方面，

相較於第一階段，

有較明確的部落集

體性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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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泰雅族傳統領域中之土地自然資源使用機制 

    本研究對照田野資料與文獻回顧，提出的「使用時間持續性」與「排他性程」度兩條軸

線,分析泰雅族傳統領域知識中所呈現的不同時間持續性的類型與不同使用強度的類型，得到

以下分析結果： 

（一） 殖民接觸前 

1. 泰雅族傳統領域中不同使用時間延續性的類型 

（1） 流域間的移動 （數個世代發生一次） 

    泰雅族的遷移和分布和生態系統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部落遷移的原因往往是人口增

加到了一定的程度，土地不敷使用，而這樣的遷移是依著河流與流域形成的空間格局而

展開，在遷移過程中，族人沿著山稜線和河谷移動，跨越到新的流域後，則會沿著流域

中河流主流及支流分散建立一個一個小的聚落， 形成具我群認同的聚落群。因此，泰雅

族聚落的分布有兩個特性：一是具有我群認同之聚落群的領域範圍，往往就是以流域為

單位形成的範圍 (官大偉、林益仁，2008)；二是個別聚落中的戶數少、個別聚落之間距

離遠而分布廣 (官大偉，2013)。林益仁 (2013) 和黑帶巴彥 (2013) 則進一步指出，遷移

並非一個部落中幾個家族離開，其他家族留在原居地，而是部落中每個家族都會有部份

人共同參與遷移，因此在原居地所遵守的規範，到了新居地同樣也可以被延續執行與遵

守，這樣的遷移模式在本研究過程之民族地形工作坊中亦得到確認。這也就是說，泰雅

族人在降低土地承載壓力/尋求新的可利用土地的同時，會透過社會性的作法 (參與遷移

成員的組成)，來維持其原有的社會約束力，它是一種人在環境中尋求最適生存方式的文

化適應，也是一種跨流域尺度的空間管理。 

（2） 流域內的游耕移動（以十年為循環週期） 

    接著，是泰雅族人流域內遊耕的生態邏輯。在本研究的民族生態工作坊中，從傳統

作物的耕作，釐清了泰雅族的土地使用有其生命週期，且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名稱：一

塊經過開墾進行耕作的土地稱做 kmahan，一兩年後這塊土地必須進入半耕作、半休耕的

狀態，改稱為 pincyowagan，三年後這塊土地必須完全休耕 (休耕期間大約為十年) ，稱

為 guqi。在一塊土地進入到 guqi 的階段時，族人則會在其上種植 ibok (赤楊木)，使其恢

復成林。隨著這樣的遊耕方式，泰雅族人每隔幾年就必須換到新的耕地，有時為了鄰近

耕地，住家也就隨著耕地的移動而遷移。雖然已經在一個流域內形成相對穩定的聚落/耕
地/漁場/獵場所組織起來的空間結構，泰雅族人仍透過在流域內的移動，以平衡耕作的需

求和地力的維護，這也就是泰雅族人在流域尺度內的空間管理。 

（3） 在一塊土地上的動態利用（以一年為循環週期） 

    再者，是泰雅族人在一塊土地上耕作之方式的生態邏輯。傳統耕作的土地通常是在

山坡上，開墾耕地的第一步是要焚燒地面上的樹木，樹木焚燒後則撿拾、清理地上的石

頭，利用這些石頭在田地的下方堆成 phaga (砌石邊坡)，phaga 也有用木頭架成。至於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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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後仍固著於地面上的樹根，則予以保留；大型的石頭有時讓它留在原地，有時則以焚

燒的方式使其碎裂後移開 (官大偉等 2012)。傳統的耕種並非大面積的種植單一作物，

而是在一塊土地上按照其細微的地形差異種植不同的作物，例如：在砌石邊坡、木架邊

坡，或是保留未移開的大石頭邊，會種植爬藤類 (像是豆類、南瓜) 的植物，在較寬廣

的區塊上，則是種植小米，在其他零星的區塊，則是種植地瓜、甘薯之類的作物，而這

些作物的生長都有其不同的時節。同時，在耕地內會設置趕鳥器，在耕地的周邊則會設

置陷阱捕捉小型動物，一方面維護作物，一方面作為食物 (官大偉等 2012)。於是，在

一塊耕地上，一年四季都可以有不同的食物產出，同時，就因應颱風這種季節性的氣候

現象可能帶來的災害而言，也是很好的風險分散的策略。此外，播種之前的整地並不會

大面積的翻土，而是用小鋤頭在要播種的地方挖洞埋入種子，其餘的地方不予翻動，則

是避免對土地造成大規模、深層的侵擾。這顯示泰雅族人在一塊耕地上也有很細微的管

理手段。 

    以下圖 2 所示，為泰雅族土地利用的時間週期，圖 3 所示則為不同週期所涵蓋的空

間尺度，以及各個空間尺度間的關係： 

 

【圖 50】泰雅族土地利用的時間週期 
（資料來源：修改自官大偉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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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泰雅族傳統土地利用的空間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官大偉 2014） 

2. 泰雅族傳統領域中不同使用強度的類型 

    若要理解不同的使用強度，則必須進一步考量不同類型的土地的使用，本研究經過訪

談、參與式製圖、文獻回顧等工作，區分出泰雅族傳統領域中不同的類型如下，這些不同

的土地使用即反映了不同的排他性強度： 

（1） qutux niqan 

    共食團體，意指共同吃飯的一群人，通常是由親屬關係接近的一群人所組成，團

體中的成員共同出獵、共同分享食物。 

（2） qalang 

    聚落，指的是地理位置上群聚的單位，可以由數個共食團體所組成。 

（3） maya 

    耕地、田園。 

（4） llyung 

    河流漁場，通常分做不同區段，由不同聚落所管理，但是在進行漁撈時，會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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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之間進行協調（協調的內容包括漁撈的河段、時間等） 

（5） qyunam 

    獵場，由同屬一群的幾個聚落所共享。 

（6） qutux llyung 

    流域同盟，意指共享一條河流的人們。 

    以下圖 4 所示，為泰雅族土地利用類型的平面與剖面對照，左邊呈現的是由聚落一

直到流域同盟的平面分佈，右邊則是從河谷到山頂之間的土地區分： 

 
【圖 52】泰雅族土地利用類型的平面與剖面對照 

（資料來源：修改自官大偉 2016） 

    在此必須注意的是，所謂的是否排「他」，端賴「我」是包含了哪些人而決定，在共食團

體中的我群，是血緣相近，共同勞動生產、分享食物的一群人；在聚落中，是同居於聚落社

地中的一群人，而這些人也在聚落周邊進行游耕農作；在論及獵場時，共享獵場的我群，是

以流域為單位，跨聚落的認同團體（在民族誌文獻中經常被稱為亞群，意指泰雅族此一範疇

下的次級群體）；在流域同盟中的我群，則是可能是數個亞群的結合。換言之，討論排他性

時，必須先釐清所討論之排他行為的主體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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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殖民接觸後的轉變 

1. 合法的持續使用 

    在殖民接觸之後，日本政府於 1895 年頒佈《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將沒

有地契、官方文件證明所有權之土地，全部收歸國有，於是經過林野調查、河川調查，在

1928 年頒佈《森林事業計畫規程》，將台灣山林區分成要存置林野、不要存置林野，以及

准要存置林野，其中准要存置林野又稱為蕃人所要地，是今日原住民保留地制度的前身，

其範圍也是今日原住民保留地劃設的基礎，這些保留地，是從殖民接觸至今持續合法使用

的土地。 

2. 因國家法律限制無法使用 

    按照法理，在殖民政府頒佈《森林事業計畫規程》之後，除了作為蕃人所要地的准要

存置林野之外，都屬國家限制原住民不得使用的範圍，在本研究的田野中，受訪者則會特

別強調戰後國民黨政府所加諸的限制。     

3. 國家法律限制不得使用卻實際使用 

    考究上述現象的原因，本研究發現，雖然日治時期將大部分山林收歸國有，並劃定准

要存置林野為族人可合法使用的範圍，但族人的實際生活範圍卻超過准要存置林野，包括

獵場中的狩獵、耕作土地中的游耕，都是當時國家法律限制不得使用卻實際使用的地方。 

4. 國家介入後新增使用 

    本研究在宜蘭地區的田野過程，得知大同鄉寒溪此一日治時期經集團移住形成之部落

的獵場，乃是在日人協調之下確定的，也就是一個國家力量介入後，增加使用地的例子，

也就是在〈解決線外蕃庫巴博、克魯模安社與縣內移住蕃的狩獵地糾紛〉(波越重之、松室

謙太郎原書主編；莊振榮、莊芳玲翻譯，2014：1815-1817)中所記載的內容，這篇記錄

中，透露了一個重要的資訊，就是在日人的安排下，寒溪這一方新得了過去沒有的獵場，

且這獵場是寒溪（文中所稱之隘勇線線內番）與庫巴博社、克魯模安社三社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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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統領域權的意涵及現今遭遇的問題 

    透過文獻回顧，本研究整理出來，綜觀在法律上承認「傳統領域權」之國家，對其定義

通常為：在市民（殖民）政權出現前，原住民族基於對土地與其自然資源之繼續占有、使用

而取得的權利（黃居正，2011）。例如澳洲 Mabo 判例確立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奠基於對土

地與自然資源的持續佔有、利用，且在與歐洲人前接觸時期即已存在部族活動、傳統與習

慣，並構成原住民族文化核心的重要部分（蔡志偉，2011），從加拿大的 Van Der Peet 案的法

院判決裡也可發現與前述定義相似之精神（雅柏甦詠․博伊哲努，2010）。而傳統領域權亦代

表著一種取得與主張權利的「資格」，經過條約、法案與判例的法律論述而肯認這樣的權格

（蔡志偉，2008、官大偉，2008）。 

    在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等國家中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通常與市民/殖民政權有著遞

延的國家建構關係，歷史上多是以條約或是王室的宣言做為這種關係的確認。以加拿大為

例，1888 年 St.Catherine＇s Milling 一案對於傳統領域土地的爭議即以 1763 年「皇室宣言」

（Royal Proclamation）作為原住民族土地權之合法性、正當性基礎（蔡志偉，2008），最先確

立了傳統領域權之定義、成立要件與效力；然而，1973 年 Calder 案引發了傳統領域權承認時

間點之爭議，在 Calder 案判決裡言明只有「皇室宣言」適用的範圍才具承認的效力（黃居

正，2011），兩案揭示了一旦傳統領域權經過國家肯認，也就意味著傳統領域權是由國家所建

構，而傳統領域的承認還須以時序作為基本要件。 

    傳統領域權之定義其實隱含了其形成的要件：傳統領域土地須是在殖民政權征服或佔領

前即存在、傳統領域權是基於對土地與自然資源的管理而成立以及這樣的利用狀態需在殖民

政權出現時仍然持續存在（黃居正，2011）。在加拿大 Baker Lake 一案的判決裡即確立了這樣

的要件，且若由於歷史或現實等因素，致使原住民族利用土地與自然資源的內容產生變動，

只要仍是存續的狀態即不影響傳統領域權的行使。 

    加拿大 1997 年的 Delgamuukw 案的判決則為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提出了明確的法律概念，

指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是自成一源自於原住民族和土地之關係的獨特權利，原住民族傳統

領域權的法源基礎就在於對土地的先佔原則，並指出除了政府之外，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是不

可以自由轉讓的。此判決並再一次詮釋主張原住民族土地權格的要件：（一）土地的佔有必須

是先於英國殖民政府的主權宣示，而所謂的佔有，可以從原住民族的實際佔有，以及／或依

據原住民族傳統社會與土地相關法律規範的內容來論證；（二）現有土地佔有的狀態必須和之

前先佔的事實之間具有連續性；（三）佔有必須具有排他性，即便說彼此共享性排他的態樣是

可能的（蔡志偉，2008：111-3）。也就是說，若是一個以上的民族共享一塊土地領域，而排

除其他民族的進入佔有，也符合這裡所謂的排他性的定義。以下乃本研究回顧加拿大經驗，

所整理出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相關的法律或判例及其影響： 

  



第 108 頁，共 145 頁 

加拿大和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相關的法律或判例及其影響 

年代 
和原住民族土地權格 
相關的法律或判例 

影響 

1763 
大不列顛「皇家宣言」

（Royal Proclamation） 

禁止白人殖民者越過阿帕拉契山區進行土地開

拓，宣示任何私人無權取得原住民族土地，而唯

有王室有權透過和原住民的協商、收購取得其土

地 

1867 加拿大憲法 
賦予聯邦政府涉及印地安人及其保留區事務之排

他性立法權限，並設立印地保留地制度，劃定每

戶分配之保留地面積 

1876 
印地安法案 

（Indian Act） 
為非原住民之個人取的原住民的土地開了方便之

門 

1973 Hamlet of Baker Lake 案 
指出 Aboriginal title 是原住民基於其土地的傳統使

用與佔有所來的既有權利 
1978 Calder 案 定義具有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的條件 

1997 Delgamuukw 案 
為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提出了明確的法律概念；再

一次詮釋主張原住民族土地權格的要件 

    其中，1997 年的 Delgamuukw 案的判決則為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提出了明確的法律概念，

指出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是自成一源自於原住民族和土地之關係的獨特權利，原住民族土地權

格的法源基礎就在於對土地的先佔原則，並指出除了政府之外，原住民族土地權格是不可以

自由轉讓的。此判決並再一次詮釋主張原住民族土地權格的要件：（一）土地的佔有必須是先

於英國殖民政府的主權宣示，而所謂的佔有，可以從原住民族的實際佔有，以及／或依據原

住民族傳統社會與土地相關法律規範的內容來論證；（二）現有土地佔有的狀態必須和之前先

佔的事實之間具有連續性；（三）佔有必須具有排他性，即便說彼此共享性排他的態樣是可能

的（蔡志偉，2008：111-3）。也就是說，若是一個以上的民族共享一塊土地領域，而排除其

他民族的進入佔有，也符合這裡所謂的排他性的定義。 

    基於以上討論，本研究依照「使用時間的連續性」和「使用排他性」兩個向度」展開橫

軸與縱軸，思考可能存在的傳統領域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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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依照使用時間的連續性和使用排他性兩個向度展開的傳統領域類型 

    接著，本研究則按照對於泰雅族傳統領域使用土地類型之認識，分析泰雅族傳統領域使

用土地的使用時間的連續性」和「使用排他性」 

 

【圖 54】依照使用時間的連續性和使用排他性兩個向度展開的傳統領域類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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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傳統領域權是基於對土地與自然資源的管理而成立以及這樣的利用狀態需在殖

民政權出現時仍然持續存在」之原則，殖民接觸前即以遷離之舊社、舊耕地或舊漁場獵場，

應該不在傳統領域權的討論範圍（但若是某一族之起源聖地，雖然 A 亞群已遷離，現今由 B
亞群實際使用，A 亞群是否可以主張某種程度的權利？仍須另闢研究討論，例如：目前在南

投縣仁愛鄉瑞沿部落的開發爭議中，爭議地點雖然現為瑞岩部落所在，但是許多其他遷離之

部落的起源傳說中共認的起源地，這些部落是否對於開發案有參與決策或同意權？即是一個

有待進一步討論的情形），本研究乃考量「殖民接觸被迫中斷使用」、「殖民後持續使用」兩大

類型，並進一步分析其現今使用與遭遇的問題如表 3 所示： 

【表 11】泰雅族土地類型、使用方式與遭遇之問題分析 

土地類型 殖民前的使用方式 現今的使用方式 
遭遇的 
問題 

殖民接觸被迫中

斷使用 

社

地 
以家為單位的建屋、居住使用 

無法使用（例如劃入林

班地之範圍，無法重返

居住） 
無法以原

鄉整體發

展 為 考

量，納入

土地利用

計畫 

耕

地 

以家為單位的開墾、耕作，並

在共食團體間形成換工，也可

與聚落中的其他人換地 

無法使用（例如劃入林

班地之範圍，無法進行

耕作） 

漁

場 
獵

場 

可以家為單位進行漁獵，但較

大規模、高收穫的漁獵多發生

在共食團體、全聚落的合作，

甚至在集體毒魚的操作上，有

跨聚落合作的紀錄。 

無法使用（例如劃入國

家公園之範圍） 

殖民後持續使用 

社

地 
以家為單位的建屋、居住使用 

私有保留地＋已設定地

上權或耕作權之公有保

留地；以個人為單位的

產權持有與移轉 

缺乏合法

建地 

耕

地 

以家為單位的開墾、耕作，並

在共食團體間形成換工，也可

與聚落中的其他人換地 

私有保留地＋已設定地

上權或耕作權之公有保

留地；以個人為單位的

產權持有與移轉 

面 積 有

限，土地

使用方式

受限 

漁

場

獵

場 

可以家為單位進行漁獵，但較

大規模、高收穫的漁獵多發生

在共食團體、全聚落的合作，

甚至在集體毒魚的操作上，有

跨聚落合作的紀錄。 

在林班地範圍，不違反

野保法及森林法的前提

下，可以採集、狩獵，  

野保法及

森林法限

制不符合

文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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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土計畫法通過後原住民族在國土計畫體系中的角色 

    2015 年 12 月 18 日，《國土計畫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是我國國土計畫的一個新里程

碑，也是我國空間管理體系的重大變革，對於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的落實，提供了新的契

機。 

    作為一部規範各個空間層級之計畫之擬定、提出與通過之機制的法律，其對於原住民族

土地權益也有重大的影響。《國土計畫法》將國土計畫分為兩種類型：1）全國國土 2）直轄

及市、縣（市）國土計畫。並在同法第 11 條中明定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審

議，報請行政院核定;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訂、審議，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而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

應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在土地使用的管制上，《國土計畫法》規

範了未來全國國土將分作四種國土功能分區：1） 國土保育地區；2）農業發展地區；3）城

鄉發展地區；4）海洋資源地區各國土功能分區，得再予分類、分級，在中央或地方提出的國

土計畫中分別訂定不同層級之管制。整體國土計畫體系如圖 7 所示： 

 

【圖 55】國土計畫法通過後的國土計畫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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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整理出《國土計畫法》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的各個條文，圖 8 則呈現了這些條文所

涉及之國土計畫機制： 

【表 12】國土計畫法中和原住民族土地相關之條文 

國
土
計
畫
法 

第 6 條 國土規劃對原住民土地之影響及尊重部落參與原則。 

第 11 條 
國土計畫中之特定區域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需經過原住民族同

意，且其內容需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民會擬定 

第 23 條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

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

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涉及原住民族土

地者，需經過原住民族同意，且其內容需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民會擬

定。 

第 20 條 國土分區中之海洋資源區的劃設區考量原住民族傳統使用 

第 36 條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經劃定者，應以保育和禁止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

則，並由劃定機關擬訂復育計畫，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劃定機關應邀請原住民族部落參與計畫之擬

定、執行與管理。 

 
【圖 56】國土計畫法中和原住民族土地相關之條文涉及之國土計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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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的機制中，最具全面性影響的，是第 11 條和第 23 條的規範，第 11 條指出，國土

計畫中之特定區域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需經過原住民族同意，且其內容需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原民會擬定；而第 23 條則規定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

規模、可建築用地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

目、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者，需經

過原住民族同意，且其內容需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原民會擬定。以下分就「特定區域計畫」、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內容」兩部份進一步討論： 

（一） 特定區域計劃 

    國土計畫法第 11 條關於特定區域計劃的規定，為設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提供了制度的空

間，而依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規定，特定區域計畫應載明以下內容： 

1. 特定區域範圍。 
2. 現況分析及課題。 
3. 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 
4. 治理及經營管理規劃。 
5. 土地利用管理原則。 
6. 執行計畫。 
7. 其他相關事項。 

    由此可見，特定區域計畫可扮演一個上位的發展規劃指導角色，對於原住民族特定區域

之發展進行分析與規劃，同時透過空間治理原則的設計，指導區域的發展，使其朝向符合設

定之發展目標邁進。 

    過去都市計畫∕區域計畫二元架構下的縣市綜合發展計畫，是一個非常都市中心主義思

維的分類方式，它隱含了「都市」作為自我（self）與其他任何「非都市」作為他者（other）
的邏輯，在這樣的邏輯之下，原住民族地發展的主體性空間需求並不被看見，而是經常被理

所當然地視作為都市發展需求服務的邊陲，因此即便是被劃在都市計劃內，原民族地區的土

地也幾乎都是作為供應都市用水的水源特定區，或提供都市人口遊憩場所的風景區，更無怪

乎原住民族地區在各個縣市的綜合發展計畫中，無例外都是被賦予縣市發展之「後花園」的

角色，而從來沒有過以原住民族為整體發展為導向之空間策略出現。要翻轉這樣的邊陲地

位，首要之務，是將現今被切割到各個縣市的原鄉，以特定區域的方式，重新整合至以原住

民族群為主體之思考架構，作為國土計畫中的空間治理單元，使其能夠結合各族群之生態知

識，展開特定區域中進一步的使用規範。 

    新的國土計劃體系中的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確實是一個契機，但首先必須注意的，

是劃設範圍的問題，如同本結案報告前節所述，在考量傳統領域之排他性時，必須意識到不

同的空間尺度下，會有不同的我群範疇，同樣的，在考量發展目標的設定時，也會因為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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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尺度而有不同的考量，例如，在考量一個聚落的社會生態條件與發展時，和考量一個

流域中的聚落群，乃至跨流域的範圍之社會生態條件與發展，便會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要避

免計畫範圍過大而流於空泛，又要避免計畫範圍過小而不能涵蓋整體發展的需求，就必須回

到泰雅族文化中的社會生態特性，擬訂分屬不同空間尺度而又相互支持、相互關聯的計畫。 

（二） 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使用管制內容 

    原鄉發展最大的制度需求，即是能夠支持族人們按照其文化邏輯發展出與外界政治經濟

銜接的機制、以傳統的生態知識的基礎作為當代產業的利基，並連結形成資源治理網絡的制

度，但是，台灣原住民族的發展經常遭遇幾個土地上的重大議題，包括：1）在土地資源利用

上，原住民的資源使用即是文化實踐的物質基礎，但這樣的物質基礎在今日受到極大的限

制，像是狩獵、採集等活動的進行都在國家的法令限制下困難重重；2）在土地管理上，現有

的法令對於原住民土地利用的限制，經常是建立在為平地的需求而服務的目的（例如作為水

庫集水區的土地使用限制）以及普遍一致的科學標準上（例如山坡地可利用限度的查定），這

些管理一則忽略了原住民族自身的發展的需求，同時也忽略了原住民和土地長期互動下的土

地知識作為土地管理之基礎的可能性。 

    關於第 1)個問題，雖然涉及野生動物保育法、森林法的規範，無法全部用國土計畫的手

段立即解決，但是可以由特定區域計畫中設定資源共管區的治理與經營管理規劃，來引導現

有資源治理機關與原住民族之間的合作；至於第 2)個問題，則可以試著在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

中找到解決的方式。 

    根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使用地類別編定、變更、規模、可建

築用地及其強度、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條件、程序、免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禁止或限

制使用及其他應遵行之土地使用管制事項之規則，涉及原住民族土地者，需經過原住民族同

意，換言之，透過擬定結合原住民族土地知識之使用地類別編定，應可嘗試解決上述土地管

理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都市計畫另有都市計畫法規範，國土計畫法第 16 條也明訂: 「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當地都市計畫主管

機關按國土計畫之指導，辦理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前項都市計畫之擬訂或變更，中央主

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各該擬定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擬定或

變更」，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最上位的指導原則，國土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涵蓋陸地與與海

域，雖然都計範圍、國家公園與濱海陸地、近案海域另有法律規範，但仍須符合國土計畫之

指導原則，圖 9 所示，即是這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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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國土計畫法中和原住民族土地相關之條文涉及之國土計畫機制 

    因此，即使原住民族地區，有些地方被劃為都市計畫所管轄的地區，例如桃園市復興區

某些觀光商業地帶被劃為都市計畫的風景特定區、新北市烏來區被劃為都市計畫的水源特定

區，都仍應該受到國土計畫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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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國土架構中落實原住民族之傳統領域權之方式 

    在人類歷史中，現代國家一度以邊緣化、否定原住民族和土地的關係，對其進行同化等

方式，正當化國家的統治，但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後，國際之間紛紛重新反省歷史中的不正

義，肯定原住民族自治，承認其傳統領域權，修復國家和原住民族的關係，也使國家因為實

踐了歷史正義的價值而取得更高的道德正當性。就土地議題而言，按照聯合國的定義，承認

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權，並非是要挑戰存在的國家主權，而是使原住民族在國家的架構下，

能夠延續和維護其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從國際間許多實際的經驗來看，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

的落實，既可透過結合原住民族進行資源管理達成管理上較好的效益，也可以因為原住民生

態智慧的實踐為整體社會帶來更多元之人地關係的啟發，它不僅符合歷史正義，也是土地正

義的實踐。 

    綜合全文之討論，要透過國土計畫的工具，落實這些權利，使得原住民族之文化與人地

關係得以實踐，必須考量幾個原則 1)以族群為單位之特定區域計畫的最大空間尺度，需與該

族傳統領域之範圍一致; 2)在該族傳統領域中，涉及多重資源治理目標的部分，可以劃設資源

共管區的方式，進行資源共管區的治理與經營管理規劃，來引導現有資源治理機關與原住民

族之間的合作；3)在部落及其周邊之土地中，可以擬定結合原住民族土地知識之使用地類別

編定，突破現有的限制，達成原住民土地發展需求與國土保育的雙贏。 

    傳統領域權，是基承認原住民族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前，對土地與自然資源的持續佔有、

利用，以及其作為原住民族文化核心的重要性，但是卻未必一定是具排他性的、所有權的概

念。尤其是，土地是有限的資源，但是卻可以因為人們的制度設計和安排，創造多元的價值

和分享的利益。落實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或許是一條漫長的道路，需要跨族群的對話和建

立信任共識，卻是一條值得的道路，因為它將體現人類由分享取代掠奪、以多元並存排除文

化偏見、用創造制度克服資源稀缺的機會，也因此值得持續投入更多的研究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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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氣候變遷與環境劣化對於農村發展之影響與因應策略 
（子計畫六：詹進發） 

一、 研究目的 

    近年來許多研究指出全球氣候變遷所造成的衝擊日益顯著，不僅在世界各地因暴雨、降

雪、乾旱等極端氣候與天氣事件而導致災害，由於氣候變遷使得環境劣化、生態系統崩壞，

對於農業生產也產生不良影響。傳統地面調查需要大量的人力、時間與經費，其調查頻度與

範圍均難以提高，且無法透過人力調查以往之環境資訊。遙測技術可以迅速獲取大面積的地

表資料，且長期的遙測歷史資料能夠提供過去的地貌實況、地形、地物等資訊，不僅可以更

有效率而經濟的方式蒐集資料，透過遙測影像分析的技術更可提供豐富而高精度之資訊。本

計畫利用遙感探測、地理資訊系統、全球導航衛星系統等空間資訊技術調查研究地區之土地

利用與環境變遷之情形，並探討氣候變遷與環境劣化對於農村發展之影響，以及其因應對

策。本計畫之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利用遙測資料進行土地植被與氣候相關性分析，期能了瞭解氣候變化之趨勢，以

及氣候變遷所產生的溫度和雨量改變可能對土地利用及植被的影響。 

（二） 運用空間資訊技術蒐集研究地區之地形、土地利用等相關資料，並結合智慧型行

動地理資訊系統進行農村環境變遷調查、自然資源與文史資源調查，以獲取研究地區

之基礎資料。 

（三） 以地理資訊系統建立研究地區不同時期之地理資料庫，俾能據以分析土地利用變

遷與環境劣化情形，並建立一個 WebGIS 資料分享平台，以促進資料與研究成果之分

享，亦可作為對外界推廣之工具，擴大研究之成效。 

（四） 利用空間資訊科技進行農村發展規劃，使農業除了經濟產值之外，還能發揮在環

境、社會方面的功能，例如：發展生態旅遊、保存農村文化、維護生態環境、推廣環

境生態教育等，並探討氣候變遷與農業生產環境改變下，農村三生環境因應氣候變遷

之永續發展策略。 

二、 研究方法 

（一） 土地植被與氣候相關性分析 

    為了瞭解整個蘭陽地區溫度及雨量最近三十年來的變化趨勢，本研究自中央氣象局取

得包括宜蘭、蘇澳、礁溪、羅東、玉蘭、太平山及思源等 1981-2010 年的測站觀測資料，

分別處理各測站月平均溫度及月雨量，以各測站的月份平均資料做為代表蘭陽地區相關氣

候分析的基礎。為分析蘭陽地區 1981-2010 年氣溫變化趨勢，先由資料計算 30 年間 1 至 12
月的各月平均值，再以每一年各月月均溫減去 30 年的各月平均值，得到各月份的變異，利

用線性迴歸對各月份溫度變異的情形進行趨勢分析。除了取得月雨量資料之外，為了分析

蘭陽地區溼潤及乾旱的狀況，本研究利用國際上常用的標準降雨指數（SPI, Standard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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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pitation Index）來評估近三十年雨量變化的趨勢。除了瞭解氣候變化趨勢外，本研究同

時也使用遙測資料分析蘭陽地區地表植被生長狀況與氣候因素之間的關聯，對於未來氣候

變遷所產生的溫度和雨量改變可能對土地利用及植被的影響可達到預先掌握的效益。分析

所使用的遙測資料自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之 Land Processes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 （LP DACC）取得，包括： 2001 年至 2010 年  Terra MODIS 
（theModerate 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 8 天、250 m 解析度增揚植生指標

（EVI, 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MOD13Q1）。為去除雲霧影響，同時與月份溫度及雨量能

比對分析，透過最大值合成法（MVC, maximum value composite）得到十年間各月份 EVI 最
大值影像以利後續分析。 

（二） 土地利用變遷分析 

    在土地利用變遷的研究方面，通常可從歷史資料分析土地利用面積的變化去了解以往

變遷的情形，繼而從未來變遷預測與土地利用變遷之空間分析兩個面向進行分析。土地利

用面積預測為研究不同土地利用類型之面積隨著時間增加所產生的改變，根據過去變化情

形建構預測模式，藉以預測未來各類型地景要素可能的面積，其數學模式以複迴歸統計分

析模式（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及馬可夫鏈模式（Markov chain model）等應用最為普

遍，其中馬可夫鏈模式並不考量影響土地變遷的作用力，僅純然以過去的土地利用方式及

其變遷的程度，透過數學的演繹，推測未來的土地利用情況；而土地利用變遷的空間分析

是將空間分析理論應用於地景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上，藉由空間關係模式進行推演

與數理演算，藉以研究地景要素的空間格局、異質性以及結構與功能的關係，並研究生態

系統於不同時空所隱含的意義，較著重於地景變遷空間特性的探討，常用 probit 或多項式

logit 迴歸模式，其原理類似迴歸模式，可用來分析空間特性或環境因子對地景變遷影響之

程度，亦可進一步預測不同地點的地景變遷機率。本研究應用馬可夫鏈模式與 logit 迴歸分

析，估計研究地區土地利用的變動趨勢，預測未來的土地利用型態與空間分佈。 

（三） 地理資料庫與 WebGIS 系統建置 

    我國的國土資訊系統發展至今已經二十多年，九大資料庫涵蓋各種不同應用領域的基

礎資料，另有多個應用系統也已經建置完成，內政部資訊中心建利之「地理資訊圖資雲服

務平台（Taiwan Geospatial One Stop, TGOS）」提供許多開放地理空間資料，另有許多各級

政府單位的開放資料（open data），均為本研究重要的資料來源。此外，美國 NASA 與

USGS（美國地質調查所）亦提供許多 LANDSAT 與 MODIS 衛星影像資料，對於大範圍的

環境資源調查提供良好的遙測影像資料。本研究自行開發 GIS 與影像處理軟體工具，將蒐

集而得之地理空間資料與遙測影像轉匯入地理空間資料庫，在網際網路地理資料庫系統的

部分，則是採用免費的 PostgreSQL 與 PostGIS 建立空間資料庫，連結以網頁內容框架的開

放軟體 Django 搭配 Google Maps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所建置的以 Web
為平台的地理資料庫管理系統，後端地理資料處理的部分，則利用 ESRI ArcGIS 與免費的

GIS 軟體 QGIS 以輔助地理資料分析。在野外資料蒐集的部分，主要是利用 GPS 軌跡記錄

器或行動裝置（mobile device）蒐集資料；在行動裝置平台的開發部份，則採用 Google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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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開放軟體 Android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之應用程式開發套件開發，並搭

配 HTML5 與 JQuery 撰寫應用程式。 

三、 研究討論 

（一） 本研究分析蘭陽地區地表植被生長狀況與氣候因素之間的關聯性，以迴歸模式分

析十年間（120 個月份）不同植被類型之月份 EVI 與月份溫度及月雨量的關係，過去

的研究顯示植被生長反應與氣候因素之間可能具有 1 至 12 週時間延遲的效應，因此分

析以移動平均方法檢測 1-3 個月的時間延遲效應，最佳的迴歸模式由決定係數（R2）
來決定。由迴歸模式分析結果來看，不同土地利用及天然植被的 EVI 與溫度之間具有

不同的時間延遲效應，不同植被類型的決定係數及延遲時間分別為 0.64 （針葉林、2
個月）、0.68 （混合林、1 個月）、0.39 （闊葉林、1 個月）、0.55 （旱作、無延遲）、

0.75 （稻作、3 個月）及 0.55 （都市、2 個月）。此不同植被類型的 EVI 與溫度之間

顯著的線性相關，表示植被生長變化與季節溫度的變動相當一致；而時間上延遲的差

異意謂著不同植被生長變化反應所需溫度累積的不同。至於不同土地利用及天然植被

的 EVI 與雨量之間主要呈現非線性關係，其植被類型的決定係數及延遲時間分別為

0.35（針葉林、2 個月）、0.34 （混合林、2 個月）、0.39 （闊葉林、1 個月）、0.23 
（旱作、2 個月）、0.03 （稻作、無延遲）及 0.0002 （都市、無延遲）。EVI 與雨量的

相關性和溫度相較，其決定係數通常較低，此意謂著溫度相對於雨量具有較重要的預

測植被生長反應的能力；森林地區及旱作的 EVI 與雨量之間非線性及時間延遲的顯著

相關，則顯示乾季時期雨量的變動對植被生長具有調整的作用及重要性；稻作及都市

與雨量之間無顯著相關，主要受到人類活動影響。 

（二） 溫度和雨量是控制植被生長動態兩個最重要的氣候因素，對植物生長及生產力的

累積相當受到關注，因此不論從大尺度或小尺度釐清其作用力的影響皆是必要的。自

然災害如洪水、酷熱、乾旱、低溫寒害、颱風干擾等現象在台灣地區並不少見，但在

氣候變遷情勢下極端氣候事件勢必變得更加頻繁或增強。蘭陽平原的年均降雨量雖然

高於台灣其他地區的平均，同時氣候模擬分析也指出未來台灣北部雨量也可能增加，

但過去三十年溫度稍微增加，相對乾旱發生的頻率上升的狀況仍需要加以注意。尤其

溼潤區域的地表植被或生態系對於氣候條件變化的反應及適應是否有足夠的忍受能

力，需要持續關注。蘭陽平原近一、二十年來大量的農地被轉換為建地、農舍，土地

利用的改變是否將對於生態系統與整個農業生產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以及其對於蘭

陽地區長期氣候是否有所影響，仍有待持續蒐集資料加以分析驗證。 

（三） 歐美國家在政府部門所建立之資料庫，以及學術研究單位之研究成果，甚至於研

究過程中所開發之各種分析工具軟體，均已朝向對大眾免費開放的趨勢。我國的國土

資訊系統歷年來已經建置相當豐富的資料庫，透過內政部所建立的 TGOS 確實可以方

便地提供各種有用的資料，政府部門亦大力推動開放資料，這對於學術研究是一個有

利的發展，不僅可以降低蒐集資料所需之經費，亦可以加速研究之進行。惟資料須持

續更新，資料的格式與詮釋資料需參考國際標準，且部分資料之品質有待提升，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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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資料之可利用性。 

（四） 台灣因為山區多雲，衛星遙測影像常因雲覆量太高而無法使用，即使蒐集福衛二

號與國外衛星的遙測資料也常發生資料缺漏的情形，對於資料分析影響甚鉅。目前福

衛二號已經除役，福衛五號原訂於年底的發射日期因為 SpaceX 的 Falcon 9 火箭意外爆

炸而勢必延後，對於國內遙測影像之蒐集有不利的影響。航空攝影可以提供大比例尺

的航照影像，對於需要高解像力的研究頗為重要，除了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專責航

空攝影之外，還有少數民間測量公司具有航空攝影的專業能力，但有時因為受限於飛

機載具的妥善率而無法執行空拍的工作。為了提供長期穩定而高品質、低成本的遙測

影像，應可發展大型的無人飛機，作為執行空拍的載具。 

四、 研究結果 

    地表植被物候的變化反映了氣候變遷對於生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而透過遙測技術能夠

有效率地進行大範圍且長期的植被物候監測。本研究蒐集 2001~2010 年間宜蘭縣三星鄉地區

之 MODIS 以及 Landsat 影像，先利用 MODIS 影像產生空間解析度為 250 公尺之 NDVI 時間

序列資料，並透過 ESTARFM（Enhanced Spatial and  Temporal Adaptive Reflectance Fusion 
Model）融合 MODIS 與 Landsat 影像來產生空間解析度為 30 公尺之 NDVI 時間序列資料。再

將上述資料以 TIMESAT軟體分析宜蘭縣三星鄉之地表植被物候資訊，其中包含生長季開始時

間（onset）、生長季結束時間（offset）和生長季長度（length of the growing season）等。最後

比較這兩種從不同空間解析度之 NDVI 時間序列資料所得到的物候參數之差異。主要研究結

果說明如後： 

（一） NDVI 時序資料分析結果 

    MODIS 與模擬 Landsat 等兩種 NDVI 時間序列資料經過 TIMESAT 軟體使用 S-G 濾波

器平滑後擬合出之植物生長曲線如圖 1 所示。以不同植被類型的擬合結果來看，由於農地

受到人為耕作的影響而具有一年兩穫的特性，因此 NDVI 在季節的變動上會有兩次的高峰

（分別約為 4 月和 9 月）；而草地的生長曲線在某些年份會出現像農地一樣一年有兩次高峰

的情形，推測可能原因為在分析模擬 Landsat NDVI 時間序列資料時所用的土地覆蓋圖僅為

2010 年之分類成果，若在 2001~2010 年間有地方之土地覆蓋類別發生改變，僅用單一年度

之土地覆蓋圖便會造成在某些年度上分類錯誤的情形，且草地在三星鄉地區所佔的比例非

常少（不到 5%），在計算生長曲線時受到土地覆蓋分類錯誤的影響會更大，也因為草地之

位置皆鄰近於農地，故出現像類似農地一樣一年兩穫的情況。整體從圖形上來看，MODIS 
NDVI 和模擬 Landsat NDVI 在農地和草地的擬合成果都很接近，但在森林的部分模擬

Landsat NDVI 時序資料之曲線有著相當多雜訊，導致兩者的生長曲線有著很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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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2001〜2010 年間不同地表植被類型在 MODIS 和模擬 Landsat 資料上顯示的生長曲

線以及擬合成果 

（二）物候參數之變動 

    從 MODIS 與模擬 Landsat 等兩種 NDVI 時間序列資料所提取之物候參數分析結果顯示

農地在 MODIS NDVI 和模擬 Landsat NDVI 中所計算出之物候參數有著相當良好的關係性，

僅在某幾個年份（2002、2007 及 2009）之生長季結束時間有較顯著的差異；而林地之物候

參數雖然相差甚大，但兩種 NDVI 時間序列資料所計算出之物候參數在變化的趨勢上也很

接近；至於草地不管是相關性或是變化趨勢都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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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以農業永續發展為目標之水資源指標建立與評估 

（子計畫七：林士淵） 

    水足跡為一新興發展之水資源消耗衡量指標，可用以估計水資源之分佈與途徑。其中

「綠水足跡」係指生產過程中消耗的雨水量，包含降水的總蒸發散量及產品中所含水分；綠

水能使作物成長而具生產性，然因其一部潛藏於產品中且含量甚低、另一部為蒸發散形式而

致使推估不易、遭致忽略。為使作物生產用水量能被精確統計，有效估算綠水足跡至為重

要。遙測產品─MODIS 全球地表蒸發散監測資料（MOD16）具有高精度、涵蓋面積廣闊且

長期監測之優勢，然若欲實際運用則將有產品釋出時間延遲及空間缺漏或低解析度等限制。

故，本研究以 MOD16 資料為基礎，搭配可能影響稻作蒸發散量之氣象或自然因子，透過統

計方法中的逐步迴歸法，建立蒸發散量之推估模型，以改進 MOD16 資料之時空限制、並供

後續精確估算即時且完整的稻作綠水足跡。 

一、 前言 

    考慮到虛擬水進出口觀念與水資源永續性利用，Hoekstra et al.（2011）將淡水資源分為

「地面水和地下水」之「藍水資源」及「降到地上但未成為逕流、也未補注地下水的雨水」

之「綠水資源」，並進一步發展出水足跡（Water Footprint）概念作為水資源評估指標，用以

估計淡水資源之分佈與途徑。其中，綠水能使作物成長而具生產性，此部分雨水或蘊藏於土

壤中、或暫時停留於土壤表面或植被，最終會自行蒸發或透過植物蒸散，即農作物和森林成

長過程中被吸收的雨量。然因其一部潛藏於產品中且含量甚低、另一部為蒸發散形式推估較

不易，而常遭致忽略。綠水是作物生產的重要投入且具強烈區域性，若不估計將使得水資源

估算成本有失偏頗（周嫦娥等人，2011）。綠水足跡根據定義包含「降水的總蒸發散量」及

「產品中所含水份」，然稻米的產品中所含水份僅占綠水蒸發散量之 0.1~1％，因此一般可忽

略不計（Hoekstra et al., 2011）。故，經由計算稻米之綠水蒸發散量即可得稻米生產所需之綠水

足跡。以往估算蒸發散量的方法是直接利用儀器單點量測、或以氣象資料配合經驗公式推估

區域情況；然前述方法隨極端氣候出現將無法準確且即時的反應區域性實際狀況。而遙感探

測技術的發展使得蒸發散量的計算更加精確，並能在時空尺度上獲得擴展，尤以 2011 年

NASA 和 USGS 所發布的 MODIS 全球地表蒸發散監測資料（MOD16），擁有高精度、涵蓋面

積廣闊、長期監測和免費獲取等優點，因此應用 MOD16 資料估算綠水足跡將更具優勢。 

   然而，MOD16 資料若欲實際運用在臺灣將有所限制：包括取得該產品的時間上須被動等

待產製單位非立即性的釋出、空間上有解析度 1 公里及部分地區資料缺漏等問題。為克服前

述限制，本研究以臺灣農業用水使用比例最高之稻作進行綠水足跡估算，並以「臺中市」作

為研究區域，利用 2003 - 2012 年之 MOD16 資料、搭配可能影響蒸發散量之氣象因子和 NDVI
等變數，以逐步迴歸法（Stepwise method）篩選因子並建立兩期稻作蒸發散量之推估模型，

藉此即時精確估算臺灣稻作綠水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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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具體目的說明如下： 

（一） 以 MOD16 蒸發散監測資料為基礎，搭配相關影響因子，以逐步迴歸法建立稻作

一、二期蒸發散量的推估模型，並進行模型驗證和推估成果的準確率分析。 

（二） 應用迴歸模型即時推估蒸發散量、並填補 MOD16 資料於稻作地區缺漏之部分，獲

取完整的稻作蒸發散量資訊，克服 MOD16 資料於時空上之限制。 

（三） 以完整的稻作蒸發散量資訊為基礎，進一步參考水足跡評價手冊（The Water 
Footprint Assessment Manual）提供之評估方法估算稻作綠水足跡，繪製稻作綠水足

跡地圖。 

（四） 針對所擬定研究方法之內容、過程進行相關分析及探討，並檢視綠水足跡估算成果

及時空分佈特色。 

三、 研究材料 

（一） MOD16─MODIS 全球地表蒸發散監測資料： 

    MOD16 包含蒸發散（ET）、潛熱通量（LE）、潛在蒸發散（PET）和潛在潛熱通量

（PLE）四項數據，空間解析度為 1 公里，時間解析度則有 8 天、月和年。MOD16 運用 Mu 
et al.（2011）基於 Penman-Monteith Algorithm 所改良的演算理論，加入日夜差異考量、簡化

植被覆蓋率之計算過程、加入土壤熱通量因子、改良氣孔傳導、空氣動力及邊界層之阻抗等

參數之推估，並於計算過程中考慮樹冠及土壤之含水狀態；其成果經實測結果驗證為更加有

效、準確，逐漸於全球得到廣泛應用。本研究採用 MOD16 月蒸發散資料，進行投影轉換、

影像接合、裁切、去除無效值等預處理才得用以統計分析；以 2012 年 7 月為例、將全台及研

究區之MOD16處理成果如【圖 59】臺中市及全臺MOD16地表蒸發散監測資料空間分佈圖。 

 

【圖 59】臺中市及全臺 MOD16 地表蒸發散監測資料空間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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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MCD12Q1─MODIS 土地覆蓋分類資料： 

    MCD12Q1 提供五個土地覆蓋分類方案之分類成果，空間解析度為 500 公尺，時間解析度

則為 2001-2012 年每年皆有一組資料。本研究採用第一類分類系統─IGBP 全球植被分類方案

之分類成果，然因首要需求為判釋出農地，因此將原分類再重新定義為水體、林地、農地、

建地及裸地五類。試區十年間的土地使用以林地和農地為主，在面積上則略有變化，此亦顯

示採用高時間精度資料對於土地使用隨時間而變動之地區有更佳的判釋效益。 

（三） 稻作分佈圖：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之 2007 - 2012 年、一年 2 期的稻作種植分佈面積調查，調查方

式透過航照圖及人工現場調查，有助於將 MCD12Q1 土地覆蓋資料分類為農地之成果更進一

步判釋出稻作真實範圍。 

（四） 氣象資料─月均溫度、月降水量、月均風速、月均日照時數、月均溼度： 

    根據文獻蒐集可取得之氣象因子：溫度、降水量、風速、日照時數、溼度。資料來源為

科技部大氣研究資料庫網站，下載研究區周圍氣象站資料，經由 Natural Neighbor 內插為對應

MOD16 之 1 公里解析度資料。 

（五） MOD13Q1─MODIS 植生指標： 

    MOD13Q1 提供 NDVI（常態化差異植生指標）和 EVI（增揚植生指標）等資料，空間解

析度為 250 公尺，自 2000 年後每半個月釋出計算資料。由於稻作生長有特有 NDVI 變化趨

勢，使用除有助稻作區域初步判釋外，亦可作為稻作生長階段之界定。 

四、 研究區域 

    為同時解決時間及空間之限制，本研究擬尋找稻作生產大範圍、且 MOD16 資料破碎之

地區。故選擇臺中市為研究區域（如圖 1），臺中市因地理位置有大甲溪、烏溪（大肚溪）、

大安溪等大河流域經過，僅都會區及山區較無稻米栽種，灌溉便利，加上氣候適宜、土壤肥

沃，適合農業經營，年產量長年居臺灣 18 個生產稻米縣市中的前五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2015）。然因臺中市之農地生產，不全然以稻作生產為主，故將加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之稻作分佈圖，使得稻作蒸發散量的迴歸模型將能以更精確的樣本建立、並得知更精細的應

推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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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成果與討論 

（一） 複迴歸分析成果 

1. 以逐步迴歸法建立臺中市稻作蒸發散量推估模型 

    本研究以 2003 - 2012 年之十年臺中市稻作地區 MOD16 資料為依變數、搭配可能影

響蒸發散量之氣象因子（月均溫度、月降水量、月均風速、月均日照時數、月均溼度）

和 NDVI 為自變數，透過逐步迴歸法篩選重要因子並建立一期及二期稻作之蒸發散量推

估模型。在顯著水準 5%時，逐步迴歸分析成果如表 1、表 2，兩期迴歸方程式如下式： 

𝐸𝑇𝐶1 = −73.365 + 4.768 × 𝑋1 + 55.318 × 𝑋2 + 0.050 × 𝑋3             （4） 

𝐸𝑇𝐶2 = −75.556 + 4.857 × 𝑋1 + 47.372 × 𝑋2 + 0.028 × 𝑋3             （5） 

    式中，〖 ET〗 _C1：一期稻作蒸發散量、〖 ET〗 _C2：二期稻作蒸發散量、X_1：溫

度、X_2：NDVI、X_3：降水量。根據兩期模型之調整複決定係數可見兩模型解釋能力

為 0.76、0.71，並且皆達顯著水準（p=.000<.05）。6 項自變數推估蒸發散量時，進入兩期

逐步迴歸方程式的顯著變數共有 3 個：皆為溫度、NDVI及降水量，對於蒸發散皆為正面

影響，透過標準化係數得溫度影響程度最大、NDVI 次之、降水量則相對影響程度較

低。 

【表 13】臺中市一期及二期稻作蒸發散量推估模型之模型摘要 

模型 R R2 adjusted R2 標準偏斜度錯誤 F Sig. 

一期 .871 .759 .759 18.12894537 4032.084 .000 
二期 .845 .714 .714 16.69068969 3159.227 .000 

【表 14】臺中市一期及二期稻作蒸發散量推估模型之係數表 

一期模型 二期模型 

選入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Sig. 

選入變項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Sig. 

B 
Std. 

Error 
β  B 

Std. 
Error 

β  

（常數） -73.365 1.523  .000 （常數） -75.556 1.690  .000 
溫度 4.768 .094 .569 .000 溫度 4.857 .077 .636 .000 
NDVI 55.318 1.941 .277 .000 NDVI 47.372 1.660 .267 .000 
降水量 .050 .003 .181 .000 降水量 .028 .002 .16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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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逐步迴歸模型檢驗及分析 

（1） 迴歸方程式之配合度 

    從前述分析成果之模型摘要可看出，一期和二期逐步迴歸方程式的調整複決定係

數分別為 0.759 和 0.714，皆可判斷稻作一期和二期逐步迴歸模型之配適度或解釋能力

尚佳。此外，F 檢定結果足以拒絕虛無假設，即在α=0.05 顯著水準之下，自變數（溫

度、NDVI、降水量）對稻作蒸發散量具顯著的聯合解釋能力。 

（2） 樣本外預測 

    驗證前述兩期蒸發散量迴歸模型是否具代表性，亦同第一階段將資料拆分為樣本

內資料和樣本外資料。十年農地平均數量為 64 個網格，故依研究區域空間樣態、平均

分布挑選出 6 格、十年皆為農地使用之網格作為樣本外資料（如【圖 60】臺中市樣本

外資料），以樣本內資料建立之模型估算樣本外網格推估值，並與 MOD16 蒸發散量值

作比較，評估模型推估準確率，準確率結果如表 3；兩期模型推估之整體準確率皆可

達 70％以上，顯示以臺中市MOD16資料進行逐步迴歸之模型能相當地推估MOD16高
精度之蒸發散值。前述樣本外預測仍是以 2003 - 2012 年之樣本內資料去驗證相同期間

之樣本外資料，然現今已可取得 2013 及 2014 年的 MOD16 蒸發散監測資料，故嘗試將

前述模型用以估算 2013 和 2014 年的樣本外資料，而結果如【表 15】臺中市樣本外預

測準確率（2003 - 2014 年）顯示，兩期模型推估之整體準確率分別達到 84％及 81％，

可證實以 2003 - 2012 年之樣本資料進行逐步迴歸分析建立之模型得利用在建立迴歸模

型所用樣本之外的年份。 

【表 15】臺中市樣本外預測準確率（2003 - 2014 年） 

準

確

率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一

期 
0.772 0.763 0.691 0.833 0.812 0.723 0.674 0.675 0.534 0.765 0.839 0.848 

二

期 
0.806 0.818 0.760 0.817 0.841 0.823 0.709 0.705 0.646 0.817 0.840 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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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臺中市樣本外資料 

（二） 估算綠水足跡成果及繪製綠水足跡地圖 

    據綠水足跡定義式（3），本研究比較各月份之作物蒸發散量（〖 ET〗 _C1 或〖 ET〗
_C2）與有效降水（P_eff），取其中較小者後、加總 1 - 6 月和 7 - 12 月為一期和二期綠水耗用

量（〖 CWU〗 _green），輔以耕種面積及行政院農糧署（2008 - 2013）取得之各期稻穀產量，

計算出逐年的兩期稻作綠水足跡（〖 WF〗 _（rice,green）），成果如【表 16】臺中市兩期稻作

綠水足跡（單位：m3/ton）及【圖 61】臺中市兩期稻作綠水足跡變化趨勢（2007-2012 年）所

示。 

【表 16】臺中市兩期稻作綠水足跡（單位：m3/ton） 

期作別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平均 

一期 594.6 433.5 316.1 491.3 399.5 443.5 446.4 

二期 102 0.4 881.2 478.4 706.0 564.4 562.2 702.1 

平均 807.5 657.4 397.3 598.7 482.0 502.9 5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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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臺中市兩期稻作綠水足跡變化趨勢（2007-2012 年） 

    成果顯示，二期綠水足跡明顯大於一期，歷年二期稻作綠水足跡總量約為 500 – 1100 
m3/ton、平均為 702.1 m3/ton；一期稻作綠水足跡總量則約為 300 – 600 m3/ton、平均為

446.4 m3/ton。自變化趨勢圖中亦可明顯觀察出，兩期綠水足跡逐年變化大致呈現減少的趨

勢，尤其二期的變動更較一期劇烈；另外在此六年間，兩期綠水足跡最低值均出現在 2009
年、最大值均出現在 2007 年，亦可見綠水足跡於逐年兩期之變化趨勢呈現一致。將估算期間

之一期及二期平均稻作綠水足跡地圖繪製如下【圖 62】臺中市一期（左）及二期（右）平均

稻作綠水足跡地圖（2007〜2012 年）。 

   
【圖 62】臺中市一期（左）及二期（右）平均稻作綠水足跡地圖（2007〜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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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結論與建議 

一、 德國空間計畫及土地行政工具得供我國參酌（子計畫一：戴秀雄） 

    如前所言，本計畫研究之課題分成兩個層次，上層涉及整體國土利用控管制度基本原則

與價值之設定，下層次則涉及特定再生能源種類之土地利用及具體、個案操作用土地行政工

具之檢討。於此二層次，無論新通過之國土計畫法還是區域計畫法所建構之我國空間綜合計

畫體系架構，實仍與德國計畫系統所呈現體系結構相同，加以我國法規大量由德國法引進，

相關計畫法理之解釋，甚至空間計畫法制之法理仍有高度可援用性。而前所說明德國在立法

例上，就空間計畫之價值設定與衝突處理規則明確予以規範，用以作為控管具體個案行政決

定之準據，此作法誠有進一步討論是否與如何引進的餘地，而此正為本計畫在整體國土層次

與子計畫一共同探討之部分。 

    至於前所提及德國土地行政工具比我國更為多樣，不惟涉及我國地政界討論多年之土地

儲備問題，更涉及如何落實運作濕地法與海岸法新帶來的生態補償制度、提升土地重劃對於

公共設施用地取得效能等等，都直接與如何平衡兼顧再生能源設施裝置與土地利用間衝突相

關；尤其在面對優先保護農林地之前提下，前揭土地行政工具引進台灣或是提供我國類似法

制之修正、改善，也正是本計畫研究之核心課題，自須以此為本計畫之研究基礎。 

二、 我國空間計畫程序建議引入社區衝擊評估及落實民眾參與（子計畫二：徐世榮） 

    盱衡我國的計畫程序可以發現，當中並無足堪確保公共利益之有效建制，而層層節制在

「依法而治」的現實行政環境中，往往以「跑流程」的心態完成所謂的法定程序，至於「為

誰規劃」、「為何規劃」等根本問題卻被旁落在觀照面之外。於是乎，台灣鮮少有從「生活」

觀點出發的規劃，往往都是由產業經濟角度來定位（各級）空間計畫，忽略了計畫區並非無

人野地，經濟活動僅是生活之一環，並非所有的社會衝擊皆能以金錢量化折算之社會實相

（social reality），致使當地住民的想望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從而衍生諸多爭端，甚至是抗爭，

相思寮抗爭事件即為適例。倘若我們可以肯認土地撐持著人民的生活，而生活所涵蓋者不僅

止于物質經濟面向的觀點，則民眾參與之於空間計畫的重要性將是不可或缺的（vital）。畢竟

若無妥適的參與機制，多元的人與地關係及其附隨意涵要如何被納入考量？生活者的想望又

該如何被知悉？技術官僚、專家與學者真的天真或傲慢到，自以為比生活者更清楚他們的需

要？以相思寮農民／地為例，規劃者與權力高位者能理解，農地之於農民所代表的「家、傳

承、在地農產、情感故事及成就感」等「無可取代的價值」，以及換成建地還是要種田的「農

民與農地的相互依存」關係嗎（王本利，2013：52、44）？正因為不能，所以需要民眾參

與；相對的，或許也就是因為缺乏民眾參與，所以才有相思寮事件及大埔事件的發生，從而

證明了「我們自己訴說」（we speak for ourselves）此一環境正義原則的根本性價值，以及說明

何以環境正義運動會提出，確保在地聲音／關懷能被土地使用計畫決策者聽聞並納入考量的

「社區衝擊評估」（community impact statements）之議（Pirk, 2002: 234）。 

    事實上，民眾參與的價值與作用並不僅止於防杜不公平對待或權利保障，有意義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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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同時體現了承認與程序正義，並有助於能力正義之達成。稍詳言之，踐行計畫程序核心

之一的民眾參與本即屬程序正義的一環，自不待言，而確保住民關懷被納入規劃與決策考量

的努力，其實是以承認住民與土地間多元關係之重要性為前提，否則非物質性的價值關懷便

無從被慮及。此外，為能知悉前揭關懷，乃至於住民對於未來生活環境的想望，協助彼等積

極參與規劃過程即有其必要性，例如透過工作坊幫助住民了解計畫的可能影響、提供翻譯、

意見投入不以書面為限或協助書面化等，從而有益於提升住民之能力（社會學習），甚至在互

為主體的互動模式中形成發展的共識，使其不同的價值及選擇獲致應有的尊重。誠如 Craig 
Anthony Arnold（2000: 10427）指出的，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應促進地方鄰里「選擇、自決與

自我定義」，而非「家父長式的斷言有單一的正確目標存在。」爰此，民眾參與實另有協助主

管機關獲取充分資訊與決策正確性、提高決策之接受度、調和利益衝突之意義（郭麗珍等，

2013：12-3）。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思考方向已部分地出現在 2013 年 4 月所作出的大法官釋字第七○

九解釋中。該解釋文宣告《都市更新條例》部分條文違憲，不符合《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

程序，強調為： 

    能確實符合重要公益、比例原則及相關法律規定之要求，並促使人民積極參與，建立共

識，以提高其接受度…。而於都市更新事業計劃之核定，限制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尤其直

接、嚴重，…應規定由主管機關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以言詞為意見之

陳述及論辨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始無違於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及居住自由之意旨。 

    試問，影響範圍、層面皆較都市更新更大之都市計畫，卻僅有公開展覽與說明會之規定

而無須舉行聽證會，現行規範內容與實務作為能合於前揭解釋文之要旨嗎？建構於 1960、
1970 年代的都市計畫理念與法體系，共同體現著由行政官僚與技術專家決策為主的菁英規劃

範型，然該範型與當前追求民主人權的治理觀已有偌大落差，復以相思寮事件、大埔事件等

的發生，重新思考如何建構一個能夠體現土地之多元內涵或人與地之多重關係，進而達臻生

態永續、人權保障與民主深化之實質目標的空間計畫體系，此其時也！ 

三、 建議政府建立農村型生態社區知識傳遞與居民參與平台（子計畫三：孫振義） 

    近年來，政府持續提倡環境教育，並致力於環境治理等工作，但結果總顯得事倍功半。

其實，若社區可以透過自我瞭解、自我認識的過程，體悟到各自所擁有的環境珍寶與社會定

位，就不會輕易讓政客與開發商提出不符合永續環境的發展模式，抑或喊出破壞自然環境、

人文地景的「怪設施」。相對的，由社區民眾自主性的針對地方提出發展計畫、更新願景，讓

真正住在當地、活在當下的居民決定家園的未來，用更疼惜環境、愛護鄉土的方式發展，臺

灣才有可能「從生態社區邁向永續家園」。故，政府在整個過程中所需扮演的角色是：建立社

區經驗觀摩平台、導入生態與低碳相關知識、誘發社區居民討論、提供擬訂社區整體發展計

畫之技術，最後才是透過補助催生生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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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本計畫的核心貢獻與重要性即為提出「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在計畫

執行過程中一方面彙整國內外生態社區案例、理論與推動策略，另一方面結合在地居民的意

見與成功經驗，最終得以提出「農村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以作為農村型生態社區實

踐與推動的基礎，並藉以逐年達成「從綠色建築、生態社區到永續國土」的終極規劃大業。 

四、 建議農業發展策略納入綠水足跡評估方法（子計畫七：林士淵） 

    本研究有別過往計算綠水足跡的傳統方式，設計出以遙測產品─MOD16 蒸發散監測資料

結合複迴歸分析、估算稻作綠水足跡之方法，經臺中市之研究成果可證實此套方法流程確實

具可行性，在改善MOD16資料於時間及空間上之限制之餘，亦能精確估算稻作的綠水足跡、

繪製空間解析度達 1 平方公里的綠水足跡地圖。生產稻作的綠水成本將能獲得更精確的計

算，亦將有助於作物三色總水足跡的整體評估，尤其在氣候變遷、水資源及糧食安全備受重

視的背景之下，期能進一步供農業水資源成本永續利用的管理策略之參考。 

    另外，本研究以臺中市為研究範圍，是以行政區界作為界線，成果亦屬於區域性的綠水

耗用指標，為大尺度的應用；然而未來可因應使用者的需求而彈性調整估算的單位，如可以

小尺度的農戶、農會、產銷班等個體、組織或企業體來計算其作物產量的綠水耗用量，唯須

獲得各單位農地耕種面積和產量資訊即可估算。個體或企業體的估算成果將可提供各單位產

品之水足跡標籤或公告的標示建議供大家檢視各項作物產品對於水資源的耗用程度、檢討並

反思水資源於真實世界的實際耗用狀況。 

五、 臺灣農地利用、國土規劃政策之建議（子計畫一：顏愛靜） 

    於 2016 年 1 月 6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土計畫法」，參酌第一、二年度計畫，對此法

之落實提出建議如下： 

（一） 對國土規劃整體性原則之建議 

1. 國土計畫建議納入地景規劃計畫。 
2. 使用許可制度建議納入侵害調節機制，及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用途增列自然地

景、資源或生態復育措施費用。 
3. 全國性環境資訊資料庫建議涵蓋各類人類活動、自然生態及地景資料。 
4. 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理策略及計畫中，訂立明確空間發展層級標準及相應之發展

計畫。 
5. 為執行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建議設立常設性的跨域合作組織。 
6. 國土計畫建議納入農業環境計畫。 

（二） 對農業發展區劃設之建議 

1. 建議明確界定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原則。 

2. 建議明確界定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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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具有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之審核權及否決權，並納入現行農地保護

措施於國土計畫中。 

六、 臺灣以土地倫理為本、實現多功能農業、支援小農經營的永續農業政策之建議（子計畫

一：顏愛靜） 

（一） 對臺灣農業中央主管機關之建議 

1. 從生產端思考並重新檢討小農生產與管理之運作，並加強小農的行銷策略與販售通

路，以達收支平衡。 

2. 修正修耕地活化補助政策，適度降低對慣行稻米休耕地補助 

3. 有關慣行稻米保價收購機制，亦應適當調整收購比例或數量，將有助於慣行農業轉

作有機農業的推廣成效。 

4. 政府應提高有機農業相關補貼與生態維護之補助，以利小農經營永續發展 

5. 政府應建立相關交流平台，以擴大群聚效益，促進發展有機產業 

（二） 對臺灣相關非政府部門之建議 

1. 鼓勵農民組之合作社，擴大農業經營規模 

2. 有機農業認證機構協助農民提升田間管理知識與效能  

3. 食農教育推廣，有利於農業多功能性的實踐 

七、臺灣未來農業環境補貼措施之研擬（子計畫一：顏愛靜） 

（一） 未來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方式之研擬 

    參酌歐盟、德國的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方式，及依據前二年度計畫研究成果與專

家學者、農民座談或訪談之意見，本計畫研擬未來台灣實施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原則

之建議如【表 17】台灣實施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原則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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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台灣實施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原則之建議 

補貼項目 補貼原則 說明 

無毒農業 

1. 每農場每月 15,000 元 
2. 青年加碼每月 5,000 元 
3. 山坡地加碼每月 5,000 元 
4. 給付上限每月 20,000 元，最多

給付 3 年 

1. 為鼓勵農民轉作有機農業，及考量必

須歷經至少 3年的轉換期間，此實施無

毒農業的期間，不論有無申請有機驗

證轉型期，農場極可能面臨虧損或無

利潤、收益之困境，故建議給予農場

主每月 15,000 元的生活津貼 
2. 為鼓勵青年投入，故建議加碼每月

5,000 元 
3. 考量山坡地實施無毒農業，有助於土

壤保護、水源涵養、維護上游集水區

的水質，故建議加碼每月 5,000 元 
4. 參考法定最低薪資，及考量轉型期約 3

年，故建議設定給付上限每月 20,000
元，最多給付 3 年 

安全用藥 按收益損失補貼 
為鼓勵農民減少農藥及化學肥料，建議對

農民因安全用藥而受之收益損失給予補貼 

環境友善 
措施 

按收益損失或成本增加補貼 

為鼓勵農民實施生態復育或環境友善措

施，及遵守環境保護、公共健康、動植物

健康、動物福利等法定標準，建議對農場

因而損失之收益或增加之成本給予補貼 

造林及維護

樹林 

1. 按平地造林直接給付補貼 
2. 山坡地加碼每年每公頃 90,000

元 

1. 為鼓勵農民實施造林及維護樹林，增

加地景多樣性，及促進水土保持，建

議按現行平地造林直接給付標準，對

平地及山區農場給予補貼 
2. 為促進山坡地實施水土保持，考量山

區維護成本較高，建議參考平地造林

直接給付之維護費用標準，每年每公

頃加碼 90,000 元 

提高附加價

值的投資 

1. 按投資金額之 50 %補貼 
2. 偏遠地區加碼投資金額之 25%

補貼 

1. 為改善小型農場的整體績效，及提高

農林產品附加價值，農場對加工產

品、開發新產品、研發新技術等而進

行投資，建議參考歐盟直接給付標

準，按投資金額之 50%給予補助 
2. 考量偏遠地區發展與振興之必要，建

議參考歐盟直接給付標準，按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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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之 75%給予補助 

資訊及推廣

活動 
按增加成本之 50 %補貼 

針對參與農業環境補貼方案的農民，提供

其產品資訊建置及推廣活動的援助，建議

參考歐盟直接給付標準，按增加成本之

50%給予補助 

生產者團體 按每年銷售收入之 5%補貼 

針對參與農業環境補貼方案的成員所組成

之生產者團體，如產銷班或其他地方團

體，其成員聯合銷售產品，建立有關採

收、生產的共同規則，提供其成立與行政

運作的支助，建議參考歐盟最高直接給付

比例，按每年銷售收入之 5%補貼 

諮詢服務的

運用 
按增加成本之 80%補貼 

為鼓勵農場改善績效，運用私人或政府的

諮詢服務，建議參考歐盟直接給付比例，

按增加成本之 80 %補貼 

現代化經營 
的投資 

1. 按投資金額之 50%補貼 
2. 青年加碼投資金額之 10%補貼 
3. 偏遠地區加碼投資金額之 25%

補貼 

1. 為促進農場現代化經營，農場進行有

形或無形投資，如機器設備的購買、

智慧管理系統的導入、環境監控系統

的建立等，建議參考歐盟直接給付比

例，按投資金額之 50 %補貼 
2. 為鼓勵青年投入農業經營，建議參考

歐盟直接給付比例，按投資金額之 60 
%補貼 

3. 為促進偏遠地區的產業發展，建議參

考歐盟直接給付比例，按投資金額之

75%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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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農業環境補貼實施機制與配套措施研擬 

1. 活化休耕農地計畫的有機補貼，不限制 1994 至 2003 年基期年之農田休耕者。 

2. 有機設施或設備補貼對象，納入無毒農業之農民。 

3. 訂定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 

4. 與農民簽署契約，要求遵守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 

5. 設計查核追蹤機制，及違約農民須退回已領受的補助。 

6. 建立效益及影響評估機制。 

7. 提供簽約農民諮詢服務及投資優惠貸款協助。 

8. 建立農藥及化學肥料管制機制。 

9. 成立農業環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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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4NSC 永續會三年成果報告 

土地倫理、農業多功能性與永續農業政策之研究－兼論德國巴伐利亞城邦規劃、農業環境政

策之借鑑 

壹、 中英文摘要 

一、 中文摘要 

    近年，歐美國家推行農業環境補貼、多功能農業、鄉村發展等策略，並肯定小農經營的

價值，推展以土地倫理為本的有機栽種方式，以求實踐永續發展。以德國巴伐利亞邦為例，

其致力於空間規劃納入永續農業政策，研訂農業環境補貼措施，發展可落實土地倫理為本的

多功能農業，及符合全球貿易架構的新時代農業政策，可謂績效卓著。因此，本研究擬參酌

該邦之經驗，探討未來我國當如何健全國土規劃體制，調整農地利用與農業發展政策，適度

提高國內的糧食自給率，兼顧農業多功能性與發展永續農業，以促進城鄉農業發展。 

    以往，我國農業政策因應客觀環境而屢有變遷，如：農地農有農用政策、放寬農有落實

農用政策、調整稻田轉作、休耕、擴大農場經營策略、引進有機農業作法、農村再生策略，

然其促進城鄉農業發展的成效往往難以彰顯。有鑑於我國仍屬以小農為主的農業經營方式，

長年面臨欠缺現代化經營管理、生產成本過高、銷售通路欠缺之困境，如何研擬有效政策是

為當務之急。因此，本研究擬從宏觀面、微觀面，藉文獻探討、實地訪查、問卷調查、政策

分析等研究方法，提出並評估以小農為核心、適合我國推行、本於土地倫理、發揮多功能性

之永續農業政策，納入國土規劃體制，以增進城鄉發展。 

關鍵詞：土地倫理、農業多功能性、永續農業、農業政策、德國巴伐利亞邦、城鄉規劃、農

業環境補貼英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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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摘要 

    European Countries and USA applied strategies such as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subsidy,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rural development, and so on in recent years. They strived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a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small farmers and promoting organic cultivation based on 

land ethics. This study takes State of Bavaria, Germany as an example. The state adopted efficient and 

practical spatial planning which met up with global agricultural trading policy for brining in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policy, measures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subsidy, and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based on land ethic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refer to Bavarian experience, 

realizing how our government improves a sound national land planning, adjusts farmland use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policy, raise the ratio of food self-sufficiency; meanwhile, it is necessary to 

look after both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for advancing urban-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o cope with environmental changing, our national agricultural policy varies from “policy of 

farmland owned by farmers and used for farming”, “policy of losing farmland owned by farmers and 

fulfilling farmland only used for farming”, “strategy for adjusting paddy transformation, fallow, and 

expanding farmland size”, “introducing organic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and “strategy of rural 

renewal”. However, the effect of advocacy of urban-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invisible. 

Moreover, small farmer is still the main measure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that it is lack of modern 

management, lack of labor force, having high productive cost, lack of selling channels, lack of 

creativity and vigorousness, and other plights. Therefore, this study starts from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via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policy analysis, 

and so on. Also, this study proposes evaluation based on small farmer, which is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appropriate to promote in our nation, based on land ethics, and bringing into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Such policy not only contains national land planning mechanism but also 

improves urban-r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Land Ethics,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Town-

rural Planning,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olicy, Taiwa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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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告內容 

一、 前言 

    近年，歐美國家推行農業環境補貼、多功能農業、鄉村發展等策略，並肯定小農經營的

價值，推展以土地倫理為本的有機栽種方式，力求實踐永續發展。以德國巴伐利亞邦為例，

其致力於將空間規劃納入永續農業政策，研訂農業環境補貼措施，發展可落實土地倫理為本

的多功能農業，及符合全球貿易架構的新時代農業政策，可謂績效卓著。因此，本研究擬參

酌該邦之經驗，探討未來我國當如何健全國土規劃體制，調整農地利用與農業發展政策，適

度提高國內的糧食自給率，兼顧農業多功能性與發展永續農業，以促進城鄉農業發展。 

    以往，我國農業政策因應客觀環境而屢有變遷，如：農地農有農用政策、放寬農有落實

農用政策、調整稻田轉作、休耕、擴大農場經營策略、引進有機農業作法、農村再生策略，

然其促進城鄉農業發展的成效往往難以彰顯。有鑑於我國仍屬以小農為主的農業經營方式，

長年面臨欠缺現代化經營管理、生產成本過高、銷售通路欠缺之困境，如何研擬有效政策是

為當務之急。因此，本研究擬從宏觀面和微觀面，藉由文獻探討、實地訪查、問卷調查、政

策分析等研究方法，提出以小農為核心、適合我國推行、本於土地倫理、發揮多功能性之永

續農業政策，納入國土規劃體制，以增進城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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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一) 整年（三年計畫）研究目的 

    OECD 將農業的多功能性定義為：當農業除了生產糧食的主要角色之外，尚存有一個或

多個功能，如土地保護、可再生資源的永續管理、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等環境效益，如改善農

村生活、文化的傳承、確認農村的價值等社會效益，農業即具有多功能的價值（Guido Van 

Huylenbroeck et al., 2007）。尤其環境效益部分，其背後的價值觀其實和 Aldo Leopold

（1949）提倡的土地倫理概念—人與動植物為土地之群落成員，人類應善盡合作之職責，以

維護土地健康—相互契合，兩者皆強調維護環境與生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換言之，農業多

功能性的發揮，有賴投入以土地倫理為本的農業活動。因此，本計畫最重要的研究目的之一

即為研擬臺灣以土地倫理為本、實現多功能農業的新時代永續農業政策，期能透過政府的農

業政策引導農民採取符合土地倫理的農業經營模式，盡可能增進與並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 

    而另參酌德國巴伐利亞邦的農耕地景方案規定，如果農民遵守特定的環境保護要求，皆

可獲得補償金，即農業環境補貼，此補貼機制之實施能夠有效支援當地小農的經營，發揮農

業多功能性，績效卓越。除了農耕地景的保護措施外，這些措施亦針對減少水、空氣和土壤

的環境污染、使用有機土壤、森林轉換、棲息地網絡、水資源保護、農業粗放化經營、保護

瀕危物種、穩定生物多樣性等項目予以獎勵，可見自然保護和地景管理的重點，是維護永續

環境保護措施的主要手段。而此農業環境補貼措施的核心精神，事實上亦是符合 Leopold

「土地倫理」所包含的三個概念基礎要素，分別為「群落、合作及責任原則」，其強調人與

非人的生態群落是相互依賴、共生共存的一部份，而合作即代表尊重彼此生存空間，在群落

中的每一份子都應為土地健康負責。因此，本計畫期能參酌德國巴伐利亞邦的國土規劃與農

業政策，建構適合我國的農地利用規劃與農業發展政策，藉由農業多功能性的多元效益，使

土地倫理的理念深植於我們的土地，並且克服小農經營的困境，導向永續經營，此亦本計畫

的重要研究目的之二。 

除透過文獻收集、論述分析、脈絡分析與政策分析等方式探討上述我國與德國於國土規劃、

農業政策之演變、課題與調整外，本計畫亦探討我國小農經營的困境，及評估永續農地利用

規劃與農業政策的可行性與效益，因此遴選了三個農村社區作為個案探討之對象，即彰化縣

溪洲鄉大庄村、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花蓮縣光復鄉北富村，採取深度訪談、參與觀察、焦

點團體訪談、問卷調查等方式進行實地調查，作為建構與推行新時代永續農業政策的示範地

區，以改善當地小農經營之問題，俾利後續推展此政策於全國農村社區之基礎，此亦本計畫

的重要研究目的之三。 

  



第 12 頁，共 399 頁 

(二) 第一年計畫研究目的 

1. 分析臺德戰後國土規劃、農業體制歷史演進 

    第一年計畫分別就臺灣、德國，在面對糧食不足、生產過剩以及加入全球化貿易架構

等三大重要變局，比較兩國於國土規劃、農業體制方面的因應之道，並探索農地利用和農

業發展政策的演進歷程，及其演變的影響因素，進而提出德國經驗可供我國參酌之處。 

2. 探討德國政府對小農經營的支援體系 

    臺灣當前農業結構多以家庭農場為經營主體，第一年度計畫將分就空間規劃體制、農

民團體、地方自治團體等方面，分析於德國巴伐利亞邦政府部門、非政府部門如何以土地

倫理為本方式維護農業環境，及如何以農業環境補貼支援小農的經營，兼顧多功能農業之

實現，以供我國小農經營支援體系之借鏡。 

3. 調查研究個案發展背景、農業經營概況 

    本計畫遴選三個農村社區，分別為上述彰化縣溪洲鄉、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花蓮縣

光復鄉太巴塱部落等三個案，進行田野調查，第一年度計畫將調查個案地區發展背景、農

業經營概況等有關資訊。 

4. 舉辦臺德國際工作坊 

    第一年計畫將辦理臺德國際工作坊，邀請德國學者來臺，共同探討政府如何研擬農業

環境補貼措施，實現以土地倫理為本的多功能農業，及政府如何透過空間規劃體制、農業

政策，支援小農的農地利用與農業經營，以此作為第二年度研擬適合我國之農業環境補貼

機制，及第三年度建構永續農業政策之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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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年計畫研究目的 

1. 探討臺德國土規劃、農業政策、城鄉發展的課題 

    第二年度計畫將探討臺灣、德國兩國，於國土規劃、農業政策、城鄉發展面臨的課

題，分析兩國政策是否朝永續生態農業發展，進而使農村環境得以改觀，是否能夠支援小

農（家庭式農戶）經營，進而促進農村發展，是否能夠體現土地倫理觀，並增進多功能農

業之價值，若無法達成則探討其原因所在，以作為建構新時代農業政策之參據。 

2. 調查小農經營的成本收益分析 

    為有利於小農推行多功能農業，須先確保多功能農業能支持小農的生活，方能激發小

農從事永續農業的意願，故第二年度計畫將先瞭解農業經營的成本與收益，計算維持農民

生活基本水準的收入，以便推估小農永續發展的經營規模，供作建立農業環境補貼計算機

制之參酌。 

    經過第一年度計畫的調查，瞭解三個研究個案皆以稻米生產為主，而以宜蘭三星行健

村生產有機米時間較長，生產技術較成熟，已有較穩定的收成，至於花蓮光復太巴塱部落

僅有數個農戶獨立投入有機米的生產，及彰化溪洲的有機米生產也還在試驗階段，故第二

年度計畫將以稻米生產為例，選擇宜蘭三星行健村為調查對象，調查當地有機農民農業經

營的成本與收益，與農家所得收入水準。 

3. 建立臺灣小農永續發展的最適經營規模 

    第二年度計畫將對於臺灣上述三個農村社區持續進行田野調查，評析此三個不同類型

農村社區，小農永續經營與土地利用間之關連性，據此建立小農永續發展的最適經營規

模，以作為農業環境補貼之計算依據。 

    但如前述，三個研究個案中，花蓮光復太巴塱部落及彰化溪洲的有機農業發展未具規

模，且僅是起始階段，只有宜蘭三星行健村的有機農業較具規模，且已穩定發展中，故第

二年度計畫調整為針對宜蘭三星行健村有機稻米的生產，調查其最適經營規模，此指能夠

提供農家基本所得收入，且對農業多功能性能有基本貢獻的農業經營面積。 

4. 研擬臺灣農業環境補貼的措施 

    第二年度計畫將依據小農永續發展的最適經營規模、農業經營的成本與收益、農家基

本所得收入，計算維持農民生活基本水準的所得收入，參酌德國農業環境補貼政策，研擬

符合臺灣特性的農業環境補貼之措施，期能透過此補貼機制支援小農經營，實現以土地倫

理為本的多功能農業，並促進農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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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究研究個案農民對多功能性、土地倫理及農業環境補貼之見解 

    本計畫遴選三個農村社區，分別為上述彰化縣溪洲鄉、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花蓮縣

光復鄉太巴塱部落等三個案，進行田野調查，第二年度計畫將調查個案地區農民關於農地

多功能性、土地倫理觀、農業環境補貼等之見解，探究宜蘭三星行健村如何從慣行農業轉

變為有機農業的發展過程，太巴塱部落參與農村再生、小地主大佃農之政策推行遭逢的困

境，大庄村面臨農業用水不足的原委，及水田濕地生態復育計畫的執行過程與成果。 

6. 前往德國考察農業環境補貼機制 

    第二年度計畫將就前述研擬符合臺灣情況的農業環境補貼措施，赴德拜會邦級和鄉鎮

相關部門，與專精此等議題之學者專家，並舉辦國際工作坊，以便深入瞭解農業環境補貼

之關鍵機制，並研討上述措施內容是否具可行性、是否能支援小農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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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年計畫研究目的 

1、 辦理村落工作坊以探悉農民對政策研擬之見解 

    第三年度計畫擬於三個村落辦理工作坊，就第二年所擬永續農業政策內涵予以說明，

以了解村落農民對其適用性之看法，並探析可行之政策推動原則或方向為何，做為政府制

定相關農業政策的參考。 

2、 辦理產官學農業與農地政策論壇，以得悉各界對農地利用與永續農業政策之見解 

    就計畫前兩年所擬有關農地利用政策與永續農業政策，邀請農民、農業經營團體、農

會等相關農業經營業者，及農業、農地、農村研究學者，與政府農業相關部門，集思廣

益，共同探討未來我國農業與農地政策的發展與調整方向。 

3、 建構臺灣支援小農經營的國土規劃措施 

    第三年度計畫將於國土規劃體制下，分析改善小農永續經營與增進土地利用間之關連

性與重要性，具體提出能支援小農經營的國土規劃措施，尤其是農地利用政策如何配合下

述永續農業政策之執行，兩者相輔相成，以促進城鄉之永續發展。 

4、 研擬臺灣以土地倫理為本、實現多功能農業、支援小農經營的永續農業政策 

    第三年度計畫將從農業經營主體、農業產銷鏈結、農業環境功能及土地管理等面向，

以小農經營為核心，以土地倫理、多功能農業為本，研擬臺灣當前農業部門應有職權及增

補之要項，並設計地方實踐行動主體、地方政府與農民團體等的小農經營支援系統，以建

構我國的新時代永續農業政策。 

    第三年度計畫將就上述有關農地利用政策與永續農業政策，邀請農民、農業經營團

體、農會等相關農業經營業者，及農業、農地、農村研究學者，與政府農業相關部門，共

同探討未來我國農業與農地政策的發展與調整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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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獻探討 

(一) 土地倫理 

    「土地倫理」為「美國的生態保育之父」Leopold 所倡導，他之所以提出此理論，乃因

在其擔任美國林務署助理林務官的工作期間，目睹了美國西部土地，在受到 20 世紀初期經

濟功利主義的影響下，受到任意開發，導致野生動物棲息地被破壞、物種及森林的消失、地

景的變化與城鎮的衰敗，是以他認為我們尚未有處理人和土地的關係，以及處理人和土地上

動植物關係的倫理規範，土地對人類而言，依然只是一種財產，人和土地的關係完全是經濟

性的，土地使用的倫理規範完全由經濟上的利己主義所主導，僅包含了特權，卻不包含義

務。是以人類可以為了經濟的需求，恣意地消耗資源，可以本於利己主義，決定什麼物種是

有價值的，什麼物種是沒價值的。 

    當 Leopold 提出「土地倫理」主張時，社會普遍存在著「人類中心主義」 1

（anthropocentrism）的環境倫理，此主要是基於「心物二元論」（mind-matter dualism）及

「化約主義」（reductionism）」兩個哲學觀念，此際受到現代科學之觀點及行為模式影響極

深。。「心物二元論」認為科學所處理的「事實」與倫理學裡探討的「價值」，是屬於兩個完

全不同的範疇，是以生態學根本不可能成為規範性的科學（normative science）；而「化約主

義」則主張所有的科學理論均可以被化約到物理學以及化學，所有存在於世界上的事物都可

以被化約為物理與化學的基本元素，是以人與自然界之間便沒有任何「關係」可言（陳慈

美，2004）。然而，Leopold 並不贊同這兩種的哲學觀點，故以由達爾文（Charles Darwin）

倫理演化的自然史觀，及英國生態學家愛爾頓（Charles Elton）的生態群落模式為基石（J. 

Baird Callicott, 1993；鐘丁茂、王綵嬋譯，2003：51；2004：60），並經由生態環境歷史演化

過程的觀察，重新思索人和土地如何維持和諧之關係（鐘丁茂、徐雪麗， 2005:77），提出

了「土地倫理」此種人地和諧的倫理規範。 

    Leopold（1949，吳美真譯，1998：322-324）對土地倫理觀念的建構，係源自於「對倫

理進行生物社會演化分析」而來。他認為至目前為止，倫理學的擴展雖僅有哲學家在研究，

惟從人類倫理規範意識的變化，卻顯示這是一個生態演化的過程，是以，從生態學而言，第

一種倫理規範是為求生存而對行為自由的限制。倫理規範最初僅是用來處理個人之間的關

係；惟隨著人類越趨文明，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越趨複雜時，第二種倫理規範則必須用來處理

個人和社會間的關係，故有了社會組織的形成；而依此演化的軌跡，第三種倫理規範，即是

涉及人類與土地的關係，雖尚未實現，惟此種演化是有可能的，而對於人類與農業社會的生

態永續發展是必要的（Starkey Charles, 2007:149-175）。 

  

                                                       
1  人類中心主義者，是指一切堅持人是世界中心和最終目的的觀點，或認為人的價值是世界運轉的中心，而

世界順勢支持人的觀點。人類中心主義者只將倫理原則應用於人類，而且人類的需求和利益具有最高的價值和重要

性，因此人類以外的物種，只有在滿足人類個體的感覺偏好時，才具有價值。然而此種以人類自身利益為考量的人類

中心主義，卻導致地球資源耗竭，以及環境污染和惡化，是以也被認為是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源。參王從

恕，2006，永續發展之意義與其倫理基礎之探討，國立交通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環境價值與倫理課程網頁，2012.12.01

搜尋，http://shue98.myweb.hinet.net/c20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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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者，其之所以認為倫理規範應由人類中心主義，遞演至整體生態系統，是根基於（生

態）群落的概念。Leopold 從達爾文的理論歸納出「相互依存的個體或群體傾向發展合作模

式，道德自有其根源……到目前為止，所有倫理道德的進化都只有一個前提：個體是相互依

存共同體（community）的一個成員。（Leopold, 1949:202；J. Baird Callicott, 2003:202-3）」是

以倫理規範的前提，乃因個人是相互依賴的（生態）群落的一份子或成員為基礎，而土地倫

理的核心特徵，即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此規範擴展（生態）群落的界限，使其納入了土壤、

水、動物及植物，皆統稱為土地。由生態學的角度來詮釋歷史，人類事實上只是一個生物群

的一員，土地的特質和居住於土地上的人類特質，對於事實具有同等重要的影響，因此人類

與土地的關係，就如同朋友或手足，是對等的，並相互依存的，土地的倫理規範，使人類從

生態的征服者變成該土地群落的一般成員和公民，故成員即應對其群體內其他成員給予尊重

（Leopold, 1949:204）。 

    雖然 Leopold 從人類對土地資源開發的歷程，感悟出人和土地的關係完全是經濟性的，

然而 Leopold 所倡導的土地倫理，卻並非是要阻止「自然資源」的改變及停止任何對「自然

資源」的管理及利用，而是必須藉由群體間的合作，共同維繫群落中各物種的穩定及完整，

以使自然資源的保護達到一種人地和諧共存的狀態（Leopold, 1949，吳美真譯，1998：259-

277、325、347）。因為土地是一個有機體，故組成土地的各個部分和人類生態環境一樣，彼

此之間互相競爭，也互相合作，競爭和合作，都是內在運作的一部分，可以小心翼翼地調

節，但不能摒棄它們。一種只建立在經濟上之利己主義的自然資源保護系統，是不平衡的，

因為這種系統常常會忽略土地群落中許多沒有商業價值，但對於其健全運作不可或缺的組成

份子。物種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而這種複雜性掩蓋了穩定系統各部分之間的依賴合作

（Starkey、Charles, 2007:149-175）。是以，當我們 對土地進行修補時，如沒有意識到需保

留這個機制中的每一個部分，此種自然資源的保護必無法達到人地和諧共存的狀態。 

    當土地這個有機體，能保有其內在自我更新的能力，即是健康，故土地健康係指土地自

我更新的能力，而自然資源保護是人們對於了解和保存這項能力所做的努力。是以，為了維

持該群落的完整性及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人類需要善盡維繫生物多樣性與土地健康之責，如

果破壞此種自我更新的能力，終使土地失去健康，如土壤失去肥力、水系發生不尋常的氾濫

或枯竭…等即為其表徵。故人們利用土地時，當須有所節制，不該瓦解生態系統且剝奪它者

生存的權利，當土地健康，即可使土地具備自我更新的能力，如此的土地倫理規範，其實也

是在反映一種生態良知的存在，而生態良知則反映出， 人人都必須為土地的健康負責

（Leopold, 1949;Walck and Strong, 2001:266）。因此，Leopold（1949:224-225）認為人們不該

將土地使用視為純粹的經濟問題，還須從倫理和美學的角度，來考量每個問題。當一件事情

傾向於保存生物群落的完整、穩定和美感時，這便是一件適當的事情，反之則是不適當的。

而自然資源保護教育所必須建立的，就是一根支撐土地經濟學的倫理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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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倫理與土地健康 

    Walck and Strong（2001:262）為解讀景觀的歷史，同時考慮未來資源永續利用的可能

性，以 Leopold 土地倫理所包含的群落、合作及責任三個原則的概念基礎下，引用了地理

學家  Batterbury and Bebbington（1999）的政治生態觀點及環境管理專家 Andrew King

（1995）土地利用的歷史調查，補充了「權力關係」及「土地利用」兩個新觀點，以解讀

密西根州北部的奇威瑙半島上土地的環境歷史，並建構土地倫理及權力關係對土地健康的

影響模式。在土地倫理及權力關係對土地健康的 影響架構下，土地健康與土地利用之間存

在互動的關係，土地利用影響土地健康，受損後的土地健康反過來影響土地利用的產量，

因之，定義永續的土地利用必須納入土地健康的概念，土地健康才使土地具備利用的可能

性。而土地利用又往往受到權力關係、分配土地所有權及資源取用權之社會及制度的力

量，以及土地倫理的觀念所影響。土地如何利用取決於關於資源使用的政策觀念，也反應

社會上對於上述四個特質間關注的權力平衡，建構權力關係的關鍵議題，除了引導共同善

的觀念如何形成外，也在於共同善的觀念能否反應在公共政策中，並將決定土地倫理是否

能以維持土地健康的方式影響土地利用（Walck and Strong,2001:265）。 

    Walck and Strong（2001:265-267）所建構的土地倫理及權力關係對土地健康影響模式

中，土地 健康應具備四大要素，那就是「完整性、穩定性、生產性及美感」。 

（1） 完整性： 

    生態系統中每一參與成員間一套相互依賴的模式。在生態系統中，Aldo Leopold 利用

食物鏈中依賴機制間能量傳遞的迴路，捕捉完整性的象徵。例如：當地居民不因經濟價值

的考量而加以排除自然資源的保育，或以外來物種的移植而改變其生物相；農地利用中，

於提高土壤的肥力（即土壤吸收、儲存和釋放能量的能力）時，不以科技化肥強增土壤肥

力，或不過度以馴化物種取代原有的物種，不刻意擾動變更其能量流動的管道，而是保留

環境裡的許多微生物，甚至是營造出適合微生物生存的環境，亦是對維持群落完整性的貢

獻。 

（2） 穩定性： 

    所謂穩定性並非靜止不變的概念，而是一種土地之上或之內蘊含的生物生長茂盛的意

象，而整個系統的穩定有賴於各部分合作和競爭的運作，以形成高度組織化的結構。人類

順應自然規則的方式做事而不違反自然來確保穩定性，即生物多樣性的保有及保育的目

標，亦即 Aldo Leopold 定義「人與土地之間的和諧狀態」，而生物多樣性可提供土地在面

臨人為衝擊時更多自我更新的機會，也象徵著面對外界壓力時，生態系統所具備的彈力及

強健的系統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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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產力： 

    為使包括人類的整個土地群落得以生存，土地必須能生產出足敷群落賴以生存之需。

由於土地健康活化，才有生命永續的可能；故生產力，並非導致土地健康之因素，而是土

地健康的結果及生態系統維持永續循環的表徵。 

（4） 美感： 

    即自然的生態美學，源於身處大自然中的愉悅經驗，需要透過「認知」的特別觀察方

式感受，土地之美是行為對錯的重要衡量標準，如此的美學認知與土地利用有直接的關

聯。因之，當農村意象及地景風貌，能以其當地固有的自然、景觀、產業、人文特色多樣

性的方式呈現保存，即為美感的表現。 

    另一位學者 Costanza（1992：241-242）認為永續發展是在動態的人類經濟體系和較

大的動態生態系統之間建立一種關係的方式，在此關係中，人類生命可無限延續；個人得

以繁榮興盛；人類文化得以發展；但人類活動的影響必須加以適當的限制，以免破壞生態

維持的多樣性、複雜性和功能性。其並自生態系統出發，定義健康生態系統，指出健康是

生態內穩定的現象；没有疾病；是多樣性或複雜性；是穩定性或可恢復性；是有活力或增

長的空間；是系統要素間的平衡．此種概念，其實與土地健康的概念是相吻合的。 

  



第 20 頁，共 399 頁 

2. 「土地倫理」－道德文化的新典範 

    Kuhn 在 1962 年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

中，提出典範（paradigm）的概念，用以表示某個特定時期科學活動的本質，其特徵，廣

義來說，它代表一個科學社群整體的理論、信念、價值、方法、目標及教育結構；狹義地

說，則代表在某個特定領域，一套科學研究的導引。由典範支配的科學活動時期，稱為常

態科學（normal  science），典範是常態科學時期科學家從事科學活動的「最高指導原

則」，此時期科學研究的主題由典範所界定，並藉由典範所提供的理論或觀點，開拓對於某

些事實的知識，惟當有異例（anomaly）挑戰典範構成科學危機時，典範本身的適用性即會

被重新考量，而典範的過渡及轉移（paradigm shift）被稱為「科學革命」。Kuhn在後期則使

用「學科基體（disciplinary matrix）」及「範例（exemplar）」來替代「典範」。前者是科學

家在訓練過程中必須學習的組織要素，包含：（1）定律或公式的符號通式，（2）啟發性的

構想，（3）用以評價科學理論的價值（如準確性、一致性、研究餘裕、簡潔、豐富的認知

價值）；「範例」則是科學家在訓練過程中，用來幫助理解其所研究學科的「例題」（陳瑞

麟，2003）。是以對於 Leopold 就環境理論所提出的「土地倫理」，另一學者 AC Leopold

（2004:149-154）認為此主張除了提供一個土地道德責任的概念外，並藉以建立生態復育

的學習 環境和土地管理，其影響超過了一個半世紀，儼然形成道德和環保意識上的主要典

範。而 Starkey Charles（2007:149-175）則認為土地倫理被理解為一個文化心理的道德發展

理論，即在文化層面作為一個心理發展的經營理論，而非僅只在個人層面上，此種環境思

想所擴散出去的影響力是無法估量的，抑或是歷史上最重要和最具影響力的環境倫理關

鍵。 

    過去學術的論著，針對倫理問題，大抵以「人類中心主義」為主導，並關注在人與人

之間的倫理關係，而只有極其少數的文獻，談到人與環境間的倫理關係。AC Leopold

（2004:149-154）認為人類社會之所以會與環境的倫理問題疏離，並且很少關注人們賴以

生存有關生物系統的道德，主要是因為人們生活的環境與文化發生了改變。在科技不發達

的地區，因為當地居民的生存必須依賴這個環境，是以他們反而對於環境資源的維護必須

保持較高的敏感度，並以其情感維繫該生命的組成部分，這就是一種環境美學。而在農業

社會，人們也必須保留一些環境問題的敏感性，因為他們直接從土地中取得其生活所需。

然而都市社會，人類住居於人工建築的環境（有豪華的汽車、鋪設的草皮、自動調節加熱

和冷卻的外殼和在超級市場中用推車，從有序的貨架上蒐集我們的食物），以致於疏離了人

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系統，而現代富裕的生活及消費方式，更進一步擴大了與自然的距離。

AC Leopold（2004:149-154）認為應側重於保護生態資本，除減少消耗外，並為保護生態群

落而採取行動。而 Leopold「土地倫理」的典範，對自然資源的保護提供了一個新的要

素，那就是以積極的行動，恢復生態群落。從復育的過程，可以看到互惠互利的關係，它

不僅提高了地區的生態質量，也產生了部分參與者的環保意識，生態復育可能是在教育人

類土地開發時道德態度的一個主要方式。就如同 Leopold（1949:202）所說的：「過去三千

年來，道德標準已經擴展到許多領域的行為，而權宜的判斷則相對地減少。」這顯然是一

個道德境界的擴展，而 Leopold（1949:202）的這種演化的基礎在於共生，亦就是「傾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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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依存發展的個人或團體的合作模式」，因為道德的擴展所帶來的變化，是在新的共生關係

上相互依存。隨著人和人類群落變得更加相互依存，他們的態度發生了變化，並因此擴大

了他們的道德觀點。土地倫理所涉及的觀點改變在於擴大了道德範圍，使它包含土地等，

是以「土地的掠奪不僅是不明智的，而且是錯誤的。」（Leopold, 1949:203）故從生態的角

度來看，土地倫理作為一個道德的進化發展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Starkey Charles, 

2007:149-175） 

    Leopold 生態思想與倫理觀念的導入，提供了一個強大的新指導原則。就如同 Kuhn

（1970）對於指導原則和一般專業貢獻之間的差異的定義說明，指導原則提供了一個重新

定位思想方式的知識結構，是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內具有持續性。相較之下，普通專業思

想貢獻的持久性，只是相對有限。而從上述的定義，Leopold「土地倫理」的主張，在很長

的一段時間具有影響力，是以與作為一個新的指導原則的定義是一致的。而新的指導原

則，是一種新的範例，是一種新的典範提供了一個改變的秩序感，是一個新的核心方向。

AC Leopold（2004:149-154）認為土地倫理可以視為人類道德發展的理論。由於人類已經意

識到，在越來越多的層面上，他們的相互依存的關係越來越廣，所以必須進行一系列的道

德成長，而土地倫理即是一個簡單但深刻地人類道德觀念的擴展，而非僅限於在經濟上成

本效益的計算範圍（Starkey Charles, 2007:149-175）。 

    AC Leopold（2004:149-154）並認為，隨著人類的生活皆圍繞著中心城市，是以我們需

要更加理解生物倫理學，專門為道德基礎的策略、環保和節約，這已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而 Leopold「土地倫理」的出現，一直遵循的生物學，和保護有關的倫理觀念的闡述，正如

預料地，出現一個新的科學典範。生物倫理是容易受到侵犯，甚至是破壞，而社會功能的

障礙，必然是對生命倫理原則有腐蝕作用和惡化人類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是以要免除

這些社會障礙，就如同 Leopold「土地倫理」的核心概念：「我們必須從倫理學與美學的角

度，來檢驗每個問題是否正確，同時也考慮它在經濟上是否合宜。一件事情如果傾向於保

存生物社群的完整、穩定和美的話，它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2 

  

                                                       
2  原文「Examine each question in terms of what is ethically and esthetically right, as well as what is economically 

expedient. A thing is right when it tends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stability, and beauty of the biotic community. 

Itis wrong when it tends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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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土地倫理與農業多功能 

    綜上所述，土地倫理此種人類與生態系統其他群落共生的概念，不難看出，其實為現

今人類為土地利用時所應遵循的道德規範。而本研究認為此種概念運用於農業的生產活動

上，更具意義。此因農業為一兼具社會、經濟與環境多面向功能的初級產業，農業活動在

生產過程中，可與自然環境聯合生產出不同商品與非商品產出（OECD, 2001），而其中更

特別強調農業的非商品產出，乃因農業的生產活動，可以發揮農業生產以外的功能，特別

是達到糧食安全、生態保育、文化承傳，或景觀維護的附加功能。是以縱使農業的產值不

如工業或商業，其產業活動的存在，對人類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的永續發展仍具相當重

要的意義，而此種特質，即與土地倫理所強調保存生物社群的完整、穩定和美感的概念是

一致的。 

    本人前曾撰文「土地倫理與農業多功能性之研究—以石磊部落的有機農業為例」（顏愛

靜、孫稚堤，2012:83），以新竹縣尖石鄉玉峰村的石磊部落為例，運用土地倫理與農業多

功能性的分析框架，探討該部落能否藉由農業經營之轉型，結合商品與非商品產出，維持

原鄉土地建康、並兼顧部落經濟發展，進而達成人與自然共榮共存的土地倫理的實現。經

研究發現，部落居民土地倫理價值觀的強弱，確實影響了部落農業生產環境的土地健康，

且個人價值觀的建立，具有遞延的特性，一旦居民存有土地倫理的價值觀，此種價值觀必

能遞延至其他地點或產業的土地利用。另就其採取友善環境的方式以轉型經營有機農業

時，在農業多功能性的內涵上，有如下之發現（顏愛靜、孫稚堤，2012:98-106）： 

（1） 經濟功能與產出分析：農業轉型之初，因成本、通路因素影響，其經濟功能產出未

能發揮。 

（2） 社會功能產出分析：該部落具有「保存農村生活文化」的產出，透過農業經營型態

的轉型，使耕作方式可以更符合當地的土地（環境）價值觀，從而保存當地文化特

色，並已具有社會學習網絡之雛形。 

（3） 環境功能產出分析：石磊部落經評估，其「維護農地生態環境」一項，可發現目前

部落所採行的農業經營方式與理念，較之以往的慣行農業，更能達到溫室效應與調

節氣候、涵養水源及防洪、增加土壤地力、維護生物多樣性等方面的目標；而在

「促進資源循環再利用」一項，則是結合當地資材，融入在地生態與環境知識，進

而發展出屬於當地的農業經營特色。 

    是以部落有機農業是否得以推廣，達成人與土地和諧共處的目標，成為高山農業的創

新典範，似仍有賴增加其農業多功能性之「經濟」功能產出，故如何於國土規劃的體制

上，研擬以小農為核心的永續農業政策，以增加農業多功能性之「經濟」功能產出，將為

本文後續的研究方向。  



第 23 頁，共 399 頁 

(一) 農業多功能性理論 

1、 農業多功能性之定義 

    以「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來進行農業改革的辯論，始於 1980年

代中期。當時，多功能性的提出，被認為是一種後現代農業回應當代社會需求的統一典

範。這個社會的需求源自於社會上對於農業的角色產生了新的期待，開始有人認為農業除

了透過食物生產獲取經濟利益之外，也可以扮演其他角色，如促進環境與地景服務、水資

源管理與水患控制、社會關懷等，因此農村正逐漸從一個生產型區域轉變成提供社會、休

閒與維護功能的消費型區域。 

    而最早在國際上出現「多功能農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一詞，是於 1992 年的

里約地球高峰會議上，當時為了回應全球對於農業與農村改變的廣泛關注，而提出「多功

能性」概念，其強調，除了食物生產之外，農業也具有廣泛的非商品價值與服務，可以形

塑環境、影響社會和文化制度，並有助於經濟成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將農業的多功能性定義如下：「除了

生產糧食的主要功能之外，農業活動也塑造景觀，提供如土地保護、可再生資源的永續管

理、生物多樣性的保護等環境效益，促進農村地區社會經濟上的可行性。當農業除了生產

糧食的主要角色之外，尚存有一個或多個功能，農業即具有多功能的價值。」（Guido Van 

Huylenbroeck et al., 2007） 

    然而，農業多功能性的多功能內容，其實是面對挑戰與變局可能會遇到的「內容」，這

個內容隨時代、隨地域、隨社會文化背景而有不同，若從多功能性的定義探討出發，在實

踐的層面上會有掛一漏萬的風險。因此，怎麼樣的農業政策能夠提供因應這樣既彈性也充

滿差異的內容？將是本計畫詮釋農業多功能性的角度。 

2、 農業多功能性之聯合生產 

    另有學者就農業活動的產出（output）分析所謂多功能性，是強調農業生產活動總是伴

隨著產生「商品」產出（CO）和「非商品」產出（NCO）。其中 0CO 是指傳統的農產品生

產，透過市場銷售，可以獲得收入，而 NCO 是指資源保護、休閒和生物棲息的空間以及文

化地景等新產品（和功能），是伴隨農業生產所共同產生的，它可滿足私人或社會有關利用

土地和地景的需要，如確保生物多樣性（正外部性）或減少硝酸鹽（負外部性）的滲出

等，且 NCO 常具有外部性和公共財的特性，可進一步分成三種需求的滿足：公共需求、市

場與準市場、私人需求，而形成非商品產出的新市場收益。並且，因 CO 和 NCO「聯合生

產」（jointness of product, joint production）特性，故供給 CO 時也能伴隨提供 NCO，而 CO

與 NCO 的市場收益，兩者合計為多功能農業的總所得。 

    以往，對生產 NCO（包括避免負外部性發生）並未形成市場，即使有人享受了，卻沒

有貨幣給付，且全球化、競爭、技術進步等經濟誘因，會驅使農民專注於 CO 生產，致使

NCO 的供應稀缺。近來，由於人們對 NCO 日受重視，促使政府推行公共政策措施，為農

民創造新的「市場潛力」：可以單獨方式生產 NCO，或以聯合方式生產 NCO 和 CO，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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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使 NCO 的市場和準市場得以出現，亦即生產 NCO 亦能獲得收益，此將可恢復多功能

的土地利用。而農民可以就採用不同技術的生產計畫，選擇要生產多少數量的 CO 和

NCO。（Hubert Wiggering et al., 2006） 

3、 農業多功能性之內涵 

    此外，對於農業多功能性內涵，除 OECD 予以上述定義外，聯合國農糧組織（FAO）、

歐盟（EU）亦界定其內涵，綜合三者的定義大致上可區分為以下社會、經濟、環境等功

能，彙整如下： 

（1） 社會功能：包含緩和都市化、農村社區生活、文化的傳承、確認農村的價值、農村

文化襲產、強化農村社會結構、鄉村旅遊和遊憩、提高食品安全等。 

（2） 經濟功能：包含平衡社會發展與成長、經濟危機的緩衝、糧食安全、國內糧食供

應、國家策略需求、提高農村就業、創造所得、增進鄉村企業活動等。 

（3） 環境功能：包含防洪、水源保護、土壤保持、生物多樣性、空氣品質、水資源利

用、溫室效應、動物保育、自然資源保護、維護農村景觀等。 

    農業多功能性內涵，僅「創造所得」的經濟功能，是透過農產品銷售換取農民收益來

實現 CO，其餘大多數農業多功能性，不論是社會、文化、環境、糧食安全等功能、創造所

得以外之經濟功能，皆是實現農業活動生產之NCO之一部分，由此可知，農業生產的NCO

面向十分廣泛，其重要性實際上更遠超過 CO。尤其與環境功能相關的 NCO，如生物多樣

性的維護、水源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和動物福祉的創造、土壤保持、非生物與生物資源

保護等，其背後的價值觀其實和 Aldo Leopold（1949）提倡的土地倫理概念—人與動植物

為土地之群落成員，人類應善盡合作之職責，以維護土地健康—相互契合，兩者皆強調維

護環境與生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換言之，農業多功能性的發揮，或 NCO 的增進，有賴投

入以土地倫理為本的農業活動。因此，本計畫最重要的研究目的即為研擬臺灣以土地倫理

為本、實現多功能農業的永續農業政策，期能透過政府的農業政策引導農民採取符合土地

倫理的農業經營模式，盡可能增進與發揮農業的 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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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農業政策 

    台灣於光復後，政府致力於扶植自耕農，自 1949 年起秉持「農地農有農用」的核心原

則，極力增加農業生產，實施「耕地三七五減租」、「公地放領」、「耕者有其田」，此為第一

階段土地改革，著眼於改善生產關係、提高農業生產力、將地主土地資本轉移為工業資本，

雖旨在提升經濟效率，但因側重在土地擁有權分配，以致於耕地生產規模零細狹小，即使隨

著工商發展、農業勞動外移兼業化普遍之後，一般兼業農仍不願將耕地出租他人，從而形成

農地租賃市場停滯，耕地規模難以擴大的窘境。 

    為提升農場經營效率，減低農業生產成本，台灣的行政院乃於 1982 年核定「第二階段

農地 改革方案」，其目的在於改善農業結構，促進農業發展。然因擴大農場規模僅賴購買耕

地方式，貸款額度有限，資金籌措不易；而推行委託經營，卻因三七五租佃制仍存，兩制適

用規定不明確，農民疑懼猶存，徒增辨識成本，何況耕地零碎，多頭協商的交易成本勢將增

加，從而影響耕地租佃市場的流動性。由於該方案實施結果成效不彰，因而自 1987 年起，

將之檢討併入「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 繼續施行。而該政策目標初次涉及改善

農村環境、增進農民福利，可謂初次關懷農村的生產、生活環境。嗣於 1992 年施行「農業

綜合調整方案」，方始提出「維護生態環境，確保農業資源永續利用」之施政目標，此與土

地倫理、農地多功能新體制稍有關聯（見表 1）。 

    嗣後，源於臺灣加入國際貿易組織在即，是以調整農業結構，改善生產條件，誠為刻不

容緩。鑑於以往農地農有農用政策過於僵化，執行效果不佳，政府乃朝向「放寬農地農有，

落實農地農用」調適政策方針，期望在兼顧確保基本糧食安全、維護農業發展及自然生態環

境之基本原則下，詳加通盤檢討「農業發展條例」修正草案，由總統於 2000 年 1 月 26 日公

布施行。其中，為便利農地使用權的流通及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明定修法後所新訂立之耕地

租賃契約，其租期、租 金及支付方式等，由出租人與承租人雙方依契約自由原則訂定，不

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而於租賃關係終止收回耕地時，亦明文規定出租人無需付

給承租人補償金，希冀扭轉業已僵 化的租佃制度。（參照第 20-22 條）另外，有關農民福利

及農村建設，有較具體的規範，如設置農業發展基金 1500 億元（參照第 54 條）、綠色生態

行為予以獎勵（參照第 55 條）、維護農村環境應採之必要措施（參照第 62 條）等，凡此顯

示執政當局對於農業多功能性已更加重視。 

    嗣於 1992 至 2008 年間，台灣政府頒行多項政策，自 1992 年推行農業綜合調整方案，

首先提出農業為三生事業，注重質與環境生態，爾後的各項政策，延續三生事業外，1995

年的「農業政策白皮書」更加強調農業的非生產價值，直到 2008 年「健康、效率、永續經

營」的全民農業方針，政策面更強調多功能農業，李承嘉認為其基本理念多強調施行三生事

業，與新農業體制的施行多有關聯，對於綠色產業的推動有極大的助益（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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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歷年農業施政概況 

年別 發展階段 
*農業生

產指數% 

農業生產

占 GDP 之

比率% 

政策目標 重要農業施政 

1945-1952 

充 裕 軍 糧 民

食：增加糧食

生產，促進經

濟發展。（台

灣光復，百廢

待興，實施第

一階段農地改

革， 1949-1953

年） 

- - 1.改善農生活。 

2.增加糧食及重

要作物生產。 

3. 發 展 人 民 潛

力、建設地方，

奠定富強民生中

國之基礎。 

1.實施耕地三七五減租

（1949 年）。 

2.實施肥料換穀制度

（1950 年）。 

3.實施公地放領（1951

年）。 

1953-1968 

農 業 培 養 工

業 ： 提 供 產

品、勞力、資

本、外匯以及

市場等貢獻，

促 進 經 濟 起

飛。（實施第

一期至第四期

四年經濟建設

計畫） 

最低 25.5 

最高 51.3 

（遞增） 

最高 34.5 

最低 19.0 

（遞減） 

1. 促 進 糧 食 自

足，改善國民營

養。 

2. 擴 展 出 口 貿

易，提高農民所

得。 

3. 支 持 工 業 發

展，提供充裕原

料。 

1.實施耕者有其田（1953

年）。 

2.隨賦收購稻穀 

（1954 年）。 

3.創辨統一農貸 

（1961 年）。 

1969-1981 

農工並重： 

積極開發外銷

新產品，維持

農 業 成 長 。

（實施第五、

六期四年經濟

建設計畫及第

一期六年經濟

建設計畫） 

最低 50.7 

最高 79.7 

（遞增） 

最高 15.9 

最低 7.3 

（遞減） 

1. 加 強 農 業 生

產，提高運銷效

率。 

2. 增 加 農 業 利

潤，提高農民所

得。 

3. 加 強 治 災 防

洪，合理利用水

土資源。 

1.公布「農業政策檢討綱

要」（1969）。 

2.推行「加速農業機械化

方案（1970 年）。 

3.制定「農業發展條例」

（1973 年）。 

4.設置「糧食平準基金」

（1974 年）。 

5. 實施稻米保價收購制

度（1974 年）。 

6.推行「加強農村建設重

要措 

施」（1974 至 1979 年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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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施「提高農民所得加

強農村建設方案」 

（1980 至 1982 年度）。

8.推行「全面推動基層建

設方案」（1981 至 1982

年度）。 

1982-1991 

革新調整： 

環 保 意 識 抬

頭、農民運動

興起，對內調

整生產結構，

對外增強維護

環 境 功 能 。

（ 提 出 加 入 

GATT 申 請

案） 

最低 80.0

最高 100.0

（遞增）

最高 7.7 

最低 3.7 

（遞減） 

1. 提 高 農 民 所

得，縮短農民與

非 農 民 所 得 差

距。 

2.維持農業適度

成長，確保糧食

供應安全。 

3. 改善農村環

境，增進農民福

利 

1.推行「加強基層建設提

高 農 民 所 得 方 案 」

（1983 至 1985 年度）。

2. 推 動 稻 田 轉 作

（1984）。 

3.推行「改善農業結構提

高 農 民 所 得 方 案 」

（1986 至 1991 年度）。

4. 開 放 大 宗 穀 物 進 口

（1988 年）。 

1992-1997 

邁 向 三 生 事

業 ： 農 業 生

產 、 農 民 生

活、環境生態

兼籌並顧，均

衡發展。（實

施國家建設六

年計畫） 

* * 

最低 97.6

最高 103.7

* * 

最高 3.5 

最低 3.5 

1. 調 整 產 業 結

構，提昇國產品

市場競爭力。 

2.改善農村生活

品質，增進農民

福利。 

3. 維 護 生 態 環

境，確保農業資

源永續利用。 

推行「農業綜合調整

方案」（1992 至 1997 年

度）。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1995.8），農業政策白皮書淺說，附錄：歷年農業施政概

況，2012.12.16 搜尋，http://www.coa.gov.tw/ws.php?id=17624。） 

註： 

1、 因歷年施政措施甚多，不及備載，本表僅概舉犖犖大者供參。 

2、 表中所稱「年」，期間係指當年 1 月至 12 月；「年度」則指會計年度，期間為上年 7

月至當年 6 月。 

3、 農業生產指數係以 1991 年為基期。 

*為 1992 至 1993 年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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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992 年以後之農業政策 

政策名稱與期程 基本理念 
與新農業體制有關之

措施 

新農業體制指標的項

目 

農業綜合調整方案 

（1992-1997） 
提出農業為三生事業

1.促進休閒農業 

2.充實農村文化 

3.推動有機農業 

1.多樣化 

2.注重質與環境生態 

農業政策白皮書 

（1995- ？） 

延續三生事業，但更

強調農業非生產價值

1.縮短保價收購範圍 

2.減少糧食生產面積 

3.擴大良質米產銷 

4.強調林地的休閒與

環境功能 

1.多樣化 

2.注重質與環境生態 

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 

（1997-2001） 

延續三生事業及農業

政策白皮書的策略 

1.大規模休耕政策 

2.全面農產品品質管

控 

1.粗放化 

2.注重質與環境生態 

邁向二十一世紀的 

農業新方案 

（2001-2004） 

延續三生事業，但更 

重視環境生態 

1.提供動植物棲息地

及 

2.維持生物多樣性 

3.擴大平地造林 

1.注重質與環境生態 

2.粗放化 

中程施政計畫 

（2005-2008） 

及新農業運動 

（2006-2008） 

延續三生事業，另提

出「三力」為推動策

略的構面 

1.積極推動生產履歷 

2.擴大環境補貼 

3.休耕地發展生質能

源 

1.注重質與環境生態 

2.粗放化 

3.多樣化 

「健康、效率、永續

經營」的全民農業方

針（2008-?） 

基 本 上 仍 為 三 生

事 業為政策的延伸 

1.擴大平地造林 

2.注重生產品質 

3.農村再生品質改進 

1.注重質與環境生態 

2.粗放化 

3.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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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此期間，除修正「農業發展條例」外，亦制訂「農地釋出方案」、「水旱田利用

調整計畫」等，似見我國不再強調糧食安全，不再固守「農地農有農用」原則，開始以全球

化、國內經濟部門資源角度思考，促進農業經營現代化，並適度調整農地資源利用，以滿足

非農業部門對於土地資源的需求。李承嘉（2012:68）認為，土地向來為攸關農民安身立命

之所在，農業則為農民生活的目的；對於農民而言，農地具有「神聖性」。但是，到了 1970

年代後，此種「神聖性」已為「世俗性」所取代，土地亦漸趨商品化。而過往的農業政策因

為過於保護佃農，以致農地細碎化，對日後擴大農場經營乃至現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推

動都造成極大影響，使得促進生產機械化與提高生產效率、農產品競爭力都遭遇極大阻力，

可見政策規劃之利弊對國家影響之深遠。 

    審視 1949 年至 2008 年之農業政策，第一階段土地改革為改善農地所有權問題，以增加

自耕農經營農地之效率，然卻因耕地三七五租佃制嚴峻限制地主收回出租地導致農地制度僵

化、農場經營規模難以擴大之問題。此後，為改善這些問題，政府加速農村建設與制定農業

發展條例，卻 提供農地非農用的合法權源，形成農工爭地現象，對於擴大農場經營規模更

加不易，甚至農村勞 動力外移，形成農村人口老化、農村凋零的景象，而國家為因應 

WTO 貿易自由化，放寬農地農有限制、農地釋出與休耕措施，面對大面積休耕農地卻又面

臨糧食危機，形成農業政策無法因應 國際與國內之變化趨勢；又我國以小農經營為主的農

業生產環境已是不爭之事實，雖近 20 年來 已經歷推動三生事業政策，已略見成效，然卻欠

缺完整的環境補貼措施，對於爾後維護農地品質與環境生態，恐有不利影響。故如何展現農

業多功能體制之成效，是為當務之急。 

    氣候變遷為全球性且涉及很廣泛的問題，涵蓋包括自然生態、環境、氣候、生物多樣

性、社會、經濟等多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暖化導致季節的不穩定，使得糧食生產和糧

食安全也產生變化，致使農作物歉收的風險增加。因此，我國政府認為現今應以維持目前糧

食安全為首，而於 2009 年 5 月啟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2011 年 1 月推行「稻田多元化

利用計畫」，以活化休耕農地利用，及營造永續經營農耕環境目標。同時，面對貿易自由化

與糧食安全之威脅，農委會在 2011 年 1 月召開全國農業與農地研討會，以謀擴大農場經營

與小農生存間之雙贏，其中重要的共識，包括：提高糧食自給率，維護糧食潛在供應能力，

務實規劃符合國際之直接給付，調整產業與人力結構，促進資源之整合運用，提升產業競爭

力，及早因應國際經貿自由化發展的大趨勢。基此，為發揮農業與農村之多元價值（或謂多

功能性），達到上述目標與共識，農委會研擬台灣整體相關農業政策，彙整如【表 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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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10-2016 年之整體農業相關政策 

政策名稱與期程 基本理念 政策目標 

農村再生條例 

（2010.8-） 

1.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

2.改善基礎生產條件 
3.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 

1.農村再生活化為目標 
2.由上而下引導計畫引導 
3.促進產業活化發展 
4.強化農村人力培育 
5.實踐土地健康之土地倫理價值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 

（2009.5-）3 

1.扶植專業農民達成擴大農場經營規

模 
2.建構老農退休制度 
3.改善農業結構 

1.輔導無力或無意耕作之農民或地主，長期

出租予專業農民 
2.促進農業勞動結構年輕化 
3.輔導改善經營設備（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中程施政計劃畫 4 

（2010-2013） 

1.強調「給農民過好日子」 
2.「衛生安全的健康農業」 
3.「科技領先的卓越農業」 
4.「舒適休閒的樂活農業」 

1.推動健康農業，保障民眾飲食安全 
2.發展樂活農業，提供舒適農村生活 
3.發展樂活農業，打造優質新農村 
4.落實永續農業，維護自然生態環境 
5.加速農業重建，恢復災區產業機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中程施政計畫5 
（2013-2016） 

1.「富民、安心」施政理念 
2.關注生態、景觀、文化等多元價值

3.生產非農業商品，實踐多功能農業

1.提升產業競爭力，引領農業國際化。 
2.調整農業結構，培育農業人才。 
3.結合產業發展推動農村再生。 
4.確保糧食安全，加強農產品安全。 
5.活化資源利用，維護生態永續發展。 

調整耕作制度活化 

農地中程計畫6 
（2013-2016） 

1.提昇糧食自給率為 34.9% 
2.創造農業產值及提供就業機會 
3.重建農業尊嚴、農地生機與農 
村價值 

1.休耕給付經費轉供轉（契）作作物補貼 
2.輔導休耕農地出租 
3.訂定完善配套措施，維護農民權益 
4.保持土壤健康，實踐土地倫理 

農業基本法草案7 

（2011.6.2 送立法

院審查） 

1.強調農業具多功能價值 

2.維護農業永續發展 

1.保障糧食安全，訂定糧食自給率 
2.建立農地分級分區管理機制 
3.運用科技提升農業抗逆境能力，發展低耗

能、低碳排之農業經營模式 
4.建構市場導向之供應鏈，規劃實施符合國

際規範之農業境內支持措施。 
5.加強培育農村在地人力，推動農村軟硬體

建設。 
6.建構自然保護區系統，維護生物多樣性。 
7.加強集水區保育治理及治山防洪，強化農

村社區自主防災。 

                                                       
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重大政策，2012．12.8。搜尋，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9096。 
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本會中程施政計畫（2010-2013），2012.12.8 搜尋，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0104。 
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本會中程施政計畫（2013-2016），2012.12.8 搜尋，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446216 
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12.05，農委會宣示活化休耕農地計畫啟動提高農業產值及就業機會，重建農業尊嚴、農
地生機與農村價值，2012．12.10。搜尋，http://tinyurl.com/abktwtq。 
7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1.6.2)，行政院院會通過農業基本法草案展現政府對農業之重視與積極作為，2012.12.9 搜
尋，http://pda.coa.gov.tw/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coa_diamond_2011060214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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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政策8 

（2003-） 

1.提高農產品的品質、產量 
2.提高市場競爭力 
3.推動土地健康，友善土地之生產 

1.推動有機認證制度 
2.推動「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 
3.維護生物多樣性及水源保護 
4.提供食品安全機制 

    綜觀我國現行農業政策，係延續農業三生理念，兼顧農地利用粗放化、生產多樣化與重

視環境生態。李承嘉（2012：79）認為農業多功能性之展現，仍具有強烈的由上而下（國家

介入）的特質；而國家農業政策本是農業施政的方針，政策研訂與落實本當力求一致。顏愛

靜（2010:172-207）指出，活化休耕田措施對出租人的租金獎勵優於「小地主大佃農」誘

因，恐產生排擠效應，使得該政策效果有限。又自「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施行以來，預

期 2012 年，可望達成推動面積倍增為 50,000 公頃，惟實際達到面積為 23,225 公頃，僅為預

期成效的一半；究其原因，係於推動有機農業過程中，其農地必須經過有機認證且受鄰近農

地環境之威脅，使小農從事有機農業之前期，必須承擔較大風險，造成小農生產成本相對較

高。因此，政府應如何協助小農朝向有機農業生產，以落實環境友善之土地倫理生產方式，

研擬有效對策刻不容緩。於最初階段，當須提高有機農產品產銷履歷驗證補助與提供相關產

銷之協助，並推動在地或社區支持型農業，拉近消費者與農民間距離，減少中間盤商剝削與

運輸成本，方可改善小農經營風險；是以，如何扶植小農經營是未來我國農業政策應積極解

決的課題。 

    其次，本研究認為欲使小農由慣行農業改採有機農業生產，亟須政府扶植與補助，而農

業基本法草案所提出的農業境內支持措施即為重要的關鍵；又參酌德國的作法與經驗，該國

建立農業環境補貼機制以為農業境內支持小農經營措施，實施成效良好，故而本研究期能參

酌德國農業政策，研擬適合我國的農業環境補貼機制，以提高小農之收入，使其得以維生且

有盈餘。如此，將可吸引更多有意願從事農業的年輕人投入農業，以改善農業結構，促進農

業有續發展。然而，現行農業政策欠缺明確的導入多功能農業政策，以符合 WTO 組織對採

行環境維護補貼之要求。又過去實施休耕政策，因未能落實農地種植綠肥，涵養農地地力，

任其荒廢，造成天然資源、經濟與生態之多重損失，倘能踐行德國實施多年的環境補貼措

施，將農地地景與環境生態維護予以法制化，不僅得以開創農業新風貌，亦將增加農民收

入，故本研究希能提出建言，以為我國現行農業政策注入多功能農業之活水。 

  

                                                       
82007 年，以「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辦法」為主要母法依據，並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根據前開母法之授權，

訂定 發布相關子法，如訂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農產品驗證機構管理辦法」、「農產品驗證機構管

理辦法」、「產銷履歷農產品驗證管理辦法」、「農產品檢查及抽樣檢驗辦法」、「農產品標章管理辦法」、定「有

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法」、「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理辦法」、「檢舉違反農產

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案件獎勵辦法」、「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檢查及抽樣檢驗結果處置作業要點」、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第二十七條執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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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國國土規畫與農耕地景方案 

1. 德國國土空間規劃之概況 

    德國係屬歐盟之會員國，需依從歐盟層級的空間發展構想，又德國為實施聯邦制的國

家，以地方政府治理為主，全國的規劃，則需按聯邦層級的國土空間計畫（或謂：空間秩

序）予以引導，這兩者皆係透過具有整體性的政策與方案配套施行，以誘導各邦的發展

（顏愛靜，2012:18）。是以其在土地利用方面，有一套從聯邦到邦，再到地區，最後到市

鎮完整的之國土規劃管理系統，其空間規劃層級、計畫種類由上至下分為：歐洲層級規

劃、聯邦空間規劃、邦整體發展規劃、區域規劃、鄉鎮市規劃、私人規劃，每一層級的計

畫皆有其法源依據。 

    在德國，除了國土規劃管理系統之外，地景規劃也有著悠久的傳統，且是完善的、以

預防為主的自然保護的中央規劃工具。自「聯邦自然保護法案」於 1976 年通過以來，聯邦

州已制定地景方案，而且幾乎全國各地的區域地景結構規劃已編制。這個資料庫和目標系

統的建立，超出了規劃層次，幾乎涵蓋整個國家區域，這意味著在過去幾十年中成功地為

與自然對話的工作奠立重要的基礎（Prof. Dr. Christina v. Haaren, Carolin Galler, Stefan Ott, 

KERN AG, translated by KERN AG, Leipzig, 2008: 6）。地景規劃是中央規劃的工具，用來實

現「聯邦自然保護法案」的目標，地景規劃的結果是負責自然保護和景觀管理相關當局的

工作方案。與此同時，地景規劃的內容也支持其他機構和規劃部門，以實現環境友好和資

源節約發展（Prof. Dr. Christina v. Haaren, Carolin Galler, Stefan Ott, KERN AG, translated by 

KERN AG, Leipzig, 2008：8）。因此，國土規劃管理系統需與地景規劃系統相互配合與合

作，始能發揮綜效或協力效應。 

    另予說明的是，農地與糧食安全的意義首度在空間規劃法加以強調，1998 年修訂的聯

邦國土規劃法中，正式引進聯邦自然保育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調節衡平的要求，

亦即，在邦的發展計畫、區域計畫或是區域性的土地計畫必須進行環境評估

（Umweltprüfung），計畫中擬定的措施若有對於環境產生負面衝擊之虞者，應提出避免、

減低或是衡平的措施。此項結合對於農地的保護起了重大的作用，將農地轉作他用損及原

來農地扮演的「環境功能」，依法必須採取衡平措施補救（顏愛靜，2012：20-21）。 

2. 國土規劃空間結構分類與中地理論之實踐 

    德國的國土規劃並非只是在聯邦層級的空間規劃法提出原則性的條文，然後任由各邦

發展自己的邦整體發展計畫。在空間規劃法第八條第五項就有明定，各邦的空間規劃計

畫，包括邦整體發展計畫、區域計畫或是區域性的土地使用計畫等，應載明空間結構有關

事項，包括空間結構的分類（例如密集發展區、鄉村地區、發展遲緩地區），中心地

（central places）的層級、發展軸帶等（顏愛靜，2012:25）。 

    中心地是源自於 Walter Christalle 在 1933 年提出的中地理論（Central Place Theory）的

概念。他從經濟的觀點指出，中心地的存在，主要是為其周圍腹地的人口提供商品和服

務，而城市在本質上是一個配送中心。據此概念，他建立的都市階層系統，涵蓋村莊、



第 33 頁，共 399 頁 

村、鎮、城市、區域首府等五個層級，可謂德國空間規劃建立中地體系的基礎所在。9而中

心地的分級與確認是各邦的任務。就德國的國土空間整體規劃言，於 1967 年由德國聯邦政

府與各邦政府簽署了一項行政協定，以空間規劃部長會議做為協調聯邦空間規劃與各邦空

間規劃的聯邦層級諮詢機關。1968 年依空間規劃部長做成決議，將中心地定義為：「對社

會、文化與經濟的基礎建設有一定的供給能力」另將發展密集地區（ conurbation, 

agglomeration area）定義為：「一些鄉鎮市彼此相互依賴且不可分離的影響區域」。（顏愛

靜，2012:25） 

    德國的國土空間結構，約可分為密集區、位於密集區周邊之都市和周邊地區、密集區

以外之地區10。從上述之定義可知，中心地是對周遭地區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的基礎建設

有一定的供給能力的核心地帶，依提供基礎建設強度的不同，又可分為上、中、下三個層

級。另據空間秩序部長會議 1977 年通過德國的空間結構分類，密集地區以外的「鄉村地

區」，並非指鄉村聚落，而是「包含不同等級的中心地城鎮聚落所形成的空間整體」，誠有

別於我國將空間劃分成都市土地和非都市土地的割裂體系。又相對於密集發展區，鄉村地

區亦為各邦空間結構圖中基本空間分類，「鄉村空間包含了聯邦的一半人口，占了聯邦國土

面積四分之三的『生活』與『經濟』空間」（顏愛靜，2012:29）。圖 5，以德國巴伐利亞邦

整體空間結構所顯示之狀況舉例說明。 

【圖 1】1973 年德國巴伐利亞邦定義鄉村地區為整體空間結構之一環 

（資料來源：修改自 Raumordnungsbericht, 1973。引自吳勁毅，2011。） 

                                                       
9 Briney, Amanda, Central Place Theory-An Overview of Christaller's Central Place Theory, 

http://geography.about.com/od/urbaneconomicgeography/a/centralplace.htm。 
10 李長晏、曾士瑋（2012:9-10）將國土空間分為三類地區：都會區域、都會外的成長地區，以及需要穩

定的地區（即經濟結構薄弱與邊陲地區，多為衰退地區）；本文則參酌吳勁毅中譯（2010，巴伐利亞邦
國土空間發展方案的空間結構圖之附圖，歸納出本文所述內容。惟可查知，兩者劃分方式之實質內涵，
並未相差太太。 

 

鄉村地區 

能的上位中心與
中位中心 

密集地區 

地區 

 

核心的周邊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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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做法在發展的社會公平角度上至少有下列的意義： 

    空間的分類係基於其綜合性的功能，並不致產生「城市以外殘餘的地方」，造成結構性

的弱勢。依照這樣的空間分類，一方面可彰顯其空間的特殊性，另方面可呈現區內次空間

彼此的整合關係（例如：鄉村地區同時包括了一般鄉村地區與中心地）；空間的分類並非按

照行政區劃分，而是以其在區域上擔當的功能予以定位，可減緩政治疆界區劃的僵固性
11；各級政府於進行空間整體規劃之時，有共同的空間分類方式、技術評估內容可資依

循，可有效避免各自為政、相互競合的問題；空間規劃的整體性並非逕按上位計畫以決定

區域與地方計畫的實質內容來達成，而是透過空間實際功能予以整合，且因地制宜加以實

踐（顏愛靜，2012：30）。 

3. 巴伐利亞邦農耕地景方案與施行績效 

    在德國，地景規劃有著悠久的傳統，且是完善的、以預防為主的自然保護的中央規劃

工具。有了地景規劃，規劃部門可使用環境資訊來處理他們的任務，藉由及早整合自然和

景觀問題，計畫的發起人和部門規劃可以節省不必要的計劃成本，並縮短規劃時間（Prof. 

