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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農業環境公共財（如生物多樣性、涵養水源、減緩氣候變遷、維護
農業地景等）乃農民於利用農地過程與所處鄉村環境、整體社會、
生計生活交互孕育而生。故為獲取更多的農業環境公共財，勢須集
結同一地區農民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展開集體行動方能致之。其次
，現今鄉村地區面臨人口外移、老化、平均勞動生產力偏低、整體
公共服務水準低落等問題，使鄉村發展衰退，故為解決此問題
，OECD建立新鄉村典範，強調宜納入與整合各方的投資，展開公私
協力與集體行動。
       基此，本研究挑選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臺中市霧峰區、花
蓮壽豐鄉豐山社區等案例，因其皆面臨鄉村發展衰退問題，故參與
政府所推動的農村再生政策，執行農村再生計畫，或支持政府的農
地利用政策，推動成立農業相關專區（如農業經營專區、作物集團
栽培區、休閒農業區等），期能促進鄉村發展，維護農地資源，提
供農業環境公共財。
       因此，本研究將以集體行動、OECD 新鄉村典範為理論基礎
，探討如何藉由集體行動，保護和改善農地環境，及促進鄉村的永
續發展。具體而言，選擇上述3個案例，探討其農村再生計畫、農業
相關專區及有機或友善農業推動與執行的集體行動過程中產生之效
益、課題分析，其是否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關鍵要素或新鄉村典範
的核心要素，最終提出農村再生與農地利用政策的改進建議，研擬
促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則，並釐清其農村再
生計畫與新鄉村典範之理念異同，兼論新鄉村典範於台灣的適用性
。

中文關鍵詞： 農地利用、農業環境公共財、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農村再生、
農業相關專區

英 文 摘 要 ：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is provid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entire society, and household while farmers utilize
farmland. Therefore, in order to gain more agri-
environmental goods, agents based on individual farmers
start to collectively associate with farmers and
stakeholders in the same region. Besides, nowadays rural
areas are facing problems of population emigration, aging,
average labor force productivity decrease, entire public
service standard downward, and so on that force rural area
decline. Therefore, OECD establishes new rural
paradigm(NRP) to solve above problems of which emphasiz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also contain and integrate
investment from each sectors.
Under the above consideration, this study picks Sanxing
Community, Shigang Community, Tafalong Community, and
Fenshang Community as study cases which are all facing
rural area decline so that they all join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Four communities support government’s farmland
use policy to establish Agricultural Operation Designate



Areas where four communities’ residents wish to advocate
rural development, preserve farmland resources, and provid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Thus, this study selects the four communities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running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and
Agricultural Operation Designate Area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OECD’s New Rural Paradigm.
This study is going to clarify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and
OECD’s New Rural Paradigm as well as analyze if OECD’s
cases have key factors to make collective action
successful. Eventually,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and farmland use
policy, formulate strategies and regulations for providing
agricultural related public goods by collective action, and
also expound the adaptability of NRP to promote in Taiwan.

英文關鍵詞： Farmland us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collective
action, new rural paradigm, rural regeneration,
agricultural operation designa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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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頁 

壹、 前言 

    本整合型計畫係以探索二十一世紀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行動研究為總標題，

所依據之議題、研究主題，包括：（1）H.永續治理—H.2.國家與地方之良善治

理、制度量能提升、與相關政策工具之研究；（2）I.永續資源與環境保育—I.1.

農地利用與城鄉農業發展、I.2.原住民區域資源管理研究。有關本整合型研究之

總體目標、整體分工合作架構，說明如次： 

一、 總體目標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致使台灣的環境劣化與自然災害的問題頻仍，為紓

解此困而轉向永續發展，整體國土規劃與土地使用政策需要重新縝密地檢視。

人們應該思考如何藉由國土規劃以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重新建立具制度性的

環境規劃架構、城鄉治理內涵及永續發展規劃的藍圖範本。因此，為邁向永續

發展，則國土規劃應開展新的環境典範。本整合型研究計畫團隊業於 102－105

年執行三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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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未來新的環境規劃典範應包含互動式規劃（ interactive 

planning）及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兩個核心概念，著重於公民社會裡民

主和公平的參與，藉由當地自主、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更能處理在地問題」的

結論，並認為應於此一脈絡下，接續就整體國土治理策略面向，進一步探討更

為具體的環境規劃、土地利用實質內涵，並針對農糧、能源與水資源所面臨的

空間及環境規劃共同課題，探討其制度設計與操作方式，嘗試建構制度與決策

平台之具體改善建議。 

    此種制度與決策平台之建議，並非價值全然開放的系統，而需要一定方向

之指引。就此而言，衡諸此氣候變遷時期國土利用所面臨之挑戰，以建立不懼

怕災害且能快速回復之韌性城鄉為極重要之核心，藉以維繫國土作為生活、生

產基礎載體功能與國民生存之機會。本於此一考量，本整合計畫乃以韌性城鄉

為全計畫之主軸，嘗試探討以韌性城鄉為出發點之環境規劃新典範，並藉以審

視我國相關法制。 

    在環境規劃典範方面，過去由於受到經濟效率及科技決定論兩大思潮的巨

大衝擊，在二次大戰結束之後，不少規劃學者認為規劃理論的重點應該是以訓

練技術人員為主，研究重點應著重於可見的事實（fact），而與政治及社會有關

的價值觀（value）應該儘量少去觸及，因為它們無法經由規劃者所建立的模式

予以衡量（Harris, 1960）。效率因此成為規劃工作者最重要的準繩，也唯有如此

才算是理性的規劃。Martin Meyerson與 Edward Banfield（1955：314）認為一個

理性的規劃者在做政策決定時，可以事先獲得所有的資訊，並且知道所有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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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途徑；此外，一個理性的規劃者也可以清楚的認知所有問題的解決途徑

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及後果；最後，一個理性的規劃者將可以根據他的價值判

斷（如效率）來選擇最好的途徑。至於理性規劃者的主要任務則是幫助市場的

運作，因為在一個民主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市場對於都市設計及都市結構的影

響遠比政府還來得重要（Meyerson, 1956）。 

    然自 1960年代開始，許多學者及實務工作者對於上述傳統的理性規劃思潮

卻迭有批評，並且提出不同的規劃理論。例如 Paul Davidoff（1965）就特別重

視公民在規劃過程中的民主參與，他認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公民應扮演

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規劃的過程中不應把民眾排除在外。他主張政策的制定

通常是一個主觀的價值選擇，而不是猶如經濟學者所謂的客觀事實的認定。因

此，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選擇的權力應該是保留在民眾的手裡，也唯有經由民

主的參與才可以促進理性目標的達成。他提出了倡導規劃的概念（Advocacy 

planning），建議規劃者必須幫助民眾參與，並應特別協助那些無法參與的弱勢

團體及少數族裔，賦予地方社區住民對於未來發展的相對自主權，開放且公平

參與的權力結構，不再完全倚賴於技術及權力菁英的指揮，可謂是倡導式規劃

的主要重點。 

    在 Paul Davidoff之後，John Friedmann（1973）也提出了類似的接觸式規劃

理論（Transactive planning），他指出規劃的工作往往僅是由技術人員來完成，

這使得具有專業技術知識的規劃者與擁有生活及實務經驗知識的被規劃者之

間，形成了一條鴻溝，二者之間無法進行有效的溝通。面對這種情事，

Friedmann認為規劃者與被規劃者之間的關係必須做結構性的調整，他指出規劃

者與被規劃者必須多進行對話，經由這種對話接觸，彼此將可以交換知識，相

互進行學習，然後一起將知識轉化為行動。Stephen Grabow 與 Allan Heskin

（1973）也頗同意上述觀點，彼等認為以經濟理性為主導的規劃模式是一種權

力集中、菁英式，及反對變遷的保守規劃型態，並大力批評理性規劃學者所堅

持的科技及客觀的理念，更要求更改這種規劃模式，將規劃的權力分散，轉交

真正以促進人類發展為主軸的社區及社會。而 Robert Beauregard（1978）也從

類似的觀點來批評理性規劃模式，認為規劃專家所主張的專業技能及追求效率

的考量，主要是用來維持現有的權力結構及保障特權，因而認為現有以科技及

經濟專家為主的意識型態，及規劃者與政府之間的關係，都必須全面地重組。

規劃理論在價值的選項方面，公平的考量必須取代效率，並且著重於社會分配

的正義。 

    另外，為了追求一個民主的規劃過程，幫助民眾直接參與，John Forester

（1982）繼而提出進步式規劃（Progressive planning）的理念。他藉由 Steven 

Lukes（ 1980）所述「權力三面向」的理念，指出規劃過程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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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往往因政治及經濟等結構性因素而被扭曲，在這種情況之下，

規劃者的主要任務即是要避免這種情事的發生，讓民眾能夠接觸到正確的資

訊，瞭解政治經濟不公平的結構關係，如此一來，才能夠賦予民眾批判的力

量，而真正的民主規劃過程才有可能達成。Forester 深受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的影響，認為過去以科學為主的化約方法根本沒有辦法解決複雜的

社會問題，因此進一步指出，唯有透過用心的溝通，並仔細傾聽民眾所講的故

事，才是規劃的主要內涵。因此，規劃理論的主要內涵已經由過去所強調的實

質規劃，轉變為重視溝通對話過程，即規劃被視之為交互主觀、互相學習的辯

論過程（Healey，1996）。 

    由此觀之，規劃理論正處於一個典範交遞的年代，論者習以「現代化」與

「後現代化」相稱（Beauregard, 1996; Healey, 1996）。以往的主導者—理性規劃

模式已經受到相當大的質疑，因為長久以來侷限於科技及經濟理性的觀點已經

變成一種支配霸權，它將許多其他的重要想法，如道德、公平、正義、審美觀

等，皆排除在外，認為彼等不值得人們眷戀，唯有建築在科技及經濟理性之上

的行動才代表人類文明的進步。在這種追求進步的理念之下，資本的重要性往

往凌駕於對人類及環境的關懷，規劃理論的重心反而是以促進經濟成長及競爭

力為主要的考量。如今，這種建基於對於現代化理念追求的規劃理論正面臨了

相當大的挑戰，人們已不再相信理性規劃模式是規劃理論唯一的判準，溝通規

劃理論反而成為規劃理論的主要典範。 

    進一步言，傳統的土地規劃採用理性規劃模式，通常是由規劃者採取「科

學」的方法，來決定土地使用的分派，其基本邏輯係建基在客觀理性的意識型

態之上，強調規劃者及其所採用的規劃技術或工具，具有客觀或中立的可能

性，因此符合理性及科學的準繩，也因此規劃所得結果是值得信賴的（Taylor, 

1998; Allmendinger, 2002）。我國現行土地利用規劃亦大致採取此一規劃邏輯，

這樣的規劃方式也被視之為「由上而下」的方式，亦即由規劃者或規劃機關透

過一定的「理性」程序，對於規劃地區進行規劃。在操作這些程序中，規劃者

通常是建立一些可以量化的指標，再將這些指標用作土地使用分派的依據，在

這樣的規劃方式下，只要有資料輸入即有結果產生，這對決策者而言，甚為方

便。因此，在 1970 年代以前，理性規劃成為土地利用規劃的標竿。但是，這

種規劃方式很容易產生「垃圾進、垃圾出」的問題，而且在現實的社會狀況

中，許多的元素無法量化，諸如農民對於土地的感情等。此外，理性規劃乍看

似已建立起一套科學化的標準，使得規劃者不需深入瞭解規劃地區，特別是地

方民眾的想法，也能夠做出「科學的」規劃，結果往往不能符合地方真正的需

要與期待，規劃的實踐自無可能。 

    由於缺乏與地方居民溝通，理性規劃可能產生的結果與地方期待嚴重的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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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特別是，理性規劃經常忽視弱勢團體的利益，因此規劃者引用德國社會學

家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作為規劃理論的依

據，此即形成溝通式規劃（communicative planning）。基此，規劃者不再只是資

料的收集與分析者，或在計劃室內傳達公文而已，其每日的工作是徹底的傾聽

與溝通，其對象除了有權力的開發者以外，還包括那些較少權力者或邊際團

體，規劃者必須積極地保護所有團體的利益（Forester, 1989）。此意味著，規劃

者有責任促進民主與參與的規劃，且對於地方所有民眾的意見都必須傾聽、傾

聽、再傾聽。 

    溝通式規劃使規劃者由技術專家變成溝通者，也使國土計畫在實踐的過程

上，由過去的「由上而下」走入真正的「由下而上」，此即規劃者或者政府在規

劃的心態上，必須由「為民眾規劃」，調整為「與民眾一起規劃」，甚或是「由

民眾規劃」。在 1990 年代以後，這種規劃方式已經在社區（community）層級

的規劃中，甚至在地方發展的策略上，獲得了實踐性的支持（李承嘉，2005）。

本研究計畫採取溝通式規劃為主軸的原因，不僅在於「由下而上」的規劃已經

成為主流，在規劃的空間層級上比較適合溝通式規劃，更重要的是此種規劃模

式能與本計畫採取的「需求導向」策略銜接，透過徹底地溝通正可以傾聽，並

瞭解農民的觀點，落實以需求導向達到保存農地的目的。 

    惟迄今我國國土空間規劃之理念，往往將環境規劃放在較小尺度（開發案

等級）考量，鮮少將之置於都市計畫、區域計畫，甚或全國國土之尺度思考；

然而面對氣候變遷帶來應對與調適的需求，其反映在整體國土空間治理上，凸

顯於不同尺度之上皆有考量環境元素之必要性，而無論韌性城市、水資源與農

糧供應之維護或改善，在在皆無法與環境規劃割離。因而，本整合型計畫延續

前述執行中三年期計畫所建立的基本價值、政策方向，進而轉為更具體之環境

規劃面向研究，並側重韌性城鄉要求下，在「永續資源與環境保育」、「環境治

理」，以及「生態系服務」、「水資源管理」、「水、糧食、能源安全之鏈接整合研

究及關鍵知識網絡建立」等議題論述，以為銜接。 

    然而，環境規劃之進行，其是否能夠體現符合應對或調適氣候變遷課題之

內容，實須由兩方面提供支持，方足以致之：（一）對於環境規劃不同尺度，能

夠建立實質性、內容性規劃原則與指示方向，如生態、環境資料調查、生態系

能量流動研究等等；（二）需要建構足以支持此種環境規劃，並能達到有效控管

規劃成果之制度。前者主要涉及環境規劃成果實質內容之合理性與妥當性，而

後者則涉及規劃行為的控制和規劃結果之執行，皆屬於環境規劃的行動面研

究，俾提供未來環境規劃相關程序、制度建置的建議。 

    為能達到上述目標，本整合型計畫將側重於整體國土治理具體制度之檢

討，尤其是針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動態性衝擊，亟需慎思如何建立更能及時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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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順應之國土治理制度，以及如何使此制度針對上至國家下至社區之不同尺度

單元、來自不同公私部門的需求充分予以考量並具體落實，以利深究氣候變遷

之環境規劃課題，就此共同建構完整之環境規劃行動面策略。換言之，本整合

型研究將分別由各子計畫針對氣候變遷反應最為敏感之農糧、能源、水資源課

題進行具體研究，探尋其於制度設計上需特別注意或配合修正之處，以資回饋

於基礎制度研究之各子計畫，並藉由資料庫與決策輔助系統建置，提供各子計

畫所需量化數據或圖層，俾便提升整合型計畫研究成果之一體性與完整度。 

    此外，本整合型計畫除延續前引 102－105年計畫對於德國相關制度之研究

外，未來在國際交流與合作方面，將由德國擴大至英國、美國或其他國家，藉

以提供多元的制度與體系思考面向，並嘗試將成果直接回饋予相關政府機關，

以供參酌。 

二、 整體分工合作架構 

    基於上述考量，本整合型計畫將分為三個任務群組，針對：（一）、整體制

度性檢討分析，（二）、農糧、能源與水資源特定課題檢討分析，及（三）、資料

庫與決策輔助系統建置等議題，由各子計畫協同合作執行研究，其分工架構概

述如下【圖 1】： 

(一) 整體性制度檢討分析： 

    第一組子計畫之功能設定在環境規劃運作之基本、共同運作機制研究與制

度設計，係植基於擬探討之環境規劃課題，其界定、分析與解決方案皆有賴於

一定行動之推進；其中絕大部分的行動，不是藉由國家機器透過公權力遂行，

即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公私合作，此皆難以完全脫離法制規範的限制，故這些行

動仍須回歸到法制面予以討論。基此，第一組子計畫係專就環境規劃基本價值

設定與原則建構、國土層級及廣域性（如地方區域計畫規模）規劃體制、私部

門（尤其是 NGO）角色和參與機制、社區層級操作方法與可行工具進行研究，

以求完整涵蓋上下（由國土至社區）、原則至工具及公私部門等層面。第一組子

計畫亦可提供基本制度原則與框架，以便第二組子計畫針對農糧、能源與水資

源進行研究，並向第三組子計畫提出資料庫與決策分析模型之空間資訊需求，

並就空間資訊如何轉換於制度面向運用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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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糧、能源與水資源等特定課題分析： 

    第二組子計畫分別就各該領域（農糧、能源與水資源）特性研提亟待解決

課題或是特有解決方案，除援用第一組子計畫所提供制度基礎原則進行探討

外，並將各特殊領域問題或現象回饋給第一組子計畫，並自第三組子計畫獲取

所需資訊，或提供需求項目協助第三組子計畫建置支援系統、進行空間圖資分

析，以利第二組子計畫進行特定問題之研判或研擬對策（如風機安全距離造成

風場整體利用改變之空間分析）。 

(三) 分析與決策支援系統的建置： 

    第三組子計畫致力於研究所需相關基礎資料庫之建置，或是建立分析與決

策之模型，除針對第一、二組子計畫需求並提供相關資訊給予協助外，並得提

供所搜集的生態、空間資訊以為應用。 

 

【圖 1】三項功能分組間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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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地方政治、新公民運動、與農地保護之研究（I） 

一、 研究目的 

    我國國土範圍內，非都市土地的農牧用地佔據了非常龐大的面積，如何維

持農地農用及保護優良農地的品質，乃是台灣尋求永續環境發展典範的重要課

題，尤其是當「農業多功能主義」已逐漸成為國人共識之時，如何肯認農地的

生態、環境、景觀、文化等多元價值，並確保農地農用，乃是相關土地規劃、

土地政策、及法律制度必須努力達成的目標（李承嘉，2012）。對此學術界已經

有許多的相關論述，而農委會也已標舉「農業多功能主義」為施政的目標，並

不斷地宣示要保護珍貴的農地資源。其實，不論是區域計畫體系或是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法令，長期以來，原則上幾乎都是嚴格禁止農地轉用及違法使用。 

    惟多年以來，我們看見的卻是農地不斷地遭致轉用為非農業使用，例如包

括別墅型農舍的不斷興建及非法地下工廠散佈於農田當中等，縱然現行非都市

土地管制法令非常嚴格，也相當的繁多，卻依舊無法阻止農地的變更使用，這

是為什麼？因此，非常值得思索的是，關鍵的問題是因為我們缺乏健全的土地

計畫嗎？當學術界及行政界皆已經提出諸多的計畫與管制措施，為什麼還是無

法發揮效果？當縣市政府都不願意認真執行相關的管制規定時，請問，再多的

計畫及制度規範有可能禁止台灣農地的轉用及違法使用嗎？而這是否為「環境

不正義」的現象？若是，那要如何導正這個問題？然而，在那些都是以農業生

產為主的鄉鎮，我們也看見有些鄉鎮很努力的想把農地保留下來，但是卻依舊

無法達成目標，要如何依環境正義理念來建構非都市土地的計畫與管制制度，

並確實能夠執行？ 

    以往對於農地的變更使用主要是將其歸因於缺乏健全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制度，但本研究計畫嘗試要突破這個傳統的觀點，主張土地使用管制乃是地

方政治的範疇，目前土地管制之所以無法發揮應有的功用，其主要的原因乃是

地方政治出現了嚴重問題，造成了環境不正義現象，這使得非都市土地管制出

現了嚴重的偏差，無法發揮作用，因此，欲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是由政治面向

來著手，回復環境正義，由此建構良善的制度與政策，並能夠確實來執行，而

這也就是規劃學者  John Friedmann（1969）所稱「行動規劃理論（action 

planning theory）」的主要重點，即是否能夠確實執行乃成為規劃理論的重點。

本研究計畫將著重於台灣地方政治的探討，及近年來由許多非政府組織所倡導

的環境正義運動（或稱新社會運動），例如為了保護宜蘭優良農地，倡導停止興

建農舍，「守護宜蘭工作坊」舉辦了許多的行動；又如近年來的重要農團組織

「台灣農村陣線」透過實際的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對政府產生壓力，進而

改變或創新相關的政策與制度，達到保護農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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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計畫並進一步主張土地使用管制乃是地方政治的範疇，目前土地管

制之所以無法發揮應有的功用，其主要的原因乃是地方政治出現了嚴重問題，

這使得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無法發揮作用，因此，欲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是由

地方政治來著手，而不是再完全將其著重於制度的檢討與健全設計，因為縱然

有良好的制度，倘地方政府不願意執行，再好的美意，恐也會付諸流水。本研

究計畫將著重於環境正義及地方政治的探討，及近年來由許多非政府組織所倡

導的新公民運動，例如為了保護宜蘭優良農地，倡導停止興建農舍，「守護宜蘭

工作坊」舉辦了許多的行動；又如近年來彰化縣溪洲鄉，鄉民透過直接行動，

對地方政府產生壓力，進而改變或創新相關的制度與政策，達到保護農地的目

的。這也表示，地方政治若願意尊重及實踐環境正義，則是比較有可能實現農

地保護之目標。 

關鍵詞：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環境正義、地方政治、新公民運動、執行。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畫提案選取之三個案例，包括彰化反國光石化運動、反彰南工業

區聯盟、守護宜蘭工作坊，作為農地轉用及其公民運動之探究案例。以上三個

案性質分屬三種不同政策層次的農地轉用課題，概略可區分為中央政府發動、

地方政府發動與政府不作為下的管制失靈：彰化國光石化園區雖由民間公司出

資建設，但在民進黨主政期間上升為中央層級政府推動的重大建設；彰南工業

區則服務於地方政府發展想像而力推之園區開發；宜蘭農舍濫建問題，則是在

農地自由化之後，政府在農地政策上缺位、管制失靈的具體展現。本年度則選

擇以「宜蘭個案」進行深入了解。 

    本研究採文獻分析、半結構式訪談與參與觀察並行。進行文獻分析所使用

之相關文獻，除了官方文書及所發佈之數據統計資料外，由於許多公民行動是

藉由媒體報導對外曝光後，進而造成對公部門的壓力及影響，因此也針對重大

行動前後之新聞報導進行蒐集並分析。此外，公民行動很大程度仰賴目前大眾

廣泛使用的各種自媒體工具，如部落格、臉書、影音網站、網路共筆服務等媒

介，本研究也廣泛蒐集並分析行動者自行撰寫並發表在自媒體平台之各種文

本。訪談的對象則包括守護宜蘭工作坊成員、宜蘭縣政府官僚、水利會管理階

層、不動產從業者、宜蘭在地小農與老農等 15 位，分別進行 1～2 次的半結構

式訪談。另外，透過參與公民團體之工作會議、舉辦之論壇、民間與公部門對

談的機會，也實際進行參與觀察，藉此了解公民團體討論、組織方式與行動歷

程。計畫執行期間，研究團隊每雙週舉行討論會議，進行文獻研讀討論、資料

彙整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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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提案申請三年期之計畫，執行期間起自 105年 8月 1日，預定於 108

年 7月 31日執行完畢。目前為本計畫之第一年度，並已爭取到第二年期的延續

性研究資助，後續的研究將在今年累積的基礎上持續進行。 

三、 研究成果 

    「根據統計，自 89年農發條例開放自然人買賣農地之後，宜蘭縣的土地上

已興建約七千六百棟農舍，流失約一千九百公頃的農地，約占宜蘭農地的百分

之七，又由於這些農地大多興建在已經重劃完成的優良農地上，估計宜蘭縣已

因此損失了 12%的優良農地。」1這段話引自宜蘭縣政府宣布暫停發放農舍建照

的新聞稿上。而由農委會統計 2000 年到 2013 年 3 月各縣市農舍建照件數，宜

蘭穩居第一，是第二名的南投縣的 1.56倍2。由此看來，宜蘭的農舍的氾濫程度

著實令人心驚。 

    宜蘭的農舍管制議題在 2015年經歷了重大地轉折與調整，在地方政府積極

進行制度變革過程中，屢次出擊的公民行動也喚起傳媒與社會大眾的廣泛關

注。地方政府的變革更刺激了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跟進響應，進而促發中央法

規的變革。而在中央修法之後，最終促使農舍起造的管制趨嚴（仍有未盡事

宜，如農舍轉賣時，農舍承受人之條件與資格並未限制）。根據宜蘭縣農業處的

統計資料，在修改辦法之後，2016 年的農舍使用執照發放數量，已從最高峰的

一年將近 700件，下降為一年 300多件，降回到 2005年雪隧通車前的水準。 

    回顧宜蘭的農地農舍治理狀況，宜蘭為何會成為農舍種豪宅的重災區？地

方／中央農舍興建辦法改革後，對於後續的農舍增改建又有何實際影響？當時

促成變革的社會條件為何？公民團體、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反對改革的團體

各自扮演何種角色？雖然在支持改革的公民運動（守護宜蘭工作坊及其盟友）

與政治人物（民選地方首長、政務官與政策官僚）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了有利

於改革的政治氛圍，但也促動了反對改革的利害相關人積極集結，拒斥農舍治

理的變革。以農會為首的反對團體，除了向地方民代進行政治遊說之外，也發

起數場街頭抗爭行動，積極發出反對聲音，形塑反對農舍改革的輿論，也讓地

方執政者有所忌憚與掣肘。兩方公民運動各自之行動基礎為何？制度變革對於

贊成／反對陣營各自的利害有何影響和變化？何以能夠動員出農民／地主之反

對力量？ 

                                                 
1宜蘭縣政府（2015/2/10）。有農地才有農業、有農業才有宜蘭的永續未來。檢索自：http：

//www.e-

land.gov.tw/News_Content.aspx?n=770C4B84956BD13B&sms=56708437A1C48D11&s=906A2CE2151A6

33E。最後檢索日期：2017/7/1 
2
林慧貞（2015/3/15）。宜蘭農戶少農舍多 近八成曾違法使用 六成農舍於三年內轉移。上下游

News&Market 新聞市集。檢索自：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67310/。最後檢索日期：

201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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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以上問題進行探究後，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研究發現： 

(一) 農舍滋長的制度性脈絡：政府及土地利益集團所共構的逐利空間 

    為何農舍會在宜蘭的土地上不斷蔓生滋長，大致可歸納為：頹弱的農業

（農業佔 GDP 比例極低）、制度性合法空間（農發條例第 18 條）、地方政府的

政策鼓勵（民宿及休閒農業）、監管不力（大量違規農舍無心無力查處）、農地

相對低廉的價格優勢等因素，再加上交通建設提升了近便性，從而創造出大量

的農舍需求。 

    從 2000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施行後，農地的使用與買賣從過去的「農地農

有」改為「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用」，但中央法令規範鬆散，地方政府也

沒有嚴格執法、並另訂地方規範的動機。修法後，農地遭分割興建農舍後轉

賣，農地卻未真正落實農用，反而由此大開農地不種田、種房子的大門。興建

豪華農舍的案例大量增加、鑽法律漏洞的狗籠農舍也突兀地在田間叢生。農發

條例第 18條成為農地地主、地方政客、房地產業者、資本家等，得以藉此創生

出利潤的新金礦。直至農發條例施行 10 年後，才在 2010 年時由監察院連提兩

個糾正案，分別糾正集村農舍及個別農舍濫建的問題。事實上，農發條例施行

後，期間農委會並非沒有修法的機會，如 2013年內政部與農委會修正發布《農

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增訂限制農舍最小面積不得小於 45平方公尺，以杜絕狗

籠農舍等，但部分修正條文，如農民身份認定、限制農舍承買人的資格等，因

牽涉利益龐大，屢遭立委及利益團體反對而遭擱置。 

    而細數 2000 年至今針對農舍興建的規範所進行的攻防，不外乎是民間地

主、民代、不動產業者的利益結盟，強烈地影響了農地法規的規範，而中央主

管機關即便有心在法規上防禦、卻無力反對，只能一再退守、規範屢遭打折，

有實權的地方政府則消極監管，甚至推出有利於農地商品化的政策，如鼓勵農

舍申請民宿、休閒農業，卻未審查是否農地農用。利益團體施壓、中央欲拒、

地方還迎，如此循環屢次上演，實際的效果是塑造了一個有利於農地逐利的制

度性空間，無論中央地方哪一級政府，從未根本地面對農舍氾濫的問題，更遑

論徹底根絕。 

(二) 鑲嵌於宜蘭特定空間結構下的「新農」運動 

    2004 年 9 月北宜高全線通車之後，宜蘭成為台北的後花園，宜蘭的好山好

水與豐富的文化資源帶動了觀光民宿的蓬勃發展，宜蘭的農舍興建數量更高居

全台第一。然而與田中央暴增的房舍一體兩面的現象是，也有許多來自各地的

小農，在宜蘭的田埂間找到自己的目標與方向。 

    宜蘭近便首都的空間特殊性，讓宜蘭成為想要離開都市、尋求另類生活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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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者的落腳處。投入友善耕作的「新農」的數量，在近年來快速地成長。再加

上宜蘭環境運動土壤（反六輕運動）及長期投入資源經營社區營造工作等文化

社會條件，這幾年宜蘭的小農簇群越見興旺，除了各自經營一方天地，實驗各

種在地紮根的友善農法與生活方式，促成如「守護宜蘭工作坊」、「兩佰甲」的

新農為主要組成的團體，發揮串連農作資源網絡的作用之外，更成為議題討論

發聲的平台。 

    新農的組成除了歸鄉返農的農二代，也有非常多是由外地到宜蘭落腳的

「島內移民」或採取「半農半 X」（部分時間從事其他工作，但另一半時間主動

選擇務農的生活方式）的實踐者，相較起在地老農，普遍擁有更高的文化資本

及媒體曝光度，因此也成為主政者有意吸收為己用的菁英，甚至從中拔擢政務

官。對照其他以「自救會」型態組織起來的農民團體，宜蘭新農所促發的公民

運動，性質上更接近是議題倡議的非政府組織，因為理念與價值的認同而集結

在一起，吸引了支持食安的消費者、認同宜蘭價值的地方知識份子，共同以直

接行動（direct action），身體力行另類的生命選擇，並對環境與政策提出看法與

批判。 

    在農舍規範改革的政治天平兩邊，一邊是支持改革宜蘭農舍制度的新農，

另一邊是反對的地主農（及農會、仲介等利害相關者）。過去每當官方試圖農舍

規範上把關或改革，每每會遭到老農派立委所挾帶的「農民」民意的強力杯

葛，而屢次遭遇政治上的挫敗。但如守護宜蘭工作坊等新農運動，從關心農舍

放流水的污染開始，往前更進一步倡議落實「農地農用」，到現在更關心國土計

畫的推動…，藉由一次次對外發聲的行動，創造了不同於過去苦情的農民形象

與訴求，從而訴諸的是新的務農想像與人地關係。新農的倡議發聲，成為主政

者推動農舍治理改革時的有利槓桿，藉此稍加平衡龐大的農地商品化政治壓

力。 

(三) 農舍治理改革的政治機會結構：選舉、社運、執政者的政治企圖心 

    農發條例第 18條施行以來，全國特定農業區上已長出了上萬間農舍。2015

年 2 月，宜蘭縣長林聰賢宣布暫停核發農舍建照，並在四月公告「宜蘭縣興建

農舍申請人資格及農舍建築審查辦法」（以下簡稱「宜蘭農舍審查辦法」），對興

建農舍的農民資格、農舍配置等進行規範，中央隨後才跟進針對農舍管制提出

更為嚴格的規範。九月四號，農委會公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修法、六

號生效實施，試圖將農舍濫建這扇大門稍稍掩上。遲至 15 年後，這場由地方

（宜蘭）開球，中央接球，地方順勢退場的農舍政治大戲才得以出台，成功推

進了農舍規範的部分改革。不過宜蘭的農舍治理的改革，即便有新農團體的積

極倡議，也並非因為宜蘭的執政者「特別的」進步，受到公民團體的感召與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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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扭轉了地方成長機器的方向，而更毋寧是在選舉任期、社運（318）、地方

首長的政治企圖心等因素交織後，在特定政治機會結構下產生。 

    若回過頭來觀察宜蘭的農舍治理，在 2015年以前，宜蘭並非沒有要意識到

農舍氾濫的問題，早至 2006年呂國華任縣長期間，就曾提及北宜高通車後，擔

心台北人搶進宜蘭買農地，破壞田園景觀，要求建設局、農業局及早提出對策

因應。同樣的，在林聰賢的第一個縣長任期，他也曾於 2011 年宣示要打擊農

舍，但政策配套根本不到位，從相關統計數據來看，宜蘭縣發出的農舍建照在

上述宣示之後不見減少，反而因為縣長的這席話刺激，引發民眾瘋狂搶建，

2011 年的農舍建照發放數量甚至比 2009 年要多出兩倍，一年間發出了 1300 多

件3，直接導致農舍數量的劇烈增加。也就是說，若僅憑執政者的政策宣示，政

策未配合到位，口惠而不實有時甚至會製造更多問題。2015 年改革之所以能成

功的特殊條件包括：林聰賢邁入第二個縣長任期，不再有連任的選票壓力，但

同時也需要考慮自己的下一個政治舞台；後 318 運動的社會氛圍，催生了如柯

文哲這樣的素人市長與超級政治新星，社會極期待改革；同時，民進黨幾乎拿

下各大縣市的執政權，即便林聰賢有著極高得票率與極高施政滿意度，但要在

新的百里侯中拼出彩上位、獲取媒體關注仍是相當不容易，作為一個有著全國

政治企圖心的地方首長，林聰賢需要有破格的、令人耳目一新的政治行動與掌

握主導一個全國性的政治議題。而「農舍改革」便被設定為是主要戰場。而為

了改革農舍，林聰賢更主動邀請新農的意見領袖出任農業處長。 

    然而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面對在地地主、不動產業者與農會等的強烈反

對聲浪，自家民進黨的民代甚至還帶頭杯葛，林聰賢也盤算著農舍改革的停損

點。當中央推出類似規範，宜蘭縣府便順勢宣告於同年十一月廢止「宜蘭農舍

審查辦法」，將地方的壓力卸給中央，林聰賢並撤換小農處長楊文全，幾乎所有

參與農舍改革一線主管的職務都遭調動。但林聰賢則成功晉升中央，成為農委

會主委。 

    總的來說，在農舍氾濫的困局中，儘管政策大環境並非全然有利，政治機

會也一閃即逝，同樣的經驗不見得能夠一再複製，但在整個宜蘭農舍的改革運

動的政治天平上，公民的直接行動，仍扮演著在改革的一端添加砝碼的關鍵動

員力量。公民團體使用極為有限的社會資源，發揮出超乎期待的槓桿效果。然

而農舍改革仍未竟全功，後續的行動仍在持續發酵與醞釀中，農地治理的關鍵

課題仍有待持續的投入與研究。 

  

                                                 
3
陳碧琳（2015）。空間生產與抵抗：1980 年代之後宜蘭空間飛地化與在地化。中原大學設計學

程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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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農地利用、農業環境公共財供應集體行動之研究－兼論

OECD新鄉村典範在台灣的適用性 

一、 研究目的（民國 105年 8月至 106年 7月） 

    因本計畫為分年核定，今年為第一年，後續將視計畫核定情形，再調整撰

寫報告。以下就本計畫第一年度計畫之研究目的進行說明： 

(一) 建立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理論的分析架構 

    第一年度計畫已就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理論（NRP）進行文獻回顧與分

析，探討其內涵、核心理念，進而建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作為第二年個案分

析與第三年策略原則及政策建議之依據。 

(二) 比較 OECD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內涵 

    第一年度計畫將就 OECD的 NRP要素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比較分析兩者

間內涵、問題意識與行動策略之異同，探討以「鄉村」（rural area）為取向

（approach），與我國傳統以農業地區的聚落-「農村」為政策關注標的之差異，

瞭解農村再生政策於制度面上是否存在缺失或優點，作為第三年政策建議及理

論適用性探討之參酌。 

(三) 調查研究個案地區發展情形 

    第一年度計畫將就研究個案地區，包括宜蘭三星鄉行健社區、臺中市霧峰

區舊正社區、花蓮壽豐鄉豐山社區等，瞭解其農地利用情形、集體行動發展歷

程、農村再生計畫執行狀況等，以作為第二年度案例分析之基礎資料。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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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第一年之研究方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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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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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採用焦點團體訪談、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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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農村再生與農業環境公共財供

應的集體行動相關課題，而符合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農地利用」、「農村再生」、

「農業環境公共財」的意義為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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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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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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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集中進行對話，進行訊息的收集。本研究所採用的焦點團體

訪談，主要是針對特定主題，與研究個案社群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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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研究者參與研究個案地區活動並加以觀

察後，將進行記錄與詮釋。 

2. 資料分析 

(1) 論述分析：論述包含了一整套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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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要做什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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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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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時空背景的瞭解，將欲研究的對象置

於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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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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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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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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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理論的分析架構為何？ 

（1）集體行動理論的內

涵、核心理念、分析架

構為何？ 
文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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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鄉村典範理論的

內涵、核心理念、分析

架構為何？ 

2.OECD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異同為何？ 

（1）OECD 新鄉村典範

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

間有何相同之處？ 

文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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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ECD 新鄉村典範

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

間有何相異之處？ 

（3）分別以鄉村、農村

為關注標的的政策，有

何差異？ 

（4）農村再生政策於制

度面上有何優點、缺

點？ 

3.研究個案地區發展情形為何？ 

（1）本計畫遴選研究個

案地區，其農地利用情

形為何？ 
文獻收集 

深度訪談 

點團體訪談 

參與式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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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遴選研究個

案地區，其集體行動發

展歷程為何？ 

（3）本計畫遴選研究個

案地區，其農村再生計

畫執行狀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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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年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對照 

    有關第一年度計畫研究問題、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的對照，如表 1所示。 

三、 結論 

(一) 集體行動的成功有賴四大面向的關鍵要素 

    根據 OECD（2013）綜整前人集體行動相關研究文獻，及國際上 25個實踐

案例分析，探討集體行動與農業環境公共財之間的關係，並發現、歸納出集體

行動能帶來地理及生態規模效益、節約成本、分享知識、提高能力、解決當地

問題等利益，但這些利益得之不易，必須克服搭便車、交易成本、對集體行動

的懷疑行為、不確定的政策環境等障礙，尚應具備資源系統特徵、團體特徵、

制度安排、外部環境等四大面向的關鍵因素，如環境資源知識、資源產生正面

效益、溝通、領導、成員同/異質性、社會資本、健全的治理安排、地方設計的

管理規則、財務支持、非財務支持、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合作等，如此集體行動

方有成功之可能。 

    在許多 OECD 國家，農業於塑造鄉村的地景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然在

經濟方面，農業部門卻扮演相對次要的角色（OECD, 2006： 22, 24）。但現今

情況已經改變，主要是因為在鄉村地區，農業已經不再是主要的經濟部門。因

此鄉村政策將更聚焦於指認及標定地方經濟機會，且區域政策亦開始轉變，從

過去的由上而下、補貼基礎、減少地方差異的政策模式，轉變為縮小區域差

距、涵蓋更廣泛部門、改善區域競爭力的政策。此種鄉村發展政策轉變即為新

鄉村典範，此典範可歸納兩項原則為（1）聚焦於「地方」，而非部門；（2）聚

焦於「投資」，而非補貼。基此原則，有助於許多國家得以尋求發展多部門、地

方基礎的方法，聚焦於確認及開發鄉村地區不同的發展潛力（OECD, 2006： 

16）。 

(二) 台灣的農村社區與 OECD的鄉村同樣面臨衰退的窘境 

    台灣遍布都市、非都市地區的農村社區，實則包含 OECD 所定義之鄉村社

區，也存在於 OECD 定義之主要都市、主要鄉村及中間區域之內。並且，台灣

的農村社區也面臨 OECD 所認為之鄉村問題，尤其是衰退的惡性循環、人口外

移及老化、較低的教育水準、較低的平均勞動生產力、整體公共服務水準低落

等，因此，台灣提出農村再生政策，OECD提出新鄉村典範，以為因應。 

(三) 農村再生政策的制度設計部分符合 OECD 新鄉村典範的內涵及精神，但

仍有可改善空間 

    依據 OECD 新鄉村典範的內涵及精神，觀察臺灣農村再生政策，分析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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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設計或觀點之優點、缺點，如雖有跨域合作平台，但跨不同經濟部門的相關

部會、各層級的地方政府之整合機制有待完善；雖設置專款專用基金，提供農

村社區投入之金錢誘因，但欠缺對農村社區以外的行動者提供相應的誘因機

制，難以促進其他私部門的參與及形成夥伴關係；雖著重提供基礎設施、住宅

環境改善、人力培育等面向，但忽略鄉村社區所需的公共服務，如健康、醫

療、照護、教育、交通、專業服務、金融、法律等；雖重點發展農業及旅遊產

業，制度設計上欠缺考量供交通、商業、資訊通信技術、健康、教育、專業服

務、金融、法律等其他產業成長的環境與誘因，且此以單一農村社區為計畫範

圍研提計畫的制度設計下，不利於提案社區與周邊其他社區、私部門的參與、

合作；雖符合社區驅動的發展方法，包含地方賦權、地方能力建構、參與原

則，但忽略執行、監督機制、透明化原則，如經費透明、公開的要求，使得參

與農村社區內部的社會資本崩壞，成為社區長遠發展的阻礙。 

    相較於農村再生政策與 OECD 所提出的新鄉村典範，雖同為強調「由下而

上」、「投資」取代「補貼」，然對於新鄉村典範所提的「地方」為主並致力於鄉

村地區競爭力、維持地方資產的價值、開發未利用的資源等發展方針，值得台

灣的農村社區在農村再生執行過程學習之處。 

(四) 宜蘭縣三星鄉行健社區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可能性 

    於第一年度計畫的調查，初步發現宜蘭現三星鄉行健社區擁有條件良好的

資源系統特徵，如優質的水源、灌排水分離所創造的良好生產環境，因此，能

夠生產優質的稻米、蔬菜、水果及有機作物，尤其是品質優良的三星蔥、上將

梨與有機米，為社區農民創造從資源使用中獲得較好的經濟收益，促進更多居

民們願意投入有機農業生產。其次，農村再生執行主體為宜蘭縣三星鄉行健社

區發展協會，與其他社區現有組織如家政班、長壽俱樂部、環保志工隊等密切

合作，歷經數十次的訪談及會議討論，議題包含社區既有問題解決、社區未來

發展方向整合、如何引動居民與社區其他組織參與、排定優先詩作順序、討論

撰寫農村再生計畫內容及人力安排等，漸漸累積社區居民間一定程度的社會資

本，且社區發展協會透過討論農村再生計畫發展方向，希望社區居民與社區相

關組織提供意見與回應，得以促成集體行動的實踐與反省。此外，結合宜蘭縣

三星鄉公所、宜蘭縣政府、花蓮縣農業改良場、三星鄉農會、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等外部組織的財務支持（如農村再生基金）、非財務支持（如農業技術輔導、

拓展有機農產品銷售管道），為集體行動實踐的推手。至於，其他集體行動成功

關鍵要素具備與否，尚有待後續研究觀察後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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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中霧峰區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可能性 

    於第一年度計畫的調查，初步發現台中霧峰區擁有條件良好的資源系統特

徵，如大規模、完整農地、多種豐富的地形、良好的生產環境、優質的水源，

因此，能夠生產多樣化的果樹、蔬菜、作物，尤其是品質優良的香米、菇類，

使農民可以從資源的使用中獲得明顯的經濟收益，願意繼續投入安全農業或自

然農業。其次，農村再生執行主體－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與其他

社區現有組織密切合作，及不斷與社區居民討論、檢討、溝通農村再生推展業

務，對社區發展課題有共同的理解，凝聚共識、共享目標，形成一定程度的社

會資本，且社區發展協會自行設計、研提農村再生計畫，促成集體行動的啟

動、持續。此外，結合臺中市霧峰區公所、臺中市政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霧峰區農會等外部組織的財務支持（如農村

再生基金）、非財務支持（如農業技術輔導、拓展有機農產品銷售管道），更是

集體行動實踐的一大推手。至於，其他集體行動成功關鍵要素具備與否，尚有

待後續研究觀察後分析之。 

(六) 花蓮壽豐鄉豐山社區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可能性 

    第一年度計畫調查，發現社區土地雖屬山坡地保育區的農牧用地，擁有相

對良好的資源系統特徵，如：可耕作農地的地勢平坦、由花蓮縱谷所提供優質

水源、附近沒有製造污染的工廠林立，所生產的水稻、香蕉、花卉與小黃瓜的

品質優良，尤其在農村再生計畫的協助下，社區發展協會的會員積極推動有

機、無毒蓮花生產，進而與生技公司合作研發蓮花相關的保養與清潔用加工

品，成為社區重要經濟產業，藉以鼓勵社區農民積極參與有機、無毒的農業生

產，以增加收益。其次，社區發展協會為農村再生計畫擬定與執行的主體，在

發展協會理事長與村長、地方耆老與村民的共同參與，從盤點社區地理環境的

優勢與缺點、社區內既有資源與人力，透過規劃方式，建構屬於豐山社區發展

生產、生活與生態的所需要的願景，作為社區發展的方針外，並透過一連串活

動，形塑村民與社區間友善的人際關係；此外透過農業生產方式，創造村民經

濟收益與社區收益，以獲得社區老人供餐的經費來源，改善社區年邁村民生活

條件；另配合改善社區環境，發動村民種樹與整理社區周邊，不僅環境得以美

化兼具維護社區生態，有助於社區發展觀光休閒產業，亦為村民增加經濟收

入；在一連串的集體行動，有利於增進村民之間的社會資本，將獲致持續推動

社區永續農業發展的動力。 

    豐山社區藉由中央與地方政府、花蓮縣農業改良場等外部組織的財務支持

（如農村再生基金）、非財務支持（觀光餐飲課程、活動設計）的協助，對於社

區集體行動的展開，確實頗有助益。而豐山社區發展係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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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該發展協會理監事肩負社區活動規劃與執行的責任，經由分層負責並結合

會員與村民共同執行相關事項，如每月的掃街活動，一年十二次，除該協會負

責清潔的小組成員參與外，各鄰的村民亦需支援人力，共同維護社區整潔；因

而社區的組織制度安排，是為促進集體行動的持續的重要因素。 

    集體行動中的領導人為重要的團體特徵，豐山社區執行農村再生計畫的推

手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其本身具備溝通、協調與規劃能力與領導統御能

力，可促進協會理監事分工合作並完成社區相關活動；其次，理事長、村長與

地方耆老間得以合作與分工，皆有賴領導人發揮動原的能力，俾持續為社區帶

來集體行動的利益，如生產規模利益、分享知識、解決社區問題等，皆屬之。

至於豐山社區於 2017年農村再生計畫執行告一段落後，得否以其既有的集體行

動的精神與態度，繼續推動社區的永續農業將是重要關鍵，則有待後續觀察。 

四、 對二、三年計畫之研究建議 

    第二年度計畫已於 2017年 7月經科技部審核通過，後續將再申請第三年度

計畫，以預期延續第一、二年研究成果。第二、三年度計畫預計探討以下課

題： 

(一) 第二年（民國 106年 8月至 107年 7月） 

1. 分析研究個案地區集體行動發展課題 

    本計畫原選擇宜蘭三星鄉行健社區、彰化大城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

巴塱部落、壽豐鄉豐山社區等案例，但經第一年度計畫之社區參訪過程，發現

彰化大城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巴塱部落，由於政府農村再生計畫審核或

經費核撥的延宕，使得其農村再生計畫的執行幾近停滯或未見具體成果，又走

訪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現當地居民積極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永續農業，

其成果與經驗頗受推崇，故第二、三年度計畫將更換研究個案，刪除彰化大城

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巴塱部落，新增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 

    第二年度計畫將以第一年度計畫所建立的集體行動理論分析框架，持續調

查研究個案地區，並剖析其集體行動發展的效益、障礙、成功關鍵要素，作為

第三年政策建議及策略原則研擬之參酌。 

2. 分析研究個案地區農村再生計畫執行課題 

    第二年度計畫將以第一年度計畫所建立的新鄉村典範（NRP）理論分析框

架，剖析研究個案地區農村再生計畫的形成、執行問題，及其是否具備 NRP 的

要素，作為第三年理論適用性探討、政策建議及策略原則研擬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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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課題 

第二年度計畫將以第一年度計畫所調查的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情形為基

礎資料，分析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相關課題，如農業相關專區、農地資源維

護等方面現正面臨之問題，作為第三年政策建議及策略原則研擬之參酌。 

4. 進行德奧農村發展與其土地利用方式移地研究 

    德奧同屬OECD之重要成員國，由於德國甫於 2006年出版NRP國家報告，

說明該國實施情形，而鄰近德奧邊境地區亦受其影響，為能進一步瞭解報告提

及農村發展與其土地利用策略與執行，故於第二年度計畫執行期間，將挑選

（i）丘陵接高山區、（ii）高山區國家公園範圍內與（iii）高山區谷地型複合產

業村落，分別針對農糧、能源與防災三個課題之土地運用解方予以觀察與了

解，期能對於山區聚落及上游集水區土地利用就氣候變遷調適觀點整理出更貼

近我國運用可能性之策略。 

(二) 第三年（民國 107年 8月至 108年 7月） 

1. 分析新鄉村典範於台灣的適用性 

    第三年度計畫將就 NRP 應用於研究個案分析、與農村再生政策比較分析之

過程與結果，探討其於台灣的適用性，嘗試與理論的對話，以完善、補充 NRP

的理論內涵。 

2. 研擬促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則 

    第三年度計畫將就集體行動、NRP 理論應用於研究個案分析結果，提出促

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則，以供研究個案地區未來調整集

體行動方向、方法之依據，並供政府未來設計或修正集體行動相關政策與計畫

之參考，另亦補足、豐富集體行動理論之內涵。 

3. 進行德荷環境規劃典範建構及落實之移地研究 

    德荷同屬 OECD 之重要成員國，荷蘭亦於 2007 年出版 NRP 國家報告，說

明該國實施情形。基於第二年之移地研究基礎，將於第三年移地考察德國北部

及其鄰國荷蘭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與具體空間規劃、防災相關措施，以及民眾

參與規劃之實務操作機制，瞭解阿姆斯特丹 Westerpark 相關發展計畫之生態社

區與產業土地再利用案例，漢堡都會區域計畫如何平衡城鄉發展並維持都市競

爭力，柏林都會區域與週邊鄉間發展均衡課題之因應等，進行實地考察，以探

析德荷環境規劃典範建構及落實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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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擬農村再生政策之改進建議 

    第三年度計畫將就集體行動、NRP 應用於研究個案、政策分析結果，酌採

移地研究促進城鄉均衡發展因應策略之成果及重要發現，提出農村再生政策之

改進建議，及其制度面、執行面課題之解決方法，以供政府未來修正該政策與

計畫之參考。 

5. 提出農地利用政策之改進建議 

    第三年度計畫將以第一、二年度計畫所調查的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情形

與課題分析結果為基礎資料，採酌移地研究促進農地利用成果及重要發現，針

對農業經營專區、農地資源維護面向，提出農地利用政策之改進建議，及制度

面、執行面課題之解決方法，以供政府未來修正相關政策或計畫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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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山地社會生態系統的動態空間治理之研究：以石門水庫集水

區泰雅族部落為例之研究（I） 

一、 研究背景與目的 

    台灣的山坡地佔國土面積 70%，其中有許多屬於原住民族的生活空間與傳

統領域，任何山地地區之國土永續經營策略，若未考量原住民族在此環境中長

久生存調適出之人地關係，恐怕都會因與現實脫節而難以執行，並和原住民族

的發展權有所衝突。從早期政府推動山地平地化、鼓勵農業上山，強制改變原

住民族生計方式，到今日原住民時常因保留地超限利用受罰、造林獎勵不足賴

以維生、政府之山林保育政策則屢受挑戰等等困境，追根究底皆是這樣的緣

故。在國際間，結合原住民知識於當代自然資源管理，逐漸成為趨勢，包括聯

合國於 1993 年通過生物多樣性公約、2006 年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與 2010

年原住民族國際政策與教育中心提出原住民族發展原則，都強調了這個觀念；

在學術上，也有越來越多跨學科的研究為此而努力，希望透過跨文化、跨知識

典範的對話，提高人類社會解決日益嚴重之環境問題的能力。如此一來，也會

使得原本是分區劃界、設定使用限制的「空間管制」，轉變為協調各方需求、創

造共同利益的「空間治理」 

    為了提出結合原住民生態知識、符合國土保安需求之空間治理制度，創造

原住民族發展與國土利益平衡之雙贏，並建立在過程中強調跨文化知識對話，

在結果中彰顯多元文化價值之環境規劃典範的目的，本子計畫以石門水庫集水

區為研究區域（此包含泰雅族之Mrqwang、Knazi、Mkgogan、Msbtunux四個屬

於泰雅族 squliq 語群之部落群，是北台灣水資源供應的重要來源，亦是近十餘

年來成立馬告國家公園爭議、司馬庫斯櫸木事件、鎮西堡部落為阻止盜伐封

山、石磊部落發展自然農業等生態議題之「熱點」），採用民族生態學的概念，

運用民族誌研究、地景考古、空間分析、制度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

析，也將以參與式製圖及參與式規劃為平台，使部落除了能參與到前期的調

查，也參與到制度設計的討論之中。 

    在整體研究目的之下，本研究設定三個年度之個別研究目的，在第一年

（民國 105 年 8 月至民國 106 年 7 月）的部份，【主題】為：「傳統土地利用模

式的調查與重建」，而【目的】則為：「量化驗證族人傳統土地利用模式之效

益」，主要的工作是以民族誌研究與地景考古等方法，調查在 1966 年完成保留

地總登記與賦予個人權利之前，部落族人採集和遊耕、定耕三種生產方式在具

體空間中分佈的狀態，也透過參與式製圖的方法，邀請 Mrqwang、Knazi、

Mkgogan、Msbtunux 四個部落群之在地人士參與調查工作，進行空間定位，並

且運用文獻檔案（包含歷史統計資料）資料，量化驗證，分析泰雅人傳統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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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式，在維持糧食安全、降低災害風險上的效益。 

二、 第一年成果 

(一) 傳統土地利用模式的探討 

    本研究第一年度展開前，計畫主持人與協同主持人（美國 UCLA 人類學系

Stephen Acabado 教授）及部落族人，曾經進行過一次對研究地點中之 Mrqwang

溪石磊部落的先期踏查（參見圖 2所示路線），在沿途森林中，發現三處用目測

可判斷之人為開墾台階地遺跡（參見圖 3所示照片）。因此，在本研究第一年度

獲得補助正式展開後，即收集相關圖資，取得 1968年本先訪路線周邊之舊航照

圖，並和現今之衛星影像圖進行比對（參見圖 4），經過對照地表型態，發現現

今為國有林之區域（圖 5 下方區塊）中，有多數應為當時耕作之土地，而保留

地範圍（圖 4上方區塊）在當時之耕作面積也比現今要來得大。 

目前的成果顯示的意義為：（1）透過實地現勘和航照圖、衛星影像圖的對照，

確實可以標示舊社位置與舊耕地範圍，因此確立了日後持續探討傳統土地利用

模式及具體所在位置／範圍的操作程序；（2）以此踏查案例所顯示的土地利用

範圍及其所處的坡度，應該大部份都非水稻種植，而是另有其他作物（例如民

族誌資料中常記錄到的小米、旱稻及其他雜糧），接下來本研究除持續增加踏查

地點之外，將可進一步針對作物型態、探討其和糧食安全、降低災害風險及維

持生物多樣性的關係；（3）雖然舊航照圖中的土地利用面積較現今為多，但多

處的單一區塊面積小，且周邊區域地表呈現多種不同色調，未來除搭配同一區

域中更早期的航照圖或舊地圖資料之外，也可以和整合型計畫中具遙測及航照

影像分析專長之子計畫主持人合作，建立判讀游耕模式之操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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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研究第一年計畫前展開之先期踏查的路徑 

 

【圖 3】先期踏查在森林中發現的三處土地使用遺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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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本研究第一年度展開後運用歷史航照圖對照先期踏查路線周邊地表情形 

 

【圖 5】歷史航照圖（攝於 1968年）顯示現今為森林但當時應為耕作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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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史統計資料的分析 

    除了田野踏查之資料分析外，本研究第一年度正式展開後，也開始歷史統

計資料的收集與分析，表 2 所示為目前已收集到之原住民農業相關統計資料

（日治時期 9 份，戰後 17 份），以及初步判讀後，認為有助於本研究進行分析

之處（參見【表 2】）： 

【表 2】本研究第一年度開始至今收集的文獻與初步分析 

編

號 
年份 表頭 內容 文獻出處 

有助於本研

究進行分析

之處 

日治時期 

1 大正 14年 
蕃地水稻收穫（大正 14

年第二期作） 

台灣各州廳的蕃地水稻面

積、收穫量與價格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大正 15年 4月 1日，

第 196頁 

可用於分析不

同時期之水稻

種植單位面積

收穫量 

2 大正 15年 蕃地水稻第一期收穫調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大正 15年 12月 1

日，第 215頁 

3 昭和 2年 蕃地水稻第一期作收穫 

臺灣警察雜誌協會，

昭和 3年 2月 1日，

第 237頁 

4 昭和 2年 蕃地水稻第二期作收穫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昭和 2年 4月 1日，

第 211頁 

5 昭和 3年 蕃地水稻第一期作收穫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昭和 3年 12月 1日，

第 169頁 

6 昭和 7年 主要作物收穫量 
花蓮、鳳林、玉里、研海的

旱作農業作物與產量 

理蕃の友，昭和 9年 2

月 1日，第 10頁 

可用於分析平

原地區水稻種

植的單位面積

收穫量，並和

山地地區對照 

7 昭和 9年 水稻收穫狀況 

不同年份花蓮、鳳林、玉

里、研海的水稻種植面積、

收穫量與價格 

理蕃の友，昭和 9年 2

月 1日，第 10頁 

8 昭和 9年 作物の甲當收量 
山地幾個社的旱作農業的作

物與收成量 

台湾農事報３２９

号，昭和 9年 7月，

第 2頁 

可用於分析山

地地區水稻種

植的單位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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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昭和 12年 水田耕作狀況 
羅娜及附近幾個社移住之後

的水田耕作狀況 

昭和 12年 8月 1日，

第 7頁 

收穫量，並和

平原地區對照 

戰後時期 

1 民國 39,48年 
臺灣山地鄉耕地面積及

農作物複種指數 

1950/1959vs.水田/旱田 vs.耕

地面積/作物總面積/複種指

數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76 
可用於分析山

地地區不同作

物種植的單位

面積收穫量 2 民國 39,48年 
臺灣山地鄉農作物面積

及生產狀況 

作物（糧食作物/特用作物/

果樹）vs. 1959/1950/比較

（面積/產量/每公頃產量）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77 

3 
民國 42-48年

（調查期間） 

臺灣農林邊際帶各級土

地利用現況 

利用型（水稻/旱作/果園/密

林/散生林/荒蕪）vs.土地可

用限度等級/百分比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64 

此部份資料尺

度較大，無法

直接區別出特

別針對原鄉地

區之描述，但

仍有助於釐清

影響原鄉甚鉅

之山地農牧局

成立的背景

（成立於民國

50年）及其

開發邊際土地

的需求 

4 
民國 42-48年

（調查期間） 

農林邊際土地利用概況

（水田除外） 

利用型（水稻/旱作/果園/密

林/散生林/荒蕪）vs.可耕地/

邊際可耕地/亞邊際地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65 

5 
民國 42-48年

（調查期間） 

臺灣農林邊際土地分區

旱地資源概況 
地區 vs. 可用限度等級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65 

6 
民國 42-48年

（調查期間） 

臺灣農林邊際土地資源

概況 

縣市 vs. 農林邊際土地總面

積/可耕地（水田/旱田/計）/

邊際可耕地/亞邊際地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72 

7 
民國 42-48年

（調查期間） 

臺灣農林邊際土地各縣

別利用現況 

縣市 vs. 農林邊際土地總面

積/水稻/旱作物/果樹/散生林/

密林/雜草或荒地/建築墓地

池塘河灘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73 

8 
民國 42-48年

（調查期間） 

臺灣農林邊際土地適用

型別利用現況 

類別（可耕地/邊際可耕地/

亞邊際地）vs. 水稻/旱作物/

果樹/散生林/密林/雜草荒地/

建築墓地池塘河灘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74 

9 民國 44-53年 獎勵定耕造林成果 
設置梯田/定耕農業示範

村……等數量 

《改善山胞生活》 

p.107 

可用於分析保

留地總登記

（民國 55

年）前後，原

鄉保留地之分

類、及各種利

10 
民國 47-56年

（調查期間） 

山地保留地土地用途分

類（民政廳山地保留地

地籍調查） 

宜農地/宜牧地/宜林地/其他

vs. 合計/山地山胞保留地/平

地山胞保留地 vs. 面積/百分

比 

《改善山胞生活》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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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民國 47-56年

（調查期間） 

山地保留地劃定開發區

域（民政廳山地保留地

地籍調查） 

禁止開發區/限制開發區/開

發區 vs. 面積/百分比 

《改善山胞生活》 

p116 

用型態和使用

限制的概貌 

12 
民國 47-56年

（調查期間） 

山地保留地標高分佈

（民政廳山地保留地地

籍調查） 

高度（m）vs. 筆數/面積/百

分比 

《改善山胞生活》 

pp116-117 

13 民國 48年 
1959年臺灣山地鄉水、

旱田面積 

地區 vs. 水田（兩期作田/第

一期單期作田/第二期單期作

田）/旱田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75 

14 民國 48年 
1959年臺灣山地鄉主要

作物栽培面積及產量 

地區 vs. 水稻/陸稻/甘藷/粟/

落花生/豆類 vs.面積/產量 

《臺灣之山地經濟》 

p.178 

可用於分析山

地地區不同作

物種植的單位

面積收穫量 

15 
民國 48-55年

（調查期間） 

山地保留地利用情形

（民政廳山地保留地地

籍調查） 

已利用土地（農地/林地/牧

地/其他）/尚未利用土地

（雜木地/草原地/計）vs.面

積 

《改善山胞生活》 

p118 

可用於分析保

留地總登記

（民國 55

年）前後，原

鄉保留地之使

用限制的概貌 

16 
民國 48-55年

（調查期間） 

山地保留地已利用土地

利用情形（民政廳山地

保留地地籍調查） 

合理利用/不合理利用（超限

利用/降限利用/計）/合計 vs.

