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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1. 中文摘要
農民收入低下造成的貧困，主要的原因是農民在日漸複雜的市場競爭環境中，無法
有效驅避所面臨的風險，進而創造滿意的獲利。借用當代財務學的架構，吾人可將農民的
風險分為系統性風險和非系統性風險兩種。「系統性風險」通常是指由政治環境、社會制
度及景氣波動等因素所造成的一種無法規避的風險而使農業、農民受到影響，必須藉由政
府透過正式制度（如公共財政、農村金融、農民保險等）的途徑加以協助解決。「非系統
性風險」則是中國大陸獨立小農戶所特別面對的風險，例如：市場調節供需判斷所造成的
錯誤、產品種植失敗、自然災害（天災、蟲災）等特殊事件所造成的財務風險，可透過成
立經濟合作組織，以互助合作的方式來減低此類風險的損害。
湖北省建始縣在 2008 年四月，由中國社科院等三個團體組成了「綜合農協」的試點，
鼓勵農民自辦(1)農業推廣；(2)農業金融；(3)購銷經營；(4)農村文化、醫療衛生、老年福利
及救濟事業等。此新生組織的產生，有其原因、特質、預期目標，所能展現的效能，令人
好奇。本計畫曾於 2009 年 8 月 2 日至 18 日，展開為期二星期的調研，透過實地拜訪當地
政府幹部、企業及小農戶，觀察研究「綜合農協」的運作。調研之後，除了繼續與當地保
持良好關係，以期能長期觀察該組織的發展之外，更是透過文獻研究，聚焦於農村金融的
議題，觀察經濟合作組織如何在農業金融的領域，幫助農民得以借貸、追求發展同時儘可
能規避風險。並於 2010 年 6 月 11-12 日之「兩岸民間社會與公共參與」學術研討會中，將
「綜合農協」之運作，與四川儀隴縣、茅于軾教授組織的經濟合作組織相比較，初步完成
「民間社會力量在中國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參與」學術研討會論文一篇。
關鍵詞：建始縣、綜合農協、農村治理、經濟合作組織、風險規避
2. 英文摘要
The reason for the poverty of farmers is that they are unable to avoid risks in the complex
modern market. In modern finance theory, the risks farmers face can be divided into system risk
and non-system risk. System risks are caused by political environment, social regulations,
inflation circulation, etc., usually unavoidable in nature. Encounter with this type of risk would
require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for example, public finance, agricultural bank system,
agricultural insurance, etc., ) in order to resolve it. Non-system risks are directed specifically at
small farmers, and they can be resolved by setting–up economical cooperation.
Three organizations have set up experimental site in Hubei in 2008, in which farmers are
encouraged to engage in several activities by themselves. The mo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ffect
of this organization are interesting to observe. This study conducted field studies (2rd - 18th
August) by interview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entrepreneurs, and farmers; observed commune
operation and the benefits farmers gain from this organization. This study participated an
academic conference and posted one paper which focus on rural finance function of this
organization.
Key words: Zhien-Shi County,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agricultural governance, economic
cooperation, risk ad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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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報告內容

