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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探究：以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為例 

顏愛靜1 陳胤安2 吳宜庭3 

 摘要  

有機農業（Organic Farming）的施行，被全世界肯認具農業永續性、生物多樣

性、尊重動植物內在價值，甚至是地方發展等的多功能性特質，而反映於生產過

程，不僅可增加糧食生產之商品產出，亦可創造糧食安全、環境保護、文化保存、

多樣地景、穩定農村等非商品產出，最終調整農業朝市場需求轉型(Lampkin,1990)。 

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部分有心人士為推行有機農業，成立生產合作社，藉由

社員互信互助，實踐不施農藥、化肥栽培，成效初具，也相當具有特色。而本文

藉由文獻評析、深度訪談法，在研究該村推行有機農業其農業多功能性的成效及

推展遭逢的困境時發現，個案地區有機農業的實施，在多功能效益上，就經濟生

產功能，提升糧食安全及人體與環境健康的意識；藉由生產模式的轉變，在與生

產環境的互動中，學習更多的農業知識及技術。就社會文化功能，有機農民具備

健康為導向的生產概念，並營造出具在地特色的農村社區文化；農民因具共同目

標，關係密切，並能在技術與知識上互相交流及支援。就生態環境功能，農民具

有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土地因恢復健康，地景呈現多樣化的風貌。惟

行健村在實施有機的過程中，也面臨資金不足、驗證程序繁瑣、有機農田與慣行

農田併立容易汙染有機產品的困擾。是以本研究認為，政府應提供推動有機友善

的補貼或協助機制，以促成當地全面實施有機農業，提升整體生產環境的健康。 

關鍵字:農業多功能性、非商品產出、生物多樣性、行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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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n Multifunctionality of organic farming-A Case of 
Xingjian Village, Sansh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Ai-Ching Yen1, Yin-An Chen2,Yi-Ting Wu3 

Abstract 
 
Organic farming has been broadly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that it possesses 
multifunctionality dimensions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biodiversity, esteem of 
interior value on flora and fauna, and even local development. Such dimensions reflect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ich not only increases the food value of 
commodity output (CO), but also creates the value of non-commodity output (NCO) of  
food secur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ultural preservation, multiple landscapes, 
stabilization of rural area, and so on, as well as finally adjusts the agricultural orientation 
towards market demand (Lampkin, 1990).  
 
In order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part of villagers of Xingjian village (in Sanshing 
Township, Yilan County) establish an organic cooperative. Through cooperative 
members’ reciprocal trust and help, they practice no pesticide and no chemical fertilizer 
farming which is very successful and characteristic that is worthy to do in-depth research.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ppl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in-depth interview to realize the result 
of agricultural multifunctionality on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and difficulties of 
promoting organic farming in Xingjian Village. We find out that the practice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this case, has significant increase on multifunctionality, food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cognition. By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mode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armers and productive environment, organic farmers improve more 
agricultural knowledge. Besides, organic farmers has the productive concept of health 
orientation and also establish its particular local character and rural culture. Farmers have 
the same object and close relations so that they are able to gain mutual communication 
and support on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Not only farmers possess value of 
harmoniously coexisting with natural environment, but also the land recovers its health so 
that the landscape reveals diverse featur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in Xing Jiang Village, however, farmers have to confront the difficulties of 
lack of subsidies, complicated in the procedure of organic certification, and easy-polluted 
situation when conventional farm is next to organic farm.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iders 
that the Taiwan government have to provide organic friendly subsidies or support 
mechanism to assist all local farmers to transform into organic farming to entire sound 
productive environment. 
 
Key words: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Non-commodity Output, Biological           
Diversity, Xingjia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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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60 年代發展的綠色革命成功提高全球農作物之產量，解決了飢荒問題，但這

種「高化學肥料、高殺蟲劑、大量灌溉、耗費能源」的耕作方式，卻造成農地表土

層流失、微生物種死亡、土地蓄水力的下降等危機，也為自然環境引發浩劫衝擊

(Thakur and Sharma, 2005:205; Ramani and Thutupalli, 2015:2)。近年來，國際糧食的

供給，在氣候變遷、世界人口增加、石油價格上漲等高度不穩定之風險因子交互影

響下，已呈現供應緊絀的現象，是以國際間出現應對糧食安全危機加以反思之呼

籲，冀望藉由謀求永續性的農業體制，以為因應。有鑑於此，歐盟國家率先提出農

業環境概念，擬藉兼顧生態導向的保育策略以求農業的永續經營。所謂永續經營，

涵蓋生態、經濟和社會發展面向，及適當的資源使用管理規則，包括與農業攸關的

多功能取向 ( Daly, 1990:2-5; Pearce and Turner, 1990:43)。而農業多功能性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概念是在農業環境政策裡揭示，表彰農業生產已由

經濟功能轉變為注重其他服務功能，強調農業生產不僅創造商品產出的價值，亦提

供其他非商品產出的價值，是為公共財（public goods）與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

來源（Abler, 2005:241；陳怡婷，2008：71；顏愛靜、孫稚堤，2012:88）。惟因農業

生產方式的不同，以至於商品和非商品產出的相對比值有所不同，如慣行農業的比

值較高，但有機農業的比值則是較低。而商品產出可透過市場銷售獲得收入，但非

商 品 產 出 往 往 因 市 場 失 靈 難 以 得 到 償 付 而 有 供 應 不 足 的 問 題 滋 生

（Lampkin ,2002:321）。 

事實上，農地為農業生產重要的因素，農業生產過程即是農地利用的體現。學

者 Kline 與 Wichelns（1998:212）曾經指出，農地具有環境保育、生態維護、地景

美化、地下水補助以及耕作生產等功能，這即與農業多功能性的內涵相似。質言之，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多功能的內涵日益受到重視，不只以提供農產品為主

要考量，農業生產外的其他功能亦應受到重視(何欣芳、顏愛靜，2011:1)。惟上述

農業多重效益的展現，應有賴於融合生境的農地利用型態之實踐，而現今有機農業

已被全世界肯認具備農業永續性、生物多樣性、尊重動植物內在價值，甚至是地方

發展的多功能性特質。而此等特質反映於有機農業生產過程中，不僅可增加糧食生

產之商品產出價值，亦可創造糧食安全、環境保護、文化保存、多樣地景、穩定農

村等非商品產出價值，甚至可調整農業朝市場需求轉型(Lampkin,1990)，故部分國

家為推展此種具多功能性的健康農業，甚且提供多項補貼以利達成。是以如何於實

例中，將有機農業的多功能性加以展現，值得一探究竟。 

我國近幾年極力推展有機農業，並採驗證經費之補助措施，經由鼓勵農產有機

作業，提供消費者安全的農產品。惟因尚屬推展初期階段，成效有待觀察。爾來，

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為推行有機農業，成立生產合作社，藉由班員互信互助，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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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施農藥、化肥的有機栽培，成效初具，也十分具有特色，值得深入探討其發展歷

程與遭逢挑戰。本文首先回顧並梳理農業多功能性與有機農業之相關論述，以行健

村為研究對象，藉由實地查訪與農民深度訪談，研析該村經濟生產、生態環境、生

活文化與發展困境等不同面向之課題，藉此評估其有機農業發展之多功能性成效為

何，並尋求改善契機以共同促進該村有機之長期發展。 

二、有機農業實現農業多功能性之理論探究 

1987 年聯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簡稱 WCED）發表「我們共同的未來」（Our Common Future）報告，

提出「永續發展」的理念，並將之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不損及後代子

孫滿足其本身需求的發展」，此一定義乃以資源為導向，著重於公平性、永續性及

共同性的內涵，實則為地球村的今日，世界各國應踐實的國家政策目標。1而農業於

各國的經濟發展中，其角色定位緊扣著最根本的環節－人類生存，是以農業除為人

類生存發展歷程不可或缺的要素外，因其與生活（社會）、生態有著緊密之連結，

故農業發展的永續，誠為人類永續發展的根基。故於農業經營上應以兼顧生態環境

穩定的方法為之，以為永續理念的實踐，有機農業即在此理念之下，於世界各國廣

為推行。 

另者，臺灣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全球人口增加、糧食需求量與品質安全要求

提高、WTO 新回合談判與區域經貿加速自由化等趨勢，於農業施政重點，從 60 年

代的三農農業（農業、農村、農民），到 80 年代的三生農業（生產、生活、生態），

100 年開始強調「價值農業」，「價值農業」強調農業應從社會（生活支持）、環境（生

態服務）、經濟（產業價值鏈）等價值面向綜合檢視其貢獻，決定農業的走向，故

農業施政重要政策應擴及對農民、對消費者、對環境、對子孫及對全世界的五大關

照層面(胡興華，2014)。基於環境友善的耕種方式，除可生產安全、優質的農產品

供應消費者外，亦可降低農業生產對環境污染造成之衝擊，故臺灣有機農業即在賦

予此健康農業功能的需求下進行推展。 

（一）有機農業之內涵 

「有機農業」的概念，源起於奧地利哲學家Dr. Rudolf Steiner2在1924年提倡的

農作物有機栽培法，該法視農場為一獨立系統，應盡量減少外來物質的投入，除強

調應尊重及善用農場各類生物外，也強調非生物物質的影響（劉凱祥，2007:1; Paull, 

2011:64-66）。「有機農業」於世界各國的定義未盡相同，惟其實施的內容卻並不相

                                                       
1 資料來源：國家永續發展會議，http://61.219.187.109/NCSD/category/ptlist_114865.htm,引用日期：2013.09.26. 
2  1924 年 6 月 7 日至 16 日，Steiner（1924a）在波蘭西里西亞的 Koberwitz（現在 Kobierzyce）講授十天的農業