Dr. Christina v. Haaren, Carolin Galler, Stefan Ott, KERN AG, translated by KERN AG, Leipzig, 

2008: 11）。如農業部門結合農業部門規劃與地景規劃，即是鑑於農村地區的發展的稀少資

金，不應該用灑水壺（watering can）的方式來分配農業環境措施資金，而是要引導到一個

自然節約的方向來檢視何處需要採取行動，而地景規劃在適當的範圍內顯示了具有發展潛

力的區域和優先行動，提供了決定性的訊息基礎。（Prof. Dr. Christina v. Haaren, Carolin 

Galler, Stefan Ott, KERN AG, translated by KERN AG, Leipzig, 2008: 12） 

    如德國巴伐利亞邦政府，自 1970 年代開始結合地景規劃與農業部門規劃，以「維繫農

耕地景」為農業政策的目標，且制訂法律加以規範。而巴伐利亞邦的「牧草地方案」，基此

首先提出對地補貼措施，並因此反形成 1975 年歐盟「山區農民方案」的藍本，透過分級的

衡平補貼，減緩山區與受損地區受到自然條件的負面影響問題。1988 年巴伐利亞邦首先推

出「農耕地景方案」，使該邦的農民因其對環境的貢獻而獲得給付，在賡續推展下，2008

年擴大辦理該方案若干措施，諸如：生物多樣性、土壤的侵蝕與營養流失以及氣候調適等

方案；每年為此準備的預算多達 15,000 萬歐元（約 60 億臺幣），以滿足各項需求。（顏愛

靜，2012:41） 

    德國巴伐利亞邦的自然地景，是當地人們生活的基礎，也刻劃蓊鬱翠綠的農業景象。

其農業經營者，在從事糧食與生質再生原料生產的同時，也對維護農耕地景、強化鄉村地

區作為休閒、居住良好處所提出貢獻，然而此種源自其勞動工作、創造高度旅遊價值所形

成的鄉村功能，往往被視為是免費的附加效能，對農民而言未盡公平，故如何透過適當的

農耕經營措施，維護鄉村地區生物與地景結構多樣化的功能，並對土地、農耕地景以無縫

銜接方式進行照護，以增進土壤保水、透氣的功能，是該邦制訂農業政策所面臨的挑戰。

                                                       
11此一方面影響了各方案預算投入的分配方式，也透過區域計畫來落實。此外，尚有一些法政策工具支援跨行政
區域的合作，例如營建法典中對於一個鄉鎮行政區域內的計畫有必須考慮周邊鄉鎮的條款，或是各邦的(跨)鄉
鎮共同工作法（Das Gesetz ueber die kommunale Zusammenarbeit），提供跨行政區域合作的鄉鎮市協商權利、義務
與財務運作的法源。 



第 35 頁，共 399 頁 

而「農耕地景方案」即是在此基礎上所規劃的農業政策。農耕地景方案係以農民自願參與

的方式給予補助，為巴伐利亞邦帶來超越標準的環境效益。其經費來自於邦、聯邦與歐盟

超過 10 億歐元的資金補助，而在執行補助的 2007-2013 年間，也有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第

二支柱（鄉村發展）充裕的經費，以及巴伐利亞農業環境政策的支援。 

    目前，雖然農耕地景方案之執行成效部分已經顯現，部分則尚待檢驗，但自然保護和

地景管理的重點，是永續保護區的保護措施的主要手段，旨在促進例如森林轉換、棲息地

網絡、水資源保護以及農業粗放化經營（Kulap），有助於保護瀕危物種，生物多樣性的穩

定，預防環境損害和維護農耕地景。鑑於其對地景的影響廣泛，這些措施在提高生活質量

和適宜的旅遊區也有貢獻。（顏愛靜，2012:56） 

    巴伐利亞糧農林業部部長 Hans Eisenmann（1967-1987），曾語重心長地指出：「大部分

的人只看眼前的利益，現代的工業社會只從流水線（即：生產線）製造的角度來看待糧食

的生產，卻無視於農民與林農的效率其實不能用工業生產力的標準來衡量。倘若社會並未

注意到這樣的態度所招致的傷害，也未思考到大部分的土地如不再耕種長時間所造成的後

果；終將不會意識到，這些新的傷害若不能解決，或將在付出巨大的財政代價下方能解

決。」因戰後工業化的發達國家都經歷了糧食生產過剩、農業人口大量移向工業、農村人

口外流以及農地過剩應釋出轉用的課題。但是，在此時代輕農重工的洪流急遽四竄之時，

巴伐利亞邦在 Eisenmann 的堅持下，維持家庭農場為核心的農業政策與農業結構，維護農

耕土地的面積，發展出結合環境考量的農業政策與措施，並開拓出鄉村發展與農村更新的

操作典範。是以從德國巴伐利亞邦的情形，可以看出如政府不能制訂合宜政策，使民眾願

意配合執行，或避免弊端滋生，將會有「現在不作，來日會後悔」的情況產生。因而，誠

如 Muller（1964:267-275）所述，如何體認農業與工業（非農業）部門之相互依存關連性，

不僅是社會的責任，更是政府的責任，也是科學家（專家學者）的責任。唯有確切體察其

間關係，做出正確的決策，鄉村發展與農村更新才有成功的希望。（顏愛靜，2012:74-75） 

    由上述德國巴伐利亞邦的農業政策可知，其結合國土規劃手段與農業環境補貼，建立

支持小農經營的農業政策，志在發展農業多功能性，尤其是環境功能或生態服務的 NCO 產

出，此對於本計畫所欲研擬的新時代農業政策，提供了一個極佳的示範，因此，本計畫將

參酌其農業政策，擷取其可供我國借鏡之處，以研擬臺灣以土地倫理為本、符合農業多功

能性的永續農業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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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方法 

(一) 整體研究（三年計畫）之研究方法 

1. 方法論基礎—在概念架構與田野現象之間來回展開的個案研究 

    基本上，社會科學的研究可概分為量化研究與質化研究兩大類，對社會科學研究來

說，這兩者都非常重要，並沒有孰輕孰重的問題，也不是完全相互排斥的，有時候同一個

研究，會並用量化和質化的研究方法。所謂研究就是提出問題並尋找答案的過程，用什麼

樣的研究方法，完全依研究目的設定，以及在這個研究目的下所提出的研究問題而定。 

    個案研究，指的是針對特定的個人、計畫、事件，在一段時間內進行深度的研究。有

時候，研究者基於個案的性質，選定一個個案深入研究，以促進對其他相似情況的瞭解；

有時候，研究者基於個案間性質的關鍵差異，選定兩個或多個個案，以進行比較、歸納或

建構理論。而個案研究特別適用於尋求對於一個複雜、無法預先全盤掌握情況的瞭解上，

亦適用於探索一個個人、計畫、事件在特定的環境中，歷時性的變化（Leedy, 2005）。 

    本三年期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之設定，是針對一個開放性（open-ended）的問題尋找

答案。一方面，由於對於這個問題的產生背景，已有一定程度的理論成果和田野經驗，因

此在這些理論成果和田野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一個為問題尋找答案的概念架構，這樣的架

構亦有助於在有限時間內進行有系統的資料收集；但是，另一方面，本研究亦意識到，上

述制度經濟學分析架構，源自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認識論基礎，因此會有將個人和社會

行為過度簡化為經濟行為的潛在危機。在認識論上，本研究傾向如 Polanyi（1994）所指出

的：經濟行為只是包含在（embedded）人類社會活動的一部份。因此，要深入瞭解研究個

案，必須先力求對其社會脈絡與環境的瞭解，而概念架構也有可能在新的、無法用此架構

解釋的田野現象出現時，必須被重新修正。基於以上的認識，本三年計畫的研究方法部份

採用紮根理論（ground theory）的精神，亦即重視的是過程，而非在一開始提出一套封閉的

設計（Leedy, 2005）。本研究在設定主要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之下，提出互相關連的各年研

究目的與問題，但研究方法則會因各年研究目的不同，以及新的研究成果與問題的出現，

而細部的研究方法則有不同的設計與修正，以透過概念架構與田野現象的來回檢視，深化

對於研究對象的瞭解以及未來進一步應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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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年度研究計畫 

    以下將進一步說明，為達成各年度的研究目的，將採用的研究方法及原因。 

1. 方法論—行動取向（action-oriented）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為主 

    研究方法的設定，須視研究目的以及在這個研究目的下所提出的研究問題而定。通常

研究問題的提出，如非已有明確可信的因果關係（cause-effect relationships）可供解答，而

須著重在性質的描述、現象的詮釋、背景脈絡的掌握，以及不確定因素的發現，則需要透

過質化的研究來尋找答案（Peshkin，1993）。由於本研究的目的著重於意義的探索，因而

以質性研究為主要取向；在資料的收集上，除了透過文獻收集的方式蒐集彙整二級資料之

外，將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深度訪談、參與觀察、問卷調查等方式，進行初級資料的收

集。 

各種研究的方法論的形成，則受其認識論的指引。就本研究而言，由於研究問題的設定，

著重於永續農業政策的方式該如何切合小農對農地利用與農業經營之需求，而「農業」的

意義為何，相信並非一成不變，也非不驗自明的真理，而是在主體和客體的互動之間被界

定出來。另一方面，「意義」的探索，就像剝洋蔥一樣，剝開一層之後還有一層，因此唯有

透過上述的焦點團體、深度訪談、參與觀察、問卷調查等資料收集的方式，才能夠儘量避

免將問題過度簡化，而只看到事物表面的危險。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論述，並不單指說

出的話或書寫出的文字，也包含了行動的展現。許多的知識，存在於文字甚至是語言表達

的範疇之外，卻可以在實踐（practice）中被展現出來（Crang, 2003）。因此，透過參與觀

察，彌補、發掘口語訪談所不能傳達的訊息，即非常的重要。 

    此外，本研究的方法論的另一個重點是，採用行動研究的原則，界定研究、研究者、

研究對象三者之間的關係。行動取向的研究方法，包括：結合行動的研究（combining 

activism and research）參與式研究（participatory research）、政策研究（policy research）等

等不同的面向，基本上，它強調的是不同於由上而下的，而是草根的發聲（Pain, 2004）。

本年度研究所抱持的行動研究原則，希望傳達農村社區的觀點，進而能透過制度的設計，

創造社會實踐的可能。 

    另外，為建立適合臺灣的農業環境補貼機制，需要採用簡易的統計分析方法，以分析

小農經營的成本與收益，推算維持小農生活的基本收入，與估計小農永續經營的最適規模

等，故除上述質化研究方法外，本計畫將佐以簡易統計量化方法，以支援質化研究的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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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基於上述的方法論，且為研究目的下所設定的問題尋找答案，各年度計畫所採用的研

究方法，包含了資料收集與資料分析兩大部分： 

（1） 資料收集 

① 文獻收集： 

    本方法主要用於收集二級資料。在本研究中，將收集有關資料；另外，則持續廣泛

收集論文、期刊、調查研究報告，以補充研究地點相關之社會經濟背景資料。 

② 深度訪談： 

    本方法適用於個人資源使用經驗的深度瞭解。由於只受基本訪談主題的導引，沒有

封閉式的問題，因此需要長時間，甚至多次的訪談，然而由於沒有封閉的問題限制，受

訪者可以作更開放的自我陳述，在陳述過程中，也可能挖掘出更多的訊息。本研究所採

用的深度訪談，主要是將依照對特定主題具有相當瞭解，分層列出受訪者名單，訪談的

紀錄將成為進一步資料分析的文本。 

③ 焦點團體訪談： 

    由於個人在不同情境下，對於事物的詮釋都有可能改變，而在周遭情境的激發下，

也有可能提出單獨接受訪談時想不到的觀點和說法。因此，當需要得到特定訊息時，可

以將相關社群的成員集中進行對話，進行訊息的收集。觀念等訊息。本研究所採用的焦

點團體訪談，主要是針對特定主題，與組織成員、專家學者進行座談，收集組織的想

法。 

④ 參與觀察： 

    很多的訊息並不是在口語或書寫的範疇之內，例如：人際的互動關係，特定知識的

展現；因此，必須透過在一個地點的長期活動或事件的參與，以捕捉這一類的訊息

（Crang，2005）。本研究所採用的參與觀察，主要是研究者參與社區活動並加以觀察

後，將進行記錄與詮釋。 

⑤ 問卷調查： 

    運用統一設計的書面問卷，向被調查者提出問題，並由被調查者填寫問卷，以徵詢

被調查者的意見，或調查其對某事情的瞭解或意願，而此問卷可設計有開放式問題，由

被調查者自由填寫回答，或設計成封閉式問題，限定被調查者的回答方式或答案，亦可

混合使用這兩種問題型態。本研究所採用的問卷調查，主要是研究者設計封閉式問題

後，針對本研究地區農民與專家學者，進行調查，及綜合分析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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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料分析 

① 論述分析： 

    論述包括了一整套的想法、觀念與實踐的語言，人們透過論述來解釋他們所處的世

界。而在論述的背後則存在著一定的意識型態，這些意識型態使得論述看來合理而自然

（Deloria，2004）因此對論述的分析包含兩個面向：一是分析這一整套的想法、觀念與

實踐的語言指涉了什麼？以發展論述為例，即是分析它所指涉的是什麼是好的發展，該

怎麼發展等等的內涵；另一個面向則是分析這個論述背後有什麼假設，使得做什麼、該

怎麼做這樣的事情看來理所當然。本研究所採用的論述分析，主要是對照深度訪談、焦

點團體座談所得的文本，以及參與觀察的紀錄，與問卷調查的結果，進行論述。 

② 脈絡分析： 

    對於事物的詮釋，尤其是涉及意義的詮釋，往往不能只看到事物本身，而必須看到

其發生、存在乃至變化的特定時空背景。脈絡分析即是透過對於特定時空背景的瞭解，

將欲研究的對象置於這個時空背景下加以檢視。本研究所採用的脈絡分析，主要是透過

對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告的文獻收集，以及深度訪談、焦點團體座談、參與式

觀察所得的田野資料，與問卷調查的結果，進行脈絡分析。 

③ 政策分析： 

    對於政府的制度，包含計畫、措施、法令、規章、政策等，研究者先予以瞭解政策

的目標、問題、實施方案、效果、環境、資源、評估標準等內容，再評估政策實施的成

本、效益，探討政策執行的成果與政策目標之落差與衍生問題，進而提出相關改進建議

或調整方法，以供政府研擬或修正政策之參酌。本研究所採用的政策分析，主要是透過

對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究報告的文獻收集，以及深度訪談、焦點團體座談、參與式

觀察所得的田野資料，與問卷調查的結果，進行政策分析。 

④ 簡易統計分析： 

    對於小農經營的成本、收益、最適規模，本計畫將透過上述資料蒐集的方法，如文

獻收集、問卷調查、訪談等方式，收集相關資料，並運用簡單的統計或量化分析工具或

方法，來推估小農經營的本益結構、基本收入、經營規模等數據，並據此，設計農業環

境補貼的額度、金額計算標準、給付項目、接受補貼者的資格條件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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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第一年度計畫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的對照 

研究問題 資料收集方法 資料分析方法 資料來源 

1、 臺德戰後國土規劃、農業體制歷史如何演進？ 

（1）德國於國土規劃體制

（農地利用政策）的變遷過

程為何？ 

･ 文獻收集 

･ 焦點團體訪談 

（含舉辦臺德國

際工作坊） 

･ 論述分析 

･ 脈絡分析 

･ 政策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

究報告、期刊論文、其他

子計畫的調查、國際工作

坊 
（2）德國於農業體制（農業

發展政策）的變遷過程為

何？ 

（3）臺灣於國土規劃體制

（農地利用政策）的變遷過

程為何？ 

（4）臺灣於農業體制（農業

發展政策）的變遷過程為

何？ 

2、 德國政府如何支援小農經營？ 

（1）德國巴伐利亞邦政府部

門、非政府部門如何以農業

環境補貼支援小農的經營，

兼顧多功能農業之實現？ 

･ 文獻收集 

･ 焦點團體訪談 

（含舉辦臺德國

際工作坊） 

･ 論述分析 

･ 脈絡分析 

･ 政策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

究報告、期刊論文、其他

子計畫的調查、國際工作

坊 

（2）就空間規劃體制、地方

自治團體等方面，德國巴伐

利亞邦政府如何以土地倫理

為本維護農業環境？ 

3、 研究個案之發展背景、農業經營概況為何？ 

（1）本計畫遴選三個農村社

區，其發展背景為何？ 

･ 文獻收集 

･ 深度訪談 

･ 焦點團體訪談 

･ 參與式觀察 

･ 問卷調查 

･ 論述分析 

･ 脈絡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畫、研

究報告、期刊論文、其他

子計畫的調查、地方居

民、地方社會團體、地方

活動 

（2）三個農村社區個案，其

農業經營概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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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第二年度計畫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的對照 

研究問題 資料收集方法 資料分析方法 資料來源 

1、 臺德於國土規劃、農業政策、城鄉發展等方面存在哪些課題？ 

（1）臺德兩國政策是否朝永

續生態農業發展，進而使農

村環境得以改觀？ 

･ 文獻收集 

･ 深度訪談 

･ 焦點團體訪談 

･ 參與觀察（含德

國實地考察與訪

談專家） 

･ 論述分析 

･ 脈絡分析 

･ 政策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

畫、研究報告、期刊

論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

方社會團體、地方活

動 

（2）臺德兩國政策是否能支

援小農（家庭式農戶）經

營，進而促進農村發展？ 

（3）臺德兩國政策是否能體

現土地倫理觀？ 

（4）臺德兩國政策是否能增

進多功能農業之價值？ 

2、 臺灣小農經營的成本與收益結構為何？ 

（1）三個社區農民的平均年

收入是多少？收入來源為

何？與各項收入組成比例為

何？ 

･ 文獻收集 

･ 深度訪談 

･ 焦點團體訪談 

･ 參與觀察問卷調

查 

･ 論述分析 

･ 簡易統計分

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

畫、研究報告、期刊

論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

方社會團體、地方活

動 
（2）三個社區農民的平均年

投入成本是多少？成本支出

項目包括哪些？與各項成本

組成比例為何？ 

（3）維持三個社區農民的基

本生活水準，需要多少年收

入？ 

3、 臺灣能促進小農永續發展的最適經營規模為何？ 

（1）三個農村社區個案的小

農經營結構與土地利用的關

連性為何？ 

･ 文獻收集 

･ 深度訪談 

･ 焦點團體訪談 

･ 參與觀察 

･ 問卷調查 

･ 論述分析 

･ 簡易統計分

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

畫、研究報告、期刊

論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

方社會團體、地方活

動 

（2）適合小農永續發展的最

適經營規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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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資料收集方法 資料分析方法 資料來源 

4、 臺灣如何實施農業環境補貼？ 

（1）適合臺灣情況的農業環

境補貼包含哪些項目？如何

計算？ 

･ 文獻收集 

･ 深度訪談 

･ 焦點團體訪談 

･ 參與式觀察（含

德國實地考察與

訪談專家） 

･ 問卷調查 

･ 論述分析 

･ 脈絡分析 

･ 政策分析 

･ 簡易統計分

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

畫、研究報告、期刊

論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

方社會團體、地方活

動 

（2）按（1）所設計之農業

環境補貼如何實施？需要哪

些配套措施？ 

（3）按（1）、（2）所設計之

農業環境補貼實施機制是否

具有可行性？是否能支援小

農經營？ 

5、 農民如何看待多功能性、土地倫理及農業環境補貼？ 

（1）三個農村社區個案，其

農地多功能性為何？ 

･ 文獻收集 

･ 深度訪談 

･ 焦點團體訪談 

･ 參與式觀察 

･ 問卷調查 

･ 論述分析 

･ 簡易統計分

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

畫、研究報告、期刊

論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

方社會團體、地方活

動 

（2）三個農村社區個案，其

農民土地倫理觀為何？ 

（3）三個農村社區個案，其

農民對於農業環境補貼之看

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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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第三年度計畫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資料來源的對照 

研究問題 資料收集方法 
資料分析 

方法 
資料來源 

1、 國土規劃措施如何支援小農經營？ 

（1）增進農地利用與改善小農

永續經營間之關連性與重要性為

何？ 

･ 文獻收集 

･ 深度訪談 

･ 焦點團體訪談

（含產官學農

業與農地政策

論壇） 

･ 論述分析 

･ 脈絡分析 

･ 政策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

畫、研究報告、期刊

論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

方社會團體、地方活

動 

（2）臺灣農地利用政策如何配

合永續農業政策之執行？ 

2、 永續農業政策如何體現土地倫理、實現多功能農業、支援小農經營？  

（1）從農業經營主體、農業產

銷鏈結、農業環境功能及土地管

理等面向，臺灣農業政府部門應

如何支援小農經營，體現土地倫

理、實現多功能農業？ 

･ 文獻收集 

･ 深度訪談 

･ 焦點團體訪談

（含產官學農

業與農地政策

論壇） 

･ 論述分析 

･ 脈絡分析 

･ 政策分析 

政府檔案、施政計

畫、研究報告、期刊

論文、其他子計畫的

調查、地方居民、地

方社會團體、地方活

動 
（2）從（1）所述的面向，臺灣

農業相關非政府部門應如何支援

小農經營，體現土地倫理、實現

多功能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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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與討論 

(一) 第一年計畫之重要結果 

1. 本於土地倫理的多功能分析架構之建立 

（1） 多功能性之基本精神－土地倫理與土地健康 

    Aldo Leopold 提出的土地倫理，使環境倫理學產生了整體性（holistic）的「生態中心

倫理」反思（鐘丁茂、徐雪麗，2005）。他認為所有的倫理法則均要以「個體僅是群落中

相互依賴的一員」為前提，強調土地倫理應包括「群落」、「合作」及「責任」三個原則，

它可以幫助我們仔細思考以人為主、以經濟為導向的土地使用方式，將會如何衝擊土地群

落中其他成員的生存能力暨生產力，進而導致人類無法預料的惡果（Leopold, 1970:239）。

以下闡述土地倫理的三個原則： 

（2） 群落： 

    土地倫理的核心特徵，即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此規範擴展（生態）群落的界限，使其

納入了土壤、水、動物及植物，皆統稱為土地。人類事實上只是整個土地的一員，是整個

生態群落中相互依賴、共生共存的一部份，因此人類與土地的關係，就如同朋友或手足，

是對等的，並相互依存的，土地的倫理規範，使人類從生態的征服者變成該土地群落的一

般成員和公民，故成員即應對其群體內其他成員給予尊重（Leopold, 1949:204）。 

（3） 合作： 

    基於上述群落的概念，人與群落中的任一生態成員雖相互競爭，也互相合作，競爭和

合作都是內在運作的一部分。而 Leopold 所倡導的土地倫理，並非是要阻止「自然資源」

的改變及停止任何對「自然資源」的管理及利用，而是必須藉由群體間的合作，共同維繫

群落中各物種的穩定及完整，以使自然資源的保護達到一種人地和諧共存的狀態

（Leopold, 1949，吳美真譯，1998：259-277、325、347）。 

（4） 責任： 

    為了維持該群落的完整性及生態系統的穩定性，人類需要善盡維繫生物多樣性與土地

健康之責。故人們利用土地時，當須有所節制，不該瓦解生態系統且剝奪它者生存的權

利，如此的土地倫理規範，其實也是在反映一種生態良知的存在，人人都必須為土地的健

康負責（Leopold, 1949;Walck and Strong, 2001:266）。 

    Leopold 之所以提出以上土地倫理三原則，即是希望能讓土地保有健康，當土地這個

有機體，能保有其內在自我更新的能力，即是健康，故土地健康係指土地自我更新的能

力，而自然資源保護是人們對於了解和保存這項能力所做的努力，人們應當致力於保存生

物群落的完整性、穩定性、生產力和美感。如果破壞此種自我更新的能力，終使土地失去

健康，如土壤失去肥力、水系發生不尋常的氾濫或枯竭…等即為其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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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pold 的「土地」及「土地健康」概念係從生態學發展而來，「土地」意指人、生

態、資源等組成的整體系統，「土地健康」意指「土地」的自我更新能力。而近代「社會

生態系統」的學者，重新詮釋、延伸此二者的意涵。Berkes and Folke（1998）認為「社會

生態系統」更能表達「土地」的概念，社會生態系統是一種由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整合而

成的整體，由生物物理環境和人類一起構成的，且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是互相連結、相互

依存、共同進化的。而 Ommer（2007）延伸「土地健康」的概念至社會生態系統，認為

社會生態系統的健康包含生態系統、社會系統的健康，Berkes et al.（2012：281）更指出

生態健康與社會健康是一種雙向的關係，亦即健康生物物理環境提供健康社會的生活與福

祉，健康社會也能提供健康生物物理環境的生存。 

    另外，Ommer（2007）也提出社會生態健康與「恢復力」（Resilience）是相互影響

的，這提供了另一種重新詮釋土地健康的方法。從「恢復力」的角度更能重新詮釋和延伸

「土地健康」的概念，恢復力的概念最初來自生態學，Holling（1973）對恢復力的定義，

基本上是系統容受力會不斷地改變和調適，但會保持在臨界值以內；Walker et al.（2004）

將其正式定義為一個系統當遭遇變化時能吸收干擾和重組的能力，從而仍然在本質上維持

相同的功能、結構、特性、和反饋。 

    其實，Leopold 的土地健康和當代「恢復力」的概念，可提供密切互補的觀點（如

【圖 2】）。Berkes et al.（2012: 282-283）認為如果人類的健康和福祉被視為提供生態系統

服務的關鍵要素，則關注於生態健康可提供連接系統中生態和社會因素的交集點。下圖

中，上半部 A 表示以 Leopold 土地健康的概念，整合目前有關生態系統功能和生態系統服

務的看法，下半部 B 表示社會生態恢復力的當代概念，比土地健康的理念更廣泛和更具包

容性，且社會生態系統是一種複雜的、互相連結的調適體系，因而恢復力具有多重均衡

（multiple equilibria）和多尺度動態（multi-scale dynamics）的突顯性質。總體而言，在土

地健康和恢復力的理論中，生態系統服務被視為由生態系統和依賴服務的人們所聯合生產

的（如保育，當自人類需求的觀點為解釋時，生態系統服務的概念才有意義）。人們依靠

生態系統，以滿足他們的需求，包括健康（MA,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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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土地健康和恢復力概念之間的關係 

（資料來源：Berkes et al., 2012: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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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健康與社會生態系統健康不會自然發生，它也需要「管理」（stewardship）形式

的「能動性」（agency），「管理」是一種對土地倫理的重要和積極的應用。「能動性」是指

個人獨立行事、自由選擇的能力（capability）（Brown and Westaway, 2011），而能動性與荒

野的關係，是相互影響與交互作用，即能動性會改變荒野，荒野也會改變能動性（Berkes 

et al., 2012: 284）。Gibson-Graham and Roelvink（2010）認為保護荒野，只依賴少數協會或

少數個人的力量是不足的，尚需要所有公民的能動性，與公民對國家行動的警惕，如同

Leopold 土地倫理的實踐也需要公民的能動性與警惕。 

    在許多理論中，皆強調能動性的重要性，如新興激進派的經濟學中認為社會與環境正

義的倫理實踐，取決於能力（Sen, 1999）；在調適性管理的理論中指出能動性是作為社會

學習動態的一部份（Armitage et al., 2007），或是做為新社會契約的一部份，也是對氣候變

遷調適性的回應（O’Brien et al., 2009）；在有關恢復力的研究中，肯認個人和團體的角色

及能力是作為行動者和變革的力量（Westley, 2002）；在恢復力理論中，也能運用交互作用

的觀念，即適應性循環的一系列迴圈中，在某一特定的情況、時間或地方的決定會影響其

他地方的可能性（Gunderson and Holling, 2002）。 

    從恢復力觀點，認識到具荒野思想的公民、管理與能動性之間的三角關係中的幾項重

點：有能力保持利用生態系統服務作為生產使用的措施（MA, 2003; Carpenter et al., 

2009）；在連結生態系統健康與人體健康中，生態健康的複雜系統屬性（Neudoerffer et al., 

2005; Cumming et al., 2011）；和調適性管理（adaptive management）或從作中學（learning-

by-doing）是最好的參與方式（Armitage et al., 2007）。由此，可瞭解到一個循環：土地健

康是生態健康，生態健康會影響公民健康，而公民健康與生態健康是視人類能動性而定，

人類的能動性向內或向外地直接指導荒野的維護（Berkes et al., 2012: 284）。 

    綜合上述，對當代社會而言，土地倫理、土地健康的概念仍然是有意義且重要的。

Leopold 的觀點正日益成為當代永續性科學的基礎，也是保育生態學及生態健康的基礎，

其明白人與土地互動關係的意義，人類生活於土地上、照顧土地的經歷，形塑人類的意識

和態度，經由一個從生態系統到社會系統的反饋過程，反過來修改和指導人類和土地健康

的關係。並且，Leopold 土地健康的開創性概念可以視為生產使用、自我更新和管理工作

的三角形，透過恢復力的角度，土地健康可以被重新解釋和擴展為社會生態系統的健康狀

況，它涉及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維護，並為了保育和環境正義，要有操作能動

性的能力。更重要的是，Leopold 的土地倫理讓我們開始了解和熱愛土地，並承諾給予土

地公民權，也刺激我們作為公民要行使能動性，呼籲個人回應環境變遷，需要有所警惕和

行動，這樣的回應成為在個人、集體和制度上發展力量的基礎（Berkes et al., 2012: 285）。 

    回歸永續農業之經營與農業多功能性之實踐，兩者皆相當注重農業生產過程中生態系

統的維護。永續農業之基本理念在於永續發展，強調農業的生產除提供人類糧食所需外，

也能提升農業所依賴的環境品質與資源基礎（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1989），聯合

國糧食及農業組織（FAO）則定位永續農業必須具有五項特性：它是資源（土地、水、植

物和遺傳資源）上可保存；環境上非退化；技術上很適當；經濟和社會上可接受（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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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而農業多功能性與永續農業理念同樣地強調除糧食的生產外，也必須提供生態系

統服務，而農民從生產的農產品和生態服務中獲得收益。本計畫認為這與 Leopold 土地倫

理的訴求相同，在農業生產過程中，人們對土地的利用必須有所節制，人們必須本於群

落、合作、責任的三個原則從事農業的經營，此內涵包含農民必須體認自己是土地的一部

份，與土地是共生共榮的，因此農民必須抱持著生態良知，尊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權，並與

生態系統合作，負擔起維護土地（或生態系統）健康的責任。 

    此外，Nicholas Jordan And Keith Douglass Warner（2010）提出了多功能農業的發展必

須結合農業與生態系統，經由社會系統和生物物理系統之間的回饋（feedback），與社會

學習的過程，形成人類（含政府、農民、市場企業、非政府組織等）與生態系統之間的

「農業生態合作關係」（agroecological partnerships），產生多功能農業所需要的知識，進而

促使農民實踐多功能性。本計畫認為從「社會生態系統」與「恢復力」理論的觀點，可重

新詮釋這種多功能農業的發展模式，即為透過農業生產的「管理」工作，農民需實踐「土

地倫理」，聯合人類的「能動性」，運用社會系統內部、生態系統內部與兩系統之間的互動

關係，使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彼此合作，共同支持多功能農業的實踐，以共同促進社會健

康與生態健康，如此形成一種社會生態系統的良性循環。 

2. 多功能性之內涵與實踐原則 

    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概念最早出現在國際層級是於 1990 年代，並立即成為

一個有爭議的議題，因為它被用於世界貿易談判中，一些國家將之作為一種「防禦」，對

抗貿易自由化的支持者。這些國家（包括歐盟成員國、日本、瑞士、挪威和南韓）認為，

多功能性表達的是一個合法的非貿易因素，大多與公眾一般利益的保護相關，並可以用來

辯護對農業進行的公共干預（Burrell, 2003; Hollander, 2003）。 

    在國際層級關於農業的論述，除了多功能性外，更多地探討永續性（Sustainability），

尤其強調永續農業的發展，而農業多功能性與永續性的關係為何？永續性是指利用資源的

方式，不論是人類、自然和人為的方式，皆要能滿足當代的需求，同時不損及後代滿足本

身需求的能力，因此，永續性本質上是目標導向（goal-oriented）的，亦即經濟活動與資

源的永續利用應是兼容的，以實現永續性為最終目標。而多功能性是指一項經濟活動可能

有多個產出，藉此，同時對一些社會目標作出貢獻，因此，多功能性是活動導向

（activity-oriented）的概念，是指生產過程中一些特定屬性（specific properties）和多個產

出（OECD, 2001:6）。故而，如前述本計畫提出以土地倫理與土地健康為多功能性的基本

精神，而土地倫理與土地健康皆是為了實現永續性，故本計畫認為多功能性指農業生產活

動中能有多個產出，且其能有助於社會目標的達成，這些產出與社會目標的最終目標應是

落實農業環境的永續性。 

    究竟多功能性之定義為何？對於農業多功能性之操作型定義而言，多功能性的核心元

素應符合各國已經認可，此為：「（1）多重商品產出與非商品產出的存在是由農業聯合產

出的；以及（2）某些非商品產出呈現了外部性或公共財的特徵，這些財貨的市場是不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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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或功能不足的。」（OECD, 2001:7）。OECD 的定義明確指出多功能性之特徵主要為聯

合生產（Joint Production），此指在任何產業，次要利益是伴隨著主要產出共同生產的，若

沒有主要產出，聯合生產的次要利益即為無用（Vanzetti, D. and E. Wymen, 2004: 4-5）。基

此，各國政府、學者對於多功能性之解釋皆有不同的論述與主張。 

    目前關於多功能性的分析主要有兩種解釋：第一是解釋多功能性為經濟活動的特徵，

此指經濟活動的多功能性特徵是多重的、互相連結的產出或效果，然而這些產出可以是正

面或負面的、有意或無意的、互補或衝突的、增強或抵消的，又有些產出在現有市場是具

有價值，而其他產出可能沒有市場機制，故這種觀點可稱之為「實質的」（positive）多功

能性概念。第二是解釋多功能性為指定農業扮演多重的角色，即農業受委託滿足某些社會

功能，則多功能性不僅是一個生產過程的特徵，更是使它本身顯現一個價值，因此維護一

多功能的活動或製造更多「多功能的」活動可成為一個政策目標，故這種觀點稱之為「規

範的」（normative）多功能性概念（OECD，2001：9）。至於，本計畫對於多功能性的解

釋主要為第一種，亦即認為其指農業生產活動的特徵是能產生多重的、相互連結的產出，

可能是商品產出或非商品產出，這些產出可能是正面的或負面的，不一定能經由市場機制

來評估其價值，因此，後續對於本計畫三個研究個案之分析，透過研究人員的觀察與訪談

當地農民，將著重於探討當地農業活動生產出哪些商品產出與非商品產出，以肯認其「實

質的」多功能性。 

    另外，本計畫多功能性的基本精神為土地倫理與土地健康，因此強調農業活動應盡可

能製造更多非商品產出，尤其是環境方面的正外部性。然而當私人生產這些非商品產出的

私人成本高於社會成本時，將使私人的最適產出低於社會的最適產出，因此需運用各種不

同的方法來縮小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間的差距，這取決於這些非商品產出的特定的公共

財特性。為此，OECD（2001:19）提出可應用以下的分析框架，能夠辨別潛在與貿易自由

化目標相衝突的政策問題，以決定非商品產出的公共財的供給方案。總之，要解決的問題

是： 

（1） 商品產出和非商品產出之間是否存在很強的聯合性？且聯合性不能透過一些方式

改變，例如，透過改變農業經營實踐和技術，或追求以更低的成本由非農業提供

非商品產出？ 

（2） 如果是的話，有沒有一些與非商品產出相關的市場失靈？ 

（3） 如果是的話，有沒有非政府的選擇（如創造市場或自願供給）被提出作為最有效

的策略？ 

    最後，只有當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是”時，才能根據在供給面存在的聯合性特性，

及在需求面非商品產出的不同的公共財特性，界定最有效的干預措施。各種方案，包括自

願供給、中央政府供給、當地政府供給、透過利用消費關係的供給、透過善用聯合產出的

供給、俱樂部供給，和社區供給，皆應仔細檢視。交易成本，包括與各種選擇有關的行政

成本，也應予以考慮。有些選擇可能最終需要政府的作用非常有限。穩定性問題、公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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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所得分配問題和國際外溢效果也可能影響政策選擇（OECD，2001：19）。 

多功能性在開發中國家的影響可能不同於已開發國家，雖然在這項工作中建立的分析框架

原則上可以應用到這兩種國家。關於多功能性方面，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異

大多是程度上的不同，而非性質上的不同。在程度上的差異，可能會涉及對非商品產出的

需求程度和型態、創造市場和自願供給需要的制度框架、交易成本及公共管理部門的能力

（OECD，2001：18）。 

    人們認識到，在回答這一系列的問題中隱含的資訊需求可能十分繁重，且不一定能獲

得完全明確的答案。資訊需求的可得性本身可能會影響政策的選擇。並且，應該注意，不

一定能夠按順序回答上述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的答案只可能出現在比較可能的選擇之所

有成本和收益後（OECD，2001：19）。 

    即使有這些實際困難，框架（即在三個問題的基礎上深入探索）可以作為一種工具來

協助決策者了解分析工作中發現的主要問題。框架的應用是非常重要的，以避免政策是無

效的、無效率的、高成本的，且避免與國際義務相衝突的風險。除了這些政策造成的市場

影響、因貿易影響而在其他國家產生的正面和負面外部性之外，需要完全地考量政策的國

際外溢效果的成本，及需要包含在內的國內非商品目標（OECD，2001:20）。 

    綜合上述，本計畫採「實質的」（positive）多功能性概念，後續將採討論三個研究個

案之農業多功能性，探討當地農業活動製造哪些商品產出與非商品產出，並將運用上述三

個問題的框架嘗試分析這些非商品產出，進而提出哪些非商品產出可以透過農業環境補貼

來增加供給，作為後續研擬農業環境補貼措施之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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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功能性之分析架構建立 

    依據 OECD 的定義，多功能性是指由農業聯合生產多種的商品產出與非商品產出，某

些非商品產出呈現了外部性或公共財的特徵，可能是經濟、社會與環境方面的多種功能，

因此，此種具有多功能性的農業，可稱之為「多功能農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MFA）。 

    為促使人們採用 MFA，Nicholas Jordan And Keith Douglass Warner（2010）提出了一個

啟發式的策略，此模式主要是透過新的「事業發展」（enterprise development）模式，使農

民從生產的農產品和生態服務中獲得收益。這樣的事業產生於社會和生物物理系統之間跨

尺度的運作及回饋（feedback）。而廣大的、相互依賴的社會部門中，經濟行動者會協調

創新，此創新會產生回饋予新事業。這樣的過程需要依賴新的「子系統」－「農業生態合

作關係」（agroecological partnerships），此種合夥關係會產生特定地點的農業生態知識

（agroecological knowledge）。同時，此過程也需要透過改變公眾輿論和政策，形塑新的

「超級系統」（supersystem）。這種策略可以增進 MFA 的實施，如下圖說明。 

 

【圖 3】多功能農業事業發展模式 

（資料來源：Nicholas Jordan and Keith Douglass Warner, 201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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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心系統：透過「良性循環」，創新事業發展系統 

    於此 MFA 之發展策略中，以「事業發展」為核心系統，為農民及多功能性的農業生

態系統，開發新的經濟機會、新的管理系統或政策，並透過事業發展，促進農業多功能性

的良性循環，同時支持 CO、NCO 的聯合產出。 

    此模式利用內生性（即由下而上）的鄉村發展理論中「良性循環」概念，提供一個正

向的、積極的回饋循環系統，此循環將整合及提升鄉村資源，包含自然、人類、社會、文

化、政治和金融性質的資產。原則上，良性循環過程會產生 MFA 系統中的自然資源和其

他資源之間的綜效，促使這些資源共同增加。並且，良性循環過程的運作是建立在傳統農

產品和其他有價值的商品、服務和設施的有效聯合生產之上，而有效的聯合生產將使許多

部門有機會從這些生產中獲取價值，這使他們有誘因支持 MFA。 

    當多功能性農業生態系統所提供的各種設施、商品和服務，能吸引多數利益團體（例

如：野生動物保護組織、農民組織、再生能源的團體）時，假定交易成本低，將促使這些

利益團體願意共同合作，以支持多功能性農業生態系統。若合作是有效的，會產生新型態

的支持性作法，如新興市場的出現，人們希望購買來自多功能農業生態系統的商品、財貨

及服務；或如非市場機制的支持，例如農地保護方案、其他地方或區域層級的政策措施；

或如來自廣泛部門的支持，例如金融、管理、技術、商業、教育等部門。原則上，來自這

些支持性作法的收入、資源流向地主、農民及多功能農業生態系統的管理者，會產生正面

回饋鍊，形成良好循環過程，進而增加 MFA 的採行。 

然而，良性循環模式的發展是被低估的。第一，由於耕作過程中任何重大變化必然會產生

可觀的成本和風險，此時地主及農民需要大量的支持，而農業商品和非商品的財貨、設

施、服務的收入流必須支持其改變，這些收入流可能是環境服務的給付或其他類似的收

入。第二，新的 MFA 事業必須克服社會和生物物理的慣性，如執政黨的反對和很長的停

滯期間，這需要關鍵性、系統性思考，及組織及引導策略性集體行動，才能強化及調整已

經建立的生產和管理系統。第三，此模式也強調需要發展新的「管理制度」，以支持一個

跨社會、技術、市場、政策部門的協調，及在此持續過程中的「知識創新」，例如：能提

供農民給付以生產更多的環境服務，這需要多方利害關係人的合作溝通、學習、討論和談

判利益衝突（Nicholas Jordan and Keith Douglass Warner, 2010: 61-63）。 

    基本上，核心系統強調的是農業生產者與土地管理者可以通過聯合生產農業 CO 和

NCO（如生態服務），連結市場和替代性激勵制度，即透過 CO 市場獲取利益，並藉由

NCO 支援 MFA 的實施。此外，利害關係人、市場、組織（科學組織、非政府組織）也會

提供各種形式的付出和支援，來促進農業多功能性，增加 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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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子系統：透過合作式社會學習，建立農業生態合作關係 

    其次，建立「農業生態合作關係」的子系統，強調「合作的社會學習」（Collaborative 

social learning），發展農業生態系統運作所需要的知識，與促進多功能性所必要的知識，

以知識的力量與運用，最大限度地發揮農業的 NCO，並提高 CO，亦即，多功能農業除了

需要生產CO的技術知識外，也需要產生特定地點、多功能、生產NCO的農業生態知識，

以幫助不同利害關係人協調多種目標管理工作。 

    而且，永續發展的多功能農業的企業發展也需要一個更完整的農業資源管理策略，以

產生多重利益流，並讓農業生產者與土地管理者能取得這些利益流。當設定多功能農業目

標時，要求不同的個人和組織的參與，需要平衡和綜合多種社會經濟目標，及使其產生綜

效，則有必要進行協商和多學科的活動。 

    而不論是農業生態系統的知識、利益流的產生、多重目標的綜效，皆取決於「社會學

習」的共同引導，此被定義為「不同的利害關係人參與管理、研究特定的農業生態系

統」。換言之，農業生態合作關係，係由農業生產者、科學家、專業顧問、公共機構的官

員及擁有相關知識的其他各方，形成緊密結合多方利害關係人的跨尺度夥伴關係，創造新

的社會網絡，共同透過研究活動、學習及研議過程，彼此合作溝通、學習、討論和談判利

益衝突，共同促進社會學習，創造新的知識、新的做法，並解決知識落差的問題，以達到

多樣化的商品生產、提高生態系統服務，支援多功能農業的實施（Nicholas Jordan and 

Keith Douglass Warner, 2010: 63-64）。 

6. 超級系統：透過重新定位農業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形塑公眾輿論和政策 

    最後，利用創新的社會價值觀，形塑公眾輿論和政策的「超級系統」，及設法鼓勵或

獎勵增加多功能農業，以增進利害關係人、農業生產者、土地管理者、市場、組織（科學

組織、非政府組織）、政府投入 CO、NCO 的聯合產出。 

    首先，強調推行多功能農業時將面對政治與倫理的批評，MFA 的發展需要廣泛的公

共支持，且多功能農業的 CO、NCO 產出組合，需要整合、協調多種社會目標，此亦有賴

集合社會各種輿論力量，最終形成支持 MFA 的整合式的社會觀點，透過超級系統能轉化

經濟、社會、政策的支援至多功能農業的發展上。其次，MFA 將持續面對懷疑的態度及

制度的障礙，這也需要重新形塑公共輿論，及創造更廣泛的社會經濟支持的基礎，透過整

合式的社會觀點，以反映多種領域的世界觀及分享的社會倫理的論述，令利害關係人確實

體認到多功能農業的內涵、潛力與市場價值，能夠受到廣泛的認同、具有共同的願景才是

多功能農業實現的關鍵。第三，成功發展 MFA 最關鍵的行動在於推行倫理關懷的社區，

及透過永續鄉村企業發展與政策，推動市民農業。最後，要促成政策改變，也必須依賴制

度與組織行動的改變，藉助跨部門的聯合、異業結盟、特殊政治力量來設法形塑 MFA 的

支持政策，以支持多功能農業和良性循環的運作（Nicholas Jordan and Keith Douglass 

Warner, 2010: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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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本研究計畫即是期能透過國土規劃手段、農業政策手段，並形成公眾輿

論，建構「超級系統」，以促使政府、農民、企業、非政府組織、科學組織、市場消費者

重視、參與、支持多功能農業，促成利害關係人的合作，與發展、學習能提高農業 CO、

NCO 聯合產出的知識，進而建立「企業發展」的核心系統、「農業生態合作關係」的子系

統，如此透過跨尺度的夥伴關係，增進多功能農業的實施，盡量達到農業 CO、NCO 的最

高限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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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德戰後國土規劃、農業體制之演進 

1. 德國戰後國土規劃體制的變遷 

    德國國土規劃體制，或稱空間規劃體制，最早的聯邦與邦國土規劃來自於 1919 年的威

瑪憲法，戰後北萊茵邦在 1950 年通過邦國土計畫法，1965 年才通過聯邦層級的國土計畫法

（Raumordnungsgesetz, 直譯為空間秩序法）。於 1976 年通過聯邦自然保護法，建立自然家

計（Naturhaushalt）概念並佐以著名之干涉規則，建構了德國在土地利用上最重要的控管

機制之一，亦即迴避、侵害最小化與生態補償義務之體系，進而建立地景規劃體系，目的

在於保育及維護多樣性之生物棲息環境，此體系既與傳統空間規劃體系共構，亦是空間規

劃體系之基礎，於環境保育事項上更具有指導空間發展計畫之功能。後於 1987 年制訂營建

法典（Baugesetzbuch）以做為土地使用管制的基本大法，做為鄉鎮市執行土地使用控管的

依據。1990 年兩德統一之後，原本的空間規劃理念轉為區域計畫綱領及策略架構，至 2006

年聯邦政府核定新的「德國空間發展理念與策略」，象徵空間發展策劃所依循的典範，將從

傳統上重視「區域間均衡發展」轉而強調「區域間成長與競爭」。以下分別介紹空間規劃體

系與地景規劃體系。 

（1） 德國空間規劃體制 

    德國最早的聯邦與邦國土規劃來自於 1919 年的威瑪憲法。由於工業化到了一定階

段，為了不同專業計畫的橫向整合，帝國（當時的體制）與各邦有了國土規劃。戰後先由

北萊茵邦在 1950 年通過了邦國土計畫法。從 1963 年開始，每四年聯邦都會發佈國土規劃

報告。1965 年時，聯邦層級的國土計畫法才通過，而 10 年之後才有了第一個版本的聯邦

國土發展方案。 

    戰後的德國，對於聯邦體制的維護，非常敏感與警覺。不僅如此，德國的基本法也保

障了鄉鎮市（Gemeinde）12的自治權，而營建法典（土地使用管制的基本大法）更賦予鄉

鎮市控管土地使用的計畫權（稱之為規劃高權 Planungshoheit），意即鄉鎮市可以決定建設

的地點。這個關鍵是：營建法典同樣要求，鄉鎮市行使規劃高權的同時，其擬定的營建引

導計畫13（Bauleitplan）必須與上位的國土計畫相符合（吳勁毅，2010）。特別值得注意

者，德國落實以空間計畫控管土地利用與營建的方法，在二次大戰後即已成形並日趨穩

定，迄今雖然迭有修正、增補，但其主軸並無重大改變，亦即在最下層的營建計畫作用範

圍內完全依應營建計畫管制，而營建計畫外的地區則由人民申請個案性開發，但原則上採

禁止開發態度，僅例外列舉少數得優先核准項目，迫使土地開發盡量回歸已為營建計畫之

地區依計畫管制使用。藉由如此之運作，得以減少土地之不必要耗用，同時達到自然生態

環境的維護，而使都市外圍廣袤的鄉間原野、森林得以成為有效的緩衝腹地。而在 1993

                                                       
12 按 Gemeinde 一詞除了鄉鎮與小型都市外，實則更指自為完整、獨立單元且擁計畫高權之各種規模之都市，包

含柏林、慕尼黑等人口逾百萬人之大都市。我國長期以來在法制上對 Gemeinde 之理解與翻譯方式限於鄉鎮村落

就計畫法制言之，並不盡正確。 
13  相當於我國的都市計畫，含土地使用計畫(Flächennutzungsplan)與營建計畫(Bebauungsplan)，結構類似我國都

市計畫中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因此過去我國學界頗有將之相互對應者。然而，鑒於此兩種計畫內容、效力

與範圍與我國主要計畫、細部計畫其實頗有不同，不宜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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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以後德修正營建法典，引入全新的 Ökon-Konto（直譯為生態帳戶，實指都市計畫預先

留設部分土地，以供生態補償措施之用） 概念，其原意固然在於克服生態補償制度在運

作上所遭遇之困境，但卻同時使土地利用的控管工具更具彈性、多樣化。 

    歷史上的德國分裂大約四十年，過去東德與西德在政治體制、思維或空間發展上都相

當的不同。1990 年兩德統一之後，為了促進德東和德西各邦之間的生活條件均衡，原本

的空間規劃理念轉為區域計畫綱領以及區域計畫策略架構。2005 年，德國空間規劃部會

的首長會議認為，1992 年的空間規劃理念已不合時宜而應重新調整，於是，聯邦與各邦

空間規劃首長先於 2005 年提出新版空間規劃理念初步內容。2006 年，聯邦政府交通、營

建與都市發展部核定新的「德國空間發展理念與策略」（Leitbilder und Handlungsstrategien 

für die Raumentwicklung），作為空間規劃的近程發展目標。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此策略的

提出，與歐盟的發展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該策略之內容即是歐盟發展策略相一致，歐盟

所採「里斯本策略」（Lisbon Strategy），兩者皆主張追求經濟永續成長與創造更多更優異

的就業機會。 

    德國聯邦交通、營建與都市發展部之國土空間規劃主導者 Manfred Sinz 指出，2006 年

所發佈的「德國空間發展理念與策略」，除了為「都會區域 vs 鄉村區域」相關論爭發展一

種新觀點，同時也象徵空間發展策劃所依循的典範，將從傳統上重視「區域間均衡發展」

轉而強調「區域間成長與競爭」。各地都會區域的出現，不是受到空間發展策略的引導所

產生，而是因為經濟發展的集中化以及知識社會中區位偏好改變所導致的結果。 

    由於德國為實施聯邦制的國家，以地方政府治理為主。在土地利用方面，增進土地資

源的最適使用，經由規劃設計、發展與控制過程等環境與經濟層面之土地管理活動，推動

城鄉地區經濟與社會發展。並且有一套從聯邦、邦、地區到市鎮的完整國土規劃管理系

統；又因德國係屬歐盟之會員國，需依從歐盟層級的空間發展構想；而全國的規劃，則需

按聯邦層級的國土空間計畫（或謂：空間秩序）予以引導，這兩者皆係透過具有整體性的

政策與方案配套施行，以指導各邦的發展。（吳勁毅，2011；整理如下表）。 

    德國空間規劃之法令架構，呈現出「各級政府權力共享」之特質：國家層級的空間規

劃主要用於協調聯邦與邦政府，邦政府的空間規劃成果則用於協調邦與地方政府，計畫過

程的密切協調，使得上下層級空間計畫具有一致性（李長晏、曾士瑋，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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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德國國土空間規劃層級、計畫種類與法源依據 

各層級規劃 

∕負責單位 
空間關係 計畫種類 比例尺 法源依據 

歐洲層級規劃 歐盟地區
歐盟空間發展構

想 
- - 

聯邦空間規劃（聯邦國土

規劃）∕（BMVBS 聯邦

交通、營建與都市發展

部；MKRO空間秩序部長

會議） 

聯邦範圍

對於德國國土空

間發展遠景的引

導與操作策略 

- 

◎ 聯邦空間規劃法

◎ 空間規劃部長會

議協議（聯邦政

府與各邦政府簽

訂之協議） 

邦整體發展規劃 

（邦發展規劃）∕ 

（邦發展計畫部門） 

各邦範圍
邦整體發展方案

與計畫 

1:200,000–

1:500,000 

◎ 邦規劃法：邦發

展計畫的任務，

最高與高等空間

規劃機關（例如

巴伐利亞邦經濟

建設交通科技部

為最高空間規劃

機關，邦內各區

政府為高等空間

規劃機關） 

區域規劃 

（區域∕地區發展規劃）

∕ 

（區域規劃協會；區域內

行政首長） 

區域 區域計畫 
1:100,000–

1:50,000 

◎ 邦規劃法：區域

規劃協會的組織

與任務 

鄉鎮市規劃 

（市鎮建設總體規劃） 

∕（鄉鎮市議會） 

･ 鄉鎮市 

･ 鄉鎮市

的部份

地區 

･ 城市發展概 

･ 土地使用計畫 

･ 營建計畫 

1:20,000 

1:10,000– 

125,000 

1:500– 

1:1,000 

◎ 營建法典：規劃

高權為鄉鎮所享

有 

◎ 鄉鎮市規章：建

築法典之鄉鎮規

劃高權為鄉鎮市

議會下之規劃委

員會行使 

私人規劃 

（起造人；建築師） 
建築基地 建築計畫 1:50–1:100 ◎ 營建法典 

（資料來源：修改自 Magel, 2010；吳勁毅，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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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聯邦級—聯邦國土規劃（Raumordnung） 

    在聯邦的層級，針對空間規劃只提出一般指導原則。因此，聯邦基本上對地方無法

直接管理，聯邦政府主要提供空間規劃的策略，透過溝通與說服來進行地方層級的空間

規劃。聯邦政府事實上所發揮的最大影響力在於財務平衡與預算的編列，主要藉由財務

平衡及稅收來進行規劃，這部份的影響更勝於介入地方空間規劃的影響。聯邦政府收到

的稅收能透過指導原則來進行分配，貧窮的邦能夠利用這些資源，各邦的生活條件和資

源獲得較公平的結果。14 

    由於德國為歐盟的會員國，必須依從歐盟層級的空間發展構想，聯邦政府的角色像

是夾心餅乾一樣，在推動空間規劃政策時受到很多因素影響。又德國為實施聯邦制的國

家，以地方政府治理為主，全國的規劃，則需按聯邦層級的國土空間計畫（或謂：空間

秩序）予以引導，這兩者皆係透過具有整體性的政策與方案配套施行，以誘導各邦的發

展（顏愛靜，2012：18）。此層級規劃為：聯邦空間規劃（聯邦國土規劃），負責單位為

聯邦交通、營建與都市發展部（BMVBS）與空間秩序部長會議（MKRO）。而法源依據

為：聯邦空間規劃法、空間規劃部長會議協議（聯邦政府與各邦政府簽訂之協議）。 

    基本上，德國的國土規劃策略主要建構於三大基礎－中地理論15、發展重點與主軸

原則、均衡發展原則。此三大原則對於各規劃層級進行協調與溝通，當可發揮指導作用

與減少不必要的爭議（陳明燦，1997：9）。 

    值得注意的是，農地與糧食安全的意義首在空間規劃法被強調出來。在 1998 年修訂

的聯邦國土規劃法中，正式引進「聯邦自然保護法案」（Bundesnaturschutzgesetz）調節衡

平的要求。亦即，在邦的發展計畫、區域計畫或是區域性的土地計畫當中，必須進行環

境評估（Umweltprüfung），計畫中擬定的措施若有對於環境有負面衝擊之虞者，應提出

避免、減低或是衡平的措施。此項結合對於農地的保護起了重大的作用，將農地轉作他

用若損及原來農地扮演的「環境功能」，依法必須採取衡平措施補救（顏愛靜，2012：

20-21）。 

  

                                                       
14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都市及住宅發展處主辦，國土規劃及不動產資訊中心執行，2007.4.24-

26，德國空間規劃技術研討及培訓計畫研討會會議紀錄，頁 80-81，http://theme.cepd.gov.tw/gsspt/images/研討主

題三.pdf。 
15 中地理論（Central Place Theory）是由德國地理學家 Christaller 於 1933 年在其著作「德國南部的中地」所提

出。他將地表實際情況加以簡化，假設一理想之地理環境如下： 

1.無限的均質平原，沒有河流，只有均勻的運輸路線。人口平均分布，每人所得及需求均相同。 

2.以平原上之聚落做為中地，提供居民行政與經濟之服務機能。 

3.商業機能供給者追求市場區域極大化，亦即中地間隔距離極大。但消費者則希望接近中地以節省交通與時間

成本。 

4.由供給者與消費者相互牽制的結果，使各類商品因價格與機能高低而擁有不同之銷售範圍，也因此產生不同

之中地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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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邦級—邦發展規劃（Landesentwicklungsplan） 

    二次戰後德國戰敗，全國切割為佔領區與共管區，目前各邦的疆界亦是當時所劃

定，因而並未考量都市發展、區域經濟結構與居民身份認同等因素。其後，為了突破既

有邦界的分割侷限，以解決區域（Region）發展與城市地區（urban areas）的公用事業問

題，各邦便在區的層級建立跨域合作機制。不來梅（Bremen）、漢堡（Hamburg）與兩德

統一後的柏林（Berlin）此三個城市邦，是最早面臨跨邦界發展問題的城市地區，於是，

德北各邦開始共同進行區域規劃。邦政府甚至建立了聯合行政機關和聯合司法機關。此

外，巴登符騰堡、黑森與萊茵蘭-普法茲三個邦政府則共同設立三個區域規劃機關

（regional planning authority），以協調位於三邦鄰界的萊茵—內卡（Rhein-Neckar）區域

之發展。這些機制的設立，使得地方政府和區域機構得以強化運輸、住宅、水保及廢棄

物問題的協調整合（李長晏、曾士瑋，2012：16）。 

    因而，各邦政府為了達成聯邦空間規劃與邦規劃的目標，於是承接了聯邦國土規劃

法之規定，擬定了邦規劃法（LPG），作為研擬全邦各種規劃知重要依據。故可得知：德

國聯邦層面的空間規劃主要為各州提供空間發展方向的引導，實現聯邦區域範圍的空間

發展（謝敏，2010）。 

    又，可從得知，各邦有其邦發展計畫（LEP），以擬定全邦一般性的發展目標，並且

確定個別部門的發展目標。值得注意的是，農業發展的目標與規劃原則，往往與其他基

於經濟觀點的發展目標互相衝突。因此，邦發展計畫（LEP）以及其下位的區域計畫

（RP）或地區發展計畫（GEP），就必須審慎評估各種目標與利益，才能使各個部門的

不同發展要求皆能得到合理之解決（顏愛靜，2006：80） 

③ 地區級—區域∕地區發展規劃（Regionalentwicklungsplan∕Gebietsentwicklungsplan） 

    區域計畫或地區發展計畫為邦政府與地方政府基層規劃單位之中間橋樑，傳遞各邦

有關土地利用發展構想給基層鄉鎮機構，使其對各種規劃作必要性的調整。就農業之觀

點而言，區域計畫之目標在改善農林業生產條件及農場結構；區域計畫中農業政策概念

將較為清晰與具體（顏愛靜，2006：80） 

    以巴伐利亞邦為例，該邦分為 18 個區，而每個區則有自己的區域計畫，此區域計畫

並非委託某個規劃單位來研擬，而是根據法令，由區域規劃協會來負責擬定並不斷地檢

討後變更。區域規劃協會的成員則是區域內的各縣市與鄉鎮長所組成，並推選理事會。

區域計畫的擬定與討論，是由此區域規劃協會來完成的。而區內任何的一個開發計畫都

需要經過都市計畫與營建單位的審查，審查的重點即：這個個案是否違背上位的區域計

畫或邦國土計畫？如果違背，基本上直接否決此開發案，除非其為重大開發，又符合法

定例外准許情形，且確實有開發之必要，方可能由區域規劃協會變更區域計畫以為開

發。透過這樣的機制設計，可以完全避開專家委員會制的弊病（例如被行政片面操作），

意即：所有政策主張與計畫的開發，都要在區域的政治上獲得可行性，沒有片面政治力

能夠主導某一開發計畫的可能性（吳勁毅，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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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市鎮級—市鎮建設總體規劃（Bauleitplan） 

    市鎮建設總體規劃由兩級組成，一是市鎮土地使用計畫（Flaechennutzungsplan），另

一是營建計畫（Bebauunngsplan）。前者約束行政管理部門，後者約束市民。 

    土地使用計畫涉及市鎮行政範圍內的所有地區。而此計畫之形成須遵循一套相當嚴

謹的程序，即經市鎮議會核准並報請地區專員核准後始生效力，且尊重專業管理部門對

規劃之意見與要求，如農業管理部門之建議，並適時納入民眾參與程序，尤其當農地使

用類型將發生變化時更需如此。而市鎮規劃部門按土地使用計畫並依建設用地近期需求

制定小區域之營建計畫，此將關係著土地能否立即進行建設開發。（顏愛靜，2012：32）

此計畫規範人如何使用土地，所有都市計畫行為都是在土地使用規範中被架構。透過土

地使用方式及土地使用強度的管制，影響現在都市發展在土地價值評定上的重大改變。

（曾梓峰，2010：5） 

    營建計畫類似臺灣的細部計畫，即建設指導，對建設行為作細緻規範，如房屋退

縮、立面、高度等規定、或基於安全考量是否應留設防火牆或防火巷等；與臺灣最大差

異在於，營建計畫涵蓋三度空間中所有行為，因此德國營建計畫是將「都市設計」概念

也包含在內。 

    市鎮建設總體規劃承接區域計畫或地區發展計畫之原則，各鄉鎮市擬定之下階計畫

「市鎮建設總體規劃」為牽涉更實際的土地利用計畫與建築管理規劃，它規範並指導全

鄉鎮市地區的土地利用。由於市鎮建設總體規劃主要之任務乃在規範土地利用的秩序－

以引導有秩序的都市發展與鄉村建設，使土地利用得以符合公眾利益與社會要求，進而

確保一個合乎人性尊嚴的生活環境；因此鄉鎮市政府除了在市鎮建設總體規劃中提出一

般性及部門規劃之構想與措施外，亦必須整合農林業土地利用之發展目標，以及達成之

方式、範圍及時程。（顏愛靜，20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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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地景規劃體制 

① 地景規劃體制之變遷 

    德國，在工業革命之後，面對都市發展所面臨之過度開發與自然環境破壞等問題，

不但積極引入環境品質管理之觀念，於 1976 年率先制訂「聯邦自然保護法案」

（BNatSchG），其立法目的在於以永續發展、對未來世代負責的態度，對生態系內諸多

成份加以保護，規定各邦應規劃「土地保育暨地景計畫」作為維護生態保育空間上行政

計畫，並作為推動自然保育重要政策工具（劉小蘭，2009.05：4），以積極規範和調節人

類基於發展需要所生成之開發侵擾行為，保育及維護多樣性之生物棲息環境。自此，以

自然保護法案為母法，始建立與傳統都市空間與建築體系共構的「地景計畫」體系。 

    在地景計畫體系中，於聯邦、邦、區域及市鄉鎮等四個層級，建構了相平行對應的

規劃層級，包含聯邦的「地景方案」、邦層級的「地景綱要計畫」，以及區域及市鄉鎮層

級的「地景計畫」，是作為實現國土綜合開發及邦級規劃所擬目標下，載明實現自然保護

與地景維護目標之地區間需求及措施。並且，各層級的地景計畫，在整個德國國土空間

規劃體系中，是平行獨立，但又與空間計畫體系的各類計畫，形成「支援、共構」及

「整合協調」之關係。於各層級空間計畫中，皆以地景規劃作為環境承載力的基礎，並

空間發展之「土地使用」受到地景規劃的橫向指導，融入地景計畫之概念，令地景規劃

成為目前德國空間規劃體制中重要的基礎（曾梓峰、陳子文，2007：224、228）。 

    1976 年「聯邦自然保護法案」制訂後，地景規劃開始被一般性理解為生態塑造導向

的空間環境規劃，以及土地維護工作的一環，其任務有：人類生活自然環境的規劃、確

保、發展，包含：侵擾行為的調節、環境影響評估的研究、對其他部門計畫的協調控

管、物種與棲地系統規劃的相關保護方案、維護與發展計畫與其他的評鑑，自此開始對

環境進行主動塑造。從 1992 年起，德國各個地方與城市的地景計畫，被要求與土地使用

計畫（F-Plan）的通盤檢討共構執行。因此，「地景規劃」在德國被認為是一個「落實自

然保護與地景維護的專業性計畫工具」，更是公共關係事務與溝通模型的重要界面（von 

Haaren，2004；曾梓峰、陳子文，2005；曾梓峰、陳子文，2007：229）。 

② 地景規劃的示範性結構 

    地景規劃的示範性結構（彙整如下圖），含：（1）介紹，（2）當前的使用和預期使用

的變化，（3）現存和預期的自然與地景情況，（4）評估現存和預期的自然與地景情況，

（5）目標和發展概念，（6）保護、管理和發展措施，（7）實施注意事項，（8）戰略環境

評價（補充細節），（9）總結。 

    首先，關於當前的使用和預期使用的變化，為了社區和地區的決策，及同時進行風

險的考量，決策者對於自然和環境特殊用途改變的影響（例如人類住區發展、農業結構

的變化、再生能源的生產），需透過較長期發展的討論。而經由對自然資源綜合的、廣泛

的詳細紀錄和評估，即得做為判斷其相互作用和累積作用，與預測預期環境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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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關於描述與評估現存和預期的自然與地景情況，有關自然和地景之現有條

件，是在合法和實用目標及標準的基礎上為確定和評估，其中包括較高層級的地景規劃

目標。並且，有關土地、地質、水體、空氣和氣候及動植物等基礎資訊，被用來推斷關

於獨特自然資源和/或與整體地景均衡之成果及功能的陳述。尤需加以注意的是，在進行

描述和評估的工作執行時，需注意結合不同地景功能和自然資源間交互影響。（von 

Haaren et al., 2008: 18-19） 

    以及，關於目標和發展概念，這是景觀規劃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即是為特殊空間區

域在具體條件下，詳細指明法定目標、自然保護原則、地景規劃管理和較高層級地景規

劃（地景計畫、地景結構方案）類此事項的說明，以設定它們真正實際上的用途。環境

品質目標也會納入考慮，這些被記在最主要的計畫或諸如聯邦政府永續性策略等策略之

下。 

    並且，關於保護、管理和發展措施，這係為了實現規劃範圍制定的目標和發展概

念，必須研擬要求與措施。自然保育機構主要執行措施，被指定在地景規劃的計畫中；

要求則是提出於其他規劃部門和被規劃的土地使用中。規劃或實際行動的預擬，是參考

自其他規劃部門工作領域中，對於自然保育和地景管理目標得實現的範圍，如果適用，

將明確制定有關實現個別規劃或土地使用可能性的協調行動建議。 

    最後，關於實施注意事項，必須整合其他規劃和協商及公眾成員參與的選項，在操

作的目標上劃分為最低限度的目標和理想目標。為了自然保護和地景管理目標的實現，

會以它們的重要性及現行的替代措施是否適用為依據。而進行目標等值決定或規劃措施

時，為了快速和成功的實現，必須考慮實施條件，因此應優先考慮易於資助的目標和與

使用者希望符合的目的。同時，為了有效分配可得的資金，優先考慮的事被納入目標和

措施中。而此控制措施的選擇，和它們實施的順序，即是規劃部門實施程序的基礎。

（von Haaren et al., 2008: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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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紹 

1.1 任務和法律依據 

1.2 空間範圍 

1.3 行動和實施架構（約束性的陳述，地景規劃系統內的職務，參與規劃，規劃實施） 

2.當前的使用和預期使用的變化 

2.1 人類定居（住宅，工業，商業） 

2.2 交通 

2.3 農業 

2.4 水資源管理 

2.5 休閒和娛樂 

2.6 釣魚/狩獵 

2.7（...） 

3.現存和預期的自然與地景情況 

3.1 簡要描述（包括自然地景/地景單元的地理分類） 

3.2 動物和植物（包括群落生境類型） 

3.3 土壤類型 

3.4 地表水和洪水區 

3.5 地下水 

3.6 氣候/空氣 

3.7 多樣性，獨特的特徵和優點（自然景色，自然和地景的體驗） 

4.評估現存和預期的自然與地景情況 

4.1 生物多樣性功能（群落生境的功能，群落生境的發展潛力，物種和生物群落） 

4.2 自然產出功能 

4.3 水資源功能 

4.4 水污染防護功能 

4.5 維持功能 

4.6 氣候功能（氣候生態相關領域，空氣品質，土地使用特定的溫室氣體排放量） 

4.7 地景體驗功能 

4.8 多功能區域（地區為不同的地景功能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4.9 地景功能和現存與預期使用間衝突的摘要（包括人類定居功能，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5.目標和發展概念 

5.1 總體目標 

5.2 主題和空間重點（包括生態網絡體系/群落生境網，水土保持，地下水和地表水的保護，

遊憩區規劃，解決衝突的其他用途，分區目標） 

6.保護，管理和發展措施 

6.1 若干部分自然和地景的保護，管理和發展 

6.2 市政措施責任範圍的概念（包括補償概念） 

6.3 其他部門和公共機構責任領域的行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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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施注意事項 

7.1 實施的概念（優先考量的事，政治策略，實施工具，融資選項） 

7.2 資訊和公眾參與 

7.3 發展計劃 

8.戰略環境評價（補充細節） 

9.總結 

【圖 4】地景規劃的示範性結構（核心單元） 

（資料來源：von Haaren et al.，200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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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地景規劃的內容框架 

    因為政治議題或所有議題的評估決定採取行動的優先性，有時會使具有較強影響性

的執行措施被排除，所以，如何量身定做地景規劃的執行措施，以符合實施條件，和獲

得相關政黨同意的範圍，常常是決定性的因素。在這種情況下，提出補充地景規劃的解

決方案，必須是經過仔細考慮的、具有操作性的、在政治上通過的執行方案，例如那些

當地社區或區域承諾在規定期限內實施的措施（但這承諾也可能被改變）。（von Haaren et 

al., 2008: 35）而關於地景規劃的內容框架，受「聯邦自然保護法案」規定如下： 

․ 預防、減輕或消除入侵 

    現有的或預期的入侵減緩控制的預備工作，要注意適當的減緩和補償措施和地區，

重點在於目標群體和執行導向。在地方層級，當地社區應協調地景和都市發展規劃的時

程和內容，特別是計劃性的住宅區擴大，報告書中應評估其可預見的環境影響，針對各

種自然資源（如物種和棲息地、土壤、水、氣候、自然景觀和遊憩），說明其受影響地

區的特徵和大小、預期受到損害的現有價值和功能等，據此，從自然和地景的觀點，評

估建築開發地區的適宜性，並提出預防、減緩和補償入侵的建議。在個別情況下，可以

設定環境審查或環境信封規劃的調查範圍設置，正確地決定更深度調查的類型和範圍

（von Haaren et al.，2008: 34-35）。 

․ 開發群落生境的網絡，及保護、管理和發展寶貴的群落生境和地景單位 

    「聯邦自然保護法案」的目的之一是創建一個群落生境網絡，以長久保護動物和植

物的原生（本土）物種以及生態的相互關係。地景規劃特別適合用於群落生境網絡的規

劃理念，因為一個理想的解決方案是透過增強和深化調查，來獲取必要的資訊，而調查

能以作為地景規劃的任何一部分來執行。發展群落生境網絡的合適地區及措施，作為保

護整體大自然的概念的一部分，可以用以引導實現與其他目標（如防洪）的共同作用，

也可以轉化成多功能的措施，更可以轉移到整體空間規劃和都市發展規劃。並且，較高

的規劃層級（地景方案、地景結構計畫）意味著為確保核心區，需要範圍廣泛的網絡和

建議，而透過其他措施或連接元素，於地方層級可以產生小規模的網絡。在地方層級，

地景規劃包含建議全國或歐洲的群落生境網絡如何透過保護和創造地方的獨特結構來增

強，及透過各種立法，並訂定法定區域網絡的最小密度，來確保群落生境網絡所必須保

護的地區。（von Haaren et al., 2008: 30） 

․ 開發與保護的 Natura 2000 網絡 

    在跨地方（區域）地景規劃中，特別保護區（Special Areas of Conservation, 

SACs），和棲息地指令（Habitats Directive）下值得保護的地區，以及鳥類指令（Birds 

Directive）下的特別保護區（Special Protection Areas , SPAs），這些地區的重要性和大尺

度的功能關係可以顯示在全州或全國的尺度上。為確保一致性的目的，地景規劃需全盤

考慮所有地區，且要為個別（子）地區，以較低尺度的層級擬定管理計劃的行動架構。

同時，實施非惡化和非干擾的義務，可以在各自合適的規劃層級訂定地景規劃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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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計劃也可以整合在地景規劃中，作為子地區的補充模組（如委託額外的工作及服

務）。（von Haaren et al., 2008: 32） 

․ 保護、改善土壤、水體、空氣和氣候的品質和再生 

    生物的水平衡、土壤、植被、氣候以及土地用途之間存在著複雜的關係，且各種地

景功能的範圍內，自然資源的相互作用應考慮在內： 

A. 關於土壤保護，主要目標是提高自然肥力，以及保護珍稀、特別瀕危和敏感的土

壤，預防和減少風蝕、水蝕、土壤壓實、土壤的破壞和密封、污染物的輸入。 

B. 有關水的自然資源保護，關注在改善供水功能、保水功能、地下水補注、品質和地

表水的品質、防汛等，並且地景規劃可以與流域規劃機關、農業部門機關等彼此協

商與合作，相互提供規劃、監測等資訊，共同執行工作。 

C. 有關空氣和氣候的品質改善，需要從生物氣候學角度思考，瞭解氣候環境對生物的

影響。在政客、大眾切身的環境變化的基礎上，讓他們能清楚瞭解氣候變遷帶來的

影響，及必須結合控制發生原因的措施，與必須試圖減輕不良的影響。 

D. 有關利用自然資源產生再生能源，次地區的敏感性決定使用某種形式的再生能源

（風能、太陽能、能源植物），在區域和都市發展規劃或地景規劃中能顯示適合或

不適合地區。（von Haaren et al., 2008: 28、34） 

E. 保護和發展自然風光和地景的遊憩功能，自然和地景的多樣性、特徵和美感，以及

遊憩價值，應被永久保護，應據此保護和設計文化地景。因此，地景規劃主管機關

有一個積極規劃地景的設計任務，使自然和風景可以從事相容的、保護需求允許

的、敏感性允許的遊憩活動，並防止或補救地景因遊憩使用造成的損傷。並且，在

地景規劃的範圍內，也需制定要求指導使用者（旅遊業、運動組織），及應考慮相

應的規劃。（von Haaren et al., 200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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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地景規劃體制對農業體制之影響 

    德國的地景規劃體系，雖非針對農地利用和保育而設計，但其導引德國國土資源保

育暨管理，並修正集約生產農地利用政策，局部代以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作為農業多功

能實踐（劉小蘭，2009：4）。 

    德國的國土規劃體制，係以地景規劃體系為基礎；亦即，當土地（農地）釋出涉及

自然保育課題時，土地保育暨地景計畫的功能在於調查和評估自然界功能，使土地保育

和地景的重要性得以操作化，並進一步設定（管制）目標和制定措施，將農地資源中所

具有自然界功能連結到環境品質目標，和納入其下環境品質標準的落實和考核。 

    並且，關於自然界功能的調查和評估，使農地資源所承載的功能及重要性能被操作

化和衡量，也為國土規劃、區域發展及自然資源保育與管理提供了不同面向的考量與不

同政策視野（劉小蘭，2009：5）。 

    綜上所述，德國國土規劃體制，除傳統的空間規劃體系外，尚有我國所缺乏的地景規

劃體系，兩者在國土規劃的功能與角色定位上相互補足，空間規劃體系主掌全國及各級政

府的國土及區域發展、土地使用管制，而地景規劃體系負責指導全國的環境與資源保育、

管理，如此能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之目標。而在歐盟多功能農業模式的架構下，作為

農業生產之用的農地，除具有發展農業之角色外，也肩負著提供環境生態服務的功能，則

農地規劃與利用的策略，必須同時遵循全國與各級政府之空間規劃相關計畫，也必須符合

各層級的地景規劃相關計畫，而本計畫認為以空間規劃體制與地景規劃體系同時指導著農

地規劃體系，此點對於我國未來農地規劃與利用策略而言，非常值得學習與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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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戰後農業體制的變遷 

    德國與荷蘭、比利時、盧森堡、法國、意大利，於 1957 年簽署《羅馬條約》（Treaty of 

Rome），1958 年正式成立歐洲經濟共同體（EEC）（即歐盟的前身）16和歐洲原子能共同

體，旨在創造共同市場，取消會員國間的關稅，促進會員國間勞力、商品、資金、服務的

自由流通。並且，各會員國依據羅馬條約第 39 條規定成立「農業共同市場」（common 

agricultural market），自 1962 年起實施「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至今，成為歐盟內實施的第一項共同政策，為各會員國、德國所必須遵循的農業政

策（韓寶珠，2004）。因此，以下將先介紹歐盟的農業體制，再說明德國的農業體制。 

（1） 歐盟農業體制 

    歐盟商品出口在 1980 年代達到高峰。當時 CAP 的主要工具是干預購買和出口補貼，

在 1992 年之前，超過 90％的歐盟農業支出用於市場支持和出口補貼。因此，由於政府對

某些特定產品實施保證固定價格措施，保障農民的間接收入，如此大力鼓勵生產，發生了

生產過剩的問題，這造成高額的成本和預算支出，也影響了其貿易夥伴。 

    至 1990 年代，由於預算壓力，及農民和社會的需求改變，刺激歐盟內部於 1992 年進

行改革，首要為減少市場支持措施，如支持價格首次被削減，某些特定產品的收購干預措

施只提供最低的價格，這減少了所有歐盟支持性產品的出口盈餘。但是，降低干預價格導

致內部市場的價格下降，也使歐盟市場和國際市場價格間的差距降低，這衝擊到世界市場

價格，以及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因而引起其餘國家的批評。後來，社會大眾也要求限

制農業生產對環境的衝擊，以及產生對動物福利的要求。 

    1992 年的改革，另一項核心改革為從產品支持轉移到生產者支持，聚焦於支持農民

的直接收入，歐盟於 1994 年實施「直接給付」（direct payments），給予農民補償性給付，

這是朝向市場導向的第一步，允許農民在生產決定時保有一些彈性，如可選擇要種植的經

濟作物，以最大化市場利益，並確保歐洲農企業社群的經濟生存能力。此種直接給付係按

固定的面積，或固定產量，或固定動物數量來計算給付金額，但是，當連結動物的最大數

量或最大面積時，會產生不必要的僵固性（rigidity），如阻礙某些部門的結構發展，阻礙

農民發揮其全部潛力。 

    於 1999 年，歐盟會員國簽訂「2000 年議程」（Agenda 2000），為 CAP 改革方案的前

置作業與進程規劃的改革協議，其重要貢獻在於將鄉村發展正式納入 CAP 的第二政策支

柱，更加重視整個農業環境和資源的永續發展，此改革更進一步地令直接給付與生產關係

脫鉤，並透過國家計畫（有時是區域性計畫）來實現鄉村發展的目標，包括維護鄉村地區

與景觀的多樣性、豐富地方認同感、保護環境品質及創造歐洲農業模式與鄉村資產（王俊

                                                       
16 歐洲經濟共同體（EEC）發展至 1965 年，德國與荷蘭、比利時、盧森堡、法國、意大利等六國簽訂《布魯塞

爾條約》，並於 1967 年生效，轉型成立歐洲共同體（EC）。至 1992 年 1 月簽訂《馬斯垂克條約》，設立理事會、

委員會、議會，逐步由區域性經濟共同開發轉型為區域政經整合的發展。至 1993 年《馬斯垂克條約》生效，歐

洲共同體改名為歐洲聯盟（EU），共同發展外交及安全政策，加強司法及內政事務上的合作。參維基百科，歐

洲聯盟，2013/11/21 搜尋，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歐洲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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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2004），以解決特定的問題及需求，並致力於歐洲農場的競爭力，及為永續土地管理

創造誘因。每一個國家計畫（有時是區域性計畫）皆包含三個重點： 

① 透過投資及現代化，提高農業的經濟生存能力。 

② 保護鄉村環境與鄉村。 

③ 支持廣泛的鄉村經濟，而每一個會員國依據相同的措施清單，研擬其實施方案，但仍

保有彈性，以解決其國內最關注的問題，反應其特殊的經濟、自然及結構條件。 

    另外，鄉村發展方案中甚為重要的部份是「鄉村經濟發展行動連結方法」（LEADER 

Approach），其鼓勵地方目標的設定、地方人民的移動，以解決地方的問題。同時，為確

保鄉村發展政策是能估計的，措施的執行及績效需依循監測及評估的共同架構。最終，觀

察鄉村發展政策的實施結果是，透過支持農民企業、環境事業等，鄉村發展措施能與生產

及生產者支持互補。 

    基此，歐盟頒佈歐洲共同體第 1257/1999 號規章，該法規中規範如何透過歐洲農業指

導 與 保 證 基 金 （ Europaische Ausrichtungs- und Garantiefonds Fur die Landwirtschaft, 

EAGFL）來推動歐盟鄉村地區的發展，其中 EAGFL 章程第 22-24 條文中，明列維護歐洲

農業環境為各會員國鄉村發展計畫的重要議題之一，農業生產過程應以親善環境與保護自

然生活空間為依歸。因此，農業環境計畫係將優良的農業經營實務與環境保護理念整合為

一，希在農業經營範圍內，創造出有利於保護自然的生活條件，故由各國政府提撥農業環

境計畫經費來鼓勵與協助農民自願參與，計畫期限最短 5 年（王俊豪，2003）。 

    於 2003 年，歐盟進行 CAP 的通盤檢討，目標是讓大部分的直接給付與生產脫鉤，農

民不再享有與特定產品相關的給付，這是邁向市場導向的第二步，自 2005 年實施，結果

有 85％的給付與生產脫鉤。基於過去補貼收入價值的權利，脫鉤的直接給付只確保生產

者的基本所得支持，生產者其餘的所得則取決於市場。為了最大化利益，生產者必須回應

市場訊號，生產消費者需要的產品，才能最大化其所得，及透過直接給付，只能提供農民

基本所得支持。脫鉤的直接給付屬於 WTO 農業支持措施分級中的「綠箱」（green box）措

施，不會扭曲市場交易，又能確保給予其農企業社群最低的收益流，促進糧食生產安全、

高品質，也確保對其他國家衝擊最小。並且，透過確保農業部門長期的經濟生存能力及順

利的結構調整，此類給付有助於地方維持永續農業經營。另外，此類給付緊密連結環境標

準，及與動物和植物健康相關的標準，即交叉遵守（cross compliance）。因此，透過永續

農業經營，結合交叉遵守，此類給付有助於提供基本的公共財。 

    在 2004 年，有一個巨大的發展是 10 個新會員國加入歐盟，這對已經在使用的工具效

率上承受更大的壓力。特別在 2004 年，這樣發展並沒有伴隨著相應的 CAP 預算增加。事

實上，現在有限的預算將分配給 2 倍數量的農民，全職農民數量從 2004 年的 600 萬人增

加到 2007 年的 1,150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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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2008 年，核定最新 CAP 健康檢查（Health Check），延續 2003 年通盤檢討的目標，

於 2013 年令 92％的直接給付與生產脫鉤，預期 2010 至 2013 年的經費分配有 69％用於生

產者支持（直接給付），7％用於市場支持（生產支持），24％用於鄉村發展。 

    自 2013 年起，歐盟的農業政策進入新的階段，對於直接給付措施，歐盟的立法建議

重點包括：直接給付上限為 300,000 歐元，與納入綠化要求，連結生態的標準（如至少三

樣作物的栽種多樣化、禁止多年生牧草地改種、7%的面積做為生態的優先面積等）。然

而，7%的生態優先面積，及某些地區的租金因此大幅抬升的問題，遭到強烈的抨擊。除

此之外，批評的聲音著眼於這個構想的可行性，聯邦經濟諮詢委員會的看法，同他們在

2010 年對 GAP2013+所提出主張，認為 GAP 改革在過去 20 年總體而言是有其正面的效

果，但是，市場經濟需要安全欄杆，加上於今日難有理由支持價格衡平給付，且難以合理

估計公共財（公共利益）的總價式補貼效果，因此直接給付措施應該逐步削減，但這不意

味反對直接給付需要上限，也不意味反對生態優先面積。 

    於 2013 年 6 月，歐盟決議共同農業政策將採納公眾提出的各種意見，在幾個方面開

始影響深遠的改革，如採取更加公平並注重環保的直接支付方式、強化農民在食品生産産

業鏈中的地位、提高共同農業政策的效率和透明度等；這些決定顯示，歐盟將致力於應對

食品安全、氣候變化、農村地區經濟增長和就業等方面的挑戰，共同農業政策將為實現智

慧、永續、包容性的發展目標發揮關鍵作用17，而德國如何因應此次歐盟的改革，仍有待

觀察。 

    綜上，歐盟的 CAP 自 1962 年起實施至今（演變彙整如下圖），現行三個主要政策範

疇是：市場措施、直接給付及鄉村發展。未來重要的是，考慮三個政策範疇之間的內部連

結，因為它們之中任何一項都不是獨立運作的政策，彼此是相輔相成的。在未來，歐盟不

只關注在 CAP 的預算，也關注整體的共同體預算，並集中討論三項問題（European 

Union，2011）： 

① 如何調整單一給付方案（Single Payment Scheme），以讓人普遍接受並認為更公平，

同時仍然維持給付作為基本所得支持及作為公共財提供的保證？ 

② 如何處理未來的市場危機？如何確保干預能作為安全網？是否有需要新的工具，以

致力於農民所得的穩定性？ 

③ 在鄉村發展方面，如何增加政策的有效性，同時確保與支持增加競爭力、環境關懷

及更廣泛的鄉村經濟挑戰之間的平衡？如何最好地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的關注？ 

  

                                                       
17 中國經濟網，2013.6.28，歐盟機構就共同農業政策改革方向達成一致，

http://big5.ce.cn/gate/big5/intl.ce.cn/sjjj/qy/201306/28/t20130628_245244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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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歐盟共同農業政策之演變歷程 

（資料來源：European Unio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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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農業體制 

    德國有諸多在土地利用與區域管裡方面的措施來支持農民。德國政府在 1955 年制訂

的「農業法」，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和出租，鼓勵農地合併，之後實施的「土地整治法」，整

合零星的小塊土地創造出較大的耕作面積，有助於提高土地經營規模與生產效率。除此之

外，德國政府鼓勵無心或無力務農的農民出讓土地，並以獎勵、信用貸款與補貼等經濟的

手段來調整土地結構。另外還有補貼農機合作社等組織，例如農機環方案，提供現代化農

業生產的保障與基礎（張聖函，2012：65）。 

    發展至 1960、1970 年代，那是一個科技長足進步的年代，在農業領域同樣甚為依賴

科技，此時資本取代了勞動，收穫量直線上升。除此之外，農產品產量的上揚還受惠於價

格保護的政策，但由於需求量的成長明顯跟不上，造成越來越嚴重的生產過剩。剛開始的

時候，生產過剩是可接受的，但在儲存量不斷攀高，連帶國家要對此付出更多的成本之

後，政策調整的壓力開始增加，因為在非農業薪資上揚的同時，這個政策卻越難以保證農

業的收入，尤其引起小（農）企業的不滿特別高漲。在立地條件不甚豐富的地區，農民難

以保持符合經濟效益的收穫量，土地開始休耕，進而形成所謂的社會休耕，亦即基於社會

經濟緣故而無法經營。價格保護政策面臨找尋解套方案的挑戰，特別是在應該要減少維持

市場秩序的成本，避免其逐漸升高，以及穩定農業的收入等兩個方面。 

    於 1968 年歐洲共同體提出了農業改革的備忘錄，亦即所謂的 Mansholt 計畫。當時的

農業事務委員，也是歐盟委員會的副主席 Sicco Mansholt 設立了一個劇烈的結構改變計

畫，目標設定為大幅地降低農企業的數量，在 1970 至 1980 年間預計從 400 萬個的農企業

降到 100 萬個，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的、合理化作業的、有效能的農業大型企業，生產單位

應該要有最小規模。整個相應配套的結構政策性措施也已經進行策劃，然而農民強烈抨擊

這個建議，同時聯邦的政治家也對這樣的構想抱持著懷疑。 

   相對於 Mansholt 計畫以及其「成長或是式微」的結構政策，當時的德國巴伐利亞糧農

林部部長 Eisenmann 提出「巴伐利亞之路」對應之，亦即以農耕地景的維護做為鄉村地區

的價值與保護的手段。Eisenmann 認為，鄉村地區是遠遠大於農業，應將鄉村空間視為一

種文化與整體性的空間，而非僅僅只是農民生活的地方。因此，其農業政策不以純然的農

業角度思考，改以全職、副業與兼業型農企業的組合的角度為出發點，故於鄉村地區，提

供非農業之工作機會以及創造多元化的收入就成為了前提，跨企業間的共同合作可降低生

產成本與提高生產力，且在這個脈絡下，機械的、製造的以及營運的協作工作圈負擔了相

當重要的功能。 

    於 1970 年代，Eisenmann 提出維持農耕地景的補貼方案，當時就了解到維持農耕地景

的必要性，特別是在產量不高、農耕條件不好，但卻常具有地景吸引力的地區。以下兩段

引述呈現了 Eisenmann 的觀點：「經濟的思維統馭了現代人，並遺憾地讓其認為，他正在

最好的道路上，去摧毀他們的環境與生活的基礎。」、「我們需要一種尺標，去度量農林業

的社會功能，並回答，誰應該要參與維持與照顧地景的成本」。因此，Eisenmann倡議了這

個方案，藉此來確保結構虛弱地區的經營，令這些因農業結構改變而受到損害地區能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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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本問題。最後奠基在廣泛的科學性計算，按其建議的方案，研擬了保障的衡平給付架

構。至 1988 年，巴伐利亞推出完整的農耕地景方案。Eisenmann 也是 ELC（歐盟地景協

定）的精神導師，同時也促成在 1988 年歐盟資助整個鄉村地區的風潮（後來的第二支

柱），以及歐盟堪稱傳奇性的文件「鄉村地區的未來」（EU-Kommision，1988.09.29，

KOM（88）501）。 

    並且，德國聯邦參議院在 1987 年通過小農定義的決議，巴伐利亞提出了兩個標準的

建議，一個標準是農企業生產量的上限，也就是針對農企業的規模，例如 30 萬 kg 的牛

奶、250 噸的猪肉或 3000 隻的乳猪。另外一種標準是，根據每公頃的生產量，也就是連結

到面積，例如每公頃生產 15,000kg 牛奶、5 噸的猪肉或是 150 隻的乳猪。關鍵的是，若違

反了上述的產量上限，應排除其享有的特定資助措施，例如油氣的優惠等。 

    然而，聯邦經濟諮詢顧問強烈抨擊這個建議，他們擔憂此舉對於德國的農業將會有負

面影響，包括： 

․ 限制生產量上限，將會導致經濟與經營導向的農業家庭，其收入減少與發展機會受

到阻礙，且完全無法享有一般農企業的好處。 

․ 給予特定農民族群特殊的好處，可能造成鄉村地區住民內部的緊張關係，卻沒有說

明特殊待遇能有何貢獻。 

․ 在歐盟內，若僅僅只是德國貫徹這樣的做法，或是放棄其實是必要的、目標導向

的、對環境、自然與農耕地景保護的規範與措施，其對於農業生產可能產生非預期

性效應，這將損害西德農業在市場與收入的競爭力及定位。因此，此建議對財政的

影響效應，使得如何區隔小農與工業農引起很大的爭議，並且後來這個定義並沒有

真的落實。其實，從今日的觀點，制訂這種企業規模的上限其實並沒有令人信服的

理由，小農與工業農的分級，其實沒有辦法帶來益處與正面的效果，且在動物與環

境保護上並無法證實其具備一般性的益處。 

    面對 1970 年代的價格保護政策無法持續，其產生三個主要的問題： 

① 倉儲與出口設備的成本。 

② 價格補貼的出口與貿易夥伴之間的衝突。 

③ 地方性農業收入的發展無法令人滿意。 

    在 1980、1990 年代，德國普遍地達到共識，認為國家的價格保護政策不等同確保農

業的收入，也不等同能夠維持市場的均等重要。因此，基於 1988 年巴伐利亞提出的農耕

地景方案，經過四年的討論過程，德國聯邦政府於 1992 年決定開始全國實施這種直接給

付政策，雖然因影響國家財政而受到很大的批評，但直接給付是依照面積而非產量，因此

對於產量較低的地區而言能有相當的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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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999 年，於歐盟通過的 2000 年議程中，德國提出農業環境措施（Agrarumwelt- 

maβnahmen），主要包括人文景觀（Kulturlandschaft）、自然保護契約（Vertragsnatur- 

schutz）與自然景觀維護（Landschaftspflege）等農業環境計畫，可進一步區分為聯邦政府

與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計畫，前者為中央政府主導的全國性農業環境措施，主要在獎勵

農場/農民採用符合市場與立地條件的土地經營方式；相對的，後者則是根據邦政府當地

情況與特殊需求來研擬各邦的農業環境措施，諸如由農民參與景觀維護工作，透過簽訂自

然保護契約的方式來保護自然與生物群落區（Biotop）（王俊豪，2003）。 

    至 2007 年，因為世界糧價格大漲，直接給付的合法性又再次引發討論，歐盟針對直

接給付措施進行檢討，一般支持的理由為：直接給付能衡平價格走跌時農業的收入與成

本，能補償農業對公共利益面的貢獻，且相較於非歐盟國家，歐盟國家的農業必須符合越

來越多的規範，因此，此次歐盟的檢討，更確立了直接給付措施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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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戰後國土規劃體制的變遷 

    臺灣地區現行之國土計畫體系，由上而下依序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畫、直轄

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都市計畫與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計畫。其中，最上位的「國

土綜合開發計畫」（1996 年核定實施），屬於國土最高層級的空間發展計畫，具有引導全國

空間發展、協調部門計畫及指導下位計畫之功能，然其與 1979 年核定實施「臺灣地區綜合

開發計畫」，因非屬法定計畫，故對臺灣綜合開發扮演的角色並無強制力，且該計畫缺乏法

源基礎，因此無法有效發揮規範部門計畫及指導下位計畫之功能；至於「區域計畫」雖然

有「區域計畫法」作為法源依據，然卻無區域政府專責機關來推動落實，致使整個國土空

間發展規劃至今仍面臨許多問題與挑戰（葉世文，2009：97）。 

 

【圖 6】現行國土規劃相關計畫體系圖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臺灣國土改造新願景－國土計畫法草案報告，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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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計畫變遷歷程 

    1939 年國民政府訂頒「都市計畫法」，1964 年政府修正「都市計畫法」，體制上增訂

「區域計畫」，惟視「區域計畫」為「都市計畫」的一種。嗣於 1973 年政府再次修正「都

市計畫法」，刪除都市計畫有關區域計畫的條文，1974 年政府另頒行「區域計畫法」，自

此都市計畫與區域計畫分別立法，且體制上「區域計畫」為「都市計畫」的上位指導計

畫。1976 年政府公布實施「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1977 年公布「區域計畫法施行細

則」，自此區域計畫之體制初備，區域規劃及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即依區域計畫法之規定

辦理（辛晚教，1991：2）。 

區域計畫，依區域計畫法第 3 條，係指基於地理、人口、資源、經濟活動等相互依賴及共

同利益關係，而制定之區域發展計畫。該計畫除上承國土計畫，其與區域土地利用的關

係，依「區域計畫法」第 11 條與第 12 條之規定，區域計畫用來指導都市計畫及各項區域

性實質建設計畫及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與實施。（內政部營建署，1985）惟區域計畫對非

都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指導，係透過「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之規範，但有關區

域計畫對都市計畫的指導原則卻未見到有更明確的規定（內政部營建署，2005：11）。 

① 無區域計畫時期（1958~1971 年） 

    臺灣地區自 1953 年開始連續實施四年經濟建設，經濟發展迅速，人口都市化日趨劇

烈，惟人口成長過速的結果，土地濫用、公共設施不敷使用，都市畸形發展造成環境破

敗，是以為能合理與均衡的發展，政府乃配合高雄港之擴建，於 1958 年擬訂配合高雄港

擴建區域計畫，此為臺灣地區區域計畫之先河。而當時所擬訂之範圍，限於因擴港而人

口分佈、土地使用、市鄉關係以及交通運輸直接受到影響之地區，故其區域範圍僅包括

原高雄市、高雄縣之鳳山鎮、小港鄉、烏松鄉及大寮鄉之一部分。之後因北部地區人口

成長迅速、工商企業集中，再加以有類如石門水庫、國際機場、高速公路等若干重大實

質建設規劃中，為能使今後都市的發展能與此等重大建設適切協調配合，故於 1960 年完

成臺北基隆都會區域計畫，該計畫於 1970 年變更為臺灣北區區域建設計畫，而其區域範

圍包括臺北市、基隆市及臺北與桃園二縣全境。 

    臺灣南部地區，除高雄港擴建之重大建設外，因尚有加工出口區、小港機場之擴

建、火力發電廠之興建及曾文水庫之興築等建設，故繼臺灣北區區域計畫後，於 1969 年

擬定高雄臺南區域計畫，區域包括高雄、臺南二市及高雄、臺南與屏東三縣，但三縣之

山地鄉不列入該區域。而中部地區，因人口外流顯著，其區域發展不若南北地區，惟考

量國際貨物輸出入量增，已超過基隆港及高雄港之負荷，亟需興建一個新港口以為因

應，而臺中港為最適地點，故為配合該建設的實施，乃於 1969 年完成臺中區域計畫，該

區域包括臺中市及臺中、彰化與南投三縣，惟臺中及南投二縣之山地鄉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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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七個區域計畫時期（1972~1981 年） 

    為適應日後經濟建設分配投資區位及整體研擬地方實質建設需要，以集結區域為

主，同質區域為輔之概念，18對區域劃分加以重新檢討，劃分七個區域，並分別訂定區

域計畫如下表除了區域計畫的訂定，臺灣地區土地使用型態，於 1973 年以前除已發布都

市計畫地區及特別指定地區外，其餘地區並無積極管制措施，土地使用型態基本上取決

於私人的使用行為與選擇。1973 年，為因應世界糧食危機，保護優良農田，並使有限的

土地資源作經濟合理的使用，依行政院頒「限制建地擴展執行方案」及內政部頒「限制

建地擴展執行辦法」對「田」地目之高等則農田實施限建，其他地目土地則未實施管

制。依據該辦法之規定： 

․ 一至八等則農田，共 15 萬公頃，除土地所有人自建農舍外，應暫不准變更為建

地。 

․ 九至十二等則農田，如轉作工廠用地，應經工業主管機關會同農業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至轉作一般建地，除農舍及為發展交通、學校及其他公共設施需用外，應一律

暫停核准，並注意不得破壞灌溉及排水系統。 

․ 已實施農地重劃之農田，除經編定為工業用地及作農舍用地外，應暫不准變更為建

地。 

․ 已正式編定為工業用地及各地都市計畫列為工業區之土地，如使用一至八等則之良

田過多，而尚未開發者，應由省政府會同經濟部加以檢討後予以解除，恢復為農業

區及農耕用地。 

․ 對於 3 公畝以下土地地目之變更，應一律加以限制。 

  

                                                       
18  所謂「集結區域」係指包括一群雖然異質，但在功能上卻關係密切的地區而言；「同質區域」，則指將地形、

氣候、天然資源、人口分布、產業結構、經濟發展型態等具有相同特徵之地區，劃為一個區域。資料來源：

內政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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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建地擴展執行辦法」有效禁止了個人三公畝農地零星變更，但未曾對政府主

導之土地使用變更發生作用。1975 年底將 13-26 等則「田」地目編為農業用地一併納入

管制。19 1974 年「區域計畫法」公告實施，將全部非都市土地配合區域計畫的公告實

施，依照區域計畫法及其施行細則頒布「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

作業須知」相關規定，劃定 10 大使用分區及編定 18 種使用地實施管制，201976 年發布

的「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採用地及分區管制，使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進入法制化

階段。 

【表 8】區域計畫及發布時間 

區域計畫名稱 發布時間 

臺灣北區區域計畫 1970 年 

嘉雲區域計畫 1973 年 

東部（花蓮及臺東二縣）區域計畫 1973 年 

宜蘭區域計畫 1974 年 

南部區域計畫 1975 年 

新苗區域計畫 1978 年 

中部區域計畫 1979 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9  吳清輝，2004，農地釋出政策之探討－解析「農地釋出」與農地使用管理，國政研究報告，財團法人國家政

策研究基金會，科經（研）093-002 號。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TE/093/TE-R-093-002.htm，引用日

期：2013.10.30。 
20 依照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及作業須知第 5 點規定，非都市土地得依使用計畫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

農業區、工業區、鄉村區、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區、國家公園區、河川區、特定專用區等 10 大使用

分區。由於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係參照區域計畫之非都市土地分區使用分區計畫圖予以劃定，惟該計畫圖

比例尺甚小，殊難作為分區劃定之依據，故內政部特依同細則第 16 條規定，訂頒「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

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對各種使用分區劃定原則作更具體之規範，以利作業；而各種使用地之編定，

則係以掌握使用區內每一筆土地之使用狀況為手段，並作合理之用途分配，藉以達到實質管制的目的。依照

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規定，非都市土地各種使用分區內土地編為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丙種建築、

丁種建築、農牧、林業、養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利、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護、國土保安、

墳墓、特定目的事業等 18 種使用地，除國家公園區內土地不辦理使用地之編定，及得依核定計畫編定各種使

用地，暨法令另有規定外，依其編定原則辦理。土地使用編訂後，其原有使用或原有建物不合土地使用分區

規定者，政府可令其變更為原訂之使用。此外，土地一經編定應即按編定用途使用且不得任意變更，如有變

更需要，可於原使用分區範圍內申請變更編定。（資料來源：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content.asp?cid=87&mcid=70，引用日期：2013.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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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四個區域計畫時期（1982~1997 年） 

A. 「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及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發布實施 

    為了透過土地使用以調和各區域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國防建設、文化建設等計

畫，謀求有關實質建設之配合發展，藉以達成人口與經濟活動之合理分布、生活與工作

環境之改善、資源之保育與開發，1979 年訂定「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該計畫內容

包括總人口成長、總體經濟發展展望、區域劃分、人口分布、區域經濟發展展望、國民

生活結構、土地使用結構、空間結構等總體發展構想及包括農業發展與用地、工業區位

與用地、都市發展、住宅建設、運輸及通訊系統發展、水資源開發，能源開發、觀光遊

憩資源開發、國土保育與環境保護、特殊問題地區改善等部門開發構想，均列有指導計

畫。21（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79）本計畫並以集結區域與同質區域併行之概念，

將臺灣地區劃分為北部、中部、南部、東部等四個區域，北部區域，包括臺北市、基隆

市、新竹市、臺北縣、桃園縣、新竹縣及宜蘭縣；中部區域，包括臺中市、苗栗縣、臺

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及雲林縣；南部區域，包括高雄市、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

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及澎湖縣；東部區域：包括花蓮縣及臺東縣。22配合上述四個

區域的劃分，1982 年發布「臺灣中部區域計畫」，1983 年發布「臺灣北部區域計畫」，

1984 年發布「臺灣東部區域計畫」及「臺灣南部區域計畫」。上開區域計畫之重點在於

（內政部，2013：1）： 

․ 建構區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結構：區域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非都市土地分區使用

計畫、以市鄉鎮行政轄區為單位之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編定使用，以

實施管制。 

․ 擬訂非都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 訂定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鄉村區、工業區、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風景

區、其他使用分區或專用區等 8 種使用分區。 

․ 訂定 18 種使用地類別，以全面管制土地之合理利用。 

B. 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上開區域計畫依「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擬定計畫之機關

應視實際發展情況，每五年通盤檢討一次，並作必要之變更。」規定，應 5 年通盤檢討

一次，嗣因配合政府推動國家建設六年計畫及振興經濟方案，故北、中、南、東部區域

計畫分於 1995 年至 1997 年進行第一次通盤檢討，該通盤檢討之內容： 

․ 依據土地資源之主、客觀因素，劃歸限制發展地區及可發展地區，引導土地合理

利用。 

                                                       
21 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http://npda.cpami.gov.tw/files/356-1001-2126,c78-1.php,引用日期：2013.10.27。 
22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http://www.cepd.gov.tw/m1.aspx?sNo=0000486&ex=2,引用日期：201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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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立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機制。 

․ 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區位、規模、機能應徵得區域計畫委員會之同意。 

C.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發布實施 

    1996 年，因著眼於隨著政治、社會及經濟的發展，生產所需的土地取得困難、生

態環境遭受破壞、土地資源的分配發生扭曲、生活品質也未能隨著經濟發展同步提升，

故為解決上述問題，發布「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以就土地問題，進行國土規劃。該計

畫係以全臺及金門、馬祖地區為規劃範圍，配合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土地、

水、天然資源的分配及管理預作規劃。該計畫之三大規劃目標，分為：（行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1996：4） 

․ 生態環境的維護－整合保育觀念於開發過程中，合理有效利用資源，使自然資源

永續發展。 

․ 生活環境的改善－建設臺灣為高品質的生活環境，縮小區域間發展差距並調和城

鄉發展。 

․ 生產環境的建設－配合國際化、自由化及高科技化，調整產業區位，建設臺灣為

亞太營運中心。 

    該「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擬定之空間架構如下表。 

【表 9】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之臺灣地區空間架構 

空間架構 架構內容 

國際階層 亞太營運中心 

全國階層 

西部成長管理軸 

東部策略發展軸 

離島振興區 

區域階層 北部、中部、南部都會帶 

地方階層 

二

十

生

活

圈 

1.都會地區的生活圈 臺北、桃園、新竹、臺中、臺南、高雄 

2.一般地區的生活圈 
宜蘭、基隆、苗栗、彰化、南投、雲林、

嘉義、新營、屏東、臺東、花蓮 

3.離島地區的生活圈 澎湖、金門、馬祖 

（資料來源：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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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配合國土規劃目標及理念，將國土區分為具國防安全、生態

維護及資源保育的「限制發展地區」與「限制發展地區」以外的「可發展地區」兩類。

針對「可發展地區」土地變更開發使用之發展許可制，分為規劃許可、開發許可及建築

許可三階段進行，凡需變更土地使用分區或使用強度者，應申請規劃許可；凡為配置、

建設所需之公共設施、挖填土石、設計區劃街廓及整理地界者，應申請開發許可；凡已

符合規劃、開發之用地，其建築使用，應申請建築許可。另因應產業或住宅用地不足現

象及臺灣加入世界貿易組織，農業發展方向轉變，部分農地可變更做為其他使用，依上

開計畫提出「農地釋出」方案，以增加土地的供給量。並依據未來住宅、工商業、交通

及遊憩等用地需求，估計至 2011 年，將釋出農地 48,370 公頃。 

    依 1995 年行政院院會核定實施之「農地釋出」，其農地變更應遵循下列基本原則： 

․ 農地應經整體規劃後變更使用，避免零星變更，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 

․ 農地變更應規劃配置適當公共設施、環保設施及隔離綠帶或隔離設施。各目的事

業產生之廢污水，禁止排放至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以確保生態環境及避免污染

農業灌溉水質。 

․ 農地經同意變更使用者，應於相關設施設置完成後，始得辦理用地變更編定。 

․ 農地變更視其變更事業性質繳交回饋現金，其中二分之一交中央農業主管機關供

農業建設；二分之一撥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從事地方建設及辦理農地使用管

制經費。 

․ 經同意變更之農地，其內部公共設施由開發者負擔，區外公共設施則由開發者與

地方政府協議負擔。 

    該方案其近程之作法，在國土綜合發展計畫相關法規及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尚未

完成法定程序前，依據現行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體系，採「擴大農地變更管

道」、「農業用地分區調整」、「放寬農地變更限制」及「簡化審查程序」等方式辦理。其

中就「擴大農地變更管道」，係就過去僅能由政府主動辦理之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擴大

允許民間亦得隨時申請辦理，惟都市土地因政府以專案辦理都市計畫變更者，依該計畫

辦理。至「放寬農地變更限制」之作法如下23（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6：10-11、

14）： 

․ 都市計畫農業區符合整體規劃者，同意變更為非農業使用。 

․ 非都市土地鄉村區、工業區與風景區內之農業用地，同意逕依分區性質變更為非

農業使用。 

․ 非都市土地一般農業區之農業用地，其事業計畫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符合

                                                       
23 根植法律網，法規資訊，「農地釋出方案」，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040091051400-0860314，引用日期：201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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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訂定之規範者，得依其所訂審核標準，同意變更。 

․ 放寬特定農業區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變更使用： 

◎ 國家重大建設計畫，如國家六年建設計畫之各項建設。 

◎ 經行政院核定之事業或公共設施，如勞工住宅、工商綜合區等。 

◎ 住宅社區及屬低污染之工業區，其申請開發面積以灌溉系統中一輪小區為最小開

發單位（約二十五公頃）。但有明顯界線且坵塊完整者不在此限。 

    另就農地變更簡化審查的程序上，各目的事業計畫使用農地，除特定農業區應徵

得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意外，其餘各分區授權由地方農業主管機關行使變更使用同意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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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多層級區域計畫時期（2010 年~迄今） 

A. 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因應莫拉克颱風災害

檢討土地使用管制 

    2009 年莫拉克颱風重創臺灣，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重大損失，故依「區域計畫

法」第 13 條第 1 項但書第 1 款「發生或避免重大災害，得隨時檢討變更區域計畫」之

規定，辦理變更區域計畫。又基於未來災害發生地點之不確定性，及土地使用管制應

有全國一致性等考量，故本次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

討）係以全臺灣地區為適用範圍，變更對象包括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之第

1 次通盤檢討。為針對土地使用加強管制，於 2010 年 6 月 15 日公告實施「變更臺灣

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因應莫拉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

管制」之重點包括（內政部營建署，2012）： 

․ 將海域納入計畫範圍：劃定目的在於促進海域永續發展，保護、利用及管理海域

之資源與土地，防制海域災害及環境破壞；劃定原則： 

a. 本島，包括潮間帶、內水、領海範圍、及海岸地區未登記土地。 

b. 離島，依國防部公告限制、禁止水域界線之海域範圍；依該重點，除行政院專

案核准之重大計畫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之電信、能源等公共設

施、公用設備及公用事業，不再受理海埔地之開發申請計畫。 

․ 強化環境敏感地區使用管制：劃設「限制發展地區」，分為天然災害、生態、文

化景觀、資源生產等 4 類（計 20 項）24，其管制原則有二：其一為開發利用，申

請辦理以設施為導向之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變更或使用地變更編定者，除特殊情

形外，不得位於限制發展地區；其二為整體規劃需要，對於不可避免夾雜零星小

面積土地，如納入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應規劃為保護區或保育等相關分區為原

則；內政部並配合於「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增列相關查詢項目，並修

訂相關規定。 

․ 導入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重疊管制概念，檢討非都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資源

型使用分區，包括河川區、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

非以開發為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與風景區；本計畫公告實施 2 年內（2012 年 6

月 15 日），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製定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

                                                       
24 20項內容如下：1.土石流潛勢溪流、嚴重崩塌或其他高危險地區。2.山坡地查定為加強保育地區。3.活動斷

層兩側一定範圍。4.特定水土保持區。5.河川區域、洪氾區一級管制區、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排水設施範圍。

6.國家公園區內之特別景觀區、生態保護區。7.自然保留區。8.野生動物保護區。9.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10.自然保護區。11.沿海保護區內之海岸自然保護區。12.古蹟保存區。13.遺址。14.國家公園區內之史蹟保

存區。15.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16.重要水庫集水區。17.水庫蓄水範圍。

18.國有林地、保安林地、大專院校實驗林及林業試驗林地等森林地區及區域計畫劃設之森林區。19.溫泉露頭

及其一定範圍。20.其他依法劃定應予禁止開發或建築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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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請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核備；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會同專家學者與相關

局（處、室），組成專案小組統籌辦理。 

․ 強化未登記土地、海岸保護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等之使用管制： 

a. 未登記土地 

    本計畫公告實施後，未登記土地之使用管制應遵循下列規定辦理，未測量、登

記前，應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法令加強資源管理；經測量、登記後，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儘速辦理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申請開發利用案，應於申請範圍內

之未登記土地完成土地測量、登記後，始得申請開發，並依核定計畫劃定適當使用

分區及編定適當使用地；屬潮間帶部分，無使用分區者，應劃定為海域區；無使用

地者，應以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或生態保護用地為原則。而依「非都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 7 條規定，山坡地範圍內森林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土地，在未

編定使用地之類別前，適用林業用地之管制（內政部，2010：31）。 

b. 海岸保護區 

    海岸保護區之使用管制，分別按區位實施不同程度之管制，如下表所示： 

【表 10】海岸保護區之使用管制 

區位 
自然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陸域 海域 陸域 海域 

非都市土地 

仍維持原使用分

區，其土地以編定

為國土保安用地或

生態保護用地為原

則。 

以生態保護或保育

為原則。 
以維持原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編定為原

則。 

以生態保護或保育

為原則。 

都市土地 

應檢討變更為生態

保護區、特別景觀

保護區或其他相關

保護區，並檢討修

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內容，加強資源 
保護。 

應檢討變更為生態

保護區、特別景觀

保護區或其他相關

保護區，並檢討修

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內容，加強資源

保護。 

應檢討修訂土地使

用 分 區 管 制 內 容

（如適度降低使用

強度、限縮使用項

目、納入都市設計

審查等）。 

應檢討修訂土地使

用 分 區 管 制 內 容

（如適度限縮使用

項目）。 

國家公園土地 

應檢討變更為生態

保護區、特別景觀

保護區或其他相關

保護區，並檢討修

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內容，加強資源 
保護。 

應配合調整土地使

用分區及管制內

容，加強資 
源保護。 

應配合調整土地使

用 分 區 及 管 制 內

容。 

應配合調整土地使

用 分 區 及 管 制 內

容。 

（資料來源：內政部，2010：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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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納入「條件發展地區」） 

    由政府主動將「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特定農業區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之政

策，應重新檢討修正，並應採因地制宜方式分別擬定復育計畫加強管理；一般性管

制規定，包含用水計畫應依經濟部「用水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規定審查通過、應

以低耗水使用為原則，如農舍與農業使用、涉及容許使用、使用分區變更或使用地

變更需增加用水量時，應取得供水或用水證明文件、縣市政府應加速辦理違規水井

取締工作、鄉（鎮、市、區）公所隨時檢查非都市土地，如有違規土地使用管制

者，應即報請縣市政府依規定處理；經經濟部認定之「嚴重地層下陷復育計畫地

區」之管制規定，包括禁止抽取地下水，已取得水權者，水利主管機關得限制、變

更或撤銷其水權、漁業主管機關應擬訂養殖輔導計畫（內政部，2010：33）。 

    上開變更計畫，針對非都市土地農業用地申請開發使用原則規定如下： 

․ 非都市土地農業用地變更為非農業使用，依農業發展條例第 10 條之規定，應

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之同意，再依區域計畫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非都市土

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 

․ 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應以農業使用為原則，並應維護其良好農業生產

環境及設施，其他農業用地採整體規劃原則申請開發使用。 

․ 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若已被建築使用包圍，因灌、排水設

施不完整，致無法作農業使用或無生產效益者，或因屬零星夾雜且面積未達 10

公頃或未超過全區面積 1/10 者，於取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變更後，基於整體規

劃開發利用，經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得申請開發使用。 

․ 農業用地變更為非農業使用，應符合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之農地資源利用原則，

避免使用特定農業經營地區或農漁業生產專區土地，且不得影響周遭農業生產

環境。 

    而在非都市土地行政指導原則上，應檢討非都市土地的使用管制，就特定農業區

農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進行檢討，以減少非農業使用之容許使用項目之設置（內政

部，2010：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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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國區域計畫」公告實施 

․ 「臺灣北、中、南及東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轉型為「全國區

域計畫」 

    2010 年公告實施「變更臺灣北、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因應莫拉克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後，於 2011 年賡續辦理區域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草案）規劃作業，將臺灣北、中、南、東部四區域計畫整合為「臺灣

北、中、南及東部區域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草案）。該次計畫為因應多層級區

域計畫，將計畫書內容調整為「整體政策篇」及「地域發展篇」：整體政策篇以研訂

各類型土地利用基本原則（農地、海岸地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水庫集水區或流域

等各類型土地基本方針）及部門發展策略方針（氣候變遷、人口與住宅、產業、運

輸、觀光遊憩、重要公共設施等部門）為主；地域發展篇則以研擬北北基宜、桃竹

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及澎金馬等 7 個區域生活圈之發展策略；並區域計

畫委員會審議，分為自然資源保育、農業；人口與住宅、城鄉發展、運輸；產業、觀

光遊憩、重要公共設施；地方發展定位及構想、土地使用四組進行審議。嗣於 2013

年，為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架構，本計畫轉型為政策計畫，修正計畫名稱為「全國區

域計畫」，並於 2013 年 10 月 17 日公告實施，作為國土保育及發展之上位指導原則。

本次「全國區域計畫」釐定空間發展基本原則如下，俾建立土地使用制度：25 

a. 研擬氣候變遷之土地使用調適策略，配合公布災害潛勢地圖，要求都市計畫及

非都市土地開發許可計畫後續均應將災害潛勢納入規劃考量。 

b. 增加環境敏感地區項目，從 41 項擴大為 51 項，並建立分級管理機制，使土地

使用管制細緻化。 

c. 公告直轄市、縣（市）海域區管轄範圍，建立海域區容許使用審查機制，規範

未來不得任意使用海域資源。 

d. 將沿海自然保護區及一般保護區法制化，並修正土地使用管制規定，檢討限縮

海岸保護區之使用項目。 

e. 依據糧食安全需求，訂定農地需求總量，以為農地得否變更轉用之參考。 

f. 正視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問題，要求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慎整體規劃，不

得零星個案提出申請。 

g. 明確要求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應排除環境敏感地區及優良農地後，劃設

得申請開發許可區位，以確保國土永續發展，並提高投資明確性。 

h. 尊重原住民族權益，研擬因地制宜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25 資料來源：內政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sn=7833&type_code=02，引用日期：201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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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落實政府「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及「自由經濟示範區」等政策，於

環保優先前提下，務實研擬土地使用配套措施。 

j. 提出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應配合事項，要求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辦理政策環評，並應辦理公民參與。 

    該計畫為指導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在國土永續發展之願景下，針

對現階段區域發展課題，提出計畫目標如下（內政部，2013：57-62）： 

․ 目標一：賡續劃設環境敏感地區，落實國土保育與管理。 

․ 目標二：配合流域綜合治理計畫，進行土地使用規劃與檢討。 

․ 目標三：加強海岸地區管理，因應氣候變遷與防災。 

․ 目標四：確保農地總量，並維護糧食生產環境。 

․ 目標五：整合產業發展需求，提升產業發展競爭力。 

․ 目標六：檢討各級土地使用計畫，促使產業土地活化與再發展。 

․ 目標七：落實集約城市理念，促進城鄉永續發展。 

․ 目標八：擬定都會區域及特定區域計畫，促進跨域資源整合。 

    依據國土計畫法草案架構，未來空間計畫體系將調整為「全國國土計畫」及「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等二層級計畫（如下圖），而國土依據土地資源特性劃分

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等四大功能分區，並四

種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類、分級，並分別訂定不同層級之管

制，以指導土地開發及保育。26至於「全國區域計畫」主要規範內容為土地利用基本

原則，係屬政策計畫性質，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應依據本計畫之指導，進行實

質土地規劃，係屬實質計畫性質，該二層級計畫具有上、下位指導關係。為因應都會

區域發展及特定區域（如河川流域、水庫集水區或原住民族土地等地區）之發展或保

育需求，考量大多具有跨直轄市或縣（市）轄區特性，屬本計畫範疇之一，以指導各

該範圍內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後續應視實際需要，整合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計畫及資源，研擬都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內容，以指導土地有秩序發展。國土計

畫法（草案）立法通過前，區域計畫為當前國土空間計畫體系中之最上位法定計畫，

除直接指導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外，並兼具指導都市計畫及國家公園計畫，與

協調各部門計畫等功能；國土計畫法通過且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區域計畫法及本計畫均停止適用。 

  
                                                       
26內政部，2013，國土計畫法（草案），2013 年 9 月版本，草案之立法總說明，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rp2/1020808932-1_1.pdf，引用日期：10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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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當前區域計畫體系與未來國土計畫體系轉換對照圖 

（資料來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0，國土計畫法草案簡介，災害防救電子報第 60

期，http://www.ncdr.nat.gov.tw/E_book.aspx?WebSiteID=5853983c-7a45-4c1c-9093-

f62cb7458282&id=6&subid=21，引用日期：2013.10.27。） 

․ 「全國區域計畫」有關農地之政策 

    有關上開「全國區域計畫」針對現今臺灣地區農地發展之課題研析發現，依據

2010 年農地現況資源分析結果，當前臺灣地區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

之農牧用地，其農地存量27僅約為 84%，約有 16%已遭轉用，是以，目前農地是否仍

維持可供農業使用實不無疑義；另依農業發展條例第 16 條，就耕地之最小分割面積

為基準，分析臺灣 15 個直轄市、縣（市）之農地完整度，其結果顯示當前農地普遍

呈現穿孔、破碎及切割情形28（內政部，2013：34）。為因應此問題，「全國區域計

畫」研擬以下農地相關政策： 

  

                                                       
27 農地存量指仍作農業使用之面積佔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總面積之比例。 
10 其分析之標準，係以耕地邊長 50m ×50m(0.25 公頃)之矩形為分析單位；且就其完整程度分為低完整(農地完整

度 0~50%)、中完整(農地完整度 50~75%)及高完整(農地完整度 7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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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確保農地總量，並維護糧食生產環境」目標之發展策略 

    本區域計畫，在擬定之「確保農地總量，並維護糧食生產環境」的目標下，提

出七項發展策略： 

I. 訂定全國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農地需求總量，納入各級區域計畫，以為後

續農地維護之目標值；並應建立農地需求總量定期檢討機制。 

II. 辦理農地資源總盤查及農地資源空間規劃，進行農地分類分級作業，積極維護

優良農地之品質與數量，儘量避免變更轉用。 

III. 檢討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使用分區檢討標準，俾農地適地適

性進行使用及管理。 

IV. 對農地轉用壓力大地區應研訂利用優先順序、可轉用總量、區位及規模，以引

導土地有秩序發展。 

V. 加強農地違規查處作業，檢討執行機制及裁罰強度，研議提高民眾檢舉誘因，

提升農地違規使用查處效率。 

VI. 農政資源優先投入大面積且資源品質良好之農業生產區域，推動適地適作。 

VII. 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應適度結合農村社

區土地重劃，以透過整體規劃，引導農村有秩序發展。 

    一方面訂定 2020 年糧食自給率達 40%（以綜合熱量計算）之目標，並推動活化

休耕地政策，優先鼓勵活化生產環境佳之休耕農地種植糧食作物，並透過大規模農

業經營方式，提升農業產值及農地利用效益。藉由農地需求總量之確保及維護優質

農業生產環境，以達成糧食安全目標（內政部，2013：59）。 

․ 農業發展地區土地使用基本原則 

    在土地使用分區計畫方面，配合未來國土計畫法的計畫架構，針對農業發展地區

之農地維護，其土地使用基本原則如下： 

a. 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都市計畫農業區之檢討變更原則 

I. 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之檢討變更原則 

 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其他使用分區（如山坡地保育區、特

定專用區等）土地，如符合優良農業生產環境、維持糧食安全功能之土地，

或係屬農業主管機關依據農業發展需求，認定應積極維護之地區，宜維持

（或變更）為特定農業區。基於維護特定農業區範圍完整性，並為使農業經

營達經濟規模，針對前開變更後特定農業區範圍間夾雜之零星非農業使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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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農業生產必須之農排水路等相關設施，仍得視實際情況保留為特定農

業區。 

 對於特定農業區因其他原因需變更為非農業使用，且有影響農地總量管制之

標準及原則者，宜另擇其他適當地區檢討變更特定農業區，以避免農地資源

一再流失。 

 除前開應檢討變更為特定農業區外之非都市土地農地，屬於平地範圍者，宜

維持（或變更）為一般農業區。屬於坡地範圍且農業生產不影響國土安全與

資源保育，且經檢視非屬環境敏感地區者，得檢討變更為一般農業區。 

 經檢討變更後之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及山坡地保育區（可供農業生產土

地）面積總和，應符合全國農地需求總量目標值（74 萬至 81 萬公頃）。 

II. 都市計畫農業區 

 直轄市或縣（市）區域計畫應針對各該計畫範圍內之各都市計畫農業區，提

出發展定位，以作為未來各該計畫範圍內都市計畫辦理個案變更或通盤檢討

之指導。 

 基於維護糧食安全目標，都市計畫農業區如符合優良農業生產環境、維持糧

食安全功能之土地，或係屬農業主管機關依據農業發展需求，認定應積極維

護之地區，應儘量維持為農業區，不宜任意變更轉用。 

b. 農地使用管制指導原則 

I. 農地變更使用基本原則 

    農地以維持農業使用為原則。但有變更使用需要時，應按下列原則辦理： 

 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應儘量避免變更使用。 

 農業用地於變更為非農業使用，依農業發展條例第 10 條之規定，應先徵得農

業主管機關之同意，再依區域計畫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使用分區（使用

地）變更。 

 農地變更使用，避免影響整體農業經營環境。 

II. 農地及農村規劃原則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應依據農業主管機關擬定之農業用地需求總量及可變

更農地數量，並按農業發展政策及需求，參考農地資源空間規劃成果及農地

資源分類分級劃設成果，研擬農地規劃利用方向，以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 



第 91 頁，共 399 頁 

 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態及文

化，並適度結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以改善農村社區生活環境；農村社區，

除為改善其生活環境者，不宜增加住宅供給量。 

III. 土地使用管制部分 

 非都市土地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應分別研訂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

許可使用細目，並應按下列原則檢討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特定農業區：使用

地編定類別應與農業使用相關為原則，範圍內農牧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許

可使用細目應減少非農業使用項目，並避免新增非農業使用項目；一般農業

區：使用地編定類別應與農業及其相關產業為原則，範圍內農牧用地或養殖

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應減少非農業使用項目。 

 都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部分：為維護農地資源目標，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應依

都市計畫發展定位，配合修正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內政部，2013：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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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都會區計畫 

    在區域計畫之下有「都會區計畫」，不同於「都市計畫」係以單一都市為對象，針對

單一都市的需要而進行規劃，惟規劃結果發現有些問題並不能以單一都市計畫加以解

決，而必須將整體都會區發展做一全面考量，因此有「都會區計畫」的產生。以下分別

介紹「都會區計畫」與「都市計畫」。 

    「都會區計畫」乃為解決跨區問題，並整體規劃都會區問題因應而生的問題導向型

計畫。其功能隨著問題特性之不同，可分為整體規劃、執行管理、以及協調督導等三項

功能。都會區規劃的目的在於訂定控制都會區的活動系統與土地使用分佈型態之發展計

畫，其特性為調節控制都會區的活動系統與土地使用分佈型態，使產業、人口的區位分

佈實質計畫中的目標相配合。都會區計畫的功能與角色直接影響規劃程序與執行，故角

色的確立有助於建立合理之組織結構與執行體制。臺灣都會區相關法令制定程序分為兩

類：第一類為須經嚴謹立法程序而制定的法律案，如區域計畫法、都市計畫法等，第二

類則為行政部門依法律授權或基於行政權而以行政命令訂頒之規程章則，如區域計畫法

施行細則、都市計畫法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等。我國「都會區計畫」擬定的法令依據

即由上述兩法而來，由於此兩法之適用均具排他性，因而造成「都會區計畫」層級歸類

見解互異，加以都會區的範圍往往跨越行政界限，各機關由於任務性質不同，處理問題

之態度各異，造成都會區整體建設推行不易。 

臺灣地區之「都會區」，前依行政院主計總處於統計標準分類中，就統計地區標準分類對

於「都會區分類」之定義標準，29「指在同一區域內，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中心都市為

核心，連結與此中心都市在社會、經濟上合為一體之市、鎮、鄉（稱為衛星市鎮 ）所共

同組成之地區，且其區內人口總數達三十萬人以上」，將臺灣分為七個都會區，包含五個

大都會區（區內人口總數達一百萬人以上者），二個次都會區（區內人口總數達三十萬人

以上，一百萬人以下者）。30惟該分類於 2010 年 12 月 25 日停止適用。未來國土規劃之空

間結構，將全臺分為北臺都會區域（經貿核心、創研與文化國際都會）、中臺都會區域

（優質文化生活中樞與新興科技走廊國際都會）、南臺都會區域（文化與海洋雙核國際都

會）三個都會區域及東部特區（太平洋左岸的優質生活產業帶）、離島特區（國內、外重

要觀光產業中心）、中央山脈特區（原民文化與生態保育廊帶）等三個特殊區域。31依國

                                                       
29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總處，  http://www.dgbas.gov.tw/ct_view.asp?xItem=955&ctNode=3378,引用日期：

2013.11.06. 
30  五個大都會區分別為：臺北基隆大都會區（包括臺北市、新北市《不包含鶯歌區與坪林區》及基隆市的地

區）、桃園中壢大都會區（泛指桃園縣《復興鄉除外》及新北市鶯歌區等地區）、臺中彰化大都會區（包括臺

中市、彰化縣與南投縣的南投市、草屯鎮）、臺南大都會區（臺南市及高雄市湖內區、茄定區）及高雄大都會

區（高雄市及屏東縣部分地區組成）；二個次都會區則為新竹次都會區（新竹市及新竹縣部分地區）與嘉義次

都會區（包含嘉義市及部分嘉義縣的行政區所組成）。 
31 於102年9月16版的國土計畫法草案第3條第4款及第5款「四、都會區域：指由一個以上之中心都市為核心，

及與中心都市在社會、經濟上具有高度關聯之直轄市、縣(市)或鄉(鎮、市、區)所共同組成之範圍。五、特定

區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文化或其他性質，經中央主管機指定之範圍。」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全

球資訊網，國土計畫法（草案）專區，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182&Itemid=53，引用日

期：2013.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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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計畫法（草案）（2013 年 9 月 16 日版）第 8 條第 2 項之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應就都會

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必要時，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都會區

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

畫。 

    針對都會區中單一都市之發展，地方政府可研擬「都市計畫」，依「都市計畫法」第

3 條，此可劃分為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為一個法定計畫，「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都市

生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樂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

對土地使用作合理之規劃而言。」而主要計畫之目的在規範都市發展結構，並導引都市

土地利用獲致較有秩序的發展，並作為擬定細部計畫之準則；而細部計畫上承結構式的

主要計畫，下接建築計畫的一種實質計畫。在細部計畫中，要求具有可行性的建設事業

計畫，其目的就是要求地區開發過程中需同步提供必要之公共設施。譬如近年來對於新

擬定都市計畫的地區，均要求採用市地重劃與區段徵收，提高了新市區開發的環境品

質。就「都市計畫」本身而言，其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之間的連繫性，結合得非常密

切；尤其許多鄉街計畫根本就是主細計畫合併為一。又細部計畫與開發計畫之間的關

係，需視事業及財務計畫的可行性而定。惟「都市計畫」與上位的「區域計畫」或「縣

市綜合發展計畫」之間的關係，卻是模糊的。 

D.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1987 年內政部發布「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積極推動「縣市綜合發展計

畫」，自此「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即成為區域計畫層次下，在都市計畫之上之縣市綜合政

策指導性計畫，惟該計畫在國土規劃的計畫體制上非屬法定計畫。（辛晚教，1991：4）

於 1987 年起陸續推動辦理，至 2001 年 25 個縣（市）均已完成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32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於 1987 年實施後，並歷經 1989 年及 1999 年二次修

正。依該要點第 2 點，有關「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係指為促進直轄市、縣市轄區之經濟

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對土地使用、公共設施、交通運輸、教育文化、醫療保健、觀光

遊憩、公害防治、產業發展、社會福利作有計畫之發展，而制定之綜合發展計畫。該計

畫係以直轄市、縣市之轄區為計畫範圍，其內容應表明自然環璄與天然資源及人口、經

濟與產業發展等現況，綜合計畫之規畫，包括土地使用調查及規劃資訊系統之建立。而

依該要點第 12 點之規定，其發展目標與發展方針應依據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區域計

畫及相關上位計畫之指導，參酌地方特性及民意機關意見訂定。另參照區域計畫相關內

容，預測人口、經濟發展、就業需求、空間發展、聚落體系，區域性公共設施、生活環

境水準等事項。綜合計畫除都市與鄉村聚落體系發展計畫、公共設施計畫、土地使用計

畫、交通運輸計畫、教育文化發展計畫、醫療保健計畫等必要部門計畫外，得視地方實

際需要就其他項目如觀光遊憩計畫、公害防治計畫、自然資源保育計畫、社會福利計畫

                                                       
32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專區，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rp/10209233.pdf，引用日期：201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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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業發展計畫等訂定部門計畫。33 

    「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計畫範圍是以縣市行政轄區為範圍。其優點是縣市政府對

其轄區內的公共事務具有決策權；然而缺點是跨縣市的公共事務容易被忽略（係指相對

於「區域計畫」而言）。即使「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中要求需參照「區域計畫」

的規劃內容，但若缺乏強制性的機制，僅靠自發性的配合態度，其誘因通常不足。「縣市

綜合發展計畫」在體制上，將其定位為一種綜合式的理性計畫。不但包括了土地使用計

畫，也包括了發展計畫。而綜合發展計畫包括了願景設定之政策性質，也包括了預算管

控之執行（實質計畫）性質，是以從整體觀之，其類似於縣市政府的施政計畫。從臺灣

的空間計畫體制之垂直（或上下層級）來評估「縣（市）綜合發展計畫」的功能，因發

展計畫則同時出現在「區域計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中，「區域計畫」推動發展

計畫具有跨縣市的優勢，卻缺乏統治權；而由縣市政府推動發展計畫具有統治權的優

勢，卻無法考量跨縣市發展問題。另就空間計畫體制之水平來看，現因「縣市綜合發展

計畫」並非屬法定計畫，且目前缺乏有效的監督執行工具，導致「縣市綜合發展計畫」

的執行成效，常依地方首長的重視程度而因人而異，而越趨不彰（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

不動產資訊中心，2006：12-13）。 

    另依據國土計畫法草案設計之計畫體系架構，未來全國國土將透過全國國土計畫及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等二層級空間計畫指導土地使用。該體系與當前區域計畫體

系最大不同之處，在於現況並無以直轄市、縣（市）為計畫範圍之空間計畫；過去直轄

市、縣（市）政府縱有擬定縣市綜合發展計畫，惟因該計畫性質及範疇，與空間計畫大

相逕庭，是以，該計畫仍無法確實達到有效指導土地有秩序利用之目標。又 2010 年 12

月 25 日前國內僅有臺北市及高雄市等二直轄市，其轄區範圍大多屬都市計畫土地，惟自

2010 年 12 月 25 日直轄市、縣（市）升格改制後，目前新北市、臺中市、臺南市及高雄

市等四個直轄市行政轄區範圍內含非都市土地，自應擬定區域計畫。檢視國內空間規劃

相關法規，考量都市計畫法及國家公園法規定得擬定計畫地區有其特殊條件，且其計畫

實施後，並應投入大量行政及財政資源進行測量、開發或保育等事項，是基於可操作、

有理想及不大幅增加成本等基本原則考量下，內政部於 2012 年依「區域計畫法」第 5 條

規定，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內政部營建署，2012：2-3）。 

    此次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之計畫範圍包括各該管政府之行政轄

區範圍及海域，因目前海域尚未劃定行政轄區，故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之海域區

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會同相關機關劃定。其計畫的目的除為發揮地方自治

精神，落實計畫引導地方發展藍圖，並冀藉由直轄市、縣（市）設置之區域計畫委員

會，俾落實強化計畫指導地方土地開發之功能，以作為未來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研

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政策之有效接軌。為降低「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

之發展或規劃落差情形，本次推動直轄市、縣（市）政府擬定區域計畫以「轄區內含非

                                                       
33資料來源：內政部營建署全球資訊網/法規公告/縣市綜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0716&Itemid=57，引用日期：

201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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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土地者」為推動實施對象，包括新北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桃園縣、宜蘭

縣、苗栗縣、新竹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花蓮縣、臺東縣、

花蓮縣、基隆市、新竹市等 18 個直轄市、縣（市）政府。至於全區均屬都市計畫者

（臺北市、嘉義市、金門縣及連江縣） 不列入本次推動實施地區（內政部營建署，

2012：5）。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上承中央主管機關擬定之區域計畫，下接都市計畫及非

都市土地，為政策方向與開發計畫間之中介地位，故其計畫內容以落實政策方向於「實

質空間」為基本原則，由發展策略及指認區位具體指導下位階的「都市計畫」及非都市

土地之發展方向。「區域計畫法」指導「都市計畫」之功能，包括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之

區位、規模、機能，及各類型發展用地面積總量等；至於對於非都市土地，「區域計畫

法」具指導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變更及使用地編定之功能。另依「區域計畫法」

第 12 條之規定，區域計畫應與區域開發（或建設）計畫應相互配合及協調，故區域計畫

亦具有部門協調平臺功能。而「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則是本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最核心事項，其主要內容應包括「土地使用基本方針」、「環境敏感地區」、「土地空間利

用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劃定與檢討」等 4 項（內政部營建署，2012：6-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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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戰後農業體制的變遷 

    長久以來，農業的主要角色為糧食與衣物生產的功能，因此，過去臺灣與世界各國的

農業政策皆訴求提高農業生產量、增加農家收入，可謂之為生產論34的農業體制。但隨著

糧食生產過剩，糧價偏低，各國曾以現代化方式改善生產技術並擴大生產經營規模，但仍

無法抵抗產業結構改變所致農村勞力外移與農民所得偏低，更因農產品特性使然，該生產

方式無法轉換為大量生產，致使農業無法與工業生產方式相提並論。 

    在歐洲先進國家，於 1980 年中期（Wilson, 2001）以後，也因過度強調農業現代化、

工業化及集約化，造成歐洲生產過剩及生態環境破壞，取而代之的是訴求低生產-低產出，

並強調永續農業經營、糧食品質的農業後生產體制（agricultural post-productivism），現在更

發展出農業多功能性（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35模式。 

    我國亦順應國際趨勢，於 1990 年以後調整農業政策為生產與農業多功能性之方向（李

承嘉，2012：26）；臺灣因農業政策變遷，所致農業體制變遷從 1970 年代的「三農」（農

業、農民、農村），強調農業生產，轉變為 1990 年代的「三生」（生產、生活、生態），以

生產與農業多功能性並存方式，2008 年以後推動「全民農業」，除了涵蓋原來的「三農」、

「三生」，更擴大到消費者及全球的關照層面（陳武雄，2008.12），不再強調生產為導向的

農業政策，取而代之以農業多元功能、兼顧經濟發展、自然保育、農業永續發展等方針，

回應面臨全球氣候異常變化、高能源價格時代、糧食安全及環境保育之課題。 

    農業是國家發展及社會安全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產業。農地利用政策亦因應農業政

策變遷而改變，從過去「農地農有農用」放寬為「農地農有及農地農用」，更以農地轉用方

式紓解其他產業用地之需求；農地從過去的生產功能亦發展為農業多功能，即農村生活、

生態環境與文化傳統，使農業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改變，調整農業結構朝向擴大

農業經營規模、促進農地流通及活化休耕田以利生態與培育專業農民從事農業。 

    臺灣視農地政策為農業政策的一環，探討農業體制時，除了從農業體制上討論從生產

論轉變為農業後生產論外，農地政策亦須一併檢視，以下劃分期間係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之農業政策分期： 

  

                                                       
34 Ilbery,B. and Bowler,I. ,1998,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in B. Ilbery,,(ed)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London:Longman,pp.57-84。農村被府與生產糧食及衣物的觀點成為「農業生產論」，其發展特色為持

續的現代化與工業化，並以追求經濟成長為目標。 
35 農業多功能性最早出現在 1992 年的地球高峰會議，OECD 定義（Organisation for Economo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 6,7）指出多功能性的關鍵要素是：農業聯合生產，存在者多商品產出和非商品產出；一些

非商品產出呈現外部性或公共財特點，然該非商品市場並不存在或不能發揮良好的作用。參自 OECD, 
2001, ”Multifunctionality towar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Paris,http://www.oecd.org/agriculture/agricultural-
policies/1894469.pdf。 



第 97 頁，共 399 頁 

（1） 戰後接收、土地改革時期（1945~1952 年） 

    國民政府自 1945 年戰後接收臺灣以降，於 1949 年啟動一連串土地改革（如下表），

目的係戰後重建農業，將其視為生產糧食與穩定民心，以扶植佃農為自耕農，形成以自

耕農為主的農地所有權型態，秉持「農地農有農用」的核心原則。惟因第一次土地改革
36著眼於改善生產關係、提高農業生產力、將地主土地資本轉移為工業資本，旨在提升

經濟效率，但側重在土地擁有權分配之作法，竟導致日後因耕地生產規模零細狹小，不

利於擴大生產經營規模之農場型態。 

【表 11】1945-1952 年之重要農業施政 

年期 重要農業施政 政策目標 

1948 
臺灣省政府公布「化學肥料

配銷辦法」 

要求農民以「以物易物」方式，即「肥料換穀」

將農業資源移轉，紓解政府財政短絀壓力37。 

1949 實施「三七五減租」政策 
田租不能超過 1948 年主產物的 37.5%。使佃農增

產所得歸佃農所有。 

1951 實施「公地放領」 
政府將原出租與農民的公有土地由承租佃農承

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以農養工時期（1953~1968 年） 

    廖正宏、黃俊傑、蕭新煌（1986：6）指出 1953 年至 1972 年期間，臺灣的農業政策

是以「發展榨取」為特徵，施行以農養工政策（如下表），農業勞動外移兼業化普遍之

後，一般兼業農仍不願將耕地出租他人，從而形成日後農地租賃市場停滯，耕地規模難

以擴大的窘境。 

    在以農養工政策指導下，造成諸多農業問題： 

① 農業投資不足，農民收入長期偏低，形成普遍農家貧困。 

② 勞動力外移，農家勞動投入減少，造成農業工資上漲。 

③ 肥料價格高估、穀價低估，農民實質收益低於生產產值，鑄成日後農業生產效率不

彰之肇因。  

                                                       
36 葉萬安，指出土地改革後，受益農民為 467,000 戶，站當時農戶的 60%。1949 年實佃戶占總農戶的 39%，半

自耕農占 25%；1965 年之佃農 13%，半自耕農占 20%，自耕農占 67%。自耕農所持有的耕地也由 56%提高至

86%。參自葉萬安，1967.3，《二十年來之臺灣經濟》，臺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22 頁。 
37 尚瑞國、郭迺鋒，2003.12，財政短絀、「肥料換穀制度」與臺灣戰後初期之經濟發展-1954 年 12 月部門個體

結構 CGE 模型分析，農業經濟半月刊，74 期，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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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953-1968 年之重要農業施政 

年期 重要農業施政 政策目標 

1953 實施「耕者有其田」 

規定每一農戶持有之耕地不得超過一定標準（中水田為

三公頃，旱田為六公頃），超過標準者，由政府收購轉

讓與佃農，以改善生產關係、提高農業生產力。 

1953-1956 第一期經建四年計畫 

1. 採取農工並進政策。 

2. 繼續推行土地改革。 

3. 實施耕者有其田，增加農民收益，提高增產性。 

4. 水利建設：加強灌溉排水工程、配合米糖增產。 

1957-1960 第二期經建四年計畫 

1. 繼續開發資源。 

2. 增加農業生產。 

3. 水利建設：改善灌溉設施、舉辦水利工程、擴大輪

灌制度、改善農田灌溉設施。 

1961-1964 第三期經建四年計畫 

1. 增加農業生產。 

2. 繼續開發資源。 

3. 擴展出口貿易,以提高國民所得。 

4. 增加就業人口。 

5. 水利建設：新建灌溉工程、水庫、開發地下水。 

1965-1968 第四期經建四年計畫 

1. 疏導農村剩餘勞力，減少人口對土地之壓力。 

2. 發展外銷作物。 

3. 土地資源開發利用：開發海埔地、東部河川地、山

坡地、繼續進行土地重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我國歷經四期經建四年計畫，因通貨膨脹已獲改善且物價波動幅度平均已降至 4%以下

（葉萬安，1970：1-35），此時國家才有能力與需要對經濟發展做較長期的考慮；時值 1963

年工業部門生產淨額首度超越農業部門（顏愛靜，1986：61-62），農業長期持續以增加生

產並出口以賺取外匯，改善國內經環境，確實達到以農養工之經濟政策，卻也帶來農業與

農村、農地利用問題，初期農工部門所得差距仍小，農業所得偏低問題尚不嚴重，但隨著

工業起步，吸引農業勞工外移，工資上漲，生產成本大幅增加，導致農業經營利潤轉趨微

薄（顏愛靜，1986：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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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工並重時期（1969~1981 年） 

    1969 年至 1981 年期間，本階段初期正處於我國經濟型態的轉捩點，工商業逐漸主導

經濟成長，但農業發展則已呈現停滯的現象。由於農業部門在糧食供應及國家經濟的貢

獻仍扮演重要地位，故政府採取農工並重的政策（如下表），相繼採取加強農業建設的政

策。本階段農業生產結構與政策方向的改變，以及「農業發展條例」的制定，反映整體

經濟建設轉型後，農業發展環境的變化及政府力求維護農業持續發展。 

【表 13】1969-1981 年之重要農業施政 

年期 重要農業施政 政策目標 

1969 農業政策檢討綱要 

1.加強農業生產，提高運銷效率。 

2.增加農業利潤，提高農民所得。 

3.治災防洪與合理利用水土資源。 

1970 通過現階段農村建設綱領 
1.農業現代化、增加農業經營收益。 

2.增進農民福利。 

1971 開始縮減稻作面積，推動轉作38 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1972 
推動之加速農村建設 

九項重要措施39 

農民福利及可獲取利潤提出具體改善方式： 

廢除料換榖措施，改按市價收購，取消田賦附徵

教育費。 

1973 公布農業發展條例 
四大目標：加速農村現代化、促進農業生產、增

加農民所得與提高農民生活水準。 

1974 
設立糧食平準基金 

實施「稻米保證價格收購制度」
目的係確保糧源穩定糧價及保障農民基本收益40。

1975 公布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 
提出農業發展基金之設置41、提倡農業保險42、 

倡導擴大農場經營規模43。 

1979 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方案 目標增加農民所得改善農村環境。 

1980 
推行第二階段農地改革、 

「農地重劃五年計畫」 

推行共同、委託及合作經營等方式擴大農業經營

規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8 1970 年經濟部發布「大宗物資進口辦法」進口雜糧，同年日本停止進口食米；此時正值農民增產卻又面臨稻

米與雜糧需求下降，形成保價收購的財政壓力。 
39 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共九點，分別為 1.廢除肥料換谷制度；2.取消田賦徵收教育捐；3.放寬農貸條件；4.改
革農產運銷制度；5.加速農村公共投資；6.加速推廣綜合技術栽培；7.倡導農業生產專業區；8.加強農業試驗研

究與推廣工作；9.鼓勵農村地區設立工廠。 
40 王月華，1999，糧食平準基金設立之沿革及其成效，農政與農情，第 89 期，67-70 頁。 
41 政府應設置農業發展基金，並應指定重要農產品設置平準基金，輔導業者設置各該業發展基金。 
42 協助農民取得農業經營所需資金，並建立農業信用保證制度。 
43 鼓勵委託經營，且規定委託經營不適用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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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農業結構調整期（1982~1991 年） 