面積 

《改善山胞生活》 

p118 

17 民國 55-59年 

推行促進山胞開發利用

山地保留地計畫歷年成

果 

土地分配登記租用（筆）/農

地水土保持處理（公頃）/超

限度使用土地調查利用（廢

耕造林）（公頃）/示範土地

重劃（公頃）vs.55年-59年 

《改善山胞生活》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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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本研究第一年度之歷史統計資料的收集將延伸到研究區域中部落

人口之調查統計，以和成果（一）的部份對照，就作物型態、產量和人口糧食

消費需求，探討糧食安全、降低災害風險及維持生物多樣性的關係。 

(三) 當代土地利用模式的先期踏查 

    本研究第一年度之工作也已經開始當代土地利用模式的先期踏查，以嘗試

建立第二年度工作之操作程序。本計畫團隊於 2016 年 12 月赴研究區域中之

Knazi群部落進行踏查，並利用空拍機，近距離鳥瞰拍攝，取得比航照圖更清楚

的土地利用細節。 

圖 6所示為 2016年 12月 17日田埔部落踏查記錄，圖 5中的地點一是下部落的

完整鳥勘圖，地點二是往上部落道路旁的崩壁，地點三是在部落上方山區的作

物區，地點四則是部落對面山坡地的番茄園；圖 7所示則是 2016年 12月 18日

鎮西堡部落踏查記錄，圖 7 中地點一是鎮西堡教會的位於山稜線的圖，地點二

是鳥勘鎮西堡部落，地點三是部落最上方的有機田地，地點四是慣行農業區，

地點五是部落經營生態旅遊之園區的位置。 

本研究初步比對發現，在當代的土地利用，就耕作而言，仍存在著幾種型態上

的差異，包括：慣行農業、自家維持生計所需的家庭菜園，以及用有機方式生

產經濟作物的有機農業，這幾種型態在土地的維護上有細微的差別（例如，家

庭菜園和有機農園有較多的作物多樣性及田間草地的維護，有機農園和慣行農

園的面積較家庭農園的面積為大）。但差別的項目有哪些其意義又為何，則有待

本計畫第二年的研究工作持續挖掘探討。 

 

【圖 6】2016年 12月 17日田埔部落踏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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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016年 12月 18日鎮西堡部落踏查記錄 

三、 小結 

    總結來說，第一年度研究運用了實地踏查、圖資分析、文獻檔案分析等方

法，累積共有傳統土地利用模式的探討、歷史統計資料的分析等兩大方向的初

步成果，同時也開始為第二年度之當代土地利用模式研究進行先期踏查，在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7 月之間也已按照研究期程規劃，增加田野踏查的地

點、路線，包括了尖石鄉的水田部落、那羅部落、梅花部落、馬胎部落、馬里

光部落、田埔部落、泰岡部落、秀巒部落、鎮西堡部落等，並展開進一步的圖

資、檔案文獻資料收集與分析，這些資料與分析將於完整版的期末報告中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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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整體國土利用觀點下再生能源設施設置問題與處理對策之分

析–以太陽光電、風力發電與地熱為核心 

一、 執行摘要 

    本年最重要任務在於資料蒐集，以做為第二、三年研究之基礎。由於所需

資訊涉及（1）氣候變遷調適需求下，整體國土利用相關法制、政策最新發展，

（2）再生能源技術與其土地利用態樣發展，（3）我國再生能源設施裝置實務案

例資料與爭議個案資料等三方面。 

    針對（1）部分因為工作性質上屬於資料蒐集，而其功能除支持後續研究

外，主要亦涉及提供評析國土計畫法之理論參考，因此將蒐集我國與德國（英

國部份透過子計畫一協助）文獻後予以整理，過濾出可與我國法制相互比較之

處外（此部分將在計畫執行期間持續辦理），並將共通法理整理出來。就（2）

之部分，技術面資料以蒐集部分，仍須持續更新最新狀態，透過國內外資料，

確認、整理風電、光電與深層地熱利用之設施條件，故文獻蒐集仍不可全免。

但是，各種再生能源土地利用態樣，尤其光電、風電與地熱三者，仍有進一步

訪談相關產官學界，如能源局、科技部能源國家型計畫中光電、風電與地熱類

各計畫，內政部營建署、地政司，以及現地觀察了解其基地使用之具體特性及

其受科技變更隨之改變之狀態，此部分工作乃在資料蒐集外，需搭配訪談與現

地調查方可完成。在（3）部分，則除既有文獻外將蒐集相關國內外類似爭議之

司法裁判與法學文獻，配合國內已知之土地利用衝突實例，分析蒐集所得資

料，以過濾出其間真正屬於法制面之普遍性、基本性問題。此部分工作因而較

偏向文獻蒐集、整理與分析。 

    以下先針對第一年核心研究能源種類，即陸域風電與光電運用問題整理如

下： 

二、 陸域風力發電 

(一) 陸域風力發電之主要土地利用影響 

    考其容易衍生爭議之因素，大體出於陸域風力發電設施之運作（較不涉及

設施設置過程），涉及土地利用上須考量重要環境因素。 

    綜合目前陸域風電設施運作對於環境、土地造成衝擊，主要在於下列五

者： 

1. 對於飛行生物所帶來之影響 

2. 對風場及其鄰近地區動植物之影響 

3. 噪音造成之環境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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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機造成陰影遮障的影響 

5. 風機對於地景與文物（如古蹟）保護之衝擊 

    而以上五者自亦成為各國面對建置風場開發或是個別風機設置案件，審查

之核心內容。4其中關於動植物之影響方面，由於特殊棲地與物種保育之要求，

在審查與環評實務上，一般而言較為明確。反而，風機所造成噪音問題一直成

為爭議的焦點，在我國更是明顯。 

    針對風機噪音問題，首須注意其所引起爭議部分除了一般因頻噪音之外，

低頻噪音之影響在我國更是經常被提起，並成為爭議焦點。惟經文獻分析發

現，各國對於低頻噪音是否真正造成周邊人居環境或是自然環境之負面影響，

其實仍無定論，甚至仍未承認低頻噪音為風場或風機審查、環評上應考量因

素。易言之，就目前資料觀之，風場或風機設置、運作的控管，在噪音方面仍

然主要僅針對一般音頻之噪音，並以音量（dB）作為控制之基準單元。此由下

表可以看出各國（部分國家含地方單位）對於風場或風機噪音管制之梗概，即

可印證主要控管者為音量，且欠缺對於低頻噪音管制之資訊。 

(二) 比較法制資料收集（各國風機規範整理） 

【表 3】各國風機規範整理 

國家/邦、

各省 

與住宅之距

離 
噪音標準 

陰影遮蔽標

準 

距離及標準

屬於必要條

件或建議？ 

註解 

Germany and 

Provinces 
None 

夜間噪音限制 35-

50dB（A）；白天

噪音限制 45-65 dB

（A） 

（視地區而定） 

最壞情況之最

大值一天 30分

鐘及一年 30小

時，實際曝曬

一年 8小時 

必要條件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 

Saarland 
距住宅 500-

850M 
  建議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 

Lower Saxony 
距住宅

1000M 
  建議 應考量噪音、景觀 

Thuringia 

1000M/潛在

衝突之住宅區

及休閒遊憩區 

  建議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 

Hesse 距住宅   建議 應考量噪音、視覺

                                                 
4 Gasch/ Twele, Windkraftanlagen, Aufl. 9, S.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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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M，與醫

療機構較遠距

離；與個別住

戶較短距離 

影響、陰影遮蔽、

汙染、空間發展 

Rhineland-

Palatinate 

距個別戶數

400M 

距聚落

1000M 

  建議 

在法院判決之基礎

上，考量噪音、景

觀、陰影遮蔽，型

塑成一指標 

Berlin None   None 
發展過度，僅有一

座風機 

Bremen 
距住宅 200-

500M 
  

建議：德國噪

音和陰影遮蔽

法規之必要條

件 

應考量陰影遮蔽，

採以鄰近住戶之角

度 

Schleswig-

Holstein 

距 1-4住戶

300M；距農

村聚落

500M；距城

鎮及渡假區域

1000M 

  必要條件 
應考量旅遊、歷史

地區、景觀 

Hamburg 

距個別住宅

300M；距聚

落 500M 

  必要條件 Unknown 

Saxony 

距所有事物應

有風機高度 1

倍之距離；一

個風機應有

300M之距

離；一風場應

有 500M之距

離 

  建議 

應考量環境、景

觀、陰影遮蔽、噪

音 

Spain 距住宅 500M 
噪音限制 45-50 dB

（A） 
 建議 

應考量噪音、安全

性、視覺影響 

Italy None   None None found 



 第 35頁 

France 距住宅 500M 
鄰近住宅區噪音限

制 25 dB 
 建議 

應考量噪音、景

觀、視覺影響 

Canada None   None 各省自行決定 

Yukon None   None 人口稀少 

Prince Edward 

Island 

距鄰近住宅應

有風機高度 3

倍之距離；距

開發商住家應

有風機高度 1

倍之距離 

  必要條件 
應考量環境、公共

衛生、安全性 

New 

Brunswick 

若為陸域風

機，應與所有

聚落及娛樂區

有 500M或風

機高度 5倍之

距離 

距離住戶 1公里內

噪音限制 40-53 dB

（A） 

 必要條件 
應考量噪音、視覺

影響、安全性 

Nova Scotia Unknown   Unknown None found 

British 

Columbia 
None 

噪音限制 40dB

（A） 
 必要條件 應考量噪音 

Alberta None 

夜間噪音限制於距

受最大影響之住宅

1.5公里內為 40 -

56 dB（A） L A 

eq （通常為 40 -

46 dB（A） L A 

eq）；白天噪音限

制為 10 dB（A） 

 必要條件 

應考量噪音，

Alberta公用事業委

員會規則 

Manitoba 
距住宅 500-

550M 

噪音限制 40-53 dB

（A） 
 

噪音標準為必

要條件 

距住宅之距離

為建議 

應考量噪音，市政

府決定距離為 300-

800M，Manitoba建

議 500M 

Ontario 

距住宅、工作

場所、休閒遊

憩區 500M 

噪音限制 40-51 dB

（A） 
 必要條件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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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foundland

/Labrador 
Unknown   Unknown None found 

Quebec None   None 
市政府決定常用距

離為 500M 

UK / England 
最短距離

350M 

噪音限制為 35-45 

dB（A），或高於

背景音最高 5 dB

（A） 

 建議 應考量噪音 

Scotland 

距離城市、鄉

村、城鎮

500M 

  建議 應考量視覺影響 

Wales 距住宅 500M   建議 應考量噪音 

Portugal 距住宅 200M 

夜間噪音限制 45-

55dB（A）；白天

噪音限制 55-65 dB

（A） 

 

噪音標準為必

要條件 

距住宅之距離

為建議 

Unknown 

Denmark 

距住宅應有風

機高度 4倍之

距離 

噪音限制 39-44 dB

（A） 
 必要條件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景觀 

Netherlands 

距住宅應有風

機高度 4倍之

距離 

白天噪音限制 47 

dB（A）；夜間噪

音限制 42 dB

（A） 

 

噪音標準為必

要條件 

距住宅之距離

為建議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安全性 

Sweden 
距住宅 400-

1000M 

噪音限制為 40dB

（A），若於寧靜

區域應降低至 30-

35 dB（A） 

參考德國之指

標（見下文） 
建議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視覺影響、

安全性 

Australia None   None 

各省自行決定，參

議院認為未來應更

加嚴謹審查 

New South 

Wales 
None 

噪音限制為 L A eq, 

10 min 35 dB

（A），加上 5 db

的音頻懲罰 

 建議 應考量噪音 



 第 37頁 

South 

Australia 
None 

噪音限制為 L A90 

35-40dB，加上 5 

dB的音頻懲罰 

應考慮 500M

內所有住戶之

陰影遮蔽 

建議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 

Tasmania None 
5-10 dB之音頻懲

罰， 
 建議 應考量噪音 

Victoria None 

噪音限制為 L A95 

40 dB，加上 5 dB

的音頻懲罰、 

陰影遮蔽一年

不超過 30小時 
建議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 

Western 

Australia 

距住宅 1KM

（1000M） 

噪音限制為 L A eq, 

10 min 35 dB

（A）， 

加上 5 dB的音頻

懲罰 

 建議 
應考量噪音、視覺

影響、陰影遮蔽 

Ireland 

距住宅、噪音

敏感地區

500M 

噪音限制為 35-45 

dB（A），或高於

背景音最高 5 dB

（A） 

陰影遮蔽最大

值一年 30小時

且一天 30分鐘 

建議 
應考量噪音、陰影

遮蔽 

New Zealand None 

噪音限制為 35-40 

dB（A），或高於

背景音最高 5 dB

（A） 

 必要條件 應考量噪音 

(三) 陸域風力發電各土地、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1. 噪音 

    值得注意的是，從上表也可以看出各國對於風場、風機噪音的管制標準設

定方式相當不一致，但是大體歸納後可以看出主要採取絕對數值、相對數值

（較背景音高出之音量值）或是二者混用情形。進一步探究此種數值設定方

式，鄉對數值因為著重風機噪音相對於原本寄存背景噪訊音量之差，嚴格言之

此最能彰顯風機噪音對當地環境的負面影響質與量。但事實上，這也代表了風

機的噪音相對音量會因量測的地點而異。同理，絕對音量也會因為量測地點而

異。所以，若純由噪音管制之觀點來看，風機與風場噪音影響的控制應該會因

為地表狀態、植被等可以吸收噪音元素，甚至距離，導致無法也不宜以等距方

式決定封場與風機的噪音影響容許空間範圍，蓋此方式過度簡化實際現役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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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故無論以絕對噪音數值或是相對噪音數值規範，都有賴於精確的現地量

測。 

    未處理此一問題，一方面有賴於申設風場或風機者提出精確之等噪音線圖

公審外，也因審查時點在設施實際運作之前，故各地點噪音強度仍有待依照一

定方式予以計算；亦即以風機作為噪音源量出其發出之原始噪音量值減去因距

離與環境吸收所減少數值，最後加上週期發生的額外音量。 就此取得之最終值

決定等噪音線圖之正確性並得以進行審查。而此等噪音線圖在德國實務上，即

成為許可審查上必要之文件。 

2. 投影 

    其次，風機一如建物，其既然矗立於地面即衍生投影，並因其投影而對周

邊環境造成影響（如日照之影響）。而此問題之處理實則仍會因為設施所在位置

地理條件而有差異，故亦僅能個案予以檢視，難以直接規定一定距離作為管制

之依據。因而，關於風機或風場日影問題之解決，仍有待在規劃階段即就施設

地點地理條件，依據所欲設置之風機資訊，預先計算實地投影情形。在實務

上，既然此問題具有明顯個案性，實亦應由設置或開發申請人依其規劃自行計

算並提供風機或風場投影圖資以供審查。 

3. 地景的影響 

    如前所述，風機於地表存在之狀態與建物在本質上無異，對於周遭地景勢

必帶來或多或少之衝擊。尤其，風機塔高常逾一百公尺以上，若無地形遮障，

其景觀衝擊通常極為明顯。惟景觀衝擊之問題，其是否已達無可接受之水準

（與當地地景無法和諧化），多少具有主觀性，亦難以建立通案性規則以資控

管，是以地景衝擊之控制亦僅能就個案分別為之。鑒於風機或風場之地景衝

擊，一定程度受當地地形、設施型態、數量等因素影響，亦應由設置或開發者

進行景觀模擬，否則難以審查。此種景觀衝擊審查在現行開發許可審議實務上

已有前例，故在風機、風場開發控管實務上將景觀衝擊模擬與評估常規化，應

無困難。 

    空間計畫的控制可能性。 

(四) 苑裡風機設置爭議事件法律爭點分析 

    關於國內風機設置開發之爭議事件，爰以「苗栗苑裡風機設置開發抗爭事

件」為主，研究分析如下： 

1. 爭議事件概說 

    緣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及其子公司通威風力發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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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英華威（通威））計畫於苗果縣、通霄、苑裡與竹南三鎮設置風力發電機，

並於民國 96年 10月 30日經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作成有條件通過第一階

段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下稱環評審查）之結論，其中苑裡鎮部分 9 座風力發電

機（下稱係爭開發案）。嗣因變更風機位置，辦理二次環境差異分析報告，變更

9座風力發電機之編號及座落位置（T18-1座落苑裡鎮苑港段 1662、1750地號、

T40座落苑裡鎮 1741地號、T20-2座落苑裡鎮 1734、1735地號、T53座落苑裡

鎮苑港段 1735 地號西側未登記地、T22 鹿落苑裡鎮西海 1384 地號、T23 座落

苑被鎮西海段 1394、1395地號、T24座落苑裡鎮房南段 1107地號、T25座落苑

被鎮房南段 1169 地號、T26 座落苑裡鎮房南段 11 地號）。然此引起當地居民反

彈並組成自救會，接續發起一連串抗爭及法律行動。 

2. 事件發展情形 

    關於事件發展之情形，爰以時間軸之排序方式，簡要說明如下： 

(1) 2005年 5月 19日，英華威（通威）按照環評法規，在通苑地區舉辦

環評說明書送審前之公開說明會。 

(2) 2006年 1月，英華威（通威）在苗栗縣從 2006年 1月進入環保署開

始進行審查作業。 

(3) 2007 年 4 月，原本規劃設置九十三台風機，每經一次審查會就被刪

掉幾台，目前歷經四次審查會，只剩不到三分之一，但仍舊沒有通

過，甚至有委員建議本案要進入「第二階段環評」。 

(4) 2007年 11月，英華威（通威）風力發電公司在後龍及通霄鎮交界處

海岸裝設的風力機組，已全部完工，一整排十幾座的風力機組，矗

立在海邊，增添通霄鎮白沙屯海邊景致。 

(5) 2009年 7月 23日，英華威（通威）取得電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核發其

中九座風力發電機組之籌設許可準予備查函（經濟部 98 年 7 月 23

日經授能字第 09820084740號函）。 

(6) 2012年 6月 7日，續取得 98 年 7月 23日經授能字第 09820084740

號風力發電機組之籌設許可準予備查函後，英華威（通威）另取得

電業主管機關經濟部核發其中九座風力發電機組之籌設許可準予備

查函（經濟部 101年 6月 7日經授能字第 10100234910號函）。 

(7) 2012年 7月 18日，英華威（通威）取得經濟部核發之風力發電機組

之電業設置發電設備工作許可證（經濟部 101年 7月 18日經授能字

第 10103006350號函）。 



 第 40頁 

(8) 2012年 9月，英華威（通威）辦理「苑裡鎮西平里 20-2號風機施工

前說明會」。 

(9) 2012 年 10 月 28 日，苑裡反瘋車自救會成立，並針對可能受影響的

苑港、西平、海岸、房裡四個里的居民進行「反對風力發電機組施

設」連署，四個里總人口數 7682 人，截至 2013年 1 月為止共 4281

多人表達反對的立場。 

(10) 2012 年 11 月 21 日，英華威（通威）於苑裡鎮公所再次配合舉辦相

關之協調及說明會。 

(11) 2012年 12月 4日，英華威（通威）召開之協調會。 

(12) 2013年 2月 18日，英華威（通威）開始在警力保護下要施工，因而

陸續爆發警民肢體衝突。 

(13) 2013年 3月 21日，劉政鴻縣長主持召開協調會。 

(14) 2013年 4月 29日，陸續有抗議者被依涉嫌強制罪移送法辦。 

(15) 2013 年 5 月 13 日，苗栗苑裡的通威 18-1 號風機管制區發生通威保

全被反風自救會成員持刀威脅。 

(16) 2013 年 10 月 14 日，苑裡反風車自救會針對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的

風機工程聲請禁止施工假處分，苗栗地方法院認為自救會無精確數

據證明風機會影響居住安寧和健康，且英華威合法取得風機籌設和

施工許可，駁回自救會的聲請。 

(17) 2014年 1月止，共有 34人被起訴，而這種方式也引起法律團體的質

疑，因而組成義務律師團協助辯護。 

(18) 2014年 4月 16日，自救會以路過方式佔領經濟部中庭表達抗議。 

(19) 2014年 4月 23日，英華威（通威）透過委任律師直接在苗栗地方法

院法庭上表示，就當日所審理發生於 102年 4月 29日之學生、民眾

妨礙風機基礎工程施作一案，願意不再追究。經濟部能源局亦於同

日召開就通威公司在苑裡風場的施工許可展延是否要再另作新處份

之會議（苑裡房裡里的三支 24、25、26號風機的併網工程南遷作業

的施工許可）。 

(20) 2014年 5月 29日，自救會於經濟部發起抗議展延施工許可活動。 

(21) 2014年 7月 14日，於立法委員林淑芬委員、吳宜臻委員及苑裡地區

民代奔走協調下，英華威（通威）與苗栗苑裡反風車自救會就通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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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於苑裡興建四支風機的後續處理達成共識。 

(22) 2015年 3月 11日，歷經兩年苑裡反瘋車自救會的抗爭，英華威（通

威）去年同意拆除居民反對的第 24號及 18-1號風機，另再提出「苗

栗縣竹南、通霄、苑裡鎮設置風力發電廠興建計畫」第二次環差報

告，提出變更設置通苑風場第 1-1、B01、46及 50號風機。 

(23) 2016年 2月 25日，自救會主要領頭 20人全判無罪確定。 

3. 法律爭點分析 

    關於本事件其法律上之爭點在於： 

(1) 取得環評及許可後遭阻撓，政府要求和談涉及信賴利益保護的問

題；於事前審查是否有民眾參與不足且事後救濟不足之情形，此於

政府執法、法規內容均有問題。一般而言，環評結論跟報告書是審

查重心，有問題應先從環評內容及結論處理。 

(2) 再生能源用地屬一般私經濟或公共事業之範疇？若屬後者，則民間

意見要退讓。本研究認為，本案可界定在「公共設施」，並以此為出

發，則能源政策（公共設施、公益設施）、涉及法律保護之權益有哪

些？土地利用，非僅私有財產權保障之問題，若在公有土地上又應

是如何？ 

(3) 另本事件之行政處分何時作成？何時發生效力？行政機關對英華威

（通威）為受益行政處分若有問題，則何時應為廢止或撤銷？已取

得許可，要施工時鄰人訴訟，如何在法律上攻防？ 亦即於英華威

（通威）申請設立風機之設置開發，其行政程序是否有瑕疵？主管

機關審查許可之標準是否明確合理？諸多行政程序中之民眾參與機

制是否確有落實？居民抗爭之主張是否確有權利及何種權利受侵

害？居民於事前及事後之法律救濟是否充足？其行使之方式是否正

確？等等問題。 

    就上述法律面問題而言，無論就事業計畫許可、環評與開發許可，皆屬行

政處分，而其中環評與開發許可皆應認為在制度功能上自始即具有保護規範之

性質，故原則上除了肯定利害關係人對之提起撤銷訴願、訴訟，更應考量相關

行政程序資訊透明化與民眾參與之強化，以符合釋字 709 號以來對於正當程序

之要求。 

    至於風場與大型風機的設置，無論在集中型電網亦或是地區性分散型電網

之一部，由於其產出電力皆具有提供公共利用的特性，且鑒於電力供應之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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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生活之必需性，縱使對於申設者仍具有藉以營利之性質，仍不得否認其具

公共事業之性質。尤其需注意者，風場作為能源政策上策略性布局之一環，原

本即應妥善規劃、控管，並確保相關行政程序形式、程序與實質之合法性，故

對於已通過之許可，實應由國家整體能源布局之角度予以支持，而非任由申設

者與當地民眾爭執不下。準此，現行能源主管機關對於風電發展個案之程序

（事業許可程序）自亦有如前述強化資訊透明與民眾參與之必要，以將可能或

已知之爭議自事業許可階段及早處理（例如協商），此對申設者與當地民眾雙方

之權益保障皆可有效提高。此除可使後續開發許可與環評審議集中於環境與土

地之衝擊問題，相對提高其效率外，妥善利用之下亦應可降低爭訟之發生。而

爭議一旦發生，亦宜建立由能源主管機關介入處理之機制。 

(五) 小結 

    整體來講，風電（大型風機）個案差異很大，雖然因為實際占用基地很

小，除了前述諸端整體環境性衝擊外，對於其基地原本利用之直接影響不算

大，亦即對於已開發利土地（含農業使用狀態之土地）原則上具有高度相容

性。但是基於上述幾種環境衝擊因素，原則上大型風機之設置（含風場開發）

皆不宜就個別基地之種類遽依容許使用項目予以控管，而應該皆採取個案予以

審查方式控管為宜。否則，前述各核心考量因素如生態、噪音、投影等將皆實

質無從檢視、確保。至於以千瓦為輸出單位之家用小型風機，因機體小，除噪

音問題外，幾乎無前述各種環境衝擊可言，又通常設於建物之頂，在土地使用

管制角度觀之，除建管外應無額外另為許可之必要。 

    其次，鑒於前述風機與風場之環境、土地衝擊皆具有油基地外擴之特性，

加上大型風機之設置有風機間最小間距問題（約扇葉直徑 3-4 倍），導致風場開

發實際所需空間面積大，加上外擴影響範圍，故其開發計畫實際需執行審視之

空間範圍皆潛在具有大型開發案之規模。準此，大型風機與風場地設置開發，

宜由空間綜合計畫與事業部門計畫進行整體策略布局以資控管，以避免個別基

地之零散性控制。此外，台灣的可利用平原地區大體上聚落分布密集，若要求

風機與風場設置開發全面符合前述各種限制，除了可能導致風場破碎、零星化

外，更可能導致陸域風場的開發高度困難化，因此將會更需透過整體性規劃與

布局，亦即透過空間計畫做整體性擘劃與控管為宜。也因此，目前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中針對再生能源設施只要屬點狀、線狀利用，在面積總和 660 平

方公尺範圍內皆允其容許使用，對於大型風電設施即屬不妥。 

    承上，風機與風場之土地利用控管，由於風電開發之經濟（效益）性考

量，如前述無法迴避風機間隔問題，此復加上前所提及台灣聚落密集之現象，

實際上要完全避開人居環境其實非常困難。而此困境，即使調整各種衝擊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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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法定值（如噪音值、最小距離值或日影遮蔽規範等，亦僅能或多或少改

善控管上的困難，但卻因為前述風場條件的因地受限特性，難以根本解決。因

此，若要落實以上因素之控管，又要達到陸域風場之質與量的強化，似可考慮

積極利用土地重劃（主要為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將有利於風電發展

地區之土地予以調整，或是另一解方。 

三、 光電設施之設置與開發 

    本年度研究另一重點再生能源種類為光電。由於政府力推再生能源，光電

又為其中核心，致既存光電設施搶用農業用地問題再度被尖銳化。政府有鑑於

此，乃著手推動將光電設施設置於鹽業用地與地層下陷地區，嘗試藉此平衡或

是軟化光電與農業爭地之衝突。針對此點，本研究除參與成大承接工研院之相

關研究討論外，亦參與內政部營建署修訂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議規範中光電

設施相關條文。惟就本研究立場而言，認為鹽業用地或許用以推廣設置光電廠

（solar farm）較無爭議，但地層下陷地區卻未必不適農作，恐怕就如是處理來

看仍無解於與農爭地和農糧安全間平衡考量的困境。 

(一) 光電設施的特性與環境衝擊 

    一般而言，PV 設施在其運作期間幾乎不衍生環境衝擊，其影響原則上僅侷

限在其設施基地範圍之內。而其主要之土地利用顧慮在於對基地地面構成日照

之遮蔽，對於需要日照之土地利用方式（如農耕）構成妨礙，以及若光電設施

在設置時對其基地進行灌漿導致基地條件改變問題。而此問題若加上考量光電

設施需要大面積運用土地以達到經濟規模，則勢必涉及在非建成環境中與其他

土地使用方式競合的問題。 

(二) 現行土地使用管制與光電場設置問題 

    從前述光電設施設置與運作的問題來看，目前被討論最多者在於光電設施

與農爭地。然而此問題之本質應該回到光電運作與農耕是否相容的問題，蓋若

二者間具有相容性，則嚴格言之，只涉及改作耐陰性作物問題，並不該存在所

謂光電設施與農爭地的疑慮。 

    至於對於光電設施破壞農地問題疑慮，實則只要限制光電場之設置不得灌

漿或是採取改變基地性質之工法，除了執行落實問題外，法律上即可受到控

制。況且，這種技術工法的控管畢竟與土地利用之控管有本質上之不同，實質

上為另一問題，尚不宜混為一談。而因未設置光電設施後實際荒廢農耕情形，

邏輯上亦難導出原則上應禁止農地設置光電設施或溫室之結果。 

    易言之，光電設施用地的真正問題，應該在於因其造成大量遮蔭，在農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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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否能夠以替代性耐陰作物滿足農糧需求，以及如何解決光電場所需大量集

中利用之開放空間。前者實則仍屬農業技術與農業政策範疇，實仍須整體政策

工具予以解決。至於後者，迄今政府試圖以釋出鹽業用地與地層下陷地區作為

解決方案，看似即係為解決此一問題所提供者。惟此兩類土地僅係不利於一般

性利用（如農耕或營建），但實則仍未具體指出真正適合發展光電之區位與土地

位置。尤其光電設施要與公共電網併聯時，必須另建升壓站，而升壓站之土地

運用與變電站並無不同，其與既有土地利用未必相容，因此光電場之設置亦非

隨處開放空間所可設置者。就本研究立場言之，縱使光電場環境衝擊不若風場

明顯、嚴重，仍宜就整體國土規劃由各級國土計畫指出優先發展光電區位為

宜。尤其為了避免農地種電反賓為主之情形，若能全面採行開發許可方式控制

光電場之開發，應當可以連同申請人之農業生產計畫一併審查。而若僅依土地

種類之容許項目准許自由設置，後續其實極為難以控管。 

    再者，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規範，如同光電情形，並無專門針

對光電設施之規定，而僅以再生能源設施為總體性規範標的。考量光電設施之

配置方式，一方面實際接觸地面部分面積小，另方面遮蔽面積卻大，實無法直

接適用點狀、線狀與面積限制，此導致實務上光電場設置於農牧用地原本應該

申請開發許可，此應該比起新進修法後以升壓站基地面積做為申請開發許可門

檻為佳。 

四、 國土計畫法下土地利用控管問題之評估 

    國土計畫法已於 2016年 5月開始實施，惟各用以運作之子法迄今除施行細

則外仍未完全就緒，其中除了立法仍需一定時間之因素外，主要亦涉及主政之

內政部對於究竟如實質運用四大功能分區進行規劃並連結土地使用管制，仍有

諸多迄今無法定案之情形。惟考量針對風電與光電設施特性，以及二者之發展

為目前政府推動再生能源之核心項目，本研究如前述認為應該在各級國土計畫

及其相關部門計畫中，透過空間計畫指導、規範後續光電與陸域風電的開發，

避免目前零星個案發展之情形。由於城鄉分署預計今年內提出全國國土計畫草

案，並就地方層級國土計畫已經補助各地方政府擬定，屆時國土計畫法下土地

使用管制規範內容以及使用許可機制為何皆將確定下來，本研究將持續進行追

蹤分析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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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氣候變遷下之稻米生產、交易與虛擬水成本之關係 

一、 前言 

    在前期計畫中本團隊已能掌握稻米藍、綠水之估算，接續研究將嘗試利用

藍、綠水之估算，來實際討論如何應用於了解台灣稻米的灌溉與水資源利用的

現象與問題。 

二、 稻米耕種之灌溉模式 

(一) 灌溉方法 

    台灣稻米的灌溉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 

1. 繼續灌溉法－ 

    為一種自古以來所慣用的稻作灌溉法，又稱「湛水灌溉」，即在田間除草與

分蘗終期斷水外，使之經常保持有水或適當之水深狀態，採用此法灌溉時，水

源必須保持充沛、不斷放流。 

2. 輪流灌溉法－ 

    簡稱為「輪灌」，為根據用水計畫在適當時期以適當之水量，按照順序供水

之灌溉方法，多用於水稻灌溉水源不充裕地區或時期。 

3. 非常灌溉法－ 

    又稱「間歇灌溉」，是一種臨時的灌溉方法，當灌溉水源枯竭至灌溉需水量

40%以下時，既不能全面積灌溉供水，亦無法按輪區單區順序依時供水時，為

減輕災害損失，採用此方法以為因應。 

(二) 水稻生長時期與灌溉用水來源 

    水稻生長主要分成秧苗期、營養生長期、生殖生長期、成熟期這四大期，

在不同階段會依據栽培管理方法調整灌排水量，如【圖 8】： 

    各生育時期之詳述如下： 

1. 秧苗期：屬整地、育苗階段，不須太多水。 

2. 營養生長期：初期主要採「繼續灌溉」的方式，需要較多灌溉用水。

又細分為「成活期」、「生長期」、「分蘗始期」、「分蘗盛期」、「最高分

蘗期」，各分期灌溉細節如下： 

(1) 成活期至分蘗始期：採放流灌溉，須保持水流動，需水量大。 

(2) 分蘗始期至分蘗終期：追肥時，需控制田間約 1 公分之淺水時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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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肥，等田間水分完全滲入土壤內後，恢復灌水。 

(3) 有效分蘗終期至幼穗形成始期：曬田，不灌溉，幫助稻株後期養分

吸收及不倒伏之效。 

 

【圖 8】稻米生育時期排灌水量管理 

3. 生殖生長期：主要採「輪流灌溉」的方式，水的排灌重要，逢雨不灌

或是多日灌溉一次。又細分為「幼穗形成期」、「孕穗期」、「抽穗開花

期」，各分期灌溉細節如下： 

(1) 幼穗形成期：採行 5至 10公分之深水灌溉，注意逢雨不灌、大雨排

乾，調氣促根保葉。 

(2) 孕穗期：採輪灌方式，每 3 至 5 日輪灌一次，使土壤通氣良好，促

進根系之強健。 

(3) 抽穗開花期：須維持 5至 10公分的水深，採取灌一次水，露田 3至

5 天，當土壤含水量降至 70%時，再灌飽和水與露田，要注意排除

多餘積水。 

4. 成熟期：主要採「輪流灌溉」的方式，收穫前幾天斷水，灌溉需水量

較少。又細分為「乳熟期」、「糊熟期」、「黃熟期」、「完熟期」，各分期

灌溉細節如下：。 

(1) 乳熟期至糊熟期：保持 5至 10公分的深水灌溉。 

(2) 黃熟期至完熟期：採取輪灌法，最後斷水。 

  



 第 47頁 

(三) 實際訪問 

    為了探究實際種植稻米的行為模式是否和上一節之理論與規定相符，訪問

了 5 位來自不同縣市的農夫，請教關於灌溉用水的來源與利用等相關問題。問

題如下： 

1. 種稻米的灌溉用水從何處來？ 

2. 用水量是固定不變的嗎？還是會因為天氣（降水量、溫度等因素）調

整灌溉用水量大小？ 

    五位農夫回答整理如下： 

1. A 農夫，來自桃園：灌溉用水主要是用埤塘的水，利用溝渠引入田

裡。用水量並非固定不變，會隨著稻米的生長週期或是天氣（降雨）

來調整灌溉用水量，並利用水閘門開關來控制水流量，通常生長前期

會需要引入較多灌溉用水，水量需維持土上三公分的高度，之後主要

都是吃雨水。 

2. B 農夫，來自宜蘭：政府設有固定溝渠，本來就有農田灌溉系統，是

農田水利會管理，從山上引水下來（專門灌溉用水）。灌溉用水量並非

固定不變，有的季節水太多，閘門那邊就會把門關起來，有時候缺水

就要打開。主要跟稻子的生長有關係，因為不能預知天氣，天氣一直

在變，所以會跟著稻子原先的生長情形來調整，剛開始的水要比較

多，到了一定的時間後，水就不要太多，稻子才會往下找水，它的根

才會強壯。 

3. C 農夫，來自宜蘭：在田附近有武暖大排圳（大水溝），可以將水引入

田裡，最後再流入海裡。會隨著天氣而調整用水量，若天氣較熱，水

會蒸發時會使用較多水。 

4. D 農夫，來自彰化：取用當地地下井水灌溉水稻。平時灌溉用水量並

不固定，會隨天氣狀況調整大小。 

5. E 農夫，來自台東：本身有種植有機米和慣行米，有機米是抽地下井

水灌溉，慣行米則是取溝渠灌溉。通常會因為天氣而改變灌溉用水

量，如夏季（天氣較乾熱時）會需要較多水灌溉。 

    從上述五位農夫的回答，可得到大致相同的結論。基本上他們皆從田附近

的埤塘、大水溝或是地下水取得灌溉用水，而灌溉用水量會隨著天氣狀況或是

生長階段的不同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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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灌溉用水與水足跡 

(一) 藍、綠水足跡的定義 

    根據水足跡評價手冊，「藍水足跡」是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消耗性使用之指

標，其著重衡量的是一段時間內消耗、不能直接返回原流域的地下水或地表水

之可用水量。而藍水指的是「地表流水、地下水」。根據上述定義可推知，在本

報告中所指的「取自溝渠、地下井等水利設施的水資源」為藍水。而「綠水足

跡」是人類使用綠水的耗用指標，即是衡量產品生產過程中消耗的雨水量，與

農業產品密切相關，故這些綠水足跡是指「雨水的總蒸發散量」。而綠水指的是

源於「降水、未形成逕流也未補注地下水」的部分，此部分雨水儲存於土壤或

暫留於土壤表面或植被，最後終將自行蒸發或透過植物蒸散。根據上述定義可

推知，在本報告中所指的「雨水」為綠水。 

(二) 灌溉用水量變化分析 

    從農夫對於訪問的回答中，可知道實際用水行為模式與灌溉理論相符，灌

溉用水量會因為生長時期抑或天氣狀況不同而調整。以下我們將延續上一章節

的內容，並結合藍綠水足跡的概念，探討不同耕作時期對於藍水、綠水的仰賴

程度，並透過一、二期台灣藍綠水足跡升降變化分析，得到台灣稻米一.二期之

藍.綠水相互調節的效果。 

    台灣稻米耕作主要分為兩期，一期通常為 2到 7月，二期則為 7到 11月。

綜合上述灌溉理論與實際訪問之結果，並搭配每月稻米需水量，可得到下列綜

合【圖 9】。 

 

【圖 9】每月水稻平均灌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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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稻米需水量變化圖 

 

【圖 11】稻米灌溉綜合圖表 

    由上圖表可知，一期當中的 4 月和 6 月為灌溉用水需求量最大的時候，主

因為 4 月屬稻米的營養生長期，此時採流放灌溉方式，故需較多水，此時期主

要以藍水為主，以保持灌溉用水不斷流動；6 月屬生殖生長期，水的排灌管理

相當重要，此時期注重綠水和藍水相互調整，當綠水多時便無須藍水，綠水少

時再以藍水補充，故此時期以綠水為主。到了 7 月一期準備收穫，灌溉需水量

減少，加上處於降雨豐沛期，故以綠水為主。 

    而二期以 8 和 10 月為灌溉用水需求量最大的時候，8 月屬營養生長期，採

流放灌溉，雖此時屬雨量豐沛期，但灌溉上需較多水以保持不斷流動，故仍以

藍水為主；10 月屬生殖生長期，綠水和藍水會相互調整，但通常此時期降雨量

並不多，故需要藍水加以補充，到了 11 月準備收穫，灌溉需水量減少，故以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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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為主。 

    綜合上述一、二期之描述，台灣稻米的耕作前期灌溉需水量較大，且需保

持灌溉用水流動，綠水量往往不足以滿足需求，此時主要仰賴藍水灌溉，透過

地下水、溝渠等方式取得藍水，並視降雨量多寡而調整藍水量的大小；而耕作

後期灌溉需水量變小，此時主要以綠水為主，利用雨水灌溉，當綠水不足夠

時，才引入藍水補充。故藍、綠水用水量會視耕作時期及降雨等天氣狀況而互

相調整。 

四、 台灣稻米灌溉用水量估算 

    從上一章節之結論可知，台灣藍、綠水用水量會視天氣因素、灌溉時期的

不同而調節，本章節將利用藍綠水足跡公式估算 2003 年至 2014 年的一、二期

藍綠水用量及水足跡，計算此 12年兩期藍綠水用量的量值變化，探討其變化是

否符合藍綠水用量會相互調整之論點，進一步再加入每年兩期稻作產量值，估

算此 12年一、二期稻米藍綠水足跡，計算藍綠水足跡之比例與量值變化。 

(一) 藍、綠水用量與足跡估算方式 

    根據藍水足跡定義式（如下式 1），首先需蒐集經濟部水利署各項用水統計

資料庫提供之各水利會水稻灌溉用水量（IR）統計資料（如下表 4，下載網

址：http：//wuss.wra.gov.tw/annuals.aspx），加總為全台一期和二期藍水耗用量

（𝐶𝑊𝑈𝑏𝑙𝑢𝑒），輔以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取得之各期稻穀產量（如下表

5），計算出逐年兩期稻作藍水足跡（𝑊𝐹𝑟𝑖𝑐𝑒,𝑏𝑙𝑢𝑒），估算平均每公噸稻米需消耗

多少立方公尺的藍水量。 

𝑾𝑭𝒓𝒊𝒄𝒆,𝒃𝒍𝒖𝒆 =
𝐈𝐑

𝒀
 

【式 1】藍水足跡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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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水利會水稻灌溉用水資料（以 2014年為例） 

區域 

            項目 

水利會 

水稻 

一期 二期 

北部 

瑠公 —— —— 

七星 13,440,416 13,720,148 

北基 12,097,350 850,340 

桃園 251,160,000 239,620,000 

石門 105,693,725 102,982,579 

新竹 146,007,101 135,982,358 

宜蘭 418,844,131 329,762,535.00 

小計 947,242,723 822,203,960 

中部 

苗栗 219,443,385 191,699,568 

台中 690,668,112 666,506,016 

南投 298,475,107 300,921,264 

彰化 501,780,328 524,079,816 

雲林 433,616,000 743,223,000 

小計 2,143,982,942 2,426,429,664 

南部 

嘉南 202,755,830 442,661,587 

高雄 147,247,572 53,647,030 

屏東 71,237,836 39,682,833 

小計 421,241,238 535,991,450 

東部 

台東 394,150,597 375,945,349 

花蓮 242,700,173 288,904,930 

小計 636,850,770 664,850,279 

總  計 4,149,317,673 4,449,47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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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農業統計年報之各期稻穀產量資料 

年次 

產量 

Production 

稻穀 

Paddy rice 

合計 

Total 

一期 

1st Crop 

二期 

2nd Crop 

民國 公噸 mt. 公噸 mt. 公噸 mt. 

94年 1,467,138 974,536 492,603 

95年 1,558,048 952,938 605,110 

96年 1,363,458 963,632 399,826 

97年 1,457,175 1,009,582 447,593 

*98年 1,578,169 1,051,005 527,164 

  

99年 1,451,011 957,418 493,593 

100年 1,666,273 1,110,786 555,488 

101年 1,700,229 1,075,786 624,895 

102年 1,589,564 1,036,844 552,720 

103年 1,732,210 1,117,085 6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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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綠水足跡定義式（如下式 2），需先利用遙測影像取得歷年蒸發散量

（下圖 12）、NDVI 資料（下圖 13）、土地覆蓋資料（下圖 14），進行影像預處

理，並與氣象資料一併建立蒸發散量複迴歸模型，以推估獲取稻作地區完整且

精確的每月蒸發散量（ET），將其和各月份有效雨量（Peff）相比較，取其中較

小者後、加總為一期和二期綠水耗用量（𝐶𝑊𝑈𝑔𝑟𝑒𝑒𝑛），輔以耕種面積及行政院

農糧署農業統計年報取得之各期稻穀產量（如上表 5），計算出逐年兩期稻作綠

水足跡（𝑊𝐹𝑟𝑖𝑐𝑒,𝑔𝑟𝑒𝑒𝑛），估算平均每公噸稻米需消耗多少立方公尺的綠水量。 

𝑾𝑭𝒓𝒊𝒄𝒆,𝒈𝒓𝒆𝒆𝒏 =
𝟏𝟎 × 𝒎𝒊𝒏{𝑬𝑻𝑪, 𝑷𝒆𝒇𝒇} × 𝑨

𝒀
 

【式 2】綠水足跡計算公式 

 

【圖 12】MOD16資料來源 



 第 54頁 

 

【圖 13】NDVI資料來源 

 

【圖 14】土地覆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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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二期藍綠水用量量值估算 

    為了估算台灣一、二期藍綠水用量之量值，以下先統整 2003 至 2014 年台

灣一、二期稻米藍綠水分別用量與總用量以及藍綠水所佔比例，如【表 6】所

示。 

    從表中可發現，平均一期藍水佔了約 98.84%之總用水量，而綠水僅佔

1.16%之總用水量；平均二期藍水佔了約 98.95%之總用水量，而綠水僅佔 1.06%

之總用量，可見無論一期或二期皆以藍水耗用量為大宗。而分別比較兩期總用

水量可發現，一期之總用水量約介於 34 億至 44 億之間，二期之總用水量約介

於 30 億至 44 億之間，每年兩期之總用水量皆受到該期藍水之多寡影響，故用

水量變化皆很大。 

【表 6】台灣一、二期稻米藍綠水用量與總用量（單位：百萬立方公尺）及所佔比例 

一期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平均 

一期 

藍水量 
4295.53 3642.95 4260.23 3565.04 3992.76 4085.46 4161.81 3358.06 3814.84 3736.01 3693.93 4149.32 3896.33 

一期 

綠水量 
50.22 39.81 61.08 60.93 59.39 52.52 43.71 50.43 45.52 62.57 58.42 51.61 53.02 

一期 

總水量 
4345.75 3682.76 4321.31 3625.97 4052.15 4137.98 4205.52 3408.49 3860.36 3798.58 3752.35 4200.93 3949.35 

一期 

藍水所佔比例 
98.84% 98.92% 98.59% 98.32% 98.53% 98.73% 98.96% 98.52% 98.82% 98.35% 98.44% 98.77% 98.84% 

一期 

綠水所佔比例 
1.16% 1.08% 1.41% 1.68% 1.47% 1.27% 1.04% 1.48% 1.18% 1.65% 1.56% 1.23% 1.16% 

二期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平均 

二期 

藍水量 
3920.38 3838.83 3781.40 4157.96 4082.81 4019.97 4315.59 3789.40 3891.61 3762.70 2977.24 4119.71 3888.13 

二期 

綠水量 
33.73 39.44 45.81 44.83 45.42 44.75 39.39 44.45 41.44 40.47 41.68 32.91 41.19 

二期 

總水量 
3954.11 3878.27 3827.21 4202.79 4128.23 4064.72 4354.98 3833.85 3933.05 3803.17 3018.92 4152.62 3929.33 

一期 

藍水所佔比例 
99.15% 98.98% 98.80% 98.93% 98.90% 98.90% 99.10% 98.84% 98.95% 98.94% 98.62% 99.21% 98.94% 

一期 

綠水所佔比例 
0.85% 1.02% 1.20% 1.07% 1.10% 1.10% 0.90% 1.16% 1.05% 1.06% 1.38% 0.7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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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進一步針對一、二期藍水耗用量進行分析，得到【表 7】之結果。可發

現每年皆有變動，有時一期藍水量較多，有時則為二期藍水量較多，並無固定

之變化。平均而言，一期藍水耗用量約為 3896.33百萬立方公尺，二期藍水耗用

量約為 3888.13百萬立方公尺，一期較二期多約 8.2百萬立方公尺。以標準差來

看，一期藍水量的標準差為±302.77 百萬立方公尺、二期為±335.01 百萬立方公

尺，表示歷年二期藍水用量多寡變化較大，故二期藍水量值較一期分散。 

【表 7】一、二期藍水耗用量（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而針對一、二期綠水耗用量進行分析，得到【表 8】之結果。可發現歷年

一.二期綠水耗用量變化則較平緩，且一期綠水量皆比二期綠水量多，此原因與

降雨量有關，因一期中末恰好在梅雨季與夏季雨量豐富的時期，故一期綠水比

二期多為合理現象。平均而言，一期綠水耗用量約為 53.02百萬立方公尺，二期

綠水耗用量約為 41.19百萬立方公尺，一期較二期多約 11.83百萬立方公尺。以

標準差來看，一期綠水量的標準差為±7.52 百萬立方公尺、二期為±4.34 百萬立

方公尺，一期綠水量標準差比二期小，表示歷年一期的降雨多寡變化較大，故

一期綠水量值較分散。 

【表 8】一、二期綠水耗用量（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平均 標準差 

一期 

綠水量 
50.22  39.81  61.08  60.93  59.39  52.52  43.71  50.43  45.52  62.57  58.42  51.61  53.02  7.52 

二期 

綠水量 
33.73  39.44  45.81  44.83  45.42  44.75  39.39  44.45  41.44  40.47  41.68  32.91  41.19  4.34 

    根據灌溉理論與氣候狀況可知，台灣一期稻米需水量大的階段，恰逢降雨

量不多的春季，此時需多用藍水灌溉；而當一期耕作後期稻米需水量較少時，

則可以豐沛的夏季雨水補足，此時則無需使用過多藍水，故一期藍綠水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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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一期 

藍水量 
4295.53 3642.95 4260.23 3565.04 3992.76 4085.46 4161.81 3358.06 3814.84 3736.01 3693.93 4149.32 3896.33 302.77 

二期 

藍水量 
3920.38  3838.83  3781.40  4157.96  4082.81  4019.97  4315.59  3789.40  3891.61  3762.70  2977.24  4119.71  3888.13  3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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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相互調節的關係。而台灣二期稻米需水量大時，其恰逢夏季降雨豐沛期，此

時多有午後雷陣雨、颱風，雨勢來得又急又快，農夫為維持灌溉用水持續流

動，即使綠水再多，仍需再用藍水灌溉，故可推論二期藍綠水較無調節之關

係。 

    因此在正常情況下，一期稻作之藍綠水具有相互配合之關係，故以下將以

一期藍綠水用量作為基準，對於二期藍綠水耗用量之量值變化進行驗證，檢視

當二期綠水耗用量相較於一期增加或減少時，其藍水用量是否會隨之變少或增

加，以符合相互調節之現象；抑或如推論所述，二期藍綠水耗用量會同時升

降，無法顯著呈現藍綠用水相互調節之關係。 

為了計算藍綠水量值變化，首先利用上述表格所整理之計算結果，以一期藍綠

水耗用量為基準，將二期的藍／綠水耗用量減一期的藍／綠水耗用量，得到藍/

綠水量差值，如下表。 

【表 9】藍、綠水量差值與升降關係表（單位：百萬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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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水量 

差值 
-16.49  -0.37  -15.27  -16.10  -13.97  -7.77  -4.32  -5.98  -4.08  -22.10  -16.74  

-

18.70  
-11.82  

藍水量 

差值 
-375.15  195.88  -478.83  592.92  90.05  -65.49  153.78  431.34  76.77  26.69  

-

716.69  

-

29.61  
-8.20  

升降 

關係 

同時 

下降 

相互 

調節 

同時 

下降 

相互 

調節 

相互 

調節 

同時 

下降 

相互 

調節 

相互 

調節 

相互 

調節 

相互 

調節 

同時 

下降 

同時 

下降 

同時 

下降 

    統整藍綠水量差值之表格後，可發現此十二年間之藍水量差值與綠水量差

值共有兩類類別：同時為負值、一正一負，以下將詳細敘述： 

1. 第一類：同時為負值 

    表示該年分二期綠水量較一期少，且其二期藍水量亦比一期少，如 2003、

2005、2008、2013、2014年，屬於「同時下降」，無相互調整之關係。 

2. 第二類：一正一負 

    表示該年分二期綠水量較一期少，但其二期藍水量會比一期多，如 2004、

2006、2007、2009、2010、2011、2012年，符合藍綠水「相互調節」的關係。 

    在進一步分析前，可從【表 4】看出歷年綠水量差值計算結果皆為負值，

表示年年一期綠水量皆大於二期，而每年藍水量差值則時正時負、變化很大，

尤以 2006和 2013年之藍水量差值差異最大。2006年為此 12年中藍水量差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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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年分，此年藍水量差值為 592.92 百萬立方公尺；而 2013 年為此 12 年中藍

水量差值最小之年分，此年藍水量差值為-716.69 百萬立方公尺。在二期綠水量

皆少於一期的情況下，歷年二期藍水之量值範圍可從小於一期 716.69 百萬立方

公尺，至大於一期 592.92 百萬立方公尺，值域範圍甚大。而從該表中也可發現

二期並非年年皆符合藍綠水相互調節之關係，12 年中有 5 年是屬於二期藍綠水

用量同時下降的關係，此並不符合正常合理的現象，以下將探討造成藍綠水同

時下降之原因。 

    從行政院農委會資料得到【表 5】，可發現台灣歷年一期耕作面積約介於

13萬至 17萬公頃，平均一期耕作面積為 15.37萬公頃；二期耕作面積約介於 10

萬至 12 萬公頃，平均二期耕作面積為 10.53 萬公頃。而利用二期耕作面積減一

期耕作面積得面積差值，可發現每年皆呈現負值，表示二期耕作面積皆小於一

期，平均耕作面積差值為-4.84 萬公頃。而台灣歷年一期耕作產量約介於 89 萬

至 112 萬公噸，平均一期耕作產量為 101.67 萬公噸；歷年二期耕作產量約介於

39萬至 62萬公噸，平均二期耕作產量為 53.70萬公噸。而利用二期耕作產量減

一期耕作產量得產量差值，可發現每年亦皆呈現負值，表示二期耕作產量皆小

於一期，平均耕作產量差值為-47.97萬公噸。 

【表 10】歷年一、二期稻作面積與產量表（面積單位：萬公頃，產量單位：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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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 

面積 
16.12 13.53 15.85 15.52 15.55 14.83 15.13 13.99 15.34 15.67 16.29 16.66 15.37 

二期 

面積 
11.09 10.17 11.06 10.79 10.47 10.40 10.33 10.39 10.08 10.41 10.73 10.44 10.53 

面積 

差值 
-5.03 -3.36 -4.79 -4.73 -5.08 -4.43 -4.80 -3.60 -5.26 -5.26 -5.56 -6.22 -4.84 

一期 

產量 
105.56 89.58 97.45 95.29 96.37 100.96 105.10 95.75 111.08 107.53 103.68 111.71 101.67 

二期 

產量 
59.26 53.78 49.26 60.51 39.98 44.75 52.72 49.36 55.55 62.49 55.27 61.51 53.70 

產量 

差值 
-46.30 -35.80 -48.19 -34.78 -56.39 -56.21 -52.38 -46.39 -55.53 -45.04 -48.41 -50.20 -4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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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上述計算可發現，每年二期之稻作面積與產量皆比一期少許多，進一

步統整歷年產量與面積差值，並逐年分析藍水量值變化，如下表 11 可發現，

2006 年之面積差值與產量差值皆大於平均數，表示該年分之二期耕作面積、耕

作產量和一期的差異量均較平均值小，在二期面積偏大與產量偏多的情況下，

其成為歷年藍水量差值最大值之年分，表示該年分之二期藍水量較大，使其二

期藍水上升呈現藍水量差值為正，進而使藍綠水呈現一正一負的情況，符合相

互調節的關係；而 2013年之面積差值與產量差值皆小於平均數，表示該年分之

二期耕作面積、耕作產量和一期的差異量均較平均值大，在二期面積偏小與產

量偏少的情況下，其成為歷年藍水量差值最小值之年分，表示該年分二期綠水

雖然減少，其藍水也跟著下降，呈現藍水量差值為負值，進而使藍綠水呈現同

時下降的情況，並無符合相互調節的關係。 

【表 11】歷年稻作面積、產量差值與藍綠水量值變化表（量值單位：百萬立方公尺，面積單

位：萬公頃，產量單位：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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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 

差值 
-5.03 -3.36 -4.79 -4.73 -5.08 -4.43 -4.80 -3.60 -5.26 -5.26 -5.56 -6.22 -4.84 

產量 

差值 
-46.30 -35.80 -48.19 -34.78 -56.39 -56.21 -52.38 -46.39 -55.53 -45.04 -48.41 -50.20 -47.97 

藍水量 

差值 
-375.15 195.88 -478.83 592.92 90.05 -65.49 153.78 431.34 76.77 26.69 -716.69 -29.61 -8.20 

綠水量 

差值 
-16.49 -0.37 -15.27 -16.10 -13.97 -7.77 -4.32 -5.98 -4.08 -22.10 -16.74 -18.70 -11.82 

    上述整理結果可發現，二期綠水皆會比一期少，在正常合理的情況下，藍

水應要隨之上升以補足所需的灌溉用水量，但根據計算可知，二期的稻作面積

與產量皆會因為農業政策或是自然因素影響，使得二期之面積與產量皆小於一

期，在整體稻作減少、總需水量下降的情況下，即便綠水已經減少，仍不必用

到如一期那麼多的藍水，故有時藍水量也會跟著下降，使得二期藍綠水量相較

於一期呈現同時下降的狀態，進而使二期藍綠水無年年呈現相互調節之關係。 

從二期稻米面積與產量的減少情形，可看出二期之藍水量下降、藍綠水無呈現

相互調節關係為合理之現象，但其非年年皆會因為稻米產量與面積減少，使藍

水量對等地下降，如下【表 12】為利用一期除以二期之稻作面積、產量與藍水

量比值，可看出歷年二期之耕作面積約僅有一期之 62至 76 % 耕作面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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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二期耕作面積僅有一期之 68.66 %，表示平均每年二期的耕作面積比一期少

了約三成之面積；而利用二期耕作產量除以一期耕作產量得到兩期產量比值，

可發現每年二期之耕作產量約僅有一期之 41至 64%耕作產量大小，平均二期耕

作產量僅有一期之 52.85 %，表示平均每年二期的耕作產量比一期少了約五成之

產量。但比較歷年藍水量卻可發現，平均兩期藍水量比值為 99.79%，表示平均

每年二期藍水量與一期量相差不多，甚至在 2004、2006、2007、2009、2010、

2011、2012年之比值超過 100%，表示雖然稻作面積與產量大幅減少，此 7年之

二期藍水量還比一期多。故從水資源的角度來看，台灣二期的耕作效益遠不如

一期，甚至消耗了更多的用水量，二期水資源恐有浪費之虞。 

【表 12】歷年兩期稻作面積、產量與藍水量比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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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期 

產量 

比值 

56.14% 60.04% 50.55% 63.50% 41.49% 44.33% 50.16% 51.56% 50.01% 58.11% 53.31% 55.07% 52.85% 

兩期 

面積 

比值 

68.83% 75.16% 69.78% 69.53% 67.32% 70.08% 68.23% 74.26% 65.74% 66.45% 65.88% 62.69% 68.66% 

兩期 

藍水 

比值 

91.27% 105.38% 88.76% 116.63% 102.26% 98.40% 103.70% 112.84% 102.01% 100.71% 80.60% 99.29% 99.79% 

    而以需求的角度來看，首先，利用行政院農委會（如下圖 8）與內政部統

計處網站（如下圖 9），取得台灣每年每人糧食可供消費量與台灣每年總人口數

資料。 

 

【圖 15】台灣每年每人白米可供消費量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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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台灣總人口數資料來源 

 人口數（人） 

 區域別總計 

92年 22,604,550 

93年 22,689,122 

94年 22,770,383 

95年 22,876,527 

96年 22,958,360 

97年 23,037,031 

98年 23,119,772 

99年 23,162,123 

100年 23,224,912 

101年 23,315,822 

102年 23,373,517 

103年 23,433,753 

    將兩者相乘得到全台稻米總需求量，再加入前述表 10統計整理之台灣一、

二期稻米產量值，綜合成下表 14 並以圖表 16 呈現，以比較每年稻米需求與供

給量之差異。 

【表 14】台灣歷年稻米產量與需求量表（單位：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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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期 

產量 
105.56 89.58 97.45 95.29 96.37 100.96 105.10 95.75 111.08 107.53 103.68 111.71 101.67 

二期 

產量 
59.26 53.78 49.26 60.51 39.98 44.75 52.72 49.36 55.55 62.49 55.27 61.51 53.70 

總供 

給量 
164.82 143.36 146.71 155.80 136.35 145.71 157.82 145.11 166.63 170.02 158.95 173.22 160.37 

總需 

求量 
110.09 109.38 109.83 109.04 108.12 109.76 107.83 106.03 103.47 105.39 104.03 105.99 1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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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台灣歷年稻米總供給量與總需求量 

    從上述可發現，台灣歷年稻米總供給量皆大於總需求量，平均每年稻米供

給量為 160.37 萬公噸，而平均每年稻米需求量為 108.43 萬公噸，兩者相差了

51.94 萬公噸，表示台灣平均一年會多產了約 52 萬公噸的稻米，造成供過於求

的狀況。而稻米需求量相較之下變化不大，但近年受飲食西化等因素影響，使

稻米需求量有變少的趨勢。 

    進一步將台灣稻米產量細分為一、二期產量，以探討總稻米需求量與兩期

產量之關係。從圖 17可發現，歷年台灣稻米總需求量與一期稻米產量值相近，

尤以 2011 年來，台灣每年稻米總需求量皆可利用一期產量補足，在不需要二期

稻作產量的情況下，仍可供給全台灣所需的糧食需求。 

 

【圖 17】台灣稻米總需求量與一、二期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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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根據上述水資源運用及台灣稻米需求量的狀況，可大膽假設若台灣二期

不要耕作，仍可供應全台糧食所需，在用水方面上便可減少不必要的水資源浪

費之虞。 

  



 第 64頁 

柒、 氣候變遷對於農業生產環境之生態服務功能的影響與因應策

略研究—景觀變遷與河川營養輸出關係之探討—以蘭陽溪流域

為例 

一、 摘要 

    在氣候變遷日漸劇烈的情況下，對水資源帶來嚴重的衝擊。台灣地區雖然

有豐富的降水量，卻由於河川坡度陡峭，再加上人口稠密、降雨時空分布不均

等因素仍舊屬於缺水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要如何妥善的維護水資源的品

質就有其必要性存在。而在這之中土地利用的變化在水汙染的影響因素中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影響了養分以及有機物輸入至徑流之中的情況，進而導

