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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台灣農業發展的十字口： 

1970 年代台灣農業政策轉變對農地與農業、農村發展之衝擊
1
 

 

董建宏2 

 

摘要 

 

回顧 1968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初期，台灣的農業正是走到了轉型的十字路口。

在「以農扶工」的政策下，台灣農業與農村資源大量的被擠壓進入工業部門，最

終在 1960 年代造成傳統農村與農業生產體系的崩潰。這樣結果的產生，實與台

灣在當時積極與國際資本主義連結，並在世界體系的分工支配下的發展政策，有

高度相關。但是，為了鞏固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在追求經濟持續發展與

妥善照顧農民福利兩者間，國民黨政府陷入了「農、工爭地」的發展大辯論。在

以李登輝為代表的重農派學者與農復會官員的共同分析與探討下，1970 年代最重

要的農業改革方案，以「九項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的政策型態，成為國家最

主要的農業與農村政策。其政策的核心，其實正是「二次土改芻議」所主張的：

擴大個人耕地面積、保留優良農地、降低農業從業人口、提升農民創新與研發能

力，讓台灣農民在現代化的科技技術與知識協助下，以家庭農場式的小農經濟體

制為主體，提升農業所得。但是，面對國際資本的競爭，以及工業化發展的強勢，

還有農村勞動力的流失與老化，1970 年代的農業改革政策，並未真正對台灣農業

生產結構，產生全面性的改造。但是，卻創造了兩極化的農民結構：仰賴國家資

源挹注的小農／糧食農，以及高資本、高投入、高風險的商品農。這樣的農民結

構，使得農地的使用出現更多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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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近年來，由於全球的劇烈氣候變遷、生態遭受嚴重破壞與污染、糧食危機3的

浮現，越來越多學者與政府官員又再度對農業與農地投以無比的關注。特別在苗

栗大埔事件，以及彰化國光石化事件後，社會各界與政府官員對於台灣的農業與

農村、農地發展、使用現況開始產生許多的討論與爭議。學界與社運人士，紛紛

抨擊政府對農業與農村的忽視，特別是對於農地管制的輕忽，以及長期以來的製

造業與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導向，致使台灣的農業與農村陷入生存的困境。然而，

我們回顧戰後台灣的農業發展歷程，我們似乎很難全然同意上述的論述。 

事實上，台灣的農業與農村問題自 1970 年代以降，就是執政者施政的重心與焦

點。因為農村與農業在 1960 年代末期，已經發生了重大的經濟危機。不但農民

收入普遍低於工商業收入，農村的勞動力因此大量流失至都市部門，也造成都市

發展上的危機。因此，政府一方面在 1970 年代透過農復會體系，提出許多新的

農業發展對策，也將農業的發展重點，由農產業轉移到農村生活的改善計畫，更

積極提升農業決策單位的位階。因此，1984 進一步將由原農業復興委員會改組之

「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改組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統

一農業相關事業事權，並將決策層級提升至部會層級。嗣後，設立農業

部的呼聲更是持續不斷。而在明年（民國 101 年），行政院將正式設置農

業部。  

然而，我們還是必須質疑，如果台灣的中央政府自 1970 年代就清楚

的看到台灣農業的危機，那麼，為何這樣的農業危機持續了長達 40 年？

而這樣的農業危機又是否有任何可以解決的機制？還是當前的台灣農業

危機，與當時的解決方式之間，有著怎樣的關連性？本論文將從台灣 1970

年代前後的農業發展歷史，來思考在台灣農業的發展歷程中，國家政策

的介入對於農村與農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而這些政策的背後，是怎樣

的一個意識型態與社會經濟背景，讓國家一方面得以強力介入農村與農

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卻又因此陷入了長期的困境之中而無力再次復興

                                                      

3 台灣在討論「糧食危機」時，通常沒有清楚與明確的定義。依據聯合國農糧組織的定義，糧食

危機應指的是：accessibility，意即「取得」必要基本糧食的可即性是否便利與充足。如果以這

樣的定義來看，台灣當前並不存在所謂的「糧食危機」。而 Raj Patel 在其所著作的「糧食戰爭」

（2009）一書中，更指出糧食危機的浮現，其實與西方跨國農企業的壟斷與霸權有深刻的關連。

因此，簡單的以「產量」就來定義台灣已經面臨了「糧食危機」，進而提出一連串的「農業挽救

措施」，其實是見樹不見林的單面像思維。面對糧食危機，應該如 Raj Patel 在「糧食戰爭」一書

中，以及許多生態與農學學者的深度思考為基礎，去重新檢視在地生產、在地消費與在地生態系

的完整連結，才是比較合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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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拯救。   

二、 理論回顧 

 

在討論農業、農民與國家三者之間的關係時，當代的相關討論多半集中在國

家與農民，或農民與土地的關連性。通過對於農民特質的討論（例如：James Scott

的道德經濟說（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並一併將 Karl Polanyi 與 E. P. 

Thompson 對於農民面對市場與國家脅迫時，那種通過社會鑲嵌（social embedded 

economy ）的社會相互救助機制與道德經濟理性，共同視為小農社會農民特質

的展現；或是援引 Samuel L. Popkin 的理性農民（the rational peasant）的觀點，

去強調農民自身的利益計算，才是他們行動的主要指導綱領，來分析農民與國家

之間的衝突。而經濟學者，則站在經濟發展的角度，去觀察土地與農業生產之間

的關係。但是，如果我們從土地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體空間資源的角度來看，

我們則可以進一步觀察到，不論是農民自身的經濟利益計算、或是道德經濟的經

濟理性，其實在在與國家如何處理土地資源，有著高度的相關。因此，如果我們

從土地的使用與相關國家土地與空間政策出發，我們會看到國家與農民，在資本

主義的結構下，是如何的互動。而這樣的互動，通過空間資源（即土地）的價值

的轉換，對農村與農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作為人類社會的一項經濟活動而言，農業與土地的關係，正巧也是人類與自