    1982 年至 1991 年期間，農業政策邁向自由化之調整階段（如下表），又因國人所得

水準提高，糧食消費結構隨改變，肉類、魚類及蔬果類之需求增加，澱粉類糧食消費需

求減少，形成 1981 年代初期嚴重的稻米生產過剩問題。但同一個時期，我國對美國貿易

順差持續增加，美國要求我國降低農工產品關稅、開放市場及臺幣升值，導致部分農產

品進口快速增加，導致國內農產品產銷結構呈現頗大的落差。因此調整生產結構是本階

段的重要農政措施。為避免受到國際貿易壓力減產所致農民收入減少，同時加強基層建

設，期能提高農民所得。 

【表 14】1982-1991 年之重要農業施政 

年期 重要農業施政 政策目標 

1984 

簽訂中美外銷協定及「第一期稻米生產及轉作計

畫」，執行「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

「農產運銷改進方案」、稻田轉作計畫、精緻農

業計畫 

鼓勵家庭農場推行共同委託及

合作經營，推動農業機械化，

減緩稻米產業所受之衝擊。 

1987 停徵田賦 減輕農民負擔。 

1989 通過「主要農產品受進口損害補助辦法」 
國內農產品受進口嚴重損害，

農民得申請緊急救助。 

1990 

施行第二期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六年計畫（延至

1997 年 6 月），實施農民保險，申請加入關稅及

貿易總協定（GATT） 

農業政策面臨對美貿易壓力之

回應，減少對美農產品輸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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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農業自由化時期（1992~2013 年） 

    於 1992-2013 年期間，農業政策為因應全球貿易自由化而不斷地調整（如下表），本

階段農業產值雖仍持續成長，但農業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亦繼續降低，至 1999 年為

2.6％。其次，農業政策也反映出農業所扮演的角色已有改變，從早期以生產為主的經濟

功能，逐漸趨向提供空間、農村地景與維持生態環境等非經濟性功能。 

【表 15】1992-2013 年之重要農業施政 

年期 重要農業施政 政策目標 

1991-1997 推行「農業綜合調整方案」 強調「三生農業」的重要性。 

1992 國家建設六年計畫 
農業之發展目標訴求零成長44，並且放棄糧

食自主政策45。 

1995 推行農地釋出方案46 農地農用農有之農地政策核心的改變。 

1995 發佈「農業政策白皮書」 

1. 提高農業經營效率，強化國產品市場競爭

力。 

2. 加強農村建設，增進農民福祉。 

3. 維護環境資源，促進生態和諧。 

1997-2000 實施「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 

1. 發展現代化農業。 

2. 建設富麗農漁村。 

3. 增進農漁民福祉。 

1997-2000 實施「水旱田利用調整計畫」47 
接續臺灣已執行十二年之稻田轉作計畫政

策，調整稻田利用。 

                                                       
44  農業生產零成長是指量的零成長，但卻是質的正成長及所得的正成長，並朝向改善農業體質、維護農民權益

與美化農村環境著手。參自余玉賢，1991，農業生產零成長與改善農業體質，花蓮區農業推廣簡訊，第 8 卷第 3
期，頁 2-3。 
45 農業政策白皮書中提到「稻米生產不在維持自給自足」，可謂政府對於糧食自主之決心以產生動搖。 
46  農地釋出應於基本原則: 一、農地變更使用應整體規劃，避免零星變更，以維護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二、

農地變更應規劃配置適當公共設施、環保設施及隔離綠帶或隔離設施。各目的事業產生之廢污水，禁止排放至

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以確保生態環境及避免污染農業灌溉水質；三、農地經同意變更使用者，應於區內相關

設施設置完成後，始得辦理用地變更編定；四、農地變更所得利益應繳交回饋金。其中二分之一撥中央農業主

管機關供農業建設；二分之一撥供縣（市）、直轄市政府從事地方及鄉村建設，並支援辦理農地使用管制經費；

五、變更之農地，其內部公共設施由開發者負擔，區外公共設施則由開發者與地方政府協議負擔。 
47  水旱田利用調整計畫則受到臺灣申請加入 WTO 之情勢，配合政府所承諾未來臺灣農產品市場開放進口之條

件，如開放稻米進口並降低農業境內支持等，採取政策性休耕。水旱田利用調整計畫與後續計畫不僅改變臺灣

農業生產結構，甚輔導農田辦理輪作地區性作物，或辦理休耕種植綠肥、景觀作物等生態地力維護措施。參自

蔡培慧，2009，農業結構轉型下的農民分化（1980-2005），國立臺灣大學生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博

士論文，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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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修正「農業發展條例」 

1. 取消僅自耕農身分具有購買農地之權限，

放寬至農、企業團體及農企業法人得有條

件取得農地（落實農地農用）。 

2. 取消繼承農地分割面積下限，共有農地分

割面積下限由 5 公頃降低至 0.25 公頃（改

革農業結構）。 

3. 規範興建農舍之相關辦法（農村規劃）。 

2001 實施水旱田轉用調整後續計畫 

1. 輔導農田辦理輪作地區性作物。 

2. 辦理休耕種植綠肥、景觀作物等生態地力

維護措施。 

3. 透過休耕減產與種植綠肥，避免稻米供過

於求。 

2001-2004 「邁向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

1. 發展農業知識經濟，應用科技知識與文化

知識，促進產業升級，提升農業競爭力，

創造農業多元化功能。 

2. 確保糧食安全，生產優質、衛生、安全的

農產品，維護消費者權益。 

3. 提升農村生活環境品質，建構農民社會安

全體系，提高農民所得，增進農民福祉。

4. 提高農業資源品質及利用效率，維護國土

保安，促進生態環境和諧。 

5. 建立互惠互利的國際及兩岸農業合作，開

拓農業發展空間。 

2005-2013 實施「中程施政計劃」 

1. 發展優質農業。 

2. 發展安全農業。 

3. 發展休閒農業，提高鄉村生活品質。 

4. 發展生態農業，促進資源永續利用。 

5. 加強農業綜合發展。 

2006-2008 
實施 

「新農業運動—臺灣農業亮起來」

1. 推動農業產銷履歷。 

2. 發展有機農業。 

3. 農業漂鳥體驗。 

4. 調整休耕補貼，廣植能源作物。 

5. 建構綠色廊道，推展生態旅遊。 

2009-2012 
實施「健康、效率、永續經營的全

民農業方針」 

1. 調整休耕政策，活化休耕地利用，維護糧

食安全。 

2. 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 

3. 推動「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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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 

1.促進農地流通。 

2.活化農地利用。 

3.鼓勵老農或無意耕作農民長期出租農地。 

4.輔導年輕之農業經營者企業化經營。 

水旱田利用調整後續計畫 活化休耕田，鼓勵復耕措施。 

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 

1.健康農業。 

2.卓越農業。 

3.樂活農業。 

2010 訂頒「農村再生條例」 

1.促進農村永續發展。 

2.農村活化生態及文化。 

3.改善基礎生產條件。 

2013 黃金十年—樂活農業 

1.研擬經貿自由化農業因應對策。 

2.規劃推動農產加值運銷。 

3.建構農業雲端服務體系。 

4.推動農業科技創新與產業化。 

5.專案輔導新進青年農業經營者。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上，臺灣農業自 1945 年以來以增加糧食生產、創造剩餘、賺取外匯的角色發展農

業，後來因面臨國內農業經濟結構的弱勢、全球化競爭的壓力，轉而朝向農業成長率「零

成長」的目標，生產具備經濟及技術競爭力、高附加價值及低環境污染的農業產品（彭作

奎，1995：23-24）。其間經歷 1970 年代的鄉村工業化政策，1980 年代的休閒農業政策，

1990 年代兼顧農業生產、農民生活、農村生態三生的鄉村均衡發展政策，但 1994 年國家

為因應 GATT 提出「關貿總協農業之因應對策」，提出產業結構方面：有發展重點產業、

整合農業科技、建立消費者導向之運銷策略，資源利用方面：提出減少農業就業人口，培

育專業農民，調整農地利用，使農業資源適度移出，以利國家整體建設（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1994：15-23）；由上之因應策略可知農業資源中農地與人力的移出雖有利於農業結構

調整，若無完整配套措施，對於農業的產業反而無助於發展。 

    時至 2005 年的中長程計劃更積極發展優質農業，提升國際競爭力，設立生物科技園

區，關心生產技術。此際之農業政策所涉及之離農、鄉村休閒產業、強化生物科技的調

整，皆為國家農業政策上調整過程。 

    觀察 1990 年代之前，國家農業政策主要是透過各種手段來提高農產品生產量與農民

所得，也就是生產為主軸，但在以農養工政策與美國壓力下，農業的農糧產量雖然提高，

但農民所得卻無提升。李承嘉（2012：70-79）檢視臺灣 1990 年以後的農業（農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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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認為臺灣農業政策已經走向後生產主義，1992 年起的「農業三生事業」，可以視為後

生產主義的起始點，並且在後生產主義的相關措施上，逐漸細緻化與複雜化。 

    回顧臺灣農業體制，從生產導向轉變為農業多功能性的生產方式，相關農業與農地利

用之調整與國內農業經濟結構失衡、全球農業食物供應鏈競爭、以及西方飲食文化入侵等

衝擊與回應有關，並非僅只 1980 年代中段歐洲先進發展區回應生產主義的轉變，所以今

日檢視我國農業體制變遷，農地利用方式也從「農地農有農用」轉變為「農地農有及農地

農用」之原則。但檢視 2009 年起實施「健康、效率、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方針」，到 2013

年的「黃金十年—樂活農業」，改變農業結構僵化之擴大農場經營規模與休耕地持續增加

的數字觀之，似有政府失靈，且農村農業人力持續移出的速度與專業農民增加速度比較，

無法達到改善生產效率降低成本之政策目標。並且，農村再生政策目的係促進農村活化及

提升生活品質，亦受到農村提案（農村再生計畫）能力高低而受影響，倘農村在地組織及

團體缺乏共識者，政策目標將無法獲得實現。 

    綜上，我國農業生產向以小農的生產方式，隨者產業結構變遷與生活型態改變，農業

結構亦須隨之改變，但僵化的結構影響農地經營規模面積無法朝向擴大發展，產銷機制亦

無法及時因應市場及氣候變化而呈現失靈現象，令農家所得無法提高，而依賴農業以外的

收入，即農家以兼業農身分居多；國家農業政策期以改變農業結構以圖農業發展，但農地

的現狀長期受到過去土地改革所形成的結構僵化，如三七五租約、耕者有其田所致，所以

農業政策應從調整農業結構著手，農地利用應與國家整體產業共同檢討，避免良田變更使

用與過度依賴進口農糧，一旦氣候變遷所致糧食危機時，欲自給農糧亦因農地休耕，將有

危及國家安全之虞，所以如何調整農業結構係國家安全位階的議題，國家應重視農業與農

地政策所影響的層面，使全國人民免於糧食不足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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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國國土規畫、農業體制對臺灣之啟示 

（1） 參酌德國地景規劃體系，建議納入我國國土規劃體制，建立地理資訊系統的環境

資源資料庫，作為跨部門溝通之對話工具與作為推動國土與環境保育計畫之基礎 

    德國地景規劃體系，訂有母法「聯邦自然保護法」，規定各邦應規劃「土地保育暨地

景計畫」，作為維護生態保育空間上行政計畫，並作為推動自然保育重要 0 政策工具。在

地景計畫體系中，於聯邦、邦、區域及市鄉鎮等四個層級，建構了相對應的規劃層級，

並且，於各層級空間計畫中，皆以地景規劃作為環境承載力的基礎，並空間發展之「土

地使用」受到地景規劃的橫向指導，各層級的空間計畫皆必須納入地景計畫之概念，令

地景規劃成為目前德國空間規劃體制中重要的基礎。（曾梓峰、陳子文，2007：224、

228）。 

    此外，「聯邦自然保護法」規範地景規劃的基本調查工作項目，促使政府利用地理資

訊系統，整合、更新、分享各部門規劃的環境資訊，一方面可提供當地社區、地方政府

或不同部門做為個別規劃地區的空間資訊系統的基礎，另一方面，各部門也能在此基礎

上研討如土地開發之區位適宜性、環境衝擊等適宜，或尋求有關自然保育與空間發展之

優先次序、執行措施、計畫目標、必要規範等共識，因此，當空間規劃體系作為各部門

溝通協調之平臺時，地景規劃體系可作為環境保育與土地使用的對話工具。 

    然而，反觀目前我國的國土規劃體制缺乏全國整合式空間規劃之概念，尚停留於土

地使用計畫概念之階段，雖曾有全國性的「國土復育策略方案暨行動計畫」，卻未獲落

實，另雖有現行的「全國區域計畫」，卻未充分納入國土保育及地景規劃的實質內容，實

難達到國土與環境保育的目的。而德國的國土規劃體制，除整合式的空間規劃體系外，

更包含地景規劃體系，以作為國土與環境保育的計畫依據，也作為跨部門溝通的平臺，

誠值得我國學習。 

（2） 參酌德國侵害調節機制，建議納入我國土地開發審議機制，作為更積極的國土與

環境保育之政策工具 

    於德國「聯邦自然保護法」規定有侵害調節機制（，德文稱之為 Eingriffsreglung 

（§8 BNatSchG，此規則或可依字面直譯為干涉規則））。依該條規定，當土地建築欲開發

前，必須評估其可預見的環境影響，針對各種自然資源（如物種和棲息地、土壤、水、

氣候、自然景觀和遊憩），說明其受影響地區的特徵和大小、預期受到損害的現有價值和

功能等，據此，從自然和地景的觀點，評估建築開發地區的適宜性，並依序檢視（一）

避免侵害、（二）衡平侵害和（三）補償侵害的要求。而政府審查土地建築開發時，以優

先迴避侵害為原則（Vermeidungsgrundsatz），即當預期開發確實會造成自然環境（指

Naturhaushalt）負面影響時，即不許可開發；其次，當開發因確實有其極大的必要性而

經政府許可，且對於自然的影響已達不可迴避時，開發者必須衡平侵害，即最小化開發

對環境的影響（Minimierungsgebot，意譯為侵害最小化原則）；最末，當開發經政府核

准，就已最小化之侵害，仍須進行自然生態補償，此指相同自然生態價值之環境復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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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平衡。至於，開發人欠缺技術上能力進行生態補償時，則另支付鉅額的生態補償金

額，提供主管機關進行針對該開發案之生態補償措施。如此，透過侵害調節機制，可透

過土地開發外部成本的內部化而合理增加開發者的應負擔開發成本，抑制開發者任意的

開發或不當的開發，且同時達到生態平衡之目標。 

    此外，德國的地景規劃體系，導引其國土資源保育暨管理，並修正集約生產農地利

用政策，局部代以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作為農業多功能實踐，亦即，當從事農耕的土地

轉用涉及自然保育課題時，亦必須評估此轉用對於各種自然資源及農地資源之影響與侵

害，進而評估此轉用的適宜性，與提出預防、減緩和補償侵害的調節措施。 

然而，反觀我國土地開發審議機制，不論是非都市土地或都市土地的開發，並未優先採

迴避侵害為原則，常見即使開發案確實會造成相當大的環境侵害，引起諸多的爭議，仍

可獲得政府核准；此種情形下，姑且不論生態補償措施，往往一個開發案是否必要，而

又是否已將其對自然環境之負面影響降至最低，皆未予以詳細審視。而近期通過施行之

濕地保育法雖然已有類似精神之立法，但實務上發展為和，時仍有待觀察。況且，雖有

環境影響評估制度，但大多數經核准開發之案件僅需提出減緩環境衝擊的措施，並不需

要提供衡平侵害的土地，也不需要對於受影響的環境、地區或資源給予補償，如此僅能

有限地、消極地保育自然資源與環境。然而，德國的土地開發、農用土地轉用案件，除

評估環境衝擊外，開發者提出減緩或迴避侵害措施，或生態補償措施，以彌補受損害的

環境資源之價值或功能，能更積極地達到環境保育之目標，實值得我國仿效。 

（3） 參酌德國環境影響評估機制，建議我國應建立全國性環境資訊的資料庫，並更加

詳實地執行環境影響評估，作為土地開發審議機制之首要審查關卡 

    參酌德國地景規劃相關計畫的架構，規劃者須詳實地評估土地、資源當前的使用和

預期未來使用的變化，涵蓋住宅、工業、商業、交通、農業、水資源管理、休閒遊憩、

釣魚、狩獵及其他人類活動。並且規劃者須綜合、廣泛地詳細紀錄和評估現存的和預期

的自然環境、資源與地景的變化情況，包括有關土壤、地質、水體（包括地表水和洪水

區、地下水）、空氣和氣候及動植物（包括群落生境類型）、生物多樣性、地景特徵等基

礎資訊，且注意結合不同地景功能和自然資源間交互影響，為此，德國政府建立環境資

訊的基礎資料庫，供各方規劃者使用。 

    進一步言，規劃者須綜合評估、預測人類使用土地資源活動對於自然及地景變化的

影響，同樣地，土地建築開發者也必須在以上資訊基礎上，詳盡且真實地評估、預測其

開發案對於自然及地景變化的影響，包括生物多樣性功能（如群落生境的功能、發展潛

力、物種等）、自然產出功能、水資源功能、水污染防護功能、氣候功能（如氣候生態相

關領域、空氣品質、溫室氣體排放等）、地景體驗功能、多功能區域等評估項目，而且必

須經過政府相關主管機關代表、民間團體代表與開發者共同討論後，依據個案情形決定

這些評估項目與評估方法。更需注意的是環境影響評估必須判斷評估項目的相互作用和

累積作用，及提出迴避、衡平和補償侵害的建議，這將作為環境影響評估中極為重要的

內容，更是政府准駁開發案的重要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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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觀察我國的環境影響評估機制，一來政府僅有部分的、個別資源項目的環境

資源的資訊，缺乏完整的、詳實的、區域性的、整合性的環境資源資訊庫供開發者利

用，讓開發者委託顧問公司調查，使評估報告缺乏足夠的公信力，也無法進行區域性

的、全面性的環境影響評估，二來政府並未依據開發個案情形指定評估項目與方法，使

開發者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對環境資源的調查並不全面、詳盡，多僅調查與預測開發案

對特定幾種環境資源的影響，且普遍低估其對環境的影響衝擊，與缺乏足夠佐證的統計

數據或科學根據，三來政府僅要求開發業者評估其單一開發案對環境的影響，並未綜合

評估單一開發案與周邊開發案對環境的交互影響與累積影響，四來政府少有在環境影響

評估審議中駁回開發案的情形，這些問題皆使得我國的環境影響評估機制形同虛設。因

此，本計畫認為德國環境影響評估機制，要求地景規劃相關計畫與土地建築開發案必須

詳實地、全面地評估與預測其對環境、資源、地景的影響，十分值得我國學習。 

（4） 參酌德國農業環境計畫，建議納入我國農業政策，實施農業環境補貼與交叉遵守

義務，作為維護農地、確保糧食安全與發展鄉村地區之政策工具 

    於 1999 年，歐盟通過 Agenda 2000，令 85％的直接給付與生產關係脫鉤，透過歐洲

農業指導與保證基金來推動維護歐洲農業環境，要求農業生產過程應以親善環境與保護

自然生活空間為依歸，這為各會員國鄉村發展計畫的重要議題之一。因此，農業環境計

畫係將優良的農業經營實務與環境保護理念整合為一，希在農業經營範圍內，創造出有

利於保護自然的生活條件，促進糧食生產安全、高品質，故由各國政府提撥農業環境計

畫經費來鼓勵與協助農民自願參與，並要求接受給付的農民交叉遵守相關法定環境標

準，及與動物和植物健康相關的標準。 

    參考德國率先提出的農業環境計畫，主要包括人文景觀、自然保護契約與自然景觀

維護等計畫，可區分為兩個層級，一為聯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計畫，此是中央政府主

導的全國性農業環境措施，主要在獎勵農場/農民採用符合市場與立地條件的土地經營方

式；二為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計畫，此是根據邦政府當地情況與特殊需求來研擬各邦

的農業環境措施，如由農民參與景觀維護工作，透過簽訂自然保護契約的方式來保護自

然與生物群落區。對於農業環境維護、農業發展與鄉村發展而言，如此作法可有多重助

益，如為永續土地管理創造誘因、確保農民的基本所得支持、創造歐洲農業模式與鄉村

資產、維護鄉村地區與景觀的多樣性、保護環境品質、維持永續農業經營等，故歐盟各

國紛紛仿效與學習。 

    考量臺灣現正面臨產業結構的改變，氣候變遷的威脅加劇，農地嚴重流失，農業生

產環境被嚴重破壞，且農民的農業所得偏低，鄉村地區景觀破敗、發展沒落，此等諸多

問題有待解決。因而，本計畫認為基於確保糧食安全、促進鄉村發展的立場，農地與鄉

村地區作為重要的農業生產環境，有必要予以積極的保護，故可學習德國農業環境計

畫，實施農業環境補貼，要求農民交叉遵守與參與實施農業環境維護措施，以確保農業

生產環境，確保農民基本所得，並改善鄉村地區景觀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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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參酌歐盟與德國鄉村發展政策，建議調整我國農村再生基金之用途與分配，致力

於提升小型農場的競爭力，作為永續土地管理之誘因與發展鄉村地區之政策工具 

    為永續的土地管理及鄉村發展的目標，僅依靠農業環境補貼政策是不足的，依據歐

盟的實施經驗，尚需要配合鄉村發展政策，兩者相輔相成才能實現目標。參考歐盟的鄉

村發展政策，包括三個重點： 

① 透過投資及現代化，提高農業的經濟生存能力。 

② 保護鄉村環境與鄉村。 

③ 支持廣泛的鄉村經濟，且按「鄉村經濟發展行動連結方法」（LEADER Approach），

每個地方應自行設定地方的目標，以解決地方的問題，最終期能維護鄉村地區與景

觀的多樣性、豐富地方認同感、保護環境品質及創造歐洲農業模式與鄉村資產（王

俊豪，2004），以解決特定的問題及需求，並實施與生產脫鉤的直接補貼措施，支

持生產者的基本所得及農企業的最低收益，以致力於確保歐洲農場的競爭力，及為

永續土地管理創造誘因。 

    觀察臺灣，為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改善基礎生產條件，維護農村生

態及文化，提升生活品質，建設富麗新農村，因而制訂農村再生政策與相關計畫，並依

據農村再生條例第 7 條規定，設置農村再生基金，預計十年投入 1500 億元的基金。進一

步觀察 2012 年農村再生基金用途，當年度支出約共 41.8 億元，其中 60％（約 25.1 億

元）投資於社區發展與環境改善計畫，僅有 25.3％（約 10.6 億元）用於產業發展及活化

計畫，但僅限鄉村旅遊與農業之投資，另觀察用於購建固定資產的經費佔 56.7％，相當

於 23.7 億元，其中 23.6 億元皆用以社區發展及環境改善（如下表）。換言之，農村再生

基金超過一半用於投資及現代化鄉村的公共設施，並非用於投資及現代化農場的經營，

且僅有四分之一用於支持鄉村經濟中的休閒產業與農業，並非所有廣泛的鄉村經濟產業

皆獲得支持，更重要的是幾乎無有用於保護鄉村環境與鄉村之經費。 

    因此，本計畫認為臺灣的農村再生政策，不如歐盟與德國鄉村發展政策的全面性與

整合性，建議參酌其經驗，完善我國的農村再生政策，調整農村再生基金的用途與分

配，並不僅只於增加鄉村的公共建設，更應加強投資於永續與環保的鄉村產業（如農產

加工業、有機農業、生態或鄉村旅遊等），尤應注重農業與農場的現代化經營（如機械

化、企業管理、品牌行銷、成本控制等），致力於提高小型農場的競爭力，確保小農的生

存能力，並且增加保護鄉村環境與鄉村之經費，提供永續土地管理的誘因，如此始能均

衡城鄉發展，維護農業環境與土地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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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012 年農村再生基金支出用途決算表－按計畫別 

用途 金額（元） 
占基金總支出比例

（％） 

基金總支出 4,184,591,506 100.0 

一、農村再生規劃及人力培育計畫 615,688,691 14.7 

1.農村再生規劃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11,074,914 0.3 

其他 206,677,056 4.9 

小計 217,751,970 5.2 

2.農村再生人力培育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0 0.0 

其他 397,936,721 9.5 

小計 397,936,721 9.5 

二、農村再生建設及發展計畫 3,568,902,815 85.3 

1.農村再生社區發展及環境改善

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2,360,230,099 56.4 

其他 148,977,590 3.6 

小計 2,509,207,689 60.0 

2.農村產業發展及活化計畫 

購建固定資產 0 0.0 

其他 1,059,695,126 25.3 

小計 1,059,695,126 25.3 

（資料來源：農業特別收入基金管理會編，2013，農業特別收入基金中華民國 101 年度決算

書，頁 7-18、7-19。）  



第 110 頁，共 399 頁 

（6） 參酌德國國土空間規劃層級，建議於我國國土規劃體制，訂立明確空間發展層級

標準及相應之發展計畫，以落實計畫引導發展，有效指導土地作有秩序之利用 

    德國國土空間規劃為上承歐盟層級的空間發展構想，與引導地方政府的土地利用，

故有一套從聯邦到邦，再到地區，最後到市鎮完整的之國土規劃管理系統。該管理系

統，藉由聯邦空間規劃法、空間規劃部長會議協議、邦規劃法、營建法典及鄉鎮市規章

等法令規章，訂立各層級明確的規劃負責單位；而各層級規劃單位，則依據法令所賦予

之規劃範圍，擬訂相對應的空間發展策略與計畫，作為各層級空間發展執行依據。是以

雖在聯邦的層級，針對空間規劃只能提出一般指導原則，對地方無法直接管理，惟各層

級卻藉由計畫過程密切協調，使得上下層級空間計畫具有一致性（李長晏、曾士瑋，

2012:6）。例如邦政府下各區內的開發計畫若涉及土地變更，需經過區域規劃委員會就該

個案與上位區域計畫或邦國土計畫有無違背進行審查；而德國基本法雖保障鄉鎮市的自

治權，聯邦營建法典（土地使用管制的基本大法）也賦予鄉鎮市土地使用管制的計畫

權，惟上述法典卻也要求，鄉鎮市行使規劃高權的同時，其擬定的營建引導計畫必須與

上位的國土計畫相符合。亦即德國在鄉村計畫有垂直性的結構，邦議會決定邦發展計畫

當作法律，邦發展計畫訂定出營造共同生活價值的區域這樣的大框架，而在地方性的區

域規劃協會裡，縣政府或鄉鎮即在此範疇內運作，然後再把各地特殊的需求和情形透過

反饋到邦發展計畫裡。是以德國雖無區域政府，但透過區域規劃協會，以確保對於上位

計畫的落實。 

    反觀臺灣現行國土計畫體系，由國家至地方，亦分別訂立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區域

計畫、直轄市、縣（市）綜合發展計畫、都市計畫與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計畫。其中的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本應是國家發展計畫的空間計畫，對人口、產業、實質設施和天然資

源等在空間上的發展及保育計畫，透過空間計畫協調經濟、社會、國防及文化等項建

設，謀求實質設施在空間上合理的發展。惟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因缺乏法源基礎，並無

法有效發揮規範部門計畫及指導下位計畫之功能；另者，區域計畫雖有區域計畫法為法

源的基礎，並於國土計畫法（草案）立法通過前，其為當前國土空間計畫體系中之最上

位法定計畫，除直接指導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外，並兼具指導都市計畫及國家公

園計畫，與協調各部門計畫等功能，惟地方政府的土地利用，卻在未能落實該計畫的指

導下，往往呈現與上位計畫脫鈎現象，以致於除了未能有效管制土地利用，也使得國家

整體空間發展未能朝向國土計畫規劃的目標。是以本計畫認為，我國國土規劃體制，實

可借鏡德國國土空間規劃體制的設計，落實計畫引導發展，有效指導地方政府，對土地

作有秩序的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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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參酌德國區域合作機制，建議我國縣市政府應設立常設性的跨域合作組織，以利

環境保育與城鄉發展之整合推動，並將合作事務納入各縣市發展計畫 

    德國各邦的疆界因係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所劃定，當時劃定並未考量都市發展、區域

經濟結構的因素。嗣後為了突破既有邦界的分割侷限，以解決區域發展與城市地帶的公

用事業問題，各邦在區層級建立跨域合作機制。其合作採行之機制除各級政府首長、秘

書與部門主管經常定期聚會外，部分邦政府甚至建立了聯合行政機關和聯合司法機關；

此外，亦有邦政府共同設立區域規劃機關，以協調位於相鄰邦界區域之發展；部分邦政

府也共同經營區域廣播服務，甚至設立邦營銀行。這些機制的設立，使得地方政府和區

域機構得以強化運輸、住宅、水保及廢棄物問題的協調整合（李長晏、曾士瑋，

2012:16）。 

    而我國發展計畫同時出現在「區域計畫」與「縣市綜合發展計畫」之中，「區域計

畫」推動發展計畫雖具有跨縣市的優勢，卻缺乏統治權；而由縣市政府推動發展計畫雖

具統治權的優勢，卻無法考量跨縣市發展問題。而省視我國現行跨域合作機制，在北臺

灣有宜蘭縣、基隆市、新北市、臺北市、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栗縣等八個縣市

組成的「北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該委員會於 2005 年成立，是任務編組型的跨域組

織，其功能係做為地方政府首長意見交換的平臺；而中部地區有 2008 年成立的臺中市和

彰化縣、南投縣三個地方政府首長的「中臺灣產業聯盟—三縣市首長早餐會報」；另雲林

縣、嘉義縣、嘉義市、臺南縣和臺南市五個縣市，於 2009 年成立「雲嘉南區域合作聯盟

會議」，會中確認雲嘉南區域合作聯盟會議辦理機制，2011年臺南市升格後更名為「雲嘉

南區域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至南臺灣則有 1996 年成立的「高高屏三縣市首長及主管

聯繫會報」（劉明德、徐玉珍，2011：43-49）。惟上述縣市政府的跨域合作，並非正式組

織，是以無預算編列及人力的執行，且多係採單一議題合作或意見交換方式，而無較深

入、全面的合作。以至於各地方政府對於合作議題的推動，將會因首長重視與否而出現

消極或積極的不同步調，也恐致跨域合作機制無法穩定運行。是以本計畫認為，我國各

縣市政府可參考德國各政府間跨域合作模式，就環境保育與區域城鄉發展等公共事務，

編列預算及編制人力，設立常設性的合作組織，並將該組織協定的事務納入各縣市政府

發展計畫中，以利公共事務的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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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國政府支持小農經營之政策 

1. 德國巴伐利亞邦維護農業環境之鄉村發展政策 

（1） 巴伐利亞邦鄉村發展政策之基本原則與關鍵權限 

    在德國巴伐利亞邦，其實現農業環境維護依賴的是鄉村發展政策，此政策希冀改善鄉

村的環境、社會、經濟方面的整體問題，能在促進鄉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能維持鄉村美

好的自然與環境，此政策成功之關鍵有三（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12：10-16）： 

① 巴伐利亞合作及權利自主原則 

    參與者的市鄉鎮如同有生命的權利自主的主體，可自行設置遴選委員會，此委員會

負責所有參與者的共同事務，包含： 

A. 共同設施的規劃、施工與維護（如道路、植栽、溝渠、儲水設施、市鄉鎮中心、村

莊商店）。 

B. 重新形塑土地重劃地區。 

C. 關於土地財產權重分配的所有決策。 

D. 為建設措施設立次序。 

E. 成本分擔與扣除共同設施用地的決策。 

F. 負責土地估價（重分配的基礎）。 

② 廣泛的公民參與 

    總是以公民為主要焦點，所有公共事務的決策必須經過公民參與的程序，而成功地

促進廣泛的公民參與必須具備三項條件：A.居民主動地與計畫合作和自發性承擔責任，

B.他們需要自助與專業的支持，C.大多數的居民接受與支持計畫性措施（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35）。公民參與的支持措施

包含如下： 

A. 廣泛的資訊及自始至終的參與。 

B. 農村發展學校開設基本技術研討課程。 

C. 形成志願工作團隊。 

D. 由公民自己制定模型，並初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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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土地管理 

    鄉村發展行政機關的關鍵權限是土地管理，它包括農耕、礦產開採、房地產及物業

管理及城鎮和鄉村的實質規劃，是一個維護土地資源的過程，而土地管理是以下實施方

法的核心措施： 

A. 農村綜合發展：支持鄉鎮聯盟和促進共同行動的方法。 

B. 「鄉村經濟發展行動連結」：支持（縣）區域。 

C. 土地重劃：提高農業的競爭力，及形塑文化地景。 

D. 村莊更新：確保村落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家園和促進永續發展。 

（2） 巴伐利亞邦鄉村發展政策之工作與目標 

    在面對情勢改變與未來挑戰下，鄉村發展的管理部門必須根據農村綜合發展的行政指

示，來完成不同的任務，包含（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13）： 

① 在所有農村的區域內加強經濟、生態、社會及文化的潛能。 

② 為了農村社區和地區，在準備和執行主動且自我依靠的發展概念過程中，鼓勵公民

並支持他們，並加強區域內與生俱來的能力。 

③ 改善農村地區的生活品質，因此要加深家庭與土地之間的連接，並為了經濟要使區

位的要素最適化。 

④ 獲得且增強有效耕作土地的基礎。 

⑤ 改善生產和農業及林業方面的工作條件，讓企業可以適應競爭。 

⑥ 在一種社會上可接受並保留空間（space-saving）的模式下，轉向（deflecting）並解

決土地使用衝突。 

⑦ 運用最節省資源的方式，支援跨不同部門的導向（cross-section-orientated）、部門範

圍內推廣的概念，並實現需求地區的措施。 

⑧ 透過發展額外的收入來源，以支持農企業。 

⑨ 維持並改善完整的環境、生態的多樣性、鄉間地區的美麗與休憩價值。 

⑩ 保證天然的生活基礎，如透過飲用水安全、水污染控制和土壤維護的貢獻。 

⑪ 掌握洪水的防範，並支援洪水的防護。 

⑫ 促進農村內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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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些任務中有以下四項可以作為鄉村發展管理部門行動的基本任務（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12：17）： 

① 以具有遠見的模式，支持農業和林業。 

② 有效加強鄉鎮和保障重要鄉村地區。 

③ 保護自然的生活基礎，並創造農耕地景。 

④ 以產權友好的方式實現公共計畫（大型方案）。 

    而面對未來的挑戰，巴伐利亞鄉村發展的新任務是必須協助制定地方及區域策略，以

處理人口變化、減少土地消耗、管理能源轉換、氣候變遷等問題，及建立及參與直轄市的

合作（網絡），以支持新任務的執行。 

（3） 巴伐利亞邦鄉村發展政策之農村綜合發展實施措施 

① 實施手段 

    德國政府在國土空間秩序規劃上，將「鄉村」定位為兼具生活、就業、生態與自然

休養的平衡空間。而鄉村地區係以農業活動為最主要的土地利用型態，故即具有糧食生

產、提供具吸引力的居住環境、創造不同的就業機會與休閒遊憩資源，以及保護自然與

復育生態等多面向功能。有鑒於土地資源具有不可再生與無法移動的特性，故德國在農

村綜合發展計畫中，特別強調土地資源管理的重要性，以保障村莊居民的土地所有權與

日常生活的權益，亦即，鄉村發展政策脈絡下的土地管理思維，特別強調維護農業經營

的利益，以及保障居民的土地所有權，並透過不同的土地管理措施，進行鄉村土地重

組，協調公、私部門與地主的利益，以共同促進鄉村生活、經濟與生態的整合發展。 

    巴伐利亞農村綜合發展（IRD 或 ILE）持續「區域土地發展」的成功路徑。此項 IRD

政策，隨著它本身所信任的實施措施，如土地重劃和村莊更新，就策略性的要旨及目標

導向而言，提供鄉村地區內的居民、農夫與鄉鎮市一種結合發展的機會。在「農村綜合

發展概念（IRDC 或 ILEK）」的傘狀模式下，實施的手段特地作技術上的調整，因此不用

顧慮獨立計畫的上階計畫而能立即實施。這不僅可促進手段更具彈性，且還可聚焦於主

要的任務，例如為維持農村特性和效能，其內部的發展。而全球導向的土地管理和財政

支援計畫創造出它們自身的貢獻。來自不同部門的資金也會被合併。面對改變後的情勢

與挑戰，農村發展的管理部門必須根據一項農村綜合發展的行政指示，來完成不同的任

務（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10-11）。 

    至於農村綜合發展的實施手段，一是透過土地重劃法的執行，實施土地重劃與村莊

0 更新，以土地管理的方式完成全面性的任務，二是透過公共資金的投入，實施援助、

建設農村基礎設施或進行簡易村莊更新測量，以解決特殊的問題或任務，此種實施手段

並不涉及土地管理（如下圖）。而目前農村綜合發展的主要任務項目，包含休閒與旅遊、

村莊與住宅發展、農業與經濟、基礎設施及當地供應、環保設備、文化教育及社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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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市政、水及能源供應等（ 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12：35）。 

 

【圖 8】農村綜合發展的實施手段 

（資料來源：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1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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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土地重劃 

    在未來，有效地支援農村的農業和林業，是農村發展管理部門的主要任務之一，而

在村莊更新和土地重劃方面，有一些可運用的手段可以跟農村發展結合起來。土地重劃

創造出大型的農耕坵塊及新農業道路，而村莊更新活化內部經濟，來自巴伐利亞農村發

展計畫的財務支援，則可利用於農業不動產，以便建設及設計相關措施在村莊更新的架

構內來執行。 

    鄉鎮市從農村到發展成一個生活及工作熱門的地點，是藉由土地重劃與村莊更新的

支持來完成的。而鄉村土地管理係指透過土地重劃或合併的方式，將原本畸零分散的土

地區塊，重新組合成大規模、符合成本效率的完整區塊，以避免鄉村發展過程中可能產

生的土地利用衝突。有關鄉村土地管理的實施重點，在於重新調整與重新配置農地區

塊，其運作機制，包括農地重劃、特殊任務土地重劃、加速土地合併與自願性土地交換

四項具體措施。（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

10-11） 

    土地重劃被證明是開發耕地有效的工具。在土地重劃法的基礎上，鄉村發展為以下

任務提供專業、組織和財政幫助，包含（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95）： 

․ 土地坵塊完整的重組。 

․ 施工和設計措施的落實。 

․ 交通管理和基礎設施的發展。 

․ 水管理措施。 

․ 土壤保護，自然保護和土地保全措施。 

    此外，由於不同利益團體都在整合過程中深入參與，故在早期階段須形成土地基本

共識，即重劃目標必須具備基本共識。因此，土地重劃程序須滿足兩種情況（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97）： 

․ 計畫須經對公共需求有責任的團體同意，這意指權利、聯盟、鄉鎮市居民及一個概

括的共識必須存在於參與計畫的農民與土地所有者之間。 

․ 土地所有者及鄉鎮市居民已被通知並支持計劃施行，如此方可明確定義計劃步驟的

指標。 

    除參與者的共識以外，另一關鍵所在是地方參與者團體。巴伐利亞邦的土地重劃根

源於傳統的巴伐利亞合作基金。由參與的土地所有權人組成地方參與者團體，係屬於公

法人團體，為一非常設性組織，主要負責協助推動土地重劃或合併的工作，藉著村莊發

展辦公室的監督，完成大部份組織內部任務工作的合法控管，並且承擔計畫的規劃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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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責任。這意味廣泛的市民參與不僅有悠久的共同經驗，且有合法根源。地方參與者團

體處理土地估價、界限標記、審查、整頓、規劃、資金籌措及市民參與執行。過程中，

地方參與者團體受到村莊發展辦公室專業及合法上的支持。鄉村發展辦公室委派一個專

家為代表參與，並擔任團體的主席，並確保所有的技術、法律和專業法規得到遵守

（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98）。 

③ 鄉鎮合作 

    對於農村地區的發展而言，特徵已經改變。長久以來，新近創立的歐盟共同農業市

場開啟農業結構的變更，主要透過合理的規則並增加產量來確保這些改變。而現今有更

多的挑戰，例如全球化市場、東方國家的擴展、歐盟農業政策及結構政策的新方向，還

有人口逐漸老化及人口數下降的預測、交通量增加、洪水保護，以及有效行動的需求等

等。（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10） 

    並且，越來越多的鄉鎮市了解到其鄉鎮市許多問題與其他鄉鎮市一同解決是更容

易，而非獨自解決。根據「我們一同更強大！」（Together we’re stronger!）的口號，農村

地區的鄰近地區自願地決定一同合作，以互相彼此補足。在此過程中，他們設定自己的

發展目標，以經濟、生態與社會的特定有效方式來挽救機會、規劃與執行跨鄉鎮市的方

案。在此過程中，農村綜合發展支持鄉鎮市設定的規劃層級目標，並以農村綜合發展概

念（ILEK）來協調發展活動。同時，村莊更新、土地重劃或其他計畫的使用執行應該以

目標導向的方式加予協調。為了執行 ILEK，特別是越小的農村地區，應該藉由建立執行

的支援以安民心。在綜合農村發展的意義中，這也包含結合同一條船上的其他部門。 

    「思維、計畫，是同時形成的」這是農村綜合發展和每個村莊更新與土地重劃的座

右銘。在這背後有個信念︰只有當公民能合作形塑他們的生活環境，他們才能確定其後

果。（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55、67） 

④ 實施程序 

    農村綜合發展的實施程序，區分為以下的開始、籌備及概念、執行、延續等階段

（如下圖），分別說明如下。 

A. 開始階段-資訊和動力 

    農村綜合發展是一個過程。首先，要建立互相的信任。故在開始的階段，來自經濟

結構、主管機關、協會與聯盟的各式利害關係人將被結合在一起，並受到積極鄉鎮市市

民與議會成員的告知及推動。規劃中重要的關鍵被定義。地區意識的一致性，應透過密

集的意見交換來獲得。巴伐利亞農村與農村發展學校的準備研討班課程受到推薦用來成

功地啟動此過程。因此，此概念的第一想法、未來的策略與行動計畫已被建構。

（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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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籌備與概念階段-農村綜合發展觀 

    如果找到這個共同點，協作和組織的結構將達成一致，以依其功能在議會成員與活

躍居民之間分配任務與權責。由鄉鎮市居民參與的市長、研究小組的領導人、農村發展

部和其他部門及中心組成一個監督小組，被證明是重要的。 

    全鄉鎮市行動範圍被定義在與其他事物之間的專業調查、優缺點分析基礎之上。為

此發展的想法、意見、慾望或目標應該由專家來建構。鄉鎮市居民行動未來的重點範圍

源自於共同討論的結果，並概括於農村綜合發展概念中。在此過程，非常重視其可實現

性。 

    在此關係中，接受與協調不同專家的意見及支援計畫也是重要的，特別是農村發展

管理部門與農業管理部門。地方任務的解決與實現的開始，乃根基於 ILEK 目標、分析

與策略的審議。為此，執行手段的有效率且更彈性的形成是需要的。（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57） 

C. 執行階段-執行計畫 

    執行的階段依循著協調與規劃。除了鄉鎮市居民自己執行外，也要由第三者來執

行，眾多計畫可以被支援在村莊更新與土地重劃的框架中。特別是在以下列措施的情

況： 

․ 鄉鎮市及公共基礎設施中的規劃、製作與財政支持，如鄉鎮市道路與軌道、農村

設計、休閒設施、景觀維護、鄉鎮市基礎設施。 

․ 土地的提供，尤其是在土地管理框架中公共、商業與農業計畫的土地提供。這包

括與土地所有人的協商、劃定界線及土地宗地測量和制定財產與土地登記更正的

文件。（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

58） 

D. 延續階段-執行支援 

    鄉鎮市居民不同領域的行動被分析與描述在 ILEK 中。並非所有這些領域範圍的行

動，皆能夠且應該被農村發展手段所實現。因此，在綜合性發展的涵義內，利用協調的

方法，從其他部門探究其他計畫與手段，不僅是有用的，也是重要的。這不是普通的任

務。因此，在此過程中，藉由「執行支援」，更小的農村鄉鎮市會被支援。一個適合且

被公認的管理者應該提供給主管機關，他不僅負責執行在農業發展部門管轄範圍外之項

目的規劃、監督與處理，也確保每一個難題適當地配合在一起。（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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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農村綜合發展之實施過程 

（資料來源：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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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巴伐利亞邦鄉村發展政策之財務與評估 

① 資金來源 

    在農村綜合發展計畫中，村莊更新和土地重劃的資金共投入 1.801億歐元，主要來自

歐盟 2280 萬歐元、德國 2910 萬歐元、巴伐利亞邦 3550 萬歐元和鄉鎮市 3570 萬歐元，

並且鄉鎮市的補助金及分配款有 1.242 億歐元。特別的是來自土地所有權人的資金有

5590 萬歐元，佔總資金 30％，他們可以以工作和積極合作的方式支付其所負擔的比例。

（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12：39） 

② 鄉村發展政策之效益 

A、平均發展利益約有 15％ 

    慕尼黑科技大學研究巴伐利亞中 765 個鄉村社區，發現社區自土地重劃和村莊更新

獲得相當的發展利益。因此科學家評估了近二十年的社區資料，發現明顯的改變，例

如：國家稅收、人口數量、住宅建物的興建及農業企業數量，顯示在有 2000 位居民的

社區，平均有 15％的發展利益。（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42-43） 

B、1 歐元變成 7 歐元的投資 

    依據著名的慕尼黑經濟研究協會（Munich Ifo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估

計，花費於村莊更新及土地重劃上的每 1 歐元會帶來後續多達 7 歐元的投資。這對勞力

市場帶來一個正面效果：大約有 130 個工作場所直接及間接依賴鄉村發展計畫的每 100

萬歐元公共資金。推動資金帶來的這些投資幫助支持區域內小型和中型手工藝企業，及

促進強化鄉村地區的經濟區位和工作。此外，因土地重劃和村莊更新所帶動的私人投

資，這會使國家稅收增加將近三分之二的已使用的補助金會回流到國庫中（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44）。 

C、農民平均每年每公頃省下 170 歐元的成本 

    透過土地重劃，為巴伐利亞的農夫帶來相當的經濟利益：總體而言，平均每年每公

頃省下 170 歐元的成本，含受雇勞工支出節省 50 歐元，大而完整的坵塊可節省 16 歐元

的經營成本，種子、肥料、殺蟲劑的成本減少 8 歐元，藥劑購買成本減少 46 歐元，且

工作時間減少的成本有 50 歐元。 

    另一項研究指出農業企業的利益所在，發現土地坵塊的重劃、新的土地和農場建設

連結至需要的便利設施，一定會增加了企業的收益，此係因為有兩個要素：在農場的工

作時間減少了 39％，毛所得增加了 46％。如果加上目前的經營要素，那潛在地會每年

每公頃平均節省 170 歐元，以擁有 50 公頃土地的專業農場來計算，這代表了每年節省

8500 歐元，若是擁有 12 公頃土地的兼業農場而言，每年則節省 2000 歐元。此種長期的

節省成本支持巴伐利亞邦（擁有高比例的不利競爭的地區）的農人在國內外的競爭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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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06：43）。 

D、提高民眾對家鄉的認同感 

    包浩斯的建築師及創立者 Walter Gropius 曾說：「人是所有規劃的核心」，這句話也

適用於綜合鄉村發展框架中的發展計畫：村莊更新、土地重劃，公民的需求及願景為專

業規劃者工作構成方針框架。因此，公民參與對人們是有利的，在公民參與中，當人們

尋找適合未來和其需求的解決方案時，會比之前更關注於他們地區的歷史及文化背景脈

絡，瞭解這些發展脈絡會強化人們對他們家鄉的認同感。（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 2006: 72-73）如他們調查民眾「村莊更新後你

對你村莊的認同感有多高？」，共獲得 70％的共同肯定，亦即有 70％的人們對村莊更新

的成功感到驕傲，對其村莊的家鄉感也明顯增加（Bavar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Rural Development，20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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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巴伐利亞邦農業環境補貼之政策 

（1） 巴伐利亞邦農業補貼政策之沿革與政策目的 

     德國自 1980 年代開始實施農業政策措施，1980 年代後期起，以誘因為導向之農業環

境措施已成為德國農業環境政策重要工具。因德國的農業政策主要係遵守歐盟共同農業政

策（Gemenisame Agrarpolitik,GAP），並考慮其實際情況而具有自身特色，因此德國聯邦政

府農業政策之工作重點著重改善農村社會與調整農業結構，至於地方政府則是制定具體的

農業措施；且於 1980 年代中期以前將環境友善的概念納入補貼，其相關措施可概分為兩

大類：其一為交叉配合項目，另一支為鄉村發展政策的目標二「環境與土地管理」，尤其

是其中的農業環境措施（Agrarumwelt-maβnahmen,AEM）， 因此德國根據過去施政經

驗，各邦發展出各自的農業環境措施（AEM）（陳郁蕙，101:48-59）。1988 年，巴伐利亞

邦首先推出「農耕地景方案」，使得該邦的農民因其對環境的貢獻而獲得給付，繼而持續

推展，近於 2008 年，擴大辦理該方案若干措施，諸如：生物多樣性、土壤的侵蝕與營養

流失以及氣候調適等方案；每年為此準備的預算多達 15,000 萬歐元（60 億台幣），以滿足

各項需求（顏愛靜,2012:41）。 

（2） 巴伐利亞邦農業補貼經費來源 

    農耕地景方案係以農民自願參與的方式給予補貼，為巴伐利亞邦帶來超越標準的環境

效益。目前巴伐利亞邦農民的農業補貼收入的主要來源又四： 

① 歐盟的單一給付計畫（SPS）； 

② 參與農耕景觀方案（Kulturlandschaftsprogramm, KULAP）的補貼（核心計畫）； 

③ 處於發展條件不利地區 （Ausgleichszulage in benachteiligten Gebieten, AGZ）的補

貼， 

④ 自願加入自然保護協訂計畫（Bayerisches Vertragsnaturschutzprogramm,VNP）所獲得

的補貼。 

    該農業補貼的申請人必須是農民，除了對農民自願以友善環境的方式進行生產來給予

獎勵，也補償他們在生產上的收益損失，讓農民繼續維持農耕，對社會和環境都有很大的

貢獻和幫助（張聖函, 2012:66）。 

（3） 巴伐利亞農耕景觀方案（KULAP）補貼方式 

    德國巴伐利亞邦農耕景觀方案（KULAP）係為實踐該邦之農業政策之措施，又農業

政策是以維護多樣性的自然農 耕景觀、保護土壤與環境、對動物友好的畜牧生產方式、

創造具吸引力的鄉村生活空間、農村經濟多樣化、以及提高中小型家庭農場的競爭力為核

心;其中維護多樣性的農耕景觀必須得到農民的支持 與合作才能達成,在當前“Public 

money for public goods"的思潮之下，農民為維護自然環境所付出的貢獻,自然應當得到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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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在 1969-1987 年擔任巴伐利亞農業部長的 Hans Eisenmann 先生，卻早已有如此先進的

思維，為巴伐利亞的環境農業紮下穩固的基礎（張聖函, 2012:66）。 

    自 1988 年實施的農耕景觀方案（Kulturlandschaftsprogramm, KULAP）是巴伐利亞州

農業政策的核心（張聖函， 2012:67），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四個條件： 

① 申請人必須管理自己的農田至少超過三公頃，領取農場退休補貼或養老金者不可納

入此方案。 

② 所管理的農地必須位於巴伐利亞，根據規定進行對生產要素（土地、牲畜）的管

理。 

③ 方案計畫一期五年，必須遵守農業環境政策，如農業汙水汙泥、糞便、等農田廢棄

物處理規則。 

④ 遵守「交叉遵守規定」（Cross Compliance）中的兩大要素：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

（Good Agricultural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GAEC）、法定管理要求（Statutor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SMR）。 

    農耕景觀方案（KULAP），補貼方式與項目措施分為（政治大學，2012：42-52） 

① 關於整座農場的措施： 

    2011年，全德國推展有機農業的成效，以巴伐利亞邦最著，其面積達205,324公頃，

達 6,611 座農場，占全邦農業區（UAA）面積達 6.5％，占全德國有機農場面積的 20.2

％，占全德國農場數的 6.8％，占全德國有機農場數的 29.4％，堪稱全德國表現最佳之模

範。 

    巴伐利亞邦政府先前每年給予耕地（種植糧食作物等）與牧草地每公頃 210 歐元的

補助。園藝耕作的土地以及多年生作物的土地則是每公頃 420 歐元的補助。惟於轉型期

前兩年，為符合有機規範，需耗費較多成本但無法銷售有機產品，故耕地與牧草地每公

頃可獲 300 歐元、園藝耕作與多年生作物土地每公頃獲得 500 歐元的補助。於 2012 年則

略有調整金額，其情形如表【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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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012 年的改善農業結構（GAK）框架計劃 

耕種類型 
引進有機耕作方法 

每公頃補助 

維持有機耕作方法 

每公頃補助 

蔬菜種植 480 歐元 300 歐元 

耕地 210 歐元 170 歐元 

草原 210 歐元 170 歐元 

多年生作物或苗圃作物的土地 900 歐元 720 歐元 

（資料來源：Federal Ministry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http://www.bmelv.de/SharedDocs/Standardartikel/EN/Agriculture/OrganicFarming/OrganicFarmingI

nGermany.html） 

② 關於牧草地的措施； 

    在巴伐利亞邦，牧草地的利用扮演重要的角色，面積共達 120 萬公頃，佔了全邦近

17%的面積，約等於 35%的總農業使用面積。高飼料產量的牧草地由酪農經營之用，產

量較低的牧草地則是作為粗放的畜牧業使用。牧草地對於環境與資源的保護，有關農場

導向、對地個案補貼等措施，說明如下： 

․ 農場導向措施： 

A. 兼顧環境取向的多年生牧草地利用、放棄化學肥料的牧草地粗放化栽植： 

    在農耕地景方案中提供「環境取向的多年生牧草利用」、「放棄化學肥料的牧草地

粗放化」兩個經營導向的措施；參與的農民，有強制性義務放棄對牧草地的改植（包

括牧草地的重新栽種），且全面放棄化學肥料的   使用。參與前者措施的農場，每年

最少有 5%的牧草地允許在五月中旬之後進行收割利用。後者措施目標在於促使牧草地

利用粗放化。實施該措施須放棄化學肥料，等同於草料的收成減少。一年平均畜養的

動物數量，因牧草地供應草料的單位面積生產量受限而連帶受到限制，故此措施係以

「飼料生產指數」為準。其補助方式： 

 參與「環境取向的多年生牧草利用」的農場，每年可獲得每公頃 50 歐元的補

助。 

 參與「放棄化學肥料的牧草地粗放化」的農場，依飼料生產指數高下，訂其補助

金額，如屬 1.76 飼料生產指數，每年每公頃獲得 13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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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地個案補貼措施： 

A. 沿著水域或其他敏感地區粗放使用目的 

    本措施的目標，在於阻止源於牧草地的化學肥料與農藥對地表水體與敏感地

區的危害。參與這項措施的農民有強制遵守的義務，參與該措施的補助方式為，

每座農場每年每公頃可以獲得 350 歐元補助。 

B. 藉由粗放方式收割位於陡坡的牧草地 

    本措施的目標，在於維護特殊地點的地景風貌。陡坡的牧草地多屬地力比較

貧瘠之處，但反而擁有較大的潛力會生長不同種類的植物。透過傳統粗放的收割

方式，保持牧草地種類繁多的植被與高比例的雙子葉草本植物。補助方式就坡度

介 35-49%者，每年每公頃為 400 歐元；坡度超過 50%者，每年每公頃為 600 歐

元。 

C. 藉由粗放適於牧草地放綿羊與山羊 

    經由粗放式的綿羊放牧，不僅可維持地景風貌，同時也可以讓具有保護價值

的動植物生存空間不會消失。現在，在巴伐利亞大約有 3,000 公頃的農地是供全

年性的羊群放牧地，有 17,500公頃為夏季的羊群放牧地。該措施之補助方式，係

考量因為參與「透過綿羊與山羊的粗放式放目利用」而增加的成本，每年每公頃

獲得 110 歐元補助。 

D. 規範粗放化牧草地收割時間 

    藉此方式補助牧草地，以延遲收割時間的方式來鞏固重要的生態結構。同

時，也提供許多不同種類的野生動物遮蔽與躲避的處所，植物也可完成開花播種

的繁衍工作。助方式，則規定第一次割草的時間延遲到每年 6 月 1 日之後，使得

牧草地只能生產價值較低的草料，故參與該措施的牧草地，鑑於其草料生產品質

降低所致的損失，每年每公頃獲得 300 歐元補助。 

E. 提升農業生態牧草地利用 

    該措施係提供牧草地作為提升農業生態目的之粗放使用，以維持或提高物種

的多樣性，可以獲得至少為期五年的補助。將提供野生動物糧食與遮蔽處所，藉

此以改善野生動植物的生活條件，並串連農業生態的完整系統。該措施之補助方

式，係依照土地生產力來作區分，在集約生產的牧草地上，原生產力越優異的牧

草地獲得的補助越高。生產量指數在 2000 以下者，為每公頃 150 歐元；該指數

超過 2000 者，則以每 100 為級據，再額外補助每公頃 24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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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農耕地措施： 

A. 農場導向措施： 

 進行粗放式的輪作，在於規範玉米占輪作作物的比例 

    最高不得超過每年總耕作面積的 20%；該措施對於土壤流失危險的坡地地

區，由具意義。輪作規範中，集約種植作物（玉米、小麥、甜菜和田間蔬菜）的

比例最高限為 33%。依照種植作物的種類，每公頃補貼 50-180 歐元，若同時結

合「農場完全進行有機栽培」措施，每公頃補助 25-90 歐元。 

 多樣化輪作： 

    要求農民每年種植至少五種以上不同的作物，每公頃補貼 100 歐元，若同時

結合「農場完全進行有機栽培」措施，每公頃補助為 50 歐元。 

B. 對地個案補貼措施： 

 冬季綠化與覆蓋式撥種程序 

    冬季的月份裡，農地的土壤經常是處於休耕狀態，而大部分農場為應市場的

需求，故集中在春季耕種。而輪作前的作物收割之後所栽種的間作，可在植被稀

疏期提供並補充土壤養分。通常，間作的種類是黃芥末。間作的種植將以「冬季

綠化」措施進行補助，每公頃補助 80 歐元，對覆蓋式播種程序較高的花費則是

每年每公頃 100 歐元補貼。補貼的對象是呈行列栽種的作物如玉米、甜菜、馬鈴

薯等，以及對於多年生的作物，例如啤酒花與葡萄。若同時結合「農場完全進行

有機栽作」的措施，則冬季綠化的補助金為每年每公頃 50 歐元，覆蓋式播種的

補播種的補助金為每年每公頃 50 歐元。 

 水域沿線與其他敏感地區農耕地轉作牧草地 

    如果要阻止土壤沖蝕，牧草地是保護土壤的一種方式。因此，牧草地的比例

應該提高。轉作的土地包括：水域周邊、石灰岩層的淋坑（Doline）或是生境群

落（Biotop）的範圍，還有易淹水地區，或是以泥沼地為主要構成的地區。該措

施的補助方式為：以五年為一期，每年每公頃補貼 400 歐元。 

 水域與土壤保護的綠帶 

    巴伐利亞邦有很大一部份地區屬於丘陵地。這些地區的農地常因土壤沖刷造

成土壤流失的問題。此措施實行的目標，乃是在具有高度風險的沖蝕地區，透過

持久性的綠帶（10～30 公尺寬）設置，以避免發生土壤流失的問題。其所採方

式為，沿著逕流路線持久性的綠帶進行播種，以避免土壤沖蝕。每年每種植 100

公尺的綠帶，將獲得 10 歐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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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生態的農耕利用與栽種開花植物的土地 

    土地整備的效益可以保護水域及土壤、地景，以及在生物多樣性。透過灌木

叢、緩衝綠帶、水域與植物群的擴大等的設置措施，創造與確保數量繁多的動植

物生活空間，改善生境群落（Biotop）之間的連接並提高農耕地景的吸引力。栽

種多年生的開花植物土地可以提供許多的野生動物隱蔽的空間。而栽植多年生不

同種類的開花植物於土地上，亦提供了多樣化的生物生活空間。該措施的補助方

式為，生態的農業利用措施，將取決於原來土地的生產指數（EMZ）的高下；

如指數在 2000 以內者，每年每公頃補助 200 歐元，餘則每增加指數 100，每年每

公頃增加助 24 歐元。 

․ 對於特殊農業經營類型的補貼 

A. 特殊的農業經營類型對於農耕地景的維持 

    巴伐利亞地區的許多景色與特殊的農耕形態實無法加以分割。農耕地景方案

的施行目的，不僅是維護地景，同時也包含對傳統農耕經營類型的後續維繫和發

展。為了保護自然資源，同時也會投入創新的技術與資助。 

B. 季放牧牛隻的放養補貼 

    牛隻放養的方式對於地景風貌的維繫十分重要。對觀光地區來說具有特別的

意義，需確保在每年 5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的期間，至少有三個月的時間，每天

將牛隻在牛舍外的牧草地上放牧，該措施的補助方式，為每年的牛隻放牧補貼按

每個畜養指數發給 30 歐元（一個畜養指數相當於一隻 500 公斤的乳牛）。但補助

的前提條件是，每座農場每公頃的畜養指數不得超過 2.4。 

C. 經認定高山牧場的牧牛補貼 

    畜養動物的種類與畜養的形態、土地的生產能力、地形與高山牧場的結構

等，決定了許多放牧草場的形態與系統。措施的補助方式為，對於高山牧場的經

常性人員的照護，每年每公頃高山牧場的補助為 90 歐元（每個放牧人最高為

2,750 歐元，每座高山牧場最少為 675 歐元）。對於非經常性人員則補助對半（每

個放牧人最高為 1,375 歐元，每座高山牧場最少為 335 歐元。 

D. 草地果園 

    草地果園乃指樹幹超過 160 公分、樹冠至少 3 公尺，由不同種類、不同品種

果樹組成的果園。透過「草地果園」的補助措施，以確保草地果園的地景，同時

栽培新的果樹群以培育珍貴的基因庫。該措施的補助方式為，草地果園每年每棵

果樹可獲得 5 歐元的補助，每公頃的上限為 50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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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於陡峭坡地與梯田地區以適宜環境的方式植栽葡萄 

    在陡坡與梯田的葡萄園有越來越多土壤沖蝕的問題，補助的目標在於強固土

壤結構，並保護目前存在的生物群落與維持生態多樣性。補助方式為：陡峭坡地

與梯田地區以適宜環境的方式栽植葡萄，將根據立地條件的工作難度以及農藥的

使用程度來決定補貼的多寡，其金額為每年每公頃從 360 歐元到 2250 歐元不等。 

F. 池塘養殖的粗放化經營 

    巴伐利亞邦擁有 2 萬多公頃的池塘，傳統的鯉魚養殖已有上千年歷史，魚塘

錯落田間，交織成綠蔭水藍的引人地景。此項補助措施規定養殖魚群的最高量，

其所需的蛋白質能夠完全經由池塘本身的營養來提供（浮游生物）。補助方式為：

若可維持過去或區域特殊性的單位養殖量上限，則典型的鯉魚三夏養殖法或是丁

魚歲（Tinca tinca）的養殖可獲得補助，如在採取上法之地區，每公頃可養 500 隻

兩夏的鯉魚。養殖人必須放棄在春季以生石灰進行池塘的消毒，每年每公頃補助

200 歐元。 

G. 以注射程序進行液態肥料的施灑 

    磷酸鹽是水域優氧化的限制因子，農業的肥料是水域中磷酸鹽的主要來源。

經實驗發現，如果在施肥的過程中以適當的工具直接將液態肥料置入進土壤（例

如在施肥過程中，從土壤的細縫中置入），將可以明顯減少肥料流失。透過本補助

措施，可將此類技術在敏感地區（如坡地或地表水域的周邊）推廣使用。該措施

的補助方式為：補助每立方公尺液態肥料為 1.5歐元（牧草地最高每年每個畜養指

數為 22.5 歐元，或是農耕地最高每年每公頃 45 歐元。 

H. 灌木叢與田野樹叢的照護 

    灌木叢與田野樹叢是傳統的農業地景結構與生境群落（Biotop）的元素，以

避免土壤流失，同時提供多種動植物生育、覓食與避難的生活空間。接受補助的

灌木叢與田野樹叢須按照所其定的計畫進行養護。該措施的補助方式為：每 Ar

（100 平方公尺）補助 100 歐元。於申請補助時，若年度的總補助額度低於 200

歐元，則不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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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伐利亞邦農耕地景方案執行與評鑑 

    農耕地景方案原則上在秋季向各農業與森林局提出申請。履行義務至少五年,結束的時

間為 12 月底。對於義務履行的稽查將按照相應的歐盟指導方針每年至少在所有參加的農場

中挑出 5%，由農業行政單位的檢查小組進行抽驗。 

    巴伐利亞農耕地景方案是巴伐利亞農業與鄉村未來方案 2007-2013 年的一部份。以此

方案作為巴伐利亞落實歐盟的指導方針 Nr.1698/2005 對於鄉村地區發展的補助，補助期

間，由研究團隊“農業與區域 發展“Triesdorf（ART）來代理執行。同時，也對上一個補

助期間（2000-2006 年）的個別措施予以調查其後續的環境效應，該評估也就成為後續發展

補助期間（2007-2013 年）方案的基礎。 

    評估結果確認「農耕地景方案」確實改善環境與農地經營,透過這些對於農場的、對地

的措施,將可以達到多樣而特殊的、粗放經營的農產品生產。 

    有關申請人應盡之義務規定,連結至長期對於環境要素（土壤、水、物種、生活空間與

地景）的保護，若評估結果為好或很好,則代表申請人經營的方式具有環境效益。對地補貼

的效果同樣可以滿足追求資源保護的目的,再透過適合的觀測指標，持續經常地對農耕地景

方案的品質進行監測，如此可以需求導向的方式,確保效率的資金投入（吳勁毅譯，20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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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灣研究個案農業經營概況及初步調查結果 

    本研究希冀從農業多功能角度評估農業對環境生態、社會文化、經濟產業等各方面的影

響。並探討氣候變遷與農業生產環境改變下，農地利用與城鄉農業發展之調適策略，並推展

永續農業與永續農地利用。 

1. 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之個案分析 

（1） 研究個案發展歷程 

    宜蘭縣位處臺灣東北部，三面環山，東面為太平洋，蘭陽溪沖刷形成富饒的蘭陽平

原，為臺灣重要農業縣之一。而行健村位於宜蘭縣三星鄉的心臟地帶（位置如圖一紅框所

示），面積 6.5 平方公里，共約 300 戶、人口約 800 多人。全村耕作農地面積約 200 公頃，

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為一典型農村，其中蔥蒜與銀柳產量為全國之冠。該村北有行健溪、

南有安農溪，為沖積扇地質，是栽種良質米的最適地區。除有南北兩條溪流作為天然環境

隔離外，當地氣候適中，水質優良，適合發展有機農業。 

    行健村坐落在廣袤平坦的農業區，主要農作為：稻米、三星蔥、大蒜、銀柳、高接

梨、肉桂、芋頭。其中稻米、三星蔥、大蒜、銀柳、高接梨又被列為三星鄉的五大特產。 

 

【圖 10】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位置圖 

（資料來源：宜蘭縣三星鄉公所，

http://www.sanshing.gov.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60&pageID=4923,引用日期：201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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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個案農業經營概況 

    在行健村擔任了二十年的村長以及社區總幹事的張美女士，是促成行健村發展有機農

業的重要推手。為了推行有機農業的風氣，民國九十八年在村內辦了四次的有機教育研

習。 

    有機農業施行的第一年裡，張美共找了十一名願意投入有機農業的農民，開會分配種

菜戶，初期有機農地總面積僅約九公頃。當時花蓮農業改良場派員到村裡教導農民有機農

業的栽培、管理、施肥等技術。第二年，有機農業持續發展。第三年，花蓮改良場提供溫

燙機用以消毒稻作，稻作也因此有更不需要噴灑農藥的理由。直至目前，農民開始普遍接

受有機農業，改採其有機耕作的農民達二十六名，農地總面積也上升到了三十二公頃。 

（3） 研究個案初步調查結果 

① 行健村藉由其農業生產型態轉變，不使用農藥、除草劑、殺蟲劑等危害環境的資

材，改施灑有機肥，並以人工方式除草，提升了糧食品質。 

② 另有受訪年輕農民表示，過去施行慣行農法時並不了解作物的習性。然現實施有機

後，開始會注意農作、季節與地區的關係。 

③ 藉由實施有機農法，自身也增加對於農作栽植的正確知識，進而了解，此種農業經

營對於個人知識、技巧及在地智慧的培養，有相當大的助益。 

④ 與談農民所談論的問題多為生產方面，諸如驗證程序及費用、農產品收成後加工與

倉儲問題、農業勞動力不足、田間管理書面製表困難、種植面積狹小無生產效率等

問題，農民從事有機生產上無法大面積經營及降低成本，以致虧損期延長。 

⑤ 農民遇到的生產問題，皆會影響其實施有機之意願與效果，而農業的多功能效益可

能因此無法真正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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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彰化縣溪州鄉大庄村之個案分析 

（1） 研究個案發展歷程 

    而水田濕地生態環境復育計畫位於彰化縣溪州鄉，位於彰化縣最南邊，南臨濁水溪與

雲林縣西螺鎮、莿桐鄉相望，東鄰二水鄉與田中鎮，北鄰北斗鎮、西接埤頭鄉與竹塘鄉，

全鄉面積約 74 平方公里，南北長 8.18 公里，東西寬 13.6 公里，目前全鄉人口共有三萬二

千多人。此計畫主要以莿仔埤圳水路來串連參與農民的農田，以圳寮村共 3.14公頃水田及

旁邊 2 公頃之平地造林為主要基地，並與鄰近溪州各村農民共 8.36 公頃田地，預計進行共

計 11.5 公頃的水田濕地復育，以及周遭棲地多樣化營造。 

 

【圖 11】彰化縣位置圖與各鄉分布圖 

（圖片來源：彰化縣 26 鄉鎮市，http://www.lohastw.com/blog/?p=2171，最後瀏覽日期：2016

年 10 月 27 日。） 

（2） 研究個案農業經營概況 

    彰化縣溪州鄉為一典型的農業鄉，因位居濁水溪沖積扇之上，種植以水稻為主，生產

之濁水溪米聞名全臺，另有香菇、蔬菜、高接梨、番石榴、食用甘蔗、馬拉巴栗等。其中

馬拉巴栗的生產更位居全臺第一，故此處設有「景觀苗木生產專區」。 

    而溪州鄉濕地生態復育計畫施行已進入第二年。在民國 102 年的成果中，已協助 7.1

公頃水田，以不使用農藥、化學肥料的栽種方式，進行生物棲地的多樣性營造。除了在主

要樣點挖掘生態池、生態溝渠以外，也進行六大類生物調查。今年（民國 103 年）沿續復

育計畫，並擴大為 11.5 公頃。在生態復育部份，亦嘗試擴大挖掘地點，並增強生態池、溝

渠植被營造、種植多樣化植物…等。生態調查新增植物、陸生昆蟲等類群調查，並新增水

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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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個案初步調查結果 

① 由於溪州鄉農民長期使用慣行農法種植，要進行無毒生態轉作，需要充分的生態與

農法知識經驗的學習。因此在該計劃透過生態補貼與課程安排，讓學術單位與農民

的交流，協助農民進行經濟與生態平衡的水田濕地明智利用模式的實際試驗。 

② 為確實了解此種利用模式對生態復育的實際效果，在水田濕地生態調查與資料庫建

置的部份，由臺大生演所及特生中心研究人員進行六大類的生態調查。此外，該計

畫亦透過農民、社區、學術單位共同結合，舉辦各種的生態農業體驗活動，進行教

育推廣。 

③ 而在初步訪談的過程當中，發現農民對於此觀念接受程度頗高，認同水田濕地計畫

的保育理念。 

④ 該計畫與農民契作，保障其基本的收入，使農民得以兼顧其生計。 

⑤ 於社會文化層面，溼地計畫所生產的水稻，供作溪州鄉在地食材計畫之來源，不僅

是地產地銷的展現，同時也減少了運送等外部成本，亦能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

拉近，展現了溪州之農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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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蓮縣光復鄉北富村太巴塱部落之個案分析 

（1） 研究個案發展歷程 

    太巴塱部落位於花蓮縣光復鄉東側，隔著嘉農溪與另一阿美族大社馬太鞍毗鄰。其名

太巴塱（Tafalong），係源自部落本接近河床的地形，昔日有許多白螃蟹出沒，故以阿美族

與『白螃蟹』（AFaLong）為命名。在漢人進入此地後，因農田土地肥沃，稻米收成良

好，而被稱為「富田」。太巴塱部落是阿美族重要聚落，也是原住民人口最密集的部落。 

    目前，太巴塱的年輕世代意識保存文化之重要性，自力組成太巴塱社區文化協會，推

廣織布、籐編與木雕等課程，並整理部落史料。此外，還成立了「太巴塱文化園區」，並

申請多元就業方案，期望在保存部落文化之餘，亦創造更多當地就業機會。其中南富社區

已於 2013 年通過農村再生計畫，已開始進行相關建設。 

 

【圖 12】花蓮縣行政區域圖 

（圖片來源：http://www.taiwantemple.com/3345734030322912354624287.html，最後瀏覽日

期：2016 年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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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個案農業經營概況 

    太巴塱部落由農業行銷為起步，伺農產銷售有一定的基礎之後，再由此來拓展部落文

化。花蓮區農業改良場亦關心太巴塱部落產業，曾派場內顧問師組團，前往部落了解狀況

並給予輔導。該部落的特色農產為紅糯米與箭竹筍，紅糯米在阿美族中原本稱為「紅粟

米」，花蓮縣光復鄉目前是臺灣唯一紅糯米產地，為阿美族祖先移居花蓮時攜帶而來，再

經由後代相傳栽培至今。紅糯米頗為珍貴，在產地被族人視為珍品，只在婚喪喜慶或重要

祭典時才會拿出來食用，在太巴塱部落中又被暱稱為「找到的米」。且當地的光豐農會於

與農民契作紅糯米，保障了農民收益，使更多人有意願種植。太巴塱部落的箭竹，生長於

低海拔山坡地，當地稱為孤竹筍，阿美族人稱它為「拉志」。箭竹曾為阿美族人依賴甚深

的生活材料，除了嫩筍可食用外，箭竹還可用來搭屋、圍籬等，與其生活文化息息相關。 

（3） 研究個案初步調查結果 

① 太巴塱的農再是基於文化的角度來推動。原本當地都不知道如何運用資源，在前些

年的頭目、村長等人推動、協會帶進資源，農再的一系列計畫才得以推行。 

② 太巴塱分為四個社區，僅是因為行政上的考量，整體而言還是屬於同一個部落，沒

有特地區分為哪一個社區。 

③ 南富社區是太巴塱的領頭羊，經驗較豐富、也較能掌握資訊，活動力也較強。是其

他三個社區所參考農再等計畫之對象。 

④ 由於當地人口外流、農村高齡話，希望藉由農再，能夠讓年輕人回來照顧部落、文

化傳承。 

⑤ 紅糯米為太巴塱主要特色之產品，希望藉由紅糯米之推廣，能帶動其他產業、也促

進產業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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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臺德工作坊舉辦成果 

1. 臺德國際工作坊議程 

    本計畫團於民國 103 年 3 月 8-15 日舉辦為期一週的國際工作坊，特別邀請德國慕尼黑

工業大學 Hogler Magel 教授與巴伐利亞邦 Weyarn 鎮 Michael Pelzer 鎮長來臺，為增進多元

化的學術交流，協同成功大學、東華大學與臺北醫學大學等團隊，針對「鄉村經濟與跨域

治理」、「鄉村發展、公民參與及地方治理」、「土地正義、空間秩序與土地管理」三大主

軸，於臺北、宜蘭、花蓮、臺南、彰化等地，舉辦近 20 多場的會議或對談。Magel 教授提

供理論上的見解，Pelzer 鎮長則提供實務上的經驗，不僅具有知識的深度，同時也具有知

識的廣度。 

（1） 「鄉村經濟與跨域治理」工作坊 

① 農業轉工商業社會，農業、農村與鄉村經濟 

    農轉工，是每個社會都會碰到的發展過程，德國如何轉？當農業的直接產值的重要

性逐漸淡出主要經濟結構，農業的角色是怎麼被理解？轉變過程中的農村與農民以及整

體的鄉村地區的經濟又當如何？ 

․ 時間：2014 年 3 月 9 日 

․ 地點：行健村合作社、坤漳伯家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9：00-11：20 往宜蘭三星鄉行健村   

11：20-12：30 導覽與對談   

12：30-13：30 午餐  行健村合作社

13：30-16：00 

座

談

會

工

作

坊

議題一：行健的土地利用情形 
張美  

議題二：行健的勞動力問題 

議題三：政府政策與在地抗爭 羅惠恩 坤漳伯家 

16：00-18：00 往花蓮   

18：30-20：30 晚餐  多桑 

20：30-21：10 往東華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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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 

A. 導覽與對談 

    行健村位在三星鄉的中心，呈現長條型，被兩條河流給包圍著，南邊為進水的安農

溪，北邊為排水的行健溪，48西邊尚有引用安農溪水的萬富渠（圳），為一完整的區

塊，適合有機村的發展。鄉公所在規畫時，將安農溪沿岸規劃成環境綠帶，作為泛濫的

緩衝地帶，後來當樹木逐漸長大，也成為幽美的自行車道。 

    臺灣自然環境不適合使用自然農法，尤其在平原上的土壤缺乏有機質49，多數農田

為了增加有機質則會使用肥料。依照使用肥料與農藥的方式，大致上可分為四種：（1）

慣行農法：完全使用化學肥料與農藥進行耕作；（2）無毒農法：與慣行農法大致異同，

但農藥使用按照標示來使用，且農作物的採收要在完全採收期後才能採收；（3）有機農

法：完全不使用化學肥料與農藥進行耕作，且土壤和水質也不能受到汙染，並且須通過

驗證機構驗證；（4）自然農法：除了不使用化學肥料與農藥之外，亦不使用天然肥料及

天然農藥。 

    98 年（2009），農民們在各項評估之後，認為本村很適合種有機，並找張美女士為

首，加上當時三星鄉已有農民（按：沈福智）種有機，於是開始推動，並成立合作社，

以解決銷售的問題，更於 99 年（2010）播下第一期稻作。目前實際在耕作著約有 20 人

左右，蔬菜面積並不大，約 3 公頃左右，其他皆為水稻。 

    傳統過渡到有機的階段，要先將土壤進行檢驗，接下來再將這塊田種出來的水稻進

行檢驗，接下來進入為期兩年的轉型期，若都通過檢驗，才會發給證照。有機跟過去傳

統耕作方式的最大不同，在除草階段，將原來採用農業除草改為人工。然而至今，慣行

農田與有機農田仍多緊鄰，雖已有緩衝的地帶（田埂向內 4 公尺），實為一大憂慮。 

    有機農產品的銷售雖然目標想推廣到大眾，價格卻不「大眾」，仍為特定族群所食

用，由於耕作面積不大，在銷售部分暫且沒有太大問題，多透過合作社代為銷售，再由

網購、企業認購等方式賣出，但整體收益並不高。Magel 教授與 Pelzer 鎮長指出，早期

德國有機產品有專屬的超市來進行銷售，以方便價格接受度較高的消費族群；近年來，

開始走向一般超市設立專區，試圖降低價錢，讓更多的消費族群來購買。 

  

                                                       
48 重劃後採灌排分離，安農溪進水，行健溪排水。網路資料：保證責任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行健有機夢

想村〉，最後瀏覽日：2014 年 4 月 1日。 
49 土壤中之有機質包括分解之動植物遺體、土壤生物之細胞及組織、土壤生物族群所合成之物質等，通常以能

通過 2mm 篩孔之土壤樣本中，所含有之有機物總量來決定。土壤有機質不僅是養分的主要來源，而且對土壤的

理化、生物學性狀以及各種肥力因素均有全面深刻的影響。網路資料：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辭彙、學術名詞

暨辭書資訊網‧土壤有機質〉，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6058/，最後瀏覽日：2014 年 4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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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安農溪堤防旁解說 

 

【圖 14】導覽安農溪上的萬富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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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座談會工作坊—張美—行健村的土地利用情形與勞動力問題 

    79 年（1990），張美開始擔任行健村村長，開始推動社區道路美化與綠化的工作；

98 年（2009），在臺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團隊交流後，張美便向前鄉長劉燉亮表

明欲推行有機的意願並獲得支持，開始辦理有機教育；99 年（2010），開始實行有機農

業，花蓮改良場也前來教導相關的栽培、管理及病蟲害防治的方法；同年（2010），成

立有機生產合作社。50 

    推行之初常遇到瓶頸，多數農民都認為不使用化學肥料或農藥（慣行農法）會導致

農作物無法收成，在成立第 1 年時，僅有 11 位成員加入，面積約為 9 公頃左右。推行

的農民皆認為雖然收益較低，但就長期來看，環境健康，才能長出健康的農產品，人們

身體才會健康，是一種人與地互惠的模式。行健村的農民，在肥料上使用氮肥低的肥

料，在病蟲害防治上更不使用蘇力菌51，都使得土壤的生物與微生物更加多元，加工設

備上也是有機，都是值得稱許的。然而，如同早上導覽所說，目前需要解決的問題，應

為慣行農業與有機農業緊鄰的情況。 

    年輕人口的外流，是目前農村裡的憂慮。Magel 教授發現行健村大多數年輕人都不

願意留在村莊裡繼續從事農業，紛紛跑到大都市去生活，他更利用大陸農村的案例來說

明，村莊未來的發展不可單靠有機農業，更該以長遠的角度來思考其他的經濟面向。 

    農地上的農舍，是目前農村裡的亂象之一。早期政府為了促進農地自由買賣、維護

農場經營效率、解決耕地權屬糾紛等，在 89 年（2000）通過農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

「農發條例」），卻因放寬農地取得限制與調降農地分割面積，造成大量投機行為及優良

農地轉用的問題，一方面造成農地細碎化、農地價格飆漲，反倒使得許多實際從事農業

經營的小農，無法以合理價格取得農地，另一方面形成一種在良田「種房子」的特殊人

文景觀，所製造的生活汙水與日照陰影，皆不利鄰田農作生長；99 年（2010），農發條

例最受爭議的第 18 條修正完成，停止這種情形繼續蔓延。 

    Magel 教授指出，在德國非常重視自我的「生存權」，都市計畫會深植到基礎層

級，例如鄉村（鎮）衛生、水利等相當細碎的生活條件，都會納入考量；在土地轉用

上，也會提供詳細的數據，讓每個人都可輕易知道每天土地轉用的情況，使得政府能夠

控制。相對來說，臺灣在各項土地計畫與統計數據都明顯不足，若是每個人都獨自在農

田上建造農舍，會造成大量的土地浪費，這些都是值得我們主管機關及政府該審慎思考

的部分。 

                                                       
50 99 年（2010）8 月，一群農友共同組成「保證責任宜蘭縣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至今約有 45 位成員。

作物主要生產有機米，採用慈心驗證；有機蔬果以四季蔬果為主，其中有機蔥更是一年四季全年提供。網路資

料：保證責任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行健有機夢想村〉，最後瀏覽日：2014 年 4 月 1日。 
51 屬細菌類寄生性天敵，蘇力菌成品是一種結晶孢子囊，孢子囊被昆蟲攝食，經食道進入中腸後，即被昆蟲胃

液溶解，而釋放出毒蛋白，先造成中腸麻痺，再穿透腸壁薄膜組織，致昆蟲死亡。蘇力菌可製成粒劑直接施放

在植株上，亦可製可濕性粉劑加水稀釋噴灑防治害蟲，目前主要推廣在防治超甜玉米螟蟲及蔬菜小蟲蛾。參考

資料：曾清田，〈昆蟲的天敵〉，收錄於臺灣省臺南區農業改良場編印，《農作物有機栽培成果發表會專刊》，（臺

南縣：臺南區農業改良場，1997），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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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工作坊演講 

 

【圖 16】座談會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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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張美女士講解現況 

 

【圖 18】行健村農民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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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座談會工作坊—羅惠恩—政府政策與在地抗爭 

    科技部（原國科會）93 年（2004）2 月，選定宜蘭地區作為高科技產業發展的重點

區域，邀集專家學者針對宜蘭城南、頭城下埔、員山內城、五結中興、蘇澳新馬（含利

澤工業區）、三星紅柴林、三星天送埤、冬山茅埔等 8 處基地，進行區位及環境分析與

評估。隔年（2005），科技部已通過設置「宜蘭城南基地」（73.27 公頃）、「五結中興基

地」（31.66公頃）以及「三星紅柴林基地」（492公頃）三個計畫，預計引進數位創意、

文化創意、軟體研發、通訊知識服務、整合資料庫、生物科技產業、IC、光電、精密研

發、電腦週邊產業等；52同年，「紅柴林基地」在評估過後，放棄開發。 

    Magel 教授提出，在德國遇到這種科技產業或工業到地方設廠時，會有兩種聲音，

一種是認為會帶給地方富裕（利大於弊），通常多為政治人物的意見，另一種是認為會

破壞環境（弊大於利），通常多為環保團體的意見。遇到這種爭議較大的公共議題，通

常會召開公聽會進行正反兩面的答辯。 

    Pelzer 鎮長以他所處的 Weyarn 鎮為例說明，20 年前因為 Weyarn 鄰近慕尼黑這個大

城市，許多工業前來詢問設廠事宜，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鎮民花費了兩年時間來討論

小鎮未來的發展，先進行整體評估，再討論鄉村未來的願景，最後決定繼續維持既有以

農業為主的方式。透過這種由下而上的決策，當面臨一切企業要前來設廠時，鎮民的共

識便成了依據，所謂的「公民參與」，在德國鄉村（鎮）會成立不同的工作圈，經過長

時間召開小型座談會反覆地答辯，並非由鄉村（鎮）層級的代表大會討論的結果。 

  

                                                       
52 杜文苓，〈審議民主與社會運動：民間團體籌辦新竹科學園區宜蘭基地公民會議的啟發〉，《公共行政學報》23

（2007.6），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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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羅惠恩理事長談論紅柴林抗爭事件 

 

【圖 20】民眾與德國學者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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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原住民發展、共管 v.s. 鄉村發展，發展主體與跨鄉鎮共同工作 

    跨域是當前臺灣中央政府從國發會啟動的重要工作。但跨域不僅只是跨行政部門，

也不僅僅只是跨行政治理的疆界，還包括不同的權利主體，對於同一空間行使權利的疊

合議題。在德國狩獵就是傳統的例子。放眼望去鄉村的景緻，不論是小麥田或是牧草

地，其實都是狩獵協會的獵區，兩個土地使用的權利在空間是疊合的，德國以什麼樣的

機制處理兩造雙方的衝突？鄉鎮又扮演什麼樣的角色？ 

    近年來，因為極端氣候的影響，暴雨下在哪裡，哪些就會鬧水患，完全顛覆傳統的

流域分級治水的架構，淹水的地區也不會按照行政疆界；臺灣的海岸因為你有我也要的

邏輯概念，而出現村村有漁村的景象，德國的規劃高權是落在鄉鎮的手上，縣市鄉鎮之

間又是如何解決每鄉每鎮都要開闢工業區的問題呢？ 

    以上例子，是跨域治理要面對的實務工作內容，在臺灣，尤其是花東地區，有原住

民的自治共管議題，不僅僅是崇山峻嶺的傳統領域，還有原漢混居的平地以及海岸地

區。除了治權以外，發展亦是另外一個議題。原住民的發展僅只於族群事務嗎？原住民

的發展在國土發展、區域計畫的空間架構中，又如何有角色呢？ 

․ 時間：2014 年 3 月 10 日 

․ 地點：花蓮縣光復鄉大農大富森林園區、Kitaan 祖屋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9：00-09：50 往大農大富平地森林   

09：50-10：50 導覽與對談 
林恆智（花蓮縣守望部落

交流協會理事長） 
 

10：50-11：20 往太巴塱部落   

11：20-12：30 
座談會

工作坊 

議題一：Kakidann 重建與

土地爭議歷程 林恆智（花蓮縣守望部落

交流協會理事長） 

 

議題二：太巴塱傳統領域

土地爭議 
 

12：30-14：00 午餐   

14：00-15：00 往港口部落   

15：00-18：00 
座談會

工作坊 
議題：港口部落自治共管   

18：00-19：00 往東華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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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 

A. 導覽與對談—林恆智 

    所謂的「共管」（co-management），通常運用在自然資源的管理上，希望透過治理

的改革，特別是參與及負責的機制，來改進自然資源的治理。具體而言，就是政府與

社區之間來共同分享權力及負擔責任。53 

    傳 統 的 資 源 管 理 是 「 以 政 府 為 基 礎 的 管 理 」 方 式 （ government-based 

management），為一種由上而下進行的管理；而位於光譜的另一個極端則是「以社區

為基礎的管理」方式，則是由下而上進行的管理，而「共管」則是兼顧政府及社區對

於管理的參與方式。54 

    1980 年代開始，在與臺灣類似的墾殖國家（settler’s state），如澳洲、加拿大及紐

西蘭等，共管已經成為這些國家內自然資源管理的趨勢，尤其是在加拿大，共管機制

協定被視為政府與原住民簽訂的「現代條約」；民國 94 年（2005），我國通過的〈原住

民族基本法〉第22條55，使得共管機制在臺灣有了明文的規定；56在這法源依據之下，

民國 96 年（2007）11 月 15 日公佈「原住民族地區自然資源共同管理辦法」，並經由內

政部、交通部、退輔會、農委會及原民會等中央部會共同研訂。57 

    大農大富平地森林園區（以下簡稱「大農大富」），位於花蓮縣光復鄉大全、大富

村，佔地 1250 公頃，58原為阿美族傳統領域。大正 9 年（1920），鹽水港製糖株式會社

計畫在鳳林街的上大和設立大和工廠（即今臺糖花蓮光復糖廠），並以鄰近的大和農場
59作為原料生產地；隔年（1921）2月，著手進行工廠興築，並於當年 11月宣告完工。
60 

民國 35 年（1946），戰後臺灣省行政公署為接管日人所經營的糖業事業，便成立臺灣

糖業公司，將原壽工廠與大和工廠合而為一，下有吳全、平和、中原、林田、大富、

大農與萬里等 7 座自營農場；民國 41 年（1952），有鑑於光復農場（即舊大和農場）

                                                       
53 施正鋒、吳珮瑛，〈原住民族與自然資源的共管〉，《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1：1（2008.春），頁 2-3。 
54 施正鋒、吳珮瑛，〈原住民族與自然資源的共管〉，頁 3。 
55 「政府於原住民族地區劃設國家公園、國家級風景特定區、林業區、生態保育區、遊樂區及其他資源治理機

關時，應徵得當地原住民族同意，並與原住民族建立共同管理機制；其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

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56 施正鋒、吳珮瑛，〈原住民族與自然資源的共管〉，頁 4-5。 
57 林光義，〈原住民觀光與傳統文化的交錯：以臺東阿美族刺桐部落為例〉，臺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碩士論

文，2010，頁 34。 
58 其中包括核心服務區、森林經營體驗區、自然探索區、樂活休閒區、環境保全緩衝區等 5 大分區。網路資

料：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臺灣山林悠遊網‧平地森林園區‧大農大富平地森林園區‧園區規劃構想‧規

劃構想〉，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fp/Masadi/4_3_plan.html，最後瀏覽日：2014 年 4 月 9日。 
59 大正 7 年（1918），鹽水港製糖株式會社向總督府申請了原來移民收容適地大和村的官有地進行豫約賣渡成

功，並且取得瑞穗村部分土地的經營權，總共 1600 餘甲的土地開發成大和農場，專門負責甘蔗原料的栽培。參

考資料：鍾書豪，〈花蓮地區的糖業發展（1889~2002），花蓮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論，2004，頁 80。 
60 鍾書豪，〈花蓮地區的糖業發展（1889~2002），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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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遼闊管理不易，便一分而二為大農與大富農場，繼續甘蔗原料之栽培。61 

    民國 70 年代初期，國內製糖環境丕變，國際糖價持續下跌與產業人口逐漸流失，

使得糖業規模持續萎縮；民國 91 年（2002），花蓮糖廠因不堪製糖的虧損，熄爐停

產，逐漸改以觀光發展取代製糖，62同時配合林務局所倡導「保育為主」之林業政

策，推動 6 年平地景觀造林計畫；63民國 98 年（2009），平地森林更成為馬英九總統所

提出的「愛臺十二建設」之一。64 

    隨著原住民族意識的抬頭，傳統領域的議題應然而起。民國 100年（2011）1月 28

日，Pancah 阿美族守護聯盟發起了「阿美族 128 土地百年戰役─凱道守夜行動」，以

「國家應向阿美族道歉、歸還阿美族傳統領域、簽訂阿美族自治條約」為訴求；65同

年（2011）5 月 12 日，阿美族部落青年選在馬英九總統替大農大富森林園區開幕時，

約 20 名青年進行抗議行動，表達「還我傳統領域」的訴求。66 

 

【圖 21】Pancah 阿美族守護聯盟成員之一闡述大農大富森林園區共管機制不當之處 

                                                       
61 鍾書豪，〈花蓮地區的糖業發展（1889~2002），頁 137、155。 
62 鍾書豪，〈花蓮地區的糖業發展（1889~2002），頁 171、179。 
63  網路資料：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臺灣山林悠遊網‧平地森林園區‧大農大富平地森林園區‧園區導

覽‧歷史人文〉，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fp/Masadi/3_1_scenery_1.html，最後瀏覽日：2014 年 4 月 9 日。 
64 行政院 98 年 12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0980073417 號函核定通過的「愛臺 12 建設」總體計畫中，有 1 項為綠色

造林，內容包括加強造林、設置平地森林遊樂區以及加強森林永續經營與綠資源維護等。參考資料：行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愛臺 12 建設」總體計畫〉，頁 II-117，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64739/912111082871.pdf，最後瀏覽日：2014 年 4 月 9 日。 
65  Pancah 是阿美族人的自稱，Pancah 阿美族守護聯盟是由三鶯、崁津、溪州、光復噶馹佤、港口、都蘭、刺

桐、塔古漠世耕地自救會等 8 個部落團體所組成。網路資料：廖靜蕙報導，2011.1.31，〈環境資源中心‧守護東

臺灣 建國百年阿美族要討回土地〉，http://e-info.org.tw/node/63309，最後瀏覽日：2014 年 5 月 4 日；荊暘睿，

2012.5.7 ，〈東海岸評論 ‧ 公義未要回，抗爭不停歇：回顧 2011 年阿美族的土地爭議與行動〉，

http://www.eastcoast.org.tw/?p=2895，最後瀏覽日：2014 年 5 月 7 日。 
66 網路資料：劉美妤，2011.5.26，〈破報‧有森林園區真好？─環保與藝術包裝下的真相〉，

http://pots.tw/node/8360，最後瀏覽日：2014 年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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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Magel 教授對於資源共管議題提供思考方向 

    林恆智表示，林務局目前所謂的「共管」機制，與部落族人有很大的落差。首

先，大農大富雖然名為「森林園區」，卻只種植幾種經濟價值高的樹種；67再來，林務

局認為大農大富可以提供部落就業機會，然而 1250 公頃的園區卻僅有使用 3 公頃的土

地68。 

    北醫人文所林益仁教授表示，臺灣在歷史上，經歷過許多不同的統治者，每個統

治者都有其不同的土地政策，導致現今有許多不同的土地問題產生。大農大富的案

例，看來林務局所認定的「共管」僅是「共享」，所謂的「共管」應該是一開始土地要

如何規劃運用時，就該與原住民部落進行討論，並非自行規劃後，再給予土地的使用

權，並非像是老闆與員工的關係；林恆智也認為，「共管」應該建立在阿美族的思考脈

絡下，而並非由白浪（漢人）政府所訂定。 

  

                                                       
67  根據園區所羅列樹種有臺灣櫸（榆科）、樟樹、大葉楠（樟科）、白雞油（木犀科）、臺灣赤楊（樺木科）、杜

英（杜英科）、臺灣肖楠（柏科）、臺灣欒樹（無患子科）等 20 幾種植物，可見政府部門或民眾感受，實與當地

部落族人認同上有所差異。網路資料：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臺灣山林悠遊網‧平地森林園區‧大農大富

平地森林園區‧園區導覽‧生態資源‧植物〉，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fp/Masadi/3_2_scenery_1.html，最後

瀏覽日：2014 年 5 月 7 日。 
68 林恆智表示，大農大富有 3,000公頃的土地；林務局花蓮處也表示，大農大富的使用，土地要向臺糖承租，都

可以說明雙方並無交集。網路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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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el 教授對於這個議題，提供了幾項思考方向： 

 原住民本身對土地的想法 

    Magel 教授舉例，南美洲智利的印地安人在西班牙殖民政權的過程中，雖遭

遇外來文化的衝擊與影響，當脫離殖民後，印地安人仍能共同期望恢復傳統的文

化價值；非洲的迦納、烏干達在脫離英國殖民政權後，雖有不少組織或專家認為

都來遊說施行西方私有財產制，但大多數人仍希望能保留傳統的部落制度。以上

案例，都說明原住民部落對於傳統領域的想法，影響著發聲的強度問題。 

   除此之外，Magel 教授也希望在建構對土地未來的想法時，應該要有關於土

地政策的專家參與，來指引土地發展的可能性。 

 跨學科領域與實務的整合 

    Magel 教授指出，若他是一位臺灣的教授，就會將政府部門對於不採用原住

民支配使用土地的「共管」觀點，進行嚴厲的批判。在德國，遇到類似議題時，

他會聯合律師、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並在政治上作連結，將這種議

題設法轉變成政策議程；若無法嚇阻政府部門來推動，可連結國際上的非政府組

織（以下簡稱「NGO」），從外部給政府部門施壓，例如柬埔寨有人權被迫害

時，國際的 NGO 就會串聯起來，讓全世界重視這個議題。 

    Magel 教授建議，臺灣或許不是被全世界多數國認同的國家，但可以建立聯

盟將未受到政府部門重視的議題，將關心相同議題的人（無論是國內或是國際）

進行整合，才能有效的發聲。 

 吸收外國經驗 

    Magel 教授認為，臺灣若過度強調歷史上的特殊性，會陷入一種太過於獨特

性看事情的角度，反而忽略在世界上的許多面向，例如柬埔寨政府徵收土地為國

有的血淋淋案例，69都值得我們去關注與瞭解。Magel 教授建議，臺灣應該將世

界上相關類似的案例蒐集起來，並加以討論。 

    最後，關於大農大富的議題，吳勁毅與教授們提供了兩個方向：一、回歸到憲法

的精神與架構，看是否能夠就原住民的部份重新探討，以解決現在的困境；二、目前

部落面臨最大的問題是，部落並非法人，沒有一個主體，所以要實施財產共有制是窒

礙難行的。 

  

                                                       
69 1970 年代，柬埔寨在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的執政下，曾將全國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日後在柬埔寨人

民共和國的執政下，雖宣佈只要提出使用土地超過 5 年以上的證明，可獲得所有權，但絕大多數民眾並不知

情，當柬埔寨政府大批出售或是出租土地以供開發時，往往造成世居在土地上的農民，只能直接被驅逐，失去

賴以維生的土地。網路資料：王顥中，2014.1.30，〈苦勞網‧柬埔寨與我們何干？觀光與商機之外的臺柬關

係〉，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7352，最後瀏覽日：2014 年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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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這座雕刻藝品其實潛藏族人對共管制的不滿 

 

【圖 24】雕刻藝品下端刻劃應景的祈福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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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座談會工作坊—林恆智—Kakitaan 重建與土地爭議歷程、太巴塱傳統領域土地爭

議 

    Kakitaan，是一種太巴塱部落階級組織的名稱之一。在阿美族傳統社會中，不同

的社會領域會產生不同的領袖，以太巴塱部落為例，傳統領域的祭祀由 Kakitaan 掌

管、豐年祭由 Sapalangaw 掌管、社會生活領域由 Tomok 掌管，並不互相衝突。70 

    根據林恆智先生所描述，阿美族傳統部落以女性為主，所以每一任 Kakitaan 的職

務皆為女性掌管，71且在部落社會中具有一定經濟能力（指穀倉、產能），能夠擔負起

部落經濟與信仰的責任，若按照今日的話來說，就是得「濟弱扶傾，照顧鰥寡孤獨」

的領袖。 

    Kakitaan 在收穫祭典後，會與 Kakomodan（頭目）、Madoasay（長老）等在祖屋內

開會，商量來年要開墾的耕作地域，Kakitaan 會考量土地的肥沃度，占卜氣候，並預

想其他蕃社入侵的路線，再決定開墾地。依據開會結果，並通知族人開墾的方向與地

域，決定在某個日期，將社民集合在開墾地點，蓋 3-4 間耕作小屋，進行砍伐樹木、

搬石頭等開墾工作，開墾結束後再由 Kakomodan 與 Madoasay 分配耕地。72Kakitaan 並

非傳統領域的擁有者，而是管理者，部落透過 Kakitaan 進行儀式，再由部落年齡階級

制度進行土地的分配。 

    阿美族部落透過年齡階級制度與領袖制度來處理部落的公共事務，集會也是這兩

種制度的配合，大致上分成兩類：一、年齡級組者；二、領袖會議。73使得部落形成

一個集體防禦、集體農耕漁獵、集體舉行儀式、共負罪責等功能的單位。74 

    日治時期，現代國家體制的介入後，土地登記制度觀念的引進，使得祖屋面臨命

運多舛的困境。這塊土地所有權的登記紀錄，最早出現在昭和 10 年（1935），同年總

督府以「史蹟名勝天然紀念物保存法」指定成為原住民史蹟，75在權力者一欄中被登

記成教育文化類的財團法人；民國 38 年（1949），國民政府公告這塊土地 1 年後，因

沒有族人主張所有權，於是被收歸國有。 

    民國 47 年（1958），受溫妮颱風的影響，祖屋倒塌，因經費不足，祖屋沒有即刻

處理房屋殘建與進行重建工作，僅能以紀念碑放在原址。後來，中研院民族所劉斌雄

先生經由部落耆老同意後，將 7 根祖靈柱帶回中研院，並按照原有形式復原重建，之

後部落曾多次向中研院民族所討回祖靈柱；民國 94 年（2005），族人以儀式迎接回祖

                                                       
70  劉金英，〈太巴塱部落與馬太鞍部落之接觸、衝突、部落認同〉，東華大學鄉土文化文化學系碩論，2010，頁

41-42、62-63。 
71 當傳統部落社會的文化受到衝擊，原本由阿美族太陽神馬拉道所指定的 Kakitaan 人選，也逐漸變成世襲制，

現今也並非由女性擔任此職務。 
72 川合午久，〈アミ族の土地所有型態に就いて〉，臺北帝國大學理農學部卒業論文，1942，頁 27-28。 
73 劉斌雄等，《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臺北市:中研院民族所，1965)，頁 187-188。 
74 黃宣衛，《異族觀、地域性差別與歷史：阿美族研究論文集》，（臺北市：中研院民族所，2005），頁 51-52。 
75  當年被總督府指定保留的原住民史蹟有二，一為佳平社（Kapian）蕃屋，另一則為太巴塱（Tavaron）蕃屋。

參考資料：吳慧婷，〈原住民古物保存機制的研究〉，北藝大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2012，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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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加上中研院民族所協助購買屋柱木材及補助雕刻經費，祖屋開始重建。 

    然而，祖屋的土地所有權爭議，仍未獲得解決，並曾被鄉公所插立「不准動工」

的警告牌。76民國 96 年（2007）1 月，重建完工後，在中研院民族所的建議下，向花

蓮縣政府文化局提出「文化景觀」申請並通過，使得祖屋逃過被拆除的命運。 

    對於這樣的歷史背景與曲折，Magel 教授認為應該要將原住民族所遇到的問題，

提升到憲法的層次，以柬埔寨的原住民為例，雖然是少數族群，也已經受到憲法的層

級來保護。若依循舊有請願的方式，是無法讓政府高層有所重視，應該要有輸得起的

決心與毅力來進行爭訟，並透過媒體來凝聚焦點，給政府施予壓力，試圖透過司法大

法官釋憲來爭取權利，或許未來的釋憲結果並不是好的，但我們仍不能放棄向國際來

尋求協助。 

    另外，Magel 教授也建議可以成立一個常態性的論壇，將所有社會中對政府的批

判、指責的言論，透過這樣的學術平臺，迫使專家、政治人物、環保團體等都得進行

參與討論。 

    祖屋的重建，仿照原來雕有部落神話傳說的祖靈柱，講述著太陽母神後裔，包括

大洪水、會發光的女孩、兄妹婚、巫師降世、兄弟獵首弒父等神話傳說，這些圖騰象

徵著天、地與祖靈，在空間擺設上也遵照祖靈的指示，彷彿是太巴塱部落對本身文化

的具體表現。祖屋作為傳統部落主宰傳統領域分配、放置獵首頭顱也是祖靈的所在，

可說是具有實質統治及象徵神聖性的場域。 

    中研院民族所胡台麗研究員，在《讓靈魂回家》這紀錄片中，不斷地穿插著喪家

舉行基督教告別式、耶誕夜報佳音、外籍神父在天主教堂裡主持彌撒等景象，如同其

他的原住民部落一樣，多數太巴塱族人信仰了西方宗教，祖靈信仰能夠再度適應部落

的變遷嗎？77答案是，雖然Kakitaan家族無法再像過去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這棟

祖屋的保存，卻也代表著太巴塱部落文化的核心得以傳承下去。林恆智先生說，多數

人對於原住民文化的想法多半來自較表象的豐年祭，但這棟祖屋卻給了他們不同的思

考方式，祖屋蘊含著部落文化知識系統，包含著對大自然的敬畏，即使傳統制度已不

復存在，但他們樂觀地表示，只要祖屋與儀式繼續流傳著，部落的精神仍會存在著。 

                                                       
76 林恆智先生表示，曾經有兩次用違章建築要把祖屋拆掉。 
77  網路資料：臺灣光華雜誌，〈阿美族太巴塱部落─向祖靈尋找文化復振的力量〉，2013.5，http://www.taiwan-
panorama.com/tw/show_issue.php?id=201350205106C.TXT&table1=1&cur_page=2&distype=text，最後瀏覽日期：

2014 年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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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參觀阿美族-太巴塱部落祖祀(Kakitaan) 

 

【圖 26】在阿美族-太巴塱部落祖祀(Kakitaan)內對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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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在阿美族-太巴塱部落祖祀(Kakitaan)內對談二 

 

【圖 28】阿美族-太巴塱部落祖祀(Kakitaan)座談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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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座談會工作坊—舒米．如妮—港口部落自治共管 

    港口部落（Makotaay）位於花蓮縣豐濱鄉，意思是指「混濁的溪水」，78依照日本

學者移川子之藏等人以「語言、習俗及地域」的分類標準，為海岸阿美（海岸群）。79 

    在探討原始民族文化時，神話或傳說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它不僅反映著某一民

族或物質的生活，並且對於起源、形成和遷移等問題，也提供豐富的訊息，使我們能

夠檢視臺灣原住民未使用文字前的文化。移川子之藏等人便透過口碑資料推論原住民

發祥與移動的系統。80 

    阿美族的創生神話以天神降為始祖的神降說及石生說兩種為主要類型，其中神降

說普遍流傳於南勢群、秀姑巒群及海岸群。81相傳始祖的兒女 Lalakan 與 Doci 遭遇洪水

來襲，共乘了木臼來到了 Langasan 山（今花蓮縣豐濱鄉貓公山）一帶，82同居並結為

夫妻，這樣搭配著洪水與兄妹結為夫妻的起源傳說，也同樣普遍流傳於南勢群、秀姑

巒群與海岸群間。 

    Cepo’這個港口部落稱呼秀姑巒溪河口的名稱，為早期族人所居住的地方，Merito

（石梯灣）、Tidaan（石梯坪）等礁岩為傳統漁獵的採集漁場。光緒 3年（1877），清廷

的開山撫番政策下，發生了「大港口事件」，族人四處逃竄，事後才陸續回到馬庫達溪

附近建社，也就是現在的「港口部落」。83 

    港口部落的族人，長期以石堆作為耕地分野的標示，並未有土地私有權的概念，

國民政府來臺後，如同 Kakitaan 的案例，土地經公告後，被收歸國有；民國 60 年代初

期，族人曾向國產局申請土地所有權，但國產局以沒有地號的原因，拒絕受理，84使

得族人只能向國產局「承租」；民國 78 年（1989），政府公告原住民原居地可以申請劃

編為保留地，許多族人陸續申請；民國 83 年（1994），花蓮縣政府卻將港口部落的土

地無償撥用給東管處，85對此舒米‧如妮（Sumi Dongi）指出，移交的過程中有許多疏

                                                       
78  鍾國風，〈失落與再現─一個關於東海岸環境史學的行動與論述〉，東華大學環境政策研究碩論，2003，頁

48。 
79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北市：南天，1988，1935 原刊），頁

391。 
80 移川子之藏、馬淵東一、宮本延人，《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頁 2。 
81 簡美玲，〈阿美族起源神話與發祥傳說初探─兼論阿美族亞群的類緣關係〉，《臺灣史研究》1：2（1994.6），頁

90-91。 
82 臺灣總督府臨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中研院民族所編譯，《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二冊）阿美族：奇密社、太巴塱

社、馬太鞍社、海岸蕃》，（臺北市：中研院民族所，2009，1915 原刊），頁 100。 
83 以 Makotaay 取代 Cepo’，有學者認為代表著居住環境、生活環境、信仰價值、組織架構等的改變。大正 13、
14年（1924-1925）之間，部份人口向南方遷移到「大港口」（Laeno）。參考資料：盧薆竹，〈花蓮縣阿美族 Ilisin
（豐年祭）音樂現況研究─以港口部落為例〉，臺師大民族音樂所碩論，2008，38-39；楊正宇，〈生態、藝術與

原住民探索港口部落藝術家的生態視野〉，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碩論，2008，71。 
84 舒米‧如妮（Sumi Dongi）表示，當時族人沒有經費可以辦理測量，使得事情一直延宕。 
85。網路資料：鐘聖雄，2011.12.25〈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港口部落「封冰箱」籲政府歸還土地 !〉，
http://pnn.pts.org.tw/main/2011/12/25/%E6%B8%AF%E5%8F%A3%E9%83%A8%E8%90%BD%E3%80%8C%E5%B
0%81%E5%86%B0%E7%AE%B1%E3%80%8D-
%E7%B1%B2%E6%94%BF%E5%BA%9C%E6%AD%B8%E9%82%84%E5%9C%9F%E5%9C%B0%EF%BC%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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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例如沒有公告讓地主知道土地管轄機關要移轉，又以保留地無人使用的理由，將

移轉正當性合理化，86又例如以文件遺失的理由，表示申請未果，87埋下日後抗爭的導

火線。 

    民國 99 年（2010）11 月 20 日，面臨土地議題與生存壓迫的 8 個部落團體藉由

「Pancah土地百年戰役」音樂會的契機，成立了「Pancah阿美族守護聯盟」，有別於以

往單打獨鬥的方式，採取有組織性的方式串聯；隔年（2010）12 月 23 日，港口部落透

過 Pancah 阿美族守護聯盟的串聯，在豐濱鄉東部風景管理處入口，以「政府不要竊我

土地，還我主權」為口號，舉行「封冰箱」抗爭行動，88控訴政府部門對於原住民傳

統領域不當掠奪，也宣示著土地主權。 

【圖 29】參觀港口部落升火工作室 【圖 30】港口部落座談會一 

  

                                                       
，最後瀏覽日：2014 年 5 月 7 日。 
86 舒米‧如妮指出，她們有提供民國 67 年（1978）時林務局的航照圖，可以證明有使用的土地的證據，但政府

部門卻以追溯期已過及時間過久無法證明使用過，予以駁斥。 
87 花蓮石門段 592、823 地號的土地爭議，民國 79 年（1990），豐濱鄉公所以颱風天淹水造成部落按「臺灣省山

胞原居使用土地劃編山胞保留地要點」申請的文件遺失為由，申請未果，土地因此被劃為國有；民國 82 年

（1993），兩地號的土地被國產局無償移交給東管處。舒米‧如妮也表示鄉公所告知資料遺失，卻無法承擔這個

責任，使得她們族人與鄉公所關係非常緊蹦。網路資料：鐘聖雄，2011.12.25〈公視新聞議題中心‧港口部落

「封冰箱」籲政府歸還土地!〉，最後瀏覽日：2014 年 5 月 7 日。 
88  舒米‧如妮表示，這次抗爭主要是東管處想要規劃多功能公園，她們認為地方本身已經有國家公園，何必多

此一舉，並且想趁這機會將她們所擁有的土地爭取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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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部落的族人表示，大多數留在部落都是年紀較長的，對於土地問題認知有

限，他們甚至不知道自己畢生耕種的土地已經喪失，部落年輕人都出去外地工作，雖

有能力去表達，但往往遷就於工作等理由，無法時時刻刻關切這樣的土地問題；村長

表示，每當召集族人一同來參與土地問題討論時，總是固定的那群少數人；舒米‧如

妮表示，部落內部也有人認為這土地問題是地主的事情，所以選擇冷言旁觀。從上述

港口部落族人的表示，不難發現多數人多半抱持著搭便車的心態，並不積極參與公共

事務的討論。 

    Pelzer 鎮長表示，其實要讓所有村民都參與是不太可能的，所以只要能達到足夠

能力的公民參與即可，Magel 教授指出，面對這些搭便車的公民，比較好的作法應該

是利用對談的方式，來討論並分享彼此的價值觀，使他們能夠認同，甚至能夠設立共

同目標，89Pelzer 鎮長把這種過程形容如「建塔」一樣，雖然得花費很多時間，但要讓

塔堅固，就得把基底做好。 

    公民參與的道路是漫長的，並不能像開開關一樣，說做就能馬上做到。Pelzer 鎮

長提到，巴伐利亞邦在 1990 年代開始推動「公民參與」時，也有很多鎮長笑他幹麼做

這些吃力不討好的事情，更認為他是瘋子，然而 10 幾 20 年過去，每個鎮長卻都想推

動「公民參與」，有人便宣稱他是公民參與的老祖宗。這些都告訴我們，做一件對的事

務，別去在乎太多無謂的問題，有時候「做就對了」。 

    Magel 教授提到，在國家非常強勢的環境下，要達到「公民參與」非常困難，他

更以土耳其為例，說明他在土耳其從事鄉村發展時，也曾將「公民參與」試著推行，

後來因政府強力反對下，而草草落幕，但慶幸的是部份的知識份子也開始能理解「公

民參與」的重要性，紛紛與父權式的土耳其政府進行抗爭。從這個案例來看，讓受教

育的公民對於自身的權利有所意識，是必要的過程，才能再進一步討論如何讓公民自

願性投入，甚至是達成目標。 

    Magel 教授認為港口部落目前面臨到族人本身沒有意識本身所遭遇的危機，又加

上政府不介入幫助或進行輔助，基本上難以看到未來，所以需要有第三方勢力的介

入，像是 NGO，在柬埔寨進行土地測量都會有 NGO 監督，在德國巴伐利亞邦內也有

許多的獨立學會來批評政府的缺失。 

    Magel 教授提到，NGO 參與抗爭的模式大致上分成兩種：一種是長期性的抗爭，

例如保持農村的生活文化、保存原住民的生存能力等議題，NGO 願意投入較多的時間

來參與；另一種是短期性的抗爭，例如阻止在風景區興建破壞美觀的橋梁或設施等，

NGO 當抗爭結果出來時，就會跳脫這個議題，大多數的 NGO 都希望能計算投入的時

                                                       
89  Pelzer 鎮長也對此表示認同，並以自身的經驗告訴大家，他曾利用兩年的時間，以鎮長的身分邀請村民參與

對談，他自己也是以參與人的身分進行對談，並另外請了主持人來主持。首先要做的一份工作，是先認識自己

的強項為何，才能一步步向目標邁進，另外也要持續與沒有意願參與的人進行交流，讓他們不會有被排斥在外

的感覺。要達到目標的過程是相當漫長的，可以在期間設定一些中、短程的目標，在達成這些目標後辦理一些

慶典來鼓勵大家，才不會讓整個過程顯得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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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與精力，所以傾向於支持有計畫性的抗爭活動。若港口部落定位在長期性的抗爭，

就得與 NGO 共同協調理念，90才能達到雙贏的目標。 

    除了善用 NGO 外，也可以將遭遇類似議題的部落集結成聯盟，將許多力量不足的

部落進行串聯，就如同 Magel 教授在太巴塱部落所建議的平臺機制，將所有關議題的

族人、學者、政府官員、NGO、媒體，甚至是國外的學者、NGO、媒體都能獲得完整

的議題資訊。林益仁教授表示，過去國際研討會多辦在臺北，常造成關切相關議題的

人往往沒獲得資訊，達不到學術交流的成效，即使有前往臺灣其他地方，但多也僅為

觀光性質，並無太大建樹，若未來能建立聯盟，當議題發生時，透過這樣的聯盟，進

而對政府部門產生壓力。 

    經過長期的抗爭後，政府部門開始依據〈原住民基本法〉第 22 條規定，產生了

「共管」機制，當族人嘗試著接受這一套制度，卻發現實際上所謂的「共管」仍由政

府部門單方面來主導，並不符合由部落進行資源自理的理念。戴秀雄老師認為，在現

實情況下部落要認知本身處在弱勢的一方，勿過度認為自己本身有能力對抗，也別過

度悲觀，Magel 教授認為，應該要巧妙運用資源，才能與國家這個巨人抗爭。 

    戴秀雄老師認為，臺灣民眾普遍存在對於基本法律知識的不足，這種現象不僅是

原住民，甚至漢人也如此，都說明著臺灣法律領域的晚熟。他建議要去強化原住民對

於權利義務的認知，並建立一個長期諮詢法律的窗口，未來當原住民權利被侵害時，

就能夠不僅是情緒上的訴求，而是用更專業的角度去指責違法行為，才能使政府部門

畏懼。 

    最後，戴秀雄老師認為現階段面對港口部落土地議題的不公，應先取得使用權，

再來談論所有權的歸屬，應該是相對起來較可行的途徑。 

  

                                                       
90 NGO 應該要對當地有很強的理解及社交公關能力，並不能只有貫徹他們自己的想法，而是必須要去詢問在地

人的意見，過程中可能會發生一些不合的情況，甚至導致決裂，這中間就得雙方更有耐心和處理關係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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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港口部落座談會二 

 

【圖 32】港口部落座談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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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鄉村經濟與跨域治理、德國跨鄉鎮共同工作（IKZ-Interkommunale Zusammenarbeit）

之法制基礎與其在鄉村發展運用 

    IKZ 是德國跨鄉鎮事務的基礎，例如整合式鄉村發展方案中及規定，提案單位必須

尋 IKZ，參與之鄉鎮組成聯合協會，依法有共同的會計帳戶，可靈活運用補助款於所欲

跨之事務。水權、防洪、共同房地產資訊、區域產業整合等，有效解決跨域的問題。 

․ 時間：2014 年 3 月 10 日 

․ 地點：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演講廳、政治大學行政大樓 7 樓第五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8：30-12：00 主題演講 
Holger Magel 

Michael Pelzer 
 

12：00-14：30 往政大   

15：00-17：00 

座

談

會

工

作

坊 

議題一：臺灣原住民族所

遭遇的國土計畫相關議題 
土地正義研究團隊 

行政大樓 7 樓

第五會議室 

議題二：大臺北水源特定

區與烏來的泰雅族 
政大烏來樂酷計畫團隊 

議題三：北泰雅特定區域

規劃之經驗 
臺大城鄉基金會團隊 

議題四：從德國經驗看臺

灣原住民族所遭遇的問題 

Holger Magel 

Michael Pelzer 

17：00-20：00 往臺南成大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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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 

A. 主題演講—Michael Pelzer 鎮長 

    Pelzer 鎮長本次演講主要議題有二個：一、從政府不同的組織，一直到地方自治

的實際，如何去參與地方層級、鄉鎮層級，跨鄉鎮到區域層級一種上下之間能形成對

自己地方發展實質的內容實踐；二、德國的狩獵法如何處理空間疊合問題，不同需求

在同一空間，保護森林、親近自然、森林作經濟使用、狩獵用、農業用等，提供實際

案例。 

 德國跨鄉鎮合作議題探討 

a. 背景介紹 

    德國在 1949 年時制定了德意志聯邦共和國基本法，相當於臺灣的憲法。基本法

中直接規定關於地方自治有四大高權，計畫高權、財政高權、文化高權、人事高

權。如果有法案將這四大高權任一權架空，在德國會被宣告違憲。與臺灣不同之

處，在於德國是以地方稅為主，因此，地方的財政獨立相當重要。諸如都市計劃、

或與土地利用有關的事務，主導權一定在地方而不在中央，其作業方式主要是由下

往上，與臺灣的規劃方式相當迥異。 

    此外，須注意一些容易混淆的概念。如 Community 一字在德國並不是指鄉鎮，

而是都市計畫的單元。如慕尼黑、柏林等數百萬人口也稱為 Community，雖然在行

政區上類似臺灣鄉鎮的層級，但是在地理學或規劃學上來說是指一個完整的規劃單

元。而 verband 一字不能解釋為協會，而是一種團體，各個 Community 和縣形成的

一個團體，而團體協商機制的結果經控制、達成共識後，接下來便分工處理。當中

重要的元素是契約，有了行政契約，Community 才有可能把工作權限移交他方，無

法執行的部分便能夠由他方所代替。這個部分臺灣一直有所欠缺，係值得參酌之

處。 

b. 跨鄉鎮合作之重要性 

    基於德國聯邦憲法及巴伐利亞邦憲法，鄉鎮擁有自我行政管理權。在憲法的補

充原則中也提到，鄉鎮層級能夠完成的事，毋須拉到縣層級處理，同樣縣層級能夠

完成的事，也毋須拉到邦層級處理。這樣法律上所賦予的權限，使得較小的鄉鎮在

實現地方事務時，能力較為不足，也促使過去這幾年跨鄉鎮合作案例愈形增加。 

c. 法律規範跨鄉鎮合作之架構 

    具有等同法律地位的邦發展方案，經由邦議會審議通過後，確立個別區域發展

計畫，其精神價值在於邦內各區域都能達到相同價值的生活方式，這裡所謂的「相

同價值」並非等同，畢竟鄉村生活水準無法與都市生活相同，而是追求近似的滿意

感受。各鄉鎮所訂定的發展計畫，受到邦發展方案所拘束，是種由上而下的垂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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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但在這規範架構下，縣和鄉鎮仍有其自主空間。 

    在這種規範架構下，還有區域規劃協會，由 4 個縣組成，例如 Pelzer 鎮長所在

的 Miesbach（米斯巴），就與 Bad Tölz-Wolfratshausen（巴德特爾茨）、Weilheim-

Schongau（魏爾海姆‧雄高）與 Garmisch-Partenkirchen（加爾米施‧帕滕基興）。區

域規劃協會成員由鄉鎮長與縣長共同組成，且鄉鎮長的票與縣長的票等值，確保地

方鄉鎮能在區域規劃具有影響力。在這樣的組織下，產生許多跨鄉鎮合作的機會，

最常見的合作項目有旅遊產業、水資源保護等。 

    邦發展計畫訂出大框架，透過區域規劃協會裡，不同縣與鄉鎮的運作，將各地

不同的需求與情形反饋到邦發展計畫裡。 

d. 自主性跨鄉鎮合作 

    在法律規定的權責之外，還有自主性的跨鄉鎮合作，各鄉鎮能自由在不同的領

域與其他鄉鎮合作。主要有兩種形式：組成目的型的協會組織，或締結目的型的協

議。在組成目的型的組織的情況下，某項鄉鎮的任務會被移轉到這新的鄉鎮組織，

這組織的管理權限及營運則由共同組成的鄉鎮共有。這個目的型組織就是一個新的

公法人組織，介於縣和鄉鎮之間的新組織。具體事項如在各鄉鎮間成立共同學校之

類，因為較小的鄉鎮人口數少，可能無法擁有自己的學校，但 2-3 個鄉鎮結合就可

以擁有自己的學校；巴伐利亞有許多河流，一條河會經過多個鄉鎮區域，因此其維

護無法由某個鄉鎮獨力完成，經常是由 20-30 個鄉鎮連結一起來完成這項工作。至

於締結目的型的協議，就是由 2-3 個鄉鎮共同締結的契約，例如各鄉鎮都有自己的

排水管道，但未必都有污水處理的設施，就由 2-3 個鄉鎮共同設置污水處理設施；

還有提供用水方面，可能水源在某鄉鎮，其他沒有足夠水源或無水源的鄉鎮就必須

透過這種契約方式，與有水的鄉鎮簽約來提供民生用水；在觀光產業方面，通常也

是數個鄉鎮共同合作，特別是在當地觀光產業行銷上；其他如鄉鎮公車營運也會由

數個鄉鎮共同合作。因此在實務上，邦發展計畫和區域規劃組織對鄉鎮極具重要

性。透過區域型組織，縣長及鄉鎮長才有影響力回饋給邦發展計畫。縣長和鄉鎮長

必須看到他們能透過區域計畫協會回饋到邦發展計畫，而不要覺得這種回饋形式不

重要。在過去十年中，上述目的型組織或任務型協議的案例增加極多。鄉鎮長也意

識到，並非透過這種跨鄉鎮合作會使自己的權力流失，而是能透過這種方式共同為

當地的居民提供更好的服務。1978 年巴伐利亞行政區域重劃後，許多小鄉鎮合併入

大鄉鎮，如此合併目的是認為大型鄉鎮才比較能合理實現其行政任務。然而透過目

的型組織或任務型協議，小鄉鎮可以完成其行政權限和行政目標，就不需被併入較

大的鄉鎮。國家思考的永遠是中央集權式的方式，總覺得應該是數個鄉鎮集結成一

個大鄉鎮，但在特定領域或特定議題上，是不是與較小的鄉鎮合作，會比較有彈性

且合乎理性。而且社區參與的活動，可以加強鄉鎮自我認同，但如果是透過穩定方

式形成一個較大鄉鎮，這種在地認同可能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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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目前遭遇之問題 

    目前德國許多鄉鎮遇到的最大問題為財政分配。由於稅收會先從中央政府、邦

政府再到各個鄉鎮。而根據補充性原則，財政的流向應該是稅收先到鄉鎮，讓鄉鎮

完成其行政目標，再把錢上繳至縣政府。同樣的，縣政府完成其行政目標後，再把

錢繳至邦政府，然而實際的流向卻相反。 

    現階段德國鄉鎮於執行各鄉鎮的行政任務時，不免地會遇到一些阻礙。例如，

市民期望鄉鎮所提供的行政服務能符合市民更多的要求，但由於財政分配並未因此

而變多，鄉鎮必須自尋財源。Pelzer 鎮長舉例說明，一輛新的消防車需花費 4,000 歐

元，而消防車使用年限是 20 年。在這 20 年間，鄉鎮每一年都要存 1/20 的錢，以便

20 年後可以添購新消防車。但如此一來，鄉鎮每一年便減少一筆錢，這代表著每一

年鄉鎮能動用的現款和資源比想像中來得少，這點也是鄉鎮為什麼要透過共同合作

的方式才能解決自身任務的原因之一。相較於他邦，巴伐利亞的鄉鎮擁有較多的自

我管轄權限，這讓縣長和鄉鎮長在面對邦政府官員時比較有自信，這種自信同時也

會轉到鄉鎮民身上。有自信的公民意識，才會塑造制度更加完善的國家。 

 德國空間疊合問題探討—以狩獵法觀之 

    Weyarn 鎮裡有一座很大的森林91，森林所有權一方面歸屬於當地農民，一方面歸

屬於慕尼黑市政府。之所以有此情形，是因 100 年前慕尼黑市政府在當地買了一片很

大的森林，其購買原因是由於慕尼黑市政府必須提供該市市民用水資源，而慕尼黑

80%的用水都是由 Weyarn 鎮所提供。因此 Weyarn 鎮必須維護此森林，才能讓水資源

得到保護。由於此森林區同時亦為農業地區，為了保護水資源，必須以符合生態的方

式來耕作，即便當地農民與慕尼黑毫無關係，仍需在其耕作方式上注意生態之維護。

然這樣的限制，將對當地農民的耕作方式和財產權有所限制，因此慕尼黑市政府必須

給當地農民一筆補償費用，所有權歸屬於農民與市政府。 

    森林是動物的棲息地，同時也有提供木材、狩獵和休閒遊憩的功能。歐洲有個共

識，即不能讓在森林裡的動物的生活品質和狀態變糟。在德國，這一類的相關事務都

會透過法律加以規定，因此，與動物棲息相關的狩獵行為，也有狩獵法做為約束。 

a. 狩獵權 

    狩獵權益原本屬於擁有該土地的農民。對農民而言，狩獵不單純只是狩獵，還

會與自身財產的自由權有所聯結。但在中世紀時，一些巴伐利亞當地的領主卻剝奪

了農民這樣的狩獵權益，衝突仍屢見不鮮－即使領主剝奪了農民的狩獵權，農民還

是違背領主的禁令而在當地狩獵，而這種不合法狩獵在刑法上會受到處罰。大約

100 年前，這種狩獵權利又回到農民身上，但不再是個人可行使的權利，而是具有

                                                       
91 譯者柯政佑補充，德國所謂的森林，不是只指有許多樹木之處，一片牧草地也可稱為森林，密集的樹林其實

在德國較為少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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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規範。Pelzer 鎮長舉例，當一個人有非常大的土地，就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

狩獵。而個人狩獵區必須符合一個基本條件，即整塊土地要超過 81.744 公頃，但在

巴伐利亞卻很難有人符合這樣的條件。以 Weyarn 鎮來說，有 36 人具有狩獵資格，

但僅有 2 人擁有自己的獨立獵地。因此，當民眾所擁有土地未達 81.744 公頃時，就

必須形成諸如合作社或共同組織，讓土地超過 81.744 公頃。通常，這種狩獵合作社

或共同會多於鄉鎮層級中所形成。所有在這塊狩獵區所屬的地主，都可以成為狩獵

團體的成員92。 

狩獵協會以民主方式運作，每個成員都有一票，但是土地較大的地主票的價值較

高，亦即其計票方式是同時按人頭及土地大小來計算。約莫十年前，會員要繳的年

費大約介於 1 萬～2 萬歐元間，如今已降低許多，降價原因在於地主更在乎自己林地

的生長狀況，以及會有多少動物被射殺。每一年，地主和擁有狩獵權的人都會共同

檢查森林，當他們發現森林許多新枝都被動物咬掉，使樹木不能生長，便會提高每

年必定要射殺動物的數目。原本是狩獵的權利較受重視，這十年來則是林業經營的

權利較受重視。對於擁有森林的地主來說，擁有森林是對自己生存權的保障，森林

猶如其提款機，當他們需要錢投資其他方面時，便會砍伐其林地的木材，到市場販

賣。 

b. 林地生長優於野生動物 

    木材之所以會越來越重要，原因在於越來越多人選擇以木材蓋屋、以木頭取暖

等用途，以致價格居高不下。十年前 Weyarn 鎮上約只有 2%~3%的房屋以木材建

造，現今已達 20%；由於德國在能源使用上如今轉向重視再生能源，以前取暖設施

是利用瓦斯或油，如今則採燃燒木材的方式，亦是導致木材價格高的原因。 

    目前，森林維護的準則是林地優於野生動物。過去承租林地的人是協會裡講話

最大聲的，如今則是林地所有者。有的狩獵區面積非常大，通常屬於鄉鎮、大地

主、城市所擁有，例如慕尼黑在本鎮即擁有超過 1 千公頃的狩獵區。而這些廣大獵

區是由市政府和國家的相關部門人員自行管理和經營，其制度在獵場制度之下。至

於鄉鎮層級，由於擁有林地較少，便把林地管理委託慕尼黑市或國家，再向其繳交

一筆管理費用即可93。 

c. 狩獵與林業之衝突 

    由前述可之，德國的制度與其他國家不同。如美國等是採特許系統或證照系

統，亦即繳交費用以獲得狩獵證照；或在其他國家縱使擁有土地很小，但地主或擁

有狩獵權的人就可在此狩獵（不似德國有土地面積的限制）。這樣狩獵與林業經常會

形成衝突，這種衝突型態如： 

                                                       
92Pelzer 鎮長補充，這些地主都是農地、林地之地主，並不包括建地。此外，鄉鎮也可以成為狩獵協會的會員，

但並無特殊權力。 
93  Pelzer 鎮長補充，就巴伐利亞而言，國家擁有的林地與私人林地約各占一半，這也隱含了私人的林地擁有者

在以林地當作生產工具的比例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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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狩獵人與林地擁有者最大的衝突在於限制狩獵人一年可射殺的動物數量。這十

年來，透過轉租把狩獵權轉給承租人的情形越來越少，而是由林地擁有者本身

行使狩獵權和進行林地勘查工作94。 

→ 當林地所有人的林地有太多野生動物，會把樹木新枝咬掉妨礙生長。以

Weyarn 鎮而言野猪是最多的，且野猪亂亦會破壞農地，誤食作物。此時，林

地所有人或轉租林地的承租人就必須賠償野猪造成的農作損失。 

→ 林地擁有人與休憩遊客、狩獵者與休憩遊客等的衝突。由於巴伐利亞邦法規定

每個人都有自由親近大自然的權利，亦即每人都有權利進入森林。若當獵人守

候獵物時，有遊客經過驚跑獵物，獵人會因此喪失獵取動物之機會。另外，遊

客在林內生火也可能破壞森林，因此遊客的行為對林地擁有人和狩獵者是一種

困擾。 

→ 在巴伐利亞，騎馬也是種全民運動，故獵人與騎師之間也有利益衝突。法律規

定每個人都有權利親近自然95，所以騎師也適用。但騎師騎馬進林，卻仍會破

壞森林間的道路。 

→ 新型態的衝突係狩獵者與動物保護人士之間的矛盾，尤其對於瀕臨絕種的動物

尤甚。在德國，動物保護協會人士的力量相當大，經常提倡不可射殺任何動

物，因此，狩獵者與林地擁有人會陷入必須不斷為自己的立場辯護的窘境96。 

→ 最主要的利益爭議是介於傳統狩獵者與林地狩獵者之間。傳統狩獵者僅單純喜

好打獵，但林地狩獵者則更在乎野生動物存續問題，亦即野生動物的存續不要

對林地造成傷害，所以其打獵目的是在控制野生動物的數量不要過多而傷害林

地。這兩種不同的狩獵型態和動機也常產生衝突。雙方有糾紛時，通常是由縣

長或鄉鎮長平息糾紛。 

    在狩獵法中也有些規定多少有助於減少糾紛狀況產生。例如，當獵人走去獵場

經過他人的土地十，法律規定只有當此獵人沒有其他可行途徑的情況下，才能通過

他人土地到其獵場，否則不允許經過他人土地到獵場；另外，在狩獵權轉租後，承

租人可以在林地內建狩獵用設施，允許前提是此設施不會對原地主行使其財產使用

權造成負面影響。只是，雖然德國狩獵法的規定詳細，實務上仍有許多糾紛狀況。

Pelzer 鎮長總結，政治必須透過某種政治場域形成共識或眾人可接受的態度，才能

找到彼此都能接受的方法。 

  

                                                       
94 現在當地許多農民同時也是獵人，一般農民要獲得狩獵權必須先通過狩獵師的證照考試。 
95Pelzer 鎮長補充，曾有判例包含騎在馬上的人。 
96譯者柯政佑補充，歐盟甚至允許林地所有人因某種道德倫理的立場，禁止其他人在其林地進行狩獵，這種倫理

立場其實是建立在歐洲式基督教的哲學觀念上，認為所有存有者，無論是人或動物，都是神的創造，一律平

等，誰都無權去獵殺其他存有者。但歐盟這法案其實是非常苛的要求，大部分人對其背後代表的倫理觀其實大

為質疑，因此只有在非常少見的情形下才會加以引用此禁令去禁止狩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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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座談會工作坊—官大偉—臺灣原住民所遭遇的國土計畫相關議題 

    相信 Magel 教授與 Pelzer 鎮長已經瞭解，在臺灣大多數的山區都是原住民族的傳

統領域。我們的研究團隊，由顏愛靜老師帶領，成員中包含許多不同領域的學者，例

如林益仁老師、日宏煜老師和我是從生態健康角度進行，林士淵老師則是從遙測角度

進行。 

    石門水庫集水區，是臺灣北部很重要的水源規劃區，卻也同時是泰雅族的傳統領

域。 

C. 座談會工作坊—問題討論 

 問題一：現階段的土地產權狀況為何？ 

    Magel 教授前幾天在花蓮談論到原住民現況時，有提到他在幫柬埔寨政府處理原

住民土地權利問題的情形，在柬埔寨的作法，是在憲法上增訂新的條文，承認那些極

為少數的原住民，他們採取的不是西方的產權制度（私有財產權），而是一種「集體

性產權」，臺灣的原住民也是比較接近這種產權型態。所以他想要問：目前的原住民

保留地的產權情形為何？ 

    官大偉老師表示，日治時期日本人只是限制原住民生活的範圍，以方便管理，並

沒有把土地分割成私有財產，採取讓原住民集體使用這塊範圍的資源。1966 年以

前，依據「臺灣省山地保留地管理辦法」，山地保留地的產權為國有土地，原住民僅

能向政府承租以為使用收益，但此項政策於 1966 年發生重大變革，當時省政府推動

「以山養山」政策，確立土地私有化與開發方針，97造成土地的碎裂化，也造成傳統

以集體型態的農業耕作方式有了改變，開始以個體的方式與市場連結。。 

    原住民至今仍對傳統領域保有強烈的集體性產權的意識，也會從傳統領域中獲取

資源。近年來，開始向政府部門提出共管的機制，試圖共同管理自然資源與森林。 

    目前柬埔寨政府正在學習如何尊重這種集體性產權的新思維，柬埔寨人民也同樣

在學習，Magel 教授希望我們臺灣也能夠學習這種新思維。Magel 教授提到，臺灣因

為政治現狀，使得這些原住民的議題沒有受到國際上的壓力，也沒有任何國際上的捐

贈，一個國家的公共議題在國際化的現代，也使得政府不敢為所欲為，必須給予原住

民更多的尊重，在加拿大、丹麥等國家都是如此。 

 問題二：在德國是如何應對土地限制的使用？ 

    以烏來的案例來說，住宅區已經被政府限制了那麼多年，土地利用很自然地改變

了人口成長。在德國，若在這種限制或規定下，會有什麼樣的情況產生呢？ 

                                                       
97 陳亭伊，〈原住民族土地資源共同管理機制之研究─以新竹縣尖石鄉泰雅族部落為例〉，政大地政研究所碩

論，2008，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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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zer 鎮長表示，土地政策讓尚未發生的事情有了計畫性的通盤考量。以 Weyarn

鎮為例，他們因為距離慕尼黑這個大城市只有 30 公里之遙，20 多年前透過鎮民「公

民參與」花了 2 年的時間進行討論，決定保留農村的風貌，在這 20 年間，許多鎮民

想要建造房子，為了達到農村的目標，透過協調的方式，控制了房子的成長。 

    戴秀雄老師指出，德國的管制系統雖然外觀與臺灣很相似，但在計畫的高權單元

非常低，他們是以一個完整的生活空間來進行規劃，大可像臺北這樣一個都市，小則

可像村落。 

 問題三：鎮長是否有透過他自身的權力作出一些決定？ 

    Pelzer 鎮長表示，在德國，鄉鎮的規劃是在邦發展計畫的框架下來進行，只要不

牴觸計畫的基本原則下，這種模式下鄉鎮其實享有很豐富的資源，但若透過鄉鎮公

所、鄉鎮代表或地方政治人物來決定的話，會產生很多問題，所以他們透過「公民參

與」的方式，採取一種由下而上的方式來尋求共識。 

    慕尼黑這個大城市，擁有便捷的交通網絡，也導致週遭的鄉鎮的發展，有些鄉鎮

選擇成為他的衛星城鎮，就會有直通慕尼黑的高速公路存在，勢必也會造成人口的逐

漸增加。Pelzer鎮長所處的Weyarn鎮透過「公民參與」的方式，拒絕成為慕尼黑的衛

星城鎮，選擇繼續維持農村的模式，一個特殊的政策會導致鄉鎮定位的改變，若沒有

透過「公民參與」的討論，必然會造成多數人的反彈。 

 問題四：水源區的限制、管理與特別補償？ 

    Weyarn 鎮是慕尼黑的水源之一，作為一個水源地，是否有受到特別的限制或管

理？居民又是如何看待這些限制或管理？若有受到限制，有沒有獲得特別補償，或是

有沒有參與到水源管理計畫？ 

    Pelzer 鎮長表示，Weyarn 鎮的水源來自於阿爾卑斯山的雪水，如果想要讓一個水

源保持地的地方改變成建地，就會受到阻止，這也影響到了耕作方式，使得邦內農民

與慕尼黑的關係變得很詭異。在 Weyarn 鎮的水源保護區，有 90%的土地都歸市政府

所有，大多租給當地農民來使用，若市政府限制農民在水源區的使用，水資源管理局

就會與農民簽訂補償合約，而這種賠償是由市政府自願性提供的，政府與農民以雙方

合作的方式來代替衝突，補償方式並非透過法律去規範的，也增加溝通的彈性；換言

之，若市政府想要擴大水源保護區的範圍，就會採取相同的方式給予特別補償，但一

切都得是在計畫之下來進行，這種協議方式也在慕尼黑所處的周遭實施了 40 年之

久。 

    戴秀雄老師補充，德國地方自治問題的權限，來自於 1949 年效力與憲法層級相

同的德國基本法，當聯邦的國土計畫做了沒有必要的限制，造成行政高權被過度限制

且空洞化時，聯邦內部可透過本身的憲法法院來進行訴訟。在德國，聯邦的概念與美

國不同，各聯邦都有各自的總統、國會、憲法與憲法法院，自治高權是憲法層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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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為何 Magel 教授協助柬埔寨政府處理原住民集體性產權時，要拉到憲法層級，