課程，奠定了「替代農業」的基礎，並設想要「治癒地球」(heal the earth)。於該訓練過程中，他指出「農場

是一個有機體」的表徵，並導致後來「生物動力農業」，或一般稱為「有機農業」的發展(Paull, 2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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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3國際有機運動聯盟將有機農業定義為「一種維持土壤，生態系統和人類的健康

的生產系統。它依賴於生態過程，生物多樣性和適應當地的條件的週期，而不是使

用具有不利影響的輸入。有機農業結合了傳統、創新和科學，有利於共享的環境，

以促進所有參與者公平的關係，良好的生活品質」；4而我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將之

定義為「有機農業是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利用原則，不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

強調水土資源保育與生態平衡之管理系統，並達到生產自然安全農產品目標之農

業。」5 

另者，國際有機運動聯盟(IFOAM)，將健康原則(health)、生態原則(ecology)、

公平原則(fairness)及謹慎原則(care)，作為有機農業成長與發展的根基，因農業是人

類最基本的活動之一，歷史，文化和社會價值觀被嵌入農業，故這四項原則於農業

的適用中，包括人們應如何照顧土壤、水、植物與動物，以製造、準備，並分配食

品和其他物品。他們關注於人如何與生活地景互動，如何與他人關聯，和如何為後

代塑造遺產(IFOAM, 2013)。以「健康原則」而言，強調個人和群落的健康狀況，與

生態系統的健康密不可分，故有機農業的作用，無論是在耕作，加工，分配，或消

費，皆應維持和提升這整體生態系統和生物的健康；而「生態原則」強調，生產是

基於生態過程和循環，營養和福祉是經由特定生產環境的生態來實現，是以有機農

業等系統即應符合循環和生態平衡的特質；至「謹慎原則」強調，有機農業應以謹

慎和負責的方式進行管理，以保護當代和未來世代之健康、福祉和環境。上開原則

是針對農業生產體系的內涵加以建構有機生產的操作準則。惟農業經營除了生產活

動以外，還影響生活、經濟、社會的領域，因此還需包括「公平原則」，使參與有

                                                       
3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OECD）將有機農業定義為「避

免使用人工肥料、農藥和除草劑的農業，而使用有機肥和輪作等有機耕作方式。原文 Organic farming is a 
farming system that avoids the use of artificial fertilizers, pesticides or herbicides and uses organic manure  and 　
organic methods of crop rotation.」（資料來源：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ttp://stats.oecd.org/glossary/detail.asp?ID=1920,,引用日期：2013.09.02.）；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 FAO)的農業委員會則對有機農業的定義為「有機農業是整體生產管理系統。它促進

和加強農業生態系統的健康，包括生物多樣性、生物循環和土壤生物活動。它重視使用管理方法，而不是

外來投入物，並考慮到當地的條件。有機農業在履行系統內的具體職能時盡可能地使用農藝、生物和機械

方法，而不是使用合成材料。原文 Organic agriculture is a holistic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promotes and enhances agro-ecosystem health, including biodiversity, biological cycles, and soil biological activity. 
It emphasises the use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preference to the use of off-farm inputs, taking into account that 
regional conditions require locally adapted systems.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using, where possible, agronomic, 
biological, and mechanical methods, as opposed to using synthetic materials, to fulfil any specific function within 
the system 」 （ 資 料 來 源 ：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 
http://www.fao.org/organicag/oa-faq/oa-faq1/en/,引用日期：2013.09.02.） 

4 原文"Organic Agriculture is a production system that sustains the health of soils, ecosystems and people. It relies on 
ecological processes, biodiversity and cycle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rather than the use of inputs with adverse 
effects. Organic Agriculture combines tradition, innovation and science to benefit the shared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fair relationships and a good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involved." 
( 資 料 來 源 ： IFOAM, http://infohub.ifoam.bio/en/what-organic/principles-organic-agriculture, 引 用 日 期 ：

2015.09.08) 
5.資料來源：有機農業全球資訊網，http://info.organic.org.tw/supergood/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100981,引

用日期：2013.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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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農業者，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實行確保所有各方的公平方式。有機農業應提

供每個人都能參與良好的生活品質，並有助於糧食主權和減少貧困，並且達成生產

足夠的優質食品和其他產品的目的(IFOAM, 2013)。有機農業依此四項原則指導，以

為永續農業發展三大支柱「生態」、「經濟」、「社會」的實踐（黃書禮，2004：40）

及永續經營奠下根基。6 

（二）農業多功能性之理念與特徵 

誠如前述，農業為人類最基本的活動之一，其除為人類生存發展歷程不可或缺

的要素外，因其與生活、生態有著緊密之連結，故農業發展的永續，亦為人類永續

發展的根基。而 Hansen and Jones（1996：186）為永續農業所下之定義「在未來可

繼續進行農業系統的能力。」說明農業提供了一個「維護的方式」－適應農業系統

的能力（Park and Seaton, 1996：85）。它保留了未來我們的種植和生產糧食的能力，

並且不減少後代可選擇的權利。這種永續農業的定義重點，即係農業系統的自力性

或 Godard and Hubert（2002）所說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永續性」（self-focused 

sustainability）。  

若說永續性是長期的、全球的資源導向(resource-oriented)概念，則多功能性

(multifunctionality)則是涉及生產過程、多種產出的活動導向(activity-oriented)概念，

兩者密不可分，互為表裡。多功能性的文獻大抵採用「功能」或「土地功能」的用

語，以描述「土地系統」(land system)所提供的財貨和服務，其中包括自然環境和

人 類 活 動 （ 如 OECD, 2001:6-9, Jongeneel et al., 2008:82, Verburg et al., 

2009:1328-1329, Moon and Griffith, 2011:456, Huang et al., 2015:139-140）。而自農業

的特性言，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6,7）指出其多功能性的關鍵要素是「農業聯合生產」，存在著多種商品產出

（Commodity Output, CO）和非商品產出（Non-commodity Output, NCO），一些 NCO

呈現出外部性或公共財的特點，然這些產品的市場並不存在或不能發揮良好的作

用。Wiggering（2006:239）則認為農業因具多功能性，故就農業的整體價值而言，

可從 CO 與 NCO 兩面向進行分析。此係因經濟行動除商品產出（如稻米）之外，

生態和生活文化之效益總是伴隨生產行為而產生。其中，商品產出可透過直接觀察

其銷售收入，便能評估該商品產出的價格；而非商品的產出具有外部性或公共財的

特徵，將於市場、準市場中，產生新的市場收入型態。多功能農業的總收益即為上

述兩者之總和（CO＋NCO）。故由不同程度的聯合生產所形成的社會效用，可以作

為衡量某種程度的土地利用多功能土地利用是否符合資源永續利用的原則。易言

之，檢視農業多功能性的展現，必須從農地永續利用的觀點來思考。 

                                                       
6 資 料 來 源 ： 郭 華 仁 ， 2013 ， 《 農 業 生 物 多 樣 性 與 農 業 永 續 經 營 》 ， 台 大 種 子 研 究 室 ，

http://seed.agron.ntu.edu.tw/agdiversity/article/agridv2013-5.htm,引用日期：201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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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多功能的核心概念在於農業經營具多元發展之可能性－跳脫以往農業生

產（CO）的主要功能，也論及農業的生活與生態面向（NCO），例如農村社會與文

化、生物多樣性等等。這兩種商品聯合生產成果，得以公共財或私有財形式進入到

公共服務與市場場域。Dubeuf and Sayadi (2014: 138)以及 Huang et al. (2015:140) 綜

合上述研究認為，多功能性係以農業為中心的探究取徑，故可將多功能性的主要特

徵歸類如下： 

1.CO－經濟生產面 

農業的經濟面向為實質產品的產出，提供人類生活所需的產品或原料，並且要

求「數量」（food security）與「品質」（food safety）相當，以確保一國充足的糧食

自給率（量），也限制化學肥料與農藥的投入，以保障食用者的健康（質）。 

2.NCO—社會生態面 

（1）社會文化面 

農業生產為傳統農村凝聚力與生存之命脈。當地居民配合環境需求，與非實質

生產之農地使用模式及社會組織相互作用，所建構的社會與文化體系，代表某個特

定區域在某個時期的歷史價值觀（徐采資，2013:41）。而藉由維持農業的生產經營

及農村地景的塑造，提供支持農村社區、農村就業、農村遊憩、農村地景或田園生

活體驗與文化遺產保存等社會共享價值，亦包含了對地方感的認同。 

（2）生態環境面 

生態面係由生產面而延伸。農業於生產經營過程中，往往與自然環境系統內之

包括土壤、水、動植物、農耕地景等相互連結。因此，若採用環境友好的耕種方式，

例如自然農法或有機栽培，將可維護生產系統內各項資源的功能，如空氣調節、水

資源保護、土壤地力維持、生物多樣性與調節氣候等。 

綜前所述，可知農業經營其多功能性之範疇，除應具實質產出之經濟生產面

外，也應發揮社會文化面及環境生態面等抽象功能的價值（王俊豪、周孟嫻，

2006:2），方能符應資源永續利用之原則。 

（三）有機農業具備之多功能性 

以往，生產主義所倡導的慣行農業(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強調商品生產的

最大化，並採資本與技術密集、大規模單一作物型態、高度機械化及大量使用化學

肥料、殺蟲劑及除草劑，以加速生產與減少農作物損失的方式生產，亦是一種工業

化農業(Beus & Dunlap,1990:598-599)。此舉雖緩解糧荒之問題，卻因自然資源過度

使用，終將導致生態環境之劣化與資源枯竭。與此農業型態相異的有機農業，其成

長與發展的四大指導原則「健康」、「生態」、「公平」、「謹慎」，卻是將整個生態系

統視為一體，其中的「生態原則」更強調應根據居住的生態系統和循環，與它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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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模擬它們，並幫助維護它們。亦即，有機農業將農場視為一個有機體，組成部