然環境關係轉變的關鍵。相較於游牧民族仰賴土地所給予的資源，來放牧牛羊，

獲取經濟生活的必須；農業社會藉由新的技術的發展，直接讓人類與自然對話，

以生產技術控制著土地與自然環境，開發出人類日常生活的基本維生資源。因此，

土地成為人類社會首要的生產資源。在傳統的農業社會，都把土地視作是國計民

生的關鍵。因此，儒家的代表領袖孟子便提到：「諸侯有三寶：土地、人民、政

事。」而被視為是中國傳統民生經濟思想領袖的管仲更強調：「地者，萬物之本

源，緒生之根範也。」在西方，近代被視為是第一群經濟學者的重農學派，其主

要代表人物之一，愛爾蘭裔的英籍銀行家康悌隆（Cantillon）則提出重農主義的

要義：「土地，是取得財富的泉源或資財。」（Higgs, 1896，陳新友譯，1972：

12）簡言之，在農業自身的經濟與技術邏輯下，土地是農業社會與農業產業本身

重要的生產資源。而如何正確處理土地問題，則成了農業、農村與農民自身發展

的關鍵。 

在重農學派的思考下，社會歷史的演進，正如同康悌隆所論證的，關鍵在土

地所有權屬於少數人所擁有，因而在滿足了農民與勞動者之要求後，剩餘生產物

就屬於土地所有者自由處分，因此，這些地主階級如何消費剩餘產物的模式，便

決定了國民生產的性質。也就是說，財富的產生來自於如何生產地主階級所意圖

消費與積累的產物。而土地，就如同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所宣稱的，是「財

富之母」。所以，土地不再只是一個生產的基地與工具，它的使用狀況的轉變，

更關係著財富的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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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對重農學派的分析，認為其對於現代政治經濟學最重要的貢獻，就是

將財富的來源的分析，從重商主義的流通面觀點，轉移到重視生產面的發展，並

且因此將農業生產的兩個主要要素：土地與勞動，視為是財富創造的基礎。通過

對於土地與勞動的內涵與形式，特別是農業生產的研究，重農學派將地租因此視

之為「剩餘價值」的形式，也是唯一的形式。然而，Marx 也明確指出，重農學

派一個嚴重的缺陷，便是因為無法清楚看到當農業生產的機制，是以滿足地主階

級的經濟利潤的積累來運作，也就是土地的所有者其實是以封建領主的面紗，來

遮掩其身為大農業資本家的真實身份，進而以地租的形式來掠奪佃農（亦即資本

主義農業生產模式下的勞動者）所產出的剩餘價值。 

而相對的，Marx 對土地的研究，則把這項生產要素放置在整個資本主義的

生產體系內去分析。從這樣的理論與歷史角度出發，我們想探討的是，土地所有

權的變遷，與地租形式的轉變，以及這樣的變動對於國家治理機制的意義與挑戰。

為何要這樣發問？其問題意識的提出，其是就是因為 Marx 在論絕對地租時，清

楚的指出，土地所有權的壟斷是產生絕對地租的原因。土地所有權對於絕對地租

所起的作用，不同於它對級差地租所起的作用。在級差地租的場合，土地所有權

只是商品價格中早已存在的超額利潤轉化為地租的原因。“在這裡，土地所有權

並不是創造這個價格組成部分的原因，也不是作為這個組成部分的前提的價格上

漲的原因”。但在絕對地租的場合，如果最壞土地不提供地租，就不可能讓人耕

種，那末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就是引起這個價格上漲的原因。因此，“土地所有權

本身已經產生地租。”4（宋圭武，2007）而因為這樣一種所有權的壟斷，因而將

導致生產力與勞動者利益的衝突，進一步將影響國家治理的穩定。因為，當土地

所有權的壟斷，導致土地擁有者將土地轉移到其他生產模式（例如：提供為工業

生產所需基地），勢必對於仰賴農耕土地為生的農業生產者造成嚴重的生活利益

衝突。而這樣一種衝突，進一步的將衝擊到國家治理的穩定性。 

正如同重農學派所身處的時代，在面對路易十四皇朝，路易十四與貴族們的

奢華浪費，以及無窮盡的征戰，這些重農主義者已經感受，到作為國家經濟的直

接生產者的農民，他們的不滿與憤恨。正因為這群重農主義的學者觀察到了農民

的憤怒，也正如 Marx 所諷刺的，他們因為跳脫不出為封建體系的守護者，使他

們一方面高舉農業生產的大旗，強調農業生產才是富國之道；另一方面，卻不斷

貶抑工商業的發展，以期降低貴族們奢華的消費行為，避免造成農民更大的憤怒，

最終將衝垮法國波旁王室的存在。 

重農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Quesnay 在面對法國逐漸顯現的經濟困境，提出了

經濟表（Tableau Oeconomique）的著作，並希望法國王室政府以一種單一、簡單、

直接的稅直接對土地課徵。因為當所有的生產財富的主要產業是生產原料物資的

產業，亦即農業，那麼對於農業主的土地進行單一稅的課徵，便可以透過商業貿

                                                      

4
 http://big5.ce.cn/gate/big5/blog.ce.cn/html/54/100254-10596.html 

http://big5.ce.cn/gate/big5/blog.ce.cn/html/54/100254-105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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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機制，將稅賦逐級轉移到所有人。換言之，只要對地主課稅，就可以透過市場

的交換機制，跟所有的人課徵到國家應收受的稅金。也就是說，Quesnay 以及重

農學派的諸多學者，均認為君王與地主事實是土地的共同所有人，包括相互的權

利義務關係與利害關係。因此，如果王室對地主課徵超過其應得之利益，勢必將

會損害其合夥人（即地主），也勢必損害王室自身。因為，稅賦最後是會通過市

場交易的機制，轉移到實質農業生產者，以及仰賴農業生產的龐大工商業者。在

自然秩序的法則下，他們認為統治者的任務，就是在維持自然秩序的穩定。而這

個自然秩序，當然暗示的當時的農業生產秩序。對重農學派來說，他們已然看到

了土地所有權的轉變，以及土地所有權在商業活動與原始資本主義的「誘使」下，

開始朝向商品的方向在發展了。而這樣的發展，卻危及了法國王室的統治，因為

它破壞了農業生產體系。因此土地的商品化，讓國家的治理機制必須有所調整，

不然，商品化的結果將會吞噬僵化的國家治理機制。 

經由對重農學派的簡單討論，我們理解了土地所有權的特殊性，以及隨著生

產力與歷史的演進，對於國家政權的挑戰。事實上，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的演

進，非但土地作為空間的實體，已經逐步的完成商品化的程序。空間自身作為一

個三維的存在（實質與抽象），也開始通過金融資本的借貸，以及營建業的興起，

成為資本社會中的一項特殊商品。這個（空間）商品的特殊性，在於商品本身不

但是營建部門生產的結果，也是支援其他生產部門「再生產」／集體消費的重要

商品。因為對工業資本主義體系來說，空間的使用與建設，使他們一方面可以通

過建設讓資本找到一個積累的新場所；另一方面，也通過空間的建設，特別是集

體消費商品的建設與規劃（例如：國宅、大眾運輸系統、教育機構、公園綠地等），

讓備受資本壓迫的勞動者，可以找到休憩的場域，以利勞動力的恢復與提升，進

一步協助資本的再次積累。而這樣一個空間的規劃與使用，對許多規劃學者來說，

並非是資本可以自行妄為的。在這其中，國家扮演了一個相對自主性的角色。 

而當我們進一步援引 Karl Polanyi 的分析時，則會進一步理解，「勞力的商品

化實是市場社會的典範（paradigm）；而試圖將人轉變為商品正是市場社會的核心

要素，但也是其核心缺陷」（Polanyi，黃樹民等譯，1989：18-19）而事實上，隨

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則會不斷將之前為完成的商品化程序，透過國家力量的介入，

將之完成。在 Clause Offe 觀察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與危機的過程中，他發現，國家