對於德國人來說人權是憲法層級的議題，且也能拉到國際層級來談論，更能獲得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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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鄉村發展、公民參與及地方治理」工作坊 

    「因為德國人很守法，因為德國人體制很健全，人家的社會文化條件不一樣」，大部

分的人聽了德國案例都會如此這般反應。2011 年 11 月兩位德國專家來臺，最後一場在政

大地政系，Pelzer 先生說：「在這一周的旅程中，各地的朋友和我們說了很多所遭遇的困

擾與問題。雖然臺灣與德國兩個社會文化差異那麼大，但這些問題對我們來說卻一點也不

陌生，這些問題我們過去全部都經歷過，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可以交流當年我們是如何面對

的。」 

    Magel 在路程上也聽到了德國本來就比較好的說法，大笑道：「你知道我們 70 年代開

始從事農村更新的工作在作什麼嗎？在訓練村民如何開會，如何在眾人面前站起來不會害

羞，如何簡短地表達自己的想法，遇到意見不同的時候如何不要翻桌而能彼此溝通。還有

教婦女如何烤好吃的麵包、如何料理，如何餐桌擺設…」 

    這次特別商請兩位德國專家來話說當年，帶來一場歷史之旅。將時光退回德國戰後，

當公民還沒有參與的意願與參與的能力，鄉鎮層級也沒有地方治理的意識與能力的時候，

到底德國是如何開啟誘發意願與能力培養？ 

① 公民參與及地方治理 

․ 時間：2014 年 3 月 12 日 

․ 地點：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三會議室、臺南縣東山區嶺南社區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9：00-12：00 

主

題

演

講

議題：沒有公民參與就不可能

有永續發展 
Holger Magel  

議題：公民起草對於未來的想

法 
Michael Pelzer  

12：00-14：00 前往東山區嶺南社區   

14：00-15：30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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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內容 

A. 主題演講—Holger Magel—沒有人民參與就不可能有永續發展（Keine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ohne Bürgerbeteiligung） 

 前言 

    Magel 教授的岳父曾教他「沒有任何理論比實務更加務實」，至今成為他的座右

銘。若要瞭解一個地方的現況與評估其未來，就得針對其歷史脈絡進行通盤的瞭解，

例如柬埔寨政府請他去指導土地政策，他就得對柬埔寨的種族分布、習性等歷史脈絡

進行瞭解，這次來臺灣前也依然如此。 

 文化差異的影響 

    我們都知道，當問題發生時，歐洲人與亞洲人會有不同的解決方式，透過圖顯

示，不同文化圈在面對問題時，對於不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98與權力

差距（power distance）99的思考方式也有所差異，造成實務上的不同，例如德國人不

確定性規避較高，所以會採取較確定且安全的規範來操作，亞洲人則常會走一步算一

步，法國人則較樂於嘗試新事物；又如南歐各國面對欠債問題，南歐人似乎不太擔

心，但德國人卻很緊張，而逼迫南歐各國趕快清償債務；對於貧富差距這種不平等，

亞洲人容忍程度較高，歐洲人則不太能接受這種情況惡化。以上案例，都在說明文化

差異，會導致面對類似問題時，解決問題的思維也有所不同，進而造成實務上的不

同。 

    「公民參與」究竟能否適用在亞洲文化？Magel 教授認為，在亞洲文化圈是個高

權力差距的社會，代表政府通常為集權化的決策方式，所以政府是否能容忍「公民參

與」，就值得我們去探討。 

                                                       
98  是指組織或群體面對不確定性時，所感受到的威脅以及試圖通過制定安全規則和其他手段來避免不確定性的

程度。在高不確定性規避的組織中，組織趨向建立更多的工作流程或規範來應附不確定性，低不確定性規避的

組織則反之。 
99 人與人之間社會地位不平等的狀況，是各種社會文化群體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權力差距是由 Geert Hofstone 提

出用來衡量承受機構或組織內權力分配不平等的文化尺度。在一個高權力差距的組織中，下屬常趨於依賴其領

導人，在這情況下，管理者常會採取集權化決策方式，低權力差距則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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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公民參與的不確定避免、權力差距圖 

 公民參與的國際化 

   1992 年，里約熱內盧舉行的聯合國地球高峰會（Earth Summit，又稱為「聯合國

環境與發展大會（UN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首度討論到

全球氣候暖化及「公民參與」等相關議題，制定了多項有關永續發展的工程藍圖，並

由 178 個國家投票通過，將會由全球不同國家來執行，也就是所謂的「21 世紀議程」

（Agenda 21）。 

    「21 世紀議程」，大致上分成 4 個部份：社會與經濟層面（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s）、保存及管理資源以促進發展（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for Development）、強化主要團體角色（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Major Groups）、實施

策略（Means of Implementation）。其中第 3 部份第 23 章「序言」中，明確提及「要實

現永續發展，基本的先決條件之一，就是公眾廣泛參與決策」，100可見「公民參與」

已成為永續發展的基本要素之一了。 

    Magel 教授提醒我們，公民參與應為決策（decision-making）過程的一環，若公

民參與發生在作成決策後，就不會發揮其效用，也同時失其意義。臺灣雖然在政治

                                                       
100 網路資料：UN，1992.6，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Agenda21.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4 年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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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不被聯合國承認，但身為世界上一份子的我們，也該正視「21 世紀議程」所

討論的議題。 

 德國公民參與發展過程 

    Magel 教授認為「公民參與」不僅是理論，也需要實務經驗的反饋，才能發展出

適當的操作方法。 

a. 公民參與的開始 

    長期受到德國科層體制的影響，政府運作是由上而下的層層節制。1983 年，時

任巴伐利亞邦土地重劃局局長的 Magel，試圖翻轉這種運作模式，於是特別邀請一

位德國教授提出一份確認公民有參與權的意見書，這份意見書也是德國第一份與

「公民參與」相關的意見書，時間遠比「21 世紀議程」早 9 年。 

    1984 年，首次在邦內的學院舉辦有關鄉村「公民參與」的學術研討會；1986

年，「公民參與」成為邦內鄉村更新的法定程序之一，是第一個將「公民參與」導入

行政工作的單位；101 1988 年，首次透過學院辦理相關講座，由公民去討論「村莊未

來的願景與開發模式是什麼？」，並從中教導公民看得更長遠、學習如何去規劃及解

決衝突；1991 年，成立鄉村更新與鄉村發展訓練中心（Institutes for Villag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Bavaria），目的在培訓民眾及行政人員（規劃者）如何進行「公民參

與」，讓他們習慣在爭執中坐下來討論未來方向及解決問題。 

    過去，公民認為政策應交由行政人員（規劃者）來規劃與執行；相對的，行政

人員（規劃者）則認為公民沒受過專業的訓練，無權干涉政策的決定，所以採取一

種由上而下的菁英式規劃模式。然而，行政人員（規劃者）固有規劃的能力，卻往

往缺乏綜觀每個面向的能力；相對的，公民雖然沒有規劃的能力，但他們一定非常

清楚知道他們想要的是什麼，所以透過「公民參與」的方式，行政人員（規劃者）

更能基於公民的需求進行規劃。 

    1980 年代中期以來，審議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理念逐漸受到民主理

論的關注，同時許多強調公共討論的公民參與模式，也在歐美國家相繼發展出來，
102在這樣的歷史脈絡下，「21 世紀議程」裡的「公民參與」也逐漸成形。 

b. 公民參與的普及 

    1991 年，歐體倡議計畫特別針對鄉村不利發展地區或貧困地區，提出推動鄉村

發展的實驗性計畫，即鄉村經濟發展行動連結（ Liaison Entre Actions de 

Developpement de L,Economie Rurale，LEDER），其中透過地方行動者的參與，納入

                                                       
101  為鄉村發展與土地管理單位中的第一個。相較於鄉村更新，都市計畫則慢了 15 年之久才納入法定程序，這

可能與都市人口較多有關。 
102  林國明，〈國家、公民社會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在臺灣的發展經驗〉，《臺灣社會學》17（2009.6），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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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利害關係人，共同籌組能代表當地社區小型且固定的實踐團隊，負責研擬、

確認與實施地方行動計畫，落實由下而上運作方式，103這是 Magel 教授他們推動

「公民參與」的 8 年後才實現的。 

    1992 年，「21 世紀議程」讓「公民參與」成為全球性的概念；同年，Pelzer 鎮長

也成為第一批接受並執行的地方首長，並普及到整個德國，證明「公民參與」模式

在技術層面來說，是完全可行的。 

c. 公民參與背後的價值觀 

    在日本尚未發生福島核災時，德國人並未意識到核災的嚴重性，然而福島核災

的發生，卻啟示他們重新思考核能發電的問題，不然環保議題要有重大轉折往往都

要花費很長的時間，而這種思維就是「價值觀的改換」。 

    近幾十年來，透過「公民參與」的推行，公民被告知有權利義務且有能力為自

己的未來負責，1999 年，德國內部出現積極的公民社會與負責任的社會的言論，顯

然「公民參與」的觀念逐漸在德國成為普遍性的價值，也就是達到了前述的「價值

觀的改換」。 

    德國近來發展出一個價值觀「一個國家、一個生活圈不是由特定某一個人負

責，而是由國家、鄉鎮、人民、經濟體共同分擔責任」，而這樣的價值觀與英美世界

中所謂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104有點類似，皆是代表公民的投入的重要

性。 

    Magel 教授請我們思考，臺灣人的價值觀到底是什麼？臺灣人是否還認為政策

的規劃與執行，應交由行政人員（規劃者）來決定呢？臺灣人對於「公民參與」的

認知與想法是什麼？成為了我們是否能走向「公民參與」的關鍵因素。 

d. 公民參與的成果 

    2000 年，Magel 教授與 Alois Glück 共同撰寫《地方政治的新途徑》（Neue Wege 

in der Kommunalpolitik.Durch eine Neue Sozial-und Bürgerkultur zur Aktiven 

Bürgergesellschaft）一書，成為鄉鎮市首長必讀書籍之一，內容指出公民文化是地方

政治的新途徑，德國總統也將此學術專書應用到政治上。 

  

                                                       
103 王俊豪，〈歐盟鄉村發展政策之演變與展望〉，《農政與農情》144（2004.6），頁 87-90。 
104 Magel 教授提到，德國人認為社會資本太過偏向社會主義，所以他們另外稱它為「人民的資本」。關於社會資

本，目前尚未對它有統一的定義。Fukuyama 將社會資本視為一種非正式的規範，而這種規範可以增進 2 個或 2
個以上的人彼此合作，在此定義下信賴、社群網絡、文明社會都是伴隨著社會資本而來，並非它們本身就是社

會資本；在 OECD 的報告中，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在一個社群網路中，因為有相似的規範、價值觀和同理心而能

增進彼此的合作，在此定義下，信賴可以同時被視為社會資本的來源及結果。參考資料：公文志，〈社會資本與

均衡路徑未定性〉，暨南大學經濟系碩論，200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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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年，德國聯邦議會（Der Deutscher Bundestag）105公民參與研究委員會提出

〈公民參與：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公民社會〉（Bürgerschaftliches Engagement: auf dem 

Weg in eine zukunftsfähige Bürgergesellschaft）106報告，往後成為「公民參與」的核心

文件，常會被學術界與政治界引用。 

    2003 年，Magel 教授等人以「21 世紀議程」對於永續性鄉鎮發展的指標為基

礎，建立一套明確的評估標準，全面評鑑巴伐利亞邦內 900 多個鄉鎮，其中也包括

公民參與的執行成效；隔年（2004 年），從中挑選 21 個執行最好的案例（Pelzer 鎮

長所帶領的 Weyarn 鎮也是其中之一），並分析這些鄉鎮成功的原因，發現「公民參

與」是否能成功，取決在行政人員（規劃者）是否會去主動蒐集公民意見並轉換成

可用資訊，應用在往後的政策規劃上。 

    2006 年，Magel 教授、Alois Glück 與 Thomas Röbke 共同撰寫《公民參與的新網

絡》（Neue Netze des Bürgerschaftlichen Engagements）一書，根據他們的實務經驗發

現：公民投入公民參與後會在某個時間點疲憊，此時可透過地方網絡與活動的策略

來解決，例如 Pelzer 鎮長常受邀到其他鄉鎮支援，會形成鄉鎮之間彼此相互支持的

體系。 

 世界任務 

a. 伊斯坦堡宣言 

    1996 年 6 月，聯合國第二屆人類居住大會（Habitat II）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召

開，會中通過「生境議程」（Habitat Agenda）及「伊斯坦堡宣言」（ Istanbul 

Declaration on Human Settlements），針對都市集居地區、都市和特大都市快速增加的

年代衍生出的問題，進行具體性的討論與建議。 

    「伊斯坦堡宣言」基於「生境議程」的精神，重申致力於「讓全人類享有更高

品質的生活水準及更大程度的自由」，務使人類有權享受與大自然和諧、健康而充實

的生活。宣言第 12 條提出「為實現承諾，我們採用最民主且最有效的辦法，也就是

夥伴合作與參與的原則」（We adopt the enabling strategy and the principles of partnership 

and participation as the most democratic and effective approach for the realization of our 

commitments），107承接了「21 世紀議程」的概念，更成為往後都市計畫規劃者的準

則。 

  

                                                       
105 德國聯邦議院（眾議院），如同英國民選的下議院，與德國聯邦參議院共同組成國會。 
106 網路資料：Der Deutscher Bundestag，2002.3.6，http://dip21.bundestag.de/dip21/btd/14/089/1408900.pdf，最後

瀏覽日期：2014 年 4 月 23 日。 
107 網路資料：UN-Habitat，http://ww2.unhabitat.org/declarations/ist-dec.htm，最後瀏覽日期：2014 年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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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永續人類發展的治理 

    1997 年，聯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發表一篇名為〈人類可持續發展的治理、管理的發展和治理的分工〉（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Division）的年度報告，其中提出 9 個「好的治理原則」，首要即為「參與」，內容指

出：每個人都有結社與言論的自由以及有建設性參與的能力，在決策中發表自己的

意見。108 Magel 教授指出，這些「好的治理原則」應廣泛應用在學術訓練上，培養

學術研究人員有能力從歷史性、文化性及社會性的角度進行分析，以瞭解任何國

家、都市或鄉村中錯縱複雜的關係，並提出合理的治理方針。 

c. 千禧年發展目標：都市協商 

    2000 年 9 月，聯合國會員在紐約市總部大樓舉行「千禧年高峰會」（Millennium 

Simmit），為解決世界上貧窮、飢餓、疾病、環境惡化、文盲及婦女歧視等社會問

題，訂立 8 個發展目標，即「千禧年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109。 

    「千禧年發展目標」要如何達到在地化呢？聯合國人類居住規劃署（簡稱「人

居署」）設立 4 個階段，其中第 2 階段「透過都市協商的策略來發展在地化」

（Developing a local MDG response strategy through City Consultation）中提到：都市

協商是一個讓利益關係者共同商討並尋求共識來解決在地議題的機制，是一種由公

民參與決策的永續過程。110 

    「透過都市協商能匯集地方政府（含行政機關、首長）、市民社會（社區）到私

營部門（如公司行號）的各界社會人士，這種夥伴關係跨越部門的界限並創造新的

關係，因應不同的特定議題，促使各種跨部門的工作小組的成立」，111這裡頭說明了

跨域整合的概念，這與德國所謂的共同負責的概念相當接近，許多事情往往都不只

有單一面向，就如同生命裡面對的許多問題。 

  

                                                       
108 「好的治理原則」有「參與」、「法治原則」、「透明化」、「響應」、「共識」、「公平」、「效率與效能」、「課責」

即「戰略眼光」。網路資料：UNDP，1997.1，http://mirror.undp.org/magnet/policy/，最後瀏覽日期：2014 年 4 月

23 日。 
109 聯合國會員國承諾在 2015 年之前，動員政府與民間力量，實現以下 8 項發展計畫：「消滅極端貧窮及飢

餓」、「普及小學教育」、「促進兩性平等，並賦予婦女權力」、「降低兒童死亡率」、「改善產婦保健」、「迎戰愛滋

病毒、瘧疾及其他疾病」、「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力」及「全球合作促進發展」。網路資料：UNDP，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mdgoverview/，最後瀏覽日期：2014 年 4 月 23 日。 
110 網路資料：UN-Habitat，
http://www.onuhabitat.org/index.php?option=com_docman&task=cat_view&gid=75&Itemid=71，最後瀏覽日期：

2014 年 4 月 26 日。 
11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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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1 世紀對都市、直轄市的挑戰 

    德國史拜耳行政科學大學（Deutsche Universität für Verwaltungswissenschaften 

Speyer，DHV），112是世界上著名專門研究行政方面及訓練行政人員的大學，其中有

個 Hill 教授113撰寫一篇〈21 世紀對都市、直轄市的挑戰」（Challenges for Citi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的文章，指出直轄市與市民之間的契約基礎是共同

分擔責任與貢獻（Contract between municipality and citizens on basis of shared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tribution），再度顯示「公民參與」的重要性。 

e. 21 世紀議程 

    「21 世紀議程」第 3 部份第 27 章「強化 NGO 作為朝向永續發展的合作夥伴」

指出，NGO 在公民參與決策的民主制度發展和實現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

色，獨立運作的特性使它們擔負社會上重大的任務。114 

    基於對社會責任的使命感，督促政府的運作，提出來的解決方案都多優於政

府，常站在政府的對立面，所以有些國家不喜歡 NGO，「21 世紀議程」希望各國政

府能讓 NGO 能有個無害環境，確保其充份發揮，才能使政府能永續發展。 

    Magel 教授期許，臺灣的 NGO 能與世界上其他 NGO 有所聯結，並多加利用這

樣的聯絡網，在某些議題上向政府施壓（例如烏干達政府囚禁 NGO 人員時，國際上

的 NGO 就會向烏干達政府施壓，迫使政府不得已放人），也能促使政府朝向好的面

向發展。 

f. 聯合國環境規劃署理事會 

    2002 年，聯合國環境規劃署理事會（Governing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的文件中指出，鼓勵大家朝公民參與的方向發展並與 NGO

進行合作。 

    在生態運動尚未出現前，德國已經有許多個人或團體關切科技和經濟發展產生

的負面影響；1151967 年，西德大眾媒體報導大型油輪 Torrey Canyon 造成的油汙染事

件以及越戰時美軍使用的化學武器，首次向大眾傳播生態學思想，這時期生態議題

有限且多為地方性，各個團體之間沒有彼此聯繫和合作。116 

                                                       
112 網路資料：DHV，http://www.dhv-speyer.de/js-start.htm，最後瀏覽日期：2014 年 4 月 24 日。 
113 Prof. Dr. Hermann Hill，曾任萊茵爾‧普法爾茲州聯邦與歐洲事務部長，遊走在學術界與政治界之間，他認為

每個教授應該都要有接觸實務與實務操作的經驗，才能教授好的政治學與行政學。網路資料：DHV，

http://www.dhv-speyer.de/hill/Lehrstuhlinhaber.htm，最後瀏覽日期：2014 年 4 月 24 日。 
114  網路資料：UN，1992.6，http://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Agenda21.pdf，最後瀏覽日

期：2014 年 4 月 21 日。 
115 1960 年代，貝納多（Lennart Bernadotte）所領導的「園藝協會」及羅科（Wilhelm Ropke）。參考資料：黃芸

羽，〈德國生態政治人物 Hebert Gruhl：其生態理念與政治悲劇〉，東吳德文系碩論，2010，頁 2-3。 
116 黃芸羽，〈德國生態政治人物 Hebert Gruhl：其生態理念與政治悲劇〉，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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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年，羅馬俱樂部出版「成長的極限」，才讓這些環保團體意識到必須合作

形成強大力量，才能有效地解決環境破壞的問題，至 1970 年代中期環保團體數量已

達到 3 千至 4 千個；1980 年，主張不同環保議題的團體共同組成聯邦層級的「綠

黨」（Die Grünen）；1983 年，綠黨更跨越議會的 5%門檻，進入德國聯邦眾議院，也

在全德各地有所發展，117更擴散到全歐洲，並在歐洲各國國會中佔有席次。德國環

保議題能有現在的程度，正是仰賴這些 NGO。 

g. 都市治理的全球性運動 

    都市中常因為政府官僚與反應遲鈍，導致許多因為身體、社會或經濟條件被排

除的群體（即「弱勢團體」）被邊緣化，這種排除只會造成都市社會問題的擴大。
118 Magel 教授指出，老年人往往是被忽視的群體，當德國社會面對高齡化及青壯年

出外就業所衍伸出的老年人照顧問題，若循傳統政府部門的途徑來解決，只會產生

更大的社會問題。 

    2000 年，聯合國人居署在一篇名為〈都市治理的全球性運動〉（Global 

Campaign on Urban Governance）的文章中指出，良好的都市治理包括良好的管理與

「包容性都市」（Inclusive City），119良好的都市治理有幾項原則，120其中一項「公民

參與及公民權」的內容，裡頭蘊含著「培力」（ Enablement ）與「賦權」

（empowerment）的觀念。121 

    Magel 教授請大家思考，到底中央政府應該處理哪些事務？哪些事情是中央政

府責無旁貸的任務呢？目前德國正討論政府與公民之間的分工，該如何調整，有個

簡單的判定標準：必須要有（Must-have）就由政府提供，例如國家安全、國家財

政；可有可無（nice to have）就由公民社會自行決定。 

  

                                                       
117 黃芸羽，〈德國生態政治人物 Hebert Gruhl：其生態理念與政治悲劇〉，頁 3。 
118 網路資料：UN-Habitat，
http://ww2.unhabitat.org/campaigns/governance/documents/governing_our_cities_env_and_urb.pdf，最後瀏覽日期：

2014 年 4 月 29 日。 
119 強調都市在發展經濟、社會、治理、文化時要均衡，不同群體權力與利益也要視為相同重要，所以採取包容

性的決策。網路資料：UN-Habitat，http://ww2.unhabitat.org/campaigns/governance/Principles.asp，最後瀏覽日

期：2014 年 4 月 29 日。 
120 永續性、輔助性、公平、效率、公開性及課責、公民參與及公民權、安全等原則，這些原則是相互依存及相

輔相成的。網路資料：UN-Habitat，http://ww2.unhabitat.org/campaigns/governance/Principles.asp，最後瀏覽日

期：2014 年 4 月 29 日。 
121 「培力」，這詞涉及價值觀，讓市民有能力主動出擊，且讓市民可以有能力成為與政府平等對談的單元，這

涉及社福單位、民間要讓他們有能力、有力量做事情，這需要「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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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當前公民參與的價值觀 

a. 共擔責任 

    所謂「共擔責任」，是指主動的國家、主動積極的公民社會（active civil 

society）與主動的企業體，三者為一共同體，必須共同為整個社會負責，也就是說

一個法令政策架構要使公民與國家之間達到平衡，並共同分擔責任，形成「新的責

任共同體」（neue Verantwortungsgemeinschaft）(圖 34)。國家應關注核心價值，並促

進公民參與，例如在都市層級運用「公民都市」（citizens municipality）的方法，強

調地方政府、地方機關與公民是整體系統的一部份，彼此是平等的(圖 35)。Alois 

Glück認為「積極的公民社會」是新的道路，可以振興國家及提高社會凝聚力。目前

德國有關「積極的公民社會」的研究，鮮少翻譯成英文，使得在國際曝光度並不

高。 

 

【圖 34】共擔責任的三要素-主動的國家、積極的公民社會與主動的企業體 

 

【圖 35】永續的市民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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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動國家 

    19-20 世紀，以國家權力發展擴張史的觀察，可以理解為一種奠基於管制國家、

社會規訓化進程，傳統行政法學中概念建構中之高權與「管制」之手段有高度連結

的結果並不令人意外，122Magel 教授以父親國家（Vater Staat）的概念來描述，國家

扮演著獨占的管制者（就如同家裡的父親），將人民事務都納入管轄之中。 

    1960、1970 年代，傳統國家以上而下的命令管控，逐漸激起許多異議與反動力

量；1970、1980 年代，企業界開始向國家遊說政府可以朝向企業經營方式運作，公

民就如同顧客，逐漸走向企業國家（Unternehmerischer Staat）；隨著福利社會、風險

社會、資訊社會、全球化社會等新型態社會結構的形成加上市民社會的復甦，使得

國家事務與任務的界限越來越模糊，國家控管的形式不再能像往以單方高權、下命

的形式形成社會關係。 

    德國聯邦政府於 1998 年政黨輪替後，新政府在國會提出建立「主動國家」

（Aktivierender Staat）123的概念，124國家並非從調控社會的角色中撤退，改採市民

與國家合作並分擔責任的方式，125重新確定國家、市場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國家的

任務只是將自己嚴格限定在調節者的角色，目標是在共通福祉、利害關係的滿足與

創造自我主動與自我管制的空間，並盡可能促使承擔社會責任。126公民不再是孩

子，不再是顧客，而是國家的夥伴，而德國正努力往這條道路上前進。 

    Magel 教授認為，行政首長將決策權力移轉給公民，並不會影響其他權力的損

失，反而會使執政工作更加輕鬆，然而大多數政治人物都會權力流失感到恐懼，所

以這一直是很緊張且刺激的議題。 

c. 自我負責的社會 

    2006 年，Laura Edger、Claire Marshall 和 Michael Bassett 共同撰寫〈夥伴關係：

實踐良好的治理原則〉（Partnership：Putting good governance principles in practice）一

文中，透過一張從國家層面描述參與式治理的圖來看（圖 36），社會主要由三個角

色組成：私部門、民間社會的機構（包括營利或非營利組織）、政府；這在巴伐利亞

可說是具體實現(圖 37)。除此之外，還有第四個角色，即「媒體」，是一個提供主要

                                                       
122 陳軍志，〈公私協力法制下之社會自主管制〉，政大法律系碩論，2011，頁 118。 
123 在臺灣尚未有統一的翻譯，學者陳愛娥翻譯為積極化國家，學者詹鎮榮以活化國家或主動國家稱之。參考資

料：陳軍志，〈公私協力法制下之社會自主管制〉，頁 115。 
124 傅玲靜，〈德國聯邦行政程序法之改革-淺談行政程序迅速原則〉，《中原財經法學》12（2004.6），頁 78。 
125 市民社會本身有較高問題解決能力，會利用大量的社會資本來解決社會問題，達到社會自主管制的結果。參

考資料：陳軍志，〈公私協力法制下之社會自主管制〉，頁 115-116。 
126 Magel 教授指出，國家扮演的角色是告訴人民必須做某件事情，人民必須對生活環境負起責任，人民想做的

事情，給予金錢或行政上的協助；陳軍志指出瘦身國的概念下，並不關心當國家撤退後的真空狀態是否能被填

充，相反的主動國家的重點，是驅動私人參與公共任務的履行，強調社會分工，國家致力於提供實現公共任務

可能性的一切有利條件。參考資料：陳軍志，〈公私協力法制下之社會自主管制〉，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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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者之間訊息的中介者，127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Magel 教授指出，在德國媒體可作為形成輿論的工具，製造社會壓力以達到政

策上的目標，媒體不僅只會報導負面的事情，同時也能透過報導正面的事情，提供

公民對未來願景認同的報導，以促進「公民參與」的能量，正所謂「沒有一個好

的、自由的媒體，就沒有公民參與」。 

 

【圖 36】參與式治理三部門-私部門、民間社會機構、政府 

 

【圖 37】巴伐利亞的公民社會 

                                                       
127 網路資料：Institute on govrance，2006 
http://kms1.isn.ethz.ch/serviceengine/Files/ISN/99462/ipublicationdocument_singledocument/8cbc3296-ea35-411a-
bd58-d816264753e9/en/2006_partnerships.pdf，最後瀏覽日期：2014 年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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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巴伐利亞的公民社會 

    在華人社會中，圓桌是一門學問，每個座位代表著不同的社會地位與權力關

係；在歐洲社會中，圓桌則會弭平這種社會地位與權力關係，每個位置都是平等

的。巴伐利亞邦的公民社會結構（如圖 37）就像是圓圈，地方政府、地方議會、公

民與 NGO 三個基本要素，彼此是平等的，代表著不同的利益團體，彼此間互相關聯

且不斷互動，鄉鎮就是這些元素集結成的有機體。 

 公民參與的好處 

    常有人問 Magel 教授說：「公民參與真的可以帶來比較好的成果嗎？已開發的國

家又能得到什麼好處呢？」，他相信這些問題，Pelzer 鎮長可以為我們解惑。 

    Magel 教授就他的專業知識，提供了我們幾個答案。首先，可以獲得許多文獻都

提及的「社會資本」；其次，「民主的能力」（Competences in democracy）的提升，當

公民對民主意識逐漸提高，公民發表意見的能力與意識也會逐漸增強，更能威脅威權

與獨裁的政府；128第三，「非正式性的學習過程」（Informal learning processes），指問

題並非只能透過法律、規章來規範，太多的法律、規章，限制人們運用更彈性的方式

去解決問題，往往造成沒有效率的結果；129最後，減少貪污化情形的發生，賄賂通常

只能對單一個體進行，當參與決策人數增加，賄賂機率就會下降。 

    Magel 教授呼籲臺灣，應該要減少法律、規章，讓人民能運用更彈性的解決方

法，在決策的過程中資訊要透明化，透過「公民參與」讓所有人都能夠集思廣義，也

能促使貪污腐化的情形獲得改善。 

    總體而言，「公民參與」在社會上、政治上、專業上都有許多的優點，值得我們

去加以省思。 

 結語 

    最後，Magel 教授提到，由於在學校開設國際碩士班學程後，促使他得積極廣泛

閱讀各國文獻，就如同他一開始所說，若要瞭解一個地方的現況與評估其未來，就得

針對其歷史脈絡進行通盤的瞭解。除此之外，透過廣泛閱讀各國文獻，也能清楚瞭解

國外研究的途徑，進而反思自身的研究，Magel 教授期許彼此都能夠更加卓越。 

  

                                                       
128  Magel 教授認為，北韓的人民就像是一直工作的螞蟻，完全沒有個人的認同，若能灌輸他們人民民主的觀

念，人民才會有勇於對抗威權統治的機會。 
129  古希臘哲學家柏拉圖（Pareto Chart）曾在《理想國》（Republics）一書，對於國家政治型態的運作有系統性

的思考，並指出當一個國家法律愈多時，發生貪污腐敗的可能性也愈高。Magel 教授提到，當人們被管束愈多

時，很多事情就會在臺面下（under-table）進行，亞洲國家稱這為「友情關係」，阿拉伯國家則認為這是交易、

生意的一部份，所以當德國公司要與亞洲或阿拉伯國家做買賣時，就得依循這種在臺面下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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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題演講—Michael Pelzer—公民起草對於未來的想法 

    Weyarn 鎮，土地面積約 50 平方公里，轄有 20 個村莊，約 3,500 居民，距離巴伐

利亞邦首府慕尼黑，只有 35 公里之遙，長期受到慕尼黑擴張影響，房價漲、人口外流

的問題，始終無法忽略「如何維持鄉村空間」的議題。然而現今仍維持鄉村空間，卻

是「公民參與」下的結果。 

 

【圖 38】Pelzer 鎮長演講- 簡介 Weyarn 鎮 

 

【圖 39】Pelzer 鎮長演講- Weyarn 鎮地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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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lzer 鎮長表示，若 20 年前，你問他「公民參與未來會有什麼結果」，他無法像你

保證，但「公民參與」在 Weyarn 鎮能成功，可以確定的是理論是正確且有可實行性

的，雖然無法證明都能適用在其他村莊，但他仍慶幸藉由「公民參與」學習到了很多

事情。 

    何謂「公民參與」？德國人不會去質疑集體的知識力量，就像他們不會去質疑代

議制度一樣。在村莊裡，部份居民很願意參與鄉村事務，也往往代表不同的年齡、性

別及工作領域，自然地也會有不同的思維模式及能力，將這些人集結起來參與公共事

務，也就是所謂的「公民參與」。 

    在傳統政治運作下，居民透過選舉，將公共事務交由行政首長或民意機關來決

定，然而政治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制定政策的過程都很短暫，往往造成許多政策未經

縝密規劃，而宣告失敗，Pelzer 鎮長表示，大多數居民都是選擇不發聲，130卻會在政

策實行後加以批評的，所以要如何讓這些默不關心的人集結起來參與公共事務，是個

重要的課題。 

    行政首長與民意機構是否認同這種方式，是「公民參與」的首要條件。政治人物

有所疑慮的都是怕失去擁有的權力，然而「公民參與」並不會剝奪他們的權力，反而

能夠讓他們的工作變得輕鬆。在達成這個先決條件後，接著就要將居民激活化，讓他

們能主動參與公共事務。 

    Pelzer 鎮長回憶，20 年前 Weyarn 鎮在推行「公民參與」時，進行幾個步驟： 

․ 基礎調查 

    由村莊居民共同進行現況調查，將現有的資源（如自然資源、對外交通、居住環

境等）面臨的處境（如人口外流、人口老化等）作系統性的調查，再將這些結果放置

在一個公共空間（如議會、教堂等），大家可以進來討論並指正錯誤，透過這種方式

也給予居民認識家鄉，Pelzer 鎮長認為，居民就像是最好的企業顧問，他們會給予村

莊走向正確的道路。 

    在這段調查期間，議會不會針對重大議題進行決議，對於他們來說，這種等待是

值得的，若快速決議後，才發現選擇的方向是錯誤的，那往後所作為都是沒有意義，

且又得一切重新。 

    透過基礎調查，可以知道村莊的優勢與劣勢與結構，從中也可以發現一些事情，

固然大家都知道其重要性，但卻沒有人發聲。例如大家都知道水資源的重要性，在基

礎調查後，卻發現水資源不足時，才會讓大家意識到水資源的可貴。 

  

                                                       
130 以 Weyarn 鎮為例，有投票資格的人約 2,800 人，實際上會參與投票的只有 500 人，通常這些不投票的人，都

會有很多藉口，例如工作很忙、對於參與公共事務沒有信心及沒有意願等，而 Pelzer 鎮長認為這些藉口都是合

情合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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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村莊願景圖 

    透過基礎調查，接下來就要建構村莊願景圖，來明確定義村莊未來目標。以

Weyarn 鎮為例，當初有幾種可能性：（A）什麼都不要作；（B）成為慕尼黑的衛星市

鎮；（C）維持鄉村空間。花了很長的時間進行討論，最後居民決定要繼續維持鄉村

空間的生活方式。 

    Weyarn 鎮的願景圖是在 1997 年建構的，為適應環境的轉變，每隔 7 年就會進行

大規模的調查，檢視這樣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多數居民的想法，而 2004 年與 2011 年

兩次的調查，多數人仍認同鄉村空間的生活方式，所以至今 Weyarn 鎮仍能維持現

狀，而不受慕尼黑都市擴張的衝擊。 

    當願景圖的建立，居民們才會對村莊未來要走的道路有確信感，「公民參與」幫

助了村莊去製造出相對多數人的道路，這種決策途徑不是一個鎮長或代表大會可以輕

易達到的。 

․ 工作圈 

    透過「公民意見坊」，居民能積極參與公共意見的發表，且能從中獲得樂趣，等

到意見匯集成熟後，再成立「工作圈」，每個工作圈各自去規劃他們所想要達到的目

標，目前 Weyarn 鎮有 11 個工作圈，包括「經濟發展」、「商品」、「資源供給」、「老人

與青年如何和平共存」、「社區農業」及「如何在鄉村進行社交生活」等議題。 

    這些「工作圈」各自有其規則與規範，唯一共通點就是完全公開性的會議，除了

會議場地是公開的，開會訊息是公開的，甚至是開會結果也是公開的，唯有透過資訊

公開，才會有平等的對談。行政機構為確保公民參與都能走向正面發展，所以會設立

一個資訊交換的窗口（即「協調機構」），去協調民意機構、行政首長、行政機關、工

作圈，甚至是其他村莊的意見。 

    「協調機構」為幫助各「工作圈」長期運作，會有支援的專業規劃者來協助規劃

與處理相關事務，另外行政機關也會補助「工作圈」所需要的費用，例如進修、參訪

村莊等，這些都是為了讓「公民參與」流程更加順暢。 

    除此之外，部份村莊會成立「管控與決策小組」，將「工作圈」具體的決議提交

到民意機關進行表決與落實，讓傳統的單一的決策方式（議會→規劃與發展→轉換與

落實）更加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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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Pelzer 鎮長談到工作圈運作 

 

【圖 41】Pelzer 鎮長談論到協調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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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民參與」的過程中，Pelzer 鎮長表示，「居民其實有各式各樣的本領，也

可能不排斥參與公共事務，只是不了解情況，或是不滿只是被動接受公部門的結

果」，所以讓所有居民享受平等的資訊，就顯得非常重要，就像是婚姻一樣，若刻意

欺瞞自己的另一半，婚姻通常都不會幸福。 

    通往公民社會是需要規則與義務的，如果沒有協調可能會導致無秩序的結果，

「公民參與」所作出來的結果是具有法律效力的，並非毫無實質上規範的，它規範著

公民與政府部門的權利與義務，若要修改就得 2/3 的公民同意，以避免政治環境變化

而有所改變。透過規範出來的規章，一方面能夠讓公民能夠有所依據，另一方面也能

阻止個人操作政治來圖利。 

    「公民參與」並非一說就能夠馬上體驗的事情，而是一個長遠的過程，在過程中

許多事情做起來都非常繁瑣，但 Pelzer 鎮長認為「公民參與」可以帶來很多的好處，

例如公民比過去擁有更多的自信以分辨善偽、讓鄉鎮能永續發展；Magel 教授也指

出，「公民參與」能夠讓鄉鎮花費的邊際效益（每花 1 塊錢能獲得的效益）更大，當

公民投身公共事務時，才能知道公共支出不能夠隨便浪費，反而會替鄉鎮省下不必要

的浪費。 

C. 導覽與對談 

    嶺南里，位於臺南市東山區（舊臺南縣東山鄉）。東山區位於臺南市東北部，北隔

急水溪與新營區、白河區為鄰，南隔龜（仔）重溪與柳營區相望，東以阿里山西烏山

嶺分脈與嘉義縣中埔鄉、臺南市楠西區為界。海拔高度大致呈現西北向東南逐漸遞增

的情形，海拔 100 公尺以下屬嘉南平原，海拔 100 公尺以上屬嘉南丘陵。全境以急水

溪支流龜重溪為主，尚匯集白水溪、六重溪等支流，可說是急水溪的集水範圍。131 

    嶺南里，位在東山區的中南邊，北為東原里，南為六甲區王爺里、大邱里，東為

南勢里，西為水雲村，由沿著龜重溪建立的聚落所組成，如牛稠仔內、內仔宅、西勢

角及員潭。132 

    清治時期，前大埔庄（今東原里、嶺南里）開發較早，移墾民眾利用河階地種植

稻米，然而臺灣南部雨量集中的氣候特性，無法穩定供給水源，產量並不高，於是在

旱地種植甘蔗，因地處近山，也有許多的野生龍眼，供食用及柴火來源。 

    明治 43 年（1910），前大埔改良式糖廍的設立，契作蔗園使得甘蔗的產量增加。

此外，山坡地不易耕種的特性，日人也推廣芭蕉及柑橘類的栽種，但日治時期仍以稻

米為主，呈現自給自足的情況。133 

                                                       
131 林思婷，〈東山鄉山村生計活動的轉型〉，嘉大史地系碩論，2009，頁 13-14。 
132  明治 38 年（1905）前，已經形成的聚落，隸屬嘉義廳哆囉嘓東頂堡前大埔庄。網路資料：中央研究院數位

典藏資料網，〈臺灣百年歷史地圖：臺灣堡圖相關圖層〉，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aspx，最後瀏覽日

期：2014 年 4 月 18 日。 
133 林思婷，〈東山鄉山村生計活動的轉型〉，頁 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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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水及泉水愈來愈不足以提供水稻的水源，產量逐漸下降，隨著農業生產成本提

高，使得稻米栽種逐漸減少。民國 60 年代，逐漸轉向栽種經濟價值較高、較耐旱且平

時人力需求較少的果樹類作物；民國 72 年（1983），前大埔赤糖廠及烏樹林廠關閉，

使得原存有的契作蔗園面臨改種的情況，此時龍眼、柑橘類果樹種植技術趨向成熟，

且果樹的經濟價值高，促使居民紛紛種植；民國 90 年代，栽種在海拔較低的柑橘類產

量迅速增加，使得供需失衡而價格下降，原本栽種在海拔較高的龍眼，也逐漸取代柑

橘類成為栽種的首選。 

    根據人口統計資料顯示，東山區人口數逐年遞減，老化指數較臺南市其他區高，

同時老年人口扶養率也較其他區為高，此現象意謂著東山區人口老化程度較整個臺南

市還嚴重，甚至 15-64 歲的青壯年口需負擔扶養老年人口數量亦超過全市的比值。134

早期，在農業活動上，勞動力以果樹收成時需求最大，在農閒時勞動力會過剩，此時

過剩勞力就會轉向不受季節影響的製糖業、燒炭業等加工產業，135當製糖業不再生產

時，居民的生計方式轉向單純，也造成青壯人口大量外移。 

 

【圖 42】參觀東山鄉擬設掩埋場 

 

【圖 43】公民抗爭興建掩埋場的勝利 

                                                       
134 范雲清，〈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設置衝突之研究-以臺南縣東山鄉為例〉，政大地政所碩論，2007，頁 81。 
135 林思婷，〈東山鄉山村生計活動的轉型〉，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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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el 教授提到，德國發展「農村再生」的歷史已久，所謂「農村再生」就是要

讓別人對這個村莊有興趣及深刻的印象，若要讓一個村莊有魅力，就要提供會讓人有

興趣的東西，接著就會去分析本身的優勢或村莊內是否有知名的藝術家或手工藝術

家。 

    要如何進行「農村再生」呢？首先，需要對村莊有個系統性的審視，針對生活在

這裡的人，日常生活需要什麼基本條件，開始進行基礎調查，例如居住環境、工作機

會、日常供給、交通方式、教育機會、汙染排放等。Pelzer 鎮長表示，在這個調查過

程中，不能僅靠研究團隊來完成，也得夥同當地所有居民一起來完成，達到資訊平等

的地步，藉此凝聚當地的共識。 

    透過長時間的基礎調查後，就會累積許多精確的數據資料，有別於以往只能用生

活經驗來感受的事實，例如自然環境、維生方式、農業比例、產業結構、人口結構

等，精確數據可以清楚用知道優勢與劣勢，也才能對於村莊未來有個想像。例如透過

居住環境的調查，就會知道村莊有多少空房子，就能想像我們想要吸引怎樣的家庭進

來，再配合自然環境的調查，看要讓年輕小家庭來觀光，亦或是讓老年人來懷舊散步

之旅。 

    此外，面對人口老化、青壯年外流、農產品銷售不佳等劣勢，就要由大家共同設

法解決，例如可藉由參訪其他面臨同樣處境的村莊，從中學習經驗，透過與其他地區

的連結，從不同案例中尋找適合村莊的方法，Magel 教授建議，研究團隊可以將附近

區域面臨同樣劣勢的村莊，拉來進行合作，而村莊居民組織的協會，則要共同思考與

討論，如何讓村莊更有競爭力。 

    最後，Magel 教授提到，在臺灣「農村再生」歷程較短，無法像德國有很多案例

可供參考，他透過以往經驗來警戒我們，農村再生往往配合著計畫經費來進行，但當

經費抽離這個村莊後，卻常呈現停滯的狀態，若村莊居民與研究團隊對於村莊未來願

景沒有共同實踐的信心，「農村再生」只會是一場白日夢。所以，要如何讓村莊能「自

主性」去進行「農村再生」，才是攸關「農村再生」成敗的重要關鍵。 

    Magel 教授表示，若要他馬上作出指導，其實是不太妥當的，僅能夠對於他看

到、聽到的部分進行粗略性的討論，但很高興看到這個社區能夠務實地去面對所處的

環境，不是只會怨天尤人，在這樣的條件下，期望社區能夠有個很好的開始與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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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談論嶺南社區生計問題 

 

【圖 45】鎮長與教授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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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嶺南社區民宅前的對談過程 

 

【圖 47】嶺南社區工作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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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回顧德國鄉村發展歷史進程，如何促進公民參與能力及地方治理能力 

․ 時間：2014 年 3 月 14 日 

․ 地點：成功大學人社中心 4 樓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9：00-12：30 總結座談 Holger Magel∕Michael Pelzer  

․ 活動內容： 

A. 總結座談—Hogler Magel、Michael Pelzer 

 瞭解公民參與的重要性 

    Magel 教授提及，如何讓學生能透過公民參與學到更多東西，他認為，首先教授

本身需要對公民參與有一定的認識。此外，也可以尋找一些公民參與成功的案例，或

找成功案例的首長或是成功的規劃者，到大學進行演講，例如 Pelzer 鎮長就是被定期

邀請演講授課的人，官方的政治領域也希望實務界的人能夠將想法帶到大學裡面。透

過這樣的方式，學生會比較願意去這些成功案例的公司實習，或比較有願意到成功案

例的地方當志工等等，如此一來，學生的公民參與意願將會提升。 

    Pelzer 鎮長補充，由於鎮長通常會有連任的壓力，因此鎮長思考鄉鎮的事情或許

會比鎮民還要少，所以鎮長要去聽鎮民在想什麼，把鎮民的長遠思考、知識、能力轉

換為對鎮有用的東西。舉兩個例子而言，在不做公民參與的鄉鎮裡面，關於能源供給

問題、人口老化外移的問題，通常不被討論，但是在有進行公民參與的鄉鎮裡面，這

兩個議題很早就被提出，這是因為公民本身會透過現有機制想到相關的問題，並且研

擬出對策，但如果只有鎮長自己或是代表大會的話，就不會有這麼好的討論結果。至

於鄉村競賽問題，Pelzer 鎮長說明，之前此競賽的名稱「我們的村莊有未來」、「我們

的村莊應該變得更漂亮」，從名稱中就能知道，鄉村發展是一個感官的、預測的概

念，而在這個概念下的相關議題就可以被正視與處理，如文化地景、經濟發展、土地

使用問題等等。此外，公民參與在鄉村競賽的評鑑中是非常重要的評審機制。以

Pelzer 鎮長的經驗而言，鄉村競賽中名次較佳的鄉鎮，通常鄉村發展計畫中推行很久

的鄉鎮。所以，這樣的競賽對鄉村發展計畫是一種鼓勵，會有額外加速的刺激。 

 鄉村發展的預算問題 

    公民參與係屬鄉村發展計畫的一環，但鄉村發展計畫並沒有明確的預算給工作

圈，而是每一年都會重新討論與規定。另外，鄉鎮預算來源主要是地方稅，稅的多寡

每年不同，取決於經濟的好壞。例如，某年地方稅較少，很多計劃就會被延宕。因

此，關於預算比例的問題，鎮長表示因為每年的預算不同，可以給工作圈的經費也不

同，所以無法明確地回答到底比例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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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工作圈都有自己預算，略有差異，至於提案可否實現，取決於當年的財政狀

況，且取決於地方從鄉村發展計畫得到的補助金，才能決定知道多少計畫會被實現。

就具體案例而言，有很多鄉鎮缺乏經費，因此會在有經費補助的情況下實行公民參與

計畫，但在計畫結束後，若鄉鎮覺得這個計畫沒有說服力，便沒有動力繼續持續。

Magel 教授做過這類的研究，曾經建議政府可以撥用經費給願意繼續執行公民參與計

畫的鄉鎮，讓其體會公民參與的好處。為了要讓民眾感受到這樣的好處，主要是用經

濟學上參與的方式，用數據方式呈現實際效益。有很多鄉鎮並沒有做這樣的計算，只

是等政府把錢撥下來。如果要讓人民感受到好處，Magel 鎮長說，要用一些方法，如

上述之經濟學，讓民眾相信執行公民參與對他們未來有好處。鎮長也承認在目前巴伐

利亞也有這樣的問題，目前也正在想辦解決。 

 非政府組織（NGO）相關議題探討 

    NGO 的角色很重要，但是臺灣 NGO 的經費是很拮据的，通常是來自於政府經

費，或是販賣自己研發的商品所賺的利潤，因此經費來源主要還是政府。而從政府取

得的經費通常會有政策上的侷限性，且於使用名目上面也會有許多的限制，無法讓

NGO 自由地利用；而如果是來自於文創商品的所得，規模較小，一方面無法聘請足

夠的人力，也無法做專業的人才培訓，更無法深入地拓展想要發展的面向，因此臺灣

的 NGO 要達成願景是非常困難的。 

    德國的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想法與臺灣政府有很大的差異性。舉例而言，德國典

型的 NGO 是受到國家、聯邦協會、鄉村發展學會的保護，而這些協會都是為了公益

性而存在，並且完全獨立於國家。這些團體不會自行販賣商品，但如果臺灣的 NGO

因為經費是來自於政府，自然會有所限制，也就是 NGO 團體的獨立性是受到威脅

的，而不能完成 NGO 所應該要承擔的角色。在德國也有 NGO 會收到來自於政府的委

託案，例如野鳥協會就會收到政府的委託，去描繪當地的野鳥生態圖，但是這仍然不

是他們的主要經費來源。在德國的 NGO 的經費來源，主要是來自於會員所繳交的會

費，或是有錢人的捐款。因為德國的 NGO 在財政上有獨立性，所以才能在市民之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巴伐利亞，鄉村發展協會和其他的學會，在很早以前就在呼籲巴伐利亞的鄉村

問題，指出有越來越多村莊進入死亡狀態，城鎮發展不平衡等等。政府的反應卻是認

為一切沒有問題，當地 NGO 花了 3 年的時間去進行抗議，直到 2013 年秋天大選之

前，州長才承認當地有鄉村發展問題，所以 NGO 在提早提醒上扮演了重要角色。另

外，各個 NGO 之間所關心的領域其實是相關的，基本上是以個別案例的方式合作，

但是，在個別共同合作案以外，每個 NGO 仍然想保有自己的特色與面貌。 

    另外，關於 NGO 獨立性的問題，協調機構是公民、工作圈。因為鎮長往往站在

鎮民代表大會，因此協調機構必須有跟鎮長發生衝突之準備，所以在僱用協調機構的

成員時，在契約上就有表明他們是公民、工作圈的說客身分，協調機構的人員也需要

具有強烈性格特質。教授表示，通常女性比較適合擔任此職務，因為她們更願意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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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衝突，也比較誠懇，對於發生錯誤也較願意說出來，這也是德國願意與人發生爭

吵的文化。 

 

【圖 48】公民參與能力及地方治理工作坊總結座談一 

 

【圖 49】公民參與能力及地方治理工作坊總結座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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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說明—工作圈參與人數 

    積極參與的公民數字是不斷變動的，從三百到五百都有可能。例如在 Pelzer 鎮長

的鎮上有個鄉鎮編年史的工作，團隊共三十五人，真正參與編寫的有五人，其他人負

責不同工作，因此鎮長很難理解如何界定工作圈的核心人物。舉另一例，能源工作圈

共二十五人，其中五人從事風力發電，十人負責水力發電，十人負責太陽能。當然也

有其他工作圈常設性成員很少，有些不屬於這個工作圈的成員有興趣會也會中途加

入。 

    而 Pelzer 鎮長所理解的核心成員，應該是指工作圈有受過相關訓練的人。例如編

年史組有人有史學背景，能源組有人是工程背景出身。雖然工作圈中只有少數人有相

關的專業背景，但參與工作圈對其他人而言是個再進修的機會，讓他們可以獲取相關

知識。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圈形成之前並不需要前置工作，這是因為當鎮民覺得有

必要討論這個議題時，就會自己組成工作圈。在 Pelzer 鎮長的鄉鎮裡，經常以問卷調

查的形式，由公民自由發起，例如詢問鄉鎮需要多少住宅給老人才足夠。當產生結果

後，就會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討論這項議題。此外，在巴伐利亞有一種公民訓練中

心，其所要針對的對象是一般的鎮民，例如工作圈裡的成員，鄉鎮裡的政治人物，或

是在地的規劃者，這三種人會共同參與一項計畫，然後共同進行再教育的過程。 

 補充說明—跨鄉鎮合作 

    在德國，跨鄉鎮合作並不是新的概念，已經存在一段很長的時間了。在十年前，

德國開始有一些涉及空間規劃與邦整體發展的討論，另外一個討論面向則是農業，也

就是關於鄉村發展的部分，這兩個討論都是由上而下被推動的。從歐盟上位的角度而

言，希望將數個鄉鎮合併，認為這樣的區域發展比較有保障。Magel 教授把歐盟由上

而下的討論轉換到臺灣，他認為，臺灣的空間規劃者不應該只專注在特定鄉鎮，而是

必須要綜合各個鄉鎮。他舉例，如果臺灣把研究放在一個里或鄉鎮，很難把問題看得

清楚明白。教授強調，公民參與體現最重要的角色是鎮長。如果鎮長本身對這方面的

內容也不相信時，所有的願景都不可能達成。 

    至於跨鄉鎮合作之目的型組織與契約如何去界定？以目的型組織而言，主要是以

法人型態，跨鄉鎮組織法人合作進行。所謂契約，例如 A 鎮有水 B 鎮沒有，可以簽

契約保證水的供給。以契約方式運作的跨鄉鎮合作較有彈性，在契約期限屆滿前都可

以退出，或是在契約中規定退約期限。如果是目的型法人組織就不可以隨意解散。 

 臺灣未來的可能性─保護美麗文化的責任 

    與談人指出，臺灣的問題是在於缺乏國家的想像，對臺灣人而言，要建立「國

家」的這種概念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對國家的認知相當分歧，造成這個社會無法對城

鄉發展達到共識的結果。因此，與談人詢問兩位德國學者，臺灣是否可以做些事情改

變這樣的情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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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缺乏臺灣認同的問題，德國學者不諱言，這對外國人而言實在是相當複雜。

首先 Magel 教授說明，在慕尼黑工業大學裡，有著「我們想要繼續留在巴伐利亞，但

同時在世界聞名」的 slogan（口號）。教授又言，他與 Pelzer 鎮長都是巴伐利亞的原

住民，但無法改變他們是德國人的事實。其實他認為，臺灣在文化上可承認是華人文

化的一員，但是在政治、生活型態是屬於臺灣自己的，臺灣人可以是華人文化圈的臺

灣人，當臺灣人就必須對臺灣的美麗文化有所貢獻，諸如好好保護美麗的山林、森

林、東海岸。 

    Magel 教授也補充，所謂的市民參與也意味著為從以前就留下來的環境進行抗

爭。在巴伐利亞，如果要在當地建築像電線桿一樣醜陋的建築設施時，市民們通常都

會群起抗議，為了自然美景而奮鬥。因為居民對環境的保護以及規劃的重視，所以在

巴伐利亞才有很多的規畫評估。以花蓮為例，臺灣國發部的官員承認花蓮有很多的違

法農宅，但違法農宅是對自然美景、秩序的一種輕視。在德國違法農宅是很大的醜

聞，這是對公民社會提出的質問。教授建議大家思考，對於違法農宅，臺灣的社會是

沉默還是熱烈的討論？由此便能看出臺灣社會對於公共議題的投入程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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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土地正義、空間秩序與土地管理」工作坊 

    社會正義與正義，不僅僅概念上不同，也出自不同的脈絡。歐陸當代的社會正義的

概念始於義大利人 Luigi Taparelli d’Azeglio 1840-43彙編的 Saggio teoretico di diritto naturale 

appoggiato sul fatto （1840–43）一書。戰後德國在長達 10 年的辯論後定在基本法，列為

國家的任務之一。從此開始，不僅僅在社會福利面向，在國土空間秩序、在土地使用規

畫作為、在營建的管制上等，都能逐一落實。 

․ 時間：2014 年 3 月 13-14 日 

․ 地點：彰化縣二林鎮相思寮、溪州鄉鴻林餐廳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13：00-15：00 往彰化二林相思寮   

15：00-17：00 現地參訪   

17：00-19：00 座談會工作坊 徐世榮 溪州鴻林餐廳 

19：00-21：30 往政大 IHOUSE   

․ 活動內容： 

A. 現地參訪 

 

【圖 50】中科四期現地參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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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相思寮鄰近農場巷現地參訪 

B. 座談會工作坊 

    對於德國人來說，在相思寮所見農田旁就是工廠的景象，實在是有點衝突。Pelzer

鎮長說，要興建房子或工廠，或多或少都會造成生態系統的改變或影響，所以法律有

規定，在旁邊設有生態保留地，所需面積會隨著土地生態價值成正比。 

    這樣的法律有其功用，第一個是對於生態的保護，第二個就是讓農民或其他人能

夠更節約的去使用土地，因為土地不可重生。為何在德國能夠達成這種立法呢？是基

於民眾有很高的環保意識，政府及一般民眾，如果沒有意識到「土地是不能增加」這

個問題，就會產生像我們所見的相思寮或是現今中國到處興建大樓與工廠的情形一

樣。 

    目前臺灣這樣的土地利用方式，或許會在短期間造成一些經濟效益，但是土地是

無法再生的資源，那就不能用市場的機制去支配它，再不節約使用這些資源，會對我

們的孩子、孫子造成什麼樣的影響，都是我們需要慎重思考的，Pelzer 鎮長更詼諧引

用印地安人的諺語「錢又不能拿來吃」。 

    在德國，企業對土地造成汙染，即便之後沒有要使用這塊土地，還是要把土地還

原，例如加油站把石油管線埋在地底下，還原時就要把管線拆除並將土填回，這些都

是企業必須要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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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土地徵收與利用座談會工作坊一 

 

【圖 53】土地徵收與利用座談會工作坊二 

    相思寮的案例，其實可以歸咎於政府資訊的不公開。在德國巴伐利亞邦，不管是

做都市計畫或是允許開發，這些關於土地面積的數據都是可以被看到的，即便是一般

的公民。資訊的公開，可以使得政府接受 NGO 的批評，新聞媒體也會大幅報導，才能

讓政府官員重視。Magel 教授建議臺灣未來也可以建立這樣的制度，才能讓大家知道

每天有多少土地被變更或使用，也期待教授們能夠發揮影響力，讓轉用土地的資訊得

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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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德國土地正義的貫徹：憲政基礎與空間法制的脈絡；空間秩序的形成機制與民主參

與及地方尺度的實踐 

    特別商請 Pelzer 鎮長談，德國規劃程序中的政治參與。德國的規劃高權是落到鄉鎮

層級，規畫委員會不是專家委員會（如臺灣的都市計劃與區域計畫委員會），而是由鄉鎮

代表會的代表產生，擬訂區域計畫草案不是由邦政府委託專家規劃，而是由區域規劃協

會執行，該協會由區域內的鄉鎮與縣市首長組成。臺灣不相信基層的民主與自治品質，

大量使用與操作不需要負行政與政治責任的專家委員會，公民運動最終的努力，只能爭

取到規劃程序中的聽證。德國的鄉鎮代表本來就很有專業能力嗎？鄉鎮的計畫品質本來

就很好嗎？鄉鎮居民一開始就懂得透過民主參與影響鄉鎮代表嗎？若不是，這個發展過

程是如何？ 

․ 時間：2014 年 3 月 14 日 

․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館 6 樓製圖二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14：00-18：00 

主

題

演

講 

議題：社會正義的概念：德國脈絡 柯政佑  

議題：社會正義、空間秩序與土地管

理：實踐社會正義的法體制與實務運

用 

Holger Magel  

議題：計畫程序中的政治參與：區域

與鄉鎮層次的法制與實踐經驗 
Michael Pelzer  

․ 活動內容： 

A. 主題演講—柯政佑—社會正義的概念：德國脈絡 

    這次向科技部（原國科會）提出的多年整合型計畫，名稱為「土地正義視野下國

土規劃的挑戰與變革：土地利用與城鄉發展的策略研究」。首先，受到質疑的問題是：

什麼是土地正義？ 

 「社會正義」概念的方法學上問題 

    「正義」的定義或許如有的學者所說，無標準定義且因人因事、因地因時而易，

也因此關於「正義」的討論向來就難有一個可以服眾的答案。但是此一難題卻無法給

我們帶來太大的困擾，因為我們所要探討的是德國在政治場域中對於「社會正義」的

理解。換言之，我們探索的並不是一個相對較為虛無飄渺、漫無邊際的「正義」本

身，而是從一開始就已經限縮到了一個具體脈絡下（即：德意志聯邦共和國）的「社

會正義」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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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到底該如何去探討特定政治社群（Politische Gemeinschaft）的正義概念呢？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已故的美國學者 John Rawls 提供了一個很好的切入點136。他

在《正義論》中開宗明義地提到：他所探討的正義，是正義的諸多形式中一個特殊的

形式，即：「社會正義」。而如何去探討社會正義呢？Rawls 提出的方法是，要把「社

會的基本結構」（the 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作為探討社會正義的主題，而 Rawls 所

說的社會基本結構，就是政治上的憲法及社經上主要的分配方式（Rawls 1971）。所

以我們接著去問，在德國憲法中能夠讓我們透過它去管窺德人的「社會正義」觀的代

表性概念是什麼呢？ 

 德國的社會正義論：基本法與社會國 

    德國基本法中，最能夠代表其社會正義觀的，莫過於「社會的市場經濟」及「社

會（的）國」這兩概念。礙於時間因素，以及「社會的市場經濟」亦可被視為廣義的

「社會國」概念一環137，在此將討論的重心集中在「社會（的）國」概念。 

a. 憲法本文 

    德國基本法（憲法）中提到「社會（的）國」的地方，分別為第 20 條與第 28

條。茲引述如下：「德意志聯邦共和國為一民主的與社會的聯邦國家」（Art. 20, Abs. 

1 GG）以及「各邦的憲法秩序需服膺共和、民主及社會的法治國之準則」（Art. 28, 

Abs. 1 GG）。 

b. 社會國概念 

    根據 Zachner 的說法，「社會國」概念大概包括了下述幾項要素： 

a. 符合人性尊嚴的基本生存 

    符合人性尊嚴的基本生存，可說是德國最早出現的社會國的一個形式。早

在十八世紀中葉便已出現濟貧法（Armengesetzgebung）要求鄉鎮（Gemeinde）

更積極地向有需求的公民提供幫助，而到了十九世紀時社會救濟的責任由鄉鎮

向國家（中央）移轉。由於「社會國」並未消解國家與社會間的分際，因此在

「社會國」概念的脈絡下，個人才是生存照顧的主要承擔人（Träger）而非共

同體（Gemeinwesen）。基本法對於國家及社會間分際的堅持及對個人作為生存

照顧主體的強調，間接了也強調了基本法的自由主義特色；這個特色在德國基

本法對工作權（Recht auf Arbeit）論述上也能看到，基本法雖將其視為必要的政

                                                       
136  從西方（政治）哲學史的角度來看，柏拉圖應是對這問題嘗試提出解答的第一人。在《共和國》（politeia）
一書，柏拉圖提到可透過觀察個人的正義來得知一個城邦的正義。但是這種從微觀得知宏觀的方法，其實建立

在柏拉圖特殊的形上學，以及倫理學與政治哲學間曖昧的聯繫，這兩項前提之上。所以並不適合我們繼續沿

用。 
137 如威瑪時期的著名法學者 Hermann Heller 就認為「社會的」此項理念的實踐，便是將（僅在）政治的民主擴

展到經濟的民主，也就是結束生產的無政府狀態，給予經濟生活一個正義的秩序。另外，在 Heller 前的另外一

位法學者 Julius Ofner，也提出類似的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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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議程（Programm），但是也強調自由選擇職業以及職場的權利。 

b. 社會平等 

    社會平等這一概念，若從其演進的歷史來看，並非如我們今日所直覺認

為，有著濃厚的經濟層面的意涵。事實上，社會平等這一概念自始便包含了社

會以及經濟這兩個層面的意涵。在其歷史實踐中，去除對特定階級的依附性既

包括了社會或法律地位上的平等（如取消特定階級在法律上的特權），同時也包

括了取消對特定階級（如地主）經濟上的依附性。另外，隨著時間的推移，我

們對社會平等的理解，在面向上不再侷限於僅是階級間的問題（如：工人或資

本家），而是擴展了包括年齡層、區域以及不同領域（如教育或健康）等多面向

的社會平等意涵。 

    在此要特別去強調的是，自由與平等的關係在此所扮演的角色。首先，社

會國概念所追求的平等，並不是絕對的平等，而是較多的平等（或者反過來

說，較少的不平等）。這是因為：1.基於對於追求絕對平等而造成國家跟社會的

分際的消失之疑慮（Freiheit vor Gleichheit Klausel）；2.追求絕對平等是不可能達

成的（平等的機會都會造成結果上的不平等）。另一方面，追求更多的平等，卻

也是讓自由能在社會中真實地實踐的條件。據此我們可以約若勾勒出自由跟平

等間的簡單關係圖：一方面雖然需要仰仗平等才能實踐自由，但是 Zachner 認

為，在實踐自由中平等也雖之被實踐；另一方面自由又必須對平等有優先權，

且之所以追求平等，按照德國法學家主流的意見，不是為了實踐平等本身，而

是要實踐個人的自由。 

c. 社會保障與補償 

    前面曾經提到，符合人性尊嚴的生存保障曾以濟貧法的形式，作為最早被

實踐的社會國要素，於十七世紀出現在歐洲的歷史舞臺上。社會保險與補償

（特別是前者），卻是將現代的社會國概念與過往的社會救濟思想區別開來之要

素中，最早被實踐的要素。社會保險不是濟貧也非社會福利，而是面對生命中

的無常（比如：突然性失業、因故喪失工作能力…等等）或自然衰老（退休保

險），所做的預防工作，因此社會保險的實踐，除了預防的需求性

（Vorsorgebedürftigkeit）作為條件外，尚有另一條件，即：預防的能力

（Vorsorgefähigkeit）。相較於社會保險，社會補償於 1794 年的普魯士便已獲得

實踐，其所補償的範圍為那些因為行政上的干預而造成損害的人民財產。一直

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補償的範疇才有了擴充，即戰爭受害者

（Kriegsopfer）。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補償的範疇獲得了進一步的擴充，例如因

為戰爭、流亡或貨幣改革造成的財產的損失。此外，在威瑪時期已有因為公益

實踐所造成的傷害應由社群提供補償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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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保障制度較為耐人尋味之處在於，它一方面促進了平等，但另一方面

它也彰顯了不平等。之所以如此，原因便在於先前所提到的，實踐社會保險的

兩項條件中的一項：預防的能力。社會保險所保障的不是一個基本的生存條

件，而是保障每個具體的保險人，其所達到的生活水平。因此社會保險的服務

內容跟品質，是與個別的保險人之薪資水準與其預繳的保費額度關連在一起

的。以健康保險為例，德國的社會法（Sozial Gesetz Buch）規定，只有年薪超

過 52,200 歐元（2013 年的數字）者，才能進入私人健康保險（筆者個人的認

知，私保的好處在於：1、相較於公保，私保被診所的接納度更高；2、大型的

大學醫院中，有些名氣醫生甚至只提供私保的病人看診的機會）。關於德國社會

保險制度中的平等與不平等間的緊張關係，可以這樣解釋：德國的社會國理念

追求的是一點一點的減少不平等，而不是絕對的平等；此外也反應了，德國社

會國的最根本核心還是在於提供每個人自由地發展其人生的條件；最後，從社

會保險制度中平等與不平等間的緊張關係，我們不難看出社會正義的實現並不

是完全遵循單一正義型式之原則（如需求正義原則，能力正義原則…etc.），而

是在可能存在的諸原則間的緊張關係中，試圖關照所有的正義型式之原則。 

d. 一般福祉的提升與其分享之擴大 

    按照Zachner的看法，社會國概念的任務並不止侷限在（更公平的）分配或

分享的面向上，還包括了提升社會之一般福祉（Wohlstand）。他把這稱做社會

國的雙重目標（Doppelziel des Sozialstaats）。實踐這個雙重目標的方法，便是

「社會的市場經濟」。關於「社會的市場經濟」，我們可以這麼理解它：首先，

財貨的生產與分配盡可能的還是透過市場以及私人經濟主體來運作

（Subsidiaritätsprinzip）。但是為了確保市場內競爭關係能良性的發展，國家的

重要任務便是去控制及抑止市場上獨大的力量出現。但是「社會的市場經濟」

與「市場經濟」的區別便在於，將某些特定範疇的財貨改透過民主法治國的機

制來處理。比如說市場能提供，但這些財貨對於民主正當性或者法治國結構有

重大影響，如：教育；市場未必能穩定且普遍地提供社群所需要的財貨，如：

大眾交通及其他的基礎建設；由於缺乏足夠的土地、資本或者工作以致無法取

得的財貨。最後「社會的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很大的區分便在於國家充

分意識，其角色對市場健全之多面向的責任，如：財貨的安全性、經濟成長及

成長的普遍分享、減緩在一段時期中出現的負面的不穩定現象（如物價波動）、

減緩因產業結構轉變以及國際需求的減少帶來的衝擊（德國也屬於以外貿為主

的經濟體）、平緩區域間、行業別間、社會階層間發展的不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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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小結 

    最後我們以對「社會的市場經濟」的社會性之小結，來作為我們簡述社會國概

念的結尾。從上面對「社會的市場經濟」之論述中，我們可以說「社會的市場經

濟」之社會性便在於：他強調福祉的狀態、強調經濟成長，且從而讓得到的成長給

更廣泛的社會階層分享，並期望其所能分配財貨的多樣性（因此不是區域主義）、充

足的工作機會（Vollbeschäftigung），和緩和暫時性、結構性以及區域族群間的因經

濟發展差異造成的緊張關係；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便是正面的態度來面對

行政部門插手上述經濟議題及其帶來的諸多社會問題。 

 結論：以自由為名的社會國論證 

    從上面的介紹來看，Zachner 所提出的社會國的四個面向，皆或多或少隱含了這

樣的假設，即：自由先於平等，或者更積極的說：社會國的實踐最終要達成的目的是

自由。這樣的以實踐自由權（Freiheitsrecht）來作為社會國之目的的論述方式，被德

國政治理論學者 Wolfgang Kerstin 稱為自由照顧（Freiheitsvorsorge）的論述，並認為

其是德國法學界論證社會國時的主要論述策略。自由照顧的論述主張，每個人都有權

利，自決地擁有力量與能力、都有權利，按照自己的願望來形塑自己的人生。這樣的

以「自主」（Autonomie）來詮釋自由的方式，要求共同體在個體面對生命的陰晴圓缺

時，提供社會性的服務；其目的不是為了維持個體生物性的功能，也不是為了平等，

而是為了在遇到生命的低潮期時，個體仍有一定程度的選擇機會。 

    最後我們要問，這樣的以自由照顧為其動因之德國社會國概念，可以給我們什麼

樣的啟發，筆者在此僅簡短的提出幾點：1、市場、競爭與守夜國並不足以道盡自由

的一切；2、自由與公平或者自由與正義，不必然一定是對立的；3、甚至更積極的

說，兩者是相輔相成的，即：沒有自由的公平，可能只是低福祉的平等；沒有公平的

自由，自由背後的價值跟生命型態，亦可能只是空談。 

【圖 54】柯政佑演講 【圖 55】Pelzer 鎮長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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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題演講—Holger Magel—社會正義、空間秩序與土地管理：實踐社會正義的法體

制與實務運用 

․ 如何正確或有效的運用土地資源 

    「生活」也就是生存，涵蓋了個人需要的各方面，包括物質生活及非物質生活，

每個人需求雖略有不同，但卻有些共同的需求，例如水電供應、下水道等，這種共同

需求形成了政治，人要繼續生活下去，便需要將需求轉換成政治行為。然而，在政策

制定上卻常常出現錯誤，導致資源常運用在不必要的事情上，最常見的案例就是將土

地資源運用在不必要的設施上。 

    土地涉及三個元素：第一個是地權，透過這種模式，人們能自由且有創意的在生

活裡運用自己的不動產；第二個是土地利用的限制，因為土地是不會增加的，所以對

土地必須要謹慎地使用，最典型的例子是在你的土地上有很特殊的物種，國家因此立

法限制你的使用權，例如烏來位在水質保護區；第三個是道德性問題，也就是社會上

對於土地上的價值認定，法律並沒有規定，但認為不該就不會去利用土地。 

    早期基督教神學家聖奧古斯丁（St. Aurelius Augustine，354-430）曾在《上帝之

城》（De Civitate Dei）一書提到：「如果沒有正義，國家只是強盜集團」，在德國，土

地若被政府徵收，會使人民不能自由去運用自己的土地，嚴重影響到個人自由的權

利，地主一定會提告，控訴政府就像是強盜一樣。然而，當碰到公共利益時，又該如

何作為，才不會讓政府的行為像是強盜呢？確實造成政府在規劃上的困難，因此就需

要有適當的法規範，德國究竟是如何處理這樣的法規範呢？。 

    現在是一個高度複雜的社會，同一個空間內可能就有很多種需求的聲音，從

1969 年開始，人們開始認知到所處的地球就是這樣的範圍，也就是說「土地是不會

增加」的事實，當農地灌水泥變成馬路、建地或工業園區後，就很難再回復，為了永

續發展，就要對土地使用有所限制。 

    過去，土地所有權人可以自由支配土地的使用狀況，這種財產權至上的觀點，其

實是錯誤的，我們有一定的公共性義務，來面對人類及自然的需求。因此，在 1980

年代出現一個「土地是大家一同共有的資源」的重要思維，也是政治上令人刺耳的議

題，例如有一個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非常不友善的使用，或用了很糟的處理方式，就

會受到反對土地錯用的批評。 

    政府掌握國家機器，要如何才能去限制人民的基本權利（財產權）呢？一個土地

問題會牽涉到很多相關的元素，因此不能完全放任市場或個人去處理，要從不同領域

的需求做出發，對於使用上要有所限制。這種土地限制概念，不僅是德國遵循，更是

國際會議上通過的原則，是一種對土地利用的校正。 

    土地管理涉及到很多層面，因此在制度設計時就得兼顧，例如中國大陸與日本產

權系統就有所不同，中國大陸「所有權」與「使用權」是分離的，「所有權」是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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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所有，日本則是結合的，若不搞清楚這些背景概念，就會設計出錯誤的制度。 

 

【圖 56】土地政策 

    在英語系國家中，學規劃的人都能明白，土地政策是一個倒三角形（如圖 52），

下面是土地管理，土地管理的核心是土地行政，包括著地籍與地圖的建立、登記、估

價及土地利用等，在德國這些都屬於空間規劃系統的範疇。何謂土地政策？涉及到許

多不同的專業知識，例如設水質保護區、蓋馬路等，需要由鄉鎮長及議會代表來共同

進行決策，也規範著土地利用的限制。 

    除此之外，在許多國家也有所謂的土地白皮書138，規範著國家對於土地政策的態

度以及限制，例如柬埔寨政府針對少數民族集體產權有相關的白皮書。 

  

                                                       
138 政府就某一重要政策或議題而正式發表的官方報告書，報告書多用白色當封面，因此稱之為「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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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德國的土地發展 

    按照區域來分，土地發展大致上可分成都市型與鄉村型。在政治領域裡，土地發

展其實不單純只是開發，也包括土地重劃，對於學習土地管理的人而言，土地管理涵

蓋範圍相當廣，就像是一個超大的箱子，裡頭什麼東西都有。 

    在德國，大家會透過討論如何利用土地，讓鄉村或都市能夠擁有相同的生活水

準，接下來才會選擇手段（方式）來實現這種設想，例如農夫很清楚自己的土地要如

何運用，透過與規劃者的討論產生設想的目標，再透過實際的建設去達成。 

    德國針對土地規範大致上分成 3 個層次：第一種，土地政策（最高）；第二種，

土地法規，也就是土地相關的法規（中間）；第三種，土地秩序，指的是執行的方法

與手段，例如重劃、徵收等。 

    假設我們有座花園，政府需要從花園中間開設道路時，我們該怎麼辦？一般人很

少會接觸這類的議題，不是從事法律的人員，不然就是財產權被侵害的對象，財產權

很難去定義，唯有當具體的產權在對抗外在時才能呈現。在德國，若道路一定得從花

園中穿過，除了徵收需要足夠的法律依據外，也要有公益的必要性，而公益性的審查

也說明著財產權都附有社會上的義務。 

    從學理來說，所有權人的財產權受到公益性的限制，可能會使土地被徵收，但實

際上公益性的限制是種義務，不能成為徵收的理由，只能當作土地使用限制的依據，

舉例來說如果有位農夫（所有權人）有一塊濕草地，一年除草兩次，這塊濕地每年六

至七月是稀有鳥類的繁殖地，卻剛好碰上除草期，若適用鳥類保護法的話，就無法除

草給家畜食用，這種情況政府就會給予相對的補償。 

    再舉例來說，所有權人在院子裡有顆很漂亮的樹，後來被自然保護相關的機關認

定是受保護的珍貴老樹，所有權人仍擁有財產權的主張，但是受到公益性的限制，若

這時候所有權人主張「這棵樹我大可砍下來當成木頭來賣」，是否不砍這棵樹也能夠

獲得相當的補償呢？在德國，這種並非事實的想法是不在保護範圍內。 

    再舉例來說，政府規定要挖掘水源時，是需要向政府部門申請許可，若所有權人

想在家裡挖掘地下水，挖掘過程中獲得大量且多用途的濕土，政府徵收這些濕土時，

所有權人並不能申請相當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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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重劃—處理土地糾紛衝突的工具 

    在德國，曾經有個著名的土地徵收案例，也就是賓士（Benz）要在市區外圍的鄉

村蓋試車場，總公司提出就業機會的誘因，要讓這個案件可行，然而卻受到地主的拒

絕，後來賓士老闆透過政治人物的力量，促使政府部門通過徵收計畫，地主因此上訴

行政法院，前兩次判決都輸，最後上訴到聯邦憲法法院申請釋憲，聯邦憲法法院認

為，所謂的公共利益，必須要很具體的描述，試車場雖然可提供就業機會，但卻偏向

私利，因此判決地主獲勝，給了政府部門與政治人物一個大巴掌。 

    Magel 教授提到，美國或澳洲，國家的公權力是幾乎不允許碰私有財產權，德國

雖然尊重財產權，但大致上認為有社會性的限制，普遍採取不偏環保也不偏私有財產

權的中間路線，雙邊都不能逾越這條界線，否則會造成不好的結果。Magel 教授認

為，這面對土地糾紛衝突時，應該採取重劃來取代徵收，藉由土地的重新分配也達到

土地相對的損失。 

 
【圖 57】Magel 教授演講 

 
【圖 58】記者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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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主題演講—Michael Pelzer—計畫程序中的政治參與：區域與鄉鎮層次的法制與實

踐經驗 

    Pelzer 鎮長曾在 3 年前來過臺灣，當時討論的議題，包括鄉村空間發展、土地政策

與公民參與等議題，當時對談對象以促進旅遊協會的成員、縣政府人員為主，這次來

到政大對談對象則是以學生及老師為主，就會將主軸放在規劃的部份。 

    這次我們邀請 Pelzer 鎮長來談公民參與或公民參與對於規劃程序的影響，並希望

借重他所擁有的實務經驗，如同這場工作坊的前言，我們曾告訴他「臺灣不相信基層

的民主與自治品質，大量使用與操作不需要負行政與政治責任的專家委員會」，他首先

問自己一個問題，德國的鄉鎮代表大會是否有能力去處理？所以 Pelzer 鎮長先就德國

當地的制度來與我們探討。 

    以 Weyarn 鎮為例，鄉鎮代表有 16 位，是透過鎮民一人一票選舉出來的，並沒有

政黨推派的不分區代表制度，每一位代表都代表不同的視角、不同的專業、不同的性

別、不同的年齡，也就是具有不同的思考方式，因此有很理性的決策結果。一個政治

決策是好的，才會被民眾接受，當政治決策與民眾接受落差很大時，就不可能被執

行，所以政治決策最好能夠由下而上來產生，鎮長則負責與民眾解釋政治決策。 

    在巴伐利亞邦，透過地方自治團體協會、自願性參加的援助計畫或歐盟的

「LEADER」計畫，都能讓地方鄉鎮有機會參與鄉村規劃，現在的趨勢也來越傾向將

更多的鄉鎮納入規劃。鄉村規劃以邦議會通過的「邦發展計畫」為建構藍圖，目的在

於使鄉鎮能達到相同價值的生活水準，139在這法案的框架下，還有地區型的計畫，整

個巴伐利亞有 25 個區域性計畫協會，分別由不同的地方自治團體所組成，大致上由 4

個縣市組成 1 個區域性計畫協會，決策成員即為這 4 個縣市中的政治首長，不論是縣

長或是鄉長都擁有相同實質的發言權與表決權，是一個能由下而上參與決策的結構。 

    透過鄉村規劃，巴伐利亞邦的鄉鎮擁有行使自治高權的能力，當有地主要將農地

變現給建商時，得經由鄉鎮會議通過才能進行變更，鄉鎮成為土地的管控中心，鄉鎮

也藉由出高價向地主購買土地的方式來儲備土地，再將土地用來達成公共福祉，例如

建設學校或運動場等公共設施、提供年輕家庭負擔得起的房子、創造就業機會。透過

儲備土地的機制，也能與地主交換土地，讓地主獲得更大的收益，所謂的「規劃」就

是把正確的事情放在對的地方，而鄉村規劃就是要達到這種效果。 

    「公民參與」就像是一間民主學校，透過這種機制，公民提供地方建議與幫助，

因此產生對地方的責任感，無論是鄉鎮治理或是鄉村規劃，透過公民來參與決策，更

能達到目標，公民參與不是沒有秩序的，而是有組織性的運作，由下而上的結構，當

決策有錯誤時，就能馬上指正，才不會產生「第四類型錯誤」的情況。 

  
                                                       
139 所謂相同價值的生活水準，是指每個鄉鎮因為所處環境不同，造成生活型態也有所不同，但是要讓所有人都

能感受到居住在當地是有價值的，而不會有所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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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土地正義、經濟發展與土地取得 

    如何以土地管理實踐社會正義? 鄉村發展為何是重要的社會正義實踐? 為什麼符合

社會正義的土地秩序不會妨礙經濟發展? 

․ 時間：2014 年 3 月 15 日 

․ 地點：政治大學行政大樓 7 樓第三會議室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主講人 備註 

09：00-13：00 
深度座談：來臺心得與國科會

研究議題討論 
Holger Magel∕Michael Pelzer  

․ 活動內容： 

A. 深度座談—來臺心得與國科會研究議題討論 

 土地重劃相關討論 

a. 德國的土地重劃發展 

    德國在考量土地重劃時，有兩個關鍵。一是綜合性（comprehensive）規劃，二

是跨域整合。這種思維模式並不侷限在單一的村鎮當中，而是跨村鎮的合作。因

此，國家必須要發展一個整合性的概念，作為綜合性規劃的指引，如空間規劃、國

土計劃、區域計劃等。德國於發展這概念的初期，傳統的規劃師覺得連重劃都要做

整合考量？一時無法接受。但德國政府嘗試說服傳統的規劃師，告訴他們，有了整

合性的考量，會更加容易實現大家的美好構想。事實上，目前為止，德國的跨域整

合規劃有良性的發展。其實，綜合性規劃與跨域整合可視為工具箱（TOOL BOX）

的概念，也就是數個村鎮互相擁有的一個空間。例如，想在鄉鎮中創造更多的工作

機會、讓農業更穩健發展、也讓年輕世代願意留在村子裡，且自然景觀（如溪流、

埤塘）仍然發揮其生態的價值…等等目標，在執行土地重劃時，絕對不能只是純地

政性的思考，而要仰賴科技整合，而最後必須回到與各個鄉鎮長之間的合作。 

    Pelzer 鎮長補充說明，除了與其他鄉鎮合作，鄉鎮長也需要慢慢轉變居民對於

重劃的意識。在當鎮長之後，他產生了心態上的轉變，了解鄉鎮地方自治是規劃上

相當重要的一個工具。Magel 教授亦表示，一個生活圈的決策，不可能只由少數人

制定，儘管鄉鎮長理念新穎、對鄉村規劃很有經驗，仍然需要把更多在地居民納入

決策過程，運用居民的集體智慧。這是因為鄉村發展不只是空間規劃的技術問題，

同時也是民主的價值問題。 

b. 重劃帶來的利益與影響 

    透過重劃的方式，規劃者可操作土地的使用條件，例如把農地變成建地。Magel

教授說明，若村內的農地一平方公尺只有五歐元，一旦作出土地重劃（農地轉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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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時，價值便飆漲 80 倍，變成 400 歐元。如果有人一開始很明確知道哪一塊農地

將要變建地，便能夠先取得該土地而瞬間致富。另一種情形是，該地區尚未開始執

行都市計畫，有些人便能夠預想到哪塊土地要轉建地。這時規劃者就必須要先有意

識（sense）－哪些農地將來要轉為建地，那哪些農地不要變更？這是因為在執行市

地重劃時，交換分合的價值是相當關鍵性的，對於土地所有權人的利益會有相當直

接的影響。 

c. 重劃必須與都市計畫相互配合 

    土地重劃本身並不純然是規劃工具，它也是一個執行工具，與空間計畫有相當

緊密的關係。德國的建設法典第 187 條清楚規定：重劃必須有都市計畫做為控制。

若兩者非不得已需要有不同的作法，那麼二邊要同步。Pelzer 鎮長建議，臺灣在執

行重劃時，必須要訂定出相關的法律規定。例如，某地原本沒有都市計畫，但透過

市地重劃來變更建地，那麼一定要在重劃完成的一段時間內修訂當地的都市計畫。 

    對此，戴秀雄老師提醒，重劃並不是單一單位在執行，規劃機關一開始必須讓

大眾知道重劃的訊息，並且納入多方資訊。現在臺灣的農地重劃只考慮農業的問

題，但實際上重劃涉及到非常多的權限和不同考量，這點臺灣規劃者必須了解。

Magel 教授亦補充，作為一個規劃者，像是鄉鎮長這種計畫主管機關的首長，就是

在重劃裡當中最親密的戰友。更有甚者，即使不是屬於重劃權限的其他機關，也要

將他們視為親密戰友－因為他們的需求和支持，是重劃裡面絕對必要的元素。 

d. 跨領域的整合思維，並懷抱「在地心、國際情」 

    「談鄉村只談農業，是錯誤的概念。」Magel 教授如是說。並以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在 2006 發表的《The New Rural Paradigm》為說明，其建立了一個

完全不同的思維模式（見圖）－主要的批判在於以往過度強調農業的單一性，並且

論述鄉村的概念不僅是農業，還有其他各種產業。這種從農業轉變到以鄉村的思

維，需要從支持（support）、補貼的角度慢慢轉變到投資的觀念。另一個重要的手法

是尋找中小型企業，讓中小企業願意把資本投入在鄉村，促進當地基礎建設的發

展。 

    規劃層面上還有另一個重點，那就是規劃者必須進行溝通，嘗試去解決衝突，

當然也需具備專業能力。Magel 教授認為這不可能一蹴可幾，最好的方式是從小開

始－培養關懷在地的心，同時具有國際性的視野，而這就是作規劃、重劃的人應該

具備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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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2006 年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發表《The New Rural 

Paradigm》所提到鄉村的新舊典範 

 其他議題討論 

a. 國土分區規劃 

    目前臺灣希望訂定新的國土分區，但是國土功能分區的劃設困難之處，在於將

「補償」概念放至國土計畫法當中中，惟若未來的國土保育地區，如果皆需執行補

償的制度，臺灣將會面臨財政來源之難題。這令人好奇德國的經驗：德國劃設保護

區、保育區，甚至是制定區位時，是否有進行補償的機制呢？Magel 教授認為，這

個問題在德國也是相當敏感。他解釋，德國認為每一塊土地都有其獨特性，因而在

規劃時，係依照土地的特殊性質進行決策，採用功能的角度去區分土地。對此，德

國規劃界的主軸思維有三： 

→ 用成長的方式檢視整個德國，進而找出成長的中心點 

    例如，南部的成長中心是慕尼黑。而在這一類的大型中心之外，德國會再

用找出較小的尺度發展中心。原因在於，他們重視的不僅是人口成長，還包含

創新（innovation）。德國規劃者認為，即使是小城鎮也會有其產能，因此不容

忽視。 

→ 採用中地理論概念，依照不同層次需求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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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並非「是」或「不是」的零合性選擇，而是要思考在不同的需求層次

下所需要尺度空間為何。例如，最上位規劃思維是在於討論「每個人目前活著

的需求」，此便是大尺度空間下要被處理的。接著，再從這個尺度當中挑出哪

些地方的設施水準是不足的，進而去改善它。 

→ 考量自然資源之特性 

    Magel 教授舉例，以臺灣的現狀，首先要思考的是臺灣自然資源的維護。

沿著這個思維，規劃者必須要思考，在保護自然資源的同時，亦要維持人類的

生存權，也因此德國的規劃思維方式相較臺灣目前的思維還要活絡許多。臺灣

把土地限制得很嚴格，雖然管制也許容易，但實際上是比較不符合不人性需求

的。 

    德國建立此三個思維主軸的主因是全球化與國際化。現在德國所面臨的挑

戰，是人口減少和氣候變遷帶來的問題。德國也意識到，在面對氣候變遷時，

不只要思考對於現有狀況的控制，甚至某些市區或聚落部分需要遷移時（如：

預防洪患所需的遷村），相關的法律、規劃等，都要事先就訂定出來。這也是

德國國土計畫、區域計畫中應重視的部分。Magel 教授表示，近幾年愈發頻繁

的大水患，已讓德國人開始考量大尺度空間規劃的問題。例如，德國曾嘗試將

阿爾卑斯山劃進功能分區裡，但後來發現在操作層面上是不可行的。固德國轉

變為引導式的方法，並且以邦為操作的主體，讓規劃更有彈性，避免落入僵硬

的實質空間規劃。Magel 教授以農地變更為例。首先在中央層級，會在全國國

土計畫中訂定一些主軸；而在地方層級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會推動縣市的

區域計畫。再由農地變更主導單位與農業部門達成共識，並且在空間計畫中保

留所需的農地。但如果中央部會還沒有整合，又要指導縣市制定比較細的規劃

時，在整個指揮系統上便會變得相當混亂、意見分歧。因此，這樣的規劃必須

要在部門之間取得平衡。 

b. 重大建設開發原則 

    在德國，若政府想進行巨型開發案，原則上不得自行開發。而是依照個別目的

事業法，各部門會有嚴格程序去規定計畫如何施行及核准。其中，一個重要的程序

稱為「空間秩序程序」，以全面性檢驗開發案是否符合評估要求，尤其特別注重開發

案對於空間結構上的改變，而所有相關機關皆會被納入考量！其程序包含了書面審

查、面對面專案審查，最後的結果區分為准、不准、附條件（負擔、付款）。接續

此，再進行「計畫確定程序」（似臺灣的行政程序法第 164 條140），意思是，除了所

                                                       
140 行政程序法第 164 條第 1 項規定:「行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利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涉及多數

不同利益之人及多數不同行政機關權限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及聽證程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

果。」。網路資料：全國法規資料庫，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55，最後瀏覽日

期：2014 年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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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機關皆須參與程序外，相關地區的地方機關、鄉鎮長、公民皆可參與程序，

並提出意見。而最重要的是，許可機關必須將所接收到的意見以書面方式來提出回

應。德國與臺灣差異最大之處在於，文字論述上必須對於利害權衡上有充足的論

述，否則會產生權衡瑕疵的問題。以參與程序和結果而言，原則上都設計有行政救

濟程序。一旦救濟提出，行政法院系統將對於利害權衡過程進行全面性的檢視，以

判斷這個權衡結果是否相對妥善且能被接受。 

    基本上，較容易發生的問題即為所作的權衡結果直接牴觸強行規定。第二種情

況是濫用裁量權限。最後是針對不確定法律概念的內容判斷，法院本身就會有完全

審查權。這兩個程序時間很長，以當時要做慕尼黑至機場的捷運為例，就花費了十

年。這可以知道，德國政府部門於面臨民眾的訴求會有所妥協，盡可能達到雙方的

平衡。 

 臺德交流會議總結 

a. Magel 教授的心得建議 

→ 鄉村發展的最上位概念就是土地。Magel 教授與 Pelzer 鎮長這次來臺最關心的

問題便是土地問題。Magel 教授認為，要進行一個關於土地管理、土地政策的

整合式鄉村發展時，若可以以英文互相交流，便將能擁有更多國際性知識。同

時，Magel 教授也鼓勵參加國際性的會議，讓國際學界聽到臺灣聲音。而對於

目前臺灣的原住民研究，教授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惟其他各國仍不太清楚目前

臺灣的研究成果，因此，教授建議用英文發表期刊論文、參加國際性會議等，

讓臺灣的原住民研究在世界上發聲。 

→ Magel 教授認為，臺灣目前還沒有所謂的整合型的鄉村發展。因目前臺灣學術

界仍較偏重於傳統土地重劃、農業領域或是農業社會學。他建議臺灣可以多做

一些整合式的鄉村發展，當研究或是實務更多偏向於整合型的鄉村發展時，政

策便會自然地導向空間式的規劃。 

→ 臺灣由於城市化的關係，都市與鄉村的關係已經密不可分，要討論鄉村區域的

議題，在地方上便需要城市與鄉村的結盟，臺灣對於此領域卻較少出現這樣的

概念。此外，他也建議嘗試跨鄉鎮的合作。舉例而言，是否有必要在每個鄉鎮

都設置工業區?此問題可以刺激思考，在跨鄉鎮合作當中，鄉鎮之間需要彼此

協調、整合，同時藉由土地重劃的工具以維持土地之秩序。 

→ Magel 強調，大學的目的在於研究與教學，能培育下一代具備整合性、整體性

的觀點，教師除了教授專業知識外，也要傳遞基本倫理學的態度。在 Magel 的

教學生涯中，最重要的座右銘是「教育是要讓人成為一個具有整全式觀點的

人，而不只是一個專業笨蛋」，與本次與會者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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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elzer 鎮長的心得建議 

→ Pelzer 鎮長在臺灣旅程中，發現宜蘭農民對農業非常熱情，也自願參與一些當

地的服務。同時，他也察覺，有些人對自己所信奉的理念是非常有自信，而從

這樣人的力量中，可以形成一座一作的燈塔。當燈塔跟燈塔之間互相連結後，

就可以變成一個很大的力量，讓社會的目前還是陰暗的角落變成光明化。

Pelzer 鎮長看到很多人願意投入鄉村、農業、社會發展議題，他很高興這次旅

程有法律界、政府官員、大學教授一同參與。透過不同領域的想法整合，彼此

可以獲得更寬闊的視野。 

→ 公民參與會因為文化、國家的不同，導致有不同接受度。但 Pelzer 鎮長堅信，

願意共同去做一件事情這樣的心理機制，是全世界共同存在的現象。他認為，

當政治領域也願意產生公民參與時，141公民參與才是可能的，只是目前基本上

政治領域不太願意去承認。因此，Pelzer 鎮長呼籲，盡量幫助那些願意促進公

民參與、或現在正在執行公民參與的個體。 

→ 原住民有非常大的一個潛質，漢人可以從原住民身上學習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

意識、學習如何感受自己的根源。透過這樣的學習過程中，漢民族和原住民的

諸民族們也許能達到共同合作以及永續發展的關係。Pelzer 鎮長在原住民部落

參訪過程當中，發現有不少原住民非常有勇氣，願意幫助自己部落裡的事務，

而這其實就是未來合作的可能性的所在之處。 

  

                                                       
141 此處的政治願意，是指當政治承認公民的能力和知識對市政運作是非常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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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德國際工作坊重要成果 

    本年度專題計畫「土地正義視野下國土規劃的挑戰與變革：土地利用與城鄉發展的策

略研究」團隊，於民國 103 年 3 月 8-15 日舉辦為期一週的國際工作坊，特別邀請德國慕

尼黑工業大學 Hogler Magel 教授與巴伐利亞邦 Weyarn 鎮 Michael Pelzer 鎮長來臺，為增進

多元化的學術交流，協同成功大學、東華大學與臺北醫學大學，針對「鄉村經濟與跨域治

理」、「鄉村發展、公民參與及地方治理」、「土地正義、空間秩序與土地管理」三大主軸，

於臺北、宜蘭、花蓮、臺南、彰化等地，舉辦近 20 多場的會議或對談。Magel 教授提供

理論上的見解，Pelzer 鎮長則提供實務上的經驗，不僅具有知識的深度，同時也具有知識

的廣度。在 Magel 教授與 Pelzer 鎮長分享的理論與實務經驗中，歸納以下數點為本次工作

坊之主要成果對本計畫之重要影響與貢獻。 

（1） 透過公民參與決定鄉村未來的發展，以因應農業與鄉村經濟的轉變 

    近年來，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努力推動有機農業並擁有豐碩成果，本專題計畫希望藉

其農業轉型與發展經驗，作為研擬永續農業政策之參酌，故選擇為樣本區之一。 

    透過座談會行健村農民的描述，行健村發展有機農業雖然有成果，若要達到永續發

展，仍得面對目前所面臨的問題，例如年輕人口外流、農舍亂象等問題，然而這些問題並

非特殊個案，其實在臺灣鄉村社會中普遍皆有相同的現象。 

    針對年輕人口外流的問題，Magel 教授指出，鄉村應該要用更長遠的角度來思考，有

機農業固然也是選項之一，但並非唯一的選擇；Pelzer 鎮長以 Weyarn 鎮為例，談論到

Weyarn 鎮曾透過由下而上的「公民參與」決定了鄉村未來發展，透過整體評估與長時間

的討論，才能讓鄉村內的所有居民共同面對困境，也提供誘因讓年輕人口留在鄉村。 

    針對農舍亂象，Magel 教授認為臺灣在各項土地計畫與統計數據的資訊都明顯不足，

若能將這部份資訊系統建立周延，藉由土地計畫讓政府部門控制土地不必要的浪費，一方

面能矯正農舍亂象，另一方面也能將資源做有效的分配。 

   因此，本團隊未來於探討鄉村發展與其政策時，將一併討論德國公民參與的機制、地

理資訊系統的運用，及其如何整合於鄉村發展政策的擬定、執行中。 

（2） 原住民傳統領域共管的發展有賴整合國內學界與國外 NGOs 的力量與資源 

    原住民傳統領域的概念，在現代國家體制進入後，面臨了巨大的轉變，尤其在國民政

府來臺後，使得傳統領域逐漸喪失，光復鄉大農大富平地森林園區、Kikitaan 祖屋與豐濱

鄉港口部落三個案例，都在說明原住民族逐漸意識到傳統領域喪失的議題。 

    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2 條所衍生出來的「共管」機制，理論上意圖讓部落與

政府共享權力及負擔責任來管理原住民的傳統領域，實際上現行的「共管」仍由政府部門

單方面來主導，Magel 教授認為目前所遭遇的困境，仍有一段長遠的道路要走，建議臺灣

學者，聯合律師、法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等，針對政府部門不採用「共管」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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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嚴厲的批判，並在政治上作連結，將這種議題設法轉變成政策議程，倘若如此仍無法

促使政府部門來推動共管，可連結國際上的非政府組織，從外部給政府部門施壓，讓全世

界重視這個議題，唯有將關心相同議題的人（無論是國內或是國際）進行整合，才能有效

的發聲，且應該要巧妙運用資源，才能與國家這個巨人抗爭。因此，本團隊未來於推動原

住民共管與發展時，可參酌 Magel 教授的建議作法。 

（3） 由法律明定跨縣市、跨鄉鎮合作的組織架構 

    德國的鄉鎮基於德國聯邦憲法以及巴伐利亞邦法，擁有自我行政管理權，是以需就當

地事務置於自己管理權限之下，這其中也包括自身的財政責任和稅收來源。 

    為使各區域都能達到相同價值的生活方式，於德國由具有等同法律地位的邦發展方

案，規範跨鄉鎮合作，以確立個別區域發展計畫。邦發展方案最後須經由邦議會通過，而

各鄉鎮訂定的發展計畫不能違背邦發展方案確定的計畫。 

    為跨鄉鎮合作，由跨鄉鎮之四個縣的鄉鎮長與縣長共同組成「區域規劃協會」，此協

會是在行政體制架構下另成立的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的目的在於促使縣及鄉鎮坐下來成立

協商團體。在此協會大家地位相同，以確保地方鄉鎮在區域規劃皆具有影響。區域規劃協

會主要提供架構性的法則，而團體協商機制的結果控制住後，接下來分工要如何處理，很

重要的就是行政契約的訂定，透過行政契約鄉鎮才有可能把工作權限移交別人，自己不能

做的由能做的人來代替。此跨鄉鎮合作委員會所產生的跨鄉鎮合作，較常見的合作項目包

括推展旅遊產業、水資源保護。「區域規劃協會」其實是在執行邦發展方案確立的區域發

展計畫，而跨鄉鎮合作乃為平衡區域的發展，使財力及規劃能力都不足的較小鄉鎮，藉由

此跨鄉鎮的合作，也能讓鄉村人民對居住在這裡的生活覺得滿意。 

    我國縣市依「地方制度法」實施地方自治事項，就跨縣市合作，雖依該法第 21 條

「地方自治事項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域時，由各該地方自治團體協

商辦理；必要時， 

    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協調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理或指定其中一地方自治團

體限期辦理。」、同法第 24-1 條「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處理跨區域自治事

務、促進區域資源之利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福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成立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行政契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

主管機關備查。」142雖已有各直轄市、縣市共同成立正式區域合作組織建構的法源基礎，

                                                       
142  法條增訂理由「一、本條新增。二、為利地方自治團體建立跨域合作之機制，爰增訂本條。三、第一項明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為共同處理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利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福祉，

得成立區域合作組織、訂定協議、行政契約或以任何其他合作之方式進行跨區域合作。其所稱「成立區域合作

組織」之形式，包括會議、會報、聯盟等方式。至「其他方式合作」，包括地方為處理跨區域事務時，得與非

營利組織合作之方式。四、第二項明定協議、行政契約或以其他合作方式之內容，如涉及有關直轄市議會、縣

（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者，並應經各該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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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僅係必要時得組成，非法定應組成之組織。且該組織的組成、組織的任務、定位為何，

並不明確，是以現行的縣市合作雖從北到南共有五個區域平台，惟多以論壇或以簽訂合作

備忘錄的方式，因不具法效性，是以亦不具執行力。並且，臺灣由於都市化的關係，都市

與鄉村的關係已密不可分，要討論鄉村區域的議題，就得將都市納入考量的範圍，臺灣卻

鮮少出現都市與鄉村合作的組織架構，舉例來說，是否有必要在每個鄉鎮都設置工業區？

這問題若透過鄉鎮之間的協調與整合，再藉由土地重劃的方式來維持土地的秩序，就可以

化解許多問題，並減少不必要的資源浪費。另外，現時臺灣政黨壁壘分明，縣市、鄉鎮市

首長如分屬不同政黨，區域合作就很困難，故本團隊認為基於穩定與平衡區域發展，應於

法規範架構下，明訂跨縣市、跨鄉鎮合作的組織、架構、功能與任務，以結合區域資源，

縮短城鄉差距，方能共同提升區域整體的發展。因此，本團隊未來探討國土規劃與區域發

展議題時，應納入德國區域規劃、跨域合作的機制。 

（4） 公民參與機制是落實國土規劃、農業政策的關鍵推手 

    在聯合國的重要會議與文件中，數度指出公民參與是政府治理的重要原則之一，最早

在 1992 年的里約熱內盧會議，發布「21 世紀宣言」（Agenda 21），讓公民參與成為全球性

的概念，基此，在 1996 年的「伊斯坦堡宣言」（ Istanbul Declaration on Human 

Settlements）提出公民參與是最民主及有效的方法。其後，在 1997 年 UNDP 的「永續人

類發展的治理」（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文件提出公認的首要治理

原則是「參與」，所有的人應該參與決策，廣泛的參與建立在團體及言論的自由上，參與

最重要的是要建設性的參與，經此產生決策，這在任何國家、都市、鄉村皆應如此。以

及，在 2000 年「千禧年發展目標」的都市協商（The MDG City Consultation）項目非常強

調公民參與決策是永續的過程，指出市民社會、地方政府、私部門等三者關鍵行動者要共

同協商，且這些新的合作關係是跨部門的、跨域整合的，如此才能解決問題，並達到永續

成長與發展。並且，在「都市治理的全球性運動」（ Global Campaign on Urban 

Governance） 

    文件中，倡議最新的概念是「整合性都市」（Inclusive City），要求都市規劃必定需要

公民參與活動，且公民參與及公民權原則的目的之一是：「培力」（Enablement），要求讓

市民有能力成為與政府平等對談的對象，並讓民間單位有能力從事其所欲達成的事情，這

需要政府的「賦權」（empowerment）。 

    而德國倡議公民參與起始於 1983 年，至 1986 年巴伐利亞邦首度立法通過公民參與

而使其成為法定程序，要求所有鄉村更新的程序必須強制執行公民參與程序，基此在

                                                       

之同意。五、因未來地方自治團體在進行各項跨區域合作方式時，或有涉及管轄權限移轉或調整之可能，例如

二縣市共同設置大型公共設施，對該公共設施協議統由其中一縣市予以管理。為使跨區域合作之管轄權符合行

政程序法第十一條第五項有關管轄權非依法規不得設定或變更之規定，第三項明定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應依約定修訂各該自治法規有關管轄權之規定。六、為鼓勵地方自治團體建立跨域合作之機制，於

第四項明定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對於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所提跨區域之建設計畫或第一項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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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年該邦建立鄉村更新及鄉村發展的訓練中心（ Institutes for Villag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Bavaria），培訓社區民眾、鄉鎮市行政人員的公民參與，讓他們學習及習

慣在爭執之中討論未來的方向及問題的解決方法，這作法提供原生的動力，讓公民參與能

夠推動，也成為未來公民參與的發展基礎。在 1991 年，德國也促使歐盟推動「鄉村經濟

發展連結行動」（LEADER）系列計畫，作為鄉村發展政策中公民參與的工具與措施。 

    綜上，本計畫認為政府的政策或治理應該擺脫過去由政府全權主導的模式，讓社會的

力量－公民參與至政府的決策過程中，這是全球已開發國家都市規劃或鄉村發展政策的趨

勢與首要原則，更是規劃與政策能夠落實的關鍵。同理，在國土規劃或農業政策方面，政

府也應賦權予公民社會，讓公民有權利、有能力建設性地參與政府任何的決策，使政策或

計畫產生自於市民社會、政府、私部門等跨部門、跨領域的共同協商、討論，如此才有可

能達到永續發展。因此，本團隊未來探討國土規劃與農業政策議題時，應納入德國民眾參

與的機制。 

（5） 新鄉村典範是鄉村發展政策之未來走向 

    Magel 教授認為，臺灣目前仍偏重於傳統的土地重劃、農業領域或是農業社會學，因

此建議我們可以多作一些整合式的鄉村發展，當研究或實務都能走向整合型的鄉村發展

時，政策便能自然地導向空間式的規劃。 

    而所謂的「整合式鄉村發展」概念，即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 2006 年發

表的「新鄉村典範」《The New Rural Paradigm》，新鄉村典範更為關注於各個層面：鄉村

「地方」多元特色與資產的維持，極力開發地方的「經濟」發展潛力，加強鄉村經濟中不

同部門的「投資」，全面地納入與「整合」所有層級、部門的政府單位與私部門利害關係

人，著重於「公私協力」與集體協商，以求提高鄉村「區域競爭力」（OECD, 2006: 12, 14-

16）。 

    Magel 教授特別指明過去的舊典範強調農業的單一性、以補貼為主要政策工具，如此

忽略鄉村中其他各種產業，因此，新典範強調發展鄉村中有潛力的各種產業，尤其是願意

投入資本至鄉村的中小企業，轉為強調以投資取代補貼，如此才能促進當地基礎建設的改

善。另一重點是，新典範強調由下而上的計畫導向，即規劃者必須與當地居民進行溝通，

嘗試解決衝突，除需具備專業能力外，更要培養關懷在地的心，同時具有國際性的視野，

這就是作規劃、重劃的人應該具備的心態。因此，本團隊將參酌 Magel 教授建議的「新鄉

村典範」，作為未來探討臺灣鄉村發展政策調整方向之重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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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新鄉村典範 

項目 舊方法 新方法 

目的 
平等化、農場所得

、農場競爭力 

鄉村地區競爭力、維持地方資產的價值、開發未利

用的資源 

關鍵目標部門 農業 
鄉村經濟的不同部門（如鄉村旅遊業、製造業、資

訊電信科技業等） 

主要工具 補貼 投資 

關鍵行動者 國家政府、農民 

政府的所有層級（超越國家、國家、區域及地方）、

不同地方利害關係人（公部門、私部門、非政府組

織） 

（資料來源：OECD, 200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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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德國際工作坊之啟示與建議 

（1） 建議主動性學習國際性知識 

    鄉村發展的最上位概念為土地，Magel 教授與 Pelzer 鎮長這次來臺最關心的議題就

是臺灣土地問題。Magel 教授認為，要進行一個關於土地管理、土地政策的整合式鄉村發

展時，若可以使用英文或其他語言互相交流，便將能擁有更多國際性知識；同時，這次兩

位學者來臺的過程中瞭解許多臺灣原住民的相關議題，Magel 教授鼓勵大家踴躍參加國際

性的會議，將臺灣原住民所遭遇的困境，讓國際學界聽到，才能有助於解決目前的僵局。 

（2） 建議培養具有整合性與整體性觀點的人才 

    大學的目的在於研究與教學，教授除了教授專業知識外，也要傳遞基本倫理學的態

度，Magel 教授的座右銘「教育是要讓人成為一個具有整體性觀點的人，而不只是一個專

業的笨蛋」，論語也提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不論是老師或是學生都該

培養自身具有宏觀視野的判斷能力，因此建議年輕學者與人才的培養甚為重要，尤其是具

有整合性與整體性觀點的人才需要及早培養。 

（3） 建議邀請相關政府單位共同參與討論 

    Magel 教授與 Pelzer 鎮長本次來臺，本著巴伐利亞邦農村發展濟化的經驗來檢視臺灣

農村發展的體制，實能提供相當寶貴的經驗以利用在實務上，惟農村發展或國土規劃涉及

國家農業政策與整體經濟發展，此次工作坊欠缺相關政府單位派員來共同參與討論，實為

可惜，是以相關政府單位如能派員參加，一方面他們可就成功的經驗作為改善我國體制的

參酌，另一方面亦可適時地將我國農業體制的理念加以宣導。 

（4） 建議國際工作坊可以移地至德國舉辦 

    此次邀請德國學者 Magel 教授與 Pelzer 鎮長至台灣，本團隊帶領其至台灣數個農村社

區參訪，並於當地舉辦工作坊，共同討論社區關注的議題，兩位提供相當多的建議，收穫

頗豐。惟當兩位提及德國案例或經驗時，我們僅能從兩位簡略的介紹與說明中，淺薄地瞭

解德國的實踐情形，無法深入瞭解其執行過程，且 Magel 教授與 Pelzer 鎮長亦邀請本團

隊至德國實地訪查，故建議若以後舉辦國際工作坊，可移地至德國，藉由實地參訪，更深

入、實際地瞭解他國的經驗，以作為本團隊提出研究成果與政策建議之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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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對第二年計畫之研究建議 

1. 探討臺德國土規劃、農業政策、城鄉發展的課題 

    於第一年度計畫中，就臺灣、德國，在面對糧食不足、生產過剩以及加入全球化貿易

架構等三大重要變局，比較兩國於國土規劃、農業體制方面的因應之道，並探究農地利用

和農業發展政策的演進歷程，及其演變的影響因素，進而提出德國經驗可供我國參酌之

處，本研究已經完成前述臺灣及德國政策的彙整與分析。 

    在第一年度計畫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第二年度計畫將探討臺灣、德國兩國，於國土規

劃、農業政策、城鄉發展面臨的課題，分析兩國政策是否朝永續生態農業發展，進而使農

村環境得以改觀，是否能夠支援小農（家庭式農戶）經營，進而促進農村發展，是否能夠

體現土地倫理觀，並增進多功能農業之價值，若無法達成則探討其原因所在，以作為建構

新時代農業政策之參據。 

2. 調整研究個案的地區範圍與調查事件 

    在第一年度計畫調查發現，研究個案之一的彰化縣溪洲鄉大庄村，原定預計瞭解當地

面臨農業用水不足的原委，經過現地勘查與居民訪談後，瞭解當地居民由於農業用水問題

開始重視水田的生態，而開始推廣有機農業。並且，當地居民獲得營建署水田濕地生態復

育計畫的經費補助，其中提出農業環境補貼的概念，與農民契作，嘗試推廣有機米的生

產，與改善水田的生態環境，而此計畫的參與農民並不限於大庄村，舉凡溪洲鄉範圍內且

使用刺仔埤圳灌溉水的有意願農民皆可參與，因此，本研究調整研究個案範圍不限於大庄

村，調整為彰化縣溪洲鄉全鄉，並考量水田濕地生態復育計畫符合多功能農業與農業環境

補貼的理念，故本研究第二年度計畫將調查的當地事件調整為水田濕地生態復育計畫的執

行過程與成果。 

    以及，研究個案之一的花蓮縣光復鄉北富村，預計瞭解當地農村再生計畫的執行問

題，但經現地調查與居民訪談後，瞭解北富村目前尚未完成農村再生的培根計畫，故未進

入提報農村再生計畫的階段。另外，與北富村同為太巴塱部落的南富村進展最快，於 102

年已經通過農村再生計畫的核定，正在執行當中。考量本研究預計瞭解農村再生計畫的執

行問題，但北富村僅能觀察執行前的問題，故本研究調整研究個案的地區範圍為花蓮縣光

復鄉太巴塱部落，並且第二年度計畫將進一步瞭解與調查南富村農村再生計畫的執行問

題。 

3. 調查小農經營的成本收益分析 

    為有利於小農推行多功能農業，須先確保多功能農業能支持小農的生活，方能激發小

農從事永續農業的意願，故第二年度計畫將先瞭解農業經營的成本與收益，計算維持農民

生活基本水準的剛所得收入，以便推估小農永續發展的經營規模，供作建立農業環境補貼

計算機制之參酌。經過第一年度計畫的調查，瞭解三個研究個案皆以稻米生產為主，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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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三星行健村生產有機米時間較長，生產技術較成熟，已有較穩定的收成，至於花蓮光

復太巴塱部落僅有數個農戶獨立投入有機米的生產，及彰化溪洲的有機米生產也還在試驗

階段，故第二年度計畫將以稻米生產為例，選擇宜蘭三星行健村為調查對象，調查當地有

機農民農業經營的成本與收益，與農家所得收入水準。 

4. 建立臺灣小農永續發展的最適經營規模 

    第二年度計畫原定將對於臺灣上述三個農村社區持續進行田野調查，評析此三個不同

類型農村社區，小農永續經營與土地利用間之關連性，據此建立小農永續發展的最適經營

規模，以作為農業環境補貼之計算依據。 

    但如前述，三個研究個案中，花蓮光復太巴塱部落及彰化溪洲的有機農業發展未具規

模，且僅是起始階段，只有宜蘭三星行健村的有機農業較具規模，且已穩定發展中，考量

當地的有機農民大多同時種植稻米與多種蔬菜，故第二年度計畫調整為針對宜蘭三星行健

村有機稻米或有機蔬菜的生產，調查其最適經營規模，此指能夠提供農家基本所得收入，

且對農業多功能性能有基本貢獻的農業經營面積。 

5. 研擬臺灣農業環境補貼的措施 

    於第一年度計畫中，就空間規劃體制、農民團體、地方自治團體等方面，分析於德國

巴伐利亞邦政府部門、非政府部門如何以土地倫理為本方式維護農業環境，及如何以農業

環境補貼支援小農的經營，兼顧多功能農業之實現，以供我國小農經營支援體系之借鏡，

本研究已經完成前述德國巴伐利亞邦相關政策的彙整。 

    在第一年度計畫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第二年度計畫將依據小農永續發展的最適經營規

模、農業經營的成本與收益、農家基本所得收入，計算維持農民生活基本水準的所得收

入，參酌德國農業環境補貼政策，研擬符合臺灣特性的農業環境補貼之措施，期能透過此

補貼機制支援小農經營，實現以土地倫理為本的多功能農業，並促進農村發展。 

6. 研擬農業環境補貼機制 

    於第一年度計畫中，辦理臺德國際工作坊，邀請德國學者來臺，共同探討政府如何研

擬農業環境部貼措施，實現以土地倫理為本的多功能農業，及政府如何透過空間規劃體

制、農業政策，支援小農的農地利用與農業經營，以此作為第二年度研擬適合我國之農業

環境補貼機制，及第三年度建構永續農業政策之參酌，本研究已經完成前述臺灣與德國國

際工作坊的舉辦，完成工作坊過程、內容的彙整，及完成提出此次工作坊對本研究之啟示

與後續建議。 

    在第一年度計畫與德國學者建立的跨國學術合作關係的基礎上，第二年度計畫將就前

述研擬符合臺灣情況的農業環境補貼措施，並進一步蒐集德國相關文獻，以便深入瞭解農

業環境補貼之關鍵機制，並研討上述措施內容是否具可行性、是否能支援小農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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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深究農民對農業環境補貼、多功能性、土地倫理觀之見解 

    本計畫遴選三個農村社區，分別為上述彰化縣溪洲鄉、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花蓮縣

光復鄉太巴塱部落等三個案，進行田野調查。於第一年度計畫中，本計畫已經完成調查三

個個案地區發展背景、農業經營概況。 

    於第一年度計畫中，原定將調查農民關於農地多功能性、土地倫理觀、農業環境補貼

等之見解，探究行健村如何從慣行農業轉變為有機農業的發展過程，花蓮光復北富村參與

農村再生、小地主大佃農之政策推行遭逢的困境，彰化溪洲大庄村面臨農業用水不足的原

委。 

    然而，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宜蘭三星行健村的部分農民從事有機農業僅有三年的時

間，對於環境與社會方面的農業多功能性的觀察而言，三年的觀察期甚短，農民多未有深

刻的觀察或體會，仍還須一段時間的觀察，因此，有關此個案農民對於多功能性、土地倫

理觀的見解分析，本研究調整至第二年計畫中調查。 

    以及，彰化溪洲的農民過去面臨農業用水不足的問題，開始重視水田的生態復育，故

自 2013 年開始實施溪州水田濕地生態復育計畫，但是，此計畫至目前為止僅實施一年，且

仍在進行中，其環境與社會方面的農業多功能性尚未完全顯現，仍有待長期觀察，因此，

有關此個案農民對於多功能性、土地倫理觀的見解分析，本研究調整至第二年計畫中調

查。 

    並且，花蓮光復北富村先前雖有參與農村再生的培根計畫，但是，至今仍未通過農村

再生計畫，及僅有數個農民獲得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支持，則農民參與農村再生計畫、小

地主大佃農政策後之農業多功能性並未顯現，仍有待後續長期觀察，因此，有關此個案農

民對於多功能性、土地倫理觀的見解分析，本研究調整至第二年計畫中調查。 

    另外，有關農民對農業環境補貼的看法，由於農民並不了解何謂農業環境補貼，臺灣

也無實施農業環境補貼，在農業環境補貼缺乏具體的內容情形下，農民無法充分表達其對

農業環境補貼的看法，因此，有關三個研究個案農民對於農業環境補貼的見解分析，本研

究調整至第二年計畫中，待臺灣農業環境補貼措施研擬完成後進行調查，以作為臺灣農業

環境補貼措施修正之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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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二年計畫之重要結果 

1. 臺德於國土規畫、農業政策、城鄉發展之課題 

（1） 臺灣於國土規畫、農業政策、城鄉發展之課題 

① 臺灣農業政策正朝向永續生態農業發展，但不一定有利於小農投入與經營有機農業 

    2009 年 5 月 7 日行政院第 3143 次會議通過「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揭櫫當前國

內農業發展之主軸，應朝向健康農業、卓越農業、樂活農業發展邁進，2013 年納入「黃

金十年-樂活農業」繼續推動。具體措施包含：輔導農民從事有機農產品生產，對於通過

驗證之農戶給予補助檢驗、驗證等費用；推動有機農業集中栽培，設置有機農業專區；

落實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管理，加強有機農產品品質監測，以確保有機驗證及農產品品

質；建置有機團膳食材供應體系，輔導有機農場與通路業者契作，設置有機農夫市集、

有機農場電子商店，拓展有機農產品行銷通路與消費者推廣等。在政府的推動下，迄

2013 年 12 月底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之有機農糧產品驗證面積共 5,951 公頃，較

2008 年驗證面積成長 1.52 倍，驗證合格農戶 2,988 戶，產值約 36 億元。143 

    另外，為了維護國家的糧食安全，及活化休耕農地，政府自 2013 年起針對連續休耕

農地 5 萬公頃，實施「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中程（102~105 年）計畫」，請地主自行復

耕一個期作或出租給別人種植轉（契）作作物，將原休耕給付經費轉為轉（契）作補

貼。此計畫重要措施包含補助、輔導轉作與集中栽培有機作物，如有機驗證初期（前 3

年）另給付每公頃每期作 1.5萬元，並加強輔導；配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整合農地

租賃作業，協助農民承租土地以從事有機耕作。144 

    然而，在有機農業的相關研究中，如鄭正勇、林碧霞、黃淑德、吳東傑、馮小非

（2009）指出，現行有機農產品管理法令未能正視臺灣地理與氣候條件，造成栽培上不

合理的困難；沒有明確的資材審核與管理機制，構成栽培困擾；將所有的加工視為同一

等級，對設備與環境的要求沒有區分，導致小農無法自行進行簡易與初級加工，生計遭

受巨大影響；驗證費用過高，導致小農成本增加，失去市場競爭力。或如徐靖旻

（2014）研究指出，有機驗證的法規、有機米的耕作以及碾製、加工等程序、市場的通

路等問題，不但對習慣既有的耕作方式、以及公糧或糧商收購體系的農民，造成生活上

的困擾以及成本的升高，也影響到這些農民與產業中其他行動者的互動關係和協作形

式。或如陳玠廷、蕭崑杉（2010：235-236）研究指出，在現行的有機新制下，除了致使

臺灣有機農業在發展典範上往資本主義市場邏輯前進外，也對有心投入友善環境之有機

耕作的小農設下了嚴峻的門檻，如有機小農們得規劃隔離帶、架設屏障以避免慣行鄰田

的污染，還需要忍受更為嚴重病蟲害的傷害，但部分小農無以投入龐大的資本建置農業

設施或購買有機資材，以解決這些問題；臺灣現行有機驗證的制度未臻成熟，在不體察

                                                       
14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健康農業-發展有機農業，http:⁄⁄www.afa.gov.tw⁄Policy_index.aspx?CatID=14，最後

瀏覽日期：2015.02.05。 
14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中程（102~105 年）計畫」說明資料，

http:⁄⁄www.afa.gov.tw⁄ActFallowLand.aspx?CatID=2，最後瀏覽日期：2015.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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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客觀現況的情形下，訂定了嚴苛的農藥殘留零檢出標準；在驗證費用的收取上，亦

明顯不利於有心投入友善環境耕作，卻未能擁有具經濟規模之田地的小農；在有機新制

的規範下，這些無法取得有機認證的小農所生產的農產品被排斥於主流的有機通路之

外，轉而進入層層剝削的慣行通路之中，這對於採用環境友善耕作方式的他們而言，無

非造成不公和委屈。由上述研究可見，臺灣推動有機農業的政策，不一定有利於小農投

入與經營有機農業。 

    此外，關於行政院農委會「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之具體措施，對有機農產品行

銷通路方面，目前政府輔導農戶與有機通路業者進行契作生產有機蔬菜，供應學校學童

營養午餐或企業團膳，確實能有擴大有機農產品的消費市場。但事實上，農民認為供應

有機營養午餐最多只能一周一次，否則將無法供應多樣化的菜色。如受訪者 F03 所言：

「我們現在還沒有推行有機餐，只有公所推行的托兒所營養午餐。現在營養午餐還沒有

辦法完全跟有機結合，因為，午餐裡面需要菜色多樣化，如果一周一次可能還可以提

供，不然的話，要準備那麼多有機食材也還滿不容易的。」不過，此政策提供了有機小

農另一個穩定的銷售管道，至於未來若要擴大推行有機餐，應要有其他配套措施。 

    此外，政府推行的有機農夫市集，試圖為有機農民提供另一個銷售的管道，透過生

產者與消費者面對面的直接交易，不僅建立彼此的互信，也可以減少中間商的價格損

失。但，對部分農民而言，有機農產品銷售收入比例仍低。受訪農民感嘆地說，真正從

假日農夫市集賣出的很少，大部分的客源還是親朋好友。如受訪者 X11 所說：「我前幾年

的米全部都交給合作社，只有少部分是賣給親友，然後這幾年大部分都賣給朋友，真正

外客的就擺攤的時候有人買，但數量很低，大部分都是親朋好友介紹。親戚自己，像我

大嫂就很努力幫我介紹開拓客源，開拓客源以後，很多人就這樣互相介紹。」其實，政

府之有機農業政策，應該將有機農業結合觀光，並多辦活動引進人潮，以帶動當地休閒

旅遊，促進有機農產品的銷售。如受訪者 F01 表示：「希望政府可以多加協助客戶來源的

部分，多辦一些活動讓人可以來參與，也可以打開知名度。」 

    目前有機農產品銷售之辛苦，在於有機農民必須慢慢建立自己的人脈、品牌與知名

度。如受訪者 X01 所言：「其實前三年都沒在賺錢，是之後才有一些知名度，剛開始都是

自己去賣阿，推出去自己賣，有什麼活動就去參加啊!」。連網路行銷，其客源也依賴人

脈。整體而言，政府並沒有建立一個有系統的行銷體系。受訪者 F02、X01：「賣的部分

很多就是靠人脈。就是可能認識的人再推這樣，網路的訂單是一部分，但還有重要的部

分是人脈。」「現在就是一部份靠網路，或是說我們朋友自己買了覺得不錯。像宜蘭有小

農市集，假日有活動，就可以推廣有機。現在政府也沒有一個有系統的行銷。」 

    建立通路是轉型有機農業的關鍵之一。受訪者 F02 說：「其實如果沒有通路方式，轉

型也很難。如果要轉型，建立通路其實滿重要的。」然而，目前臺灣有機小農的銷售通

路，比起慣行農業卻是更為困難。而在地組織如農會，對於有機農業的推廣並不積極。

有機小農表示，原本做慣行時，可以交給農會銷售，但是轉型有機之後，農會並不收購

有機的作物。受訪者 X01、X08 及 X10、X09 說：「其實農會他們是財團阿，以營利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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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有機一開始要賺錢真是微乎其微，根本賺不到錢。賺不到錢的東西，其實農會就

不會做，他們就是財團啊。能夠賺錢的東西他們才要輔導，沒辦法賺錢的東西他們幹嘛

要輔導?他們要出人力、工錢，所以農會不太樂意就是，反而是跟合作社打對臺。」「三

星農會在推展有機生產上較不積極也沒興趣，本地農會的重要主要放在三星蔥和上將梨

（慣行）。」「一開始通路和銷售的問題最大，因為原本做慣行的時候，銷售就交給農會

就好，但是轉型有機之後，農會並不收有機的作物，變成自己要負責銷售，這對農民來

說非常的麻煩。」可見身為地方農業推手的農會，在有機農業部分，並沒有積極協助輔

導有機農民，反而僅重視帶來較大獲利的慣行農業，造成農民實施有機的經費開銷甚

大，除了缺少烘乾、加工之場地，連有機農產品也只能靠自己促銷。受訪者 X02 表示：

「目前農會沒有在做有機…所以政府推廣有機，都沒有配合我們（的需求），所以我們的

生存很艱難」 

    由實地訪談農民發現，臺灣有機小農的銷售通路並不固定，受訪者 F01 甚至感嘆：

「希望政府能夠盡量輔導我們，把產品銷售出去…」目前部分有機農產品是靠農民們自

發性團結的力量，例如成立有機合作社、尚水農產公司，協助農友做市場上的行銷與銷

售。至於其他小農則只能靠網路或自我的品牌建立人脈，才能穩定銷售管道。因此，從

受訪者的訪談中透露著政府目前推動有機農業之政策，不一定有利小農進入或行銷產品

至有機市場中。 

② 臺灣「小地主大佃農」與「農業產銷班」政策設計確實有利於小農經營，惟前者迄

今的具體執行成效未見顯著 

    臺灣傳統的農業，多屬小農經營型態，農民從耕種、收穫到包裝、出貨，全得仰賴

自己或家庭的力量，較難累積資本，並增加投資讓產業與規模持續升級。另外，因小規

模經營，不但個別農場難以導入機械化栽培模式，農民生產之農產品進入市場時，因為

供給量少，也較難有議價能力。有鑒於此，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規劃各種擴大產銷規模的

輔導政策，如「小地主大佃農」政策，便是希望透過租用農地來擴大農民的經營面積，

讓小農成為大農。145 

    關於「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農委會自 2009 年開始研擬推動，其目的係為鼓勵無力

從事耕作之老農或無意願從事耕作之農地所有權人（地主），將農地長期出租，給有意從

事農業經營的年輕專業農民，推動農業經營之規模化、集團化及效率化，減少農地休耕

廢耕，活化農地資源，進而促使農業轉型升級，提高整體農業競爭力。簡而言之，策略

目標有二，其一為建立老農退休機制、引進年輕農民調整農民勞動結構，另一為推動農

業企業化經營、改善農業經營結構，提升農業競爭力。而具體推動措施包括：以維持農

保權益、提供老農津貼建立老農退休機制，以土地租金補助鼓勵小地主出租農地誘因，

以農業政策專案貸款、經營企業化輔導補助營造大佃農承租之誘因 ，以農地銀行強化農

                                                       

14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3.06.20，團結經營力量大，讓自願結合之小農「們」變身大農，

http:⁄⁄theme.coa.gov.tw⁄suggest.php?issue=2447666&id=2447671，最後瀏覽日期：2015.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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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賃平臺的媒合功能與交易安全機制（廖安定，2009）。 

    而有關「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執行成效，如張娟綺（2014）研究指出，小地主大

佃農政策在擴大經營規模與勞動力年輕化之成效最為顯著。或如余錦清（2010：i）研究

指出，國內目前所推行之「農地銀行」與「小地主大佃農」等農地利用政策，雖有助於

擴大農地經營規模利用及改善農民生活，但在執行上尚未具顯著之成效。或如蕭雁文

（2010：120-121）研究指出，農會係以媒介角色參與大佃農與小地主間的交易，造成農

民降低出租意願；政策內容的變動和與「活化休耕地」政策結合，讓農會內部對於政策

內容無法即時性的了解，也因此無法正確的給予大佃農與小地主相關的資訊與輔導，這

些問題皆會造成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執行困難。由這些研究可見，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

成效，在支持小農擴大經營規模、勞動力年輕化、改善農民生活的方面較為明顯，但仍

有些執行上的問題有待克服，未見顯著的具體執行成效。 

    此外，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規劃各種擴大產銷規模的另一輔導政策為「農業產銷班」。

透過現有農戶團結的力量，共同結合成為較大規模的產銷組織：「農業產銷班」，也是農

委會重要的輔導政策之一。所謂的「農業產銷班」，就是結合土地相毗連或經營相同產業

的農友，透過共同生產、資材共同採購及產品共同運銷等，讓資源共享、降低產銷設施

與器材等成本，並增加市場之議價能力，提高農業整體收益，讓小農們也能享受到大農

的好處。而農業產銷班依各主要產業類別，其中央主管機關分屬農委會的農糧署、漁業

署、畜牧處及輔導處等，地方主管機關為班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此外，農業

產銷班應選定一個基層輔導單位，如農業產銷班所在地之農會、漁會、公所及農業合作

社等。透過相關單位積極輔導，讓農業產銷班成為我國農業生產的核心，不但提升生產

技術，也針對行銷與經營管理等面向予以強化，協助農業產銷班朝組織化、企業化發

展，保持一定的農業競爭力。146 

    而有關於農業產銷班的政策成效，如陳武雄（2006）指出，政府 1963 年開始鼓勵成

立「農事研究班」，至 1980 年代初期轉變為「共同經營班」，最終於 1992 年將前者統稱

為「農業產銷班」，經整合產銷各領域的學者、專家，組織技術服務團進行輔導，引進工

商企業經營管理經驗，確實有效降低班員（小農）的產銷成本，提高農產品的品質，增

進經營效率，進而增加經濟收益。 

③ 臺灣「農村再生」政策確實改善農村環境，但未顯有促進農村發展之效 

    臺灣近幾十年來農村面臨諸多的問題，如農業競爭力不足，人口大量外移到都市，

政府忽略既有農村社區之維護或更新，造成農村人口外流及高齡化，使得農村勞動生產

力降低、就業機會少、收入不穩定、生活機能不足或老舊殘破、社區發展緩慢、農村資

源閒置與在地特色消失等，形成農村發展相對落後現象（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09：

2）。為此，政府於 2008 年開始推動「農村再生政策」，於 2009 年列為「愛臺十二建設」

                                                       
14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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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項，於 2010 年公告施行「農村再生條例」，採取由下而上、計畫導向的推動方式，

結合農業生產、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及閒置空間再利用等發展需求與資源條件，協調有

關單位共同投入農村社區整體建設，期望藉此促進農村活化再生，提升農村整體發展，

恢復農村居民在地居住尊嚴，以達建設富麗新農村之目標（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a：

3）。至 2015 年的今日，全臺有 4232 個農村社區，曾經或正在參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的

社區有 2207 個，目前有 440 個農村社區已經完成培根計畫，經核定農村再生計畫。147 

    其次，依據「農村再生條例」第 7 條，由政府十年編列 1,500 億基金，以執行農村再

生政策。而農村再生基金之用途包括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宅院整建、產

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及生態保育支出、具有歷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特色建築物之維

護或修繕、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保存支出、農村調查及分析、農村基礎生產

條件及個別農村生活機能之改善支出、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旅遊支出、人力培育支出及

其他計畫業務支出。 

    按農委會水保局統計，於 2011 年度，農村再生基金的預算編列，共投入 52.96 億

元，其中用於農村再生規劃及人力培育計畫有 4.9 億元，用於農村再生建設計畫有 38.01

億元，用於農村再生發展計畫有 10.05 億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b：12）。如 2011

年度急迫性、延續性及必要性農村建設工程已核定 436 件，計有 380 社區受益，如舉辦

社區植樹活動，計有 1,030 個農村社區共同響應。在農村環境改善方面，輔導 3 個產業團

體辦理農村社區源頭減廢及資源利用宣導，計 12 場次 750 人次參與，及輔導 14 縣市辦

理 193 個農村社區畜牧場之廢水污染防治相關設施設置及更新、空氣污染防治改善、綠

美化等工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b：16-18）。由此可知，於 2011年度，農村再生建

設費用占總體預算超過七成，政府投入甚高的公共支出於農村建設與環境改善方面。 

    按 2014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單位決算報告書指出，累計核定 2014 年度

農村再生執行計畫計 291 社區 51.29 億元，軟體部分包括產業活化、文化保存與活化、

生態保育等，約占 64％，硬體部分包括基礎生產條件及生活環境改善、窳陋空間改善

等，約占 36％。及累計辦理農村社區建設 1,482 社區，包括：年度農村再生執行計畫，

協助社區辦理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主動協助農村社區基礎環境改

善，提升生活品質。且補助社區辦理窳陋空間改善核定 181 案，並經二階段評選出 59 個

社區獲得獎項，補助社區以參與式僱工購料方式辦理農村整體環境改善及綠美化 359

案。並全面推動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完備跨域合作執行機制，導入輔導資源，結合

專業單位或農企業等產業單位共同協助農村社區產業活化，計 398 社區。又辦理農村再

生年度執行計畫產業活化及文化保存與活用輔導作業，計 431 件（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2015：10-12）。由 2011、2014 年度的預算編列、工作成果而言，政府投入大

量的資源用於農村建設與發展上，包含產業、文化、生態等面向，且確實有諸多社區受

益，得以改善其農村環境，包含基礎生產條件及生活環境改善、窳陋空間改善、綠美

                                                       
147 農村再生歷程網，提報狀態，http:∕∕ep.swcb.gov.tw∕ep∕RegenerationStatus.aspx，最後瀏覽日

期：201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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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污染防治、廢棄物減量、資源利用等方面。 

    又按 2014 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單位決算報告書指出，2011 至 2014 年度

撥付農村再生基金累計數 358 億 3,314 萬 5,000 元，農村再生計畫預算累計編列 261 億

6,366 萬 8,000 元。惟查農村再生基金 2011 年度成立迄 2014 年度，每年度計畫執行率僅

約四成，102 年度截至 8 月底止執行率僅 21.24%。截至 2013 年 8 月底止，計有 2,115 個

社區參加培根訓練，其中僅 453 個社區完成 4 階段培根訓練，占全臺 4,232 個農村社區

10.70%，比率偏低，其中提出再生計畫者僅 330 個，再生計畫經核定之社區僅 248 個，

占全臺農村社區總數比率僅 5.86%，致影響農村再生計畫之執行甚鉅，顯見該計畫實施

及預算執行成效不彰，難以達成活化農村經濟、發展地方產業之目標（行政院農業委員

會水土保持局，2015：102-103）。故此，本研究認為農村再生政策，至今未明顯展現促

進農村發展之效果。 

④ 臺灣農業政策雖朝永續生態農業規劃，但對於土地倫理觀的體現並不顯著 

    Leopold（1949:225）主張的土地倫理，其核心精神強調「一件事情如果傾向於保存

生物群落的完整，穩定和美麗，那就是對的。否則就是錯的。」148，故土地倫理應包括

「群落」、「合作」及「責任」三個原則。依此，於農業的實踐，應非僅其友善耕作技術

的強調，更重要的在於應採取融合生境的農地利用型態，使其於農業經濟實現的同時，

亦能兼顧農業環境生態地景的維護。 

    臺灣近幾年來就農業政策的實施所推行之重要施政計畫，大抵分為（1）農業科技研

究發展（2）農業管理（3）農業發展（4）老年農民福利津貼（5）農業特別收入基金

（6）漁業管理（7）漁業發展（8）農糧管理（9）動植物防檢疫管理（10）農業金融業

務（11）林業管理（12）林業發展（13）水土保持發展等 13 個面向的計畫，149而各計畫

之計畫項目，就 103 年度施政計畫詳如【表】。  

                                                       

148 原文”Examine each question in terms of what is ethically and esthetically right, as well as what is 
economically expedient. A thing is right when it tends to preserve the integrity, stability, and beauty of the biotic 
community. It is wrong when it tends otherwise.” 