分包含人、植物、動物和土壤，並且農場應達到封閉的養分循環，藉以維護或提高

土壤肥力，並創造有利於動物福利的飼養方式。其拒絕使用化學肥料與農藥的栽培

方式，維護了人體健康與蔬果食用之安全性，是一種土壤、生態體系及人類三者皆

能維持健康的生產系統。Beus 與 Dunlap(1990:598-599)提出有機和慣行農業相異的

五要素與特點，本文從多功能的角度，比較歸納如表一所示。 

表一、有機與慣行農業經營方式之多功能性特點之比較 

多功能性 

意涵 

慣行農業(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 

1. 經濟生

產面 

依賴性 (Dependence) 

 大型、資本密集的生產單位

和技術 

 高度依靠外部資源的投入 

 農業經營依循科學、專家知識

指示 

自主性 (Independence) 

 小型、低資本的生產單位和

技術 

 減少外部的投入 

 農業經營重視個人知識、技

巧和在地的智慧 

開發利用 (Exploitation) 

 忽略外部成本 

 短期的利益比長期的結果重

要 

 大量使用不可再生資源 

 對資源高度消費以維持經濟

成長 

抑制約束 (Restraint) 

 考量所有的外部成本 

 短期和長期的結果一樣重要 

 使用可再生資源，保存不可

再生資源 

 限制消費有益於未來世代 

2. 社會文

化面 

競爭性 (Competition) 

 缺少合作，關心個人利益及

重視生產效率、數量和獲利 

 機械化耕作、減少勞動力的

投入、一致性的農業經營方

式，減少農村就業機會，也

無法展現當地農業傳統和鄉

村文化 

共同體 (Community) 

 促進農民間的合作，重視農

村整體效益、品質和農村地

景美感 

 密集的勞動人力，為農村創

造就業機會，而農業經營強

調與在地連結，得以保存農

場傳統和鄉村文化 

3. 生態環

境面 

支配自然 (Domination of nature) 

 人類與自然是分離的，是經

濟性的 

 大自然的資源只是為人類提

供服務的 

與自然和諧共處  (Harmony with 

nature) 

 人類為自然組合的一部分，

重視和諧關係 

 自然本身對整體生態系統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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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性 

意涵 

慣行農業(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 

 生命的循環是不完整，忽視

腐化物(decay)（廢棄物回收）

 靠農業的化學藥品維持生

產，並高度加工及強化營養

的食物 

具存在價值 

 生命的循環是完整的，包含

生長和腐化 

 靠開發健康的土地來維持生

產，以最低限度的加工，提

供自然營養的食物 

專業化 (Specialization) 

 基因窄化，連作單一作物 

 作物與家畜分開飼養 

 統一生產系統及高度專業

化，簡約的科技 

多樣性 (Diversity) 

 廣泛的基因，多種作物搭配

輪作 

 作物和家畜一起飼養 

 適合在地的生產系統，科技

整合提供創新的生產技術 

資料來源：參考 Beus and Dunlap（1990: 598-599）自行整理 

值得注意的是，有機農業非僅是將有機農業簡化成不用化學肥料與化學農藥的

農法，及有機農業成為單純用有機肥料以及生物性殺蟲物質的農業。該農業的宗

旨，在創建綜合性、人性化、環境、經濟和社會永續發展的農業生產系統的生產實

踐（D’Amario et al., 2005），是追求對於萬物的生態、公平、與關懷，達到人、事、

自然間的協調與生態的維護，7不僅僅是關心生產之後的收益，也關懷著生產者、土

地與社群之間的關係。有機農業實施的理念及原則與農業多功能性之概念多有疊合

之處(Dubeuf and Sayadi, 2014: 138)，茲說明如下： 

1.經濟生產面 

李承嘉等（2009：154-157）進行農地利用方案之多功能評估時，認為有機農業

可以滿足「達到糧食品質安全」與「確保糧食自給率」二項農地次功能。滿足前述

兩個評估項目，正符合多功能性當中的生產層面－糧食確保(量足)與糧食安全(質

佳)。 

2.生態環境面 

依據德國聯邦食品、農業與消費者保護部(BMEL, 2015:3-4)之研究，有機農業

對環境有不同程度的正面影響，與永續發展之概念不謀而合，其特點包含： 

（1）水土保持 

有機農業促進腐殖質和土壤動植物群系（soil biota）的形成，有更多的生物量

                                                       
7 資 料 來 源 : 陳 世 雄 ， 2010 ，《 台 灣 有 機 哲 學 驚 豔 國 際 新 風 尚 》， 陳 世 雄 的 有 機 生 活 ， 

http://tw.myblog.yahoo.com/organic-farmer/article?mid=6087 引用日期：2013.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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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生物活動，土壤的肥力較高，能夠避免表土侵蝕造成的損失。 

（2）水資源保護 

有機農業摒棄使用化學肥料，故農藥不會滲入土壤中，造成地下水體受硝酸鹽

等成分污染。 

（3）物種保護 

有機農業使用作物栽培技術(如輪作、綠肥、休耕等)控制雜草，也重視動植物

天敵及其棲息地的保護，希冀維護生物多樣性。 

（4）動物福利 

動物畜養配合農場面積，正視不同種類動物的生活特殊需要，故以福利為導向

的畜牧業亦符合有機農業的原則。 

3.社會文化面 

有機栽培並不仰賴科技來主宰生產的產量，反而更重視人與土地和諧共處平等

關係。在生活上減少了化學農藥使用，除促進經營者的健康，並為消費者享受更天

然的食品，間接提升了生活品質，也在一定程度上提供糧食安全，創造饒富活力的

文化地景(Dubeuf and Sayadi, 2014: 137-138)。特別是，農村的人們除從事農業生產

外，還會成立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相互學習農業技術、交換生活經驗，形成強大

的凝聚力和生命力(Simoncini, 2009:154; Huang et al. 2015:140)。 

從上述之分析，可知有機農業強調資源與技術的友善利用，同時重視綜合自然

環境、經濟、文化與社會面向的價值考量，並從中減緩或去除各面向的衝擊和影響，

促使達到永續農業的發展，是一種能確保農產品的生產能力且不損害自然環境資源

的一系列策略與方法，與農業就「生活（社會）」及「生態」面，所展現之正向外

部的多功能性不謀而合，亦證諸有機農業的實施，誠為實現農業多功能性的一種農

業生產途徑。是以為奠定國家農業發展的根基，以確保糧食安全，如何促進有機農

業的實施，應為國家農業政策推展的重要項目。 

三、行健村實施有機農業之多功能性 

（一）行健有機村簡介 

宜蘭縣位處台灣東北部，三面環山，東面為太平洋，蘭陽溪沖刷形成富饒的蘭

陽平原，為臺灣重要農業縣之一。8而行健村位於宜蘭縣三星鄉的心臟地帶（位置如

圖一綠框所示），面積 6.5 平方公里，約 350 多戶、人口約 900 多人。9全村耕作農

                                                       
8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全球資訊網，http://www.e-land.gov.tw/ct.asp?xItem=1044&CtNode=397&mp=4. 引用日

期：2015.11.20. 
9 資料來源：宜蘭縣三星鄉戶政事務所，三星鄉人口統計報表資料，104 年 5 月， 

http://hrs.e-land.gov.tw/Source/H01/H0101Q02.asp?System_work=4&Img_flag=1&Change=2, 引 用 日 期 ：

201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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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約 200 公頃，自古以來即以農業為主要產業，是一個典型農村，其中蔥蒜與

銀柳產量為全國之冠。該村北有行健溪、南有安農溪，為沖積扇地質，是栽種良質

米的最適地區（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2013：9）。 

 

 

 
 

 

 

 

 

 

 

 

圖一、行健有機合作社社員所屬有機田分布圖 
(圖例：橘色塊狀－有機田區；綠色線條—課正規劃中行健有機農產業專區範圍) 