致水質的變化。而這影響有著強烈的地區性，很難有一個統一的通用模式。因

此本研究以台灣地區蘭陽溪流域為例，蒐集十年間土地利用分類資料，計算景

觀指標以及推估流域內氮磷的輸 送情況，最後以統計方法尋找景觀指標以及水

質之間的關聯，並篩選出最為關鍵之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顯示，農業用地之

SPLIT 指標對於氮磷輸出具有最為顯著的影響力，且為負向之關係，這表示當

農業用地傾向聚集成完整的區塊時，氮磷的輸出會有上升的情況發生。 

關鍵詞：景觀指標、養份輸送模型、氮、磷、水質 

二、 前言 

    自 19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對環境產生極大的衝擊。而許多

文獻中指出，全球暖化將會對水資源帶來嚴重的衝擊。由於溫度上升同時也改

變了降雨時機與規模，進而影響水量和水質，水是生命之源，可想而知水資源

的變化對於人類的生活將會帶來相當巨大且直接的影響（石緞花等人，2005；

楊偉甫，2010） 

    另一方面台灣位處亞熱帶及東亞島弧的摺曲地帶，具有連綿高聳的山脈，

造成河川坡 度陡峭，水流湍急，降雨後水源迅速入海，再加上台灣人口稠密、

降雨時空分布不均，也因此台灣地區即使平均每年有高達兩千多毫米的降水，

依舊屬於水資源缺乏的國家（經濟部水利署，2013）。 

    然而除了水資源供給量的不足之外，水質的汙染也是一項在氣候變遷的情

況之下日漸嚴重的問題。由於工業蓬勃發展，加上以往缺乏環保意識，台灣許

多河川水質遭受汙染。除了工業活動之外，人類在河岸旁從事的耕種及施肥行

為，更是將大量的氮和磷帶進生物圈。這兩項物質為許多生物的必需物質，進

入河川之後造成藻類的大量增生，導致優養化情形產生。而這些汙染物最終皆

會流入海洋，研究亦指出全球有 80%的海洋汙染屬於陸源汙染（姜德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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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而在眾多造成水質汙染的因素當中，土地利用及景觀格局，扮演了非常重

要的角色，但卻因為不同地區擁有不同氣候、土壤及地形等差異，導致景觀以

及水質之間的關聯性很難有一個統一的通用模式，這也表示，若要有效的觀察

景觀以及水質之間的關係，就必須考量區域性的特徵（黃金良等人，2011；

Moreno-Mateoset al.,2008）。 

    綜上所述，台灣地區雖然有豐富的降水量，卻受限於地理位置以及自然環

境等因素，仍舊屬於缺水國家，在水資源供給量無法有效提升的情況之下，要

如何妥善的維護水資源的品質就有其必要性存在。因此本研究希望可以透過多

時期土地利用資料，以及長時間的氣象資料，透過模型推估的方式取代傳統採

樣蒐集，對於流域尺度的氮磷輸送進行長期的量化描述，並且以台灣地區蘭陽

溪流域為單位，透過統計方法將其景觀指標與水質進行比較，以分析其關連，

以期提供管理策略之參考。 

    基於前述動機，本研究以流域尺度氮磷輸送情況作為運算對象，研究時間

為 2003年至 2012年，利用土地覆蓋分類產品─MCD12Q1完成影像前處理後進

行土地的重新分類，分類結果一方面進行景觀指標的運算，一方面加上長時間

的降雨資料作為推估氮磷輸送情況模型之輸入，同時收集MODIS衛星海洋葉綠

素濃度產品進行比較，以確認此一推估方法之可行性。最後運用統計方法嘗試

分析景觀指標與水質之間之關連性，並進行方法及成果之相關討論。 

三、 材料與方法 

(一) 研究材料 

1. MODIS出海口葉綠素濃度資料 

     MODIS（Moderate-resolution Imaging Spectroradiometer）全名為中級解析

度成像分光輻射度計，美國太空總署 Terra 衛星搭載著 MODIS，於 1999 年 12

月 18 日成功發射，並於 2000 年 2 月 24 日開始收集資料。而同樣載有 MODIS

的 Aqua衛星則於 2002 年 5月 4 日成功地發射，目前兩衛星均運轉正常。在這

之中 MODIS Aqua 提供關於全球海洋生物光學性質的量化數據，以檢視影響全

球海洋生態變化的因素，並且評估海洋在全球碳循環，以及其他生物化學循環

中扮演的角色。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MODIS Aqua Level 3 Global Monthly 

Mapped 4 km Chlorophyll a」，是來自 NASA 海洋生物處理組織（NASA Ocean 

Biology Processing Group , OBPG）的遙測資料集，其產品可以由 NASA物理海

洋學主動式發布檔案 中心（Physical Oceanography Distributed Active Archive 

Center, PO.DAAC）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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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此資料內容，其為透過經驗法則計算而得之海洋表面葉綠素 a 濃度資

料，資料時間範圍為自 2002 年 7 月起至今，其產出資料單位為 mg/𝑚−3，時間

解析度為每月，而空間解析度約為 4 公里。以 2005 年 9 月為例，所蒐集之

Chlorophyll a 濃度資料顯示如下【圖 18】所示。 

 

【圖 18】2005年 9月台灣地區近海 Chlorophyll a濃度資料 

2. MODIS土地覆蓋分類資料 

    MCD12Q 為 MODIS 的全球土地覆蓋類型產品，全名為 The MODIS Land 

Cover Type product。其結合 Terra和 Aqua衛星所收及之資料，並提供 5種不同

的土地分類方案，本研究採用其第一項分類方案─IGBP 全球植被分類方案之分

類成果，進行重新分類，以方便進行後續研究計算，其分類對照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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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IGBP分類方案及自行分類對照表 

IGBP 分類方案 本研究重新分類結果 

0 水 0 水 

1 常綠針葉林 

1 森林 

2 常綠闊葉林 

3 落葉針葉林 

4 落葉闊葉林 

5 混合林 

6 封閉灌叢 

7 開放灌叢 

8 木本熱帶稀樹草 

9 稀樹草原 

2 草地 

10 草地 

11 永久濕地 0 水 

12 農田 3 農地 

13 都市及建成區 4 都市 

14 農田/自然植被鑲 3 農地 

15 雪和冰 0 水 

16 貧瘠或稀疏植被 2 草地 

3. 氣象資料─月降水量 

    於 NDR 模形中所輸入之降水資料來自於台灣颱風洪水研究中心─大氣水文

研究資料庫網站（下載網址：https：//dbahr.narlabs.org.tw/Default.aspx），在測站

方面可以分為局署測站以及自動測站，然而在自動測站的資料方面為逐小時收

集，因此必須排除錯誤部分並整理計算為月累積資料，以能夠和局署測站之格

式整合，並經由 Natural Neighbor（自然鄰域插值法）內差為網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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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區域及方法 

1. 研究區域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為蘭陽溪流域，其位於台灣東北部宜蘭縣境內，流域面

積約 978平方公里，主流長約 73公里，河床平均坡度約為 1/55。北、西鄰淡水

河流域，南隔大甲溪、和平溪、南澳溪及新城溪流域為界，東臨台灣海峽，為

宜蘭縣最大河川研究區域如【圖 19】所示（經濟部水利署台灣河川復育網，

2016） 

 

【圖 19】研究區域－蘭陽溪流域 

2. 景觀指標選擇與計算 

    本研究利用 FRAGSTATS4.2 空間格局分析軟體，對於分類後的影像進行景

觀指標的計算，所使用知景觀指標如表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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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本研究所使用之景觀指標 

各類用地比例（PLAND） 

值域 
0 < PLAND ≤ 100，當𝑃𝑖愈趨近於 0時，表示該類型用地在景觀中越趨於罕

見，而當𝑃𝑖 = 100時，表示整個景觀由單一類型班塊組成。 

意義 
此指標量化景觀中各類型用地的豐富程度，它是景觀組成的度量，在許多

生態應用中十分重要。 

各類型用地斑塊密度（PD） 

值域 
PD > 0，單位為 N/100ha，PD 受到影像解析度的約束，當每一象元均為不

同類型時 PD達到最大值，因此網格大小決定了每單位面積最大的斑塊數。 

意義 
其表示了單位面積內斑塊數量，是對於各類型用地密集程度的一個簡單度

量。它可以在不同景觀大小之間進行比較。 

各類用地邊緣密度（Edge density, ED） 

值域 
ED ≥ 0，無上限，當 ED = 0 時，表示景觀中沒有各類用地之邊緣，也就

是表示整體景觀包含邊界部份都由某類型組成。 

意義 
其表示了每單位中的邊緣長度（m/ha），相較於總邊緣長度的指標，邊緣密

度更便於在不同大小的景觀中比較。 

最大區塊指標（LPI） 

值域 

0 < LPI ≤100，當 LPI越接近 0時，表示該類型的最大斑塊面積越小，而當

整個景觀由單一斑塊組成時，LPI 為 100，也就是表示最大的斑塊涵蓋了

100％的景觀。 

意義 
類型層級的 LPI 量化了某類用地最大斑塊占總景觀面積的百分比，因此也

是一種簡單的優勢度量。 

同類相鄰比例（PLADJ） 

值域 
0 ≤ PLADJ ≤ 100，當 PLADJ = 0時，表示同類型的斑塊達到最分散的情況，

隨著 PLADJ值增加，表示該類用地各斑塊之間有越聚集的情況發生。 

意義 
其顯示了各類型斑塊在景觀中並排出現的頻率，它所表達的是各類型斑塊

的聚集程度。 

分離度（DIVISION） 

值域 
0 ≤ DIVISION < 1，當景觀只有一個斑塊組成時，其值等於 0，而當該類斑

塊在景觀中的比例降低，且斑塊的尺寸縮小，其值接近 1。 

意義 
其代表了在該類型用地中隨機兩象元不屬於同一斑塊的機率，表達了同類

型斑塊破碎分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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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指標（AI） 

值域 

0 ≤ AI ≤ 100，當同類型斑塊達到最大程度的分散時，值為 0，AI隨著該類

斑塊聚集的程度增加而增加，當 AI為 100時，表示該類斑塊聚集成單個完

整的斑塊。 

意義 其只考慮相同類型斑塊之間的鄰接，而並沒有考慮不同斑塊間的連接。 

面積加權平均碎形指標（FRAC） 

值域 
1 ≤ FRAC ≤ 2，FRAC偏離 1時表示形狀複雜性增加，而 FRAC等於 1時表

示形狀具有簡單周長，如正方形。 

意義 其可以反映各類用地斑塊在空間中形狀的複雜性。 

分割指標（SPLIT） 

值域 
1 ≤ SPLIT ≤地景中的網格總數，當風景由單個斑塊組成時，SPLIT = 1，當

該類型斑塊面積縮小，且分離成更小的區塊，其值增加。 

意義 
其基於斑塊的區域分布，並且被解釋為，具有恆定面積的某類型用地，其

被細分為 S個斑塊，而 S值便視為分割指標。 

（資料來源：McGarigal, K., 2013） 

3. 流域氮磷輸出情行估算 

    為了能夠對於研究區域的氮磷流動情況有一個簡單且圖像化的模似，本研

究使用的是 InVEST模型系統（The Integrate Valu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deoffs Tool）中的養分輸送模型（Nutrient Delivery Ratio model， NDR），其

目的為呈現流域中主要養分輸出源，和其輸送到河流的過程（ InVEST User 

Guide，version3.3.1）。 

    NDR 模型基於質量平衡法則，描述營養物質在空間中的移動狀況。不同於

其他複雜的營養模型，該模型不探究養分循環的細節，而是透過經驗法則描述

長期穩態情況下的養分流動。在景觀中營養物質的來源稱為養分負載（Nutrient 

loads），根據土地使用覆蓋圖以及給定各用地負載比率計算而得。而後，根據

坡度以及各用地的養分保留效率計算同一運輸路徑上各個網格的輸送因子，最

後，將各網格之貢獻加總，做為養分的輸出總合。其模型概念如下圖所

（InVEST User Guide，version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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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NDR模型概念圖（InVEST User Guide, version3.3.1） 

4. 統計分析 

    在研究的流程當中，共有兩個部分需要使用到統計的方式以達到目的。首

先許多研究中均指出，在景觀指數中存在著信息重複的情況（Kearns et al., 

2005；Uuemaa et al.,2005；布仁倉等人，2005；葉春國等人，2012；趙鵬等 

人，2012）。景觀指數眾多，但某些指標彼此之間似乎存在具有相關性的情況，

於是要如何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關鍵指標，並用其建立與水質之間的關聯性，

成為此類研究的重點之一（趙鵬等人，2012；葉春國等人，2012）。因此在計算

出之景觀指標之間，必須事先進行相關性分析，挑選相關性較低之指標以進行

後續研究。其次對於篩選出之景觀指標以及水質之間的關係，除了相關性分析

之外，亦透過複迴歸分析的方式，以了解景觀指標對於水質影響的方向及影響

的程度，並尋找最為關鍵之影響因素。以下就所使用之統計方法進行描述。 

(三) 實驗結果及分析 

1. 景觀指標篩選結果 

    透過相關性分析，篩選相關性較小的景觀指標，保留之指標如【表 17】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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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保留之景觀指標 

 水 森林 都市 農地 

PLAND     

PD V V  V 

LPI  V   

ED     

LSI     

FRAC_AM V V V V 

PLADJ     

DIVISION V    

SPLIT V   V 

AI  V  V 

2. 流域氮磷輸出推估結果 

    從統計圖表來看，N的總輸出量約在 500到 2000 kg/month之間，而 P的部

分大致位於 2000到 6000 kg/month之間，可以看到除了 P輸出值整體較 N來的

大以外（副坐標軸），基本上 N和 P有相當一致的趨勢，如下【圖 21】所示。 

 

【圖 21】氮磷整體輸出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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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是將各年分別統計比較，並以每月平均值及標準差的形式，並用二次擬

和展示其趨勢線，則其變化趨勢如【圖 22】所示。 

 

【圖 22】氮磷輸出趨勢圖 

    從該圖可以看到，在 6-8 月時輸出量呈現一個較低的狀況，而在 11-1 月時

則相對較高。而進一步來看氮磷的輸出在流域中的分佈情形，以 2008年 7月為

例，流域中之氮磷輸出分布情形如【圖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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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008年 7月氮（上）磷（下）輸出分佈圖 

    從圖中可以看到在氮磷的輸出量主要集中在下由平原地區，而其餘則是沿

河岸零星分布，這也是由於農業用地以及都市用地是較大的輸出源，其於較不

固定的變化情形推測和雨量相關。 

而後欲將研究期間內的氮磷輸出與降水量進行比較，首先研究時間內流域之逐

年統計圖如圖 24 所示。從該圖可以看到，雨量在 9 到 11 月間達到最高，這也

與水利署所提供之降雨情況描述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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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流域降水量各年比較 

    因此，將降水量與氮磷輸出量，使用移動平均的方式進行平滑化後，其趨

勢如【圖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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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氮磷輸出與雨量比較（上圖：磷，下圖：氮） 

    在經過平滑化之後，可以很明顯的發現，氮磷的輸出和雨量具有非常相似

的趨勢，且兩者的高峰大約有 1-2 個月的偏移，這樣的情況顯示在有較強的降

雨之後，會對於該地的氮磷輸送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亦符合過去研究中所表示

營養鹽的入水體總量會受降雨的過程以及特徵所影響。這也與前方所描述，降

雨量高峰位於 9-11月，而氮磷輸出量較高的位置位於 11-1月的情況吻合。 

    而後為了驗證模型推估出的成果是否具有合理性，這部分便蒐集 MODIS 

海洋葉綠素濃度產品 –MODIS Aqua Level 3 Global Monthly Mapped 4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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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ophyll a，並將其和氮磷輸出結果進行比較，兩者趨勢如【圖 26】所示 

 

【圖 26】氮磷輸出與葉綠素濃度比較（上圖： 磷，下圖：氮） 

    從經過平滑化的趨勢圖中可以看出，氮磷的輸出趨勢線和葉綠素濃度的趨

勢線有相似的情況產生，這樣的現象符合營養鹽的增加會造成藻類增生這樣的

情況，也間接表明此推估成果合理可信。 

3. 景觀指標與水質之間的關聯 

    為了了解不同的景觀特性對於水質影響的情況，首先先對於篩選過後之景

觀指標進一步的和水質（P、N 輸出情形）進行相關性的分析，其相關性分析表

如下【表 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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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相關性分析表 

P Water Forest Urban Agri 

PD -0.167 -0.596  -0.592 

LPI  -0.767**   

FRAC -0.123 -0.405 0.660* -0.753* 

DIVI 0.041    

SPLIT -0.273   -0.812** 

AI  0.712*   

N Water Forest Urban Agri 

PD -0.229 -0.542  -0.599 

LPI  -0.736*   

FRAC -0.082 -0.441 0.608 -0.743* 

DIVI 0.071    

SPLIT -0.258   -0.785** 

AI  0.707*   

    【表 18】中顯示了個別景觀指標與氮磷輸出量之間的關性，在森林用地的

方面，研究顯示當森林用地面積上升或者是分布越趨向擴散的情況時，整體氮

磷的輸出便會降低。而在都市用地的方面，主要顯示當都市用地之斑塊形狀越

加複雜，氮磷的輸出會有上升的情況產生。最後在農地方面，研究顯示，當農

業用地形狀複雜性降低，且傾向聚集成完整的區塊時，氮磷的輸出會有上升的

情況發生。 

    前述相關性分析描述了個別景觀指標與水質之間的關聯，但由於景觀指標

對於水質之影響是綜合作用的，因此在單變量的基礎上，將具有顯著相關的指

標進一步進行複迴歸分析，其結果如下式 1和 2所示。 

𝑃𝑒𝑥𝑝𝑜𝑟𝑡=4907.019−13.873 𝑋1       （式 1） 

𝑁𝑒𝑥𝑝𝑜𝑟𝑡=2456.797−3.807 𝑋1        （式 2） 

    式中𝑃𝑒xpo𝑟𝑡為磷輸出量、𝑁𝑒𝑥port氮輸出量，而𝑋1為農業用地之為農業用

地之 SPLIT 值，表示透過逐步回歸的方式，最終進入迴歸的變數均為農業用地

之 SPLIT 指標，顯示其對於氮磷輸出具有最為顯著的影響。另外，由回歸係數

可以看出，兩者均為負面之影響，顯示當此一類型用地越趨向於分散分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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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水質的改善會有有所助益。 

(四) 結論與建議 

1. 結論 

    本研究亦以模型推估方式取代傳統採樣，以表現研究區域之整體水質時空

變化情況，而後再透過統計方式，具體呈現出景觀指標與水質之間的關連。以

下就研究成果及分析內容、歸納三點結論： 

(1) 首先是以景觀指標的計算結果來表示研究區域的變化情況，大致上

來看，在蘭陽溪流域中，森林用地十年來面積有逐漸減少的趨勢，

邊緣長度也有減少的傾向，且分布情況也趨向分裂成較小且分離的

區塊。農地部分面積所佔比例則有上升的情況，而關於其斑塊形狀

及聚集分散的現象則沒有太明顯的變化趨勢。在都市用地部分其面

積在流域中所佔比例有所下降，且形狀越趨向簡單，並且有聚集的

趨勢。最後在水體的部分，其整體面積有上升的情況，形狀部分沒

有太大變化趨勢，而分布情形則有趨向聚集的傾向。 

(2) 接著為在研究期間內蘭陽溪流域的氮磷輸送情況，在時間方面，可

以了解到氮磷的輸出在 6-8 月時輸出量呈現一個較低的狀況，而在

11-1 月時則相對較高。其輸出的高低峰也和雨量有 1 到 2 個月的延

遲，顯示在有較強的降雨之後，會對於該地的氮磷輸送產生一定的

影響。而在空間分布的情形可以從視覺化的地圖看出，氮磷的輸出

量主要集中在下游平原地區，而其餘則是沿河岸零星分布，其餘較

不固定的變化情形推測和雨量相關。最後將氮磷整體輸出情況與蘭

陽溪出海口處葉綠素濃度（MODIS）進行比較，可以看到趨勢線的

高低起伏也有相似的情形，因此也間接證實有別於以往現地採樣調

查而得之單點數據，利用土地使用以及雨量為輸入資料而得之推估

成果的確有其合理性，並能夠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有其實用價

值。 

(3) 最後是景觀指標與水質關聯分機結果，透過最終複迴歸分析結果來

看，在研究期間內的蘭陽溪流域中，進入迴歸的變數為農業用地之

分割指標（Splitting index, SPLIT），顯示其對於氮磷輸出具有最為顯

著的影響力，且為負向之關係，也表示當農業用地傾向聚集成完整

的區塊時，氮磷的輸出會有上升的情況發生。本研究結果以蘭陽溪

流域作為實驗地區，其景觀指標與水質之間的關聯並非與過去學者

於各地之研究完全相同，也顯示不同的地形、環境及氣候等因素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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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造成該地區的獨特特性，無法以偏概全；而本研究透過推估方式

描繪流域之水質和景觀狀況，有別於採樣的方式將能夠更加快速簡

易的進行整體性的評估，期能夠在不是花費大量時間金錢成本的狀

況下以一更加經濟的方式提供管理策略之參考。 

2. 建議 

    由於資料限制的關係，本研究仍有許多不足的地方，因此針對土地利用資

料的選擇、額外輔助資料的使用，以及研究區域的設計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1) 本研究之研究過程採用 MCD12Q1 作為土地利用資料之基礎，若是

得以取得其他土地覆蓋或是調查資料，將可能可以以更高時間空間

解析度，以及更加細緻齊全的分類，來提升整體的推估成果。 

(2) 若是土地使用能夠更加精細且符合現地狀況，可以嘗試加入各用地

施用養份的資訊，例如肥料施用情況、牲畜廢料排放，甚至是大氣

沉降等等額外資訊以校正各用地之養份負載參數，如此則有助於得

到更加精確的估算結果。此外，也可以加入如蒸發散量或是植物根

係特徵以及土壤層類型等等額外資料，以使得流域中的逕流情形更

加的貼近現實中的狀態。 

(3) 然透過本研究已證實推估結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未來若能夠取得

更高精度之土地利用資料，亦可嘗試回過頭將研就區細分為子流域

尺度，除了增加統計的樣本之外，獨立的研究空間也能夠避免指標

之間產生一些互相牽制的情況，以更加完善研究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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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論 

    本整合型計畫原提三年期計畫，惟第一年度（105 年度）計畫，僅有六案

通過，而子計畫一、三、四、五因故未能完成計畫申請程序或未獲通過計畫。

以上所述，為通過的六案第一年計畫執行之概況，可歸納如下的結論： 

一、 子計畫二和六，同為關懷鄉村發展所衍生的問題，如農舍興建產生占用農

地、滋生污染的現象，對於農業生產、環境保護有不良影響，而子計畫六

希能從 OECD 國家的新鄉村典範，找到能夠藉由集體行動謀求解決的方

略，新農（「守護宜蘭工作坊」、「兩佰甲」）活動，也就是自我反省力量作

用下所產生的維護三生環境的集體行動。 

二、 子計畫六則指出（一）集體行動的成功有賴資源系統特徵、團體特徵、制

度安排、外部環境等四大面向的關鍵要素；（二）台灣的農村社區與 OECD

的鄉村同樣面臨衰退的窘境，亟待提出新鄉村典範以為因應；（三）台灣的

農村再生政策制度設計部分符合 OECD 新鄉村典範的內涵及精神，但仍有

可改善空間；（四）宜蘭縣三星鄉行健社區、台中霧峰區舊正與五福社區、

花蓮壽豐鄉豐山社區或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可能性。然而，皆須進階的觀

察。至於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社區因動員力不足，其後續發展堪慮，惟或

可再嘗試觀察。 

三、 子計畫七則涉及歷史研究，目的在於量化驗證原住民族人傳統土地利用模

式之效益，調查在 1966年完成保留地總登記與賦予個人權利之前，部落族

人採集和遊耕、定耕三種生產方式在具體空間中分佈的狀態，第一年度著

重在收集相關圖資，取得 1968年本先訪路線周邊之舊航照圖，並和現今之

衛星影像圖進行比對，發現現今為國有林之區域中，有多數應為當時耕作

之土地，而保留地範圍在當時之耕作面積也比現今要來得大，這是極為重

要的發現，可供原住民耕地研究之重要參考。 

四、 子計畫八則是著重德國等國家整體國土利用相關法制、政策最新發展，再

生能源技術與其土地利用態樣發展，以及我國再生能源設施裝置實務案例

資料與爭議個案資料，這些重要資訊的蒐集，並歸納其規範要點，是為第

二、三年研究之重要基礎。 

五、 子計畫九則是將前期已掌握稻米藍、綠水之估算，接續嘗試利用藍、綠水

之估算，以實際討論如何應用於了解台灣稻米的灌溉與水資源利用的現象

與問題，根據上述水資源運用及台灣稻米需求量的狀況，可大膽假設若台

灣二期不要耕作，仍可供應全台糧食所需，在用水方面上便可減少不必要

的水資源浪費之虞。不過，這在實際執行上，還須進一步觀察假設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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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有否差距。 

六、 子計畫十則以台灣地區蘭陽溪流域為例，蒐集十年間土地利用分類資料，

計算景觀指標以及推估流域內氮磷的輸送情況，最後以統計方法尋找景觀

指標以及水質之間的關聯，並篩選出最為關鍵之影響因素。研究結果顯

示，農業用地之 SPLIT 指標對於氮磷輸出具有最為顯著的影響力，且為

負向之關係，這表示當農業用地傾向聚集成完整的區塊時，氮磷的輸出會

有上升的情況發生。 

    上述六個子計畫雖各有其研究重點，計畫共同的樣區是宜蘭縣，共同關切

的重點則是：（1）整體與制度面、（2）特定課題分析（農糧、能源、水資源）、

（3）分析與決策支援系統建置等來統整，指向（4）社區互動式規劃與集體行

動的環境規劃新典範，希冀在第一年研究基礎上，能夠有所精進。 

    然而，較為遺憾的是，儘管總計畫希能和其他子計畫希能相互協助，也邀

集上述未通過子計畫研究人員仍設法盡力執行第一年度的計畫，也實際參與田

野調查、總計畫討論會議、工作坊，並於第二年度計畫提案時仍撰寫第一年度

期中報告。又因各子計畫與其他子計畫之研究內容具有密切的關連性，為支援

上述子計畫第二、三年度（106、107 年度）計畫之執行，並維持本整合型計畫

之完整性，進而達成本計畫之整合性研究目的，原本期望本年度上述子計畫及

已獲通過者皆能再度得到科技部的計畫補助。但很可惜的是，其餘未獲通過的

四個子計畫（子計畫一、三、四、五），於申請第二、三年的計畫補助，依舊未

能獲得審查委員青睞，甚且未來於新年度之研究計畫執行，僅通過四案（原子

計畫八、十，併入子計畫六），造成原有整合型計畫，因部分子計畫未通過、欠

缺經費，難以完整執行，而面臨必須重整團隊、重振士氣的困境。換言之，上

述子計畫與其他子計畫之間原擬建立更緊密的互動合作及彼此支援關係，卻因

有些計畫未獲通過而難以實現，詳見【表 19】各子計畫間之關連性說明，紅字

部分為未獲通過之子計畫難以全力支援其他子計畫，以致於無法達成總計畫理

想之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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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各子計畫間的關聯性 

子計畫 子 計 畫 間 關 聯 性 

子計畫一 

& 

子計畫二 

子計畫一與子計畫二之間有高度關聯性，在於子計畫二的治理包含政

府部門、私部門及第三部門的合作。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與運動，能由

地方及人民反應切實需求符合韌性的概念。此種趨勢所影響的國土環

境規劃能與子計畫一相互搭配，將能描繪地方與非政府組織參與韌性

國土規劃的輪廓。而子計畫一得出的國土規劃制度指標權重，能更了

解子計畫二中新公民運動與地方政治的各項行動與決策緣由。 

子計畫一 

& 

子計畫三 

子計畫三與子計畫一在環境決策所要考量的項目、內涵及運作模式上

有共同的關懷，子計畫一以氣候變遷下城鄉治理為出發點，討論氣候

變遷下許多軟硬體的機制必須要有因應災害並回復的能力，環境決策

是否此等能力本須一定的程序及制度加以確保，在環評將氣候變遷的

考量納入決策考量的重要因素下，韌性的考量也將成為國土規劃項目

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透過與子計畫一共同研究，可以充實子計畫三環

評評估項目的內涵，使子計畫三所建議的制度更為完善。再者，子計

畫一討論到空間規劃運作模式的轉型，因環評所涉及的開發案往往也

脫離不了空間的規劃與思維，子計畫三所討論的 NGO 在這過程中可

以發揮什麼樣的功能，以及扮演什麼樣的角色，也可以共同與子計畫

一進行研究，在此同時也能與臺灣民主轉型與深化的潮流相輝映，進

而讓農地、農村、原住民族部落、集水區等生態保育問題獲得妥當的

處理，深化總計畫整體研究的深度與可行性。 

子計畫一 

& 

子計畫四 

子計畫一與子計畫四之間的關係，在於子計畫一以氣候變遷下城鄉治

理為出發點，討論氣候變遷下許多軟硬體的機制必須要有因應災害並

回復的能力，在環評將氣候變遷的考量納入決策考量的重要因素下，

韌性的考量也將成為國土規劃項目中相當重要的一環。而子計畫四著

重以社區層面的民眾參與，構築出台灣民眾參與韌性生態社區規劃的

獨特性，對於將韌性概念套入大尺度的國土規劃制度中的子計畫一，

能夠使制度配合台灣的自有文化調整。而子計畫四強調的生態規劃在

社區中運用，同樣涉及國土規劃體系調整，是子計畫一能夠協助之

處。又於子計畫四著重以社區層面的民眾參與，構築出台灣民眾參與

韌性生態社區規劃的獨特性，對於將韌性概念套入大尺度的國土規劃

制度中的子計畫一而言，納入自計畫四的研究思維與成果，更有助於

裨益規劃制度配合台灣自有文化調整。而子計畫四強調的規劃學習與

參與式設計在生態社區中之運用，例如提供作為基礎調查與全民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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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APP 開發，以及以尊重生態環境為導向之規劃設計思維模式，均係

國土規劃體系之重要的基礎與不可或缺之一環，是以子計畫一與子計

畫四間的互補與交互作用，為本整合型計畫必備要項之一。 

子計畫一 

& 

子計畫五 

子計畫五與子計畫一之間的關係在於，農村再生須得處理其社會、生

態以及經濟的多重脆弱性議題（子計劃五），而韌性正是對治脆弱性的

關鍵所在，是以子計劃五將可由子計畫一獲得規劃理念上的支援與強

化，而子計劃五的相關分析成果則能作為子計畫一討論國土規劃制度

與韌性城鄉治理之議題的基礎。 

子計畫一 

& 

子計畫六 

子計畫六係從集體行動與新鄉村典範理論，探討如何透過集體行動來

促進更好的農地利用、提供農業相關的公共財，並兼論 OECD 新鄉村

典範於台灣的適用性，以此分析農村再生計畫的執行成效與問題。兩

計畫共同探討農業環境與韌性規劃不同面向的制度考量。故可提供子

計畫一就特定部門於現行體制面對的課題之瞭解，以作為其後續研擬

國土規劃架構制度調適之參酌。 

子計畫一 

& 

子計畫七 

子計畫一強調韌性治理，要將韌性的原則結合到國土環境規劃之中，

這和子計畫七關注的運用原住民生態知識作為空間治理的基礎，有很

大的關連性，由於原住民在其土地上長期和環境的互動與調適經驗，

有很多符合韌性原則的作法，因此，一方面，子計畫七的田野發現和

分析，可以作為子計畫一討論韌性的實證參考；另一方面，子計畫一

開展的整體國土環境規劃架構，將有助於子計畫七思考原鄉之治理與

整體國土架構相銜接的方式。 

子計畫一 

& 

子計畫八 

子計畫一與子計畫八之間的關係，在於國土規劃中新型再生能源發展

常常被視為因應氣候變遷下的國家戰略性行動。這當中包括能源設施

的樣態以及區位選擇乃至於後續處理方式與地區都與國土規劃息息相

關。子計畫一的韌性城鄉治理與國土環境規劃針對制定性面向的梳理

與優先排序，對於子計畫八的實質對策擬訂將有所助益。同樣地，子

計畫八的相關成果對於整體制度檢討給予框架修整的回饋，藉由探討

再生能源設施設置在國土利用上的制度課題而對制度設計給予調整建

議。 

子計畫一 

& 

子計畫九 

子計畫一以韌性城鄉環境為研究核心主軸，將針對國家空間計畫體制

最上層部分與所涉及整體空間計畫體制進行討論，由於子計畫九將以

縣市為空間單位進行水足跡之估算，以及模擬未來氣候變遷之作物生

產模型，因此子計畫一的城鄉層級的空間規劃理論將可作為子計畫九

的空間分析基礎。而子計畫九的成果將可回應子計畫一在城鄉層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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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生產、環境乘載及水資源面向的韌性程度。 

子計畫一 

& 

子計畫十 

子計畫一主要研究目的之一為討論氣候變遷下許多軟硬體的機制必須

要有因應災害並回復的能力，災害發生時可能導致生態系統受到衝

擊，而使生態環境及生態功能趨於劣化，子計畫十所欲研究的農業生

產環境之生態服務功能，子計畫十之產出資料可作為子計畫一之參考

基礎。又子計畫一與子計畫十同樣嘗試以生態服務功能觀點探討氣候

變遷對水農業生產環境影響，故子計畫十這部分的研究具體成果不論

是理論或是實務上，對於農業生產區位及確保生態環境不受破壞能夠

提供有利證據，進而提供子計畫一對於目前國土規劃體系相關規範檢

討與建議基礎。 

子計畫二 

& 

子計畫三 

子計畫二與子計畫三間具有直接的關聯性，特別在參與程序的主體及

決策者的考量上可展現出子計畫二、子計畫三有共同的關注面向。詳

言之，在本子計畫於先期研究上也肯定環境治理下「在地化」於許多

環境議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此一觀點與子計畫二主張決策應下放地

方政府的看法及當代面對諸多環境風險問題主張重視地方自主決策的

想法相符，特別是第一線面對問題的人民及 NGO 不乏來自草根社會，

其於決策中發揮作用所代表的正是地方社區有機會影響決策的作成。

在此等法理的考量下，也應將地方政治的因素一併納入考量，始能有

更為整體性的思維，包括由地方環保局進行環評？或由中央環保署為

之？此等中央地方權限分配的問題也展現在美麗灣環評案中地方政府

對環評法的解釋與法院不同調，則如何確保地方對環評法制有正確認

知，在臺灣的現狀下也成為相當重要的問題，有待與子計畫二共同研

究。再者，子計畫二所處理 的公民運動也是從公民社會角度切入的研

究，主要是從社會學觀點探討地方住民的認同問題；本計畫則是從法

學的角度切入觀察公民社會，著重的是國家的法律制度應該做什麼樣

的修正。另外，在議題的處理上子計畫二最終落實在處理農地問題，

也與本子計畫探討開發案涉及農地有直接關連，當然，切入點的不同

可以豐富化討論的結果，相互激盪可以讓研究更為成熟。 

子計畫二 

& 

子計畫四 

子計畫二與子計畫四間具有直接關聯性。兩者皆從在地社區的角度探

究民眾參與空間（公共）事務的資訊接受、解讀、轉化。子計畫二再

深入到在地個別居民或 NGO 的力量，在以地方政經勢力為主導力量的

土地政策面向，如何透過實質的政策提出程序，影響法令制度的擬

定；子計畫四則再深入到在地民眾如何參與實質規劃，再對實質環境

甚至空間政策產生影響。兩者分別是區域與都市計畫的分進，可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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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對照，探討非都與都計地區居民對於空間政策參與的意願、取徑與

深入程度的是否有城鄉或其他地理背景因素的差異。子計畫二與子計

畫四雷同之處，在於對地方政治、新公民運動的重視，其差異在於子

計畫二專攻農地保護之研究，而子計畫四則著重在生態社區之實踐。

子計畫二主張決策應下放地方政府的看法及當代面對諸多環境風險問

題主張重視地方自主決策的想法 與子計畫四完全相符！特別是當地方

治理第一線面對人民及 NGO 的訴求，如何透過民眾參與機智化阻力

為助力，並促成其於決策中發揮作用、讓地方社區力量有機會影響決

策的作成，是子計畫二與子計畫四共同將完成的目標。子計畫二所涉

及的公民運動是從公民社會角度切入的研究，主要是從社會學觀點探

討地方住民的認同問題；本計畫則是從生態規劃理念為出發點，納入

規劃學習、參與式設計與全民議決機智等策略，所用之工具更能成為

兩計畫之實踐基礎，讓本整合型計畫更臻於完整。 

子計畫二 

& 

子計畫五 

子計畫二與子計畫五具有直接關聯性，兩者皆關注於農地保護之問

題。子計畫二對地方政治尋租力量的探討，將可深化子計畫五對於農

村再生活力可能遭遇問題之認識，而後者對於新農業運動（以「倆佰

甲」為例）的分析則可與子計畫二有關新公民運動之研究對話，拓展

社會運動理論的深度與廣度，甚而作為對治地方尋租力量與農地無計

畫轉用問題的策略思考方向。 

子計畫二 

& 

子計畫六 

子計畫二與子計畫六具有直接關聯性。子計畫六擬研訂促進集體行動

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則，以供地區未來調整集體行動方

向、方法之依據，並供政府未來設計或修正集體行動相關政策與計畫

之課題，可提供子計畫二在地區提供農業環境公共財的議題上，就地

方組織、行動者，與集體行動發展的效益、障礙、成功關鍵要素的參

酌。 

子計畫二 

& 

子計畫七 

子計畫二與子計畫七間具有高度關聯性。子計畫二強調對於地方政治

與農地利用之關係，並希望探討透過新公民運動達成農地保護之可

能，此一研究的核心關懷是土地正義，和子計畫七所關注的族群正

義，正可以相互對照，子計畫七強調尊重並善用原住民族的生態知識

與土地利用的智慧，希望達成的效果，也是使台灣能夠有更多元豐富

的人地關係，換言之，土地正義和族群正義是相互支持的，而子計畫

二和子計畫七之間的對話將可以更加深化相關論述。 

子計畫二 

& 

子計畫二與子計畫八間具有高度關聯性。子計畫四之研究針雖是探討

台灣太陽光電、風力發電與地熱的設置，但核心的問題是場址選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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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八 取得，歷來都與農地利用產生衝突，特別是光電場。與計畫二的研究

一樣，都是討論非都市計畫地區土地利用調派的問題，空間類型相

同、涉及的程序（土地變更、環評等）亦相通。形式上亦是引進一種

「產業」來置換產值偏低的農業，以達到土地利用效能提高的問題。

更底層的問題也在原土地上的居民對於這種開發引發的土地利用轉型

是否為放在核心，抑或早已隨著產業的衰敗而邊緣化。新興能源產業

在國家政策下進入一個傳統一集產業地區，所造成的土地利用的衝

突、甚至是所有權的改變，是不能有一種兼容產業平衡、土地利用效

益、援助居民生活生存的作法，是子計畫二、子計畫八可以共同交集

出來、對實質的政策作法有積極貢獻之處。 

子計畫二 

& 

子計畫九 

子計畫二與子計畫九間具有中度關聯性。子計畫二中將檢討農地利用

在環境規劃中之價值、功能設定，而子計畫九則是希望透過模擬未來

氣候變遷條件以了解作物生產與水成本之間的關聯，此量化的關聯訊

息可輔助農地使用或是轉用等不同情境下的政策制訂。 

子計畫二 

& 

子計畫十 

子計畫二與子計畫十間具有中度關聯性。子計畫二主要研究目的之一

為農地保護，將檢討農地利用在環境規劃中之價值，然而以往的規劃

思維中常忽略農地除了經濟生產之外，還具有生態服務的功能，因而

低估了農地的價值。子計畫十所欲研究的農業生產環境之生態服務功

能，所產出資料可作為子計畫二之參考基礎。又子計畫十以遙測技術

所蒐集的多時期航測、遙測資料，對於子計畫二研究中，遼闊的農地

長期的、動態的土地覆蓋類型、土地利用、農業地景變化提估了實像

證據，有助於子計畫二探討農地長期不斷地遭致轉用為非農業使用背

後的地方政治影響力的時空對照，反映在地居民結合成環境或土地利

用政策倡議團體的艱難與重要。特別是大量農舍興建的氾濫以及轉開

發為工業、科技園區時的地景變化，比起用統計數據，時間疊圖影像

的比對能相當程度反映出動態的地景變遷以及對相鄰地區的衝擊。 

子計畫三 

& 

子計畫四 

子計畫三與子計畫四共同關注公民參與環境決策的方式，子計畫四處

理到 I-Voting 的問題本身也是希望公民社會可以對於公共議題表達意

見，本身就是一種參與的方式，此等運作模式與 NGO 是從公民社會

中自主產生的觀念是具有共通性的。只是子計畫四所談的參與方式乃

透過科技的創新，擴大公民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型塑出一種新型態

的參與方式，此等參與方式的轉型對傳統面對面的參與及意見表達方

式帶來相當的衝擊，如何引進成為具體參與及決策的方式，也值得子

計畫三與子計畫四共同討論及研究，以促使在不影響參與發揮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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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推動參與方式的轉型，進而追求決策效能。另外，子計畫四談

及的諸多制度，包括規劃學習、參與式設計、科技資訊等，均屬於環

境規劃中基本量能的建立，此等主張與子計畫三的目的相同，都是希

望建構一套民主參與的機制，讓民眾可以發揮其在地的想法與創意，

其想法與子計畫三所談的民眾及 NGO 參與都同樣是信任民間、在地

的能量，故透過相互的合作研究應當可以有更為正面的研究成果。 

子計畫三 

& 

子計畫五 

子計畫五對於保全活用「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之關懷，在環境資

源永續利用（如水資源）以及糧食安全上，和子計畫三（旨在探討如

何透過非政府組織強化環境資源決策的制度能量，主持人辛年豐）重

疊，因此研究成果能夠彼此借鏡。另外，子計畫三對非政府組織在環

境資源決策的制度建構研究，更能與農村再生強調由下而上的社區營

造觀點與實踐經驗（子計畫五）對話，為創設本土型機制奠下討論基

礎。子計畫三與子計畫五所共同關心的是農業的經營型態，希望在追

求農業發展的同時也可以追求生態價值，在做成決策的方式上，皆同

樣希望可以「由下而上」的方式來做成決策，兩者在相當程度上都是

一種「參與」的方式，不僅社區的營造及治理如此，晚近公部門所進

行的諸多決策同樣的分權化的潮流下更重視地方住民的參與，並對決

策產生實際的影響。不管事公部門所作成的決策或私部門自主的營

運，任何決策透過地方居民意見的吸納，有助於考量更多意見與顧及

住民的需求，運用在農業上更是如此，有助於兼顧自然生態、鄉村高

齡化，並進一步有助於糧食自給率及城鄉差距的縮小。透過本子計畫

與子計畫五的共同合作，有助於從不同的面相共同思考民眾參與的問

題，對本子計畫理解正當法律程序中的「參與」內涵具有正面幫助，

此外，「里山倡議」的運用近年也是農村發展重要的經營手法，在此同

時，當開發案涉及農村土地時，此等經營方式也可以成為一種產業而

思考開發去農地化與採用此等經營方式的效益，以求對土地做最佳的

利用，而於環評程序中進行評估，得出最為正確的答案。故子計畫五

的研究有助於擴大子計畫三的視野，進而提升研究品質。 

子計畫三 

& 

子計畫六 

   子計畫六探討 OECD 新鄉村典範於台灣的適用性，而 OECD 新鄉

村典範強調納入與「整合」所有層級、部門的政府單位與廣泛的私部

門利害關係人，著重於「公私協力」與集體協商的治理方法，以求提

高鄉村「區域競爭力」，此即可提供子計畫三在探討非政府組織於各層

級環境規劃參與的功能與角色定位之學理與實務運作的參酌。子計畫

三與子計畫六共同關心環境決策涉及農地的案件，如具有公共財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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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地案件，則需要擴大民眾參與。特別是臺灣近年諸多開發案的土

地多取自農地的情況下，實有必要與子計畫六共同研究以使研究成果

在實務上更具可行性。詳言之，子計畫六所談的農地利用的問題與子

計畫三探討的案件具有交集關係，包括農地可以作為環境保育的一環

及農地具有相當程度公共財面向的想法，也與計畫三的基本理念相

同。子計畫六談及 OECD 的典範農村具有全球思維，其間不忘地方參

與的面向；子計畫三則重視環評正當法律程序，透過跨國環境影響評

估公約及全球憲政主義的落實，也使此等憲政思維及落實具有全球

性，特別以民眾及 NGO 的參與做為討論主軸，呈現出 NGO在全球化

的現代下兼具有在地與全球空間參與的現象，特別在傳統國家與社會

的二元區分下，由於農村社區也是私部門的一環，甚至也可能組成 

NGO 或與既有的 NGO 產生串聯與合作而具體影響決策；凡此，都

顯現出子計畫三與子計畫六的研究在農地利用議題上具有互補效果。

承上，可以發現子計畫三及子計畫六都相當重視農地利用中公民社會

參與的角色，也都反應出決策本身全球化的現象，特別就如何將此等

參與的應然考量落實於環評制度中，故兩個子計畫可以有更進一步的

合作。 

子計畫三 

& 

子計畫七 

子計畫三與子計畫七共同關心生態系統及原住民族部落的問題，子計

畫七關心臺灣的原住民族部落而有原住民族文化權的考量，另談及石

門水庫的集水區，因集水區涉及自然資源保育的面向，包括原住民族

文化權及自然資源保育都是子計畫三研究環評評估項目的研究重點，

可以期待子計畫三與子計畫七共同研究可以有更為具體而可行的研究

成果。特別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往往與集水區劃定的自然生態考量具

有重疊的關係，在治理的過程中對原住民族的文化及自然保育需求有

所瞭解將攸關治理本身的成功與否，故子計畫七與子計畫三研究將能

有直接的合作關係，對環評制度的細緻化也是相當關鍵的。再者，原

先原住民族部落在臺灣的法律地位上歸類為私部門，在 2015 年底原住

民族基本法的修法工程中，揭示部落經行政院核定可以成為公法人；

換言之，如未經核定則仍屬私部門的一環，其本身也可能成為 NGO 的

一種類型，又部落也可能與臺灣或國際上關心原住民族的 NGO 合作及

串連來維護部落文化；同樣的，自然資源保育也可能有同樣的發展，

此等現象也都促使吾人在進行決策機制建構之際必須要有更為廣闊的

視野，而需要了解各種形態價值及其所衍生民眾及 NGO 參與可以發揮

的功能，例如，由於原住民族了解當地地形、生態、水文等環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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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對自然資源保育而言，如果可以讓原住民族及相關的 NGO 共同參

與決策，甚至導入為管制體系的一員，將有助於自然資源的維護。子

計畫三與子計畫七共同合作，透過更多的理解及溝通，將能建構更為

細緻與完備的環評決策機制。再者，近來對於環境影響評估法，開始

有強化社會影響評估的思考，因此，子計畫七關於原住民族土地文化

的田野實證研究，也可以有助於子計畫三討論環評機制中如何做到原

住民族地區的社會影響評估，落實原住民族基本法中所保障的原住民

族土地權。 

子計畫三 

& 

子計畫八 

子計畫三與子計畫八共同關懷的重點在於再生能源設施的土地利用問

題，特別在決定選址之際往往必須有賴環評機制來評估是否對人民及

當地生態環境造成損害，更可以發現子計畫三的研究與子計畫八相

較，更著重於程序正義的考量，兩者具有密切的互補關係。詳言之，

臺灣近年面對火力發電產生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核能發電則是必須

承擔不可逆損害的風險，在在引起社會的疑慮，故再生能源儼然成為

未來取的能源相當重要的管道。然而，因為任何再生能源本身需要土

地做為機組或設備組裝的基地，其本身也是開發行為，也會涉及相當

多元的利害衝突，因此，對於土地利用必須透過嚴密的程序機制來妥

適規劃與決定。近年許多 NGO 對於能源開發同時所涉及的土地利用

問題也投入關心，其中苗栗苑裡的反瘋車運作即為適例，其間涉及當

地居民生活的權利、自救會及環境 NGO 的關心，顯示 NGO 對於此

等土地利用行為投入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值得成為子計畫三觀察的對

象。特別在現行運作下，機組區位的選擇多位於農、漁業用地，造成

與農爭地的情形，對農漁民生計造成 相當大的衝擊，更有待子計畫三

與子計畫八共同研究，以營造更友善的程序機制來顧及農漁民的需

求。 

子計畫三 

& 

子計畫九 

子計畫三與子計畫九同樣關心農業生產的議題及規劃過程中要有成本

效益的考量，特別許多開發案的選址涉及農地，進行環評程序之際也

必須對經濟環境及成本效益一併考量，才能真正追求永續發展。子計

畫九所要研究的是水資源及糧食危機的問題，這也是本計畫三所關懷

的對象，在子計畫主持人專業背景不同的情況下，更有助於開拓視野

進行研究，讓本子計畫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更能與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

學者溝通而具有可操作性。具體而言，子計畫九所採用的水足跡的研

究；子計畫三所採用的則是正當法律程序的理論及具體的環評制度來

進行分析及分析，進而採取法律政策學的分析方法提出建言。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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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九是以資源的價格作為研究的對象，有更多經濟面向的思考，

就本子計畫而言，此等考量也是環評追求程序理性過程中不可忽略的

評估項目，環境 NGO 的參與是否有助於決策理性的追求更是子計畫

三希望進一步衍伸研究的。最終希望可以透過兩個子計畫的合作各自

在不同的專業領域產生很好的成效，子計畫九可以回應到各個不同區

域的具體運作；子計畫三則是希望可以對法律制度的革新提供具體建

議，打造更能促進理性對話的環評制度。 

子計畫三 

& 

子計畫十 

子計畫三與子計畫十農業生產環境及生態功能，特別開發案在氣候變

遷的考量下更應更謹慎地看待決策對農業、生態的衝擊。子計畫十所

採取的主要是地理資訊系統的建立，此等資訊的蒐集及運用可以提供

不同個案更為充分的 資訊，包括水資源保護區、農地使用的現況都可

以透過 GIS 提供有用的資訊，此等資訊如可在環評程序中妥善利用，

將有助於決策本身對於事實的掌握，對決策效能的提升當具有相當大

的助益。子計畫十重視的農地生態系統服務，與子計畫三關心諸多開

發案涉及農業用地的議題具緊密關聯性。加上 GIS 有助於從科學的角

度了解土地既有的現況及資訊，如搭配資訊公開、開放資料等機制等

環評正當法律程序配套機制的建立，將有助於參與人民及 NGO，乃至

決策者了解資訊，進一步在環評程序中實質論辯，讓民眾參與發揮更

強的功能，提升決策品質。最終，子計畫十也希望可以對政策提出建

議，更可以透過與子計畫三共同合作，有助於讓臺灣的環境規劃制度

更為完善。 

子計畫四 

& 

子計畫五 

子計畫五在保全活用「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觀點下執行農村再

生，其成果即為某種生態社區，從而與子計畫四之核心關懷一致，因

此二計畫的研究成果將能互相對話與支援。例如，子計畫四在規劃程

序上的探討成果可以作為強化農村再生計畫參與制度的討論基礎，而

子計畫五所採的「地景取向」規劃方法，則可成為子計畫四在思考生

態社區時的另類觀點。就同樣以永續及社區參與機制為出發點的子計

畫四與子計畫五而言，具備 bottom up的規劃邏輯與工具的子計畫四，

其所發展出之模式可直接運用於子計畫五之中，而子計畫五的研究過

程反饋正是修正子計畫四執行模式之最重要的參考依據，以利達成本

整合型計畫探索二十一世紀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行動研究之核心宗旨。 

子計畫四 

& 

子計畫六 

子計畫六為研析農地利用、農業環境公共財供應的集體行動，而集體

行動的核心理念之一即為注重在地行動者的自主發展，與利害關係

人、外部環境之間的溝通、協調，是以有關研析集體行動發展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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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可提供子計畫四在研擬環境規劃體制上，就民眾參與和公民議決

可能面臨欠缺參與程序知識與能力議題及其參與正確方式的參考。子

計畫四的重點在於運用規劃學習、參與式設計與全民議決模式建立生

態社區規劃民眾參與機制，與子計畫六專注於在地行動者的自主發展

完全一致，兩子計畫執行期間除了所得之成果能提供交互運用之外，

所遭遇之共通問題與瓶頸亦能作為彼此修正之重要參考依據，裨益提

升將來發展出之 bottom up規劃邏輯與工具有更高之可運用性。 

子計畫四 

& 

子計畫七 

子計畫七專注於「動態空間治理」理念於山地社會生態系統之研究，

與子計畫四運用民眾參與於生態社區規劃之實踐具有相當高的理想同

質性與運用互補性。子計畫四為達到民眾參與於生態社區規劃之實

踐，其所衍生之規劃學習、參與式設計與全民議決模式等關於生態社

區的概念與實踐之工具，將可以有助於子計畫七思考原鄉發展如何結

合生態社區的理念，以達成國土保育和原住民族發展的雙贏局面；另

一方面，子計畫七在原住民族地區的田野實證經驗，正可作為協助子

計畫七思考在原鄉地區的生態社區指標是否應隨區域和族群文化的特

殊性而有所調整。子計畫四與子計畫七所共有的動態空間治理核心目

標一致，國土永續規劃與發展的理想亦相同，唯實踐著力於原鄉或一

般社區所發生之差異，正可成為彼此之互補，業能使本整合型計畫思

考向度更臻於完整。 

子計畫四 

& 

子計畫八 

達到生態環保、永續發展、綠色能源及低探生活一向是發展生態社區

重要的核心目標，子計畫四在執行運用民眾參與於生態社區規劃實踐

研究中，其將運用之規劃學習、參與式設計與全民議決模式，便可成

為子計畫八進行再生能源設施設置問題與處理對策之分析（以太陽光

電、風力發電與地熱為核心）的重要實踐手段之一。在 95%能源仰賴

進口的窘境下，除了倡導節能減碳之外，發展「綠能」更是台灣重要

的政策方針之一。然而，過去政府對於再生能源設施設置往往都是以

專業思維出發、用 Top down 規劃模式進行，以致於每每在最後一里路

受到在地居民的抗議而延宕計畫期程。如今台灣以民為本的規劃思維

儼然成形，子計畫四執行過程中所發展之民眾參與規劃機制更可作為

子計畫八的輔助要項，讓同樣朝向永續發展的生態社區與再生能源發

展契合，共同達到本整合型計畫探索二十一世紀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行

動研究之目標。 

子計畫四 

& 

子計畫四對於生態社區在社區層級之研究，進一步研究在社區層級規

劃所遭逢之挑戰；而其以生態社區為核心主軸，其中規劃過程將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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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九 糧或水資源密切相關，本子計畫將能提供歷史經驗數據至未來模擬數

據供其參考，作為規劃的基礎資料。 

子計畫四 

& 

子計畫十 

子計畫四主要研究目的為探討讓民眾參與生態社區規劃之機制與實施

方式，民眾參與規劃需要各種參考資訊以供分析，各種不同的規劃方

案也會對於生態環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故子計畫四之研究成果與

資訊可供子計畫十進行氣候變遷對於農業生產環境之生態服務功能的

影響與因應策略研究之重要參考依據。反之，子計畫十所得之農業生

產環境之生態服務功能成果，亦可提供子計畫四之各種規劃方案所需

的基礎資料，以利比較各種方案之優缺點。綜合言之，子計畫四以民

眾參與機智所得之 Bottom up成果與子計畫十運用大尺度範圍 Top down

調查工具所得地理資訊系統 GIS 資訊，均助於強化規劃決策或環境影

響評估時對於現實條件的掌握，能對決策效能提升具有諾大之助益。 

子計畫五 

& 

子計畫六 

子計畫六之研究主題為農地利用與農業環境公共財，主張農地為人類

從事農業生產以供應糧食的基本要素外，農地利用所從事的農業生產

活動，亦可提供如農地生物多樣性、涵養水源和維護水質、抵禦洪水

和火災、減緩氣候變遷（主要是碳儲存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維護農

業地景等多樣的環境公共財，亦可產生如農場動物福利與健康、農村

活力、糧食安全等多樣的社會公共財，是以需透過集體行動來促進更

好的農地利用、以提供上述的公共財。故本研究所選案例探討農業再

生及友善農業經營，其分析課題及成果可提供子計畫五探討在鄉村地

區土地利用與農地資源關係的參考。子計畫五和子計畫六之關係在於

兩個子計畫都基於對農地與農／鄉村的多重價值之認識，共同觀注農

村再生的成效議題。子計畫六對三個執行農村再生計畫的案例分析，

以及子計畫五對於宜蘭縣深溝村的另類農村再生實踐的探討，除可在

實徵經驗上彼此對話、互補，對於農村再生有更完整的認識，同時也

可作為檢視現行農村再生制度的重要基礎。 

子計畫五 

& 

子計畫七 

子計畫七探討泰雅族人現今土地利用模式和傳統生態知識間的關係，

以及土地利用適宜性等議題，而將傳統生態知識運用於當代自然資源

管理（含山林國土）之觀點，與里山倡議遵循「重視在地傳統與文

化」之原則（子計畫五）若合符節。兩個子計畫在擷取傳統智慧，以

追求永續的自然資源管理及使用上，可以交流對話；來自里山倡議國

際夥伴關係的個案分析與指標（子計畫五），可供子計畫七評量泰雅族

個案部落傳統土地利用效益之用，而子計畫七應用參與式規劃之成果

則能作為子計畫五強化農村再生之社群觀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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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五 

& 

子計畫八 

子計畫八對於調和再生能源設施之土地利用方式與既存土地（特別是

農林地之部分）利用互斥的制度建議，可作為子計畫五於思考農村再

生計畫時的重要參考，以期透過再生能源設施的建置，強化農村的永

續性。子計畫五對於保全活用農村生產地景的整全觀點，亦可作為子

計畫八尋求化解再生能源設施設置與農業利用間之潛在衝突的參考。 

子計畫五 

& 

子計畫九 

子計畫九透過水足跡之概念，探討水資源永續利用之成果，可與子計

畫五里山倡議在永續的自然資源管理及使用所形成之相關指標對話，

並作為個別農村再生案例於思考「重建農業」的重要依據。 

子計畫五 

& 

子計畫十 

子計畫五引介的里山倡議，其國際夥伴網絡彙集的案例分析成果，有

相當比例即是子計畫十所欲研究的農業生產環境之生態服務功能，相

關資訊可作為子計畫十深入之基礎；而子計畫十對農業生態系如何因

應氣候變遷衝擊之建議，可供作擬定農村再生計畫（特別是有關「重

建農業」之部分）的重要參考外，其「互動式規劃」也有助於農村社

區規劃出，兼顧農業生產、休閒遊憩、農村文化保存、維護生態服務

功能等多重目標之發展模式，從而作為子計畫五研題相關制度建議之

參考。 

子計畫六 

& 

子計畫七 

子計畫六探討農地利用的集體行動課題，強調在地居民最熟悉當地的

條件與問題，相較於中央政府制訂規則和市場手段的方法，由當地自

主、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更能處理在地問題。而台灣原住民聚落除位

居都市中者外，大多具有偏重農業生產或鄰近森林之特徵，故有關於

上述農地利用集體行動的課題，即可作為子計畫七將原住民傳統土地

利用模式納入既有制度的參考。 

子計畫六 

& 

子計畫八 

子計畫六探討個案地區農地利用情形相關課題，以為農地利用的政策

提出改進建議，及就制度面、執行面的課題尋求解決方案。而此研究

課題可提供子計畫八就現行再生能源設置，於環境規劃體制上就農糧

安全與環境衝擊問題的參酌依據。 

子計畫六 

& 

子計畫九 

子計畫六針對農地環境價值的展現、OECD 新鄉村典範及其在台灣農

村再生制度運作下的狀態，進行分析與評估，以提出在氣候變遷時期

有效支持、改善農糧供應自給與鄉村結構之改善建議。據此，子計畫

九將可為其提供關於農地多功能利用與水資源方面之資料，使其能作

為農地利用與農業生產調控上基礎原則建置的相關考量因素。 

子計畫六 

& 

子計畫十 

子計畫六探討個案地區農地利用與農村再生發展情形，而臺灣農村再

生政策強調因應整體農村發展之需要，運用整合性規劃概念，以現有

農村社區為中心，強化由下而上的共同參與制度，重視生活、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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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三生均衡發展，並就農村產業、自然生態與生活環境之共同規劃

與建設，以促進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故子計畫六對於個案地區

農村再生執行狀況的調查研究，即可作為子計畫十在研擬城鄉發展規

劃兼顧三生環境研究目標的參考。 

子計畫七 

& 

子計畫八 

子計畫七探討如何從社會生態系統的視野，運用原住民生態知識作為

原鄉地區空間治理的基礎，而子計畫八所強調的永續能源，是子計畫

七較缺乏卻也是原鄉發展所必須思考的議題，因此子計畫八的研究將

有助於子計畫七反思從能源的議題切入原鄉發展的討論。此外，子計

畫八開展的整體國土利用觀點，將有助於子計畫七思考原鄉之治理與

整體國土利用的銜接。 

子計畫七 

& 

子計畫九 

子計畫七延續原住民土地利用與傳統領域研究，檢視泰雅族人之山地

社會生態系統的動態空間治理及其空間特徵，當中對於子計畫九所估

算的水足跡與糧食生產之關聯當然也屬於生態系統之面向之一，且此

關聯也是隨環境與氣候等條件的變化而隨時動態調整，因此子計畫九

提出的水資源、糧食耕作與土地利用之成果，將可與子計畫一合作討

論如何調整其現有空間管制，並可共同進行資料庫之建置與後續之空

間分析。 

子計畫七 

& 

子計畫十 

子計畫七的田野實證研究，將會收集大量的原鄉實際土地利用資料，

其中很大一部份和農業生產有關，而從子計畫七第一年的田野研究

中，確實看到原鄉的農業生產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例如，研究區域

在過去一年因為氣候的關係而普遍歉收），這正是子計畫十所關心的議

題。因此，子計畫七的田野資料，將提供子計畫十作為補充參考，而

子計畫十關於因應氣候變遷建立永續土地利用策略的討論，也將有助

於子計畫七帶入氣候變遷因素，深化對於原鄉發展之思考。 

子計畫八 

& 

子計畫九 

子計畫八綜合土地利用控管與深層地熱法制研究，並擴大及於再生能

源設施的土地使用問題，提供共通性基礎制度分析，將與子計畫九共

同規畫建置一資料庫，記錄水資源、糧食生產與能源之空間資料，並

藉此可進一步進行資料分析上的合作。 

子計畫八 

& 

子計畫十 

子計畫八綜合土地利用控管與深層地熱法制研究，並擴大及於再生能

源設施的土地使用問題，提供共通性基礎制度分析，將與子計畫十合

作研擬以景觀生態學的方法分析再生能源設施對於土地利用型態改

變，在生態環境的可能影響。 

子計畫九 

& 

子計畫十對氣候變遷時期應對、調適需求下，以農業生產環境為中

心，建立生態（服務功能）資源資料庫、工具介面，進而建立永續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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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十 地利用策略；則將能供子計畫九共同利用之資訊工具介面。 

 

據聞，本年度的計畫審查，認為本整合型計畫的內容及整合上，並不夠明

顯，也不具實質性，因子計畫數量多達十個，各子計畫間串連與整合的有效性

並未有明確的計畫執行與關聯性機制，以至於挑戰度非常高。又在計畫的分工

架構下，雖擔當的任務清楚，但能否真的達到整合，仍有待檢視。故此為本整

合計畫後續執行時，必須重新思考，計畫書所列內容的必要性為何。尤其是審

查委員質疑所列的十個子計畫未必都通過且正在執行，甚至質疑列出所有的十

個子計畫及整體計畫的意義不大。因而，未來如何交代各子計畫與總計畫的關

係，應就有執行的子計畫做總合說明即可，不需一一列出各子計畫內容，應歸

納簡潔說明即可，否則反而不易凸顯整合型計畫內容。此為本整合型計畫接續

執行第二年度計畫，以及在今年底繼續研提第三年計畫應該特別注意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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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農業環境公共財（如生物多樣性、涵養水源、減緩氣候變遷、維護農業地景

等）乃農民於利用農地過程與所處鄉村環境、整體社會、生計生活交互孕育而生。

故為獲取更多的農業環境公共財，勢須集結同一地區農民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展

開集體行動方能致之。其次，現今鄉村地區面臨人口外移、老化、平均勞動生產

力偏低、整體公共服務水準低落等問題，使鄉村發展衰退，故為解決此問題，

OECD 建立新鄉村典範，強調宜納入與整合各方的投資，展開公私協力與集體行

動。 

基此，本研究挑選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臺中市霧峰區、花蓮壽豐鄉豐山社

區等案例，因其皆面臨鄉村發展衰退問題，故參與政府所推動的農村再生政策，

執行農村再生計畫，或支持政府的農地利用政策，推動成立農業相關專區（如農

業經營專區、作物集團栽培區、休閒農業區等），期能促進鄉村發展，維護農地

資源，提供農業環境公共財。 

因此，本研究將以集體行動、OECD 新鄉村典範為理論基礎，探討如何藉由

集體行動，保護和改善農地環境，及促進鄉村的永續發展。具體而言，選擇上述

3 個案例，探討其農村再生計畫、農業相關專區及有機或友善農業推動與執行的

集體行動過程中產生之效益、課題分析，其是否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關鍵要素或

新鄉村典範的核心要素，最終提出農村再生與農地利用政策的改進建議，研擬促

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則，並釐清其農村再生計畫與新鄉村

典範之理念異同，兼論新鄉村典範於台灣的適用性。 

關鍵詞：農地利用、農業環境公共財、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農村再生、農業

相關專區 

英文摘要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eg. Biodiversity, water conservation,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gricultural landscape preservation) is provid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the rural environment, entire society, and household while farmers 

utilize farmland. Therefore, in order to gain more agri-environmental goods, agents 

based on individual farmers start to collectively associate with farmers and stakeholders 

in the same region. Besides, nowadays rural areas are facing problems of population 

emigration, aging, average labor force productivity decrease, entire public service 

standard downward, and so on that force rural area decline. For this reason, OECD 

establishes new rural paradigm to solve above problems of which emphasize 

collaboration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also co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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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grate investment from each sectors. 