1. 前言
本研究計畫的初衷，在於以建始縣「綜合農協」為個案，研究此民間社會之組織將如
何協助農民處理經營風險。作者認為，在中國大陸現有政經架構的環境下，有效的農村治
理，應是國家政府部門、市場機制及民間社會組織共同努力才能達成的目標。市場機制的
建立，會提高資源有效的配置，不可或缺；市場失靈之部分，如具外部性的公共事務，必
須由政府的行政部門協調、促進及規範；民間社會的合作組織，可以幫助農業克服市場失
靈的問題並避免政府失效的問題，亦是加強治理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因此，本研究擬從民
間社會的角度切入，觀察這個新生的建始縣「綜合農協」
，將如何協助農民處理及規避風險，
並認為以此形式的農村治理，將對農村的面貌及農民的生活品質，會有明顯的改善。
在執行的過程中，發現此研究架構涵蓋面甚廣，需要較長時間持續地觀察，才能對此
新生民間社會組織方方面面的運作，有深刻的體會。透過 2009 年為期二週的實地調研，發
現「綜合農協」的運作，在某些方面，已有看得見的績效（如衛生培訓的推動、婦女晚間
舞蹈等文化活動）
，但仍有急需要做卻無法進行的工作，最明顯的就是信用部的成立。事實
上，信用部的成立，是農民對資金需求孔急之事，也是需要「綜合農協」大力協助之事，
但成立過程卻是困難重重。其中困難所在，正是本計畫所要探討的重心。在執行 98 年度計
畫的這一年間，有幸參加政大中國大陸研究中心、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華發展基金會等
單位於 2010 年 6 月 11-12 日舉辦之「兩岸民間社會與公共參與」學術研討會，會中與計畫
參與者博士生合作，提交本計畫初步的研究成果，從民間社會力量參與中國農村金融發展
的角度，討論中國大陸在農村金融領域的治理方式，並以「綜合農協」的運作方式，與四
川儀隴縣、及茅于軾先生組織的經濟合作組織相比較，完成了「民間社會力量在中國農村
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參與」的學術研討會論文一篇。目前正在修訂潤飾，擬將此論文向學術
期刊投稿。此論文乃是本研究計畫目前之成果，未來將有可能在此研究架構下，繼續觀察
「綜合農協」之運作及其治理績效。由於「綜合農協」是一新生組織，其運作績效必須假
以時日予以觀察。
2. 研究目的
由於中國的農村金融體系，呈現著正式與非正式金融機構並存的情勢，二者有著長久
的歷史淵源關係，也有著互相競爭、互補的關係。中國農村非正式金融機構的產生、發展
及其影響力，處處展現出農民為其自利（self-interest）的努力、求取足夠資金追求經濟發
展的本能。也有著學者、企業、非營利組織、國際組織的協助，組織農民、形成民間社會
的力量，與政府及其轄下正式的金融機構互動，爭取在制度內發展空間的作為。長久以來，
民間社會勢力對中國農村金融的改革與發展、及對農民獲得信貸（資金融通）能力的提升，
有著不可抹殺的影響力。
在中國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以農民為主的民間社會，嘗試許多不同的運作方式，在
正式金融機構不能且不願有效提供信貸資金的場域，爭取貸款的機會。其間與正式金融機
構、國家權力結構的互動，關係錯綜複雜，本文的研究旨趣在於探討在中國農村原有金融
抑制的現實環境下，民間社會勢力是如何參與農村金融發展的過程？以何種形式出現？有
何特質？有何影響力？何種模式是較為有效的模式？如何與國家政府互動、尋求突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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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組織的形式是否能繼續維持？政府以何種態度或政策對待？本文擬從民間社會力量的
角度觀察中國農村非正式金融組織之發展。吾人發現，中國在進行農村金融改革時，多從
供給面角度以增加正式金融機構的方式著手，忽略了農民的金融需求及其貸款行為多與非
正式金融機構互動的事實。透過民間組織進行組織農民，以創新的方式供應農民的金融需
求，甚至影響農村正式金融機構的運作、影響農村的金融改革政策，此一民間社會勢力的
影響力，不應被忽視。本文透過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與解釋，就民間社會勢力在農村金融發
展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及影響力，提出分析意見，並透過文獻的研究及蹲點的調查，
將目前正在運作的不同模式進行比較分析，試圖歸納民間力量在農村金融改革與發展的過
程中，可以著力、得以存續的途徑，並在中國既有鑲嵌式社會自主性的國家與社會架構的
環境中，發揮其更貼切的角色與更合適的功能。
3. 文獻探討
為了幫助農民能貸款求取生存，大陸國內與國際上已有許多的案例，呈現出民間社會
力量的參與，有學者以參與式、進入鄉村場域進行實驗，或以私有企業帶頭組織農戶民間
組織填補了正式組織無法提供服務的空缺。程恩江、劉西川主編的中國非政府小額信貸和
農村金融（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出版）
，其中介紹許多小額信貸的項目與個案，
也包括國際組織在中國的項目，對非正規金融也有介紹。主要是以小額信貸的研究為主。
文獻中也介紹許多民間借貸的例子，有的是以公司幫助農民借貸，如在廣東省惠東縣的九
華農貿有限公司，是以公司+農戶的模式幫助農民，其做法是利用公司信用為農戶提供資金
擔保，解決農業生產過程中資金短缺的問題。因此「公司為農戶貸款擔保」模式和公司通
過向銀行借貸、對農戶進行間接授信的模式相結合的創新型小額農戶貸款。其他也有許多
文獻談到一些做法，如潘朝順（2009，9：80-94）
。類似的文獻不計其數。在分析案例之時，
總是會有發展策略之建議，學者張杰建議「官方+非政府+非正式」的多元方式，鼓勵不同
市場參加者之間的競爭，而非限制這種競爭，就能形成一多樣化的農村金融體系。
民間金融可藉其鄉土社會的特徵，減少風險及減少成本。加上手段靈活、適應市場的
變化隨時調整運作方式，並善於運用正式金融機構的關係，強調其合法性以爭取民眾的信
任。其有時可發揮示範效果，並與正式金融機構形成競爭關係，帶動正式金融機構的改變、
相關行政部門政策的改變。農村金融是市場失靈的部分，必須藉由政府公共服務的制度建
構來協助，但亦需農民、農民組織或其他的民間勢力共同參與，才能發揮有效治理。文獻
中討論農村金融的發展，多是從金融學的視角，討論其正式或非正式金融機構的功能、角
色等，對於試圖幫助貧困農民解決金融渴求的民間組織，其功能、角色、可供發展途徑的
討論較少，本文擬從民間社會勢力的參與、透過不同民間組織扮演角色、功能、影響力的
比較分析，探尋可供發展之途徑。
4.
4.1