資料來源: 本研究自行彙製 

有機村的幕後推手，是擔任二十年的「超級村長」－張美。因其有感於過去採

行慣行農業，村內的農民，時常噴灑農藥，農地瀰漫了灰濛濛的農藥氣體，農耕地

景呈現單調、缺乏生氣的景象，且不僅氣味嗆鼻，也使耕作的農友身體狀況變得更

差，更重要的是此種生產型態並沒有為村民帶來合理的收入。為了找回古早時期那

種純樸的農村社會與生氣盎然充滿多樣物種生態的行健村，以維護農村農地的永續

利用，並有鑑於當地地理條件，除有南北兩條溪流作為行健村的天然環境隔離外，

當地氣候適中，水質優良，適合發展有機農業。是以張美決定推動能夠帶來更多收

入，又對環境與農民健康有助益的有機農業，並在農政單位的輔導下成為宜蘭縣第

一有機村。另為了協助農民銷售農產品，整合各項通路與行銷資源，並為了農村風

貌的永續經營，她開始挨家挨戶遊說，堅持的理念打動了村內部分農民，2010年在

當地一群農友共同發心下，成立「行健村有機農產生產合作社」，當時有機稻作僅9

公頃，成員僅有11人。成立後不僅協同不同單位合作執行村內環境水質與生態隔離

帶之調查，並於農委會花蓮農業改良場蘭陽分場的指導下，針對有機農業栽培與病

蟲害防制方式上有更進一步的改良，10至2013年有機耕作面積已有32公頃，成員也

達22人。 

                                                       
10 資 料 來 源 ： 北 基 宜 花 金 馬 區 就 業 服 務 中 心 多 元 就 業 諮 詢 服 務 網 ，

http://jobmepp.nasme.org.tw/partner/info.aspx?pID=281,引用日期：201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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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健有機村有機小農訪談 

為檢視理論的適用性，本研究與行健村從事有機農業並加入行健有機生產合作

社的農事經營者進行兩次深度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一小時半至三小時間，執行期

間為 2013 年 5 月至 10 月間。 

1.訪談大綱 

本研究的訪談方式以半結構訪談法為主，亦即先擬定訪談大綱為主要架構，但

提問並不侷限於預設的題目，亦不一定會按照順序詢問，而是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再

進一步探究，因此訪問的問題彈性地依照受訪者的狀況調整。第一次訪談主要了解

當地的有機農業如何開始及推廣，並了解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等；第二次訪談，則

了解個別農民為何投入有機農業，及投入後遭遇到的問題，包含成本收益、資金取

得、實施有機農地面積、對家戶經濟的影響、使用的人力、驗證與費用、技術、管

理方式、與其他農民的關係及實施有機農業對未來的期許等，藉此了解與歸納出農

民的價值觀以及當地在多功能性三大面向（經濟生產、社會文化、生態環境）上的

符應情形，並就多功能性不足之處，探析其成因。又受訪者為參與行健村有機農產

生產合作社的有機農民，受訪農民約占該社社員(45 員)之三分之一，且為實際從事

農耕者，故具代表性，其基本資料如附表一。 

另者，這些社員雖多為老年農民，但亦有青壯年的農民，經作者之觀察發現，

雖同為農民，但其條件並不相同，例如轉型的動機，老農多為健康著眼，而青壯年

農民因有經濟的負擔，較著眼於收益；又以土地的自有情形，老農以自有田地為主，

而青壯年農民則以租賃土地為主，是以耕地不足的情形是青壯年農民所困擾的，而

老年農民的困擾則在識字不多及不會使用電腦，對田間管理的記錄部分困難，而上

述這些差異，皆是由作者經深度訪談而來，亦即本研究採深度訪談之目的在於冀望

對此研究個案作深度了解，方能研議出適於該地的可行策略。 

2.訪談者意見 

（1）經濟生產面 

a.農民因實施有機農業，提升糧食安全的意識，並能體現其對人體與環境健康

的影響 

聯合國糧農組織 1996 年將「糧食安全」的定義為：「保證任何人在任何時候，

都能得到為了生存和健康所需的足夠、安全且營養的食品。」11亦即，糧食之產量

必須達到未來人類之基本生活所需水準。而採用有機栽培的方式，能夠降低使用農

藥及其他化學肥料，使農產品較不危害生產者與食用者之健康。 

                                                       
11 原文「when all people at all times have access to sufficient, safe, nutritious food to maintain a healthy and active 

life. 」 (資料來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ttp://www.who.int/trade/glossary/story028/en/#, 引用日期：

2013.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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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健村主要生產有機米，目前是由較具公信力的慈心驗證公司之驗證。一旦投

入有機栽培之後，農民本身也開始食用有機產品。相較於以往食用慣行產品，受訪

者認為吃有機蔬菜能夠讓身體健康、更加長壽。受訪者很開心的與我們談到這種親

身體驗的改變，且提升對食品安全的意識，他們認為： 

「我現在吃菜都是吃有機的，感覺比較好，我也在想以前噴藥不好……現

在回去做慣行就是做不習慣了。現在親戚朋友都說你真好！你都是吃有機

的……以後有機村可能大家都呷百二齁，老人建設要先蓋起來齁。」(F1) 

「做有機的家庭也一定是吃有機，不會吃一些有的沒的，身體比較有保

障。」(F2) 

「作有機 大的好處就是全家都可以吃到有機的飯菜，這是第一好處，那

第二好處就是土地變好了、環境變好了。」(F7) 

b.農民因生產模式的轉變，學習到更多農業知識及田間管理技術 

受訪農民談到，過去實施慣行農業時，為了防止稻熱病等疫病侵害，在育苗階

段的稻種須先以化學藥劑洗遍，待秧苗成長後，繼續施灑殺蟲劑及除草劑以去除福

壽螺及雜草；相對地，有機耕作使用天然、又能分解福壽螺黏液的苦茶粕，降低了

福壽螺造成的危害。而最困擾有機栽培的雜草問題，除了要從整地、管水等基本面

減少雜草生成以外，還需要人力一株一株地拔除。是以有機栽培為需要大量人力，

屬勞動密集的農作方式。受訪者 F2，談到實施慣行農業與有機農業二者生產模式不

同： 

「有機的做法跟慣行的完全不一樣，慣行的除草劑化肥都放下去，有機每

個步驟都要用人工，除掉稗草(相爭吃肥的雜草)之類。如果不除稗草，田

就會變黃，肥料被敗草吃掉後，稻子就沒肥料可吃了，就會產生稻子的病，

所以要使用很多人工。」 

受訪的 F4 則強調過去實施慣行農業，因施灑除蟲劑，故不太會去注意作物生

長的習性，但實施有機後，為減少農損，即會開始了解農作物栽植的最佳時機： 

「一開始要種比較不怕蟲的作物。季節也有關係，例如說，有冬天適合的

作物，也有夏天適合的作物，什麼季節就種什麼作物，蔥如果不灑藥，那

就要在冬天種，蟲害才會比較少。」 

c.農民認為資金不足、產量與收入不如慣行農業及驗證的困難，是實施有機的

障礙 

實施有機農業有諸多的功能，是以如從社會化的面向觀之，其所產生的經濟效

益當為合理，惟農業之多功能性應以其有助於農民收入增加與農村經濟之富麗，是

以實施有機農業之結果，如未能產生上述正向效益，勢將形成實施有機農業的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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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本次的訪談中，農民即不諱言，他們在有機農業的實施上，仍有經濟上的疑慮，

分別說明如下： 

(a)農民普遍面臨資金短缺問題 

行健村推行有機農業已有一段時日，其產業規模與參與人數雖有逐漸增多之

勢，受訪農民對於全村有機化仍未有足夠的信心，其不約而同地表示資本短缺之難

題，此問題也包含加工設備之匱乏以及土地取得困難，尤其是青壯年的農民，他們

因農地價格高漲，閒置農地稀少，租不到足夠的土地而感到困擾。擔任地方農業推

手的角色－農會，並沒有扶植有機合作社推廣有機，受訪者說出有機農民的心聲： 

「目前農會沒有在做有機。照理說農會應該要有個有機的場地，讓我們烘

乾、加工、促銷。但有機我們是自己促銷，所以經費開銷很大就是這個原

因。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加工場所，所以連貯藏的場地也要跟人家租，碾米

廠要租、辦公場所也要租。所以政府推廣有機，都沒有配合我們(的需求)，

所以我們的生存很艱難。」(F2、F9) 

「三星農會主要重心在推行三星蔥和上將梨，對有機農業沒什麼興趣。」

(F10) 

「一開始通路和銷售的問題 大，因為原本做慣行的時候，銷售就交給農

會就好，但是轉型有機之後，農會並不收有機的作物，變成自己要負責銷

售，這對農民來說非常的麻煩。農會不收有機米啊，還好有成立合作社，

因為我不太會賣，所以我的米 80%都交給合作社來銷售。」(F12) 

「還是希望外界，能夠協助合作社添購必要的設備。」(F14) 