14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政策‧本會年度施政計畫，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448229，最

後瀏覽日期：201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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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2014 年農業政策重要施政計畫 

施政計畫名稱 計畫項目 

1、 農業科技研究發展 

1.生物技術產業化；2.畜牧業科技研發；3.食品科技研發；4.國際

農業合作；5.農業政策與農民輔導；6.農業科技管理；7.農業電子

化；8.農業環境科技研發；9.農糧科技發展；10.防疫檢疫技術研

發；11.漁業科技研發；12.跨領域整合型科技研發；13.坡地防災

與生態系復育科技研發；14.森林及生物多樣性研究 

2、 農業管理 

1.推動畜牧節能減碳、污染防治及再利用計畫；2.加強 CAS 臺灣

優良農產品驗證管理；3.加強動物保護；4.加強家畜保險業務；5.
農民學院；6.建全農會組織制度；7.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與分級

利用計畫；8.加強國際農業諮商與合作；9.推動兩岸農業交流；

10.補助農民農田水利會會費 

3、 農業發展 
1.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擴充；2.加強農田水利建設；3.建構農業產業

價值鏈，促進農地整合加值利用 

4、 老年農民福利津貼 發放老年農民福利津貼 

5、 農業特別收入基金 

1.強化農產品全球深耕計畫；2.強化猪隻死亡保險業務；3.調整耕

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4.加強農漁業福利及救助；5.農業貸款利息

差額補貼計畫；6.農村規劃及培力；7.農村再生社區發展及環境改

善；8.漁村旅遊及產業活動推廣；9.創新農村生活文化；10.休閒

農業加值發展；11.農村農產業發展 

6、 漁業管理 

1.遠洋漁業永續 
2.強化沿近海漁業管理與結構調整 
3.加強漁產品產銷安全管理 
4.漁業用油補貼 

7、 漁業發展 漁業多元化經營建設 

8、 農糧管理 
1.發展精緻農糧產業；2.建立效率與服務之農產運銷體系；3.發展

有機農業；4.農產品安全品質監測與管制；5.加強肥料管理及農田

地力改善；6.花博會暨會後發展 

9、 動植物防檢疫管理 
1.健全動植物防疫檢疫體系；2.加強農用資材安全管理；3.強化屠

宰衛生及肉品檢查制度 

10、農業金融業務 健全農業金融體系 

11、林業管理 野生物保育 

12、林業發展 

1.森林生態系經營；2.林地管理與森林保護；3.綠資源維護；4.厚
植森林資源；5.國有林整體治山防災及林道維護；6.推動野生動植

物合理利用之管理模式；7.生態旅遊系統建置發展；8.植樹造林計

畫；9.國土資訊系統；10.林業文化園區建置 

13‧水土保持發展 整體性治山防災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政策‧103 年度施政計畫，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501013，最後瀏覽日期：2015.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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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施政重要計畫項目的實施內容（詳附錄一），及映照「黃金十年樂活農業」，

雖有對於農業環境資訊收集與監測技術研發，或推動對環境友善之耕作方式，促進農地

永續利用，惟其內容多從農業本體產銷技術的建置、改進及產業競爭力的提升為重點，

而就農業地景的規劃維護，較少著墨。另該等計畫中，就實施「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

計畫」，有推動休耕農地一期復耕，一期種植綠肥、景觀作物或蓄水等農田維護措施，並

就符合計畫申報標準之轉（契）作者給予補貼及休耕者給予給付，依該計畫之實施目的

係為「活化農業資源利用，確保永續發展」，惟於該計畫中，對於生產環境維護的給付，

仍偏向農業生產設施的維護，對於農地利用與其環境地景的連結，並未被強調。 

    此外，臺灣近幾年來為推廣有機農業的栽作，實施多項措施，以藉由此種環境友善

的耕種方式，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供應消費者，並降低農業生產對環境污染造成之

衝擊。惟從過去為輔導農民正確用藥，生產優質蔬果而推動的「吉園圃」安全蔬果標

章，到現今為健康農業所推廣的有機農業，其法規及措施重點，似皆偏向農業用藥與否

的規範與行動，對於農民於農作時，如何同時兼顧整體生態環境維護、保存，並無規範

或因應的措施。是以本研究認為雖然現行臺灣的農業政策，已朝向永續生態的農業進行

規劃，惟自該政策施行的措施，仍著重於農業產銷的經濟面向觀之，其就土地倫理的體

現似並不顯著。 

⑤ 現行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有關衡量標準，並未完全落實多功能農業價值的實踐 

    首先探討臺灣農業政策實踐多功能農業成效之前，應了解多功能農業的沿革，自

1997 年歐盟首倡「歐洲農業模式」（Model of European AgricultureMEA），主張多功能農

業（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認為農業經營除了生產農產品與糧食的基本功能外，尚

有保護自然環境、維護鄉村景觀與鄉村發展等功能。具農業多功能遠景的歐洲農業模式

（MEA）於「2000 年議程」引入 CAP（共同農業政策），農業多功能遠景包含農業的經

濟、社會、文化及環境功能。該 CAP 對市場的支持不只考慮農業商品，同時考慮非商品

產出，亦即將物品及其在環境及社會層面的服務亦納入考量（許玉雪、黃琮琪，2012：

38）。CAP 於 2000 議程引入農業多功能性的原理（經濟、社會、及環境目標）後，農業

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因此成為歐盟農業政策的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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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0】農業多功能經濟、社會、及環境三目標之達成 

    何欣芳、顏愛靜（2010）於探討臺灣原住民地區農業發展提出其具有以下功能的價

值：農業多功能內涵分為兩類:第一類為商品係作物生產、地方產業。第二類為非商品價

值係指人體健康與食物安全、休閒遊憩、地景文化、生物多樣性、土地倫理、原住民文化

保存、水土保持。李承嘉（2012：88-91）探討我國農業究竟具有哪些功能與我國農業政

策背後隱含的政府對農業功能的認知，其定義農業具有以下功能：經濟及糧食功能、生態

及環境功能、社會及文化功能，其中生態及環境功能即為農地耕種自然友善化，做法為維

護土壤地力、減緩溫室效應、維護農地景觀、水資源保護、維護生物多樣性。社會及文化

功能係農地經營社會化，做法為保存農村社區生活、促進農村遊憩、傳承文化襲產，與歐

盟多功能農業之社會、經濟與環境等三面向相符。 

    在探討目前國家執行之農業政策為農委會民國 102-105 年（2013-2016）的中程施政計

畫150與農業的多功能性價值有何關聯之前，確認農業是生物性產業，也是民生重要產業，

發展過程中除受天然環境影響外，亦受社會變遷及經貿趨勢影響，因此對未來施政除了以

健康、效率、永續經營為核心，政府除致力提升農業競爭力外，亦應關注糧食安全，以及

生態、景觀、文化等農業的多功能性的多元價值；具體做法則以關鍵策略目標、關鍵績效

指標、衡量標準151作為施政績效目標評定準繩。 

    本研究認為有必要檢視施政計畫之項目內容與實踐農業的多功能價值之關係，爰此，

本研究參考 Waarts（2005：18-29）建置多功能農業評估指標為社會、經濟與環境指標之

三種篩選標準，整理為表一；藉以與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 102-105 年（2013-2016）業務成

                                                       
150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政策‧施政重點，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446218，最後瀏覽日

期：2015.04.14。 
15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政策‧關鍵策略目標、共同性目標、關鍵績效指標及共同性指標，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446219，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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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衡量標準相較，進而瞭解有何多功能農業價值將被實踐於其中？ 

    首先，有關社會方面的次功能，農委會的中程施政計畫152中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推

動農村再生社區，係以累計實施農村再生數占全國總社區數之比例為其衡量標準，而此措

施旨在建立富麗新農村，尤其強調維護農村內的歷史建築物或具紀念性價值的建築物，及

積極推動非農業經營活動，尤重農村旅遊的推動，此與 Waarts（2005）多功能農業評估指

標中維護建築物與文化景觀、非農業經營活動等次功能相符，惟衡量標準全然不同。另

外，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中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發展休閒農業、開拓國外市場，以參與

休閒農場之國外旅客較前一年度成長率為衡量標準，此與 Waarts（2005）多功能農業評估

指標中鄉村遊憩活動的次功能相符，惟兩者的衡量標準不同。再者，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

中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健康農業面積推廣，以累積通過有機、吉園圃及產銷履歷之生產

面積為衡量標準，而此強調提供較為健康、安全的食品，此與 Waarts（2005）多功能農業

評估指標中健康的食物與食品安全的次功能相符，惟兩者的衡量標準不同。其餘，如傳統

的農業經營實務、人口特徵、勞動力利用、動物福利等次功能，並未見於農委會中程施政

計畫中，顯見我國仍有不足之處。 

    其次，有關環境方面的次功能，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中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健康農

業面積推廣，以累積通過有機、吉園圃及產銷履歷之生產面積為衡量標準，而吉園圃及產

銷履歷等標章旨在減少化學肥料、農藥，有機農業驗證標章則要求禁止使用化學肥料、農

藥，此與 Waarts（2005）多功能農業評估指標中農業管理實務、汙染與農藥使用的次功能

相符，惟兩者的衡量標準不同。另外，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中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推動

植樹造林面積，以新增平地、山坡地、劣化地及環境敏感地區等國有林地、海岸林及離島

造林面積為衡量標準，而造林之舉旨在降低土壤侵蝕、減緩溫室氣體排放，此與 Waarts

（2005）多功能農業評估指標中土壤品質（土壤侵蝕）、空氣品質的次功能相符，惟兩者

的衡量標準不同。再者，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中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活化休耕地153，

以活化休耕面積為衡量標準，而活化休耕地之措施旨在鼓勵粗放化或集約化利用休耕地，

此與 Waarts（2005）多功能農業評估指標中景觀管理的次功能相符，惟兩者的衡量標準不

同。其餘，如能源使用、有機物質 ⁄土壤肥度、土壤緊實度、空氣品質之氨氣排放、水

質、生物多樣性、棲地、景觀類型、牧草地管理、棄耕農地、自然保護區的農耕體系、景

觀舒適性等次功能，並未見於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中，顯見我國仍有不足之處。此外，我

國農政單位之衡量標準僅以其單位內部統計資料範圍為限，然環境相關指標項目，尚分屬

經濟部、內政部、環保署等機關，因此，僅依農政單位所提供之指標解釋環境變化，尚嫌

不足，且凸顯出欠缺相關行政部門跨部門整合的問題，以致可能無法自個別農政單位的政

策執行指標中完整觀察政策效果。 

  

                                                       
152 同上註。 
153 有關活化休耕地係推動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鼓勵休耕農地復耕種植進口替代、具外銷潛力、有機及地區

特產等作物。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全球資訊網，農業政策‧推動農業加值升級執行情形，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502749&print=1，最後瀏覽日期：201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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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關經濟方面的次功能，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中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為輔導作

物生產專區及擴大經營規模面積，以累計輔導優質水果、蔬菜、花卉生產專區及小地主大

佃農承租面積為衡量標準，此與 Waarts（2005）多功能農業評估指標中鄉村企業活動的次

功能相符，惟兩者的衡量標準不同。其餘，如農場規模、一般收入等次功能，並未見於農

委會中程施政計畫中，顯見我國仍有不足之處。 

    綜上，我國自民國 80 年（1991）訂定「農業綜合調整方案」，強調農業多功能之「三

生農業」的重要性，但經本研究比較農委會民國 102-105 年（2013-2016）的中程施政計畫

業務成果與衡量標準與 Waarts（2005）多功能農業評估指標，發現後者所列多項社會、環

境或經濟次功能，未能見於前者之中，顯見我國農業主管機關之政策未完全落實、體現多

功能農業的價值，缺乏直接且明確的實踐多功能農業措施。因此，長期以來我國以增加農

業生產為政策導向，較少重視環境、社會方面的次功能，與歐盟多功能農業政策本質上存

在極大差異，因此建議農政單位參考歐盟有關多功能農業之社會、環境與經濟指標項目之

內涵與臺灣學者相關研究，並與相關部門跨域整合，建立我國多功能農業實踐指標，且修

正農委會施政計畫之關鍵績效目標與衡量標準，以期循序漸進實踐多功能農業，創造更優

良的農業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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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農業多功能性衝擊之指標 

                                                       
154  Waarts,y.,2005,Indicators for the quantification of multifunctionality impacts ： Research ReportDeliverable 
2.4,Tiblurg:European Commission,p27-29. 
155 同上註。 
156 同註 8。 
157 同註 8。 

面向 

Waarts（2005）多功能農業評估指標 我國農委會中程施政計畫執行績效指標 

次功能（內涵）154 建議指標155 
業務項目156 

（績效指標） 
衡量標準157 

社會 

1.文化遺產 

◎ 維護建築物與文

化景觀 
◎ 農業建築物與農

場結構，如維護

農場老舊建物。

推動農村再生社區數

累計實施農村再生社

區數占全國 4232 總社

區數比例 

◎ 傳統的農業經營

實務 
◎ 傳統農場經營實

務，如維護傳統

果園經營。 

無 無 

2.社會基礎結構  無 無 

◎ 人口特徵 
人口密度，如年齡

結構、性別結構。
無 無 

◎ 勞動力利用 
◎ 農業部門的就業

勞工。 
無 無 

3.動物福利 
◎ 動物可利用的開

放空間。 
無 無 

4.非農業經營活動 

◎ 其他部門活動與

多角化經營收

入，如旅遊業。

推動農村再生社區數

累計實施農村再生社

區數占全國 4232 總

社區數比例 

5.鄉村遊憩活動 
◎ 特定地區遊客總

花費。 

發展休閒農業,開拓國

外市場 

參與休閒農場之國外

旅客較前一年度成長

率 

6.健康的食物與食

品安全 

食品安全的標準，

如真菌毒素，農藥

殘留，硝酸污染。

健康農業面積推廣 

累積通過有機，吉園

圃及產銷履歷之生產

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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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1.一般性指標 

￭農業管理實務 

肥料施用，如農場

出場（farm gate）

的氮氣平衡與農劑

施用量。 

健康農業面積推廣
累積通過有機,吉園圃及

產銷履歷之生產面積 

￭能源使用 
能源使用，如農場

生產的能源平衡。
無 無 

2‧非生物性的環境品質（如土壤、水與空氣） 

￭汙染與農藥使用 農藥消耗量 健康農業面積推廣 
累積通過有機，吉園圃

及產銷履歷之生產面積

￭土壤品質 

（土壤侵蝕） 

土壤品質（水侵蝕

與風侵蝕） 
推動植樹造林面積 

新增平地、山坡地、劣

化地及環境敏感地區等

國有林地、海岸林及離

島造林面積 

￭有機物質⁄土壤肥度 有機質內容物 無 無 

￭土壤緊實度 土壤緊實度 無 無 

￭空氣品質 氨氣排放量 無 無 

 溫室氣體排放量 推動植樹造林面積 

新增平地、山坡地、劣

化地及環境敏感地區等

國有林地、海岸林及離

島造林面積 

￭水質 

水資源可得性 

硝態氮磷洗量 

地下水供給 
無 無 

3.（農業）生物多樣性與棲地、生物資源 

￭生物多樣性 

自然資源指數、泛

指歐盟共同鳥類指

標 

無 無 

￭棲地 
生態廊道與棲地連

接設施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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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景觀與土地利用  

景觀管理 
集約化、粗放化、

土地利用密集度。
活化休耕地 活化休耕面積 

景觀類型 

◎ 土地利用類型

的變遷 

◎ 自然保護區內

的農地面積。 

無 無 

牧草地管理 
◎ 放牧管理，如

放牧天數。 
無 無 

棄耕農地 
◎ 農地棄耕面

積。 
無 無 

自然保護區的農耕

體系 

自然保護區內的農

地面積 
無 無 

景觀舒適性 
景觀價值∕景觀舒

適性 
無 無 

經濟 

1‧雜項 平均農場規模 無 無 

2‧一般收入 
農場收入、家戶可

支配所得 
無 無 

3‧鄉村企業活動 專門化或多角化 

輔導作物生產專區

及擴大經營規模面

積 

累計輔導優質水果，蔬

菜，花卉生產專區及小

地主大佃農承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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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於國土規畫、農業政策、城鄉發展之課題 

① 德國農業政策實能積極鼓勵永續生態農業之發展 

    長久以來，德國政府對農業提供補貼與農業稅收扶持之原則始終維持不變，然而補

貼方式與方向則隨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AP）改革而調整，由早期刺激生產轉向重視農

產品品質安全、區域發展、生態環境維護與生活條件改善等多面資助，其中包括大力發

展生態農業以保障食品安全與促進環境維護，頗受德國政府重視，其依據各地自然條件

特色，重點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高品質、高附加價值的農產品，此外對於具有旅遊價值

的耕地給予農業環境保育給付，使其不因開發而破壞生態（陳郁蕙等，2012：49） 

    同 時 ， 德 國 政 府 積 極 推 動 農 業 永 續 經 營 ， 涵 蓋 獎 勵 農 業 投 資 方 案

（Agrarinvestitionsförderung）、有機農業、永續林業措施、永續漁業與再生原料計畫等，

其中前兩者與農耕相關。獎勵農業投資方案為德國改善農業結構與海岸保護計畫

（ Gesetzüber die Gemeinschaftsaufgabe  Verbesserungder Agrarstruktur und des 

Küstenschutzes，簡稱 GAK）共同任務下的措施，該共同任務主要在改善農業與自然保護

間的合作關係，如配合農場條件來調整農地利用型態、環境友善飼養方式與農業環境措

施（Agrarumweltmaßnahmen）等，其目的在建立符合環境與動物生長條件的永續農業經

營方式；有機農業（ökologischelandbau）為土地永續經營重點之一，為推動有機農業之

普及性，研擬有機農業研究、教育、行銷等一系列相關配套措施（王俊豪，2003；陳郁

蕙等，2012：50） 

    因此，鑑於有機農業有關於環境保護、農業永續發展，加上消費者對食品安全問題

的重視，德國政府積極鼓勵發展生態農業或有機農業，使其快速發展。1996 年德國僅有

七千多家有機農企業，占當時農企業之 1.3%，2008 年則成長至有近 2 萬家，占整體農企

業之 5.3%。德國為歐洲最大有機食品消費市場，其有機食品消費額占歐洲生產或進口的

有機食品總金額逾一半，且每年以 10%以上的速度增長（陳郁蕙等，2012：46） 

    反觀我國政府推廣有機農業之措施，雖已有相當效果，但仍諸多困難有待克服，如

有機市場的擴展不易、小農轉型與經營有機農業的困難與限制、有機小農進入市場門檻

較高、有機驗證機制未完善等，而德國推廣有機農業之政策成效甚為顯著，誠值得我國

政府參酌。 

② 德國農業及鄉村政策注重家庭農業的貢獻，並能支持小農經營 

    以 1970 年代德國巴伐利亞邦為例，該邦的糧農林業部部長，堅持小農是巴伐利亞農

業的發展核心，故巴伐利亞邦的農業政策十分重視「家庭農業」，並且持續落實至今。而

其具體的政策措施包括：針對農場基礎設施，國家提出資助計畫，以令小農持續經營；

調查消費者行為與偏好，及設置小農市集，以鼓勵在地消費，及協助小農銷售農產品；

政府強調以農耕為基礎，找到農耕以外的收入，如養牛及生產乳製品可作為小農的副

業，及提供農民獎助金的補助，如實質從事農耕的農戶才能經營民宿及獲得補助，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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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農戶收入多元化；政府重視牧羊人、牧牛人身負照顧高山草原牧場的任務，及牛隻、

羊隻具有散播植物種子的功能，故經過縝密的計算，提供環境補貼予畜牧業的經營，以

衛星空拍監督高山牧場的維護，計算需要植樹的數量，以維護自然環境，維持生物多樣

性；政府提供家庭農場專業技能的訓練，可分為農業技術、家計、林業技術等三大面

向，尤其鼓勵年輕人的投入，以維持鄉村地景的美麗風貌；鄉鎮居民共同參與地方事

務，達成農地適當利用及避免轉用的共識，如將老舊農舍改建成小公寓，優惠出租予年

輕人，避免農地轉用為建地，及鼓勵年輕人回鄉從事農業。 

    此外，德國巴伐利亞邦提出「鄉村政策」，乃是一種跨部會進行的政策規劃，其鄉村

發展委員會的成員有來自文化部、財政部、農業部、科技部、內政部、經濟部、環境部

以及司法與消費者保護部等重要部門。該邦「鄉村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即為「簇集」

（cluster），政府投入資金於一、二、三級產業的技術研發，整合經濟規模不大的一、

二、三級產業（如木材生產、木料加工、木建築設計），發展成一個具有競爭力的產業，

並使各級產業在地紮根，以支持大多數的家庭式農戶（吳勁毅，2014：62-70） 

    由以上巴伐利亞邦的農業與鄉村政策可見，德國重視家庭農業對鄉村發展與環境保

育的貢獻，因此，其政策旨在透過政府各種投資與措施，支持小農經營，同時兼顧鄉村

地景、環境、生態的維護，進而帶動鄉村的發展。 

③ 德國農業政策與單一給付機制實能彰顯與增進多功能農業的價值 

    德國的農業政策，建構於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框架之下。而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在

早期係透過補助及統一糧食價格，以激勵提高農業產量。之後於 GATT（關稅暨貿易總

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時期，即著手於減少補貼及增加與生產脫

鉤的直接給付策劃，在 1997 年首倡「歐洲農業模式」（Model of European Agriculture，簡

稱 MEA 2005），主張多功能農業，認為農業除了生產農產品基本功能外，還有環境保

護、鄉村景觀維護及鄉村發展等功能，是以在 2000 年「Agenda2000」議程中，即將環境

保護、鄉村發展列為共同農業政策的第二支柱。到 2003 年共同農業政策的改革目標，為

提高農村競爭力、改善鄉村環境與促進鄉村綜合發展，歐盟成員國必須開始強制執行農

業環境計畫。並引入與生產脫鉤的單一給付計畫，而接受單一農場給付補貼計畫的農

民，應符合「交叉遵守」（cross-compliance）規定，即須同時遵守相關環境法規，保持土

地的良好狀態，並達到環境保護、動物福利、植物健康等標準。凡無法達到環保與生態

相關法規要求的農民，將減少補貼額度。2008 年 CAP 健康檢查時，除進一步推動將直接

給付（direct payments）與生產脫鈎（decoupling）外，亦加強對新環境挑戰（如氣候變

遷、生質能源、水的管理及生物多樣化）的貢獻。更在 2010 年提出 2013 年後的歐盟共

同農業政策（CAP）改革方向，確定了未來 CAP 的目標為保證糧食生產、自然資源永續

管理、並維護農村地區的平衡發展和多樣性。 

    德國聯邦及其各邦實施單一給付機制的依據為上述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及歐盟理

事會第 1698⁄2005 號規章，其中規範單一給付的補貼項目與計算方式如表 6，本研究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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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支持農場及林場經營、環境保護與動植物健康等兩類給付。 

    首先，有關支持農場及林場經營的給付，包含青年農民創業給付、提早退休給付、

利用諮詢服務給付、持有農場現代化給付、提供森林經濟價值給付、農林產品附加價值

給付、農民參與食品品質方案給付、資訊及推廣活動給付、半自給經營給付、生產者團

體給付等，此類給付有助於彰顯及增進農業的經濟功能，如提高農林場生產力、提高農

林產品價值與品質、增進農民與農場收益、行銷與創新農林產品、提供青年就業與創業

機會、促進農場現代化經營、提高農林業競爭力等。 

    其次，有關環境保護與動植物健康的給付，包含遵守歐盟法定標準給付、自然不利

條件給付、Natura2000 給付、農業環境補貼、動物福利給付、農地首次造林給付、農地

首次建立複合農林業系統給付、非農地首次造林給付、森林環境給付等，此類給付有助

於彰顯及增進農業的環境生態功能，如增進生物多樣性、提供動植物棲地、增進動物福

利、維護農業與森林環境、保護水土等自然資源、促進公共健康、減緩溫室效應、增進

碳吸存等。 

    整體而言，上述給付機制的綜合效果能彰顯與促進農業的社會功能，如提早退休給

付能確保老農福利，半自給經營給付及自然不利條件給付能支援小農或弱勢農生存，整

體給付制度能支持農場或農民生存、維持農業、農村及社會的穩定性、確保糧食安全、

增進食品安全與有機生產、確保消費者健康等。故本研究認為德國與歐盟的單一給付機

制確實能彰顯與增進多功能農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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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歐盟理事會第 1698∕2005 號規章中所定之補貼項目與計算方式 

（EC）No.1698∕2005 之

條文 
補貼項目 

補貼金額

（歐元）

或比例 

說明 

有關支持農場與林場經營的給付 

22（2） 

（青年農民創業給付） 

青年農民成立持有

農場的支助 
55,000 

此支助可能以單一額外補貼形式給付，

最高額為 40,000歐元，或以利率形式補

貼，其資本化價值不超過 40,000歐元。

結合兩種形式的支助，最高額不超過

55,000 歐元 

23（6） 

（提早退休給付） 

對因讓渡持有農場

而提前退休的農民

或雇工的支助 

18,000 每年每一讓渡人的金額 

180,000 每一讓渡人的總額 

4,000 每年每一雇工的金額 

40,000 每一雇工的總額 

24（2） 

（利用諮詢服務給付） 

提供支助予農民或

森林所有人，以平

衡因採行能改善持

有農場績效的諮詢

服務而增加的成本

80% 
每一諮詢服務的符合法定資格的成本之

比例 

1,500 最高法定金額 

26（2） 

（持有農場現代化給付）

針對因遵守新實施

的歐盟標準、改善

持有農場的整體績

效而有形或無形投

資的持有農場，提

供持有農場現代化

的援助強度 

60% 

在（EC）No.1698∕2005 規章的 Article 

36（a）（i），（ ii）及（iii）中指定地

區，其青年農民符合法定資格的投資金

額之比例 

50% 

在（EC）No.1698∕2005 規章的 Article 

36（a）（i）,（ii）及（iii）中指定地

區，其他農民符合法定資格的投資金額

之比例 

50% 
在其他地區，其青年農民符合法定資格

的投資金額之比例 

40% 
在其他地區，其他農民符合法定資格的

投資金額之比例 

75% 

在（EEC）No2019∕93 規章中指定的

最偏遠區域及較小的愛琴海群島，其符

合法定資格的投資金額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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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o.1698∕2005 之

條文 
補貼項目 

補貼金額

（歐元）

或比例 

說明 

75% 

為執行 91∕676∕EEC 規章，按此規章

Articles 3（2）及 5（1）規定，在 2004

年 3 月 1 日加入歐盟的成員國，自加入

之日起最多四年期間內，其符合法定資

格的投資金額之比例 

27（3） 

（提供森林經濟價值給

付） 

針對一定規模以上

的森林，基於森林

管理計畫而進行投

資的森林所有私人

或私立團體，予以

提高森林經濟價值

的援助強度 

60% 

在（EC）No.1698∕2005 規章的 Article 

36（a）（i）,（ii）及（iii）中指定地

區，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投資金額之比例

50% 
在其他地區，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投資金

額之比例 

85% 
在最偏遠區域，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投資

金額之比例 

28（2） 

（農林產品附加價值給

付） 

針對遵守新實施的

歐盟標準的小型企

業，為改善持有農

場的整體績效、加

工及行銷產品、開

發新產品、加工

品、技術等而進行

投資，提供農業及

林業產品附加價值

的援助強度 

50% 

在融合目標（Convergence Objective）
158下的法定區域，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投

資金額之比例 

40% 
在其他地區，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投資金

額之比例 

75% 
在最偏遠區域，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投資

金額之比例 

32（2） 

（農民參與食品品質方案

給付） 

提供農民參與食品

品質方案的支助最

高額 

3,000 每一持有農場 

33 

（資訊及推廣活動給付）

針對參與食品品質

方案的農民，提供

其產品資訊及推廣

活動的援助強度 

70% 此行動符合法定資格的成本之比例 

34（3） 

（半自給經營給付） 

對提出營業計畫的

半自給持有農場的

支助最高金額 

1,500 每年每家持有農場 

                                                       
158 EUROPA, General provisions ERDF - ESF - Cohesion Fund （2007-2013） , searched on 5.11.2014.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agriculture⁄general_framework⁄g24231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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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o.1698∕2005 之

條文 
補貼項目 

補貼金額

（歐元）

或比例 

說明 

35（2） 

（生產者團體給付） 

針對生產者團體，

其成員的生產須符

合市場要求，聯合

銷售產品，建立有

關生產資訊的共同

規則，特別是採收

及實用性資訊，提

供其成立與行政運

作的支助 

  

依據認可於前五年

期間銷售生產的最

高比例 

5% 

5% 

4% 

3% 

2% 

對銷售生產最多 1,000,000 歐元者，第

1、2、3、4、5 年的比例 

2.5% 

2.5% 

2.0% 

1.5% 

1.5% 

對銷售生產超過 1,000,000 歐元者，第

1、2、3、4、5 年的比例 

但前五年每一年的

金額上限 

100,000 

100,000 

80,000 

60,000 

50,000 

第 1 年 

第 2 年 

第 3 年 

第 4 年 

第 5 年 

有關環境保護與動植物健康的給付 

31（2） 

（遵守歐盟法定標準給

付） 

針對因遵守環境保

護、公共健康、動

植物健康、動物福

利及職業安全等歐

盟標準而增加成本

或損失收入的農

民，提供符合標準

的支助最高額 

10,000 每一持有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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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o.1698∕2005 之

條文 
補貼項目 

補貼金額

（歐元）

或比例 

說明 

37（3） 

（自然不利條件給付） 

對農業生產有自然

不利條件的地區的

最低給付 

25 
每 公 頃 已 利 用 的 農 業 區 （ utilised 

agricultural area, UAA） 

對不利條件山區的

最高給付 
250 每公頃已利用的農業區 

對其他不利條件地

區的最高給付 
150 每公頃已利用的農業區 

38（2） 

（Natura2000 給付） 

Natura2000 的起始

最高給付，期限不

超過五年 

500 每公頃已利用的農業區 

Natura2000 的一般

最高給付 
200 每公頃已利用的農業區 

39（4） 

（農業環境補貼） 

針對Natura2000區

域，為以下特定目

的，對保證達到超

過法定標準的農業

環境承諾與目標的

自願農民或其他土

地管理人，提供農

業環境支助 

  

一年生作物 600 每公頃 

特殊化多年生作物 900 每公頃 

其他土地利用 450 每公頃 

有不再養殖之虞的

地方品種 
200 每一牲畜單位 

40（3） 

（動物福利給付） 

針對保證達到超過

法定標準的動物福

利承諾與目標的自

願農民，提供動物

福利支助 

500 每一牲畜單位 

43（4） 

（農地首次造林給付） 

每年最高補貼，以

支付因農地首次造

林而造成的收入損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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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o.1698∕2005 之

條文 
補貼項目 

補貼金額

（歐元）

或比例 

說明 

對農民或其相關協

會∕團體 
700 每公頃 

對任何其他自然人

或私法人團體 
150 每公頃 

43（4），44（4）及 45

（3） 

（農地首次造林給付、農

地首次建立複合農林業系

統給付、非農地首次造林

給付） 

針對農地首次造

林、農地首次建立

複合農林業系統，

及非農地首次造

林，提供自然人或

公私立法人團體建

立成本的援助強度

80% 

在 （ EC ） No.1698 ∕ 2005 規 章 的

Article36（a）（i），（ii）及（iii）中指

定地區，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成本之比例

70% 
在其他地區，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成本之

比例 

85% 
在最偏遠區域，其符合法定資格的成本

之比例 

46 及 47（2）

（Natura2000 給付、森林

環境給付） 

針對因 Natura2000

及森林環境方案限

制林地利用而增加

成本或損失收入的

私人森林所有人及

團體，提供 Natura 

2000 及森林環境

的每年給付 

  

最低給付 40 每公頃 

最高給付 200 每公頃 

（資料來源：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1.10.2005, ANNEX- AMOUNTS AND 

RATES OF SUPPORT. In：COUNCIL REGULATION（EC） No 1698⁄2005of 20 September 

2005,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L 277⁄38~ L 2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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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德國農業政策以各種補貼或給付支援農場經營，惟具有嚴格限制者較難讓農民接

受，且難以評估其長期影響效果 

    德國農業政策很重視永續原則，其為德國農業政策核心價值之一，農業永續經營、

環境友善農業經營方式與鄉村永續發展等均是施政重點。德國聯邦政策有專門的良好專

業規範原則，僅有在遵守該原則、歐盟交叉遵守項目規定以及將農業用地保持在良好農

業與生態之情況下，農民方得領取歐盟農業直接給付。目前德國直接給付的目標著重在

兩方面，一是減緩因須符合更嚴格的動物、環境與消費者保護規定所造成的負擔，另一

則是維持和保護鄉村風景而給予之給付。德國自 2005 年開始實施單一給付制度（SPS），

德國食品、農業和消費者保護部（BMELV）宣示至 2013 年將所有補貼調整為與生產脫

鉤的直接給付。目前正在討論歐盟新的共同農業政策調整，德國將繼續主張加強市場化

之途徑，提高農業競爭及強化資源保護型的永續生產路線，並減少對農民、農業與各管

理部分行政手續之負擔（陳郁蕙等，2012：50） 

    並 且 ， 根 據 德 國 農 政 單 位 之 德 國 食 品 、 農 業 和 消 費 者 保 護 部

（ Bundesministeriumfür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Verbraucherschutz,BMELV ）之統

計，在 2005-2009 年間，德國平均每個農戶每年收入為 3.7 萬歐元，其中 62%來自政府補

貼，而補貼中有 84%為直接給付（亦即農業收入中 52%來自直接給付）。此外，依據經濟

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統計資

料，德國農民的人均年收入在 3.6-5.0 萬歐元間，其中約一半來自歐盟、德國聯邦政府和

各邦政府的財政補貼，包括區域平衡補貼、農業環保補貼與農業用油等補貼，及德國聯

邦政府發放的各種獎勵（如農業企業獎勵等）。歐盟、聯邦與邦三級政府 2007-2013 年對

德國農業補貼總額為 180 億歐元，亦即平均每年 25 億歐元，另有一些地方專案也可由歐

盟農業基金、聯邦和邦政府申請到專案經費，這些補貼與獎勵合計達到農民人均年收入

之八成以上。（陳郁蕙等，2012：49-50）由此可見，政府的補貼或給付是德國農民的主

要收入來源，能大力支援農場（包含大型農場與小型農場）的經營。 

    然而，政府補貼或給付的長期影響效果如何，難以準確評估。以德國執行已久的農

業環境措施為例，除進行短期評估外，尚須進行長期影響（效果）分析，然多元措施造

成很難評估單一措施所造成之影響效果，或是，難以比較各邦執行措施後的效果，以

及，難以衡量農業環境支持措施造成的無謂損失，如農民是否會在無支持情況下作更粗

放的管理，給付措施是否造成所得效果而非補償經濟損失（陳郁蕙等，2012：73） 

    由於農業環境措施是自願性的措施，假設給付可以彌補參與農民的損失，單一給付

之標準會吸引那些生產效率較差之農家參加，因為這些農家有相對較低的適應成本，因

此可自該措施獲益。有嚴格限制的措施對所得的衝擊也較高，因而接受度較低，例如：

停用農業化學藥物的風險很高，因此對很多農民而言，即使給付金額很高，也可能不足

以彌補預期的損失（陳郁蕙等，2012：73） 

    德國農業政策以各種補貼或給付支援農場經營，能彰顯與增進多功能農業的價值，

其政策實施之經驗誠值得我國學習，且臺灣未來實施補貼或給付機制時，應該配合其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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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長期實施效果的監督與評估，並瞭解農民參與意願、執行及適應情形，以研擬或調

整農業補貼或給付之實施機制。 

⑤ 德國鄉村發展政策能改善農村環境，與促進農村發展 

    歐盟 2007-2013 年整個鄉村發展政策架構，其計畫建諸於四個主軸中，而為了促成

鄉村環境的改觀，其主軸二強調環境的改善及土地管理的重要性。土地管理，係考量生

物多樣性、自然資源管理、水土保護及氣候變遷影響的緩和等因素，透過鼓勵農民或林

場主使用土地的方法與維護自然環境與景觀及保護與改善自然資源共存，特別支持有自

然缺陷的山區及其他不利發展地區，和給予同意達成義務標準之農業環境與林業環境給

付者。在此計畫支助下所有受益者，以改善環境與鄉村地區名義取得支援為必然要求，

在整個農場遵守單一給付規範的義務及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進行包括健康、環境及動

物福利管理。 

    德國的農業政策除遵循上述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外，也依據德國相關法令，就與農

業發展相關的鄉村發展政策上，聚焦於保證鄉村地區體面生活條件的必要公共設施之完

成，並透過經濟發展來確定既有及新的潛力發展。在此基礎上，環境保護也在支持鄉村

發展規劃階段的措施計畫中被考量與整合，政策的大部份把鄉村地區土地使用於促進農

業部門的生物多樣性及環境手段當成首要目標。為促成鄉村發展，德國實施二個以以競

爭為主的計畫，其一為社區倡議 LEADER 計畫，另一個則為全國性的 Regionen Aktiv 計

畫。而針對 Regionen Aktiv 計畫，因是全國比賽，所以主要目標放在強化鄉村地區多元

化、創造額外的所得來源、創造消費者觀點及提供自然友善與環境和諧的農業。 

    對於德國而言，永續向來為其農業政策的核心價值之一，故為達成農業永續經營，

在鄉村發展的帶動下，獎勵農業投資方案，以改善農業與自然保護間的合作關係，如配

合農場立地條件來調整農地利用型態及農業環境措施；有機農業的普及化；針對林業措

施，包括再生木材生產，強化森林的生態保護與休養功能，並以聯邦森林法及狩獵法來

管理森林資源；而這些措施皆係為了達到改善鄉村環境的目的。 

⑥ 德國鄉村發展政策尤其注重環境保護與農林產業發展面向，較少投資社會福利改

善、文化維護面向，且恐有邦際間資源分配不均的問題 

    德國鄉村發展政策需符合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框架，配合目前歐盟執行之鄉村發展政

策，德國聯邦政府與各邦政府達成協調而提出「德意志聯邦共和國 2007-2013 年鄉村發

展 之 國 家 策 略 計 畫 （ NationalerStrategieplan der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für die 

EntwicklungländlicherRäume 2007 -2013）」，並達成整體戰略方案。德國鄉村發展政策之

定位為希望將鄉村地區塑造成兼具生活、經濟、休養與自然功能的空間，在鄉村人力培

訓與職業訓練上則特別著重創造鄉村青年與婦女就業機會（陳郁蕙等，2012：51） 

    德國鄉村發展政策強調由下而上之規劃，亦即由地方社區主導，規劃編制一般是由

相關人員制定合理的鄉村綜合發展規劃，參與規劃者涵蓋的範圍極廣，包括：村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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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協會與管理部門等。規劃內容包括規劃區的發展目標、實現發展目標的途徑以及需

要優先發展的項目等，規劃由相關主管部門審批，地方政府對政策制定與執行有很高的

自治權，尤其是在鄉村和區域經濟發展、自然資源保護及改善農業結構等重要政策的制

訂等方面，是各邦的主要任務。德國有很多主要的鄉村發展政策內容均由各邦決定，國

家只負責主要大綱，縣、區和地方政府在執行鄉村發展政策時也擔任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執行邦的項目外，還會制定並執行自己的政策，如改善自然與景觀管理、保護水資

源、特色旅遊路線或加強地方道路網絡等。由於其政策規劃是由下而上，因此各地可充

分考慮本身的優劣勢，制定針對性與符合當地實際之規劃，故在措施執行上亦較容易

（陳郁蕙等，2012：51） 

    另外，德國鄉村發展之經費來源主要有兩方面，一為歐盟鄉村發展專用基金

（EAFRD），另一則是德國之公共預算（German public expenditure）（陳郁蕙等，2012：

52）在 2007-2011 年間，德國鄉村發展政策的實際公共總支出為 79.29 億歐元，此包含前

兩種經費來源，其中 26％用於目標一提高農、林業之競爭力，52％用於目標二環境及土

地管理，18％用於目標三改善農民生活品質及農業多元化，3％用於目標四 LEADER 方

法，剩餘 1％用於技術支援（M511）。若以措施而言，以農業環境給付（M214）支出費

用最高，其次依序為其他不利生產地區之農民給付（M212）、現代化農企業（M121）、

農業與林業之發展與合適基礎設施（M125）、農村重建與發展（M322）等（陳郁蕙等，

2012：53）由此可見，德國鄉村發展政策對鄉村區域的投資，最為著重鄉村環境保護方

面（即目標二環境及土地管理，包含農業環境給付、其他不利生產地區之農民給付等措

施），其次為農、林產業發展方面（即目標一提高農、林業之競爭力，包含現代化農企

業、農業與林業之發展與合適基礎設施等措施），而對於社會福利改善、文化維護方面的

投資則較少。 

    再者，德國各邦因所處環境及其強調之鄉村發展政策各有所不同，因此各邦在鄉村

發展政策之公共支出金額與項目亦不盡相同。以支出金額來看，在 2007-2010 年間，最

高的依序為巴伐利亞（ Bayern, BY ）（ 369,678 萬歐元）、下薩克森及不萊梅

（ Niedersachsen& Bremen ,NI&HB ）（ 232,484 萬歐元）、巴登 - 符騰堡（ Baden-

Württemberg, BW）（190,826 萬歐元）、布蘭登堡及柏林（Brandenburg&Berlin, BB+BE）

（151,337 萬歐元）、薩克森-安哈特（ST）（140,065 萬歐元）。而最低的依序為薩爾

（Saarland,SL）（6,019 萬歐元）、漢堡（Hamburg,HH）（7,309 萬歐元）、萊茵-普法爾茲

（Rheinland-Pfalz,RP）（69,366 萬歐元）、黑森（Hessen,HE）（71,544 萬歐元）。（陳郁蕙

等，2012：55-56）可見，即使各邦因其條件與情況不同而使其獲得的資源有所差異，但

是各邦獲得最少與最多資源的差距極大，且德國 2007-2011 年間實際公共總支出 79.29 億

歐元，其中巴伐利亞邦於 2007-2010 年間獲得 36.96 億歐元，佔全部 46.6％，亦即德國公

共總支出的半數皆投資於一個邦，恐有邦際間資源分配不均的問題。 

    反觀我國農村再生政策，較為重視農村建設與環境改善，但較少投入公共支出於環

境保護、農林產業發展、社會福利改善、文化維護等面向，故促進農村發展的成效不

彰。而德國鄉村發展政策能支援小農經營，改善農村環境，與促進農村發展，尤其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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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與農林產業發展面向，此方面誠值得我國政府學習，未來亦應增加投資社會福

利改善、文化維護面向，且注意農村社區或縣市間資源分配不均的問題。 

⑦ 德國地景規劃機制與聯邦自然保護法案能體現土地倫理觀，確保環境與生態的平衡

與保育 

    於第一年度計畫中提及，德國於1976年率先制訂「聯邦自然保護法」（BNatSchG），

其立法目的在於以永續發展、對未來世代負責的態度，對生態系內諸多成份加以保護，

規定各邦應規劃「土地保育暨地景計畫」作為維護生態保育空間上行政計畫，並作為推

動自然保育重要政策工具（劉小蘭，2009.05：4），以積極規範和調節人類基於發展需要

所生成之開發侵擾行為，保育及維護多樣性之生物棲息環境。 

    此後，地景規劃被理解為生態塑造導向的空間環境規劃，以及土地維護工作的一

環，其任務有：人類生活自然環境的規劃、確保、發展，包含：侵擾行為的調節、環境

影響評估的研究、對其他部門計畫的協調控管、物種與棲地系統規劃的相關保護方案、

維護與發展計畫與其他的評鑑，自此開始對環境進行主動塑造（von Haaren，2004；曾梓

峰、陳子文，2005；曾梓峰、陳子文，2007：229）。而關於地景規劃的內容框架，受

「聯邦自然保護法」規定如下：（1）預防、減輕或消除入侵，（2）開發群落生境的網

絡，及保護、管理和發展寶貴的群落生境和地景單位，（3）開發與保護的 Natura 2000 網

絡，（4）保護、改善土壤、水體、空氣和氣候的品質和再生。 

    尤其，地景規劃的重要任務之一，是為特殊空間區域在具體條件下，詳細指明法定

目標、自然保護原則、地景規劃管理和較高層級地景規劃事項（地景計畫，地景結構方

案），以給予它們真正實際上的用途。環境品質目標也納入考慮。地景規劃，是為實現聯

邦自然保護法目標的工具，規劃的結果可做為負責自然保護和景觀管理部門工作的程序

依據。為了使各部門的政策規劃，不會影響生態的平衡，故地景規劃方案其實施結構，

核心事項需包含，就人類對於地景空間當前的使用和預期使用的變化（如居住、交通、

農業、水資源管理、遊憩）、現存和預期的自然與地景情況（包括動物和植物群落生境類

型、土壤類型、水資源、氣候、空氣、自然的多樣性，獨特特徵和優點）等資訊進行調

查；並就現存和預期的自然與地景情況（如生物多樣性功能、自然產出功能、水資源功

能、水污染防護功能、氣候功能、地景功能和現存與預期使用間衝突及多功能區域）進

行評估；而在目標及發展的概念上，需考量空間主題及規劃重點，與空間利用衝突解決

的其他方案；並需提出對若干部分自然和地景的保護，管理和發展措施；政府部門實施

措施的責任範圍（包括補償）；實施的優先次序、資訊和公眾參與及策略環境評估等。如

此即可在地景規劃的數據上，與標準作業單元為適當的連結，例如，在農業政策上，交

叉遵守條件的確立，即可透過這些資訊及數據的呈現，給予明確的規範。亦即，藉由自

然資源和地景功能地景規劃資訊結構的獲得，作為各種規劃和自然資源接受敏感度的法

律依據，並且德國地景規劃方案能有效地將生態保護概念納入部門政策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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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於德國「聯邦自然保護法」規定有侵害調節機制。依該條規定，當土地建築

欲開發前，必須評估其可預見的環境影響，針對各種自然資源（如物種和棲息地、土

壤、水、氣候、自然景觀和遊憩），說明其受影響地區的特徵和大小、預期受到損害的現

有價值和功能等，據此，從自然和地景的觀點，評估建築開發地區的適宜性，並依序檢

視（一）避免侵害、（二）衡平侵害和（三）補償侵害的要求。如此，透過侵害調節機

制，可透過土地開發外部成本的內部化而合理增加開發者的應負擔開發成本，抑制開發

者任意的開發或不當的開發，且同時達到生態平衡之目標。 

    反觀我國環境保護之政策，目前雖有各種野生動植物保護區、國家公園等劃設與管

理，並有環境影響評估機制，但缺乏全國整體性的自然環境與資源調查、空間環境規劃

機制、侵害調節機制，故難以確保環境保護之目標。而由德國地景規劃機制與聯邦自然

保護法之內容可見，其確實體認到人們人類需要善盡維繫生物多樣性與土地健康之責，

注重保護群落生態、土壤、水體、空氣和氣候等資源，以維持生態群落的完整性及穩定

性，同時，知曉土地開發計畫當有所節制，若對生態群落產生侵擾行為，應予以預防、

減輕或消除，以免瓦解生態系統，如此反映出其生態良知，故本計畫認為德國地景規劃

機制與聯邦自然保護法案確實體現土地倫理觀中「群落」、「合作」、「責任」原則之內

涵，且能確保自然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誠值得我國參酌。 

⑧ 德國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機制能體現土地倫理觀，兼顧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 

    於第一年度計畫中提及，德國率先提出農業環境計畫，主要包括人文景觀、自然保

護契約與自然景觀維護等計畫，可區分為兩個層級，一為聯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計

畫，此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全國性農業環境措施，主要在獎勵與補貼農場∕農民採用符合

市場與立地條件的土地經營方式；二為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計畫，此是根據邦政府當

地情況與特殊需求來研擬各邦的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如由農民參與景觀維護工作，透

過簽訂自然保護契約的方式來保護自然與生物群落區。對於農業環境維護、農業發展與

鄉村發展而言，如此作法可有多重助益，如為永續土地管理創造誘因、維護鄉村地區與

景觀的多樣性、保護環境品質、維持永續農業經營等，故歐盟各國紛紛仿效與學習。 

    其次，參與農業環境計畫之農民或農場，欲領取相關補貼之前提資格為必須遵守所

謂的「交叉遵守項目」（Cross compliance），包含「法定管理要件」（Statutor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SMR）、「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Good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GAECs）。其中，「法定管理要件」內訂有環境類項目，涵蓋野生鳥類保育、地

下水保護、環境保護、土壤保護、水資源保護、自然棲地及野生動植物保育等面向。再

者，「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則包含避免土壤侵蝕、保護土壤、維護土壤有機質、維護

土壤結構、確保維護及避免棲地退化、保護及管理水資源等項目。因此，領取補貼之農

民與農場，為達成「交叉遵守項目」之規定，將採取適當的措施，改為環境友善的農業

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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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德國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機制觀之，德國政府、農民或農場確實已體認人類與整

個生態群落之關係為相互依賴、共生共存，故於農業經營的同時，應採取環境友善的措

施，以對生態群落內其他生物或自然資源（包含野生動植物、水、土壤等）給予尊重與

保護，共同維繫生態群落中各物種的穩定及完整，以達到一種人地和諧共存的狀態，故

本計畫認為其確實體現土地倫理觀中「群落」、「合作」、「責任」原則之內涵，且能兼顧

農業發展與環境保護。而我國目前並無此種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機制，亦時常面臨農業

發展與環境保護的兩難，故德國此項政策誠值得我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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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國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之實施機制 

（1） 德國農業環境措施之實施與配套措施 

    德國農業環境友善相關的措施，係遵循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所研擬的，可概分為兩大類，分別是：一為隸屬於歐盟市場與價格政策（即

CAP 的第一支柱）中之「交叉遵守項目」（Cross compliance），此規範了單一給付或農業

環境補貼之領取資格與要件，包含農民欲領取給付或補貼所必須遵守的「法定管理要件」

（Statutor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SMR）、「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Good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GAECs）。另一則是在鄉村發展政策（即CAP的第二支柱）中的主

軸二環境及土地管理 159，尤其是其中的「農業環境措施」（Agrarumwelt-maßnahmen, 

AEM）（即 Measure 214），此規範了農業環境補貼之項目與計算方式。另外，必要配合

「評估與監督機制」，確保政策執行之有效性，如此方能達成保護農業環境的綜效。分別

介紹如下。 

① 交叉遵守項目 

    所謂「交叉遵守項目」，在此係指歐盟在 2008 年共同農業政策改革之後，於 2009 年

訂定歐盟理事會第 73⁄2009 號規章，其中規範對直接給付（單一給付制度）或農業環境補

貼申請者之資格限制即必須符合交叉遵守規定，以維持其土地良好環保及農業經營條

件。如果農民未能遵守或忽視交叉項目之規定，則視情節輕重按 5-15%之比例削減直接

給付的金額；若蓄意不遵守規定，最低將減少 20%之直接給付金額，生產者亦可能被處

以永久不能申請給付。 

同時，根據歐盟理事會第 1782∕2003 號規章（Council Regulation（EC）No.1782⁄2003）

與第 1122∕2009 號規章（Council Regulation（EC）No.1122∕2009）之規定，領取單一

給付（SPS）或農業環境給付之農民，必須遵守交叉遵守項目，之前交叉遵守項目僅有

法定管理要件（SMRs），之後歐盟再加入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GAECs），並自 2005 年

1 月 1 日開始強制執行（陳郁蕙等，2012：27-28）而德國身為歐盟成員國之一，自須遵

循以上歐盟所定之規章，據此研擬該國法定管理要件與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說明如

下： 

  

                                                       
159 依據歐盟於 2008 年修正後之 CAP，歐盟之鄉村發展政策設有四大主軸，分別為：主軸一：提高農、林業之
競爭力，主軸二：環保及土地管理，主軸三：改善農民生活品質及農業多元化，主軸四：LEADER 方法。 
其中主軸二：環保及土地管理部分，該主軸主要係以改善環境和鄉村為主，如保護生物多樣性和寶貴景觀、水
資源永續管理、減輕氣候變遷及可再生能源之開發；歐盟鄉村發展基金（EAFRD）預計將投入 396 億歐元於此
主軸上，相當於 2007-2013 年歐盟鄉村發展基金（EAFRD）之 43.6%，顯示其對該目標之重視。 
該主軸之措施可概分為兩大類，一為農業用地的永續使用，其有：不利生產地區（LFA）（山區與非山區）
（Measure 211 與 212）、自然 2000（Measure 213）與水資源綱要指令（WFD）、農業環境（AE）（Measure 214）、
動物福利（Measure 215）、非生產性投資（Measure 216）等；另一類措施則是林業用地的永續使用：農地造林
（Measure 221）、農林（Measure 222）、非農地（Measure 223）、造林自然 2000（Measure 224）、林業環境
（Measure 225）、恢復林業生產的潛能⁄預防（Measure 226）、非生產性投資（Measure 227）等。（陳郁蕙等，
201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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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管理要件 

    德國有關法定管理要件的最上位法源依據為歐盟理事會第 73∕2009 號規章

（Council Regulation（EC）No.73∕2009），該規章規範法定管理要件所包含之項目大致

分為環境類、公共、動物及植物健康及動物福利類，相關項目與法令依據彙整如下表。 

【表 22】歐盟理事會第 73∕2009 號規章所定之法定管理要件列表 

項目 歐盟法令規章依據 相關條文 

A 類：環境類 

SMR 1：野生鳥類保育 
Council Directive 79∕409∕EEC of 2 

April 1979（OJ L 103, 25.4.1979, p. 1）

Article 3（1），Article 3（2）

（b），Article 4（1），（2）

and（4）and Article 5（a），

（b）and（d） 

SMR 2：地下水保護，避免

受到特定危險物質所造成的

污染 

Council Directive 80∕68∕EEC of 17 

December 1979 （OJ L 20, 26.1.1980, 

p. 43）  

Articles 4 and 5  

SMR 3：環境保護，特別是

當污水、污泥用於農業時之

土壤保護 

Council Directive 86∕278∕EEC of 12 

June 1986 （OJ L 181, 4.7.1986, p. 

6）  

Article 3  

SMR 4：水資源保護，避免

受到農業硝酸鹽所造成的污

染 

Council Directive 91∕676∕EEC of 12 

December 1991 （OJ L 375, 

31.12.1991, p. 1）  

Articles 4 and 5  

SMR 5：自然棲地及野生動

植物保育 

Council Directive 92∕43∕EEC of 21 

May 1992 （OJ L 206, 22.7.1992, p. 

7）  

Article 6 and Article 13（1）

（a） 

B 類：公共、動物及植物健康 

SMR 6：猪隻識別及登記 
Council Directive 2008∕71∕EC of 15 

July 2008 （OJ L 213, 8.8.2005, p. 31）
Articles 3, 4 and 5  

SMR 7：建立牛隻動物識別

及登記系統，及牛肉、牛肉

產品標示 

Regulation （EC） No 1760∕200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July 2000 （OJ L 204, 

11.8.2000, p. 1）  

Articles 4 and 7  

SMR 8：建立羊隻及山羊等

動物識別及登記系統 

Council Regulation （ EC ）  No 

21⁄2004 of 17 December 2003 （OJ L 5, 

9.1.2004, p. 8）  

Articles 3, 4 and 5  

SMR 9：植物保護產品的市

場銷售 

Council Directive 91∕414∕EEC of 15 

July 1991（OJ L 230, 19.8.1991, p. 1） 

Art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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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歐盟法令規章依據 相關條文 

SMR 10：禁止於畜牧農場使

用含有荷爾蒙或抗甲狀腺作

用的特定物質、β-受體激動

劑 

Council Directive 96∕22∕EC of 29 

April 1996（OJ L 125, 23.5.1996, p. 

3）  

Article 3（a），（b），（d） 

and（e） and Articles 4，5 

and 7  

SMR 11：制訂食品法的一般

原則及要求，建立歐盟食品

安全機構，及制訂食品安全

事務之程序 

Regulation（EC）No.178∕200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8 January 2002（OJ L 31, 1.2.2002, 

p. 1） 

Articles 14 and 15，Article 17

（1） （1）and Articles 18, 

19 and 20  

SMR 12：制訂規章，以預

防、控制及消滅特定的傳染

性海綿狀腦病 

Regulation（EC）No.999∕2001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2 May 2001（OJ L 147, 31.5.2001, 

p. 1） 

Articles 7, 11, 12, 13 and 15  

SMR 13：引進共同措施，以

控制口蹄疫 

Council Directive 85∕511∕EEC of 18 

November 1985（OJ L 315, 

26.11.1985, p. 11） 

Article 3  

SMR 14：引進一般共同措

施，以控制特定動物疾病，

及引進猪水疱病的特殊措施 

Council Directive 92∕119∕EEC of 17 

December 1992（OJ L 62, 15.3.1993, 

p. 69） 

Article 3  

SMR 15：制訂特殊條款，以

控制與根絕藍舌病 

Council Directive 2000∕75∕EC of 20 

November 2000（OJ L 327, 

22.12.2000, p. 74） 

Article 3  

C 類：動物福利類 

SMR 16：制訂牛隻保護的最

低標準 

Council Directive 91∕629∕EEC of 19 

November 1991 （OJ L 340, 

11.12.1991, p. 28）  

Articles 3 and 4  

SMR 17：制訂猪隻保護的最

低標準 

Council Directive 91∕630∕EEC of 19 

November 1991 （OJ L 340, 

11.12.1991, p. 33）  

Article 3 and Article 4（1）  

SMR 18：基於維持農場經營

目的，保護動物 

Council Directive 98∕58∕EC of 20 

July 1998 （OJ L 221,8.8.1998, p. 

23） 

Article 4  

（資料來源：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31.1.2009, ANNEX II- Statutor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referred to in Articles 4 and 5. In：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73⁄2009 of 

19 January 200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30⁄69~L 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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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亦遵循上述法定管理條件之歐盟相關規定，按該國之情形與需要訂定相關規

範，例如於上表中 SMR 2、SMR4 有關保護水資源、地下水免受危險物質或硝酸鹽之汙

染方面，德國針對肥料的使用有明確規範，包括：不適合施肥期間及針對不同地形、土

地吸收力及接近水道處等，其內容如下： 

A. 不適合施肥期間：一般農作物為當年的 11 月 1 日至隔年 1 月 15 日，牧草地則為

當年 11 月 15 日至隔年 1 月 15 日。 

B. 陡峭山坡地之施肥：針對不同坡度山坡地之硝酸鹽施肥也有詳細規範，依據農作

物坡度與蓄水量修正條例，施肥者必須確定所施用的肥料能立即被土壤吸收方能

實施，其目的為防止因水流速度過快導致水源汙染。 

C. 特殊土地：如飽水帶、淹水區及凍土層或冰雪覆蓋處等特殊土地均不得施肥，因

為這些地區之土壤無吸收肥料之能力。 

D. 施肥區域：為避免肥料注入地表水，施肥地點必須距水道有一定距離，如梅克倫

堡-前波莫瑞（MV）規定距離水道 7 公尺以外區域方可施肥。 

E. 作物所需之氮與氮供應之平衡限制 

 若每年每公頃需施用超過 50 公斤氮肥，農民需同時考量作物所需之氮量及其土

壤現有之含氮量； 

 在使用有機肥或礦物肥料（如糞肥）前，需先考量此肥料之含氮量，此外若要施

用液態肥，則需考量此肥料中之銨含量； 

 農民必須詳實記錄土壤及肥料中營養成分及其所有施用的肥料，並於後年 3 月 31

日繳交證明文件（陳郁蕙等，2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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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 

    德國制訂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的最上位法源依據為歐盟理事會第 73∕2009 號規章

（Council Regulation（EC）No 73⁄2009），該規章規範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大致分為：土

壤侵蝕、土壤有機質、土壤結構、維護棲地的最低程度、保護及管理水資源等五大議題

面向，每一議題項下分別設定有強制標準及非必須標準，相關內容彙整如下表。 

【表 23】歐盟理事會第 73∕2009 號規章所定之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列表 

議題 強制標準 非必須標準 

土壤侵蝕：透過適當措

施以保護土壤  

最低程度的土壤植被 保留梯田 

考量地方特殊條件的最

低程度的土地管理  
無 

土壤有機質：透過適當

措施以維護土壤有機質

程度  

耕地收割後的殘株管理 作物輪耕的標準  

土壤結構：透過適當措

施以維護土壤結構  
無 適當的機械使用  

維護棲地的最低程度：

確保維護及避免棲地退

化的最低程度  

保持地景特色，包含於

聚集或獨立的田野邊

際，在適當地點設置樹

籬、池塘、沿著樹林開

挖溝渠  

最低的家畜放牧率，或∕及適當的管理

體制 

建立及∕或維護棲地  

避免不必要的植物入侵

農地 
禁止砍伐橄欖樹 

保護固定的牧場 維護橄欖樹及葡萄樹的良好生長條件 

保護及管理水資源：保

護水資源免於污染及流

失，及管理水資源利用  

沿著水道建立緩衝帶  

無 灌溉水的使用以取得許

可為限，遵守許可程序 

（資料來源：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31.1.2009, ANNEX III- Good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referred to in Article 6. In：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73∕

2009 of 19 January 2009,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30⁄71. ） 

根據上述歐盟規章中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的基本框架，分別針對此五大議題面向，德國

同樣將各項目條件分為強制性標準及選擇性標準等兩種等級，如下說明。另外，針對上

述各項目之規範條件，德國各邦會依據其本身的自然環境條件，而有不同規範，因此各

邦制定的規範有所不同。一般而言，德國各邦均相當重視農業與環境條件的各項規範，

且主要強調防止土壤流失及保護環境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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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歐盟理事會第 73∕2009 號規章所定之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列表 

項目條件 目的 強制性標準 選擇性標準 

防止土壤沖蝕 

規範農民

採取正確

方式保護

土壤 

包括最低覆蓋標準，及

土地管理的標準設定需

反映地區特性 

保留既有梯田 

維護土壤之有機質 

運用適當

的措施以

保留土壤

中有機物

質 

可耕地之翻耕管理，以

增加土地的有機質，其

中明確規定禁止以燃燒

作物殘留物為有機肥，

除非各邦相關單位因植

物檢疫原因，可准許其

燃燒作物殘留物 

轉作標準 

維護土壤結構 

運用適當

措施以維

持土地結

構 

無 

使用機器可能會對土壤施

壓，故使用時農民須考慮

土壤種類及其濕度，避免

對土壤過度施壓 

維持最低水準之農場管理 

維持最低

水準之農

場管理，

及避免破

壞生態 

為保持景觀特色，利用

合適樹籬、池塘地區及

渠道樹狀網，以規律或

交錯的方式區隔；避免

於農地種植會破壞土壤

的蔬菜；維護永久放牧

地 

最低家畜飼養量及適當飼

養體制；保持生態環境；

禁止根除橄欖樹；保持橄

欖樹及其藤蔓的良好生長

環境 

水資源之保護與管理 

防止水汙

染與濫用

及用水管

理 

沿水域建構緩衝帶；灌

溉用水需經過有關單位

授權及授權程序 

無 

（資料來源：陳郁蕙等，2012：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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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農業環境措施 

    德國 1987 年之前已實施特定自然保育措施，但規模相當小，僅在巴登-符騰堡

（BW）和德國南部之巴伐利亞（BY）；然而，1987 年以後，原本由各邦出資執行，演

變成由歐盟負擔部分資金，此後，以誘因為導向之農業環境措施已成為德國農業環境政

策重要工具，並受到歐盟與德國大力推動（陳郁蕙等，2012：59-60） 

    於 1992 年的歐盟 CAP 改革中，新增農業環境措施（AEM）。根據歐洲共同體第

2078⁄1992 號規章（（EEC）No.2078∕1992），要求各會員國強制執行該措施，除環境保

護目標外，尚希望藉此達到降低生產過剩與提供農民收入之支持，並新納入土地管理措

施。因此，於 1990 年代末期，因有歐盟共同資助，使德國各邦大力實施農業環境措施

（AEM）。（陳郁蕙等，2012：60） 

    於 1999 年，德國於 2000 年議程（Agenda 2000）中，提出的農業環境措施

（Agrarumwelt- maβnahmen），主要包括人文景觀（Kulturlandschaft）、自然保護契約

（Vertragsnatur- schutz）與自然景觀維護（Landschaftspflege）等農業環境計畫，成為德

國鄉村發展政策之主軸。 

    於 2000 年，歐盟訂定「歐盟理事會第 1257⁄1999 號規章」（（EC） No1257⁄1999），作

為該措施之法源依據，規範如何透過歐洲農業指導與保證基金（ Europaische 

Ausrichtungs- und Garantiefonds Fur die Landwirtschaft, EAGFL）來推動歐盟鄉村地區的發

展，其中 EAGFL 章程第 22-24 條文中，明列維護歐洲農業環境為各會員國鄉村發展計畫

的重要議題之一，農業生產過程應以親善環境與保護自然生活空間為依歸。因此，農業

環境計畫係將優良的農業經營實務與環境保護理念整合為一，希在農業經營範圍內，創

造出有利於保護自然的生活條件，故由各國政府提撥農業環境計畫經費來鼓勵與協助農

民自願參與，計畫期限最短 5 年。 

    據此，德國農業環境措施，又可進一步區分為聯邦政府與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計

畫，前者為中央政府主導的全國性農業環境措施，主要在獎勵農場∕農民採用符合市場

與立地條件的土地經營方式；相對的，後者則是根據邦政府當地情況與特殊需求來研擬

各邦的農業環境措施，諸如由農民參與景觀維護工作，透過簽訂自然保護契約的方式來

保護自然與生物群落區（Biotop）（王俊豪，2003） 

․ 德國聯邦政府層級 

    此德國聯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措施，係屬於「改善農業結構與海岸保護共同任

務」的權責範圍（Gesamtaufgabe Verbesserung der Agrarstruktur und des Kustenschutzes, 

GAK）160，該法案的基本原則之一，即獎勵農場⁄農民採用符合市場與立地條件的土地

                                                       
160 GAK（Gesetz über die Gemeinschaftsaufgabe �Verbesserung der Agrarstruktur und des Küstenschutzes“, GAK-
Gesetz），全名為 「改善農業結構與海岸保護共同任務法」。為整合聯邦策略，調合中央與地方角色不一致所造

成的施政落差，德國聯邦政府在 1969 年將改善農業結構與海岸維護的任務定位為聯邦的共同任務

（Gemeinschaftsaufgabe），規定於聯邦基本法第 91 條之一。改善農業結構與海岸維護的任務因此提升至憲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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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方式（Foderung einer markt- und standortangepassten Landewirtschaftung）來進行農業

生產，為使環境保護理念能融入於農業之中，故特別強調環境生態與農業結構的改善

（王俊豪，2003） 

    該措施強調品質，實施的措施項目包括：基礎支持與整合耕作方法、耕作（分為整

體農場或單一區塊）與長期作物、草地（分為整體農場與單一區塊）與耕地轉為草地使

用、有機農業與自然保育措施（natur erhaltende Maßnahmen）（含長期休耕在內）等。 

    上述農業環境計畫的實施方式，係由聯邦政府提撥經費，再轉交由邦政府負責實際

業務的推動，參與計畫者必須為農場⁄農民、遵守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GAECs）且農

場內的永久性牧地面積不得縮減，參與者可獲得農業環境給付以彌補其因參加計畫而造

成收入減少之損失（陳郁蕙等，2012：160） 

    由於農民參與環境保護計畫時，將會影響農業生產收益，故農業環境津貼給付，同

時具有獎勵與所得損失填補（Ausgleich fur Einkommeneinbuβen）的意義，並由邦政府

核發給農民計畫補助款。基本上，參與農業環境計畫期限為 5 年，而特定計畫案則為期

10 年，如多年期休耕計畫（王俊豪，2003） 

․ 邦政府層級 

    關於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措施，目前係依據歐盟理事會第 1698∕2005 號規章

（（EC）No.1698∕2005）執行農業環境措施（AEM），主要由各邦農政單位負責此措施

之設計與執行，並由環境部門或其他部門共同配合，然而實際負責執行農業環境措施者

則為各地區，尤其是執行對農場的相關給付措施（陳郁蕙等，2012：60） 

    依據歐盟規定，德國必須執行農業環境措施（AEM），然其農民可自願選擇是否參

與，這與德國水資源保護計畫與自然保護區計畫強制參與之規定有所不同。過去德國實

施的農業環境措施（AEM）是以生產為導向而不是以生態環境結果為目的，因為其預

期這些活動對環境有正向影響。給付金額之計算是一般農家所付出的額外成本或為執行

                                                       
階，聯邦政府冀望以「共同任務」承擔的方式，通過聯邦政策與地方的協力平衡區域的結構差異，創造一個價

值平等的生活條件（Gleichwertigkeit der Lebensverhältnisse）環境。在此背景下，該法於 1970 年實施，1973 年開

始在各項措施中落實其任務。 
GAK 法在第一條中列舉強化農業結構以及沿岸保護的措施如下：1.強化農業及林業的產品及人力措施：（1）合

理架構農業和林業的經營，（2）市場與產地適切性的農業生產方式，（3）對自然條件不足區域的衡平措施，

（4）對家庭經營模式的特殊性加以考量，使其在整體農林業經營環境中呈現意義；2. 重組農村土地所有權，

並依據農地重劃法通過之強化農業結構措施對農村地區的土地利用進行調整，以確保生態系統的永續能力；3. 
創造原有農林業經營資產的轉換利用能力；4. 推動水資源經濟與文化建築技術的措施；5. 經由以下幾種措施來

強化農林漁業的市場結構：（1）促進農林漁業生產者的整合，（2）配合市場需求，以新建、擴建，整合或關閉

的措施，使農林漁業產品的銷售合理化；6 加強北海與波羅的海（Nord- und Ostsee）沿岸，以及風暴潮地區之

地表潮水的安全性措施。 
參自林穎禎（2013），德國 GAK 法之促進範圍，2014∕11∕5 搜尋，

http:⁄⁄germany.most.gov.tw⁄ct.asp?xItem=1020916001&ctNode=173&lang=C。 
BMEL , GAK-Rahmenplan nach Förderbereichen, Maßnahmengruppen und Maßnahmen ab 2014 （2014 GAK 資助範

圍 、 措 施 、 組 織 之 框 架 計 畫 ） , searched on 5.11.2014. http:⁄⁄www.bmel.de⁄DE⁄Landwirtschaft⁄Foerderung-
Agrarsozialpolitik⁄GAK⁄_Texte⁄Foerdergrundsaetze2014.html#doc2711896bodyTex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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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措施所減少收入衡量，並未將個別農場對環境之效果納入（陳郁蕙等，2012：160） 

    德國各邦之政府會以聯邦政府所規劃的農業環境措施（AEM）為基礎，依據本身

的情況與特殊需求推動邦的農業環境計畫，包括：環境友善農業經營、保育性耕作、景

觀維護、增加草地物種、保護當地瀕臨危險稀有動植物與自然保育措施等，其中自然保

育措施為德國各邦普遍均採用的自然保育方式之一。 

    所謂自然保育措施係由自然保育機構（如政府環境部門）與農民（土地擁有者）間

簽訂自願協議，即自然保護契約（Vertragsnaturschutz），在特定期間內，由農民負責對

約定之土地、農田、草地或河岸區進行收割或割草等環境維護工作，而政府機構依據維

護工作類別分別提供不同之報酬，以作為農民對自然景觀維護之代價；因此，該計畫又

稱契約性質的自然保育措施（Vertragsnaturschut）。除前述外，有些邦政府尚會將文化景

觀納入自然保護措施適用範圍（陳郁蕙等，2012：67） 

③ 農業環境措施 

    德國鄉村發展政策（包含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之評估機制是依循歐盟之規定。根

據歐盟理事會第 1257⁄1999 號規章（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57∕1999），歐盟

委員會對鄉村發展政策提供標準化的評估框架，包括期中評估機制（2000-2003 年）和事

後評估機制（2000-2006 年）。之後，為確保鄉村發展政策能夠有效管理，進而使措施執

行成效更佳，歐盟設有監督委員會（Monitoring Committee）、共同監督與評估架構

（Comm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 CMEF）、歐洲鄉村發展網絡（European 

Network for Rural Development）與提供技術援助（Technical assistance）等（陳郁蕙等，

2012：70-71） 

    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歐盟理事會第 1698⁄2005 號規章（Council Regulation（EC）

No.1698∕2005）所規定的鄉村發展政策之「共同監督與評估架構」（Common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Framework, CMEF），係指由歐盟委員會與會員國發展出來的一般性方法，

指定一系列涉及計畫的基準情況、財務的執行，以及產出、結果和影響之共同指標，用

以事前評估、期中及事後評估鄉村發展措施對政策目標之執行過程、效率及有效性（陳

郁蕙等，2012：71） 

    在符合一般編制方法下，共同監督與評估架構（CMEF），其規劃方法之步驟為：首

先，基準指標用於發展 SWOT 分析以作為定義策略目標之基礎。其次，影響指標則是根

據這些策略目標與鄉村發展法規設立邏輯加以定義，用以衡量政策措施對其受益者所產

生之利益。然後，根據這些策略與法規訂定措施，建立每個措施之財務投入、產出與結

果指標，其中投入指標係指用於政策措施之預算或其他相關資源的配置；產出指標是以

實際數值（產量等）或支出以直接評估政策措施對經營目標之執行成果；結果指標是用

以評估這些政策措施之直接或間接效果。（Directorate General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 2006：8；陳郁蕙等，20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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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按歐盟理事會第 1974∕2006 號規章（Council Regulation（EC No.1974∕2006）附

件八，上述基準指標、影響指標、結果指標，係依據鄉村發展政策按不同主軸有不同指

標，每一主軸有共同的指標。而產出指標則係按不同措施有不同指標，每一措施有共同

的指標，如歐盟制定的農業環境補貼（M214）的產出指標有 5 項：持有農場數量及接受

支援的其他土地管理者的數量、在農業環境援助下的總面積、在此措施的農業環境援助

下的實際面積、契約的總數量、基因資源相關行動的數量等（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6：L 368⁄68~ L 368⁄73）。161 

    在德國方面，其執行農業環境措施已很久，除進行短期評估外，尚須進行長期影響

（效果）分析。德國一般措施主要評估指標有預算執行率及各特定項目的衡量指標，

如：實施面積、使用量及參與人數等，各邦將依據環境條件及經濟情況，而有不同的執

行項目及預算分配（陳郁蕙等，2012：73）原則上，德國的評估指標與機制仍然依循上

述歐盟的相關規定。 

  

                                                       
161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3.12.2006, ANNEX VIII- LIST OF COMMON BASELINE, OUTPUT, 
RESULT AND IMPACT INDICATORS. In：COMMISSION REGULATION （EC） No 1974⁄2006 of 15 December 
2006,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368⁄68~ L 368⁄73. 



第 261 頁，共 399 頁 

（2） 德國農業環境補貼之項目與計算方式 

    如同前述，德國農業環境措施中訂定農業環境補貼之內容，可區分為聯邦政府層級、

邦政府層級，而邦政府層級部分將以巴伐利亞邦為例，分別說明如下： 

① 聯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補貼 

    在聯邦政府層級，其係依據 GAK 中「符合市場與立地條件的土地管理」資助領域訂

定農業環境補貼，本計畫以耕作（分為整體農場或單一區塊）與長期作物、草地（分為

整體農場與單一區塊）與耕地轉為草地使用、有機農業計畫部分為例，說明聯邦政府層

級之補貼項目與計算方式。 

    關於耕作（分為整體農場或單一區塊）與長期作物計畫，主要係指減少農藥之投

入，又可分為適用於整體農場或單一區塊，然針對長期作物則必須整體農場均採取相同

環境改善措施，不得分割零散處理。農場放棄使用除草劑噴灑時，果樹類農場補助金額

約為 76.69 歐元∕公頃（相當於 150 馬克∕公頃），其他長期作物之農場則為 178.95 歐元

⁄公頃（相當於 350 馬克∕公頃）（王俊豪，2003）。 

    關於草地（分為整體農場與單一區塊）與耕地轉為草地使用計畫方面，若農場之長

期作物耕地轉為草地使用時，則可獲得補助 90 馬克∕公頃；在草地方面，可分為適用於

整體農場或單一區塊，若農場的永久放牧地或草地採取粗放經營，將限制化學肥料與農

藥之施用，且不得參與土壤改良措施（Meliorationsmaβnahmen），亦不得將草地再變更為

農耕用地。牧草地可飼養動物提供有機肥料來源，然每公頃最低由 0.3 頭大型牲畜單位

Raufutterfressende Groβvieheinheit, RGV）供應，最高則不得超過 1.4 頭大型牲畜單位

（RGV）。 

    關於有機農業計畫方面，此為德國農業環境措施（AEM）施政重點，主要係透過獎

勵的方式，鼓勵與輔導一般農場轉型為有機農業的經營方式，補助額度按耕作方式、產

品種類分別有 60-1400 馬克∕公頃（王俊豪，2003）。依據歐洲經濟共同體理事會於 1991

年 7 月頒佈實施的歐洲共同體第 2092⁄1991 號規章（（EEC） No 2092⁄1991）中關於有機

耕作方式（ökologischer Anbauverfahren）之規定，為對有意採用有機耕作方式者提供農

場轉型補貼，而參與計畫之農場不得使用基因改造之植物、動物、飼料與微生物，該計

畫適用範圍有作物種植、動物飼養與有機產品標示等。種植作物之農場方面，其不得使

用化學農藥、減少礦物質人工肥料，並改種豆科植物作為作物所需氮與蛋白質來源。至

於畜牧場之有機飼養方式，則視動物類別而所不同，家禽飼養不得採用獸籠，並規定大

型動物飼養數量之上限，每公頃不得超過 1.4 頭大型牲畜單位（RGV），且以傳統方式生

產的飼料比例不得超過總飼料量之 20%（陳郁蕙等，201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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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補貼－以巴伐利亞邦為例 

    在邦政府層級，其係歐盟理事會第 1698⁄2005 號規章（（EC） No 1698⁄2005）訂定各

邦的農業環境補貼，且各邦自有不同的規範內容。由於本計畫係以巴伐利亞邦為參酌對

象，其農業環境補貼說明如下。 

   目前巴伐利亞邦有關農業補貼收入的補貼經費來源為歐盟的單一給付計畫（SPS）；

參與農耕地景方案（Kulturlandschaftsprogramm, KULAP）的補貼（核心計畫）；處於發展

條件不利地區（Ausgleichszulage in benachteiligtenGebieten, AGZ）的補貼，與自願加入自

然保護協訂計畫（BayerischesVertragsnaturschutzprogramm,VNP）所獲得的補貼。前述計

畫規定補貼對象必須是農民，目前約有 70%的農民加入農耕地景方案，加入者多為中小

型農企業（張聖函，2012：66）。故以下主要說明農耕地景方案之內容與補貼項目。 

    1988 年首先推出的「農耕地景方案」係巴伐利亞邦農業政策的核心，確保該邦農民

因其對環境的貢獻而獲得補貼，並獲得農民的支持。近於 2008 年，擴大辦理該方案若干

措施，諸如：生物多樣性、土壤的侵蝕與營養流失以及氣候調適等方案。其經費來自於

邦、聯邦與歐盟超過十億歐元的資金補助，而在執行補助的 2007-2013 年間，也有歐盟

共同農業政策的第二支柱（鄉村發展）充裕的經費，以及巴伐利亞農業環境政策的支援

（顏愛靜，2012：41）。 

    並且，「農耕地景方案」係以農民自願參與的方式給予的補助，在執行上要求參與

「農耕地景方案」的申請人必須符合下列 4 個條件： 

․ 申請人必須管理自己的農田至少超過 3 公頃，領取農場退休補貼或養老金者不可納

入此方案。 

․ 所管理的農地必須位於巴伐利亞，根據規定進行對生產要素（土地、牲畜）的管

理。 

․ 方案計畫 1 期 5 年，必須遵守農業環境政策，如農業汙水汙泥、糞便、等農田廢棄

物處理規則。 

․ 遵守「交叉遵守規定」（Cross Compliance）中的兩大要素：優良農業與環境條件

（Good Agricultural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 GAEC）、法定管理要求（Statutory 

Management Requirements,SMR）（張聖函，20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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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地景方案的補貼方式與項目措施分為： 

․ 整個農場進行有機耕作； 

․ 對牧草地的措施； 

․ 對地個案補貼的措施； 

․ 對農耕地的措施； 

․ 對特殊經營類型的補貼，其補助金額與計算方式如下表。 

【表 25】農耕地景各項補貼措施比較表 

名稱 補助金額 備註 

對於整個農場的措施 

整個農場進行有機栽作

1. 耕地與牧草地：每年每公

頃 210 歐元的補助。 

2. 園藝耕作的土地與多年生

作物的土地：每年每公頃

420 歐元。 

1. 轉型期的前兩年：耕地與牧

草地每公頃 300 歐元、園藝

耕作與多年生作物土地每公

頃 500 歐元。 

2. 2012 年，部分經費略有提

高。 

對於牧草地的措施 

環境取向的多年生牧草

地利用 
每年每公頃 50 歐元 

 

放棄化學肥料的牧草地

粗放化 

飼料生產指數為 1.76：每年每

公頃 130 歐元 

飼料生產指數為 1.4：每年每

公頃 180 歐元。 

 

對地個案補貼的措施 

沿著水域或其他敏感地

區的粗放牧草地使用 
每年每公頃 350 歐元 

 

位於陡坡牧草地的收割

․ 坡度為 35-49%：每年每公

頃 400 歐元 

․ 坡度超過 50%：每年每公頃

600 歐元。 

補助的等級視人工割草的勞力負

擔程度而定。 

透過綿羊與山羊的粗放

式放牧 
․ 每年每公頃 11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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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補助金額 備註 

規範收割時間的牧草地

粗放化 
․ 每年每公頃 300 歐元 

 

農業生態的牧草地利用

․ 區 域 產 量 評 量 指 數

（EMZ）2000 以下：每公

頃 150 歐元 

․ 區 域 產 量 評 量 指 數

（EMZ）超過 2000：以每

100EMZ 再額外補貼每公頃

24 歐元 

集約生產的牧草地上，原生產力

越優異的牧草地獲得的補助越

高。 

對於農耕地的措施 

粗放化的輪作 
․ 依照種植的作物種類，補助

每年每公頃 50-180 歐元。 

若同時結合「農場完全進行有機

栽作」的措施，則補助金為每年

每公頃 25-90 歐元。 

多樣化的輪作 ․ 每年每公頃補助 100 歐元。

若同時結合「農場完全進行有機

栽作」的措施，則補助金為每年

每公頃 50 歐元。 

冬季綠化與覆蓋式播種

程序 

․ 冬季綠化：每年每公頃 80

歐元。 

․ 覆蓋式播種程序：每年每公

頃 100 歐元。 

若同時結合「農場完全進行有機

栽作」的措施，則冬季綠化的補

助金為每年每公頃 50 歐元，覆

蓋式播種的補助金為每年每公頃

60 歐元。 

水域沿線與其他敏感地

區農耕地轉作牧草地 

․ 以五年為期，每年每公頃

400 歐元。 
 

水域與土壤保護的綠帶

․ 每年每 100 平方公尺的綠帶

種植將獲得 10 歐元的補

助。 

 

農業生態的農耕利用與

開花性土地 

․ 區 域 產 量 評 量 指 數

（EMZ）2000 指數以內：

每年每公頃 200 歐元。 

․ 每增加 100EMZ 指數，每年

每公頃增加 24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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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補助金額 備註 

對於特殊農業經營類型的補貼 

牛隻夏季的放牧（放養

補貼） 

․ 每年的牛隻放牧補貼：畜養

指數 30 歐元。 

一個畜養指數相當於一隻 500 公

斤的乳牛。 

補助的前提是農場每公頃的畜養

指數不得超過 2.4。 

經認定的高山牧場的放

牧補貼 

․ 每年每公頃高山牧場的放牧

草場補助 90 歐元（每個放

牧人最高 2,750 歐元，每個

高山牧場最少 675 歐元）。 

․ 非經常性人員則補助對半

（每個放牧人最高 1,375 歐

元，每個高山牧場最少 335

歐元）。 

 

草地果園 
․ 每年每棵果樹可獲得 5 歐元

的補助。 
每公頃的上限為 500 歐元。 

於陡峭坡地與梯田地區

以適宜環境的方式栽植

葡萄 

․ 補助額度每年每公頃從 360

歐元到 2250 歐元不等。 

根據立地條件的工作難度以及農

藥的使用程度來決定補助金額。

池塘養殖的粗放化經營 ․ 每年每公頃 200 歐元。  

以注射程序進行液態肥

料的施撒 
․ 每立方公尺 1.5 歐元。 

牧草地最高每年每個畜養指數

22.5 歐元，或是農耕地最高每年

每公頃 45 歐元。 

灌木叢與田野樹叢的照

護 

․ 每 Ar（100 平方公尺）補助

100 歐元。 

1. 申請補助時，若年度的總補

助額度低於 200 歐元則不補

助。 

2. 除了農場的所有人之外，地

景照護協會與被認可的自然

保護協會也可以申請。 

（資料來源：顏愛靜，2012：50-52。） 

註：區域產量評量指數（Ertragsmesszahl, EMZ）計算方式：每 100 平方公尺為一個單位（Ar 

=100m2）乘以農耕地生產力指數（Ackerzahl）等於區域產量評量指數（EMZ）。德國的農耕

地、牧草地、土壤都有分門別類的等級與指數。以農耕地為例，農耕地生產指數被歸類成 20-

100，小於 20 的農耕地幾乎無法用來耕種，指數愈接近 100 則為愈優良的農耕地。舉例：農

地大小為 3,000m2，農耕地生產力指數（Ackezahl）為 35，則 EMZ 為 3,000∕100x35=1,050

（張聖函，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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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國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實施機制於臺灣施行可能性之評估 

    於 1987-2006 年間，德國與其各邦農業環境及粗放支持政策，就其德國政府整體支出

來看，呈現逐年增加趨勢，由 1986-87 年之 24.3 百萬歐元成長至 2004-2006 年之 706.9 百

萬歐元；除少數邦外，各階段經費支出亦呈現逐年提高的情況，以巴伐利亞邦而言，其經

費支出由 1986-87 年之 4.6 百萬歐元成長至 2004-2006 年之 70.0 百萬歐元（陳郁蕙等，

2012：64-65）。 

    在政府如此大量投入公共支出的情況下，確實有吸引許多農民與農場參與農業環境措

施。於 2007-2009 年間，德國參與農業環境措施支持面積為 588 萬公頃，占其農業用地與

耕地面積之 35%與 49.41%，顯示其在德國實施之成效斐然（陳郁蕙等，2012：75）。並

且，以巴伐利亞邦為例，約有 70%的農民加入農耕地景方案，加入者多為中小型農企業

（張聖函，2012：66），可見，當地小農確實相當支持農業環境措施。 

    此外，關於政府的補貼或給付所產生的效果，於 2005-2009 年，德國農民的平均收

入，每戶每年為 3.7 萬歐元，而 2009 年農業收入有 62%來自政府補貼，補貼中有 84%為

直接給付（陳郁蕙等，2012：154）。如此換算可得，2009 年農業收入有 52％來自於直接

給付，可推測直接給付為支撐農民農業收入的主要來源，佔後者比例約有一半。 

    並且，據北部國家青年協會年輕農民團體主席 Mr. Stefan Hetzer 表示，目前德國政府

農業補貼仍為許多農民農業收入主要部分，不過其已預期補貼水準將逐年下降，故應將相

關生產決策（包括：休耕比率及耕作地點、各類農藥和有機肥的使用量及考量生態多樣性

的生產模式等）與調降給付水準之因素納入長期生產規劃考量。然而，農產品價格的波動

仍會影響其農業收入，當農產品價格上漲時，其收入將較穩定成長，如近兩年世界農作物

價格持續上漲，故其收入仍算穩定；但若價格波動劇烈，則補貼將具有穩定其收入之作用

（陳郁蕙等，2012：166）。因此，推測農業環境措施能夠獲得中小農的支持，其原因在於

農業環境補貼為小農收入的主要部分，能夠穩定小農的收入，維持小農基本生計，進而支

援小農經營。 

    另外，關於農業環境補貼的成效，對於有機農業推廣有顯著的影響。1994 年德國有

機農場面積為 6.9 萬公頃，1999 年與 2000 年則分別增加至 39.2 萬與 54.6 萬公頃，2009 年

則提高至 67.7 萬公頃，較 1994 年推廣初期成長 9 倍，占 2009 年德國農業用地與耕地之

4.03%與 5.69%（陳郁蕙等，2012：75）。可見，農業環境補貼確實具有鼓勵有機農牧業經

營之效果，有助於永續農業發展與環境生態保育。 

    自德國實施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之經驗可見，農業環境補貼可穩定小農收入，支持小

農經營，進而使其成為小農參與農業環境措施之誘因，而小農對農業環境措施的參與，及

對交叉遵守項目的遵循，加上評估與監督機制的配合，則可擴大農業環境措施之綜效，有

助於達成野生動植物及棲地保育、土壤保護、水資源保護、公共健康維護、動物及植物健

康維護、動物福利改善等目標，故本研究認為此種機制確實具有可行性，誠值得在臺灣實

踐，惟臺灣農業環境措施與補貼的實施機制，應考量國情不同而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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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改善農業環境補貼機制之研擬 

（1） 臺灣農業環境補貼之實施與配套措施 

    政府為維護農民權益，實施多項農業補貼，包含老農津貼、糧政及休耕補貼、農貸利

息及肥料補貼、水利會會費補助、漁業用油補貼、獎助學金及災害救助等其他補貼，上述

福利及補貼雖佔 103 年農業總預算比例約 67%。162惟上述的補貼並無如德國特別針對維護

農業環境之補貼項目，然從臺灣各項農業補貼所依循之計畫實施內容觀之，就「調整耕作

制度活化農地計畫」的相關補貼、提供農民有機驗證及生產設施之優惠補助及植樹造林補

貼，對農業結構調整或友善環境，也能產生正向效益。茲就此三項補貼項目與內容介紹如

下。 

① 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 

    該計畫之源起，係有感於全球氣候變遷，造成國際糧食供應不穩定，而此時臺灣地

區如放任農地休耕，除危及我國的糧食安全，荒蕪雜草漫生的休耕地，也將對其相鄰的

農地環境及景觀產生不良的影響。故自 102 年起針對連續休耕農地 5 萬公頃，請地主自

行復耕一個期作或出租給別人種植轉（契）作作物，將原休耕給付經費轉為轉（契）作

補貼。163藉由減少休耕誘因，活化農地利用，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提高糧食自給率。 

    依 104 年「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164係以 83 至 92 年為基期年，在基期年 10

年中任何 1年當期作種稻或契約蔗作有案；或於 83至 85年種植保價收購雜糧或參加「稻

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轉作休耕有案之農田為辦理對象。同一田區在同一年度內之直

接給付、轉（契）作補貼或保價收購，以兩次為限；休耕每年限辦理乙次，同一期作不

得重覆辦理收購、領取補貼或直接給付。參加轉（契）作或休耕之田區如經勘查或抽查

為申報不符者，不符之申報面積將取消次年同一期作申辦各項保價收購及轉（契）作、

休耕之資格。依該計畫其轉（契）作補貼標準如下表，休耕給付標準如表。 

  

                                                       
16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政府資訊公開‧預算與決算⁄公務預決算，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3205，
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6。 
16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活化農地專區，http:⁄⁄www.afa.gov.tw⁄ActFallowLand.aspx?CatID=2，最後瀏覽日

期：2015.04.26。 
16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活化農地專區‧104 年「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內容重點，

http:⁄⁄www.afa.gov.tw⁄ActFallowLand.aspx?CatID=96，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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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轉（契）作補貼標準 

單位：元∕公頃∕期作 

轉（契）作作物項目 
補貼金額 

一般農友 大佃農 

進口替代 
（一）硬質玉米、非基改大豆 45,000 55,000

（二）牧草及青割玉米 35,000 45,000

 

（三）短期經濟林（6 年） 45,000 55,000

（四）原料甘蔗 30,000 40,000

（五）小麥、蕎麥、胡麻、薏

苡、仙草 
45,000 55,000

（六）釀酒高粱、飼料甘藷 24,000 34,000

（七）油茶及茶
註 1 

第 1-6 期 45,000 第 1-6 期 55,000

第 7-8 期 22,500 第 7-8 期 32,500

外銷潛力 
（一）毛豆 35,000 45,000

（二）胡蘿蔔、結球萵苣 24,000 34,000

地區特產 地區特產作物
註 2 

20,000+（地方政府 1 成

以上配合款）

30,000+（地方政府 1 成

以上配合款）

有機作物
註 3 15,000（另加） 15,000（另加）

水稻
註 4 ─ 20,000

景觀作物
註 5 45,000 －

註： 

1. 契作油茶及茶以新植為限。該農地經勘查合格後得領取契作補貼金至輔導年期（4 年 8 期）結

束後始移出基期年田區。 

2. 地區特產作物為直轄市、縣市政府洽轄內改良場所，依適地適種及產銷無虞之原則選定送核定

之作物，經核定之地區特產作物，由本署補貼每公頃 2 萬元，地方政府配合 1 成（2 千元）以

上，倘發生產銷失衡時，地方政府並應就選定推廣作物負擔 30%產銷失衡處理費用。 

3. 有機作物：依「獎勵種植有機作物作業規範」，需按有機驗證期程申請驗證、取得有機轉型期

驗證、有機驗證等，憑證申請補貼，每筆土地以符合轉型期條件之申請日起 3 年為限。 

4. 大佃農承租地種植水稻補貼每期作每公頃 2 萬元，不得繳交公糧，惟發生天然災害時得依規定

繳交災害穀。另再生稻及非農委會公告優良水稻推廣品種，不予保價收購稻穀。 

5. 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劃之專區，種子由政府提供（中央及地方各負擔 1∕2），直轄市、縣

市政府倘為地區產業發展需要，需於同一田區輔導種植兩個期作景觀作物，第 2 個期作得報請

列入地區特產（所生產之花卉及作物不得有採收或販售行為）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104 年「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內容重點，

http:⁄⁄www.afa.gov.tw⁄ActFallowLand.aspx?CatID=96，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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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休耕給付標準 

單位：元∕公頃∕期作 

辦理項目 給付（獎勵）金額 備註 

綠肥作物給付 45,000 
含綠肥種子費、翻耕整地費、田間管理及至少1次蟲

害防治費用等。 

生產環境維護給付 34,000 
包括翻耕及蓄水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生產環

境維護措施辦理原則」，因地制宜規劃之項目。 

耕作困難地區給付註 34,000 

每年得給付兩個期作，每期作每公頃 3.4 萬元（每年

6.8 萬元）並將依土地狀況規劃作其他用途；除因淹

水無法翻耕田區外，其餘耕作困難地區須至少一個

期作辦理翻耕，全年兩期均未翻耕者，第2期作視同

不合格，另翻耕期作再給予田間管理維護費每年每

公頃 6 千元。 

註：特殊耕作困難地區審認：有特殊因素確無法恢復種植作物地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組

成專案小組勘查確認，確無合適之轉（契）作補貼作物可供種植，並報請中央核定之田區。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104 年「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內容重點，

http:⁄⁄www.afa.gov.tw⁄ActFallowLand.aspx?CatID=96，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7。） 

    又依該計畫，同一農地在同一年度內限一個期作種植綠肥或辦理生產環境維護措

施，以維持地力；另休耕期間不得再種植綠肥以外之作物及從事經濟活動或事業之生

產。且休耕期間種植綠肥作物，其成活率應佔該休耕田區 50%以上，經實地勘查綠肥作

物成活率未達 50%者，得依勘查認定結果核予生產環境維護給付。而申報休耕田區，需

於勘查時經確認田區無種植綠肥或景觀作物以外作物，而於休耕期間勘查種植綠肥、景

觀作物成活率達 50%，及辦理翻耕與田間管理。被指定應限期完成田菁綠肥翻埋作業之

地區，如未能於期限內完成田菁綠肥翻埋者，當期作視同不合格，不核予給付。又農戶

未善盡田間管理之責，導致發生蟲害又未依規定於期限內翻埋，除當期作視同不合格，

不核予給付，並取消次年申辦休耕之資格。如休耕農田有紅火蟻入侵，需通報並配合採

取必要之防治措施時，則給予生產環境維護給付，否則取消該期作之生產環境維護給付

並取消次年申辦休耕之資格。至適合休耕田區種植之正期作綠肥作物及景觀作物種類，

需符合指定之作物種類，違反者，以申報不符處理，當期作視同不合格，該筆申報面積

不核予景觀作物給付，並停止次年同一期作申辦各項保價收購及轉（契）作、休耕之資

格。 

    至於該計畫的勘查監督機制，則依各年度「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查核作業

規範，分由鄉鎮執行小組（由鄉鎮市區公所及農會組成，辦理轉（契）作、休耕及「小

地主大佃農」農地租賃措施之勘查）、縣市推動小組（由縣市政府邀集農糧署當地分署

（辦事處）及農委會當地農業試驗改良場（所）組成，抽查縣內鄉鎮並現地會勘）及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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糧署（針對重點鄉鎮市區公所已完成勘查之休耕田區，委外進行抽查）執行。 

② 提供農民有機驗證及生產設施之補助 

    近年來，有機農業已被全世界肯認具備農業永續性、生物多樣性、尊重動植物內在

價值，甚至是地方發展的多功能性特質，而此等特質反映於有機農業生產過程，不僅可

增加糧食生產之商品價值，亦可創造糧食安全、環境保護、文化保存、多樣地景、穩定

農村等非商品價值。故提供有機驗證及生產設施之補助，無疑是對進行有機生產之農

戶，給予其維護農業環境及地景之補貼。 

    依「農糧署 103 年度有機農業輔導措施」，165其補助之項目及措施如下表。 

【表 28】農糧署 103 年度有機農業輔導措施摘錄（僅包含補助者） 

項目 輔導措施 

一、驗證費 

（一）個別驗證： 

1. 個別驗證：通過有機農產品生產農戶，通過及維持有機（含轉型

期）農糧產品驗證之農產品經營業者予以補助相關驗證費用，每

戶補助等額度如下： 

（1） 第 1 年通過驗證者，最高補助驗證費 15,000 元，包括文件

審查費、現場稽核費，驗證管理費等，不足部分由農友自

行負擔。 

（2） 第 2、3 年之追蹤查驗者，最高補助 9,000 元，包括文件審

查費、現場稽核費，驗證管理費，不足部分由農友負擔。

（3） 增項或重新評鑑者，最高補助 11,000 元，包括文件審查

費、現場稽核費，驗證管理費，不足部分由農友負擔。 

2. 集團驗證：通過及維持有機（含轉型期）農糧產品驗證之產銷班

（含有機米產銷班）或合作社場或農會等，予以補助相關驗證費

用，每戶補助等額度如下： 

（1） 第 1 年通過驗證者，最高補助 28,500 元，包括文件審查

費、總部審查費、現場稽核費、驗證管理費，不足部分由

農友負擔。 

（2） 第 2、3 年之追蹤查驗者，最高補助 15,500 元，包括文件

審查費、總部審查費、現場稽核費、驗證管理費，不足部

分由農友負擔。 

（3） 增項或重新評鑑者，最高補助 20,000 元，包括文件審查

費、總部審查費、現場稽核費、驗證管理費。 

                                                       
16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農糧署有機農業輔導措施，

http:⁄⁄www.afa.gov.tw⁄organicAgriculture.aspx?CatID=734，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8。 



第 271 頁，共 399 頁 

項目 輔導措施 

（4） 屬加工、分裝及流通業者、經營主體為私人企業、政府或

公營機構者不予補助。 

（5） 有機農產品之抽樣樣品數及頻度依照「有機農產品驗證機

構之水、土壤及產品抽樣檢驗基本規範」辦理。 

二、檢驗費 
通過有機（含轉型期）農糧產品驗證者，最高補助檢驗費土壤（菇

類栽培介質）、水質及產品每件各 3,000 元。 

三、有機農產品標章印製費 

1. 補助有機農產品黏貼式標章印製費每枚 0.3 元。 

2. 補助轉型期有機農產品標章印製費每枚 0.3 元。 

3. 屬加工、分裝及流通業者、經營主體為私人企業、政府或公營機

構者不予補助。 

四、有機質肥料 

1. 依據 103 年度有機農業適用肥料補助原則辦理。 

2. 有機農戶每公頃施用國產有機質肥料達 8 公噸以上者，每公頃補

助 20,000 元。 

3. 以本署網站「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土壤肥力改良資材品牌推薦

一覽表（列入年度計畫補助品牌）」所推薦者為限。 

4. 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有機栽培，且未經驗證機

構終止驗證之農民或農民團體。 

五、有機農戶設置簡易堆肥

設施補助 

1. 設置設施之土地應為合法使用，且有機農民驗證耕作面積至少應

達 1 公頃以上，產銷班驗證耕作面積至少應達 5 公頃以上，並以

設置於自有農地優先補助。 

2. 包括遮雨棚架、堆肥舍、醱酵設施、堆肥篩選機、翻堆機械及防

臭設施等，依需要自行設置，補助基準依本署主管計畫補助基

準，產銷班補助設置費用 1⁄2為限，個別農戶補助設置費用 1⁄3為

限，每處補助 50 萬元為限。 

3. 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有機栽培之農戶或產銷

班，並以公設有機集團栽培區及自營有機集團栽培區之共同使用

農戶為優先。 

六、有機作物生產設施補助 

1. 依 103 年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辦理。 

2. 補助標準及項目如下： 

（1） 水平棚架網室：每年每戶每公頃最高補助 30 萬元，每年最

高補助 1 公頃。但具契作供應合約，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

蔬果之有機農戶每年最高補助 2 公頃。 

（2） 簡易式塑膠布網室：每年每戶每 0.1 公頃最高補助 17 萬元，

每年最高補助 0.3 公頃。但具契作供應合約，供應學童營養

午餐有機蔬果之有機農戶每年最高補助 1 公頃。 

（3） 捲揚式塑膠布溫室：需具有固定基礎，每年每戶每 0.1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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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補助 30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0.2 公頃。但具契作供應合

約，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果之有機農戶每年最高補助

0.5 公頃。 

七、輔導設置有機農夫市集 

1. 依本署輔導設置有機農夫市集補助原則辦理。 

2. 輔導地方政府、學校及農業團體辦理有機農夫市集活動，增加

有機農產品行銷管道，宣導有機理念。 

3. 補助項目以設置市集攤位所需之展示桌、帳篷、廣告牌等器

材、教育訓練及宣導廣告為原則。 

4. 依本署主管計畫補助基準及預算支用規定辦理，申請補助單位

應自籌總經費 20％以上之配合款。本署第 1 年最高補助 60 萬

元；第 2 年補助最高 40 萬元；第 3 年以後補助最高 20 萬元。 

5. 補助額度按當年度計畫預算額度及設置攤位數酌予增減。 

八、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

計畫 

1. 依據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辦理。 

2. 契作之農地須以 83 年至 92 年為基期年，在基期年期間任何一年

當期作種稻或種植保價收購雜糧或契約蔗作或參加「稻米生產

及稻田轉作計畫」轉作休耕有案者。 

3. 需按有機驗證期程申請驗證、取得有機轉型期驗證、有機驗證

等，憑證申請補貼，經審查及田間勘查合格者給予種植補貼，

每期作每公頃 15,000 元。 

4. 依農委會「調整耕地制度活化農地計畫-輔導有機作物作業規

範」申報作業規範所定之申報時間、方式及地點辦理。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農糧署有機農業輔導措施，

http:⁄⁄www.afa.gov.tw⁄organicAgriculture.aspx?CatID=734，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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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植樹造林補貼 

․ 依「契作短期經濟林作業規範」給予之補貼166 

    為達到休耕農地活化的目的，並提高國內木材自給率，農委會於「調整耕作制度活

化農地計畫」下推行短期經濟林造林，並於 2013 年發布訂定「契作短期經濟林作業規

範」，針對符合「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基期年認定基準，且經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同意作為短期經濟林造林推廣區之農地，推動辦理 6-10 年之短期經濟林造

林（造林期間原則不得低於 6 年。但經契作農民與契作單位認為有延長造林期限之必要

者，得延長 4 年）。本規範造林之最小面積，於山坡地範圍之土地，為 0.1 公頃以上，於

山坡地以外範圍之土地，則為 0.3 公頃以上；但與經核准造林有案之造林地相毗鄰，且

面積合計達本規範所定最小面積以上，或兩筆土地間隔有公共交通道路或溝渠，且面積

合計達本規範所定最小面積以上者不在此限。 

    此規範補貼之農民資格條件，其種植林木應與契作單位簽訂契作契約書。前款契作

單位包括菇蕈、紙漿及木材買賣、利用等相關產業之協會、廠商、合作社（場）、農

會、產銷班及大佃農。其苗木種類及栽柤基準，需配合該作業規範，需與鄰近作物生產

區之鄰接地帶應保留 3 公尺之緩衝帶。 

    另契作契約存續，經檢測符合規定者，每期作每公頃核發轉契作補貼新臺幣 3 萬

元、進口替代造林補貼新臺幣 1 萬 5 千元，合計新臺幣 4 萬 5 千元，1 年 2 個期作者，

共計新臺幣 9 萬元；1 年 1 個期作者，每年每公頃核發轉契作補貼新臺幣 3 萬元、進口

替代造林補貼新臺幣 3 萬元，合計新臺幣 6 萬元。造林面積不足 1 公頃者，按面積比例

發給。栽植樹種及株數符合規定基準（視地形調整，以行距 2 公尺、株距 2 公尺為原

則），並平均分布正常生長於土地。而每公頃林木成活株數需達 50%（1,250 株）以上。

並造林地內無其他設施或農、雜作物。檢測不合格者，當期作不予核發轉契作補貼及進

口替代造林補貼。造林期限未滿 6 年自動放棄停止造林者，應向公所提出註銷造林，且

自申請造林之日起算 6 年內，不得再次申請契作短期經濟林造林補貼。但因天然災害等

不可抗力因素導致成活率不足者，不受 6 年內不得再次申請之限制。 

․ 於耕作困難地區實施之造林補貼167 

    自 2013 年起，平地造林計畫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因應「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

畫」，20 年平地造林新植已停止受理，改推動短期經濟林。惟部分易淹水地區或風頭水

尾、土壤貧瘠不利作物及短期經濟造林之土地，仍有恢復 20 年平地造林之必要，以有

效充分發揮耕作困難地之土地邊際效用。依此，為維護生態環境及增加綠資源，農委會

                                                       
16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內容：契作短期經濟林作業規範，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415&KeyWord=%E5%A5%91%E4%BD%9C%E7%9
F%AD%E6%9C%9F%E7%B6%93%E6%BF%9F%E6%9E%97%E4%BD%9C%E6%A5%AD%E8%A6%8F%E7%A
F%84，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8。 

167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經審認耕作困難地區造林作業規範簡介，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501069，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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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4 年訂定「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經審認耕作困難地區造林作業規範」，針對符合

「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基期年認定基準，且經農糧署審認屬「耕作困難」之農

地，輔導農民實施 20 年的造林。農民每年每公頃核發轉作補貼 6 萬元、造林補貼 3 萬

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補貼 3 萬元，計 12 萬元，造林期間 20 年合計 240 萬

元。又本項措施與「平地造林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不同之處係地方政府應配

合編列每年每公頃 3 萬元，20 年 60 萬元經費。 

    又本方案之造林最小面積應達 0.5 公頃以上，惟與經核准造林有案之造林地相毗

鄰，且面積合計達 0.5 公頃以上之單筆土地，或兩筆土地間隔有公共交通道路或溝渠，

且面積合計達 0.5 公頃以上者，不在此限。為避免濫用資源，規定同一土地造林免費供

應種苗以 6 年為限，第 7 年起不再提供苗木。苗木種類及栽植基準應符合該規範之規

定。 

    造林情形經公所檢測後，其符合規定者，每年核發補貼，但為避免農民於參加造林

年度之上半年先領取農糧署耕作困難地區給付每期作每公頃 3 萬 4 仟元，再於下半年參

與造林，領取第 1 年 12 萬元（林務局造林補貼每年每公頃 3 萬元、農糧署轉作補貼每

年每公頃6萬元及地方政府配合款每年每公頃3萬元），致重複領取農糧署給付或補貼，

同一地點當年度已接受本會農糧署耕作困難地區給付者，轉作補貼減半。 

    檢測不符合規定者為不合格，當年不核發補貼。連續 2 年檢測不合格者，直轄市、

縣（市）政府逕行廢止補貼。造林未滿 20 年，中途放棄造林者，應報經公所轉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廢止補貼。經廢止補貼者，自申請造林之日起算 20 年內不得再次依

本作業規範申請補貼。 但因天然災害等不可抗力因素導致成活率不足者，不在此限。

又經廢止補貼者，無須返還已領取之補貼。 

․ 「黃金廊道農業新方案平地造林作業規範」168之補貼 

    「黃金廊道農業新方案平地造林作業規範」之訂定，主要係為舒緩雲林縣與彰化縣

地層下陷嚴重地區，輔導該地區農民從事低耗水性農業生產及調整生產措施。依該規

範，其適用範圍之農地其優先順序分別為，1.曾於 98 年至 101 年第 1 期作種植水稻者。

2.符合本會農糧署調整耕作制度活化休耕地計畫之 83 年至 92 年基期年中任何一年當期

作種稻或種植保價收購雜糧或契約蔗作或 83 年至 85 年參加稻米生產及稻田轉作計畫轉

作休耕有案者。3.前 2 目以外之農地。 

    依該規範農地之最小面積應達 0.5 公頃以上。但與經核准造林有案之造林地相毗

鄰，且面積合計達 0.5 公頃以上之單筆土地，或兩筆土地間隔有公共交通道路或溝渠，

且面積合計達 0.5 公頃以上者，不在此限。規範之造林期間為 20 年。造林之樹種及栽植

基準，需符合其規範，且栽植時與鄰近作物生產區之鄰接地帶應保留 3 公尺之緩衝帶。

淹水地區整地時宜造畦，以避免林木根部長期泡水。同一造林地造林前 3 年得申請免費

                                                       
168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法規內容：黃金廊道農業新方案平地造林作業規範，

http:⁄⁄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532，最後瀏覽日期：201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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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第 4 年起政府不再提供苗木，且不得自備苗木補植。但因病、蟲害、天然災害等

不可抗力因素並經雲林縣政府核准者，不在此限。符合規範之農民每年每公頃核發造林

給付 12 萬元，造林期間 20 年合計 240 萬元。申請人於申請造林給付前已領取第 1 期作

轉契作補貼或給付者，核發 9 萬元。造林面積不足 1 公頃者，按面積比例發給。 

    檢測不符合規定者，當年不核發造林給付。造林前 3 年連續 2 年檢測不合格，或第

4 年起檢測不合格者，雲林縣政府應廢止造林給付。造林未滿 20 年，申請人中途放棄

者，報經公所轉請雲林縣政府廢止造林給付。經廢止造林給付者，無須返還已領取之給

付。依前述情形廢止造林給付者，不得再次依本規範申請。 

    綜整上述臺灣地區對於農業補貼機制，其目的雖亦有就農業環境維護為考量，惟細

究其補貼政策仍多自生產面為補貼，如於「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轉契作補貼，

是依其轉契作的作物給予補貼；而休耕給付，無論為綠肥作物給付或生產環境維護的給

付，都係為後續生產所辦理之項目；而有機的補貼，則係供有機作物驗證、費用，與有

機生產設施資材為補貼；植樹造林的補貼，則針對轉作經濟林給予補貼。惟德國的農業

環境補貼，並非依其作物或設施為補貼之依據，而係依農戶其土地利用的方式，是否符

合當地所規範的利用形式及條件，亦即強調依環境的功能為利用，而其執行之依據，則

來自之前精確的環境條件調查基礎。在此二種不同補貼政策思維的影響下，其所產生之

課題，將於後續文獻中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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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農業環境補貼之項目與計算方式 

    近幾年來，生態環境的維護與永續發展的觀念已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而臺灣多年來

為增加農業生產，山坡地的超限利用，過度抽取地下水，大量施用農藥與化學肥料，造成

水土資源的污染，並影響生態環境，而在此時，為達成農業永續發展，自必須排除農業對

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合理利用水土資源，謀求生產與環境的和諧。基於上述情況，及因

應貿易自由化及維護生活與生態環境，加速農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生產力，謀求農業的

永續發展，政府於 1991 年推動「農業綜合調整方案」，1995 年訂定「農業政策白皮書」，

1998 年起實施「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 

① 2001 年至 2013 年重要農業政策 

    自 2001 年起推行「邁進 21 世紀農業新方案」，在此方案有關「農糧產業」建設，為

「穩定稻米供給，確保國內糧食安全」的目標，實施「建立供需平衡、供應穩定的糧食

產銷制」策略，並採行「水旱田利用調整後續計畫」，與執行「檢討調整稻田耕作及補貼

制度，輔導輪作與休耕」的措施；另就「加強農產品的衛生安全，以增進消費者信心」

的目標，實施「建立優良農產品標誌與認證制度，提升市場競爭力」的策略，並執行加

強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園圃」標章推廣工作，與輔導有機農業經營驗證業務，以推動民

間團體辦理有機農產品驗證工作；針對「合理利用資源，謀求農業永續發展」的目標，

實施「積極推動永續農業」的策略，並採取「加強推動綠肥作物與有機肥料，改善農田

地力」的措施，以執行農田土壤管理改進與地力維護、有機質肥料之推廣及綠肥與覆蓋

作物之推廣。針對「加強推動有機農業，健全有機農產品驗證工作」的措施，執行輔導

有機農業經營與產銷與作物有機栽培技術研究。於「林業、生態保育及生物多樣性」建

設，在「建立森林生態系經營」的目標下，實施「加強造林與中後期撫育，維護國有林

內保護區資源」的策略，以執行推動全民造林，加強造林及優質材培育，輔導民有林經

營管理，採行混農林業經營，以減少林地超限利用與濫墾，以及加強九二一震災崩坍地

復舊造林，促進林業資源的保育及利用等措施；在「農業資源利用及管理」建設，為

「提高農地利用效率」的目標，於「整合農地管理政策與農業發展政策」之實施策略

下，檢討現行休耕制度與合理耕地租賃制度，以及兩者對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影響等措

施；就「加強農地規劃利用計畫」之實施策略，採行建立適地適作經營模式；就「確保

農地永續經營」的目標，為「平衡農業區與非農業區利益」之實施策略，研究對地補貼

政策之可行性及作法。169 

    為了讓臺灣農業轉型升級、穩定糧食安全供應及發揮生態環境等多元化功能 2008 年

起，農業施政方針，推動「健康、效率、永續經營」的全民農業（2008 至 2012）。其施

政主軸中有關農業環境議題，強調「建立責任農業，為永續發展盡心力」，在此主軸下，

為克服全球暖化危機，將大面積增加造林，8 年內增加平地造林 6 萬公頃，推動綠色直接

補貼，每公頃每年補助 12 萬元，每年約可吸收二氧化碳 220 萬公噸，減少 1％二氧化碳

                                                       
16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政策‧邁進 21 世紀農業新方案，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042，最後瀏

覽日期：2015.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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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量；另為善盡確保消費者健康之責任，4 年內，首先將輔導所有稻米、蔬果、魚及

畜產品符合用藥安全的 CAS 吉園圃，擴增有機農業產量，選擇適當產品推動產銷履歷，

50 年邁向無毒農業島。其施政的重點，強調循序調整休耕政策，停止輔導生質能源作物

生產，將全年休耕農地改為一期休耕，擴大獎勵飼料玉米、牧草、青割玉米生產，活化

休耕地利用，維護臺灣糧食安全。與推動綠色造林計畫，完成平地造林及綠美化。170 

    2013 年依「黃金十年，國家願景」發展計畫的「活力經濟」願景，擬定「樂活農

業」之施政主軸。其環境目標，強調農業的多功能價值，活化休耕地達 50,000 公頃，水

資源競用地區，水田年需水量依計畫灌溉用水量節省 20%，支持農業之永續發展。在此

目標下，就「確保糧食安全，加強農產品安全」策略，實施提高國內糧食自給率，建構

多元糧食安全機制；推動農產品產銷履歷、有機農業、吉園圃、優良農產品等安全驗證

標章，並逐步與國際接軌；推動合理化施肥，推展友善環境農業等措施。於「活化農業

資源利用，確保永續發展」之策略，執行調整耕作制度，減少休耕面積，活化休耕地多

元利用，鼓勵種植進口替代作物及地區特產作物；保育優良農地，強化農地農用，維護

優質農業經營環境；推動黃金廊道，發展高鐵沿線地層下陷嚴重地區高效、節能、省水

農業；推動農業用水質量合理規劃，發揮農田水利三生及防減災功能等措施。171 

② 農業環境補貼之計畫與措施 

․ 活化農地 

    依上述農業環境相關政策，擬定「活化休耕田，擴大經營規模-調整耕作制度活化

農地計畫」，172實施期間自 102 年 1 月至 105 年 12 月，其措施內容如下： 

A. 調整連續休耕給付，休耕給付一個期作，鼓勵另一期作契作生產進口替代、具外

銷潛力、有機與地區特產作物，依作物種類每公頃每期作給予 1.5~4.5 萬元轉

（契）作補貼。即將休耕給付經費轉為轉（契）作補貼，鼓勵連休農地主自行復

耕一期作，或租給他人耕作。 

B. 訂定有意願出租農地未能出租者，給予 2 年（102~103 年）緩衝措施，得於第 2 期

作辦理翻耕等田間管理措施，經勘查合格每公頃補貼 2 萬元。 

C. 經審認為特定作為生態維護田區（如水梯田）或特殊耕作困難地區，如地層下陷

易淹水區、鹽分地等耕作困難地區，每年得休耕 2 個期作，每期作每公頃補貼 3.4

萬元，且規範仍可實施翻耕之田區，每年至少需翻耕 1 次，當期作另給予田間管

理維護費每公頃 6 千元（每年限 1 次），未來依土地狀況規劃供其他用途規劃作其

                                                       
170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全民農業六大主軸，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7923，最後瀏覽日期：

2015.05.04。 
171 國家發展委員會，「黃金十年國家願景」計畫（院核定），

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17245#.VUeHZo6qqko，最後瀏覽日期：2015.05.04。 
17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活化休耕田 擴大經營規模─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

http:⁄⁄www.afa.gov.tw⁄Policy_index.aspx?CatID=16，最後瀏覽日期：20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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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途。 

D. 由各農業試驗改良場（所）組成「休耕地復耕技術服務團」，推廣種植進口替代作

物、具外銷潛力、有機及地區特產作物。 

E. 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發展地區特產。 

F. 持續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將原設定 95 或 96 年連續休耕農地給予租賃獎

勵，放寬承租土地範圍為 83 至 92 年基期年農地均納入。 

G. 同步實施離農獎勵，對於農保年資滿 5 年以上且年滿 65 歲以上之農民，將自有農

地出租給「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輔導之大佃農，每個月每公頃可領取離農獎勵

2,000 元。 

    此計畫之配套措施包括： 

A. 休耕及轉（契）作期間配合當地作物生長期，原則上以直轄市、縣（市）為單位

統一訂定，但鄉鎮市地區性特定作物得配合生長期間另訂之。 

B. 加強休耕田區查核，休耕期間由在地公所勘查，直轄市、縣（市）政府抽查，本

會另委外抽查，違規案件依相關規定處理。 

C. 由各試驗改良場（所）協助各地方政府規劃，以因地制宜、適地適種原則，劃設

生產區推廣種植。 

D. 輔導農民與業者契作生產，穩定產銷及農民收益。 

E. 結合「農民學院青年農民培訓計畫」，以協助培育新生代大佃農經營人才。 

F. 整合農地租賃作業，由各鄉（鎮、市、區）農會辦理之「農地銀行」作為「小地

主大佃農」之農地租賃平臺。 

G. 試驗改良場（所）成立「休耕地復耕技術服務團」提供技術諮詢及服務。 

H. 建置代耕業者資訊，提供基層農民團體及農民參考。 

I. 結合農業水資源，規劃適栽作物推廣區，推廣雜糧旱作物為主，並配合推廣節水

灌溉。 

J. 專案補助玉米、大豆收穫機及採後處理設備。 

K. 103 年新增蕎麥、胡麻、薏苡、仙草、油茶及茶等 6 項進口替代作物，提供更多復

耕作物選擇。另契作茶、油茶二項長期作物以新植為限，輔導年期為 4 年（8 個期

作），輔導期滿即移出基期年田區，回歸一般產業輔導。 

L. 輔導推動北部及中南部沿海地區稻作單期化，自 103 年第 2 期作起再生稻田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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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繳公糧。 

M. 設立免付費諮詢專線作為各界諮詢管道。 

․ 有機農業 

    依健康農業發展之有機農業，為能營造友善的耕作環境，以降低農業生產對環境污

染造成之衝擊，並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供應消費者，2009年 5月 7日行政院第 3143

次會議通過「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揭櫫當前國內農業發展之主軸，應朝向健康農

業、卓越農業、樂活農業發展邁進，使農業不再只是單純生產事業，也是綠色生態產業

與服務業。173該方案 2013 年納入「黃金十年-樂活農業」繼續推動。174其措施內容包

含： 

A. 輔導農民從事有機農產品生產：包括水稻、蔬菜、果樹、茶樹及其他作物，對於

通過驗證之農戶給予補助檢驗、驗證等費用。 

B. 推動有機農業集中栽培：A‧輔導建置公設有機集團栽培區，協調臺糖公司土

地、退輔會農場建立有機集團栽培區，招募農戶租用，生產適種作物，建置有機

集團栽培區；B‧輔導農民集團栽培，經由活化連續休耕地及小地主大佃農機

制，輔導農場擴大經營規模，建立有機集團栽培。 

C. 落實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管理：並會同全國認證基金會辦理查核管理，以確保有

機驗證品質。 

D. 拓展有機農產品行銷通路與消費者推廣。 

E. 加強有機農產品品質監測：經檢查或抽樣檢驗結果不符規定者，除立即下架回收

外，由縣（市）政府依「行政程序法」製作訪談紀錄，並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管理法」查處。 

  

                                                       
17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精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推動成果，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448227，最後瀏覽日期：2015.05.02。 
174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健康農業‧發展有機農業，http:⁄⁄www.afa.gov.tw⁄Policy_index.aspx?CatID=14，最

後瀏覽日期：2015.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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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上開措施，除對於通過驗證之農戶給予補助檢驗、驗證等費用外，另針對有機農

業適用肥料、有機農戶設置簡易堆肥設施、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及有機農業生

產設備輔導，各訂定補助原則。 

A. 有機農業適用肥料補助原則：175 

    補助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有機栽培，且未經驗證機構終止驗證

之農民或農民團體，使用「有機農業商品化資材品牌推薦作業規範」公告推薦之有機

農業商品化資材-土壤肥力改良資材品牌，確保施肥品質；行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如臺糖、退輔會）及公司行號，不予補助。前一年度農產品經檢驗品質不合格者，

亦不予補助。 

補助基準： 

 有機作物不分長、短期，每 1 公頃施用本署網站公告推薦品牌之有機農業適用肥

料（不包括液態有機質肥料及微生物肥料）8 公噸以上，補助施肥及翻土工資 2 萬

元； 

 實際施用量不足 8 公噸者，按實際施用量核算補助金額；C‧有機質肥料須在國內

生產製造，以國產農牧副產物為主原料，達 60%以上者，始予補助。倘混合進口

蓖麻粕、椰子粕、菜籽粕等原料含量超過 40%者，不予補助。 

管考措施： 

 鄉（鎮、市、區）輔導單位應確實執行肥料到貨查驗工作，填具查驗單並拍照存

證，並於肥料到貨前 3 日填具「購肥暨交貨明細表」，分別傳真至所屬各區分署及

直轄市、縣（市）政府； 

 各區分署得邀集直轄市、縣（市）推行小組，進行受補助農民抽查工作，了解本

計畫推動績效，抽查比率至少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受補助農民總數 15%以

上、抽查面積合計應占推廣面積 15%以上；C‧加強執行成果統計：各區分署除

統計各直轄市、縣（市）推廣總面積外，其餘如受補助人數、購肥價格、方式及

作物別等進行統計分析，落實評估計畫執行績效。 

  

                                                       
17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有機農業適用肥料補助原則，

http:⁄⁄www.afa.gov.tw⁄organicAgriculture.aspx?CatID=597，最後瀏覽日期：20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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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機農戶設置簡易堆肥設施補助原則：176 

    為輔導經有機驗證通過之農戶或產銷班，設置簡易堆肥設施，回收自產或品質可

靠之農牧副產物自製自用堆肥，確保堆肥品質，降低資材成本，並以有機集團栽培之

共同使用農戶為優先。 

申請條件： 

 設置設施之土地應為合法使用，且有機農民驗證耕作面積至少應達 1 公頃以上，

產銷班驗證耕作面積至少應達 5 公頃以上，並以設置於自有農地優先補助； 

 自製堆肥回收自產或品質可靠之農牧副產物，如有機農場作物殘枝、蔬果廢渣、

漁牧副產物、天然木屑等為製肥原料，不得掺配化學物質及工業類事業廢棄物； 

 自製堆肥使用之製肥原料應符合「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基準」之規

定。 

補助標準及項目： 

 輔導設置之簡易堆肥設施，以不建築固定房舍為原則（避免涉及建物使用證照問

題），利用遮雨棚架等簡易設施，防止雨水，並降低設置成本； 

 申請農戶或產銷班若考量天候因素，申請設置之簡易堆肥設施如涉及農業設施容

許使用或建物使用證照，應於補助計畫核定後，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簡易堆肥設施，包括遮雨棚架、堆肥舍、醱酵設施、堆肥篩選機、翻堆機械及防

臭設施等，依需要自行設置，補助基準依本署主管計畫補助基準，產銷班共同使

用補助設置費用 1∕2 為限，個別農戶補助設置費用 1∕3 為限，每處最高補助 50

萬元為限； 

 以補助設置堆肥舍為主，如申請補助之項目不包含堆肥舍之設置，應檢附既有堆

肥舍之證明，不得露天堆置醱酵； 

 堆肥製作、翻堆醱酵及防止臭味等相關技術，由當地農業改良場所協助輔導； 

 產製堆肥限有機農戶或產銷班自製自用，不得有販賣行為。 

管考措施： 

 計畫核定後，如欲變更計畫，應先報請農糧署同意後，始得依變更後之計畫內容

執行，否則不予補助； 

 執行單位於計畫設置完成後 3 個月內，通知分署派員現場查核使用情形；分署亦

                                                       
176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有機農戶設置簡易堆肥設施補助原則，

http:⁄⁄www.afa.gov.tw⁄organicAgriculture.aspx?CatID=598，最後瀏覽日期：20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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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隨時前往抽查使用情形； 

 執行單位應注意受補助者是否有販賣自製堆肥之情形，經查獲有販賣情形者，追

回所有補助款項；設施完竣，完成核銷經 3 個月後仍未辦理進料進行堆肥製作

者，追回所有補助款項。 

C. 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177 

    輔導從事有機栽培經驗證（含轉型期）通過之農戶，設置溫（網）室生產設施，

降低天候風險，提昇生產效能，穩定供應有機蔬果。 

補助對象優先順序： 

 水土保持局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或農村再生跨域合作示範計畫內之農村社區範圍

有機農戶； 

 具契作供應合約，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果之有機農戶； 

 有機集團栽培區（含公設及自營）內之有機農戶； 

 田間自主品管，本產季或上一季有藥檢合格報告之有機農戶； 

 其他已從事有機栽培之有機農戶。 

申請條件： 

 設施搭建之土地應為合法使用，並須經有機驗證通過（含轉型期）之農地； 

 前一年度計畫經核定補助後又放棄執行之農戶，停止 1 年申請補助，但未及辦理

土地或建物使用文件者，不在此限； 

 前一年度內有機農產品檢驗不合格之有機農戶，不予補助。 

    補助標準及項目，係依農糧署主管計畫補助基準辦理，溫（網）室設施之補助比

例最高以不超過 1∕3 為原則，每年每戶申請一項補助： 

 水平棚架網室：每年每戶每公頃最高補助 30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1 公頃。但具契

作供應合約，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果之有機農戶每年最高補助 2 公頃； 

 簡易式塑膠布網室：每年每戶每 0.1 公頃最高補助 17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0.3 公

頃。但具契作供應合約，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果之有機農戶每年最高補助 1

公頃； 

                                                       
177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有機農業‧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

http:⁄⁄www.afa.gov.tw⁄organicAgriculture.aspx?CatID=516，最後瀏覽日期：20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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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捲揚式塑膠布溫室：需具有固定基礎，每年每戶每 0.1 公頃最高補助 30 萬元，每

年最高補助 0.2公頃。但具契作供應合約，供應學童營養午餐有機蔬果之有機農戶

每年最高補助 0.5 公頃。 

計畫追蹤及查核： 

 計畫核定後，設施施工前由執行單位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區分署赴現場勘

查確認為新建之用地，填寫施工前查核會勘表，始同意搭建。計畫核定前已先行

施工者不予列入計畫補助，施工中由執行單位勘查拍照留存； 

 設施完工後，由執行單位辦理驗收（驗收紀錄包括驗收時間、地點、設施種類面

積、驗收結果、驗收人員、監驗人員等項目），再邀請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

進行現場查核會勘，確認為新建設施（整體設施皆須為新品），始予核銷； 

 本計畫補助之設施（備）必須為計畫辦理期間購置之新品，不得以舊品充當新設

施（備）核銷，違反規定者應繳回全數補助款，該有機農戶不再予以補助； 

 若申請固定設施者，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土地管理規定辦理合法使

用； 

 各區分署及縣（市）政府或直轄市政府應於計畫完成後派員隨機抽查。 

D. 有機農業生產設備輔導補助原則：178 

    為加速國內有機農業發展，協助有機農產品經營業者改善農業生產設備，以促進

有機產業六級化發展及農村整體活化再生。 

申請條件： 

 農戶、生產班、農會、農業合作社（場）、以農委會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相關團

體、農企業、農村社區組織所經營之農場，應通過有機農產品（含轉型期）驗

證，並以通過有機集團驗證之產銷班、農會、農業合作社（場）、農企業為優先； 

 申請對象屬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及跨域合作示範計畫社區範圍者，優先納入輔

導； 

 前揭單位於 103 或 104 年度內所生產之有機農產品有品質或標示違規經裁罰者，

不予補助；或於 103 年度曾申請相關計畫補助，因故未執行者或申請經費保留

者，不予列入優先補助單位。 

  

                                                       
178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有機農業‧有機農業生產設備輔導補助原則，

http:⁄⁄www.afa.gov.tw⁄organicAgriculture.aspx?CatID=781，最後瀏覽日期：201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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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的標準： 

 集團驗證，通過集團驗證（面積達 10 公頃以上）並以共同使用者，最高核定補助

以該設備經費 1∕2 為原則，同一年度內每單位累計加總最高補助 500 萬元為限；

有機集團驗證面積小於 10 公頃者，比照個別驗證經營規模級距總補助費上限額度

辦理； 

 個別驗證，農戶通過個別驗證，最高核定補助以該設備經費 1∕3 為原則，同一年

度每單位累計加總最高補助 300 萬元為限。農企業比照個別驗證標準補助，最高

核定補助以該設備經費 1∕3，每單位 3 年內累計加總最高補助 300 萬元為限； 

 單項設備之最高補助額度，依本署審酌生產設備之性能構造、功能、馬力大小及

訪查市價等事項予以審查。售價 1 萬元以下之農業生產設備不予補助。但地區或

產業有特殊需求之其他農機具，得專案核准補助。上述補助，依其經營規模級

距，訂定總補助經費的上限。其補助項目，包含有機農業通用性生產農機具、有

機農業生產設備及有機栽培緩衝帶。 

補助購置之農機（設備）標示及查驗： 

 接受補助者應於購置農機後 1 個月內（以統一發票日期為準），通知農民團體或公

所於 1 星期內至農機（設備）存放地點查驗。查驗時需核對購買人姓名、身分證

字號、地址、機種、廠牌型式、本機及引擎號碼、農機具主要規格等是否與出廠

證明上資料相符，且所購農機為新品、完成組裝、並以顯明不易脫落標示標明

「「農糧署○○○年有機農業生產設備輔導計畫補助」及已申領農機使用證等； 

 經查驗通過後，由農民團體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計畫補助額度及相關程序辦理

核銷，將補助款以滙款方式撥付購買者（不得給付現金）； 

 農民團體、公所或農村社區組織應於計畫完成後 1 週內，將生產設備補助清冊報

本署、直轄市、縣（市）政府（計畫經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轉者）及各區分

署，由各區分署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總補助金額隨機抽查 10%以上。 

補助購置之農業生產設備管理使用，應符合： 

 補助購置之設備必須為新品，且未曾接受其他計畫補助，如有虛報、套購或因故

退貨時，應繳回已領取之補助款，且受補助者自查核日起 5 年內，不得申請本計

畫各項設備補助； 

 補助之設備自購置後有毀損者，須於查核日起 3 個月內修建完成，未於期限內完

成者，受補助者自查核日起 3 年內，不得申請本計畫各項設備補助； 

 補助之設備自購置後不得轉售；因故有轉讓之必要時，應報經本署各區分署同

意。否則應繳回已領取之補助款，且受補助者自查核日起 5 年內，不得申請本計

畫各項設備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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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臺灣改善農業環境相關補貼機制之調整方向 

    國際間為面對氣候變遷所引發的糧食危機，及因應國際貿易協定對於國內農業競爭

力的衝擊，已有採行環境補貼或綠色補貼的措施，亦即該項補貼的對象，著重在實施有

助於農業生態環境資源保護的農業經營措施，這些措施對於環境帶來的正向效益，因無

法反映在市場的交易價格，故由政府提供補貼，藉由外部收益內部化，對於農業經營者

產生激勵的效用，以持續採行維護農業生態環境資源的行動。 

    臺灣農業因生產成本較高、經營規模過小及農民高齡化等問題，政府為了維護農民

的權益，多年來實施多項因應的補貼措施，而依農委會的統計，每年的農業總預算，有

超過 6 成即花在福利與各項補貼費用上。惟上述的這些補貼，多自產業收益面對農民提

供直接補貼，卻未有針對農民因實施有助於農業生態環境的友善農耕經營方式，而給予

其維護農業環境的補貼。近幾年來，臺灣因應國際經貿環境變化及氣候變遷衝擊等影

響，依「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推動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鼓勵休耕農地復耕

種植進口替代、具外銷潛力、有機及地區特產等作物者，給予休耕補貼；為確保糧食安

全及加強農產品的安全管理推展有機農業，提供有機驗證與生產設施的補貼；為達到休

耕農地活化的目的，或為耕作困難地區，或就地層下陷嚴重地區，輔導該地區農民從事

低耗水性農業生產及調整生產措施，並提高國內木材自給率，而提供植樹造林補貼，以

促成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及提升農業競爭力目標的達成。 

    依農委會 103 年施政成果報告，179103 年在活化休耕地的實施成果上，全年 2 個期作

休耕面積降為 10 萬公頃，較 100 年減少 10 萬公頃（-50%），轉契作面積提高為 12.5 萬

公頃，較 100 年增加 5.3 萬公頃（+73%），主要增加為地區特產、牧草、青割玉米、硬質

玉米、原料甘蔗及大豆等進口替代性作物。其中，103 年國產芻料種植面積約 1.5 萬公

頃，供應牧草逾 40 萬公噸，已接近國內芻料需求量之 70%。另配合活化休耕地的相關計

畫，實施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對於符合「離農獎勵」資格，而將農地出租給大佃農

之農民，提供獎勵補貼（每個月每公頃可領取 2,000 元，最高上限 3 公頃，即每年 7.2 萬

元），並對承租休耕地及轉契作之大佃農提供租用農地改善補貼與大佃農轉（契）作補

貼，至 103 年底大佃農經營面積達 1 萬 5,070 公頃、平均經營規模 9.0 公頃，為國內農戶

平均經營農地面積 1.1 公頃之 8.2 倍，大佃農平均年齡 44 歲，較國內農民平均年齡 62 歲

明顯年輕化。推動離農獎勵措施，103 年離農獎勵申領人數 3,911 人、面積 9,311 公頃。

從上述的統計數據，補貼措施對農業結構的調整及休耕地的活化，似產生了效果，惟是

否能對小農經營提供支援，其效益並不顯著。 

    另針對有機農業的推動，至 103 年底有機農業驗證面積 6,071 公頃，農戶 3,038 戶，

其中公設有機農業集團栽培區面積 642 公頃，自營有機集團栽培面積 357 公頃。另設置

有機專櫃 103 處、有機農夫市集 18 處、有機村 12 處、參與電子商城銷售有機農場 165

家。惟依實施有機農業農民的訪談及其生產收益的分析，顯示有機栽培的農地面積太小

                                                       
179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業務報告，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502794，最後瀏覽日

期：201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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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坵塊分散，除無法發揮規模經濟的效果外，與慣行農地交錯，易有受污染的擔憂。另

有機農業屬勞力密集的農作技術，如人力不足，亦無法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以發揮產業

規模的效益。而實施有機農業初期，農民即必須先行投入高額的成本購置資材及農作設

施，在轉型期間，土壤理化性質仍不佳，病蟲害造成農損嚴重，使其收益低落，再加以

驗證費用的成本支出，有機農民往往需虧損經營四、五年，土地回復健康，農作及收益

趨於穩定，損益方能達成平衡，而部分已轉作有機經營或有心加入有機農作的農民，在

面對無法擔負如此高風險、高成本支出的考量下，只能選擇放棄。雖針對有機農業的實

施，政府有提供生產設施的補貼，惟各縣市政府年度配額如用罄，農民不一定能申請到

這些生產設施的補貼。是以臺灣就有機農業所提供的補貼措施，對於小農的經營，並不

能發揮強力的支援作用。這與德國農業環境補貼機制，對於穩定小農收入及支持小農經

營，並進而對小農參與農業環境措施產生正向誘因的情境，有顯著不同。 

    從上述臺灣為改善農業環境所提供的相關補貼機制對於小農支援的不足，參諸德國農

業環境補貼機制實施的經驗，似應予調整。就法制訂立而言，政府雖對農業提供多項的補

助措施，惟這些補貼措施除散於各項農業政策的計畫外，大抵未與環境保護的功能作連

結，是以為能突顯農業環境保護的功能及政府推行該項政策的明確依循標準，似應針對農

業環境生態的保護訂立專法，針對不同的農地類型，訂立農業生態環境的最低標準，以作

為規範農民經營農業應遵循之法定要件、特殊要件與補貼計算、相關獎懲與監督機制的執

行基準。另就環境標準值，既係作為適地適用執行的依據，則應有對環境精確及標準的評

估指標。現時臺灣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利用，均衡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理分佈，

加速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共福利，與有效防止自然災害之發生，雖有

訂立全國都市計畫使用分區、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及國家公園使用分區，作

為管制的基礎，惟對於生態環境的評估指標闕如，以致於對無法反映在市場交易價格上的

的農業環境保護功能，不能訂立合理的補貼價值，故為能藉由合理的補貼機制，促成農業

生態環境的改善，農業生態環境的評估標準值，應有詳為調查及明定的必要，亦可作為小

農經營的支柱。又現時的農業補助項目，如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相違者，又現時的農

業補助項目，如與農業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相違者，如化學肥料的補貼，亦應逐年減少，方

能激勵農民朝向具生態保護功能的農業經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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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灣小農經營的成本與收益結構－以宜蘭三星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維為例 

    本研究訪談對象為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社員，並就受訪者生產有機

米之 2014 年成本與收益為分析調查，成本與收益包括項目說明如下表。另外，本研究設定

1（台）斤＝0.6 公斤，白米對濕穀重量比＝0.6，白米對乾穀重量比＝0.7，乾穀對濕穀重量

比＝0.8。以下針對數位社員農民有機米生產的成本、收益調查結果，說明如下。 

【表 29】本研究有機米生產之成本、收益調查項目 

調查項目 說明 

收益 

農產品銷售收入 此指農民銷售有機米所獲得的收入 

政府補助 
此指農民自政府機關所獲得的補助收入，如有機驗證費用補助、

農機具購買補助等 

成本 

臨時雇工費 
此指為從事田間管理，如除草、噴灑肥料等工作，農民雇用臨時

工之費用，但不包含農民本身及家人的工資 

機工費 

此指農民雇請代耕或使用他人機具、設備所支付之費用，包含整

地、插秧（代耕費用包含種苗費）、割稻、碾米、烘米、冷藏寄

倉等 

肥料費 此指農民購買或自製有機肥料之費用 

病蟲害、雜草防治費
此指為除蟲、除福壽螺、除草、除病等，農民購買有機藥劑或資

材之費用 

材料、包裝費 
此指農民為農業經營、包裝等，購買所需資材、材料或委託加工

之費用，如紙箱、包裝袋、包裝加工費、溫室、水管等 

地租 此指農民為農業生產，而向他人租借土地所支付的租金 

資本利息 此指農民為農業經營，而向金融機構貸款所支付的利息 

運費 此指農民為運送農產品，僱請貨運公司所支付的運費 

驗證費 此指農民取得、申請有機驗證所支付之費用 

農產品標章費 
此指農民用於農產品包裝標示之標籤、貼紙之費用，如產品說明

標籤貼紙、有機驗證標籤貼紙等 

能源費 此指農民取得、使用水、電、油料所支付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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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受訪者 X01 本益分析 

① 農民性別∕年齡∕主要職業：男∕78 歲∕有機專業農 

② 有機米生產面積∕年資∕有機驗證機構：2.8 公頃∕6 年∕慈心有機認證 

③ 固定長期耕作人力：2 人（受訪者自己、兒子） 

④ 有機米生產之收益項目統計：920,133 元∕年 

⑤ 有機米生產之成本項目統計：483,322 元∕年 

⑥ 有機米生產之每公頃淨收益統計：156,004 元⁄年 

【表 30】受訪者 X01 有機米生產總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

（元） 
計算說明 

收益 

農產品銷售收入 904,400 

◎ 售予合作社之收入：14,000 斤（濕穀銷售量）*0.8（乾穀

對濕穀重量比）*20 元∕斤（乾穀銷售單價）=224,000 元

◎ 自售收入：14,000 斤（濕穀銷售）*0.6 公斤∕斤*0.6（白

米對濕穀重量比）*135 元∕公斤（白米銷售單價）

=680,400 元 

◎ 小計：224,000 元+680,400 元=904,400 元 

政府補助 15,733 

有機驗證費補助：每三年需重新驗證，每年需定期追查，政

府補助 2⁄3 費用，慈心驗證費用可參照其官網公告之驗證費用

表，如下網址：http:⁄⁄tw-

toc.com⁄upload⁄20120214191818083.pdf。 

◎ 三年驗證費用小計：35,800 元（首年新申請驗證費用）

+17,500 元*2 年（第 2、3 年定期追查驗證費用）=70,800

元 

◎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70,800 元∕3 年=23,600 元 

◎ 三年平均政府驗證費補助：23,600 元*2∕3=15,733 元 

合計 920,133 904,400+15,733＝920,1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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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受訪者 X01 有機米生產總成本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成本 