研究方法

文獻研究法：

本計畫之研究者閱讀大量的文獻，明瞭農業現代化途徑、國際上及中國大陸各地農村
治理的策略及途徑。瞭解國家及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在農業發展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
需對湖北省建始縣的發展狀況及綜合農協成立的背景及其運作章程有基本的認識。透過文
獻的閱讀，本計畫可瞭解大陸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是如何治理農村，如何協助農民處理
3

風險，使其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之運作，並有更好的生活。透過文獻研究，瞭解農村金融
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運作、角力之歷史沿革。藉由文獻研究法，讓研究者對其他經濟合
作組織之發展模式，有深刻瞭解。
4.2 預擬問題進行實地田野調查：
由於綜合農協的試點，選定在建始縣三里鄉的河水坪，本人前往該地，拜訪當地的企
業家、鄉村幹部及農民，實際詢問他們對「綜合農協」這個經濟合作組織的觀感，對農民
是否產生具體的協助？尤其是否能有效規避系統風險或非系統風險？國家的助益大或是經
濟合作組織的助益大？若無國家政策，綜合農協是有那些功能存在？若只靠國家、沒有綜
合農協的協助，對農民有何影響？國家、市場與綜合農協各自應扮演何種角色？現有的專
業合作社與綜合農協有何不同？各自的角色有何不同？對風險控制孰優孰劣？信用部成立
之需要如何？
4.3 比較研究法：
將綜合農協與其他的經濟合作組織相比較，共通性如何？相異性如何？其特殊性有助
於有效治理嗎？當市場逐漸完善、政府職能逐漸轉型，其角色及功能是否可有更清楚的定
位？相較於其他地區，建始縣綜合農協之模式，有何借鏡之處？綜合農協將有其他地區的
試點，該試點與建始縣有何同異之處？這種種議題，均可借用比較研究法來探尋答案。
5.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透過三種模型之比較，找出了一個共通的模式，型態如下：

