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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第四屆

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

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活動主旨】
站在一所農村型社大的角度看來，農漁村的完整提供了生命與文化
的基礎；而城市過度的集中化與人工化，讓城市人漸漸遺忘人類乃
站在自然的基礎上方得以生存。長久以來，農村對於都市而言是站
在「農業生產力」的角度，提供都市發展所需的各種資源，將農村
與城市一刀兩斷，截然劃分。但農村與都市是對立的？還是共生
的？在愈來愈重視多元文化交流的今日，農村與都市不同的空間型
態、不同的人際網絡、不同的世界觀認識…都存在著值得相互交流
的空間，而交流，是一種創造行為，多樣的社會、價值觀從交流、
對話、學習中跑出來。第四屆農村工作坊主題定位為「農村學習與
城鄉交流」，邀請您共同前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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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流程】

09：00-09：30
09：30-12：00
12：00-13：20
13：20-16：30
16：30-17：50
17：5010：00-12：30
12：30-14：00
14：00-17：00
17：00-18：00
18：00-19：00
19：00-21：30

09：00-12：00

12：00-13：00

13：00-15：30

7/29（週五）
主持人：鍾景生（旗美社大副主任）
開幕
致 詞：鍾鐵民（旗美社大主任）
主講人：黃璋如
■有機農業的發展
（宜蘭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
主持人：古文錦（美濃有機耕作隊）
午餐&休息
主講人：彭明輝
相互認識
（清大動力機械研究所教授）
■WTO 與台灣農村的
主持人：洪馨蘭
未來
（清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
農事體驗
農家拜訪與住宿
7/30（週六）
■基因改造作物
主講人：郭華仁（台大農藝系教授）
主持人：吳東傑（綠色陣線執行長）
與台灣農業政策
午餐&休息
主講人：林崇熙
■地方知識的再現—
（雲科大文化資產維護所長）
尋找農村智慧
主持人：黃森蘭（農村解說員講師）
文化之夜籌備
晚餐（有機米品嚐）
主持人：蕭敏君（旗美社大活動專員）
文化之夜
陳一隆（花蓮女中實習老師）
7/31（週日）
主講人：德野貞雄（熊本大學文學部
■生活農業論：
地域科學科社會學教授）
在日本推動城鄉交 主持人：鍾景生（旗美社大副主任）
流的意義及課題
翻 譯：陳科銘（熊本大學文學部地
域科學科社會學研究生）
午餐
引言人：莊盛晃
（苗栗苑裡城鄉生機聯盟）
黃蘭湘（羅山有機推動委員
■如何建立城鄉
會行政秘書）
有機網絡
林孝信（社區大學全國促進
會南部辦公室主任）
主持人：曾啟尚（旗美社大城鄉交流
委員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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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回顧】
歷屆工作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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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第一屆

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

「農村社區大學」是高雄縣社區大學的辦學理念及宗旨，在全台近四十
所社區大學中也不乏以農村為定位的社區大學，然而除了開辦地點位於農村社
區以外，農村型社區大學是否有可能在推廣社區教育的過程中，為台灣的農村
問題提出新的想法或展望？或是成為農民凝聚自主意識的公共空間？而前述
問題應該如何結合在社區大學的教學活動，進而形成農民在思考未來生存方向
的具體行動？等等相關問題都嚴厲的考驗社區大學的經營者，同時這也是建立
社區大學社會基礎非常重要的挑戰。因此農村社大教學工作坊是高縣社大面對
相關挑戰，與其他農村社區大學理念共同的經營者所進行的第一步、也是深化
開辦理念的交流，除了開辦經驗交流與教學設計討論外，也將請到國際的農民
工作者，提供農民教育的相關經驗及分享，希望能擴大未來農村型社區大學的
辦學意義及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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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時間
內容
七月十二日（五）

主持人

17：00
報到
18：00-19：30 食夜，開幕
19：30-21：00 一起來讀漫畫【夏子的酒】
、
【家】

七月十三日（六）
09：00-11：00 全球化與亞洲的農民運動
◎大橋成子
大橋成子（廿一世紀人民的希望、亞
大橋成子
洲區域另類組織成員）
11：00-11：20 轉擺（註：休息一下）
11：20-12：00 提問與討論
12：00-13：30 食晝、休息
13：30-15：00 綠色革命的反省與重新出發
◎鍾秀梅
鍾秀梅（澳洲雪梨科技大學文化研究
鍾秀梅
博士候選人）
15：00-15：20 轉擺
15：20-17：00 農村與城市網絡的建立
董◎董雅坋
董雅坋（主婦聯盟生活消費者合作社
董雅坋
常務理事）
17：00-18：00 散步、穿水橋、玩水仗（請自備短或泳
褲）
、自尋檳榔鞘
18：00-19：30 食夜、休息
19：30-21：00 文化交流活動
七月十四日（日）
日本的有機農業運動
09：00-11：00 ◎井出茂康
井出茂康（井出農園經營者）
井出茂康
11：00-11：20
11：20-12：00
12：00-13：30
13：30-15：00