臨時雇工費 0 無雇工 

機工費 182,000 

◎ 整地代耕費：18,000 元∕公頃*2.8 公頃=50,400 元 

◎ 插秧代耕費：12,000 元∕公頃*2.8 公頃=33,600 元 

◎ 割稻代耕費：12,000 元∕公頃*2.8 公頃=33,600 元 

◎ 烘米加工費：1.5 元∕斤（濕穀加工單價）*28,000 斤

=42,000 元 

◎ 碾米加工費：14,000斤（自售濕穀銷售量）*0.8（乾穀對

濕穀重量比）*2 元∕斤（乾穀加工單價）=22,400 元 

小計：50,400 元+33,600 元+33,600 元+42,000 元+22,400 元

=182,000 元 

肥料費 44,800 
有機肥料費：80 包∕公頃（每公頃用量）*200 元包（肥料單

價）*2.8 公頃=44,800 元 

病蟲害、 

雜草防治費 
3,920 

◎ 受訪者不使用化學農藥、肥料、除草劑。 

◎ 受訪者使用苦茶粕，防治福壽螺，骨茶粕費用：100公斤

∕公頃（每公頃用量）*2.8 公頃*14 元∕公斤（單價）

=3,920 元 

材料、 

包裝費 
34,020 

◎ 自售白米銷售量：14,000 斤（濕穀銷售量）*0.6 公斤∕

斤*0.6（白米對濕穀重量比）=5,040 公斤（白米） 

◎ 包裝加工費：5,04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8元∕包（加工費單價）=20,160元

◎ 包裝袋費用：5,04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3.5 元∕包（每袋單價）=8,820 元 

◎ 紙箱費用：5,04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箱

（每箱白米重量）=252 箱，252 箱*20 元∕箱（每箱單

價）=5,040 元 

◎ 小計 20,160 元+8,820 元+5,040 元=34,020 元 

地租 159,722 
500,000∕7.2 元∕公頃（租金單價）*2.3 公頃（租地面積）

=159,722 元 

資本利息 0 受訪者並無貸款 

運費 30,240 
5,04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箱（每箱白米重

量）=252 箱，252 箱*120 元⁄箱（每箱單價）=30,240 元 

驗證費 23,600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計算如前政府補助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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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標章

費 
5,020 

◎ 有機驗證標章費用：500 元∕包*5 包=2,500 元 

◎ 包裝貼紙費用：5,04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1 元∕包（每張單價）=2,520 元

◎ 小計：2,500 元+2,520 元=5,020 元 

能源費 0 受訪者並無電費支出 

合計 483,322 
182,000 元+44,800 元+3,920 元+34,020 元+159,722 元+30,240

元+23,600 元+5,020 元=483,322 元 

【表 32】受訪者 X01 有機米生產每公頃淨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總收益 920,133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 

平均收益 
328,619 920,133 元∕2.8 公頃=328,619 元 

總成本 483,322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 

平均成本 
172,615 483,322 元∕2.8 公頃=172,615 元 

淨收益 436,811 920,133 元-483,322 元=436,811 元 

每公頃 

平均淨收益 
156,004 436,811 元∕2.8 公頃=156,00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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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者 X02 本益分析 

① 農民性別∕年齡∕主要職業：男∕70 歲∕專業農 

② 有機米生產面積∕年資∕有機驗證機構：2. 3 公頃∕5 年∕慈心驗證 

③ 固定長期耕作人力：1 人（受訪者自己） 

④ 有機米生產之收益項目統計：560,373 元∕年 

⑤ 有機米生產之成本項目統計：287,830 元⁄年 

⑥ 有機米生產之每公頃淨收益統計：118,497 元∕年 

【表 33】X02 有機米生產總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

（元） 
計算說明 

收益 

農產品銷售收

入 
544,640 

◎ 售予合作社之收入：9,200 斤（濕穀銷售量）*0.8（乾穀對

濕穀重量比）*20 元∕斤（乾穀銷售單價）=147,200 元 

◎ 自售收入：9,200 斤（濕穀銷售）*0.6 公斤∕斤*0.6（白米

對濕穀重量比）*120 元∕公斤（白米銷售單價）=397,440

元 

◎ 小計：147,200 元+397,440 元=544,640 元 

政府補助 15,733 

有機驗證費補助：每三年需重新驗證，每年需定期追查，政府

補助 2⁄3 費用，慈心驗證費用可參照其官網公告之驗證費用表，

如下網址：http:⁄⁄tw-toc.com⁄upload⁄20120214191818083.pdf。 

◎ 三年驗證費用小計：35,800 元（首年新申請驗證費用）

+17,500 元*2 年（第 2、3 年定期追查驗證費用）=70,800 元

◎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70,800 元∕3 年=23,600 元 

◎ 三年平均政府驗證費補助：23,600 元*2∕3=15,733 元 

合計 560,373 544,640 元+15,733 元=560,3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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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受訪者 X02 有機米生產總成本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成本 

臨時雇工費 0 無雇工 

機工費 132,020 

◎ 整地代耕費：12,000 元∕公頃*2.3 公頃=27,600 元 

◎ 插秧代耕費：15,000 元∕公頃*2.3 公頃=34,500 元 

◎ 割稻代耕費：12,000 元∕公頃*2.3 公頃=27,600 元 

◎ 烘米加工費：1.5 元∕斤（濕穀加工單價）*18,400 斤

=27,600 元 

◎ 碾米加工費：9,200 斤（自售濕穀銷售量）*0.8（乾穀

對濕穀重量比）*2元∕斤（乾穀加工單價）=14,720元

◎ 小計：27,600元+34,500元+27,600元+27,600元+14,720

元=132,020 元 

肥料費 36,800 
有機肥料費：80 包∕公頃（每公頃用量）*200 元∕包（肥

料單價）*2.3 公頃=36,800 元 

病蟲害、 

雜草防治費 
3,220 

受訪者不使用化學農藥、肥料、除草劑。 

受訪者使用苦茶粕，防治福壽螺，苦茶粕費用：100公斤∕

公頃（每公頃用量）*2.3 公頃*14 元∕公斤（單價）=3,220

元 

材料、包裝費 22,364 

◎ 自售白米銷售量：9,200 斤（濕穀銷售量）*0.6 公斤∕

斤*0.6（白米對濕穀重量比）=3,312 公斤（白米） 

◎ 包裝加工費：3,3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8 元∕包（加工費單價）

=13,248 元 

◎ 包裝袋費用：3,3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3.5 元∕包（每袋單價）

=5,796 元 

◎ 紙箱費用：3,3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

箱（每箱白米重量）=166 箱，166 箱*20∕元⁄箱（每箱

單價=3,320 元 

◎ 小計：13,248 元+5,796 元+3,320 元=22,364 元 

地租 46,250 
25,000 元∕公頃（租金單價）*1.85 公頃（租地面積）

=46,250 元 

資本利息 0 受訪者並無貸款 

運費 19,920 
3,3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箱（每箱白米重

量）=166 箱，166 箱*120∕元∕箱（每箱單價）=19,9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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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費 23,600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計算如前政府補助說明 

農產品標章費 3,656 

◎ 有機驗證標章費用：500 元∕包*4 包=2,000 元 

◎ 包裝貼紙費用：3,3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

斤∕包（每包白米重量）*1 元∕包（每張單價）

=1,656 元 

◎ 小計：2,000 元+1,656 元=3,656 元 

能源費 0 受訪者並無電費支出 

合計 287,830 
132,020 元+36,800 元+3,220 元+22,364 元+46,250 元+19,920

元+23,600 元+3,656 元=287,830 元 

【表 35】受訪者 X02 有機米生產每公頃淨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總收益 560,373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收益 243,640 560,373 元∕2.3 公頃＝243,640 元 

總成本 287,830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成本 125,144 287,830 元∕2.3 公頃＝125,144 元 

淨收益 272,543 560,373 元-287,830 元＝272,543 元 

每公頃平均淨收益 118,497 272,543 元∕2.3 公頃＝118,49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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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訪者 X04 本益分析 

① 農民性別∕年齡∕主要職業：男∕80 歲∕有機專業農 

② 有機米生產面積∕年資∕有機驗證機構：1.2 甲（1.1639 公頃）∕5 年∕慈心有機驗證 

③ 固定長期耕作人力：1 人（受訪者自己） 

④ 有機米生產之收益項目統計：221,333 元∕年 

⑤ 有機米生產之成本項目統計：321,220 元∕年 

⑥ 有機米生產之每公頃淨收益統計：-85,821 元∕年 

【表 36】受訪者 X04 有機米生產總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收益 

農產品銷售收入 205,600 

◎ 售予合作社之收入：7,000 斤（濕穀銷售量）*0.8（濕

穀銷售量）*20 元∕斤（乾穀銷售單價）=112,000 元 

◎ 自售之收入：2,000 斤（濕穀銷售量）*0.6 公斤⁄斤*0.6

（白米對濕穀重量比）*120 元∕公斤（白米銷售單

價）=93,600 元 

小計=112,000 元+93,600 元=205,600 元 

政府補助 15,733 

有機驗證費補助：每三年需重新驗證，每年需定期追查，

政府補助 2⁄3 費用，慈心驗證費用可參照其官網公告之驗證

費用表，如下網址：http:⁄⁄tw-

toc.com⁄upload⁄20120214191818083.pdf。 

◎ 三年驗證費用小計：35,800 元（首年新申請驗證費

用）+17,500 元*2 年（第 2、3 年定期追查驗證費用）

=70,800 元 

◎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70,800 元∕3 年=23,600 元 

◎ 三年平均政府驗證費補助：23,600 元*2∕3=15,733 元 

合計 221,333 205,600 元+15,733 元＝221,33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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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受訪者 X04 有機米生產總成本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成本 

臨時雇工費 161,400 

◎ 除草雇工費：1,500 元∕天（日薪）*100 天∕期*1 期

∕年＝150,000 元 

◎ 施肥雇工費：3000 元∕甲（單價）* 1.2 甲=3,600 元 

◎ 稻桿搬運處理費：6500 元∕甲（單價）* 1.2 甲=7,800

元 

小計：150,000 元+3,600 元+7,800 元＝161,400 元 

機工費 65,900 

◎ 整地代耕費：13,000 元∕甲（單價）* 1.2 甲=15,600 元

◎ 插秧代耕費：14,000 元∕甲（單價）* 1.2 甲=16,800 元

◎ 割稻代耕費：14,000 元∕甲（單價）* 1.2 甲=16,800 元

◎ 烘米加工費：1.5 元∕斤（濕穀加工單價）*9,000 斤

（濕穀銷售量）=13,500 元 

◎ 碾米加工費=2,000 斤（自售濕穀銷售量）* 0.8（乾穀

對濕穀重量比）* 2 元∕斤（乾穀加工單價）= 3,200 

小計：15,600 元+16,800 元+16,800 元+13,500 元+3,200 元

=65,900 元 

肥料費 36,000 有機肥料費：30,000 元∕甲*1.2 甲=36,000 元 

病蟲害、 

雜草防治費 
5,400 

◎ 受訪者不使用化學農藥、肥料、除草劑。 

◎ 受訪者使用苦茶粕，以防治福壽螺，苦茶粕費用：

4500 元⁄甲（單價）* 1.2 甲=5,400 元 

材料、包裝費 5,220 

◎ 自售白米銷售量：2,000 斤（濕穀銷售量）*0.6 公斤∕

斤*0.6（白米對濕穀重量比）=720 公斤（白米） 

◎ 包裝加工費：72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 8 元∕包（加工費單價）=2,880

元 

◎ 包裝袋費用：72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 4 元∕包（每袋單價）=1,440 元

◎ 紙箱費用：72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

箱（每箱白米重量）=36 箱，36 箱*25 元∕箱（每箱單

價）=900 元 

小計：2,880 元+1,440 元+900 元=5,2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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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 16,000 
2000 斤∕甲（乾穀年租金）* 20 元∕斤（合作社乾穀銷售

單價）*0.4 甲（租地面積）=16,000 元 

資本利息 0 受訪者並無貸款。 

運費 7,200 
72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箱（每箱白米重

量）=36 箱，36 箱*200 元∕箱（每箱單價）=7,200 元 

驗證費 23,600 

有機驗證費補助：每三年需重新驗證，每年需定期追查，

政府補助 2⁄3 費用，慈心驗證費用可參照其官網公告之驗證

費用表，如下網址：http:⁄⁄tw-

toc.com⁄upload⁄20120214191818083.pdf。 

◎ 三年驗證費用小計：35,800 元（首年新申請驗證費

用）+17,500 元*2 年（第 2、3 年定期追查驗證費用）

=70,800 元 

◎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70,800 元∕3 年=23,600 元 

農產品標章費 500 有機驗證標章費用：500 元∕包*1 包=500 元 

能源費 0 
◎ 受訪者並無電費、油料費支出。 

◎ 灌溉用水，由當地農田水利會無償提供。 

合計 321,220 
161,400 元+65,900 元+36,000 元+5,400 元+5,220 元+16,000

元+7,200 元+23,600 元+500 元=321,220 元 

【表 38】受訪者 X04 有機米生產每公頃淨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總收益 221,333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收益 190,165 221,333 元∕1.1639 公頃=190,165 元 

總成本 321,220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成本 275,986 321,220 元∕1.1639 公頃=275,986 元 

淨收益 -99,887 221,333 元-321,220 元=-99,887 元 

每公頃平均淨收益 -85,821 -99,887 元∕1.1639 公頃=-85,8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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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訪者 X07 本益分析 

① 農民性別∕年齡∕主要職業：女∕67 歲∕有機專業農 

② 有機米生產面積∕年資∕有機驗證機構：1.2 甲（1.1639 公頃）∕7 年∕慈心認證 

③ 固定長期耕作人力：1 人（受訪者自己） 

④ 有機米生產之收益項目統計：264,373 元∕年 

⑤ 有機米生產之成本項目統計：214,650 元∕年 

⑥ 有機米生產之每公頃淨收益統計：42,721 元∕年 

【表 39】受訪者 X07 有機米生產總成本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成本 

臨時雇工費 55,000 1,100 元∕天（日薪）*50 天∕期*1 期∕年=55,000 元 

機工費 64,920 

◎ 整地代耕費：12,500 元∕甲*1.2 甲=15,000 元 

◎ 插秧代耕費：13,000 元∕甲*1.2 甲=15,600 元 

◎ 割稻代耕費：12,500 元∕甲*1.2 甲=15,000 元 

◎ 烘米加工費：1.5 元∕斤（濕穀加工單價）*8,400 斤

=12,600 元 

◎ 碾米加工費：4,200斤（自售濕穀銷售量）*0.8（乾穀

對濕穀重量比）*2元∕斤（乾穀加工單價）=6,720元

小計：15,000 元+15,600 元+15,000 元+12,600 元+6,720 元

=64,920 元 

肥料費 7,200 
有機肥料費：30 包⁄甲（每甲用量）*200 元∕包（肥料單

價）* 1.2 甲=7,200 元 

病蟲害、 

雜草防治費 
840 

受訪者不使用化學農藥、肥料、除草劑。 

受訪者使用苦茶粕，防治福壽螺，苦茶粕費用：50公斤∕

甲（每甲用量）*1.2 甲*14 元∕公斤（單價）=840 元 

材料、包裝費 10,214 

◎ 自售白米銷售量：4,200 斤（濕穀銷售量）*0.6 公斤

∕斤*0.6（白米對濕穀重量比）=1,512 公斤（白米）

◎ 包裝加工費：1,5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8 元∕包（加工費單價）

=6,048 元 

◎ 包裝袋費用：1,5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3.5 元∕包（每袋單價）

=2,6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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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箱費用：1,5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

∕箱（每箱白米重量）=76 箱，76 箱*20∕元⁄箱（每

箱單價）=1,520 元 

小計：6,048 元+2,646 元+1,520 元=10,214 元 

地租 42,000 35,000 元∕甲*1.2 甲=42,000 元 

資本利息 0 受訪者並無貸款 

運費 9,120 

運費：1,5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箱（每

箱白米重量）=76 箱，76 箱*120 元∕箱（每箱運費）

=9,120 元 

驗證費 23,600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計算如前政府補助說明 

農產品標章費 1,756 

◎ 有機驗證標章費用：500 元∕包*2=1000 元 

◎ 包裝貼紙費用： 1,51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包（每包白米重量）*1 元∕包（每張單價）

=756 元 

◎ 小計：1000 元+756 元=1,756 元 

能源費 0 受訪者並無水、電、油費支出 

合計 214,650 
55,000 元+64,920 元+7,200 元+840 元+10,214 元+42,000 元

+9,120 元+23,600 元+1,756 元=214,6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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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受訪者 X07 有機米生產總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收益 

農產品銷售收

入 
248,640 

◎ 售予合作社之收入：4,200 斤（濕穀銷售量）*0.8

（乾穀對濕穀重量比）*20 元∕斤（乾穀銷售單價）

=67,200 元 

◎ 自售收入：4,200 斤（濕穀銷售）*0.6 公斤∕斤*0.6

（白米對濕穀重量比）*120 元∕公斤（白米銷售單

價）=181,440 元 

小計：67,200 元+181,440 元=248,640 元 

政府補助 15,733 

有機驗證費補助：每三年需重新驗證，每年需定期追查，

政府補助 2⁄3 費用，慈心驗證費用可參照其官網公告之驗

證費用表，如下網址：http:⁄⁄tw-

toc.com⁄upload⁄20120214191818083.pdf。 

◎ 三年驗證費用小計：35,800 元（首年新申請驗證費

用）+17,500 元*2 年（第 2、3 年定期追查驗證費用）

=70,800 元 

◎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70,800 元∕3 年=23,600 元 

◎ 三年平均政府驗證費補助：23,600 元*2∕3=15,733 元

合計 264,373 248,640 元+15,733 元=264,373 元 

【表 41】受訪者 X07 有機米生產每公頃淨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總收益 264,373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收益 227,144 264,373 元∕1.1639 公頃=227,144 元 

總成本 214,650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成本 184,423 214,650 元∕1.1639 公頃=184,423 元 

淨收益 49,723 264,373 元-214,650 元=49,723 元 

每公頃平均淨收益 42,721 49,723 元∕1.1639 公頃=42,72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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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訪者 X011 本益分析 

① 農民性別∕年齡∕主要職業：女∕52 歲∕有機專業農 

② 有機米生產面積∕年資∕有機驗證機構：0.4 甲（0.3880 公頃）∕5 年∕慈心有機驗證 

③ 固定長期耕作人力：1 人（受訪者自己） 

④ 有機米生產之收益項目統計：67,993 元∕年 

⑤ 有機米生產之成本項目統計：69,426 元∕年 

⑥ 有機米生產之每公頃淨收益統計：-3,693 元∕年 

【表 42】受訪者 X11 有機米生產總成本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成本 

臨時雇工費 0 受訪者並未雇用臨時工。 

機工費 20,520 

◎ 整地代耕費：13,000 元∕甲（單價）*0.4 甲=5,200 元 

◎ 插秧代耕費：13,000 元∕甲（單價）*0.4 甲=5,200 元 

◎ 割稻代耕費：11,500 元∕甲（單價）*0.4 甲=4,600 元 

◎ 烘米加工費：1.5 元∕斤（濕穀加工單價）*2,400 斤

（濕穀銷售量）=3,600 元 

◎ 碾米加工費=1,200 斤（自售濕穀銷售量）* 0.8（乾穀

對濕穀重量比）* 2 元∕斤（乾穀加工單價）= 1,920 元

小計：5,200元+5,200元+4,600元+3,600元+1,920元=20,520

元 

肥料費 4,800 
有機肥料費：60 包∕甲（每甲地用量）*200 元∕包（肥料

單價）*0.4 甲=4,800 元 

病蟲害、 

雜草防治費 
280 

◎ 受訪者不使用化學農藥、肥料、除草劑。 

◎ 受訪者使用苦茶粕，以防治福壽螺，苦茶粕費用：50

公斤 ⁄甲（每甲地用量）*14 元 ⁄公斤（單價）*0.4 甲

=280 元 

材料、包裝費 3,142 

◎ 自售白米銷售量：1,200 斤（濕穀銷售量）*0.6 公斤∕

斤*0.6（白米對濕穀重量比）＝432 公斤（白米） 

◎ 包裝加工費：43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 8 元∕包（加工費單價）＝1,728

元 

◎ 包裝袋費用：43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 4 元∕包（每袋單價）＝8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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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箱費用：43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箱

（每箱白米重量）＝22 箱，22 箱*25 元∕箱（每箱單

價）＝550 元 

小計：1,728 元+864 元+550 元＝3,142 元 

地租 12,000 
1500 斤∕甲（乾穀年租金） *0.4 甲（租地面積）*20 元∕

斤（乾穀銷售單價）＝12,000 元 

資本利息 0 受訪者並無貸款。 

運費 4,400 
432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箱（每箱白米重

量）＝22 箱，22 箱*200 元∕箱（每箱單價）＝4,400 元 

驗證費 23,600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計算如前政府補助說明 

農產品標章費 500 有機驗證標章費用：500 元∕包*1 包＝500 元 

能源費 184 

◎ 受訪者並無電費支出。 

◎ 灌溉用水，由當地農田水利會無償提供。 

◎ 油料費：受訪者使用農機具 2014 年耗用 6 公升柴油，

2014 年宜蘭縣柴油均價為 30.69 元⁄公升，查詢自經濟

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理與分析系統

（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6 公升（柴油）* 

30.69 元∕公升（單價）＝184 元 

合計 69,426 
20,520 元+4,800 元+280 元+3,142 元+12,000 元+4,400 元

+23,600 元+500 元+184 元＝69,4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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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受訪者 X11 有機米生產總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收益 

農產品銷售收

入 
52,260 

◎ 售予合作社之收入：1,950 斤（濕穀銷售量）*0.8（乾

穀對濕穀重量比）*20 元∕斤（乾穀銷售單價）

=31,200 元 

◎ 自售收入：450 斤（濕穀銷售）*0.6 公斤∕斤*0.6（白

米對濕穀重量比）*120 元∕公斤（白米銷售單價）

=21,060 元 

小計：31,200 元+21,060 元=52,260 元 

政府補助 15,733 

有機驗證費補助：每三年需重新驗證，每年需定期追查，

政府補助 2⁄3 費用，慈心驗證費用可參照其官網公告之驗證

費用表，如下網址：http:⁄⁄tw-

toc.com⁄upload⁄20120214191818083.pdf 

◎ 三年驗證費用小計：35,800 元（首年新申請驗證費

用）+17,500 元*2 年（第 2、3 年定期追查驗證費用）

=70,800 元 

◎ 三年平均驗證費用：70,800 元∕3 年=23,600 元 

◎ 三年平均政府驗證費補助：23,600 元*2∕3=15,733 元 

合計 67,993 248,640 元+15,733 元=67,993 元 

【表 44】受訪者 X11 有機米生產每公頃淨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總收益 67,993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收益 175,240 67,993 元∕0.3880 公頃＝175,240 元 

總成本 69,426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成本 178,933 69,426 元∕0.3880 公頃＝178,933 元 

淨收益 -1,433 67,993 元-69,426 元＝-1,433 元 

每公頃平均淨收益 -3,693 -1,433 元∕0.3880 公頃＝-3,69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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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受訪者 X015 本益分析 

① 農民性別∕年齡∕主要職業：女∕43 歲∕有機專業農 

② 有機米生產面積∕年資∕有機驗證機構：2.5 甲（2.4248 公頃）∕2 年∕采園生態驗證 

③ 固定長期耕作人力：2 人（受訪者與其夫） 

④ 有機米生產之收益項目統計：809,600 元∕年 

⑤ 有機米生產之成本項目統計：470,760 元∕年 

⑥ 有機米生產之每公頃淨收益統計：139,739 元∕年 

【表 45】受訪者 X15 有機米生產總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收益 

農產品銷售收

入 
809,600 

◎ 售予合作社之收入：1,200 公斤（濕穀銷售量） *0.8

（乾穀對濕穀重量比）*100∕3 元∕公斤（乾穀銷售

單價）＝32,000 元 

◎ 自售之收入：10,800 公斤（濕穀銷售量） *0.6（白

米對濕穀重量比）*120 元∕公斤（白米銷售單價）

＝777,600 元 

小計＝32,000 元+777,600 元=809,600 元 

政府補助 0 無政府補助 

合計 809,600  

【表 46】受訪者 X15 有機米生產總成本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成本 

臨時雇工費 55,000 55,000 元∕期作*1 期作∕年＝55,000 元 

機工費 158,300 

◎ 整地代耕費：13,000 元∕甲*2.5 甲=32,500 元 

◎ 插秧代耕費：14,000 元∕甲*2.5 甲=35,000 元 

◎ 割稻代耕費：10,000 元∕甲*2.5 甲=25,000 元 

◎ 烘乾加工費：10,000 元∕甲*2.5 甲=25,000 元 

◎ 碾米加工費：10,800 公斤（自售濕穀銷售量）* 0.8

（乾穀對濕穀重量比）*10∕3元∕公斤（乾穀加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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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28,800 元 

◎ 白米寄倉費：2000 元∕月*6 月（休耕期）=12,000 元

小計：32,500 元+35,000 元+25,000 元+25,000 元+28,800 元

+12,000 元＝158,300 元 

肥料費 68,750 
有機肥料費：100 包∕甲（每甲地用量）*275 元∕包（肥

料單價）*2.5 甲=68,750 元 

病蟲害、雜草

防治費 
10,500 

◎ 受訪者不使用化學農藥、肥料、除草劑。 

◎ 受訪者使用苦茶粕，以防治福壽螺，苦茶粕費用：10

包∕甲*2.5 甲*140 元∕包*3 次=10,500 元 

材料、包裝費 46,980 

1.自售白米銷售量：10,800 公斤（濕穀銷售量） *0.6（白

米對濕穀重量比）＝6,480 公斤（白米） 

2.包裝加工費：6,48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 8 元∕包（加工費單價）＝25,920

元 

3.包裝袋費用：6,48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 公斤∕

包（每包白米重量）* 4 元∕包（每袋單價）＝12,960 元 

4.紙箱費用：6,48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

箱（每箱白米重量）＝324 箱，324 箱*25 元∕箱（每箱單

價）＝8,100 元 

5.小計：25,920 元+12,960 元+8,100 元＝46,980 元 

地租 30,000 15,000 元∕甲（年租金）*2 甲（租地面積）＝30,000 元 

資本利息 0 受訪者並無貸款。 

運費 32,400 

6,48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20 公斤∕箱（每箱白米

重量）＝324箱，324箱*100元∕箱（每箱單價）＝32,400

元 

驗證費 60,000 2014 年采園驗證費用，共 60,000 元 

農產品標章費 6,620 

◎ 有機驗證標章費用：6,480 公斤（自售白米銷售量）

∕2 公斤∕包*1 枚∕包*0.5 元∕枚=1,620 元 

◎ 產品說明標籤貼紙：5,000 元 

小計：1,620 元+5,000 元=6,620 元 

能源費 2,210 

◎ 受訪者並無電費支出。 

◎ 灌溉用水，由當地農田水利會無償提供。 

◎ 油料費：受訪者使用農機具 2014 年耗用 75 公升柴

油，2014 年宜蘭縣柴油均價為 30.69 元∕公升，查詢

自經濟部能源局油價資訊管理與分析系統

（http:⁄⁄www.moeaboe.gov.tw⁄oil102⁄），75 公升（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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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30.69 元∕公升（單價）＝2,210 元 

合計 470,760 

55,000 元+158,300 元+68,750 元+10,500 元+46,980 元

+30,000 元+32,400 元+60,000 元+6,620 元+2,210 元

=470,760 元 

【表 47】受訪者 X15 有機米生產每公頃淨收益計算表 

調查項目 金額（元） 計算說明 

總收益 809,600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收益 333,883 809,600 元∕2.4248 公頃＝333,883 元 

總成本 470,760 如前表計算所示 

每公頃平均成本 194,144 470,760 元∕2.4248 公頃＝194,144 元 

淨收益 338,840 809,600 元-470,760 元＝338,840 元 

每公頃淨收益 139,739 338,840 元∕2.4248 公頃＝139,739 元 

 

  



第 306 頁，共 399 頁 

5. 綜合分析 

    綜合 6 位受訪者的本益分析如下表，有機米生產面積平均為 1.7068 公頃，每公頃每年

平均收益 249,782 元，每公頃每年平均成本 188,541 元，則每公頃每年平均淨收益 61,241

元。 

【表 48】有機米生產每公頃每年平均收益、成本、淨收益統計表 

受訪者 
有機米生產面積 

（公頃） 

每公頃每年平均

收益（元） 

每公頃每年平均

成本（元） 

每公頃每年平均

淨收益（元） 

受訪者

X01 
2.8000 328,619 172,615 156,004 

受訪者

X02 
2.3000 243,640 125,144 118,497 

受訪者

X04 
1.1639 190,165 275,986 -85,821 

受訪者

X07 
1.1639 227,144 184,423 42,721 

受訪者

X11 
0.3880 175,240 178,933 -3,693 

受訪者

X15 
2.4248 333,883 194,144 139,739 

平均 1.7068 249,782 188,541 61,241 

 

  



第 307 頁，共 399 頁 

6. 臺灣能促進小農永續發展的最適經營規模－以宜蘭三星有機稻米生產為例 

（1） 宜蘭三星有機稻米生產的小農經營結構與土地利用之關聯性 

① 宜蘭縣三星鄉有機農場的小農經營結構與土地利用之關聯性 

    有機農場的小農經營結構，可從其農場經營面積略微窺知，且小農經營面積大小可

能影響有機農場的生產成本與收益，攸關有機農場的永續經營。從 2014 年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公佈之有機栽培農戶數及種植面積統計資料來看，宜蘭縣栽培有機稻米之農戶，平

均每戶的經營面積只有約 3.9 公頃180，可見宜蘭有機米生產的小農經營結構。 

    由宜蘭大學有機農業全球資訊中心有機農場整合系統資料，亦顯示宜蘭三星鄉有機

農場具有小規模經營的特質。通過有機認證且以稻米生產為主要作物的農場，共有 30 筆
181（見【表 48】），其中，位於行健村且有加入行健有機農產農產合作社者有 18 筆，依據

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所提供的 2015 年農場經營面積的資料統計；另外

12 家有機農場，輔以電話訪談的方式（訪談時間為 2015 年 4 月），有 2 家拒訪，故實際

訪問 10 家有機農場，得知其經營面積。 

【表 49】宜蘭縣三星鄉有機農場 

                                                       
180 103 年宜蘭種植有機米戶數為 74 戶，種植總面積為 288.9764 公頃。資料來源：有機農場全球資訊網，103 年

有機栽培農戶數及種植面積概況，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ezcatfiles⁄organic⁄img⁄img⁄2291⁄1040303.pdf，
最後瀏覽日期：2015.05.19。 
181 有機農場全球資訊網，有機農場整合資訊系統，http:⁄⁄www.i-organic.org.tw⁄，最後瀏覽日期：2015.05.10。 

編

號 
農場名稱 

驗證 

機構 

實際 

經營面積

（公頃）

驗證面積

（公頃）

作物

類別
主要作物 鄉鎮別 

1 
萬富農場 

（張火爐） 
環球 10.0000 0.6030 米 水稻 

三星鄉 

萬富村 

2 
泥土的分香有機農場 

（卓適富） 
慈心 1.2000 0.8416 米 

水稻、蔬菜、

蔥 

三星鄉 

行健村 

3 南山有機農場 慈心 1.3033 1.3033 米 
水稻、芋頭、

筊白筍 

三星鄉 

行健村 

4 
綺香園 

（陳帥之） 
慈心 2.7122 2.7122 米 

多樣蔬菜、水

果 

三星鄉 

行健村 

5 
光復有機農場 

（童信豐） 
慈心 0.3775 0.3775 米 水稻 

三星鄉 

行健村 

6 
三星百客楓林農場 

（林嘉榮） 
慈心 1.3200 1.5187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行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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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張美阿嬤農場 慈心 1.8200 2.341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行健村 

8 
阿華田庄 

（何素華） 
慈心 0.5000 0.5624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行健村 

9 
燕樺有機農場 

（沈高男） 
慈心 2.6000 2.7821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行健村 

10 
快樂農夫有機農場 

（江漢錡） 
慈心 3.0000 1.0799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行健村 

11 
坤漳有機農場 

（徐坤漳） 
慈心 3.0600 3.1332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行健村 

12 
行健有機農場 

（合作社） 
慈心 23.0000 0.6778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行健村 

13 
阿土農場 

（林阿土） 
慈心 1.0100 1.0900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健富段 

14 棗健康有機農場 慈心 2.000 2.000 米 稻米 
三星鄉

行健村 

15 
勇伯有機農場 

（邱庭義） 
慈心 4.085 2.8733 米 

米、大蒜、蔬

菜 

三星鄉

行健村 

16 
久豐有機農場 

（熊國荃） 
慈心 0.9000 1.1671 米 米、多樣蔬菜 

三星鄉

健富段 

17 吳慶鐘 
美育 

基金會 
8.0000 3.9684 米 

水稻、多樣蔬

菜 

三星鄉

人和村 

18 

宜蘭縣三星鄉 

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 

（陳文連） 

財團法人

和諧有機

農業基金

會 

50.0182 50.0182 米 水稻 
三星鄉

大洲村 

19 沈福智 

采園生態

驗證有限

公司 

18.7414 18.7414 米 水稻 
三星鄉

行健村 

20 張文亮 

采園生態

驗證有限

公司 

1.9398 1.2848 米 水稻 
三星鄉

集慶村 

21 

宜蘭縣三星鄉 

有機米產銷班第四班 

（張德全） 

中華驗證

有限公司
0.1939 0.1939 米 水稻 

三星鄉

大隱村 

22 

宜蘭縣三星鄉 

有機米產銷班第四班 

（游振錡） 

中華驗證

有限公司
0.4330 0.4330 米 水稻 

三星鄉

大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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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編號 26、29 的農場拒訪，故以有機驗證面積等同耕作面積列入統計。 

 

 

 

 

 

 

 

 

 

 

23 

宜蘭縣三星鄉 

有機米產銷班第四班 

（簡桂賢） 

中華驗證

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米 水稻 

三星鄉

大隱村 

24 

宜蘭縣三星鄉 

有機米產銷班第四班 

（朱坤宗） 

中華驗證

有限公司
8.0000 7.7590 米 水稻 

三星鄉

大隱村 

25 

宜蘭縣三星鄉 

有機米產銷班第四班 

（吳和南） 

中華驗證

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米 水稻 

三星鄉

大隱村 

26 

宜蘭縣三星鄉 

有機米產銷班第四班 

（廖文豪） 

中華驗證

有限公司
2.7199 2.7199 米 水稻 

三星鄉

大隱村 

27 
金寶隆有機農場 

（原鴨米） 

慈心有機

驗證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 2.4379 米 水稻 
三星鄉

行健村 

28 福耀有機農場 

慈心有機

驗證股份

有限公司

0.8500 0.8543 米 

水稻、芋頭、

黃花藺、 

筊白筍、碾製

品 

三星鄉

行健村 

29 

宜蘭縣三星鄉 

有機米產銷班第四班 

（楊如桂） 

中華驗證

有限公司
0.7317 0.7317 米 水稻 

三星鄉

大隱村 

30 春義農場 

慈心有機

驗證股份

有限公司

1.6000 1.1487 米 

水稻、芋頭、

黃花藺、 

筊白筍、碾製

品 

三星鄉

行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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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5 的統計結果顯示，宜蘭縣三星鄉有機農業的農民個人仍以小面積生產經營為

主，5 公頃以下共 21 家，約占 70%，其中農場經營面積低於 2 公頃者有 14 家，占三星鄉

有機農場的近一半；其餘，5 公頃以上大面積的有機農場，共 9 家，約占 32%，其中宜蘭

縣三星鄉有機米產銷班第一班、行健有機農場（合作社）為團體驗證，由組織集體經

營，其餘 7 家由個體農民自己經營。而若扣除採團體驗證的 2 筆資料，統計其餘 28 筆由

個體農民經營的農場規模，發現平均每家經營面積為 4.36 公頃，僅略高於宜蘭縣平均每

農戶的經營面積，但仍可見小規模經營的結構。 

【表 50】宜蘭縣三星鄉有機農場經營面積統計 

經營面積 家數 

X＜1 公頃 7 

1≦X＜2 公頃 7 

2≦X＜3 公頃 4 

3≦X＜5 公頃 3 

5≦X＜10 公頃 4 

10≦X＜20 公頃 3 

20≦X＜30 公頃 1 

50 公頃 1 

合計 30 

    由上可見，宜蘭縣三星鄉的有機農場，仍是以小規模的經營型態為主，此經營結構

一般容易導致生產成本偏高。如此，在土地利用方面，有機農業比起慣行農業，更需要

大面積的生產。一方面，因為大面積且集中化的生產，可以減少來自四周非有機栽培農

田污染的可能性。經營效率也可提高，諸如整地、施肥、採收等田間工作（董時叡、張

梅鈴、蘇冠甄，2009：242）。另一方面，有機農業的生產成本182比慣行農業高，尤其在

我國的驗證法規下183，即使以無毒友善環境的方式耕作，還必須通過驗證，才能稱為

                                                       
182  一般生產成本之計算分為直接成本、間接成本。直接成本，包含直接材料（凡是構成產品的主要成分，可直

接且精確的歸屬於產品之材料成本，例如種苗費、有機肥料、有機資材等）、直接人工（直接從事產品之生產所

耗費之人工成本，例如有機栽培方式為了避免使用除草劑，採行人工除草所耗費之成本）。間接成本，包含間接

材料、間接人工和其他間接成本，例如農場之購水費、有機農產品標章費、能源費、貸款利息、驗證費用，以

及地租皆屬之（董時叡、張梅鈴，2009，有機作物生產成本結構分析，11 頁） 
183 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5、§6、§23、§27 規定，98∕1∕29 以後，凡國產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未經有

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合格，進口農產品及農產加工品未經農委會審查合格，不得標示有機，違者罰 6～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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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有機」的農產品，普遍上才能獲得消費者的信賴。然而，驗證的相關費用

（驗證費、標章費）卻是有機小農的一大負擔。驗證費用是農民生產成本上的間接成

本，和農民生產規模有關，因為當驗證費平均分攤後，大面積的有機農場，每分地的單

位驗證費用184會比小面積栽培的有機農場來的低（董時叡、張梅鈴，2009：14）。因此，

經營有機農業，在直接成本難以降低的情況下，大面積生產有利於減少間接成本。而宜

蘭縣三星鄉有機農場的規模小，以致於經營有機農業更高的成本，正是小農經營有機農

業的困境。 

    目前，宜蘭縣三星鄉多數的有機農場，其耕作面積小，將可能導致無法達到適當之

經濟規模。在成本高、產量低的情況下，收入通常僅足夠損益平衡，更無法相比城市一

般的薪資水平，以致於難以吸引年輕人投入有機生產。因此，如何改善小農的農業經營

所得，促進其發展最適經營規模，以增進土地利用效率，是必須重視的問題。 

② 宜蘭三星行健村有機稻米生產的小農經營結構與土地利用之關聯性 

    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位於宜蘭縣三星鄉的心臟地帶，面積 6.5 平方公里，共約 300

戶、人口約 800 多人。耕作農地面積約 200 公頃，向以農業為主要產業，是一個典型農

村，除了生產稻米，又以蔥蒜與銀柳產量為全國之冠。該村地理位置優異，北有行健

溪、南有安農溪，為沖積扇地質，是栽種良質米的最適地區。目前行健村生產有機稻米

約 30 多公頃，在農政單位的輔導下成為宜蘭縣第一有機村，為了協助農民銷售農產品，

整合各項通路與行銷資源，並維護農村風貌的永續經營，於 2010 年成立「行健村有機農

產生產合作社」。 

    目前該合作社的經營結構以小農為主，社員為 49 名，但實際從事農業生產有 26 位

農民，有機耕作面積 27.76 公頃，加上其他蔬果類面積共計 35.875 公頃，與全鄉耕作面

積 200 公頃相較，僅占 1.5 成，對於維繫合作社的運作確實有困難。並且，由於合作社社

員從事有機農業生產的農地面積185多為一公頃多，又因有機農地坵塊分散，與慣行農業

的農地在空間上毗鄰或交錯，以致無法發揮規模經濟效果。再者，當地礙於不易承租到

優質農地，使小農只能以其累積的改良農地經驗，加上農政單位輔導，改良劣質農地，

但目前承租土地有口頭與書面等與地主約定的方式，小農擔心以口頭方式承租農地，改

良後的農地會被地主收回，使其投資付之東流，亦可能中斷其有機經營，或縮小經營規

模。因此，如能改善土地利用問題，促使更多農地能從慣行農業轉型為有機作物生產，

一方面有機農地可免於受鄰地施用農藥與肥料的污染，造成有機驗證上的疑慮，另一方

面得以擴大有機農業經營面積，發揮規模經濟效果。 

  

                                                       
罰鍰。故，標示「有機」之條件：須經驗證或審查通過後，始得標示有機。 
184 28 家有機農場中，有一半以上為慈心認證，每項驗證費按件計算。資料來源：慈心有機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驗證費用表，http:⁄⁄tw-toc.com⁄upload⁄20120214191818083.pdf，最後瀏覽日期：2015.05.18。 
185行健村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所提供資料知悉多為 1.5 公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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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當地有機農業的發展，面臨些許問題有待課題。首先，有機稻米生產過程，

不能使用化學農藥，以致除草工事繁重，屬勞力密集的農作技術，加上倘若雜草過多，

甚至需雇工除草，人工成本費用遠高於機械費用，然當地有機農民多為 65 歲以上的老

農，無力負擔繁重的勞力工作，又青壯年農民人力投入尚且不足，自然形成發展上的障

礙，而人力問題若無法解決，有機生產方式即無法擴大生產面積，因此，期望更多農民

的投入有機生產，提升農村多功能效益。 

    其次，除有機栽培面積普遍規模小、人力不足外，有機栽培的單位面積產量也普遍

低落，或係因轉型初期缺乏好菌益蟲，土壤理化性質仍舊不佳，病蟲害嚴重所致。嗣轉

作有機 3 至 4 年後，土壤毒素逐漸消失，好菌益蟲逐漸回來，產量將逐漸提升；然要土

壤恢復健康、生物多樣性要能豐富，也需實施正確的有機農法，方能奏效（郭華仁，

2012）186。 

    再者，生產有機稻米時，需要就其生產農地之土壤與水質通過有機認證，轉型期長

達三年，這段期間對於資金不足的小農將承擔高額投資成本、驗證費用、收成不佳及虧

損的重大壓力。而且，有機稻米生產時，合作社因無烘乾設備，苦於設備短缺，所以參

加合作社的農民需繳交乾穀，再經由合作社自行加工與包裝，變成小農自己不僅要負責

生產成本，也要自己負擔稻穀烘乾費用。加上，合作社乾穀收購價格遠低於有機米的市

場銷售價格，使得小農的生產收益甚低，因此，與慣行農業生產稻米相較，有機米的小

農生產及經營成本遠高於慣行農業，且其單位面積生產量及淨收益普遍會低於慣行農

業。同時，由於有機稻米生產的成本高、產量低，行健村第一批投入有機生產的小農，

也須花費 3 至 4 年的時間才能夠損益平衡。後期投入有機栽培的年青小農，往往因為無

法度過虧損期而萌生退意。因此，如何使有機生產的收入更具穩定性，無疑是當務之

急，也是小農在有機稻米生產及經營結構改善過程中所面臨的困境。 

    我國有機農作物生產自 2007 年起，由農政單位先後訂定有機農業生產相關法規，以

供生產相關業者得以遵循的依據，而有關認證工作則由政府委由民間機構辦理，然檢驗

程序包含文件審查、現場稽核、實地查驗、審定決定等187，倘農民未依規定檢附文件或

實地查驗時尚有疑慮者，且民間驗證機構也未明訂驗證核發證明期程，政府部門亦未加

以明定驗證審查、結果通知之期限，乃至農民無法掌握驗證申請期程，未及取得有機驗

證證書，可能無法將農場品以較高的有機產品價格售出，有錯失市場交易的最佳時機之

虞，造成農民損失。對於年長農民而言，繁雜的驗證手續工作（係指田間管理書面化），

增加不少農民負荷，顯然民間驗證機構或是政府農政單位在有關農業生產轉型過程，未

考量這些年長農民如何調適這種改變，增加其額外的田間管理紀錄與除草工作，對於年

長農民確有困難，因此，行政事務、勞動工作加重、驗證費用等情事，不易吸引慣行農

業的農民或青農進入有機生產行列，值得農政單位深思，應如何協助有意願從事有機生

產的農民加入。 

                                                       
186 郭華仁，【有機農業 Q&A】(3) 如何確保產量？如何解決人力問題？http://e-info.org.tw/node/80246 
187 http://tw-toc.com/big5/index.asp，搜尋日期:10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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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以宜蘭三星行健村生產有機稻米為例，雖然，參加合作社的小農，得藉助合

作社的支持降低投資及經營成本，如合作社提供碾米、包裝等機具，免去小農購買農機

具的負擔。但是，生產成本因生產面積無法擴大而無法降低，加上有機稻米產量較慣行

生產少，必須要達到一定生產規模，始得以養活一位專業農。因此小農生產有機稻米

時，必須在土地利用方面達到一定面積的經營規模。 

（2） 宜蘭三星行健村有機稻米生產的最適經營規模 

    學者殷章甫（2004：204）指出所謂農業經營的目的在於追求最大而持久的利潤。故

最適的土地利用度或經營集約度，也應該以能夠達到此目的者為原則。因此最適利用度或

最適集約度，係在某一定的農場經營規模或面積情況下，最適的土地利用而言。然而，所

謂最適規模（Optimum size），係在各種不同規模的情況下，除不斷的實施集約度外，同時

也改變本身的規模，此際所實現的最高效率規模，一就是平均生產效率最高的規模（殷章

甫，2004：211）。 

    依據宜蘭縣三星鄉有機農場經營面積統計資料，農場面積在 2 公頃以內有 14 家，佔

三星鄉有機農場戶數約 46.67%，而行健村有機農場有 26 家，4 家有機農場經營面積介於

2 至 4 公頃，另一家有機農場經營面積為 18.7414 公頃。再根據本研究訪問行健村有機農

場農民，調查該農業經營的成本與收益情形，受訪對象有六位，其經營面積（含自有和承

租農地）介於 0.388 至 3.13 公頃之間，且受訪農民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者，因此，本研究

將進一步分析受訪者所提供的從事農業經營的成本與收益等數據，並參考我國行政院主計

總處所提供的「農家與全體家庭所得之變動」 ，並以 2009-2013 年為期間，臺灣全體家

庭所得平均數為每戶 1,156,460 元，平均每戶農家所得為 934,398 元，其中包含每戶農家

的農業所得之平均數為 195,561 元，作為本研究宜蘭三星行健村有機稻米生產的最適經營

規模之參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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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農家與全體家庭所得之變動 

 
平均每戶 

農家188合計 

平均每戶 

農業所得 

平均每戶 

非農業所得 
全體家庭所得 

農家∕全體

家庭（%） 

2009 872,668 182,102 690,567 1,128,201 77.35 

2010 884,547 182,160 702,387 1,123,761 78.71 

2011 933,785 183,948 749,837 1,157,895 80.65 

2012 995,645 215,795 779,850 1,176,877 84.60 

2013 985,343 213,800 771,542 1,195,566 82.42 

平均值 934,398 195,561 738,836 1,156,460 80.80 

單位：新臺幣元∕戶 

（資料來源：行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農糧署，農糧統計資料庫‧統計大類‧表格‧農家與全

體家庭所得之變動，

http://210.69.71.166/Pxweb2007/Dialog/varval.asp?ma=AG0003A1A&ti=%B9A%AEa%BBP%A5

%FE%C5%E9%AEa%AEx%A9%D2%B1o%A4%A7%C5%DC%B0%CA%2D%A6%7E&path=../

PXfile/CountyStatistics/AG%C2%B3%ACF%C0%F4%B9%D2/&search=%AEa%AEx%A9%D2%

B1o&lang=9，最後瀏覽日期：2015.05.24。） 

    首先，宜蘭縣三星鄉稻米生產期為一年一期，本研究就 6 位受訪者提供有機稻米生

產之成本與收益統計，得出一年（103 年）每公頃淨收益平均 61,241 元。另外，收益較

高的受訪者有 X01、X02、X15 三位，統計一年（103 年）每公頃淨收益平均為 138,080 

元，此三位受訪者淨收益高於平均數，是因為其從事慣行與有機農業稻米生產的年資較

長，或農民經驗較為豐富，或因耕作面積較大，或較勤於田間管理，或致力於以天然資材

提高地力與防治病蟲害，故可能有較低的生產成本，與較高的生產量，進而提高其淨收

益。 

    下表推估不同所得/淨收益水準下所需達到的經營規模。首先，倘若以每公頃淨收益

138,080 元的較高水準計算，若一家庭夫妻皆為專業農，可能要達到臺灣平均每戶農家所

得 934,398 元的所得水準，才能維持一家生計，則經營規模需要 6.77 公頃；若要有較高的

生活水準，達到臺灣全體家庭所得 1,156,460 元的所得水準，則經營規模需要 8.38 公頃；

若農戶為兼業農，可能僅要要達到臺灣平均每戶農業所得 195,561 元的所得水準，則經營

規模需要 1.42 公頃。 

  

                                                       
188 「農家」係指一般家庭從事農作物之栽培，家畜、家禽及蜂、蠶之飼養等生產事業，且合乎農業普查農牧戶

標準者﹝不含全年休廢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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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倘若以每公頃淨收益 61,241元的較低水準計算，若一家庭夫妻皆為專業農，可

能要達到臺灣平均每戶農家所得 934,398 元的所得水準，才能維持一家生計，則經營規模

需要 15.26 公頃；若要有較高的生活水準，達到臺灣全體家庭所得 1,156,460 元的所得水

準，則經營規模需要 18.88 公頃；若農戶為兼業農，可能僅要要達到臺灣平均每戶農業所

得 195,561 元的所得水準，則經營規模需要 3.19 公頃。 

   因此，本研究認為若農家為專業農，為維持家庭生計，在淨收益較佳的情形下，至少

需要 6.77 公頃，在淨收益較差的情況下，至少需要 15.26 公頃。其次，若農家為兼業農，

僅欲從農業賺取相當所得，在淨收益較佳的情形下，至少需要 1.42 公頃，在淨收益較差

的情況下，至少需要 3.19公頃。加上，從受訪者的訪談中，及其本益分析，發現生產面積

必須達 2 公頃以上者，才有相當規模經濟效果，能有較佳的淨收益。 

    故本研究認為宜蘭三星行健村有機稻米生產的最適經營規模，假設在農家的有機技術

與經驗充足，能有較高的淨收益的情況下，若農家為專業農，至少需要 6.77 公頃，則每

戶農家所得可達到 934,398 元，以維持基本生計；若為兼業農，至少需要 2 公頃，其淨所

得可獲得 276,160 元，平均每個月為 23,013 元，略高於勞動部所制訂勞工最低基本工資

每月 20,008 元189。 

    但是，可能出現氣候不佳、欠收、乾旱或蟲害等問題，或農家技術與經驗較不足，或

農家剛投入有機農業，致產量與淨收益較低。此時，若農家為專業農，至少需要 15.26 公

頃，則每戶農家所得可達到 934,398 元，以維持基本生計；若為兼業農，至少需要 3.19 公

頃，其淨所得可獲得 195,561 元。 

【表 52】不同所得∕淨收益水準下所需達到的經營規模 

不同所得﹨淨收益水

準下所需達到的經營

規模﹨比較標的 

6 位受訪者的平均每

年每公頃淨收益 

2009-2013 年間臺灣

平均每戶農業所得 

2009-2013 年間臺灣

全體家庭所得 

受訪者 X01、X02、

X15 的平均每年每公

頃淨收益 

6.77 1.42 8.38 

6 位受訪者的平均每

年每公頃淨收益 
15.26 3.19 18.8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189每月基本工資由 19,273 元，自 104 年 7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至 20,008 元。資料來源：中華民國勞動

部（103.08.29），新聞與公告‧新聞稿‧基本工資議委員會達成共識，自 104 年 7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

整至 20,008 元，調幅 3.81%；每小時基本工資比照調升至 120 元，

http://www.mol.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24&article_id=7774，最後瀏覽日期：2015.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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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灣研究個案農業經營與轉型之歷程與課題分析 

（1） 宜蘭三星行村農業經營與轉型之歷程與課題 

    宜蘭縣位處臺灣東北部，三面環山，東面為太平洋，蘭陽溪沖刷形成富饒的蘭陽平

原，為臺灣重要農業縣之一。而行健村位於宜蘭縣三星鄉的心臟地帶（位置如圖紅框所

示），面積 6.5 平方公里，共約 300 戶、人口約 800 多人。全村耕作農地面積約 200 公頃，

自古以來即以農業為主要產業，是一個典型農村，其中蔥蒜與銀柳產量為全國之冠。該村

北有行健溪、南有安農溪，為沖積扇地質，是栽種良質米的最適地區。 

 

【圖 61】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位置圖 

（資料來源：宜蘭縣三星鄉公所，http://www.sanshing.gov.tw/cp.aspx?n=FB990C08B596EA8A,

引用日期：2016.9.29） 

① 行健有機村之緣起與概況 

    有機村的幕後推手，是擔任二十年的「超級村長」—張美。因其有感於過去採行慣

行農業，村內的農民，時常噴灑農藥，農地瀰漫了灰濛濛的農藥氣體，農耕地景呈現單

調、缺乏生氣的景象，且不僅氣味嗆鼻，也使耕作的農友身體狀況變得更差，更重要的

是此種生產型態並沒有為村民帶來合理的收入。為了找回古早時期那種純樸的農村社會

與生氣盎然充滿多樣物種生態的行健村，以維護農村農地的永續利用，並有鑑於當地地

理條件，除有南北兩條溪流作為行健村的天然環境隔離外，當地氣候適中，水質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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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發展有機農業。是以張美決定推動能夠帶來更多收入，又對環境與農民健康有助益

的有機農業，並在農政單位的輔導下成為宜蘭縣第一有機村。又為了協助農民銷售農產

品，整合各項通路與行銷資源，並為了農村風貌的永續經營，於是她開始挨家挨戶遊

說，堅持的理念打動了村內部分農民，於 2010 年在當地一群農友共同發心下，成立「行

健村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當時有機稻作僅 9 公頃，成員僅有 11 人。成立後不僅協同

不同單位合作執行村內環境水質與生態隔離帶之調查，並於農委會花蓮農業改良場蘭陽

分場的指導下，針對有機農業栽培與病蟲害防制方式上有更進一步的改良，190至 2013 年

有機耕作面積已有 32 公頃，成員也達 22 人。 

② 行健有機村之發展課題 

․ 青壯年農民人力投入不足 

    目前參與有機合作社的農民多半為年紀較大的老農，他們憂心有機產業面臨的困境

使得新生代怯於加入此行列。身為合作社中較為年輕的受訪者 F6 也表示，一些朋友也

想要像他一樣投入有機，但是礙於資金、設備、人力方面而卻步。因此，他希望政府或

社會大眾能夠有紓緩有機勞力的相關措施，為有機小農提供實質的幫助，X06 表示：

「有機農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人力投入，行健村都是老農為主，那未來新農要進來，大家

都會看嘛……那麼辛苦，有的投入不到幾個月就放棄投降了。那能不能解決人力的問

題，譬如跟學校建教合作啊，或是學校有勞動服務的部分、或是社會服務，是不是可以

考慮投入有機？幫忙有機農戶除草、認證等等，這樣的話可能可以舒緩有機勞力密集的

困境。」另有受訪者 X09 則表示，家人在農忙時期亦會幫忙：「平常就我和爸爸（在種

田），農忙時其他家人會來支援。」有機農業既屬勞力密集的農作技術，人力問題無法

解決，小農即無法擴大生產面積，對於行健村希望有更多的農民投入有機產業，以提升

農村多功能效益，自也形成一個障礙。 

․ 農業收入不足以維持農民所得與農村經濟 

    實施有機農業有諸多的功能，是以如從社會化的面向觀之，其所產生的經濟效益當

為合理，惟農業之多功能性應以其有助於農民收入增加與農村經濟之富麗，是以實施有

機農業之結果，如未能產生上述正向效益，勢將形成實施有機農業的障礙。本次的訪談

中，農民即不諱言，他們在有機農業的實施上，仍有經濟上的疑慮，分別說明如下： 

A. 農民普遍面臨資金短缺問題 

    行健村推行有機農業已有一段時日，其產業規模與參與人數雖有逐漸增多之勢，

受訪農民對於全村有機化仍未有足夠之信心。究其原因，受訪者不約而同地表示資本

短缺之難題。此問題包含了加工設備之匱乏以及土地取得困難。這些有機小農欠缺龐

                                                       
190  北基宜花金馬區就業服務中心多元就業諮詢服務網，http://jobmepp.nasme.org.tw⁄partner⁄info.aspx?pID=281，
最後瀏覽日期：201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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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資金支援，亦苦於設備短缺。而擔任地方農業推手的角色－農會，並沒有扶植有

機合作社推廣有機，更遑論提供相關設備，對於有機小農的協助微乎其微。受訪者

X02、X09、X10、X12、X14 即說出有機農民的心聲：「目前農會沒有在做有機。照理

說農會應該要有個有機的場地，讓我們烘乾、加工、促銷。但有機我們是自己促銷，

所以經費開銷很大就是這個原因。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加工場所，所以連貯藏的場地也

要跟人家租，碾米廠要租、辦公場所也要租。所以政府推廣有機，都沒有配合我們

（的需求），所以我們的生存很艱難。」「三星農會主要重心在推行三星蔥和上將梨，

對有機農業沒什麼興趣。」「一開始通路和銷售的問題最大，因為原本做慣行的時候，

銷售就交給農會就好，但是轉型有機之後，農會並不收有機的作物，變成自己要負責

銷售，這對農民來說非常的麻煩。農會不收有機米啊，還好有成立合作社，因為我不

太會賣，所以我的米 80%都交給合作社來銷售。」「還是希望外界，能夠協助合作社添

購必要的設備。」 

B. 有機米產量較低，農民勉強維持收支平衡 

    農民起初對於投入有機後的收穫量並沒有太多的預設立場，直到投入後的一、兩

年才會發現與慣行農業的差異。相較於傳統栽培米，有機米的收成量較低，以 2011 年

的水稻產量為例，宜蘭縣傳統耕種的稻田，每公頃平均稻穫量 12,000 台斤，行健有機

村只有 7,000 到 8,000 台斤，受訪者 X01、X04、X10 談到慣行與有機產量及收入的差

別：「一開始是不知道啦！種（有機）一年才知道收入會比慣行少多少。慣行的收穫量

比較多，普通 1 甲（有機的）地少割 3,000 台斤，慣行的可割 10,000 斤以上，有機的

只有 7,000 多斤……」「你看我種的田那麼多，其實沒有賺什麼錢欸！都只是收支打平

而已，因為也沒有記帳什麼的，就是可以過日子這樣而已。我以前也是沒田啊，一兩

甲地都是我自己買的啊，堤防水溝都是自己貼錢的」「最大的困難我覺得是經濟上的考

量，因為它畢竟不是一個賺錢的行業。但我覺得有機農業是未來很有發展的行業，只

是現在還沒有成熟。另外，剛開始的時候因為體力不夠，租了 5 分地結果只有耕種 1

分地，白白浪費了地租，後來跟其他人合租農地，自己從一分地開始耕作，然後慢慢

到今天這樣的規模」 

    有機栽培的單位面積之產量低落，或係轉型初期缺乏好菌益蟲，土壤理化性質仍

舊不佳，病蟲害嚴重所致。嗣轉作有機 3 至 4 年後，土壤毒素逐漸消失，好菌益蟲逐

漸回來，產量將逐漸提升；然要土壤恢復健康、生物多樣性要能豐富，也需實施正確

的有機農法，方能奏效。191此外，有機產品單價比慣行產品還要高出許多，故如何讓

消費者有意願購買，也是另一項挑戰。受訪農民認為，有機產品賣太貴人家還不買，

既有益國民身體健康，應該要大家都吃得起。正如受訪者 X09、X10 所說：「因顧客群

漸漸成長，期盼增加農場的規模。如果可以的話，還是希望大環境能夠對有機農業更

友善。」「希望能把農業的大環境提升，務農不再是弱勢時，也不用老是需要人家補

                                                       
191  郭華仁，【有機農業 Q&A】（3）如何確保產量？如何解決人力問題？，http://e-info.org.tw/node/80246，最後

瀏覽日期：201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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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然而，由慣行農業轉型投入有機栽培並非易事。此係因小農多賴農業經營維生，

經濟狀況並不富裕，但為栽種有機品仍需投注不少金錢與心力。有機產品雖單價較

高，但成本高、產量低，行健村第一批投入有機生產的小農，也須花費 3 至 4 年的時

間才能夠回本。而在後期投入有機栽培者，往往因為無法度過虧損期而萌生退意。故

如何使有機生產的收入更具穩定性，無疑是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C. 有機驗證存在困難，且提高農民的成本負擔 

    行健村的務農者多為高齡之老農，青壯年就業人口多半外流至外縣市尋找其他工

作，能夠回鄉務農的人力並不多。年長之農民體力已不如壯年時期，繁雜的驗證手續

工作增加了農民工作負荷。驗證雖是不可或缺的一環，然而繁瑣冗長的驗證程序，顯

然未考量到這些長年農作者，無法完成驗證程序要求的難處，受訪者談到資深農民生

於農家，教育程度不高或甚目不識丁，而驗證公司要求農民填寫田間記錄，對於老農

是件相當困難的事，如 X03 所說：「還有一個是紀錄的問題。你看那些年長的老農，你

要他寫紀錄，有的人說拿筆寫字很難啊！他有些紀錄都沒有。有點困難對不對？」 

    此外，現行驗證業務係政府委由民間機構辦理，然而驗證的時程相當長，主管的

政府部門亦未加以督促，以至於農民錯失市場交易的最佳時機，造成了農業的營利損

失，受訪者 X03、X06、X08 分别談到:「設定的驗證手續太繁雜費用又高。像我們現

在有機驗證七月來驗證到現在（8 月底）還沒給我，那叫我怎麼辦？……這個時間

（中元普渡）的價格銷量比較大……府 9 月份才給我（補助費）……中秋節我要賣禮

盒，你驗證還沒給我，那我要怎麼賣？……」「施行有機的農民一定會製作『生產履

歷』。但是去年申請的有機認證，到了今年 2 月才拿到標章，豈不拖延了銷售的流

程？」「慈心認證公司每次派來的人員並非同一個，每個人員的做法或建議常有不同，

造成轉型期間常事倍功半。」 

    再者，有機農業驗證費用過於昂貴，對於資金不豐厚的有機農民也造成了困擾，

受訪者 X02、X03 提及：「驗證公司驗土，我們要花費 4,500，驗水也要花 4,500，割稻

去驗也再花 4,500……」「像我做 2、3 分地，大概就要花 4 萬在驗證上，但我有辦法靠

著有機多賺 4 萬塊嗎？」 

    消費者希望買到品質優良的產品，而生產者希望自己的產品經過品質的保證，因

而希冀「有機認證機構」以公正客觀的角度為產品嚴格把關，是以有機制度的設計

上，應以促成農民有意願轉作或維持有機的措施為之，而非以層層關卡，阻卻了有心

投入有機的農民。部分農民認為，與其每年進行驗證，不如施行「隨時抽查」的制

度，或可以拉長檢驗時間（例如 3 年才作一次），如驗證不合格，政府即不再補助該未

通過驗證的農民，甚至取消有機的資格等等，便能夠減輕農民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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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彰化溪州農業經營與轉型之歷程與課題 

① 彰化縣概述 

    彰化縣位於臺灣本島中西部，北以大肚溪為界，與臺中市相隔，東倚八卦山脈與南

投縣為臨，南以濁水溪與雲林縣相望，西濱臺灣海峽，南北長度約有 43.19公里，東西闊

度約有 40.00公里，縣內主要河流為大肚溪、貓羅溪、濁水溪，均西流入海（彰化縣統計

年報，2013：1）。全縣共分 1市 7鎮 18鄉。而溪州鄉則位於彰化縣最南邊（如圖所示），

南臨濁水溪，與雲林縣西螺鎮、莿桐鄉比鄰；東鄰二水鄉與田中鎮，北鄰北斗鎮、西接

埤頭鄉與竹塘鄉。全鄉面積約 74 平方公里，南北長 8.18 公里，東西寬 13.6 公里，共 19

村。 

 

【圖 62】彰化縣位置圖與各鄉分布圖 

（圖片來源：彰化縣 26 鄉鎮市，http://www.lohastw.com/blog/?p=2171，最後瀏覽日期：2016

年 10 月 27 日。） 

② 中科四期搶水爭議 

    中科管理局委託彰化農田水利會耗費 21 億元，沿著溪州鄉最重要的灌溉水圳，即具

有百年歷史的莿仔埤圳，開挖堤岸道路埋設輸水專管，管線穿越溪州鄉與埤頭鄉，長達

24.5 公里。埋管工程預定於民國 100 年（2011）7 月動工，屆時將對沿線居民生活與農業

用水造成衝擊（邱燕玲、阮怡瑜、湯佳玲，2011）。而根據農委會資料顯示，中科四期預

計每日調度 6.65萬噸農業用水，雖僅占集集攔河堰 3%，然莿仔埤圳沿線長期採行「供四

天、停六天」輪灌制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以致農民在缺乏水源時，只得抽取

地下水灌溉。早在民國 91 年（2002），灌溉水源遭集集攔河堰攔截後，下游更頻繁抽取



第 321 頁，共 399 頁 

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向內陸蔓延（侯俐安，2012；陳志良，2013：42）。此外，政府早

期為協助雲林、彰化地區人民生計發展，鼓勵當地民眾種植水稻，並於沿海土壤貧瘠之

地，建立養殖專區。惟當時之產業規劃發展係以增加經濟收益為先，並未同時就該地區

之水資源分配進行調整，導致相關產業在缺乏充裕水源供應的情況下，被迫抽取地下水

以補水源不足。長期超量抽取的結果，造成雲彰沿海地區普遍下陷。在彰化地區，持續

下陷面積 51.4 平方公里（全縣面積約 1,074 平方公里），年下陷速率為 5.3 公分，而主因

為雲彰地區地層下陷超量抽用地下水（經濟部水利署，2011；陳志良，2013：42）。 

③ 溪州鄉的護水行動 

    對於中科四期的取水問題，溪州鄉農民感到十分不平且憤怒。況且，農田水利會所

傳達的訊息過於片面，僅強調是暫時取水，並不影響農業灌溉用水。然而，對於溪州鄉

的農民而言，集集攔河堰每日專管運送上萬噸的濁水溪溪水到下游供六輕使用，已造成

溪州鄉水源短缺的問題（江昺崙，2011）。農民因而展開反中科搶水運動。從民國 100 年

（2011）開始，溪州鄉農民成立反中科搶水自救會，協同臺灣農村陣線等團體，歷經五

百多天的護水行動。溪州鄉農民以肉身抵擋怪手，每日在水圳旁紮營駐守，終於有所改

變。在民國 101 年（2012）8 月，國科會召開記者會，宣布行政院核定的中科四期二林園

區轉型計畫。而溪州鄉農民最為關切的取水地點，則從莿仔埤圳上游移往中游的 12 公里

處，也就是埤頭鄉所在位置。至此，溪州鄉的護水行動已獲得回應，農民也成功守護了

溪州鄉的農業水源。 

    溪州鄉雖成功護水，停止了護水行動，但反中科搶水自救會仍發表三點聲明，說明

立場並表現出守護農業之決心。其一，自救會仍然反對工業與農業爭奪水源，並且認為

此為錯誤的政策。復又，中科四期的用水計畫，不但缺乏了基礎調查與整體性的規劃，

政府更是慣性、制度性地欺負農民與其賴以為生的土地資源。並期盼中科搶水爭議，能

引發社會上對水源議題更多的檢討與反省，體認生命之水應平等分享給萬物，而非僅為

少數財團所用。其二，中科四期轉型計畫核定本採莿仔埤圳埤頭段（12.5 公里處）取

水，不再複製六輕從集集攔河堰的源頭取水之惡例。對此，溪州農民表示，暫時能較為

放心，並且對於埤頭段以下工程已施作表示遺憾。而農民將暫停在水圳旁的靜坐，然而

保護水源與土地決心並沒有改變，未來也將持續監督、巡邏，也懇請社會大眾繼續地關

注。最後，溪州鄉於反中科搶水抗爭的一年多以來，感謝各方之協助與關心。尤其強調

護水行動並不是結束，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守護水源、土地的行動也會持續努力下去

（守護水圳，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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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護水行動 

 

【圖 64】護水行動 

（資料來源：環境資訊中心，中科四期搶用農水影響 230 萬人糧食來源， http://e-

info.org.tw/node/69201，最後瀏覽日期：2014.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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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水田濕地計畫之推行概況 

    護水事件後，溪州鄉為了延續守護水源與土地的行動，發起了水田濕地生態復育計

畫。此計畫係由溪州鄉公所與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共同發起，以彰化縣政府為提案單

位，莿仔埤圳產業文化協會為執行單位，向內政部營建署提出「國家重要濕地保育行動

計畫」，執行時程以一年為期。民國 102 年（2013）通過計畫，該年度主要基地為溪州鄉

圳寮村 2.2 公頃農民土地，另搭配鄰近 2 公頃樹林、灌溉渠道、田埂自然化，進行水田濕

地營造。並結合溪州鄉其他區域農民共 5 公頃之農地、與明道大學 12 公頃土地參與該次

計畫，透過五次講習教導農民以不使用農藥、化學肥料的方法進行水田濕地復育。此計

畫引用莿仔埤圳之濁水溪水做灌溉，所收獲的農作物亦為溪州鄉「營養午餐在地食材計

畫」主要食材來源。 

    經由水田濕地復育與營造，溪州鄉體會水資源對於農田的重要性。而在今年（民國

103 年）再次提出計畫，延續第一次的計畫內容，並且擴大農民參與人數，已達推廣之

效，今年總計有 22 戶農友加入，且水田濕地復育面積達到 17 公（約 18.5 甲）的農地

（溪州鄉公所，2014：13）。 

    溪州鄉的水田濕地計畫，最主要的目標在於恢復農村之生物多樣性。其方式為邀請

農民使用無毒的方式栽培水田，並與學術研究單位共同紀錄、調查水田的生態環境變

化，營造出具有生物多樣性的水田濕地。這不僅讓產學之間有所交流、更能使農民在復

育過程中能深刻體會農業核心價值，不僅只是農作物的生產，還包括了氣候的調節、地

下水的補注等多功能之效益。在第二年期的計畫中，期能建立路徑、地理面貌的基礎資

料，並透過調查、分析以及紀錄，逐步形成完整、豐富的生態樣貌。更重要的是，農民

也能反思現代化的轉變對於農田生態的影響為何，以及改善因應之方法，才能真正落實

生態棲地的保育意義。在參與的過程中，亦能夠比對過去與現在的生態環境、生物數量

的差異性，對於未來執行水田濕地復育計畫，農民將會具有更詳盡理解的田間管理概

念。而計畫的願景，係共同打造對環境友善、安全無毒的食物鏈，以落實環境復育的本

意（溪州鄉公所，2014：10）。 

⑤ 稻作農業發展之困難 

․ 慣行水田利用 

A. 因使用農藥、化肥，而提高生產成本 

    慣行農法所需要的化學肥料，縱使比有機肥料來得便宜，但近年來因為原物料成

本上漲，以致化肥價格也跟著提高。雖提高了價格，但成分卻不太確實，作物成長所

需的元素含量少，必須增加施肥的量，才能使作物得以吸收。如受訪者 F09 所說：「肥

料給民間來作，實在是很沒有道理，商人愛漲就漲。現在很頻繁的在漲價，以前可能

半年才漲一次，現在不是喔！現在每個禮拜的肥料價格都不太一樣，很亂啊！以前肥

料多便宜啊！」化學肥料除了價格調漲幅度大，品質也不如從前，常出現利用小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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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重量，或是營養成分不高的情況。如受訪者 F10 與 F09 表示：「現在比較需要解決

的事情，就是化學肥料價格太高了。肥料很貴，那種植的成本也提高了。以前一袋肥

料只要一百多，現在漲到三百多。貴就算了，成分也沒有很好。臺灣的化學肥料成分

不太誠實，就像氮、磷、鉀之類的成分不多，就是說即使灑了肥料，也要灑很多，不

然看不出什麼效果。」「到現在，肥料裡面還是會參沙子，當然重量就比較重，賣給我

們農民，當我們是傻子！」 

    化學肥料的作用，主要係強迫植物吸收養分，進而增快植物的生長速度，產量亦

能快速提高。縱使化學肥料本身並不會對人體直接產生危險，但是，農作物在生長過

程中被強迫吸收過量的養分，雖植株外觀碩大、翠綠，內部仍是營養不均衡，使得作

物對於病蟲害的抵抗力更加脆弱，而必須施用更多量的農藥，如此惡性循環。如受訪

者受訪者 F01 表示：「灑農藥的就是比較費工啦，要一直施肥還要噴農藥」此外，受訪

農民也感嘆地說，以前在購買化學肥料時，曾發現包裝裡面參雜其他物質，並非全部

都是肥料。肥料商的偷工減料行為，也造成了農民耕作上的困難與成本。如受訪者

F07 所說：「慣行都是請人來噴農藥、化肥。但以前曾經發現化肥裡面參雜海砂，現在

偶爾還會發現小石頭。這些企業家都在吸農民的血……農民花錢買肥料，一包 40 公

斤，但裡面可能 10 公斤是沙子，真的很惡質」農藥與化肥的施灑，讓土地的酸鹼度失

衡。土壤酸化後，已經不再鬆軟肥沃，地力漸漸喪失。若為了強迫作物生長，只得加

重施肥，直到地力枯竭，將造成無法回復之傷害。亦因增加化肥的投入，而提高生產

成本。 

․ 無毒水田利用 

A. 無毒稻米產量偏低 

    開始嘗試水田濕地，將可能與農民既有的慣行農法思維有所違背。以往，高投入

化學肥料以及農藥的行為，都是為了提升農場的生產效率。農民當然知悉，施行無毒

的水稻種植，較能保障生產者與食用者的健康。但農民也坦言，不得不面臨的，便是

農作產量大幅降低之問題。如受訪者 F03 表示：「我的水田濕地產量可能是最低的。這

一期作遇到了兩三個颱風，颱風之後水源頭就斷掉。造成沒有水可以控制雜草，雜草

也長得比較多。」。由於不施灑農藥，加上遇颱水源變得不穩定，相對地雜草生長變得

較難以控制，進而影響了產量。另外，水田的豐歉也深深受到氣候的影響，如受訪者

F10、F11 所言：「但是喔，種無毒的成本非常的貴。產量很少，去年我也才收割 1,000

斤而已，因為氣候的因素，讓收穫量降低很多。今年如果氣候比較好的話，也許可以

多一點」「慣行田 1 分地可以有 2,000 斤，無毒的田，1 分地收個 800 到 1,000 斤，就已

經很好了。1 分地產量賣出去的價格，無毒至少要高個六成，農民可以回本，才會願

意去做無毒。當然我覺得做無毒的，比較快活。明年如果有計畫，應該也是會想要繼

續參加，但還是沒辦法種太多，在我能力可及的範圍裡啦。我們年紀都大了，每天這

樣除草什麼的，也是滿累。其實這樣算起來，我們 1 分地也沒有賺多少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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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無毒農法的天敵－福壽螺，也是產量減少的因素之一。如受訪者 F03 表

示：「之前也有福壽螺的問題。剛插秧下去的時候福壽螺就吃掉稻苗。」無毒耕作使用

天然、又能分解福壽螺黏液的苦茶粕，降低了福壽螺造成的危害。而最困擾無毒栽培

的雜草問題，除了要從整地、管水等基本面減少雜草生成以外，還需要人力一枝一枝

地拔除，以防雜草把水稻的養分都吸收殆盡。如受訪者 F01 表示：「那水田濕地最麻煩

的就是雜草問題，其他的問題都還好，只有為了雜草長太多煩惱怎麼處理而已。雜草

還是要人力去除啊，雜草太多就會把稻子的養分吸光光。」另外兩位受訪者 F09、F10

也說：「作無毒喔，要一直除草，花的時間多。一分地的雜草要除多久你知道嗎？只要

不噴農藥的，雜草長出一枝就要拔一枝，一枝一枝地拔…」；「無毒就是多多注意雜

草，灑有機肥料就好了，光是不噴農藥這件事，處理起來就已經很輕鬆了，噴農藥很

累啊。」 

B. 有機肥料成本高昂 

    無毒水田所使用的有機肥料，同樣因為原物料價格上漲而變得昂貴。然而，為了

要讓無毒水田的產量不至於過低，農民會使用有機肥料代替化學肥料，施灑在土地

中，如受訪者 F10 表示：「我自己的田有種慣行跟無毒的。我發現，無毒的水田使用的

有機肥料要用得多，產量比較好。我有找到符合農委會認證的有機肥料，那個就可以

灑入田地當中。」由此可知，肥料的成本問題並非只有慣行農法才有，而是當前農業

發展普遍遇到的問題。如受訪者 F10 所述：「本來做無毒的稻子，就是不會種得很好

看。如果要稻子長得好，依我來看，成本會花得相當高。我今年無毒的水田有 1 分

地，就灑了 20 包的有機肥料啊！1 包就花了 200 多塊錢，你看這成本有多高？1 分地

我就花了 4,000多塊的成本。同樣的面積，灑化肥的話，只需要花兩千多的肥料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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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花蓮光復太巴塱部落農業經營與轉型之歷程與課題 

① 花蓮縣光復鄉太巴塱部落概述 

    北富村位於花蓮縣光復鄉，其為阿美族太巴塱部落的一部份，因土質優良，盛產稻

米、箭筍及糯米等農產品；自 2009 年實施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現已進入核心班之培力階

段。2008 年政府開始推行小地主大佃農之農業政策，北富村之農民反應熱烈，參加者

眾，然而在 2012 年卻因為財政因素致使小地主大佃農之政策宣告無法繼續施行，導致參

加的農民面臨補助中斷的危機；本計畫將嘗試透過區域與文化差異的揭露，探討農業政

策應如何考量因地制宜的配套措施。再者，如要部落農業轉向本於土地倫理與多功能

性，其所遭遇的困境與相應處理政策措施為何，亦須一探究竟。故本計畫選擇此部落為

研究個案，期能以之探討原住民社區如何落實農業政策，與因應農業政策的改變，以作

為研擬永續農業政策實施措施之參酌。 

 

【圖 65】花蓮縣光復鄉北富村位置圖 

（圖片來源：台灣鄉土書目資料庫 http://localdoc.ncl.edu.tw、光復鄉公所全球資訊服務網

http://www.guangfu.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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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太巴塱部落實施小地主大佃農之概況 

    截至民國 102 年（2013），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活化了 9,854 公頃的休耕農地，大佃農

1,578 人，總經營面積來到 13,187 公頃，確實活化了大量的休耕地，讓許多老農願意提供

土地。 

【表 53】小地主大佃農實施情況 

年次 
小地主

人數 

大佃農 

人數 
總經營

面積 

承租面積 
平均承租

規模 連續休耕農

地租賃面積

一般農地 

租賃面積 
總計 

2009 --- --- --- --- --- 2,580 --- 

2010 8,121 703 5,649 3,540 516 4,056 8.04 

2011 13,912 1,002 8,433 5,187 1,362 6,549 8.44 

2012 18,265 1,328 9,579 6,453 1,551 8,004 7.21 

2013 25,724 1,578 13,187 9,854 1,414 11,268 8.36 

（資料來源：花蓮縣光復鄉光豐農會） 

    光豐農會是花蓮縣光復鄉與豐濱鄉區域性的農會，農會作為小地主大佃農政策的仲

介角色，建構一個農地買賣或租賃的資訊平臺及服務環境，即「農地銀行」的概念。截

至民國 103 年（2014）第 1 期，從事小地主大佃農的農民有 33 位，1 位為豐濱鄉農民，

其餘則為光復鄉農民，面積為 320 公頃左右，豐濱鄉農民僅佔 5 公頃左右。 

    身為光豐農會指導員的受訪者 T01 表示，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自民國 99 年（2010）度

實施以來，水田面積從 500 公頃增長到 800 公頃，起初成長較為明顯，1 年約有 200 公

頃，近期成長速率趨緩，1 年約 20 公頃，符合小地主大佃農的農地也多被租賃。 

    民國 98 年（2009）5 月，推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時，當時國際糧價高漲，政府公糧

稻穀庫存僅 20 餘萬公噸，便借此收購公糧；民國 100 年（2011），繳交公糧的稻米由每

公斤 23 元提高為 28 元（保價收購每公斤提高 3 元、補貼烘乾費 2 元），造成越來越多農

民投入稻作；民國 101 年（2012）1 至 5 月，大佃農的稻作申請案就暴增 2000 公頃，保

價收購加上租地獎勵，估計所需經費破億元，造成財務負擔；同年 7 月 5 日，農糧署行

文各縣市要求暫停稻作案件申請，光豐農會指導員羅恕涵表示，當時推行小地主大佃農

的政策尚未滿一期（3 年），因為政府政策的搖擺，使得剛投資稻作機具的農民不安與不

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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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101 年（2012）10 月 23 日，農糧署在花蓮舉辦小地主大佃農政策說明會，強調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不變，將持續輔導大佃農經營種植進口替代作物，如飼料玉米、大豆

等；至於大佃農辦理種植水稻者，原已簽訂契約者，政府給予條件不變，對於 3 年租約

到期者，將提供續約 3 年，續約期間有兩種輔導措施供大佃農自行就經營型態來選擇，

一種為每公頃補助 4 萬元，不得繳交公糧，另一種為補助 2 萬元，可繳公糧。 

③ 太巴塱部落面臨小地主大佃農之課題 

․ 休耕補助政策的負面阻礙 

    民國 102 年（2013）1 月 1 日起，休耕補貼政策（水旱田利用調整計畫）改為補助

一期，光豐農會指導員 T01 表示，政策的調整使得未來即使沒有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大

佃農也有更多的籌碼能與小地主來談。政府的補助逐漸縮減，農會提供的貸款幾乎都要

1∕2 左右的自備款，不見得是一種壞事。光豐農會指導員羅恕涵表示，當補助越多的

時候，反倒會造成農民的過度依賴，常有許多農民在原有規模沒有增加下，添購新機具

造成成本的增加，形成一種做了多年農業卻只賺到農機具的情形；邦查有機農場的受訪

者 H05 也認為，農民應該利用政府提供的補助來壯大，而並非依賴。 

․ 農民健康保險的逆向福利誘因 

    此謂「農民保險制度提供過度優惠保障」所姹生的反效果。按現行農保制度所規範

的加保門檻相當寬鬆，且無投保年齡上限之限制，尤其是農保具備低費率（農保費率調

整為 2.55%）、低保費（農民僅需自付每月 78 元的保費）、高給付（含 10200 至 408,000

元 15 個等級的殘廢給付、153,000 元的喪葬津貼，以及全民健保保費優惠、老年農民福

利津貼、農漁民子女就學獎助學金等衍生之福利措施）的特殊優惠誘因，故導致多數老

年農民不願因出租農地而喪失其原享有的優渥農保福利，僅管農保條例已於 2008 年 11

月 7 日修正通過所謂的「小地主大佃農」條款，針對年滿 65 歲，且農保年資累計 15 年

以上的被保險人，當老農配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而將所有農地全部辦理移轉或出租

時，其雖未能繼續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但仍能保有原來的農保資格。可惜，此農保修法

之美意，尚無法滿足農民的福利需求，因為老農所擁有的農地，尚涉及到其他幫農家屬

的農保權益，故僅放寬老農持續加保的權益，仍無法位「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解套。 

․ 資金、設備短缺等問題 

    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目標，為實現農業的規模化。此為協助大佃農承租農地，希望

藉由擴大農戶經營規模，得以提高規模經濟效益。然而，受訪者卻認為，光是整地便需

要相當高昂的費用，農機具設備也相當缺乏，如受訪者 H01：「一開始整地費用很高，

一年一次付，光是整地租金、機具…借 100 萬根本就不夠！不足的錢，剩下我們要自己

找。還好家中長輩還有留乾燥機、曳引機給我，我的困難還比較輕。其他人可能都是完

全沒有機器！100 萬要開墾整地，光是整地費就頭痛。因為是第一次碰小大政策，推土

機費用一甲地就要花個十來萬。」受訪者 H01 又說：「雖然借到 100 萬，但都沒有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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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一次做了 15 甲。但我們人力範圍顧不到那麼多。做那麼寬，一個人一個月 5 甲

到 7 甲份量就差不多了。」受訪者 H04 也說：「我們花費很多時間去整地，1 甲地大概

就要花 10 萬塊的整地費，政府才補助我們 2 萬塊，剩下的部分就得自行負擔。有些地

原本是非常小塊，為了要耕作及管理上方便，所以我就把它們整成一大塊。」受訪者

H02 補充，有農友因不堪財務負荷而放棄：「做小大也是有人倒閉。一開始有開墾費的

補助，記得一開始 2 萬…第 2、3 年變 1 萬，後來不了了之。」因此，受訪者 H02 希望

政府能夠提供資金，補助農機具：「建議政策的部分，對於我們大佃農來說，要繳一分

地一千塊的租金。但對機具的補助很少，對經濟的補助好像也沒有。我們幫地主做農，

他們出地而已，做好做不好都是我們承擔。」 

    而受訪者 H03 則認為，未來希望有大企業能夠來扶植農業生產，目前的農業生產工

具都得由農民自身來貸款購買，有一種為了還錢而工作的感覺，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雖

然好，但是似乎沒有一個好的配套策略。他建議可以建立一個代耕團隊（統籌機具），

透過分工的方式來工作，減少機具的重複與浪費，也能降低支出費用（平衡不同價

錢）。 

․ 政策推動應具備延續性與配套措施 

    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之目的係為鼓勵無力從事耕作之老農或無意願從事耕作之農

地所有權人（地主），將農地長期出租，給有意從事農業經營的年輕專業農民，推動農

業經營之規模化、集團化及效率化，減少農地休耕廢耕，活化農地資源，進而促使農業

轉型升級，提高整體農業競爭力。但是，受訪者 H04 卻認為，政策的延續性不足，其中

的問題相當多：「我不懂臺灣的農業政策為何每兩年就喊停或調整，沒有一個持續性或

延續性。為了使休耕水稻田能夠充分利用及降低臺灣農業老化的問題，政府才推動小地

主大佃農政策，鼓勵年輕人返鄉傳承農業，有點仿效日本青年返鄉計畫。像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農民已經購買農機具、設備，後來告知政策要調整，才短短 3 年要如何判斷這

項政策的成敗呢！政府希望能夠解決休耕的情況，應該就該給想要從事小地主大佃農的

農民來作。」 

    再者，受訪者 H04 以日本為例，借鏡該國推動政策的完整性，並強調臺灣的農業相

關資訊應有平臺可供參考。並且重視農業跟工業之間的平衡，別讓立意良善的政策淪為

口號：「之前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要喊停，但我認為，要先有個配套才能喊停。日本政府

鼓勵年輕人回鄉，願意回鄉種田者，前兩年補助其生活的津貼並輔導成為專業農民，接

著又有新的配套，例如告知有多少公頃可以承租並精確地掌控各種作物的生產量，才不

會導致生產過剩，臺灣面積小，應該要建立一個平臺告知什麼作物是過剩或短缺的，讓

資訊流通。除此之外，還需要思考一個嚴重的問題，農業與工業已經失衡，臺灣農業政

策並沒有因為社會變遷而進行調整，工商業應該要扶植農業，補貼就是要試圖縮小彼此

間的差距，吸引一批人力來從事並維持農業，才不會因為世界的動盪而受到災害。小地

主大佃農政策就是在這種立意下而產生，但卻沒有延續，現在政府財政吃緊，最先就犧

牲最弱勢的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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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臺灣研究個案之土地倫理觀與多功能性個案分析 

（1） 宜蘭三星行健村之土地倫理觀與多功能性個案分析 

    本研究與行健村從事有機農業並加入行健有機生產合作社的農事經營者進行深度訪

談，每次訪談時間約 1.5 至 3 小時，執行期間為 2013 年 5 月至 10 月間，以瞭解該村實施

有機農業所呈現的多功能性，並就多功能性不足之處，探析其成因。 

    本研究的訪談方式以半結構訪談法為主，亦即先擬定訪談大綱為主要架構，但提問並

不侷限於預設的題目，亦不一定會按照順序詢問，而是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再進一步探究，

因此訪問的問題彈性地依照受訪者的狀況調整。問題構面分為：農民基本資料、對農地的

價值觀以及多功能性的三大面向（經濟生產、文化生活、自然生態），受訪者為參與行健

村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的有機農民，受訪農民約占該社社員（45 員）之 1∕3，且為實際

從事農耕者，其基本資料如附件一受訪者名冊所示。 

① 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檢視 

․ 生產經濟面 

A. 提升糧食品質安全 

    聯合國糧農組織 1996 年將「糧食安全」的定義為：「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都

能得到為了生存和健康所需的足夠、安全且營養的食品。」192亦即，糧食之產量必須

達到未來人類之基本生活所需水準。而採用有機栽培的方式，能夠降低使用農藥及其

他化學肥料，使農產品較不危害生產者與食用者之健康。 

    行健村主要生產有機米，目前是由較具公信力的慈心驗證公司之驗證。一旦投入

有機栽培之後，農民本身也開始食用有機產品。相較於以往食用慣行產品，受訪者認

為吃有機蔬菜能夠讓身體健康、更加長壽。受訪者很開心的與我們談到這種親身體驗

的改變，且提升對食品安全的意識，如 X01、X02 與 X07 認為：「我現在吃菜都是吃有

機的，感覺比較好，我也在想以前噴藥不好……現在回去做慣行就是做不習慣了。現

在親戚朋友都說你真好！你都是吃有機的……以後有機村可能大家都呷百二齁，老人

建設要先蓋起來齁。」「做有機的家庭也一定是吃有機，身體不會吃一些有的沒的，比

較有保障。」「作有機最大的好處就是全家都可以吃到有機的飯菜，這是第一好處，那

第二好處就是土地變好了、環境變好了。」 

B. 生產模式的轉變 

    過去實施慣行農業時，為了防止稻熱病等疫病侵害，在育苗階段的稻種須先以化

學藥劑洗遍，待秧苗成長後，繼續施灑殺蟲劑及除草劑以去除福壽螺及雜草；相對

                                                       
192 原文「when all people at all times have access to sufficient, safe, nutritious food to maintain a healthy and active 
life.」。參考資料：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http:⁄⁄www.who.int⁄trade⁄glossary⁄story028⁄en⁄#，最後瀏覽日期：

201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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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有機耕作使用天然、又能分解福壽螺黏液的苦茶粕，降低了福壽螺造成的危害；

而最困擾有機栽培的雜草問題，除了要從整地、管水等基本面減少雜草生成以外，還

需要人力一枝一枝地拔除。是以有機栽培為需要大量人力，屬勞動密集的農作方式，

此即有利於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受訪者 X02，談到實施慣行農業與有機農業二者生

產模式不同：「有機的做法跟慣行的完全不一樣，慣行的除草劑化肥都放下去，有機每

步驟都要用人工，除掉敗草（相爭吃肥的雜草）之類。如果不除敗草，田就會變黃，

肥料被敗草吃掉後，稻子就沒肥料可吃了，就會產生稻子的病，所以要使用很多人

工。」 

    受訪的 X04 則強調過去實施慣行農業，因施灑除蟲劑，故不太會去注意作物生長

的習性，但實施有機後，為減少農損，即會開始了解農作物栽植的最佳時機：「一開始

要種比較不怕蟲的作物。季節也有關係，例如說，有冬天適合的作物，也有夏天適合

的作物，什麼季節就種什麼作物，蔥如果不灑藥，那就要在冬天種，蟲害才會比較

少。」 

C. 農民所得與農村經濟的維持 

    實施有機農業有諸多的功能，是以如從社會化的面向觀之，其所產生的經濟效益

當為合理，惟農業之多功能性應以其有助於農民收入增加與農村經濟之富麗，是以實

施有機農業之結果，如未能產生上述正向效益，勢將形成實施有機農業的障礙。本次

的訪談中，農民即不諱言，他們在有機農業的實施上，仍有經濟上的疑慮，分別說明

如下： 

․ 資金成本 

    行健村推行有機農業已有一段時日，其產業規模與參與人數雖有逐漸增多之勢，

受訪農民對於全村有機化仍未有足夠之信心。究其原因，受訪者不約而同地表示資本

短缺之難題。此問題包含了加工設備之匱乏以及土地取得困難。這些有機小農欠缺龐

大的資金支援，亦苦於設備短缺。而擔任地方農業推手的角色－農會，並沒有扶植有

機合作社推廣有機，更遑論提供相關設備，對於有機小農的協助微乎其微。受訪者

X02、X09、X10、X12、X14 即說出有機農民的心聲：「目前農會沒有在做有機。照

理說農會應該要有個有機的場地，讓我們烘乾、加工、促銷。但有機我們是自己促

銷，所以經費開銷很大就是這個原因。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加工場所，所以連貯藏的場

地也要跟人家租，碾米廠要租、辦公場所也要租。所以政府推廣有機，都沒有配合我

們（的需求），所以我們的生存很艱難。」「三星農會主要重心在推行三星蔥和上將

梨，對有機農業沒什麼興趣。」「一開始通路和銷售的問題最大，因為原本做慣行的

時候，銷售就交給農會就好，但是轉型有機之後，農會並不收有機的作物，變成自己

要負責銷售，這對農民來說非常的麻煩。農會不收有機米啊，還好有成立合作社，因

為我不太會賣，所以我的米 80%都交給合作社來銷售。」「還是希望外界，能夠協助

合作社添購必要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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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量與收入 

    農民起初對於投入有機後的收穫量並沒有太多的預設立場，直到投入後的一兩年

才會發現與慣行農業的差異。相較於傳統栽培米，有機米的收成量較低，例如 2011

年的水稻產量，宜蘭縣傳統耕種的稻田，每公頃平均稻穫量一萬兩千臺斤，行健有機

村只有七千到八千臺斤，受訪者 X01、X04、X10 談到慣行與有機產量及收入的差

別：「一開始是不知道啦！種（有機）一年才知道收入會比慣行少多少。慣行的收穫

量比較多，普通一甲（有機的）地少割三千臺斤，慣行的可割一萬斤以上，有機的只

有七千多斤……」「你看我種的田那麼多，其實沒有賺什麼錢欸！都只是收支打平而

已，因為也沒有記帳什麼的，就是可以過日子這樣而已。我以前也是沒田啊，一兩甲

地都是我自己買的啊，堤防水溝都是自己貼錢的。」「最大的困難我覺得是經濟上的

考量，因為它畢竟不是一個賺錢的行業。但我覺得有機農業是未來很有發展的行業，

只是現在還沒有成熟。另外，剛開始的時候因為體力不夠，租了五分地結果只有耕種

一分地，白白浪費了地租，後來跟其他人合租農地，自己從一分地開始耕作，然後慢

慢到今天這樣的規模。」 

    有機栽培的單位面積之產量低落，或係轉型初期缺乏好菌益蟲，土壤理化性質仍

舊不佳，病蟲害嚴重所致。嗣轉作有機 3 至 4 年後，土壤毒素逐漸消失，好菌益蟲逐

漸回來，產量將逐漸提升；然要土壤恢復健康、生物多樣性要能豐富，也需實施正確

的有機農法，方能奏效（郭華仁，2012）。193此外，有機產品單價比慣行產品還要高

出許多，故如何讓消費者有意願購買，也是另一項挑戰。受訪農民認為，有機產品賣

太貴人家還不買，既有益國民身體健康，應該要大家都吃得起。正如受訪者 X09、

X10 所說：「因顧客群漸漸成長，期盼增加農場的規模。如果可以的話，還是希望大

環境能夠對有機農業更友善。」「希望能把農業的大環境提升，務農不再是弱勢時，

也不用老是需要人家補助。」 

    然而，由慣行農業轉型投入有機栽培並非易事。此係因小農多賴農業經營維生，

經濟狀況並不富裕，但為栽種有機品仍需投注不少金錢與心力。有機產品雖單價較

高，但成本高、產量低，行健村第一批投入有機生產的小農，也須花費三至四年的時

間才能夠回本。而在後期投入有機栽培者，往往因為無法度過虧損期而萌生退意。故

如何使有機生產的收入更具穩定性，無疑是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 有機驗證的困難 

    行健村的務農者多為高齡之老農，青壯年就業人口多半外流至外縣市尋找其他工

作，能夠回鄉務農的人力並不多。年長之農民體力已不如壯年時期，繁雜的驗證手續

工作增加了農民工作負荷。驗證雖是不可或缺的一環，然而繁瑣冗長的驗證程序，顯

                                                       
193 資料來源:郭華仁，有機農業 Q&A‧（3）如何確保產量？如何解決人力問題？，http:∕∕e-info.org.tw∕node

∕80246，最後瀏覽日期：201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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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未考量到這些長年農作者，無法完成驗證程序要求的難處，受訪者談到資深農民生

於農家，教育程度不高或甚目不識丁，而驗證公司要求農民填寫田間記錄，對於老農

是件相當困難的事，如 X03 所說：「還有一個是紀錄的問題。你看那些年長的老農，

你要他寫紀錄，有的人說拿筆寫字很難啊！他有些紀錄都沒有。有點困難對不對？」 

    此外，現行驗證業務係政府委由民間機構辦理，然而驗證的時程相當長，主管的

政府部門亦未加以督促，以至於農民錯失市場交易的最佳時機，造成了農業的營利損

失，受訪者 X03、X06、X08 分别談到:「設定的驗證手續太繁雜費用又高。像我們現

在有機驗證七月來驗證到現在（八月底）還沒給我，那叫我怎麼辦？……這個時間

（中元普渡）的價格銷量比較大……政府九月份才給我（補助費）……中秋節我要賣

禮盒，你驗證還沒給我，那我要怎麼賣？……」「施行有機的農民一定會製作『生產

履歷』。但是去年申請的有機認證，到了今年二月才拿到標章，豈不拖延了銷售的流

程？」「慈心認證公司每次派來的人員並非同一個，每個人員的做法或建議常有不

同，造成轉型期間常事倍功半。」 

    再者，有機農業驗證費用過於昂貴，對於資金不豐厚的有機農民也造成了困擾，

受訪者 X02、X03 提及：「驗證公司驗土，我們要花費四千五，驗水也要花四千五，

割稻去驗也再花四千五……」「像我做兩三分地，大概就要花四萬在驗證上，但我有

辦法靠著有機多賺四萬塊嗎？」 

    消費者希望買到品質優良的產品，而生產者希望自己的產品經過品質的保證，因

而希冀「有機認證機構」以公正客觀的角度為產品嚴格把關，是以有機制度的設計

上，應以促成農民有意願轉作或維持有機的措施為之，而非以層層關卡，阻卻了有心

投入有機的農民。部分農民認為，與其每年進行驗證，不如施行「隨時抽查」的制

度，或可以拉長檢驗時間（例如三年才作一次），如驗證不合格，政府即不再補助該

未通過驗證的農民，甚至取消有機的資格等等，便能夠減輕農民的負擔。 

․ 社會文化功能 

A. 建構健康為導向的生產概念 

    以往從事慣行農業的農民，雖能夠在短期間得到較多的收成，但卻造成人體及土

壤健康的破壞，對蔬果食用安全等方面產生了負面影響。以農業多功能性的內涵檢

視，慣行農法忽略了農業的非商品價值。受訪者 X03 舉例說明以往農友過度噴灑農藥

的傷身經驗：「以前有個姓劉的農戶，他噴農藥噴得滿厲害的，時常中毒，（每次）他

中毒了就到鄉公所，我們讓他打解毒藥劑。做慣行就是噴灑農藥啊！第一個受害的是

我們自己，消費者拿到慣行產品之前，我們慣行農戶就先受害啦，吸到農藥比產品還

要高啊！」 

    然而，農民也同時意識到，使用有機的產品雖然覺得心安，但慣行農產品依舊充

斥在日常生活當中。受訪者 X03 即提出他的疑慮：「投入有機之後是吃了比較安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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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機只是小部分，慣行才是一般，稻米蔬菜是有機的，那其他的日常食品呢？都

是化學的東西。」因此，如何拓展有機的耕作面積與推廣有機產品，讓生活中的化學

產品不再占大多數，仍將是一大挑戰。 

B. 農業社會的文化傳承 

    農業發展往往與社會紋理互為影響，從而展現地方的人們與土地相互依賴、共生

共存的深厚關係。除此之外，農業還可以提供使農村生活永續傳承並肩負農業生態傳

承的教育意義（蕭景楷，2006：25-26）。受訪的 X03 對於農業的文化傳承十分認同，

並且希望藉由與生態旅遊、導覽等方式，讓行健村的農業文化代代傳承下去，他表

示：「……一定要跟旅遊業者做結合，策略聯盟。……從我們鄉內談起，我們行健村裡

面就有很多民宿……我帶你去生態解說，或是夜間生態探索、來做 DIY 米苔目蔥油

餅……來插秧割稻也可阿，犁田也可以阿什麼的……把以前祖先留給我們的文化資產

要保存下來。」「政府不要只重視一些硬體設備，應該保留我們這些文化資產，要給經

費，要多重視傳承。比如以前沒有除草劑，怎麼除草？我們都是跪下來鋤耶！政府應

該要讓我們下一代活在這塊土地，知道要愛惜這塊土地，愛惜這些食物。」 

C. 社群內外關係之改變 

    有機合作社可視為一個「社群」之概念。所謂社群，是一個擁有某種共同價值

觀、規範和目標的實體，透過價值的傳遞、規範的投射與設定目標，進而影響了土地

利用的內涵及模式（顏愛靜、李健豪，2012:5）。參與合作社的農友，有著共同之目標

而凝聚，彼此亦會互相扶持、支援，遇到困難會一同討論。然參與合作社的農友與實

施慣行農業的農友便較無往來，受訪者談到合作社內部農友互動較為密切，與實施慣

行者較有理念的差異，如 X07、X03 說：「合作社的人感情比較好啦！會比較常聚在一

起，假日也會一起去改良場上課啦！」「其實齁……做有機以後，跟慣行的農友就有點

格格不入，甚至有人還罵我們說你們肖欸（瘋子）……做有機以後，我四周圍的人都

還是做慣行，他看到我就說你這是肖欸，就跟我們格格不入。你做你們的我做我

的……」 

D. 人力投入不足 

    目前參與有機合作社的農民多半為年紀較大的老農，他們憂心有機產業面臨的困

境使得新生代怯於加入此行列。身為合作社中較為年輕的受訪者 F6 也表示，一些朋友

也想要像他一樣投入有機，但是礙於資金、設備、人力方面而卻步。因此，他希望政

府或社會大眾能夠有紓緩有機勞力的相關措施，為有機小農提供實質的幫助，X06 表

示：「有機農業最大的問題就是人力投入，行健村都是老農為主，那未來新農要進來，

大家都會看嘛……那麼辛苦，有的投入不到幾個月就放棄投降了。那能不能解決人力

的問題，譬如跟學校建教合作啊，或是學校有勞動服務的部分、或是社會服務，是不

是可以考慮投入有機？幫忙有機農戶除草、認證等等，這樣的話可能可以舒緩有機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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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密集的困境。」另有受訪者 X09 則表示，家人在農忙時期亦會幫忙：「平常就我和爸

爸（在種田），農忙時其他家人會來支援。」有機農業既屬勞力密集的農作技術，人力

問題無法解決，小農即無法擴大生產面積，對於行健村希望有更多的農民投入有機產

業，以提升農村多功能效益，自也形成一個障礙。 

․ 生態環境功能 

A. 實踐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土地倫理觀 

    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是一個平均年齡 65 歲的典型農村，有機合作社的農友多以務

農維生，農業工作是生活的重心，生命與農地共生共榮。土地是祖先留下之財產，為

文化之延續、生活的一部分。受訪者認為，後代子孫有責任去維護土地，且務農就是

他的生活，二者應該融為一體，X01 與 X03 表示：「這就是祖產啦……現在做農的，其

實坦白說，沒有賣地就該偷笑了，現在要買地是非常困難的。你賣地去做事業那是沒

關係，要是賣地去花光光，我死了，祖先會找我算帳」「如果一天不去看（田）好像會

覺得……有什麼事情沒做。」 

    雖然，這些農民不會講一番環境保護或土地倫理的大道理，但是與先哲的看法實

有相通之處。Leopold（1949:202,204）的土地倫理觀主張，人類為生態群落的一員，

是以應對土地健康與其他生態群落的生存負責，而土地健康與土地利用間，存有密不

可分的互動關係。因為土地利用的良窳與否，影響了土地健康；而土地的健康受損之

後，也將會影響土地利用之產量（Walck and Strong,2001:264,268）。因而，土地是否能

夠永續利用，關鍵在於土地健康。基於一個愛護土地的角度，受訪者希望健康的土地

能夠世世代代流傳，且保持土地的健康是永續的根基，X02、X12、X14 認為：「大家

差不多都做了四年了，這是一片心，想保護這塊土地，留清淨的環境給子孫。不要再

使用除草劑，不要再污染。種的蔬果我們吃起來比較健康，也讓消費者健康地吃，有

保障，對政府對環境都有幫助。」「現在大家都要吃有機的農產品，因為癌症實在太多

了。」「想起以前慣行農的時候，連田邊的溪水都不敢拿來洗臉飲用，因為怕有農藥，

現在實行有機農，可以安心的踩踏土地，為了健康也為了祖先留下的自然環境。」 

    此外，就經濟的實質面言，經營有機農業的收入或許增加不多，但能為消費者提

供健康的食物及為後世子孫留下良好的環境，賺到的是健康、是一塊淨土，故以身為

有機人而覺得驕傲，受訪者 X03、X07 表示：「有一種榮譽感我是做有機的……打從心

底覺得光榮。」「雖然沒什麼賺啦，但是賣給消費者也有榮譽感啊！其實做那麼好的東

西也是有榮譽感！我覺得很驕傲啦！」 

B. 維護農地之生態環境與多樣性 

    零農藥、零化肥的有機田，生態的變化容易察覺，受訪農民表示，蟲跟鳥都變得

比以前的慣行田還要多了，空氣也清新多了，作物更為多樣化，土地變得更鬆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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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03、X07、X08、X11 表示：「在我另外一筆土地，種水果金棗那一塊，生態比較好，

（有）白頭翁啊、鳥啊……。我那塊是有機，周遭都是林地，林地就不可能去噴農

藥……」「因為沒有農藥的影響，小昆蟲、蚯蚓等都有變多……我們有機已經三十五公

頃了，外地人來這裡覺得空氣非常好。一直噴農藥的話，人經過農地呼吸也會不順暢

的。」「依節氣與在地環境，種植各類有機蔬菜，豐富農場作物的多樣化。」「原本剛

投入有機農時，田地的土較為乾硬，在經歷轉型期的耕作後，土地竟也發生意想不到

的變化，土壤變得柔順且鬆軟適中。我沒有使用除草劑，所以都要按時搓草，但這樣

有個好處，就是我的田埂比較寬、也比較不會崩壞。因為慣行農業要用除草劑，所以

田埂上的草也會一併被除去，田埂沒有草的根部幫忙固定土壤，一遇大雨非常容易崩

壞。」 

    素有「土壤的守護神」－蚯蚓，是生態環境的指標動物（陳偉、石濤，2008）。以

往大量施灑化肥及農藥，改變了土壤的酸鹼性，讓蚯蚓不易生存。藉由有機栽種，回

復了土壤原有的地力，蚯蚓自然而然地也會增加。此種現象或可證明，有機栽培確實

能夠為生物多樣性與土壤肥沃度帶來正面之影響。 

    行健村雖因實施有機農業有成，於 2012 年經仰山文教基金會評選為「有機示範

村」，惟該村裡目前仍有許多農地維持慣行農業，而有機田與慣行田間雖有隔離帶，但

藉由空氣飄散或水體流動，並不能保證可以完全隔離，是以當地農民仍然憂心受到污

染。甚至有受訪者認為，依舊會食用到一些殘留的農藥。受訪者 X03、X01、X08 即分

別談到這些疑慮：「其實齁……我這個問題也常在思考……像我的有機田旁邊是慣行

（田），像這樣颳那麼大的風，它那邊在噴藥施肥或是太陽日照、光合作用，那個農藥

灑下去蒸發掉，蒸發到大氣層裡面，它有懸浮微粒啊，等一下下一場大雨，那些空中

懸浮微粒就會隨著雨下到我的（有機）田裡面。」「其實跟慣行的在（同一個地方）

做，一定會有吃到一些殘留的（農藥），加減都有。」「兩側的鄰田皆是慣行農，在施

放農藥時難免影響到自己的田地。」 

    雖然農會對推廣有機耕作並不積極，但影響所及，近年連慣行田也盡量少噴農

藥，受訪者 X11、X12 表示：「農會在推展有機生產上較不積極，本地農會的重點主要

放在三星蔥（慣行農法）。有受到鄰田慣行農法之影響，但近年在觀念慢慢修正下，鄰

田的慣行農也漸漸減少農藥使用，故此方面的影響也逐漸減少。」 

    對於有機田易遭鄰近慣行田污染的問題，受訪者 X06、X08 也提出他的解決方

法：「我們的田就是（隔壁慣行田）人家收成以後，大概隔了半個月以後我們才開始播

種，所以會晚別人半個月才收成，那有什麼好處?人家收成前就已經不會噴藥了，收成

完也不可能去噴藥，所以有將近一兩個月的時間不可能被污染的，這個就是一個安全

期的隔開。所以即使沒有很長的隔離帶，我們的蔬菜也是非常非常安全。」「我會在與

鄰田接壤的一側種植甘蔗，形成天然的圍籬。或在自己田地的兩側留緩衝帶。或在自

己的田地四周架設網子。」 

    然而，上述方法或可降低受其他慣行農田污染的疑慮，惟對於依賴農產銷售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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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家庭生計來源的農民而言，延後耕作期間有否其他足夠的經濟支持，仍是個問題。

此舉或因個別農戶經濟條件的不同，無法一體適用，是以有機農田如何避免受到慣行

農田的污染，仍有待解決。 

② 行健村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分析 

    農業在確保糧食安全，減輕貧困和保護全球當前及未來世代生存和福祉重要的自然

資源上，具有重要的永續發展意義。過去農業因大量使用化學除草劑，殺蟲劑和農業生

產集約化，導致如硝酸鹽地下水等其他有害的影響，各國乃陸續提出符合永續經營的有

機農業概念，以為因應（Ghimire, 2002：4）。然而，有機農業衍生正外部性的價值，如

保護生物多樣性、生境、臭氧層或土壤肥力，無法自市場體系中獲得全部的反映，實屬

「市場失靈」的情況（D’Amario et al , 2005）。惟實施有機農業，以維護鄉村空間自然風

貌、生物多樣性、農業文化傳承、休閒遊憩與居住等多重功能，確是實踐永續發展的基

礎，值得關注並設法使非商品產出獲得肯認，以便賺取收入。 

    本研究個案行健村以其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並由當地部分農民自發性組織合

作社，共同推廣有機耕種，目的在於實現找回兒時純樸、純淨，多樣性物種共存的農村

樣貌。然而，依前述訪談結果及實地觀察，行健村實施有機農業後，就多功能性言，部

分確能獲得改觀，惟亦有部分功能尚未彰顯，茲分述如後。 

    首先為生產經濟面。行健村有機農業的實施，改變過去臺灣農村作為都市地區食物

供給來源，不具競爭力地區的刻板印象，藉由其農業生產型態轉變，不再使用農藥、除

草劑、殺蟲劑等外部的投入，而改採天然的有機肥，並以人工方式除草，此種抑制約束

的行動，不但提升了糧食的品質，更為居民的健康帶來了保障，是以在糧食品質的安全

上，已獲得肯定；另有受訪年輕農民表示，過去他在施行慣行農法時，只知道時間到

了，就要施灑肥料及農藥，並不會了解作物的習性，農事耕作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工

作。然現實施有機後，他開始會去注意農作、季節與地區的關係，適時、適地、適種，

開始會去了解作物生長習性及如何去照顧，農事耕作對他們，是一項事業，藉由有機的

實施，自身也增加了對於農作栽植的正確知識，而此種農業經營對於個人知識、技巧及

在地智慧的培養，不啻為生產經濟功能下自主性的展現。 

    然而對於促使更多的農民投入有機農業的栽植及維持有機農業的耕種方面，由訪談

中可知，對於行健村的農民而言，有機農業並非一項低資本的生產單位和技術，因為小

農欠缺龐大的資金支援，而當地農會亦未給予任何有機推廣的協助，是以從生產到銷

售，一切只能靠農民自己投入資本，故他們面臨資金短缺、設備不足，無法擴大栽種面

積的困境。再加以生產面積不大，是以現行有機農業的產量收入相較於過去實施慣行農

業的產量收入，並無顯著增加。因有機戶的生存非常艱難，也讓很多有心投入有機的農

民，不敢輕意嘗試；而驗證程序冗長複雜的問題，也困擾了那些教育程度不高的老農，

多位受訪者即表示，農戶對於農作的知識、經驗豐富，但要他們就有關工作進度及施用

資材、數量等做田間紀錄的記載，就很吃力，且整個驗證程序過長，往往讓農戶錯過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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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銷售的最佳時機。另驗證費用過高，但銷售的收入，卻未能彌補該項支出，也使部

分農民因無法度過虧損期而萌生退意，是以本研究認為有機農業對於當地農民所得與農

村經濟的維持上並未發生明顯的效益。 

    其次，為社會文化面。依上述訪談，有機農業的實施，有利於整體環境及農民的健

康，這在造就農村整體的效益及農村地景應有的美感上，是有正向助益。另者，雖然當

地的農會對於有機農業並未提供支持，但由農民自發組成的「行健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

社」，卻發揮了社群內部協同合作的凝聚力，班員互信互助，交流密切。該合作社除了協

助農民銷售農產品及整合各項通路與行銷資源外，另藉由有機的推廣，展現社會教育功

能。而為了提升該村有機農業的知名度與能見度，該合作社規劃未來配合當地豐富的人

文生態，與旅遊業者進行異業合作，進行生態營造及旅遊導覽，從全方位發展的角度，

將當地特色的農村社會文化，介紹給更多人知悉，並且傳承後世。是以本研究認為，當

地有機的實施，對於促進農民合作、重視農村整體效益及美感與農業經營強調在地結

合，以保存農村傳統和鄉村文化等共同體的功能，確已發揮效益。 

    惟另一方面，有機農業的技術不若慣行農業般簡易，依受訪者說明，有機每步驟都

要用人工，尤其除掉與稻爭肥的雜草，需要發費更多的心力與人力，屬勞動力密集的工

作，然當地現行投入有機農業者多為年紀較大的老農，許多有心投入的農民，或因考量

資金不足，或因考量無足夠的人力以進行農田的照護，或因考量有機程序繁瑣，故多不

敢貿然投入。而對於現行實施有機栽培的農民，則或因無足夠資金投入農地的購買，或

因取得土地困難，或因無足備的人力，致不敢擴增其耕作面積，是以本研究認為當地人

力投入的不足，除實施有機的成效，無法大幅進展外，對於創造當地就業機會的功能，

亦無法彰顯。 

    最後，則是生態環境面。人類於從事農耕時，應以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為念，方能實

踐土地倫理觀。換言之，人類於從事經濟活動時，應體認自我不過是生態系統群落的一

部分，是以應與其他物種在合作、穩定的基礎上和諧共處，確保彼此生存的空間，以維

護土地完整循環，並進而維持土地的健康。而此種體認，從農戶實施有機的初衷即可窺

見。受訪的老農戶談到小時候稻田裡常可見到青蛙、蚯蚓或鳥獸的踪跡，空氣裏飄散的

是稻禾的香味；然曾幾何時，這些鳥獸的踪跡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空氣裡飄散著

刺鼻的農藥味!是以為了找回兒時記憶中農村應有的景象，他們發心投入有機農業，並以

身為有機人，貢獻己力，為維護土地健康及提供消費者自然健康的食物而感到驕傲，並

希望將這樣的觀念，由他們這一代做起，延續自後代子孫共同擔負維護土地健康的責

任。雖然這些農戶不懂得何謂土地倫理，然而他們的行動，確是在實踐這樣的理念。是

以本研究認為，就實施有機農業的農戶而言，他們是具備土地倫理觀的。 

    又從訪談得知，有機農民皆察覺已實施有機的農田，非但地力恢復，且農田附近的

蟲、鳥等生物都變多了，連附近的空氣也變得較為清新。而生物多樣性的維持，在地貌

地景上，也能提供外來遊客舒適的美感，此多功能的正向效益，對於當地未來發展特色

地景相當有助益。惟現時行健村裡有實施有機者，亦有實施慣行者，有機農民即非常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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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機農田與慣行農田如隔離不完整，將使有機農田有遭受污染之虞。是以當有機農

戶投入較慣行農戶更多的資本，以維護生態環境，卻因受污染而未竟其功，則其損失非

僅為生態環境功能的不足，更影響了社會文化與生產經濟的功能。 

（2） 彰化溪州之土地倫理觀與多功能性個案分析 

    溪州鄉為了反對中科四期再次掠取農業水源，因而展開護水行動。隨著行動落幕，促

成溪州鄉水田濕地保育計畫之產生。自溪州鄉的水田利用歷程以觀，於護水抗爭以前，農

民係以慣行農法的方式栽培水稻；在護水抗爭後，該鄉提出水田濕地計畫，以莿仔埤圳水

灌溉，並採無毒農法的方式栽培水稻，希望改善水田的自然生態環境。這樣的發展歷程

中，本研究欲探討慣行水田利用與無毒水田利用，究竟是何者所展現的多功能性，較為接

近永續農業之價值。因此，在本小節的敘述中，將會從與生產經濟、生態環境與社會文化

數個面向，分別比較、探討之，從中了解兩種水田利用方式的差異與優劣，作為溪州鄉邁

向永續水田利用之依據。 

① 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檢視 

․ 生產經濟面 

A. 慣行水田利用 

    綠色革命後的生產模式，強調擴大耕地面積、種植單一品項作物，以減少耕作和

收成所需的耕具種類及化學補給品的型態，達到降低成本與提升獲利空間之目標

（Goodall 等著、陳正芬譯，2007：70；張瑋琦，2012：257）。以生產面向觀之，在

慣行農業時期，在農藥與化學肥料的使用下，農產產量能發揮至極大化、並減少人

力、栽培之成本，且農產品的賣相較為優良，獲利較高。而缺點，則是由於地力長期

受到破壞，以致土壤酸化，農作物容易殘留農藥等化學物質。慣行農業時期的溪州，

便是以追求高產量為依歸的傳統米倉。 

․ 增加稻米生產量 

    受訪者 F03 坦言，過去在種植水稻時，為求方便起見，秧苗的選擇主要以容易照

料、收成好的品種為主，農民再出貨給糧商銷售即可，因此對於市場並沒有太多概

念。同時，他也分享了長年下來的種植經驗：「農民種稻的取向是，第一、收成好，第

二、好照顧、產量高。農民通常不會管市場的接受度如何，反正秧苗場給的秧苗是這

樣，跟農民說是最好的，就種這個。農民不會管外面市場的反應怎麼樣。」「我種過越

光米，秧苗很軟，也很容易倒下。所以種過一次我就不種了，因為不好照顧，收成又

差。還有像是芋香米，我種過，也不好顧，但是煮起來就會有芋頭的香味，吃起來也

還好。臺梗 9 號產量也不太高。這幾種我都種過。現在的 11 號是全省栽種面積占了百

分之七十，但是 11 號吃起來比較沒那麼好吃。因為 11 號植株比較矮，比較不會倒，

農民照顧時候比較喜歡這種品種。總之就是收成高、好照顧，可以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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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農民而言，產量一多，賣給糧商的量多，自然能夠有較多的收入。如受訪者

F10 表示：「慣行的稻子繳完公糧以後，剩下的就會賣給糧商。可是糧商給的價格又很

低，市場價格很差。所以我希望以後政府可以統一把我們種的稻米都收歸，糧商再跟

國家買就好了。不然我們農民種完，賣給糧商，都是糧商在賺錢…」此時的種植思

維，是以追求最大產量為主。而水田利用的自然保護、生態維護的想法亦尚未萌芽。 

․ 因使用農藥、化肥，而提高生產成本 

    慣行農法所需要的化學肥料，縱使比有機肥料來得便宜，但近年來因為原物料成

本上漲，以致化肥價格也跟著提高。雖提高了價格，但成分卻不太確實，作物成長所

需的元素含量少，必須增加施肥的量，才能使作物得以吸收。如受訪者 F09 所說：

「肥料給民間來作，實在是很沒有道理，商人愛漲就漲。現在很頻繁的在漲價，以前

可能半年才漲一次，現在不是喔！現在每個禮拜的肥料價格都不太一樣，很亂啊！以

前肥料多便宜啊！」化學肥料除了價格調漲幅度大，品質也不如從前，常出現利用小

沙子增加重量，或是營養成分不高的情況。如受訪者 F10 與 F09 表示：「現在比較需

要解決的事情，就是化學肥料價格太高了。肥料很貴，那種植的成本也提高了。以前

一袋肥料只要一百多，現在漲到三百多。貴就算了，成分也沒有很好。臺灣的化學肥

料成分不太誠實，就像氮、磷、鉀之類的成分不多，就是說即使灑了肥料，也要灑很

多，不然看不出什麼效果。」「到現在，肥料裡面還是會參沙子，當然重量就比較

重，賣給我們農民，當我們是傻子！」 

    化學肥料的作用，主要係強迫植物吸收養分，進而增快植物的生長速度，產量亦

能快速提高。縱使化學肥料本身並不會對人體直接產生危險，但是，農作物在生長過

程中被強迫吸收過量的養分，雖植株外觀碩大、翠綠，內部仍是營養不均衡，使得作

物對於病蟲害的抵抗力更加脆弱，而必須施用更多量的農藥，如此惡性循環。如受訪

者受訪者 F01 表示：「灑農藥的就是比較費工啦，要一直施肥還要噴農藥。」此外，

受訪農民也感嘆地說，以前在購買化學肥料時，曾發現包裝裡面參雜其他物質，並非

全部都是肥料。肥料商的偷工減料行為，也造成了農民耕作上的困難與成本。如受訪

者 F07 所說：「慣行都是請人來噴農藥、化肥。但以前曾經發現化肥裡面參雜海砂，

現在偶爾還會發現小石頭。這些企業家都在吸農民的血…農民花錢買肥料，一包四十

公斤，但裡面可能十公斤是沙子，真的很惡質。」農藥與化肥的施灑，讓土地的酸鹼

度失衡。土壤酸化後，已經不再鬆軟肥沃，地力漸漸喪失。若為了強迫作物生長，只

得加重施肥，直到地力枯竭，將造成無法回復之傷害。亦因增加化肥的投入，而提高

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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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無毒水田利用 

․ 友善農耕理念推廣 

    水田濕地計畫，係採用無毒栽培的方式，不使用農藥及其他化學肥料，使農產品

品質維持在一定之水準，且較不危害生產者與食用者之健康，達到糧食安全之效益。

而所謂的糧食安全定義，則如聯合國糧農組織 1996 年所述：「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

候，都能得到為了生存和健康所需的足夠、安全且營養的食品。」亦即，糧食之產量

必須達到未來人類之基本生活所需水準。水田濕地與一般農地在種植作物上，最大的

差異便是摒棄除草劑與農藥的使用。如受訪者 P01 表示：「不能用除草劑。這是我們

最討厭的！所以要拔草。而且也不能用農藥。」可以得知，濕地復育計畫採用對土地

友善的方式進行耕種，與有機農業的概念相仿，卻不盡相同。此濕地計畫採用無毒農

法而非有機農法的原因，在於更著重生態層面。如受訪者 P01 所言：「我們不會去做

有機認證。就頂多是無毒農法。比如說，有機准許使用苦茶粕，但我們反而會希望苦

茶粕的用量不要太多。有機在意的是人體是無毒的，苦茶粕不會影響人體健康，但會

殺死很多生物。我們比較在意生態的部分。」 

    此計畫要求參與者試驗無毒農法，並進行水田及週遭環境復育，衝擊了老一輩農

民固有的灑農藥思維。但是，仍有年輕一輩的農民願意接受新概念。受訪者 F02 便是

參與計畫的新生代農民，即對於自然無毒的農法抱持著樂觀的態度。如受訪者 F02 表

示：「我不喜歡噴農藥，所以我一開始想走有機方面。但有機的規定非常嚴格，大部

分農田還是沒辦法改變環境。對一般農民來說，作有機需要政府的補助才有可能做。

但是呢，這個濕地計畫可以讓一般農民來嘗試不灑農藥跟化肥。」無毒農法施作的過

程中，雖沒有申請有機認證，但是基本上仍依照有機農法的概念去施行，也就是排除

農藥、化學肥料以及化學資材的使用。因此，此計畫還是會檢驗水質、土壤以及稻

米，如受訪者 G02 所說：「當然水源這部分我們也會去做檢驗，最後也會把米送去檢

驗。其實在這個過程中，你會知道是怎麼樣的，那些檢驗都是做給外人看的，參與其

中的人都了解這是沒有什麼問題的，檢驗都是為了回應別人的質疑，所以還是需要花

點錢來證明，其實要在哪個小細節做手腳都是有可能的，也不一定真的驗的出來。」 

    有機農業於推動之初，多為個人小型農場或社區基於堅強理念之實踐；在產品的

銷售上也多透過社區支持、農夫市集或各種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接觸來維持。因此，

有機農業原初的精神除了為修正第一次綠色革命所帶來的環境問題外，更重要的是反

省現代化農業因為工業化而導致的人與環境、人與其生產活動、人與其產品及人與人

之間關係的異化現象，及不斷擴張的農業全球化現象。而臺灣自從 2007 年通過「有

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理辦法」，並於 2009 年 8 月正式落實罰則後，不

論農產品耕作理念及方法如何，凡未取得檢驗資格卻標誌「有機」者，最高可處三十

萬元罰款，這使得有機農業從理念實踐層面進入產業化的階段（張瑋琦，2012：258-

259）。如受訪者 F02 表示：「東部比較有可能做有機，西部農田破碎，而且灌溉與排

水不分！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分很多等級，比如說：有機跟慣行中間要分級，例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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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但我們現在沒有分級，等於叫一般小農不要去做有機－我們覺得簡單方便、對土

地友善就好。政府把有機規範訂這麼嚴格就是幫大企業賺錢，因為分這麼嚴格，大企

業就有利可圖，企業有財力就可以做。但是，有機的初衷應該是要改變整個環境，卻

變成本末倒置。」由於濕地計畫的施行時間仍不長，但受訪者們皆表示這是一個新概

念的提出，希望從減少化肥、不施灑農藥開始，循序漸進地讓更多農友接受友善耕作

之理念，同時也能夠恢復土地之健康。 

․ 產品品質較佳 

    水田的經濟生產面向為稻米的產出，無論是慣行水田或是無毒水田，稻米生產為

最基本的功能，也是多功能性所展現的基礎。投入無毒栽培以後，農民初嘗自己栽種

的米飯，認為口感跟香味，都比慣行農法的米飯來得更好，品質更佳。如受訪者 F10

表示：「我們有吃過自己種的米喔！團隊他們有留下一些些給我們自己吃，我們吃過

也確實是比較香、比較好吃。」 

․ 有機肥料成本高昂 

    無毒水田所使用的有機肥料，同樣因為原物料價格上漲而變得昂貴。然而，為了

要讓無毒水田的產量不至於過低，農民會使用有機肥料代替化學肥料，施灑在土地

中，如受訪者 F10 表示：「我自己的田有種慣行跟無毒的。我發現，無毒的水田使用

的有機肥料要用得多，產量比較好。我有找到符合農委會認證的有機肥料，那個就可

以灑入田地當中。」由此可知，肥料的成本問題並非只有慣行農法才有，而是當前農

業發展普遍遇到的問題。如受訪者 F10 所述：「本來做無毒的稻子，就是不會種得很

好看。如果要稻子長得好，依我來看，成本會花得相當高。我今年無毒的水田有一分

地，就灑了二十包的有機肥料啊！一包就花了兩百多塊錢，你看這成本有多高？一分

地我就花了四千多塊的成本。同樣的面積，灑化肥的話，只需要花兩千多的肥料成

本。」 

․ 產量較少之問題 

   開始嘗試水田濕地，將可能與農民既有的慣行農法思維有所違背。以往，高投入

化學肥料以及農藥的行為，都是為了提升農場的生產效率。農民當然知悉，施行無毒

的水稻種植，較能保障生產者與食用者的健康。但農民也坦言，不得不面臨的，便是

農作產量大幅降低之問題。如受訪者 F03 表示：「我的水田濕地產量可能是最低的。

這一期作遇到了兩三個颱風，颱風之後水源頭就斷掉。造成沒有水可以控制雜草，雜

草也長得比較多。」由於不施灑農藥，加上遇颱水源變得不穩定，相對地雜草生長變

得較難以控制，進而影響了產量。另外，水田的豐歉也深深受到氣候的影響，如受訪

者 F10、F11 所言：「但是喔，種無毒的成本非常的貴。產量很少，去年我也才收割

1000 斤而已，因為氣候的因素，讓收穫量降低很多。今年如果氣候比較好的話，也

許可以多一點。」；「慣行田一分地可以有 2000 斤，無毒的田，一分地收個 800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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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斤，就已經很好了。一分地產量賣出去的價格，無毒至少要高個六成，農民可

以回本，才會願意去做無毒。當然我覺得做無毒的，比較快活。明年如果有計畫，應

該也是會想要繼續參加，但還是沒辦法種太多，在我能力可及的範圍裡啦。我們年紀

都大了，每天這樣除草什麼的，也是滿累。其實這樣算起來，我們一分地也沒有賺多

少哇。」 

    此外，無毒農法的天敵－福壽螺，也是產量減少的因素之一。如受訪者 F03 表

示：「之前也有福壽螺的問題。剛插秧下去的時候福壽螺就吃掉稻苗。」無毒耕作使

用天然、又能分解福壽螺黏液的苦茶粕，降低了福壽螺造成的危害。而最困擾無毒栽

培的雜草問題，除了要從整地、管水等基本面減少雜草生成以外，還需要人力一枝一

枝地拔除，以防雜草把水稻的養分都吸收殆盡。如受訪者 F01 表示：「那水田濕地最

麻煩的就是雜草問題，其他的問題都還好，只有為了雜草長太多煩惱怎麼處理而已。

雜草還是要人力去除啊，雜草太多就會把稻子的養分吸光光。」另外兩位受訪者

F09、F10 也說：「作無毒喔，要一直除草，花的時間多。一分地的雜草要除多久你知

道嗎？只要不噴農藥的，雜草長出一枝就要拔一枝，一枝一枝地拔…」；「無毒就是多

多注意雜草，灑有機肥料就好了，光是不噴農藥這件事，處理起來就已經很輕鬆了，

噴農藥很累啊。」 

․ 社會文化面 

    人依賴土地而存活，無論是工作、日常休閒等，無一不與空間產生連結。農村所塑

造出的文化環境，在溪州鄉所展現的便是「稻作文化」的特質，包括了沉默厚重、人情

濃厚、樂天知命等特色。而特別強調種植水稻的農民，是因為農民的種類各不相同，與

菜農、蔗農、花農、果農等，有著本質上的差異。這是由於其他種類較具有投機性，有

經濟效益可期；惟稻農是一季一季定時栽種，這樣的栽培方式也讓農民產生了文化上的

特殊性（施懿琳，1997：318；吳建樑，2012：58）。以下分別就慣行時期與無毒時期進

行分析。 

A. 慣行水田利用 

․ 人地關係疏離 

    在傳統的慣行農法時期，水田的利用係強調最大化的商品生產，農民為了生存而

利用土地進行農耕，並施灑農藥與化學資材、仰賴大型農業機具，並種植單一作物以

增加農作產量。而此時的開發利用模式，土地之於人，僅是一種生存的工具。這種強

調生產效率的耕作模式，受訪者認為，人跟土地的關係較為疏離，這是因為人的目的

便是不斷開發、利用，並且不尊重土地。如受訪者 F06 表示：「做慣行的時候，人跟

土地不親密啊！人是很功利性的，對於土地並不是個很尊重的態度。還是很依賴土地

來生存沒有錯，但沒有想到自己一直在傷害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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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農村生活文化 

    農家的生活，是以土地為核心，幾乎所有大小事都圍繞在農事上，農民與土地也

緊密結合，共生共榮。溪州鄉為傳統的農業鄉鎮，不少農民自兒時就得幫忙下田、整

理農務，農田就是生命的一部份。如受訪者 F04 表示：「我二十歲以前算是半個農

夫。在農村，平常讀書之餘也要幫忙農事，寒暑假也要幫忙，那是應該的。在農村家

庭，小孩都要去幫忙下田的。我家三個兄弟，都會輪流在家裡顧家、寫功課，或是去

田裡。」而另一位受訪農民 F09，兒女都已經離開溪州鄉，或求學、或在外地工作。

兒女在假日時回到溪州老家幫忙農事。然而受訪者認為，現代年輕一輩的族群，已經

無法過著傳統農鄉的生活，加上農村經濟發展條件不佳，鄉內的年輕人益發減少了。

如其表示：「我的小孩，現在當郵差了，假日也還是會回來家裡幫忙我種田。不過，

要他們繼承我的田，看來還是不太可能啦。在我們鄉下，就是當農夫最沒辦法賺到

錢，還是賺最少的。現在都是不得已，才會回來當農夫。現在當農夫真是很累很辛

苦，賺不了多少錢。」 

B. 無毒水田利用 

․ 人地關係親密 

    水稻種植是溪州鄉主要的產業活動之一。而水田濕地的無毒栽培，並不以科技主

宰產量，所以並不會對水田施灑化學資材或農藥。這樣的方式，代表著人並不會對於

土地予取予求，而是一種更加和諧共處的平等關係。而在受訪者的言談當中，能夠感

受到他們對於土地的敬愛與尊重。如受訪者 F05 表示：「我不只有對自己土地有感

情，跟別人租的土地一樣感情很深。因為愛屋及烏啦！疼惜自己的土地也要疼惜別人

的土地啦！其實我回來種田，就是生活已經跟土地結合在一起了啦！」 

    受訪者 F05 原擔任廚師一職，長年在外地工作，直到近十年才返回溪州鄉務農。

一直對於有機農業存有理想，但嘗試種植不灑農藥的番石榴後，才發現有機農業在推

廣上實有其困難度。受訪者 F05 因此便想先從水田濕地計畫開始，試驗種植無毒水

稻，讓健康、愛護環境的概念開始在當地萌芽。如受訪者 F05 所言：「照顧田地就像

是在照顧小孩一樣，要細心呵護它，它才會有所表現。如果說都不理它，放任它自由

地生長，其實長的也不會好。」 

․ 團隊共識、情感凝聚 

    談論到濕地計畫的團隊帶來的影響，受訪者 F04 表示，他並非原本計畫中的參與

者，而是自己嘗試無毒栽培後，於報章雜誌上看到此計畫的報導，因而加入團隊：

「我的田地插秧後，就不用化學肥料跟農藥，種了一半也都抽穗了。有一天，我看到

自由時報的水田濕地報導，就在溪州鄉，我就去找這個團隊。雖然我前半段沒有參

與，他們看過我的田後，也覺得我的稻子長得不錯，就讓我加入。」其進一步表示參

與團隊的主因，在於加入團體後較一個人孤軍奮戰還來得有伴、有動力，也可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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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栽種經驗給其他農民參考：「一個人種無毒會比較孤單，那有一個團體會比較

有動力。他們去年第二期就開始做了，那我種的是今年的第一期，剛好可以銜接。他

們很多都是傳統慣行的農民，第一次嘗試無毒，他們就有很多疑慮，也比較沒有信

心。而我加入後還可以跟他們分享，讓他們做參考呢！」參與計畫的農民們，彼此互

相分享、打氣，如受訪者 F01 表示：「平常的交流也是會呀，例如，看誰種的比較

好，我們就會去參觀一下。」 

    而濕地計畫的負責人 P01，也在過程當中看到參與者的交流心得。如其表示：

「農民之間也會互相討論，像是說灑什麼東西好不好之類。」至於，水田濕地計畫參

與者的凝聚力，農民認為一同參與濕地計畫的農友，會互相切磋、討論目前的種植狀

況，因此大家的感情也不錯。如受訪農民 F03 所述：「我們會定期跟大家分享心得，

例如說在種植的時候遇到什麼好玩的、遇到什麼困難，大家會互相分享。感情一定是

比以前還要好啦！」 

․ 教育推廣 

    目前，溪州鄉正推行「營養午餐在地食材計畫」，提供溪州鄉農民所種植的蔬果

作為鄉立托兒所的學童的午餐食材。在地食材的概念可視為對「工業化糧食生產」的

一種反思。Shiva（2009）指出，工業化的糧食體系，利用石油進行食品工業加工、

製造塑膠包裝與運送食物，將食物運送到越來越遠的地方，這便是生產的外部成本，

也就是社會成本與生態成本。此濕地計畫與在地食材計畫結合，讓農人免去層層產銷

關卡，亦不必耗費時間與金錢成本於食材的運送中，達到節能減碳之效果。如受訪者

N01 所說：「營養午餐的計畫，可以提供小朋友比較安全的食材、食用在地食物，也

可減少碳足跡，再來，因為是直接跟農民買，就可以跳過糧商，農民拿到的就是實實

在在的錢，就是公平貿易的概念」除此之外，兩計畫的相輔相成，亦能讓食用者與生

產者產生了更為緊密的關係。食用者享用食物之際，便能夠從食物的根源（roots）開

始思考，重新了解食物來源的整體過程，以及與在地文化、鄰里之間的相互關係。如

受訪者 N01 表示：「我們辦了很多活動，包括稻間的生物觀察，或是文化類型的，像

是割稻時候的 party。」這樣的網絡關係包含了人、地方、產品與知識等。同時，也

藉此建立尊重食物、農業與在地知識、在地環境的新思維，並期創造農業的多元化價

值。 

    此外，水田濕地計畫也時常舉辦相關活動，讓在地居民、孩童或是外地的遊客都

能夠感受農村的生活文化。由於溪州鄉的務農人口多為年長一輩的長者，他們的孫兒

多搬至外地，假日才能回到家鄉團聚，過往孩童幫忙田事的情形已越來越少見。而計

畫所舉辦的各項體驗活動，恰能讓不諳田務的孩童有個特別的經驗，進而能夠與上一

輩的農村生活互相連結，也增進了彼此之間的情誼。如受訪者 N01 表示：「割水稻的

活動是這樣，農民大多已經割完稻子了，剩下一些稻子給小朋友割。那次很深刻的

是，小朋友在割稻的時候說身上很癢，阿公就說摸到稻子會癢，是因為有麻的關係，

我聽到阿公對小朋友說，以前阿公也是這樣子…我覺得，透過跟土地的連結，阿公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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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的感情，會有更高層次的變化。」另一位受訪者 F03 也表示：「假日的時候，小

朋友都很喜歡來我的田附近玩水啊！都不想要回去呢！」原來，環境的改變，不僅拉

近了人與自然的距離，也拉進了人與人的關係。 

․ 鄉里間無毒農法觀念提倡 

    溪州鄉實施慣行農業已久，農民長期以來仰賴農藥與化肥來耕作，因此難以讓水

田濕地化的無毒概念立即被接受。受訪者 F02 認為，若能夠透過互相贈送的方式，讓

鄰里初步嘗試無毒的農產品，同時提升雙方的互動程度，也許能夠讓排斥自然農法的

人慢慢地接受此觀念，也就是慢慢達成共識。如受訪者 F02 表示：「我的田種出來的

東西，也想賣給溪州附近的鄉親父老、親朋好友，這樣可以節省包裝費、廣告費。有

些蔬菜可以免費送給鄰居和親朋好友大家吃。雖然，沒有灑農藥的菜，我可能沒有辦

法處理得很漂亮，可是如果我用送的，那對方的接受度就更高了。」傳統農村所凝聚

的人情味，建立於鄰里之間的互動關係。關係越密切，社群所展現的情感就更加濃

烈。農村於推動新觀念的過程中，必定要能達成共識，始有助於推廣、宣揚。 

․ 生態環境面 

A. 慣行水田利用 

․ 破壞土壤土質、危害土地健康 

    土地利用影響著土地健康。在慣行水田利用時，化學肥料的過度使用，將導致土

壤的微生物相改變，土壤的肥力降低；而使用農藥雖能控制病蟲害，減少除草所需要

的人力，惟農藥的殘毒將導致土壤硬化、缺乏有機質、病蟲害的抗藥性增強（林俊

義，2005：17）。且噴灑農藥時，無形中也會傷害人體健康。如受訪者 F07 表示：「現

代的人都會生一堆奇奇怪怪的病，這些都是農藥殘留所帶來的影響。雖然，灑農藥的

稻米會長得比較好，但因為通風差，所以容易發生蟲害，也滿容易得病。一得病就一

定要灑農藥，惡性循環。」另一受訪者 F10，根據長年累積的種植經驗，也發現了一

樣的問題。其表示：「但我們也有發現，無毒的稻子中間空隙較多，長得不密集，遇

到一些病的時候也比較不會很快速的傳染。相對的，慣行的稻子長得密，通風比較

差，就容易有蟲害。」 

    傳統的慣行農法，為了防止稻熱病等疫病侵害，在育苗階段的稻種須先以化學藥

劑洗遍，待秧苗成長後，繼續施灑殺蟲劑及除草劑以去除福壽螺及雜草。然而，農田

在施用農藥後，通常只有極少部份達到防治的對象，少部份殘留在被處理之作物或者

是其他作物上，大部份的農藥會經由蒸散、沉降、逕流及淋洗等作用進入空氣、土壤

與水體中。接著再經由物理、化學及生物性分解而降解。殘留於環境中的農藥，除了

間接或直接地從食物鏈進入到人體或其他生物體中，造成危害之外，同時也會影響土

壤中微生物的活動，繼而影響到土壤的品質，對環境生態產生衝擊（林浩潭，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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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對此，受訪的農民皆有著深刻的感慨：「大量施灑農藥跟化肥，都會破壞土地的