Under the above consideration, this study picks Sanxing Community, Shigang 

Community, Tafalong Community, and Fenshang Community as study cases which are 

all facing rural area decline so that they all join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Four 

communities support government’s farmland use policy to establish Agricultural 

Operation Designate Areas where four communities’ residents wish to advocate rural 

development, preserve farmland resources, and provid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Thus, this study selects the four communities to discuss the effect of running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and Agricultural Operation Designate Area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OECD’s New Rural Paradigm. This study is going to 

clarify similarities and dissimilarities between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and OECD’s 

New Rural Paradigm as well as analyze if OECD’s cases have key factors to make 

collective action successful. Eventually,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Rural Regeneration Project and farmland use policy, formulate strategies and 

regulations for providing agricultural related public goods by collective action, and also 

expound the adaptability of New Rural Paradigm to promote in Taiwan. 

Key Words: Farmland use, agri-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collective action, new 

rural paradigm, rural regeneration, agricultural operation designate areas 

壹、 報告內容 

一、 前言 

本計畫係基於環境規劃新典範的互動式規劃及集體行動兩個核心概念，強調

由利害關係人溝通參與、群策群力，適可藉由集體行動理論與 OECD 新鄉村典

範予以詮釋。而本計畫選取台灣實施農村再生、有機農業或休閒農業專區個案詳

加檢視理論適用性，並研提具體農地利用政策，對於促進社會公平、提升經濟效

益，拓展學術新局當有顯著助益。 

二、 研究背景 

（一） 整體研究背景 

近年來，全球氣候變遷致使台灣的環境劣化與自然災害的問題頻仍，為紓解

此困以利邁向永續發展，整體的國土規劃與土地使用政策需要重新縝密檢視。人

們應該思考如何藉由國土規劃以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重新建立具制度性的環境

規劃架構、城鄉治理內涵及永續發展規劃的藍圖範本。因此，為邁向永續發展，

則國土規劃應開展新的環境典範。本整合型計畫認為未來環境規劃新典範應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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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規劃(interactive planning) 及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 兩個核心概念，著

重於公民社會裡民主和公平的參與，藉由當地自主、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更能處

理在地問題。所謂「互動式規劃」，是指居民以自己在地的經驗和想法，在規劃

過程積極參與，故最終決策將獲得當地居民普遍地接受。這個規劃方式，強調公

民、計劃者、政府、專家和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彼此間不斷地溝通、對話、傾聽，

並讓地方社區民眾重新掌握對於發展的主動權，進行各個面向利弊分析的討論，

考量規劃過程中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尊重當地的文化及社會傳統，最後產生

共同的願景，進而安排行動計畫，藉此促進鄉村永續發展，此即為環境規劃新典

範意義之所在。而互動式規劃所強調由利害關係人溝通、在地參與的理念，也體

現於本子計畫所將採用的集體行動理論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 OECD）新鄉村典範(New Rural 

Paradigm, 簡稱 NRP)論述之中，台灣更將此等理念融入農村再生相關計畫與政

策予以推動。 

至於「集體行動」的理念，則強調在地居民最熟悉當地的條件與問題，故相

較於中央政府制訂規則和市場手段的方法，由當地自主、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更

能處理在地問題。而集體行動的成功與持續，一須有賴於成員間身份及利益具有

同質性，其共享類似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環境，將更容易溝通及達成協議；二

須藉人際互動，彼此溝通以建立信任的良好關係，積累社會資本，有助於降低集

體行動過程中的交易成本，較易形成共識；三須領導者具有領導能力及組織動員

群體的能力，同時具有豐富的經驗、專業及良好的聲望，並積極熱衷地參與公共

事物，如此有助於提升成員間社會網絡的信任、聲譽、互惠，提高合作程度，擴

大集體行動的淨利益；四須有外部環境的財務及非財務支援，故集體行動的團體

需要一個與外部溝通的橋樑，可以是個人或是組織，以連結各方利害關係人，扮

演協調者的角色，也兼具衝突的調停者，讓集體行動適當地運作。因此，集體行

動的核心理念之一即為注重在地行動者的自主發展，與利害關係人、外部環境之

間的溝通、協調，此與互動式規劃的精神不謀而合。 

其次，就本研究農地利用與農業環境公共財的主題而言，農地為人類從事農

業生產以供應糧食的基本要素，而於農地施用勞力、資本，以從事農業生產、創

造效益之行為，即是農地利用。近年來，OECD 國家肯認透過農地利用從事農業

生產活動，可提供多樣的環境公共財，如農地生物多樣性、涵養水源和維護水質、

抵禦洪水和火災、減緩氣候變遷（主要是碳儲存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維護農

業地景等，亦可產生多樣的社會公共財，如農場動物福利與健康、農村活力、糧

食安全等。為促進這些正面外部性或公共財的供給，只依賴單一農場並不可行，

故在許多情況下，展開集體行動以聯合同一地區農民與其他農村利益相關者的參

與，方能有效生產或供給這些公共財，的確有其必要（Vanni, 2014: vii-viii）。 

回觀台灣，本研究考察宜蘭三星鄉行健村，係藉發展有機農業、提出農村再

生計畫，並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設行健農產業專區，營造健康、宜居的農村環境，



第 7 頁 

維護農業地景，增加農村活力，吸引年輕人留在家鄉務農。再者，臺中市霧峰區

舊正社區不僅推動友善耕作的農業，也參與農村再生計畫，成立新健康農業多功

能推廣中心，進行產業升級計畫，開闢烏溪河濱公園區、社區關懷據點，兼顧社

區的三生需求。三者，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透過農村再生計畫，正積極推動有

機產業與傳統玉石產業，共同成立休閒農業專區，期望藉此保護自然生態環境，

吸引青壯年返鄉，增加社區活動力。這些案例大抵透過執行農村再生或推動設立

農業相關專區的集體行動過程，在地居民自主參與及發展，協調與整合各種利害

關係人與外部環境的支援，體現互動式規劃的精神，以有效提供農業環境、社會

的公共財，及維護農地資源，因此，本研究將以上述三個個案為例，探究農地利

用、農業環境公共財供應交互作用之下的關係，及如何集結同一地區農民與其他

利害相關人，展開集體行動，以促進更好的農地利用、提供更多優質的農業環境

公共財。 

此外，OECD 指出，近年來，鄉村地區面臨人口外移及老化問題，使得居民

教育水準、平均勞動生產力偏低，加上整體公共服務水準低落，使得鄉村地區呈

現衰退景象。為扭轉鄉村地區衰退的趨勢，OECD 建立新鄉村典範，且其成員國

據此新典範不斷地調整、創新鄉村政策，且施行於各地的鄉村區域（包含鄉鎮、

鄉村社區、農漁村等）。而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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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行動，以求提高鄉村「區域競

爭力」（OECD, 2006: 12, 14-16）。由此可見，NRP 的主張亦是強調地方資源整合，

促進跨部門、跨領域、跨層級的投資、協力，此與互動式規劃的溝通理論、集體

行動理論具有共通性。 

在台灣，近幾十年來，農村亦面臨與 OECD 部分國家同樣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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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形

成農村發展相對落後現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9：2）。為此，台灣政府提出

「農村再生」政策，採取由下而上、計畫導向的推動方式，融入互動式規劃的理

念，由在地居民自主規劃發展願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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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而上述宜蘭三星鄉

行健社區、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花蓮壽豐鄉豐山社區等案例，同樣面臨前述

鄉村地區發展上的困境，或設立農業相關專區，鼓勵農民從事有機或無毒農業，

或參與政府所推動的農村再生政策，執行該計畫，期能藉積極作為來吸引青年或

中壯年回鄉生活，及促進鄉村的發展。因此，本研究將以 OECD 建立的 NRP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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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以「鄉村」(rural area)為探究取向(approach)，透過分析此三縣個案集

體行動的實際進展與衍生問題，探討與我國傳統以農業地區的聚落-「農村」為政

策關注標的與其差異，兼論鄉村新典範於台灣的適用性。 

（二） 個案研究背景 

本計畫原選擇宜蘭三星鄉行健社區、彰化大城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巴

塱部落、壽豐鄉豐山社區等案例，但經第一年度計畫之社區參訪過程，發現彰化

大城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巴塱部落，由於政府農村再生計畫審核或經費核

撥的延宕，使得其農村再生計畫的執行幾近停滯或未見具體成果，又走訪臺中市

霧峰區舊正社區，發現當地居民積極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永續農業，其成果與經

驗頗受推崇，故本計畫更換研究個案，刪除彰化大城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

巴塱部落，新增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 

1. 宜蘭縣三星鄉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為鄰近台北都會區的傳統鄉村社區，存在市郊鄉村

社區普遍面臨的問題，亦即，由於青年多至台北就業、就學，導致人口外流、

高齡化問題，同時也造成鄉村發展遲滯問題，故透過推動有機農業專區、農村

再生計畫，期能促使地方振興，吸引青年回鄉定居。經過多年的努力，已有相

當成效，亦確實有青年回鄉從事有機農業，因而本計畫認為此個案具有代表性。 

1.1. 研究個案發展歷程 

行健村位於宜蘭縣三星鄉(圖 1)，耕地面積約 200 公頃，盛產稻米、聰、

銀柳及其他農產品。聚落包圍在行健溪、萬富渠、安農溪的天然隔離帶裡，重

劃後更採灌排分離，安農溪進水，行健溪排水，再加上當地氣候適中，水質優

良，因此造就了發展區域型有機農業之條件。 

 

圖 1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位置圖 

資料來源：三星鄉行健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書，引用日期：20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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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機農業的發展並非一蹴可幾。起初是村內幾位村民意識到以往慣

行農法對農業環境及人類的危害，而對有機栽培有極大的興趣，於是開始尋求

外界的協助，經由政府農政單位的輔導，於 2009 年底正式成立「三星鄉行健

有機村」成為宜蘭縣第一個，全國第二個，也是距離大都會最近的有機村。 

雖然「三星鄉行健有機村」已經頗富知名度，也成為有機村的代名詞，然

而實際上目前全村有機栽種的面積共 24.76 公頃1，僅占全村耕地面積約八分

之一。為邁向全村實施有機耕作的理想境地，農民與非農民們該如何自我動員，

克服團體內部、外在環境的障礙，以推展全村的農業轉型，並藉由政府及非政

府的財務、非財務支持，促成集體行動，提供農業環境公共財及優質健康安全

有機農產品，值得進一步觀察。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民國 1996 年 7 月，主要發展重點

為產業發展、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推動社區意識、進行社區環境

保護資源管理、生活環境管理、社區特色營造等。近年來，有鑑於年輕人口不

斷流失，每年均呈負成長趨勢，同時社區趨向高齡化，行健社區希望採取具體

作法帶動社區活力再現。因此，乃積極參與水保局的農村再生計畫課程輔導，

希望能藉由此計畫及行健有機文化園區的實現，引導行健居民進入休閒產業文

化發展方向，利用行健現有農特產品發展優勢，改善農村居民文化生活品質。

此外，迎合農村休閒產業新面貌，進一步讓村內流失的青年人口回流創業、就

業2。該社區於 99 年開始投入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於 104 年完成四階段培訓課

程，目前已擬農村再生計畫，於今年通過申請核定。而本研究選擇行健村為研

究個案，冀能以集體行動的視角，了解該區農村再生的後續發展，並提供該村

實施有機農業、維護農業環境公共財之建議。 

1.2. 研究個案農業經營概況 

目前行健有機村有機種植面積為 44 公頃，其中約 33 公頃為種植水稻，11

公頃種植蔬菜及其他雜糧作物。由於目前我國農戶耕地面積狹小零碎，經營效

率偏低，農委會為改善當前此境，冀以發揮大規模、整體經營效益，選定主要

農業生產區域，建置完整集中之「農業經營專區」(王玉真，2007)。在宜蘭縣

三星鄉選定人和、雙賢村、貴林村、尚武村及萬富村等部分區域，分為兩個農

業經營專區於 96 年開始輔導，以水稻、青蔥為主，整合農業資源、推動有機

農業、建立以專區為產地標示之地區共同品牌(林永嚴，2009)。行健農產業專

區則於去年（104 年）核定並執行，總面積核定為 126.85 公頃，可耕地面積為

                                                 
1原計畫書載為「44 公頃」，然而該數據為合作社農友所擁有經有機驗證之農地總和，農友不止

來自於行健村，而農地更分佈於四處，因此為求精確，經詢問合作社並重新統計過後，確認行

健村內有機種植面積（含社員與非社員）為 24.76 公頃。 
2資料來源：農委會水土保持局，「1030928 三星鄉行健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書」，

http://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CM_ID=CM2012121917231600，引用日期，

2015.11.16。 

http://ep.swcb.gov.tw/ep/File/BACON_PORTFOLIO/1030928--%E4%B8%89%E6%98%9F%E9%84%89%E8%A1%8C%E5%81%A5%E7%A4%BE%E5%8D%80%E8%BE%B2%E6%9D%91%E5%86%8D%E7%94%9F%E8%A8%88%E7%95%AB%E6%9B%B8--%E7%AC%AC1-2%E7%AB%A0_201412181216150731.pdf
http://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CM_ID=CM201212191723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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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3 公頃，全區完全位於行健村轄區內。以合作社為核心，積極聯絡各農戶

簽訂農地使用公約，希望藉以宣導農民合理化施肥、用藥，遵守公約規範，並

吸引農民轉作有機農耕。目前簽約農戶數約在 40 位上下，簽約面積已達 40 餘

公頃。 

此外，為擴大有機農場經營規模，發揮群聚效益，農委會利用連續休耕田

或小地主大佃農機制，擴大經營規模面積，建立「有機集團栽培區」，目前已

輔導成立有機集團栽培區等 9 處，面積計 298 公頃(林銘洲，2003)。宜蘭縣

共兩處作物有機集團栽培區，生產稻米及蔬菜，一為宜蘭縣蘇澳鎮有機作物集

團栽培區，二為三星鄉行健村作物有機集團栽培區。直至 2003 年三星鄉行健

村作物有機集團栽培區之驗證面積共 19 公頃3。 

1.3. 研究個案初步調查結果 

(1) 目前宜蘭縣三星鄉行健村有機耕作的成員，可略分為宜蘭縣三星鄉有機

米產銷班第五班的班員、宜蘭縣行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以

及少部分獨自經營的有機農戶，均各自堅持理想，成立自有品牌，秉持

有機農業的理念，期許影響村內更多人共同加入有機生產的行列。 

(2) 實際上，村內的有機生產面積僅占全村耕地面積八分之一，與有機村的

名號似不相符。又由於有機農田的細碎不集中，導致有機農田易受鄰近

慣行農業施用化學品之汙染。再者，基於農業環境具有不可分割且共享

之資源特性，使得該村似難以有效提供農業環境公共財。 

(3) 在各組織內部，農民與非農民間看似運作良好，實質則存在內部成員間

合作信任不足、制度安排不佳等問題，導致推展有機農業之集體行動有

所阻礙。但另一方面，外部單位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目前皆持續提供

行健村許多財政上及非財政上之協助，有助於擴大實施有機耕作，並邁

向兼顧農村生活與社會層面的鄉村發展之「有機村」。 

2.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屬遠離都市的偏遠、傳統的鄉村社區，由於當地

玉石、農耕等傳統產業沒落，欠缺就業機會，基礎設施亦不足或品質不佳，使

得居民多外移，致使社區漸失活力。但社區具有豐富的文化與自然資產、寧適

的居住環境，又有原住民族、客閩移民的文化特色，曾被票選為最適合退休養

老及長期居留的地區之一。故透過休閒農業區的成立、農村再生計畫的執行，

期能改善社區環境，促使傳統產業轉型為文化產業，進而提供返鄉青年工作機

會，及營造樂活的社區，因而本計畫認為此個案具有代表性。 

                                                 
3資料來源：農糧署，「研商 102 年度有機農業認驗證管理及輔導計畫事宜」會議紀錄， 

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ezcatfiles/organic/img/img/4978/609594560.doc ，引用日期：

2015.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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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個案發展歷程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位於花蓮縣壽豐鄉(圖 2)，東鄰豐裡村，南接樹湖

村，西界礦石山，北望壽豐村與池南村，面積有 8.8775 平方公里。自 1911 年

日治期間，當時的台灣總督府於豐田設立豐田移民指導所，並於 1913 年正式

執行移民計劃。日本統治台灣之前，原先的豐田是一片荒蕪之地，明治四十三

年選定在這片原野開村，初期台灣總督府以官方力量，採用西洋規劃的方式，

再加上治安狀況的考量，設計了住宅集中、農地分布外圍的棋盤式村落，為了

節省經費，除了神社、佈教所，與小學校是瓦頂木造的建築外，其他街是白石

灰牆與茅草頂之房舍。昭和時期，變成今日在豐田村所建之日式建築，屋頂覆

著日本瓦，椼架及天花板均為檜木材質，屋身則是室內編竹夾泥牆，外抹石灰，

室外用木板以魚鱗板方式構築。 

於日治時期，漸有來自新竹、苗栗的客家移民以及部分閩籍移民陸續抵達

後山謀生，其原因係後山有很多土地，日本移民村、糖廠等都有工作機會，從

而舉家遷移到東部討生活。又因豐山社區為傳統農村聚落，每年到三月就舉辦

迎媽祖的重要慶典，祖繞境祈福活動，都由三村輪流舉辦；其中原住民人數約

二百餘人，占社區人口比例約十分之一，每年的豐年祭也會集結許多社區人士

共同參與。由於具有多元族群與傳統文化，使得豐山社區的生活型態較其他社

區更加豐富，又因族群相當融合，將有利於社區的永續發展。 

  

圖 2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 

資料來源:引自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農村再生計畫，2013 

https://ep.swcb.gov.tw/EP/File/REGENERATION/%E8%B1%90%E5%B1%B1%E7

%A4%BE%E5%8D%80%E8%BE%B2%E6%9D%91%E5%86%8D%E7%94%9F%

E8%A8%88%E7%95%AB_201306211444190758.pdf，引用日期：2016/12/5 

2.2. 研究個案農業經營概況 

https://ep.swcb.gov.tw/EP/File/REGENERATION/%E8%B1%90%E5%B1%B1%E7%A4%BE%E5%8D%80%E8%BE%B2%E6%9D%91%E5%86%8D%E7%94%9F%E8%A8%88%E7%95%AB_201306211444190758.pdf
https://ep.swcb.gov.tw/EP/File/REGENERATION/%E8%B1%90%E5%B1%B1%E7%A4%BE%E5%8D%80%E8%BE%B2%E6%9D%91%E5%86%8D%E7%94%9F%E8%A8%88%E7%95%AB_201306211444190758.pdf
https://ep.swcb.gov.tw/EP/File/REGENERATION/%E8%B1%90%E5%B1%B1%E7%A4%BE%E5%8D%80%E8%BE%B2%E6%9D%91%E5%86%8D%E7%94%9F%E8%A8%88%E7%95%AB_20130621144419075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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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田社區一般農作物以水稻、香蕉、花卉、小黃瓜與葉菜類為主，目前社

區正積極推動以生產有機、無毒蓮花和淡水高經濟養殖業為主，並以觀光休閒

為輔，共同成立休閒農業專區。 

2.3. 研究個案初步調查結果 

(1) 豐山社區早期以農業為主，後來豐田玉的開採，又稱為台灣玉，讓本地成

為花蓮首富之區，爾後隨者豐田玉產量銳減而開產工作漸漸沒落；為配合

政府推廣有機無毒產業，也期望保留豐山傳統的玉石產業，將著手記錄在

地耆老對於玉石產業的記憶與技術。 

(2) 有關玉石產業所需相關人才，將透過訓練培育解說員與技術人員，保留玉

石產業外，以供回鄉青年就業機會。 

(3) 為因應休閒農業專區的成立，首先改善社區環境；其次，積極將傳統產業

轉型為文化產業而需要學習相關的知識與技能，始能增加社區居民多元收

入。 

3.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 

當地舊正社區早年透過農試所輔導人員的協助，開始發展自然農業，並透

過農村再生計畫，推動農業升級，影響擴及鄉內其他社區，故本計畫選擇此區，

予以探討。 

3.1. 研究個案發展歷程 

霧峰區向為典型之農業鄉，一般而言，居民大多務農為業，由於位居台中

盆地東緣，背山面水，鳥溪綿延迤邐平疇沃野；而形成境內水利發達，以阿罩

霧圳為基幹，灌溉便利，農產富饒，農作物以稻米為主，山產水果以香蕉、鳳

梨、龍眼及菌菇類為大宗（圖 3）。 



第 13 頁 

 

圖 3 臺中市霧峰區 

資料來源：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http://www.hwufeng.taichung.gov.tw/ct.asp?xItem=298473&ctNode=10152&mp=10

2330，引用日期：2016/12/5 

當地舊正社區位於霧峰區南方，南側是烏溪北岸，北與六股里相連，該社

區共 21 鄰，約有 2,400 人，面積約 4.46 平方公里，水田面積佔 70%，是典型

的農業社區，因面臨人口外移、老化的課題，早年在農試所人員的推動下發展

有機或無毒農業，將友善耕作理念擴散至全區，於 1995 年社區居民共同發起

成立舊正社區發展協會，後又配合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推展社區營造工作，

實已展現集體行動的效果。 

3.2. 研究個案農業經營概況 

霧峰區農業耕地面積 57.1247 平方公里，包括水田 22.0315 平方公里，旱

田 35.0932 平方公里。全境以台三號公路（中正路）中分成東、西兩部份，東

部山巒區因雨水不足又多係山坡地，農業經濟以粗放，休耕或種植果樹（以荔

枝、龍眼、鳳梨、香蕉…等）為主。西部平原地區水源充足，以種植水稻為主，

間有煙葉、甘蔗、金針菇、木耳、香菇、豆苗等經濟作物4。 

霧峰鄉，目前主要產物為稻米及菇類。當地居民以種植水稻為生，是益全

                                                 
4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http://www.hwufeng.taichung.gov.tw/ct.asp?xItem=300958&ctNode=10193&mp=102330，引用日

期：2016/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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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米（台農 71 號）的發源地，產期為 7 月及 12 月，在霧峰區農會輔導下成立

產銷班並與農會契作，「霧峰香米」曾獲全國總冠軍米及十大經典好米等榮譽。

此外，居民種植菇類，有金針菇、洋菇、柳松菇、杏鮑菇等，金針菇之日產量

為全台第一，產期以每年 10 月至隔年 2 月為主。 

3.3. 研究個案初步調查結果 

在拜訪霧峰區農會時，發現當地舊正社區在農試所輔導人員的協助下，開

始發展自然農業，以不使用化學肥料、農藥的無毒方式耕作，並與霧峰區農會

合作成立農民市集，協助社區內農民銷售農產品，希望藉由推展健康農法和健

全銷售管道，讓社區產業向前邁進，吸引年輕一代返鄉定居，為社區注入新的

力量。鑑於舊正社區的經驗，引起當地農會對友善耕作的重視，促使當地農會

亦設立試驗辦理五甲地的友善耕作稻米專區，推廣友善土地的理念。 

三、 研究目的 

（一） 整體（三年計畫）研究目的 

以農地利用為基本的農業發展，如前述，能提供多種的農業環境公共財。為

有效供應此類公共財，集體行動是必要的，如此始可以較低的成本產生較高的整

體效益，並解決在地環境問題。故本研究將透過文獻分析法、個案分析法、深度

訪談或焦點團體訪談法等研究方法，以集體行動理論為基礎，以宜蘭三星鄉行健

社區、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花蓮壽豐鄉豐山社區研究個案，探討如何透過集

體行動有效供應農業環境公共財、促進更佳的農地利用與農業發展，分析此過程

中能產生何種效益或遭遇哪些障礙，其集體行動成功地形成與延續原因為何，最

終提出促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則，此為本子計畫整體研究

目的之一。 

再者，本子計畫所選擇之研究個案皆位於鄉村地區，普遍面臨著國內外共同

問題，如人口外移、老化、發展衰退等。為處理鄉村發展問題，OECD 提出了新

鄉村典範(NRP)，強調創新思維與方法，作為世界各國研擬鄉村發展政策之依據。

而台灣則提出了農村再生政策，嘗試以由下而上、計畫導向、整合式的推動方式，

促進農村發展。因此，本子計畫試圖以 OECD 的 NRP 分析框架，剖析台灣的農

村再生政策，與探討其推動與執行問題，最終藉此分析 NRP 於台灣的適用性，

此為本子計畫整體研究目的之二。 

另者，為解決農村發展的諸多問題，台灣自 2008 年推動農村再生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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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政策執行至今已有 7 年，本計畫期望藉由三

個個案案例分析，以集體行動與新鄉村典範理論分析框架，釐清此政策執行問題，

最終據以研擬農村再生政策之改進建議，此為本子計畫整體研究目的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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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研究目的（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至一百零六年七月） 

因本計畫為分年核定，今年為第一年，後續將視計畫核定情形，再與撰寫

報告。以下就本計畫第一年度計畫之研究目的進行說明： 

1. 建立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理論的分析架構 

第一年度計畫將就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理論(NRP)進行文獻回顧與分析，

探討其內涵、核心理念，進而建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作為第二年個案分析與第

三年策略原則及政策建議之依據。 

2. 比較 OECD 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內涵 

第一年度計畫將就 OECD 的 NRP 要素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比較分析兩者

間內涵、問題意識與行動策略之異同，探討以「鄉村」(rural area)為取向(approach)，

與我國傳統以農業地區的聚落-「農村」為政策關注標的之差異，瞭解農村再生政

策於制度面上是否存在缺失或優點，作為第三年政策建議及理論適用性探討之參

酌。 

3. 調查研究個案地區發展情形 

第一年度計畫將就研究個案地區，包括宜蘭三星鄉行健社區、臺中市霧峰區

舊正社區、花蓮壽豐鄉豐山社區等，瞭解其農地利用情形、集體行動發展歷程、

農村再生計畫執行狀況等，以作為第二年度案例分析之基礎資料。 

四、 研究重要性 

（一） 計畫之重要性 

台灣農委會自 2007 年開始推動農業經營專區，以區域農地群聚利用觀點切

入，並輔導農民團體以農業經營專區為基礎，後續並整合農業中心衛星體系、小

地主大佃農政策及青年農民培育輔導等理念，於 2011 年開始試點推動農業經營

專區整合加值模式，期以妥善保留優良農地並推動優質產業規模化、集中化利用，

同時集中投入政府產業輔導資源，營造農產業群聚發展場域，並期作為國內農業

結構調整與經營創新之重要模式。5其後，農委會自 2008 年開始推動農村再生政

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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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此二政策實

施至今已有近十年的時間，但針對此二政策，目前國內缺乏相關實施效益或課題

檢討之實證研究，難以了解此二政策對於農地利用問題、農村發展問題的解決產

                                                 
5吳兆揚‧林永嚴，2015.3，建構農業經營專區整合加值模式 促進產業群聚發展，農政與農

情，第 273 期，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50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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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何等效益，故本研究擇取三個刻正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或農業相關專區之研究個

案，運用集體行動、NRP 理論予以探討，進而據研究成果提出政策建議。因此，

本研究於政策應用與理論實證方面具有相當的重要性，能補足相關實證研究與政

策研究之不足。 

（二） 各年度計畫之重要性 

1. 本研究關於農地利用政策的研究主題為農業經營專區，此政策之初衷係期望

藉聯合一地區的農民共同合作，妥善保留優良農地，提高農地利用率，並輔

導農民以對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促進農地資源永續利用。近年來，政府希

冀透過設立農業經營專區的集體行動，能有助於提供農地資源維護及永續利

用之農業環境公共財。然而，過去相關研究缺乏探討農業經營專區的農業環

境公共財實際效益為何，亦缺乏從集體行動理論角度探討之。故第一年度計

畫將調查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與農業相關專區推動情形，第二年度將運用

集體行動理論與實地觀察、深度訪談等方法，分析研究個案相關課題，包含

其產生的農業環境公共財效益、推動障礙或限制，及其是否具備成功的關鍵

要素，第三年度將據此研提相關政策建議，以供政府未來調整政策之參酌。

因此，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的重要性。 

2. 農村再生政策強調農村社區居民共同參與、提出需求、建立願景，並自主擬

定農村再生計畫，期能改善農村整體環境，維護農村生態及文化，促進農村

永續發展及農村活化再生。近年來，政府希冀透過農村再生的集體行動，提

供如生態維護及環境改善等公共財。然而，過去農村再生政策之相關研究，

缺乏探討其所產生的公共財之實際效益，亦少有應用集體行動理論與新鄉村

典範等分析框架，探討農村再生政策之執行課題。故第一年度計畫將調查三

個研究地區農村再生推動情形，第二年度運用集體行動理論與新鄉村典範，

分析相關課題，第三年度據此研提相關政策建議，作為政府之參考。因此，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之重要性。 

3. 集體行動由 OECD(2013：58)定義為「是一群人為獲致共同利益而採取行動」，

其彙整分析 13 個國家的 25 個研究案例，歸納集體行動主要的利益為：地理

和生態規模的利益、節約成本、分享知識並提高能力、處理在地的問題，但

實際上也面臨一些障礙，主要為：搭便車、交易成本、對集體行動的懷疑行

為、不確定的政策環境。再者，歸納由在地社區以集體行動治理共用資源，

得以促進成功的關鍵因素，可分為資源系統特性、團體特性、制度安排、外

部環境等四類。然而，台灣過去有關集體行動之研究，未曾探討過此分析框

架，亦未曾將之應用於農業相關專區與農村再生政策之推動。故第一年度計

畫將綜整 OECD 有關集體行動之研究，建立理論分析框架，第二年度計畫

用以分析研究個案農業相關專區與農村再生政策之發展歷程，探討其效益、

障礙與成功關鍵要素，第三年度計畫則研擬促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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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財的策略原則，以供研究個案及政府未來調整發展方向與作法之參考。因

此，本研究於理論與實證方面，能彌補目前國內集體行動相關研究之不足，

具有相當重要性。 

4. OECD 綜整鄉村地區面臨的困境與發展趨勢，提出新鄉村典範(NRP)以為因

應。此典範更聚焦於確認及開發鄉村地區內生的地方資產及知識，較少聚焦

於外生的投資及移轉；建議經由多部門、地方基礎的、集體的、協商的治理

方法，以涵蓋國家的、區域的、地方的政府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依此，NRP

歸納兩項原則，1.聚焦於「地方」，而非部門；2.聚焦於「投資」，而非補貼。

基此原則，政府應致力於維持鄉村「地方」多元特色與資產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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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納入

與「整合」所有層級、部門的政府單位與廣泛的私部門利害關係人，著重於

「公私協力」與集體協商的治理方法，以求提高鄉村「區域競爭力」。然而，

目前國內缺乏 NRP 的相關研究，亦缺乏以此理論探討台灣鄉村發展與農村

再生議題。因此，第一年度計畫將彙整 OECD 相關研究，建立分析框架，並

比較 NRP 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內涵，第二年度計畫將用以分析研究個案

農村再生計畫發展歷程，了解政策實際執行方面是否符合此典範之策略原則，

進而於第三年度計畫則分析 NRP 於台灣的適用性，且研擬農村再生政策之

改進建議。因此，本研究於理論與實證方面，能彌補目前國內鄉村發展與新

鄉村典範相關研究之不足，具有相當重要性。 

五、 文獻探討 

（一） 農業環境公共財供應的集體行動研究 

農業除了糧食生產的主要功能之外，農業活動亦塑造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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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農業多功能的內涵已被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

農糧組織（FAO）、歐盟（EU）所肯認。傳統上，依據 Samuelson(1954：387-389)

對公共財「非排他性(non-excludable)」和「非敵對性(non-rival)」兩大特徵的定義，

這些因農業生產活動而產生農業環境、生物多樣性、農耕地景、土壤品質保護、

空氣與水質淨化、食物安全等，因為具有非排他性的特性，部分屬純粹的公共財，

部分屬非純粹的公共財，因而將之歸類為廣義的公共財，稱為「農業環境公共財」

(Vanni, 2014:1-2)，其分類如表 1 所示。 

表 1 農業環境相關公共財之分類 

項目 減損性（subtractability） 

低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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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

（excludability） 

難 純公共財 

•地景 

•生物多樣性、野生動物

(非使用價值)4 

•防洪  

•水土保 

•山崩防治 

共用資源 2 

•生物多樣性、野生動物

(使用價值)3 

•社區灌溉系統（很難排

除） 

•流域 

易 俱樂部產品 

•生物多樣性，野生動物

（俱樂部會員獨佔） 

•灌溉系統（俱樂部會員

獨佔） 

•社區花園（俱樂部會員

獨佔） 

私有財 

•農產品 

1.表中每個方格列舉的並不是週延的，它僅是涵蓋主要示例。 

2.直到達到飽和或擁塞點之前，CPR 可提供無敵對性的好處。自此之後，其所提供

的服務是高度敵對的。 

3.使用價值：表示 i）與實際使用相關的價值，以及 ii）在不確定的未來，有能力做

出選擇的價值。 

4.非使用價值：表示 i）人類附加到資源存在簡單事實的價值，ii）人類對維持下一

代資源的可能性的價值。 

資料來源: OECD, 2013:27. 

 

然而，農業環境公共財因為欠缺市場誘因機制，以支付報酬給財貨供給者，

使得潛在的生產者沒有誘因提供公共財，造成公共財的供給不足，因而無法達到

公共財的社會最適水準(Vanni, 2014：1-2)。為提高農業環境公共財提供的有效性，

集體行動是必要的，需要農民們與在同一地區其他農村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

(Vanni, 2014：viii)，以發揮農業環境公共財的正面外部性。 

根據 OECD(2013：58)的定義，「集體行動是一群人為獲致共同利益而採取行

動」。當個人能從集體行動中獲益，則集體行動更容易開始。OECD(2013：69-75) 

彙整分析 13 個國家的 25 個研究案例，歸納集體行動主要的利益為：地理和生

態規模的利益、節約成本、分享知識並提高能力、處理在地的問題。首先，集體

行動能有效管理負外部性，例如非點源的污染，往往超越地理和行政邊界，但藉

由集體行動，由農民、地主、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的合作，得以跨越邊界進行監控，

因而比起單一農民的個別行動，更能提供大範圍的農業環境公共財(如：地景、水

質 )。其次，透過集體行動提供環境公共財，比起個人供應的成本來得低

(Shobayashi et al., 2011)。再者，展開集體行動的成員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共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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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和收集資訊(OECD, 1998:87-89)。最後，這種由當地自主、由下而上的集體行

動，由於居民最熟悉當地的條件，因而，相較於直接由中央政府以規則和市場手

段制定解決方案更能處理在地問題。 

集體行動雖有上述的利益，但實際上也面臨一些障礙，造成集體行動的形成

與發展遭遇困難，主要為：搭便車、交易成本、對集體行動的懷疑行為、不確定

的政策環境。Olson(1971:76)指出，搭便車的問題導致合作的困難。他認為「理性

且自利的個人，將不會採取行動以實現共同或集團的利益」。此外，集體行動涉

及的交易成本(包括搜尋成本、談判成本、監督及執行成本)，特別是在初始階段

(Ostrom, 1990; Davies et al., 2004)，可能會阻礙集體行動的發生。又，個人的態度

受到慣性、意識形態、現況偏見的影響，使得有些成員對集體行動有所懷疑行為

而偏好個人行動，不願意採取合作(Aldrich and Stern, 1983)。再者，若政府的政策

缺乏持續性，以及政策環境不穩定的情況下，都會對集體行動有負面影響。 

儘管集體行動具有無可避免的障礙，然就許多案例顯示，若能透過制度安排，

由團體自己設計適合在地的管理規則，並自我監督集體行動，以防止團體內個人

的搭便車及違反規則，將有助於集體行動的永續性。此外，團體內部特性也很重

要，集體行動的團體規模必須適當。小團體是比較適當的，可以產生較低的交易

成本。而團體成員間禀賦若具有異質性，將能互補並分享經驗及資訊，對集體行

動有正面的影響；成員間身份及利益若具有同質性，其共享類似的社會、經濟及

文化的環境，將更容易溝通及達成協議。這樣藉人際互動，彼此溝通以建立信任

的良好關係，積累社會資本，有助於較輕易地發展集體行動。團體內還有一個關

鍵角色，是領導者，領導者需具有領導能力及組織動員群體的能力，同時具有豐

富的經驗、專業及良好的聲望，並積極熱衷地參與公共事物。優秀的領導者有助

於提升成員間社會網絡的信任、聲譽、互惠，提高合作程度，擴大集體行動的淨

利益。 

為解決社區內或區域內的公共事物，尤其是當自然環境資源(如：自然棲息

地、流域、含水層)超出單一行政邊界時，應對目標環境資源有清楚邊界，並明確

界定資源使用者，才能對關於誰來管理、使用資源有所共識。有關自然資源的知

識，通常包括在地知識和科學專業知識。在許多案例上，成功整合這兩種知識是

促成社區得以永續的方式使用自然資源的關鍵所在 (Agrawal, 2001; Pretty, 

2003:1913; Vanni, 2014:vii)。此外，團體成員加入集體行動後，若能從資源和行動

獲得顯見的正面結果和明確利益，成員將會有動機主動持續參與集體行動。 

另一方面，外部環境的支援也是重要的。由於集體行動的初始階段，交易成

本比較高，因而外部主管機關的財務支持實為關鍵。同時，政府與非政府之非財

政上支持，如學術界、研究人員的研發、科技、創新，與培訓農民，亦能提供技

術支援。因而，集體行動的團體需要一個與外部溝通的橋樑，可以是個人或是組

織，如地方的 NGO、政府計畫人員、研究中心，以連結土地管理者、農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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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扮演協調者的角色，也兼具衝突的調停者，讓集體行動適當地運作。 

然而，集體行動的推展是個動態的過程，通常難以直接衡量其效果為何。為

分析自然資源利用的集體行動如何展開，Agrawal(2001:1658-1659)歸納由在地社

區以集體行動治理共用資源 (Commons, or common pool resources,CPRs)，得以促

進成功的關鍵因素(Wade,1988; Ostrom,1990; Bland and Plateau,1996)，可分為資

源系統特性、團體特性、制度安排、外部環境四類(OECD,2013:78-81)。本研究將

參採 OECD(2013)所建立的分析架構，檢視研究個案是否具足促進集體行動成功

之關鍵因素（如圖 4）（每項因素的詳細說明，請參見如後第一年度計畫之研究進

度報告），藉此瞭解研究個案在農地利用、提供農業環境公共財所遭逢之困境，

作為研擬政策建議之參酌。 

 

圖 4 集體行動成功之關鍵要素 

（二） OECD 新鄉村典範研究 

 在許多 OECD 國家，於塑造鄉村地景上，農業部門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

在經濟上，此部門逐漸退居相對次要的地位（OECD, 2006: 22,24）。過去，農業

部門通常是鄉村經濟成長的動力，也是鄉村收入、就業、產出的顯著來源。因此，

鄉村議題事實上被認為就是農業議題。農業和鄉村的目標可以用一套政策來達到，

而這套政策則是設計用以支援農業部門。但現今情況已經改變了，主要是因為在

鄉村地區，農業已經不再是主要的部門，包括在產出和就業上都是如此（OECD, 

2006: 40）。在 OECD 的國家中，鄉村區域的經濟表現受到人口外移及老化、較

低的教育水準、較低的平均勞動生產力及整體公共服務水準低落等因素惡性循環

的影響，呈現衰退的現象，每人 GDP 只有國家平均的 83％。而從農業勞動力及

農業的附加價值而言，在歐盟 25 個國家中，鄉村土地使用 96％雖是農業使用（含

林業），卻只有 13％的勞動力是從事農業，而在 OECD 的國家，農業勞動力更僅

佔鄉村勞動力不到 10％；又歐盟 25 個國家中，農業對鄉村區域的總附加價值只

有 6％，而在 OECD 國家，農業總附加價值持續衰退，至 2001 年僅有 2％。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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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得，在鄉村經濟中，農業的重要性普遍低落且在衰退中（OECD, 2006: 12-

13,22,41）。 

另者，過去在鄉村區域，以農業補貼作為鄉村政策的主要措施，投入大量的

資源，但實際上，因為農業補貼是集中在鄉村人口的一小部分，主要用於農民及

農企業者，而非集中於地方上，故農業補貼並未直接觸發鄉村發展。美國及歐盟

的實證亦顯示，目前以補貼為基礎的政策並無法有效解決鄉村社區目前面臨的最

迫切的社會經濟挑戰，且造成鄉村地區之間的不均衡（OECD, 2006: 14,22）。 

容或如此，鄉村區域亦非全然是衰退的象徵，有資料即顯示，超過 1/3 的

OECD 國家，其就業成長率最高的地區是鄉村地區。而自 1990 年來，因為交通

連結及設施的改善，跨越長距離的通勤愈加容易，非但擴大了主要都市地區的勢

力範圍，也使得居住在鄉村地區的人們能同時在城市中工作。另外鄉村區域的資

產，如環境及生活品質、自然遺產及其他福利設施，人們對此需求增加，形成吸

引投資及勞力的實質因素。鄉村區域的交通設施改善及資產，吸引人們及企業至

鄉村地區長久投資及勞力的實質，有助於逆轉鄉村的外移趨勢。全球化，提高可

及性和新的移民模式，使鄉村地區仍擁有大量未使用的經濟潛力，提供了鄉村發

展的新機遇。這種種實例的呈現，也促使 OECD 國家面臨必須重新檢討其鄉村

政策的議題（OECD, 2006: 13,22,31）。 

1. 新鄉村政策思維 

OECD 彙整加拿大、荷蘭、芬蘭、英國、墨西哥、歐盟、德國、巴西、哥倫

比亞、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阿根廷、厄瓜多、摩洛哥、印度、印尼、泰國等

17 個國家的鄉村政策經驗，歸納出鄉村政策的新思維，及提出新鄉村典範，說明

如下（OECD, 2006:55-103）。 

(1) 更加關注於自然和文化設施 

在 OECD 國家中，超過 75%的土地是位於鄉村地區，也因此，鄉村地方政

策對於土地的管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該政策需廣泛整合有關土地、水、空氣及

其他自然資源等自然系統環境與經濟發展議題。另一方面，許多鄉村地區政府，

也是重要福利設施，如歷史遺址、遊憩設施（如滑雪、玩水度假勝地）的管理人，

這些設施對鄉村經濟發展有其超越農業多功能性的重要性，故在政策制訂上，也

應重視鄉村地區廣泛資源及其價值的維持，以及考量鄉村地區不同活動的正面與

負面外部性。故鄉村地區多元特色之管理職責成為以地方為基礎的鄉村發展政策

之關鍵支柱（OECD, 2006: 14,57）。 

(2) 農業政策改革 

除了農業政策限制的考量及其潛在的負面空間效果，近來以農業為基礎的鄉

村發展策略，面臨兩種不同的改革方向。一、須處理特定農業政策對國際貿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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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WTO 強烈質疑農場政策相關的給付，可能使國際貿易受到扭曲，故已開

發國家的農場補貼若沒有改革，世界貿易談判將無法獲得進展。二、國際壓力伴

隨著國內預算壓力，在許多 OECD 國家，因為農場補貼對公共財政的影響，使人

們愈加質疑農場補貼，因此，愈多人爭論移轉公共資源至鄉村地區的其他使用。

如歐盟，由於擴張的過程產生強大的預算壓力，隨著包含廣大農業部門的新成員

國的加入，會增加財務系統的成本，愈多人討論如何維持財務系統，且如何平等

對待「新」、「老」成員國（OECD, 2006: 14-15,57）。 

(3) 地方分權及區域政策的趨勢 

鄉村政策的理論及實務皆體認財務分配是不足以解決不同區域的問題，也不

足以協助區域的發展，因此，政策及方案必須有明確清晰的目標，透過動員地方

資產，以發展鄉村地方，及使其更有競爭力。故政策更聚焦於指認及瞄準地方經

濟機會，區域政策開始轉變典範，從由上而下、補貼基礎、減少地方差異的政策，

轉變為縮小區域差距、涵蓋更廣泛部門、改善區域競爭力的政策。在此轉變下，

幾個 OECD 和非 OECD 的國家積極尋求發展多部門（multi-sectoral）、適地（以

地方為基礎 place-based）的方法，其目的是找出和開發鄉村地區的發展潛力

（OECD, 2006: 15,58-59）（詳如表 2）。 

表 2 新鄉村典範 

項目 舊方法 新方法 

目的 1.平等化 

2.農場所得 

3.農場競爭力 

1.鄉村地區競爭力 

2.維持地方資產的價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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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國家政府 

2.農民 

1.政府的所有層級（超過國家、國家、區

域及地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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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上述新鄉村典範(NRP)的特徵，就策略性發展策略而言，涵蓋廣泛影響地方

企業表現的直接及間接因素；資產及知識的投入，更聚焦於內生的地方資產及知

識，較少聚焦於外生的投資及移轉；關鍵行動者，中央政府不再扮演主導支配的

角色，而是經由集體的、協商的治理方法，以涵蓋國家的、區域的、地方的政府

及其他利害關係人（OECD, 2006: 15）。依此，新鄉村典範歸納兩項原則，1.聚焦

於「地方」，而非部門；2.聚焦於「投資」，而非補貼。基此原則，許多國家日益

尋求發展多部門、地方基礎的方法，聚焦於確認及開發鄉村地區不同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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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2006: 16）。維持鄉村「地方」多元特色與資產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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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納入與「整合」

所有層級、部門的政府單位與廣泛的私部門利害關係人，著重於「公私協力」與

集體協商的治理方法，以求提高鄉村「區域競爭力」。 

至於從一個農業部門政策，轉變到採取綜合的辦法，包含四個關鍵政策領域，

即運輸和信息通信技術（ICT）基礎設施的發展、提供公共服務、農村設施（自

然和文化）的價值增值，與鄉鎮企業推廣（包括中小企業發展和中小企業融資）

（OECD, 2006: 60）。 

2. 新鄉村典範的治理方法 

新鄉村典範既需涵蓋國家的、區域的、地方的政府及其他利害關係人等跨分

支及多層級的治理方法，以廣泛匯集不同的公、私部門知識，故其治理方式需進

行中央層級的水平調整、地方層級的水平調整、跨政府層級的垂直調整（OECD, 

2006: 17）。 

(1) 中央層級的水平調整-超越自己部門方法（跨中央部會） 

中央政府需超越自己部門，發展整合政策的方法，第一、需要協調合作，

鼓勵不同的制度及管理系統共同合作制訂及執行鄉村政策；第二、需要一致

性，確保個別政策間不會產生矛盾，聚焦於一致的策略；第三、需要政治支

持，以戰勝部門傾向，及完全釐清在鄉村發展範圍內不同部會或單位之間的角

色及責任（OECD, 2006: 17）。 

(2) 地方層級的水平調整-地方層級需要協調合作（跨地方政府） 

因為區域或地方層級的行政界線不一定符合發展需求，所以地方層級需要

協調合作，以整合部門方法，納入私部門的合作伙伴，及達到適當的地理規

模。如數個直轄市的聯合、直轄市之間的合作主管機關，如此數個直轄市可聯

合提供特定公共服務，或從另一個管轄區域購買服務，或納入私部門，建立公

私合作關係以處理廣泛的經濟發展議題（OECD, 2006: 17-18）。 

(3) 跨政府層級的垂直調整 

在中央政府及地方的行動者之間，需要垂直協調合作，包含決策中的參與

及鄉村發展政策的執行，這樣的合作需要高度的支持、有用的知識分享、地方

議會的權限。一方面需確保提供適當的誘因及獎勵，促使鄉村社區強而有力

地、主動地開始行動及實驗；另一方面則是在跨部門及跨區域的公共政策中維

持一致性（OECD, 2006: 18）。 

綜上歸納，新鄉村典範在政策計畫上，以提升鄉村地區競爭力，維持地方

資產價值，開發運用地區未利用的資源為目標；而在部門與採用的工具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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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加強鄉村經濟中「各種」產業部門的「投資」；其治理原則，充分整合政府的

所有層級及部門，並需積極促進公私協力。 

（三） 台灣農地利用政策與相關研究 

1. 農業發展委員會中程施政計畫（102 至 105 年度） 

依據農業發展委員中程施政計畫（102 至 105 年度），遵循行政院揭示「富

民、安心」施政理念，以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為核心，並以台灣先進的農業技

術、豐富的農村文化，結合土地、技術與人力，加強跨部門合作，運用資通訊與

綠能科技，重視經營管理之效率化，引領台灣農業持續創新與國際化。未來施政

重點中農地相關措施說明如下：建立老農退休制度、推動小地主大佃農、設立農

業生產區、加強推動連續休耕地活化、輔導連續休耕農地多元利用、農地資源空

間規劃與總調查、維護優良農地資源。6 

2. 104 年國家發展計畫 

於 2014 年 12 月 24 日行政院第 3430 次院會通過國發會所提「104 年國家發

展計畫」，此計畫為「國家發展計畫(102 至 105 年)」之第 3 年實施計畫，政府將

秉持「追求經濟繁榮、堅守社會正義，以及確保環境永續」原則，致力推動各項

建設，為國家發展奠定有利基礎，實現「為年輕人找出路、為老年人找依靠；為

企業找機會，也為弱勢者提供有尊嚴的生存環境」目標。其中於「樂活農業」推

動面向，將持續推動以下農地相關措施：「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輔導作物集團

產區、活化休耕農地、農地資源調查及分類分級管理機制、修正農地相關法令及

農田水利設施更新改善等（國家發展委員會，2014：77-81）。 

3. 全國區域計畫（2013 年） 

行政院於 2013 年核定公布「全國區域計畫」，其中訂定目標四：「確保農地

總量，並維護糧食生產環境」，此係為確保我國糧食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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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發展策略如下：（1）以 74 萬公頃至 81 萬公頃作為農地需求

總量之目標值；（2）進行農地分類分級作業，積極維護優良農地；（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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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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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強農地違規查處作業；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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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農村再生

發展區計畫應適度結合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內政部，2013：52、59、65、69）。 

然而，全國區域計畫修訂案中的農地管理規定引發諸多質疑。如環團抗議農

                                                 
6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會中程施政計畫（102 至 105 年度）貳、施政重點，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446218，2015.11.3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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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於此計畫中至今仍採取寬鬆的土地管理政策，未訂定嚴格管理辦法，亦不公

告優良農地位置，放任農舍興建，違法工廠興建仍然猖獗，優良農地逐漸消失，

如此安全糧食將拉警報。7顯見，至今政策計畫仍未有效解決農地利用問題，值得

進一步探討農地利用問題癥結所在，及政府制度產生何種漏洞致使政策失靈。 

4. 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102-105 年） 

2012 年行政院核定「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102-10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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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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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體措施如下：調整農田輔導耕作給付方式、推廣種植轉（契）

作作物、大佃農輔導措施等。9 

然而，按盧煌勝等（2014：73-77）的農業施政計畫專案查證報告分析，發現

此計畫存在以下問題：(1)休耕活化政策目標不一致，執行上或有相互矛盾的困擾；

(2) 地區特產品項繁多，有違規劃發展地區特色產業的政策意義；(3) 休耕農地

零星分散，活化後其低經營效能與高生產成本的問題依舊存在：(4) 銷售管道之

有無影響農民種植政策目標作物之意願，多元行銷通路方向仍有改善空間：(5) 

農地取得不易，影響青年農民經營規模改善及加入農業經營之意願；(6) 計畫名

稱更迭頻繁，政策延續受到質疑：(7) 休耕農地活化，農民復耕相關的技術需求

層出不窮；(8) 一年為一輪作週期的規劃，不利農地的充分利用：(9) 休耕農地之

復耕補貼獎勵不當，徒增政府財政負擔：(10) 耕作困難地或有汙染之虞休耕地，

活化復耕不易：(11) 人地水產業調整策略欠缺明確整合機制，降低計畫執行綜效：

(12) 資訊系統與行政作業仍有改善空間，地方多有反應。由此，可發現此計畫於

執行或成效上仍存在許多課題有待解決。 

5. 小地主大佃農政策 

政府於 2008 年推行「小地主大佃農政策」，輔導無力或無意耕作之農民或地

主，將自有土地長期出租給有意願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農業經營者，促進農業勞

動結構年輕化，並使老農安心享受離農或退休生活。同時，政府協助農業經營者

（大佃農）順利承租農地，擴大經營規模，降低生產成本，並輔導改善經營設備

                                                 
7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等，2015.10.15，【會後新聞稿】全國區域計畫不當修定農地大崩潰要求陳

保基主委下台，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3667，2015.11.11 搜尋。 
8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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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日期：2015.04.26） 
9參行政院，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4.aspx?n=0AD1AB287792C301&sms=4ACFA38B877F185F&s=

70F10609836FA122，2015.11.3 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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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提高農業經營效益及競爭力。10推動措施整理如下：協助租地、租賃獎勵、

農地利用改善獎勵、企業化經營輔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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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究竟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執行問題、

具體執行成效為何，仍待更深入地探討。 

6. 農業經營專區 

為改善小農結構與農地零星分散的農業經營問題，並集中施政資源投入優越

產銷條件之專業生產區，農委會輔導縣市政府與農會建置農業經營專區。農業經

營專區係採取由下而上方式，以引導替代剛性管理，激發農民自發性維護農地農

用，保育優良農地資源。其實施方式係由農民與農會共同協定，選定 100 公頃

以上農地，經營特色產業並由政府給予專案輔導，建立農地集團化利用之互利合

作機制，並以專區土地利用公約進行農地利用與管理、組織整合、訓練強化、產

銷經營及環境維護等五大面向工作。期以農業經營專區為資源整合平台，改善農

業產銷結構，增加農民農業經營收入，進而達到維護優良農地資源與發展安全農

業生產環境之綜效。104 年農委會藉由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並配合

農業經營專區及集團產區之整合推動，辦理農產業專區之規劃與建置教育訓練，

並實地輔導有意願之經營主體，增加關西鎮、西港區、新港鄉、燕巢區、恆春鎮

農會及行健有機合作社、東石雜糧生產合作社等 7 個農產業專區，進行經營構想

與計畫擬定。截至 2015 年 10 月已建置 22 處農業經營專區12，實施面積約 4,700

                                                 
10參行政院農委會，什麼是「小地主大佃農」政策？，2015.11.3 搜尋，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9096。 
11參行政院農委會，輔導大佃農企業化經營之政策獎勵措施，2015.11.3 搜尋，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9096。 
12103 年共輔導 15 處、3,925 公頃之農業經營專區。資料來源:103 年度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能

源與生產組重要績效，搜尋:2015.11.23，http://nsdn.epa.gov.tw/artfile/00147/1030402.pdf。又農業

委員會於 104 年推動優良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北港鎮、外埔區、新社區、三星地區、公館

鄉、魚池鄉、美濃區、學甲區、將軍區、義竹鄉、斗南鎮等專區，辦理產業專區經濟事業經營

管理基礎訓練，強化經營主體之經管知識與能力，以建構專區為「農業合理經營場域」，期能促

進農地合理利用、建立友善環境耕作模式及產業集中化規模化的專區運作。資料來源:推動優良

農地整合加值利用計畫（104 年 9 月執行情形），搜尋:2015.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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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逐步擴大保育優良農地之面積，改善農業經營環境，並結合農地管理與產

銷輔導。13然而，農業經營專區長期執行成效或相關課題仍欠缺完整地探討。 

7. 農地資源空間規劃 

為確保糧食安全、維護優良農地資源及落實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等目的，及為

配合「國土計畫法(草案)」內容所需要因應的規劃與調整，農委會自 2003 年起因

應國土規劃積極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作業，進行三種空間尺度(國家、縣(市)、

鄉鎮市)的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示範性計畫，建立農業資源空間規劃與配置的相關

工作操作技術與執行程序，其目的在於作為國家農業資源空間規劃與配置的基礎，

並作為農委會協助地方政府落實農業資源空間規劃工作的依據，並協助各市 

( 縣 ) 政府辦理轄內農業資源盤點、土地利用適宜性分析，以結合產業發展，發

揮資源利用效益。 

至 2011 年，已完成 15 個市 ( 縣 ) 級及 77 個主要農業鄉鎮級之農地資源

空間規劃作業；自 2012 年度起，開始建構農地分類分級劃設準則，並協助各市 

( 縣 ) 政府進一步進行劃設及檢核作業，深化適地適用，以確保農地合理利用，

並提供農業多元發展及農地之有效管理。同時，2014 年度亦由市 ( 縣 ) 政府依

據農地資源空間規劃作業流程，各示範劃設 2 個以上之農產業專區，俾後續得以

引導產業輔導資源集中投入優質農業生產地區，發揮資源整合加值利用效益。14

然而，推行十數年來，其綜合成效與執行課題為何，尚未有完整研究與討論，值

得進一步分析。 

8. 農地重劃 

農地重劃之目標，為改善農場結構、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便利機械操作、促

進生產及營農環境改善之有效措施，除辦理土地重新規劃交換分合、地籍整理外，

並辦理改善灌溉排水及配置農路等設施。截至 2013 年，已完成的農地重劃區有

264 區，面積涵蓋 143,583 公頃。15農地重劃後之農地，每坵塊臨農路及灌排水

路，農業設施完善，農地變成高農業生產力之良田，其地價普遍增值，農地重劃

成為帶動農業建設、農業生產及農村經濟繁榮之重要農業施政措施（林柏璋，

2005.12）。 

過去的研究中分析農地重劃執行後對總體農業生產之改變情形，並獲得一致

性之結論，認為農地重劃之實施，可以顯著提升總體農業生產（丁秀吟，2007：

                                                 
http://117.56.91.94/KMPublic/readdocument.aspx?documentId=243562 
13參行政院農委會，輔導農業經營專區之規劃與推動，2015.11.11 搜尋，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23453。 

參農地資源空間規劃網站，推動背景與目的，2015.11.11 搜尋，

http://211.22.161.202:81/ch/?p=258。 
14參行政院農委會，推動農地資源空間規劃及資訊服務網，十年成果展現，2015.11.11 搜尋，

http://www.coa.gov.tw/show_news.php?cat=show_news&serial=coa_diamond_20141126095528。 
15內政部，歷年辦理農地重劃工程成果統計表，http://data.gov.tw/node/gov/resource/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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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但劉健哲（1997）研究結果發現，台灣地區農地重劃未能提供農民居住環

境改善、農村社區發展、以及自然景觀保育維護等生活生態層面功能，而使農地

重劃之執行效益受到限制。又丁秀吟（2007：53）研究發現，於辦竣農地重劃之

農地上，農地所有權人仍保有興建農舍之財產權，將可能因農民對於農地永續利

用之有限理性，於追求個人利潤最大化之目標下，再於已完成農地重劃之農地上

興建個別農舍，抑或成為集村農舍之潛在基地，此將嚴重影響農地的生產功能，

減低投資農地重劃之成本效益。因此，農地重劃對於農地利用或農村發展所產生

之影響，仍須進一步釐清。 

9. 農地興建農舍 

2000 年時，農地政策由「農地農有、農地農用」，調整為「放寬農地農有、

落實農地農用」，爰修定農業發展條例，其中涉及農業用地興建農舍的事項包括：

（1）開放自然人自由買賣農地；（2）大幅放寬耕地分割面積限制；（3）不影響

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前提下，農地得以興建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該條例並

授權訂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作為配套措施。 

然而，農地開放自由買賣後，逐漸演變為欲經營農業者少，想興建農舍者眾

之異常現象。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自 2001 年訂定發布執行迄今，以農舍為名

興建住宅隨處可見，其影響農業生產及生態環境甚鉅，社會各界迭有檢討之聲，

監察院更於 2010 年時兩次針對個別農舍與集村農舍糾正農委會及內政部（廖賢

龍，2010；黃秋萍，2013）。 

如宜蘭，於雪山隧道 2006 年通車後，農舍每年以 600 棟以上速度成長，加

上 2000 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改後「管地不管人」，非農民也可買賣農地、農舍，