在面臨資本積累危機時，一方面國家必須迅速去回應來自資本體系的困境，協助

資本集團脫離危機；另一方面，國家的統治菁英與官僚們，也必須思考自身利益

之所在，面對人民的強大壓力與不滿，試圖去處理解決。因此，他們通常會通過

「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去讓所有的國家公民再次進入商品生產的關係，

以期解決資本主義生產危機，並再次鞏固政權的正當性。(Offe, Clause. 1993:125)

也因此，國家會積極主動的介入市場去作為，並以此建構國家治理的機制。換言

之，國家治理的目的，事實上是要解決資本主義不斷發生的積累與生產困境，同

時，也是強化國家對於市場的控制，因此國家會去設置越來越複雜的機構與機制，

去協助，甚至是取代市場的作為不足或不作為。但是，這樣一種治理的機制，會

面臨效率（efficiency）與效力（effectiveness）之間的衝突。因為一個有效力的機

構，它必然是針對最需要者提供最廣泛的服務，例如：偏遠地區的交通車的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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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但是，這樣的服務卻通常是最不具所謂的效率的，因為使用者並不多，

卻必須要放入龐大的資本。因此，國家的合法性（legitimacy）會面臨挑戰。但是

當代的資本主義福利國家在資本的壓力下，以及自身的短暫合法性的需求下，通

常還是會以強化國家治理機制作為回應。但是，這並不表示國家必然的就會去進

行治理機制的設置。 

因此，讓我們再回到 Karl Polanyi 的論述上，他清楚的指出，因為市場是有

其缺陷的，而這樣的缺陷，透過國家政策，使之與社會結構鑲嵌（embedded），

以使得資本的積累可以擴張時，一個強力的反向運動，也同時展開。因為在資本

主義體系下遭受迫害的弱勢者，必然自發的興起不同的反抗，以面對市場所造成

的破壞性的後果。 

因此，當我們將農業再置入這樣的空間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底下，我們看到，

國家通過相關的公共政策，將珍貴的農村土地，擠壓給工業與都市部門，利用土

地資源的釋放，來降低生產成本與都市發展的壓力，同時尋求藉此來改善農民的

所得狀態，在「進步、發展」的教條口號下，進一步擠壓農民進入工業資本主義

的生產體系，以達成發展主義國家的歷史任務。於是乎，農村的土地，脫離了

Marx 所討論的第一階段的等差級租的農業耕作狀態，而進入其所分析的「絕對

地租」的土地商品化狀態。而這樣的絕對地租的情境，使得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

係，從封建時代的「侍從體系」，通過由「等差級租」的土地分配制度，來換取

農民的忠誠，轉變為仰賴以市場經濟邏輯與階級鬥爭為主的當代國家與公民的關

係。因為在當代資本主義的架構侷限下，現代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確保資

本主義體系下，市場的合理運作，以及資源的「開放」與「流通」。這樣的開放

與流通，是確保市場機制穩定發展的關鍵。因此，土地，或者更清楚來說，農地，

從 Morre（1966）的歷史結構分析下，被以各種暴力獲非暴力手段，轉移到工業

部門，成為新的資本積累的重要工具。也因此，當我們在討論如何解決農業所得

偏低問題時，政府的策略就幾乎只能進一步的商品化農業的生產模式與農地。因

為正如同 Offe 所點出的，「商品化」與「再商品化」，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在

尋求正當性與解決經濟發展危機時，最簡易的策略。但是，這樣的策略，卻也因

此崩解了傳統的農業生產體系與生態空間，對農業的生產造成的嚴重的傷害。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重點，放在透過觀察 1960-70 年代，台灣農村社會的變遷，以及因應這

樣的變遷，所導致的國家政策的轉變，來理解國家與農民在土地資源分配利益上

的衝突，以及國家透過怎樣的方式，去安撫這樣的衝突。因此，在文獻與論文的

撰述與研究過程，一方面透過大量當時有關農業、農村的鄉土小說與文學作品的

分析與摘錄，來呈現當時農村社群的崩解，與農業體系的危機。另一方面，則透

過對於政府政策的閱讀與分析，來觀察當時的國家機器，在面對農工爭地，與農

村危機時，又是採用怎樣的政策觀點，來解除政權之正當性危機。是以，以下的

研究分析，將會透過大量的文學作品的呈現，交叉著對國家公共政策的解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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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呈現與分析 1970 年代的台灣，為何會站在農業發展的十字路口。 

四、 1970 年代以前的台灣農業與農村 

 

請借問播田的田庄阿伯啊，人塊講繁華都市台北對叨去， 

阮就是無依偎可憐的女兒，自細漢著來離開父母的身邊， 

雖然無人替阮安排將來代誌，阮想要來趕都市做著女工度日子， 

也通來安慰自已心內的欷微。 

                          -- 「孤女的願望」，詞：葉俊麟 曲：米山正夫 

 

出外來流浪到台北 已經過一年  

想起彼當時 佮伊來分離  

一時陣毋知怎樣 悲傷珠淚滴  

雖然是男兒立志 雖然是男兒立志  

猶原心稀微  

                             -- 「流浪到台北」，作詞：林合，作曲：佚名 

「流浪到台北」、「孤女的願望」等這些在 60 年代開始傳唱的台灣歌謠，於

歌詞中透露了台灣傳統農業社會結構的支解，以及工業與都市的興起對台灣農村

社會的挑戰。不但是家中的女孩們開始必須外出工作，到繁華的台北都市去尋找

工作，因為家中的農業收入，在低糧價以及種種的農業賦捐的科徵下，早已無力

支持家庭的開支。因此農家的女孩們，必須遠赴他鄉尋求女工的工作，以支持家

中眾多人口的龐大開支，特別是兄弟們繼續教育的機會。而隨著台灣持續的工業

化，以及政府對農業資源的持續的擠壓，讓男孩們也不得不離鄉背井，到大都市

尋求工作機會。這首由黃西田所唱紅的「流浪到台北」，也將台灣農村子弟的無

奈與在都市中打拼的辛酸，點滴的呈現出來。 

事實上，1950 年代起，由當時政府所提出的一連串四年期的經建計畫，在以

「農業發展工業」的策略下，台灣的工業發展因此奠定了穩定的根基。但是，這

個穩定的工業發展基礎，卻是在大量犧牲農業與農村社會發展的結果。只是，這

樣的議題並不是台灣特有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 J. Hobsbawm）就在其著作