表層。」化學資材的使用，將導致土壤衰竭、環境危害，對於水田有直接性的負面影

響。而另一種間接的影響，便是水質遭到農藥汙染的問題。因慣行農民隨手丟棄農藥

罐的緣故，一旦農藥罐落入水田間的溝渠，很有可能讓灌溉水源也受到汙染，鄰近的

水田即使採行無毒農法，亦難保沒有農藥的殘留。 

    誠如受訪者所言，當今很多疾病的產生，都可能是因為食用的農產品有化學資材

的殘留所導致。此外，依照受訪者 F07 的農事經驗，發現慣行的稻米長相較優良，但

植株密集導致通風不良，更容易產生病蟲害。簡言之，噴灑農藥並不是一個能夠永續

經營的農耕方式。而另一位農民 F06 更是為此提出了反思，如受訪者所問：「難道一

定要用化學藥劑來傷害我們的土地？」受訪者在經歷慣行農法之後，深感環境與身體

健康的變化，並體認到，唯有改變對於土地的態度與作法，才能夠真正為環境帶來好

的循環，進而往永續的目標前進。 

․ 降低生物多樣性 

    農藥與化學肥料破壞了土壤的品質，而若含農藥之田間排水進入溝渠中，水生動

物可能會直接受害，破壞了水生棲息環境，使得溪州鄉的生物多樣性逐漸降低。如受

訪者 F05 表示：「以前小時候我們都會在水溝看到一些魚蝦，可是現在都被化學農藥

給毒死了。」受訪者 F05 說道，慣行農業使得田間的生物繁衍狀況變得很糟糕。而另

一位受訪者 F06 表示，除了魚蝦、昆蟲的棲地喪失，家畜可能也會因為誤食水源而死

亡：「我無法接受我家的狗狗出去喝到有毒的水，回家就口吐白沫、告別了。」慣行

農業時期，溪州鄉的生物多樣性降低、地景缺乏生氣，水中棲息的動物益發減少，以

及人體遭受到有害物質所產生的危險性，再再反映了慣行農法對於生態破壞的嚴重

性。 

․ 危害人體健康 

    不僅如此，農人因為農事需要而噴灑化學藥劑，以至於長期吸入有害物質，影響

了身體健康。使得當地農藥中毒或是身體不適的情況時有所聞，更甚者還喪失了寶貴

的性命。受訪者 F06 兒時便在溪州鄉長大，回想過去在家鄉的生活，總免不了在農忙

時節聞到農藥刺鼻的噁心味，也對此相當反感。如受訪者 F06 與 F02 表示：「小時候

我騎腳踏車出去，一直聞到農藥的味道，很受不了。而且，家鄉的農人，50 幾歲就

死掉，就是因為長年吸入化學藥劑的關係。」；「農民通常自己家有另外一塊不噴農藥

的田，像我家也一樣。噴藥的高麗菜都不會自己吃，送給鄰居也不要。因為高麗菜的

農藥都是照三餐噴。」過往，施灑農藥、化學肥料的溪州鄉，有著豐碩的農作收成。

但弔詭的是，噴灑大量農藥的農作物，連農民自己也不會吃。這是因為農民在耕作時

已經意識到，農作物可能會有農藥的殘留，食用這些作物後，將對身體健康將會埋下

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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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無毒水田利用 

․ 恢復土地健康 

    其實，水田濕地計畫能夠推展，最主要的因素無非是對於環境的關懷，以及農業

經營者的自我堅持。誠如受訪者所言，你如何對待土地，土地就如何對待你－若依舊

遵循慣行農法的栽種方式，一味追求高產量，地力則終將被破壞殆盡，環境也充斥著

毒害，影響當地居民的健康。而在民國 103 年的計畫中，溪州鄉已經有 22 位農民參

與，已然是個好的開端。如受訪者 G02 表示：「這二十二個農民其實都是種子，傳播

這樣的觀念給其他的農民。我的想法，是溪州鄉可以慢慢轉變成無毒農業。」受訪者

G02 任職於溪州鄉公所，也是濕地計畫的推行人之一。其認為無毒水稻栽培除了能夠

復育周遭的生態環境以外，更能夠喚醒生產者的意識，農民對於這一片土地有著更加

愛護的使命感。雖然這對於長年施行慣行農法的溪州鄉，也許不太容易，但藉由這個

計畫慢慢推廣對環境友善的無毒農業概念，是計畫的初衷，也是執行團隊努力的方

向。 

․ 濕地環境營造 

    以往，營建署的濕地計畫多偏向工程施作，強調硬體建設。反觀水田濕地計畫並

沒有硬體規劃，而是透過在地農友一同參與，共同打造對環境友善、安全的農田環

境。受訪者強調，這樣的想法雖與傳統濕地不同，但是維護生物多樣性的功能依舊是

沒有改變的。如受訪者 P01 表示：「一般人所想像的濕地可能都是海邊的濕地。但濕

地是很多樣的，如果水田能夠做生態保育的話，也一樣是符合濕地的概念。」 

    農田本是一種最大的「人為生態系統（artificial ecosystem）」，在農藥使用量少且

水質維持良好的水田和休耕積水農田，除了可以提供多種水生昆蟲的生長環境以外，

亦是兩棲類、水鳥及水生植物良好的生長場域（陳宜清，2004）。如受訪者 F02 表

示：「濕地化的意思是希望可以孕育很多生物，那水田本身就是有很多水，沒有使用

農藥時，就是一個濕地。」水田濕地除了具備糧食生產之功能外，於耕作過程當中，

具有涵養補注地下水源、防止地層下陷、調節微氣候與防止土壤沖蝕、並提供生物庇

護、繁殖與覓食的場所，並為生物提供了食物的來源。再者，濕地中豐富的有機質造

就了複雜的生態網絡，並且能過濾水源、分解毒物，其生態價值不容忽視。 

․ 挹注地下水，減緩地層下陷 

    雲彰地區為全臺地層下陷最為嚴重的區域，溪州鄉因有高速鐵路行經，因考量行

車之安全，該鄉地層下陷的問題更顯急迫性。水田濕地計畫的目的之一，便是希望溪

州鄉的農業生產，儘可能減少地下水的抽取，多加利用原有的莿仔埤圳的溪水來灌

溉。或許，在短期間內，並沒有辦法解決地層下陷的困境，但是至少在水田的利用

上，也能夠為社會環境盡一份力量。如受訪者 N01 表示：「不要說要去解決地層下陷

的問題，至少是減緩地層下陷。能夠用圳水灌溉，就把圳水的利用發揮到最大，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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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少抽取地下水的次數跟時間。如果能夠維持水田的水分，繼續能夠挹注地下水，

至少，我們就能夠減緩地層下陷的問題。」 

․ 恢復生物多樣性 

    濕地為具有「水、土」特性的土地，是一種不同於水體亦不同於土體特性的「生

態環境交錯帶」（Ecotone）或水陸交界帶（曾明遜，1996：21）。在嘗試無毒栽培的

方式後，水田周邊的生態漸漸有所改善，如受訪者 F09 所說：「我們田兩邊都有水

溝，我還有看過野生的鱉出現。」而其他受訪者 F03、F05 表示：「鳥類昆蟲與植物的

互動更多了。晚上還會有螢火蟲！這就是差別，慣行的螢火蟲就很少，這邊溼地化的

螢火蟲、蛙類變得很多。」；「參與計畫以後，發現到青蛙變多了，蜻蜓跟鳥類都來

了。濁水溪河床那邊的水田，就有發現蛇。」在生態體系中，蛇屬於位階較高的掠食

性動物。若在農田周遭發現蛇的蹤跡，便代表當地的環境狀況良好，生物種類較多。

而這也代表了水田溼地營造，確實能恢復生物多樣性。 

    此外，農民在無毒水田旁挖掘的小生態池或生態渠道（如圖所示），能吸引來水

鳥、青蛙等水中生物寄生其中。受訪的農民不約而同地表示，水田雖長期處於蓄水之

狀態，但適時地放乾水田的水，才有利於水稻的生長。如受訪者 F09 表示：「一定要

曬田！如果不曬，水稻的莖會太軟，無法長大。一曬田，沒有水之後，生物就會馬上

死掉了。真的在曬田的時候喔，恐怕那些水溝都沒有水了啦！我那時候也發現到，蝌

蚪好多！一旦沒有水，牠們就死光光了。」受訪者 F03 的水田挖掘了生態渠道，就是

為了讓水生動植物有著良好、完整的水生棲息環境。另一位受訪者 F05 同時也強調了

生態池與生態渠道的重要性。如受訪者 F02、F03 與 F05 皆表示：「挖生態渠道是為了

避免水稻放乾時沒水，要增加生物的棲地、兼顧生產跟生態，就挖生態渠道讓出一點

空間給生物。」；「水田需要乾枯，有時候水田要乾，才會長得好。所以我們在水田旁

邊另外挖了生態渠道，讓環境長期都有水。我的田挖了渠道也挖了小池，這算是生物

觀察的重點樣區。」；「如果有生態池，那附近的生物就可以繼續生存下去。我們不能

喊著要維護生物，但都不給牠們棲息的地方，這樣他們會死光光的。」 

    至於鳥類的差異，無論是農民或是負責調查的生態專家皆表示，相較於其他物

種，慣形與無毒水田的鳥類生態變化並不太大。如受訪農民 F10 表示：「鳥反而不會

吃無毒田的稻子啊，這是因為無毒稻子的殼比較硬。鳥類的數量，慣行跟無毒的數目

並沒有什麼差別。像我慣行跟無毒都有種，我看下來，鳥沒有差很多。但是鳥比較會

去無毒水田附近生蛋，他們生蛋以後就飛走了。依我們現在的觀察，還沒看到很明顯

的變化。但是螺類真的有復育以前的物種出來，蛇也多少會出現。生態的差別就是看

鳥類會在哪邊生蛋，這樣而已。我覺得數量上的改變並沒有明顯差別。」受訪的生態

專家 N01 也說：「事實上，要從兩塊相距不遠的實驗組跟對照組，發現生物相的差

異，坦白說，只有幾種類群會出現。會飛的就不用想了，那是跟主要的棲地有關係，

像在濁水溪河床就有較多的水鳥，但在農田旁的水鳥就比較少，這就很難去比較差

異。」此外，若是無毒水田的周遭圍繞著慣行水田，或許溝渠受到臨田的農藥、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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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劑等殘留，以至於生物仍不適合在附近棲息繁衍，因而生態的變化並不大。如受訪

者 F11 表示：「作無毒會對環境好，但我們的田是在慣行田旁邊，環境生態是沒有什

麼太大的變化啦！」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生態池的水也必須是濁水溪溪水，對於生態復育才有幫

助。這是由於濁水溪所含的沖積物的來源為板岩的風化物，其中的懸浮物質，富含

鈣、磷、鎂等元素，除了有利於農作物的生長外，動植物的棲息狀況也比地下水較

佳。受訪者便觀察到此一現象，這也顯示了濁水溪溪水對於溪州鄉的生物復育情形，

有其重要的意義。如受訪者 F05 表示：「生態池是要用濁水溪的水才有效。如果是抽

地下水，根本也沒什麼生態啊！」 

 

【圖 66】水田濕地的生態渠道一 

 
【圖 67】水田濕地的生態渠道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於實地訪查時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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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溪州鄉慣行與無毒多功能性之分析 

    為了評估慣行與無毒水田利用的永續性，本研究針對此兩種水田利用方式，深入分

析並比較其多功能性的差異。首先探討了慣行與無毒水田此兩種利用方式，人跟自然界

的關係為何。本研究分析發現，在慣行時期，農民為了生存而利用土地進行生產，並施

灑農藥與化學資材以增加產量。此種強調生產效率的耕作模式，人的目的便是不斷開發

並最大化利用土地，對土地予取予求。因此，此時的人跟土地關係較為疏離。此外，化

學資材的過度使用，將導致地力降低，且農藥的殘毒將導致土壤硬化、缺乏有機質等問

題，傷害土地、生產者與食用者的健康。反觀水田濕地的無毒栽培方式，拒絕所有農藥

與除草劑等化學資材。這樣的方式，與以往耗竭資源的利用方式不同，代表著人與土地

處於一個平等關係，不僅能夠維護環境，也保障了生產者與食用者的食用品質，此與土

地倫理、土地健康的概念較為相近。 

    接續，探討的是慣行與無毒水田利用所展現的農業多功能性。以生產經濟面以觀，

慣行時期的農民在生產水稻時，主要抱持的想法，便是選擇容易照料、收成好的品種秧

苗，並且對於市場並沒有太多概念。此外，近年因化學肥料的價格上漲、成分不足的情

況下，農民必須施灑大量化肥提升產量，因此生產成本較以往來得高。再者，使用化學

資材也造成了水質汙染的間接影響。由此可知，慣行時期的種植思維為追求高產量，而

水田利用的生態維護概念尚未彰顯。至於，參與水田濕地計畫的水田排除使用農藥及其

他化學資材，這能使得生產的稻米品質、口感與香味較佳，且較不危害生產者與食用者

之健康，符合了糧食安全之效益。無毒農法施作的過程中，雖沒有申請有機認證，基本

上仍是依照有機農法的概念去施行，且更著重在生態的面向。由於無毒水田的施行時間

仍短，產量無法迅速提升，且雜草、福壽螺等問題仍有待解決。但是，溪州鄉希望從減

少化肥、不施灑農藥開始，循序漸進地在溪州鄉推廣無毒的觀念，同時也能夠恢復土地

之健康。 

    而在生態環境方面，傳統的慣行農法為了防止稻類的疫病侵害，首先必須以化學藥

劑洗遍秧苗，並於栽培過程中施灑殺蟲劑及除草劑，以去除福壽螺及雜草問題。然而，

水田在施用農藥後，將會對破壞土壤表層與生存在其中的微生物，並對環境生態產生衝

擊。更嚴重地，若含農藥之田間排水進入溝渠中，直接破壞動物的棲息環境，以往河中

常見的魚蝦、田間的昆蟲、甚至是家畜都可能因此死亡，使得溪州鄉的生物多樣性不再

豐富。另外，農人因噴灑化學藥劑，長期吸入有害物質，影響身體健康或甚失去性命。

至於，無毒水田能營造濕地環境、減緩地層下陷並能恢復生物多樣性，因而更能展現永

續之價值。本研究以為，慣行農法在生態環境方面，造成了極大的損害，與永續發展的

概念有違。 

    至於在社會文化方面，傳統農家的生活以土地為核心，幾乎所有大小事都圍繞在農

事上，農民與土地也緊密結合，共生共榮。溪州鄉為傳統的農業鄉鎮，不少農民自兒時

就得幫忙下田、整理農務，農田就是生命的一部份。雖然兒女都已經離開溪州鄉，或求

學、或在外地工作。然而兒女亦會在假日時回到溪州老家幫忙農事，彰顯了農村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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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質。而無毒水田亦具有文化傳承之特性，並更加團結、發揚無毒農法的友善觀

念，並配合溪州鄉的在地食材計畫，為下一代的食品安全把關。故本研究認為，兩種水

田利用在社會文化中的差異較小。 

（3） 花蓮光復太巴塱土地倫理觀與多功能性個案分析 

    本研究與太巴塱部落北富村從事慣行與有機農業的農事經營者進行深度訪談，每次訪

談時間約 1.5 至 2.5 小時，執行期間為 2014 年 8 月至 2016 年 7 月間，以瞭解該村實施有

機農業所呈現的多功能性，並就多功能性不足之處，探析其成因。 

    本研究的訪談方式以半結構訪談法為主，亦即先擬定訪談大綱為主要架構，但提問並

不侷限於預設的題目與擬訂的順序詢問，而是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再進一步探究，因此訪問

的問題彈性地依照受訪者的狀況調整。問題構面分為：農民基本資料、對農地的價值觀以

及多功能性的三大面向（經濟生產、文化生活、自然生態），受訪者為參與北富村的慣行

與有機農民，且為實際從事農耕者，其基本資料如附件一受訪者名冊所示。 

① 太巴塱部落之農業多功能性檢視 

․ 生產經濟面 

A. 慣行水田利用 

 青壯年農民人力投入不足 

    太巴塱部落座落於花東縱谷地區山腳下，屬於農業經營為主的村落。受訪農民

H09~H10 皆有提到，當地的工作機會很少，年輕世代皆外出打工，留下來的都是年

紀較大的農民，或是把土地出租給外地人耕作，然後以一分地給予地主一包農作物的

方式作為給付的交換物。受訪農民 H10 進一步說明：「年輕人都跑出去（公作）了，

沒有年輕人留下來阿，田地都放在那，50 歲以上的大佃農，如果跟農會一次簽三年

約，農會一分地給地主 1000 塊。如果地主把田給外面的人耕作，一分地給地主一包

米。一包米跟 1000 塊比較起來，但我們認為 1000 塊比較划得來。」  

 生產的單一性，投入大量農藥，減低生物多功能性 

    太巴塱以土地回生產的核心，幾乎所有大小事都圍繞在農事上，農民與土地也緊

密結合，共生共榮。受訪農民 H09 表示：「太巴塱以慣行水稻為主，另有少量的農民

種大豆、箭筍及糯米，耕作物種偏向單一性質。」類似的說法，受訪農民 H08、H10

也說過類似的話，但受訪農民 H10 更進一步說明自己土地為追求稻米的單一作物產

量，施行農藥，自己覺得地力減低，早前小時候在田邊看到青蛙等生物已不復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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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慣行水田使用農藥、化肥，而提高生產成本 

    慣行水稻施作對地力造成的影響，進而提高生產成本一事，受訪農民 H10 與 H09

皆有提到。「請人來打田地，一分地 1200 塊，打平放水三天後插秧。插秧的秧苗一張

23 塊，這個部分由地主購買，請人代耕一塊 35 元，一張成本大約 60 元左右。之後的

田間照顧由我們自己來作，五分多的田地，有機跟慣行插在農藥的施用上，兩者差約

400 公斤的肥料，以一包肥料 200 塊計算，成本就要花了不少錢，沒辦法阿，為了維

持水稻的產量。最後請有機器的人來收，收購價水稻一分地1000塊。」受訪農民H09

亦提到慣行水稻的施用，提高了其生產成本。 

B. 有機紅糯米田利用 

 有機米產量較低，農民勉強維持收支平衡 

    「太巴塱地區以慣行水稻為主，有機紅糯米的產量不高，且販售時單價較高，當

地較不能接受。」上述的內容是受訪農民 H07 表達的想法，他希望公家單位在產銷管

道上可以幫農民想辦法。受訪農民 T01 另表示：「紅糯米的推廣狀況不是很好，因成

本已是白米的一輩，產量又少，品質也要要求一致性，這個部份我們還在努力，收支

上，勉強達到平衡，現階段不虧錢就要偷笑了，希望可以尋求外力的協助與幫忙。」 

 有機驗證費用困難，提高農民的成本負擔 

    太巴塱地區的務農者以高齡之老農為主，年長之農民體力已不如壯年時期，繁雜

的驗證手續工作增加了農民工作負荷。驗證雖是不可或缺的一環，然長年農作者面對

繁瑣冗長的驗證程序多表達無法獨力完成驗證程序的難處，如有機農業驗證費用過於

昂貴，對於資金不豐厚的有機農民也造成了困擾，受訪者 H10 提及：「驗證公司驗土

與驗水我們各要花費四千五……」「像我做五分地，大概就要花五萬在驗證上，但我

有辦法靠著有機多賺五萬塊嗎？」「每三年要花這一比前，還真的划不來，我們也沒

有能力負擔，還不如施行有機時，不定期來抽查即可……」 

    另，受訪者談到現留下來的老農教育程度不高或甚目不識丁，而驗證公司要求農

民填寫田間記錄，對於老農是件相當困難的事，如 H10 所說：「你要我們這些人拿筆

寫紀錄，真的很難啊！我們好好種田就好，那些東西實在太麻攔了。」 

    生產者希望自己的產品經過品質的保證，而消費者希望買到品質優良的產品，因

此希冀「有機認證機構」以公正客觀的角度為產品嚴格把關，是以有機制度的設計

上，應以促成農民有意願轉作或維持有機的措施為之，而非以層層關卡，阻卻了有心

投入有機的農民。部分農民認為，與其每年進行驗證，不如施行「隨時抽查」的制

度，或可以拉長檢驗時間（例如三年才作一次），如驗證不合格，政府即不再補助該

未通過驗證的農民，甚至取消有機的資格等等，便能夠減輕農民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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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價收購 

    慣行轉作有機稻米的過程中，相關培育過程與稻量減作的部分是有機農民最在意

的事，受訪農民 H07 提到：「太巴塱農民仍以慣行水稻為主，有機稻米的部分種植意

願者不高，因為害怕種了賣不出去。我們都要跟農民先講好大概產量，以每分地兩萬

塊的價錢保價收購。但是拿到上面（指農會），因今年色澤比較淡，我們被退了四千

多公斤的紅糯米，我們要想辦法自己賣，希望政府對我們有保價收購的機制，不然我

們的壓力真得很大……」 

․ 社會文化面 

A. 慣行水田利用 

 傳統農村生活文化的破壞 

    受訪農民 H09 表示，太巴塱因為耕作人力外留，留下來的年長農民無力耕作，故

引進外來的耕作者包地承租，過程中為追求產量而施與大量的肥料，引起地力的破

壞，這是大家都知道，但無力改變的事實。另，H04 表示：「開始試做有機稻米，但

是仍在試驗階段，面積不大，而且有機稻米得附近周遭都不能噴灑農藥且要有獨立的

水源，當地以慣行水田為主，所以仍然在與當地其他農民協商。要從事有機，就得形

成一種風氣，不然有機很難實踐。 

 集體生產行動所造成之無效率與糾紛 

    民國 99 年（2010），太巴塱大佃農、受訪者 H03，本來在雲林麥寮六輕工作，因

父親年事已高，決定回鄉耕種，家裡原有 2 公頃左右的田地，透過小地主大佃農與 2

位友人租借 50 公頃左右的田地，原本預想一起打田、插秧、割稻的共事理念，卻在

實行上遇到了許多問題，原本很單純的事情都變得複雜。民國 103 年（2014）第一期

開始，三人決定拆夥，目前受訪者 H03 種植面積約 10 公頃左右。受訪者 H03：「今年

我是單打獨鬥，去年我還有請兩個工，還是不太行。前提是要在大家都平等的情況之

下。現在合作的人，一定要有代價。現在我也需要上層的支持，我也才能支持下面的

人。」農會指導員、受訪者 T01 表示，三人一起耕種的稻穀品質反倒沒有自己耕種來

的好，有時候多人共事反倒容易造成無效率的情況。對此，受訪者 H03 有很深的感

慨：「現在做農的年輕人不太專業，不太認真，小大也淘汰了不少年輕人。但我有很

大的理想，我曾經有用交換的方式，我幫了不少人，什麼事都幫他做，但對方沒能力

也不願意幫。」至於，受訪者 H02 也深有同感：「想說有小大的時候，面積就可以做

寬一點。但是有沒有機具差很多，有機具的人當然自己的田先做好。所以，盡量不要

跟別人合夥。」 

    然而，受訪者 H03 仍希望能夠結合社區發展協會等單位，成立生產專區，集結更

多資源，如此便可壓低生產成本：「當然我們要對逆境作適應，要更好。現在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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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想辦法，談一談，現在有社區發展協會那些單位，現在正在結合，我們這邊這村，

現在打算以我為中心，打算成立水稻生產專區，打造專做紅糯米紫糯米等，還有碾米

單位，自己輾自己銷，看能否提高收入。我們要有收入，就要先投資，但現在還是有

困難。現在我還在看社區能否找到資源，有機具等，做到大量出售。」 

B. 有機紅糯米田利用 

 人地關係親密 

    有機施作在田間管理上，除草是一件令人煩心且重要的事，H07、H08 皆有提到

透過群體除草的方式，讓部落的族人再次親近土地，修復人地之間的關係，這一點是

他們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與村中老一輩農民樂意見到的事。 

 農業改良場之相關課程指導 

    落實政策目標，不單只是喊喊口號，更是需要增進農民相關知識，讓農民得以更

加精進。如受訪者 H01 與產銷班的其他農友，便會一同到農業改良場上課：「後來產

銷班每個月開會討論、上課。討論就是上一些種稻的課程，改良場會下來舉辦課

程。」上課的成效，受訪者 H01 認為不錯：「我一周去改良場上課，收穫很多啊！我

跟我表哥都會去。我覺得小大政策是不錯，但沒有上課影響很大。我覺得常去上課，

最好是整個產銷班帶過去上，或是請老師來太巴塱上課，次數可以再增多一點。」另

一個受訪者 H02 也同意：「農改場會上土讓檢驗課、合理化施肥、農藥使用方式。讓

我們知道禁藥最好不要用。」 

․ 生態環境面 

A. 慣行水田利用 

 降低生物多樣性 

    農藥與化學肥料破壞了土壤的品質，使得太巴塱部落的生物多樣性逐漸降低。如

受訪者 H09 表示：「以前小時候我們都會在田間看到的蚯蚓、小青蛙等生物，現在都

沒有了，都被都被化學農藥給毒死了，慣行農業使得田間的生物繁衍狀況變得很糟

糕。」慣行農業致使太巴塱的生物多樣性降低、地景缺乏生氣，再再反映了慣行農法

對於生態破壞的嚴重性。 

 破壞土壤土質、危害土地健康 

    受訪者 H09 提到，人與土地的關係是相互依賴的。若遵循慣行農法的栽種方式，

一味追求高產量，地力則終將被破壞殆盡，環境也充斥著毒害，影響當地居民的健

康。 

    傳統的慣行農法，在施用農藥後，通常只有極少部份達到防治的對象，少部份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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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在被處理之作物或者是其他作物上，大部份殘殘留於環境中的農藥，除了間接或直

接地從食物鏈進入到人體或其他生物體中，造成危害之外，同時也會影響土壤中微生

物的活動，繼而影響到土壤的品質，對環境生態產生衝擊（林浩潭，2000：27）。對

此，受訪的農民 H09 才有上述的感慨。 

 危害人體健康 

    人因為農事需要而噴灑化學藥劑，，如受訪者 H04 與 T03 表示之前自己要吃的稻

米另外種，已不噴灑農藥為主。合理化施肥後，大幅減少農藥對身體的危害，身體也

會變得較為健康。」農民在耕作時已經意識到，農作物可能會有農藥的殘留，食用這

些作物後，將對身體健康將會埋下隱憂。 

B. 有機紅糯米田利用 

 恢復土地健康 

    有機耕作的要點，是喚醒大眾對於環境的關懷，以及農業經營者的自我堅持，以

及農民對於這一片土地有著更加愛護的使命感。雖然這對於長年施行慣行農法的年長

農民，也許不太容易，但藉由這個計畫慢慢推廣對環境友善的無毒農業概念，是計畫

的初衷，也是執行團隊努力的方向。誠如受訪農民 H07 所言：「慣行轉作有機，對當

地老農是件不容易的事，但為了回復環境與更好的飲食，這是急迫且必要做的事。」 

 實施合理化施肥，減少病蟲害與土壤傷害 

    所謂的合理化施肥，不必然代表少施肥，而是「正確地施肥」。白話來說，就是

土地缺什麼給什麼，缺多少給多少，不缺的就不要亂給。受訪者 H04 分享了他的經

驗：「我現在有配合農改場在推動的合理化施肥，農改場驗過我們這邊的土壤有機質

較高、肥性較夠，所以只要施一點肥，水稻就很快能夠吸收。在我們還沒接觸到這樣

的訓練時，1 公頃就要用 10 包的肥料，雖然大量施肥，可是它（稻）沒有吸收那麼

快，大部分都氧化流失掉。施肥後，雖然水稻看起來非常綠且會過肥，但病蟲就會進

來，就得噴灑更多的農藥來抑制它，形成一種惡性循環，例如稻熱病的好發期是在插

秧後的 30 至 40 天，如果氮肥過高時就會引發稻熱病，就會想去噴灑農藥抑制，以前

至少要噴灑 4 次。」 

    經由農改場的協助，受訪者 H04 發現，不僅可以減少施肥成本，也能降低病蟲

害：「早期施很多肥的思維是希望（稻穗）分裂多且大，就會產量高，但經農改場觀

察水稻至少 7 天才能吸收這些養分，施重肥反倒會吸引更多的病蟲害。經過上課與它

們（農改場）的協助之下，就比較有概念去控管施肥的量，1 公頃要施多少公斤的氮

肥、磷肥、鉀肥都會特別留意。起初是很難去接受這種觀念，深怕減量會影響收成，

就先試作 2 公頃，發現 1 公頃可省下 5 千多塊，也可減少病蟲害及對土壤的傷害。」

另一位受訪者 H02 也從減少農藥噴灑的量開始：「我農藥一期就噴一次，因為我怕有

殘留，所以多則兩次。早期噴比較多次，頂多兩次，稻子出穗過後我就不噴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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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太巴塱慣行與有機多功能性之分析 

    從生產經濟面來觀察，太巴塱地區因人力外流嚴重，在長期慣行水稻的耕作下，農

作物偏向單一化性質，如果想轉作有機作物，但在有機驗證費用的成本負擔與銷售管道

通路通暢與否，而讓地農民卻因面臨龐大財務壓力，而產生收支不平衡的虧損情況，因

此需要政府的輔導與補助才能落實政策的美意，才不會造成農民在轉作有積上心有餘而

力不足的現象。 

    其次，從社會文化面來觀察，慣行水稻田導致傳統農村生活文化的破壞，人地關係

的疏離已被認為是重要的事，透過有機耕作與群策群力的方式，逐步找回人、地間緊密

的關係，已逐步被社會大眾皆受與認可。 

    最後，從生態環境面來觀察，政府推動的合理化施肥，在當地農民試驗後發現不可

以減少施肥的成本，也能降低病蟲害的發生，促使當地農藥噴灑量減少。然而，農民雖

然有意識到噴灑農藥對於身體與環境的危害，但也考量到目前有機農業發展的條件而不

敢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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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三年計畫之重要結果 

    由於第三年度研究目的有三: 1.辦理村落工作坊以探悉農民對政策研擬之見解；2、辦

理產官學農業與農地政策論壇，以得悉各界對農地利用與永續農業政策之見解；3、建構

臺灣支援小農經營的國土規劃措施；因而本節將就上述目的，依序說明其重要施行果如次: 

1. 研究個案村落工作坊舉辦成果 

    為達到本年度研究目的，本研究團隊於民國 104 年（2015）年於本研究田野地—宜蘭

縣三星鄉行健村舉行「有機農業政策與實務工作坊」。從中推廣有機農業與社區支持型農業

的理念，推廣有機農業與社區支持型農業的理念，並探悉農民對農業政策、農業環境補貼

措施研擬之見解，以作為本年度研擬台灣農業環境補貼措施、永續農業政策之重要參酌。 

（1） 村落工作坊之議程 

【表 54】 民國 104 年 8 月 17 日有機農業政策與實務工作坊議程 

時間 議程 

14:00~14:20 
主題：致辭與引言 

引言人：顏愛靜教授（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14:20~14:50 

主題：有機農業的實作經驗分享 

引言人：林意評（宜蘭有機農民） 

        林嘉榮（宜蘭有機農民） 

14:50~15:10 
主題：有機農業的社區支持型農業（CSA）實務 

引言人：陳國祥碩士（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15:10~15:45 

主題：「有機農業與 CSA」綜合座談 

主持人：張美理事長（宜蘭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 

        顏愛靜教授（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與談人：楊槐駒科長（宜蘭縣政府農業處） 

        陳國祥碩士（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林意評（宜蘭有機農民） 

        林嘉榮（宜蘭有機農民） 

15:45~16:00 中場休息 

16:00~16:20 
主題：台灣與德國農業環境補貼政策介紹 

引言人：顏愛靜教授（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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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7:00 

主題：「農業環境補貼政策討論」綜合座談 

主持人：張美理事長（宜蘭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 

        顏愛靜教授（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 

與談人：楊槐駒科長（宜蘭縣政府農業處） 

        林意評（宜蘭有機農民） 

        林嘉榮（宜蘭有機農民） 

 

【圖 68】顏愛靜教授引言 

 

【圖 69】陳國祥碩士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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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0】林意評青農、楊槐駒科長對談    【圖 71】張美女士主持、林嘉榮青農對談 

 

【圖 72】村落工作坊主講者和青農們合影 

 

【圖 73】村落工作坊之會場即景 

   



第 361 頁，共 399 頁 

（2） 村落工作坊之重要成果—農民對永續農業環境政策之見解 

① 政府機關應定期為農民進行土壤檢測，以及時預防植株的生長障礙或發生病蟲害 

    農民對於攸關農產生產良窳的土壤品質之檢測，至為關心，有人提即:「有機因為不

用化學藥劑所以效果沒那麼快，等到看見植株長得不夠好，有什麼問題，已經都來不及

了。現在不是有土壤檢測的儀器嗎？那是否能有一個單位隔一、兩週就來幫我驗一下土

壤，在植株還未出現生長障礙或發生病蟲害之前，我就得以預防，像我種有機的補肥要

怎麼補？益肥有哪些我可以用？能用的已經很少了，最好就是我土壤這部分能預防的就

先補下去嘛！……要找人驗，檢驗都是依項目數計價，驗一項就要幾千塊，我怎麼可能

每種一次番茄就花幾萬塊檢驗費，成本不划算，那是否公家單位能組織一個單位，有設

備可以來幫我們巡看一下，反正大家的土都要驗嘛，一次性收集起來共同驗一下。種有

機的最怕就是看到有狀況時已經來不及了。」因而，他們亟需政府的協助，以及時預防

植株的生長障礙或發生病蟲害。 

② 有機認證申請時應有專人輔導，以避免因錯誤而需反覆申請 

    農民對於有機認證的申請，頗感繁文縟節而備受困擾，有與會者指出:「有機認證的

申請，嗯…，要申請認證又很麻煩，申請一次得花 4、5 萬就算了，申請文件多達 20 幾

張，有的還看不懂，打電話去認證機構問怎麼寫，他回覆要我上政府網站去下載法規，

要我自己去看，說法規裡都有寫，看了就會寫，我說我都有看，就是看不懂啊，你們寫

的跟我理解的不一樣，……。申請時就要有專人來輔導，別等到我已經開始做

了。……，若我一開始就做錯，這樣不是白做了嗎？應該是開始做之前就有專人或專門

單位來輔導我，要做時有哪裡可以？有哪裡不行？要什麼設施？若沒有要做哪些事？還

要注意什麼？申請文件要寫什麼？平常時做就要留。現在什麼都沒，就叫我們上網查，

我哪那麼厲害。」由此可見，農民亟需專人輔導有機認證的申請，以避免錯誤滋生。 

③ 善用現代科技創新技術，以利田間管理便捷紀錄 

    有與會的青年農民認為，田間管理的紀錄方式應可善用科技，他們說:「我們這樣的

年輕人要我們寫文件是還好，有上過班嘛；但若是要長輩來寫，他施肥就這樣施下去

了，你還要他寫施什麼肥？施了幾倍的份量？我敢說沒有人要這樣做。……種露天的難

道要放一隻筆和一堆紙在土裡嗎？不可能嘛！要他們出門這些都要帶著，還要記錄；不

然只能回家後再去回想，剛才施了什麼肥？施了幾倍？忘記了就只好隨便寫，會正確

嗎？……。反正大家都有智慧型手機，是否政府能製作個田間管理的 APP，可供記錄用

藥名稱及比例，還有當日工作內容，是除蟲？噴藥？或施肥？我們就能拿出來記錄，回

家後上網上傳更新，這樣和生產履歷有相同的意思。」因此，相關單位當可嘗試研發軟

體，以提供農民田間管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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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村落工作坊之重要成果—農民對農業環境補貼措施之見解 

① 政府機關應建置產銷資訊網並提高生產效益與降低生產風險。 

    宜蘭縣政府曾於民國 94 年提出有關宜蘭縣有機農業發展規劃報告194，就農場產銷能

力方面提出鼓勵及規劃建立品牌與進產品行銷方式，作法又分為短期與長期兩種，短期

做法為協助及組織有機農友建立產銷班，由成功的有機農民負責以目前行銷管道，協助

其他農友銷售；長期間則可輔導及補助農會或成功之農友，建立有機蔬菜物流中心。由

此可以合理價格向有機農友收購產品，並負責縣內宅配及縣外批發業務，以提供消費者

更多品項的選擇，並提供其他有機業者更穩定的供貨。在宜蘭縣設置有機農產品物流中

心之後，提供該縣縣民及全國各地消費者或買賣業者網路交易之便利。但至 104 年為

止，宜蘭縣有機農民仍面臨產銷不均衡問題，面對靠天吃飯的農業，仍需由縣市政府統

籌建置有機農產品產銷資訊，透過該資訊網絡，農戶可自行調整生產內容與數量，以符

市場需求，減少生產過剩之窘境。如本次工作坊與會官員表示： 

    「我們看電視，尤其颱風來，三星就是第一名大家來看蔥一公斤到多少？這星期到

200 元，不知道各位是受惠還是受害？有人割蔥賺到錢，這次颱風"沒有"。農損應該都有

啦，這是大家公認的。因為我知道颱風還不錯，正好蔥的關係還有賺一點錢，有點像時

機， 103 年八月宜蘭縣政府就做了一個算全國首創的，縣議員去爭取支持我們訂定一個

宜蘭縣有機促進自治條例那裏面很有關係的就是有機農產品的產和銷，這必須要在自治

條例裡面，政府機關要去訂定有機農產品產和銷的年度計畫，短中長期，聽起來列管的

很多，但推動的事項多多少少也會跟各位息息相關。第二件事情是綠色採購，就是我們

學校機關要優先採購有機農產品，這個部分見諸於法。」 

    宜蘭縣政府自民國 94 年提出有機農業發展報告以來，透露出農業產銷問題的解決對

策，需透過資訊整合與公開揭露，輔導農民如何運用網際網路，讓產銷整合系統得以協

助農民計畫性生產，降低生產風險，滿足市場供需，獲得較佳收益。 

② 政府應積極輔導農民申請相關補助，提高轉作意願。 

    宜蘭縣政府為了促進有機農業永續發展，為了營造有機農業耕作環境，於民國 103

年 8 月 15 日宜蘭縣議會第 17 屆第 27 次臨時會第 09 次會議三讀通過「宜蘭縣有機農業

促進自治條例」，鼓勵設置有機農業專區，亦即農地所有權人得規劃設置有機農業專區，

該專區須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與公告。一經公告之有機農業專區，其內之有機農業與慣行

農業的生產將有「差額補貼」，而該補貼辦法則由縣府定之。 

    除此之外，農糧署也提供農民從事有機生產之相關補助195方面。因此在各縣市政府

                                                       
194宜蘭縣政府農業局，2005，農業發展規劃報告，計畫執行單位：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195農糧署 104 年度有關「有機農業適用肥料推廣」、「設置簡易堆肥設施計畫」及「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

施」補助計畫，另有機農業輔導措施包含驗證費、檢驗費、有機農業經營獎勵金、有機農產品標章印製費、有

機質肥料、小型農機、有機作物生產設施補助、輔導設置有機農夫市集、小地主大佃農計畫、提供有機農糧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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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鼓勵慣行農業的農民轉作有機或青農投入有機農業生產，亦規劃相關配套措施，如

透過擴大有機農業生產面積，達到規模經濟之效益。例如，與會參與官員分享其宜蘭縣

政府目前推動有機農業的配套措施，並配合農糧署經費，以期發揮綜合效果。他指出: 

     「我們對於慣行農業，用農藥的，不管你是作吉園圃的，還是作產銷履歷的，跟有

機農業要去做一些價差，等於說你生產成本上的補貼。今年在編 105 年預算的時候，我

們為了專區其實跟過往的有機農業的預算比起來，今年是 640 萬元，到明年我們編上去

已經到 940 萬元，那是單有機農業，還有中央農委會我們有一些設備、溫室，一些生產

機械，還有一些網室，還有一些共用的設備，這些還會另外去爭取，今年（104 年）農

糧署也給我們支持，大概給我們 600 萬元有機農業對宜蘭縣的補助，另外在有機農場規

劃，也撥了 300 多萬元給我們去規劃。未來規劃的教育農場會不會變成新農民實習基

地，這可能要一段時間才會看的出來，所以這樣算起來，整個宜蘭縣在有機農業我剛才

提的，明年預算本預算大概 1000，中央也大概 1000 萬的預算。」 

    透過宜蘭縣政府農政官員的說明，讓與會農民了解目前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有機農業

上有哪些做法及補助項目。對於有興趣投入的農民而言，不論是採慣行農法的農民或是

剛投入經營的農民，都可以運用國家資源，降低其初期生產的經營風險，協助生產者度

過有機農業轉型的艱困期。 

③ 政府協助農民開發有機農業行銷通路，並尋求產銷平衡的經營模式。 

    宜蘭縣為臺灣重要農業縣之一，有機耕作面積從民國 94 年的 80.73 公頃拓展至 100

年 264.4 公頃、101 年為 349.1 公頃，至 102 年為 428.3 公頃，可說是大幅成長。有鑑於

此，宜蘭縣政府於 102 年開始推動「幸福宜蘭農地銀行示範計畫」196，計畫內容為媒合

                                                       
品經營業者低率貸款、有機農業技術服務團。索引來源：

http://www.afa.gov.tw/organicAgriculture.aspx?CatID=527；農糧署。 
196 參宜蘭縣政府網頁，幸福宜蘭農地銀行示範計畫，該計畫於 105 年稍加修定。 105.10.30 閱覽 
http://www.e-land.gov.tw/News_Content7.aspx?n=D5328C6C6FBB5D59&s=3F8375BC5008A33F  
一、 計畫緣起:本縣為全國農業縣市之一，隨經濟發展蓬勃，教育及所得提高，農業勞力量大及易受天然災害

影響，收入較為不穩定等情況下，遂使青年人口不願投入農業生產行列，而使農業從業人口逐漸老化凋零。為

促進本縣農業永續發展及農產業 轉型升級，提升本縣農業競爭力，特訂定本計畫，藉以調查整合閒置農地，媒

合提供青年務農所需之農地，並獎勵政策實施促使地主願意提供土地，並吸引青年 投入農業生產，俾利活化農

地利用。另為加強本縣農產業升級，減少農業污染， 本計畫獎勵政策以發展有機農業及友善環境耕作農法，維

護本縣好山好水的環境資源。 二、依據:農業發展條例第 67 之 2 條規定。 三、實施地點: 本縣三星鄉境內經

公告實施土地。 四、申請對象:（一）出租人: 凡持有公告實施範圍之土地所有權人（不包括依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例租佃農地）。 （二）承租人: 申請條件：凡年齡 18~45 歲，具有我國之國籍身份者，並符合下列其中 1 
款資格者。 （1）農業學校或農業有關科系畢業者。 （2）實際從事農業生產滿 1 年以上者或參加依法設立本

縣農業產銷班或農業產銷合作社達 1 年以上之班員。 （3）最近 5 年參加由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農、漁會

舉辦之農業教育訓練累積達 40 小時以上者。 （4）教育部立案學校農業（農村）服務相關社團，經指導老師

推薦者。 （5）經本府相關單位（勞工處等）推薦者。 （6）其他經本府專案審查同意者。 符合上揭條件者，

以設籍本縣者優先核定，每案依受理順序審認，本府保留最終審核權利。 （三）承租人必須從事有機農業或友

善環境（不使用農藥及化學肥料）之農法。 五、獎勵措施:（一）農地出租獎勵金:土地出租獎勵為，私有無申

報休耕土地，縣府發給獎勵租金 10,000 元/公頃；至於公有土地(含劃餘地)，承租人給付租金: 縣府土地為每年

15,000 元/公頃。（二）閒置農地改良整地獎勵金: 獎勵項目為，農地雜草農耕機翻耕獎勵基準；獎勵對象為承租

人，最高每公頃 2 萬元。（三）從事有機作物耕作獎勵金: 首先，獎勵項目為有機驗證費，獎勵基準為: 1.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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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地主每公頃可獲得 1 萬元獎勵金，縣府還會補助承租人驗證、有機肥料、生物

防治資材等費用，3 年最多可獲得 13 萬 6500 元獎勵金，但到 103 年為止，媒合的農地總

面積不到 3 公頃。因此，縣市政府如欲擴大有機耕作面積，必須透過不同途徑媒合地主

與農民，解決當前「農地不足」的問題，始能建構具經濟效益的產銷系統。 

    在本次工作坊上，官員表示目前宜蘭縣政府在產銷方面所做的努力為：「105 年我們

編的預算，上下年期各 1500 萬元，所以這樣加起來整年度在宜蘭縣光有機農業這一單項

的預算支出這樣算起來超過 5000 萬，我們要怎樣分配呢？我們有幾公頃？大約有 430-

440 公頃，分布在全縣，比較集中的，在行健、南澳、五結等地有一些，中山有一些，

也有一些人認同有機，也開始去做，這些會出現在礁溪的金棗園裡面，可能會在頭城，

會在他的休閒農場裡面，這些地方陸陸續續也會希望可以參加有機農業生產，我想現在

縣政府目前在做最大的是市集和供餐。農業處大概在今年（104 年）初開始，其實也有

接觸台北端的市場，包含宜蘭縣提供農產品、提供食農教育的場域。也有幾間自辦學童

營養午餐的學校，有那個意願繼續跟宜蘭縣政府談，談甚麼?談合作，甚麼合作？ 我就

針對台北的一間學校，那他們要甚麼，我們能生產甚麼？就用這種連接的方式，讓社區

對學校，新北市、台北市， 一個社區幾百戶，都有採購的需求。接下來希望把主要的有

機的生產區、生產者，跟那邊的社區、學校，做一個媒合，有點像姊妹社區， 你就依據

他們的需求談談看有沒辦法去作供貨，但是就在這樣的供貨裡面，其實政府的角色還是

在引薦、拉線、媒合而已，還沒有到去作特別補貼，補貼部分， 剛才提到那些預算裡面

會去作分配，比如有機專區，我們從最理想一開始，你覺得有機專區要多大，面積要多

大，要整個宜蘭縣？」。 

    由上可知，政府一方面擴大有機生產面積之外，並開發行銷通路，已有初步成果。

                                                       
農產品生產農戶，通 過及維持有機含轉型期） 農糧產品驗證經營者，除農委會補助外，本府另再繳交費用上

限 1/3 為原 則，即第 1 年每戶最高補 助 7,500 元。第 2、3 年最 高補助 4,500 元。 2.以上驗證費用不含

申請土 地之土壤用水檢驗費用。獎勵對象為: 承租人 1.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理法」 規範，落實有機認

驗證管理，輔導農民申請有機驗證。 2.第 1 年有機驗證費用，本計畫補助 7,500 元（1/3 驗證費），另 2/3 驗
證費承租人 所委託驗證公司向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申請補助。 3.第 2 年及第 3 年有機驗證費用，本計

畫補助 4,500 元（1/3 驗證費），另 2/3 驗 證費承租人所委託驗證公司向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農糧署申請補

助。其次，獎勵項目為有機肥料: 獎勵比率為 70%，最高每 年公頃 2 萬元。 獎勵對象為承租人，有機肥料必

須符合農委會公告之推薦品牌。再者，獎勵項目為生物防治資材，獎勵比率為 50%，最高每年公頃 2 萬元；

其獎勵對象為承租人。 （四）輔導及銷售措施: 1. 宜蘭縣內學校營養午餐優先採購。 2. 宜蘭縣內餐廳、民

宿、休閒農場安心食材美食競賽優先指定使用。 3. 輔導加入安全農產品標章「勁自然標章」。 4. 強化友善耕

作農法之農藥殘留檢驗。5. 輔導加入地產地銷、農夫市集、社區支持等通路。 六、受理及審查方式:（一）由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改良場、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及三星鄉公所各 1 名，本府 2 名共組 5 人審查工作

小組，辦理申請案件審查。 （二）本計畫審查申請人時，倘兩人以上申請資格或土地相符者，以設籍在宜蘭縣 
為優先順序，倘均為宜蘭縣籍者，以審查工作小組意見為優先順序。 （三）105 年度媒合土地面積以 60 公頃、

返鄉青年及新農以 150 人為限，受理時間自公告日起至超過面積或人數時即停止受理，未於 105 年度媒合之申

請人並列入 106 年度優先候補。（四）受理方式及地點：申請人填妥以下（四）附件之書表向土地所在地鄉

（鎮、市）公所申請媒合。七、其他事項:（一）依據農業發展條例第 20 條規定，89 年以後訂定之農地租貸

契約，不受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限制。 （二）本計畫所謂有機農業係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認證之驗證單位所驗

證，另友善環境農法係為不使用農藥及化學肥料。 （三）參加本計畫地主或承租人應遵守計畫規定，倘未依或

違反計畫規定者，除取消參加計畫權利，倘已領取計畫獎勵補助者，將追回原獎勵補助經費。 （四）附件: 1.土
地所有權人 （1）申請登記書 （2）同意書格式； 2.承租人 （1）申請書格式 （2）經營計畫書格式（須填寫 
3 年經營內容） 3.切結書格式（地主及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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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大部分的有機農業生產者經營面積有限，加上存在生產風險，生產成本不易降低，

以致有機蔬菜種植種類有限，未能反映市場需求。因此，當須設法透過擴大有機農場生

產面積或結合相關農場相互合作，以生產較多種類的農產品，並配合縣政政府協助開發

不同消費族群，如其他縣市的社區或團體，以政府力量的投入，讓農民從中尋得符合市

場供需平衡的經營模式。 

（4） 村落工作坊之啟示與建議 

    從此次的村落工作坊舉辦，獲致若干啟示與建議，分從農民與政府等面向敘述如次： 

① 農民 

․ 建請政府派專人輔導填寫相關器材與補助表格，以增加民間從事有機耕作之意願。 

    有鑒於政府提供有機農業耕作相關的補貼措施，農民普遍不很清楚，故建議政府應

加強與農民的聯繫、溝通，並指派專人予以輔導，以減低慣行轉有機耕作的損失與風

險，俾加強農民轉作與持續從事有機農業的意願。 

․ 輔導媒合有機農產相關販售通路，進而增加有機農民的收入。 

    由於農業環境公共財有賴集中擴充有機栽種面積方足以達成，故可以利用以團結互

助為宗旨的合作社或產銷班的體系，主導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CSA)的運作，強化不同

地區農場的協同合作，以生產較多種類的農產品，並配合縣政政府協助開發不同消費族

群，如其他縣市的社區或團體，以政府力量的投入，讓農民從中尋得符合市場供需平衡

的經營模式，俾減少農民的銷售壓力，進而提升有機農民的收入。 

․ 由慣行耕作朝向有機耕作的轉型，亟需建構農民相關技術栽植能量 

    農民由慣行耕作朝向有機耕作的轉型，最需要相關的栽培技術與知識，如有相關的

資源（如專人或專門單位）引領有機農民入行，當可縮減摸索期，並增加農民從事有機

耕作的動力。     

② 政府 

․ 政府機關應建置產銷資訊網，並提高生產效益與降低生產風險 

    宜蘭縣政府曾於民國 94 年提出有關宜蘭縣有機農業發展規劃報告197，就農場產銷

能力方面提出鼓勵及規劃建立品牌與進產品行銷方式，作法又分為短期與長期兩種，短

期做法為協助及組織有機農友建立產銷班，由成功的有機農民負責以目前行銷管道，協

助其他農友銷售。長期間則可輔導及補助農會或成功之農友，建立有機蔬菜物流中心；

以合理價格向有機農友收購產品，並負責縣內宅配及縣外批發業務，俾穩定其他有機業

                                                       
197宜蘭縣政府農業局，2005，農業發展規劃報告，計畫執行單位：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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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更的供貨來源，並提供消費者更多品項的選擇。在宜蘭縣設置有機農產品物流中心之

後，提供該縣縣民及全國各地消費者或買賣業者網路交易之便利。但至 104 年為止宜蘭

縣有機農民仍面臨產銷失衡問題，故仍需由縣市政府統籌建置有機農產品產銷資訊，透

過該資訊網絡，農戶可自行調整生產內容與數量，以符市場需求，減少生產過剩之窘

境。如本次工作坊與會官員表示： 

    「我們看電視，尤其颱風來，三星就是第一名(首當其衝)，大家來看蔥一公斤漲到

多少？這星期到 200 元，不知道各位是受惠還是受害？有人割蔥賺到錢，但是，這次颱

風卻是『沒有』!農損應該都有啦，這是大家公認的。因為我知道颱風有時還不錯，正

好蔥的關係還有賺一點錢，有點像時機， 103 年八月宜蘭縣政府就做了一個算全國首

創的，縣議員去爭取支持我們訂定一個宜蘭縣有機促進自治條例，那裏面很有關係的就

是有機農產品的產和銷，這必須要在自治條例裡面去訂，政府機關要去訂定有機農產品

產和銷的年度計畫，短中長期，聽起來列管的很多，但推動的事項多多少少也會跟各位

息息相關。第二件事情是綠色採購，就是我們學校機關要優先採購有機農產品，這個部

分見諸於法令規範。」 

    宜蘭縣政府自民國 94 年提出有機農業發展報告以來，透露出農業產銷問題的解決

對策，然此須在其他縣市加以落實，亦即:需透過資訊整合與公開揭露，輔導農民如何

運用網際網路，讓產銷整合系統得以協助農民採行計畫性生產，以降低生產風險，滿足

市場供需，獲得較佳收益。 

․ 政府應積極輔導農民申請相關補助，提高轉作意願。 

    宜蘭縣政府為了促進有機農業永續發展，為了營造有機農業耕作環境，於民國 103

年 8 月 15 日宜蘭縣議會第 17 屆第 27 次臨時會第 09 次會議三讀通過「宜蘭縣有機農業

促進自治條例」，鼓勵設置有機農業專區，也就是農地所有權人得規劃設置有機農業專

區，該專區須報請主管機關核定與公告。一經公告之有機農業專區，其內之有機農業與

慣行農業的生產將有「差額補貼」，而該補貼辦法則由縣府定之。 

    除此之外，農糧署也提供農民從事有機生產之相關補助198方面。因此在各縣市政府

積極鼓勵採慣行農業的農民轉作有機或青農投入有機農業生產，亦規劃相關配套措施，

如透過擴大有機農業生產面積，以達到規模經濟之效益。如與會參與官員分享其宜蘭縣

政府目前推動有機農業的配套措施，並配合農糧署經費，以期發揮綜合效果。他說: 

     「我們對於慣行農業，用農藥的，不管你是作吉園圃的，還是作產銷履歷的，跟

有機農業要去做一些價差，等於說你生產成本上的補貼。今年在編 105 年預算的時候，

                                                       
198農糧署 104 年度有關「有機農業適用肥料推廣」、「設置簡易堆肥設施計畫」及「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

施」補助計畫，另有機農業輔導措施包含驗證費、檢驗費、有機農業經營獎勵金、有機農產品標章印製費、有

機質肥料、小型農機、有機作物生產設施補助、輔導設置有機農夫市集、小地主大佃農計畫、提供有機農糧產

品經營業者低率貸款、有機農業技術服務團。索引來源：

http://www.afa.gov.tw/organicAgriculture.aspx?CatID=527；農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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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了專區，其實跟過往的有機農業的預算比起來，今年是 640 萬元，到明年我們編

上去已經到 940 萬元，那是單單有機農業，還有中央農委會，我們另有一些設備、溫

室，一些生產機械，還有一些網室，還有一些共用的設備經費，這些還會另外去爭取，

今年（104 年）農糧署也給我們支持，大概給我們 600 萬元對宜蘭縣有機農業的補助，

另外在有機農場規劃，也撥了 300 多萬元給我們去規劃。未來規劃的教育農場會不會變

成新農民實習基地，這可能要一段時間才會看的出來，所以這樣算起來，如我剛才提

的，明年整個宜蘭縣有機農業預算本預算大概 1000 萬，中央也大概 1000 萬的預算。」 

    透過宜蘭縣政府農政官員的說明，讓與會農民了解目前中央與地方在有機農業上有

何做法及補助項目。對於有興趣投入生產的農民而言，不論是慣行的農民或是剛投入的

農民，都可以運用國家資源，降低其初期生產的經營風險，協助生產者度過有機農業轉

型的艱困期。 

․ 政府應在計畫性與逐步減低補助內容的條件下，提高對青年農民的相關補助 

    有鑑於青年從農或創新經營初期，因生產技術、經營管理、行銷通路、資源整合等

能力與經驗不足，為能協助青年農民順利克服從農或創新經營初期遭遇之困境，農委會

乃推動「青年農民專案輔導實施計畫」，由跨領域專家結合改良場、技術專家，組成輔

導團隊，透過產、銷、人、發、財、資等面向進行診斷及規劃輔導工作，協助青年農民

穩健經營，並朝資源整合、互助合作，以提升青年農民競爭力。199該方案係特別針對通

過農委會，且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有機栽培之青年農民進行輔導。

然而，儘管政府已於有機農業各項輔導計畫中，將青年農民列為優先輔導對象，但實際

補助項目、金額和內容卻與一般有機農民無異200。由於農民普遍因為蔬菜比水稻難照

顧，而多採用溫室種植蔬菜，以減少天候、病蟲害的不利影響，又青年農民比起老農更

有精力從事蔬菜栽種，故本次工作坊有農民建議是否能夠提高對年輕人的溫室補助，以

提高青農栽種蔬菜的意願，例如，與會者認為： 

「菜這部分，有要設施的部分，我覺得是否可以再提高補助?!因為年輕的農民，和老農

相比，老農的經驗是比較豐富，不過老農要他做設施，比較沒有意願，所以要針對一些

年輕人，多一些補助給他們!因為宜蘭的氣候，種菜如果沒有一些設施配合，到後來會

有斷層。年輕人比較沒錢，縣政府應該要去了解，推展蔬菜還要瞭解，這樣對年輕人是

否能讓他們有意願去種植，像是（年輕人種蔬菜的）溫室補助，可以多一點。我本身也

有受（設施）補助，但是我花 120 萬，只補助 28 萬，我負擔也很大，溫室的錢都是去

貸款，也不知道何時可以回收。」 

                                                       
199 資料來源，參見網頁:http://ifarm.cpc.org.tw/iFarm/Web/RB.aspx 
200比較「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與「專案輔導青年農民有機作物温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

之相同處：溫(網)室設施之補助比例最高以不超過 1/3 為原則，每年每戶申請一項補助，補助標準及項目如下：

（一）水平棚架網室：每年每戶每公頃最高補助 30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1 公頃。（二）簡易式塑膠布網室：

每年每戶每 0.1 公頃最高補助 17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0.3 公頃。（三）捲揚式塑膠布溫室：需具有固定基

礎，每年每戶每 0.1 公頃最高補助 30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0.2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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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考當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201的經驗，他們為增強歐盟農業的競爭力，係採取更針

對性和公平的直接給付措施。第一，只有積極從事農業的人，方能獲得補助。第二，透

過第一支柱下的歐洲農業指導和保證基金，協助初創業的青年農民（年齡在 40 歲以

下）經營農業，從 2015 年起，每個農場可獲得 7 萬歐元的給付，最多連續五年，但領

取此給付的農場必須符合交叉遵守原則，即農民必須符合相關環境標準，始能獲得政府

農業補貼。此外，在第二支柱下的提升農業競爭力的措施中，為協助初創業的青年農民

適應新的趨勢和技術，且面對新出現的挑戰，從而達到有效利用資源的目標，相關的配

套措施包括:在農場層面的結構調整、現代化建設、農場諮詢、培訓和創新計劃。由此

可見，歐盟共同農業政策，不僅對積極從事農業的人，有最基本的補助，還特別針對初

入行的青年農民，最多五年的補助，以克服財務短缺的資金困境，並輔以相關配套措施

來協助青年農民度過摸索期。 

    參採歐盟的補貼措施，我國現有農業補貼除了針對一般積極從事農業的農民外，另

應對青年農民增加補助強度。意即應建立階梯式補助的機制，依年齡、依入行時間長

短、農業經驗熟悉度，給予符合比例原則且公平的差別待遇，建議對慣行農民採取逐漸

累退式補助的措施，以轉移資源到有機農民身上，並針對初創業的有機青年農民加強補

助及相關配套，以解決現行農村勞力老化，年輕後繼經營者難尋的問題。 

 

  

                                                       
201European Commission.,2013, "Overview of Cap Reform 2014-2020", Agricultural Policy Perspectives Brie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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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官學農業與農地政策論壇舉辦成果 

    本論壇採取改良式公民咖啡館分組的形式邀請宜蘭、花蓮、新竹、彰化等地農民，官

員與學者們，針對本次論壇分組的議題進行對話與討論，綜合三方的想法與意見，在綜合

討論時對各組議題做出具體的結論與建議。 

 時間：2016 年 6 月 18 日（六） 

 地點：政治大學綜合院館 270113 視聽教室 

【表 55】政策論壇之議程議程 

時間 主題  

11：30~13：00 報到§午餐  

13：00~13：10 顏愛靜老師引言  

13：10~15：00 

論壇討論主題：  

◎ 台灣農業環境補貼機制的討論 桌長：顏愛靜 

◎ 科學園區設置與農地保護的衝突與整合 桌長：徐世榮 

◎ 民眾參與機制與生態社區永續發展 桌長：孫振義 

◎ 傳統領域、部落發展與特定區域計劃 桌長：官大偉 

◎ 我國土地管制與土地利用調整工具之 

檢討與建議－以特定區域與重劃為中心
桌長：戴秀雄、丁秀吟 

15：00~15：30 休息  

15：30~16：30 

成果分享：  

◎ 農業發展與生態社區規劃 主講：詹進發老師 

◎ 農業發展與土地利用中水足跡可能扮演

的角色 
主講：林士淵老師 

16：30~18：30 綜合討論  

  

    由於本子計畫係著重在台灣農業環境補貼機制的討論，故將就此一課題詳予說明政策論

壇之重要成果、重要啟示與建議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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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策論壇之重要成果 

    此次政策論壇，大多著重在農民從事有機耕作的動機如何加強、需要政府那些方面

的協助、有機補貼措施如何採行等項，故知需要政府協助之處甚多，底下將分項加以說

明。 

․ 政府應適時增加青年農民補貼，增加其投入有機耕作的動機 

    張美主席提到：「政府補貼的實在太少了，無法增加青年農民投入有機耕作的誘

因，人家還沒投進去就餓死了，應該把補助提高，增加青年農民進來（有機耕作）的動

力。」 

    上述這一段話是宜蘭農民代表所提出目前有機農業面臨的問題。宜蘭與彰化兩地農

民在論壇中皆有點出此點，他們認為政府對青年農民應施行補貼，現有的補貼機制影響

不大，應增加補貼項目、調高補貼額度，政策上推行青年農民相關補助政策與配套措

施，主要在協助青年農民解決其在創業初期所遭遇到的財務困境；其次，是協助青年農

民取得土地資產。從相關配套措施中鼓勵青年投身農業，並提出退休福利制度，協助老

年農民提早退休，增加先進者勞動力，減少高齡的農民人數，釋出部分農地資源，試圖

從結構做徹底的變革，以加速農業人口的世代交替。 

․ 建議政府應給予農民農耕技術上的輔助與扶持，加深農民面對外在環境變化之適應

能力 

    政府應透過農業經營諮詢服務的專業團隊，建立中央與地方的農業指導平台，提供

專業人才培訓結合經驗的傳承，幫助青年農民能夠學習到相關農業技巧與知識，並協助

解決青年農民農場經營的問題，將農產專業技術完整的移轉給青年農民。 

․ 政府應改善灌排等水利系統，以利農業施作和田間管理 

    隨著環境及輿論對生態要求之提升及生態工法技術之成熟，各部會已陸從新的法律

規章中，規範生態保育之要求，如農委會於 93 年 6 月 30 日訂頒「農田水利建設應用生

態工法規劃設計與監督管理作業要點」，辦理農田水利建設採用生態工法，應依該要點

進行規劃、設計、施工及彙整成果。而農委會所擬之農田水利事業法草案，將生態環境

維護與農田灌溉排水一併納入農田水利事業範圍。上述相關法條對於台灣農田水利事業

推動給予相關的法源依據，但與會農民反映民間無法感受到政府對於維護推動農業關於

水利設施上的積極作為，故建議整府應加強其效度與相關成果之展現。農田水利建設如

涉及法規規定事項，須遵照辦理。 

․ 政府應增額補助大型設備，或增加保價收購或其他可以解決銷路問題的政策，強化

慣行農民改作之動機 

    近年來社會大眾對於生態知識面認知的進步，已給許多青年農民進行友善、有機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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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動力，但昂貴的大型設備費用往往也是青年農民裹足不前的眾多原因之一，且目前

相關政策較少對有機農民耕作者有積極補助，大部分是對土地所有者進行相關之施為。 

    在論壇中，在地的花蓮、宜蘭農民皆有點出這個面向之問題，建議從相關機具或是

銷售端解決此問題，爾後鼓勵有意願的青年農民投入有機農業的耕作。 

․ 政府應增加公家單位購買有機產品之通路，以解決銷售面的問題 

    有機產品在銷售面的管控一直是有機農民在意且擔憂之處，政府應在此部份有積極

的施為。與會的政府官員鼓勵政府機關、學校與軍隊可以優先購買有機產品，以解決通

路銷售之問題。 

․ 政府應促進相關友善環境，進而增加生活及生態知識價值面之培養與建立 

    所有與會者都提醒建立全民有環境意識之重要性。在耕作的過程中，應重視有機、

土地與產業三者的連結性，雖然馬上全面施行有機栽種的難度較高，但仍可分階段性去

執行，先從友善的耕作環境著手，強調安全用藥這一部分的施行，並鼓勵政府擴大直接

給付的管道與相應的條件措施，從產業結構的適度調整上思考如何改善有機環境，並從

中培養並使之朝向生活與生態加值的面向邁進，以達到永續農業發展的目標。 

 

【圖 74】政策論壇與會來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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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彰化農民代表陳慈慧小姐、宜蘭農民代表張美女士、花蓮農民代表吳雪月老師 

 
【圖 76】前水保局黃明耀局長、政大地政系顏愛靜教授、農委會農地利用科王玉真科長 

 
【圖 77】政策論壇現場；形成共識後，農委會農地利用科王玉真科長、宜蘭

縣農業處楊槐駒科長將共同意見寫在海報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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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論壇之重要啟示與建議 

① 政府應對新訂的法令政策多加宣傳並舉辦說明會，以便農民清楚知悉 

   農委會自民國 98 年 5 月 27 日正式推動「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旨在鼓勵無力耕作之

小地主長期承租土地給有意願耕種的農民，以擴大佃農之耕地、降低生產成本、提高農

業競爭力。然而，自執在行以來，許多農民仍然有些疑慮，尤其是老農普遍存有早期三

七五減租的印象，擔心農地出租後會收不回來。雖然自民國 89 年農業發展條例修正後，

新訂租賃契約，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適用，且農委會「農地銀行」做為小地主大佃

農政策的媒介者，已在網站首頁明顯告示「農地出租沒有 375 限制」202，但政府對於政

策宣導上似乎仍有不足，導致老農對政府的不信任，寧願領休耕補助，而不願出租農

地。如本次工作坊有位青農表示：「因為以前三七五的問題，會怕，不想跟別人簽約，而

政府沒有公布清楚，有一些老人都不懂，所以要幫他靶田他也不願意。即使現在法令有

改了，可是也沒有解釋給農民清楚了解。」 

    而宜蘭縣農業處科長則透過本工作坊，回應農民關於小地主大佃農的疑慮，並表示

如果有租約糾紛有調解、調處等解決的途徑：「小大沒有說要停啦!89 年以後，私人租約

就沒有三七五的問題，大家也都知道，但是就是不放心，怕簽下去我只認得我簽的兩個

字三個字，其他我不知道，簽下去以後就變成賣身契了，以後糾紛一大堆，其實一般農

民不太想去處理這些問題，更何況土地拿不回來。的確啦！除非是說他很清楚租約的內

容。你要跟人家訂私人契約，不管是不是小地主大佃農，人家要跟你租農地要做什麼，

要種什麼?要種多久?都要在契約裡面要寫清楚。有糾紛其實是依據消費者保護法，向公

所申請調解，也可以向市政府的消保官做爭議的調解，我想這個是連市售買賣交易都是

這樣的途徑去調解或尋求排除爭議。」 

    由此可見，農民普遍依循既有的印象和經驗行事而不願輕易改變，而政府為有效解

決台灣農業多年來土地零碎、生產成本過高、農民老化、年輕勞動力流失等嚴重問題所

推行的政策，應當以「在地的語言」宣傳到民間社會，並舉辦多場說明會與農民充分溝

通對話，才能讓立意良善的政策成效良好。   

② 政府應對初入行的青年農民提高補助，方能獎勵留農成為傳人 

    依據農委會 104 年頒行「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該計畫目的係針

對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有機栽培之農戶，輔導其設置溫（網）室生產

設施，以降低天候風險、提昇生產效能並穩定供應有機蔬果203。另為鼓勵青年農民投入

有機耕種，訂有「專案輔導青年農民有機作物温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204，特別針對

                                                       
202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地銀行網站，http://ezland.coa.gov.tw/Default.aspx，取用日期：2015/02/14 
203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北區分署，附件 3 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http://goo.gl/579ine，取

用日期：2015/02/14。 
20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附件 3 專案輔導青年農民有機作物温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

http://www.hdares.gov.tw/htmlarea_file/web_articles/hdais/6288/1040812_3.pdf，取用日期：201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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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農委會「青年農民專案輔導實施計畫」，且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

有機栽培之青年農民進行輔導。 

    然而，雖然政府已於有機農業各項輔導計畫中，將青年農民列為優先輔導對象，但

實際補助項目、金額和內容卻與一般有機農民無異205。由於農民普遍因為蔬菜比水稻難

照顧，而多採用溫室種植蔬菜，以減少天候、病蟲害的不利影響，又青年農民比起老農

更有精力從事蔬菜栽種，故於村落工作坊有農民建議是否能夠提高對年輕人的溫室補

助，以提高青農栽種蔬菜的意願：「菜這部分，有要設施的部分，我覺得是否可以再提高

補助，因為年輕的農民，和老農相比，老農的經驗是比較豐富，不過老農要他做設施，

比較沒有意願，所以要針對一些年輕人，多一些補助給他們，因為宜蘭的氣候，種菜如

果沒有一些設施配合，到後來會有斷層。年輕人比較沒錢，縣政府應該要去了解，推蔬

菜對年輕人是否能讓他們有意願去種植，像是（年輕人種蔬菜的）溫室補助，可以多一

點。我本身也有受（設施）補助，但是我花 120 萬，只補助 28 萬，我負擔也很大，溫室

的錢都是去貸款，也不知道何時可以回收。」 

    參考當前歐盟共同農業政策206的經驗，他們為增強歐盟農業的競爭力，係採取更針

對性和公平的直接給付措施。第一，只有積極從事農業的人，方能獲得補助。第二，透

過第一支柱下的歐洲農業指導和保證基金，協助初創業的青年農民（年齡在 40 歲以下）

經營農業，從 2015 年起，每個農場可獲得 7 萬歐元的給付，最多連續五年，但領取此

給付的農場必須符合交叉遵守原則，即農民必須符合相關環境標準，始能獲得政府農業

補貼。此外，在第二支柱下的提升農業競爭力的措施中，為協助初創業的青年農民適應

新的趨勢和技術，面對新出現的挑戰，從而達到有效利用資源的目標，相關的配套措施

包括在農場層面的結構調整、現代化建設、農場諮詢、培訓和創新計劃。由此可見，歐

盟共同農業政策，不僅對積極從事農業的人，有最基本的補助，還特別針對初入行的青

年農民，最多給予五年的補助，以克服財務短缺的資金困境，並配合相關配套來協助青

年農民度過摸索期。 

    借鏡歐盟補貼措施，我國農業補貼除了針對一般積極從事農業的農民，另應對青年

農民增加補助強度。意即應建立階梯式補助的機制，依年齡、依入行時間長短、農業經

驗熟悉度，給予符合比例原則且公平的差別待遇，建議漸進式減少對慣行農民的補助，

以轉移資源到有機農民上，並針對初創業的有機青年農民加強補助及相關配套，以解決

現行農村勞力老化，年輕後繼經營者難尋的問題。 

③ 政府應強化農民學院運作機制，以利農業專業技能與知識的傳承 

    政府應該倡導農業職能訓練和食農教育的重要性，強化現有的農民學院機制，以結

                                                       
205比較「有機農戶溫（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與「專案輔導青年農民有機作物温網室生產設施補助原則」

之相同處：溫(網)室設施之補助比例最高以不超過 1/3 為原則，每年每戶申請一項補助，補助標準及項目如下：

（一）水平棚架網室：每年每戶每公頃最高補助 30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1 公頃。（二）簡易式塑膠布網室：

每年每戶每 0.1 公頃最高補助 17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0.3 公頃。（三）捲揚式塑膠布溫室：需具有固定基

礎，每年每戶每 0.1 公頃最高補助 30 萬元，每年最高補助 0.2 公頃。 
206European Commission.,2013, "Overview of Cap Reform 2014-2020", Agricultural Policy Perspectives Brie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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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農業研究、教育、推廣資源、建構從產到銷的農業經營輔導系統，強化青年農民經營

與管理的能力，提升農業經營效率與競爭力。對於位處偏遠地區的農民，政府或該採取

移地式教學，並加強向有經驗農民學習請益方式，以利農業專業技能與知識的傳承。 

3. 臺灣支援小農經營及國土規劃措施之建議 

（1） 增進農地利用與改善小農永續經營間之關聯性與重要性說明 

    自 2000 年農發條例修正案放寬農地分割限制與農宅興建資格後，由於農地開放自由

買賣，一般民眾也可輕易變身為農民的行列，多年下來耕地持有人雖呈增加，但不代表其

投身農業工作，有些未經營農業的人在耕地上不種田（未從事農牧業生產），卻種房子，

衍生蓋農舍自住或轉售獲利等現象，嚴重影響附近農田灌溉排水及農機利用，並造成生產

環境的污染，以致都市近郊優良農田受到侵蝕破壞而逐漸流失。並且，在經濟發展過程

中，位處都會邊緣之農地，容易受到建設所需或環境汙染，而轉為工商業用途，加上近年

氣候變遷帶來的災害損壞，以致耕地總面積逐年遞減。此問題已於全國農地資源初步調查

結果中證實，提供農業生產使用之農地面積（優良農地）日益減少，除部分作為農產品集

貨場、糧倉、農業設施外，確實有不少農地已變更為豪宅、工廠、民宿、土雞城等非農業

使用，甚至更有科學園區、開發案競相與農民爭地。 

    再者，長久以來，農產品價格偏低、農業經營利潤減少，及市場供需不穩定等因素，

影響耕地非農用情形甚深，致農地休耕現象及粗放經營家數持續增加，耕地一旦雜草叢生

容易成為病蟲害滋生來源，無形中也會降低鄰近農地生產效益，進而影響小農持續經營的

意願與收益。而政府鼓勵稻田轉作雜糧或休耕之政策開始於民國 73 年，已持續執行 30 多

年，然此休耕政策不但沒有生產力，且未提供任何就業機會，更造成農業耕作環境惡化，

破壞農村景觀，同時政府每年必須支付休耕補助款高達新臺幣 100 億元，已成為財政一大

負擔。（陳惠欣等，2014） 

    進言之，農地非農用情形、休耕農地，將對周圍農田、灌排水設施造成汙染，增加鄰

田的病蟲害發生機率，對於採行有機農業或無毒農業的小農來說，生產環境不佳，可能無

法取得有機驗證，產量減少而致收益不佳，不利於小農永續的經營。此外，農地非農用為

地主帶來的高額收入，其出售或出租土地時，將索取較高額的租金或賣價，使得農地的市

場租金或價格提高，增加小農租購農地的成本；而休耕補貼則成為地主出租農地的機會成

本，地租索要的租金將高於休耕補貼，如此墊高部分地區農地的市場租金，使得小農欲承

租農地時，需要負擔較高的租金，提高經營成本。更甚者，農地非農用或休耕問題，不僅

使得可耕地減少，也將使得地主不願出售或出租農地，致使釋放至市場上租賃或販售的農

地減少，讓想要購買或承租農地的小農，找不到鄰近或合適的農地以擴大經營規模。 

    上述農地利用所衍生的問題，皆嚴重影響小農的永續經營，故必須配合國土規劃措施

及農地利用政策的調整，改善農地非農用及休耕農地的問題，以塑造優良的生產環境，及

健全農地市場，方能促進小農永續經營。爰此，本計畫以下提出國土計畫法、農地利用與

管理措施之建議，期能增進農地利用，與改善小農經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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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農地利用、國土規劃政策之建議 

    於 2016 年 1 月 6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國土計畫法」，參酌第一、二年度計畫，本研

究對於此法之落實提出建議如下： 

① 對國土規劃整體性原則之建議 

․ 國土計畫建議納入地景規劃計畫 

    按國土計畫法第 9、10 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

容，應載明部門空間發展策略。按第一年度計畫成果，本計畫建議參酌德國地景規劃體

系，將之納入部門空間發展策略，建立地理資訊系統的環境資源資料庫，作為跨部門溝

通之對話工具與作為推動國土計畫與環境部門空間發展策略之基礎。 

    進一步研，理應參照德國地景規劃體系母法「聯邦自然保護法」，規定於聯邦、

邦、區域及市鄉鎮等四個層級，建構相對應層級的「土地保育暨地景計畫」，包括自然

地景及文化地景的保護工作，作為維護生態保育空間上行政計畫，以為推動自然保育之

重要政策工具。再者，於各層級空間計畫中，應要求皆以地景規劃作為環境承載力的基

礎，並以空間發展之「土地使用」受到地景規劃的橫向指導，各層級的空間計畫皆必須

納入地景計畫之概念。此外，規範地景規劃的基本調查工作項目，促使政府利用地理資

訊系統，整合、更新、分享各部門規劃的環境資訊，一方面可提供當地社區、地方政府

或不同部門以為個別規劃地區的空間資訊系統的基礎；另一方面，各部門也能在此基礎

上，研討如土地開發之區位適宜性、環境衝擊等適宜性，或尋求有關自然保育與空間發

展之優先次序、執行措施、計畫目標、必要規範等共識。舉凡這些作法，皆值得我國參

酌採行。 

․ 使用許可制度建議納入侵害調節機制，及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用途增列自然地

景、資源或生態復育措施費用 

    按國土計畫法第 24、28 條規定，於符合第 21 條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之使用原則

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之土地使用，應由申請人檢具第 26 條規定之書圖文

件申請使用許可，而經主管機關核發使用許可案件，中央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國土

保育費作為辦理國土保育有關事項之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向申請人收取影

響費，作為改善或增建相關公共設施之用，影響費得以使用許可範圍內可建築土地抵充

之。然而，若僅收取費用，並無復育被破壞的自然地景、資源或生態，將使此等破壞狀

太殆無恢復之可能，故按第一年度計畫成果，本研究建議參酌德國侵害調節、生態補償

機制，將之納入我國土地使用許可機制，作為更積極的國土與環境保育之政策工具。 

    再者，參考德國侵害調節機制，政府審查土地建築開發案時，以優先迴避侵害為原

則，即當預期開發確實會造成自然環境之負面影響時，即不許可開發；其次，當開發因

確實有其極大的必要性而經政府許可，且對於自然的影響已達不可迴避時，開發者必須

權衡侵害程度，務求開發對環境的影響最小化；最末，當開發行為業經政府核准，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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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達最小化之侵害，進行自然生態補償，此係指相同自然生態價值之環境復育，以求

平衡。至於，開發人欠缺技術上能力進行生態補償時，則須另行支付鉅額的生態補償金

額，提供主管機關針對該開發案進行生態補償措施。惟其如此，透過侵害調節機制，方

可藉土地開發外部成本的內部化而合理增加開發者的應負擔開發成本，抑制開發者任意

的開發或不當的開發，且同時達到生態平衡之目標。 

    因此，建議按環境影響評估結果及土地使用所造成的破壞程度，估算使用許可案件

之生態補償金額，作為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收入來源，並設計、執行自然地景、資源

或生態復育措施，此復育費用則列入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之用途，以避免非必要之土地

開發，及持續性復育國土資源。 

․ 全國性環境資訊資料庫建議涵蓋各類人類活動、自然生態及地景資料 

    按國土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為擬訂國土計畫，主管機關應蒐集、協調及整合國土

規劃基礎資訊與環境敏感地區等相關資料，各有關機關應配合提供；中央主管機關並應

定期從事國土利用現況調查及土地利用監測。而按第一年度計畫成果，參考德國環境影

響評估機制，建議我國應建立全國性環境資訊的資料庫，並更加詳實地執行環境影響評

估，作為土地使用許可機制之首要審查關卡。 

    換言之，當即參酌德國地景規劃相關計畫的架構，須綜合、廣泛地詳細紀錄和評估

現存的和預期的自然環境、資源與地景的變化情況，包括有關土壤、地質、水體（包括

地表水和洪水區、地下水）、空氣和氣候及動植物（包括群落生境類型）、生物多樣性、

地景特徵等基礎資訊，且注意結合不同地景功能和自然資源間交互影響；為此，德國政

府建立環境資訊的基礎資料庫，供各方規劃者詳實地評估土地、資源當前的使用和預期

未來使用的變化，涵蓋住宅、工業、商業、交通、農業、水資源管理、休閒遊憩、釣

魚、狩獵及其他人類活動；並供土地建築開發者真實地評估、預測其開發案對於自然及

地景變化的影響，包括生物多樣性功能（如群落生境的功能、發展潛力、物種等）、自

然產出功能、水資源功能、水污染防護功能、氣候功能（如氣候生態相關領域、空氣品

質、溫室氣體排放等）、地景體驗功能、多功能區域等評估項目，而且必須經過政府相

關主管機關代表、民間團體代表與開發者共同討論後，依據個案情形決定這些評估項目

與評估方法。更需注意的是，環境影響評估必須判斷評估項目的相互作用和累積作用，

及提出迴避、衡平和補償侵害的建議，這是環境影響評估中極為重要的內容，更是政府

准駁開發案的重要參據。這些作法可供作我國建立全國性環境資訊資料庫、環境影響評

估機制之參酌。 

․ 於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理策略及計畫中，訂立明確空間發展層級標準及相應之發

展計畫 

    按國土計畫法第 9、10 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應載明國土空間發展及成長管理策

略，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應載明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管理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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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第一年度計畫，本計畫建議參酌德國國土空間規劃層級，建議於空間發展及成長管理

策略及計畫中，訂立明確空間發展層級標準及相應之發展計畫，以落實計畫引導發展，

有效指導土地作有秩序之利用。 

    參照德國國土空間規劃，各層級規劃單位，依據法令所賦予之規劃範圍，擬訂相對

應的空間發展策略與計畫，作為各層級空間發展執行依據。而聯邦的層級，針對空間規

劃提出一般指導原則，藉由計畫過程密切協調，使得上下層級空間計畫具有一致性，例

如地方政府下的開發計畫若涉及土地變更，需經過區域規劃委員會就該個案與上位區域

計畫或國土計畫有無違背進行審查；要求地方政府擬定的營建引導計畫必須與上位的國

土計畫相符合。以及，依據中地理論，劃分不同空間尺度及層級，據此要求各層級的空

間應配置的公共設施項目、類型等，如於大型中地配置全國性公共設施，中型、小型中

地則為地方性公共設施，以引導區域發展規劃。上述這些作法，皆值得我國考察參酌。 

․ 為執行都會區域或特定區域計畫，建議設立常設性的跨域合作組織 

    按國土計畫法第 6 條規定，特定區域應考量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文化特色

及其他法令所定之條件，實施整體規劃，又第 8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

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都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計畫內容；直轄市、縣

（市）政府亦得就都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容，報中央主管機關

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而都會區域或特定區域若為跨越直轄市、縣（市）之範

圍，按第一年度計畫成果，本研究建議參酌德國區域合作機制，應設立常設性的跨域合

作組織，以利環境保育與城鄉發展之整合推動，並將合作事務納入各縣市發展計畫，以

「區域均衡、適性發展」為目標，促進區域內共同成長及區域間相互競爭，俾利區域及

全國整體的競爭力提升。至於跨域合作採行之機制，如各級政府首長、秘書與部門主管

經常定期聚會，或建立聯合行政機關和聯合司法機關，或共同設立區域規劃機關，以協

調位於相鄰邦界區域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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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對農業部門發展計畫之建議—針對農地使用的管理 

․ 國土計畫建議納入農業環境計畫 

    按國土計畫法第 9、10 條規定，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內

容，應載明部門空間發展策略，此包含農業部門的空間發展策略。按第一年度計畫成

果，本研究建議參酌德國農業環境計畫，將之納入農業部門空間發展策略，實施農業環

境補貼與交叉遵守義務，作為維護農地、確保糧食安全與發展鄉村地區之政策工具。 

    亦即，於農業環境計畫中，將優良的農業經營實務與環境保護理念整合為一，並提

撥農業環境計畫經費來鼓勵與協助農民自願參與，並要求接受給付的農民交叉遵守相關

法定環境標準，及與動物和植物健康相關的標準，以確保農業生產環境，確保農民基本

所得，並改善鄉村地區景觀與環境。如參考德國的農業環境計畫，其主要包括人文景

觀、自然保護契約與自然景觀維護等計畫，此可區分為兩個層級，一為聯邦政府層級的

農業環境計畫，此是中央政府主導的全國性農業環境措施，主要在獎勵農場/農民採用

符合市場與立地條件的土地經營方式；二為邦政府層級的農業環境計畫，此是根據邦政

府當地情況與特殊需求來研擬各邦的農業環境措施，如由農民參與景觀維護工作，透過

簽訂自然保護契約的方式來保護自然與生物群落區。此等作法皆值得我國參酌。 

③ 對農業發展區劃設之建議 

․ 建議明確界定國土保育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原則 

    按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規定，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

分布情形，劃設國土保育地區，並按環境敏感程度，予以分類。另參照全國區域計畫修

正案（草案）（內政部，2014.11），第 1 級環境敏感地區包含特定水土保持區、水庫集水

區、優良農地等，又第 2 級環境敏感地區包含地質敏感區、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

原二級管制區、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淹水潛勢地區或易淹水地區、山坡地、自來水水質

水量保護區、礦區、公路兩側禁建限建地區、高速鐵路兩側限建地區等，這些地區可能

涵蓋現行非都市土地的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或其他分區之農牧用地。因此，這類環

境敏感地區內的農業用地可能被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亦可能為國土保育地區，故本研

究建議應更明確地界定國土保育區、農業發展區之劃設原則，且整體性考量自然生態、

災害防救與糧食安全之平衡；再者，土地所有權人及當地居民應有權表示其意見，規劃

機關應予以尊重。 

․ 建議明確界定城鄉發展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原則 

    按國土計畫法第 20 條規定，依據都市化程度及發展需求，劃設城鄉發展地區，並

按發展程度，予以分類。原則上，現行都市計畫區，皆可能劃入城鄉發展地區，其中涵

蓋農業區，而參照全國區域計畫修正案（草案）（內政部，2014.11），都市計畫農業區

如符合優良農業生產環境、維持糧食安全功能之土地，或係屬農業主管機關依據農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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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認定應積極維護之地區，應保留作為農業生產使用，儘量維持為農業區，不宜

任意變更轉用；至農業生產環境受到嚴重干擾之土地則得調整作為都市發展儲備用地，

檢討變更為適當使用分區。因此，這類都市計畫區內的農業區，究屬城鄉發展地區或農

業發展地區，本計畫建議分區劃設原則應予以釐清，妥善考量農業生產環境維護及糧食

安全功能維持之必要性。 

․ 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具有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之審核權及否決權，並於國土計畫納入農

地保護措施 

    按國土計畫法第 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辦理事項有：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擬訂、公告、變更及執行；國土功能分區之劃設；全國性土地使用管

制之執行及直轄市、縣（市）特殊性土地使用管制之擬定、執行；農業發展地區及城鄉

發展地區之使用許可、許可變更及廢止之核定；其他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執

行。據此，地方政府擁有農業發展地區之劃設權。惟地方政府時常以經濟發展為主要考

量，而變更農地為住宅、工業、商業或其他開發性質使用，因此，為避免地方政府藉由

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之機會，而大量釋出及變更農地，建議中央主管機關具有審核權及否

決權，對於應劃設為農業發展地區之土地，予以保護，並建議參酌現行全國區域計畫有

關農地保護措施，將之納入未來的國土計畫。 

  



第 381 頁，共 399 頁 

4. 臺灣以土地倫理為本、實現多功能農業、支援小農經營的永續農業政策之建議 

（1） 對臺灣農業主管機關之建議 

① 從生產端思考永續農業生產模式 

    所謂永續農業之基本理念在於強調農業的生產除提供人類糧食所需外，也能提升農

業所依賴的環境品質與資源基礎（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 1989）。政府為促進永續

農業發展，應鼓勵農民從事或朝有機或友善之農業生產經營轉型；爰此，本研究建議政

府農業部門在落實永續農業方面，首先制定或修改相關促進永續農業生產之政策與相關

措施；其次，相關農業研究單位研議永續農業發展所涉及之面向，輔導農民獲得相關技

術與知識；最後，藉由農民、相關業者及消費者與政府配合施政，參與實踐永續農業之

生產與生態維護之相關工作，以擴大永續農業發展的參與層面。 

② 修正休耕地活化補助政策，適度降低對慣行稻米休耕地補助 

    現行農業政策之農地利用方面，有關休耕地活化政策之執行面而言，確實發揮一定

成效，其中有休耕地面積確實大幅降低，但休耕地活化仍從事慣行農業，此農地利用政

策不利農地多功能性與土地倫理之實踐；其次，慣行耕地生產稻作面積增加，徒增公糧

收購的財政負擔與倉容保存之壓力，因此現行休耕地活化政策應修正活化後仍做慣行農

業之補貼額度。參酌王俊豪等人i（2014，31）研究報告，認為適度調降休耕農地之直接

補貼金額，有助於農地環境品質改善及有機生產，更進一步為擴大推廣有機農業的補貼

措施。另有關慣行稻米保價收購機制，亦應適當調整收購比例或數量，將有助於慣行農

業轉作有機農業之推動，以貫徹永續農業。 

③ 政府應建立相關交流平台，以擴大群聚效益，促進發展有機產業 

    我國現行農業生產型態以小農生產為主，與農業大國之低生產成本相較下，我國農

業生產成本偏高，在兼顧國家糧食安全，無法立即全面化提倡友善農業生產，故本研究

建議政府部門為促進永續農業與維護生態環境，應增加友善耕作的補貼項目，並逐年降

低慣行農業之補貼金額;其次，為鼓勵農民投入友善農業之相關措施的經濟誘因，如對新

進或青年農民之補貼其初次投入有機或友善生產所需資材、設備、土地租金與生活扶助

金，尤其是青年農民在投入有機或友善耕作之初始階段。藉由政府部門提供經濟誘因，

協助農民克服其投入有機或友善生產之無以為繼之困境。 

④ 政府應建立相關交流平台，擴大產業群聚效益，促進永續農業發展。 

    對於初次或轉型農業生產型態之青年農民而言，對於投入有機或友善農業生產，為

避免初期之欠缺生產技術相關知識，不知如何銷售與勞務成本負擔過高，農業部門應提

供相關生產技術輔導與生活安置，以協助度過轉型或初期投入之難關，因此本研究建議

農業部門應積極研擬相關輔導措施與補貼機制；其次，建議政府於提倡有機、友善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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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相關措施時，亦應導入社會企業、農民組織參與，共同協助解決農民有關農產品銷

售困難問題，改變個別農民生產模式，朝向產業群聚方式，獲致降低生產成本並增加共

同產銷之效益。 

（2） 對臺灣相關非政府部門之建議 

① 鼓勵農民自行組織團體，因應消費者多樣化需求 

    我國當前農業結構係以小農家庭農場之經營型態為主，農戶平均規模狹小，不利於

多樣性消費者需求之回應，為克服此問題，本研究建議鼓勵農民們自組團體生產多樣性

產品，透過共同管理與合作，調和不同農地間屬性差異，生產並銷售當季在地農產品，

以期達到農業產銷均衡之經營方式。 

② 透過資深農民提供青年農民田間管理知識，有利於農地環境品質維護 

    有機農業生產實為盡可能地使用農藝、生物和機械方法，而非使用農業或肥料之合

成材料，然而，長期以來的慣行農業生產型態，為了提高產量而大量使用農藥與肥料，

再加上機械化生產與代耕機制，以致農民們漸漸忘記農地原本的生物多樣性、生物循環

和土壤生物活動對於永續農業的重要性，也忘記有機農藝、生物的方法;如何促進農業生

態健康與環境永續並非易事，為有效地推動永續農業，本研究建議動員我國優秀資深農

民，藉由其田間管理所累積的農業知識，傳承並輔導新進或青年農民學習農業生產環境

概況與管理知識，以瞭解其田間管理的各項要求，並協助農民改善其田間管理方式，以

維護農作物安全，將有助於改善農作物品質與永續的生態環境。 

③ 積極推動食農教育，提高永續農業於經濟和社會上的在地實踐 

    我國自開放農產品進口以來，長期受到飲食習慣西化影響,國人對於稻米需求下降，

長期下來對我國糧食安全產生不利之影響。翁玉青ii表示日本維護傳統良好的飲食文化及

具地區特性的飲食生活習慣，在不同環境之糧食生產者和消費者，能滿足國人對於國內

糧食需求，及解決農業銷售的困境。 

    所謂「食農教育」在於重視在地食材之生產與在地特色之飲食文化習慣，調和的糧

食生產者和消費者間對於糧食安全的理解，以促進農漁村的振興和糧食自給率的提高。

一如日本於 2005 年通過《食育基本法》iii，將食育視為義務教育。既為義務教育，各級

政府部門應一起推動，包括推廣學校使用在地食材、學生參訪農園、鼓勵地產地銷等方

式。透過教育方式，如透過民間團體推動食農教育，可結合家庭、學校、社區、餐廳、

合作社、農漁會等，再依據各地農業生產環境的差異，藉由民間團體結合在地農民、農

民團體共同研發在地農業的食農教材，並由農民說明並示範其生產過程，藉由加強消費

者對於農產品從生產到加工、流通之體驗活動，得以理解農產品亦具有農業多功能性，

有利於農村環境維護與文化保存，因此有必要藉由增加在地學校，提供有機餐與消費在

地農產品，促進消費者在永續農業於經濟和社會上的接受度。  



第 383 頁，共 399 頁 

5. 臺灣未來農業環境補貼措施之研擬 

（1） 未來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方式之研擬 

參酌歐盟、德國的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方式，及依據前二年度計畫研究成果與專家學

者、農民座談或訪談之意見，本計畫研擬未來台灣實施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原則之建

議如下表。 

【表 56】台灣實施農業環境補貼項目與計算原則之建議 

補貼項目 補貼原則 說明 

無毒農業 

1. 每農場每月 15,000 元 

2. 青年加碼每月 5,000 元 

3. 山坡地加碼每月 5,000 元 

4. 給付上限每月 20,000 元，

最多給付 3 年 

1. 為鼓勵農民轉作有機農業，及考量必

須歷經至少 3 年的轉換期間，此實施

無毒農業的期間，不論有無申請有機

驗證轉型期，農場極可能面臨虧損或

無利潤、收益之困境，故建議給予農

場主每月 15,000 元的生活津貼 

2. 為鼓勵青年投入，故建議加碼每月

5,000 元 

3. 考量山坡地實施無毒農業，有助於土

壤保護、水源涵養、維護上游集水區

的水質，故建議加碼每月 5,000 元 

4. 參考法定最低薪資，及考量轉型期約

3 年，故建議設定給付上限每月

20,000 元，最多給付 3 年 

安全用藥 按收益損失補貼 

為鼓勵農民減少農藥及化學肥料，建議

對農民因安全用藥而受之收益損失給予

補貼 

環境友善措施 按收益損失或成本增加補貼 

為鼓勵農民實施生態復育或環境友善措

施，及遵守環境保護、公共健康、動植

物健康、動物福利等法定標準，建議對

農場因而損失之收益或增加之成本給予

補貼 

造林及維護樹林 

1. 按平地造林直接給付補貼 

2. 山坡地加碼每年每公頃

90,000 元 

1. 為鼓勵農民實施造林及維護樹林，增

加地景多樣性，及促進水土保持，建

議按現行平地造林直接給付標準，對

平地及山區農場給予補貼 

2. 為促進山坡地實施水土保持，考量山

區維護成本較高，建議參考平地造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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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給付之維護費用標準，每年每公

頃加碼 90,000 元 

提高附加價值的

投資 

1. 按投資金額之 50 %補貼 

2. 偏遠地區加碼投資金額之

25%補貼 

1. 為改善小型農場的整體績效，及提高

農林產品附加價值，農場對加工產

品、開發新產品、研發新技術等而進

行投資，建議參考歐盟直接給付標

準，按投資金額之 50%給予補助 

2. 考量偏遠地區發展與振興之必要，建

議參考歐盟直接給付標準，按投資金

額之 75%給予補助 

資訊及推廣活動 按增加成本之 50%補貼 

針對參與農業環境補貼方案的農民，提

供其產品資訊建置及推廣活動的援助，

建議參考歐盟直接給付標準，按增加成

本之 50%給予補助 

生產者團體 按每年銷售收入之 5%補貼 

針對參與農業環境補貼方案的成員所組

成之生產者團體，如產銷班或其他地方

團體，其成員聯合銷售產品，建立有關

採收、生產的共同規則，提供其成立與

行政運作的支助，建議參考歐盟最高直

接給付比例，按每年銷售收入之 5%給

予補貼 

諮詢服務的運用 按增加成本之 80%補貼 

為鼓勵農場改善績效，運用私人或政府

的諮詢服務，建議參考歐盟直接給付比

例，按增加成本之 80 %補貼 

現代化經營的 

投資 

1. 按投資金額之 50%補貼 

2. 青年加碼投資金額之 10%

補貼 

3. 偏遠地區加碼投資金額之

25%補貼 

1. 為促進農場現代化經營，農場進行有

形或無形投資，如機器設備的購買、

智慧管理系統的導入、環境監控系統

的建立等，建議參考歐盟直接給付比

例，按投資金額之 50%補貼 

2. 為鼓勵青年投入農業經營，建議參考

歐盟直接給付比例，按投資金額之 60 

%補貼 

3. 為促進偏遠地區的產業發展，建議參

考歐盟直接給付比例，按投資金額之

75%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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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來農業環境補貼實施機制與配套措施研擬 

① 活化休耕農地計畫的有機補貼，不限制 1994 至 2003 年基期年之農田休耕者 

    按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補貼對象限定「基期年（1994 至 2003 年）種植水

稻、雜糧、甘蔗等保價作物有案或 1994 至 1996 年間辦理稻田轉作休耕有案之農田」，然

而，許多有意願或正在從事環境友善的無毒農業或有機農業，並不符合此計畫有機補貼

之申請條件，因而無法申請及受惠。為鼓勵更多農民投入無毒或有機農業，建議取消或

放寬此條件限制，以使環境友善的農業能擴大發展，提供人們更優質、更安全的糧食。 

② 有機設施或設備補貼對象，納入無毒農業之農民 

    按有機農戶之補助，多限定須取得有機驗證者方能申請之。如溫（網）室生產設施

之補助對象為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從事有機栽培之農戶，或符合「小地主

大佃農」資格審查，計畫從事有機栽培之農戶。或如，調整耕作制度活化農地計畫所補

助之有機作物，應通過有機轉型期驗證，並檢附驗證機構出具之有機轉型期驗證文件。

另外，日前農糧署草擬「有機農業法」草案207，其中第 3、7 條規定，主管機關得對有機

農產品之農產品經營者驗證所需費用、技術提升、行銷通路擴展、產銷設施（備）、資材

貸款及其他有機農業相關事項給予適當協助，並獎勵有機農業之育種及種苗生產，而此

處「有機農產品」指農產品生產、加工、分裝及流通之過程，符合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

有機規範，並經依本法規定驗證合格，或進口經審查合格者。 

    然而，許多從事無毒農業的農民，雖符合有機農產品的驗證標準，但未申請有機驗

證，或未參與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則無法取得農糧署對於有機農戶之各種補助，而須自

行籌資購置有機耕作所需的設施或設備，又部分現代化設施或設備的投資金額較高，農

民負擔甚大，在不易取得貸款的情形下，對於其擴大經營規模、增加投資較為不利，故

建議有機農戶之設施或設備補貼，放寬申請資格涵蓋取得有機農產品驗證（含轉型期）

之有機農戶，及未取得之無毒農戶。 

③ 訂定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 

    農業環境補貼之實施，目標在於鼓勵農民提供更多生態服務，創造更多環境有關的

外部效益，維護良好的農業生產環境，並生產更安全的食物，故建議參酌德國、歐盟之

作法，規範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列舉如下： 

․ 環境保護： 

    地下水保護、避免土壤及水資源汙染、避免土壤侵蝕、維護土壤有機質程度及

土壤結構、最低程度的土壤植被、保護自然棲地及避免棲地退化、野生動植物保

育、限制肥料的使用、保持地景特色、避免不必要的植物入侵農地、禁止砍伐樹

                                                       
207 行政院農委會農糧署，2016，「有機農業法」草案，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160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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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沿著水道建立緩衝帶等。 

․ 公共、動物及植物健康： 

    如動物識別及登記系統、產品標示、禁止使用特定有害物質、控制及消滅特定

傳染性疾病等。 

․ 動物福利： 

    如遵守禽畜保護的最低標準、保護動物等。 

④ 與農民簽署契約，要求遵守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 

    為農業環境補貼之目標得以落實，建議採取德國實施契約制之作法，亦即，由自然

保育機構（如政府環境或農業部門）與農民（土地擁有者、使用者）間簽訂自願協議，

即自然保護契約，內容涵蓋補助項目及金額、農場管理計畫、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追

蹤及違約處理等，且為促進農民長期實施環境友善的耕作及提供更長久的生態服務，計

畫期限建議如德國為最短 5 年。 

    再者，為免契約不具備約束效力，及降低農民違約之可能性，建議契約規範對農業

環境補貼申請者之資格限制即必須符合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之規定，以維持其良好環境

及農業經營條件。 

⑤ 設計查核追蹤機制，及違約農民須退回已領受的補助 

    為監督簽約之農民是否遵守契約，建議設計不定期或定期查核、追蹤機制，以取締

違約之農民。同時，建議參照德國，規範如果農民未能遵守或忽視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

之規定，則視情節輕重按 5-15%之比例削減農業環境補貼的金額；若蓄意不遵守規定，

最低將減少 20%之農業環境補貼金額，農民亦可能被處以永久不能申請補貼。 

⑥ 建立效益及影響評估機制 

    參考歐盟及德國的做法，對於農業環境補貼之實施，建議設計短期、長期的效益及

影響評估機制與架構，包括建立經濟、社會、環境等各面向的評估指標，如基準指標、

影響指標、財務投入、產出與結果指標等，以了解政策實施對其受益者所產生之利益、

資源配置情形、執行成果、直接或間接效果等，並據此檢討、調整政策措施。 

⑦ 提供簽約農民諮詢服務及投資優惠貸款協助 

    為使農民了解農業環境補貼、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建議提供農民諮詢服務，如農

場經營及投資顧問、符合環境友善措施或標準的做法，以協助農民更好地遵守契約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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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農場，不僅令其獲得更多的利益，更保護生態環境。 

⑧ 建立農藥及化學肥料管制機制 

    目前農委會規範農藥及化學肥料之販售、農藥販賣業者須取得政府核可及登記，但

此僅管制農藥及化學肥料之種類，並未管制其使用量。而對於有機農產品，則透過有機

驗證，檢驗農藥、化學肥料殘留程度，以管控其使用種類及數量，然而仍不時發生有機

農產品檢驗出超標的農藥、化學肥料殘留程度，可見，對於農藥及化學肥料之管制未獲

充分的效果。故而，建議設計及實施農藥及化學肥料管制措施，更嚴格控制農民使用有

害環境、人類、動物及植物健康的化學物質，以更好地維護土地健康。 

⑨ 成立農業環境基金 

    農業環境補貼，若欲於全國實施，以擴大環境效益，所需之公共支出金額龐大，建

議有機農業法草案第 5 條有機農業基金之規範，修改為農業環境基金，用途增列農業環

境補貼之支出經費，並提高基金預算，以促進環境友善的農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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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臺灣農業環境補貼實施機制之可能性 

    在德國，農業環境措施能夠獲得中小農的支持，其原因在於農業環境補貼為小農收入

的主要部分，於農產品市場價格較佳時，能提高小農的收益，而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較大

時，能夠穩定小農的收入，維持小農基本生計，減緩市場波動的衝擊，進而支援小農經

營。再者，在政府大量投資下，確實吸引許多農民與農場參與農業環境措施，使有機農場

面積快速增加，由此可見，農業環境補貼確實能鼓勵有機農牧業經營，有助於永續農業發

展與環境生態保育。另者，因評估與監督機制的實施，則可擴大農業環境措施之綜效，有

助於達成社會、經濟及環境等目標，實踐土地倫理，並發揮農業多功能性。以上德國的經

驗，顯示農業環境補貼實施機制之可行性。 

    進一步言，由於水稻蘊含的生態環境、涵養水源、糧食安全及農村文化等多功能性價

值，未來農委會將於桃園市楊梅區、新竹縣新埔鎮、台中市龍井區、彰化縣福興鄉、嘉義

縣朴子鎮以及台南市柳營區等 6 個鄉鎮208，2016 年第 2 期試辦稻作直接給付（即「環境綠

色給付」）與保價收購雙軌制，農民可選擇領取每公頃 1 萬元對地直接給付，生產優質稻

米，投入市場競爭，也可選擇保價收購、繳交公糧209。本計畫認為此稻作直接給付即是農

業環境補貼之實踐，如此已證明台灣實施農業環境補貼具有相當的可行性，惟未來稻作直

接給付之執行成效，仍有待觀察。其次，將來農委會如何設計更多「環境綠色給付」措

施，使其具有較高的成本效益，推動無毒及有機農業發展，兼顧政府財政支出負擔及增加

外部效益，將是一大挑戰。 

 

 

 

 

 

 

 

 

 

 

 

 

 

 

 

                                                       
208 環境資訊中心，2016.5.31，農委會新政：環境綠色給付、鼓勵有機小農、林業永續、里山倡議，http://e-
info.org.tw/node/115743。 
209 環境資訊中心，2016.6.14，肯定農地農用創造多元價值 農委會試辦對地直接給付，http://e-
info.org.tw/node/11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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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計畫按「農業部門發展計劃的建議﹣針對農地使用的管理」、「農業發展區的劃

設」、「國土規劃整體性的原則」三個項目重新提出台灣支援小農經營的國土規劃措

施之建議，此部分分析結果可供我國政府未來修正國土規劃、規劃相關政策之參酌

與應用。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參考價值：  □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_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縣

市直轄市農業主管機關_ 

   （勾選「是」者，請列舉建議可提供施政參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利益之重大發現：□否    ▓是  

說明：（以 150 字為限） 

(1) 未來農業政策應著重獎勵永續性補貼、鼓勵引進青年農民道農村或流相經營農業，

並給於入行初階、進階之不同補助。 

(2) 政府應以集體行動的方式鼓勵有機農民增拓有機耕作面積，並派專人輔導填寫相關

器材與補助表格，給予技術的轉移與培植，並輔導媒合相關通路的販售，以增加民

間從事有機耕作之意願，進而增加有機農民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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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附錄 

一、 受訪者名冊 

(一) 彰化縣溪洲鄉大庄村 

受訪者代碼 受訪者簡介 訪問時間 

P01（陳慈慧） 女性，水田濕地計畫負責人 

2013/07/25 

2013/10/27 

2014/10/13 

F01（謝健志）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4/10/09 

F02（廖宗富）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3/07/25 

F03（鄭勝峰）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3/10/27 

F04（廖明欽）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4/01/23 

F05（黃生富）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4/01/23 

F06（吳音寧）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4/07/25 

F07（羅江水）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3/10/27 

F08（賴世章）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3/10/27 

F09  （黃款） 女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4/10/15 

F10（黃登茂） 男性，水田濕地計畫參與農民 2014/10/15 

G01（李晨光） 男性，營建署海岸保育課課長 2014/05/05 

G02（吳音寧） 
女性，溪州鄉公所主任秘書、水田濕地計畫

發起人 
2014/07/25 

G03 

（彰化縣府觀光處） 

男性，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建設工

程科業務 
2014/10/9 

G04 

（彰化農田水利會陳股長） 
男性，彰化縣農田水利會管理股股長 2014/11/19 

N01 男性，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 201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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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 

受訪者代碼 受訪者簡介 受訪日期 

X01 

徐坤漳 
男性，水稻、蔬菜 

2013/05/05 

2013/08/27 

X02 

邱庭義 
男性，水稻 

2013/08/17 

2013/08/27 

X03 

林永爍 
男性，金棗果樹、水稻、蔬菜 

2013/08/17 

2013/08/27 

X04 

林阿土 
男性，蔬菜、稻米 

2013/05/05 

2013/08/27 

X05 

陳春義 
男性，稻米、茭白筍 2014/04/23 

X06 

陳帥之 
男性，蔬菜、稻米、玉米 

2013/05/05 

2013/08/27 

X07 

張美 
女性，水稻、蔬菜 

2013/08/27 

2013/09/13 

X08 

林嘉榮 
男性，稻米，蔬果 103/04/21 

X09 

陳國鐘 
男性，稻米，蔬果 103/04/25 

X10 

熊國荃 
男性，稻米，蔬果 103/04/22 

X11 

何素華 
女性，稻米、蔬菜 103/04/23 

X12 

高國安 
男性，稻米、蔬菜、水果 103/04/25 

X13 

陳春義 
男性，稻米、茭白筍 103/04/23 

X14 

林福耀 
男性，稻米，蔬果 103/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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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花蓮縣光復鄉北富村 

受訪者代碼 受訪者簡介 受訪日期 

H01 

黃德生 
男性，慣行水稻 2014/02/04 

H02 

楊金財 
男性，慣行水稻 2014/02/04 

H03 

歐介涼 
男性，慣行水稻 2014/02/04 

H04 

萬中興 

男性，光復鄉北富村村長、臺灣阿美族文

化暨教育自主發展協會理事長 
2015/01/27 

H05 

蘇秀蓮 
女性，邦查有機農場 2015/07/17 

H06 

劉燕玲 
女性，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專案經理 2015/07/16 

H07 

蕭明山 
男性，太巴塱社區營造協會理事長 2015/07/16 

H08 

周展平 
男性，返青專案專員 2015/07/16 

H09 

楊春華 
女性，雜貨店老闆 2015/07/15 

H10 

曾建中 
男性，地主 2015/07/15 

T01 

羅恕涵 
男性，光豐農會指導員 2015/07/16 

T02 

陳俊銘 
男性，光豐農會指導員 2015/07/16 

T03 

林得財 
男性，地主 2015/02/04 

 

i 王俊豪、呂振福、陳昱廷、張宏浩，2014，友善環境農業誘因機制之研究－以稻米環境補貼為例土地經濟年刊 
25 期 ( 2014/07) , 1-37。 
ii 翁玉青，以日本「食育基本法」為例 看台灣營養午餐現況，https://www.tc.edu.tw/news/download/id/21715 
iii 翁玉青，以日本「食育基本法」為例 看台灣營養午餐現況，https://www.tc.edu.tw/news/download/id/2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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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研討會暨移地研究背景 

    本計畫旨在探討農村地區如何透過農業轉型有機經營，以達農業多功能

性之成效，經過兩年研究已初具成果，月前業已撰寫論文摘要，投送於 2016

年 1 月 21-23 日在美國波特蘭市的波特蘭州立大學(21-23 January 2016,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ortland, USA)舉辦的第 12 屆環境、文化、經濟暨社

會永續研討會 (Twel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 Social Sustainability)，獲得通過(如下所示)，於 2015 年 10 月底業

已撰妥全文，準備前往發表，以利未來投稿期刊。 

 

 
     

   於 2015 年 12 月初，經與波特蘭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ISS) at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1聯繫，表達訪查意願，

經該所 Tania Hoode 女士安排，將於參加會議之餘，拜訪該中心，除聆聽

Jennifer H. Allen 主任演講外，並拜訪博士生 Manar Alattar，討論有關該所刻

正進行那些農業與糧食政策研究、美國有機農業政策暨相關土地政策、大學

裡永續性教育經驗為何，並安排永續性旅程導覽。 

                                                       
1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的網址: 
http://www.pdx.edu/sustainability/institute-for-sustainable-solutions-staff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search/manar%40pdx.edu/1516748062ce387c?project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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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Organic Farming by Collective Action: 

A Case Study in Taiwan 

Ai-Ching Yen, Yin-An Chen 

Organic farming nowadays is gradually recognised as having functions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and respect on internal value of flora and fauna, and lo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organic farming is necessary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insist on concepts of environmental-friendly cultivation, foo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y collective action. In XingJiang Village, 

Taiwan, some farmers organized an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 for promoting 

organic farming instead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The farmers' collective action is by 

means of members' mutual trust, which successfully practices no pesticides and no 

chemical fertilisers.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simultaneously adopts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analytical structure made by 

Agrawl (2001) and OECD (2013). This structure explains that the key factors of 

promoting Xing Jiang's organic farming, are based on village leader's persuasion, the 

building of social capital, governmental subsidies, and NGO's assistance. The 

cooperative, nevertheless, is confronting problems of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failure of cooperative affair arrangement, and insufficient enforcement so that 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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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sing small numbers of cooperative members is progress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going to analyse the dilemma of this cooperative and attempt to solve such problems 

for the cooperative's reference. 

Keywords: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c Farming, Key Factors, Taiwan 

Stream: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二、參與國際研討會暨移地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背景之描述，本次參與國際研討會之餘，將實地參訪當地附近

永續性旅程導覽，並討論兩國學者雙方實質合作之可能性。 

1. 參與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藉由集體行動推動有機農業:台灣的案例

研究」。 

2. 訪查波特蘭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以及瞭解波特蘭市鄰近有機農產

市集、城鄉永續性案例之概況。 

3. 討論農業與糧食政策研究、美國有機農業政策暨相關土地政策、大學永

續性教育經驗議題，以及採國際合作研究或交流之可能性。 

三、行程規劃與概要（104 年 1 月 19 日至 25 日合計 7 日）： 

日期/活動地

點 
 行程概要 

1/19(台北出

發，抵達波

特蘭日仍為

1/19) 

 啟程 
 台北-波特蘭  (宿: 波特蘭)  ($ 190) 

1/20 
波特蘭 

 訪查波特蘭大學，與該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 PHD 
student Mrs. Manar Alattar 會談 

(宿: 波特蘭)   
1/21-23 
波特蘭 

 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宿: 波特蘭) 

1/24-25 
波特蘭 

 與波特蘭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副所長(Assistant 
Director) Fletcher Beaudoin、Jennifer H. Allen 副教授和

Mrs. Manar Alattar 博士生會談 
 訪查永續性旅程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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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探討 

 此次參與國際研討會主要目的有三: 一是參加永續性國際研討會，二是訪查

波特蘭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三是研討相關課題。底下將循此次序逐一說

明。 

   (一)、參加永續性國際研討會 

   環境、文化、經濟與社會永續性國際研討會係由伊利諾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以及 Common Ground 出版社主辦，自 2005 年初次迄今已舉辦有 12

屆，本人於三年前(2013 年)參與於日本廣島舉辦的第 9 屆國際研討會，認為討

論的主題與進行的研究甚為貼切，於是在 2014 年繼續參加在克羅埃西亞斯普

利市(Split)舉辦的第 10 屆國際研討會，以及 2015 年於丹麥哥本哈根市舉辦第

11 屆國際研討會，並獲悉在 2016 年將於美國波特蘭大學舉辦第 12 屆國際研

討會。嗣後，主辦單位透過電子信件，邀請曾經與會者繼續參與，乃準備提交

文稿摘要，以利發表。 

    該研討會討論主題有四大項:一為環境永續性，二為永續性政策與實踐，三

為經濟、文化社會脈絡之永續性，四為永續性教育。而本人與陳胤安博士生所

撰寫的文章「藉由集體行動推動有機農業:台灣的案例研究」，則屬於第一主題

環境永續性的永續農業之一環。其細目如下所示。2  

Theme 1: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Ecosystemics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2 參見大會手冊 Twel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 
Social Sustainability, Urban Sustainability: Inspiration and Solution, 21-23 January 2016,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ortland, USA, http://onsustainability.com 第 12-14 頁。  

 蒐集有機農業文獻及資訊 
(宿: 波特蘭) 

1/26-27 
(波特蘭出

發，抵達台

北日) 

 返程 
 波特蘭-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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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ban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ecospaces  

• Atmosphere and biosphere: global warming, the ozone 
layer, pollution  

• Energy: renewable and not  

• Water: sources and uses  

• Land and sea, mountain and savannah, desert and wet 

zones, forests and coasts: variable impacts on varied 

environments  

• Biological diversity: its past and prospects  

• Biotechnology and its critics  

• Danger signs: rising sea levels, desertification, soil 

degradation  

Theme 2: Sustainability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 One, two, three, four, how many ‘bottom lines’?  

•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sustainable 
heritage development  

• Belonging and identity: their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 Changing patterns and cultures of consumption  

• Cosmopolis: local cultures, globalization, diaspora  

• Women and me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families and 
sustainability  

•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hildbearing and population 
growth  

• Cultural tourism  

• Indigenous peoples: self-government, self-management 
and cultural autonomy.  

•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practices of 
sustainability: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valid knowledge  

• The economics of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society  

• What is economic value?  

• Cultur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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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  

• Needs, wants and demand: reconfiguring the economic 
equation  

• Business cases: the cost and value of sustainability  

• Risks and risk management: where economy meets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society  

• Free trade and fair trade  

• Global flows: finance, trad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ebt  

• Sustainable aid and aid for sustainability  

•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 Accountability: beyond financial years and bottom lines  

• Measuring performance and reporting sustainability  

• Organizations and corporations: defining the stakeholders 

and meeting their interests  

• Development, under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Tourism and its impacts  

• Sustainable and un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sources and strategies  

• Gender and sustainability  

• Poverty and its eradication  

• Health in its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s  

• Population growth and its consequences  

• Wastes and waste management  

• Urbanizatio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Theme 3: Sustainability Policy and Practice  

•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ility  

• Global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 National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 Sustainability in local government  

•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 Community and NGO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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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ing impact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 Bioethics  

• Nature as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property  

• Civic plur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dangers  

• The arts and creativity as a resource for sustainability  

• Structures of ownership: private property,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commons  

• Good citizenship in fragile environments, cultures, 

economies, societies 

• Levels of governance: interactions of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at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 Domains of responsibility: NGOs, corporations, persons  

• The sources of sustainable innovation  

• Planning for sustainability  

•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Sustainability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Theme 4: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a time of ecosystemic crisis  

•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stainability: schools, universities, 
communities  

• The media, public awarenes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on sustainability  

• Education sustain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 Public knowledge: the role of the media and government  

•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taking an holistic view  

• Researching sustainability  

• Knowledge capacities: developing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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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於 2015 年 7 月 30 日提送論文摘要，於 8 月 12 日獲得接受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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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繼續撰寫全文，打算未來繼續投稿於下列期刊之一。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ISSN: 2325-1077  

(print), 2325-1085 (online)  DOI: 10.18848/2325-1077/CGP 

Publication Frequency: Quarterly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Policy and Practice - ISSN: 2325- 

1166 (print), 2325-1182 (online)   

  DOI: 10.18848/2325-1166/C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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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 ISSN: 2325-1212  

(print), 2325-1220 (online)   

  DOI: 10.18848/2325-1212/CGP 

Publication Frequency: Quarterly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 ISSN: 2325-1115 (print), 2325-114X (online) 

  DOI: 10.18848/2325-1115/CGP  

• Publication Frequency: Quarterly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nual Review -ISSN: 1832-2077 (Print) 此係由期刊編委會

逐年遴選彙編而成。 

DOI: 10.18848/1832-2077/CGP  Publication Frequency: Annually 

         該期刊的總編輯(Collection Editor)是 Dr. David Humphreys 3，是英國空

中大學環境政策審稿人(Reader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Open University, 

UK)， 而期刊出版頻度(Publication Frequency)是一年四期，有書面版，亦有

網路版(4 issues per volume; articles are published continuously online.)。該期

刊亦為以下資料庫所收藏 : (Indexing- The journals in the Sustainability 

Collection are indexed by)  

‧ Scopus  

‧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 Cabell's   

‧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ERA) (Annual Review only)  

                                                       
3 Dr. David Humphreys 任職於世界先驅的英國空中大學，從事於永續發展和環境政策遠距教

學和研究的工作。他曾寫了兩本書，一為 1996 年出版的「國際森林政策的演變」(Forest 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1996)和 2006 年出版的「僵局：森林砍伐和全球環

境治理的危機」(Logjam: Deforestation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2006)。
他致力於包括自然和建築環境等襲產保護，特別對貝魯特的重建感興趣。他還發表了關於氣

候變化的政治，地球工程，跨國公司的民主監管，以及新興的自然權法律學。他和 Spencer 
Stober 編輯共同園地(Common Ground)期刊卷册:轉變到可持續發展：改變中星球的理論爭議

（2014 年）(Transitions to Sustainability: Theoretical Debates for a Changing Planet (2014))。他

的學術獎項包括 2008 年國際研究協會的哈羅德和瑪格麗特·斯普勞特獎（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s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Award, 2008）和 2015 年榮獲特許林農協會榮譽研究

員職稱。http://onsustainability.com/journals/editors 



12 
 

 

更重要的是，因該期刊審核嚴格，故 2015 年文章審查通過率

(Acceptance Rate)是 36%。4   

大會鼓勵與會者於提交摘要被接受後，即符合條件可繳交一篇文章

到「可持續發展選集」(The Sustainability Collection)。完整的文章可以使

用共同園地(Common Ground)的在線會議和文章管理系統 CG Publisher 
提交。其提交過程，如下所示:5  

1. 提交文稿提案(即撰寫摘要)至大會（以親自或社區成員資格繳交）。於提

交文章時需選擇主題，以便有助於確定著重那些主題的期刊將考慮提交

文章的出版。  

2. 一旦會議提案或論文摘要已被接受，即可在網頁上建議/摘要頁上傳「添

加文件」，將文章提交給期刊。一年有四回合上傳繳交文稿的期限，分

別是:第一(1 月 15 日)、第二(4 月 15 日)、第三(7 月 15 日)和最後(10 月

15 日)提交期限內，可以隨時上傳文章。  

3. 一旦文章已經收到，將會針對格式和提交要求加以驗證。然後，作者的

身份和聯繫細節將會除去，發送和作品相匹配的兩個適當審閱者加以審

查。作者可以在任何時候上網至 www.CGPublisher.com，登錄到自己在 

CG Publisher 的帳戶查看文章審查狀態。  

4. 當評審報告上傳，您將通過電子郵件的通知，並提供鏈接以查看報告（在

審稿人的身份已被刪除後）。 
5. 如果文章已被接受，將會被要求接受出版協議，並提交了最終的文本。

如果您的論文是修訂後接受，將被要求提交一份改變註記到你最後提交

文本，解釋如何根據審稿意見的修改你的文章。如果你的文章被拒絕，

你可以重新提交，並附上詳細的變更說明，以供新的審查者加以評論。

接受的文章將被排版和校正，並在出版前發送給作者確認核可。 

   於 2015 年 1 月間由我和陳胤安博士生發表的文章 Agroforestry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業已投送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期刊，經過重重嚴格審核過程，終於 2016 年 1 月 4 日獲得接受，

刻正進入校正程序中。  

                                                       

 4  參 見 大 會 手 冊 ， 第  12 頁 ， 2015 年 之 前 為 29% 。

http://onsustainability.com/_uploads/Final_AllS15.pdf 。 2015 年 接 受 率 為 36% 。

http://onsustainability.com/journals 
5 參見大會手冊，第 13 頁。http://onsustainability.com/_uploads/Final_AllS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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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投稿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獲接受函 

http://onsustainability.com/about/history/2016-conference 

 
圖 2  開幕式，第十二屆環境、文化、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

波特蘭州立大學，美國波特蘭市，2016 年 1 月 21-23 日 

 

    1 月 21 日為研討會開幕式(圖 2)，由來自波特蘭大學的 Cornel Pewewardy

教授首先開場(圖 3)。Pewewardy 教授是波特蘭大學美洲民族研究學程的主任，

研究領域包含出現在學校與媒體的美洲原住民吉祥物、培育美洲原住民學生

邁向高等教育、原住民族的教育慣習、原住民城市以及保存為主的教師培訓、

與文化對話的部落大學、轉變中的原住民學校、原住民認同的建構／解構、

原住民部落為主的參與式研究方法、以及民族音樂學。同時，他也是位多次

獲獎的音樂家。他以美洲原住民的鼓與歌謠歡迎我們抵達這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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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波特蘭大學的 Cornel Pewewardy 教授首先開場講演，第十二屆環境、

文化、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波特蘭州立大學，美國波特蘭

市，2016 年 1 月 21-23 日 

 

大會主席致詞後，首先是由美國環保局高級環保專家卡爾頓埃利擔任講

座。他是一個環保主義者，城市規劃師和講師，也是美國環保署有關公平發

展課題的首席專家，對於推進環境正義和可持續城市政策方案，具有十多年

的經驗。他致力於提升公平的發展，以美國環保局正式承認的標準，鼓勵可

持續社區的方法。他協調、肯認鼓勵社區公平發展的全國性比賽，他已經發

表了多篇文章，撰寫探討這個相關議題的部落格。卡爾頓埃利(Carlton Eley)

於演講中除了闡述永續發展的理念之外，特別著重在公平發展(equitable 

development)理念的闡述上(圖 4)。自 1970 年代以來，永續發展的概念、相關

理論、內容的闡釋已經有長足的開展，然而這樣的理念對話主要關懷的對象

是環境與人類間的關係，人權部分的著墨不多。公平發展的提出，主要是關

懷低收入戶、有色人種、新移民、身心障礙人士等，以社區為單位，使其有

機會受益且發展成健康有活力的社區。這樣的理念具有不分種族、經濟地位、

個人能力、居住環境，皆可從其身處的環境、經濟、社會與文化福利之中，

有更好的機會獲得過得安穩的工資、創業機會、住房選擇、公共交通、良好

的學校（教育）、強健的社會網絡、安全與適宜步行的街道、服務、公園以及

易取得的健康食品。這也是研究永續議題值得加以深入瞭解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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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美國環保局高級環保專家卡爾頓埃利  (Carlton Eley Seni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pecialist for the U.S. EPA)演講，第十二屆環境、文

化、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美國波特蘭市波特蘭州立大學，

2016 年 1 月 21-23 日 

    第二位講者是維羅尼卡杜絳(Veronica Dujon)(圖 5)，為波特蘭大學的高等

教育協調委員會辦公室學術規劃和政策主任。她提到如何領導該委員會努力

協調在俄勒岡州公立大學間的規劃學術課程，學位取得的途徑，以及開創學

生成功的舉措。她並且說明如何從環境社會學領域，擬具策略以減少自然資

源使用衝突、舒緩全球化對人們福祉的負面影響、強化女性在全球經濟中的

作用; 和減緩國家發展策略和全球化的力量之間的緊張關係。她也稍加提及

1）如何建立可持續的社會，以包容各式各樣的人，並促成人們茁壯成長，和

2）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區如何使用生態系統服務。換言之，試從社會面探索永

續性，相當有意義(圖 7)。 

 

圖 5  花園會談與主講者維羅妮卡 Veronica Dujon，第十二屆環境、文化、

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波特蘭州立大學，美國波特蘭市，

2016 年 1 月 21-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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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圓桌討論，第十二屆環境、文化、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於波特蘭州立大學，美國波特蘭市，2016 年 1 月 21-23 日，前排右六為本人，

後排右三為本校民族系博士生陳胤安同學 

 
圖 7 Veronica Dujon 教授主題演講-從地方、區域、國際尺度談社會永續性 
 
    這三天的會議中，大會安排多種的研討方式，例如圓桌討論(talking 

circle)(圖 5)、論文壁報(poster)發表(圖 8-9)、同時段進行的研討會議(parallel 

sessions)、工作坊等。此外，藉由不同形式的發表，許多有趣的議題也因而展

開讓與會人士共同聆聽並發表看法。  

  在圓桌討論中，形式類似焦點團體座談，而以更為輕鬆的方式讓所有人

圍繞成一圈。在整個討論過程中，雖然有一位主持人帶領論壇進行，但主持

人並未全然展現主導討論的「權威」，僅有幾次將議題重新帶回原討論。然而

這樣的討論形式因為你一言我一語，討論方向容易被下一個發言的人拉走而

淪為天馬行空，不易聚焦。大家談論的大多是永續的概念如何在不同的社區

或國度中形成，而在地人又是如何理解永續；永續議題多半圍繞在一國之內

主流族群，然而國度內的非主流族群又是如何理解或如何受制於主流論述的；

怎樣在現今主流的資本主義市場中達成永續的目標等。在討論的過程中，感

覺科學的追求的多半是全人類的普同性，然而人類群體的政治、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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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所處環境、習俗等不盡相同，或許以各社區為案例，逐一尋求解決其

永續難題的策略，或許較為妥適。 

 
圖 8-9 在壁報發表的場合，前往了解各作者所作的有趣題目，並與之交換意

見。如左圖的肯達基大學生告知如何花時間策劃永續校園。 

  

圖 10-11、提出負擔增加稅(burden added tax)的 Maximilian 博士，發表會後

一同探討該稅制如何制定  

   在研討會議中，其中一個有趣的議題為「如何使不同社會之間平等的發展」，

該發表人提出為環境的永續收取負擔增加稅(burden added tax)的概念，亦即從

已開發國家收取稅收，以補貼給環境遭受損害的國家。例如以太平洋國家為

例，由於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等）增量導致全球升溫或極端氣候，海水因而

上升的狀況，將使太平洋島國容易遭受海平面上升之害，然而溫室氣體並不

是他們製造的最多，反而是已開發國家製造的最多。這種「我不殺伯仁，伯

仁卻因我而死」的狀況，在透過向已開發國家收取負擔增加稅之後，將有助

於環境遭受損害國家的修復，並透過計畫的實行以邁入永續。這個概念本人

認為還不錯，雖然實行起來並不容易，且與目前各國徵收的碳稅有異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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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都是以道德為出發點。然而這對因大環境破壞而招致損害的國家國民

而言，不啻是一種賠償手段。  

  而在工作坊中，發表團隊則是用相當活潑有趣的方式，讓大家實際動手。

這次工作坊的主題是「如何製作出一個永續漢堡」。漢堡是美國人與歐洲部分

國家相當普遍的食物，用兩塊圓形麵包，內夾漢堡肉、起司、生菜、番茄，

淋上美乃滋或番茄醬等食用。然而生產過程中要如何達到永續，這就是很大

的學問了。發表團隊先以簡報發表農場生產與加工的流程，再請現場來賓分

組，每一組發給一張大圖紙與立可貼進行討論與製圖。我們所要製作的也是

一張「如何製作永續漢堡」的流程圖，每個人發揮自己的創造力與繪畫能力，

從農場生產、農場廢棄物處理、加工廠生產流程、再生能源的使用、物流系

統、市場或餐廳銷售、廢棄物回收等，畫成一個完整的循環圖。而本人個人

繪畫技巧不佳，只畫了一兩張象徵性的圖。不過本人思考的方向主要是在建

構一種「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永續關係」，本人所繪的圖中，強調一個開放

透明的農場，可以讓消費者親身體驗，了解農場如何使環境、生產環節、廢

棄物處理等達到永續，進而支持永續或有機的理念，而使永續漢堡的理念得

以存續。此番話講完後，獲得不少掌聲，成就感由然生起。  

  

圖 12-13、工作坊中，發表小組請在場來賓分成五組人馬，提供一張討論指導、

黑色簽字筆、大張圖紙、黃色小標籤（立貼紙）與示範圖例（讓來賓參考如

何繪製）。每位來賓興味盎然的討論、繪圖、檢視每個人畫出來的圖、貼上適

當位置，最後再以簽字筆繪出流程圖。每一組畫的「永續漢堡」的做法大致

相同，然而也有一些獨特的見解與創意，讓與會人士會心一笑。  

 

    有關本人與陳胤安博士生發表論文，如下所示。我們發表的場次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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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在最後一天（23 日）的最後一場(15:05~16:45)。本次發表的題目是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by Collective Action: A study case in Taiwan＂ 

（藉由集體行動推動有機農業：台灣的案例研究），文中所討論到的保證責任

宜蘭縣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行健合作社或合作社）社員與有

機農業，乃本人執行科技部三年計畫以及該生博士論文論述主軸，同時該合

作社社員也是科技部計畫，以及該生博士論文訪談對象之一。本人與該生經

多次討論後，決定以集體行動為切入點，觀察合作社與整個行健村如何推動

有機農業，以及有機這項新的觀念與技術導入之後，它給予了整個農業環境、

社區關係、乃至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有何象徵意義。 
 

   
圖 14-15 所有發表人合影留念交換與會心得、本人發表的實況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by Collective 

Action: A Study Case in Taiwan 
 

 Ai-Ching Y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en, Yin-A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Organic agriculture nowadays has been gradually recognised as having functions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and respect on internal value of flora and fauna, and lo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necessary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insist concepts of environmental-friendly cultivation, foo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y collective action. In XingJiang Village, Taiwan, part of farmers organized an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 for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stead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Farmers' collective action is by 
means of members' mutual trust, which successfully practice no pesticides and no chemical fertilisers farming that is worthy 
to explore its distinguishing feature.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simultaneously adopts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analytical structure made by Agrawl (2001) and OECD (2013). This structure explains that the key factors 
of promoting XingJiang's organic agriculture, are based on village leader's persuasion, building of social capital, 
governmental subsidies, and NGO's assistant. The cooperative, nevertheless, is confronting problems of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failure of cooperative affair arrangement, and insufficient enforcement so that the risk of losing small number 
of cooperative members is progress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going to analyse the dilemma of this cooperative and attempt 
to solve such problems for the cooperative'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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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c agriculture, Key Factors, Taiwan 
 

Introduction 

rganic agriculture has been acknowledged for having some goo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respect for inner value of flora and fauna, and 
facilita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that it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resources 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for do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cluding saf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roved quality of air,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utrient cycle, and increasing provision of agri-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Kline and Wichelns, 1998: 212;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0: 223-224). However, the benefits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can be a reality once 
collective action is taken by a group of farmers who advocate the ideals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food security. 

Collective action is action taken by a group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More specifically, in this 
study, it can be defined as “a set of actions taken by a group of farmers, often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acting together in order to tackle local agri-environmental issues”. 
It may be useful for providing a range of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or reducing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agriculture, including landscape, biodiversity, and water quality 
(OECD, 2013:11).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farmers develop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In Xingjian Village of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a group of famers autonomously formed a 
producer’s cooperative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Th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believe in 
the values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think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e is better when 
organic agriculture is practiced. Besides, farmers hope to share profits when selling products 
collectively through a farmer’s cooperative. However, even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provides 
the function of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one challenge faced by the farmers is the issue of 
yield per unit area. In fact, the yield per unit ar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not as high as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farming. So how to encourage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to mov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sustainable faming which contains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function remains a 
critical question. Currently, many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have thought about withdrawing from 
the organization, s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may be hampered. The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and the current progress for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Besides,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researches on providing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and find out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Lastly, this study offers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sustain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of the village. 

Theorie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s 

Organic agriculture is usually regarded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One characteristic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it uses renewable resources to protect water and soil, so future generations can live in 
a bet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Organic farming usually relies on crop rotation, green manure, and 
compost as natur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biological disease control, mechanical farming, and 
modern techniques. Traditional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are not used when producing 
organic product. Besides,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needs to be tested and verified fo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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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having chemical residues, so marks for organic produce then will be granted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0:21).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nature and safty agri-products,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6” have been formed during the producing proces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which provides good agri-environment.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goods associated to agriculture is usually identified as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non-environmental goods (or social goods). The so-called environmental 
goods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such as farmland biodiversity, water supply 
and quality, resilience to flooding and fire, climate stability (mainly carbon storage and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second category are placed those public 
goods more related to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farm animal welfare 
and health, rural vitality and food security(Francesco, 2014：vii). 
Collective action is necessary for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providing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As a result, villagers of an area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stakeholders of other villages 
to make benefits shared by all people. To hav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following areas of 
collective action are explained in detail: definition, types, benefits, obstacles, and key factors to 
success. 

(1) Defini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Scott and Marshall (2009) defined that collective action is “action taken by a group (either directly 
or on its behalf through an organisation) in pursuit of members’ perceived shared interests”. 
Meinzen-Dick and Di Gregorio (2004) also define it as an “action taken by a group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and the outcome depends on the reliable relationship among members” 
OECD(2013：58) defines it as “collective action is a group of people taking action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These definitions are broad, but they include two important keywords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action” and “common/shared interests.” 
Through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farmers and other groups, th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produced by organic agriculture can be maintained. This paper defines collective action as “a group 
organized mainly by local farmers taking voluntary actions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ther non-production activities.” 

(2) Benefi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ccording to OECD(2013：69-75), benefi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re as follows: 

A. 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scale merits 

Collective action can effectively manag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ne example is the management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which is usually across geographic and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But 
through a collective action by the farmers, land owners, NGO, and government, cross-border 
management becomes possible. Besides, the collective action can deliver greater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benefits (landscape and water protection) than a single farmer. As long as the water 

                                                       
6 Goods are either rivalrous or non-rivalrous , and are either excludable or non-excludable. Goods can be categorized based 
on whether they are excludable or rival or not. Private goods are rival and excludable, whereas pure public goods are non-
rival and non-excludable. Besides, Quasi-public goods are non-rival and excludable, while impure public goods are rival and 
non-excludable. In fact, the definitions of impure public goods and pure public goods are different. Both of them are non-
excludable. The former is rival, but the latter is non-rival. Here the public goods refer to the broader definition, which includes 
both impure and pure public goods, such as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biodiversity, agricultural landscape, soil quality 
protection, air and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ood safety(Francesco,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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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is protected by farmers collectively, safe and clean food can be 
produced. 

B. Cost-saving 

Collective action can allow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to be provided at lower cost becaus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Hodge and McNally (2000:109) found that large-scale collective 
action could reduce marginal costs for wetland restoration due to economies of scale. In addition, 
the co-ordinated provision of these goods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may reduce the cost of their 
provision compared with a single provider of public goods (Shobayashi et al., 2011). Also, collective 
action can reduce farming costs since farming practices adopted voluntarily by farmers can fit better 
into local management systems. Collective action also enables groups to develop their own solutions 
and practices, thus collective action becomes more effective. 

C. Increasing capacity 

Collective ac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mbers to collect and shar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t 
a lower cost (OECD, 1998:87-89). For example, it can enhance farmers’ expertise in production and 
promote innovation. 

D. Tackling local issues 

Collective action can make it possible to tackle local issues that may be difficult for central 
authorities to deal with because of its flexible forms and diverse members with differ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Local people know local issues better than central authorities. By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s, they can share knowledge, leverage resources and identify critical sites that are central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Collective action not only can reduc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but 
also signal opportunities for groups of landholders, conservation groups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collaborate in a joint project (Hodge and Reader, 2007). 

Indeed, collective action of farmers is critical to expanding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addressing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Otherwise, one farmer can cause destruction 
an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by spraying pesticides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s a result.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collective action of a farmers’ cooperative 
can reduce costs, share knowledge, and increase capacity. 

(3) Barriers to collective action 

As well as the numerous advantage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several barriers to 
collective action. The main challenges are free rider problems, transaction costs, skeptical attitudes 
toward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cy uncertainty. 

A. The free rider problem 

Olson (1971:76) pointed out that the free-rider problem is an obstacle to cooperation. He stated that 
“rational, self-interested individuals will not act to achieve their common or group interests” i.e. 
individuals have incentives to free ride in collective action because one who can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benefits of a collective good has little incentive to make a voluntary contribution to the 
provision of tha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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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n some circumstances, people tend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and 
are in favor of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s. There are several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is, including 
social norms, rules of thumb, friendship with fellow farmers, strong social capital, etc. Other 
methods including property rights, monitoring system, and sanctions can also reduce free riding. 

B. Transaction costs 

Transaction costs, including search costs (finalizing the participant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financial source for collective action), bargaining costs (holding conferences, written and oral 
correspondence, seeking support from external institutions), and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osts 
(monitoring others, enforcing sanctions). 
Collective action involves addi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especially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its 
implementation (Ostrom, 1990; Davies et al., 2004), which may hinder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aking 
place. Transaction costs are unavoidable, thus it is crucial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when 
implementing collective action. 