第三方組織牽頭

資金之籌組

小額信貸之成功

由於小額信貸都不可能憑空出現，若沒有一個第三方組織牽頭，提供資金或者組
織來降低監督與運作成本，農民很難自成一樹。正因為有一組織願意成為領頭羊，提供基
礎的公共財，農民才因此願意被使動。而資金之籌組分為農民相互入股以及外來力量挹助。
農民相互入股在第三方組織監督之下(茅于軾模式)，使得農民之間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建
立起了一定的信任基礎，使得小額借貸模式能在農民之間的互相信任下運行更穩固。然而，
原本農村便已貧瘠，所以單純農戶之間的入股，其資金規模仍舊不夠，因此為了因應更大
型之農業投資與借貸，便需要外來力量之挹助(儀隴模式、河水坪模式)。如儀隴縣便是黨支
部伸出援手，而河水坪則是向州、縣人民銀行借貸。向不同機構求助資金以穩定來源，也
造成日後第三方組織發展自主性的強化與弱化。
由於有第三方組織提供場域來提供資金與降低成本。場域建立之後，農民自然會加入。
但農民加入之後，除了自身之互動力量之外，還有國家與市場力量的衝擊，而農民會受哪
種力量之影響取決於一開始第三方組織之角色。如四川儀隴模式由國際組織牽頭，茅于軾
模式是藉由黃個人聲望；河水坪的綜合農協則是透過民間之學者、非政府組織及黨組織之
合作。在在顯示，農民難以自己自我組織，一定需要一個外來的力量幫助。而這第三方組
織決定是國家的介入或是完全的市場化，也決定了農村民間團體未來的發展機會。
中國農村金融領域的結構中，民間社會力量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其與國家的關係，
展現出鑲嵌式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這些互動展現於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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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農民參與發展圖
第三方組織

建立
參與

場域
提供資金、降低監督成本
農民
國家力量

市場力量

經濟參與
自發性的公共參與

經濟參與
被動性的公共參與

第三方組織的背景雖然各異，但當這些組織建立起農村借貸組織之後，借貸組織便成
為了一個角力場所，原本籌建的第三方組織是想當然爾的組織控制者，但國家力量卻會或
多或少的試圖涉入。農民雖然也會進入這個場域之中，但是因控制組織的不同，而農民的
自主性也有很大的彈性。若在這場域中是國家力量勝出，雖然能夠促動農民經濟參與，但
是借貸組織在國家的控制之下，農民對該組織便失去當家作主的機會，即便有相關社區事
務需要討論，農民也被動性的進行參與討論，做為樣板。但若場域之中市場力量較佔上風，
則借貸組織基本上便是完全民間自治，雖然以 UNDP 在儀隴模式的發展並未能促進農民的公
共參與，但是借貸組織的完全自治仍為未來發展民間公共參與留下一個較佳的環境，預期
河水坪模式能成功的利用市場力量造就了一個經濟與公共參與兩相宜之環境。
河水坪模式雖然表面上走正式管道向銀行體系借貸，並且自發性地籌辦許多農村社區
活動，但在中國大陸社會主義社會中，綜合農協能做這麼多事情，中共官方在相當程度是
呈現默許的態度，即便國外 NGO 所發展之借貸組織也是如此，呈現國家與社會相互鑲嵌。
但是，政府默許不插手，這在中國大陸特殊的政治體之中，不啻是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環境
供組織發展。並且，從發展的歷史經驗看來，農民若是單兵奮鬥，只靠政府，勢必難以走
出困境。目前看來，透過第三勢力，結合農民，讓其發揮社會之自主性，應是最好的運作
方式。它雖有其弊端，但仍將使農民獲益。加強對第三方的監管，將可改善弊端。
在執行 98 年度研究計畫期間，預期「綜合農協」之信用部會在總幹事領導下工作專
班之努力之下如期成立，在 2009 年 8 月之訪問期間，也浸淫在領導班子的規畫與理念之中，
十分看好此一新生的民間社會團體，並對其寄予厚望。在此預期心理下，並參照文獻，寫
成會議論文，論文僅著墨於「綜合農協」參與農村金融、籌組信用部成立的構想與預期，
予以分析，並與其他模式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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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空間之隔閡，無法長時間近距離觀察「綜合農協」之運作，後來透過側面消息，
得知預期成立之信用部遲遲未成立，原本整個之領導班子全部更換，原來招聘之總幹事離
職，後由理事會重新徵聘擦擦坡村之村委會書記擔任，並增加鄉政府之試點辦主任，領導
班子之治理結構，原本的治理結構，從一較單純的「民間社會團體」角色，轉變為有政府
角色之介入。這些觀察及分析，勢必將成為 99 年度研究計畫之核心。之所以能知道綜合農
協運作之細節，是因本人在當地已連續蹲點三年，才能對此新生事物之產生與運作，有近
距離的觀察。更由於預期的治理結構，在執行過程中，屢有轉變，且因環境變數太多導致
型式多變，不是某一模式所能概括，使得持續之蹲點成為研究之必要條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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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大陸調查研究之過程
研究議題之背景
借用財務學的觀點，吾人將農民的風險分為系統風險（System Risk）和非
系統風險（Non-system Risk）兩種。系統性風險通常是由整體政治、經濟、社會
等環境因素造成，如政治環境、社會制度及景氣波動等，使整體農業受到影響，
因此系統性風險為無法規避的風險，是無法藉由分散化經營來消除。非系統性風
險則是個別農民獨有的風險，農民收入會因生產經營管理，財務或意外狀況影
響，例如：市場判斷錯誤、產品種植失敗、自然災害等特殊事件。非系統風險可
利用分散經營方式或保險加以規避。由於系統風險與整個社會及市場的波動相聯
I.