中點出 20 世紀最大的社會變遷，就是農民急速崩解與衰落、以及居漁民顯優勢

地對的都市社會的誕生。台灣文學家宋澤萊在他的鄉土小說「大頭崁仔的布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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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描繪為了讓孩子有一技之長的大頭崁仔的父親，不得不遠赴北部礦坑工作，

卻因礦災而不得不返鄉，最後卻死於挖礦的職業病，讓大頭崁仔面對父親困頓的

一生，感到委屈，並因而對人生產生難解的困惑：「阿爸就這樣死滅了。而這雖

不知道歸咎誰，但崁仔總覺得虧欠了父親什麼。是這世間原本就瀰漫著一種黑鴉

鴉的勢力吧！像魔蝦尊者或萬世天尊這些妖道。他們隱伏在不知名的地方，一張

口就把阿爸給吞噬了」。而這股吞噬父親的「妖道」，其實就是台灣與全球快速發

展的工業化與都市文明。但是，諷刺的是，面對這個吞噬他父親的都市與工業文

明，他卻在學成一手出神入化的布袋戲功夫，成為鄉下地區最搶手的布袋戲師傅

後，在經濟生活應該不需憂慮時，還是決定要離開鄉下，到都市去：「然則，他

冥冥中就不想在鄉下待下去了。祖父的鍊條，阿爸的租田，他的布袋戲都會成為

過去的，他已在城裏買下一家機車店，他是有黑手天份的，屆時他只須到城裏去

謀發展吧。」這是時代巨輪轉動下，台灣農村的悲歌。而台灣的農業與農村，也

在這樣的時代巨輪的碾壓下，走到了發展的十字路口。 

1968 年，是標誌著台灣農工產業結構轉變的關鍵年。在這一年，台灣的工業

生產總值首次超過農業生產總值。從此之後，農業與工業發展的落差，就像剪刀

的兩邊，越來越遠了！ 

在 1960 年 12 月農復會會當時所出版的一份有關「基層民生建設實驗農村」

的報告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國家當時對農業與農村生產、生活發展的建設與規劃。

在厚植農經濟實力的前提下，政府藉助美援，在農村推動機化與新式生產技術、

推廣大規模經濟作物的栽種（例如：於桃園龍潭鄉栽種茶葉等），更大力推動農

產加工，創造農業生產的附加價值，同時促進工業的發展與工業技術的提升。同

時，也積極提升鄉村地區的教育環境與資源，包括學齡前的托育教育、國校的增

設、成人教育的推廣等，除了一方面協助鄉村婦女，以釋出鄉村女性勞動力，增

進生產；另一方面，強化各種層次的教育資源的投入，讓農村的人力資源與生產

技術可以積極提升，促進農業的生產。(Reconstruction 1960)換言之，在國家「以

農扶工」的政策指導方針下，對於農業與農村的發展，是有著清楚的政策方向與

資源的投入。而農村的收入與總體生活狀況，也在 1950-60 年代這一段時間，有

著長足的進步。 

然而，卻也在「以農扶工」的政策指導下，大量的農業資源被擠壓進入工業

部門。在李登輝的研究中清楚指出，台灣農業部門自 1895 年至 1960 年，一直有

大量的資本流入非農業部門之中。然而，與 1930 年代相比，1950 年代農業資本

的淨流出上升了 33％。(李登輝 1989)在這樣龐大的資本淨流出的背後，則是農

村生活的逐漸衰敗。整個 1950 年代，由於政府通過許多不平等的交換（例如：

肥料換穀制度、田賦等），壓縮了鄉村地區的消費力。導致農民的消費水準停留

在 1930 年代，而實質工資還下降了。(Selden 1991)這樣龐大的農業經濟的擠壓，

造成了農村農民生活的困頓。透過閱讀台灣眾多鄉土、農村小說，作家吳音寧(吳

音寧 2007)清楚的描繪了在 1960 年代之後，那個從經濟數據上看似輝煌的農村社

會，其實農民已在國家種種賦稅制度下，被迫分送孩子給有錢人家撫養、或讓子

弟、女兒在小小的年紀，孤身獨影的進入大都會，投入陌生的工廠區或其他燈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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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綠的產業中。在那些年隨著新的農業技術與科技的投入，還有大量化肥的使用，

台灣的農產，特別是稻米幾乎是年年豐收。但是，農家卻難得可以品嚐他們辛苦

耕作的成果。在向楊「阿爹的飯包」的詩句中，出生南投的詩人向楊在日後的回

憶中如此陳述著： 

每一日早起時，天猶未光 

阿爹就帶著飯包 

騎著舊鐵馬，離開厝 

出去西埔替人搬砂石 

…… 

有一日早起，天猶烏烏 

阮偷偷走入去灶腳內，掀開 

阿爹的飯包：無半粒蛋 

三條菜脯，蕃薯簽參飯 

                     -- 引自向陽「阿爹的飯包」 

日後許多人士對於那個年代的記述中，並未脫離這樣艱辛的生活處境的描寫。

事實上，在 60 年代就有農政官員（以農復會成員為代表），以及時任美國國際合

作總署中國分署主任郝樂遜積極主張廢除「肥料換穀」制度。他們認為這個制度

使農民吃虧，應該廢除。而郝樂遜更指出，當時國民政府開支太大，是導致國內

投資不足的原因。他指出，從 1953 年到 1958 年，台灣國民生產毛額增加了 24

％，私人消費增加 25％，但是政府消費卻增加了百分之百。大量消費的結果，

就是使投資無法增加。(康綠島 1993)也就是在這樣的因素下，雖然有農復會的官

員主張廢除「肥料換穀」制度，但是基於上述財政困境，農復會還是持續這項政

策一直到 1973 年。 

相對的，我們來看工業部門的發展。從進出口貿易統計數字的變遷，可以觀

察稻農工部門的增長，以及台灣產業結構的轉變。1952 年，工業產品佔進出口比

重只有 8.1％，到了 1966 年，工業產品佔進出口總值已經達到 55.1％。而 1968

年這個台灣農工產業轉捩點的關鍵年，工業生產總值占台灣生產總值已達 51.78%，

之後工業產值節節高昇。相對的，農業產值迅速的跌落到兩成以下。在 1980 年

代以後，台灣農業的生產總值對台灣經濟的貢獻度已經無足輕重了。而就在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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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結構的重大轉變下，專業農戶數迅速下降。1960 年，台灣上有 47.6％的專

業農戶；到了 1980 年，只剩下 8.9％。相對的，兼業農戶則從 52.4％激增到 911

％。而農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率，亦由 1951 年的 56.％，降至 1986 年