(b)有機米產量較低，農民勉強維持收支平衡 

農民起初對於投入有機後的收穫量並沒有太多的預設立場，直到投入後的一兩

年才會發現與慣行農業的差異。相較於傳統栽培米，有機米的收成量較低，例如 2011

年的水稻產量，宜蘭縣傳統耕種的稻田，每公頃平均稻穫量一萬兩千台斤，行健有

機村只有七千到八千台斤，受訪者談到慣行與有機產量及收入的差別： 

「一開始是不知道啦！種（有機）一年才知道收入會比慣行少多少。慣行

的收穫量比較多，普通一甲（有機的）地少割三千台斤，慣行的可割一萬

斤以上，有機的只有七千多斤……」(F1) 

「你看我種的田那麼多，其實沒有賺什麼錢欸！都只是收支打平而已，因

為也沒有記帳什麼的，就是可以過日子這樣而已。我以前也是沒田啊，一

兩甲地都是我自己買的啊，建堤防水溝都是自己貼錢的。」(F4)； 

「 大的困難我覺得是經濟上的考量，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賺錢的行業。

但我覺得有機農業是未來很有發展的行業，只是現在還沒有成熟。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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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的時候因為體力不夠，租了五分地結果只有耕種一分地，白白浪費

了地租，後來跟其他人合租農地，自己從一分地開始耕作，然後慢慢到今

天這樣的規模。」(F10) 

有機產品單價比慣行產品還要高出許多，故如何讓消費者有意願購買，也是另

一項挑戰。受訪農民認為，有機產品賣太貴人家還不買，既有益國民身體健康，應

該要大家都吃得起。正如受訪者所說： 

「因顧客群漸漸成長，期盼增加農場的規模。如果可以的話，還是希望大

環境能夠對有機農業更友善。」(F9) 

「希望能把農業的大環境提升，務農不再是弱勢時，也不用老是需要人家

補助。」(F10) 

(c)有機驗證程序困難，時程太長導致錯過市場最佳銷售時機 

行健村的務農者多為高齡之老農，年長之農民體力已不如壯年時期，繁雜的驗

證手續工作增加了農民工作負荷。受訪者談到資深農民生於農家，教育程度不高或

甚目不識丁，而驗證公司要求農民填寫田間記錄，對於老農是件相當困難的事： 

「還有一個是紀錄的問題。你看那些年長的老農，你要他寫紀錄，有的人

說拿筆寫字很難啊！他有些紀錄都沒有。有點困難對不對？」(F3) 

此外，現行驗證業務係政府委由民間機構辦理，因驗證的時程相當長，以至於

農民錯失市場交易的最佳時機，造成了農業的營利損失，受訪者分别談到: 

「設定的驗證手續太繁雜費用又高。像我們現在有機驗證七月來驗證到現

在（八月底）還沒給我，那叫我怎麼辦？……這個時間(中元普渡)的價格

銷量比較大……政府九月份才給我(補助費)……中秋節我要賣禮盒，你驗

證還沒給我，那我要怎麼賣？……」(F3) 

「施行有機的農民一定會製作『生產履歷』。但是去年申請的有機認證，

到了今年二月才拿到標章，豈不拖延了銷售的流程？」(F6) 

「慈心認證公司每次派來的人員並非同一個人，而每個人員的做法或建議

常有不同，造成轉型期間常事倍功半。」(F8) 

再者，有機農業驗證費用過於昂貴，對於資金不豐厚的有機農民也造成了困

擾，受訪者提及： 

「驗證公司驗土，我們要花費四千五，驗水也要花四千五，割稻去驗也再

花四千五……」(F2) 

「像我做兩三分地，大概就要花四萬在驗證上，但我有辦法靠著有機多賺

四萬塊嗎？」(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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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農民認為，與其每年進行驗證，不如施行「隨時抽查」的制度，或可

以拉長檢驗時間（例如三年才作一次），如驗證不合格，政府即不再補助

該未通過驗證的農民，甚至取消有機的資格等等，便能夠減輕農民的負擔。 

（2）社會文化功能 

a.實施有機的農民，具建構健康為導向的生產概念 

以往從事慣行農業的農民，雖能夠在短期間得到較多的收成，但卻造成人體及

土壤健康的破壞，對蔬果食用安全等方面產生了負面影響。以農業多功能性的內涵

檢視，慣行農法忽略了農業的非商品價值。受訪者 F3 舉例說明以往農友過度噴灑

農藥的傷身經驗： 

「以前有個姓劉的農戶，他噴農藥噴得滿厲害的，時常中毒，（每次）他

中毒了就到鄉公所，我們讓他打解毒藥劑。做慣行就是噴灑農藥啊！第一

個受害的是我們自己，消費者拿到慣行產品之前，我們慣行農戶就先受害

啦，吸到農藥比產品還要高啊！」 

然而，農民也同時意識到，使用有機的產品雖然覺得心安，但慣行農產品依舊

充斥在日常生活當中。受訪者 F3 即提出他的疑慮： 

「投入有機之後是吃了比較安心。但其實有機只是小部分，慣行才是一

般，稻米蔬菜是有機的，那其他的日常食品呢？都是化學的東西。」 

因此，農民認為拓展有機的耕作面積與推廣有機產品，讓生活中的化學產品不

再占大多數，仍將是一大挑戰。 

b.農民認同當地特有的農業文化，並希望能保存及傳承給下一代 

農業發展往往與社會紋理互為影響，從而展現地方的人們與土地相互依賴、共

生共存的深厚關係。除此之外，農業還可以提供使農村生活永續傳承並肩負農業生

態傳承的教育意義（蕭景楷，2006：25-26）。受訪的 F3 對於農業的文化傳承十分認

同，並且希望藉由與生態旅遊、導覽等方式，讓行健村的農業文化代代傳承下去，

他表示： 

「……一定要跟旅遊業者做結合，策略聯盟。……從我們鄉內談起，我們

行健村裡面就有很多民宿……我帶你去生態解說，或是夜間生態探索、來

做 DIY 米苔目蔥油餅……來插秧割稻也可阿，犁田也可以阿什麼的……把

以前祖先留給我們的文化資產要保存下來。」 

「政府不要只重視一些硬體設備，應該保留我們這些文化資產，要給經

費，要多重視傳承。比如以前沒有除草劑，怎麼除草？我們都是跪下來鋤

耶！政府應該要讓我們下一代活在這塊土地，知道要愛惜這塊土地，愛惜

這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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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有機農民間因共同的目標而互動關係密切，但與慣行農民較無來往 

有機合作社可視為一個「社群」之概念。所謂社群，是一個擁有某種共同價值

觀、規範和目標的實體，透過價值的傳遞、規範的投射與設定目標，進而影響了土

地利用的內涵及模式（顏愛靜、李健豪，2012:5）。參與合作社的農友，有著共同之

目標而凝聚，彼此亦會互相扶持、支援，遇到困難會一同討論。然參與合作社的農

友與實施慣行農業的農友便較無往來，受訪者談到合作社內部農友互動較為密切，

與實施慣行者較有理念的差異，他們說： 

「合作社的人感情比較好啦！會比較常聚在一起，假日也會一起去改良場

上課啦！」(F7) 

「其實齁……做有機以後，跟慣行的農友就有點格格不入，甚至有人還罵

我們說你們肖欸（瘋子）……做有機以後，我四周圍的人都還是做慣行，

他看到我就說你這是肖欸，就跟我們格格不入。你做你們的我做我的……」

(F3) 

d.行健村因多為老農致青壯年人力投入不足 

目前參與有機合作社的農民多半為年紀較大的老農，他們憂心有機產業面臨的

困境使得新生代怯於加入此行列。身為合作社中較為年輕的受訪者 F6 也表示，一

些朋友也想要像他一樣投入有機，但是礙於資金、設備、人力方面而卻步。因此，

他希望政府或社會大眾能夠有紓緩有機勞力的相關措施，為有機小農提供實質的幫

助，他表示： 

「有機農業 大的問題就是人力投入，行健村都是老農為主，那未來新農

要進來，大家都會看嘛……那麼辛苦，有的投入不到幾個月就放棄投降

了。那能不能解決人力的問題，譬如跟學校建教合作啊，或是學校有勞動

服務的部分、或是社會服務，是不是可以考慮投入有機？幫忙有機農戶除

草、認證等等，這樣的話可能可以舒緩有機勞力密集的困境。」(F6) 

另有受訪者則表示，家人在農忙時期亦會幫忙：「平常就我和爸爸（在種

田），農忙時其他家人會來支援。」(F9) 

有機農業既屬勞力密集的農作技術，人力問題無法解決，小農即無法擴大生產

面積，對於行健村希望有更多的農民投入有機產業，以提升農村多功能效益，自也

形成一個障礙。 

（3）生態環境功能 

a.實施有機的農民具實踐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價值觀 

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是一個平均年齡 65 歲的典型農村，有機合作社的農友多

以務農維生，農業工作是生活的重心，生命與農地共生共榮。土地是祖先留下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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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為文化之延續、生活的一部分。受訪者認為，後代子孫有責任去維護土地，且

務農就是他的生活，二者應該融為一體，他們表示： 

「這就是祖產啦……現在做農的，其實坦白說，沒有賣地就該偷笑了，現

在要  買地是非常困難的。你賣地去做事業那是沒關係，要是賣地去花光

光，我死了，祖先會找我算帳。」(F1) 