繫，因此，無論農民如何分散投資，資金都無法消除和避免這一部分風險，必頇
由政府加以協助解決。而非系統性風險則應透過市場誘因及集體保險加以解決。
由於解決系統性風險是國家之責任，因此當前中國大陸政府在推動經濟發
展的同時，更是汲汲營營地以制度及相關政策協助農民規避風險，近年來更是以
建立農村金融體制、協助農民建立相關的保險機制，以及在生產佈局方面企圖做
好分配、流通的工作，以正式制度幫助農民做好風險分散的工作等等，這些企圖
心，可由近期中國政府所推動的「三農」政策略窺一二。2008 年，本人曾獲得
政大的研究經費、並參與「中國農村」的研究團隊，便著重在「三農」政策執行
的面向作更深入的探索與歸納。由於 2008 年是研究團隊第一次到建始縣，在人
生地不熟的情況下，我們大多是在縣城訪問政府幹部，僅從政策面瞭解中央或地
方政府如何協助農民處理系統性風險。藉由 2008 年的調研，豐富了我大陸實地
研究的經驗，並順利申請到 2009 年的國科會專題計畫。
其實，在 2008 年調研的基礎上，研究議題還應有第二個面向，即要探索農
民是如何採取理性的行為去排除其所面對之非系統性風險？如何做取捨？在國
家的政策協助與農民切身需要之間，是否有任何落差存在？其中，由農民自發組
織的經濟合作組織能扮演怎樣的角色？該研究原想藉由蹲點研究，實際觀察比較
在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的環境下，政府與農民是如何互動？農民如何做其規避
風險的理性選擇？但因 2008 年的訪談，較少接觸一般真正的農民，所以在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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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中，農民理性行為部分的訪談是欠缺的。
2009 年調研之研究問題
由於獲得 2009 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本人在 2009 年的暑假再次前去建始
縣，此行調研的研究問題，是 2008 年的延續，只是更加聚焦在「綜合農協」這
個社會組織。探討綜合農協如何在地方治理的過程中，成為政府協助農民處理風
險之中介組織。
今年我們再次到建始縣時，從第一個晚上（8 月 2 日）開始，我們就下到鄉
鎮（河水坪地區），透過英語夏令營的進行，我們住進農民家裡，直到 8 月 14
日晚上。英語夏令營的活動，幫助我們拉近與農民的距離，並贏得當地農民的敬
重。也讓我們可以在課後走進農民家裡，一方面訪問農民，一方面就近觀察「綜
II.