的 17.0％。(吳田泉 1993) 

這樣的發展，其實是與台灣積極發展外銷產業有著密切的關連。首先，1950

年代末期，當重要的財經官員尹仲容注意到援引「進口替代」政策，積極發展國

內工業產業，並節省外匯的政策，其實並未充分奏效。自 1953 年以來實施「進

口替代」政策，雖然培育了大量的民營工業產業，工業在五年內共成長了 45％，

但是貿易赤字在 1958 年依然達到美金六千八百三十萬元。因此，想要藉由「進

口替代」政策來扶植工業、資累資本、降低赤字並不成功。同時，尹仲容也注意

到工業發展所會衍生的通膨問題。在 1953 年他就指出，隨著工業發展，政府開

支、人民購買力與銀行信用擴張，都會使通膨的趨勢大增。為了減緩通膨，非但

政府與人民都應該盡可能節省開支，政府甚至必要時應該以稅收與強迫儲蓄的方

式，規範人民將部分收入節省起來，投資到生產事業。然而，過渡的節省消費與

大量生產的結果，必然會造成生產過剩。因此，在 1957 年底，尹仲容就在題為

「改善經濟現狀之基本途徑」一文中，建議政府除了糖以外。應該積極建立三至

五種可出口的工業，予以特別的協助，並且不計成本的支持、努力，以期可以打

開新的國際市場、並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對以尹仲容為首的財經官員來說，台灣

在 1950 年代所展現出來的人口壓力，絕對會是台灣社會未來發展的困境。因此，

如何有效降低人口增加對資源所形成的生活壓力，進一步引導、轉移這龐大的勞

動力，進入新興的勞動市場，絕對是經濟發展一個重要的課題。(康綠島 1993) 

就是在這樣的工業發展以及勞動力移轉策略下，國民政府透過種種不等價交

換機制（例如：肥料換穀）以及田賦等制度，有效的擠壓了台灣的農村資源，並

創造了都市與工業的發展。到了 1970 年代，台灣靠著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超時

的勞動、毫無污染管制的環境開放、以及各種優惠的免稅措施等，成為美日跨國

資本集團的新投資天堂。而台灣也在這樣的國際資本的投入以及國家資本的挹注，

逐漸被整合進入國際分工體系，成為冷戰體系下，亞太地區重要的資本主義發展

區。在作家楊青矗的筆下，一個「新時代」正在形成。在這位勞工文學的代表性

作家筆下，我們看到了台灣自 1960 年代開始大量工業化後，不但「從鎮上通往

市內的大路」，一路都是新建的工廠區，吸納了許多農家的剩餘勞動力，特別是

女性。資本家們更是通過種種不平等的方式，對勞動者進行剝削。在「工等五等」

一文中，楊青矗這樣描述當時的工廠勞動狀況與薪資結構： 

 

「陸敏成是這家工廠的電氣技工，薪水是工作評价五等，全廠的技工很少像他這

麼低薪的，同他做同樣的工作，有人評十二等，一個月可多領他一倍以上的薪水。

工作評价的宗旨是同工同酬，而陸敏成永遠想不通怎會有那麼大的懸殊…工作評

价是交情評价，課長要你給等，工作表就填值幾等評分的工作項目……『曠工就

曠工吧。別人不工作你都不去管，只會管我，我不做副業，五等的一家人只能吃

個五分飽。』『如果它給我的薪水能使我一家人吃個九分飽，我真願為它認真幹

一輩子』……陸敏成含著兩泡淚水向廖寅揮揮手走離辦公大樓。暗忖：明天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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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幾家認識的建築商招攬新屋的電線裝施工作，然後租一間有地點的店鋪，將

現有的那家不像樣的電氣行遷出去，慢慢擴展業務……」 

於是，台灣的農民在70年代面臨了一個生存的困境。一方面，政府刻意壓低

農業所得、利用田賦等賦稅等制度，積極擠壓農民所得進入政府部門，導致農村

破產；另一方面，卻也利用各種薪資制度與勞動控制手段，迫使更多的農村子弟

必須投入工業生產，以賺取足夠的薪資來照顧還留在農村故鄉的老小親人。畢竟，

工業所得還是高於農業所得。於是，農村開始人口大量流失、農業產業開始空洞

化。李登輝就清楚的指出：「農民所得之相對偏低,是過去長期經濟發展以及有關

政策累積的結果。」(李登輝 1989)相對來說，農民的耕作意願與對農業生產的認

同，也逐步在下降。相對來說，農民的耕作意願與對農業生產的認同，也逐步在

下降。廖正宏、黃俊傑在題為「光復後農民的農業意識」一文中，引述1979年桃

園縣新屋鄉農會一位基層工作人員對農民的評價： 

「…現在的農民與以前不同了！…過去十束年前，農民的求知慾非常強，農會一

有神磨會議，或舉辦農業講習，參加的農民一定很多，現在農會所舉辦的相關會

議，參加人數大不如前，這主要是因為農業所得偏低，一般農民已經對農會的工

作失去信心與興趣。」(廖正宏，黃俊傑 1992) 

於是，「務農」，不再是一個「光彩」的行業，也不足以養家活口了！怎樣「脫

農」、「離地」成為當時台灣農村社會普遍的情緒。 

這是一個跟之前不一樣的年代。正如同英國歷史學者 Eric Hobsbawm 清楚的

點出，當代世界（20 世紀屹今）最重大且戲劇性的變革與歷史發展的斷裂，便

是農民的急速崩解與衰落。(Hobsbawm 1996)台灣社會也在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巨輪

下，進入了李登輝、賴文輝等人在 1969 年所宣稱的「雙重經濟結構」。(王作榮, 李

登輝 et al. 1969)在這樣的一個新時代中，新興的中產階級正在逐步興起，台灣的

都市社會呈現著一片進步、發展的氛圍。然而，相對的，在國際局勢上，卻因為

1971 年被迫退出聯合國，台灣政府與社會開始積極追尋新的價值與正當性，以渡

過這個被稱做「風雨飄搖」的年代。於是，如何妥善處理農業、農村問題，同時

讓台灣社會在國際資本主義的分工體系下，繼續扮演一個關鍵角色，進一步創造

更高的經濟成長，成為當時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標。 

五、 農業政策的轉變與農地商品化的深化 

 

1972 年五月，年方 49 歲的李登輝以農經專家的背景，被蔣經國延攬為行政

院政務委員。同年九月，政府公佈九項「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其實，早在

在 1969 年及 1970 年農政單位便分別擬定「農業政策檢討綱要」及「現階段農村

經濟建設綱領」。然因無具體措施與經費支持而無實效。因此，1972 年的九項「加

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其核心理念，就是立基在李登輝等農復會學者、官員們，

基於農業現代化的思維上，所規範的農業發展策略。並且獲得中央政府相當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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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論是在資金上或人力上。而蔣經國更是在公布這九項措施時，發表了一番