宜蘭縣府統計，過去五年，宜蘭取得執照的農舍共 3400 件，64%在三年內轉移，

許多變相成為民宿、私人豪宅，顯見農舍已經變成商品，16農舍住宅問題嚴重。 

因此，內政部積極推動「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的修法，終於 2015 年 9

月通過修正，明定僅三類「農民」可興建農舍，包括：參加農保者、全民健保第

三類被保險人（如農會、水利會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農業工作者等）、有心

從農且有農業生產佐證資料者，17期藉此遏止農舍住宅之亂象。然而，此次修正

對於農舍問題能否產生實質改善效果，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綜合上述，當前農地利用相關政策、計畫或措施，許多已經執行十多年，然

                                                 
16上下游，2015.4.7，宜蘭正式公告蓋農舍需農保或出具務農證明且不得蓋在田中央。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67941/。 
17聯合報，2015.9.4，今起 3 類「農民」才能建農舍已不少立委反對。

http://udn.com/news/story/8145/1165687-

%E4%BB%8A%E8%B5%B73%E9%A1%9E%E3%80%8C%E8%BE%B2%E6%B0%91%E3%80%8

D%E6%89%8D%E8%83%BD%E5%BB%BA%E8%BE%B2%E8%88%8D-

%E5%B7%B2%E4%B8%8D%E5%B0%91%E7%AB%8B%E5%A7%94%E5%8F%8D%E5%B0%8

D#pretty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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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實質成效或執行課題欠缺完整的研究與釐清，此部分有待後續研究補足。

至於本計畫，考量研究個案中，三星個案設有行健村作物有機集團栽培區，壽豐

豐山個案則設有休閒農業專區，故期望藉此二案探討農業相關專區推動、設立與

執行上之課題，以及農地資源維護實際遭遇的現況與問題，據此研提相關農地利

用政策建議，以供政府參酌。 

（四） 台灣農村再生政策與相關研究 

我國農村地區過去受到工業化與都市化發展影響，且因國家總體經濟結構轉

向，造成農業部門之經濟重要性下降，且因農業部門又無法順勢轉型，遂形成農

業整體發展停滯，而農村地區則因國家工業化的結果，使農業遭遇若干困難，為

了改善農村工作與生活條件，加速進行農村建設（黃一翔,2011:52）。1980 年代18

以來，推動的農村更新措施並未有效地提升農村實質環境，反倒是缺乏了整體的

規劃，僅僅是將都市的生活空間複製到農村，增加硬體設施卻未對農村特有的民

俗文化作細部規劃，業缺乏各地不同農村的特殊風貌（毛冠貴等人，2000:105）。

故政府在有限的人力及財政資源，並不能兼顧到每個地區的農村，造成較著名的

農村及較靠近都市的農村優先受惠，偏遠農村的公共設施和住宅依舊破敗（蔡宏

進,1993:129）。因此，農村資源在國家主導下，農村逐漸喪失地方既有的文化特

色、自然生態及景觀風貌，形成發展相對落後現象。 

直到總統大選，馬總統於民國 97(2008)年競選時提出「愛臺十二建設」19，

其中包括「農村再生」為競選政見。於是馬總統當選後，積極實踐各項政見，於

民國 99(2010)年 8 月 4 日通過「農村再生條例」（以下簡稱農再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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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富麗新農村為立法目的(農再第 1 條參照)。其次，依據該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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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再第 7 條參照)。 

為了改善農村的頹勢，平衡城鄉發展，提振農村整體發展，農業主管部門(農

委會)透過立法程序，建立農村再生制度與專職機關執事。為此，依據農村再生政

                                                 
181982 年「農宅改善五年計畫方案」、1987 年「農宅社區更新先期計畫」、1989 年「農宅社區更

新重劃建設」、1991 年「改善農宅改善五年計畫方案」、1998 年「建設富麗農漁村計畫」、2000

年「農村新風貌計畫」、2004 年「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等。 
19「愛台 12 建設」總體計畫係由行政院於 2009 年 12 月 2 日院臺經字第 0980073417 號函核定

通過，計畫以 2009 至 2016 年,共計 8 年為期，優先投資於有利於厚植國家競爭力的建設，藉由

促進區域適性發展、建構產業創新環境、打造城鄉嶄新風貌、加速智慧資本累積，以及重視環

境永續發展等五大基本理念，選定十二項優先建設，其中在城鄉發展方面即包括農村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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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及相關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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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 

關於農村再生政策之推動策略，強調「由下而上」結合「由上而下」的「計

畫導向」。於「由下而上」的策略方面，政府利用培根計畫，培養農村社區居民

研擬、執行計畫的能力；而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依據社區居民需求，

經共同討論後擬訂「農村再生計畫」，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即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定(農再第 9 條參照)。於「由上而下」的策略方面，中央主管機

關（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由其下屬水土保持局職管）擬訂「農村再生政策方針」

(農再第 6 條參照)，以作為施政依據，並統籌、整合政府各部門的農村規劃、建

設、計畫及相關資源(農再第 5 條參照)；而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在其指導

下擬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農再第 8 條參照)，協調並引導轄區內農村再生計

畫執行，及訂定「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以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農再第

11 條參照)，並得擬訂「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以進行分區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

(農再第 15 條參照)。 

因推動農村再生乃當時政府重要施政目標，為有計畫及系統性來協助台灣農

村整體發展，遂擬定「農村再生整體計畫」20，整體願景係藉由農村再生條例相

關法令，有計劃及系統性的推動農村整體性再生發展，以照顧全國農漁村及農漁

民,讓每一個農村社區都有自我的夢、希望和願景，居住在農村裡的每一個居民都

有在地生活的尊嚴與活力。欲達到的目標為：1、提升農村人口質量；2、創造農

村就業機會；3、提高農村居民所得；4、改善農村整體環境。但農政主管部門認

為農村發展也有其限制，如：1、現有執行人力嚴重不符業務所需；2、中央及地

方行政之協調機制與資源整合不易；3、農村建設成效及社區居民心靈轉化需要

時間及專業的協助；4、農村建設重硬體輕軟體觀念需調整；5、全民對農村價值

的重視與支持程度有待加強。 

農村再生政策係以整合式農村發展為導向，發展範圍包含產業、土地利用、

環境、社會、文化與經濟等六大面向。但過去行政部門既有組織編制，各自為政，

缺乏以農村發展為主體的跨域合作模式，故以立法方式，由農政主管部門(農委

會)整體規劃並編列農村再生基金執行並擬定主要執行策略，包含：由下而上、計

畫導向、社區自治、軟硬兼顧；並輔以配套執行策略有：導入制度與專業、兼顧

基本需求、帶動農村產業、強化跨域合作；結合各部門資源共同投入，引導更多

資源投入，以發揮施政資源之加乘效益，加數農村再生社區整體發展，並促進農

村社區朝向自主發展。 

                                                 
20行政院 101 年 9 月 7 日院臺農字第 1010054091 號函核定「農村再生整體計畫暨第一期(101 至

104 年度)實施計畫,農村再生整體計畫之依據:1.農村再生條例 2.農村再生政策方針 3.黃金十年國

家願景 4.行政院 98 年 5 月 7 日地 3143 次會議通過之六大新興產業「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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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方法 

（一） 整體研究（三年計畫）研究方法 

方法論基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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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有差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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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第一年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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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說明第一年之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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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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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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農村再生與農業環境公共

財供應的集體行動相關課題，而符合環境規劃新典範的「農地利用」、「農村

再生」、「農業環境公共財」的意義為何，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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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研究方法 

(1) 資料收集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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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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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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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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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採用的焦點團體

訪談，主要是針對特定主題，與研究個案社群成員、專家學者進行

座談，收集組織的想法。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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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研究者參與研究個案地區活動並加以

觀察後，將進行記錄與詮釋。 

(2) 資料分析 

I. 論述分析：論述包含了一整套的想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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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論述。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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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脈絡分析。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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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

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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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年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對照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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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理論的分析架構為何？ 

（1）集體行動理論的內涵、核心理

念、分析架構為何？ 

文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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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鄉村典範理論的內涵、核心

理念、分析架構為何？ 

2. OECD 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異同為何？ 

（1）OECD 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

再生政策之間有何相同之處？ 

文獻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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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ECD 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

再生政策之間有何相異之處？ 

（3）分別以鄉村、農村為關注標的

的政策，有何差異？ 

（4）農村再生政策於制度面上有何

優點、缺點？ 

3. 研究個案地區發展情形為何？ 

（1）本計畫遴選研究個案地區，其

農地利用情形為何？ 

文獻收集 

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訪談 

參與式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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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遴選研究個案地區，其

集體行動發展歷程為何？ 

（3）本計畫遴選研究個案地區，其

農村再生計畫執行狀況為何？ 

七、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甲、 第一年計畫之重要結果 

（一） 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理論的分析架構 

第一年度計畫就集體行動、新鄉村典範理論進行文獻回顧與分析，探討其

內涵、核心理念，進而建立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作為第二年個案分析與第三年

策略原則及政策建議之依據。 

1. 集體行動理論的內涵、核心理念、分析架構 

OECD（2013）回顧 Ostrom（1990）、Agrawal（2001）、Davies et al.（2004）

等相關研究文獻，及從澳洲、比利時、加拿大、芬蘭、法國、德國、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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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荷蘭、紐西蘭、西班牙、瑞典、英國等國的 25 個實踐集體行動之案例

分析，探討集體行動與農業環境公共財之間的關係，並發現、歸納出集體行動

的利益、障礙及成功關鍵因素(圖 5)，分述如下。 

A.集體行動之效益 

不論是農民、非農民、政府等參與者，其願意合作與參加集體行動之動機，

通常是源自於集體行動能產生他們想要的效益或利益，故當此行動的效益具有

共同性，或能滿足各參與者的需求時，即可能促成集體行動。而 OECD（2013: 

70-72）綜整出四點集體行動效益，分別說明如下： 

a. 地理和生態規模的效益：集體行動允許個體農民跨越法律和行政邊界，

透過協調活動，使人們可以提供較大地理範圍的公共財，以處理地理和

生態規模的問題，並充分利用資源。 

b. 節約成本：相較於單一供給者方式，集體行動，因為較大的經濟規模和

範圍所形成的規模經濟，可降低邊際成本，提供農業環境公共財，及促

進以農民為主導之生態系統服務的管理，並減少促進農場經營的相關成

本。 

c. 分享知識及提高能力：集體行動可以吸引不同利害關係人和土地所有人

在一起，收集、分享、利用他們的知識、技能，甚至創造新的知識，因

此令農民提高專業技術，且科學知識及在地知識的運用能有助於產生創

新、在地、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法，以應對未來不確定的變化及環境。 

d. 解決當地問題：集體行動，因為它的形式靈活，允許更大的彈性、回應

性及在地相關性，且當地的人更了解當地的問題，能依每個地方情況而

調整行動，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以解決當地問題，促進公共財，減少

負外部性。 

B.集體行動之障礙 

集體行動形成與發展甚為不易，過程中需要面臨多重挑戰或阻礙。而

OECD（2013: 73-76）綜整出四點集體行動的障礙，分別說明如下： 

a. 搭便車問題：由於理性、自利的個人有動機搭便車，不會採取集體行動，

可能會阻礙集體利益的最大化，故往往會發生搭便車的問題。 

b. 交易成本：包括搜尋、談判、監督及執行成本，且會產生於集體行動的

各個階段，如發生於初始階段則可能阻礙集體行動的發生，於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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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能使之中斷或失敗，故其為集體行動的重大挑戰。 

c. 對集體行動的懷疑行為：每個人對集體行動會有不同的態度，如慣性、

現狀偏見、意識形態、對相關資訊的接受度等，可能因而會傾向於個人

行動，阻礙集體行動的形成。 

d. 不確定的政策環境：政府政策，如未來施政方向、政策措施、資金計畫

等，其不確定性，會造成行動者不安、緊張、遲疑的心態，且政策缺乏

連續性、快速變動，皆不利於集體行動的長期利益。 

C.集體行動成功之關鍵要素 

集體行動欲克服上述障礙，並獲致成功，可能需要採取某些方法，或具備

一定的條件。而 OECD（2013：76-77）綜整出四大類集體行動成功的關鍵要

素，分別說明如下： 

a. 資源系統特徵 

OECD（2013：78-79）指出資源系統（如生物多樣性、水污染）的特性會

影響集體行動，包括以下三項： 

I、 環境資源的知識：為了當地團體共同以永續的方式使用資源，或運用農

業生態系統以永續經營農業，有關環境資源的良好知識是必要的，包括

在地知識和科學知識，如對農業經營或資源管理的影響因素、良好運用

生態系統的知識、因應新環境壓力或氣候變遷的知識。 

II、 在資源的自然邊界內，適當地命中資源目標：應擇定目標環境資源的適

當地域界限，如自然棲息地、流域和含水層，而不是行政管轄區，如此

有助於社區確定共同的問題，識別利害關係人，認識採取一致行動的效

用。 

III、從資源及行動中，獲得可見的正向結果及明顯的利益：證明或確信潛在

的利益可超過成立和維護新團體的交易成本，尤其參與集體行動的私人

利益大於參與成本，如此可強化行動者的信心，加強他們持續的動機，

吸引更多人加入集體行動。 

b. 團體特徵 

    OECD（2013：80-85）指出團體的特性會影響集體行動，包括以下六

項： 

I、 小團體，或具有效制度的大團體：小團體更易於防止搭便車問題，較易

於建立共同瞭解，且交易成本較低，故小團體能更有效率地運作。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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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若能良好地建立清楚且公平的規則，形成有效的治理、決策過程及

運作方法，以維持團體的穩定性，且能利用規模經濟或規模報酬遞增，

以減少成本。 

II、 成員的稟賦具異質性，且身分與利益具同質性：成員的秉賦具有異質性

且為互補，參與者互相支持時，這些異質性的稟賦，會帶來不同的知識、

資源，能有助於集體行動。而成員若身份及利益方面較具有同質性，他

們共享類似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的環境，更容易溝通及達成協議，且社

會及財務資本會快速地發展。 

III、領導：領導人負責推動、支持、影響及投入資源，又領導人本身的身份

或能力，會極大地影響集體行動的發展。 

IV、 溝通：集體行動的參與者之間，若存在密集的溝通，能啟發、教育及表

達社群的偏好，更重要的是能建立信任，維持參與者之間的良好關係，

能促進集體行動的形成與發展。 

V、 共享的目標，及對議題的理解：集體行動含括大量的個人、組織，擁有

清晰的、共享的願景是相當重要的，才能讓參與者知道他們為何集體行

動。 

VI、 社會資本：包含社會網絡、規範、聲望、信任/可靠、互惠、責任及期望、

價值及態度、文化、資訊及知識、正式團體/組織、制度及規則、制裁等，

能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有助於達成個別及/或集體目標。 

c. 制度安排 

    OECD（2013：85-87）指出制度安排是集體行動獲致成功的重要因素，

包括以下三項： 

I、 地方設計的管理規則：允許行動者討論、參與決策，且令地方團體研擬

其自己的解決方法，及量身定做管理、執行規則，如此更能將地方情形

納入考量，選擇對其而言最佳的實踐，並結合誘因於規則中，規則必須

公平且獲成員同意，建立監督及評估措施，提高參與者對規則或計畫的

接受度，及鼓勵管理資源所必要的措施，使地方居民更容易執行，有助

於行動的成功。 

II、 健全的治理安排：特別當大團體時，愈需要建立獨立組織或次團體，由

經驗豐富或廣泛的成員組成，而有效的組織結構，能有效管理不同的成

員，獲得來自政府及非政府的資助，與達成共享目標。 

III、監督和處罰：為了防止搭便車問題及違反規則的情形，集體行動必須有

監督及懲罰機制，由參與者、資源使用者本身形成自我監督，或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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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外部機構進行監督，且依據違規行為嚴重性及背景的分級制裁機制

是必要的，能形成某種程度的強制性，促使人們遵守規則。 

d. 外部環境 

OECD（2013：87-90）指出如果集體行動無法自然發展，其產生的利益超

過成本，也許需要外部支持或政府干預，故外部力量及政府主管機關也會影響

團體活動。而外部環境因素，包括以下 4 項： 

I、 財務支持：尤其在初始階段交易成本較高，來自於政府主管機關、非政

府團體的財務支持特別重要，包括現金或實物（非現金）的支持。 

II、 非財務支持：來自於政府及非政府團體的非財務支持，如研究及發展、

技術及創新、監督與評估、懲罰、提供技術支援及特定的專業技能、知

識、與參與者共同協調等，是集體行動成功的要素。 

III、媒介者和協調者：媒介者及協調者（如非政府組織、政府計畫人員、研

究中心、地方推動者、專業技術顧問）時常扮演重要角色，它們能提供

有關於議題及政策的資訊，形成利害關係人的網絡，調停衝突或協商，

及提供實物、現金的捐助。 

IV、 地方與中央政府合作：集體行動會處理地方議題，而地方政府擁有較多

的在地知識，另則，中央政府能提供更多資源、支持，因此，地方及中

央政府間的合作是必要的。 

V、 爰此，本計畫將以上述中各項集體行動的利益、障礙及關鍵因素作為理

論分析框架，探討本研究個案推動農村再生計畫、農業相關專區之展開

過程，如何透過農地利用、鄉村發展的集體行動，供應農業環境公共財，

其間遭遇何等困難，是否具備成功的關鍵要素，最終提出農村再生與農

地利用政策的建議，研擬促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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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集體行動的利益、障礙及關鍵因素 

資料來源：OECD, 2013: 14. 

2. 新鄉村典範理論的內涵、核心理念、分析架構 

在 OECD 鄉村區域面臨經濟衰退、人口老化，及與市場及服務有相當一段

的距離，這衝擊了鄉村地區企業經營、就業，亦影響教育及其他公共服務資源的

可及性、品質，與公共建設的密度等(OECD, 2006：23)。儘管如此，並不表示所

有 OECD 會員國的鄉村區域皆呈衰退。當時，國家政策制訂者觀察到鄉村地景

的異質性，遂於 2006 年提出新鄉村典範，以回應鄉村發展應朝向多部門並以投

資取代補貼的政策方向。在已開發國家的鄉村地區，農業更具生產力，但不一定

是收入的主要提供者；相反地，地方經濟體傾向於支持更高的附加價值活動並具

有更複雜的社會經濟過程的特點；另一方面，在開發中國家的鄉村地區，農業是

主要的經濟活動，亦為居民基本就業來源，但礙於鄉村地區現代科技的可用性是

非常有限，且基礎設施供給不足、人力資本低，使得鄉村發展不易(OECD, 2016：

22)。 

OECD 的新鄉村典範(NRP)導引已開發國家鄉村發展的新路徑，開啟提供了

一系列有價值的經驗，但這些經驗可能不完全適用於開發中國家；這是因為在

OECD 國家的鄉村發展較早，且全球各國背景又不盡相同，未必能惠及開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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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至此之後，OECD 在汲取韓國、泰國、中國、越南、象牙海岸、坦尚尼亞等

6 個國家案例研究，檢討以往鄉村發展的方法和理論、OECD 國家的 NRP，調整

以適應當今發展中國家，而提出開發中國家之 21世紀新鄉村發展典範（New Rural 

Development Paradigm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為發展中國家在 21 世紀鄉村發

展策略提供一個建構開發中國家之鄉村發展政策框架，這就是新鄉村發展典範

（NDRP）。以下簡介六國之鄉村政策之背景(OECD, 2016: 23-24)： 

韓國從一個農業大國和糧食援助接受者到成長最快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濟

體之一，是鼓舞人心的；其中 1950 年起提出 새마을운동(Saemaulundong, 新鄉

村運動)的國家計畫，是一個多層次、多領域的策略，是提高農村地區生活水準，

同時限制城鄉間的薪資差距，促使韓國的工業化過程成功。 

越南將多元化的市場經濟移向一個更全面化的鄉村發展；在 2007 年以前，

越南沒有任何具體的鄉村發展政策，而是集中在農業發展。爾後在 2008 年宣佈

國家新鄉村發展標定計畫（NTP-NRD）。 

泰國早期投資在鄉村基礎設施，其重點在於增進農業生產到燃料工業化。然

而，1980 年代，外銷導向型的工業化導致持續的大幅城鄉發展差距，政府一直在

努力改善福利，使之獲得基本服務和多元化的經濟活動。像其他國家一樣，泰國

的經驗突顯了一個全面的鄉村發展策略的意義。其中，人力資本投資和靈活的策

略，可取得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的優勢，這對成功的鄉村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組

成部分。 

在過去的 30 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從一個極貧困農村社會，轉型到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它的成功發展很大因素在取決於勞動密集型、都市為中心的工

業化，和現代化的策略，此涉及到綜合區域發展和經濟多元化，此係伴隨著在區

域交通網絡，基本公共服務和人力資本的大投資而來。然而，儘管取得了巨大的

進步，就大多數福利指標以觀，鄉村人口仍然落後於他們的都市，這一差距是政

府持續關注的焦點。中國的經驗教訓，包括多層次治理的重要性，政府較強的協

調、監測和靈活性(靈機應變)的能力，和多部門的政策以支持投資。 

象牙海岸經歷了幾個動態的發展階段，從它的「奇蹟式」繁榮的農業部門，

到商品崩潰、政治不穩定性，阻礙了鄉村綜合發展策略的設計、實施。國家重視

農業的發展和多樣化作為經濟的引擎，而不是實施一系列明確的農村發展策略。

象牙海岸的片狀鄉村發展實績，突顯出需要有明確和靈活的策略願景，政治和社

會穩定，超越農業的一種多部門的方法，和資本積累的一個永續的過程。 

坦尚尼亞的鄉村發展策略，是從失敗的社會主義時期「烏賈馬運動」，轉為

經濟自由化過程的農業生產，以及最近採取行動，旨在減少貧困。從坦尚尼亞較

差的鄉村發展的經驗顯示，亟需有適當的獎勵和較強的執行能力，以實現積極的

發展成果。它強調要有全面解決多個跨越農業和農村問題的鄉村發展策略的必要

性。其他的啟示，包括完善治理的必要性以及更好的國際捐助者之間的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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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藉由以上六國案例發掘目前鄉村發展上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包含鄉村

地區相差很大、治理是鄉村發展成功或失敗的關鍵因素、人口動態方面發揮重要

作用、建立在城鄉聯繫的政策可以推動發展、現今農業發展是提高許多發展中國

家福利的關鍵、鄉村地區除了農業以外還有其他產業、包容性基礎設施是鄉村經

濟成長的關鍵、包容性基礎設施是鄉村經濟成長的關鍵、包容性基礎設施是鄉村

經濟成長的關鍵、鄉村發展和環境永續發展需齊頭並進等。OECD 為解決開發中

國家所面臨的鄉村發展上問題，更參酌 1950 年起的鄉村發展理論與文獻回顧，

於2016年提出的21世紀新鄉村發展典範(NRDP)，迥異於2006年OECD的NPR，

其內涵包含： 

(1) 多部門的：不只專注於農業，也關注鄉村的工業與服務業；也就是不僅

將重點放在鄉村，更應建立在城鄉聯繫的基礎上； 

(2) 是多代理人和多階層：涉及不僅是國家政府，而且包括地方政府和區域

政府、私人部門、國際捐助者、非政府組織和鄉村社區； 

(3) NRDP 包含 8 個關鍵要素，25 個廣泛政策工具選單，和 7 個實施步驟。 

儘管半個世紀以來已有國家鄉村發展的理論和方法，且全球性運動已在千禧

年建立 2000 和 2015 年之間永續發展目標，但開發中國家之鄉村人民條件比起居

住在城市的人們更低劣、電力和衛生之公共設施供給不足等，以致鄉村人口與經

濟增長遠遠落後，而這種情況依然存在於開發中國家。倘開發中國家沒有建立一

個鄉村發展新框架，要達成新的永續發展目標，似乎不太可能（OECD, 2016: 20）。

爰此，NRDP 為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研擬建立鄉村發展政策須具備 8 個關鍵要素，

再提供 25 個廣泛政策工具的選單作為相關措施。如下頁圖 6。 

    OECD (2016: 34)規劃各國制定鄉村發展政策時，應如何實踐 NDRP 的步驟： 

A、 評估：進行鄉村地區和國家經濟兩方面的限在局勢的全面性評估。 

B、 人員，誘因與參與：查明代理人並建構鄉村發展策略的全部誘因使其他們參

與。 

C、 制定政策的優先次序：關鍵在於務實的制定策略，甚麼是可以在各國非常拘

束的政治經濟形勢下做得到的。這包括謹慎的權衡考量，以及在不同問題與

利害關係人間的政策互補性。 

D、 財源：當要建立一個全面發展框架時，財務是關鍵的考量，它常使得許多發

展中國家的政府調動資源的能力弱化。 

E、 落實計畫：意味著整體策略，將包含使用適當的政策工具。這必須靠有效率

的跨部門合作；此外，承辦人員除透過清楚的溝通和負起責任外，也要有能

力去確切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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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監督與評估：監督與評估的機制要被納入策略中並且在進行過程中被考量。

監督，問責及調整是有效率策略的核心，追蹤進度，並且當執行偏離軌道時

確保即時改正並允許策略得以事後調整改變。 

G、 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吸取教訓：最後的步驟是鄉村發展策略的實施過程，

要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並吸取教訓。鄉村地區不是靜態的，將根據國家和國

際層面的情勢改變而不斷變化。因此，策略需要務實的設計使其得以適應變

化而降低因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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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鄉村發展典範之關鍵要素及政策工具 

資料來源：OECD (2016: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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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前所述，2016 年 OECD 所提之 21 世紀的新鄉村發展典範，著重於

解決開發中國家之每個鄉村發展及落實策略時所面臨之問題；同時，囿於開發中

國家之鄉村環境差異，因此，以上之政策工具也僅供開發中國家於擬定鄉村發展

政策之參考。回顧 2006 年和 2014 年間，OECD 對德國、墨西哥、蘇格蘭、芬蘭、

荷蘭、西班牙、意大利、中國、魁北克、英國和智利等國（OECD, 2016: 87, 2007a, 

2007b, 2014a, 2008a, 2008b, 2008c, 2009a, 2009b, 2009c, 2010a, 2011b），藉由各國

政府的委託審查，使用 NRP 作為理想的方法，加以比較當前所進行的農村政策

的指標適合程度，並總結出以下重要指標：老年化、公共服務的提供、農業環境、

人口減少、住房問題、旅遊、再生能源、包容性城市、聚焦更廣泛的經濟成長等

(OECD, 2014b)，凸顯出鄉村非僅農業收入不足、勞動不足等問題而已，而更需

要全方位的評估與瞭解。 

OECD 會員國包含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自 2006 年 OECD 為會員國之

鄉村政策提出新鄉村典範；然發展中地區的鄉村居民仍無法與都市居民相比，實

有必要從開發中國家之既有之鄉村發展政策及文獻回顧，了解鄉村地區現代化過

程，到更加重視鄉村知識，以及促進地方參與公共政策的制定等層面，發展一套

適合開發中國家得以永續發展的新鄉村發展典範，並藉以解決經濟、社會及生態

等問題(OECD, 2016：69-70)。相較於開發中國家，我國雖為列入已開發國家行列，

然亦有鄉村居民生活品質、經濟水準、基礎建設等仍無法與都市居民相比，須以

鄉村典範之「部門」、「投資」等途徑改善我國農村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檢視已實

施多年之農村再生條例，視農村再生政策為農村發展政策之一部分，並以農村再

生政策方針，做為指導農村再生推動、促進農村活化、提升農村整體發展；改善

過去農村人口外流與高齡化嚴重、基礎設施不足、產業發展緩慢、生活環境特色

喪失，以及農村發展嚴重落後等課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9：2），藉以改善

農村的頹勢，平衡城鄉發展，提振農村整體發展。然相較於我國農村再生政策，

參酌 OECD(2016)的新鄉村發展政策，缺乏 8 大關鍵要素，亦無明確的政策工具；

又參酌韓國 SaemaulUndong 新鄉村運動，讓韓國從主要農業國家和糧食接受國，

快速成長成為是 OECD 會員國中成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促使韓國國內農村與城

市的距離拉近，究其農村發展歷程與我國農村發展歷程相似。OECD(2016)以韓

國為例，透過回顧鄉村發展理論的作用、貢獻和限制以及過去鄉村發展的途徑，

歸納出韓國國家發展政策將農村政策之重點從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轉變

為包含永續生計、社會和治理層面的更廣泛方法。爰此，過去舊方法造就有限的

成功，必須順應不斷變化的國際發展背景，因而需要一種新的鄉村發展模式，利

用農村地區可以發揮的多種創新途徑，同時綜合既有之經濟，社會和生態問題，

以促進開發中國家農村地區得以實踐永續發展目標。 

（二） OECD 新鄉村典範精義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內涵之異同 

第一年度計畫就 OECD 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比較分析兩者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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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問題意識與行動策略之異同，探討以「鄉村」(rural area)為取向(approach)，

與我國傳統以農業地區的聚落-「農村」為政策關注標的之差異，瞭解農村再生政

策於制度面上是否存在缺失或優點，作為第三年政策建議及理論適用性探討之參

酌。 

1. OECD 新鄉村典範精義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內涵之相同處 

雖然 OECD 所提的新鄉村典範係以「鄉村」為鄉村發展政策之主體，所指

涉的地理範圍超過我國農村社區，然兩者皆面臨著地區發展落後、衰退、人口

老化與缺乏就業機會等問題，參酌 OECD 為解決鄉村發展問題所提出的新鄉

村典範係為其成員國制訂、調整鄉村政策之依據之際，亦值得我國學習，做為

未來調整農村再生政策之參考。 

有關OECD的新鄉村典範精義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內涵之相同之處略述如下： 

A、 OECD 的新鄉村典範以提升鄉村地區「競爭力」為目標，依其典範原則的

內涵係整合廣泛的環境與經濟發展的議題，並集中發展地方經濟的機會與

潛力，以策略性改善鄉村地區之競爭力為主要目標；而我國農村再生政策

係以農村再生整體計畫（農委會，2012：12）之「提升農村人口質量、創

造農村就業機會、提高農村居民所得、改善農村整體環境」為目標，其涵

蓋農村社區內之環境及經濟面向，並集中發展農村經濟潛力，即以提升農

村競爭力為目標；因此，OECD 的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皆以發

展地方競爭力為目標。 

B、 OECD 的新鄉村典範以維持地方資產的價值為目標，由典範原則之內涵為

考量鄉村地區不同活動的正面與負面外部性，及妥善管理鄉村地區廣泛的

地方資產，以維持鄉村「地方」多元特色與資產價值。我國農村再生政策

方面藉由計畫目標及措施之研擬，運用社區內各種對地方資產能產生正外

部性的活動，維持社區內的地方資產價值，並以維持社區多元特色為目標；

此政策內涵與 OECD 新鄉村典範之相符。 

C、 OECD 的新鄉村典範以運用未利用的資源為目標，其內涵為強調透過動員

鄉村地區內生的地方資產，創新知識，以運用未利用的資源。我農村再生

政策也要求農村社區於計畫研擬的過程中，動員地方資產，如窳陋的建築

物或具有價值之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等，運用社區居民之在地

知識及在地資源，得以保存與推廣；因此與 OECD 新村典範之內涵相符。 

D、 OECD 的新鄉村典範治理機制強調積極促進公私協力，其內涵為計畫的執

行與研擬機制能提供適當的誘因及獎勵，支持不同的地方利害關係人，包

括公部門、私部門（如中小企業）、非政府組織等，共享知識及資源，以

建立公私部門間的夥伴關係；而我國農村再生政策則提供誘因及獎勵予農

村再生計畫內之各利害關係人，如社區居民、社區協會等，以促使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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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研擬及執行，並分享知識及在地資源，透過政府各種措施，得以建

立利害關係人間的跨域合作關係；因此，與 OECD 新村典範之內涵相符。 

2. OECD 新鄉村典範精義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內涵之相異處 

A、 OECD 的新鄉村典範主要目標部門主張重視加強鄉村經濟中「各種」產

業部門的「投資」，其內涵為藉由政策的擬定與執行，有效刺激在地、外

來的投資進入鄉村地區，提供公共設施、服務及企業服務，促進鄉鎮中

小企業的發展及融資，以加強鄉村經濟中不同部門的發展（如鄉村旅遊

業、製造業、資訊電信科技業等）；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主要目標部門則

是透過計畫措施的擬定與執行刺激社區居民與企業的投資，並提供社區

所需的公共設施，以加強社區內各種與農業相關、相容產業的發展；就

前者而言係強調加強鄉村經濟之不同部門發展，這也是 OECD 鄉鄉村典

範提到以「地方」為尺度，此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係以「農村社區」為

對象，就地理範疇而言，存在尺度上差異。 

B、 OECD 的新鄉村典範之治理機制為充分整合政府的所有層級及部門，其

內涵為於執行與研擬政策或計畫過程中，在中央層級能形成跨越部會的

合作，在地方層級能促進跨越市鎮、區域的合作，以及能跨越層級（含

超越國家、國家、區域及地方政府）的垂直合作，以使政策或計畫能具

有一致性，符合地方需求。而我國農村再生政策的治理原則為在計畫的

研擬及執行過程中，建立溝通平台，整合中央政府的各部會、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形成跨部會、跨層級、跨區域的水平及垂直合作，以使

各層級、各部門的政府機關皆共同參與、支持計畫，及使計畫符合一致

性及社區需求。然而 OECD 的新鄉村典範與我國農村再生政策之治理機

制上差異係後者將中央政府直接指導農村社區擬訂計畫，縣市政府、鄉

鎮公所等行政機關雖列於該垂直合作之中，賦予縣市政府辦理農村再生

計畫之審查與核定，及彙整已核定農村再生計畫之年度執行需求；縣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亦可經由社區之執行建議，參與農村再生計畫之建

設與協助年度執行計畫執行，然未能確實落實，以致成效未符農村社區

之需求；值此，地方政府統籌主導角色並不明顯，將賦予地方政府辨理

相關計畫，並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統整地方資源與中央計畫資源；然與

OECD 之地方層級跨越市鎮與區域的合作尚有差異。 

3. 以鄉村、農村為關注標的的政策差異 

    以下先說明台灣「農村」、OECD「鄉村」之定義，再行比較兩種關註標

的所發展出的政策差異。 

A. 臺灣對「農村」之定義 

就整體空間發展結構言，台灣地區被劃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非都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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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都市計畫區」及「國家公園地區」，而依據農村再生條例規定，農村

再生實施範圍包含「非都市土地既有一定規模集居聚落及其鄰近因整體發展需

要而納入之區域，其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地區」，以及「都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

域內之農民集居聚落，經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同意，並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農村活化再生需要者」。以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所

明訂之農業用地定義為基礎，針對「非都市土地地區」農業用地所涵蓋之村里

數，以及「都市計畫區」及「國家公園地區」以農業為主體之村里數進行估算，

則目前全國約計有 4,232 個農村，其中「非都市土地地區」佔了全台面積之 87

％，台灣的農村也絶大部分布於此地區，因此非都市土地地區農村社區成為農

村再生之主要適用對象。另外，以個別農村的發展屬性來看，台灣農村可概括

劃分為「一般型、原民型、山村型、漁村型、離島型」等五種發展功能類型（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34、37）。 

換言之，參與農村再生須以「農村社區」為單位，依農村再生條例施行

細則與農村再生計畫的規定，申請之社區應符合下列相關條件，才可以向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提出農村再生計畫： 

a. 非都市土地計畫區之農村社區 

I、 位於非都市計畫區之農村社區，其集居聚落至少應達 50 戶或 200 人。 

II、 位於原住民族地區或離島地區之農村社區，其集居聚落應達 25 戶或

100 人以上。 

b. 都市計畫區或國家公園區域內之農村社區 

I、 農村社區之規模 

i. 於都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之農村社區，其集居聚落應達 50 戶或

200 人以上且未達 3,000 人。 

ii. 位於原住民族地區或離島地區之農村社區，其集居聚落應達 25 戶或

100 人以上。 

II、 農村社區之區位 

i. 位於都市計畫區域之農業區或保護區。 

ii. 位於國家公園區域之一般管制區。 

iii. 具特殊生活、生產、生態、文化或其他特殊情形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推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則不受都市計畫或國家公園

分區之限制。 

B. OECD 對「鄉村」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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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一詞，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含義，且在一區域內也出現許多不

同類型的鄉村地區。例如義大利的托斯卡尼（Tuscany），縱觀不同的經濟制度

所構成的區域，鄉村地區具有鮮明的特色：先進或落後的、依賴農業或依賴旅

遊業、城郊或偏遠的（OECD , 2006:37-38）。 

然而，為了考量不同區域的差異，及有意義地比較同一類型及標準的不同

區域，OECD 建立一種區域的類型學，根據 OECD 對鄉村的定義適用於各個

國家，是以區域中村落結構為基礎，係基於評估鄉村區域有低人口密度且位於

一個不包含主要都市中心的區域。進言之，區域類型學係依據以下三種條件，

將區域分類為主要都市（predominantly urban）、主要鄉村（predominantly rural）

及中間區域（intermediate）： 

I、 人口密度：如果一個社區的人口密度低於每平方公里 150 位居民（因為

日本的全國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 300居民，故日本定為500位居民），

那麼該社區被定義為鄉村社區。 

II、 區域內鄉村社區的人口百分比：如果一個地區的 50％以上人口居住在鄉

村社區，則該地區被劃分為主要鄉村地區，如果低於 15％的人口居住在

鄉村社區，則是主要都市，如果居住在農村社區的人口比例在 15％和 50

％之間，則為中間區域。 

III、都市中心：原本根據一般規則被歸類為鄉村的地區，如果都市中心的人

口超過 20 萬人（日本為 50 萬人），且佔區域人口的比例不低於 25％，

則被歸類為中間區域。原本根據一般規則被歸類為中間區域，如果都市

中心的人口超過 50 萬人（日本為 100 萬人），且佔區域人口的比例不低

於 25％，則被歸類為主要都市（OECD , 2005; 2006:25-26）。 

    另外，根據 OECD 鄉村類型學，可擴展為四種類型的鄉村區域，可看出

不同的發展模式： 

I、 活躍的偏遠鄉村區域(Dynamic remote rural regions)：這些地區，儘管有時

距離主要中心較遠，但是擁有充足的自然資源、交通便利或環境良好，

因而吸引遊客、新的居民和企業前往。 

II、 落後的偏遠鄉村區域：這些地區是更傳統的鄉村形象，呈現衰退的情形

和面臨最顯著的困難。 

III、活躍的中間區域(Dynamic intermediate regions)：這些區域，大多數參與反

都市化的過程，同時與大都市中心有最強的連結，往往可見服務的強勁

成長，經常有專業化的企業基地（例如:中小企業群聚(SME clusters)）。 

IV、 落後的中間區域(Lagging intermediate regions)：這些區域，在重組經濟

基礎過程中，過去皆依賴工業或國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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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類行學突顯出鄉村地區的複雜性和異質性。例如：山區經常作為偏遠

鄉村地區挑戰和潛力的極端例子，山區是豐富的自然和文化公共財的寶庫，但

受到市場失靈的威脅，因此需要政策干預。另一方面，山區和偏遠地區為社會

供應人力、娛樂、能源和糧食資源，因而在經濟的各個部門，具有重要的經濟

潛力（OECD , 2006:38-39）。 

C、 OECD 鄉村與臺灣農村取向之論述差異 

台灣的農村社區，可分為非都市土地計畫區、都市計畫區或國家公園區域、

原住民族地區或離島地區內之農村社區，分別定有戶數或人數標準，前三者為

至少應達 50 戶或 200 人且未達 3,000 人，後兩者則是應達 25 戶或 100 人以

上。 

至於 OECD，界定鄉村的最基本層級為鄉村社區，普遍指人口密度低於每

平方公里 150 人的社區；在此之上，又有主要鄉村，普遍指 50％以上人口居

住在鄉村社區、不包含主要都市中心的區域；而且，鄉村社區存在於主要都市、

主要鄉村及中間區域之內，就主要鄉村區域及中間區域內的鄉村區域，又可各

別再區分為活躍的、落後的鄉村區域。 

兩者相較，若以村里為統計單位，臺灣有 4854 個村里人口達 100 人且未

達 3,000 人，其中有 843 個村里人口密度低於每平方公里 150 人21，可見臺灣

農村社區的標準雖不同於 OECD，但包含了 OECD 所定義之鄉村社區，且這

些遍布於都市、非都市地區的農村社區，必然也存在於 OECD 定義之主要都

市、主要鄉村及中間區域之內。 

其次，OECD 認為鄉村呈現衰退的惡性循環，其因素包含：人口外移及老

化、較低的教育水準、較低的平均勞動生產力、整體公共服務水準低落，為解

決這些問題，而提出新鄉村典範，此典範適用於活躍的、落後的鄉村區域，也

適用於主要都市、主要鄉村及中間區域之內的鄉村社區；而臺灣，同樣面臨這

些問題，因而提出農村再生政策，以為因應。因此，本計畫認為 OECD 之新鄉

村典範同樣適用於臺灣的農村社區及本計畫所擇定的案例地區，且可作為檢視

農村再生政策及研究個案之依據。 

4. 農村再生政策於制度面上之優點、缺點 

為活化及振興鄉村區域，OECD 的新鄉村典範係以「地方」為基礎的方法，

可適用於主要鄉村區域、中間區域、主要都市內的鄉村區域，更包含分布於其

中的鄉村社區，因此，此典範中許多觀點係基於鄉村社區所提出的。然而，觀

察臺灣農村再生政策，其制度設計或觀點可能不同於 OECD 的新典範，有如： 

                                                 
21統計自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網，2016 年 6 月村裡人口密度、人口數，

http://moisagis.moi.gov.tw/moiap/gis2010/，搜尋日期：2016.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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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雖有跨域合作平台，但整合機制有待完善 

OECD 認為不同的社區或領域，需設計不同的鄉村發展政策，且應水平整

合中央層級、地方層級的各機關，及垂直整合跨層級的政府機關（OECD, 2006: 

17）；進言之，需要新的整合機制，此機制係跨不同經濟部門、跨不同政府層

級，同時考量鄉村地區的各種關鍵的利害關係人（OECD, 2016: 87）。 

而臺灣，執行策略上，提出由政府以由上而下方式協助，並透過跨域合作

平台，協調有關單位共同投入，以發揮資源結合加乘效益，但是，實際上，執

行之初，此跨域合作平台主要為農委會內部單位（含企劃處、輔導處、畜牧處、

農糧署、漁業署、林務局、水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特有生物中心、各區農

業改場等），其次為客委會、原民會、文化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20），

並無法整合農委會以外之跨不同經濟部門的相關部會、各層級的地方政府。為

解決此問題，政府於 2012 年開始規劃推動「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跨域合

作示範計畫，由農委會水土保持局邀請相關部會、地方政府、農委會所屬產業

單位、農民團體、大專院校、社區組織及私部門等組成 6 個區域平台（含北部、

中苗、投彰雲嘉、南部、臺東、花蓮等區域平台）22，惟此計畫執行成效目前

仍相當有限，未來尚需持續觀察。 

B、 雖設置專款專用基金，但欠缺對不同行動者提供相應的誘因機制 

OECD 指明政府需確保提供適當的誘因及獎勵，促使鄉村社區強而有力地、

主動地開始行動及實驗，亦需在跨部門及跨區域的公共政策中維持一致性

（OECD, 2006: 18）；在此之前，需指認參與鄉村發展策略研擬與執行的最相

關行動者，包含目標民眾、各層級政府、國內外的私部門、市民團體、基金會、

NGO、慈善機構等，並且對不同的行動者，提供相應的誘因使其投入（OECD, 

2016: 235）。 

至於台灣，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第 7 條，為推動農村永續發展及活化再生相

關事項，應設置農村再生基金 1500 億元，以補助農村社區辦理有關農村活化

再生業務之支出，可見，此政策所提供的誘因以金錢誘因為主，以吸引農村社

區投入，但是，缺乏考量農村社區以外的行動者之誘因，則難以促進其他私部

門的參與及形成夥伴關係。 

C、 著重提供基礎設施，忽略鄉村社區所需的公共服務 

OECD 指出鄉村社區期望獲得與都市相同的高品質服務，而有依據的公共

政策可以提供適當的框架，以發展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及支持鄉村社區所需要的服務及基礎設施（OECD, 2006: 64, 67）。 

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第 7 條，農村再生基金之用途如：辦理農村再生計畫之

                                                 
22
農村再生結合產業發展跨域合作示範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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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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鄰近環境景觀融合之特色建築

物及其空間之維護或修繕；具有保存價值之農村文物、文化資產及產業文化所

需保存、推廣、應用及宣傳等；辦理農村調查及分析、農村基礎生產條件及個

別農村生活機能之改善、規劃及建設等；推動休閒農業及農村旅遊；辦理農村

社區之規劃、建設、領導、永續經營等人力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宣導等。可見，

臺灣農村再生政策主要支持鄉村社區所需的基礎設施、住宅環境改善、產業活

化、文化保存與活用、生態保育、農村調查、人力培育、農村旅遊、農村宣傳

等，以改善農村整體環境。然而，欠缺考慮鄉村社區所需要的服務，如健康、

醫療、照護、教育、交通、專業服務、金融、法律等各種生活或公共服務，此

部分係因這些公共服務之主管機關為農委會以外之部會。 

D、 重點發展農業及旅遊產業，制度設計上欠缺考量供其他產業成長的環境

與誘因，且不利於其他社區、私部門的參與、合作 

OECD 倡導社區可尋找其他社區作為潛在的合作夥伴，以促進規模經濟，

及使推動方案更具吸引力，增加私部門合作夥伴的參與（OECD, 2006: 69）；而

私部門夥伴，如鄉村服務產業、企業，包括交通、商業、資訊通信技術、健康、

教育、專業服務、旅遊、金融、法律及個人服務，而政府應提供一個適宜的環

境，以推動這些服務產業、企業成長，及提供促使他們參與及合作的誘因機制

（OECD, 2016: 253）。 

至於台灣，農村再生政策重點之一為推動農村產業發展及活化，其具體作

法有小地主大佃農經營輔導、推行花卉、蔬果及作物的現代化生產設施、有機

農業基礎環境設施改善、農村社區源頭減廢及資源利用、建設優質休閒農業環

境、推動特色農業旅遊、漁村旅遊及產業活動推廣等。可見，臺灣農村再生發

展的重點產業設定為農業生產、資源利用、農業及農漁村旅遊等，但欠缺考量

發展交通、商業、資訊通信技術、健康、教育、專業服務、金融、法律等相關

服務產業、企業成長所需要的環境與誘因。 

再者，依據農村再生條例第 9 條，農村社區內之在地組織及團體應依據社

區居民需求，以農村社區為計畫範圍，經共同討論後擬訂農村再生計畫，並互

推其中依法立案之單一組織或團體為代表，將該農村再生計畫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在此以單一農村社區為計畫範圍研提計畫的制度設計下，

無法提供數個社區合作的誘因，則難與其他社區發展合作夥伴關係，進而達到

規模經濟。並且，以單一組織或團體為社區提案代表的制度設計，也將造成社

區內部不同的組織或團體相互競爭提案權，不利於社會資本的建立，也提高社

區內不同行動者合作的障礙，難以增加私部門的參與。 

E、 符合社區驅動的發展方法，但忽略透明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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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主張促進社區驅動的發展（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CDD）

是必要的，此方法有助於建立鄉村地區的社會資本。在此，將地方鄉村社區視

為發展夥伴，而非受益者，且賦予他們直接控制決策及資源的權力，其原則包

含：地方賦權、地方能力建構、透明化、參與；再者，CDD 通常關注於社會起

點及共同目標，因此涵蓋社會基礎設施及服務的提供（特別是健康及教育）、

創造就業機會、減少貧窮、社會包容、社會資本建立（如合作、信任及網絡）、

治理機制的改善；更重要的是，以 CDD 為基礎的策略也能適用於地方性的特

定需求（OECD, 2016: 263-264）。 

如前述，臺灣農村再生政策，係採由下而上的方法，由社區按其需求自行

研提、執行農村再生計畫，也持續推動農村再生培根計畫，以培訓課程搭配實

作方式，加強農村專業人力培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2：61），此些皆符

合 CDD 的地方賦權、地方能力建構、參與原則。然而，農村再生計畫的執行、

監督機制欠缺考量透明化原則，如經費透明、公開的要求，使得許多農村社區

因經費運用未透明化、多有爭議而破壞居民間的信任、合作關係、網絡，使得

社會資本崩壞，成為社區長遠發展的阻礙。 

（三） 研究個案地區發展情形 

第一年度計畫原選定研究個案地區，包括宜蘭三星鄉、臺中霧峰區、花蓮壽

豐鄉豐山社區23，瞭解其農地利用情形、集體行動發展歷程、農村再生計畫執行

狀況等，以作為第二年度案例分析之基礎資料。惟因彰化縣大城鄉西港區與花蓮

縣光復鄉太巴塱部落南富社區，原係第一年度計畫遴選社區，故亦將初步觀察結

果加以說明。 

1. 研究個案農地利用情形 

(1) 宜蘭縣三星鄉 

三星鄉面積為 144.2238 平方公里，轄區總戶數為 8,426 戶，人口總數約

21,415 人，轄區內有圓山村、天山村、行健村等 18 村，鄉內農業從業者佔多

數。依據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鄉內土地使用分區有三星都市計畫用地與非

都市土地，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計有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河川區、特

定專用區、特定農業區、森林區、鄉村區與其他。總面積約 7581.97 公頃。其

中一般農業區有 515.74 公頃，特定農業區有 3893.85 公頃，而三星鄉非都市使

用地編定部分，農牧用地則為 4167.06 公頃（見下表 3、表 4）。 

                                                 
23本研究第一年度計畫，原係選就彰化縣大城鄉西港區與花蓮縣光復鄉太巴塱部落南富社區，然

因前者並未成立有機生產專區，且受訪農會承辦人員認為成立機會渺茫，又縣府承辦人員亦告知

農村再生計畫推展停滯；後者則因農村再生計畫經費核撥延宕，亦呈停滯狀態，且受訪者多不願

就此課題說明原由，在不得已之下，只能更換訪查樣區，參見（3）本計畫遴選研究個案地區，

其農村再生計畫執行狀況為何之說明；又本研究對台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已進行初訪，故在第一

年度計畫即加入訪查成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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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三星鄉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面積一覽表 

類別 面積(公頃) 類別 面積(公頃) 

一般農業區 515.74 特定專用區  145.45 

山坡地保育區 924.94 特定農業區 3893.85 

河川區 367.84 森林區 1546.07 

鄉村區 21.94 其他 166.14 

總計 7581.97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http://nsp.tcd.gov.tw/ngis/，搜尋日期：

2016.12.15 

表 5 三星鄉非都市土地使用編定面積一覽表 

類別 面積(公頃) 類別 面積(公頃) 

甲種建築用地 162.94 交通用地 284.35 

乙種建築用地 17.63 林業用地 1297.56 

丙種建築用地 4.64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142.89 

丁種建築用地 17.48 水利用地 652.30 

國土保安用地 484.56 農牧用地 4167.06 

礦業用地 26.69 殯葬用地 35.23 

遊憩用地 65.64 暫未編定 56.85 

其他 166.14 總計 6728.41 

資料來源：國土規劃地理資訊圖台，http://nsp.tcd.gov.tw/ngis/，搜尋日期：

2016.12.15 

依據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的資料顯示，2015 年時三星鄉耕地總面積

為 4,088.57 公頃。其中，耕作地有 3,842.40 公頃，水稻耕作地有 2,155.59 公

頃，農耕土地佔總面積比例為 93.98%。 

表 6 2015 年三星鄉農耕土地面積與比例一覽表 

各種土地利用型態 面積（公

頃） 

小計（公

頃） 

合計（公

頃） 

耕

作

地 

長期耕作地 390.50 3,842.40 

短期耕作

地 

短期休閒 1,060.02 3,451.90 

水稻以外短期

作 

236.29 

水稻 2,155.59 

長期休閒地 246.17 

總計 4,088.57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科 2016 年 03 月 30 日編製。 

根據李素馨與林敬妤（2014）的研究，三星鄉的農地成為主要的土地利用

型態，然而近廿年來因已呈現下降的趨勢。農地已從 1987 年的 74.24%，銳減

http://nsp.tcd.gov.tw/ngis/
http://nsp.tcd.gov.tw/n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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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至今（2009 年）的 56.46% 

表 7 宜蘭縣三星鄉土地利用型態變遷（單位：%） 

型態 1987 年 2000 年 2009 年 

農地 74.24% 63.63% 56.46% 

建地 5.19% 12.71% 18.58% 

道路 0.35% 6.03% 7.15% 

水體 20.22% 17.63% 17.81% 

總計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李素馨與林敬妤（2014）。 

(2)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 

豐山社區位於壽豐休閒農業專區內，面積為 8.8775 平方公里，社區戶數

約有 813 戶，種植作物以水稻、香蕉、花卉、小黃瓜與葉菜類為主，另生產有

機、無毒蓮花和淡水高經濟養殖業，並輔以觀光休閒，積極推動休閒農業專區。

另區內有數家休閒農場，如小雨蛙生態農場、鄉庭無毒休閒農場、心宿休閒農

場等。 

豐山社區內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如下圖），分為ㄧ般農業區（27.10%）、

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39.56%）、特定農業區（20%）以及部分非編定土地等。

其中，一般農業區及特定農業區，設有休閒農業區，為主要稻作及蔬菜種植區。 

 

圖 6 豐山社區非都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資料來源：花蓮縣壽豐鄉豐山農村再生促進會，2013，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

農村再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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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區土地利用現況（如下圖）半數是山坡地保育區，半數是一般農業

區，因社區人口老化，多數農田均辦理休耕，少數種植花卉、蔬菜、稻米；其

次為建築使用土地，其中以純住宅為大宗；遊憩使用土地（公園綠地廣場、遊

樂場所、體育場所等）及公共使用土地（幼稚園、環保設施、社會福利設施等）。 

 

圖 7 豐山社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資料來源：花蓮縣壽豐鄉豐山農村再生促進會，2013，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

農村再生計畫。 

(3)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 

霧峰區農業耕地面積 57.1247 平方公里，包括水田 22.0315 平方公里，旱

田 35.0932 平方公里。全境以台三號公路（中正路）中分成東、西兩部份，東

部山區主要種植果樹，西部平原區主要生產水稻、菇類，分別說明如下。 

東部山巒區因雨水不足又多山坡地，農業經濟以粗放，休耕或種植果樹（以

荔枝、龍眼、鳳梨、香蕉…等24為主，盛產竹筍、柑橘、柳橙、荔枝、龍眼、

香蕉、鳳梨等水果，平地因受大肚溪、烏溪的環繞，水源充沛土地肥沃，種植

水稻、玉米、菸草、蔬菜、蘆筍、香瓜、各種菇類等，品質尤佳。 

西部平原地區水源充足，以種植水稻、菇類為主，間有煙葉、甘蔗、木耳、

豆苗等經濟作物25。當地居民以種植水稻為生，是益全香米（台農 71 號）的發

                                                 
24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http://www.hwufeng.taichung.gov.tw/ct.asp?xItem=300958&ctNode=10193&mp=102330，引用日

期：2016/12/5。 
25霧峰區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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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地，產期為 7 月及 12 月，在霧峰區農會輔導下成立產銷班並與農會契作，

「霧峰香米」曾獲全國總冠軍米及十大經典好米等榮譽。此外，居民種植菇類，

有金針菇、洋菇、柳松菇、杏鮑菇等，金針菇之日產量為全台第一，產期以每

年 10 月至隔年 2 月為主。 

近來，為因應國內經濟環境不斷變遷，國際貿易自由化，該鄉之農業生產

與農地利用方式加以轉型調整，朝向休閒農業經營，將由農地利用綜合規劃推

動各項工作，如成立水田代耕及共同作業隊、水稻育苗中心、辦理洋菇、竹筍

共同運銷，龍眼、荔枝、甜橘等水果共同運銷、辦理現代化農村計畫、輔導農

村青年創業訓練其農場管理技能等，漸行推動霧峰鄉的觀光產業及文化，活絡

地方產業經濟、發揚鄉內文化資產、帶動休閒觀光人潮26。 

根據 2013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霧峰區農業使用土地共有 38,050,535

平方公尺，其中最多的 59.0％土地為做為果樹使用，有 22,432,587 平方公尺，

其次 34.9％土地是稻作使用，有 13,288,325 平方公尺，其餘 6.1％則屬旱作、

廢耕地、倉儲等使用，有 2,329,623 平方公尺27。 

其中位於西部平原地區的舊正社區，面積為 4.46 平方公里，全區均為非

都市計畫區，社區內土地一部分為農業試驗所及藥物毒物試驗所、水利規劃試

驗所機關建築用地及試驗農場等用地約佔三分之一，其餘為居民居住聚落及耕

種的農田。舊正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利用現況係以豐正路以南、北

岸路以北為主要農業生產區，主要種植稻作，豐正路兩側為菇類種植區為本區

之重要經濟來源，農業使用土地面積達 177 公頃（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

協會，2013）。此外，根據 2013 年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霧峰舊正里的農業

使用土地面積約佔全里面積 6 成，以稻作為主要的農業使用，其次為種植果樹

者28。 

表 8   2013 年臺中市霧峰區國土利用現況調查結果 

第三級類別 面積(平方公尺) 比例(%) 

稻作 13,288,325 34.9% 

旱作 1,685,848 4.4% 

果樹 22,432,587 59.0% 

廢耕地 282,673 0.7% 

                                                 
http://www.hwufeng.taichung.gov.tw/ct.asp?xItem=300958&ctNode=10193&mp=102330，引用日

期：2016/12/5。 
26台中縣霧峰鄉農會簡介， 

http://ctse.cts.com.tw/index.php/project-other-intro-list/2013-10-31-03-00-52，搜尋日期：

2016.12.23。 
27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6.6.27，國土利用調查面積統計資訊_102 年_鄉鎮，

http://lui.nlsc.gov.tw/LUWeb/UpLoadFile/FileDL/國土利用調查面積統計資訊_102 年_鄉鎮.pdf。 
28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搜尋日期：2017.5.23， 

http://whgis.nlsc.gov.tw/GisMap/NLSCGisMa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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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養殖 19,780 0.1% 

畜禽舍 88,965 0.2% 

牧場 17,046 0.0% 

農業附帶設施-溫室 28,359 0.1% 

農業附帶設施-倉儲設施 110,545 0.3% 

農業附帶設施-農產品展售場 18,269 0.0% 

農業附帶設施-其他設施 78,138 0.2% 

總計 38,050,535 100.0%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2016.6.27，國土利用調查面積統計資訊_102

年_鄉鎮，http://lui.nlsc.gov.tw/LUWeb/UpLoadFile/FileDL/國土利用調查面積統

計資訊_102 年_鄉鎮.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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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霧峰鄉及舊正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 e 商城，搜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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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5.23， 

http://whgis.nlsc.gov.tw/GisMap/NLSCGisMap.aspx#。 

(4) 花蓮縣光復鄉南富村 

南富社區擁有得天獨厚的富饒農田及潔淨的農作物生產環境，是東部地區

重要的農業生產區域之一，但隨著住民年紀老化及農耕人力日漸減少，農作物

產量與品質有逐漸降低的情況。目前，社區的農作面積為 81.55 公頃（花蓮縣

光復鄉太巴塱部落南富社區農村再生計畫，2013：26）社區住民有 993 人，其

中阿美族住原民占社區人口的 29%。為了促進農村整體性發展，南富社區規劃

生態耕植法（有機農業）為主的「農產專業區」，並配合政府發展有機無毒農

業推動計畫，利用現有資源及農業生物技術，作為發展高附加價值之無毒農產

業之依據。又考量社區與自然的關係，積極復育原有生態環境，以低度開發方

式配合運用現有的資源，展現社區住民與自然共存的生活模式。 

因此，社區致力有機農業發展，以行銷社區所生產的有機農作物，伺農作

物銷售有一定的成績後，再由此來拓展部落文化。同時，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亦

關心南富社區農村再生計劃有關產業活化部分，並派場內顧問師組團，了解社

區了狀況並給予輔導，期盼經由專業指導改良農產品品質與生產效能，以獲致

市場的認同。 

(5) 彰化縣大城鄉西港社區 

彰化大城鄉位於濁水溪的出海口，在地人常稱此地為彰化西南角，或以風

頭水尾來形容地理位置造成的不利於農耕與出海的生存困境。而西港社區更是

位於該鄉最西邊的村落，是一個典型的濱海農村社區，全區為平地起伏極小。

先人從大陸渡海來台定居，初期多以討海為生，因該社區靠海，土地受海風吹

襲，不適合種植農作物，再加以屬沙質地，農地耕作僅以花生、西瓜為主要作

物，現部分農作因蟲害的關係，使居民多轉為養殖業，並以近海養蜆、內陸養

鴨居多，惟也因大部分村民抽取地下水來養鴨、養蜆，造成彰化縣成為台灣地

層下陷速度最快的地方。29另西港社區因位於水尾，是以縱大城鄉設有水利會，

但從來沒有灌溉水圳的設施。30 

西港社區之土地使用分區，96.96%屬一般農業區，其中 82.08％為農牧用

地。其農業使用之土地，38.94%作為水產養殖，30.10%為農作使用，其他則作

                                                 
29資料來源：台灣社會人文電子影音數位博物館/台灣水文館/地下水，

http://proj1.sinica.edu.tw/~video/main/water/2-groundwater/groundwater1-all.html，引用日期：

2015.11.09。 

30資料來源：彰化縣大城鄉西港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http://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RG_ID=RG2012111311254500，引用日期：

2015.11.09。 

http://whgis.nlsc.gov.tw/GisMap/NLSCGisMa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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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畜牧或農業附帶設施使用。另就當地產業型態，就水產養殖部分，主要以淡

水蜆養殖為主，養殖區域多在社區聚落週邊，該產業為社區經濟提供了無限生

機，西港黃金蜆美譽名聞遐邇，現今仍為居民之需。至於農作，則以青蔥、蕃

薯、花生、高麗菜為主。依 2013 年當地產業調查顯示，生產稻米及蕃薯者各

有 26 家農戶，生產花生者則有 110 家，以生產淡水蜆之水產養殖類者，則高

達 200 家，亦即有將近 7 成的居民是靠養殖淡水蜆作為家計經濟來源。臺灣一

半以上的蜆，都是從這裡產出。從 1980 年代開始，居民開始大量養殖，1994

年養殖面積廣達 630 公頃，是臺灣最大面積、產量最多的養蜆重鎮。31 

2. 研究個案集體行動發展歷程 

(1) 宜蘭縣三星鄉 

三星樣區中因從慣行農業轉變成有機農業，以及從個別農戶集合大眾力量

以及政府的外部力量成立有機農產合作社，當為集體行動之具體體現。位於行

健村的「行健有機夢想村」，是由「保證責任宜蘭縣行間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

（以下簡稱行健合作社）的創始社員與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人員共同

努力所創設而成。 

行健合作社的創設過程，從張美等幾位創社元老的口中得知，是十分艱辛

的一段歷程。當時（2009 年，合作社成立前一年）的社會風氣不如近年來如此

重視友善或有機農業，當時的張美村長挨家挨戶的遊說農民轉作有機，被拒絕

是家常便飯，也曾出現過早上答應，下午因為家人反對而反悔的案例。不少人

笑她傻，也有人質疑蟲那麼多，不灑農藥都被蟲吃光了，哪還有得收成？幸而，

在張美鍥而不捨的努力之下，終於有 10 位農民被她說動。他們創設之初靠著

11 人，總共拿出 9 公頃的土地一起轉型為有機耕作。這群平均超過 65 歲的老

農們靠著自主發起，以及透過曾成功扶植「羅山有機村32」的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以下簡稱花改場）協助，於 2009 年成立跨課室的「三星行健有機村推動