合農協」之實際運作。
綜合農協成立於 2008 年四月，由湖北省建始縣、中國社科院等三個團體在
三里鄉河水坪所組成的試點，鼓勵農民自辦(1)農業推廣；(2)農業金融；(3)購銷
經營；(4)農村文化、醫療衛生、老年福利及救濟事業等。此新生組織產生的原
因、特質及其效能如何？是本次研究的主要重點。本研究計畫擬透過實地拜訪當
地政府幹部、企業及小農戶，觀察研究「綜合農協」的運作，探討此合作組織如
何協助農民規避風險，尤其是當政府的公共財政、農業金融、農業保險等制度更
加完善之後，經濟合作組織可扮演何種角色與功能，以成為農村治理的有效途徑。
另外，並想以比較研究的方法，將三里鄉河水坪之「綜合農協」與建始縣
其他不同鄉鎮（如花坪、官店等）、不同村落經濟合作組織做比較，觀察組織運
作之不同，是受經濟發展水平因素影響？地區因素影響？產業因素影響？資金因
素？人力資本因素？或是與地方政府互動關係的影響？
行前，本人就將本研究訪談的對象及提綱寄給建始縣對口單位的人員，本
人預先的計畫如下：
一、訪談地點與對象：
本研究擬訪問建始縣政府及主管農業、財政、金融、保險業務的相關官員、
新農村辦公室主任、三里鄉河水坪農民、綜合農協之總幹事及相關人員、以及花
坪鄉、官店鎮等不同村落的幹部與農戶
二、訪談提綱
（一）不同地區之農民（一般農民、村長、村書記）
A. 一般農民
1. 金融危機下生活因應之經驗談（如：家電下鄉政策如何受惠？）
2. 對國家提供的財政支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農村義務教育免費、醫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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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養老保險等等財政政策的切身感受，何者受惠最多？
3.

4.
5.
6.
7.
8.
9.

是否有過借貸之經驗？為何借貸？向誰借貸（是正式管道或是非正式管
道？）如何借貸（有無抵押擔保品？利率？）？成功或失敗？原因為何？人
際關係之運用如何？
比較常去的金融單位是國有或私營機構？是去存錢或去貸款？提供的服務
是否滿意？
生活中最常面對的風險為何？如何解決？
是否有領過扶貧補貼？數額多少？有多少作用？
是否參加保險？投保的公司是私營的或是國有的？有否多重選擇的機會？
有無出險記錄？是否滿意保險公司的服務？
是否有加入專業合作社的需要？獲得那些幫助？對資金的融通有何幫助？

10. 是否聽過「綜合農協」的名字？是否為其會員？
11. 與「綜合農協」互動的經驗為何？有何特別之處？
12. 是否因參加綜合農協而想退出其他的專業合作社？
13. 是否曾經有過想要創業的念頭？成功或失敗？資金獲得的難易是主要的因
素嗎？
B. 村長或村書記
1. 村落的特色（人口、經濟發展水平、只有農業或是多業經營、可耕地、重要
資源為何？集體企業比重？私營企業比重？）
2. 村領導產生的途徑：任命或選舉？擔任此職務最重要的原因為何？
3. 村領導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年齡、生活狀況、從事農業或他業
4.
5.
6.
7.
8.
9.

是同一人或是不同人任不同職務？
與地方政府互動的經驗？
是否有集體企業？如何管理？
領導期間執行政府政策之經驗談：最成功的或最困難之處
中央財政撥款經費到位情形：何種項目最準時？何種項目較慢？
該村落繳交稅費之情形（農業稅免徵後之財政狀況）。是否有負債？如何籌
資使村務運作？

（二）農民企業家
1.
2.
3.
4.