洪馨蘭
◎美濃愛鄉協進會專案
助理
鍾景生
◎高雄縣社區大學副主
任

黃麗霞
◎屏東藍色東港溪保育
協會總幹事
吳惠蓮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前
辦公室主任

曾文忠
◎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
長

轉擺
討論與回饋
食晝、休息
座談：社大在農村的定位與經營
社大在農村的定位與經營
鍾鐵民
高雄縣社區大學、
高雄縣社區大學、屏東社區大學、
屏東社區大學、苗栗 ◎高雄縣社區大學主任
社區大學、
社區大學、龍眼林社區學校、
龍眼林社區學校、南投社區
大學
15：00-17：00 美濃山下騎一轉
美濃後生會
17：00
歸去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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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

飲食文化與農村記錄

◆活動緣起：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社區教育
鍾理和文教基金會/高雄縣旗美社區大學的年度活動「社區教育
高雄縣旗美社區大學
與農村發展工作坊」在今年是第二次辦理。在去年七月份
（7/12-14）所進行的第一屆工作坊中，共有來自全台灣各界共六
台灣各界共六
十多位青年朋友參與。第一屆的主題為「
有機農業與跨界交流」
十多位青年朋友參與
「有機農業與跨界交流
」，
共安排了五場精彩的講座，講者包括來自美濃本地組織幹部、澳
洲雪梨、台灣主婦聯盟、菲律賓另類交流組織、以及日本有機企
業農園經營者等，為參加者提供了許多新的視野與想法的刺激。
累積了第一屆的期許與經驗，旗美社區大學今年再以「
「飲食文化
與農村記錄」
與農村記錄
」為主題，結合目前特別且具前瞻性的議題，期許一
年一度的聚會，讓農村中的終身學習機制與社區自主運動，激盪
激盪
更多的有志於農村發展的人士
有志於農村發展的人士投入
投入。
更多的
有志於農村發展的人士
投入
◆活動宗旨：掌握農村生活脈動
掌握農村生活脈動，
掌握農村生活脈動，集結青年志工投入，
集結青年志工投入，向農村學習，
向農村學習，讓農村學
習。
◆活動時間：2003 年 8 月 1～3 日（週五晚上至週日傍晚，兩天兩夜）
。
◆指導單位：教育部，行政院青輔會
◆活動地點：美濃鎮美林長青休閒活動中心、廣善堂
◆主辦單位：高雄縣政府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
高雄縣旗山區旗美社區大學
◆協辦單位：美濃愛鄉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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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程

（研習地點：美濃鎮美林長青休閒活動中心、廣善堂）

日期 / 時間
內容
8/1（五）
14:00—17:00 會場整理（自由參加）
17:00—18:00 報到，食夜
18:00—18:25 工作坊開幕，營隊理念說明

主持人 / 引言人

學務組
主持人：鍾鐵民
旗美社區大學主任，著名作家
18:25—18:30 工作坊流程說明
課程組
18:30—20:00 【民以食為天】
《一座小行星的新飲食方式》
分享人：鍾蘭珠、鍾怡婷
（作者：Frances Moore Lappe，Anna Lappe，大塊，2001）
20:00—
相互認識
學務組
8/2（六）
08:00—09:00 食朝
學務組
09:00—11:00 【印度喀拉拉的民眾科學運動及人民計劃運動】
主持人：鍾景生
印度喀拉拉的民眾科學運動及人民計劃運動】
袁小仙 中國社會服務及發展研究中心幹事（香港）
旗美社區大學副主任
和春技術學院通識中心主
11:00—11:10 轉擺（休息一下）
任
11:10—12:00 ◆提問與討論
12:00—13:20 食晝，午休與自由交流時間
學務組
13:20—15:00 【農業與飲食文化】
農業與飲食文化】舒詩偉 青芽兒永續教學中心發起人 主持人：邱靜慧
旗美社區大學主任秘書
15:00—15:20 轉擺（休息一下）
15:20—17:00 ◆提問與討論
17:00—18:00 夕陽西下，散步田埂，玩圳水