小組」，並為農民安排稻米、青蔥、茭白筍、蔬菜等作物之有機栽培技術講習

與示範（劉興榮等，2013：3-4），協助農民轉作有機。此外，花改場替農民選

定了水稻、青蔥、茭白筍、蔬菜、綠籬作物建立示範栽培專區，在兩造合作之

下，農民逐漸了解到：原來有機耕作也能將作物種得賣相不錯，也能透過微生

物製劑等有機資材進行病蟲害管理，將損害降到最低。雖然減產是在所難免，

有機農產品的價格遠較慣行者高，驅使農民願意繼續種植有機農作。 

                                                 
31資料來源：大城數位機會中心，http://dch.yldoc.nfu.edu.tw/special.php，引用日期：

2015.11.09。 

32「羅山有機村」位於花蓮縣富里鄉，座落在海岸山脈西麓，該村於 2002 年開始由花改場進行

建構有機村可行性調查評估，2004 年成立「羅山村有機村推動委員會」，在全村共同努力之

下，遂成為全國第一個有機農業村，主要特產品為有機稻米、有機梅加工品、有機文旦等果

品，以及有機火山豆腐、有機蔬菜與梅乾菜等（劉興榮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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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 2010 年 7 月，行健合作社成立了，農民透過有機驗證程序，開始加

入有機生產的行列。除了以「行健」這個地方行政轄區為產品品牌之外，合作

社亦自稱為「行健有機夢想村」。同時，行健村也是繼羅山有機村之後，花改

場所輔導的「全台第二個有機村」。因為打著這樣的名號，行健合作社無論在

銷售、農村體驗、農村旅遊等方面，有著比小農更為強力的議價能力、提供體

驗與導覽的人力與資源。 

根據顏愛靜等（2015）針對行健合作社的集體行動研究，集體行動的成功

乃取決於一群人為獲得共同利益，故採取對團體有利的行動。故行健合作社的

成立，係由「在地農民為核心成員所組的團體，採取自願行動，以獲致農業生

產與非生產性的共同利益。」（顏愛靜、季美珍、張瓊文，2015） 

依據 OECD(2013:30-54)，集體行動的參與者主要有三群，亦即農民、非農

民，以及政府。而促進集體行動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其資源系統的特性、團

體的特性、制度安排以及外部環境。在行健合作社的案例中，我們發現：1) 資

源系統的特性：合作社社員從過去噴灑農藥與化學肥料的農作形式，轉變成有

機農法。然而由於大部分田區依舊為慣行農作，導致形成一個完整的有機村依

舊困難重重；2) 團體的特性：合作社屬於中型團體，在農村社區的綿密人際關

係，數個領導者不斷地與其他農民溝通理念下，促使凝聚共識、共享理解及價

值觀，促成合作社的成立；3)制度安排：以合作社章程、規範的制度安排、監

督與制裁，可約束個人不當自利行為，防止搭便車與違反規則的情事發生，提

高集體行動的可能性與良好組織運作；4)外部環境：透過宜蘭縣政府或農改場

等公務人員、大專院校的學者、非政府組織等外部資源，對該有機村的有機農

業推展產生顯著的作用。 

總而言之，行健合作社目前尚未達成集體行動的全然成功，乃因合作社社

員間的集體行動尚未達成上述四個關鍵因素，唯有透過系統資源的改進、團體、

制度的再安排、外部環境的良好引導，才有可能使行健合作社的集體行動獲致

成功。 

(2)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 

豐山社區經由水保局鼓勵，参與農業再生計畫，於 2011 年參加農村再生

培根計畫關懷班、進階班、再生班，於 2012 年參加農村再生培根計畫核心

班。33後於 2012 年 9 月起由村民開會共同討論農村再生計畫，並於 2013 年

提出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農村再生計畫（計畫年度 2013 年〜2018 年），該

計畫於 2014 年核定。34 

                                                 
33資料來源：豐山區農村再生計畫 p.6 

https://ep.swcb.gov.tw/EP/File/REGENERATION/%E8%B1%90%E5%B1%B1%E7%A4%BE%E5%8

D%80%E8%BE%B2%E6%9D%91%E5%86%8D%E7%94%9F%E8%A8%88%E7%95%AB_201306

211444190758.pdf 
34資料來源：農村再生歷程網 



第 62 頁 

(3) 臺中市霧峰區 

霧峰為國內最大的生產履歷認證香米種植區，其栽培面積約有 1500 公頃。

除擁有天然土地及水源優勢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亦位處本區，並

積極投入研發，霧峰地區所栽種的香米「台農 71 號」是由台灣農業試驗所利

用日本引入稻種「絹光」與台灣本土品種「臺稉 4 號」配種，歷經九年的試驗

後，成功培育出於 2000 年登記的品種，並在霧峰試種成功。此種香米帶有芋

頭香氣、米粒短圓飽滿、外觀晶瑩剔透，具有耐旱、株高適中、株型佳、抗病

蟲害能力且施肥量少等特性。而為了感念郭益全博士35長年的研究精神及培育

出新品種的同時卻積勞成疾猝逝，台農 71 號香米於 2000 年由陳水扁前總統正

式命名為「益全香米」，這也是國內第一個有商業名稱的水稻及以人名命名的

稻種產品。 

於 2002 年起，霧峰區農會積極輔導設立稻米產銷班，推廣高品質香米的

契作（顏愛靜等，2016）。以及，目前農糧署中區分署在霧峰建置「稻米產銷

契作集團產區」，面積約 280 公頃，除了種植過程改變以往慣行農法的栽種方

式，並嚴格控管農藥與肥料的施用，更定期田間檢查，以確保「霧峰香米」的

品質及名號，希望未來全區都能改採自然農業。 

當地自然農業的發展，最早起源自舊正社區，農業試驗所和毒物試驗所的

研究人員很早就在社區推動自然農業，最重要的推手為舊正社區發展協會前理

事長、農業試驗所退休研究人員張有明博士。到 2009 年，舊正社區居民決定

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時，亦將發展自然農業列為重點項目，並與霧峰區農會合作

成立農民市集，讓自然農業所生產的農產品有固定的銷售管道。 

於 2015 年，霧峰區農會看到舊正社區發展自然農業的優點和成果後，也

決心在霧峰推動自然農業，透過農會會員的幫助，在五福里找到了一塊五公頃

多的農田適合試作自然農業，農會試辦「友善耕作稻米專區」，以整體契作方

式與農民合作由慣行農業轉作自然農業，至今已初具成效，農會並推出專屬品

牌「五甲地」，一上市即受消費者熱烈歡迎。 

「友善耕作稻米專區」試辦行動的開啟十分不易，霧峰農會黃總幹事歷經

一年的努力，向農民宣導、溝通，並給予保證以優於市場行情的價格與農民契

約栽培，保證補足每分地 1400 台斤的收入，才定下了「五甲地」的生產規模

與耕作地點，並採用自然農法方式栽種。以及，產銷班班長及副班長分享在五

甲地自然農法推動的初期，屢屢遭受一般習於慣行農法多年的農民反對，要灌

                                                 
https://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RG_ID=RG2013022716105500 
35郭益全（1946 年 8 月 26 日－2000 年 9 月 9 日），臺灣臺南縣鹽水鎮人，農學家。1988 年獲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推薦赴美，攻讀德州農工大學博士，研究水稻遺傳與育種。返臺後任職農藝系稻

作研究室主持人，主力為水稻育種規劃，整合重任。為台灣接受正統水稻遺傳與育種訓練的先驅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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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自然農法理念，花費他們相當長的期間，最後他們以實證證明自然農法的收

成量並不會少於慣行農法，透過實際成效反而成功地說服反對者，而讓更多農

民加入，進而達到增強食安及環保的雙重效果。這些創新與改變及努力，除為

了照顧農民的收益之外，更期許農民能栽培出更高品質的香米，也透過友善耕

作，改變慣行農法對土地、環境及生態的破壞，逐步喚起社會大眾對農業、土

地及生態環境的重視，創造多贏。（蕭聖澄等，2016） 

(4) 花蓮縣光復鄉南富村 

花蓮縣光復鄉南富村係太巴塱部落的一部分，太巴塱部落(包含四個行政

區域由南富村、北富村、西富村與東富村等 4 村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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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住民主要是由阿美族原住民所

組成的原鄉部落，同時也是台灣原住民諸多部落中，聚落最大、聚居人口集中

亦最多(約 4000 人)，阿美族單一族群部落。目前，太巴塱部落年輕世代已意識

到保存文化之重要性，於是，自 2005 年組成太巴塱社區文化協會，致力推廣

織布、籐編與木雕等課程，並整理部落史料，以落實部落文化的傳承。此外，

還成立了「太巴塱文化園區」，並申請勞動政府部門的多元就業方案，期望在

保存部落文化之餘，亦能創造更多在地就業機會。並且，南富社區，於 2013 年

通過農村再生計畫核定，且已展開相關農村再生計劃的執行計畫。 

(5) 彰化縣大城鄉西港社區 

西港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於 1996 年 5 月，主要發展重點為產業發展、環境

景觀及環保生態等三面向。近年來，由於年輕人口多至都市發展而不斷流失，

社區趨向老年化，故致力於社區改造，參與農村再生，美化社區環境，落實社

區總體營造之各項工作，冀望提升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以留住青年人，

甚至吸引年輕人返鄉工作。該社區於 2012 年開始投入農村再生的培根計畫，

於完成四階段的培訓後，其農村再生計畫於 2013 年核定。 

3. 研究個案農村再生計畫執行狀況 

(1) 宜蘭縣三星鄉 

目前，宜蘭縣三星鄉行健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簡稱行健社區協會或協會）

所提送之「宜蘭縣三星鄉行健社區農村再生計畫」已於 2016 年 10 月 19 日核

定通過36，計畫年度為 105~109 年。於該計畫提送之前，行健社區已自 2010 年

度開始農村再生培根計畫，開設關懷班，並有 16 位培根學員結業。之後雖一

度中斷，但 2013 年度後持續推動進階班，於是年結業之培根學員增加至 45 人。

其後，2014、2015 年度各開設核心班與再生班，結業之培根學員各維持 45 人，

                                                 
36詳見農村再生歷程網：農村再生計畫申請

https://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RG_ID=RG2016102111594100 檢索日期：2016/12/16 

https://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RG_ID=RG2016102111594100


第 64 頁 

如表 7 所示。 

表 9 社區推動農村再生成果一覽 

年度 計畫名稱 結業人數 

2010 關懷班 16 

2013 進階班 45 

2014 核心班 45 

2015 再生班 45 

表格來源：宜蘭縣三星鄉行健社區發展協會，2014：頁 6。 

承上，在完成關懷班、進階班、核心頒與再生班一系列培根課程後，行健

社區除了達成申請農村再生計畫的條件，並積極尋求凝聚共識。在凝聚共識的

層面，行健社區所採取的方法為居民訪談與討論、召開座談會、凝聚社區願景

共識會議，以上大小會議十餘次，以求了解居民所需。此外，亦邀請社區組織

如長青會、環保義工隊等共同討論。或與其他社區團體如廟宇組織建立夥伴關

係，深化合作關係。此外，協會除每個月定期開理監事會議之外，並每三個月

召開社區農村再生推展業務會議，用以決議未來社區針對農再實施的工作內容

與先後順序。 

除了上述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執行與社區共識的凝聚，行健社區協會參考社

區居民的意見，提出了社區發展願景。協會提出「富麗農村・樂活行健」，規

劃六個再生功能分區：核心聚落生活區三處（廣州仔、十九結、石頭城）、生

活學習區一處（社區活動中心與周邊農田與建築）、行健有機文化園區一處、

有機田園產銷鈺成區四處、休閒產業發展區一處、生機生態區二處（萬富渠水

利公園、石頭城安農溪與行健溪交會處）。推動方法則是建構（第一年：加強

組織培育、社區動員與居民參與等軟體之建構）、深耕（第二〜三年：從公共

建築開始著手）、擴散（第四〜五年：從公共建築、聚落核心向外擴散）、永續

（第六年：加強各點之展示教育與經營管理）。 

(2)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社區 

訪談社區居民，初步瞭解農村再生執行情形如下： 

A、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關懷班上課由村長、理事長招募村民上課，希望村民

對於農業再生有基本概念並產生興趣，進而願意參與集體行動，提高向

心力。37 

                                                 
37村民 A:「第一階段由村長找 20 人，理事長找 10 人，共 30 人上課。上課時間是晚上，請阿

公、阿嬤來上課，目標是希望他們先有概念，帶頭的人聽得懂就足夠了，重點是人數要夠。上

課一天會給 500 元的茶水費，如果平均分給大家，每個人分得很少，故與村長討論買一些點

心、餐盒，如果不夠自己再貼一點，有一些誘因讓大家留下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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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成立社區發展協會，由村長及理事長，每人提供 9000 元，用以聘請專任

總幹事，專責處理農村再生工作、辦理活動。38 

C、 於豐山社區活動中心舉辦評鑑活動，並向村民宣傳這是社區的重要事務，

請村民務必抽空參與，故参與人數眾多，評鑑成果良好。39 

D、 藉由農村再生計畫經費補助，豐山社區近年陸續完成社區建設，例如於

2016 年上半年打造自行車景觀道，盼能吸引更多遊客至豐山社區遊憩40，

另外除了由農村再生計畫補助社區自立之外，豐山社區亦設法開源，現

已成立農業生態館，並訓練生態解說員，推動豐山社區深度旅遊。而生

態館於 2016 年 10 月開幕，預計 2017 年對外營業，串連農村再生計畫、

休閒農業區、社區發展協會，周圍綠美化工程亦由農村再生計畫經費支

出。41 

(3) 臺中市霧峰區 

當地舊正社區於 2006 年開始參與農村再生培根計畫，自 2009 年開始積極

推動農村再生計畫，2011 年時完成三階段的農村再生培根計畫，其間透過不斷

與社區居民訪談、居民共同討論彙整，多次召開社區居民座談會，不定期召開

檢討社區農村再生推展業務會議，邀請協會代表、培根學員以及社區居民召開

農村再生說明會討論決議未來實施工作內容與優先實作順序，並凝聚共識後，

於 2012 年提出農村再生計畫（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2013），終於

2013 年 3 月 21 日經主管機關核定，預計實施至 2017 年。 

此社區以現有組織為基礎，含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舊正社區

照顧關懷據點、祥和志工隊、家政班、老人手語班、環保志工隊、健康社區營

造中心、太極拳班、電腦班、排舞班、歌唱班等，結合臺中市霧峰區公所、霧

峰區衛生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勞委會職訓局中彰投區就服中心、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霧峰區農會、本

堂澄清醫院、至德中醫診所、亞洲大學、朝陽大學、萬豐國小、中華社會福利

聯合勸募協會、臺中市農村服務勞動合作社、社區關懷服務中心、宗教信仰團

                                                 
38村民 A：「社區發展協會有薪水是由這裡開始的，理事長（阿良）跟村長分身乏術處理這些事

務，不如一人拿 9000 元出來，聘請一位專任的總幹事，把事情做好。因為這裡的工作平均而言

薪水都不高，且總幹事工作的內容時間上有彈性，可兼差，故 18000 元可請到人。重點是晚上

活動做好即可。中間有辦活動就要到。」 
39村民 A：「宣傳時請大家把老人家都推來一起參與，跟他們說這邊比較熱鬧，而且強調最終目

標是要做老人供餐，所以也跟阿公阿嬤有關，請他們要來聽。不要求全部聽懂，告訴老人們有

來就好，表示他們認同我們的活動。」 
40資料來源：更生日報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detail/827038 
41村民 B：「這個發展中心（生態館）就是開源的開始，這個月才剛開館，正式開幕大概為 9 月

底，工作人員都已進駐。這是農再計畫的一部分，我們把它串聯起來（結合農再、社區發展協

會、休閒農業區）。應該說農再沒有計畫在經營這一塊，只是做周圍的綠美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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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等成立專責性質之促進會，專司農村再生之相關事務，以舊正社區發展協會

為單一窗口，底下設置任務編組，社區照顧、產業開發、創意文化、經營規劃、

財務管理等 5 組，共同推動農村再生計畫（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

2013），歷程彙整如下表。 

表 10 臺中霧峰舊正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推動歷程 

時間 歷程 

2006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關懷班 

2006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進階班 

2009.4.5  討論社區面臨問題及未來發展及是否推動與執行農村再生計

畫 

2009.7.6  提報社區需求(再生計畫施作項目與施作地點)  

2009.11.15  討論社區產業活化與未來產業之推動方向 

2010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核心班 

2010 蔬活小路舊甘心─舊正路口新意象計畫 

2010.3.10  討論未來社區再生計畫施作重點與執行架構 

2010.7.13  討論農村再生計畫未來施作之優先順序 

2010.10.6  核心班規劃及討論社區公約之內容與維護管理措施 

2010.11.26  由輔導老師帶領學員實地現勘社區環境 

2011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再生班 

2011 農村再生培根計畫- 再生專員班 

2011 舊正社區生態園區周邊環境改造與綠美化計畫 

2011.10.23  再生班討論如何撰寫農村再生計畫 

2011.11.27  綜合討論與規劃未來農村再生計畫施作之目標與重點 

2012.5.07  與規劃設計團隊討論補充修正社區農村再生計畫的發展方向

與願景 

2012.6.23  召開社區居民大會宣達農村再生計畫大綱與提案代表單位 

2012.7.15  完成農村再生計畫之內容 

2012.8.9 提出舊正社區宣言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辦理  

 弱勢族群兒童課輔  

 辦理各項成長培力課程  

 社區自然農法試作 

 社區文史資源深化調查與紀錄  

 社區空間與景觀的藝美化 

 地方產業的文化包裝 

 社區協力有機農業與共構系統推動 

 社區廚房開發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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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歷程 

 推動在地老化、安養、居家照護、健康維護、醫療保

健、休閒娛樂等生活環境 

 營造「舊㊣甘心舒適雅淨的養生文化村」 

 創造出社區產業路徑，提昇社區整體競爭力促進就業機

會 

2013.3.21 核定農村再生計畫 

2013.10.13、

2013.11.17 

完成舊社庄好米‧正港合歡山雪水－霧峰香米打擂台活動 

2013.10.14〜

2013.11.25 

完成舊正社區健康芳香療癒庭園周邊環境改造與綠美化 

2015.5.1〜 

2015.12.31     

完成田間生態復育與環境教育計畫，建立「自然農耕的水稻

生態教育和果園生態教育與體驗區」，進行社區水稻田和果園

生態復育與環境教育和體驗，推展自然農法。 

2015.8.1〜 

2015.12.14     

完成舊正社區自然生態園區綠色計畫 

2016.4.20〜 

2016.11.30     

完成阿罩霧自然農農夫市集產業活化活動 

2016.5.19〜 

2016.11.30     

完成舊正情．舊甘心繪本，調查及記錄舊正社區自農村改造

計畫開始實施後的蛻變，呈現舊正社區成功改造的成果 

2016.6.1〜

2016.9.30 

完成芳香療癒庭園療癒培力課程，推廣食用香草作物栽培 

資料來源：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2012、2013；農

村再生歷程網，舊正社區，擷取日期：2017.6.1，

https://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CM_ID=CM201110181

5323601。 

此社區的農村再生計畫以『打造舊正舊甘心˙樂活養生文化村』為遠程

發展願景，其整體發展構想如下圖，旨在打造優質環境、完善公共建設、活

化古蹟、活化產業、傳承農村文化、保育生態，相關執行措施彙整如下表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2013）。 

https://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CM_ID=CM2011101815323601
https://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CM_ID=CM201110181532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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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舊正社區農村再生計畫整體規劃發展構想圖 

資料來源：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2013。 

表 11 舊正社區農村再生計畫之執行措施 

面向 措施 

整體環境

改善及公

共設施建

設 

1. 進行自來水施設。 

2. 灌溉水圳邊增建安全護欄。 

3. 爭取中投公路、國道六號橋下設置社區環保及資源回收處理場域，及社區各項活

動與景觀場地，如水塔、社區籃球場、萬慶宮前、舊正福德祠、水尾福德祠景觀美化

營造，橋下閒置空間活用，打造阿罩霧圳水車公園做為在地美學藝術公園、中投公路

運動公園。 

4. 重要入口處增設融合在地元素，設計目標明顯入口意象並在重要路口設置導覽

圖，方便旅人到訪，如中投公路、國道六號、台三線中正路上入口處設置入口意象。 

5. 蔬活小路景觀營造，在節能減碳原則，利用風力或太陽能搭配 LED造型，令目標

更加耀亮。 

6. 以雇工購料、居民共同參與方式，一同創作。 

7. 社區魅力巷道營造，例如圍牆、溝渠、邊坡、護欄、道路等特色營造，並設置烏

溪河堤、環村自行車道，進行社區巡禮活動。 

產業發展 1. 籌組產業升級小組，針對有意願改善耕作產銷管道的農民進行產業升級計畫，建

立產銷履歷認證。 

2. 在中投公路、國道六號橋下規劃籌設假日農民市集。 



第 69 頁 

面向 措施 

3. 成立新健康農業多功能推廣中心，結合農試所協助各項教育課程，導入新進耕作

技術，並舉辦標竿農家參訪活動。 

4. 未來可結合政府多元就業計畫，申請舊正在地專業行銷人員，經營社區產業行銷

推廣。 

5. 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合作，建立蔬果農藥殘留快速生化檢測站。 

6. 花田喜事，配合時令於稻米裡作期間撥撒花種子，營造油菜花、波斯菊、向日葵

等花海景觀，辦理農產品展售、花海觀摩、農事體驗以及腳踏車社區巡禮等活動。 

社區關懷

照護 

1. 愛心灶腳建築：運用社區古宅建築打造舊正田庄客廳，白天照料高齡長者並供應

午、晚餐服務。 

2. 工作室建置：存放必要工具操作空間。 

3. 社區健康芳香療癒庭園：方便長者歡樂在一起有說有笑耕耘種植蔬果，幫助老人

家在反應、手腦協調性復健工作，培養獨立自主、自種自食的樂趣。 

4. 高架菜園施設：提供給使用輪椅長者，可以做到伸展上半身運動之效果。 

5. 藝術走廊建構：作為社區會員自作藝術創作品展示空間及提供健康保養訊息，讓

長者也能分享藝術氣息。 

6. 社區生產健康農產品及自行培育花卉販賣平台，開闢財源之途。 

7. 長青促膝談心室：長者到此坐坐泡壺小茶，聊聊天氣、生活、農事、藝術、社區

大小事、陶藝捏捏樂、邀請專家學者前來聊天說笑等。 

8. 設置一面白牆壁：提供長者心事不遂意表達塗鴉宣洩，定期拍照留存，粉刷反覆

實施，一段期間裝訂成冊成為社區文化財。 

9. 書香展示、古書交換中心：提供長者進修閱讀書庫，大家相互交流充分活化。 

10.老人槌球場：保持社區長者身心靈的活力與笑容，給予長者活動場地。 

文化保存

與活化 

1. 舉辦耆老說故事比賽，我們將所有資料編製成鄉土文化教材，並將故事內容系統

整理拍成紀錄片，做為社區的傳家寶貝。 

2.安排教育訓練課程，進行社區文史編彙與培訓導覽，以培訓專業文化、生態導覽解

說人員，並保存社區舊有文化或傳統技藝。 

3. 百年夫妻樹文化保存。 

4. 社區傳統節慶文化傳承，配合舊正社區在地民俗風情，辦理獨特魅力文化季，包

含春節、元宵節、端午節、中秋節等節日。 

5.設置社區鄉土植物園區：運用社區閒置農地，整理種植鄉土植物，作為環境教育場

域。 

生態保育 1.利用烏溪北岸河床設置生態復育區，保留生態風貌。 

2.規劃多功能河濱公園，結合編制社區生態巡守隊，維護烏溪河畔生態資源發展。 

3.設置開心農場體驗園區，以有機的方式生產健康安全蔬果的理念，開闢健康安全作

物栽培體驗區、清澈小溪抓魚摸蛤蜊的親子樂嬉水區與可供觀賞或垂釣的生態池區、

綠色體驗廚房…等，提供大人、小孩等全家大小體驗與融入農村生活的舊甘心農場。 

設施維護 1. 社區籌組守望相助隊組織，編組配備機車交叉巡邏社區各角落，同時配合與萬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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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派出所定點定時巡邏，加強替補警力之不足。 

2. 農村再生計畫中詳列「政令宣導防災廣播系統」，平時作為政令宣導防災廣播，如

有陌生人進入社區，行動可疑，適時廣播，加以嚇阻，可降低竊盜率，創造優質安定

生活環境。 

資料來源：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2013。 

(4) 花蓮縣光復鄉南富村 

本研究個案的南富社區，於 2013 年通過農村再生計畫核定，且已展開相

關農村再生計畫的執行計畫。因社區住民係以阿美族為主，南富社區受到該族

傳統文化的影響，爰此，社區欲推動各種活動，皆須經由頭目會議議決，使能

獲致部落支持。因此，社區初始執行農村再生計畫時，頭目亦參與培根課程，

對於再生計畫目的已有基本認知，在頭目、村長等人與發展協會共同推動下，

更能促進農村再生計畫進行。 

南富社區原屬傳統的農業村，在投入農村再生後，本研究預計從其計畫執

行過程中，瞭解南富社區一方面欲積極保存太巴塱部落祖先留下的紅糯米文化

意涵外，期獲致傳統文化與產業的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於第一年計畫實地調查發現，花蓮縣光復鄉南富社區的農村再生計畫

2013 年核定後，2014 年開始申請執行計畫。參照 2014 年之「103 年紅糯米生

活館周邊環境改善計畫-僱工購料」、「103 年富愛街部落文化街道改善計畫-僱

工購料」、「103 年太巴塱社區動植物影像保存紀錄及調查計畫」、「103 年文化

保存-紅糯米農產推廣活動」、「南富社區綠美化及環境改善計畫」、「南富社區

傳說故事影像紀錄保存」、「南富社區紅糯米文化祭典活動」等執行計畫書，每

次活動多達 100 人次以上的參與，但本研究觀察這些計畫的執行對於南富社區

再生並無產生明顯的正面效應。 

又農村再生計畫之執行，多屬志願工作型態，無拘束力，恐未能有效執行

計畫，如該計畫執行長本身為專業農，也是小地主大佃農之成員，身兼多重工

作之下，其本業的經營可能造成農村再生工作運行，又參與農村再生工作的居

民，皆為退休或年長者，志願為社區服務，且當地無適當產業留住年輕人，使

青年多在外地工作。並且，南富社區歷經 2 年的農村再生執行計畫，並未帶動

當地觀光旅遊產業振興，加上農村再生推動重點為紅糯米產銷，但銷售成果未

如預期，以致社區的經濟發展未獲改善。 

數年來，本研究訪談南富社區居民或執行計畫的關鍵人物，其所答覆皆為

農村再生計畫內容，但面對實質問題，如農村再生所興建的設施如何維護管理、

與鄉公所之間如何協調、農村再生如何創造就業機會、如何監督農村再生執行

等問題，皆無法具體陳述，使每次訪談的內容皆如農村再生計畫的內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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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且 2015 年由於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審核、經費核撥延宕，使得該計畫的執行

近乎停擺，故本研究認為該社區不適宜繼續作為探討對象，因而自第二年度計

畫起不列入研究個案。 

(5) 彰化縣大城鄉西港社區 

當地發展高勞動力的養殖業，對於偏高齡的社區居民而言，是項辛苦的負

擔，再加以收成受盤商層層的剝削，利潤微薄，產業發展困難。而濕地上雖有

豐富生態資源，但如何去保育與利用這些資源，確欠缺適地的規劃，甚至還面

臨地方開發的威脅。故該社區於 2012 年開始投入農村再生的培根計畫，於完

成四階段的培訓後，其農村再生計畫於 2013 年核定。該社區冀望利用這些特

色產物及豐富生態資源，除活化當地的產業，為社區帶來活力，增加就業機會，

以吸引年輕人回鄉服務外，也能將當地特有的生態資產及文化加以保留傳承。
42而本研究於後續，將要了解個案地區實施農村再生計畫中居民集體行動之模

式，及該計畫的實施能否為當地面臨的課題，尋求永續的可行途徑。 

於第一年計畫訪談當地居民及地方農會後，了解西港社區農村再生的細部

計畫正在審查當中，尚未核准通過，但今年度已取得 800~900 萬元的補助款，

預計用以處理社區排水問題及興闢農路，但是社區對於農村再生的推動並不積

極，故未有具體進度及成果。此外，大城鄉於國光石化案撤銷後，縣政府規劃

於當地推動有機農業專區，但倉促框選區位，並未完整評估當地的自然環境條

件，經評估後發現部分農地土壤中砷含量背景值介於臨界點、人口老化及青年

回鄉少、東北季風強勁及缺水而不利耕作、距離麥寮而有受汙染之虞、農地面

積狹小、臨近慣行農田汙染源擴散等問題，恐不利於有機農業經營，故縣政府

正在考量是否撤銷此專區規劃。本研究考量當地並未積極推行有機農業、農村

再生計畫，又始終無具體進度或成果，故自第二年度計畫起將此個案變更為台

中霧峰區，不予以探討。 

（四） 結論 

1. 集體行動的成功有賴四大面向的關鍵要素 

根據 OECD（2013）綜整前人集體行動相關研究文獻，及國際上 25 個實

踐案例分析，探討集體行動與農業環境公共財之間的關係，並發現、歸納出集

體行動能帶來地理及生態規模效益、節約成本、分享知識、提高能力、解決當

地問題等利益，但這些利益得之不易，必須克服搭便車、交易成本、對集體行

動的懷疑行為、不確定的政策環境等障礙，尚應具備資源系統特徵、團體特徵、

制度安排、外部環境等四大面向的關鍵因素，如環境資源知識、資源產生正面

                                                 
42資料來源：彰化縣大城鄉西港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http://ep.swcb.gov.tw/ep/Community.aspx?RG_ID=RG2012111311254500, 引用日期：

201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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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溝通、領導、成員同/異質性、社會資本、健全的治理安排、地方設計的

管理規則、財務支持、非財務支持、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合作等，如此集體行動

方有成功之可能。 

在許多 OECD 國家，農業於塑造鄉村的地景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然

在經濟方面，農業部門卻扮演相對次要的角色(OECD, 2006: 22, 24)。但現今情

況已經改變，主要是因為在鄉村地區，農業已經不再是主要的經濟部門。因此

鄉村政策將更聚焦於指認及標定地方經濟機會，且區域政策亦開始轉變，從過

去的由上而下、補貼基礎、減少地方差異的政策模式，轉變為縮小區域差距、

涵蓋更廣泛部門、改善區域競爭力的政策。此種鄉村發展政策轉變即為新鄉村

典範，此典範可歸納兩項原則為 1.聚焦於「地方」，而非部門；2.聚焦於「投

資」，而非補貼。基此原則，有助於許多國家得以尋求發展多部門、地方基礎

的方法，聚焦於確認及開發鄉村地區不同的發展潛力(OECD, 2006: 16)。 

2. 台灣的農村社區與 OECD 的鄉村同樣面臨衰退的窘境 

台灣遍布都市、非都市地區的農村社區，實則包含 OECD 所定義之鄉村

社區，也存在於 OECD 定義之主要都市、主要鄉村及中間區域之內。並且，台

灣的農村社區也面臨 OECD 所認為之鄉村問題，尤其是衰退的惡性循環、人

口外移及老化、較低的教育水準、較低的平均勞動生產力、整體公共服務水準

低落等，因此，台灣提出農村再生政策，OECD 提出新鄉村典範，以為因應。 

3. 農村再生政策的制度設計部分符合 OECD 新鄉村典範的內涵及精神，但

仍有可改善空間 

依據 OECD 新鄉村典範的內涵及精神，觀察臺灣農村再生政策，分析其

制度設計或觀點之優點、缺點，如雖有跨域合作平台，但跨不同經濟部門的相

關部會、各層級的地方政府之整合機制有待完善；雖設置專款專用基金，提供

農村社區投入之金錢誘因，但欠缺對農村社區以外的行動者提供相應的誘因機

制，難以促進其他私部門的參與及形成夥伴關係；雖著重提供基礎設施、住宅

環境改善、人力培育等面向，但忽略鄉村社區所需的公共服務，如健康、醫療、

照護、教育、交通、專業服務、金融、法律等；雖重點發展農業及旅遊產業，

制度設計上欠缺考量供交通、商業、資訊通信技術、健康、教育、專業服務、

金融、法律等其他產業成長的環境與誘因，且此以單一農村社區為計畫範圍研

提計畫的制度設計下，不利於提案社區與周邊其他社區、私部門的參與、合作；

雖符合社區驅動的發展方法，包含地方賦權、地方能力建構、參與原則，但忽

略執行、監督機制、透明化原則，如經費透明、公開的要求，使得參與農村社

區內部的社會資本崩壞，成為社區長遠發展的阻礙。 

相較於農村再生政策與 OECD 所提出的新鄉村典範，雖同為強調「由下

而上」、「投資」取代「補貼」，然對於新鄉村典範所提的「地方」為主並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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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鄉村地區競爭力、維持地方資產的價值、開發未利用的資源等發展方針，值

得台灣的農村社區在農村再生執行過程學習之處。 

4. 宜蘭縣三星鄉行健社區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可能性 

於第一年度計畫的調查，初步發現宜蘭現三星鄉行健社區擁有條件良好的

資源系統特徵，如優質的水源、灌排水分離所創造的良好生產環境，因此，能

夠生產優質的稻米、蔬菜、水果及有機作物，尤其是品質優良的三星蔥、上將

梨與有機米，為社區農民創造從資源使用中獲得較好的經濟收益，促進更多居

民們願意投入有機農業生產。其次，農村再生執行主體為宜蘭縣三星鄉行健社

區發展協會，與其他社區現有組織如家政班、長壽俱樂部、環保志工隊等密切

合作，歷經數十次的訪談及會議討論，議題包含社區既有問題解決、社區未來

發展方向整合、如何引動居民與社區其他組織參與、排定優先詩作順序、討論

撰寫農村再生計畫內容及人力安排等，漸漸累積社區居民間一定程度的社會資

本，且社區發展協會透過討論農村再生計畫發展方向，希望社區居民與社區相

關組織提供意見與回應，得以促成集體行動的實踐與反省。此外，結合宜蘭縣

三星鄉公所、宜蘭縣政府、花蓮縣農業改良場、三星鄉農會、農委會水土保持

局等外部組織的財務支持（如農村再生基金）、非財務支持（如有機耕作技術

輔導），為集體行動實踐的推手。至於，其他集體行動成功關鍵要素具備與否，

尚有待後續研究觀察後分析之。 

5. 台中霧峰區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可能性 

於第一年度計畫的調查，初步發現台中霧峰區擁有條件良好的資源系統特

徵，如大規模、完整農地、多種豐富的地形、良好的生產環境、優質的水源，

因此，能夠生產多樣化的果樹、蔬菜、作物，尤其是品質優良的香米、菇類，

使農民可以從資源的使用中獲得明顯的經濟收益，願意繼續投入安全農業或自

然農業。其次，農村再生執行主體－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展協會，與其他

社區現有組織密切合作，及不斷與社區居民討論、檢討、溝通農村再生推展業

務，對社區發展課題有共同的理解，凝聚共識、共享目標，形成一定程度的社

會資本，且社區發展協會自行設計、研提農村再生計畫，促成集體行動的啟動、

持續。此外，結合臺中市霧峰區公所、臺中市政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

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霧峰區農會等外部組織的財務支持（如農村再生

基金）、非財務支持（如農業技術輔導、拓展有機農產品銷售管道），更是集體

行動實踐的一大推手。至於，其他集體行動成功關鍵要素具備與否，尚有待後

續研究觀察後分析之。 

6. 花蓮壽豐鄉豐山社區具備集體行動成功的可能性 

第一年度計畫調查，發現社區土地雖屬山坡地保育區的農牧用地，擁有相

對良好的資源系統特徵，如：可耕作農地的地勢平坦、由花蓮縱谷所提供優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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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附近沒有製造污染的工廠林立，所生產的水稻、香蕉、花卉與小黃瓜的

品質優良，尤其在農村再生計畫的協助下，社區發展協會的會員積極推動有機、

無毒蓮花生產，進而與生技公司合作研發蓮花相關的保養與清潔用加工品，成

為社區重要經濟產業，藉以鼓勵社區農民積極參與有機、無毒的農業生產，以

增加收益。其次，社區發展協會為農村再生計畫擬定與執行的主體，在發展協

會理事長與村長、地方耆老與村民的共同參與，從盤點社區地理環境的優勢與

缺點、社區內既有資源與人力，透過規劃方式，建構屬於豐山社區發展生產、

生活與生態的所需要的願景，作為社區發展的方針外，並透過一連串活動，形

塑村民與社區間友善的人際關係；此外透過農業生產方式，創造村民經濟收益

與社區收益，以獲得社區老人供餐的經費來源，改善社區年邁村民生活條件；

另配合改善社區環境，發動村民種樹與整理社區周邊，不僅環境得以美化兼具

維護社區生態，有助於社區發展觀光休閒產業，亦為村民增加經濟收入；在一

連串的集體行動，有利於增進村民之間的社會資本，將獲致持續推動社區永續

農業發展的動力。 

豐山社區藉由中央與地方政府、花蓮縣農業改良場等外部組織的財務支持

（如農村再生基金）、非財務支持（如觀光餐飲課程、活動設計）的協助，對

於社區集體行動的展開，確實頗有助益。而豐山社區發展係以社區發展協會為

主體，該發展協會理監事肩負社區活動規劃與執行的責任，經由分層負責，並

結合會員與村民共同執行相關事項，如一年十二次的每月掃街活動，除該協會

負責召集清潔小組成員參與外，各鄰的村民亦需支援人力，共同維護社區整潔；

因而社區的組織制度安排，是為促進集體行動的持續的重要因素。 

集體行動中的領導人為重要的團體特徵，豐山社區執行農村再生計畫的推

手為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其本身具備溝通、協調與規劃能力與領導統御能力，

可促進協會理監事分工合作並完成社區相關活動；其次，理事長、村長與地方

耆老間得以合作與分工，皆有賴領導人發揮動原的能力，俾持續為社區帶來集

體行動的利益，如生產規模利益、分享知識、解決社區問題等，皆屬之。至於

豐山社區於 2017 年農村再生計畫執行告一段落後，得否以其既有的集體行動

的精神與態度，繼續推動社區的永續農業將是重要關鍵，則有待後續觀察。 

乙、 對二、三年計畫之研究建議 

第二年度計畫已於 2017 年 7 月經科技部審核通過，後續將再申請第三年度

計畫，以預期延續第一、二年研究成果。第二、三年度計畫預計探討以下課題： 

（一） 第二年（民國一百零六年八月至一百零七年七月） 

 分析研究個案地區集體行動發展課題 

本計畫原選擇宜蘭三星鄉行健社區、彰化大城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

巴塱部落、壽豐鄉豐山社區等案例，但經第一年度計畫之社區參訪過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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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大城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巴塱部落，由於政府農村再生計畫審核或

經費核撥的延宕，使得其農村再生計畫的執行幾近停滯或未見具體成果，又走

訪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發現當地居民積極推動農村再生計畫、永續農業，

其成果與經驗頗受推崇，故第二、三年度計畫將更換研究個案，刪除彰化大城

鄉西港社區、花蓮光復鄉太巴塱部落，新增臺中市霧峰區舊正社區。 

第二年度計畫將以第一年度計畫所建立的集體行動理論分析框架，持續調

查研究個案地區，並剖析其集體行動發展的效益、障礙、成功關鍵要素，作為

第三年政策建議及策略原則研擬之參酌。 

 分析研究個案地區農村再生計畫執行課題 

第二年度計畫將以第一年度計畫所建立的新鄉村發展典範（NDRP）理論

分析框架，剖析研究個案地區農村再生計畫的形成、執行問題，及其是否具備

NDRP 的要素，作為第三年理論適用性探討、政策建議及策略原則研擬之參酌。 

 分析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課題 

第二年度計畫將以第一年度計畫所調查的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情形為

基礎資料，分析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相關課題，如農業相關專區、農地資源

維護等方面現正面臨之問題，作為第三年政策建議及策略原則研擬之參酌。 

 進行德奧農村發展與其土地利用方式移地研究 

德奧同屬 OECD 之重要成員國，由於德國甫於 2006 年出版 NRP 國家報

告，說明該國實施情形，而鄰近德奧邊境地區亦受其影響，為能進一步瞭解報

告提及農村發展與其土地利用策略與執行，故於第二年度計畫執行期間，將挑

選(i)丘陵接高山區、(ii)高山區國家公園範圍內與(iii)高山區谷地型複合產業村

落，分別針對農糧、能源與防災三個課題之土地運用解方予以觀察與了解，期

能對於山區聚落及上游集水區土地利用就氣候變遷調適觀點整理出更貼近我

國運用可能性之策略。 

（二） 第三年（民國一百零七年八月至一百零八年七月） 

 分析新鄉村典範於台灣的適用性 

第三年度計畫將就 NDRP 應用於研究個案分析、與農村再生政策比較分

析之過程與結果，探討其於台灣的適用性，嘗試與理論的對話，以完善、補充

NDRP 的理論內涵。 

 研擬促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則 

第三年度計畫將就集體行動、NDRP 理論應用於研究個案分析結果，提出

促進集體行動以提供農業相關公共財的策略原則，以供研究個案地區未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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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行動方向、方法之依據，並供政府未來設計或修正集體行動相關政策與計

畫之參考，另亦補足、豐富集體行動理論之內涵。 

 進行德荷環境規劃典範建構及落實之移地研究 

德荷同屬 OECD 之重要成員國，荷蘭亦於 2007 年出版 NRP 國家報告，

說明該國實施情形。基於第二年之移地研究基礎，將於第三年移地考察德國北

部及其鄰國荷蘭的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與具體空間規劃、防災相關措施，以及民

眾參與規劃之實務操作機制，瞭解阿姆斯特丹 Westerpark 相關發展計畫之生

態社區與產業土地再利用案例，漢堡都會區域計畫如何平衡城鄉發展並維持都

市競爭力，柏林都會區域與週邊鄉間發展均衡課題之因應等，進行實地考察，

以探析德荷環境規劃典範建構及落實之情形。 

 研擬農村再生政策之改進建議 

第三年度計畫將就集體行動、NDRP 應用於研究個案、政策分析結果，採

酌移地研究促進城鄉均衡發展因應策略之成果及重要發現，提出農村再生政策

之改進建議，及其制度面、執行面課題之解決方法，以供政府未來修正該政策

與計畫之參考。 

 提出農地利用政策之改進建議 

第三年度計畫將以第一、二年度計畫所調查的研究個案地區農地利用情形

與課題分析結果為基礎資料，採酌移地研究促進農地利用成果及重要發現，針

對農業經營專區、農地資源維護面向，提出農地利用政策之改進建議，及制度

面、執行面課題之解決方法，以供政府未來修正相關政策或計畫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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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與國際研討會與執行移地研究過程 

(一)、研究背景 

農業環境公共財（如生物多樣性、減緩氣候變遷、維護農業地景等）乃農地利用過程與所處鄉

村環境、整體社會、生計生活交互孕育而生。故為獲取更多的農業環境公共財，勢須集結同一地區

農民與其他利益相關者，展開集體行動方能致之。然現今鄉村地區面臨人口外移、老化、平均勞動

生產力偏低、整體公共服務水準低落等問題，使鄉村發展衰退，故為疏解此困，OECD建立新鄉村

典範(NRP)，強調整合各方的投資，展開公私協力與集體行動。本研究旨在探討 OECD的 NRP 分析

框架，剖析台灣的農村再生政策，與探討其推動與執行問題，最終藉此分析 NRP 於台灣的適用性，

勢須集結同一地區農民與其他利益相關者，展開方能致之。 

為能提供環境公共財，其方式之一即是從是有機農業經營，並由社區予以支持。經過近一年多

來，已遴選台灣的宜蘭三星鄉行健村的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加以研究，並撰寫摘要，投送於 2017年

元月在義大利西西里的卡塔尼亞大學舉辦的第 12 屆社會與行為科學歐洲研討會(XII. European 

Conference on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o be held in Catania, Sicily, Italy on January 25-28, 2017)，

獲得通過(如下函所示)，於 2017 年 1 月初業已撰寫全文，準備前往發表，以利未來投稿期刊或書

籍。 

於 2016年 11 月間，即和主辦單位接洽有關發表文章會後投稿事宜，獲悉將於研討會結束後進

一步研商，以及獲悉西西里藉由發展農業旅遊、文化史蹟保存及有機農業等，以實踐 NRP，經引介

經濟史學者 Prof. Pinella Di Gregorio – University of Catania, Italy，乃決定短暫停留西西里或可進一步

討論相關議題，並考察有關當地如何實踐 NRP，以減緩人口流失，促進鄉村發展。然而，適逢 Prof. 

Pinella Di Gregorio 另有要公，乃透過 “ResearchGate”學術交流網站，與卡塔尼亞大學農業糧食與環

境學系(Dipartimento di Agricoltura Alimentazione e Ambiente) 助理教授 Claudio Bellia 聯繫，雙方約

在 1 月 30 日星期一見面。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想要了解義大利目前的有機農業發展狀態，以及 

Bellia 助理教授專長的農業經濟與政策、行銷與農企業、農業食品安全等議題。 

(二)、投稿摘要及接授函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mmunity Sup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A Study Case in Taiwan1 

 

Ai-Ching Yen2 and Yin-An Chen3 

                                                 
1 We are acknowledged to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in Taiwan who subsidized the project of “ Land Ethics,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learning from  

urban-rural planning,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Bavaria, Germany” (Project No.: 102-2621-M-004-

003-MY3). 
2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irene1@nccu.edu.tw, irene50604a@gmail.com. 
3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99259503@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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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study case, due to farmers are all engaging in organic agriculture so that we add a word ‘organic’ 

within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as Community sup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CSOA). CSA 

is the method for producers (farmers) and consumers (individual household) signing a contract to protect 

both sides’ benefits and rights. By such pay-first-sent-after mode, consumers can communicate face-to-face 

with producers, providing regular number of agriproducts by producers, and sharing producing risks 

together. Ostrom (1997: 68) depicted five reasons for consumers joining CSA: fresh and nutritious 

agriproducts, purchasing locally, supporting small farmers, gaining source of organic agriproducts,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Besides, multifunctionality is broadly used in agriculture to demonstrate 

agriculture is not only for production but multiple functions. OECD (2001: 6, 7) indicates non-commerce 

output (NCO) and commerce output (co). Besides, multifunctionaliy has four factors as: Land Ethics, 

Production and Economy, Social Culture, and Eco-Environment for researchers to analyse the NCO. We 

attemp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SOA by theory of multifunctionaly and its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data collection is made by formal or informal interview,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We found that in this case, CSOA d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both farmers and 

consumers. However, the result of practicing CSOA in the case does not operate well in supply due to: 

serious insect pests, lack of fund, inefficient CSOA’s revenue (for farmers’ livelihood). And also CSOA in 

demand has some problems as: lack of vegetable diversity, high price, times to send vegetable box.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CSA has its multifunctionality to agricultural industry. However, CSA still need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type to both match consumers’ demand and producers’ optimum business mode. 

Key words: CSA, organic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ality, vegetable box,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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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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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地訪查西西里卡塔尼亞大學，探悉當地

如何藉由永續性農業旅程以實踐 NRP，並尋找兩國學者雙方實質合作之可能性。要言之，本行程之

目的如次: 

1. 參與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之多功能性:台灣的案例研究」。 

2. 訪查西西里卡塔尼亞大學，拜訪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 (Dipartimento di Agricoltura 

Alimentazione e Ambiente) 助理教授 Claudio Bellia，了解義大利目前的有機農業發展狀態，以及 

Bellia 助理教授專長的農業經濟與政策、行銷與農企業、農業食品安全等議題。另訪查鄰近有機農

產市集、城鄉永續性案例之概況。 

3. 討論農業與鄉村政策相關議題，以及採國際合作研究或交流之可能性。 

(四)、行程規劃與概要（106 年 1 月 24 日至 2月 1 日合計 9 日）： 

日期/活動地點 行程概要 

1/24，台北-桃

園機場，抵達

西西里，仍為

當地 1/24- 

啟程 

台北-羅馬-西西里 

1/25-28 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1/29 
洽談研討會文章編輯書籍事宜。訪查西西里大學暨附近農業旅遊、有機農產市

集、城鄉永續性概況。 

1/30 

拜訪卡塔尼亞大學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 (Dipartimento di Agricoltura 

Alimentazione e Ambiente) 助理教授 Claudio Bellia，以了解義大利目前的有機

農業發展狀態，以及 Bellia 助理教授專長的農業經濟與政策、行銷與農企業、

農業食品安全等議題。蒐集西西里新鄉村典範(NRP)實踐之資料。 

1/31-2/1 
返程 

西西里-羅馬-台北  

(五)、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研討會議為土耳其的國際社會科學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ASSR)所舉辦，該學會已於歐洲 7 個國家舉辦過 11 場研討會（見圖一），吸引了超過 

3,000 位學者參與。此外，該學會出版「歐洲教育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以及「歐洲社會科學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Social Sciences)」兩種期刊，並已出版

了 500 多篇期刊論文以及 20 多本學術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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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左）、IASSR 過去舉辦過 10 次研討會 

圖二（右）、本次研討會的宣傳海報 

相片來源：IASSR 網站 http://iassr2.org/?page_id=2164 （擷取日期：2017/2/5） 

本次研討會安排於義大利西西里島的卡塔尼亞（見圖二），借用歷史悠久、創立於 1434 年的卡

塔尼亞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tania)為其開會場地。研討會為期四天，首日(25 日)為參與者

註冊日，上午安排主題演講，中午大會準備了傳統西西里點心，下午則展開發表場次。場地前身為

聖尼各老本篤會修道院(Monastero dei Benedettini di S. Nicola Arena)，獲得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

世界遺產，現今則為卡塔尼亞大學人文學系(Department of Humanities)的系館，整體建築物保存狀況

良好。除了開幕式、晚宴於舊修道院主體建築舉行，研討會各場次都在修道院外的類圍牆建築群，

即其現有教室中展開。而研討會各別在不同場次中使用英語、義大利語、土耳其語，更是令初次參

加該會議的本人印象深刻。 

 

 

圖三（左）、該廢墟位於卡塔尼亞大學人文學系內，旁鄰但丁廣場(Piazza Dante)，係舊修道院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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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現外圍以鐵欄杆保護。 

圖四（右）、人文學系以舊修道院改成系館，走入校園長廊可以感受到一種肅穆的宗教感。 

研討會早上的開幕式在 IASSR 主席 Hasan Arslan 教授致詞之後展開，開幕式中安排了五位教

授擔任主題演講人(keynote speakers)，分別是土耳其恰納卡萊大學(Çanakkale Onsekiz Mart University)

的校長 Yücel Acer 教授、日本關東學院大學的細谷早里教授、以及三位同來自義大利卡塔尼亞大

學的 Davide Bennato 教授、Fabrizio Sciacca 教授與 Pinella Di Gregorio 教授。 

 

 

圖五（左）、註冊處擠滿人潮 

圖六（右）、Yücel Acer 校長致詞 

Yücel Acer 校長擔任開幕式致詞，介紹他任職的恰納卡萊大學的學術成就。該校成立農、教育、

工程、美術、海洋科技、醫學、科學、（伊斯蘭）神學、傳播、經濟與企管、建築等學院，目前有 44,000 

名學生就讀。該校目前在土耳其大學中排名第 38 名。此外，他提到土耳其最近的爆炸案，使得土

耳其的旅遊觀光業受到衝擊。當他說雖然土耳其有爆炸案，但是偶發性的，歡迎與會者到土耳其觀

光時，引來參與者的笑聲。就一個平時關懷中東地區的本人而言，他說的這段話聽起來貌似相當幽

默，實則對當地居民而言相當的心酸。土耳其不但深受伊斯蘭國(ISIS)擴張導致大量難民逃入土國境

內，而與原居民競爭資源；另有因國際恐怖主義擴張導致的各類爆炸案等暴力事件；以及不同伊斯

蘭教派間鬥爭甚至發動爆炸案的影響；兼以土國軍方政變發動失敗的衝擊。種種負面的事件的確導

致該國觀光業受到不小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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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左）細谷早里教授擔任主題演講人 

圖八（右）Davide Bennato 教授講授大數據應用 

細谷教授的專業為教育，講授的主題是「對多樣性的反應：跨文化能力與跨學科能力 

(Responding to Diversity: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她巧妙的以冰

山比喻文化中可見與不可見的部分：由於冰的密度為 0.93，看似龐大的冰山，其實深藏於海水中的

體積更為巨大。冰山隱喻著人們只能從表象觀察何謂文化？然而，文化中深層的部分多難以為人所

知。而正由於文化的多樣性，同時也是價值觀的差異性，使得不同的人與人之間經常產生衝突。因

而，在人與人頻繁接觸的當代社會中，文化差異而造成彼此理解上的落差，因而人人必須具備跨文

化與跨學科的能力，透過溝通協調，方得以在這日益多元多樣的社會中，與身處不同文化的「他者」

和平共處。 

卡塔尼亞大學的 Davide Bennato 教授講授的主題是：社會科學的模型轉變：在計量與大數據之

間(The modeling turn in social sciences: Between computation and big data)，講的是透過大數據來檢證

特定人群的社會行為。可惜的是，研討會安排的場地不佳，投影處本該調暗燈光，卻受到日光干擾

無法看清楚。此外，三位來自義大利的演講人講的雖然是英語，但帶有濃重的義大利腔調，相當難

聽懂。且 Sciacca 教授與 Di Gregorio 教授並未準備簡報，僅是讀稿，更加難以了解三位教授的演

講重點。 

講座結束後，午餐時間來到校園廣場一隅，品嚐道地西西里美食。一地的傳統通常很難單純以

文字讓人印象深刻，但透過與食物的接觸，會是相當不錯的認識管道，也可以知道其背後典故。席

間有一位女士相當熱心的介紹各種食物的名稱、原料與做法等，可惜不諳義大利語，聽過就忘。與

會者每個人都以餐巾紙包著食物，配上一杯義式咖啡（caffè，亦即濃縮咖啡，是義大利最普遍品嚐

的咖啡）或果汁，站在長廊邊聊著自己的學術工作。用餐過程中，結識了本次大會主題演講人細谷

教授，得知她目前是關東學院大學教授，主要研究領域在教育方面，同時她也是位「空中飛人」，每

一年必須飛到世界各國開會、演講、商討合作案等。如同這次她正在義大利西西里開會的同時，不

但必須處理手邊的工作，同時還得預訂下一個前往芬蘭商討合作案的行程。 

 

 

圖九（左）、午餐時間大會準備許多不知名的西西里傳統食物 

圖十（右）、與細谷早里教授合影留念 

本人與共同作者本校民族學系博士生陳胤安同學的論文發表時間在翌日（26 日）下午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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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為大會指定的會議主持人(chaireperson)，因此論文簡報由陳同學宣讀。畢竟英語不是母語，亟

須反覆練習以臻純熟，且簡報內容尚有部分需要修正，方可使與會者容易了解本研究旨趣與發現，

因此 25 日下午至晚間，本人要求陳同學應當反複練習簡報。 

發表當天所發表的論文為〈社區有機支持型農業的多功能性：一個台灣的研究案例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mmunity Sup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A Study Case in Taiwan)〉，另外三篇發

表人與論文分別為：Alejandra Ramirez Ovalle 與 Sandra Clark 合著之〈茲卡病毒的知識、意識、理

解力與預防：拉丁美洲的鄉村地區的觀點(Knowledge, Awarness, Perception and Prevention of Zika: A 

Latin-America Rural Region’s Perspective)〉；本校地政系蔡育新教授、Jhongyun Guan 與 Yi-hsin Chung 

發表之〈台灣高鐵對人口與就業分佈之短期衝擊(Short-term Impacts of High-Speed Rail on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Distribution)〉；以及 Nilgün Elam 的〈土耳其省立考古博物館內未出版之拜占庭帝

國鉛封初步評價 (Preliminary Remarks on Unpublished Imperial Molybdobullae from Provincial 

Archaeological Museums in Turkey)〉。 

在「社區有機」一文發表開始，先由本人解說該計畫的背景，再由陳同學發表正文部分。本人

所著重的重點在於社區支持型農業及其多功能性，以及社區支持型農業實行過程中的困難與展望。

行健合作社是由一群平均年齡大於 65 歲的老農共同成立。最初，他們有心改變過去慣行農作的方

式，希望可以減少化學藥劑使用、讓環境與身心更健康、增進收入，因而改為有機耕作。由於有機

農作尚屬於少量，無論農會或一般碾米廠絕大多數只處理慣行米，若要碾製有機米則必須特別清理，

而常遭廠商拒絕。此外，因為有機米的銷售管道不多，因此使行健村的有機農萌生成立有機合作社

的動機。在多年的經營下，逐漸打出了成績。然而至 2014 年為止，合作社的業務範圍還停留在米

的經營上，為了逐步擴大合作社業務，有來自外部的建議與合作，拓展了合作社施行社區支持型農

業(CSA)的機會。推行者與建議者即為本人的學生陳國祥，2014 年開始，他主動促成合作社與社區

的合作，並協助擬定契約內容與雙邊溝通，使消費者能夠直接向生產者購買，保障農民的生計，並

培養雙邊的信賴關係。可惜的是，這樣的合作模式營運並不久，約莫半年之後即終止了。雖然計畫

中止，合作社與農民表示未來若有機會，希望可以重新開始該計畫。 

在本案例的理論中，首先探討的是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的概念，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2001: 6, 7)定義其為：經濟活動可能有多種產出，也可能達成某些社會目標。換言之，多功

能性亦即產品過程與多樣產出的特性，含有活動導向的概念。對於農業而言，其含有兩種相當重要

的多功能性質，其一為商品產出(commodity output, CO)，其二為非商品產出(non-commodity output, 

NCO)。在商品產出中，包含產品與經濟層面，亦即農民的產出可提供物質層面的農產品或原料。在

非商品產出中，含有兩個層面，一為生態環境(eco-environment)層面，乃維持環境友善的農業生態系

統；二為社會文化(socio-culture)層面，即社會文化系統隱含農民的文化觀。 

在行健村的案例中，透過社區支持型農業的拓展，合作社增加了約 16 萬左右的營收，也使農

民多增加了額外收入。然而，卻在營運六個月後嘎然而止，原因為何？本研究試圖從農民、合作社、

消費者對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的反應，了解其失敗的原因。首先從生產與經濟功能檢視之：以供給

的觀點而言，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減少農藥與化學肥料的使用，然而生產成本仍居高不下，且有機

驗證費用對小農而言負擔仍大。最重要的一點，農民的收入雖然增加，然而從社區支持型農業經營

模式獲得的收入增加有限。從需求的觀點言，消費者抱怨蔬菜箱有點貴，此外蔬菜種類少又重複的

情形也讓消費者抱怨不已。 

再者，從社會與文化功能視之，自從採取社區支持型農業經營模式後，農民之間的互動與關係

變好了。然而，缺乏動員領導力也是該計畫失敗的主因之一，合作社負責人並無法說服農民解決客

戶問題，諸如寄送之蔬菜種類過少或重複，或者提供較好的收入給農民，以致農民寧可將蔬菜供給

到其餘售價較高、銷售數量較好之農民市集，換言之，農民加入社區支持型農業的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高於個別銷售，致使農民不願意花費心力在社區支持型農業這一塊。三者，從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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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功能視之，有機農業對土地健康與生物多樣性的維持而言具有正面效果。 

最後，針對以上多功能性未臻完全部分，本研究有以下建議：1) 有機農業的驗證費用對於小農

而言仍舊太高，政府如有鼓勵對環境友善的產業的打算，應增加「綠色補貼」，即補助有機農業的驗

證費用。2) 關於行健合作社在社區支持型農業經營缺乏動員領導力的問題，合作社負責人必須思考

若未來打算重啟社區支持型農業計畫，考量到該計畫所提供的誘因對農民並不算強，導致農民寧可

自行於農民市集販售，是否必須考量更多優惠或利益給農民，使農民按照該計畫內容實行生產計畫

（例如種類多樣化、定量種植）。 

 

 

圖十一（左）、本人為本場次會議主持人、陳胤安博士生報告 

圖十二（右）、發表人說明鄉村地區對茲卡病毒的認識 

第二篇論文討論的是前年開始於中南美洲流行、造成四千多新生兒小投畸形案例的茲卡病毒，

作者在墨西哥的鄉村地區以量化的方式，了解鄉村居民對該病毒的認識、對身處疫病區域的意識、

理解力與預防的知識。其中本人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於一般大眾對公共健康的教育與認知，必

須要求為教育性的(imformative)、清晰明瞭的(intelligible)、給予自主權/賦權的 (empowering)、消除

非必要恐懼的(dispelling unnecessary fear)。除了對傳染疾病必要的認知與意識，在當代平面、電子，

甚至新興媒體如網路等的刺激與競爭之下，我們的周邊常出現過多對公共衛生議題的渲染，容易對

大眾製造不必要的恐慌而造成動盪，連帶影響了各行各業的正常運作（比如因恐懼某病而搶購口罩、

減少消費肉類等）。因此，我們應當重新建構對公共健康議題的認識，減少吸睛、渲染式的傳播方

式，提供正確的預防與治療知識予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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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左）、本系蔡育新教授發表 