「如果一天不去看（田）好像會覺得……有什麼事情沒做。」(F3) 

土地利用的良窳與否，影響了土地健康；而土地的健康受損之後，也將會影響

土地利用之產量（Walck and Strong, 2001:264, 268）。因而，土地是否能夠永續利用，

關鍵在於土地健康。基於一個愛護土地的角度，受訪者希望健康的土地能夠世世代

代流傳，且保持土地的健康是永續的根基，他們認為： 

「大家差不多都做了四年了，這是一片心，想保護這塊土地，留清淨的環

境給子孫。不要再使用除草劑，不要再污染。種的蔬果我們吃起來比較健

康，也讓消費者健康地吃，有保障，對政府對環境都有幫助。」(F2) 

「現在大家都要吃有機的農產品，因為癌症實在太多了。」(F12) 

「想起以前慣行農的時候，連田邊的溪水都不敢拿來洗臉飲用，因為怕有

農藥，現在實行有機農，可以安心的踩踏土地，為了健康也為了祖先留下

的自然環境。」(F14) 

此外，就經濟的實質面言，經營有機農業的收入或許增加不多，但能為消費者

提供健康的食物及為後世子孫留下良好的環境，賺到的是健康、是一塊淨土，故以

身為有機人而覺得驕傲，受訪者表示： 

「有一種榮譽感我是做有機的……打從心底覺得光榮。」(F3) 

「雖然沒什麼賺啦，但是賣給消費者也有榮譽感啊！其實做那麼好的東西

也是有榮譽感！我覺得很驕傲啦！」(F7) 

b.農民感知實施有機農業後，對維護農地之生態環境與多樣性很有幫助 

零農藥、零化肥的有機田，生態的變化容易察覺，受訪農民表示，蟲跟鳥都變

得比以前的慣行田還要多了，空氣也清新多了，作物更為多樣化，土地變得更鬆軟，

他們表示： 

「在我另外一筆土地，種水果金棗那一塊，生態比較好，(有)白頭翁啊、

鳥啊……。我那塊是有機，周遭都是林地，林地就不可能去噴農藥……」

(F3) 

「因為沒有農藥的影響，小昆蟲、蚯蚓等都有變多……我們有機已經三十

五公頃了，外地人來這裡覺得空氣非常好。一直噴農藥的話，人經過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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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也會不順暢的。」(F7) 

「依節氣與在地環境，種植各類有機蔬菜，豐富農場作物的多樣化。」(F8) 

「原本剛投入有機農時，田地的土較為乾硬，在經歷轉型期的耕作後，土

地竟也發生意想不到的變化，土壤變得柔順且鬆軟適中。我沒有使用除草

劑，所以都要按時搓草，但這樣有個好處，就是我的田埂比較寬、也比較

不會崩壞。因為慣行農業要用除草劑，所以田埂上的草也會一併被除去，

田埂沒有草的根部幫忙固定土壤，一遇大雨非常容易崩壞。」(F11) 

c.行健村未全面實施有機農業，致農民有農田遭受污染的疑慮 

行健村雖因實施有機農業有成，於 2012 年經仰山文教基金會評選為「有機示

範村」，惟該村裡目前仍有許多農地維持慣行農業，而有機田與慣行田間雖有隔離

帶，但藉由空氣飄散或水體流動，並不能保證可以完全隔離，是以當地農民仍然憂

心受到污染。甚至有受訪者認為，依舊會食用到一些殘留的農藥： 

「其實齁……我這個問題也常在思考……像我的有機田旁邊是慣行

（田），像這樣颳那麼大的風，它那邊在噴藥施肥或是太陽日照、光合作

用，那個農藥灑下去蒸發掉，蒸發到大氣層裡面，它有懸浮微粒啊，等一

下下一場大雨，那些空中懸浮微粒就會隨著雨下到我的（有機）田裡面。」

(F3)； 

「其實跟慣行的在（同一個地方）做，一定會有吃到一些殘留的（農藥），

加減都有。」(F1) 

「兩側的鄰田皆是慣行農，在施放農藥時難免影響到自己的田地。」(F8) 

雖然農會對推廣有機耕作並不積極，但影響所及，近年連慣行田也盡量少噴農

藥，受訪者表示： 

「農會在推展有機生產上較不積極，本地農會的重點主要放在三星蔥（慣

行農法）。有受到鄰田慣行農法之影響，但近年在觀念慢慢修正下，鄰田

的慣行農也漸漸減少農藥使用，故此方面的影響也逐漸減少。」(F11、F12) 

對於有機田易遭鄰近慣行田污染的問題，也有受訪者提出他的解決方法： 

「我們的田就是（隔壁慣行田）人家收成以後，大概隔了半個月以後我們

才開始播種，所以會晚別人半個月才收成，那有什麼好處?人家收成前就

已經不會噴藥了，收成完也不可能去噴藥，所以有將近一兩個月的時間不

可能被污染的，這個就是一個安全期的隔開。所以即使沒有很長的隔離

帶，我們的蔬菜也是非常非常安全。」(F6) 

「我會在與鄰田接壤的一側種植甘蔗，形成天然的圍籬。或在自己田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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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側留緩衝帶。或在自己的田地四周架設網子。」(F8) 

但上述的解決方案是否真能有效隔離，農民們仍有疑慮。 

四、行健村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檢視  

農業在確保糧食安全，減輕貧困和保護全球當前及未來世代生存和福祉重要的

自然資源上，具有重要的永續發展意義。過去農業因大量使用化學除草劑，殺蟲劑

和農業生產集約化，導致如硝酸鹽地下水等其他有害的影響，各國乃陸續提出符合

永續經營的有機農業概念，以為因應（Ghimire, 2002：4）。然而，有機農業衍生正

外部性的價值，如保護生物多樣性、生境、臭氧層或土壤肥力，無法自市場體系中

獲得全部的反映，實屬「市場失靈」的情況（D’Amario et al , 2005）。惟實施有機農

業，以維護鄉村空間自然風貌、生物多樣性、農業文化傳承、休閒遊憩與居住等多

重功能，確是實踐永續發展的基礎，值得關注並設法使非商品產出獲得肯認，以便

賺取收入。 

本研究個案行健村以其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並由當地部分農民自發性組

織合作社，共同推廣有機耕種，目的在於實現找回兒時純樸、純淨，多樣性物種共

存的農村樣貌。然而，依上述訪談結果及筆者實地的觀察，對照本文前述參照 Beus 

and Dunlap 所提出的有機農業多功能性觀之，行健村實施有機農業後，就多功能性

言，部分確能獲得改觀，惟亦有部分功能尚未彰顯，茲分析如下： 

（一）經濟生產功能面向 

1.抑制約束的生產模式 

行健村有機農業的實施，改變過去台灣農村作為都市地區食物供給來源，不具

競爭力地區的刻板印象，藉由其農業生產型態轉變，不再使用農藥、除草劑、殺蟲

劑等外部的投入，而改採天然的有機肥，並以人工方式除草，此種抑制約束的行動，

不但提升了糧食的品質，更為居民的健康帶來了保障，是以在糧食品質的安全上，

已獲得肯定。 

2.自主性的農業經營 

觀察當地實施有機的農民，在轉變生產模式後，也改變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

開始會去注意農作、季節與地區的關係，適時、適地、適種，開始會去了解作物生

長習性及如何去照顧，並且藉由有機的實施，自身也增加了對於農作栽植的正確知

識，而此種農業經營對於個人知識、技巧及在地智慧的培養，不啻為生產經濟功能

下自主性的展現。 

3.農民所得與農村經濟支持不足 

從行健村受訪農民的言談可知，有機農業對於小農而言並非一項低資本的生產

單位和技術，而當地農會亦未給予任何有機推廣的協助，是以在面臨資金短缺、設

備不足，無法擴大栽種面積的困境下，現行有機農業的產量收入相較於過去實施慣

行農業的產量收入，並無顯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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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栽培的單位面積之產量低落，或係轉型初期缺乏好菌益蟲，土壤理化性質

仍舊不佳，病蟲害嚴重所致。嗣轉作有機 3 至 4 年後，土壤毒素逐漸消失，好菌益

蟲逐漸回來，產量將逐漸提升；然要土壤恢復健康、生物多樣性要能豐富，也需實

施正確的有機農法，方能奏效(郭華仁，2012)。有機產品雖單價較高，但成本高、

產量低，行健村第一批投入有機生產的小農，也須花費三至四年的時間才能夠回

本。而在後期投入有機栽培者，往往因為無法度過虧損期而萌生退意。故如何使有

機生產的收入更具穩定性，無疑是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而驗證程序冗長複雜的問題，也困擾了那些教育程度不高的老農，就筆者對當