企業的性質（國有或私營？個體戶或集體企業）？資金來源結構？經營狀
況？資金規模？企業家的年齡、教育程度、生活狀況等等
與正式的金融機構來往經驗：如何安排交易（直接或透過中間人）？條件如
何（利率、金額、期限、擔保品、償還計畫）。如果沒有，原因如何？
與非正式金融機構來往經驗：何種方式（朋友、親戚、同事、鄰居、高利貸、
當鋪、信貸互助會）？
資金取得難益的經驗談：提高自己可以獲取信貸額度的策略（登記為集體企
業？與相關單位培養關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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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農業轉型為多業經營的過程及經驗分享

企業家本身過去職業的經驗背景（退休幹部？轉業背景？是否有行政幹部認
識的交情）？對資金的取得有那些幫助？經營團隊中是否有政府幹部？
7. 在經營企業過程中，曾經面臨那些經營風險？是否曾接受政府官員或政策制
度的協助而規避某些經營風險？成功或失敗之經驗？
8. 在所面臨的經營風險中，對投入的資金有何影響？如何解決？
9. 是否有加入專業合作社的需要？可獲得那些幫助？是否有助於資金的融
通？
10. 是否聽過「綜合農協」的名字？是否為其會員？
11. 與「綜合農協」互動的經驗為何？有何特別之處？
12. 是否因參加綜合農協而想退出其他的專業合作社？
6.

13. 您認為，國家政策制度對企業經營的幫助大或是經濟合作組織的幫助大？
14. 有那些協助是不能靠國家、只能透過「綜合農協」而獲得？
15. 若只靠國家、沒有綜合農協的協助，對企業經營有何影響？
16. 國家、市場與綜合農協各自應扮演何種角色？
17. 現有的專業合作社與綜合農協有何不同？各自的角色有何不同？對風險控
制孰優孰劣？
（三）金融機構：聚信擔保公司、保險公司等
1. 公司的經營狀況（國有或私營？公司資本額？客戶數目？佔當地企業的比
例？獲利情形？）與政府部門的互動？
2.
3.
4.
5.

公司營運項目？如何尋找客源？開發市場？經營策略？
公司營運目標？如何達標？
公司營運績效如何受政策的影響？
公司經營團隊的教育背景、與地方政府的關係？

（四）三里鄉河水坪「綜合農協」總幹事
1. 綜合農協發展過程與進度
2. 成立以來，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3. 將綜合農協與其他的經濟合作組織相比較，共通性如何？相異性如何？其特
4.
5.
6.
7.

殊性有助於有效治理嗎？
當市場逐漸完善、政府職能逐漸轉型，綜合農協的角色及功能是否可有更清
楚的定位？
相較於其他地區（花坪與官店），河水坪「綜合農協」之模式，有何獨特之
處？
綜合農協是否繼續建立其他地區的試點，該試點與建始縣有何同異之處？
與黨組織、新農辦、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為何？是否有可能扮演監督政府執
行單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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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訪新農村辦公室主任
1.
2.
3.
4.

農民收入及生活改善程度？
農民外出及回鄉的變化
中央政策執行之甘苦談（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扶貧、農村義務教育、醫
藥衛生、社會保障推動等等）
最能協助農民處理風險之制度政策為何？這些政策是中央主導或是地方自
主而形成的？

（六）訪縣政府官員談財政、金融、保險政策
1. 建始縣的財政狀況？歷史債務處理方式與效果？
2. 近年來，建始縣政府如何循正式制度途徑（如財政支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

3.
4.
5.
6.
7.
8.

化、農村金融、農業保險等）協助農民處理風險？各項政策的創新、推動執
行、成效與困難為何？
中央財政支農政策是否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影響為何？如何解決？
金融海嘯對地方經濟的影響為何？如何因應？因應之成效如何？
原有的基礎建設進度如何？經濟效益如何？
地方上的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結構比例的變化？是否有扶持私營
企業增長的計畫？政策內容為何？
目前，何種產業或是企業可以接受政府政策的補貼？為什麼？
地方政府在制訂政策方面的自主性為何？

貳、 研究成果
1.