談話。他說： 

「最後，我要向全省農民說幾句話：你們在過去二十多年類，對國家經濟建設所

做極大的貢獻，已經受到全國同胞至高的尊敬。…現在，因為國家工業化的結果，

使農業遭遇了若干困難，雖然這也許是經濟發展過程中難免的現象，但政府必須

負起責任來解決困難，來改善你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吳音寧 2007) 

日期 施行措施 發布

者 

目的 措施內容 

民國 58 年
(1969 年農業

發展上的分

水嶺) 

(十四點)農業政策

綱要之頒布 

國民政

府 

自民國 50 年代中期以後，在工

商業急速況展情形下，農業部

門成長相對弛緩，農民與非農

民所得之差距逐漸擴大。 

政府為改善農民所得，加速農

村現代化，得以確保整體經濟

之均衡發展 

(一)擴大農場經營規

模，推行農業機械化 

(二)充裕農業生產資

材，穩定農產價格 

(三)強化農民組織，

加強服務 

(四)發展農產加工，

拓展國際貿易 

(五)革新農產運銷制

度，提高運銷效率 

(六)革新農業金融制

度，充裕長期低利資

金 

(七)繼續糧食作物增

產，特用作物與糧食

作物並重 

(八)繼續改進畜牧生

產，增加肉類蛋類供

應 

(九)繼續發展漁業擴

大外銷 

(十)平衡發展林業，

造林伐木與林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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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兼籌並顧 

(十一)加強山坡地開

發、保育與利用並重 

(十二)加強試驗研

究，提高技術水準 

(十三)訓練國內研究

人才，配合經建計畫

需要 

(十四)修正及訂正有

關法律 

民國 58 年 十二項農業發展

實施方案 

農復會 依據農業政策綱要研擬的十

二項農業發展實施方案 

(一)加速農業機械化 

(二)改進農產運銷 

(三)改進農產金融制

度 

(四)經濟作物產銷 

(五)糧食生產改進 

(六)食品加工事業發

展 

(七)畜牧事業發展 

(八)加速山坡地開發 

(九)漁業發展 

(十)林業經營現代化 

(十一)水土資源開發 

(十二)改進農地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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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1 年

9 月 

加速農村建設九

項重要措施 

 

蔣經國 

 

加速推動農村建設，增進農業

生產，提高農民所得，徹底改

善農民生活環境。 

推動重點為加強農村公共投

資及降低生產成本，謀求生產

條件與環境之改善，藉以提高

農民生產意願與收益。 

 

 

(一)廢除肥料換穀制

度 

(二)取消田賦附征教

育費 

(三)放寬農貸條件，

變利農村資金通融 

-----(該三項為制度之改

進)---- 

(四)改革農產運銷制

度 

(著重於蔬菜與毛豬運

銷改進工作以建立現

代化之基礎) 

(五)加強農村公共投

資 

(六)加速推廣綜合技

術栽培 

(七)倡設農業生產專

業區 

(八)加強農業試驗研

究推廣工作 

(九)鼓勵農村地區設

立工廠。 

 

 

1972 年的九項「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的公布，其政策的目的，首先在宣

告政府部門對於農村經濟資源的擠壓政策的廢除。「以農扶工」的政策思維正式

從國民政府的財經官員的意識型態中去除了。因此除了廢除「肥料換穀制」、「田

賦附徵教育捐」；更主動設置「糧食平準基金」、「稻米保證價格」等機制，將過

去以經濟發展、平衡物價為農業政策的先決目標，轉而為同時兼顧農民經濟福利。

此外，更積極透過農會金融信貸以及農業推廣體系，加速農業現代化以及農村生

活的改善。同時也積極介入農會行銷體系，建立農產運銷制度，希望可以協助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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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解決農產運銷的問題。事實上，因為 1970 年代後，台灣大量的人口湧入都市，

特別是大台北都會區與高雄市，因此包括果菜市場等大宗的農糧集散市場與農產

運銷體系，也因應著都會區的需求而必須建設。不然，一旦農產供應鏈出現問題，

對於都市生活以及物價平準還是有嚴重的傷害。 

而配合著農業生產的現代化，以及對於農業生產區的保護與擴張，政府於

1973 年修正了都市計畫法，並另行制訂了區域計畫法，讓台灣的計畫體系由一完

整的都市計畫法令規劃，切割成為都市空間由都市計畫法「計畫開發、分區使用」、

與非都市空間由區域計畫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進行「發展許可、土地管

制」兩個差異性的土地管理、管制系統。73 法的修正，事實上造成台灣土地空

間秩序的混亂。因為地政單位在當時，通過區域計畫法取得對鄉村地區土地的分

區使用核可權，卻在便宜行事的邏輯下，將鄉村地區的土地，以調查當時的使用

現況，逕自承認，並作為日後土地區位的規範。再加以，當時政府為降低工業生

產成本、轉移農業發展區至丘陵、高山地區，因此通過區域計畫法與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大量的將許多生態敏感地帶，通過「發展許可」授與開發權力，

並將許多工廠，以各種土地使用規範，滲入鄉村空間，造成台灣農村地景的破碎。

然而在當時，卻是政府有效引進工業進入農村，創造農民新就業機會與所得增加

的重要政策。換言之，這些立法的通過與實行，是與農政官員們意圖進行「二次

土改」有重大的關連。 

在農業現代化的思維下，政府投入的大量的研究資金進行「農業專業區」的

研究。希望可以依市場需要、地理條件、及原分佈等情形，倡設雜糧作物、特用

外銷作物、農牧綜合之專業區。另外，統籌推廣農業機械化、辦理土地重劃、水

利設施、產品處理運銷之設備。並鼓勵共同及委託經營，倡議「大佃戶、小地主」

的理念，輔導農民貸款購地，擴大農場經營面積、以便全面機械化。此亦為「農

業發展條例」及「第二階段土地改革」之重點工作。此外，為了協助農民改善其

生活環境，政府也投入大量的資金，針對農村社區進行實質生活空間的改善計畫。

自 1976 年的「綜合發展示範村」實施之後陸續展開對於農村生活空間的改善。

相關的建設工作有「現代農村發展計畫」、「基層建設」、「農宅改善計畫」，以及

正在當時擬議當中「改善農業結構加速農業升級」方案。其內容原是以小型工程

建設及實質設施的改善和美化工作為重點，後來幾經檢討及擴充層面而包括了農

宅新建改善之輔導、貸款等項目，以及農宅社區的更新立法等。 

當時的內閣於 1974 年針對「加速農村建設」發出新聞稿表示： 

「近年來由於工商業快速成長，而農業受到人多地少天然條件之限制，農業成長

和農民所得比非農業相對偏低，這是經濟發展中所不可避免現象。據相關資料顯

示，民國五十五年農民每人所得為 4509 元，約為非農民所得的 70％，至民國六

十二年農民每人所得雖然增加為 8533 元，但非農民所得增加更速，農民與非農

民所得比率降為 60％，同期間農業成長率由 5.2％降為 3.6％，而工業成長率卻由

16％增加為 21％。行政院蔣經國院長在民國五十八年主持財經會報時，即注意到

此種問題，其訂定了十四項農業政策實施綱要，並配合訂定十二項農業生產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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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方案，經積極推動已獲得了相當的效果，諸如大幅降低肥料價格，減輕農民