C. Skeptical behavior towards collective action 

Attitudes towards collective action vary among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Aldrich and Stern (1983) 
argue that individualistic attitudes can be a barrier to collective action. Some farmers are reluctant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and prefer to farming individually because of inertia, ideology, or 
status quo bias. In order to promote collective action, it is important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need 
to act and provide solid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clearly shows the implications of collective action 
for farmers. 

D. Uncertain policy environment 

An uncertain policy environment also negatively affects farmers’ initiatives to take actions. Policy 
uncertainty creates nervousness amongst farmers (Davies et al., 2004). Therefore, a stable policy 
environment is necessary for reaping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collective action. 

However, greater stability in policy does not, however, mean unchanging or inflexible policies. 
Instead,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innovative policies to address farmers’ needs. The challenge is 
how to continue improving polici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for public good provision whilst avoiding 
unnecessary disruption. 
Generally speaking, individual benefits are important for a collective action. Olson(1971) thinks that 
sufficient rewards from a collective action can prompt an individual to take part in a collective action. 
Lubell et al. (2002) supports Olson’s viewpoint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easier for a collective action 
to take place when potential benefits of a collective action are greater than the transaction costs.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will investigat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and whether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benefit from the collective action, freeride, or hold suspicious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llective action. 

(4)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and it is usually difficult to evaluate 
the final results. Agrawal(2001: 1658-1659) proposes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on 
managing the CPRs (common pool resources) (Wade, 1988; Ostrom, 1990; Bland and Plateau, 1996), 
and these key factor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able 1). (OECD, 2013:78-81) 

A.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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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ood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oncerned, including both local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expertise, are necessary for local groups to work collectively in order to use the resources 
in a sustainable way (Agrawal, 2001; Pretty, 2003:1913; Francesco, 2014:vii)). Local knowledge of 
farmers includes the operation of the biological system and experience of production techniques. On 
the other hand, external authorities (local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or oth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can provide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take on the role of an intermediary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farmers. For scientists, they conduct research to solve problems that require scientific 
evid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participants to join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share 
expertise to tackle problems they are facing. 

b. Appropriate targeting of the resource within its natural boundaries 

Collective a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appropriat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the targete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such as natural habitats, watersheds and aquifers, and not on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s. If an environmental resource extends beyond a single municipality,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municipalities concerned to collaborate. 

c. Visible positive outcomes and clear benefits from the resource and action 

Farmers will be motivated to take part in a collective action as long as they receive personal benefits. 
For non-farmers, they will also jo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as benefits outweigh the cost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s also need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for greater public good and 
achieving tangible policy goals. 

B. Group characteristics (OECD, 1998: 87-91) 

a.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usually includes social networks, norms, trust, reciprocity, etc.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als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society, such as trust, norms, and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is conceived a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goals, 
lower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working together, facilitating harmonization of interests among 
groups, and enhancing the predictability of reactions among members. 

b. Small group or large group with functional institutions 

Group scale for collective action is crucial. Generally speaking, small groups are more appropriate 
since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are incurred. Large groups would require higher costs of negotiation, 
supervision and execution. Therefore, clear rules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large groups. 

c. Heterogeneity of endowments, homogeneity of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have heterogeneous endowments, which are good for a collective action 
since members can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information. In general, groups that are homogeneous 
in terms of identity and interests can more easily develop collective action. They share similar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and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and reach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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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eadership 

Leaders are important in a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y need to be charismatic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Besides, program facilitators also need to have active and enthusiastic 
involvement with deep experience, expertise and a good reputation. 

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s crucial to a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people can build trust and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f. Shared aims and understanding of issue 

To form a consensus, membe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goals and issues of an organization and know 
their reasons for joining a collective action. 

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Locally devised management rules 

Groups can devise and enforce their own rules after reaching a consensus among the groups. Besides, 
the rules should be locally devised, and all members of a group should adhere to the rules. 

b. Sou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Sou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re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the group is 
large. Some of these organizations have legal status, which may help them to establish efficient 
formal rules and good governance, and to receive funds. However, whether formal legal status is 
necessary or not to receive funds depends on the policies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c.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free riding and rule-breaking, it is important to monitor collective action. Self-
monitoring organized by the users themselves is likely to be significantly less costly than a 
centralized system. Sanctions are also necessary to sustain a collective action. 

D. External environment 

a. 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 entities 

Transaction costs are higher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a collective action. Therefor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external entities is important. External financial support is mainly from governments, such as 
subsidies for certified organic produce. 

b.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 entities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can empower farmers and promote collective action, such 
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xternal experts like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can provide farmers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c. Intermediaries and Co-ordin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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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ors can be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such as local NGOs, government project officials, 
and researchers. They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issues and policies concerned and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participants. They are central people for networking, not only towards land 
managers and other concerned stakeholders, but also towards administrations. Intermediaries are the 
ones who deal with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d.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is important. Collective action usually deals 
with local issu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tter local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central 
government can provide more resources. Where geographical area targeted by the collective action 
extends beyond the township/county boundaries, central government needs to provide support. 

Table 1: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1)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1)Social capital 1) Locally devised 
management rules

1) Financial support 

2)Appropriate 
targeting of the 
resource within its 
natural boundaries

2)Small group or 
large group with 
functional 
institutions 

2) Sou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2)Non-financial 
support 

3)Visible positive 
outcomes and 
clear benefits from 
the resource and 
action 

3)Heterogeneity 
endowments 
homogeneity of ident
and interests 

3)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3) Intermediaries and 
co-ordinators 

 4)Leadership 4)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central  
governments 

 5) Communication 
 6) Shared aims and 

understanding of 
issue 

Source: OECD Secretariat based on Agrawal (2001), Davies et al. (2004) and the OECD case 
studies. OECD, 2013:77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vided by Agrawal(2001)、OECD(2013) to analyze 

whether Xingjian Village has the key factors of a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for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Xingjian Village’s Collective Action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Xingjian Village of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has an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for 
developing organic agriculture. Local farmers also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As a result, this study chooses the following subjects for interviews: famers who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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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visitors to the Xingjian Village,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List of interviewees is in Appendix 1. The interview duration is about 1.5 to 3 hours from 
December 2014 to July 2015. Research method i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at is, an outline of 
interview is prepared in advance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external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In specific, the outline of interview is based on Table 1 (The Four Key Factors). 
Below is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location,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origin and status 
quo of the cooperative of Xingjian Village,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1)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Xingjian Village of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Xingjian Village is located in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Pic.1), and on its east side is 
Luodong Township. The population of Xingjian Village is about 1,000 people, and agricultural area 
is about 200 hectares. Agriculture is the main industry in Xingjian Village. The village produces 
rice, scallions, garlics, cat-tail willow, pears, and other vegetables, and it has the most production in 
scallions, garlics, and cat-tail willow in Taiwan. The village is surrounded by Xingjian and An-nong 
Creeks, Wan-fu Chun, and Yi-yin Road. Moreover,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s in the village 
were separated after the area was demarcated. In specific, An-nong Creek is the irrigation source, 
and drainage is directed into Xingjian Creek. As a consequence, Xingjian Village is a good place 
for developing organic agriculture. 

 

 

 

Figure 1： The location of Xingjian Village,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Source：https://www.google.com.tw/maps/ Retrieved date：20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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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organic agriculture area in Xingjian Village constitutes 44 hectares, in which 33 hectares 
are for rice and the rest for vegetables and other crops. In fact,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area in 
Xingjian Village is the most compact in Yilan County.7 The subject of the case study is 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which is an organization autonomously formed by farmers to 
reduce risks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The study aims to find out 
key factors for initiating a collective action by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Besides, area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for the Cooperative will also be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Lastly, the paper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a collective action. 

(2)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The founder of 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is the former village head Chang Mei 
(N3). In the past, conventional farming was popular in Xingjian Village, and farmers applied 
pesticides on crops most of the time. Therefore, the air was polluted and could not be seen through, 
and the poisonous air deteriorated the health of the farmers. Unfortunately,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did not bring reasonable income to farmers (Yen, Wu, 2013：13). Ms. Chang was worried about the 

situation. One day, she found out the price of organic produce was twice the traditional produce in 
a supermarket. And this experience prompted her to think that organic agriculture may bring about 
changes for farmers and a higher income (Hsu, 2014：97). Afterwards, the former village head told 

farmers to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as one interviewee said: 

The transformation was brought by our village head Chang Mei, she thought that organic 
agriculture has a brighter future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farming. Without her, our 
village would not go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N8)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was difficult. At first, most people would 
laugh at the idea. But the village head was very determined to spread the id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invited experts to give lectures. She hoped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would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even visited households door by door to spread the 
word.(N15)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farmers shifted to organic agriculture by the explanation of Chang. 
However, many farmers said they have encountered problems that have never existed before. For 
example, organic farmers lacked the funds to buy new equipment;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organic 
certification was lengthy and too costly; the cost of shifting production method was high and the 
production volume was low. Besides, many farmers suffered losses due to lack of sales channels 
(Yen, Wu, 2013：16). Some farmers even want to return to conventional farming because they lack 
organic agriculture techniques and farm management skills. 

As a result, the village head and some farmers started to seek external support. Earlier in 2009, 
Lan-ya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in Hualian was notified and provided 
assistance on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and organic certification. In the end of 2009, Sanxing Township 
Xingjian Organic Village was established and became the first organic village in Yilan County and 
the closest one to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Chen, Chen, 2014：2). Later, the Extension Station 
encouraged farmers to form an organization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Village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groups for external support (Hsu, 2014：
38). As a result, farmers founded Yilan County Xingjian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to gain more resources and apply for government 
grants in July, 2010. At the time,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area was only 9 hectares, and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were only 11. In 2015, the numbers increased to 44 hectares and 49 members 

                                                       
7 Data was provided by the manager of 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and the help was much appre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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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8 
The purpose of the Cooperative was to reduce production and sales costs for farmers. When all 

the farming areas of the members were combined, the total farming areas increased. After 
negotiations with nursery ground compan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risks of production were 
mitigated (Hsu, 2014：69). For sales, some produce were sold by farmers themselves, while some 
were commissioned to the Cooperative, as some interviewees stated: 

Farmers’ Association does not take organic rice. Thanks to the Cooperative, I can 
commission 80% of my rice production to them since I am not very good at selling the rice. 
(N5) 

The purpose of the Cooperative is that farmers have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marketing. Besides, 
farmers do not have to cut down prices against each other and can thus stabilize the pricing. The 
cooperation of farmers can enhance the demand for produce and be more efficient than individual 
farmers. (N3) 

But some other interviewee said that one more important purpose for establishing a cooperative is 
to apply for government grants on organic agriculture as a group.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an organization or a legal person to receive grants. So I just 
thought of establishing a cooperative.(N3) 

The sole purpose of founding a cooperative was to apply for government grants!(N10) 

From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the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the Organization aims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for organic farmers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he village. The Organization also encourage farmers to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provid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As a result, it is 
truly an embodi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when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voluntarily take action 
to reduce costs and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As a resul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starts from a cooperative formed by the 
farmers in a bottom-up approach. For governance of the Cooperative, the government has 
Cooperatives Act to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Internally,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a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discuss common rules, such as jobs assignment, 
monitoring policies, and punishment procedures. Besides, the Cooperative also receives technical 
and resources support from NGOs, companies, government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ree types proposed by OECD(2013：30-
54). Instead, it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Currently, the main crop for the Cooperative is rice, with vegetables and fruits as supplementary 
crop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roduction costs for rice are the lowest9 (Tong, Chang, and Su, 2009：

249). Moreover, the work of growing rice can be outsourced, such as soil preparation, rice 
transplanting, harvesting, etc (Zhong, 2014：6-9). So it is much easier for farmers to grow rice than 

other crops. Some interviewees also agree with that it requires more human capital to grow organic 
vegetables than rice. 

                                                       
8 Same as footnote 2. 
9 Production costs can be divided into direct costs and indirect costs. Direct costs can be defined as costs which can be 
accurately traced to a cost object with little effort, including direct ingredient costs, such as seeding fees, organic fertilizers, 
etc. Direct costs also include costs of human labor involved in production. For example, human labor employed for weed 
control in avoidance of herbicides in organic agriculture. Indirect costs include costs of indirect ingredients, human labors, 
and so on, such as water expenses, certification fees for organic produce, energy fees, interests of loans, rent, etc. (Tong, 
Chang, Su, 200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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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mostly grow rice since they usually regret when they grow vegetables. Growing vegetables 
requires great amount of effort. Generally speaking, a farmer can take care of an area of rice for 2 
hectares, but it is remarkable for a famer to take care of an area of vegetables across 2200 square 
meters.(N1) 

Although the production costs for organic vegetables are high, the revenue generated by selling 
vegetables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one of rice. However, vegetables are harder to preserve, so it is 
difficult for farmers to sell organic vegetables. As a result, the main product of the Cooperative has 
been rice until the end of 2014 (Chen, 2015：4). Besides, different ways of marketing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the sale of rice, including market stands, group sales, orders from companies (Hsu, 
2014：92). On the other hand, most farmers voice that it is hard to sell organic vegetables and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or the Cooperative can provide assistance. 

The biggest problem is preservation of produce, especially for vegetables. Can the 
government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or tell farmers what they should do? Farmers cannot 
do all the work since they have many other things to attend to!(N1) 

      Nobody wanted to grow organic vegetables in 2011, and some farmers started the practice    
in the end of 2012. Since then, more and more farmers have followed the lead. Now, we 
also have vegetable boxes for home delivery, but farmers are too few to achieve diversity 
in produce. As a result, we need more farmers to provide different kinds of organic 
vegetables.(N3) 

In the end of 2014, the Cooperative introduced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10 for 
a pilot period of half a year to better market organic vegetables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In this way, the Cooperative acts as an intermediary and connects consumers with producers. 
It tells producers the types and quantity of crops they need to produce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costumers (Chen, 2015：4). The operation of CSA can be seen as collective actions for both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nd the role of the Cooperative is important. Nevertheless, there are no 
leading members to be responsible for executive work and contacting customers due to labor 
shortage, and this ma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SA in the future (Chen, 2015：2). 

As a conseq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is critical to the promo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In f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operative changed how 
farmers trade. They are no longer trading on behalf of separate individuals. Every member of the 
Cooperative needs to follow the rules and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marketing process of the goods. 
Also, membe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However,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tend to pursue self-interests once their self-interests are in conflict with 
common interests in spite of the clear regula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rice procurement procedures of the Cooperative were adopted by members through a verbal 
agreement. Members need to submit half a harvest of rice to the Cooperative every year, so the 
Cooperative have sufficient rice to sell. Most interviewees say that they follow the rule and submit 
the required quantity of rice to the Cooperative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10 CSA refers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people in their neighborhood. Specifically,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support each other by selling and buying products from each other. They even assume risks of farming and harvest together. 
In other words, consumers regularly buy produce (usually vegetables and fruits) from farmers, and farmers deliver fresh 
produce to the costumers. Besides, customers can visit farms and know more about the farmers and lands or even join the 
production. In this way, farmers are supported by customers to protect the agricultural lands for all people. (Source: He-pu 
Agricultural Market, Sustainable Farming Starts from Supporting Small Farmers, http://www.hopemarket.net/page/418,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Introduction of CSA, http://goo.gl/QcZJKg,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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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y think that establishing one’s own brand is the way to make sufficient profits for 
themselves. 

Of course I make some money. But only get even if I submit my crops to the Cooperative. 
Establishing one’s own brand can be profitable, but you need to do the work all by yourself. 
(N1) 

However, many interviewees in fact did not abide by this rule, and they said the rule has its 
problems.  

I did not submit half the production of rice to the Cooperative, and I was not the only one. 
Almost every farmer has his or her own farms, and many of them would rather be fined 
than submitting crops to the Organization since the production is not enough to sell.(N2) 

Some farmers are passionate about the cause and submit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rice production, but 
some farmers only submit several bags of rice to the Cooperative. What’s worse, even some core 
members do not submit the quantity required by the Organization….(N11) 

To summarize, organic farmers hope to reduce costs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by joining the 
Cooperative. Besides, the Cooperative can also take on a role of receiving external support.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enefits are also a part included i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ooperative. 
Therefore, collective action of organic production can continue, and the scal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can gradually increase. And this collective action can also provid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for the village. Nevertheles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ooperative does not seem to be well-established 
since many farmers do not follow the rules set up by the Organization.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is successful,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Organization by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Analysis of Key Factor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by Xingjian Village 

This study uses the framework proposed by Agrawal(2001: 1658-1659)、(OECD, 2013:78-81) to 

examin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terview 
result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are provided. 

(1)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farmers were used to spraying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on crops. After they 
shifted to organic agriculture, they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new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chniques, such as organic farm management,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control). At first, farmers 
were discussing related issues with their neighbors. But after the founding the Cooperative, they had 
a platform to shar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As some interviewees mentioned: 

We have many good resources in the Cooperative. For example, we can contact the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Besides, we 
have many old farmers as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ne of the farmers is specialized 
in soil preparation. I partnered with him and followed his instructions for the first year. In 
the second year, I could do the work myself.(N1) 

Government also provided assistance to the Cooperative. For instance, the Hualie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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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Yilan Station) established the Sanxing Township 
Xingjian Organic Village Group to help the Cooperative develop. The Group included experts in 
different crops,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control, soil and fertilizers, and management of farms. And 
the group provided organic agriculture courses and guided farmers to pass the certific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Chen, Chen, 2014：3). Interviewees said that the courses were very helpful, and they 
can put the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local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farms. 

Organic agriculture requires rotation of crops to avoid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such as 
one part of field for rice, and another for vegetables. I also learned how to tend a greenhouse 
in the courses by the Cooperative. After some trials and errors, I was able to put the 
knowledge learned into practice. (N3) 

Although most members shifted to organic agriculture from conventional farming, some 
knowledge of managing a farm is still the same, such as weed control,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control, etc. Besides,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between members themselves and 
external organizations enable farmers to solve common problems. 

However, only a few members practiced organic agriculture on all of their fields. Most members 
still had a larger field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than the ar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s for non-
members, all lands were cultivated in conventional farming. Therefore, organic fields were 
sometimes very close to the areas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and there were no clear limits of 
resources suitable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such as water, soil, and air. Also, the crops and the fields 
were susceptible to pollution since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belonged to non-
excludable public goods. Many members were bothered by this and held no power to change the 
fact, as interviewees all pointed out: 

 Underground water is inter-connected and flows around! Pesticides will be brought to my 
land by wind from afar. Even if you do not use pesticides, the pollution will be brought 
from other fields!(N6) 

The field next my organic one is traditionally farmed, and the pesticides the farmer uses 
will evaporate into airborne particles in the air after sunlight. When it rains, the pollutants 
will fall into my ground. This is not to deny the organic work of mine but to se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any help on that. (N9) 

Without clear rules on the use of lands, members can only communicate with farmers practicing 
conventional farming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to the minimum. As some interviewees said: 

As other farmers are spraying pesticides, it’s better for you to be on the side. So they will 
avoid spraying pesticides onto your ground. However, it doesn’t work every time since 
sometimes people just think that the pollution is your own business!(N1)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e refusal of traditional farmers to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is that 
organic farms are often polluted by traditional farms. As a result, organic produce is often tested 
with residues of pesticides and therefore is not in effect organic. As interviewees said: 

When organic produce is tested, 10 to 20% of them still have pesticides residues. So some 
farmers said that organic farmers still use pesticides at night when no one’s around. Most 
traditional farmers since then do not believe organic agriculture as a result! 

For conventional farming, 600g of leaf mustard may be NT$10-20, but it would be NT$80 
for organic leaf mustard. Some traditional farmers, not only older generations but middle-
aged farmers, also think that organic produce is fake.(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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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farmers still think that conventional farming can bring more substantial benefits 
because of lower costs although the price of organic produce is higher,. One reason is that traditional 
farmers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marketing after they submit rice or tax in grain to farmers’ 
association or to the government. As interviewees said: 

The price of submitting grain for tax is better, so I usually submit tax in grain and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 think the institution of purchase guarantee should be modified, 
and the price of purchase should not be guaranteed, either. In short, I would rather 
commission my rice to farmers’ association than practic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o avoid 
extra marketing work!(N16)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to expand the ar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for the village and to maintain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since traditional farmers are not going to jo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because their personal benefits outweigh substantial benefits brought by organic 
agriculture. 
To conclude on the part of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farmers have applied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local knowledge well. However, there is no appropriate sepa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organic farms, so organic farms are polluted. Last, traditional farmers decide not to jo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after thinking about their personal benefits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and benefits brought by collective action. 

(2) Group characteristics 

Moseley (2003:131-136) thinks that a vibrant leader with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n turn 
ideas into re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 leadership which is not too dominant can strengthen 
partnership but also enhance the engagement of partners. 

In the case of the Cooperative, the former village head had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ublic service. Therefore, she is trusted by farmers and have persuaded farmers to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join the Cooperative. Moreover, she actively introduced external resources to help 
farmers understand more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hope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deed, the former village head is the leader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However, the Organization encounters operation challenges as time pass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issues on obligations of the members are not addressed in members’ meetings or through 
private discussions, such as the mechanism of the submission of rice, shifts at the farmers’ market, 
distribution of external resources, income, and collective benefits. This shows the lack of trust 
among members due to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Ostrom, 1999). 

Chen Wen-yan(2008：14) pointed out the concepts of exit and voice, which can also be used to 
explain whether a collective action is successful or not (Nabli & Nugent, 1989). One reason for some 
members to withdraw from the Cooperative is because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grants when Yilan County held the Green Exposition in 2014. Some interviewees 
thought that: 

N7 thinks that the grants should be in the hands of personnel who run the organic rice stands, 
while N3 thinks that the money should be handed to the Organic Cooperative for further 
use. (N10) 

When member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operation or function of an organization, they have two 
options. One is to stay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test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the other is to 
leave the organization. When the costs of staying in an organization outweigh the ones of leaving an 
organization, members tend to leave, which lowers the possibility of a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Looking at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ne can find out there are homogeneity of endowments 
and heterogeneity of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among members of the Xingjian Cooperative. Be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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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more than 60 years old, and only a handful of members are in 
their thirties. As a result, there is a generation gap between older and young members. They may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economic benefits, and young members may not have the freedom to put 
their innovative ideas into practice. However, young members may not have the courage to 
communicate with older members out of their respect for the elders. Therefore, some members 
stopped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ome even withdrew from the 
Cooperative and formed another Cooperative outside the Xingjian Village. 
Olson(1971：2) thinks that the size of a group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ollective action. 

Collective action of a smaller group has a higher chance of success. As for larger groups, rational 
individuals are less likely to take part in a collective action in pursuit of collective benefits since 
they can free-ride. As a result, it is harder for larger groups to initiate a collective action than smaller 
groups. Nevertheles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can mitigate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and enhance 
the feasibility of a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operative in the case belongs to a mid-sized group with 
49 member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critical to the proper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3)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order to prevent free riding and rule-breaking,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monitoring system and a 
mechanism of sanctions to supervise collective action(Ostrom, 1990). Currently, the rule of the 
Cooperative is to hand in half a year of rice production. The rule is a verbal agreement by the 
members. In fact, some members or even leaders of the Cooperative did not hand in half or any of 
their rice production to the Cooperative. Although members who violate the rule will be fined for 
NT$5 per kilogram of rice, many members still have an economic incentive to violate the rule since 
the market price for a kilogram of rice is NT$130. As some interviewees said: 

There is punishment for violating the rule, like a 60 kg bag of rice for NT$300. But farmers 
tend to violate the rule since a 2kg bag of rice can sell for NTC$260.(N10) 

There must have had some consideration for some members withdrawing from the 
Cooperative, so the 50% submission of the production was required since everybody is 
self-interested and afraid that the Cooperative may go bankrupt. (N11) 

The Cooperative does not have a well-designed system for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Also, the 
fines for violating the rule are in significant, and farmers can earn more if they sell the rice 
themselves. Consequently, many farmers save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total rice production to 
establish their own farms and brands. Some interviewees said: 

Cooperatives of other places are similar to collective farms, that is to say all products are 
sold under a common brand. But it’s not the case here in Xingjian Village. Everyone here 
establishes his or her own farm and sells products in different brands. That will cause the 
problem of customer preference. A customer may go to Farmer A or B all the time, then it 
is not a collective action at all! (N11) 

Therefore,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brands for the Cooperative. Some 
members are not pleased with the fact that whenever tourists visit the Xingjian Village, the tourists 
may directly go to certain farms to experienc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stead of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As a result, benefits are centralized on certain members or leaders 
of the Cooperative, so some members think that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is not even (Hsu, 2014：

120-123) 

(4) Exter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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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Department, Yilan County has been active i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From 2011 
to 2013, it has sponsored five programs of the Xingjian Village, with a total fund of around NT$15 
million. This is a significant sum of fund if you consider the scale of the village (Hsu, 2014：141-
142). However,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lacks funds to assist the promotion of organic produce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s interviewee N15 said sadly: 

The work of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is often commissioned by the county government. 
Therefore, it has limited resources and power. Plus, we are in a disadvantaged location, and 
we cannot sell as many things as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does. 

The position of the Cooperative is similar to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Therefore, the latter 
organization will not help the Cooperative o the issues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Besides,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is focused on the profitable conventional farming instead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s one interviewee said angrily: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is like a consortium, focusing only on profits. In the beginning 
stage of develop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profits. Therefore,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will not provide any help. Instead, they will help farmers who can 
make profits since they need to par for the labor costs. In fact,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is 
against the Cooperative. (N5) 

Sanxing Farmers’ Association is less active o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the main 
focus of local Farmers’ Association is on Sanxing scallion and pears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N15) 

The regulating authorities of cooperatives at the central level do not belo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agricultural affairs11. As a result, cooperatives cannot apply for grants from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Instead, cooperatives need to find financial support by asking differen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Leaders of the cooperatives are the ones who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bility and actions are critical when it comes to applying for grants.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NGOs is helpful to empower farmers and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For instance, the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has been active in providing assistance on organic agricultur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After 
communicating with the villagers, the Station offered courses in farm management, creative 
marketing, and guided tours. Therefore, villages understand more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have 
more experience of organic life. Moreover, the Station also assisted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ourism locally and offering package tours (Chen, Chen, 2014：4). Interviewees thought that the 
knowledge learned from the courses is helpful for farm management and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control. 

I went to the courses at the Hualien Agricultural Research Station last year, and the 
instructor introduced Ma Li Jing12. The plant has aphids and will attract ladybugs. Plants 
of leaf mustard used to have many aphids, and the situation improved a lot after I grew the 
plants. The purpose of growing the plants is the same as keeping chicken to eat pests on 
the farm.(N3) 

She was also inspired to manage a leisure farm and market organic produce. 

I keep chickens, ducks, geese, and fish now. The purpose is to attract children when 
customers visit the leisure farm for organic meals in the future. The idea was inspired by 

                                                       
11 Article 2-1 of the Cooperatives Act: The regulating authorities of cooperatives refer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t the 
central level,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and the county (city) governments at the county (city) level. 
12 “Asclepias curassavica” is a type of perennial plant which attracts butterf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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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ourse lecturers.(N3) 

In addition, the Agricultural Council of the Executive Yuan provides an online Farmers’ 
Academy13 for farm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o receive further training. Some interviewees said: 

Whenever the website has new courses, I will participate in those courses. The academy 
will notify you once there are new courses, but some courses are not free.(N1) 

As for NGOs, the Organic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Yilan University provides guidanc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and organic certification. The Center also 
promotes organic industry and organic life14. Yang-shan Foundation also started “Green Life Starts 
from Yilan- Build an Organic Village” in 2012, and Xingjian Village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was chosen as one of the four communities to receive assistance to become an organic 
community. 15 The Foundation provides assistance on organic community planning, enhancement 
of production techniques, marketing and certification support. The interviewees said: 

I have practiced organic agriculture since 2010 and attended related courses to know more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since then. So I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to visitors on our village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guided tours or speeches.(N3) 

Yang-shan Foundation this time also taught the Xingjian Cooperative to make organic tofu, 
soy milk, and rice noodles. I was very touched to see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work so 
hard to make those organic products. All of the consumers were very happy and brought 
back those organic products home to share with their families. (N12)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s at colleges, and NGOs provide important external 
resources and non-financial support, such as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resources, 
and experience-sharing. Farmers also have a platform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can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of the village through active learning. 
Table 2 analyzes the collective action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by the Cooperative bas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proposed by Agrawal(2001: 1658-1659) and OECD(2013:77-90). 

Table 2: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Xingjian Cooperative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1) A good combin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expertise of environment 
resources 

1) Good leaders 

2) Organic and traditional farms are too close, 
and organic farms are often polluted by 
chemicals used by traditional farms 

2) Members share same vision on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have the same goal when 
joining the Cooperative 

 3) A mid-sized group with 49 members 

 4) Insufficient social capital: lack of trust 
between members 

                                                       
13 The Agricultural Council of the Executive Yuan, Farmers’ Academy, http://academy.coa.gov.tw/list.php?id=19,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14  The Organic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Yilan University, Services Provided ，

http://center.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4113 retrieval date：2015/07/18 
15 Yang-sh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Yang-shan Green Life in Taiwan Promotion Plan， 
http://www.youngsun.org.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561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Broadcasting Company of 
China News Radio, Green Life in Taiwan Organic Village in Yilan ， 
http://life.cnyes.com/Content/20120910/KnMPCJ4IWJTGC.shtml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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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5) Different viewpoints between older and 
young members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6) Lack of communication among member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1) Lack of effective rules and governance 
inside the organization 

1)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2) Lack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systems 

2)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NGOs：Agricultural technical support 
and agricultural tourism 

 3)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Yilan 
County Government,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and Farmers’ Association. 

Sorted by author 

Conclusion 

Organic agriculture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respect for the inner values of fauna and flora, and facilitation of local environment.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can not only create income for members but also provide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in the organic production proces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efficacy of collective action by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by the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of CPRs proposed Agrawal(2001: 1658-1659)、
OECD(2013: 77-90). Judging from the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Xingjian Village has many advantages but still 
faces some challenges. First, the purpose for establishing the Cooperative is to solve the marketing 
problem faced by members, while another purpose is to apply for government grants. Therefore,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Cooperative in the process of selling the organic rice. Moreover, the Cooperative does not have 
appropriate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systems, so the Organization is unable to adjust internal rules 
in coherence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Aldrich and Stern(1983) propose, attitude of the individuals can be an obstacle or a driver 
for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he case study, endowment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homogeneous, whereas th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of the members are heterogeneous. If members 
can form a consensus after communicating with one another, solutions to problems of collective 
action may be foun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can be adopted for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1)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Farms of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sometimes polluted 
by neighboring farms because they adopt conventional farming methods. In the future, 
government can establish exclusive areas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encourage traditional 
farmers to convert to organic agriculture. Additionally, government should strictly supervise 
the irrig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2) Group characteristics: Leaders of the cooperative have shown some positive changes whe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However, no consensus has been formed among the members. 
Therefore, cooperation is only possible when mor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i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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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Regarding the submission quota for rice, the cooperative should have 
more discussion and set up a system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so as to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4)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cooperative has a good performance in applying financial and non-
financial support. However, county government,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and farmers’ 
association have differing attitudes o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provision of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institutions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form a consensus on the ways and goal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o conclud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factors for why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was not a complete success. In order to better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operative needs to design prope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by considering resources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perative should modify its rules wh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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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1: Table of Interviewees 

Code of the interviewee Profile of the interviewee Interview date 
N1 Fe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02 

N2 Male, Farmer of Gongzhao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05/02 
2015/05/17 

N3 Fe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Chairwoman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17 

N4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12/07 
2015/05/17 

N5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02 

N6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17 

N7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Chairman of Organic 
Friendly Production 
Cooperative 

2014/12/07 
2015/05/02 

N8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02 

N9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12/07 
2015/05/02 

N10 Male, Manag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06/16 
2015/07/02 

N11 Male, Director-general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06/16 
2015/07/02 

N12 Female, Consumer 2015/05/17 
N13 Male, Consumer 2015/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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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 Male, Director of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of Yilan County 
Government 

2015/07/02 

N15 Male, Section Chief of 
Agricultural Section of Sanxing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of 
Yilan County 

2015/07/02 

N16 Male, Staff member of 
Agricultural Section of Sanxing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of 
Yilan County 

2015/07/02 

Sources: Sorted by authors 

 

(二)、訪查波特蘭州立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 

     此行的主要目的是訪查波特蘭州立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SU)永

續解決方案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ISS)，顧名思義乃是以

各種永續性為思考方向，從而找出個議題解決方式做為目標的研究所。其主要

的角色功能為：1)溝通協調者－ISS 擔負社區工作者之間永續性議題與促進者

的協調角色以追求共識。2) 創新者－ISS 扮演催化劑的角色，促進企業解決方

案，開拓跨領域工作的途徑；3)活動籌備者－ISS 協助社區取得研究計畫的幫

助，提供資源以保存或將計畫鑲嵌於學校的結構內，以及為學生在波特蘭大學

的教育創造不同研究途徑以臻所有事物的永續境地(圖 16)。16 

    由於 PSU 坐落在城市的中心，故該校園是一個充滿活力的城市生活實驗

室；從綠色建築到智慧交通系統，不斷地學習和測試創新，以求城市地方得以

向善改變。從其焦點研究領域以觀，ISS 協助促進 PSU 研究重點領域，目標為

使區域更加公平、具資源效率及經濟活力；這些研究焦點有三：17 

1. 城市永續性：建構智慧城市 

從永續的交通選擇，到綠化整體社區，以解決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問題。這

其中所須涵蓋的專業，包括永續的交通模式，綜合水和能源基礎設施建

設，發展永續的社區；研究綠色建築，也充分利用社區參與的力量，示範

城市如何定義自己的未來。 

2. 生態系統服務：瞭解自然的利益 

                                                       
16 2016/08/05 流覽，資料來源：http://www.pdx.edu/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research 
17 2016/08/05 流覽，資料來源：http://www.pdx.edu/sustainability/urban-sustainabilit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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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人口不斷增長，人們面臨維持生態系統及其提供的重要服務的挑

戰，必須謹記在心且加倍努力以求因應。PSU 正在採取全系統方法以解

決這些複雜的問題。 

3.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連結健康、地方和公平 

PSU 的研究有助於重新定義「健康照顧」(health care)，包括人們出生、

生活、工作和年老的各種情形，及這些社會因素如何影響公平和獲得取

用資源的機會。 

      在上述議題中，值得注意的是「永續鄰里社區倡議」 (Sustainable 

Neighborhoods Initiative (SNI))，是用社區組織的團體連結 PSU 的學生和教師，

建立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在鄰里的尺度上促進永續性，於 2014-15 年間

運作跨越四個鄰里。到了學年結束時，在 18 個不同學科、44 個班級中近 800

名學生，在波特蘭從事促進永續性的計劃。四個 SNI 鄰近的夥伴-the South of 

Market Eco District, Foster Green, Living Cully,和 the Lloyd Eco District，讓學

生從事一系列的計畫，包括登門拜訪鄰居，向鄰居談及莫爾登庭院社區果園

(Malden Court Community Orchard, MCCO), 其係屬綠地活化 (Green Lents) 

計畫之一環，並規劃和支持社區活動以揭示當地環境著名的 Cully Critter 

Cruise 以及在 SoMa EcoDistrict 的第四大道建設。ISS 定義「生態區」

(EcoDistrict)為：「一個鄰里或地區具有廣泛的承諾，以加快實踐鄰里尺度的永

續性。 EcoDistrict 成員致力於實現雄心勃勃的自然資源績效目標，引導投資

地區和社區行動，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追踪進度。」而 EcoDistrict 發展，主要

是基於對 PSU 影響而討論「EcoDistrict 倡議」，然後概括為建立一個治理體

系來管理小地區，以滿足倡議的總體目標行動。此舉意圖將整個鄰里納入，

使之與當地的環境目標保持一致。這一倡議也呈現了公共，私人，學術和非

營利性組織利益之間合作夥伴關係，可以擔當克服傳統障礙的平台，以加快

實現區域氣候目標。18 

       上述的 MCCO 位於東南向第 87 大道和莫爾登庭院東南方交口處，是一

塊曾經未充分利用 1.68 公頃的新興社區果園的空地。幾十年來，這塊空地布

滿很多喜馬拉雅黑莓和垃圾，吸引一些人從事滋擾活動。在 2015 年，社區的

鄰里居民聚在一起規劃、設計，並在這個空間建立一個社區果園，作為在倫

茨(Lents)鄰里區長期新鮮農產品的來源。MCCO 也是一個公共開放進用的綠

地空間，有助於改善公共安全、約翰遜溪(Johnson Creek)流域的健康、鄰里地

                                                       
18  PSU, 2010,CLIMATE ACTION PLAN 2010, p.10. 2016.08.08 流 覽 ，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pdx.edu/sustainability/climate-action-plan-implementation-team-ca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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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宜居性，並為當地學校和周圍社區提供環境教育的機會。MCCO 現在是

一片年輕的食品森林，超過 250 種的本土類和水果類農作物，擁有很大的發

展和成長的空間！19有關 MCCO 計畫，是希望與當地綠色組織建立共同營造

綠色空間的夥伴關係，故學生在公民參與過程中，進行逐戶上門宣傳、告知

並徵求社區成員，希望他們對組織計劃將位在波特蘭東南方的一塊空地改造

成為社區果園予以支持(圖 17-20)。 

在南市場經濟區(SoMa Eco District)的第四大道建設，在 PSU 的永續發展

的解決方案持續支持下，建立志願指導委員會以分級提供行政協助及額外的支

持，使之得以在西南第四大街的食物推車附近建設一個學生設計的人行道延展

設施，由 PSU 建築系的學生於 18 個月內建成。這是由學生和 ISS 的工作人員

密切合作，設計了小型公用兼休憩場地，並尋求市府批准，徵求當地企業的支

持，並啟動一項超過$ 15,000 元的建築材料群眾募資活動加以完成。SoMa 的

經濟區藉由募集資基金以購買人行道延展設施的建材是具有挑戰性的，經由

ISS 在 PSU 基金會和建築學院推出一個成功的集資活動。在春季的學期中，ISS

訪問學者瑟姆 - 高爾文(B.D. Wortham-Galvin)，帶領建築系 22 個學生一起在

週末的陣亡將士紀念日的行經路線，在 PSU 的建築系館前的餐車前構築了人

行道延展設施。2015 年 6 月 1 日，波特蘭市長查理•海爾斯(Charlie Hales)與波

特蘭州立大學校長溫偉爾(Wim Wiewel)、學生，SoMa 區的官員一起剪彩，並

正式啟用第四大道人行道延展設施，現在成為街坊鄰居喜愛的地區(圖 21)。   

                                                       
19 2016.08.08 流覽，資料來源: http://www.greenlents.org/community-or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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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所執行的研究項目  

 
圖 17-18 學生參與「永續鄰里社區倡議」計畫(資料來源:PSU, 20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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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0 學生參與「永續鄰里社區倡議」計畫(資料來源:PSU,2014-15:3) 

 

 
圖 21-22 學生參與「永續鄰里社區倡議」計畫(資料來源:PSU,2014-15:9) 

 

 
圖 23-25 ISS 的公告欄、坐落位置、門禁管理 
 

(三)、美國有機農業政策與永續性訪問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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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行除前往拜訪波特蘭大學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研究(ISS)所外，更進一步

和 ISS的前所長 Jennifer Allen副教授會談，以瞭解美國的有機農業發展現況、

農業土地政策，以及目前該研究所的研究取向、永續政策、以及特殊的永續

餐廳等。  

  

圖 25 （左）波特蘭大學 ISS 的博士生職員 Manar Alattar 陪同本人與陳胤安

博士生參觀波特蘭大學各項永續設施；圖 26（右）新蓋的學術與學生娛樂中

心，不但是綠建築，同時在館內設置自行車停車處，增加停車位。 

    我們首先與 Fletcher Beaudoin 助理執行長(Assistant Director)進行會談，

Fletcher 談到目前該研究所進行的計畫，他專注於永續性研究、教育和社區參

與事務，進行整個大學將應用研究和課程予以整合計劃，主要任務是建立起

波特蘭大學社群與永續實踐者之間的連結和夥伴關係，協同解決一些有關都

市永續發展和生態系統服務主題複雜的永續性問題。他以自己在計畫執行以

及與社區溝通的經驗，說明主要聚焦於如何協調研究者與社區之間的需求。 

 

圖 27(左) PSU 正在進行一項重要的「2010 年氣候行動計畫」，圖 28(右)拜訪

Fletcher Beaudoin 助理執行長(Assistant Director)，與本人進行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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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左) Fletcher Beaudoin 助理執行長(Assistant Director)說明 PSU 跟週邊鄰

里社區之間，靠著 ISS 居中協調，建立永續性夥伴關係。圖 30(右)進行會談

中，陳胤安博士生提問，Manar Alattar 博士生陪同拜訪。 

    他認為，研究者當然是期望從社區獲取研究所需的內容與製作成果報告，

但不能不注意到社區同意研究者的要求，自然也企盼研究者可以注意到社區

的真實需求。所以 Fletcher 指出，團隊進入研究對象社區時，雖然已有初步

的計畫內容，仍需要靠與社區之間的多次溝通、舉辦工作坊以達成共識，其

永續計畫才得以實行。他更談及該校正在進行一項重要的「2010 年氣候行動

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 2010)，並設定長期的 2030 年生態區發展的目標，

確實做到如何結合社區公、私團體協同努力達成碳排減量的目標。 

    他指出，波特蘭州立大學（PSU）是坐落在城市的大學，有其獨特的定位

與工作，並影響其周圍的環境，須與週遭社區建立新型夥伴關係;並對該區域

最緊迫的問題作出回應。然而，大學城的環境帶來新的挑戰和機遇。在地區

複雜的所有權結構呈現了績效考核、資源管理，策略規劃和行為改變的挑戰。

由於這些原因，至關重要的是，對於 PSU 參與夥伴關係，不僅在校園，也在

社區內實現走向氣候無作用的積極結果。在氣候行動計劃（CAP）中，採取

綜合的探究法是重要的且對 EcoDistricts 倡議產生互補作用，以其可提供一個

與鄰近的房地產所有權人、居民、勞動者、企業所有者，和社區合作夥伴協

作的結構。 

    在 2010 年，圍繞 PSU 的週遭區域被選定為五個 EcoDistrict 領航者之一。

該大學的研究和創新能力，靠近城市核心，無與倫比的易達區域公共交通運

輸系統，以及種類繁多服務定位，是旗艦計畫的良好試點。該區最初被稱為

「大學 EcoDistrict」，假設 PSU 將是實施該計劃的催化利益相關者。當大學

與周邊財產所有權人接觸磨合後，更名為南市場（SoMa）EcoDistrict，以便

更能反映利益相關者之密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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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短暫的訪問後，研究所職員兼博士生 Manar Alattar 女士帶著本人與

陳胤安博士生進行校園永續之行。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波特蘭大學較新的建築

物幾乎都採用符合綠建築標準的工法築構，這也包括在「2010 年氣候行動計

畫」之中。再者，為了鼓勵同學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除了市區有規劃完善的

公車、電車系統，自行車可以上車外，並在每個學院設置有自行車停車位。

此外，波特蘭大學為求讓同學不再需要的文具、書籍、用具有再被利用的機

會，特別開了一個儲物空間（見圖 31）讓同學放置他們畢業後不再需要的物

品，同時也讓同學們自由取走他們所需的物品。縱使環境看起來稍嫌雜亂，

起碼讓同學學習珍惜現有資源。      

  

圖 31 波特蘭大學校內某儲物間一隅，強調資源回收、重複使用。  

 

   我們此行主要是想向 Allen 副教授瞭解波特蘭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 

(ISS)的主要工作、美國永續（有機）農業的狀況、土地利用現況等議題。 

   在結束校園巡禮後，我們前往校園內某間咖啡店與 Jennifer Allen 副教授碰

面。Allen 副教授曾擔任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研究所所長，日前已卸任，續任公

共行政系副教授。Allen 副教授的學經歷豐富，為耶魯大學森林與環境研究博

士，曾任職於世界銀行、生態信託(Ecotrust)以及奧勒岡經濟與社區發展部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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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Allen 副教授與我們二人共同討論美國有機農業、土地利用等議題。  

  美國的有機農業法案起始於 1990 年頒布的有機食品生產法(Organic Foods 

Production Act, OFPA)，建立美國的有機國家標準。至 2002 年施行國家有機法

規(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NOP)，以為多家美國國內與國外驗證機構通過認

證。而 2008 年頒布的糧食、環境保育與能源法(Food,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Act of 2008, FCEA)，授權國家制訂有機驗證費用分擔計畫，提撥 2,200 萬美金

的資金，每位生產者補助金額由 500 美元提高至 750 美元，最高可占其驗證總

額 75%。再者，提供五年 5,000 萬美元的有機轉型補貼，以及 7,800 萬美元的有

機農業專門研究經費。此外，為了瞭解有機生產和銷售上的市場訊息，提撥 500

萬美元的資金。由此可見美國政府在有機這部分的政策考量已有長足的進步，

並提撥許多資金以求走向更永續的生產環境。ISS 是結合理論和實踐的研究所，

前所長 Jeniffer Allen 是農業與糧食政策的專家，說話極為快速，且直言美國要

推動有機農業還有政治因素橫亙其間，因為與慣行農業相關行業會展開遊說，

使有機農業推展困難！ 

    關於糧食與農業和氣候行動計劃（CAP）的關聯性，Allen 副教授以蒙特諾

馬郡(Multnomah County)為例加以說明。在 Multnomah 縣，當地大約有 15％基

於消費的碳排放量，是來自供應糧食給當地居民和商家；倘若將其他糧食系統

的影響，如進口、加工和農業相關的森林砍伐和土壤退化包括在內，這個數字

可能接近 30％（歐洲委員會，2006）。健康的飲食和低碳食物之間通常有關係。

多吃新鮮水果，蔬菜和少加工的食品可以幫助維繫健康的身體，同時減少與糧

食生產相關聯的二氧化碳排放量。但是，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種社區可能無法

公平獲得健康和買得起的食物。所以，如何能夠選擇低碳食物- 尤其是水果，蔬

菜，少吃加工或包裝的食品 - 可以通過價格和亦接近性加以約束。 

    再者，經由食品購買俱樂部和合作社，農民市集和社區支持型農業的計畫

方案，可同時接受「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也被稱為奧勒岡特雷爾卡(Oregon Trail cards)，為低收入者製

造一些買少加工、更健康、低碳食品的機會。許多在波特蘭地區的農民市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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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金匹配計劃獲得 SNAP 的利益，從而實現低收入人群可到這些出售少加

工和包裝的食品地方消費他們的食品美元(food dollars)。透過選擇吃得更健康、

低碳的食物，居民可以支持地方經濟，幫助保存農業用地的基礎，在某些情況

下，還可降低從運送食物的碳排放量。進一步言，要吃低碳飲食是比較容易，如

果居民能夠：1.增加取用負擔得起的新鮮水果和蔬菜。2.減少消耗加工、包裝食

品。3.提升種植自己的糧食技能。4.增加健康的消費選擇知識。20 

   此外，為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需要制定政策且公平提供相關方案資源： 

1）通過支持農民市集和社區支持農業，以提高當地出產和消費食品的質與量。 

2）創建策略和做法，以鼓勵民眾在公開會議、活動舉辦時，購買健康，低碳的

和最低限度加工食品。 

3）擴大糧食生產和包括社區菜園附近的分銷機會，特別是對低收入人群和有色

人種社區。 

4）加強利用公有和私人土地和屋頂以種植糧食。 

5）在適當的位置增加種植果樹和樹林。 

6）充分利用公共和私人機構的購買力採購低碳和當地的食物，包括縣監獄。     

     在校園永續的部分，Allen 副教授提到波特蘭大學在每周六有一個農夫市

集，這我們在週六研討會時也有注意到，可惜因為正在準備下一場發表而沒有

前去了解農夫市集的運作模式。有機或友善農民們來自波特蘭近郊，販售自家

生產的蔬菜水果。而學校的教職員生餐廳所提供的自助餐，也是永續校園的一

環。自助餐外頭的牆上，有一面奧勒岡州的地圖，上面寫著每一種食物的來源，

幾乎都來自奧勒岡州，以確保不會超出太多食物里程(food miles)。 

 
圖 33(左) 在參與研討會期間(冬天)只能從 PSU 會場遠觀農民擺攤、與消費者

互動場景，較不熱絡；而夏天的農夫市集，顯然人潮眾多，農民的生意較為

興隆，取自 PSU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ortlandstatefans/。 

                                                       
20  Multnomah County, 2015, LOCAL STRATEG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pp.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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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右) PSU 強調永續校園的特性，處處綠意盎然，是學習並增進知識的好

場 地 。 取 自 https://psuchronicles.com/2016/07/13/ill-take-summer-school-

anytime/。 

  

  

圖 35 （左）波特蘭大學的教職員生餐廳推廣每周一素食；（右）一旁的桌

子擺上各種宣傳品，宣導永續廚房的概念。    

  

圖 36 （左）自助餐廳一隅；（右）餐廳附設的回收台，在攝影者的後方還

有廚餘回收未入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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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左) Manar Alattar 博士生邀請我們在餐廳享用午餐，食物多樣，以健康

取向。圖 38(右)提醒學生，在浪費食物之時，仍有多人挨餓；浪費食物，就

是浪費生產食物的水和土地；平均每個美國人每年丟棄價值 522美元的食物。 

這個餐廳給了教職員生相當優惠的價格，每個人只要每學期付一千美元，

就可以憑證享用早、中、晚皆提供的自助餐。自助餐內容有生食、熟食、麵包、

冷熱飲料等多樣化選擇。生食如生菜沙拉等，有十餘種配菜與五種佐餐沙拉可

供選擇；熟食如專人服務的飯食、烤好的比薩、肉捲等。此外也有西方人常食

用的麵包、穀類。飲料則有牛奶、調味乳、咖啡、熱茶、碳酸飲料等等（見圖

36 左）。  

這個餐廳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吃完餐點的人必須自行收盤子，將碗盤、杯

子放上一台大型托盤輸送機上（見圖 36 右），將用過的碗盤送到後頭去洗，廚

餘則另置一處，用以製作堆肥之用。為了鼓勵學生珍惜食物資源，除了印有宣

傳單外，亦鼓勵學生填寫問卷，測試他們對碳排減量的想法，以及鼓舞他們展

開行動。同時，又製作海報提醒這是多令人傷感的事: 1.美國人每年浪費 1600

億美元的食物之時，仍有 5000 萬人無法確保糧食來源；2.浪費食物就是浪費

用以生產食物的資源，在美國就是浪費了 35%的淡水和 31%的農地；3.平均每

個美國人每年丟棄價值 522 美元即可食用的食物。由此不禁令人想到，中華民

國台灣不也每年浪費許多糧食? 等同浪費不少乾淨水源和土地以生產寶貴的

糧食，實在應該以為警惕，並推動減少糧時浪費的具體行動! 

(四)、小結  

 本次參與國際研討會與移地研究收獲頗豐但也感觸良多，茲列述相關建

議如次： 

1.國際研討會之參與不限於口頭發表，應可嘗試多元發表形式  

一般參與國際研討會的方式，不外是口頭發表，或以海報形式發表。這次

發現不少人組成小組討論(panel discussion)或工作坊(workshop)，以更活潑、

眾人皆可參與的形式，讓即使因為英語不是母語而羞於開口的人，也能自然

而然的參與討論，發表自己的意見，對於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人來說，不啻

是相當好的機會可以練習自己的英語口語表達，同時也能與外國學者交流。  

2.  國際研討會參與發表之文稿，可於修改後嘗試投稿外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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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陳胤安博士生因為參與研討會的緣故，同時也向本研討會主辦單

位－共同園地出版社(Common Ground Publisher)投稿其旗下期刊－國際環境

永續性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目前為

止已經順利投稿一篇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me Experiences in Taiwan＂。另外一篇 “Agroforestry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 Observation on Tayal Indigenous Peopl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aiwan＂修改已畢，進入排版程序。該出版社的期刊雖然並非名列

SCI 或 SSCI 之列，卻有同儕匿名審查制度，有兩位匿名審查人審查內容，並

決定論文是否足以刊登。投稿人必須針對審查人的問題進行修改，或提出答

辯(note)，再交由出版社審定，最後才能定稿，並進行出版或印刷（該期刊的

電子版與紙本共同出版）。該出版社特別針對非以英語為母語的作者給予投稿

機會，即投稿之前，出版社提供需付費英語語法修改的服務。因此建議若有

心參加國外研討會的學弟妹，不要放棄這樣的機會，積極修改自己的論文並

投稿，除了增加自己的學術點數之外，也是為將來從事學術增添信心。  

3.參加國際研討會並進行移地研究，可同時促進學術交流並與當地學術

機構建立關係  

本次參加國際研討會，由於見到波特蘭大學裡有前所長 Jeniffer Allen 副

教授擔任大會演講者，研究方向與筆者興趣相近，故借機先利用電子郵件逾

三個月前聯絡，敲定會面的時間、討論的議題。又藉由書信往來、實地探查

的機會，得知波特蘭大學是如此講究永續性的大學，在軟體方面，ISS 擔任推

進器、潤滑劑，講求和鄰里社區建立夥伴關係，共同營造生態區(EcoDistrict)；

在硬體方面，從建築到餐廳的設計，都含有永續的思想在內並具體實踐。雙

方在會談後瞭解彼此國內的一些制度，嗣後若還有機會，可以再度前去波特

蘭從事較深入的移地研究或向科技部申請邀請 Jeniffer Allen 副教授來台講演、

提供永續研究與實作之經驗。因此，今後科技部應鼓勵老師和學生一起赴國

外發表論文，並參訪相關學術研究機構，以提升國際視野並增長見聞。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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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研討會攜回一本研討會手冊與一張 IUCN 國際環境組織的會員招

募說明。 

2.  Manar Alattar 博士生提供多個連結，可取得多項資料 Links: 

Climate Action Plan information and file: https://www.pdx.edu/planning-
sustainability/climate-action 

Sustainability on Campus (including information about various departments 
we visited): https://www.pdx.edu/sustainability/campus-actions 

Information about Campus Residence Hall Compos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0HA-FzXrNE 

Sustainability in Portland: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bps/ 

謹此感謝：  

科技部提供本次參與研討會與移地研究的各項費用，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博士生陳胤安協同撰寫英文論文，以及保證責任宜蘭縣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

作社的全體社員兼報導人。  



1 
 

行政院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陸

地區)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5 年 8 月10 日 

計畫編號 102-2621-M-004 -003 -MY3 
計畫名稱 
 

【土地正義視野下國土規劃的挑戰與變革: 土地

利用與城鄉發展的策略研究－土地倫理、農業

多功能性與永續農業政策之研究－兼論德國巴

伐利亞邦城鄉規劃、農業環境政策之借鑑(3/3)】 
服務機構及職稱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特聘教授 
出國人員姓名 顏愛靜 
出國地點 美國奧瑞岡州波特蘭市 
出國時間 105年1月19日~27日 

 

一、國際研討會暨移地研究背景 

二、參與國際研討會暨移地研究目的 

三、行程規劃與概要 

四、主題探討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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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研討會暨移地研究背景 

    本計畫旨在探討農村地區如何透過農業轉型有機經營，以達農業多功能

性之成效，經過兩年研究已初具成果，月前業已撰寫論文摘要，投送於 2016

年 1 月 21-23 日在美國波特蘭市的波特蘭州立大學(21-23 January 2016,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ortland, USA)舉辦的第 12 屆環境、文化、經濟暨社

會永續研討會 (Twel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 Social Sustainability)，獲得通過(如下所示)，於 2015 年 10 月底業

已撰妥全文，準備前往發表，以利未來投稿期刊。 

 

 
     

   於 2015 年 12 月初，經與波特蘭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ISS) at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1聯繫，表達訪查意願，

經該所 Tania Hoode 女士安排，將於參加會議之餘，拜訪該中心，除聆聽

Jennifer H. Allen 主任演講外，並拜訪博士生 Manar Alattar，討論有關該所刻

正進行那些農業與糧食政策研究、美國有機農業政策暨相關土地政策、大學

裡永續性教育經驗為何，並安排永續性旅程導覽。 

                                                       
1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的網址: 
http://www.pdx.edu/sustainability/institute-for-sustainable-solutions-staff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search/manar%40pdx.edu/1516748062ce387c?project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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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Organic Farming by Collective Action: 

A Case Study in Taiwan 

Ai-Ching Yen, Yin-An Chen 

Organic farming nowadays is gradually recognised as having functions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and respect on internal value of flora and fauna, and lo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organic farming is necessary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insist on concepts of environmental-friendly cultivation, foo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y collective action. In XingJiang Village, 

Taiwan, some farmers organized an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 for promoting 

organic farming instead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The farmers' collective action is by 

means of members' mutual trust, which successfully practices no pesticides and no 

chemical fertilisers.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simultaneously adopts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analytical structure made by 

Agrawl (2001) and OECD (2013). This structure explains that the key factors of 

promoting Xing Jiang's organic farming, are based on village leader's persuasion, the 

building of social capital, governmental subsidies, and NGO's assistance. The 

cooperative, nevertheless, is confronting problems of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failure of cooperative affair arrangement, and insufficient enforcement so that 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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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losing small numbers of cooperative members is progress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going to analyse the dilemma of this cooperative and attempt to solve such problems 

for the cooperative's reference. 

Keywords: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c Farming, Key Factors, Taiwan 

Stream: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二、參與國際研討會暨移地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背景之描述，本次參與國際研討會之餘，將實地參訪當地附近

永續性旅程導覽，並討論兩國學者雙方實質合作之可能性。 

1. 參與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藉由集體行動推動有機農業:台灣的案例

研究」。 

2. 訪查波特蘭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以及瞭解波特蘭市鄰近有機農產

市集、城鄉永續性案例之概況。 

3. 討論農業與糧食政策研究、美國有機農業政策暨相關土地政策、大學永

續性教育經驗議題，以及採國際合作研究或交流之可能性。 

三、行程規劃與概要（104 年 1 月 19 日至 25 日合計 7 日）： 

日期/活動地

點 
 行程概要 

1/19(台北出

發，抵達波

特蘭日仍為

1/19) 

 啟程 
 台北-波特蘭  (宿: 波特蘭)  ($ 190) 

1/20 
波特蘭 

 訪查波特蘭大學，與該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 PHD 
student Mrs. Manar Alattar 會談 

(宿: 波特蘭)   
1/21-23 
波特蘭 

 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宿: 波特蘭) 

1/24-25 
波特蘭 

 與波特蘭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副所長(Assistant 
Director) Fletcher Beaudoin、Jennifer H. Allen 副教授和

Mrs. Manar Alattar 博士生會談 
 訪查永續性旅程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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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題探討 

 此次參與國際研討會主要目的有三: 一是參加永續性國際研討會，二是訪查

波特蘭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三是研討相關課題。底下將循此次序逐一說

明。 

   (一)、參加永續性國際研討會 

   環境、文化、經濟與社會永續性國際研討會係由伊利諾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以及 Common Ground 出版社主辦，自 2005 年初次迄今已舉辦有 12

屆，本人於三年前(2013 年)參與於日本廣島舉辦的第 9 屆國際研討會，認為討

論的主題與進行的研究甚為貼切，於是在 2014 年繼續參加在克羅埃西亞斯普

利市(Split)舉辦的第 10 屆國際研討會，以及 2015 年於丹麥哥本哈根市舉辦第

11 屆國際研討會，並獲悉在 2016 年將於美國波特蘭大學舉辦第 12 屆國際研

討會。嗣後，主辦單位透過電子信件，邀請曾經與會者繼續參與，乃準備提交

文稿摘要，以利發表。 

    該研討會討論主題有四大項:一為環境永續性，二為永續性政策與實踐，三

為經濟、文化社會脈絡之永續性，四為永續性教育。而本人與陳胤安博士生所

撰寫的文章「藉由集體行動推動有機農業:台灣的案例研究」，則屬於第一主題

環境永續性的永續農業之一環。其細目如下所示。2  

Theme 1: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Ecosystemics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2 參見大會手冊 Twel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 
Social Sustainability, Urban Sustainability: Inspiration and Solution, 21-23 January 2016,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ortland, USA, http://onsustainability.com 第 12-14 頁。  

 蒐集有機農業文獻及資訊 
(宿: 波特蘭) 

1/26-27 
(波特蘭出

發，抵達台

北日) 

 返程 
 波特蘭-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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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ban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ecospaces  

• Atmosphere and biosphere: global warming, the ozone 
layer, pollution  

• Energy: renewable and not  

• Water: sources and uses  

• Land and sea, mountain and savannah, desert and wet 

zones, forests and coasts: variable impacts on varied 

environments  

• Biological diversity: its past and prospects  

• Biotechnology and its critics  

• Danger signs: rising sea levels, desertification, soil 

degradation  

Theme 2: Sustainability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 One, two, three, four, how many ‘bottom lines’?  

• The meaning of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and sustainable 
heritage development  

• Belonging and identity: their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 Changing patterns and cultures of consumption  

• Cosmopolis: local cultures, globalization, diaspora  

• Women and men, children and the elderly, families and 
sustainability  

• Cultural dimensions of childbearing and population 
growth  

• Cultural tourism  

• Indigenous peoples: self-government, self-management 
and cultural autonomy.  

•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traditional practices of 
sustainability: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valid knowledge  

• The economics of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society  

• What is economic value?  

• Cultur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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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  

• Needs, wants and demand: reconfiguring the economic 
equation  

• Business cases: the cost and value of sustainability  

• Risks and risk management: where economy meets 

environment, culture and society  

• Free trade and fair trade  

• Global flows: finance, trad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debt  

• Sustainable aid and aid for sustainability  

•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 Accountability: beyond financial years and bottom lines  

• Measuring performance and reporting sustainability  

• Organizations and corporations: defining the stakeholders 

and meeting their interests  

• Development, under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Tourism and its impacts  

• Sustainable and un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 Wellbeing and quality of life: sources and strategies  

• Gender and sustainability  

• Poverty and its eradication  

• Health in its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s  

• Population growth and its consequences  

• Wastes and waste management  

• Urbanizatio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Theme 3: Sustainability Policy and Practice  

• The politics of sustainability  

• Global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 National sustainability policies and initiatives  

• Sustainability in local government  

•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 Community and NGO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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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suring impact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 Bioethics  

• Nature as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property  

• Civic plur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cultural 
sustainability  

• Cultur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dangers  

• The arts and creativity as a resource for sustainability  

• Structures of ownership: private property,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commons  

• Good citizenship in fragile environments, cultures, 

economies, societies 

• Levels of governance: interactions of sustainability 

initiatives at local, region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 Domains of responsibility: NGOs, corporations, persons  

• The sources of sustainable innovation  

• Planning for sustainability  

• Capacity build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Sustainability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  

Theme 4: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in a time of ecosystemic crisis  

•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stainability: schools, universities, 
communities  

• The media, public awareness and community education 
on sustainability  

• Education sustain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 Public knowledge: the role of the media and government  

•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taking an holistic view  

• Researching sustainability  

• Knowledge capacities: developing sustainabil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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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於 2015 年 7 月 30 日提送論文摘要，於 8 月 12 日獲得接受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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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繼續撰寫全文，打算未來繼續投稿於下列期刊之一。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ISSN: 2325-1077  

(print), 2325-1085 (online)  DOI: 10.18848/2325-1077/CGP 

Publication Frequency: Quarterly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Policy and Practice - ISSN: 2325- 

1166 (print), 2325-1182 (online)   

  DOI: 10.18848/2325-1166/C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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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Education - ISSN: 2325-1212  

(print), 2325-1220 (online)   

  DOI: 10.18848/2325-1212/CGP 

Publication Frequency: Quarterly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ility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 ISSN: 2325-1115 (print), 2325-114X (online) 

  DOI: 10.18848/2325-1115/CGP  

• Publication Frequency: Quarterly (March, June, September, December)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ility: Annual Review -ISSN: 1832-2077 (Print) 此係由期刊編委會

逐年遴選彙編而成。 

DOI: 10.18848/1832-2077/CGP  Publication Frequency: Annually 

         該期刊的總編輯(Collection Editor)是 Dr. David Humphreys 3，是英國空

中大學環境政策審稿人(Reader in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Open University, 

UK)， 而期刊出版頻度(Publication Frequency)是一年四期，有書面版，亦有

網路版(4 issues per volume; articles are published continuously online.)。該期

刊亦為以下資料庫所收藏 : (Indexing- The journals in the Sustainability 

Collection are indexed by)  

‧ Scopus  

‧ Ulrich’s Periodicals Directory  

‧ Cabell's   

‧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ERA) (Annual Review only)  

                                                       
3 Dr. David Humphreys 任職於世界先驅的英國空中大學，從事於永續發展和環境政策遠距教

學和研究的工作。他曾寫了兩本書，一為 1996 年出版的「國際森林政策的演變」(Forest Politics: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1996)和 2006 年出版的「僵局：森林砍伐和全球環

境治理的危機」(Logjam: Deforestation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2006)。
他致力於包括自然和建築環境等襲產保護，特別對貝魯特的重建感興趣。他還發表了關於氣

候變化的政治，地球工程，跨國公司的民主監管，以及新興的自然權法律學。他和 Spencer 
Stober 編輯共同園地(Common Ground)期刊卷册:轉變到可持續發展：改變中星球的理論爭議

（2014 年）(Transitions to Sustainability: Theoretical Debates for a Changing Planet (2014))。他

的學術獎項包括 2008 年國際研究協會的哈羅德和瑪格麗特·斯普勞特獎（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s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Award, 2008）和 2015 年榮獲特許林農協會榮譽研究

員職稱。http://onsustainability.com/journals/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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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重要的是，因該期刊審核嚴格，故 2015 年文章審查通過率

(Acceptance Rate)是 36%。4   

大會鼓勵與會者於提交摘要被接受後，即符合條件可繳交一篇文章

到「可持續發展選集」(The Sustainability Collection)。完整的文章可以使

用共同園地(Common Ground)的在線會議和文章管理系統 CG Publisher 
提交。其提交過程，如下所示:5  

1. 提交文稿提案(即撰寫摘要)至大會（以親自或社區成員資格繳交）。於提

交文章時需選擇主題，以便有助於確定著重那些主題的期刊將考慮提交

文章的出版。  

2. 一旦會議提案或論文摘要已被接受，即可在網頁上建議/摘要頁上傳「添

加文件」，將文章提交給期刊。一年有四回合上傳繳交文稿的期限，分

別是:第一(1 月 15 日)、第二(4 月 15 日)、第三(7 月 15 日)和最後(10 月

15 日)提交期限內，可以隨時上傳文章。  

3. 一旦文章已經收到，將會針對格式和提交要求加以驗證。然後，作者的

身份和聯繫細節將會除去，發送和作品相匹配的兩個適當審閱者加以審

查。作者可以在任何時候上網至 www.CGPublisher.com，登錄到自己在 

CG Publisher 的帳戶查看文章審查狀態。  

4. 當評審報告上傳，您將通過電子郵件的通知，並提供鏈接以查看報告（在

審稿人的身份已被刪除後）。 
5. 如果文章已被接受，將會被要求接受出版協議，並提交了最終的文本。

如果您的論文是修訂後接受，將被要求提交一份改變註記到你最後提交

文本，解釋如何根據審稿意見的修改你的文章。如果你的文章被拒絕，

你可以重新提交，並附上詳細的變更說明，以供新的審查者加以評論。

接受的文章將被排版和校正，並在出版前發送給作者確認核可。 

   於 2015 年 1 月間由我和陳胤安博士生發表的文章 Agroforestry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業已投送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期刊，經過重重嚴格審核過程，終於 2016 年 1 月 4 日獲得接受，

刻正進入校正程序中。  

                                                       

 4  參 見 大 會 手 冊 ， 第  12 頁 ， 2015 年 之 前 為 29% 。

http://onsustainability.com/_uploads/Final_AllS15.pdf 。 2015 年 接 受 率 為 36% 。

http://onsustainability.com/journals 
5 參見大會手冊，第 13 頁。http://onsustainability.com/_uploads/Final_AllS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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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投稿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獲接受函 

http://onsustainability.com/about/history/2016-conference 

 
圖 2  開幕式，第十二屆環境、文化、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

波特蘭州立大學，美國波特蘭市，2016 年 1 月 21-23 日 

 

    1 月 21 日為研討會開幕式(圖 2)，由來自波特蘭大學的 Cornel Pewewardy

教授首先開場(圖 3)。Pewewardy 教授是波特蘭大學美洲民族研究學程的主任，

研究領域包含出現在學校與媒體的美洲原住民吉祥物、培育美洲原住民學生

邁向高等教育、原住民族的教育慣習、原住民城市以及保存為主的教師培訓、

與文化對話的部落大學、轉變中的原住民學校、原住民認同的建構／解構、

原住民部落為主的參與式研究方法、以及民族音樂學。同時，他也是位多次

獲獎的音樂家。他以美洲原住民的鼓與歌謠歡迎我們抵達這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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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波特蘭大學的 Cornel Pewewardy 教授首先開場講演，第十二屆環境、

文化、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波特蘭州立大學，美國波特蘭

市，2016 年 1 月 21-23 日 

 

大會主席致詞後，首先是由美國環保局高級環保專家卡爾頓埃利擔任講

座。他是一個環保主義者，城市規劃師和講師，也是美國環保署有關公平發

展課題的首席專家，對於推進環境正義和可持續城市政策方案，具有十多年

的經驗。他致力於提升公平的發展，以美國環保局正式承認的標準，鼓勵可

持續社區的方法。他協調、肯認鼓勵社區公平發展的全國性比賽，他已經發

表了多篇文章，撰寫探討這個相關議題的部落格。卡爾頓埃利(Carlton Eley)

於演講中除了闡述永續發展的理念之外，特別著重在公平發展(equitable 

development)理念的闡述上(圖 4)。自 1970 年代以來，永續發展的概念、相關

理論、內容的闡釋已經有長足的開展，然而這樣的理念對話主要關懷的對象

是環境與人類間的關係，人權部分的著墨不多。公平發展的提出，主要是關

懷低收入戶、有色人種、新移民、身心障礙人士等，以社區為單位，使其有

機會受益且發展成健康有活力的社區。這樣的理念具有不分種族、經濟地位、

個人能力、居住環境，皆可從其身處的環境、經濟、社會與文化福利之中，

有更好的機會獲得過得安穩的工資、創業機會、住房選擇、公共交通、良好

的學校（教育）、強健的社會網絡、安全與適宜步行的街道、服務、公園以及

易取得的健康食品。這也是研究永續議題值得加以深入瞭解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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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美國環保局高級環保專家卡爾頓埃利  (Carlton Eley Seni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pecialist for the U.S. EPA)演講，第十二屆環境、文

化、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美國波特蘭市波特蘭州立大學，

2016 年 1 月 21-23 日 

    第二位講者是維羅尼卡杜絳(Veronica Dujon)(圖 5)，為波特蘭大學的高等

教育協調委員會辦公室學術規劃和政策主任。她提到如何領導該委員會努力

協調在俄勒岡州公立大學間的規劃學術課程，學位取得的途徑，以及開創學

生成功的舉措。她並且說明如何從環境社會學領域，擬具策略以減少自然資

源使用衝突、舒緩全球化對人們福祉的負面影響、強化女性在全球經濟中的

作用; 和減緩國家發展策略和全球化的力量之間的緊張關係。她也稍加提及

1）如何建立可持續的社會，以包容各式各樣的人，並促成人們茁壯成長，和

2）在快速城市化的地區如何使用生態系統服務。換言之，試從社會面探索永

續性，相當有意義(圖 7)。 

 

圖 5  花園會談與主講者維羅妮卡 Veronica Dujon，第十二屆環境、文化、

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波特蘭州立大學，美國波特蘭市，

2016 年 1 月 21-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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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圓桌討論，第十二屆環境、文化、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於波特蘭州立大學，美國波特蘭市，2016 年 1 月 21-23 日，前排右六為本人，

後排右三為本校民族系博士生陳胤安同學 

 
圖 7 Veronica Dujon 教授主題演講-從地方、區域、國際尺度談社會永續性 
 
    這三天的會議中，大會安排多種的研討方式，例如圓桌討論(talking 

circle)(圖 5)、論文壁報(poster)發表(圖 8-9)、同時段進行的研討會議(parallel 

sessions)、工作坊等。此外，藉由不同形式的發表，許多有趣的議題也因而展

開讓與會人士共同聆聽並發表看法。  

  在圓桌討論中，形式類似焦點團體座談，而以更為輕鬆的方式讓所有人

圍繞成一圈。在整個討論過程中，雖然有一位主持人帶領論壇進行，但主持

人並未全然展現主導討論的「權威」，僅有幾次將議題重新帶回原討論。然而

這樣的討論形式因為你一言我一語，討論方向容易被下一個發言的人拉走而

淪為天馬行空，不易聚焦。大家談論的大多是永續的概念如何在不同的社區

或國度中形成，而在地人又是如何理解永續；永續議題多半圍繞在一國之內

主流族群，然而國度內的非主流族群又是如何理解或如何受制於主流論述的；

怎樣在現今主流的資本主義市場中達成永續的目標等。在討論的過程中，感

覺科學的追求的多半是全人類的普同性，然而人類群體的政治、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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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所處環境、習俗等不盡相同，或許以各社區為案例，逐一尋求解決其

永續難題的策略，或許較為妥適。 

 
圖 8-9 在壁報發表的場合，前往了解各作者所作的有趣題目，並與之交換意

見。如左圖的肯達基大學生告知如何花時間策劃永續校園。 

  

圖 10-11、提出負擔增加稅(burden added tax)的 Maximilian 博士，發表會後

一同探討該稅制如何制定  

   在研討會議中，其中一個有趣的議題為「如何使不同社會之間平等的發展」，

該發表人提出為環境的永續收取負擔增加稅(burden added tax)的概念，亦即從

已開發國家收取稅收，以補貼給環境遭受損害的國家。例如以太平洋國家為

例，由於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等）增量導致全球升溫或極端氣候，海水因而

上升的狀況，將使太平洋島國容易遭受海平面上升之害，然而溫室氣體並不

是他們製造的最多，反而是已開發國家製造的最多。這種「我不殺伯仁，伯

仁卻因我而死」的狀況，在透過向已開發國家收取負擔增加稅之後，將有助

於環境遭受損害國家的修復，並透過計畫的實行以邁入永續。這個概念本人

認為還不錯，雖然實行起來並不容易，且與目前各國徵收的碳稅有異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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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都是以道德為出發點。然而這對因大環境破壞而招致損害的國家國民

而言，不啻是一種賠償手段。  

  而在工作坊中，發表團隊則是用相當活潑有趣的方式，讓大家實際動手。

這次工作坊的主題是「如何製作出一個永續漢堡」。漢堡是美國人與歐洲部分

國家相當普遍的食物，用兩塊圓形麵包，內夾漢堡肉、起司、生菜、番茄，

淋上美乃滋或番茄醬等食用。然而生產過程中要如何達到永續，這就是很大

的學問了。發表團隊先以簡報發表農場生產與加工的流程，再請現場來賓分

組，每一組發給一張大圖紙與立可貼進行討論與製圖。我們所要製作的也是

一張「如何製作永續漢堡」的流程圖，每個人發揮自己的創造力與繪畫能力，

從農場生產、農場廢棄物處理、加工廠生產流程、再生能源的使用、物流系

統、市場或餐廳銷售、廢棄物回收等，畫成一個完整的循環圖。而本人個人

繪畫技巧不佳，只畫了一兩張象徵性的圖。不過本人思考的方向主要是在建

構一種「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永續關係」，本人所繪的圖中，強調一個開放

透明的農場，可以讓消費者親身體驗，了解農場如何使環境、生產環節、廢

棄物處理等達到永續，進而支持永續或有機的理念，而使永續漢堡的理念得

以存續。此番話講完後，獲得不少掌聲，成就感由然生起。  

  

圖 12-13、工作坊中，發表小組請在場來賓分成五組人馬，提供一張討論指導、

黑色簽字筆、大張圖紙、黃色小標籤（立貼紙）與示範圖例（讓來賓參考如

何繪製）。每位來賓興味盎然的討論、繪圖、檢視每個人畫出來的圖、貼上適

當位置，最後再以簽字筆繪出流程圖。每一組畫的「永續漢堡」的做法大致

相同，然而也有一些獨特的見解與創意，讓與會人士會心一笑。  

 

    有關本人與陳胤安博士生發表論文，如下所示。我們發表的場次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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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在最後一天（23 日）的最後一場(15:05~16:45)。本次發表的題目是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by Collective Action: A study case in Taiwan＂ 

（藉由集體行動推動有機農業：台灣的案例研究），文中所討論到的保證責任

宜蘭縣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以下簡稱行健合作社或合作社）社員與有

機農業，乃本人執行科技部三年計畫以及該生博士論文論述主軸，同時該合

作社社員也是科技部計畫，以及該生博士論文訪談對象之一。本人與該生經

多次討論後，決定以集體行動為切入點，觀察合作社與整個行健村如何推動

有機農業，以及有機這項新的觀念與技術導入之後，它給予了整個農業環境、

社區關係、乃至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有何象徵意義。 
 

   
圖 14-15 所有發表人合影留念交換與會心得、本人發表的實況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by Collective 

Action: A Study Case in Taiwan 
 

 Ai-Ching Y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en, Yin-A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Organic agriculture nowadays has been gradually recognised as having functions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and respect on internal value of flora and fauna, and loca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necessary to a group of people who insist concepts of environmental-friendly cultivation, foo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y collective action. In XingJiang Village, Taiwan, part of farmers organized an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 for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stead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Farmers' collective action is by 
means of members' mutual trust, which successfully practice no pesticides and no chemical fertilisers farming that is worthy 
to explore its distinguishing feature.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this study simultaneously adopts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analytical structure made by Agrawl (2001) and OECD (2013). This structure explains that the key factors 
of promoting XingJiang's organic agriculture, are based on village leader's persuasion, building of social capital, 
governmental subsidies, and NGO's assistant. The cooperative, nevertheless, is confronting problems of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 failure of cooperative affair arrangement, and insufficient enforcement so that the risk of losing small number 
of cooperative members is progress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going to analyse the dilemma of this cooperative and attempt 
to solve such problems for the cooperative'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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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ollective Action, Organic agriculture, Key Factors, Taiwan 
 

Introduction 

rganic agriculture has been acknowledged for having some goo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respect for inner value of flora and fauna, and 
facilitation of local development. One important aspec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that it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resources 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there are many benefits 

for do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cluding safe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roved quality of air,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utrient cycle, and increasing provision of agri-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Kline and Wichelns, 1998: 212;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0: 223-224). However, the benefits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can be a reality once 
collective action is taken by a group of farmers who advocate the ideals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food security. 

Collective action is action taken by a group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More specifically, in this 
study, it can be defined as “a set of actions taken by a group of farmers, often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acting together in order to tackle local agri-environmental issues”. 
It may be useful for providing a range of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or reducing negative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with agriculture, including landscape, biodiversity, and water quality 
(OECD, 2013:11). This study focuses on how farmers develop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In Xingjian Village of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a group of famers autonomously formed a 
producer’s cooperative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Th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believe in 
the values of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nd think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e is better when 
organic agriculture is practiced. Besides, farmers hope to share profits when selling products 
collectively through a farmer’s cooperative. However, even organic agriculture promotion provides 
the function of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one challenge faced by the farmers is the issue of 
yield per unit area. In fact, the yield per unit ar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not as high as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farming. So how to encourage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to move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sustainable faming which contains productivity and environmental function remains a 
critical question. Currently, many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have thought about withdrawing from 
the organization, s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may be hampered. The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and the current progress for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Besides,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researches on providing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and find out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Lastly, this study offers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sustain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of the village. 

Theorie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s 

Organic agriculture is usually regarded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One characteristic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s it uses renewable resources to protect water and soil, so future generations can live in 
a bet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Organic farming usually relies on crop rotation, green manure, and 
compost as natur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biological disease control, mechanical farming, and 
modern techniques. Traditional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are not used when producing 
organic product. Besides, environment of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needs to be tested and verified for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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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having chemical residues, so marks for organic produce then will be granted (Board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10:21).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nature and safty agri-products,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6” have been formed during the producing proces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which provides good agri-environment. 

The classification of public goods associated to agriculture is usually identified as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non-environmental goods (or social goods). The so-called environmental 
goods is closely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such as farmland biodiversity, water supply 
and quality, resilience to flooding and fire, climate stability (mainly carbon storage and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second category are placed those public 
goods more related to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such as farm animal welfare 
and health, rural vitality and food security(Francesco, 2014：vii). 
Collective action is necessary for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providing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As a result, villagers of an area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stakeholders of other villages 
to make benefits shared by all people. To hav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e following areas of 
collective action are explained in detail: definition, types, benefits, obstacles, and key factors to 
success. 

(1) Defini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Scott and Marshall (2009) defined that collective action is “action taken by a group (either directly 
or on its behalf through an organisation) in pursuit of members’ perceived shared interests”. 
Meinzen-Dick and Di Gregorio (2004) also define it as an “action taken by a group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and the outcome depends on the reliable relationship among members” 
OECD(2013：58) defines it as “collective action is a group of people taking action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These definitions are broad, but they include two important keywords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action” and “common/shared interests.” 
Through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farmers and other groups, th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produced by organic agriculture can be maintained. This paper defines collective action as “a group 
organized mainly by local farmers taking voluntary actions to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ther non-production activities.” 

(2) Benefi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ccording to OECD(2013：69-75), benefi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re as follows: 

A. Geographical and ecological scale merits 

Collective action can effectively manag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ne example is the management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which is usually across geographic and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But 
through a collective action by the farmers, land owners, NGO, and government, cross-border 
management becomes possible. Besides, the collective action can deliver greater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benefits (landscape and water protection) than a single farmer. As long as the water 

                                                       
6 Goods are either rivalrous or non-rivalrous , and are either excludable or non-excludable. Goods can be categorized based 
on whether they are excludable or rival or not. Private goods are rival and excludable, whereas pure public goods are non-
rival and non-excludable. Besides, Quasi-public goods are non-rival and excludable, while impure public goods are rival and 
non-excludable. In fact, the definitions of impure public goods and pure public goods are different. Both of them are non-
excludable. The former is rival, but the latter is non-rival. Here the public goods refer to the broader definition, which includes 
both impure and pure public goods, such as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biodiversity, agricultural landscape, soil quality 
protection, air and water purification, and food safety(Francesco, 2014:1-2). 



22 
 

 

source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is protected by farmers collectively, safe and clean food can be 
produced. 

B. Cost-saving 

Collective action can allow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to be provided at lower cost becaus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Hodge and McNally (2000:109) found that large-scale collective 
action could reduce marginal costs for wetland restoration due to economies of scale. In addition, 
the co-ordinated provision of these goods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may reduce the cost of their 
provision compared with a single provider of public goods (Shobayashi et al., 2011). Also, collective 
action can reduce farming costs since farming practices adopted voluntarily by farmers can fit better 
into local management systems. Collective action also enables groups to develop their own solutions 
and practices, thus collective action becomes more effective. 

C. Increasing capacity 

Collective action makes it possible for members to collect and share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t 
a lower cost (OECD, 1998:87-89). For example, it can enhance farmers’ expertise in production and 
promote innovation. 

D. Tackling local issues 

Collective action can make it possible to tackle local issues that may be difficult for central 
authorities to deal with because of its flexible forms and diverse members with differ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Local people know local issues better than central authorities. By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s, they can share knowledge, leverage resources and identify critical sites that are central to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Collective action not only can reduce negative externalities but 
also signal opportunities for groups of landholders, conservation groups and local authorities to 
collaborate in a joint project (Hodge and Reader, 2007). 

Indeed, collective action of farmers is critical to expanding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addressing 
problems related to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Otherwise, one farmer can cause destruction 
and negative externalities of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by spraying pesticides and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s a result.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collective action of a farmers’ cooperative 
can reduce costs, share knowledge, and increase capacity. 

(3) Barriers to collective action 

As well as the numerous advantages of collective ac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several barriers to 
collective action. The main challenges are free rider problems, transaction costs, skeptical attitudes 
toward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cy uncertainty. 

A. The free rider problem 

Olson (1971:76) pointed out that the free-rider problem is an obstacle to cooperation. He stated that 
“rational, self-interested individuals will not act to achieve their common or group interests” i.e. 
individuals have incentives to free ride in collective action because one who cannot be excluded 
from the benefits of a collective good has little incentive to make a voluntary contribution to the 
provision of that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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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in some circumstances, people tend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and 
are in favor of collaborating with others. There are several pos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is, including 
social norms, rules of thumb, friendship with fellow farmers, strong social capital, etc. Other 
methods including property rights, monitoring system, and sanctions can also reduce free riding. 

B. Transaction costs 

Transaction costs, including search costs (finalizing the participant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financial source for collective action), bargaining costs (holding conferences, written and oral 
correspondence, seeking support from external institutions), and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costs 
(monitoring others, enforcing sanctions). 
Collective action involves addi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especially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its 
implementation (Ostrom, 1990; Davies et al., 2004), which may hinder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aking 
place. Transaction costs are unavoidable, thus it is crucial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when 
implementing collective action. 

C. Skeptical behavior towards collective action 

Attitudes towards collective action vary among individuals. For example, Aldrich and Stern (1983) 
argue that individualistic attitudes can be a barrier to collective action. Some farmers are reluctant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and prefer to farming individually because of inertia, ideology, or 
status quo bias. In order to promote collective action, it is important to raise awareness of the need 
to act and provide solid scientific evidence that clearly shows the implications of collective action 
for farmers. 

D. Uncertain policy environment 

An uncertain policy environment also negatively affects farmers’ initiatives to take actions. Policy 
uncertainty creates nervousness amongst farmers (Davies et al., 2004). Therefore, a stable policy 
environment is necessary for reaping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collective action. 

However, greater stability in policy does not, however, mean unchanging or inflexible policies. 
Instead,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innovative policies to address farmers’ needs. The challenge is 
how to continue improving policies for collective action for public good provision whilst avoiding 
unnecessary disruption. 
Generally speaking, individual benefits are important for a collective action. Olson(1971) thinks that 
sufficient rewards from a collective action can prompt an individual to take part in a collective action. 
Lubell et al. (2002) supports Olson’s viewpoint and points out that it is easier for a collective action 
to take place when potential benefits of a collective action are greater than the transaction costs. 
Consequently, this study will investigat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and whether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benefit from the collective action, freeride, or hold suspicious attitudes 
towards the collective action. 

(4)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a dynamic process, and it is usually difficult to evaluate 
the final results. Agrawal(2001: 1658-1659) proposes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on 
managing the CPRs (common pool resources) (Wade, 1988; Ostrom, 1990; Bland and Plateau, 1996), 
and these key factor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able 1). (OECD, 2013:78-81) 

A.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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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Good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concerned, including both local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expertise, are necessary for local groups to work collectively in order to use the resources 
in a sustainable way (Agrawal, 2001; Pretty, 2003:1913; Francesco, 2014:vii)). Local knowledge of 
farmers includes the operation of the biological system and experience of production techniques. On 
the other hand, external authorities (local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or other regional organizations) 
can provide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take on the role of an intermediary to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farmers. For scientists, they conduct research to solve problems that require scientific 
evid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participants to join a multi-disciplinary team share 
expertise to tackle problems they are facing. 

b. Appropriate targeting of the resource within its natural boundaries 

Collective action should be based on appropriat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the targete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such as natural habitats, watersheds and aquifers, and not on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s. If an environmental resource extends beyond a single municipality,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municipalities concerned to collaborate. 

c. Visible positive outcomes and clear benefits from the resource and action 

Farmers will be motivated to take part in a collective action as long as they receive personal benefits. 
For non-farmers, they will also jo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as benefits outweigh the costs of their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s also need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for greater public good and 
achieving tangible policy goals. 

B. Group characteristics (OECD, 1998: 87-91) 

a. Soci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usually includes social networks, norms, trust, reciprocity, etc.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can als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he society, such as trust, norms, and 
networks. Social capital is conceived a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goals, 
lower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working together, facilitating harmonization of interests among 
groups, and enhancing the predictability of reactions among members. 

b. Small group or large group with functional institutions 

Group scale for collective action is crucial. Generally speaking, small groups are more appropriate 
since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are incurred. Large groups would require higher costs of negotiation, 
supervision and execution. Therefore, clear rules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large groups. 

c. Heterogeneity of endowments, homogeneity of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have heterogeneous endowments, which are good for a collective action 
since members can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information. In general, groups that are homogeneous 
in terms of identity and interests can more easily develop collective action. They share similar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ircumstances, and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communicate and reach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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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eadership 

Leaders are important in a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y need to be charismatic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Besides, program facilitators also need to have active and enthusiastic 
involvement with deep experience, expertise and a good reputation. 

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is crucial to a collective action. Through communication, people can build trust and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f. Shared aims and understanding of issue 

To form a consensus, members should understand the goals and issues of an organization and know 
their reasons for joining a collective action. 

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Locally devised management rules 

Groups can devise and enforce their own rules after reaching a consensus among the groups. Besides, 
the rules should be locally devised, and all members of a group should adhere to the rules. 

b. Sou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Sou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re important, especially when the group is 
large. Some of these organizations have legal status, which may help them to establish efficient 
formal rules and good governance, and to receive funds. However, whether formal legal status is 
necessary or not to receive funds depends on the policies of the country concerned. 

c.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In order to prevent free riding and rule-breaking, it is important to monitor collective action. Self-
monitoring organized by the users themselves is likely to be significantly less costly than a 
centralized system. Sanctions are also necessary to sustain a collective action. 

D. External environment 

a. 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 entities 

Transaction costs are higher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a collective action. Therefor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external entities is important. External financial support is mainly from governments, such as 
subsidies for certified organic produce. 

b.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 entities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governments can empower farmers and promote collective action, such 
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External experts like academics and 
researchers can provide farmers with technical assistance. 

c. Intermediaries and Co-ordin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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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ors can be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such as local NGOs, government project officials, 
and researchers. They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issues and policies concerned and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among participants. They are central people for networking, not only towards land 
managers and other concerned stakeholders, but also towards administrations. Intermediaries are the 
ones who deal with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d.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is important. Collective action usually deals 
with local issu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tter local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central 
government can provide more resources. Where geographical area targeted by the collective action 
extends beyond the township/county boundaries, central government needs to provide support. 

Table 1: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1)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1)Social capital 1) Locally devised 
management rules

1) Financial support 

2)Appropriate 
targeting of the 
resource within its 
natural boundaries

2)Small group or 
large group with 
functional 
institutions 

2) Sound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2)Non-financial 
support 

3)Visible positive 
outcomes and 
clear benefits from 
the resource and 
action 

3)Heterogeneity 
endowments 
homogeneity of ident
and interests 

3)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3) Intermediaries and 
co-ordinators 

 4)Leadership 4) Co-operation  
between local 
central  
governments 

 5) Communication 
 6) Shared aims and 

understanding of 
issue 

Source: OECD Secretariat based on Agrawal (2001), Davies et al. (2004) and the OECD case 
studies. OECD, 2013:77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provided by Agrawal(2001)、OECD(2013) to analyze 

whether Xingjian Village has the key factors of a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for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Xingjian Village’s Collective Action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Xingjian Village of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has an appropriate environment for 
developing organic agriculture. Local farmers also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As a result, this study chooses the following subjects for interviews: famers who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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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visitors to the Xingjian Village,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List of interviewees is in Appendix 1. The interview duration is about 1.5 to 3 hours from 
December 2014 to July 2015. Research method i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at is, an outline of 
interview is prepared in advance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external resources, 
and challenges faced. In specific, the outline of interview is based on Table 1 (The Four Key Factors). 
Below is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location,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origin and status 
quo of the cooperative of Xingjian Village,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1)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Xingjian Village of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Xingjian Village is located in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Pic.1), and on its east side is 
Luodong Township. The population of Xingjian Village is about 1,000 people, and agricultural area 
is about 200 hectares. Agriculture is the main industry in Xingjian Village. The village produces 
rice, scallions, garlics, cat-tail willow, pears, and other vegetables, and it has the most production in 
scallions, garlics, and cat-tail willow in Taiwan. The village is surrounded by Xingjian and An-nong 
Creeks, Wan-fu Chun, and Yi-yin Road. Moreover, irrigation and drainage systems in the village 
were separated after the area was demarcated. In specific, An-nong Creek is the irrigation source, 
and drainage is directed into Xingjian Creek. As a consequence, Xingjian Village is a good place 
for developing organic agriculture. 

 

 

 

Figure 1： The location of Xingjian Village,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Source：https://www.google.com.tw/maps/ Retrieved date：2015/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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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organic agriculture area in Xingjian Village constitutes 44 hectares, in which 33 hectares 
are for rice and the rest for vegetables and other crops. In fact,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area in 
Xingjian Village is the most compact in Yilan County.7 The subject of the case study is 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which is an organization autonomously formed by farmers to 
reduce risks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The study aims to find out 
key factors for initiating a collective action by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Besides, area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for the Cooperative will also be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Lastly, the paper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a collective action. 

(2)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The founder of 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is the former village head Chang Mei 
(N3). In the past, conventional farming was popular in Xingjian Village, and farmers applied 
pesticides on crops most of the time. Therefore, the air was polluted and could not be seen through, 
and the poisonous air deteriorated the health of the farmers. Unfortunately, this mode of production 
did not bring reasonable income to farmers (Yen, Wu, 2013：13). Ms. Chang was worried about the 

situation. One day, she found out the price of organic produce was twice the traditional produce in 
a supermarket. And this experience prompted her to think that organic agriculture may bring about 
changes for farmers and a higher income (Hsu, 2014：97). Afterwards, the former village head told 

farmers to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as one interviewee said: 

The transformation was brought by our village head Chang Mei, she thought that organic 
agriculture has a brighter future compared with conventional farming. Without her, our 
village would not go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N8)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was difficult. At first, most people would 
laugh at the idea. But the village head was very determined to spread the id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invited experts to give lectures. She hoped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would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even visited households door by door to spread the 
word.(N15) 

Gradually, more and more farmers shifted to organic agriculture by the explanation of Chang. 
However, many farmers said they have encountered problems that have never existed before. For 
example, organic farmers lacked the funds to buy new equipment; the process of receiving organic 
certification was lengthy and too costly; the cost of shifting production method was high and the 
production volume was low. Besides, many farmers suffered losses due to lack of sales channels 
(Yen, Wu, 2013：16). Some farmers even want to return to conventional farming because they lack 
organic agriculture techniques and farm management skills. 

As a result, the village head and some farmers started to seek external support. Earlier in 2009, 
Lan-yang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in Hualian was notified and provided 
assistance on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and organic certification. In the end of 2009, Sanxing Township 
Xingjian Organic Village was established and became the first organic village in Yilan County and 
the closest one to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Chen, Chen, 2014：2). Later, the Extension Station 
encouraged farmers to form an organization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Village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ther groups for external support (Hsu, 2014：
38). As a result, farmers founded Yilan County Xingjian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operative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to gain more resources and apply for government 
grants in July, 2010. At the time,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area was only 9 hectares, and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were only 11. In 2015, the numbers increased to 44 hectares and 49 members 

                                                       
7 Data was provided by the manager of 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and the help was much appre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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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8 
The purpose of the Cooperative was to reduce production and sales costs for farmers. When all 

the farming areas of the members were combined, the total farming areas increased. After 
negotiations with nursery ground compan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e risks of production were 
mitigated (Hsu, 2014：69). For sales, some produce were sold by farmers themselves, while some 
were commissioned to the Cooperative, as some interviewees stated: 

Farmers’ Association does not take organic rice. Thanks to the Cooperative, I can 
commission 80% of my rice production to them since I am not very good at selling the rice. 
(N5) 

The purpose of the Cooperative is that farmers have no need to worry about the marketing. Besides, 
farmers do not have to cut down prices against each other and can thus stabilize the pricing. The 
cooperation of farmers can enhance the demand for produce and be more efficient than individual 
farmers. (N3) 

But some other interviewee said that one more important purpose for establishing a cooperative is 
to apply for government grants on organic agriculture as a group. 

The government requires an organization or a legal person to receive grants. So I just 
thought of establishing a cooperative.(N3) 

The sole purpose of founding a cooperative was to apply for government grants!(N10) 

From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the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the Organization aims to 
improve the problems of production and sales for organic farmers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he village. The Organization also encourage farmers to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provid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As a result, it is 
truly an embodi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when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voluntarily take action 
to reduce costs and achieve common interests. 

As a resul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action starts from a cooperative formed by the 
farmers in a bottom-up approach. For governance of the Cooperative, the government has 
Cooperatives Act to regulate the oper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Internally, regular meeting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a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discuss common rules, such as jobs assignment, 
monitoring policies, and punishment procedures. Besides, the Cooperative also receives technical 
and resources support from NGOs, companies, governments, and universities. Therefore,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three types proposed by OECD(2013：30-
54). Instead, it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three. 
Currently, the main crop for the Cooperative is rice, with vegetables and fruits as supplementary 
crop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roduction costs for rice are the lowest9 (Tong, Chang, and Su, 2009：

249). Moreover, the work of growing rice can be outsourced, such as soil preparation, rice 
transplanting, harvesting, etc (Zhong, 2014：6-9). So it is much easier for farmers to grow rice than 

other crops. Some interviewees also agree with that it requires more human capital to grow organic 
vegetables than rice. 

                                                       
8 Same as footnote 2. 
9 Production costs can be divided into direct costs and indirect costs. Direct costs can be defined as costs which can be 
accurately traced to a cost object with little effort, including direct ingredient costs, such as seeding fees, organic fertilizers, 
etc. Direct costs also include costs of human labor involved in production. For example, human labor employed for weed 
control in avoidance of herbicides in organic agriculture. Indirect costs include costs of indirect ingredients, human labors, 
and so on, such as water expenses, certification fees for organic produce, energy fees, interests of loans, rent, etc. (Tong, 
Chang, Su, 2009：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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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mostly grow rice since they usually regret when they grow vegetables. Growing vegetables 
requires great amount of effort. Generally speaking, a farmer can take care of an area of rice for 2 
hectares, but it is remarkable for a famer to take care of an area of vegetables across 2200 square 
meters.(N1) 

Although the production costs for organic vegetables are high, the revenue generated by selling 
vegetables is far greater than the one of rice. However, vegetables are harder to preserve, so it is 
difficult for farmers to sell organic vegetables. As a result, the main product of the Cooperative has 
been rice until the end of 2014 (Chen, 2015：4). Besides, different ways of marketing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the sale of rice, including market stands, group sales, orders from companies (Hsu, 
2014：92). On the other hand, most farmers voice that it is hard to sell organic vegetables and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or the Cooperative can provide assistance. 

The biggest problem is preservation of produce, especially for vegetables. Can the 
government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or tell farmers what they should do? Farmers cannot 
do all the work since they have many other things to attend to!(N1) 

      Nobody wanted to grow organic vegetables in 2011, and some farmers started the practice    
in the end of 2012. Since then, more and more farmers have followed the lead. Now, we 
also have vegetable boxes for home delivery, but farmers are too few to achieve diversity 
in produce. As a result, we need more farmers to provide different kinds of organic 
vegetables.(N3) 

In the end of 2014, the Cooperative introduced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10 for 
a pilot period of half a year to better market organic vegetables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farmers. In this way, the Cooperative acts as an intermediary and connects consumers with producers. 
It tells producers the types and quantity of crops they need to produce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of costumers (Chen, 2015：4). The operation of CSA can be seen as collective actions for both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nd the role of the Cooperative is important. Nevertheless, there are no 
leading members to be responsible for executive work and contacting customers due to labor 
shortage, and this may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CSA in the future (Chen, 2015：2). 

As a conseq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is critical to the promo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In f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operative changed how 
farmers trade. They are no longer trading on behalf of separate individuals. Every member of the 
Cooperative needs to follow the rules and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marketing process of the goods. 
Also, member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However,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tend to pursue self-interests once their self-interests are in conflict with 
common interests in spite of the clear regula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rice procurement procedures of the Cooperative were adopted by members through a verbal 
agreement. Members need to submit half a harvest of rice to the Cooperative every year, so the 
Cooperative have sufficient rice to sell. Most interviewees say that they follow the rule and submit 
the required quantity of rice to the Cooperative to maintain the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10 CSA refers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people in their neighborhood. Specifically,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support each other by selling and buying products from each other. They even assume risks of farming and harvest together. 
In other words, consumers regularly buy produce (usually vegetables and fruits) from farmers, and farmers deliver fresh 
produce to the costumers. Besides, customers can visit farms and know more about the farmers and lands or even join the 
production. In this way, farmers are supported by customers to protect the agricultural lands for all people. (Source: He-pu 
Agricultural Market, Sustainable Farming Starts from Supporting Small Farmers, http://www.hopemarket.net/page/418,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Introduction of CSA, http://goo.gl/QcZJKg,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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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y think that establishing one’s own brand is the way to make sufficient profits for 
themselves. 

Of course I make some money. But only get even if I submit my crops to the Cooperative. 
Establishing one’s own brand can be profitable, but you need to do the work all by yourself. 
(N1) 

However, many interviewees in fact did not abide by this rule, and they said the rule has its 
problems.  

I did not submit half the production of rice to the Cooperative, and I was not the only one. 
Almost every farmer has his or her own farms, and many of them would rather be fined 
than submitting crops to the Organization since the production is not enough to sell.(N2) 

Some farmers are passionate about the cause and submit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rice production, but 
some farmers only submit several bags of rice to the Cooperative. What’s worse, even some core 
members do not submit the quantity required by the Organization….(N11) 

To summarize, organic farmers hope to reduce costs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by joining the 
Cooperative. Besides, the Cooperative can also take on a role of receiving external support.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benefits are also a part included i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ooperative. 
Therefore, collective action of organic production can continue, and the scal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can gradually increase. And this collective action can also provid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for the village. Nevertheles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Cooperative does not seem to be well-established 
since many farmers do not follow the rules set up by the Organization.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is successful,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oblems facing 
the Organization by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Analysis of Key Factor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by Xingjian Village 

This study uses the framework proposed by Agrawal(2001: 1658-1659)、(OECD, 2013:78-81) to 

examin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terview 
result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are provided. 

(1)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farmers were used to spraying pesticides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on crops. After they 
shifted to organic agriculture, they we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new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chniques, such as organic farm management,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control). At first, farmers 
were discussing related issues with their neighbors. But after the founding the Cooperative, they had 
a platform to share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As some interviewees mentioned: 

We have many good resources in the Cooperative. For example, we can contact the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Besides, we 
have many old farmers as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ne of the farmers is specialized 
in soil preparation. I partnered with him and followed his instructions for the first year. In 
the second year, I could do the work myself.(N1) 

Government also provided assistance to the Cooperative. For instance, the Hualien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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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Yilan Station) established the Sanxing Township 
Xingjian Organic Village Group to help the Cooperative develop. The Group included experts in 
different crops,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control, soil and fertilizers, and management of farms. And 
the group provided organic agriculture courses and guided farmers to pass the certific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Chen, Chen, 2014：3). Interviewees said that the courses were very helpful, and they 
can put the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local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farms. 

Organic agriculture requires rotation of crops to avoid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such as 
one part of field for rice, and another for vegetables. I also learned how to tend a greenhouse 
in the courses by the Cooperative. After some trials and errors, I was able to put the 
knowledge learned into practice. (N3) 

Although most members shifted to organic agriculture from conventional farming, some 
knowledge of managing a farm is still the same, such as weed control,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control, etc. Besides,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between members themselves and 
external organizations enable farmers to solve common problems. 

However, only a few members practiced organic agriculture on all of their fields. Most members 
still had a larger field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than the ar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s for non-
members, all lands were cultivated in conventional farming. Therefore, organic fields were 
sometimes very close to the areas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and there were no clear limits of 
resources suitable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such as water, soil, and air. Also, the crops and the fields 
were susceptible to pollution since the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 of the village belonged to non-
excludable public goods. Many members were bothered by this and held no power to change the 
fact, as interviewees all pointed out: 

 Underground water is inter-connected and flows around! Pesticides will be brought to my 
land by wind from afar. Even if you do not use pesticides, the pollution will be brought 
from other fields!(N6) 

The field next my organic one is traditionally farmed, and the pesticides the farmer uses 
will evaporate into airborne particles in the air after sunlight. When it rains, the pollutants 
will fall into my ground. This is not to deny the organic work of mine but to see whether 
the government can provide any help on that. (N9) 

Without clear rules on the use of lands, members can only communicate with farmers practicing 
conventional farming to reduce the pollution to the minimum. As some interviewees said: 

As other farmers are spraying pesticides, it’s better for you to be on the side. So they will 
avoid spraying pesticides onto your ground. However, it doesn’t work every time since 
sometimes people just think that the pollution is your own business!(N1) 

One possible reason for the refusal of traditional farmers to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is that 
organic farms are often polluted by traditional farms. As a result, organic produce is often tested 
with residues of pesticides and therefore is not in effect organic. As interviewees said: 

When organic produce is tested, 10 to 20% of them still have pesticides residues. So some 
farmers said that organic farmers still use pesticides at night when no one’s around. Most 
traditional farmers since then do not believe organic agriculture as a result! 

For conventional farming, 600g of leaf mustard may be NT$10-20, but it would be NT$80 
for organic leaf mustard. Some traditional farmers, not only older generations but middle-
aged farmers, also think that organic produce is fake.(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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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farmers still think that conventional farming can bring more substantial benefits 
because of lower costs although the price of organic produce is higher,. One reason is that traditional 
farmers do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marketing after they submit rice or tax in grain to farmers’ 
association or to the government. As interviewees said: 

The price of submitting grain for tax is better, so I usually submit tax in grain and have 
nothing to worry about. I think the institution of purchase guarantee should be modified, 
and the price of purchase should not be guaranteed, either. In short, I would rather 
commission my rice to farmers’ association than practic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o avoid 
extra marketing work!(N16) 

As a result, it is difficult to expand the area of organic agriculture for the village and to maintain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since traditional farmers are not going to jo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because their personal benefits outweigh substantial benefits brought by organic 
agriculture. 
To conclude on the part of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farmers have applied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local knowledge well. However, there is no appropriate sepa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organic farms, so organic farms are polluted. Last, traditional farmers decide not to jo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after thinking about their personal benefits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and benefits brought by collective action. 

(2) Group characteristics 

Moseley (2003:131-136) thinks that a vibrant leader with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an turn 
ideas into rea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e leadership which is not too dominant can strengthen 
partnership but also enhance the engagement of partners. 

In the case of the Cooperative, the former village head had more than twent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ublic service. Therefore, she is trusted by farmers and have persuaded farmers to adop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join the Cooperative. Moreover, she actively introduced external resources to help 
farmers understand more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hope to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deed, the former village head is the leader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However, the Organization encounters operation challenges as time pass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issues on obligations of the members are not addressed in members’ meetings or through 
private discussions, such as the mechanism of the submission of rice, shifts at the farmers’ market, 
distribution of external resources, income, and collective benefits. This shows the lack of trust 
among members due to insufficient communication (Ostrom, 1999). 

Chen Wen-yan(2008：14) pointed out the concepts of exit and voice, which can also be used to 
explain whether a collective action is successful or not (Nabli & Nugent, 1989). One reason for some 
members to withdraw from the Cooperative is because of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distribution of 
government grants when Yilan County held the Green Exposition in 2014. Some interviewees 
thought that: 

N7 thinks that the grants should be in the hands of personnel who run the organic rice stands, 
while N3 thinks that the money should be handed to the Organic Cooperative for further 
use. (N10) 

When member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operation or function of an organization, they have two 
options. One is to stay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protest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and the other is to 
leave the organization. When the costs of staying in an organization outweigh the ones of leaving an 
organization, members tend to leave, which lowers the possibility of a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Looking at the group characteristics, one can find out there are homogeneity of endowments 
and heterogeneity of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among members of the Xingjian Cooperative. Be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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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more than 60 years old, and only a handful of members are in 
their thirties. As a result, there is a generation gap between older and young members. They may 
think differently about economic benefits, and young members may not have the freedom to put 
their innovative ideas into practice. However, young members may not have the courage to 
communicate with older members out of their respect for the elders. Therefore, some members 
stopped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some even withdrew from the 
Cooperative and formed another Cooperative outside the Xingjian Village. 
Olson(1971：2) thinks that the size of a group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ollective action. 

Collective action of a smaller group has a higher chance of success. As for larger groups, rational 
individuals are less likely to take part in a collective action in pursuit of collective benefits since 
they can free-ride. As a result, it is harder for larger groups to initiate a collective action than smaller 
groups. Nevertheles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can mitigate self-interested behavior and enhance 
the feasibility of a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operative in the case belongs to a mid-sized group with 
49 member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s critical to the proper operation of the Cooperative. 

(3)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order to prevent free riding and rule-breaking,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a monitoring system and a 
mechanism of sanctions to supervise collective action(Ostrom, 1990). Currently, the rule of the 
Cooperative is to hand in half a year of rice production. The rule is a verbal agreement by the 
members. In fact, some members or even leaders of the Cooperative did not hand in half or any of 
their rice production to the Cooperative. Although members who violate the rule will be fined for 
NT$5 per kilogram of rice, many members still have an economic incentive to violate the rule since 
the market price for a kilogram of rice is NT$130. As some interviewees said: 

There is punishment for violating the rule, like a 60 kg bag of rice for NT$300. But farmers 
tend to violate the rule since a 2kg bag of rice can sell for NTC$260.(N10) 

There must have had some consideration for some members withdrawing from the 
Cooperative, so the 50% submission of the production was required since everybody is 
self-interested and afraid that the Cooperative may go bankrupt. (N11) 

The Cooperative does not have a well-designed system for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Also, the 
fines for violating the rule are in significant, and farmers can earn more if they sell the rice 
themselves. Consequently, many farmers save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total rice production to 
establish their own farms and brands. Some interviewees said: 

Cooperatives of other places are similar to collective farms, that is to say all products are 
sold under a common brand. But it’s not the case here in Xingjian Village. Everyone here 
establishes his or her own farm and sells products in different brands. That will cause the 
problem of customer preference. A customer may go to Farmer A or B all the time, then it 
is not a collective action at all! (N11) 

Therefore,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brands for the Cooperative. Some 
members are not pleased with the fact that whenever tourists visit the Xingjian Village, the tourists 
may directly go to certain farms to experience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stead of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As a result, benefits are centralized on certain members or leaders 
of the Cooperative, so some members think that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is not even (Hsu, 2014：

120-123) 

(4) Exter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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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Department, Yilan County has been active i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From 2011 
to 2013, it has sponsored five programs of the Xingjian Village, with a total fund of around NT$15 
million. This is a significant sum of fund if you consider the scale of the village (Hsu, 2014：141-
142). However,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lacks funds to assist the promotion of organic produce and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As interviewee N15 said sadly: 

The work of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is often commissioned by the county government. 
Therefore, it has limited resources and power. Plus, we are in a disadvantaged location, and 
we cannot sell as many things as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does. 

The position of the Cooperative is similar to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Therefore, the latter 
organization will not help the Cooperative o the issues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Besides,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is focused on the profitable conventional farming instead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s one interviewee said angrily: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is like a consortium, focusing only on profits. In the beginning 
stage of develop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profits. Therefore,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will not provide any help. Instead, they will help farmers who can 
make profits since they need to par for the labor costs. In fact, the Farmers’ Association is 
against the Cooperative. (N5) 

Sanxing Farmers’ Association is less active o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the main 
focus of local Farmers’ Association is on Sanxing scallion and pears of conventional 
farming. (N15) 

The regulating authorities of cooperatives at the central level do not belo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agricultural affairs11. As a result, cooperatives cannot apply for grants from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Instead, cooperatives need to find financial support by asking different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Leaders of the cooperatives are the ones who interact with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bility and actions are critical when it comes to applying for grants.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NGOs is helpful to empower farmers and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For instance, the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has been active in providing assistance on organic agriculture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After 
communicating with the villagers, the Station offered courses in farm management, creative 
marketing, and guided tours. Therefore, villages understand more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have 
more experience of organic life. Moreover, the Station also assisted in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ourism locally and offering package tours (Chen, Chen, 2014：4). Interviewees thought that the 
knowledge learned from the courses is helpful for farm management and pests and plants diseases 
control. 

I went to the courses at the Hualien Agricultural Research Station last year, and the 
instructor introduced Ma Li Jing12. The plant has aphids and will attract ladybugs. Plants 
of leaf mustard used to have many aphids, and the situation improved a lot after I grew the 
plants. The purpose of growing the plants is the same as keeping chicken to eat pests on 
the farm.(N3) 

She was also inspired to manage a leisure farm and market organic produce. 

I keep chickens, ducks, geese, and fish now. The purpose is to attract children when 
customers visit the leisure farm for organic meals in the future. The idea was inspired by 

                                                       
11 Article 2-1 of the Cooperatives Act: The regulating authorities of cooperatives refer to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t the 
central level,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s at the municipal level, and the county (city) governments at the county (city) level. 
12 “Asclepias curassavica” is a type of perennial plant which attracts butterf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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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ourse lecturers.(N3) 

In addition, the Agricultural Council of the Executive Yuan provides an online Farmers’ 
Academy13 for farm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to receive further training. Some interviewees said: 

Whenever the website has new courses, I will participate in those courses. The academy 
will notify you once there are new courses, but some courses are not free.(N1) 

As for NGOs, the Organic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Yilan University provides guidance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and organic certification. The Center also 
promotes organic industry and organic life14. Yang-shan Foundation also started “Green Life Starts 
from Yilan- Build an Organic Village” in 2012, and Xingjian Village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was chosen as one of the four communities to receive assistance to become an organic 
community. 15 The Foundation provides assistance on organic community planning, enhancement 
of production techniques, marketing and certification support. The interviewees said: 

I have practiced organic agriculture since 2010 and attended related courses to know more 
about organic agriculture since then. So I can provide information to visitors on our village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through guided tours or speeches.(N3) 

Yang-shan Foundation this time also taught the Xingjian Cooperative to make organic tofu, 
soy milk, and rice noodles. I was very touched to see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work so 
hard to make those organic products. All of the consumers were very happy and brought 
back those organic products home to share with their families. (N12)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research centers at colleges, and NGOs provide important external 
resources and non-financial support, such as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fessional expertise, resources, 
and experience-sharing. Farmers also have a platform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can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of the village through active learning. 
Table 2 analyzes the collective action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by the Cooperative bas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proposed by Agrawal(2001: 1658-1659) and OECD(2013:77-90). 

Table 2: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Xingjian Cooperative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1) A good combin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and 
scientific expertise of environment 
resources 

1) Good leaders 

2) Organic and traditional farms are too close, 
and organic farms are often polluted by 
chemicals used by traditional farms 

2) Members share same vision on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have the same goal when 
joining the Cooperative 

 3) A mid-sized group with 49 members 

 4) Insufficient social capital: lack of trust 
between members 

                                                       
13 The Agricultural Council of the Executive Yuan, Farmers’ Academy, http://academy.coa.gov.tw/list.php?id=19,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14  The Organic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 of Yilan University, Services Provided ，

http://center.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4113 retrieval date：2015/07/18 
15 Yang-sha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Yang-shan Green Life in Taiwan Promotion Plan， 
http://www.youngsun.org.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561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Broadcasting Company of 
China News Radio, Green Life in Taiwan Organic Village in Yilan ， 
http://life.cnyes.com/Content/20120910/KnMPCJ4IWJTGC.shtml retrieval date: 2015/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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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5) Different viewpoints between older and 
young members and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terests 

 6) Lack of communication among member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External environment 

1) Lack of effective rules and governance 
inside the organization 

1)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2) Lack of effective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systems 

2) Non-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NGOs：Agricultural technical support 
and agricultural tourism 

 3) Local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ies: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Yilan 
County Government,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and Farmers’ Association. 

Sorted by author 

Conclusion 

Organic agriculture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respect for the inner values of fauna and flora, and facilitation of local environment.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Cooperative can not only create income for members but also provide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in the organic production process. 

The study examines the efficacy of collective action by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by the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collective action of CPRs proposed Agrawal(2001: 1658-1659)、
OECD(2013: 77-90). Judging from the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group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Xingjian Village has many advantages but still 
faces some challenges. First, the purpose for establishing the Cooperative is to solve the marketing 
problem faced by members, while another purpose is to apply for government grants. Therefore,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in conflict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Cooperative in the process of selling the organic rice. Moreover, the Cooperative does not have 
appropriate monitoring and sanctions systems, so the Organization is unable to adjust internal rules 
in coherence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 

As Aldrich and Stern(1983) propose, attitude of the individuals can be an obstacle or a driver 
for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he case study, endowments of the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homogeneous, whereas th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of the members are heterogeneous. If members 
can form a consensus after communicating with one another, solutions to problems of collective 
action may be found.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can be adopted for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action. 

(1) Resourc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Farms of members of the cooperative are sometimes polluted 
by neighboring farms because they adopt conventional farming methods. In the future, 
government can establish exclusive areas for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encourage traditional 
farmers to convert to organic agriculture. Additionally, government should strictly supervise 
the irrig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e. 

(2) Group characteristics: Leaders of the cooperative have shown some positive changes whe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However, no consensus has been formed among the members. 
Therefore, cooperation is only possible when more communication has been i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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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Regarding the submission quota for rice, the cooperative should have 
more discussion and set up a system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so as to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4)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cooperative has a good performance in applying financial and non-
financial support. However, county government,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and farmers’ 
association have differing attitudes o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 order to facilitate the 
provision of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institutions should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and form a consensus on the ways and goal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To conclud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factors for why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was not a complete success. In order to better facilitate collective action, the 
Cooperative needs to design prope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by considering resources and group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operative should modify its rules wh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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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1: Table of Interviewees 

Code of the interviewee Profile of the interviewee Interview date 
N1 Fe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02 

N2 Male, Farmer of Gongzhao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05/02 
2015/05/17 

N3 Fe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Chairwoman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17 

N4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12/07 
2015/05/17 

N5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02 

N6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17 

N7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Chairman of Organic 
Friendly Production 
Cooperative 

2014/12/07 
2015/05/02 

N8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4/12/15 
2015/05/02 

N9 Male, Farmer of Xingjian 
Village, Memb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12/07 
2015/05/02 

N10 Male, Manager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06/16 
2015/07/02 

N11 Male, Director-general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2015/06/16 
2015/07/02 

N12 Female, Consumer 2015/05/17 
N13 Male, Consumer 2015/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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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4 Male, Director of Agricultural 
Department of Yilan County 
Government 

2015/07/02 

N15 Male, Section Chief of 
Agricultural Section of Sanxing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of 
Yilan County 

2015/07/02 

N16 Male, Staff member of 
Agricultural Section of Sanxing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of 
Yilan County 

2015/07/02 

Sources: Sorted by authors 

 

(二)、訪查波特蘭州立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 

     此行的主要目的是訪查波特蘭州立大學(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SU)永

續解決方案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ustainable Solutions, ISS)，顧名思義乃是以

各種永續性為思考方向，從而找出個議題解決方式做為目標的研究所。其主要

的角色功能為：1)溝通協調者－ISS 擔負社區工作者之間永續性議題與促進者

的協調角色以追求共識。2) 創新者－ISS 扮演催化劑的角色，促進企業解決方

案，開拓跨領域工作的途徑；3)活動籌備者－ISS 協助社區取得研究計畫的幫

助，提供資源以保存或將計畫鑲嵌於學校的結構內，以及為學生在波特蘭大學

的教育創造不同研究途徑以臻所有事物的永續境地(圖 16)。16 

    由於 PSU 坐落在城市的中心，故該校園是一個充滿活力的城市生活實驗

室；從綠色建築到智慧交通系統，不斷地學習和測試創新，以求城市地方得以

向善改變。從其焦點研究領域以觀，ISS 協助促進 PSU 研究重點領域，目標為

使區域更加公平、具資源效率及經濟活力；這些研究焦點有三：17 

1. 城市永續性：建構智慧城市 

從永續的交通選擇，到綠化整體社區，以解決城市宜居性的重要問題。這

其中所須涵蓋的專業，包括永續的交通模式，綜合水和能源基礎設施建

設，發展永續的社區；研究綠色建築，也充分利用社區參與的力量，示範

城市如何定義自己的未來。 

2. 生態系統服務：瞭解自然的利益 

                                                       
16 2016/08/05 流覽，資料來源：http://www.pdx.edu/sustainability/sustainability-research 
17 2016/08/05 流覽，資料來源：http://www.pdx.edu/sustainability/urban-sustainability-0 



42 
 

 

伴隨著人口不斷增長，人們面臨維持生態系統及其提供的重要服務的挑

戰，必須謹記在心且加倍努力以求因應。PSU 正在採取全系統方法以解

決這些複雜的問題。 

3. 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連結健康、地方和公平 

PSU 的研究有助於重新定義「健康照顧」(health care)，包括人們出生、

生活、工作和年老的各種情形，及這些社會因素如何影響公平和獲得取

用資源的機會。 

      在上述議題中，值得注意的是「永續鄰里社區倡議」 (Sustainable 

Neighborhoods Initiative (SNI))，是用社區組織的團體連結 PSU 的學生和教師，

建立長期的合作夥伴關係，以在鄰里的尺度上促進永續性，於 2014-15 年間

運作跨越四個鄰里。到了學年結束時，在 18 個不同學科、44 個班級中近 800

名學生，在波特蘭從事促進永續性的計劃。四個 SNI 鄰近的夥伴-the South of 

Market Eco District, Foster Green, Living Cully,和 the Lloyd Eco District，讓學

生從事一系列的計畫，包括登門拜訪鄰居，向鄰居談及莫爾登庭院社區果園

(Malden Court Community Orchard, MCCO), 其係屬綠地活化 (Green Lents) 

計畫之一環，並規劃和支持社區活動以揭示當地環境著名的 Cully Critter 

Cruise 以及在 SoMa EcoDistrict 的第四大道建設。ISS 定義「生態區」

(EcoDistrict)為：「一個鄰里或地區具有廣泛的承諾，以加快實踐鄰里尺度的永

續性。 EcoDistrict 成員致力於實現雄心勃勃的自然資源績效目標，引導投資

地區和社區行動，並隨著時間的推移追踪進度。」而 EcoDistrict 發展，主要

是基於對 PSU 影響而討論「EcoDistrict 倡議」，然後概括為建立一個治理體

系來管理小地區，以滿足倡議的總體目標行動。此舉意圖將整個鄰里納入，

使之與當地的環境目標保持一致。這一倡議也呈現了公共，私人，學術和非

營利性組織利益之間合作夥伴關係，可以擔當克服傳統障礙的平台，以加快

實現區域氣候目標。18 

       上述的 MCCO 位於東南向第 87 大道和莫爾登庭院東南方交口處，是一

塊曾經未充分利用 1.68 公頃的新興社區果園的空地。幾十年來，這塊空地布

滿很多喜馬拉雅黑莓和垃圾，吸引一些人從事滋擾活動。在 2015 年，社區的

鄰里居民聚在一起規劃、設計，並在這個空間建立一個社區果園，作為在倫

茨(Lents)鄰里區長期新鮮農產品的來源。MCCO 也是一個公共開放進用的綠

地空間，有助於改善公共安全、約翰遜溪(Johnson Creek)流域的健康、鄰里地

                                                       
18  PSU, 2010,CLIMATE ACTION PLAN 2010, p.10. 2016.08.08 流 覽 ， 資 料 來 源 :    
http://www.pdx.edu/sustainability/climate-action-plan-implementation-team-ca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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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宜居性，並為當地學校和周圍社區提供環境教育的機會。MCCO 現在是

一片年輕的食品森林，超過 250 種的本土類和水果類農作物，擁有很大的發

展和成長的空間！19有關 MCCO 計畫，是希望與當地綠色組織建立共同營造

綠色空間的夥伴關係，故學生在公民參與過程中，進行逐戶上門宣傳、告知

並徵求社區成員，希望他們對組織計劃將位在波特蘭東南方的一塊空地改造

成為社區果園予以支持(圖 17-20)。 

在南市場經濟區(SoMa Eco District)的第四大道建設，在 PSU 的永續發展

的解決方案持續支持下，建立志願指導委員會以分級提供行政協助及額外的支

持，使之得以在西南第四大街的食物推車附近建設一個學生設計的人行道延展

設施，由 PSU 建築系的學生於 18 個月內建成。這是由學生和 ISS 的工作人員

密切合作，設計了小型公用兼休憩場地，並尋求市府批准，徵求當地企業的支

持，並啟動一項超過$ 15,000 元的建築材料群眾募資活動加以完成。SoMa 的

經濟區藉由募集資基金以購買人行道延展設施的建材是具有挑戰性的，經由

ISS 在 PSU 基金會和建築學院推出一個成功的集資活動。在春季的學期中，ISS

訪問學者瑟姆 - 高爾文(B.D. Wortham-Galvin)，帶領建築系 22 個學生一起在

週末的陣亡將士紀念日的行經路線，在 PSU 的建築系館前的餐車前構築了人

行道延展設施。2015 年 6 月 1 日，波特蘭市長查理•海爾斯(Charlie Hales)與波

特蘭州立大學校長溫偉爾(Wim Wiewel)、學生，SoMa 區的官員一起剪彩，並

正式啟用第四大道人行道延展設施，現在成為街坊鄰居喜愛的地區(圖 21)。   

                                                       
19 2016.08.08 流覽，資料來源: http://www.greenlents.org/community-or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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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6 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所執行的研究項目  

 
圖 17-18 學生參與「永續鄰里社區倡議」計畫(資料來源:PSU, 201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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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0 學生參與「永續鄰里社區倡議」計畫(資料來源:PSU,2014-15:3) 

 

 
圖 21-22 學生參與「永續鄰里社區倡議」計畫(資料來源:PSU,2014-15:9) 

 

 
圖 23-25 ISS 的公告欄、坐落位置、門禁管理 
 

(三)、美國有機農業政策與永續性訪問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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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行除前往拜訪波特蘭大學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研究(ISS)所外，更進一步

和 ISS的前所長 Jennifer Allen副教授會談，以瞭解美國的有機農業發展現況、

農業土地政策，以及目前該研究所的研究取向、永續政策、以及特殊的永續

餐廳等。  

  

圖 25 （左）波特蘭大學 ISS 的博士生職員 Manar Alattar 陪同本人與陳胤安

博士生參觀波特蘭大學各項永續設施；圖 26（右）新蓋的學術與學生娛樂中

心，不但是綠建築，同時在館內設置自行車停車處，增加停車位。 

    我們首先與 Fletcher Beaudoin 助理執行長(Assistant Director)進行會談，

Fletcher 談到目前該研究所進行的計畫，他專注於永續性研究、教育和社區參

與事務，進行整個大學將應用研究和課程予以整合計劃，主要任務是建立起

波特蘭大學社群與永續實踐者之間的連結和夥伴關係，協同解決一些有關都

市永續發展和生態系統服務主題複雜的永續性問題。他以自己在計畫執行以

及與社區溝通的經驗，說明主要聚焦於如何協調研究者與社區之間的需求。 

 

圖 27(左) PSU 正在進行一項重要的「2010 年氣候行動計畫」，圖 28(右)拜訪

Fletcher Beaudoin 助理執行長(Assistant Director)，與本人進行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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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左) Fletcher Beaudoin 助理執行長(Assistant Director)說明 PSU 跟週邊鄰

里社區之間，靠著 ISS 居中協調，建立永續性夥伴關係。圖 30(右)進行會談

中，陳胤安博士生提問，Manar Alattar 博士生陪同拜訪。 

    他認為，研究者當然是期望從社區獲取研究所需的內容與製作成果報告，

但不能不注意到社區同意研究者的要求，自然也企盼研究者可以注意到社區

的真實需求。所以 Fletcher 指出，團隊進入研究對象社區時，雖然已有初步

的計畫內容，仍需要靠與社區之間的多次溝通、舉辦工作坊以達成共識，其

永續計畫才得以實行。他更談及該校正在進行一項重要的「2010 年氣候行動

計畫」(Climate Action Plan 2010)，並設定長期的 2030 年生態區發展的目標，

確實做到如何結合社區公、私團體協同努力達成碳排減量的目標。 

    他指出，波特蘭州立大學（PSU）是坐落在城市的大學，有其獨特的定位

與工作，並影響其周圍的環境，須與週遭社區建立新型夥伴關係;並對該區域

最緊迫的問題作出回應。然而，大學城的環境帶來新的挑戰和機遇。在地區

複雜的所有權結構呈現了績效考核、資源管理，策略規劃和行為改變的挑戰。

由於這些原因，至關重要的是，對於 PSU 參與夥伴關係，不僅在校園，也在

社區內實現走向氣候無作用的積極結果。在氣候行動計劃（CAP）中，採取

綜合的探究法是重要的且對 EcoDistricts 倡議產生互補作用，以其可提供一個

與鄰近的房地產所有權人、居民、勞動者、企業所有者，和社區合作夥伴協

作的結構。 

    在 2010 年，圍繞 PSU 的週遭區域被選定為五個 EcoDistrict 領航者之一。

該大學的研究和創新能力，靠近城市核心，無與倫比的易達區域公共交通運

輸系統，以及種類繁多服務定位，是旗艦計畫的良好試點。該區最初被稱為

「大學 EcoDistrict」，假設 PSU 將是實施該計劃的催化利益相關者。當大學

與周邊財產所有權人接觸磨合後，更名為南市場（SoMa）EcoDistrict，以便

更能反映利益相關者之密切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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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短暫的訪問後，研究所職員兼博士生 Manar Alattar 女士帶著本人與

陳胤安博士生進行校園永續之行。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波特蘭大學較新的建築

物幾乎都採用符合綠建築標準的工法築構，這也包括在「2010 年氣候行動計

畫」之中。再者，為了鼓勵同學搭乘大眾運輸工具，除了市區有規劃完善的

公車、電車系統，自行車可以上車外，並在每個學院設置有自行車停車位。

此外，波特蘭大學為求讓同學不再需要的文具、書籍、用具有再被利用的機

會，特別開了一個儲物空間（見圖 31）讓同學放置他們畢業後不再需要的物

品，同時也讓同學們自由取走他們所需的物品。縱使環境看起來稍嫌雜亂，

起碼讓同學學習珍惜現有資源。      

  

圖 31 波特蘭大學校內某儲物間一隅，強調資源回收、重複使用。  

 

   我們此行主要是想向 Allen 副教授瞭解波特蘭大學永續解決方案研究所 

(ISS)的主要工作、美國永續（有機）農業的狀況、土地利用現況等議題。 

   在結束校園巡禮後，我們前往校園內某間咖啡店與 Jennifer Allen 副教授碰

面。Allen 副教授曾擔任永續發展解決方案研究所所長，日前已卸任，續任公

共行政系副教授。Allen 副教授的學經歷豐富，為耶魯大學森林與環境研究博

士，曾任職於世界銀行、生態信託(Ecotrust)以及奧勒岡經濟與社區發展部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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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Allen 副教授與我們二人共同討論美國有機農業、土地利用等議題。  

  美國的有機農業法案起始於 1990 年頒布的有機食品生產法(Organic Foods 

Production Act, OFPA)，建立美國的有機國家標準。至 2002 年施行國家有機法

規(National Organic Program, NOP)，以為多家美國國內與國外驗證機構通過認

證。而 2008 年頒布的糧食、環境保育與能源法(Food,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Act of 2008, FCEA)，授權國家制訂有機驗證費用分擔計畫，提撥 2,200 萬美金

的資金，每位生產者補助金額由 500 美元提高至 750 美元，最高可占其驗證總

額 75%。再者，提供五年 5,000 萬美元的有機轉型補貼，以及 7,800 萬美元的有

機農業專門研究經費。此外，為了瞭解有機生產和銷售上的市場訊息，提撥 500

萬美元的資金。由此可見美國政府在有機這部分的政策考量已有長足的進步，

並提撥許多資金以求走向更永續的生產環境。ISS 是結合理論和實踐的研究所，

前所長 Jeniffer Allen 是農業與糧食政策的專家，說話極為快速，且直言美國要

推動有機農業還有政治因素橫亙其間，因為與慣行農業相關行業會展開遊說，

使有機農業推展困難！ 

    關於糧食與農業和氣候行動計劃（CAP）的關聯性，Allen 副教授以蒙特諾

馬郡(Multnomah County)為例加以說明。在 Multnomah 縣，當地大約有 15％基

於消費的碳排放量，是來自供應糧食給當地居民和商家；倘若將其他糧食系統

的影響，如進口、加工和農業相關的森林砍伐和土壤退化包括在內，這個數字

可能接近 30％（歐洲委員會，2006）。健康的飲食和低碳食物之間通常有關係。

多吃新鮮水果，蔬菜和少加工的食品可以幫助維繫健康的身體，同時減少與糧

食生產相關聯的二氧化碳排放量。但是，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種社區可能無法

公平獲得健康和買得起的食物。所以，如何能夠選擇低碳食物- 尤其是水果，蔬

菜，少吃加工或包裝的食品 - 可以通過價格和亦接近性加以約束。 

    再者，經由食品購買俱樂部和合作社，農民市集和社區支持型農業的計畫

方案，可同時接受「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也被稱為奧勒岡特雷爾卡(Oregon Trail cards)，為低收入者製

造一些買少加工、更健康、低碳食品的機會。許多在波特蘭地區的農民市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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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資金匹配計劃獲得 SNAP 的利益，從而實現低收入人群可到這些出售少加

工和包裝的食品地方消費他們的食品美元(food dollars)。透過選擇吃得更健康、

低碳的食物，居民可以支持地方經濟，幫助保存農業用地的基礎，在某些情況

下，還可降低從運送食物的碳排放量。進一步言，要吃低碳飲食是比較容易，如

果居民能夠：1.增加取用負擔得起的新鮮水果和蔬菜。2.減少消耗加工、包裝食

品。3.提升種植自己的糧食技能。4.增加健康的消費選擇知識。20 

   此外，為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標，需要制定政策且公平提供相關方案資源： 

1）通過支持農民市集和社區支持農業，以提高當地出產和消費食品的質與量。 

2）創建策略和做法，以鼓勵民眾在公開會議、活動舉辦時，購買健康，低碳的

和最低限度加工食品。 

3）擴大糧食生產和包括社區菜園附近的分銷機會，特別是對低收入人群和有色

人種社區。 

4）加強利用公有和私人土地和屋頂以種植糧食。 

5）在適當的位置增加種植果樹和樹林。 

6）充分利用公共和私人機構的購買力採購低碳和當地的食物，包括縣監獄。     

     在校園永續的部分，Allen 副教授提到波特蘭大學在每周六有一個農夫市

集，這我們在週六研討會時也有注意到，可惜因為正在準備下一場發表而沒有

前去了解農夫市集的運作模式。有機或友善農民們來自波特蘭近郊，販售自家

生產的蔬菜水果。而學校的教職員生餐廳所提供的自助餐，也是永續校園的一

環。自助餐外頭的牆上，有一面奧勒岡州的地圖，上面寫著每一種食物的來源，

幾乎都來自奧勒岡州，以確保不會超出太多食物里程(food miles)。 

 
圖 33(左) 在參與研討會期間(冬天)只能從 PSU 會場遠觀農民擺攤、與消費者

互動場景，較不熱絡；而夏天的農夫市集，顯然人潮眾多，農民的生意較為

興隆，取自 PSU 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portlandstatefans/。 

                                                       
20  Multnomah County, 2015, LOCAL STRATEG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pp.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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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右) PSU 強調永續校園的特性，處處綠意盎然，是學習並增進知識的好

場 地 。 取 自 https://psuchronicles.com/2016/07/13/ill-take-summer-school-

anytime/。 

  

  

圖 35 （左）波特蘭大學的教職員生餐廳推廣每周一素食；（右）一旁的桌

子擺上各種宣傳品，宣導永續廚房的概念。    

  

圖 36 （左）自助餐廳一隅；（右）餐廳附設的回收台，在攝影者的後方還

有廚餘回收未入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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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左) Manar Alattar 博士生邀請我們在餐廳享用午餐，食物多樣，以健康

取向。圖 38(右)提醒學生，在浪費食物之時，仍有多人挨餓；浪費食物，就

是浪費生產食物的水和土地；平均每個美國人每年丟棄價值 522美元的食物。 

這個餐廳給了教職員生相當優惠的價格，每個人只要每學期付一千美元，

就可以憑證享用早、中、晚皆提供的自助餐。自助餐內容有生食、熟食、麵包、

冷熱飲料等多樣化選擇。生食如生菜沙拉等，有十餘種配菜與五種佐餐沙拉可

供選擇；熟食如專人服務的飯食、烤好的比薩、肉捲等。此外也有西方人常食

用的麵包、穀類。飲料則有牛奶、調味乳、咖啡、熱茶、碳酸飲料等等（見圖

36 左）。  

這個餐廳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吃完餐點的人必須自行收盤子，將碗盤、杯

子放上一台大型托盤輸送機上（見圖 36 右），將用過的碗盤送到後頭去洗，廚

餘則另置一處，用以製作堆肥之用。為了鼓勵學生珍惜食物資源，除了印有宣

傳單外，亦鼓勵學生填寫問卷，測試他們對碳排減量的想法，以及鼓舞他們展

開行動。同時，又製作海報提醒這是多令人傷感的事: 1.美國人每年浪費 1600

億美元的食物之時，仍有 5000 萬人無法確保糧食來源；2.浪費食物就是浪費

用以生產食物的資源，在美國就是浪費了 35%的淡水和 31%的農地；3.平均每

個美國人每年丟棄價值 522 美元即可食用的食物。由此不禁令人想到，中華民

國台灣不也每年浪費許多糧食? 等同浪費不少乾淨水源和土地以生產寶貴的

糧食，實在應該以為警惕，並推動減少糧時浪費的具體行動! 

(四)、小結  

 本次參與國際研討會與移地研究收獲頗豐但也感觸良多，茲列述相關建

議如次： 

1.國際研討會之參與不限於口頭發表，應可嘗試多元發表形式  

一般參與國際研討會的方式，不外是口頭發表，或以海報形式發表。這次

發現不少人組成小組討論(panel discussion)或工作坊(workshop)，以更活潑、

眾人皆可參與的形式，讓即使因為英語不是母語而羞於開口的人，也能自然

而然的參與討論，發表自己的意見，對於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人來說，不啻

是相當好的機會可以練習自己的英語口語表達，同時也能與外國學者交流。  

2.  國際研討會參與發表之文稿，可於修改後嘗試投稿外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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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與陳胤安博士生因為參與研討會的緣故，同時也向本研討會主辦單

位－共同園地出版社(Common Ground Publisher)投稿其旗下期刊－國際環境

永續性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目前為

止已經順利投稿一篇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Indigenous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me Experiences in Taiwan＂。另外一篇 “Agroforestry as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 Observation on Tayal Indigenous Peopl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aiwan＂修改已畢，進入排版程序。該出版社的期刊雖然並非名列

SCI 或 SSCI 之列，卻有同儕匿名審查制度，有兩位匿名審查人審查內容，並

決定論文是否足以刊登。投稿人必須針對審查人的問題進行修改，或提出答

辯(note)，再交由出版社審定，最後才能定稿，並進行出版或印刷（該期刊的

電子版與紙本共同出版）。該出版社特別針對非以英語為母語的作者給予投稿

機會，即投稿之前，出版社提供需付費英語語法修改的服務。因此建議若有

心參加國外研討會的學弟妹，不要放棄這樣的機會，積極修改自己的論文並

投稿，除了增加自己的學術點數之外，也是為將來從事學術增添信心。  

3.參加國際研討會並進行移地研究，可同時促進學術交流並與當地學術

機構建立關係  

本次參加國際研討會，由於見到波特蘭大學裡有前所長 Jeniffer Allen 副

教授擔任大會演講者，研究方向與筆者興趣相近，故借機先利用電子郵件逾

三個月前聯絡，敲定會面的時間、討論的議題。又藉由書信往來、實地探查

的機會，得知波特蘭大學是如此講究永續性的大學，在軟體方面，ISS 擔任推

進器、潤滑劑，講求和鄰里社區建立夥伴關係，共同營造生態區(EcoDistrict)；

在硬體方面，從建築到餐廳的設計，都含有永續的思想在內並具體實踐。雙

方在會談後瞭解彼此國內的一些制度，嗣後若還有機會，可以再度前去波特

蘭從事較深入的移地研究或向科技部申請邀請 Jeniffer Allen 副教授來台講演、

提供永續研究與實作之經驗。因此，今後科技部應鼓勵老師和學生一起赴國

外發表論文，並參訪相關學術研究機構，以提升國際視野並增長見聞。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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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研討會攜回一本研討會手冊與一張 IUCN 國際環境組織的會員招

募說明。 

2.  Manar Alattar 博士生提供多個連結，可取得多項資料 Links: 

Climate Action Plan information and file: https://www.pdx.edu/planning-
sustainability/climate-action 

Sustainability on Campus (including information about various departments 
we visited): https://www.pdx.edu/sustainability/campus-actions 

Information about Campus Residence Hall Compost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0HA-FzXrNE 

Sustainability in Portland: https://www.portlandoregon.gov/bps/ 

謹此感謝：  

科技部提供本次參與研討會與移地研究的各項費用，國立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博士生陳胤安協同撰寫英文論文，以及保證責任宜蘭縣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

作社的全體社員兼報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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