2.
3.

4.
5.

中部地區的農民懷念毛澤東勝於鄧小平，在家中懸掛毛澤東肖像，並感覺在
毛澤東時代，農民的地位還不差，與城市相比，生活的差距不大。但在鄧小
平時代，城鄉差距差異的感覺加大，眼見城市大幅發展躍進，但農村的發展
卻是僅達到溫飽水準。因此，對鄧小平的感念，不若毛澤東強烈。
中部地區農民的組織意識較為強烈，在調研訪談過程，大多表示願意支持農
協的成立。
出外打工的農民，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本。因為他們見識過城市發展
的經驗，領教外地農產品的價格（見過世面、接受外界的刺激），回鄉後經
過反思，要求綜合農協扮演組織的角色，領導農民的組織活動，以求達到規
模經濟的效應。
當地一般的農民仍在自給自足的階段，一年殺一次豬，並以臘肉的方式保存
肉品，故當地居民日常較多吃臘肉少吃新鮮豬肉。
雖見家家戶戶都在整修房子，但整修房子所需之經費，均是將出外打工的錢
積攢到一定程度才進行整修房子。由於感覺農信社貸款的利率太高，均不想
向農信社貸款來修建房子。只有因遷村政策影響下的農民，因必頇迅速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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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整建房子勢在必行，在急需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辦理貸款。
農民企業家因投資需求向農信社貸款。也有農民企業家自組資金互助合作
社，自籌資金來源。經訪談得知，由於某專業合作社之總經理曾是供銷社的
幹部，任職期間曾因信用問題遭質疑，無法從農信社貸款，故必頇自行籌組
資金互助合作社。
7. 據訪談得知，綜合農協擬於 2009 年 9 月與湖北人民銀行合作，將在河水坪
成立信用部。但本人認為，如果照當地農民目前甘於自給自足的消費模式，
綜合農協的信用部對農民就不會有大的助益，農民並不需要綜合農協的信用
部，一般鄉村的農信社已夠農民使用。
8. 綜合農協成立信用部，是想參照台灣農會的方式，期望以信用部經營的利潤
能成為農協收入的來源。農協若要經營信用部，需要引導農民投資的意願、
6.

9.

尋找適合投資的項目、建立市場模式
投資是有風險，不是穩賺不賠，農協本身因投資便面臨風險。其工作專班的
同仁需要有金融專業知識，並在湖北人民銀行的指導之下，進行投資規畫。

如何籌募投資的資金來源、如何選擇投資項目、投資績效如何、如何說服農
民願意進行投資、並有風險意識等等，均將是綜合農協所要面對的課題。
10. 「綜合農協」的組織發展，與原有的黨部系統、行政系統還在磨合的過程。
農協是否能保存其民間組織的性質，是值得觀察的。2009 年時，是由縣試
點辦主任參與農協各方面的活動，但從建始縣政府至河水坪地區，畢竟有段
距離，所以縣試點辦能發揮多少功能，值得注意。
11. 此次訪談對我個人研究的意義: 一是獲得與大陸中部地區農民、學生相處之
經驗，二是這些具體訪談經驗成為日後研究比較的基礎，如城鄉、兩岸、生
活品質之比較等等
參、 建議
1.

2.
3.
4.

進入農村的機會，獲得不易，此關係線值得持續建立，日後應妥善利用，鼓
勵研究團隊持續帶著議題進入農村，或者繼續以建始為基點，持續追蹤；亦
可開拓另外的調查點以供比較之用。
以開放態度面對農村，不預設立場，才能獲得最真實的事實。
禮貌詢問過後就可拿出筆記本做記錄，以免日後忘記訪談記錄。
由於訪問時需要問問題，又需做記錄，常被分心，許多預設的問題按部就班
地詢問，下次若有機會再來，爭取帶個學生助理協助做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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