負擔，推行農業機械化與發展農產品外銷等。同時自民國六十一年起，由中央政

府每年撥付新臺幣壹億元，作為推動十二項農業生產改進辦法中部分重要計劃經

費。 

蔣經國院長領導行政院後，為使農村建設快速推動，農民生活環境徹底改善，農

民所得大幅提高，毅然於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在中興新村臺灣省政府所在地，宣

布了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計分九大項目，指定由行政院經濟部、臺灣省政府、

農復會和有關機關立即實施，同時為使各項辦法有效推動，於民國六十二年、六

十三年兩年內撥出新臺幣二十億元，作為推動的經費。此外，更促請全國工商企

業配合協助，並希望全體農友要自動自發參加這項新的農村建設運動。」5 

國家顯然認為，過去對於農業與農村的建設與福利不足，因此極力希望於此

項政策中，積極彌補。也確認了台灣政府往後對農業與農村的政策主軸：農民福

利的保障與農村實質空間建設的投入。而這些農村建設與新式農業的推廣，對於

農地的利用，產生了重大的轉變。一方面，農地生產品的多樣性，以及經濟性作

物的大力提倡（配合台灣經濟的起飛，對於飲食多樣化與精緻化的需求浮現），

因此，農地在生產的利用上，產生了多樣性。但是，也因為經濟性作物的栽種，

需要更多的肥料等的投入，以及部分經濟性作物必須使用到丘陵地與高山林班地，

於是，一些屬於生態敏感地帶，也漸次的開發，成為新農業經濟發展的代表。然

而，這樣的過渡的土地開發，卻也為種下台灣日後國土與生態環境崩解的主因。

另一方面，由於為了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所得，以及抒解因為兩次石油危機導致的

生產成本、特別是勞動成本的增加，因此在「家庭即工場」的口號下，將工業生

產帶入農村，讓許多農地成為工業生產地，或與製造業工廠比鄰，因而讓農地的

利用模式，產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農地自此後，不再單純只是農業生產的基地，

其商品價值是由其所生產的作物的價值來決定；相對的，農地的商品價值，開始

進入抽象的空間區為價值，成為工業資本主義下的另一種具有壟斷性交換價值，

而不再只是使用價值的商品。這些農地商品化的發展模式，都使得農業生產與農

村生活的價值體系產生了重大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在國家「立意良善」的政策

主導下，型塑了台灣自 1970 年代以後的農村生活與農業生產空間。 

在 1970 年代，通過政府系統性的政策指導，將當代資本主義的商品化價值

體系與概念，透過農地再次的商品化，逐漸的深入台灣農業社會後，農民們又是

怎樣來看待當時的農業與農村社會呢？ 

在廖正宏、黃俊傑等人針對台灣農民的農業意識的研究中，他們發現，在

1950 年代，台灣農民其實對土地有強烈的認同，並且清楚表現出「以農業為生活

方式」的價值觀。(廖正宏，黃俊傑 1992)他們引述蔡宏進針對土地改革對台灣社

                                                      

5
 http://www.aeh.ntu.edu.tw/old/main4/frame1_main4.htm 

http://www.aeh.ntu.edu.tw/old/main4/frame1_main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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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影響的研究，指出這些因為土地改革而大量出現的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不

但積極將家人全部的勞動力投入生產，更是勤儉刻苦，將生產所得的每一分錢都

積極投入農業生產面積的擴大。透過不斷的購地（有時儲蓄不足時，還向農會或

親戚等借貸），來擴張其生產基地，進而增加他們的收入。然而，這些收入的增

加，並未反映在其消費結構上。蔡宏進引述這位半自耕農訓誡子女的話： 

「一家十口，僅種一、兩甲地，尚未到吃好、穿好的時候，至少在待到有三、四

甲地的時候，年年的生產豐足了，在吃好、穿好未遲。若是目前就想吃好、穿好，

每年生產的都吃掉、穿掉，不但不能再買地，若遇到不幸的天災會家人不平安時，

就非賣地不可，那時生活豈不是要淪回像過去缺乏土地可種時那樣黑暗的日子？

所以還是再刻苦幾年，多買些地，以後你們兄弟分家了，也才有一點生活的依據，

你們想想我們又不是本來祖先就連有許多遺產的，怎麼能夠像別人一樣吃好、穿

好呢？」（Ibid:37） 

從這一段話，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因為土地改革，使得這位農民對土地的價值更

加依賴，而且對於農業與農耕地可以確保子女的生活無憂的這樣的農業生活思維，

是毫無保留的全面信仰。因此努力耕作的目的，不但是為自己，也是為了下一代

可以有一塊足以養活自家生活的農耕地。這樣的「以農業為生活方式」的價值觀，

卻在 1960 年代工業化的衝擊下，在 1970 年代全面的崩解。在廖正宏與黃俊傑的

研究中，他們觀察到因為農業生產的多樣化、農家所得的日益分殊化，工廠大量

入侵農村，造成兼業農的興起。於是，農民對土地的認同感日漸式微，代之而起

的是將土地視為商品的心態。（Ibid:38）而在 1970 年代，更因為都市計畫區的擴

大，讓「炒地皮」成為一種新興的行業。原本住在台北市邊緣的農民，因為都市

計畫的擴張，出售土地獲得高額的報酬。之後，更利用自耕農的身份，大肆在鄉

間蒐購土地，牟取更多的暴利。於是，台灣的農村社會形成了一種奇怪的心態：

農民普遍視農業為副業，但是卻不願意放棄土地。因為，土地在都市化發展下，

形成了更高的交換價值。（Ibid:40）然而，那些因為出售農地而獲得暴利的「田

喬仔」畢竟是農村的少數。多數的農民在工業入侵所造成的生產環境污染，以及

為了穩定都市物價、降低勞工工資的考量下，政府所持續推動的低糧價政策擠壓

下，更多農民與農家子弟是紛紛的湧向台灣當時的兩大主要都會區：台北與高雄，

以及其他次級城市中，去尋求新的工作與生活機會。吳音寧引述小說家洪醒夫於

22 歲時的創作：「有誰要到二林去」，紀述了那個越來越難得、也越來越稀少的

農村返鄉團圓情景。(吳音寧 2007)因為多數的農家子弟都必須在過年期間，繼續

因為種種不同的原因（通常是老闆接到國外的訂單，必須趕工等）繼續留在工廠

作業，或是因為工作不穩定、薪資過少，使得這趟返鄉路耗費過高，而放棄踏上

返鄉之途。 

而那些持續留在農村中的人，在歷經政府的多向農民福利、農村建設與農業

現代化政策後，他們又是怎樣看待農業與農地呢？廖正宏等的研究引述一位先驅

計畫的班長針對「二次土改」的看法： 

「政府推動第二階段土地改革的意思是一個人做幾十甲、幾十公頃的土地，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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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行的效果並不好，因為每個農民都是務農為副業，把『工』放在第一位，下