地農民的觀察，農戶對於農作的知識、經驗相當豐富，但要他們就有關工作進度及

施用資材、數量等做田間紀錄的記載，就很吃力。驗證雖是不可或缺的一環，然而

繁瑣冗長的驗證程序，顯然未考量到這些長年農筆者，無法完成驗證程序要求的難

處。而整個驗證程序過長，也讓農戶錯過農產品銷售的最佳時機。另驗證費用過高，

但銷售的收入，卻未能彌補該項支出，也使部分農民因無法度過虧損期而萌生退

意，是以本研究認為有機農業對於當地農民所得與農村經濟的維持上並未發生明顯

的效益。 

（二）社會文化功能面向 

依上述訪談，有機農業的實施，有利於整體環境及農民的健康，這在造就農村

整體的效益及農村地景應有的美感上，是有正向助益。 

1.促進農民合作與重視農村整體效益及美感，並與農業經營強調在地結合，以

保存農村傳統和鄉村文化等共同體的功能 

雖然當地的農會對於有機農業並未提供支持，但由農民自發組成的「行健村有

機農業生產合作社」，卻發揮了社群內部協同合作的凝聚力，班員互信互助，交流

密切。該合作社除了協助農民銷售農產品及整合各項通路與行銷資源外，另藉由有

機的推廣，展現社會教育功能。而為了提升該村有機農業的知名度與能見度，該合

作社規劃未來配合當地豐富的人文生態，與旅遊業者進行異業合作，進行生態營造

及旅遊導覽，從全方位發展的角度，將當地特色的農村社會文化，介紹給更多人知

悉，並且傳承後世。是以本研究認為，當地有機的實施，對於農民間的合作與整體

效益的著重，確已發揮功能。 

2.當地青壯年農民人力投入不足，對促進在地就業機會，無法發揮功能 

有機農業的技術不若慣行農業般簡易，依受訪者說明，有機操作需要發費較慣

行更多的心力與人力，屬勞動力密集的工作，然當地現行投入有機農業者多為年紀

較大的老農，青壯年就業人口多半外流至外縣市尋找其他工作機會，回鄉務農的人

力並不多。又據筆者的觀察，人力的投入不足，一方面是投入田間管理的雇工欠缺，

另一方面卻是因小農資金不足，無法召募雇工。是以本研究認為當地青壯年人力投

入的不足，除實施有機的成效，無法大幅進展外，對於創造當地就業機會的功能，

亦無法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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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態環境功能面向 

人類於從事農耕時，應以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為念。換言之，人類於從事經濟活

動時，應體認自我不過是生態系統群落的一部分，是以應與其他物種在合作、穩定

的基礎上和諧共處，確保彼此生存的空間，以維護土地完整循環，並進而維持土地

的健康。 

1.農民具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意識與價值觀 

此種體認，可從農戶實施有機的初衷窺見。受訪的老農戶談到小時候稻田裡常

可見到青蛙、蚯蚓或鳥獸的踪跡，空氣裏飄散的是稻禾的香味；然曾幾何時，這些

鳥獸的踪跡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空氣裡飄散著刺鼻的農藥味，是以為了找回

兒時記憶中農村應有的景象，他們發心投入有機農業，並以身為有機人，貢獻己力，

為維護土地健康及提供消費者自然健康的食物而感到驕傲。是以本研究認為，就實

施有機農業的農戶而言，他們是具備人地和諧的價值觀。 

2.有機農業的實施，促進當地具生物多樣性地景的維護 

從上述的訪談得知，有機農民皆察覺已實施有機的農田，非但地力恢復，且農

田附近的蟲、鳥等生物都變多了，連附近的空氣也變得較為清新。素有「土壤的守

護神」－蚯蚓，是生態環境的指標動物（陳偉、石濤，2008）。以往大量施灑化肥

及農藥，改變了土壤的酸鹼性，讓蚯蚓不易生存。藉由有機栽種，回復了土壤原有

的地力，蚯蚓自然而然地也會增加。此種現象或可證明，有機栽培確實能夠為生物

多樣性與土壤肥沃度帶來正面之影響。而生物多樣性的維持，在地貌地景上，也能

提供外來遊客舒適的美感，此多功能的正向效益，對於當地未來發展特色地景相當

有助益。 

3.有機農田與慣行農田混雜，有機農田有受污染的疑慮 

現時行健村裡有實施有機者，亦有實施慣行者，據筆者於當地的觀察，有些有

機田與慣行田間雖設有隔離綠帶，惟該隔離綠帶寬度不足，確使有機農田有遭受污

染之虞。雖有農民以錯開慣行農田耕作期間，解決或隆低有機田受污染的問題，然

而，對於依賴農產銷售為主要家庭生計來源的農民而言，延後耕作期間有否其他足

夠的經濟支持，仍是個問題。此方法僅因個別農戶經濟條件的不同，但無法一體適

用，是以有機農田如何避免受到慣行農田的污染，仍有待解決。是以當有機農戶投

入較慣行農戶更多的資本，以維護生態環境，卻因受污染而未竟其功，則其損失非

僅為生態環境功能的不足，更影響了社會文化與生產經濟的功能。 

有關行健村實施有機農業其展現之多功能性，依表一就 Beus and Dunlap 所提出

的有機農業多功能性之五大要素，作為各面項的內涵，並就上述訪談及觀察結果，

對應各項要素中其特點的表徵，如有該特點表徵之呈現者即為「符合」，如未有該

特點表徵呈現者，則屬「欠缺」，檢視結果彙整如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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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行健村實施有機農業展現之多功能性檢視結果彙整表 
多功能性面向 內涵 符合/欠缺 特點表徵 

生產經濟面 

自主性 

符合 ◎減少外部的投入： 
1.不再使用農藥、除草劑、殺蟲劑等外部的投

入。 
2.利用回收的苦茶粕消除福壽螺的危害。 
3.農民自己也食用栽種的有機農產品。 

符合 ◎農業經營重視個人知識、技巧和在地的智

慧： 
農民注意農作、季節與地區的關係，適時、

適地、適種，並學習了解作物生長習性及如

何去照顧。 
欠缺◎小型、低資本的生產單位和技術： 

1.小農面臨資金短缺、設備不足，無法擴大栽

種面積的困境。據筆者之觀察，這在青壯

年農民尤其明顯，因青壯年是家庭的經濟

支柱，故希望擴大耕作面積以增加收入，

但現時農地價格高漲，閒置農地稀少，租

不到足夠的土地。或縱有農地，卻是跳躍

式分布，不利農地管理及利用。 
2.驗證程序冗長複雜，困擾教育程度不高的老

農。且驗證程序過長，往往讓農戶錯過農

產品銷售的最佳時機。 
3.驗證費用過高，但銷售的收入，卻未能彌補

該項支出。 

抑制約束 

符合 ◎限制消費有益於未來世代： 
農耕技術採用天然的有機肥，並以人工方式

除草，提升了糧食品質的安全及居民健康的

保障。 

社會文化面 共同體 

符合 ◎促進農民間的合作： 
1.農民自發組成「行健村有機農業生產合作

社」，班員互信互助，交流密切。 
2.合作社協助農民銷售農產品及整合各項通

路與行銷資源。 
符合 ◎重視農村整體效益、品質和農村地景美感

符合 ◎農業經營強調與在地連結，得以保存農場

傳統和鄉村文化： 
農民對於當地的文化特色相當認同，並以農

業地景為基礎，規劃配合當地豐富的人文生

態，與旅遊業者異業結盟，進行生態營造及

旅遊導覽。 
欠缺◎密集的勞動人力，能為農村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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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性面向 內涵 符合/欠缺 特點表徵 
實施有森機農業雖為密集的勞動人力，但卻

不能為當地創造高的就業機會。筆者以為青

壯年投入勞動人力不足，一方面是因青壯年

勞動人力外流，而另一方面卻是與農民資金

短缺有連動的關係，因資金短缺不敢貿然投

入有機農作或擴增有機栽種面積，致當地青

壯年投入人力未顯著。部分老農耕作的農

地，於農忙時，也僅能由子女協助。 

生態環境面 

與自然和

諧共處 

符合 ◎自然本身對整體生態系統即具存在價值，

人類為自然組合的一部分，重視和諧關係：

以身為有機人，貢獻己力，為維護土地健康

及提供消費者自然健康的食物而感到驕傲。

符合 ◎開發健康的土地來維持生產： 
農民認為實施有機農業，能為消費者提供健

康的食物及為後世子孫留下良好的環境，賺

到的是健康、是一塊淨土。 
欠缺◎有機農田與慣行農田隔離不完整，使有機

農田有遭受污染之虞： 
筆者觀察，當地除未全區實施有機農業外，

有機農田亦多夾於慣行農田中，而隔離帶寛

度不足，有機農田即有可能因風吹、水流的

影響受到慣行農田噴灑農藥的污染。 

多樣性 

符合 ◎適合在地的生產系統： 
依節氣與在地環境種植有機農作，除空氣清

新，土地鬆軟外，田間蟲鳥物種變多，而作

物亦呈現多樣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五、行健村有機農業多功能性實踐之結語與策略建議 