圖十四（右）、Nilgün Elam 發表拜占庭時期的鉛封考古研究 

第三篇論文為本校蔡育新教授的論文，探討的是高鐵站周圍人口與就業狀況的分佈對高鐵短期

經營狀況的衝擊。高鐵營運取代了部分航空、鐵路、公路的運量，引起人口與產業重分配的現象，

高鐵對於可及性的影響與區域公平性均有深厚影響。作者利用迴歸分析、多層迴歸分析、特徵價格

模型與空間分析等方式；ArcGIS, SPSS 等工具，分析高鐵的可及性影響、旅運特性與空間規劃、對

人口與產業空間分佈影響、對不動產價格的影響等。 

第四篇論文為來自土耳其安娜多魯大學(Anadolu University)的 Nilgün Elam 所發表，她發表的

內容為拜占庭帝國時期在土耳其所發現的鉛封(molybdobullae, 或稱 lead seals)考古資料，她表示印

記學(sigillography)在土耳其安納托利亞的拜占庭帝國時期研究而言，是一個新興的研究領域。鉛封

所代表的不僅止於一個曾經存在的歷史證明，同時也是拜占庭帝國的人（物傳記）學(prosopography)、

管理與文化存在的記錄。該研究主要是將過去安納托利亞一帶所發現未發表過的鉛封，按照其形制、

時期、發掘地點等發表。 

 

 

圖十五（左）、現場參與者不多 

圖十六（右）、發表完後所有的發表人合影 

問題與回應部分，有聽眾詢問有機農業的定義，本人回應各國的有機農業定義有所不同，我國

的有機農業主要在於不施用化學肥料、農藥、除草劑，且經過耕作前、中、後期的採水與採土以及

最後的收成作物檢驗，歷經兩年的轉型期之後才能驗證為有機農地。然而因為台灣的臨田相隔不遠，

無法充分的隔離，尤其中南部的田與田之間很難創造出隔離帶空間（例如相隔三公尺的馬路或種樹

作為隔離帶），因此很難達到有機的標準，頂多宣稱為無毒農業。 

四位發表人都發表過後，現場觀眾可能由於議題差異相當大，因此提問狀況並不踴躍。發表人

共同合影之後，便結束該發表場次。接下來的兩天還有多場研討會，可惜的是多為義大利文或土耳

其文發表，因此只能挑選非本人專業、且發表人口音濃厚的英語場次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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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會心得 

該研討會的舉辦形式與本人參加過的研討會形式差異不大，也在註冊當晚舉辦歡迎晚會。白天

主辦單位曾預備了西西里當地特有的各式傳統食品，晚會也不例外，準備了許多不知名的傳統食品

給賓客。當晚在微醺的氣氛下，英語自動變好了起來，很自然的跟大會主席、主題演講人，以及遇

見頭一天晚上一起迷失在卡塔尼亞夜幕中的土耳其講師等見面寒暄。大家在晚會氣氛下愉快地交換

彼此學術成果與議題的討論。個人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好的機會可以認識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者，縱使

因為絕大部分學者可能來自義大利或土耳其，其口音帶有濃重的腔調以至於聽不懂，但耐心的聽他

們說或請他們重新解釋一遍，對方總會很耐心的再解說一遍。想要練好英語口說，一定要不厭其煩

地請教，加上不畏說錯的勇氣。 

 

 

圖十七（左）、歡迎晚會同樣設在大學主題演講聽外開放空間內再度和細谷早里教授會面交流 

圖十八（右）、令人垂涎三尺的各類西西里傳統美食 

參加發表前，由於擔心講得不夠順暢，因此請陳同學務必演練了許多遍，試圖把整篇文章講得

淺顯易懂，也因此發表過程相當從容，沒有太多的停頓或忘詞。然而，也許我們的主題聚焦在「農

業與社區關係」，與會議主題「社會科學與社會行為」有些許不同，導致四篇完全不同的領域（農業、

醫學統計學、運籌學、考古學）放在同一場次中發表與討論，也較難吸引相關領域的聽眾或學者提

出問題，以求互相切磋。如此一來，參加研討會的目的之一——「與不同國家的學者們交換意見，

使文章修改得更為嚴謹與加入可能疏忽的地方，以求未來可發表於期刊」就很難達成了。 

此外，研討會為了配合眾多（據其他曾參加過的學者表示行之有年）來自義大利、土耳其的學

者，而採用在不同場次分別使用英語、義大利語與土耳其語的做法，固然顧及義、土兩國與國際學

者間的交流。然而，對於不諳義、土語的學者而言，完全無法在各場次中聽懂發表內容，遑論互相

交流切磋，這是參加該研討會的一大遺憾。 

(七)、學術交流 

本次研討會除了發表論文之外，另外尚安排學術參訪行程，按照時間發生的順序一一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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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卡塔尼亞大學助理教授會面 

本人透過”ResearchGate”學術交流網站，與卡塔尼亞大學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Dipartimento di 

Agricoltura Alimentazione e Ambiente) 助理教授 Claudio Bellia 聯繫，雙方約在 1 月 30 日星期一

見面。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想要了解義大利目前的有機農業發展狀態，以及 Bellia 助理教授專長的農

業經濟與政策、行銷與農企業、農業食品安全等議題。Bellia 很謙虛地說他不是所有議題都懂，但

願意跟我們洽談。當天上午，由 Bellia 開車，載我們到距離市區約十五分鐘左右的農業食品與環境

學系院館。卡塔尼亞大學是一個系館遍佈卡塔尼亞的大學，其中農業相關院館位於一個小山丘上，

Bellia 助理教授相當熱情，一下車後旋風式的帶我們上山下海地繞了整個農學系館一圈，從圖書館、

系上老師辦公室、學生教室、實驗室、學生下課後填肚子的販賣機（該校未設有學生餐廳，師生全

靠販賣機中的各類甜點、洋芋片充飢與喝咖啡）、演講廳等，詳加介紹該校目前的設備與教學內容。

該系名為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農業經濟乃其過去發展的重點之一，因此過去的藏書多以該類期刊、

論文、專書居多。在系上老師辦公室前，會見多位該系教授、職員等人，我們說明來意，並與教授

們交換意見。其中一位 Iuri Peri 教授知道我們的研究背景，表示鄉村研究發展至今，確實需要經濟、

社會、土地、人類學等層面的細緻分析，方可得其原貌。他歡迎我們可以多談談這方面的議題，也

表達希望日後有合作的機會。 

 

 

圖十九（左）、卡塔尼亞大學農業科系系館一隅。 

圖廿（右）、Bellia 助理教授（左前）與圖書館員（右前）熱心地替本人解說館藏的農業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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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廿一（左）、Bellia 助理教授（左）、本人（中）與 Iuri Peri 教授合影（右） 

圖廿二（右）、Bellia 助理教授相當熱情的介紹他的同事給我們認識 

 

圖廿三（左）該大學有完整的農業科學與土壤實驗設備 

圖廿四（右）一邊啜飲著販賣機的 caffè，一邊向 Bellia 助理教授請益 

與 Peri 教授短暫寒暄後，我們繼續參觀農業糧食與環境系館。該系建築佔地廣大，當我們通過

一段長廊，才來到了實驗室，而販賣機則在長廊的另外一端。此外該系還有一個大講堂位於 B1，

能容得二百餘人聽講。該系目前發展的主要重點分別是：農業－農業科學與技術、糧食－糧食科學

與科技、環境－環境與地景區域的保護以及生物科技－農業生物科技（見圖廿五）。 

 

 

圖廿五（左）該系目前的教學四大方向看板 

圖廿六（右）位於該系館 B1 的大講堂 

我們在結束學校巡禮之後，回到 Bellia 的辦公室討論他的研究。本人表示之所以知道他並開始

聯繫，是因為從 ResearchGate 上搜尋到他的文章。而 Bellia 所做的研究相當多樣，除了跟我們主

題相同的農業多功能性之外，還有針對風景區攤販食品安全、遊憩活動、鄉村發展等議題相關的研

究。此外，我們了解到西西里有不少農民從事有機農業，資料顯示義大利起碼有 10% 以上的農地

正以有機農業的形式種植作物。而在西西里有一種特殊的都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 型態，與一般

「都市農業」定義的永續、環保、減少碳足跡等有些許差異。在西西里所實行的「都市農業」，是專

指窮人從事的農業。在西西里有部分人的生活難以度日，因此便由教堂提撥土地，以無償方式（無

租金）提供給窮人耕種，而每戶人家耕作所得收穫僅供自家食用，而非用於盈利（到市場販售）之

用。此外，他提到義大利有不少合作社組織，然而彼此之間並沒有遵守「社間合作 (Cooperation 

Among Cooperatives)」原則，合作社與合作社之間並沒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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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討論彼此的學術成果之外，Bellia 與本人談到交換研究生。兩造一致認為既然卡塔尼亞大

學與政治大學各自培養了許多優秀學子，兩校也各自有不一樣的資源可以提供給研究生。未來可以

針對進一步的交換細節，之後便可以讓博士生各自到對方學校去從事研究，學習不同的思維方式與

獲得資源（如歐盟獎助或國內科技部補助等）。本人也表示贊同，卡塔尼亞大學的研究領域眾多，至

少在農業與觀光發達的西西里自治區來說，農業方面的研究是首屈一指的大學，我校專門從事農業

相關研究的博士生，除了英語系國家之外，未來可以考慮交換到歐盟體系下的卡塔尼亞大學農業糧

食與環境學系從事短期研究。Bellia 表示雖然目前該校的校系網頁英語功能尚未完備，重要的學校

資訊依舊以義大利語表述，然而隨著未來國際交換學生增多，應當可以說服該系甚至校方完善英語

方面的訊息。他也表示自己雖然只是助理教授，但若政大校方有意願，他願意鼎力相助。他隨後請

校方人員傳了一份卡大與他校研究合作的範本供我們參考，展現出十足的誠意。 

在我們訪問結束後，他送了一本自己的著作《加拿大消費市場上「義大利製」與「西西里製」

的農產食品：需求分析與行銷策略(Produzioni agroalimentari "made in Italy" e "made in Sicily" sui 

mercati di consumo canadesi: analisi della domanda e strategie di marketing)》（見圖廿八），乃是他到加

拿大進行博士班研究時的論文改寫而成。可惜的是全義語寫成，要閱讀必須請人翻譯。 Bellia 說他

是卡大農業經濟與政策學系博士畢業的，而他的研究生過程包含兩年的加拿大研究交換，這在卡大

裡是相當鼓勵的，也因此相當期待未來與政大合作的可能性。 

 

圖廿七（左）、Bellia 助理教授對我們解說過去的研究成果。 

圖廿八（右）、Bellia 助理教授贈送我們一人一本他的著作。 

2、與卡塔尼亞大學檔案室主任不期而遇 

1 月 30 日下午當我們結束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拜訪後，返回下榻旅館用午餐，隨後踅到大象

噴泉(Fontana dell'Elefante)一帶隨意散步拍照，體會一下南歐的慢步調生活。在機緣巧合下，我們走

到離大象噴泉沒有多遠的廣場，廣場兩邊各有一棟建築物，皆書「卡塔尼亞大學」。在好奇心驅使

下，我們走入兩邊建築物中，兩棟皆為卡塔尼亞大學的行政單位，在埃特尼亞街 (Via Etnea)往北路

上的右邊那一棟稱為“Palazzo Paternò Castello di Sangiuliano”，乃建於 1738 年，是當時的宮殿。除

了如今作為卡大行政單位外，一樓的空間出租給劇場與藝廊。我們進去時，一個負責人很熱心地為

我們解說該劇場主要是讓小孩子有一個表演舞台，正說著，陸續有家長陪同孩子進屋，準備到後方

劇場熱身。此外，該辦公室的另外一隅是藝廊，展出許多印象派畫風的畫作。然而，最特別的是該

藝廊的地板有部分為強化玻璃所構成，透過玻璃往下看，下方是古蹟的一部分，很有可能是原宮殿



 

15  

  

 

遺跡。可惜的是該負責人英語其實不那麼溜，無法為我們解說這個古蹟是古時什麼建築物的殘留。 

 

 

圖廿九（左）、位於埃特尼亞街廣場右方的建築物，如今作為卡大的行政單位 

圖卅（中）、學校的閒置空間出租給民間的劇場與藝廊 

圖卅一（右）、該劇場負責人很熱心地向本人解說該劇場的功能 

 

圖卅二（左）以拉丁文標示著卡塔尼亞大學的建築物 

圖卅三（右）建築物內相當漂亮的人工構物 

緊接著，我們來到廣場左側的建築物，稱為 “Siculorum Gymnasium”（見圖卅二、卅三），經查

乃是卡大的拉丁文寫法。這裡有卡大的行政單位、講堂以及檔案室。我們非常碰巧的遇到了 Salvatore 

Consoli 先生，他是卡大檔案室主任(Chief of archive management)，他很熱心的簡介了卡塔尼亞的發

展，以及大學的成立經過與學術發展。嗣後，帶我們參觀他所管理的檔案室。  檔案室平時是鎖著

的，大概是提供研究生查閱資料之用才會開鎖，裡面收藏著超過一、兩百年的學者著作，因此館內

備有溫度與溼度調控以保存書籍的完整。據 Consoli 主任所述，他年輕的時候也是這裡的學生，當

時的檔案室是一個扇形階梯教室，從我們所在的門口看過去，當時的老師站在左方講台，右邊則是

扇形階梯教室，學生們坐在座位上專心聆聽教授的講解。後來為了保存這些古籍，因此將教室與其

陳設改建為目前的檔案室模樣。主任從書櫃拿出一本書給我們看（見圖卅七），這本寫成於十八世

紀，上面是手寫的漂亮拉丁文（當時的學術用語），整本書除了部分紙張泛黃之外，保存得非常好。

從檔案館內的陳設細節，看得出他們對於歷史文物的珍視與保存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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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卅四（左）、Consoli 主任相當熱心的帶著我們參觀檔案室 

圖卅五（右）、檔案室一隅 

 

圖卅六（左）、檔案室內保存相當多的古籍 

圖卅七（右）、主任讓我們看一本兩百多年前的著作 

我們在這次與 Consoli 主任不期而遇的會面中，向他提到我們與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 Bellia 

助理教授的會面，以及未來學術交流合作、博士生交換的可能性，他表示雖然不知道我們具體談了

哪些合作項目，一切都還只是起頭而尚未達成，但他相當歡迎我們再度造訪。 

在兩次的學術交流活動中，我們深深感受到義大利人的熱情與不厭其煩。縱使是初次見面、合

作的項目不是那麼具體、確定，還是願意竭誠歡迎我們，並四處介紹解說，可以感受到他們真誠的

心。而本人也將與地政系老師們甚至校方討論，希望可以提出一個具體的合作方向與方式，倘若事

後真能成功達成學術交流或送博士生到卡大進行交換，應該會是對 Bellia 助理教授、Consoli 主任

與卡大校方最好的答謝方式。 

(八)、考察參觀活動 

本次考察活動可粗略分為研討會安排與自行安排行程，研討會安排的部分為城市巡禮，主要為

搭車遊覽，兼以歷史解說卡塔尼亞都市的形成與變遷；自行安排的行程較為多樣，如卡塔尼亞城市

遊程、敘垃古考古遺址考察、魚菜市場考察、宗教文化、開放市集(open market)考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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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會安排卡塔尼亞遊程 

大會安排在 1 月 29 日讓與會者前往阿奇雷亞萊(Acireale)一遊，我們坐的是當地的紅色觀光

巴士，有多條路線安排，其中以卡塔尼雅到阿奇雷亞萊來回遊程最受遊客歡迎，全程約兩個小時，

不下車，沿途以錄音介紹各種歷史古蹟、雕像文物、卡塔尼亞簡史等。然而，由於該遊覽車可能由

於冬天海風大（卡塔尼亞靠海）的緣故，兩邊以幾乎刮花了的塑膠布蓋住。且在出發沒多久之後，

可能由於加快車速擔心乘客會冷，車身頂蓋隨即蓋上。車子從大象噴泉出發，沿海公路往北前進，

沿途只要遇到景點就會暫停或放慢速度行駛，讓遊客可以多看幾眼文物。 

 

圖卅八（左）、集合地點的大象噴泉 

圖卅九（右）、由觀光巴士兩旁以已然刮花的透明塑膠布蓋住，索性不拍照 

旅程途中，廣播簡介西西里與卡塔尼亞的簡史。西西里曾是希臘時期的領地，不少地方還保有

希臘劇場。此外，羅馬人、阿拉伯人等先後佔領過西西里島，直到 1861 年後嘻嘻理財規義大利王

國所有，爾後建立共和，遂成為義大利自治區之一。卡塔尼亞北方的埃特納火山(Mount Etna)是世界

上最活躍的幾座火山之一。12 世紀時，當時的噴發使得卡塔尼亞死亡 1 萬 5 千餘人，整個城市不

少被熔岩淹沒。現在的建築物是在熔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也因此卡塔尼雅的建築與土地看起來是

深色的熔岩顏色。與卡塔尼雅相距一個小時車程的南邊小城錫拉庫薩(Siracusa)的建材與城市樣貌呈

現白色，迥異於卡塔尼亞的建築風格。 

可惜，由於行程沒有導遊解說，只有錄好的旅遊介紹，由音質不太好的喇叭播送出來，有點走

馬看花。再加上看不清車外的塑膠布，遊程品質大打折扣。 

2、敘垃古考古遺址考察 

29 日大衛遊程結束後，下午我們與蔡育新教授夫婦前往錫拉庫薩(Siracusa)，該城位於卡塔尼

亞南方，車程約一小時，也是古希臘哲學家阿基米德的故鄉，該城也在希臘人、義大利伊特魯里亞

人、羅馬人、汪達人、阿拉伯人手中數度易主。我們所參觀的是一個巨大的希臘、羅馬時期考古遺

址，包含其希臘劇場、類似石棺的人造物與羅馬競技場、考古博物館等。我們買的是十歐元的考古

公園票，考古博物館票價另計。考古公園佔地相當大，兩個最大的建物希臘劇場與羅馬劇場各據一

方，我們先參觀希臘劇場（見圖卌），只見一個半圓形的劇場映入眼簾，整齊雕鑿出來的座位由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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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整齊劃一，中間低而周邊高，以便觀眾將目光投注在劇場中間的主角身上。站在最高點往下望，

遙想古希臘時期的人們在此演出一齣又一齣的希臘悲、喜劇。離劇場不遠處則有一處人工鑿成的石

洞，稱為狄奧尼修之耳，據傳是關押犯人之地。 

 

圖卌（左）、錫拉庫薩希臘劇場全景 

圖卌一（右）、據傳是用來關押犯人用的石洞(Orecchio di Dionisio) 

考古公園的另外一處，則是羅馬圓形劇場（見圖卌二）。其前身建於西元前三世紀的希倫二世時

期，原本也是希臘場。到了西元一世紀時，羅馬人厭倦了過去該場地僅作為劇場之用，而將場地改

為血腥的戰士相鬪的競技場地。 

 

 

圖卌二、另外一處羅馬圓形劇場(Roman Amphitheatre)的全景 

除了考古公園之外，錫拉庫薩還有另外一個直得一逛的地方，那就是奧特加島 (Isola di Ortigia)，

是其古城區，整個城區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奧提加大教堂(Duomo di Ortigia)與

其廣場。我們在此稍事休息，點了義大利人每天必嚐的濃縮咖啡，結帳的時候很驚訝每一杯僅需要 

80 分（新台幣 27 元左右），與凡是風景區則物價必高的印象大不相同。此外該處很特別的是到處

都栽種仙人掌（其實我們所住的卡塔尼亞也栽種相當多的仙人掌），頗有北非的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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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卌三（左）、奧提加大教堂 

圖卌四（右）、奧提加大教堂前廣場一景 

3、探訪山城陶爾米那 

28 日研討會結束後，我們搭乘火車前往陶爾米那(Taormina)。陶爾米那是一個臨海山城，其最

有名的就是一條專為觀光客所改建而成的柯索翁觀光大街(Corso Umberto)，兩旁有許多藝術品、咖

啡店、餐廳、服飾店等。另外一個有名的景點，則是保存相對完整的希臘劇場，臨海而建，居高臨

下。我們搭乘約一個小時的火車來到山下的陶爾米那站，又搭乘十五分鐘的計程車到達位於山腰的

陶爾米那古城。這是一個只有一萬人的小城，街上商店林立，很難想像她在羅馬帝國時期曾為西西

里島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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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卌五（左）、古色古香的陶爾米那觀光大街 

圖卌六（右） 

 

圖卌六、陶爾米那希臘劇院全景 

陶爾米那觀光大街上，石板鋪成的街道、古色古香的建築物，不難看出來這是一個目前保存最

完整的中古世紀小鎮。大街上觀光客相當多，在大街上對著各處的建築物、窗台上的鮮花與裝飾等

品頭論足，或者擺姿勢拍照。本人則是注意到西西里用橘子樹當成行道樹似乎相當常見，不但卡塔

尼亞有，陶爾米那也有不少結實纍纍的橘子樹，此外就是外型與會結果的澎湖仙人掌極為相似的種

類，配合著不遠處蔚藍的海水，遙想外婆遠在澎湖西嶼的家鄉。 

 

圖卌七、左為地中海，中為陶爾米納古城，右為希臘劇院一隅 

該地還有另外一大特色，那就是古希臘劇院的遺址。該遺址曾在西元第二世紀時重新修整過，

古希臘人再把西西里納入統治範圍後，建了許多劇院，此處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也是風景最優美

的鉅源遺址。劇院位於高坡，一面向海，一面向著遠處的埃特納火山，可以想見當時的觀眾是如何

醉心的在此優美浪漫的自然景觀下觀賞表演。 

(四)卡塔尼亞魚市、市集與慶典 

在來到卡塔尼亞之前，我們已經略有耳聞當地新鮮美味的海鮮，趁著研討會的空擋，我們到了

大象噴泉附近的魚市一窺究竟。大象噴泉廣場後的魚市與台灣的傳統市場看起來十分類似，魚市的

入口處頗為髒亂，地上到處是魚類內臟等穢物、保麗龍箱、工人們的煙蒂，頭頂上不少的海鷗等鳥

類盤旋等待機會（見圖卌八）。走入魚市內，琳瑯滿目的魚貨陳列架上，各類白帶魚、沙丁魚、劍旗

魚、鰩魚等不知名的鮮魚、龍蝦與一般蝦類、蛤類以及各類魚蝦加工食品。有的小販旁邊擺著磅秤，

等著將魚貨秤斤論兩賣；有的則將價格與重量以義大利文寫明，童叟無欺。可惜的是居住的旅館沒

有可以煮飯的地方，否則相當想自己嘗試烹調當地新鮮的魚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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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卌八（左）、魚市入口處有種回到台灣的感覺 

圖卌九（右）、魚貨整齊地排列架上 

 
圖五十（左） 

圖五十一（右）、卡塔尼亞的漁獲都非常的新鮮 

除了新鮮的魚貨之外，魚市的另外一端販售的是各類蔬果、起士、肉類、醃肉、香腸等民生物

資。西西里盛產柑橘類，好幾天沒有吃到新鮮水果的我們，立刻採購了好幾袋水果。橘子非常鮮甜

多汁，其他的水果類也都很好吃。此外，市場的蔬菜也相當多種，例如歐洲相當常見富含花青素的

紫皮洋蔥、朝鮮薊、西洋芹、圓茄等。 

 

 

圖五十二（左）、西西里島種植許多柑橘類，也相當多汁好吃 

圖五十三（右）、新鮮的各種蔬菜    義大利另外一個有名的加工食品就是各式各樣的起士。 

義大利與法國並稱有五百餘種的起士製品，無論是披薩、焗烤、切片配紅酒都十分好吃。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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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看到了起士內摻辣椒的新產品，試吃之後感覺相當不錯，立刻買了一個回家。至於肉類，歐洲的

煙肉類與香腸幾乎大同小異，做法相當多樣，是除了漁獲之外獲取蛋白質的絕佳途徑。此外，卡塔

尼雅還有相當類似台灣夜市的開放市集(open market)，幾乎所有想得到的日常生活用品、五金雜貨、

蔬果、肉品等等，在這裡都可以以便宜的價格買到。有趣的是，出發前曾在旅遊書中看到一段介紹

「義大利人十分重視品牌，拒絕且深惡痛絕仿冒品，因此在義大利很難買到仿冒品…」。然而，某個

攤位映入眼簾的，是一個個名牌包包，香奈兒、LV、GUCCI 等等，皆以相當便宜的價格（大約低

於 50 至 100 歐元）放在架上待價而沽。本人暗忖，這作者絕對沒來過西西里，或者應該說他沒有

想過到開放市集一探，了解有別於「百貨專櫃」陳列的物品，而真實貼近了解這些「平民百姓」的

日子是如何過的。 

 

 

圖五十四（左）、各式各樣好吃的起士 

圖五十五（右）、各類肉腸與醃肉 

在卡塔尼亞還有一個十分熱鬧的宗教慶典，是為了紀念當地一位不願向羅馬皇帝敬拜，且被逼

賣淫，而為天主教殉道的處女阿加莎(Saint Agatha)。雖然紀念日是在 2 月 5 日，然而當地人早在

一月底已經開始迫不及待的開始紀念慶典。只見一些歷史建築物上掛上一面一面寫著大寫“A”的布

條，象徵聖女的名字頭一個字母，一群人抬著紀念阿加莎的類似神轎的高聳物品（見圖五十六），上

面有著許多宗教物品如聖母像、十字架等不知名的塑像，此外還有一些人跟在神轎後頭吹奏銅管樂

器或敲鑼打鼓，走在卡塔尼亞的幾條主要大街上，熱鬧氣氛持續到深夜。乍看之下，像極了台灣民

間媽祖信仰，各宮廟信徒忙著迎媽祖，有相似的抬轎出巡的隊伍與氣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就連

小孩子，也有樣學樣的抬著自製的神轎（圖五十七），拿著小鼓邊走邊打，模樣十分逗趣。 

 

 



 

23  

  

 

圖五十六（左）、紀念聖人阿加莎的轎子 

圖五十七（右）、小孩子也模仿大人抬轎 

二、研究成果 

誠如前述，本次移地研究行程之目的為: 

1. 參與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之多功能性:台灣的案例研究」。 

2. 訪查西西里卡塔尼亞大學，拜訪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 (Dipartimento di Agricoltura 

Alimentazione e Ambiente) 助理教授 Claudio Bellia，了解義大利目前的有機農業發展狀態，以及 

Bellia 助理教授專長的農業經濟與政策、行銷與農企業、農業食品安全等議題。另訪查鄰近有機農

產市集、城鄉永續性案例之概況。 

3. 討論農業與鄉村政策相關議題，以及採國際合作研究或交流之可能性。 

根據前述的參加會議經過可知，此次行程有相當的收穫，除發表學術論文外，不僅瞭解國際社

會科學研究的重要發展趨勢，也與各國學者交流，認識不同研究領域的學者，與細谷早里教授互動

較多，得知其為教育學領域學者，也有一些國際網絡，相當難能可貴。 

其次，與西西里卡塔尼亞大學助理教授 Claudio Bellia 的互動雖僅短短的一天，但是，他傾囊

相授重要的研究成果，列示如下: 

 

Claudio BELLIA. Strategies of improvement of marketing mix in the Sicilian market oriented wine 

enterprises. New Medit, vol 6, n.2, (June 2007), pp. 26-37. 

 

Claudio Bellia, Giuseppe Bonfiglio, Carmela Adernò, Food Poverty and Solidarity Networks in Italy 

in "RIVISTA DI STUDI SULLA SOSTENIBILITA'" 2/2015, pp. 95-112, DOI:10.3280/RISS2015-002009 

 

Claudio Bellia, Maria Granata, Valeria Scavone. A Tourist Network Of A Coastal Region.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XIX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Interdisciplinare The 29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Il punto di svolta del Mosaico paesistico-culturale: Rinascimento Rivelazione 

Resilienza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Landscape-cultural Mosaic: Renaissance Revelation Resilience 

Napoli, Italy, 2-3 luglio 2015 / July 2nd-3rd, 2015. 

 

事後，亦有所交流，並且寄國際交流的書稿給我，詢問政大是否有意願進一步交流。列示如下: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CATANIA, ITALY 

AND 

XXXXX 

 

ART. 1 

The University of Catania and wish to promote scientific training and research in both countries. 

 

ART. 2 

The parties agree to support this collaboration in fields of mutual interest: 

 Joint didact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Joint train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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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of undergraduates, PhD fellows, postgraduates, professors or researchers; 

 Joint organisation of seminars, meetings or scientific workshops; 

 Mutual use of mean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Joint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and scientific journals. 

 

ART.3 

In order to fulfill this agreement, both parties shall prepare Joint Programs of Collaboration through 

meetings or correspondence of delegates or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By mutual consent, such 

joint programs may include the participation of other scientific groups, either Italian or foreigner.  

Means of financing will be incurred through research grants or grants donated by outside sources to the 

two institutions or their respective coordinators or members.  

 

ART. 4 

The topics of mutual interest shall be established as specific protocols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and 

must contai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The exact nature of the proposed research; 

 The names of the colleges, institutions or research centres in which the research will take place, 

indicating the names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ir positions within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The names of the people in charge of the research at both institutions, and their CVs; 

 The posi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from both institutions; 

 The planned duration and financing of the research.  

With regard to the aforementioned, the scientists responsible for the joint projects shall submit an 

annual report to the academic authorities of their institution.  

The report must include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Joint publications issued, or a report of the projects in progress; 

 Accomplished exchange activities and the results obtained. 

 Other activities that were conducted; 

 A proposed plan of the projects for the following year. 

 

ART. 5 

Both universities will exchange undergraduates,  professors, researchers, postgraduates and PhD 

fellows, in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fields of common interest. The number of exchange people and the fields 

of interest will be defined within specific programes established by this agreement. 

 

ART. 6 

The researchers and PhD fellows may be proposed by either party and will be selected by mutual 

agreement. Candidates proposed by one party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other with a reasonable time to allow 

review and agreement by both parties. The final approval of the proposed candidates will be decided no later 

than 120 days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visit. 

 

ART. 7 

The exchange of undergraduates will be possible only after the agreement of both parties. 

Undergraduates will demonstrate their knowledge of the foreign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The names of the undergraduates selected, their area of study and their estimated date of 

arrival will be given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change. 

Students are subjected to the academic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authorisation of 

equivalent credit for courses and exams taken at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granted accor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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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me university. 

 

ART. 8 

Through their competent authorities, the parties will assure the visiting professors, researchers PhD 

fellows, postgraduates and students any necessary assistance during their visit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m a 

profitable and comfortable stay. 

Travel, accommodation, living and insurance costs will be defined separately for each joint project.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seek financial support of any kind for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ART. 9 

This agreement will be in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ratification by both parties. 

 

ART. 10 

This agreement will be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may be renewed by mutual decision of 

both parties. A possible termination will not have any effect on the projects or activities in progress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both parties. 

 

ART. 11 

Any controversy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xecution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will be submitted to an 

Academic Commission composed of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each party and one chosen by common 

consent. 

 

ART. 12 

This agreement has been drawn up in two versions, one in English and one in Italian, both having the 

same legal validity. 

 

UNIVERSITY OF CATANIA       UNIVERSITY OF ITALY 

 

Rector       Rector 

 

Prof. Giacomo Pignataro 

 

U N I V E R S I T À   D E G L I   S T U D I   C A T A N I A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CATANIA 

AND 

XXX 

 

再者，有關訪查鄰近有機農產市集、城鄉永續性案例之概況，也有相當收穫。例如: 大會安排

瞭解會議所在地是個古城，以租用巴士方式，導覽整個都市的歷史遺跡保存、沿海的景緻，另外自

行考察敘垃古考古遺址、山城陶爾米那，並參觀卡塔尼亞魚市、市集，瞭解當地慶典概況，收穫很

多寶貴的經驗。 

更難能可貴的是，研討會發表的文章，經修改後，再度投稿於專書篇章，網路版已經製成，即

將出版專書: 

Yen, Ai-Ching, Chen, Yin-An, 2017.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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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Case in Taiwan, In Arslan, Hasan; İçbay, Mehmet Ali; Yılmaz ,Rasim; Löschnigg, Günther Eds., 

Recent Studies in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ASSR), pp.17-

29.( http://iassr2.org/rs/010.pdf) 

 

三、建議 

1. 國際研討會參與應多加準備 

本次研討會內容相當多樣化，有許許多多講題吸引本人，無奈有的講題僅限於義語或土與發表，

因而錯失認識的機會，相當可惜。此外，由於當地人的英語口音帶有相當重的義大利語腔，不容易

聽懂，甚至有時候得預先知道義大利語的語意或發音才可約略聽懂對方談的是什麼。建議未來的師

長學子，要參加本研討會前，可以先試著聽看看 BBC Radio 中某個以各種口音播報的節目，及早

熟悉適應。 

2. 研討會全文再送審投稿 

除此之外，該研討會在會後通知作者在 2 月 28 日之前繳交全文，亦即若通過同儕審查，則參

加過本次研討會的與會者有機會將文章刊登於他們的專書之上，建議若有心想要投稿國外期刊的學

者不要放棄這樣的機會，可以先嘗試送出。未來若能刊登，才更有信心可以挑戰各學科更高信譽的

期刊（不見得是”I”的文章）。本文與博士班研究生發表的文章，經重新修改、投送、再審，獲得通

過，得以刊登在“Recent Studies in Economics”專書，也算是本次移地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台灣的

學界依然重視期刊發表而非專書篇章的撰寫，未必是個好現象。誠如該書首頁寫道: 本書為國際社

會科學研究學會(IASSR)的研究成果，其出版係由 IASSR 經費支援。收錄文章首先由諸位獨立審查

者加以審閱，接著加以文稿校正，並由多位主編加以編輯，而篇章論文所述觀點，未必是編輯者的

觀點。因而，如果是經過嚴格雙外審刊登的文稿，應該也可以視為學術研究的成果，而刊登文稿的

管道一多，就可避免學術論文造假的現象滋生! 

http://iassr2.org/rs/0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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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請見圖五十八，此次研討會所攜回資料，從左上角依序為發表正名、研討會場次安排表、註冊

費收據、Claudio Bellia 助理教授的著作、大會所贈筆記本、資料夾，以及中央的研討會資料袋。 

 

圖五十八、攜回資料一覽 

2、謝詞 

感謝科技部專案補助本人前往義大利參與國際會議。感謝宜蘭縣三星鄉保證責任宜蘭縣行健有

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的報導人不吝其煩慨允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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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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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註冊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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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表全文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mmunity Sup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A Study Case in 

Taiwan4 

 

Ai-Ching Yen5 and Yin-An Chen6 

Abstract 

 

In this study case, due to farmers are all engaging in organic agriculture so that we add a word ‘organic’ 

within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as Community sup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CSOA). CSA 

is the method for producers (farmers) and consumers (individual household) signing a contract to protect 

both sides’ benefits and rights. By such pay-first-sent-after mode, consumers can communicate face-to-face 

with producers, providing regular number of agriproducts by producers, and sharing producing risks 

together. Ostrom (1997: 68) depicted five reasons for consumers joining CSA: fresh and nutritious 

agriproducts, purchasing locally, supporting small farmers, gaining source of organic agriproducts,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Besides, multifunctionality is broadly used in agriculture to demonstrate 

agriculture is not only for production but multiple functions. OECD (2001: 6, 7) indicates non-commerce 

output (NCO) and commerce output (co). Besides, multifunctionaliy has four factors as: Land Ethics, 

Production and Economy, Social Culture, and Eco-Environment for researchers to analyse the NCO. We 

attemp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SOA by theory of multifunctionaly and its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data collection is made by formal or informal interview,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We found that in this case, CSOA d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both farmers and 

consumers. However, the result of practicing CSOA in the case does not operate well in supply due to: 

serious insect pests, lack of fund, inefficient CSOA’s revenue (for farmers’ livelihood). And also CSOA in 

demand has some problems as: lack of vegetable diversity, high price, times to send vegetable box.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CSA has its multifunctionality to agricultural industry. However, CSA still need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type to both match consumers’ demand and producers’ optimum business mode.  

Key words: CSA, organic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ality, vegetable box, Taiwan  

 

1.Introduction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briefly to sa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farmers) work together. The farmers provide local supply of fresh vegetable or fruits. Both 

                                                 
4 We are acknowledged to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ology (MOST) in Taiwan who subsidized the project of  

“ Land Ethics,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learning from  urban-rural 

planning,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Bavaria, Germany” (Project No.: 102-2621-M004-003-

MY3).  
5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irene1@nccu.edu.tw, 

irene50604a@gmail.com.  
6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99259503@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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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and consumers adopt ‘pay-first-sent-after’ mode, which means farmers have consumer-paid 

working capital so that farmers will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financial problem to loan, instea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purchase seeds, seedlings, fertilizers, pesticides, or r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Farmers 

and consumers share risks (production shortage, climate, etc.), agree with mut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sign contracts to deliver seasonal ‘vegetable boxes (bags, baskets)’ per week to consumers’ house.   

Farmlan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e is the practice of 

farmland use. Therefore, Kline and Wichelns (1998) claim that farmland has functions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maintenance, landscaping, groundwater recharge, and cultivation, that are similar 

to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People gradually pay attention to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for not only 

its role of farm produce provider, but also other functions beyond agriculture.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multiple effects is depending upon types of farmland use. Nowadays, organic agriculture is 

considered as multifunctional factors as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ner-valued 

respect to flora and fauna,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dur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t not only 

increases commercial value of food, but also creates non-commercial value,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multiple landscapes, village stabilization, and other non-

commercial value, even adjusting agriculture towards market demand (Lampkin, 1990). In Bavaria, 

agriculture is a tool to promote multifunctionality. It raises soil fertility, practices sealed nutritious circle to 

provide forage by each farm itself. Besides, federal government subsidizes farms to achieve such policy.  

In Taiwan, organic agriculture is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ertificate fees are subsidized for 

farmers. By encouraging organic and certified farm produce, consumers can purchase safety food. In Yilan, 

Xingjian Village, organizes cooperative to promote organic farming. They depend on mutual trust and help 

among cooperative members, practicing pesticide fre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free farming. The outcome 

is successful and characteristic, which the case is worthy to realize its procedure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llenges. This study firstly reviews theories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We went to Xingjian Village and mad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farmers, discussing 

village economy, produc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iving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etc. We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ultifunctionality in organic farming development, and find the chance to advocate 

organic long-term development.  

2.Literature Review of CSA and Multifunctionality 

Th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has promoted over 30-year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in 

Taiwan, it is still a new concept for most of the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Even the ‘Kudon Club’ initiated 

the first CSA to provide ‘rice share’ for their ‘shareholder,’ most of the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CSA is 

and how CSA works. Besides, multifunctionality nowadays is provided to interpret that agriculture ha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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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the function to produce but has multiple function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maintain biodiversity, 

maintain rural landscape etc. Therefore, in this section, the literature of CSA and multifunctionality provides 

the insights for us to develop a more complete and sustainable way for agriculture.  

(1) CSA  

A. The Concept of CSA and its Development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is the way for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o mutually support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Henderson and Van En (2007:3), CSA refers to ‘consumers who purchase local 

agri-product and farmers nearby are seeing as a main body. The amount of agri-product, consumers, and the 

commitment between people are equal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nd infinite possibility.’ The 

characteristic of CSA is th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organic 

production, local production, and spreading risk (Stagl, 2002:145-146). The basic mode of CSA asks 

consumers order, sign a contract and pay at first and then producers can send weekly agri-products by 

vegetable box. Members of CSA support local agriculture and the reward is fresh and organic agriproducts, 

so that farmers can avoid the risk of traditional market structure (Hayden and Buck, 2012:333).   The 

earliest CSA in the USA was in Indian Line Farm in western Massachusetts, and the TempleWilton 

Community Farm in southern New Hampshire in 1986 (The Call of the Land, Dateless). These two farms 

built up the rudiment of CSA. That is ‘rice shareholder’ productive mode (McFadden, 2003). Farms which 

practiced CSA gradually increase and they developed ordering institution, farmers’ cooperative supply, and 

other kinds of ways (Lin, 2011:23).  

 The development of CSA in Taiwan began with in 1980s. At that time, as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 

economy, trade, international market change, and other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onfronts 

huge challenge. Until climate change and low-carbon economy promo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that make 

Taiwan society regards to issues related to farmers’ right to live, balance of ecology, food security, etc. The 

direct contact between producer and consumer as well as providing healthy food and resolving marketing 

dilemma, are the reasons why CSA appears (Bei and Wu, 2010:12).   

Ostrom (1997: 68) investigated several farms and found five reasons why CSA members join the 

grassroots action. They are: 1) for fresh and nutritious agri-products; 2) local purchasing; 3) supporting 

small farmer; 4) gaining organic or non-organic products; 5)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SA does not emphasize the provision of organic agri-product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boost of CSA emphasizes healthy and safe food source, we suggest that CSA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non-toxic and cultivation friendly.  

 All in All, CSA is based on mutual recogn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nsumer and producer. The 

concept of CSA asks consumers to “know your farmers, your food, and your land.” By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consumer and producer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and use friendly way to the land (Kao, 

2013:15).  

  

B. The Mode of C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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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ually, CSA farms are related to four types of groups: farmer, community, core/management 

group, and CSA promoting institue. The core/management group includes farmer and community members 

to organize CSA.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roup includes budgeting, withdrawing money, paying to 

farmers, distributing food, dealing with legal problems, organizing activities, recruiting CSA members. The 

CSA institue promotes hygiene, training, education, and other goal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core group 

includes selecting farmers, farmland, crop typees, payment institution, logistic procedure, working 

distribution, and supervises entire CSA operation (Pilley, 2001: 6).  

   The operation types of CSA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1) farmer dominance – CSA is organized 

by farmers and are responsible of all management strategic-making. Consumers passively accept producers’ 

products weekly. 2) consumer driving – consumer organize CSA and find land, hire farmers, decide crops, 

and join labor and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 3)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 this kind of CSA is 

operated by two or more farms for providing more agri-products for consumers. 4) Farmerconsumer 

cooperation – this type is similar to 3) but more consumer orient. Consumer and farmers can own land and 

other resources together and make efforts to produce and sell food together (Bauermeister, 1997; Pilley, 

2001: 7).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mong different communities, CSA develops 

many operational modes. Henderson and van En (2007:7) consider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vels 

which consumers and farmers join. If we take them as linear spectrum, in one side, consumers will be 

considered as ‘rice shareholders7.’ In the other side, it is ‘subcription’ which consumers are considered as 

members of CSA so that they simply pay and get agri-products. Most of CSA cases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spectrum, which members are willing to join or help agricultural affairs and marketing in some days for 

amount redeeming (Lin, 2011: 21). CSA is directly sent from productive area to consumers’ house, which 

farmers can gain huge benefits (Ostrom,1997:196; Galayda, 2006:58).  

(2)  Multifunctionality  

(1) The Idea and Characteristic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If sustainability is a long-term, global resource-oriented concept, multifunctionality involves in 

production process and various activity-oriented concept, which these two concepts are very close. OECD 

(2001: 6, 7) indicates that the key factor of multifunctionality is: agricultural joint production existing 

various commerce and non-commerce output. Some non-commerce output appears the nature of externality 

and public goods, nevertheless, the market of products does not exist or cannot display its function. 

Wiggering et al. (2006: 239) considers that because agriculture has multifunctionality, on the aspect of 

holistic agricultural value, it is a good way to analyze two fronts of commerce (CO) and noncommerce 

(NCO). Besides paddy production,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ulture always 

                                                 
7 The ‘rice shareholder’ is one sort of CSA, which means the one who join CSA to support farmers and share risks 

with farmers together. This institution is similar to people who buy share or stock in the stock exchange. Therefore, 

some farmers and consumers use ‘rice shareholder’ referring to the earliest CSA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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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mpany with production behavior. The income of commerce output can be directly observed for evaluate 

produce price; non-commerce outpu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externality and public goods. Such output will 

have new income type in market and quasi-market. The total revenue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s the 

sum of CO and NCO. Therefore, social utility is formed by different extent joint production so that can be 

used as a principle to evaluate its sustainability. in other words,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ha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view of farmland sustainable use.  

The core idea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is the possibility of agricultural plural development. It 

breaks away the past CO function and begins to value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life and ecoagricultural, i.e. 

so-called NCO (village society, 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etc.) The joint productive outcome of CO and NCO 

can reform as public goods and private property to put in public service and market.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functionality are:  

A. CO Output: Aspect of Production and Economy  

The economic aspect of agricultural is real output of production, which provides necessary products or 

raw materials for human living. Moreover, this aspect also asks food security and food safety which are to 

ensure the food self-sufficiency rate and limit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use to protect health of 

consumers. B. NCO Output  

(A) Aspect of Eco-Environment  

Eco-Environmental aspect extends from the production aspect. Due to agriculture linking with soil, 

water, flora and fauna, and agricultural landscape during producing, if farmers adop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cultivation, resource of production system can be maintained.  

(B) Aspect of Living Cultu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motive power for uniting whole village and the lifeline of existence. The 

established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where interacts with unreal production farmland, represents farmers’ 

historical value at certain period (Xu, 2013). Moreover, by maintain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within rural landscapes agriculture production supports rural communities as well as advocates 

rural employment, rural recreation, rural landscape, or pastoral life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It also 

contains the identity to the land.   

In sum, the range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should have the value of production and economy 

aspect, eco-environment aspect, and living culture aspect.  

3.The study case 

(1) Background  

Xingjian Village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Sansing Township, Yilan, Taiwan. Area of this village is 6.5 

square kilometers, with 300 households and population of 1,000. In recent years, Xingjian Village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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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of Mei Chang and Shen, actively promoted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soon built as the first organic 

village in Yilan assisting by the agricultural authorities.  

 Nowadays, members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are about 40 people with 45 hectares’ rice field and 

vegetable field. 40 hectares is paddy rice field and 5 hectares grows vegetable and other grains. This place 

is the most integral area for organic farming. However, marketing is always the problem for cooperative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so as in most of the Taiwan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 In 2014, the products 

that Xingjian sold, 14% is corporation purchasing, 8% is governmental purchasing, 49% is wholesalers’ 

purchasing, and 29% is retail by individual customers. The above three earning is 71% but unit price is low. 

The average discount for large sales is about 30% to 20% off. The individual purchasing is the highest which 

the price is 4.5 US dollar per kilogram.   

  Farmers wish to have stable marketing and sale so that lease of CSA ensures farmers’ basic price. 

However, if disaster happened which led to no harvest, the lease cannot ensure farmers’ revenue. However, 

the CSA in Xingjian is different. Consumers pre-pay all the fees. Even if disaster happened and made 

farmers could not send their products, consumers have to undertake the risk of poor harvest.   

  In the end of 2015,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bb. COA), Administrative Yuan, constituted that 

Xingjian Village becomes Organic Productive Professional Area (OPPA) either two villages. Nowadays, 

Xingjian cooperative is on the way to become OPPA. They have four targets: 1) farmers’ lease mode and 

management; 2) young farmers nurturing; 3) environmental friendly cultivation; 4)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2) The CSA Operation: Production  

As previous literature showed, four CSA operational types are: farmer dominance, consumer driving,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and farmer-consumer cooperation. In Xingjian Cooperative, we found that 

the above four types cannot fully apply for Xingjian. Xingjian Village has to develop an unique ‘fifth’ way 

for new CSA institution. The first CSA was initiated by Kuo-Shian Chen (Chen and Yen, 2016). He made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consumers and try to organize the whole CSA action in Xingjian.  

(3) The CSA Operation: Consumption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is always farmers’ maximal dilemma besides cultivation. Farmers are explored 

by wholesalers that farmers’ profit cannot rise in a long time. This study adopts questionnaire and targets 

consumers as a core to spread questionnaires to their friends. Meanwhile, core consumers tell the concept 

of CSA to their friends. In 35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13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try the CSA’s vegetable 

box sending service, which has to sign a contract and pay off six months’ fees. We found that consumer is 

the key person that is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f CSA under such consumption modes in Taiwan. One of the 

consumption modes is consumers buying and taking (in the market); another kind is paying when agri-

products come to consumers’ house (TV shopping). In this time, consumers pre-paid full amount of money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 risk of poor harvest.  

Although Xingjian organic CSA’s production and cooperative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several 

times, farmers grew similar vegetables. During the 6 months and 12 times delivery service, the cooperative 

sent 34 kinds of products. To compare with traditional market, the diversity of products is obv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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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fficient. In the 12 times deliveries, the cooperative sent green onion (10 times), romaine lettuce (9 times), 

sweet potato leaves (9 times), cabbage (9 times), arden lettuce (8 times), sweet potato (8 times), and lettuce 

(7 times). The repeated provision makes consumers doubting to the diverse of cooperative products and 

then give negative influence to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order again.   

4.Analysis of Production 

The cooperative summoned farmers and practice CSA during 11th December 2014 to 14th May 2015. 

We separately investigated producers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as follows.  

(1) Producers’ Questionnaire Analysis  

Due to cooperative members practice organic farming so that farmers are not so strange to CSA. They 

understand the idea of CSA and are willing to fully put into CSA. CSA farmers conform that organic farming 

is necessary method for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farmland. Farmers consider that the minimum area 

which can feed a four-people household is 0.2 hectare. The labor that organic farming uses is 2 to 3 times 

than conventional farming but profit only increasing 0.5 times. However, farmers all consider that organic 

farming is the future trend.  

(2) Producers’ Post-CSA In-depth Interview Analysis  

The Xingjian Organic Village was led by Mei Chang the former leader. In 2010, in order to assist 

farmers to sell their products, she asked a group of elder farmers to establish the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to integrate each channel and promote marketing of organic products. Mei Chang said:  “At 

that time, I was the leader of Xingjian Village. Most of the villagers are engaging in agriculture, and also 

most of them spray pesticide. The elderly especially, in some cases, they sprayed pesticide, poisoned, and 

then sent to hospital. Meanwhile, it was luckily to know that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was promoting organic cultivation. I went with someone to the station and felt that organic 

agriculture was good to farmers and the land. Therefore, when I came back to Xingjian, I fully spent my 

time to promote organic farming. I really hope Xinjian can become the first organic village in Taiwan8.” 

(3) Organic Cultivation and Its Promotion Problem  

A.  Pest Problem Seriousness  

All the cooperative’s members consider that organic production is the future tendency for the upcoming 

generation. However, organic farming is forbidden to spray pesticide so that causes serious pest problem. 

Informant B01 said:   

“I grow paddy rice for over 65 years. About 3 or 4 years ago, Mei Chang suggested me to transform 

into organic farming. In the beginning, I am not used to practice pesticide-free cultivation. I cannot eliminate 

all the pest, and all weeds are bigger than vegetables. I am almost giving up”  

Informant B01 now fully engages in organic farming and gives up conventional farming. Meanwhile, 

informant B04 also agrees with the positive aspect of organic cultivation.  

                                                 
8 In facet, Rousan Village (in Hualien, eastern Taiwan) is the first organic village in Taiwan earlier than Xingjian Village 

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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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man-hour of organic cultivation is twice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cultivation, organic 

earning cannot be twice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earning. However, for the land health and future 

generation, I am willing to engage in organic agriculture.”  

B. Lack of Financing and Fees for Organic Certification  

Cultivation without pesticid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is helpful to the health of human and land. 

However, the price of production is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products which consumers will not accept.  

Informant A05 said:  

“Consumers all know that organic products are healthy, but high price makes them stepping back.” 

Informant A01 said:  

“I invest lots of money by myself in engaging in organic farming. The organic certification has part of 

subsidy by the government, but I also have to pay. This kind of certification is forced by the government.  

So, the government has to pay for me.”  

C.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by CSA Institution  

Although Xingjian has promoted organic for years, farmers still have the dilemma of ‘easy growing 

but hard to sell.’ Farmers grow high quality crops, but have no efficient way to find the channels. By the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within CSA, consumers pre-paid the fees and enjoy safe and healthy organic 

products. Meanwhile, farmers will not worry about problems of selling and they can concentrate on 

cultivation.    

(4) The Change of Attending CSA and Deficiency of CSA Promotion  

A. Farmers’ Cohesiveness Rise and Villagers Seeming to be close  

Farmers consider that they became closer than before when they join CSA. They encourage each other, 

share cropping knowlesge, and have regular meeting. Informant B01 said:  

“We become closer because we turn to organic farming. The cooperative have regular meeting so that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family members become closer as well. Informant B05 said: “I change to organic farming 

because I hope family to become healthier.” Informant B07 said:  

“Because we have the same idea (organic life) so that family become closer.”  

B. Deficiency of CSA’s Return, High Cost, and Deficiency of Labor  

In Xingjian, the cost of planting vegetable on 0.1-hectare land is about 2,200 USD. If farmers would 

like to deliver products to 25 household, the minimum is at least 0.2 hectare. Because of deficient labor 

force, people who join the CSA are few. Cooperative has no core members or leader to domain CSA so that 

makes communication and production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5) Expectation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by CSA  

  Farmers consider that CSA is benefit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so that they hope consumers 

to support CSA continuously. They also wish the government to help small farmers to promote CSA. Half 

an year later, farmers wish consumers continue the order. Informant A01 said:  

“I wish to have CSA’s order six months later, so that farmers would have confidence to continue CSA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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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nt B07 said:  

“Of course, I hope I can coordinate with cooperative to deliver vegetable box. The institution of CSA 

make farmers no worry about selling.”  

5.Analysis of Consumption 

This questionnaire of CSA sent to 50 people and 35 of them return. We found 13 consumers to join the 

CSA. The way of delivery is sent once two weeks. Each delivery costs 47 USD and the six months’ order 

costs 563 USD.  

(1) Consumers’ Questionnaire Analysis  

In the 35 questionnaires, there are 10 male and 25 female. Their cognition of CSA is low, which 25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CSA is. However, after they know the idea of CSA and organic cultivation, 27 

people were willing to join CSA.  

(2) Consumers’ In-Depth Analysis  

A. Reasons to join CSA and Change after Joining  

In 35 questionnaires, the 13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joint CSA. The reasons are friends’ 

recommendation and by word-of-mouth. Informant C01 said:  

“My friend asked me to come here. Before this time to order organic products, I even do not know 

what the ‘CSA’ is.”  

B. Satisfaction to Delivery Service but deficient Kinds of Products  

About the delivery, most of the consumers are satisfied. Informant C06 said:  

“Generally, the delivery process is good. The cooperative can match my need to temporarily deliver to 

different place.”  

However, some consumers consider that the diverse of kinds of vegetables are too few.  

C. Confirm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Land Sustainable Use by CSA Promotion  

CSA consumers are all realize that organic products are friendly to the environment, land, and health 

to human body.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pay first, and then every two weeks to have a box of 

vegetables. Informant C04 said:  

“Pre-paid institution is very helpful to farmers which releaves farmers’ pressure.”  

D. Suggestions of Decreasing the Price and Adjusting Delivery Times to Match Consumers’ Needs 

After 6 months, consumers recognize the advantage of CSA and want to continue their order. However, they 

wish the cooperative to improve the delivery times and to match consumers’ needs. Informant C02 said:  

“After 6 months, I am willing to continue my order.”  

Informant C03 said:  

“I think the price of CSA in Xingjian is expansive than other farms, but I support farmers.”  

E. Suggesting Improvement to Xingjian’s CSA  

a. Suggesting Delivery Service Changing to Once a Week  

Many informant said that two weeks delivery cannot guarantee the vegetables are fresh or not.  

Informant C02 suggested:  



 

41  

  

 

“Once two weeks delivery is not good for me. Once a week delivery is good to have fresh vegetables.” 

b. Suggesting to Decrease the Price   

Price is important factor to influenc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order. The consumers who order CSA 

are not in a low income. However, they felt that the price of vegetable box is too much. Only few of them 

think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Informant C03 sai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Other organic vegetable box sellers seem no contract. In  

Xingjian, we signed contact and felt it is guaranteed.”  

    

6.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Although nowadays the CSA practice in Xingjian Cooperative seems failure due to several reasons 

such as: too few of types of vegetables, times to deliver vegetable box, high price, etc. Farmers are still 

optimistic to keep working on organic farming. They are planning to have more field to grow vegetables to 

provide the next CSA. In our opinion,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CSA, in NCO aspect, is to hold people 

and makes them closer. To fulfill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organic farming in the village, the future policy 

measures may be shown as follows:  

(1) Providing Organic Friendly Subsidies  

Reasons to support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re: A) organic agriculture having “public goods” 

value: the public goods’ value cannot reflect on commercial price so that government provides subsidies; 

B) develop new industry: the market of organic food is too small to satisfy the public demand so that the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C) correcting market failure: the demand 

of organic food is high but low producers leading to an inefficient market so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to 

intervene for avoiding market failure (Lampkin ,2002:321).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o support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have to legislate 

policy for “pushing” supply of organic food. Also, organic agriculture is no doubt to increase people’s health 

so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farmers to transform to organic farming.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besides organic verification fees, the government have to provide subsidies for those farmers who are willing 

to transform to organic agriculture.  

(2) Schooling for Organic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is case, most of the organic farmers are seniors, younger people mostly move to cities so that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cannot fully support all the farm works. Besides, farm records for not welleducated 

senior farmers are not easy. Therefore, no matter what organic yield or farm record, are all necessary to 

sufficient labor force.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organic agriculture should allow consumers to learn by 

policy. Also, specialization is the world tendency that agricultural school or colleges can train specialized 



 

42  

  

 

students to enter into rural areas as farmers. Newly trained students can be very good labor force to support 

farm works.  