完『工』才業餘務農，在這種情形之下，為神麼擁有小塊土地者，又寧願自己工

作呢？還不是怕土地被放領了，還有一點是因為現完工還有時間，所以也九部賣

或委託他人了；另外農民心想三分地做三分地也好，萬一工業不發達，可以作為

後路。這是由於日據時代之經驗而來，戰時無糧的飢餓陰影造成的。」(廖正宏，

黃俊傑 1992) 

也因此，在廖正宏等人的研究中，看到了台灣農民的新的屬性的出現，一個「以

農業為生活的手段」的商品化農民的出現。他們一方面積極配合政府的輔導政策，

開始改種其他經濟作物，並願意投入更多的勞動力與資本來提高基本作物的單位

面積生產量；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成為李登輝等農復會官員所一再想要形

塑的現代化、追求利潤而非簡單為生的商品生產農。（Ibid:43）但是，這樣的轉

變成功嗎？更重要的，那些位在都會的中產階級們，又是否理解到農村與農民的

困境與及他們在追求利潤過程中的辛酸呢？ 

1978 年台大教授王文興在台北所進行的一場演講中說道：「說老實話，耕作

稻米的農民，對於經濟的成長幫助不大…農民收入偏低……稻米卻會增產。虧本

的生意，怎麼會有人肯做，而起怎麼會越做越起勁？……我覺得農村的老人，可

能比都市的老人還要幸福一些……他們是靠種田賺零用錢…。」(吳音寧 2007) 

這樣的言論，引發了許多人不滿與憤慨。而當時以黨外身份當選增額立委的黃順

興，以及許多省議員們，更是紛紛對當時的農業政策與農民的困境，大聲疾呼，

希望政府應該要更積極的面對這些農民生活的困境，而非僅僅只是簡單的補貼，

或是對農村地景空間的裝飾。也因為農村與農業問題是如此真實的反映了台灣社

會當時的貧富差距，以及可能的社會衝突。因此，雖然重農派的農業改造政策並

未真正改變了台灣的農村與農業，但是他們所主張的對於農村的福利資源的投入，

改善農民基本生活的理念，卻已經獲得政府最大的支持。只是，這樣的農村發展

政策，不但將台灣的農業走入一個發展的瓶頸，在追求商品生產的利益與土地在

交換的價值下，瓦解了農業生產體系與土地資源之間和諧且緊密的連結；更重要

的是，在農村發展與所得再分配高過農業生產的政策思維下，農業產業政策，更

正確的說，農業生產與發展的產業政策，在台灣的農業體系、特別是農政單位中，

消失了。台灣的農業不再有農業生產的論述，取而代之的，是農村的空間發展與

社會結構的轉化與調適（adoption），對資本主義體系的調適。是以，台灣的農業

問題變成了歷任執政者難以面對的挑戰。 

六、 結語：農業政策的消失與農村土地商品化的衝擊 

 

回顧 1968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初期，台灣的農業正是走道轉型的十字路口。一

方面，在「以農扶工」的政策下，台灣農業與農村資源大量的被擠壓進入工業部

門，最終造成在 1960 年代農村的崩潰。許多農家子弟被迫遠離故里，到外地去

打拼討賺，其中的辛酸，只能藉由一首首當時流傳的流行歌曲，以及許多鄉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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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寫實筆鋒，將其記錄下來。 

然而，這樣的發展，卻也是台灣社會積極將自己的經濟結構與國際社會連結的結

果。在積極發展經濟的、特別是工業產業下，工業部門以及相關的財經官員開始

渴望農村的最後資源：土地。因為工業的持續擴張發展，以及都市的蔓延、對居

住的需求等，都使得工商業對於土地有迫切的需求。然而，農業與農村危機的爆

發，也讓農政官員與農業學者看到台灣農業在農地資源空間處理的不足。在以李

登輝為代表的重農派學者與農復會官員的共同分析與探討下，1970 年代最重要的

農業改革方案，以「九項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的政策型態，成為國家最主要

的農業與農村政策。其政策的核心，其實正是「二次土改芻議」所主張的：擴大

個人耕地面積、保留優良農地、降低農業從業人口、提升農民創新與研發能力，

讓台灣農民在現代化的科技技術與知識協助下，以家庭農場式的小農經濟體制為

主體，提升農業所得。但是，面對國際資本的競爭，以及工業化發展的強勢，還

有農村勞動力的流失與老化，1970 年代的農業改革政策，並未真正對台灣農業生

產結構，產生全面性的改造。但是，卻創造了兩極化的農民結構：仰賴國家資源

挹注的小農／糧食農，以及高資本、高投入、高風險的商品農。這樣的農民結構，

使得農地的使用出現更多危機。因為農民在國家的保障價格，抑或是商業利益的

競逐下，大肆的對土地進行剝削。不斷的投入大量的化肥與農業，以其促進生產、

創造更大利益。另一方面，則是在區域計畫法的法令結構下，對非都市計畫區的

山坡地，進行大量的開發，造成今日台灣各處可見的高山農業的錯誤開發。相對

的，政府為了安撫農村中農民們的不滿，降低農民與都市居民的相對剝奪感，同

時協助工業擴張進入鄉村區，投入大量的資金進入鄉村中，進行農村生活空間的

改造，包括道路系統的鋪設等，讓工廠更輕易的進入農村中，成為農村地景的一

部份，也對農業生產造成污染危害，也形成今日農村地景的混亂。 

總結這個農業轉型的年代，我們看到農政單位清楚的認識到台灣農業發展的關鍵，

就是在農地的使用上。然而，在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下、台灣產業結構的調整與

農政官員的「保農」心態下，台灣的農村與農業難題並未因為 1972 年的「九項

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而產生結構性的轉變，反而造成台灣當前農業發展的困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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