（一）結語 

本研究實地查訪與農民深度訪談發現，個案地區有機農業的實施，在多功能效

益之展現，農民對糧食品質安全及人體與環境健康的意識顯已提升；且藉由生產模

式的轉變，在與生產環境的互動中，學習到更多的農業知識。另有機農民具備健康

為導向的生產概念，並營造出具在地特色的農村社區文化。農民因具共同目標，關

係密切，並能在技術與知識上互相交流及支援，非但農民具有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

的價值觀，且土地因恢復健康，地景亦呈現多樣化的風貌。然而，有機農業是否實

施雖說是由農民自行決定，惟其實施的方向及強度，將會受政府政策激勵的影響。

有機農業的實施，既已被全球肯認具備農業永續性、生物多樣性、尊重動植物內在

價值，甚至具備人類永續發展根基所依憑之經濟生產、社會文化及生態環境等多功

能價值，值此全球因氣候變遷等利空因素引發糧食危機之時期，更應由政府制定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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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措施，協助推行。  

本研究雖係以宜蘭縣三星鄉行健村推行有機農業的實例，作為有機農業實踐農

業多功能價值的個案探究，惟依本文第一作者長期於臺灣其他農村地區就推行有機

農業在多功能性實踐上的觀察，其所面臨的困境多有雷同之處，亦即這些問題，非

僅只是單一農村的問題，而是許多農村普遍面臨的共同問題。目前雖有補貼措施以

利有機農業的實施，但因各縣市政府的資源配置不同，故其在有機農業支持的力度

上亦不同，以至於許多地區，在推展有機農作時，仍然面臨相同的問題。故冀望藉

此研究，提醒政府應正視這些問題，並給予強力的支持，讓農業得以真正的發揮其

「經濟」、「社會」及「環境」的多功能價值。 

（二）策略建議 

回顧行健村的案例，當地的農民在前任村長及有機農場場長的引領下，自主性

的發展有機農業，以期能為農民帶來更多收入及維護土地健康的同時，亦能使其行

健村恢復傳統農村地景的樣貌。而從上述對於當地實施有機農業後，其農業多功能

的分析，卻仍有部分正向功能並未展現，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農民們資金成本及人

力投入不足，無法擴大耕作面積，以增加實施有機的效益；而營銷上，政府也未給

予積極協助，再加以有機驗證的程序冗長繁瑣、費用太高，收支無法平衡；有機農

田與慣行農田隔離之問題，使有機農田有受污染的疑慮。是以針對行健村實施有機

農業多功能性不足的問題，將就上述考察提出以下的建議： 

1.提供推動有機友善的補貼或協助機制 

制定政策支持有機農業發展，有三個主要原因：1.有機農業具備「公共財」價

值：但公共財價值無法適當的反應在產品價格上，因此由政府提供資金補貼。2.扶

植新興產業：有機農業及產品占整個農業及市場結構的極小部分，無法滿足大眾需

求，應由政府支持有機農業的初步發展以提升有機種植面積。3.矯正市場失靈：上

述二個理由，造成市場失靈的問題，有機產品的市場需求雖高，但從事有機生產的

生產者卻少，以經濟學角度觀之，有機產品市場為一個沒有效率的市場，因此應由

政府以公共政策適當干預，以矯正市場失靈現象。（Lampkin ,2002:321） 

本研究以為，從上述制定支持有機農業發展政策的原因，說明政府為促使供應

者提供供給，應有必要制定政策，以利該「推」的動力產生。而有機的實施既是為

增進國民全體健康的目標達成，首先應即採取促成農民轉作有機之手段。現時我國

在推行有機的政策方向，從有機農業法規的制定，可看出係以需求為主導，確立有

機產品市場的環境，故規範有機產品須經驗證合格，才能以有機的名稱，在消費市

場販售；至於支持有機生產面發展的政策，雖有驗證費用的補貼，惟農民轉作有機

農業時，需投入大量的資材設備補充，這些設備的費用，非一般小農資力可負擔，

而政府並未提供輔導轉作的補貼措施。再加以實施有機的農田，如未達經濟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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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益增加有限，故轉型期間農民已咬牙硬撐，縱經取得有機證明，得以進入有機

市場，但在政府未有有機的營銷支持下，仍需 2 至 3 年入不敷出，以致於部分有機

農民在不堪虧損下，放棄有機耕作，此皆因不友善的政策制度所導致。故為提升轉

作誘因的成效，本研究建議，除了驗證費用的補貼外，在轉型期間，另提供農民輔

導、資材設備添購或場地設備租借的補貼，使有心投入有機並對環境維護提出貢獻

的農民，能獲得政府實質的協助，繼而持續推展。 

2.以學用合一連結農業相關學校之學習，為當地提供充足的人力支援 

有機農業生產過程，因不若慣行得採機械耕作，而是多以人力方式為之，是以

屬勞動力密集的產業。然個案地區現實施有機者多數為老農，年輕一輩大部分往城

市去發展，故每一個農民家戶人口數，在農事作業的支撐上，並不充足。另就有機

農業規範之田間紀錄，需記載明確，以做為檢驗的依據，惟對於教育程度不高的老

農，拿筆比拿鋤頭還辛苦。是以無論是有機的生產面或田間紀錄等較精細的工作，

皆需要有人力的支應。 

有機農業對環境貢獻等多功能性，在政策上應透過教育的方式讓一般消費者學

習了解，進而支持。是以如能在學用合一的基礎上，規劃農業相關學校之學生進入

農村，一方面讓學生將其所學，實際運用於個案上，以獲得知識的印證及擴充，讓

學校教導的知識成為實用的知識；另方面也可以彌補上述因人口外流，造成農事人

力不足或農戶因教育程度不高無法進行田間紀錄工作的缺憾。 

3.促進全區有機農業實施，以避免有機農田受污染 

行健村為行健溪、安農溪南北包圍，有沖積扇肥沃壤質，再加上當地氣候適中，

水質優良，為發展有機農業的最適地點。惟當地有機農業的實施仍屬小部分，大部

分的農民仍採慣行農業，致使上述的有利條件，在有機農業的實施上，反因有機農

田仍有污染之虞而被抵銷。這對當地有機農業的推動，當然不是個好的現象。究其

原因，有機農業的推動仍不若慣行農業，從當地農會對於行健村有機的推動未提供

協助即可證之。是以在農民僅能自發營銷，收益有限及有機農田的面積在當地僅佔

小部分的情形下，大部分的人仍未能體驗有機農業對於當地農業生產環境可以帶來

商品生產之外的多功能性，也就無轉作的動力了。故為使當地有機農業能穩定的成

長，仍應由政府提供綜合性的具體措施，包含如倉儲等基礎設施的支持、農業生產

營銷的通路及資訊，配合對消費者教育、訊息的提供，以便使有機功能能深化一般

消費者的生活，藉由對供應者與消費者政策的平衡制定，促成全區有機農業的實

施，方能有效的解決有機農田受污染的問題。 

4.增加有機市場的需求，為農民建置穩定的產銷通路 

食安的問題是大家關心的議題，然而就如同當地農民所言，有機產品價格較慣

行產品價格高出許多，這讓許多消費者降低購買意願，連帶的使農民產生了銷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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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力，這些壓力亦是許多慣行農民不願轉作有機的原因，是以為能促成當地全區實

施有機農業，應為農民建置固定的產銷通路，讓農民在銷售無虞的情況下，致力於

有機農作的實施。其策略應可藉由政府機關學校對有機產品的採用，引領消費市場

對有機產品需求的提升。亦可由政府協助「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12的推廣輔導，藉由結合生產與銷售共同運作的模式，讓產品的

生產者與消費者建立穩定的的網絡關係，並為農民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支援。 

 

                                                       
12 「社區支持型農業」，是一個食品生產和銷售系統，直接連接農民和消費者。簡而言之是消費者與生產者的

相互承諾及合作。消費者以會員方式，固定向農夫長期訂購農產品（通常以蔬菜水果為主），農夫每週定期

將新鮮的當季產品寄送給消費者。消費者可以到農場進行產地拜訪，認識農夫與農地，甚至一起參與生產

工作。這麼一來，消費者享受新鮮安全的農產品，而農夫得到訂戶的穩定支持，可以安心耕種。（資料來

源：Suzanne D.Muth, 1993, ”Defining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ttp://pubs.nal.usda.gov/defining-community-supported-agriculture, 引用日期：2015.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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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受訪農民基本資料 

受訪日期 受訪者 性別 種植項目 

2013/5/5 

2013/8/27 
F1 男 水稻、蔬菜 

2013/8/17 

2013/8/27 
F2 男 水稻 

2013/8/17 

2013/8/27 
F3 男 金棗果樹、水稻、蔬菜 

2013/5/5 

2013/8/27 
F4 男 蔬菜、稻米 

2013/5/5 

2013/8/27 

2014/10/30 

F5 男 三星蔥 

2013/5/5 

2013/8/27 
F6 男 蔬菜、稻米、玉米 

2013/8/27 

2013/9/13 

2014/10/30 

F7 女 水稻、蔬菜 

2014/04/21 F8 男 稻米，蔬菜、水果 

2014/4/25 F9 男 稻米，蔬菜、水果 

2014/04/22 F10 男 稻米，蔬菜、水果 

2014/4/23 

2014/10/30 
F11 女 稻米、蔬菜、水果 

2014/4/25 F12 男 稻米、蔬菜、水果 

2014/4/23 F13 男 稻米、茭白筍 

2014/4/23 F14 男 稻米，蔬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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