(3) Actively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 Whole Xingjian village  

Xingjian village is surrounded by Xingjian River and Annong River with alluvial fan. With fertile soil, 

good water quality, and appropriate climate, Xingjian village is one of the best spots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However, number of organic farmers is smaller than number of conventional farmers which 

may lead to organic food poll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organic food for broadly communicating into 

consumers’ life. By policy of balancing provider and consumer, it advocates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he whole 

area for avoiding pollution in organic farm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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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 

本次研討會議為土耳其的國際社會科學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ASSR)所舉辦，該學會已於歐洲 7 個國家舉辦過 11 場研討會（見圖一），吸引了超

過 3,000 位學者參與。此外，該學會出版「歐洲教育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以及「歐洲社會科學研究期刊(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 on Social Sciences)」兩

種期刊，並已出版了 500 多篇期刊論文以及 20 多本學術論著。 

 

圖一（左）、IASSR 過去舉辦過 10 次研討會。     圖二（右）、本次研討會的

宣傳海報。 

相片來源：IASSR 網站 http://iassr2.org/?page_id=2164 （擷取日期：2017/2/5） 

 本次研討會安排於義大利西西里島的卡塔尼亞（見圖二），借用歷史悠久、創立於 1434 年的

卡塔尼亞大學(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Catania)為其開會場地。研討會為期四天，首日(25 日)為
參與者註冊日，上午安排主題演講，中午大會準備了傳統西西里點心，下午則展開發表場次。

場地前身為聖尼各老本篤會修道院(Monastero dei Benedettini di S. Nicola Arena)，獲得聯合國教

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遺產，現今則為卡塔尼亞大學人文學系(Department of Humanities)的系館，

整體建築物保存狀況良好。除了開幕式、晚宴於舊修道院主體建築舉行，研討會各場次都在修

道院外的類圍牆建築群，即其現有教室中展開。而研討會各別在不同場次中使用英語、義大利

語、土耳其語，更是令初次參加該會議的本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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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左）、該廢墟位於卡塔尼亞大學人文學系內，旁鄰但丁廣場(Piazza Dante)，係舊修道

院的一部分，現外圍以鐵欄杆保護。 

圖四（右）、人文學系以舊修道院改成系館，走入校園長廊可以感受到一種肅穆的宗教感。 

 研討會早上的開幕式在 IASSR 主席 Hasan Arslan 教授致詞之後展開，開幕式中安排了五

位教授擔任主題演講人(keynote speakers)，分別是土耳其恰納卡萊大學(Çanakkale Onsekiz Mart 
University)的校長 Yücel Acer 教授、日本關東學院大學的細谷早里教授、以及三位同來自義大

利卡塔尼亞大學的 Davide Bennato 教授、Fabrizio Sciacca 教授與 Pinella Di Gregorio 教授。 

 

圖五（左）、註冊處擠滿人潮  圖六（右）、Yücel Acer 校長致詞 

 Yücel Acer 校長擔任開幕式致詞，介紹他任職的恰納卡萊大學的學術成就。該校成立農、

教育、工程、美術、海洋科技、醫學、科學、（伊斯蘭）神學、傳播、經濟與企管、建築等學

院，目前有 44,000 名學生就讀。該校目前在土耳其大學中排名第 38 名。此外，他提到土耳其

最近的爆炸案，使得土耳其的旅遊觀光業受到衝擊。當他說雖然土耳其有爆炸案，但是偶發性

的，歡迎與會者到土耳其觀光時，引來參與者的笑聲。就一個平時關懷中東地區的本人而言，

他說的這段話聽起來貌似相當幽默，實則對當地居民而言相當的心酸。土耳其不但深受伊斯

蘭國(ISIS)擴張導致大量難民逃入土國境內，而與原居民競爭資源；另有因國際恐怖主義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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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的各類爆炸案等暴力事件；以及不同伊斯蘭教派間鬥爭甚至發動爆炸案的影響；兼以土

國軍方政變發動失敗的衝擊。種種負面的事件的確導致該國觀光業受到不小衝擊。 

 

圖七（左）細谷早里教授擔任主題演講人 圖八（右）Davide Bennato 教授講授大數據應用 

細谷教授的專業為教育，講授的主題是「對多樣性的反應：跨文化能力與跨學科能力

(Responding to Diversity: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e)」，她巧妙

的以冰山比喻文化中可見與不可見的部分：由於冰的密度為 0.93，看似龐大的冰山，其實深

藏於海水中的體積更為巨大。冰山隱喻著人們只能從表象觀察何謂文化？然而，文化中深層

的部分多難以為人所知。而正由於文化的多樣性，同時也是價值觀的差異性，使得不同的人

與人之間經常產生衝突。因而，在人與人頻繁接觸的當代社會中，文化差異而造成彼此理解

上的落差，因而人人必須具備跨文化與跨學科的能力，透過溝通協調，方得以在這日益多元

多樣的社會中，與身處不同文化的「他者」和平共處。 

 卡塔尼亞大學的 Davide Bennato 教授講授的主題是：社會科學的模型轉變：在計量與大

數據之間(The modeling turn in social sciences: Between computation and big data)，講的是透過

大數據來檢證特定人群的社會行為。可惜的是，研討會安排的場地不佳，投影處本該調暗燈

光，卻受到日光干擾無法看清楚。此外，三位來自義大利的演講人講的雖然是英語，但帶有

濃重的義大利腔調，相當難聽懂。且 Sciacca 教授與 Di Gregorio 教授並未準備簡報，僅是讀

稿，更加難以了解三位教授的演講重點。 

 講座結束後，午餐時間來到校園廣場一隅，品嚐道地西西里美食。一地的傳統通常很

難單純以文字讓人印象深刻，但透過與食物的接觸，會是相當不錯的認識管道，也可以知

道其背後典故。席間有一位女士相當熱心的介紹各種食物的名稱、原料與做法等，可惜不

諳義大利語，聽過就忘。與會者每個人都以餐巾紙包著食物，配上一杯義式咖啡（caffè，
亦即濃縮咖啡，是義大利最普遍品嚐的咖啡）或果汁，站在長廊邊聊著自己的學術工作。

用餐過程中，結識了本次大會主題演講人細谷教授，得知她目前是關東學院大學教授，主

要研究領域在教育方面，同時她也是位「空中飛人」，每一年必須飛到世界各國開會、演

講、商討合作案等。如同這次她正在義大利西西里開會的同時，不但必須處理手邊的工

作，同時還得預訂下一個前往芬蘭商討合作案的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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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午餐時間大會準備許多不知名的西西里傳統食物 圖十、與細谷早里教授合影留

念 

  本人與共同作者本校民族學系博士生陳胤安同學的論文發表時間在翌日（26 日）下午第一

場，本人為大會指定的會議主持人(chaireperson)，因此論文簡報由陳同學宣讀。畢竟英語不是

母語，亟須反覆練習以臻純熟，且簡報內容尚有部分需要修正，方可使與會者容易了解本研

究旨趣與發現，因此 25 日下午至晚間，本人要求陳同學應當反複練習簡報。 

  發表當天所發表的論文為〈社區有機支持型農業的多功能性：一個台灣的研究案例(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mmunity Sup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A Study Case in Taiwan)〉，另外

三篇發表人與論文分別為：Alejandra Ramirez Ovalle 與 Sandra Clark 合著之〈茲卡病毒的知識、

意識、理解力與預防：拉丁美洲的鄉村地區的觀點 (Knowledge, Awarness, Perception and 
Prevention of Zika: A Latin-America Rural Region’s Perspective)〉；本校地政系蔡育新教授、Jhong-
yun Guan 與 Yi-hsin Chung 發表之〈台灣高鐵對人口與就業分佈之短期衝擊(Short-term Impacts 
of High-Speed Rail on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Distribution)〉；以及 Nilgün Elam 的〈土耳其

省立考古博物館內未出版之拜占庭帝國鉛封初步評價(Preliminary Remarks on Unpublished 
Imperial Molybdobullae from Provincial Archaeological Museums in Turkey)〉。 

   在「社區有機」一文發表開始，先由本人解說該計畫的背景，再由陳同學發表正文部分。

本人所著重的重點在於社區支持性農業及其多功能性，以及社區支持型農業實行過程中的困難

與展望。行健合作社是由一群平均年齡大於 65 歲的老農共同成立。最初，他們有心改變過去慣

行農作的方式，希望可以減少化學藥劑使用、讓環境與身心更健康、增進收入，因而改為有機

耕作。由於有機農作尚屬於少量，無論農會或一般碾米廠絕大多數只處理慣行米，若要碾製有

機米則必須特別清理，而常遭廠商拒絕。此外，因為有機米的銷售管道不多，因此使行健村的

有機農萌生成立有機合作社的動機。在多年的經營下，逐漸打出了成績。然而至 2014 年為止，

合作社的業務範圍還停留在米的經營上，為了逐步擴大合作社業務，有來自外部的建議與合作，

拓展了合作社施行社區支持型農業(CSA)的機會。推行者與建議者即為本人的學生陳國祥，2014
年開始，他主動促成合作社與社區的合作，並協助擬定契約內容與雙邊溝通，使消費者能夠直

接向生產者購買，保障農民的生計，並培養雙邊的信賴關係。可惜的是，這樣的合作模式營運

並不久，約莫半年之後即終止了。雖然計畫中止，合作社與農民表示未來若有機會，希望可以

重新開始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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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案例的理論中，首先所探討的是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的概念，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OECD, 2001: 6, 7)定義其為：經濟活動可能有多種產出，也可能達成某些社會目標。換言之，

多功能性亦即產品過程與多樣產出的特性，含有活動導向的概念。對於農業而言，其含有兩種

相當重要的多功能性質，其一為商品產出(commodity output, CO)，其二為非商品產出(non-
commodity output, NCO)。在商品產出中，包含產品與經濟層面，亦即農民的產出可提供物質層

面的農產品或原料。在非商品產出中，含有兩個層面，一為生態環境(eco-environment)層面，乃

維持環境友善的農業生態系統；二為社會文化(socio-culture)層面，即社會文化系統隱含農民的

文化觀。 

 在行健村的案例中，透過社區支持型農業的拓展，合作社增加了約 16 萬左右的營收，也使農

民多增加了額外收入。然而，卻在營運六個月後嘎然而止，原因為何？本研究試圖從農民、合

作社、消費者對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的反應，了解其失敗的原因。首先從生產與經濟功能檢視

之：以供給的觀點而言，社區支持型有機農業減少農藥與化學肥料的使用，然而生產成本仍居

高不下，且有機驗證費用對小農而言負擔仍大。最重要的一點，農民的收入雖然增加，然而從

社區支持型農業經營模式獲得的收入增加有限。從需求的觀點言，消費者抱怨蔬菜箱有點貴，

此外蔬菜種類少又重複的情形也讓消費者抱怨不已。 

再者，從社會與文化功能視之，自從採取社區支持型農業經營模式後，農民之間的互動與

關係變好了。然而，缺乏動員領導力也是該計畫失敗的主因之一，合作社負責人並無法說服農

民解決客戶問題，諸如寄送之蔬菜種類過少或重複，或者提供較好的收入給農民，以致農民寧

可將蔬菜供給到其餘售價較高、銷售數量較好之農民市集，換言之，農民加入社區支持型農業

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高於個別銷售，致使農民不願意花費心力在社區支持型農業這一塊。

三者，從生態環境功能視之，有機農業對土地健康與生物多樣性的維持而言具有正面效果。 

 最後，針對以上多功能性未臻完全部分，本研究有以下建議：1) 有機農業的驗證費用對於小

農而言仍舊太高，政府如有鼓勵對環境友善的產業的打算，應增加「綠色補貼」，即補助有機

農業的驗證費用。2) 關於行健合作社在社區支持型農業經營缺乏動員領導力的問題，合作社負

責人必須思考若未來打算重啟社區支持型農業計畫，考量到該計畫所提供的誘因對農民並不算

強，導致農民寧可自行於農民市集販售，是否必須考量更多優惠或利益給農民，使農民按照該

計畫內容實行生產計畫（例如種類多樣化、定量種植）。 

  

圖十一（左）、本人為本場次會議主持人、陳胤安博士生報告   圖十二（右）、發表人

說明鄉村地區對茲卡病毒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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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論文討論的是前年開始於中南美洲流行、造成四千多新生兒小投畸形案例的茲卡病毒，

作者在墨西哥的鄉村地區以量化的方式，了解鄉村居民對該病毒的認識、對身處疫病區域的意

識、理解力與預防的知識。其中本人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即在於一般大眾對公共健康的教育與

認知，必須要求為教育性的 (imformative)、清晰明瞭的 (intelligible)、給予自主權 /賦權的

(empowering)、消除非必要恐懼的(dispelling unnecessary fear)。除了對傳染疾病必要的認知與意

識，在當代平面、電子，甚至新興媒體如網路等的刺激與競爭之下，我們的周邊常出現過多對

公共衛生議題的渲染，容易對大眾製造不必要的恐慌而造成動盪，連帶影響了各行各業的正常

運作（比如因恐懼某病而搶購口罩、減少消費肉類等）。因此，我們應當重新建構對公共健康

議題的認識，減少吸睛、渲染式的傳播方式，提供正確的預防與治療知識予大眾。 

 

圖十三（左）、本系蔡育新教授發表  圖十四（右）、Nilgün Elam 發表拜占庭時期的

鉛封考古研究 

第三篇論文為本校蔡育新教授的論文，探討的是高鐵站周圍人口與就業狀況的分佈對高鐵

短期經營狀況的衝擊。高鐵營運取代了部分航空、鐵路、公路的運量，引起人口與產業重分配

的現象，高鐵對於可及性的影響與區域公平性均有深厚影響。作者利用迴歸分析、多層迴歸分

析、特徵價格模型與空間分析等方式；ArcGIS, SPSS 等工具，分析高鐵的可及性影響、旅運特

性與空間規劃、對人口與產業空間分佈影響、對不動產價格的影響等。 

第四篇論文為來自土耳其安娜多魯大學(Anadolu University)的 Nilgün Elam 所發表，她發表

的內容為拜占庭帝國時期在土耳其所發現的鉛封(molybdobullae, 或稱 lead seals)考古資料，她

表示印記學(sigillography)在土耳其安納托利亞的拜占庭帝國時期研究而言，是一個新興的研究

領域。鉛封所代表的不僅止於一個曾經存在的歷史證明，同時也是拜占庭帝國的人（物傳記）

學(prosopography)、管理與文化存在的記錄。該研究主要是將過去安納托利亞一帶所發現未發

表過的鉛封，按照其形制、時期、發掘地點等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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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現場參與者不多     圖十六、發表完後所有的發表人合影 

 問題與回應部分，有聽眾詢問有機農業的定義，本人回應各國的有機農業定義有所不同，我

國的有機農業主要在於不施用化學肥料、農藥、除草劑，且經過耕作前、中、後期的採水與採土

以及最後的收成作物檢驗，歷經兩年的轉型期之後才能驗證為有機農地。然而因為台灣的臨田相

隔不遠，無法充分的隔離，尤其中南部的田與田之間很難創造出隔離帶空間（例如相隔三公尺的

馬路或種樹作為隔離帶），因此很難達到有機的標準，頂多宣稱為無毒農業。 

 四位發表人都發表過後，現場觀眾可能由於議題差異相當大，因此提問狀況並不踴躍。發表

人共同合影之後，便結束該發表場次。接下來的兩天還有多場研討會，可惜的是多為義大利文或

土耳其文發表，因此只能挑選非本人專業、且發表人口音濃厚的英語場次聆聽。 

二、與會心得 

該研討會的舉辦形式與本人參加過的研討會形式差異不大，也在註冊當晚舉辦歡迎晚會。白

天主辦單位曾預備了西西里當地特有的各式傳統食品，晚會也不例外，準備了許多不知名的傳統

食品給賓客。當晚在微醺的氣氛下，英語自動變好了起來，很自然的跟大會主席、主題演講人，

以及遇見頭一天晚上一起迷失在卡塔尼亞夜幕中的土耳其講師等見面寒暄。大家在晚會氣氛下

愉快地交換彼此學術成果與議題的討論。個人認為這是一個相當好的機會可以認識來自世界各

國的學者，縱使因為決大部分學者可能來自義大利或土耳其，其口音帶有濃重的腔調以至於聽不

懂，但耐心的聽他們說或請他們重新解釋一遍，對方總會很耐心的再解說一遍。想要練好英語口

說，一定要不厭其煩地請教，加上不畏說錯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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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左）、歡迎晚會同樣設在大學主題演講聽外開放空間內再度和細谷早里教授

會面交流 

圖十八（右）、令人垂涎三尺的各類西西里傳統美食 

參加發表前，由於擔心講得不夠順暢，因此請陳同學務必演練了許多遍，試圖把整篇文

章講得淺顯易懂，也因此發表過程相當從容，沒有太多的停頓或忘詞。然而，也許我們的主

題聚焦在「農業與社區關係」，與會議主題「社會科學與社會行為」有些許不同，導致四篇

完全不同的領域（農業、醫學統計學、運籌學、考古學）放在同一場次中發表與討論，也較

難吸引相關領域的聽眾或學者提出問題，以求互相切磋。如此一來，參加研討會的目的之一

——「與不同國家的學者們交換意見，使文章修改得更為嚴謹與加入可能疏忽的地方，以求

未來可發表於期刊」就很難達成了。 

 此外，研討會為了配合眾多（據其他曾參加過的學者表示行之有年）來自義大利、土耳其

的學者，而採用在不同場次分別使用英語、義大利語與土耳其語的做法，固然顧及義、土兩

國與國際學者間的交流。然而，對於不諳義、土語的學者而言，完全無法在各場次中聽懂發

表內容，遑論互相交流切磋，這是參加該研討會的一大遺憾。 

三、學術交流 

本次研討會除了發表論文之外，另外尚安排學術參訪行程，按照時間發生的順序一一介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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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卡塔尼亞大學助理教授會面 

本人透過”ResearchGate”學術交流網站，與卡塔尼亞大學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Dipartimento di 
Agricoltura Alimentazione e Ambiente) 助理教授 Claudio Bellia 聯繫，雙方約在 1 月 30 日星期一

見面。此行的目的主要是想要了解義大利目前的有機農業發展狀態，以及 Bellia 助理教授專長的

農業經濟與政策、行銷與農企業、農業食品安全等議題。Bellia 很謙虛地說他不是所有議題都懂，

但願意跟我們洽談。當天上午，由 Bellia 開車，載我們到距離市區約十五分鐘左右的農業食品與

環境學系院館。卡塔尼亞大學是一個系館遍佈卡塔尼亞的大學，其中農業相關院館位於一個小山

丘上， 

 

圖十九（左）、卡塔尼亞大學農業科系系館一隅。 

圖廿（右）、Bellia 助理教授（左前）與圖書館員（右前）熱心地替本人解說館藏的農

業書籍。 

 

圖廿一（左）、Bellia 助理教授（左）、本人（中）與 Iuri Peri 教授合影（右） 

圖廿二（右）、Bellia 助理教授相當熱情的介紹他的同事給我們認識 

Bellia 助理教授相當熱情，一下車後旋風式的帶我們上山下海地繞了整個農學系館一圈，

從圖書館、系上老師辦公室、學生教室、實驗室、學生下課後填肚子的販賣機（該校未設有學

生餐廳，師生全靠販賣機中的各類甜點、洋芋片充飢與喝咖啡）、演講廳等，詳加介紹該校目

前的設備與教學內容。該系名為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農業經濟乃其過去發展的重點之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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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過去的藏書多以該類期刊、論文、專書居多。在系上老師辦公室前，會見多位該系教授、職

員等人，我們說明來意，並與教授們交換意見。其中一位 Iuri Peri 教授知道我們的研究背景，

表示鄉村研究發展至今，確實需要經濟、社會、土地、人類學等層面的細緻分析，方可得其原

貌。他歡迎我們可以多談談這方面的議題，也表達希望日後有合作的機會。 

 

圖廿三（左）該大學有完整的農業科學與土壤實驗設備 

圖廿四（右）一邊啜飲著販賣機的 caffè，一邊向 Bellia 助理教授請益 

與 Peri 教授短暫寒暄後，我們繼續參觀農業糧食與環境系館。該系建築佔地廣大，當我們

通過一段長廊，才來到了實驗室，而販賣機則在長廊的另外一端。此外該系還有一個大講堂位

於 B1，能容得二百餘人聽講。該系目前發展的主要重點分別是：農業－農業科學與技術、糧食

－糧食科學與科技、環境－環境與地景區域的保護以及生物科技－農業生物科技（見圖廿五）。 

 

圖廿五（左）該系目前的教學四大方向看板      圖廿六（右）位於該系館 B1 的

大講堂 

我們在結束學校巡禮之後，回到 Bellia 的辦公室討論他的研究。本人表示之所以知道他並

開始聯繫，是因為從 ResearchGate 上搜尋到他的文章。而 Bellia 所做的研究相當多樣，除了跟

我們主題相同的農業多功能性之外，還有針對風景區攤販食品安全、遊憩活動、鄉村發展等議

題相關的研究。此外，我們了解到西西里有不少農民從事有機農業，資料顯示義大利起碼有 10%
以上的農地正以有機農業的形式種植作物。而在西西里有一種特殊的都市農業(urban agriculture)
型態，與一般「都市農業」定義的永續、環保、減少碳足跡等有些許差異。在西西里所實行的

「都市農業」，是專指窮人從事的農業。在西西里有部分人的生活難以度日，因此便由教堂提

撥土地，以無償方式（無租金）提供給窮人耕種，而每戶人家耕作所得收穫僅供自家食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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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用於盈利（到市場販售）之用。此外，他提到義大利有不少合作社組織，然而彼此之間並沒

有遵守「社間合作 (Cooperation Among Cooperatives)」原則，合作社與合作社之間並沒有合作。 
除了討論彼此的學術成果之外，Bellia 與本人談到交換研究生。兩造一致認為既然卡塔尼

亞大學與政治大學各自培養了許多優秀學子，兩校也各自有不一樣的資源可以提供給研究生。

未來可以針對進一步的交換細節，之後便可以讓博士生各自到對方學校去從事研究，學習不同

的思維方式與獲得資源（如歐盟獎助或國內科技部補助等）。本人也表示贊同，卡塔尼亞大學

的研究領域眾多，至少在農業與觀光發達的西西里自治區來說，農業方面的研究是首屈一指的

大學，我校專門從事農業相關研究的博士生，除了英語系國家之外，未來可以考慮交換到歐盟

體系下的卡塔尼亞大學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從事短期研究。Bellia 表示雖然目前該校的校系網

頁英語功能尚未完備，重要的學校資訊依舊以義大利語表述，然而隨著未來國際交換學生增多，

應當可以說服該系甚至校方完善英語方面的訊息。他也表示自己雖然只是助理教授，但若政大

校方有意願，他願意鼎力相助。他隨後請校方人員傳了一份卡大與他校研究合作的範本供我們

參考，展現出十足的誠意。 
在我們訪問結束後，他送了一本自己的著作《加拿大消費市場上「義大利製」與「西西里

製」的農產食品：需求分析與行銷策略(Produzioni agroalimentari "made in Italy" e "made in Sicily" 
sui mercati di consumo canadesi: analisi della domanda e strategie di marketing)》（見圖廿八），乃

是他到加拿大進行博士班研究時的論文改寫而成。可惜的是全義語寫成，要閱讀必須請人翻譯。

Bellia 說他是卡大農業經濟與政策學系博士畢業的，而他的研究生過程包含兩年的加拿大研究

交換，這在卡大裡是相當鼓勵的，也因此相當期待未來與政大合作的可能性。                       

  

圖廿七（左）、Bellia 助理教授對我們解說過去的研究成果。 

圖廿八（右）、Bellia 助理教授贈送我們一人一本他的著作。 

(二)、與卡塔尼亞大學檔案室主任不期而遇 

1 月 30 日下午當我們結束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拜訪後，返回下榻旅館用午餐，隨後踅到

大象噴泉(Fontana dell'Elefante)一帶隨意散步拍照，體會一下南歐的慢步調生活。在機緣巧合

下，我們走到離大象噴泉沒有多遠的廣場，廣場兩邊各有一棟建築物，皆書「卡塔尼亞大學」。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們走入兩邊建築物中，兩棟皆為卡塔尼亞大學的行政單位，在埃特尼亞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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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Etnea)往北路上的右邊那一棟稱為“Palazzo Paternò Castello di Sangiuliano”，乃建於 1738
年，是當時的宮殿。除了如今作為卡大行政單位外，一樓的空間出租給劇場與藝廊。我們進去

時，一個負責人很熱心地為我們解說該劇場主要是讓小孩子有一個表演舞台，正說著，陸續有

家長陪同孩子進屋，準備到後方劇場熱身。此外，該辦公室的另外一隅是藝廊，展出許多印象

派畫風的畫作。然而，最特別的是該藝廊的地板有部分為強化玻璃所構成，透過玻璃往下看，

下方是古蹟的一部分，很有可能是原宮殿遺跡。可惜的是該負責人英語其實不那麼溜，無法為

我們解說這個古蹟是古時什麼建築物的殘留。 

  

圖廿九（左）、位於埃特尼亞街廣場右方的建築物，如今作為卡大的行政單位 

圖卅（中）、學校的閒置空間出租給民間的劇場與藝廊。 

圖卅一（右）、該劇場負責人很熱心地向本人解說該劇場的功能 

 

圖卅二（左）以拉丁文標示著卡塔尼亞大學的建築物 

圖卅三（右）建築物內相當漂亮的人工構物 

 緊接著，我們來到廣場左側的建築物，稱為 “Siculorum Gymnasium”（見圖卅二、卅三），

經查乃是卡大的拉丁文寫法。這裡有卡大的行政單位、講堂以及檔案室。我們非常碰巧的遇到

了 Salvatore Consoli 先生，他是卡大檔案室主任(Chief of archive management)，他很熱心的簡

介了卡塔尼亞的發展，以及大學的成立經過與學術發展。嗣後，帶我們參觀他所管理的檔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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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室平時是鎖著的，大概是提供研究生查閱資料之用才會開鎖，裡面收藏著超過一、

兩百年的學者著作，因此館內備有溫度與溼度調控以保存書籍的完整。據 Consoli 主任所述，

他年輕的時候也是這裡的學生，當時的檔案室是一個扇形階梯教室，從我們所在的門口看過

去，當時的老師站在左方講台，右邊則是扇形階梯教室，學生們坐在座位上專心聆聽教授的講

解。後來為了保存這些古籍，因此將教室與其陳設改建為目前的檔案室模樣。主任從書櫃拿出

一本書給我們看（見圖卅七），這本寫成於十八世紀，上面是手寫的漂亮拉丁文（當時的學術

用語），整本書除了部分紙張泛黃之外，保存得非常好。從檔案館內的陳設細節，看得出他們

對於歷史文物的珍視與保存的態度。 

 
圖卅四（左）、Consoli 主任相當熱心的帶著我們參觀檔案室 圖卅五（右）、檔案室一

隅 

  

圖卅六（左）、檔案室內保存相當多的古籍   圖卅七（右）主任讓我們看一本兩

百多年前的著作 

 我們在這次與 Consoli 主任不期而遇的會面中，向他提到我們與農業、糧食與環境學系

Bellia 助理教授的會面，以及未來學術交流合作、博士生交換的可能性，他表示雖然不知道

我們具體談了哪些合作項目，一切都還只是起頭而尚未達成，但他相當歡迎我們再度造訪。 

 在兩次的學術交流活動中，我們深深感受到義大利人的熱情與不厭其煩。縱使是初次

見面、合作的項目不是那麼具體、確定，還是願意竭誠歡迎我們，並四處介紹解說，可以感

受到他們真誠的心。而本人也將與地政系老師們甚至校方討論，希望可以提出一個具體的合

作方向與方式，倘若事後真能成功達成學術交流或送博士生到卡大進行交換，應該會是對

Bellia 助理教授、Consoli 主任與卡大校方最好的答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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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參觀活動 

本次考察活動可粗略分為研討會安排與自行安排行程，研討會安排的部分為城市巡

禮，主要為搭車遊覽，兼以歷史解說卡塔尼亞都市的形成與變遷；自行安排的行程較為多

樣，如卡塔尼亞城市遊程、敘垃古考古遺址考察、魚菜市場考察、宗教文化、開放市集

(open market)考察等。 

(一)、大會安排卡塔尼亞遊程 

大會安排在 1 月 29 日讓與會者前往阿奇雷亞萊(Acireale)一遊，我們坐的是當地的紅色

觀光巴士，有多條路線安排，其中以卡塔尼雅到阿奇雷亞萊來回遊程最受遊客歡迎，全程

約兩個小時，不下車，沿途以錄音介紹各種歷史古蹟、雕像文物、卡塔尼亞簡史等。然

而，由於該遊覽車可能由於冬天海風大（卡塔尼亞靠海）的緣故，兩邊以幾乎刮花了的塑

膠布蓋住。且在出發沒多久之後，可能由於加快車速擔心乘客會冷，車身頂蓋隨即蓋上。

車子從大象噴泉出發，沿海公路往北前進，沿途只要遇到景點就會暫停或放慢速度行駛，

讓遊客可以多看幾眼文物。 

 

圖卅八（左）、集合地點的大象噴泉 

圖卅九（右）、由觀光巴士兩旁以已然刮花的透明塑膠布蓋住，索性不拍照 

旅程途中，廣播簡介西西里與卡塔尼亞的簡史。西西里曾是希臘時期的領地，不少地方還

保有希臘劇場。此外，羅馬人、阿拉伯人等先後佔領過西西里島，直到 1861 年後嘻嘻理財規

義大利王國所有，爾後建立共和，遂成為義大利自治區之一。卡塔尼亞北方的埃特納火山

(Mount Etna)是世界上最活躍的幾座火山之一。12 世紀時，當時的噴發使得卡塔尼亞死亡 1 萬

5 千餘人，整個城市不少被熔岩淹沒。現在的建築物是在熔岩的基礎上建立起來，也因此卡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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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的建築與土地看起來是深色的熔岩顏色。與卡塔尼雅相距一個小時車程的南邊小城錫拉

庫薩(Siracusa)的建材與城市樣貌呈現白色，迥異於卡塔尼亞的建築風格。 

可惜，由於行程沒有導遊解說，只有錄好的旅遊介紹，由音質不太好的喇叭播送出來，有

點走馬看花。再加上看不清車外的塑膠布，遊程品質大打折扣。 

(二)、敘垃古考古遺址考察 

29 日大衛遊程結束後，下午我們與蔡育新教授夫婦前往錫拉庫薩(Siracusa)，該城位於卡

塔尼亞南方，車程約一小時，也是古希臘哲學家阿基米德的故鄉，該城也在希臘人、義大利

伊特魯里亞人、羅馬人、汪達人、阿拉伯人手中數度易主。我們所參觀的是一個巨大的希

臘、羅馬時期考古遺址，包含其希臘劇場、類似石棺的人造物與羅馬競技場、考古博物館

等。我們買的是十歐元的考古公園票，考古博物館票價另計。考古公園佔地相當大，兩個最

大的建物希臘劇場與羅馬劇場各據一方，我們先參觀希臘劇場（見圖卌），只見一個半圓形

的劇場映入眼簾，整齊雕鑿出來的座位由下而上整齊劃一，中間低而周邊高，以便觀眾將目

光投注在劇場中間的主角身上。站在最高點往下望，遙想古希臘時期的人們在此演出一齣又

一齣的希臘悲、喜劇。離劇場不遠處則有一處人工鑿成的石洞，稱為狄奧尼修之耳，據傳是

關押犯人之地。 

 

圖卌（左）、錫拉庫薩希臘劇場全景    

圖卌一（右）、據傳是用來關押犯人用的石洞(Orecchio di Dionisio) 

    考古公園的另外一處，則是羅馬圓形劇場（見圖卌二）。其前身建於西元前三世紀的希倫二

世時期，原本也是希臘場。到了西元一世紀時，羅馬人厭倦了過去該場地僅作為劇場之用，而將

場地改為血腥的戰士相鬪的競技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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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卌二、另外一處羅馬圓形劇場(Roman Amphitheatre)的全景 

除了考古公園之外，錫拉庫薩還有另外一個直得一逛的地方，那就是奧特加島 (Isola di 
Ortigia)，是其古城區，整個城區成為著名的觀光景點，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奧提加大教堂(Duomo 
di Ortigia)與其廣場。我們在此稍事休息，點了義大利人每天必嚐的濃縮咖啡，結帳的時候很驚

訝每一杯僅需要 80 分（新台幣 27 元左右），與凡是風景區則物價必高的印象大不相同。此外該

處很特別的是到處都栽種仙人掌（其實我們所住的卡塔尼亞也栽種相當多的仙人掌），頗有北非

的風貌。 

  

圖卌三（左）、奧提加大教堂  圖卌四（右）、奧提加大教堂前廣場一景 

(三)、探訪山城陶爾米那 

28 日研討會結束後，我們搭乘火車前往陶爾米那(Taormina)。陶爾米那是一個臨海山城，

其最有名的就是一條專為觀光客所改建而成的柯索翁觀光大街(Corso Umberto)，兩旁有許多

藝術品、咖啡店、餐廳、服飾店等。另外一個有名的景點，則是保存相對完整的希臘劇場，臨

海而建，居高臨下。我們搭乘約一個小時的火車來到山下的陶爾米那站，又搭乘十五分鐘的計

程車到達位於山腰的陶爾米那古城。這是一個只有一萬人的小城，街上商店林立，很難想像她

在羅馬帝國時期曾為西西里島的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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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卌五（左）、古色古香的陶爾米那觀光大街   圖卌六（右） 

 

圖卌六、陶爾米那希臘劇院全景 

陶爾米那觀光大街上，石板鋪成的街道、古色古香的建築物，不難看出來這是一個目前保存

最完整的中古世紀小鎮。大街上觀光客相當多，在大街上對著各處的建築物、窗台上的鮮花與裝

飾等品頭論足，或者擺姿勢拍照。本人則是注意到西西里用橘子樹當成行道樹似乎相當常見，不

但卡塔尼亞有，陶爾米那也有不少結實纍纍的橘子樹，此外就是外型與會結果的澎湖仙人掌極為

相似的種類，配合著不遠處蔚藍的海水，遙想外婆遠在澎湖西嶼的家鄉。 

 

圖卌七、左為地中海，中為陶爾米納古城，右為希臘劇院一隅 

 該地還有另外一大特色，那就是古希臘劇院的遺址。該遺址曾在西元第二世紀時重新修整過，

古希臘人再把西西里納入統治範圍後，建了許多劇院，此處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也是風景最優

美的鉅源遺址。劇院位於高坡，一面向海，一面向著遠處的埃特納火山，可以想見當時的觀眾是

如何醉心的在此優美浪漫的自然景觀下觀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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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卡塔尼亞魚市、市集與慶典 

在來到卡塔尼亞之前，我們已經略有耳聞當地新鮮美味的海鮮，趁著研討會的空擋，我們到

了大象噴泉附近的魚市一窺究竟。大象噴泉廣場後的魚市與台灣的傳統市場看起來十分類似，魚

市的入口處頗為髒亂，地上到處是魚類內臟等穢物、保麗龍箱、工人們的煙蒂，頭頂上不少的海

鷗等鳥類盤旋等待機會（見圖卌八）。走入魚市內，琳瑯滿目的魚貨陳列架上，各類白帶魚、沙

丁魚、劍旗魚、鰩魚等不知名的鮮魚、龍蝦與一般蝦類、蛤類以及各類魚蝦加工食品。有的小販

旁邊擺著磅秤，等著將魚貨秤斤論兩賣；有的則將價格與重量以義大利文寫明，童叟無欺。可惜

的是居住的旅館沒有可以煮飯的地方，否則相當想自己嘗試烹調當地新鮮的魚貨。 

 

圖卌八（左）、魚市入口處有種回到台灣的感覺  圖卌九（右）、魚貨整齊地排列架

上 

 

圖五十（左）與圖五十一（右）、卡塔尼亞的漁獲都非常的新鮮 

除了新鮮的魚貨之外，魚市的另外一端販售的是各類蔬果、起士、肉類、醃肉、香腸等民

生物資。西西里盛產柑橘類，好幾天沒有吃到新鮮水果的我們，立刻採購了好幾袋水果。橘子

非常鮮甜多汁，其他的水果類也都很好吃。此外，市場的蔬菜也相當多種，例如歐洲相當常見

富含花青素的紫皮洋蔥、朝鮮薊、西洋芹、圓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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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二（左）、西西里島種植許多柑橘類，也相當多汁好吃 

圖五十三（右）、新鮮的各種蔬菜 

   義大利另外一個有名的加工食品就是各式各樣的起士。義大利與法國並稱有五百餘種的起

士製品，無論是披薩、焗烤、切片配紅酒都十分好吃。這次還看到了起士內摻辣椒的新產品，

試吃之後感覺相當不錯，立刻買了一個回家。至於肉類，歐洲的煙肉類與香腸幾乎大同小異，

做法相當多樣，是除了漁獲之外獲取蛋白質的絕佳途徑。此外，卡塔尼雅還有相當類似台灣夜

市的開放市集(open market)，幾乎所有想得到的日常生活用品、五金雜貨、蔬果、肉品等等，在

這裡都可以以便宜的價格買到。有趣的是，出發前曾在旅遊書中看到一段介紹「義大利人十分

重視品牌，拒絕且深惡痛絕仿冒品，因此在義大利很難買到仿冒品…」。然而，某個攤位映入

眼簾的，是一個個名牌包包，香奈兒、LV、GUCCI 等等，皆以相當便宜的價格（大約低於 50
至 100 歐元）放在架上待價而沽。本人暗忖，這作者絕對沒來過西西里，或者應該說他沒有想

過到開放市集一探，了解有別於「百貨專櫃」陳列的物品，而真實貼近了解這些「平民百姓」

的日子是如何過的。 

 

圖五十四（左）各式各樣好吃的起士   圖五十五（右）各類肉腸與醃肉 

在卡塔尼亞還有一個十分熱鬧的宗教慶典，是為了紀念當地一位不願向羅馬皇帝敬拜，且

被逼賣淫，而為天主教殉道的處女阿加莎(Saint Agatha)。雖然紀念日是在 2 月 5 日，然而當地

人早在一月底已經開始迫不及待的開始紀念慶典。只見一些歷史建築物上掛上一面一面寫著

大寫“A”的布條，象徵聖女的名字頭一個字母，一群人抬著紀念阿加莎的類似神轎的高聳物品

（見圖五十六），上面有著許多宗教物品如聖母像、十字架等不知名的塑像，此外還有一些人

跟在神轎後頭吹奏銅管樂器或敲鑼打鼓，走在卡塔尼亞的幾條主要大街上，熱鬧氣氛持續到

深夜。乍看之下，像極了台灣民間媽祖信仰，各宮廟信徒忙著迎媽祖，有相似的抬轎出巡的隊

伍與氣氛。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就連小孩子，也有樣學樣的抬著自製的神轎（圖五十七），拿

著小鼓邊走邊打，模樣十分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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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六（左）紀念聖人阿加莎的轎子   圖五十七（右）小孩子也模仿大人抬轎 

五、建議 

本次研討會內容相當多樣化，有許許多多講題吸引本人，無奈有的講題僅限於義語或土

與發表，因而錯失認識的機會，相當可惜。此外，由於當地人的英語口音帶有相當重的義大利

語腔，不容易聽懂，甚至有時候得預先知道義大利語的語意或發音才可約略聽懂對方談的是

什麼。建議未來的師長學子，要參加本研討會前，可以先試著聽看看 BBC Radio 中某個以各

種口音播報的節目，及早熟悉適應。 

除此之外，該研討會在會後通知作者在 2 月 28 日之前繳交全文，亦即若通過同儕審查，

則參加過本次研討會的與會者有機會將文章刊登於他們的期刊之上，建議若有心想要投稿國

外期刊的學者不要放棄這樣的機會，可以先嘗試送出。未來若能刊登，才更有信心可以挑戰各

學科更高信譽的期刊（不見得是”I”的文章）。 

六、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請見圖五十八，此次研討會所攜回資料，從左上角依序為發表正名、研討會場次安排表、

註冊費收據、Claudio Bellia 助理教授的著作、大會所贈筆記本、資料夾，以及中央的研討會資

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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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八、攜回資料一覽 

七、其他：謝詞 

感謝科技部專案補助本人前往義大利參與國際會議。感謝宜蘭縣三星鄉保證責任宜蘭

縣行健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的報導人不吝其煩慨允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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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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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註冊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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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發表全文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ommunity Sup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A Study Case in Taiwan1 

 

Ai-Ching Yen2 and Yin-An Chen3 

Abstract 

In this study case, due to farmers are all engaging in organic agriculture so that we add a word ‘organic’ 

within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as Community supported organic agriculture (CSOA). 

CSA is the method for producers (farmers) and consumers (individual household) signing a contract to 

protect both sides’ benefits and rights. By such pay-first-sent-after mode, consumers can communicate 

face-to-face with producers, providing regular number of agriproducts by producers, and sharing 

producing risks together. Ostrom (1997: 68) depicted five reasons for consumers joining CSA: fresh and 

nutritious agriproducts, purchasing locally, supporting small farmers, gaining source of organic 

agriproducts,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Besides, multifunctionality is broadly used in agriculture 

to demonstrate agriculture is not only for production but multiple functions. OECD (2001: 6, 7) indicates 

non-commerce output (NCO) and commerce output (co). Besides, multifunctionaliy has four factors as: 

Land Ethics, Production and Economy, Social Culture, and Eco-Environment for researchers to analyse 

the NCO. We attempt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CSOA by theory of multifunctionaly and its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that data collection is made by formal or informal interview,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We found that in this case, CSOA do provide incentives 

for both farmers and consumers. However, the result of practicing CSOA in the case does not operate 

well in supply due to: serious insect pests, lack of fund, inefficient CSOA’s revenue (for farmers’ 

livelihood). And also CSOA in demand has some problems as: lack of vegetable diversity, high price, 

times to send vegetable box. Finally, we suggest that CSA has its multifunctionality to agricultural 

industry. However, CSA still needs to improve the service type to both match consumers’ demand and 

producers’ optimum business mode. 

Key words: CSA, organic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ality, vegetable box, Taiwan 

 

1. Introduction 

                                                 
1 We are acknowledged to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ology (MOST) in Taiwan who subsidized the project of 
“ Land Ethics,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Policy- learning from  
urban-rural planning,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Bavaria, Germany” (Project No.: 102-2621-M-
004-003-MY3). 
2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d Econom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irene1@nccu.edu.tw, irene50604a@gmail.com. 
3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NO.64, Sec.2, ZhiNan 
Rd., Wensh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99259503@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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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briefly to sa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farmers) work together. The farmers provide local supply of fresh vegetable or fruits. Both 

farmers and consumers adopt ‘pay-first-sent-after’ mode, which means farmers have consumer-paid 

working capital so that farmers will not have to worry about financial problem to loan, instead, they have 

enough money to purchase seeds, seedlings, fertilizers, pesticides, or rent agricultural machinery. 

Farmers and consumers share risks (production shortage, climate, etc.), agree with mut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sign contracts to deliver seasonal ‘vegetable boxes (bags, baskets)’ per week to 

consumers’ house.  

Farmlan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e is the practice 

of farmland use. Therefore, Kline and Wichelns (1998) claim that farmland has functions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maintenance, landscaping, groundwater recharge, and 

cultivation, that are similar to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People gradually pay attention to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for not only its role of farm produce provider, but also other functions beyond 

agriculture. However,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multiple effects is depending upon types of farmland 

use. Nowadays, organic agriculture is considered as multifunctional factors as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ner-valued respect to flora and fauna, and lo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dur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t not only increases commercial value of food, but also creates non-commercial 

value, such as food secur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multiple landscapes, village 

stabilization, and other non-commercial value, even adjusting agriculture towards market demand 

(Lampkin, 1990). In Bavaria, agriculture is a tool to promote multifunctionality. It raises soil fertility, 

practices sealed nutritious circle to provide forage by each farm itself. Besides, federal government 

subsidizes farms to achieve such policy. 

In Taiwan, organic agriculture is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ertificate fees are subsidized 

for farmers. By encouraging organic and certified farm produce, consumers can purchase safety food. In 

Yilan, Xingjian Village, organizes cooperative to promote organic farming. They depend on mutual trust 

and help among cooperative members, practicing pesticide fre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free farming. 

The outcome is successful and characteristic, which the case is worthy to realize its procedure of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challenges. This study firstly reviews theories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We went to Xingjian Village and made in-depth interview 

with farmers, discussing village economy, produc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iving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etc. We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ultifunctionality in organic farming 

development, and find the chance to advocate organic long-term development. 

2. Literature Review of CSA and Multifunc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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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has promoted over 30-year all over the world. However, in Taiwan, 

it is still a new concept for most of the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Even the ‘Kudon Club’ initiated the 

first CSA to provide ‘rice share’ for their ‘shareholder,’ most of the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CSA is 

and how CSA works. Besides, multifunctionality nowadays is provided to interpret that agriculture has 

not only the function to produce but has multiple function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maintain 

biodiversity, maintain rural landscape etc. Therefore, in this section, the literature of CSA and 

multifunctionality provides the insights for us to develop a more complete and sustainable way for 

agriculture. 

(1) CSA 

A. The Concept of CSA and its Development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is the way for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o mutually support 

each other. According to Henderson and Van En (2007:3), CSA refers to ‘consumers who purchase local 

agri-product and farmers nearby are seeing as a main body. The amount of agri-product, consumers, and 

the commitment between people are equal to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and infinite possibility.’ 

The characteristic of CSA is th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organic 

production, local production, and spreading risk (Stagl, 2002:145-146). The basic mode of CSA asks 

consumers order, sign a contract and pay at first and then producers can send weekly agri-products by 

vegetable box. Members of CSA support local agriculture and the reward is fresh and organic agri-

products, so that farmers can avoid the risk of traditional market structure (Hayden and Buck, 2012:333).  

 The earliest CSA in the USA was in Indian Line Farm in western Massachusetts, and the Temple-

Wilton Community Farm in southern New Hampshire in 1986 (The Call of the Land, Dateless). These 

two farms built up the rudiment of CSA. That is ‘rice shareholder’ productive mode (McFadden, 2003). 

Farms which practiced CSA gradually increase and they developed ordering institution, farmers’ 

cooperative supply, and other kinds of ways (Lin, 2011:23). 

 The development of CSA in Taiwan began with in 1980s. At that time, as development of neoliberal 

economy, trade, international market change, and other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confronts 

huge challenge. Until climate change and low-carbon economy promo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that make 

Taiwan society regards to issues related to farmers’ right to live, balance of ecology, food security, etc. 

The direct contact between producer and consumer as well as providing healthy food and resolving 

marketing dilemma, are the reasons why CSA appears (Bei and Wu, 2010:12).  

Ostrom (1997: 68) investigated several farms and found five reasons why CSA members join the 

grassroots action. They are: 1) for fresh and nutritious agri-products; 2) local purchasing; 3) 

supporting small farmer; 4) gaining organic or non-organic products; 5)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SA does not emphasize the provision of organic agri-products. 

However, because of the boost of CSA emphasizes healthy and safe food source, we suggest that CSA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non-toxic and cultivation friendly. 



28 
 

 All in All, CSA is based on mutual recogn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onsumer and producer. 

The concept of CSA asks consumers to “know your farmers, your food, and your land.” By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consumer and producer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and use friendly way to the land (Kao, 

2013:15). 

 

B. The Mode of CSA 

   Usually, CSA farms are related to four types of groups: farmer, community, core/management group, 

and CSA promoting institue. The core/management group includes farmer and community members to 

organize CSA.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group includes budgeting, withdrawing money, paying to 

farmers, distributing food, dealing with legal problems, organizing activities, recruiting CSA members. 

The CSA institue promotes hygiene, training, education, and other goal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core 

group includes selecting farmers, farmland, crop typees, payment institution, logistic procedure, working 

distribution, and supervises entire CSA operation (Pilley, 2001: 6). 

   The operation types of CSA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1) farmer dominance – CSA is organized by 

farmers and are responsible of all management strategic-making. Consumers passively accept producers’ 

products weekly. 2) consumer driving – consumer organize CSA and find land, hire farmers, decide 

crops, and join labor and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 3)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 this kind of 

CSA is operated by two or more farms for providing more agri-products for consumers. 4) Farmer-

consumer cooperation – this type is similar to 3) but more consumer orient. Consumer and farmers can 

own land and other resources together and make efforts to produce and sell food together (Bauermeister, 

1997; Pilley, 2001: 7).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mong different communities, CSA develops many 

operational modes. Henderson and van En (2007:7) consider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evels which 

consumers and farmers join. If we take them as linear spectrum, in one side, consumers will be considered 

as ‘rice shareholders4.’ In the other side, it is ‘subcription’ which consumers are considered as members 

of CSA so that they simply pay and get agri-products. Most of CSA cases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spectrum, which members are willing to join or help agricultural affairs and marketing in some days for 

amount redeeming (Lin, 2011: 21). CSA is directly sent from productive area to consumers’ house, which 

farmers can gain huge benefits (Ostrom,1997:196; Galayda, 2006:58). 

(2)  Multifunctionality 
(1) The Idea and Characteristic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If sustainability is a long-term, global resource-oriented concept, multifunctionality involves in 

production process and various activity-oriented concept, which these two concepts are very close. 

OECD (2001: 6, 7) indicates that the key factor of multifunctionality is: agricultural joint production 

existing various commerce and non-commerce output. Some non-commerce output appears the nature 

                                                 
4 The ‘rice shareholder’ is one sort of CSA, which means the one who join CSA to support farmers and share 
risks with farmers together. This institution is similar to people who buy share or stock in the stock exchange. 
Therefore, some farmers and consumers use ‘rice shareholder’ referring to the earliest CSA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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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ternality and public goods, nevertheless, the market of products does not exist or cannot display its 

function. Wiggering et al. (2006: 239) considers that because agriculture has multifunctionality, on the 

aspect of holistic agricultural value, it is a good way to analyze two fronts of commerce (CO) and non-

commerce (NCO). Besides paddy production,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living culture 

always accompany with production behavior. The income of commerce output can be directly observed 

for evaluate produce price; non-commerce output has characteristics of externality and public goods. 

Such output will have new income type in market and quasi-market. The total revenue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s the sum of CO and NCO. Therefore, social utility is formed by different extent joint 

production so that can be used as a principle to evaluate its sustainability. in other words, the emergence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has to be considered by the view of farmland sustainable use. 

The core idea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is the possibility of agricultural plural development. 

It breaks away the past CO function and begins to value aspects of agricultural life and ecoagricultural, 

i.e. so-called NCO (village society, 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etc.) The joint productive outcome of CO 

and NCO can reform as public goods and private property to put in public service and market.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functionality are: 

A. CO Output: Aspect of Production and Economy 

The economic aspect of agricultural is real output of production, which provides necessary products 

or raw materials for human living. Moreover, this aspect also asks food security and food safety which 

are to ensure the food self-sufficiency rate and limit chemical fertilizers and pesticides use to protect 

health of consumers. 

B. NCO Output 

(A) Aspect of Eco-Environment 

Eco-Environmental aspect extends from the production aspect. Due to agriculture linking with soil, 

water, flora and fauna, and agricultural landscape during producing, if farmers adopt environmental 

friendly cultivation, resource of production system can be maintained. 

(B) Aspect of Living Cultur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motive power for uniting whole village and the lifeline of existence. 

The established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where interacts with unreal production farmland, represents 

farmers’ historical value at certain period (Xu, 2013). Moreover, by maintain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within rural landscapes agriculture production supports rural communities as well as 

advocates rural employment, rural recreation, rural landscape, or pastoral life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heritage. It also contains the identity to the land.  

In sum, the range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should have the value of production and 

economy aspect, eco-environment aspect, and living culture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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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study case  
(1) Background 

Xingjian Village is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Sansing Township, Yilan, Taiwan. Area of this village is 

6.5 square kilometers, with 300 households and population of 1,000. In recent years, Xingjian Village 

under the leading of Mei Chang and Shen, actively promoted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soon built as the 

first organic village in Yilan assisting by the agricultural authorities. 

 Nowadays, members of Xingjian Cooperative are about 40 people with 45 hectares’ rice field and 

vegetable field. 40 hectares is paddy rice field and 5 hectares grows vegetable and other grains. This 

place is the most integral area for organic farming. However, marketing is always the problem for 

cooperative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so as in most of the Taiwan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 In 

2014, the products that Xingjian sold, 14% is corporation purchasing, 8% is governmental purchasing, 

49% is wholesalers’ purchasing, and 29% is retail by individual customers. The above three earning is 

71% but unit price is low. The average discount for large sales is about 30% to 20% off. The individual 

purchasing is the highest which the price is 4.5 US dollar per kilogram.  

  Farmers wish to have stable marketing and sale so that lease of CSA ensures farmers’ basic price. 

However, if disaster happened which led to no harvest, the lease cannot ensure farmers’ revenue. 

However, the CSA in Xingjian is different. Consumers pre-pay all the fees. Even if disaster happened 

and made farmers could not send their products, consumers have to undertake the risk of poor harvest.  

  In the end of 2015,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Abb. COA), Administrative Yuan, constituted that 

Xingjian Village becomes Organic Productive Professional Area (OPPA) either two villages. Nowadays, 

Xingjian cooperative is on the way to become OPPA. They have four targets: 1) farmers’ lease mode and 

management; 2) young farmers nurturing; 3) environmental friendly cultivation; 4) busin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2) The CSA Operation: Production 

As previous literature showed, four CSA operational types are: farmer dominance, consumer driving, 

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on, and farmer-consumer cooperation. In Xingjian Cooperative, we found 

that the above four types cannot fully apply for Xingjian. Xingjian Village has to develop an unique ‘fifth’ 

way for new CSA institution. The first CSA was initiated by Kuo-Shian Chen (Chen and Yen, 2016). He 

made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consumers and try to organize the whole CSA action in Xingjian. 

(3) The CSA Operation: Consumption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is always farmers’ maximal dilemma besides cultivation. Farmers are 

explored by wholesalers that farmers’ profit cannot rise in a long time. This study adopts questionnaire 

and targets consumers as a core to spread questionnaires to their friends. Meanwhile, core consumers tell 

the concept of CSA to their friends. In 35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13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try the 

CSA’s vegetable box sending service, which has to sign a contract and pay off six months’ fees. We 

found that consumer is the key person that is related to the success of CSA under such consumption 

modes in Taiwan. One of the consumption modes is consumers buying and taking (in the market);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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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is paying when agri-products come to consumers’ house (TV shopping). In this time, consumers 

pre-paid full amount of money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ere willing to share the risk of poor harvest. 

Although Xingjian organic CSA’s production and cooperative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several times, farmers grew similar vegetables. During the 6 months and 12 times delivery service, the 

cooperative sent 34 kinds of products. To compare with traditional market, the diversity of products is 

obviously inefficient. In the 12 times deliveries, the cooperative sent green onion (10 times), romaine 

lettuce (9 times), sweet potato leaves (9 times), cabbage (9 times), arden lettuce (8 times), sweet potato 

(8 times), and lettuce (7 times). The repeated provision makes consumers doubting to the diverse of 

cooperative products and then give negative influence to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order again.  

4. Analysis of Production 
The cooperative summoned farmers and practice CSA during 11th December 2014 to 14th May 2015. 

We separately investigated producers and analyzed the results as follows. 

(1) Producers’ Questionnaire Analysis 

Due to cooperative members practice organic farming so that farmers are not so strange to CSA. 

They understand the idea of CSA and are willing to fully put into CSA. CSA farmers conform that 

organic farming is necessary method for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farmland. Farmers consider that 

the minimum area which can feed a four-people household is 0.2 hectare. The labor that organic farming 

uses is 2 to 3 times than conventional farming but profit only increasing 0.5 times. However, farmers all 

consider that organic farming is the future trend. 

(2) Producers’ Post-CSA In-depth Interview Analysis 

The Xingjian Organic Village was led by Mei Chang the former leader. In 2010, in order to assist 

farmers to sell their products, she asked a group of elder farmers to establish the ‘Xingjian Organic 

Cooperative’ to integrate each channel and promote marketing of organic products. Mei Chang said: 

 “At that time, I was the leader of Xingjian Village. Most of the villagers are engaging in agriculture, 

and also most of them spray pesticide. The elderly especially, in some cases, they sprayed pesticide, 

poisoned, and then sent to hospital. Meanwhile, it was luckily to know that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was promoting organic cultivation. I went with someone to the station 

and felt that organic agriculture was good to farmers and the land. Therefore, when I came back to 

Xingjian, I fully spent my time to promote organic farming. I really hope Xinjian can become the first 

organic village in Taiwan5.”  

 

(3) Organic Cultivation and Its Promotion Problem 

A.  Pest Problem Seriousness 

All the cooperative’s members consider that organic production is the future tendency for the 

upcoming generation. However, organic farming is forbidden to spray pesticide so that causes serious 

pest problem. Informant B01 said:  

                                                 
5 In facet, Rousan Village (in Hualien, eastern Taiwan) is the first organic village in Taiwan earlier than Xingjian 
Village 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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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row paddy rice for over 65 years. About 3 or 4 years ago, Mei Chang suggested me to transform into 

organic farming. In the beginning, I am not used to practice pesticide-free cultivation. I cannot eliminate 

all the pest, and all weeds are bigger than vegetables. I am almost giving up” 

Informant B01 now fully engages in organic farming and gives up conventional farming. Meanwhile, 

informant B04 also agrees with the positive aspect of organic cultivation. 

“Although the man-hour of organic cultivation is twice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cultivation, organic 

earning cannot be twice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earning. However, for the land health and future 

generation, I am willing to engage in organic agriculture.” 

B.  Lack of Financing and Fees for Organic Certification 

Cultivation without pesticide and chemical fertilizers is helpful to the health of human and land. 

However, the price of production is higher than conventional products which consumers will not accept. 

Informant A05 said: 

“Consumers all know that organic products are healthy, but high price makes them stepping back.” 

Informant A01 said: 

“I invest lots of money by myself in engaging in organic farming. The organic certification has part of 

subsidy by the government, but I also have to pay. This kind of certification is forced by the government. 

So, the government has to pay for me.” 

C.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by CSA Institution 

Although Xingjian has promoted organic for years, farmers still have the dilemma of ‘easy growing but 

hard to sell.’ Farmers grow high quality crops, but have no efficient way to find the channels. By the 

consumers’ participation within CSA, consumers pre-paid the fees and enjoy safe and healthy organic 

products. Meanwhile, farmers will not worry about problems of selling and they can concentrate on 

cultivation.   

(4) The Change of Attending CSA and Deficiency of CSA Promotion 

A.  Farmers’ Cohesiveness Rise and Villagers Seeming to be close 

Farmers consider that they became closer than before when they join CSA. They encourage each other, 

share cropping knowlesge, and have regular meeting. Informant B01 said: 

“We become closer because we turn to organic farming. The cooperative have regular meeting so that 

we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family members become closer as well. Informant B05 said: 

“I change to organic farming because I hope family to become healthier.” 

Informant B07 said: 

“Because we have the same idea (organic life) so that family become closer.” 

B. Deficiency of CSA’s Return, High Cost, and Deficiency of Labor 

In Xingjian, the cost of planting vegetable on 0.1-hectare land is about 2,200 USD. If farmers would like 

to deliver products to 25 household, the minimum is at least 0.2 hectare. Because of deficient labor force, 

people who join the CSA are few. Cooperative has no core members or leader to domain CSA so that 

makes communication and production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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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pectation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by CSA 

 Farmers consider that CSA is benefit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so that they hope consumers to 

support CSA continuously. They also wish the government to help small farmers to promote CSA. Half 

an year later, farmers wish consumers continue the order. Informant A01 said: 

“I wish to have CSA’s order six months later, so that farmers would have confidence to continue CSA 

mode.” 

Informant B07 said: 

“Of course, I hope I can coordinate with cooperative to deliver vegetable box. The institution of CSA 

make farmers no worry about selling.” 

5.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This questionnaire of CSA sent to 50 people and 35 of them return. We found 13 consumers to join 

the CSA. The way of delivery is sent once two weeks. Each delivery costs 47 USD and the six months’ 

order costs 563 USD. 

(1) Consumers’ Questionnaire Analysis 

In the 35 questionnaires, there are 10 male and 25 female. Their cognition of CSA is low, which 25 

people do not know what CSA is. However, after they know the idea of CSA and organic cultivation, 27 

people were willing to join CSA. 

(2) Consumers’ In-Depth Analysis 

A.  Reasons to join CSA and Change after Joining 

In 35 questionnaires, the 13 consumers are willing to joint CSA. The reasons are friends’ 

recommendation and by word-of-mouth. Informant C01 said: 

“My friend asked me to come here. Before this time to order organic products, I even do not know what 

the ‘CSA’ is.” 

B. Satisfaction to Delivery Service but deficient Kinds of Products 

About the delivery, most of the consumers are satisfied. Informant C06 said: 

“Generally, the delivery process is good. The cooperative can match my need to temporarily deliver to 

different place.” 

However, some consumers consider that the diverse of kinds of vegetables are too few. 

C.  Confirm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Land Sustainable Use by CSA Promotion 

CSA consumers are all realize that organic products are friendly to the environment, land, and health to 

human body. They understand they have to pay first, and then every two weeks to have a box of 

vegetables. Informant C04 said: 

“Pre-paid institution is very helpful to farmers which releaves farmers’ pressure.” 

D. Suggestions of Decreasing the Price and Adjusting Delivery Times to Match Consumers’ Needs 

After 6 months, consumers recognize the advantage of CSA and want to continue their order. However, 

they wish the cooperative to improve the delivery times and to match consumers’ needs. Informant C02 

said: 

“After 6 months, I am willing to continue my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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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nt C03 said: 

“I think the price of CSA in Xingjian is expansive than other farms, but I support farmers.” 

E. Suggesting Improvement to Xingjian’s CSA 

a. Suggesting Delivery Service Changing to Once a Week 

Many informant said that two weeks delivery cannot guarantee the vegetables are fresh or not. 

Informant C02 suggested: 

“Once two weeks delivery is not good for me. Once a week delivery is good to have fresh vegetables.” 

b. Suggesting to Decrease the Price  

Price is important factor to influence consumers’ willingness to order. The consumers who order 

CSA are not in a low income. However, they felt that the price of vegetable box is too much. Only few 

of them think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Informant C03 said: 

“The price is reasonable and acceptable. Other organic vegetable box sellers seem no contract. In 

Xingjian, we signed contact and felt it is guaranteed.” 

   

6.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Although nowadays the CSA practice in Xingjian Cooperative seems failure due to several reasons 

such as: too few of types of vegetables, times to deliver vegetable box, high price, etc. Farmers are still 

optimistic to keep working on organic farming. They are planning to have more field to grow vegetables 

to provide the next CSA. In our opinion,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the CSA, in NCO aspect, is to hold 

people and makes them closer. To fulfill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organic farming in the village, the 

future policy measures may be shown as follows: 

(1) Providing Organic Friendly Subsidies 

Reasons to support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are: A) organic agriculture having “public 

goods” value: the public goods’ value cannot reflect on commercial price so that government provides 

subsidies; B) develop new industry: the market of organic food is too small to satisfy the public demand 

so that the support and development should b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C) correcting market failure: 

the demand of organic food is high but low producers leading to an inefficient market so that the 

government have to intervene for avoiding market failure (Lampkin ,2002:321).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o support organic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e government have to 

legislate policy for “pushing” supply of organic food. Also, organic agriculture is no doubt to increase 

people’s health so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farmers to transform to organic farming.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besides organic verification fees, the government have to provide subsidies for those 

farmers who are willing to transform to organic agriculture. 

 (2) Schooling for Organic Personne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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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case, most of the organic farmers are seniors, younger people mostly move to cities so that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cannot fully support all the farm works. Besides, farm records for not well-

educated senior farmers are not easy. Therefore, no matter what organic yield or farm record, are all 

necessary to sufficient labor force.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organic agriculture should allow consumers 

to learn by policy. Also, specialization is the world tendency that agricultural school or colleges can train 

specialized students to enter into rural areas as farmers. Newly trained students can be very good labor 

force to support farm works. 

 (3) Actively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 Whole Xingjian village 

Xingjian village is surrounded by Xingjian River and Annong River with alluvial fan. With fertile 

soil, good water quality, and appropriate climate, Xingjian village is one of the best spots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However, number of organic farmers is smaller than number of conventional farmers 

which may lead to organic food pollution.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organic food for broadly 

communicating into consumers’ life. By policy of balancing provider and consumer, it advocates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he whole area for avoiding pollution in organic farm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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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 What is CSA?

–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farmers) to work together.

–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usually enter into a contract to make 
sure each side recognize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 They share Benefits (vegetable and income), 

Trust (mut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nd also

Risks (typhoon, floods, insect pest, 

frost hazard, etc.).

• Where is the location and what do they do in this case.

– Xingjian Village,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 A group of old farmers whose ages are averagely over 65 year-
old. They spontaneously changed their cultivation method from 
conventional farming into organic farming to avoid chemical 
fertilizers, weedicide and pesticides.

– They organized a cooperative for over 6 years to help small 
farmers who are willing to join organic production.

– In 2014, they adopted ”CSA” to develop a special trust 
relationship with customers who can afford high payment and 
risks.

– Unfortunately, this ‘experimental’ CSA is NOT successful and 
ceased temporarily. Now the Xingjian Cooperative is waiting for 
another chance to sell vegetable box agai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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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we organize this research.

– Research methods: By in-depth interview,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literature review.

– Informants: farmers and CSA customers

– The process of CSA: the cooperative enter into a contract with 
customers. They made a deal that farmers would provide 
vegetable box once two weeks  and for at least half an year (6 
months). The money is pre-paid so that farmers can utilize this 
budget to buy seeds, seedlings, or pay for preparation of soil or 
any equipment that are necessary for cultivation. 

– In 2014~5, only 9 farmers and 13 consumers joined the CSA 
experimental project for 6 months. We observed the operation of 
CSA during the 6 months.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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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 of Multifunctionality on 
Organic Agriculture

• What is Multifunctionality?

• OECD (2001: 6, 7) indicates that multifunctionality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an economic activity may have multiple outputs 
and, by virtue of this, may contribute to several societal 
objectives at once. Multifunctionality is thus an activity-
oriented concept that refers to specific propertie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its multiple outputs.

• Wiggering et al. (2006: 239) considers that because agriculture 
has multifunctionality, on the aspect of holistic agricultural 
value, it is a good way to analyze two fronts of commodity 
output (CO) and non-commodity output (NCO).

Theories of Multifunctionality on 
Organic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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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dity output (CO) and non-commodity output (NCO).
• CO : Aspect of Production and Economy

– Providing necessary products or raw materials
• NCO

– (A) Aspect of Eco-Environment
• An environmental-friendly agricultural ecosystem.

– (B) Aspect of Socio-Culture
•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ystem implies farmers’ view of 

culture.

Theories of Multifunctionality on 
Organic Agriculture

10

Sanx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Taiwan 

The Inspi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Muntifunctionality in Xingji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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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uper leader and also a super grandma

– Chang Mei

• In 2010, the “Xingjian Organic Production Cooperative” was 
established by only 11 members and 9 hactres farmland. They put lots 
of efforts to promote organic farming and nowadays the area has 
extended to 44 hectres and 45 members. 

• Main business: paddy rice cultivation, rice mill, packaging, 
transporting, selling, and so forth.

• Gross Profit of the cooperative is about 100,000 Euro per year. Gross 
profit of CSA is close to 5,000 Euro (4970 Euro) in the 6 months.

The Inspi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Muntifunctionality in Xingjian Village

Analysis on Multifunctionality of Organic CSA
in Xingjian Village

• 1. Production and Economy Functions:

– (Supply) Decreasing the use of chemical materials 

– (Supply) Production costs are still high; payment for 
certificate fee is not affordable. 

– (Supply) No obvious rise of farmers’ income within CSA 
mode

– (Demand) Too expensive of each vegetable box

– (Demand) Lack of diversity of vegetables’ types



 6

• 2. Social and Cultural Function

– Interaction among farmers is better than before.

– Lack of leadership of mobilization

– No cohesion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CSA is larger than 
individually selling)

– ‘Fake organic’ problem (farmers and farmers, and also 
farmers and customers would be lack of trust.)

• 3. Eco-Environment Function

– Organic farming is good to the land health and biodiversity

– ‘Fake organic’ problem (influencing the environment of 
agriculture)

Analysis on Multifunctionality of Organic CSA
in Xingjian Village

Conclusion

• (1) According to the cost of organic farming and its certificate fe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organic subsidies.

• (2) According to the non-cohesion problem to the CSA, the  

Cooperative must pay great attention to problem of mobilization.

• (3)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fake 

organic’ problem, the government has to

prevent the counterfeited organ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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