學務組

18:00—19:00 食夜

學務組

19:00—20:30 【農村與紀錄片：
農村與紀錄片：國際經驗】
國際經驗】小川紳介與山形影展
吳乙峰 全景映象工作室創辦者

主持人：張高傑
旗美高中歷史教師
社會學碩士，全景受訓結業

20:30—20:50 轉擺（休息一下）
20:50—21:30 ◆提問與討論
21:30—22:00 點心時間（可以一面觀賞紀錄片）

21:30—23:00 【農村與民族誌】影像民族誌放映：//穿過婆家村// 87 min 主持人：洪馨蘭
(自由參加) （導演：胡台麗，中研院民族所出品，1997）
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碩士
8/3（日）
08:00—09:00 食朝

學務組

09:00—11:00 【農業經濟生活圈 】彭明輝 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教授 主持人：林英清
美濃愛鄉協進會常務理事
11:00—11:10 轉擺（休息一下）
11:10—12:00 ◆提問與討論
12:00—13:00 食晝

學務組

13:00—15:00 座談會：社區大學在農村經營與農村記錄上可能的努力 主持人：張正揚
旗美社區大學副主任
美濃愛鄉協進會前總幹事
15:00—16:30 紀錄片放映（自由參加）

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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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

社區教育與農村發展工作坊

稻米與稻農之心

稻米不僅是一種糧食，更是一種文化。世界上有最多的人口，依賴著稻米
而生存，伴隨著稻米的種植與食用，許多地區都發展出燦爛的稻米文化。在台
灣，即使農業一路沒落，但我們在農村所見到的最普遍作物仍然是稻米。然而，
即使我們我們食用大量的稻米，卻鮮少真正關照過這種救活人類的偉大食物？
也不曾真正端詳過稻農的臉龐與身影？由於糧食危機的全面與嚴重，聯合國將
今年訂定為「國際稻米年」
，希望喚起全世界重視稻米危機而對情況有所改善。

作為一所農村型的社區大學，我們認為農村的一切都值得我們學習。在今
年，我們決定從稻米開始。我們邀請大家一起來，希望透過工作坊的共同學習，
能夠體認台灣的稻米與稻農之心。我們要對台灣的稻米與稻農，表達最崇高的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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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流程】
活動流程】
日
期

（活動地點：
活動地點：高雄農場）
高雄農場）

時間

內容

主講人/引言人

07：30-08：00 報到
08：00-09：00 開幕暨互相認識
09：00-11：00
七
月
三
十

農村現代化讀書會（分成若干
主題）

旗美社大

11：10-12：10 綜合討論
12：10-13：30 食晝

日

13：30-15：30 亞洲的稻米

徐國偉（香港 PCD） /

︵

15：40-17：00 提問與討論

邱靜慧（旗美社大主秘）

17：00-18：30 漫步美濃好山好水

旗美社大美濃解說班學員

五
︶

18：30-19：30 食夜
20：00-

紀錄片欣賞-紀錄片欣賞--台灣農業百年
--台灣農業百年

蔡培慧（台大農推所博士生）

討論分享
七
月

08：00-09：00 食朝
09：00-11：00 台灣稻米的另類嘗試

蕭明宏（火炎山苑裡沖積扇平原生態人文發
展協會）

11：10-12：00 提問與討論

梁正賢、賴永松（池上米共同品牌協會）

三
十
一

12：00-13：30 食晝

日

︵
六
︶

13：30-15：30

農村作田野及農村體驗（
農村作田野及農村體驗（名間 阿蘭妹（清大社人所碩士） /
鄉調查經驗分享）
鄉調查經驗分享）
賴梅屏（旗美社大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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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家的第一類接觸

15：30 以後

11：30 以前

分組進入美濃農村，找出自己
最受感動的農村紀錄，50 學員
將進行分組，與農家互動，並 美濃、杉、旗山、內門、里港等地的農戶
以 農 家記 錄為 本工 作坊 之作
業，隔天「文化之夜」時進行
分享
延續前一日下午之行程（為免過於打擾接待農家，請盡可能於 11:30 返回課
程地點吃午餐，並繼續下午的課程。）

八

11：30-12：00 認識客家米食

月

12：00-13：30 食晝＋客家米食點心

一
日
︵

洪玉華（旗美社大客家米食班講師）及米食
班學員

13：30-15：30 台灣稻米與農村的困境

彭明輝（清大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15：40-17：00 討論與提問

吳志文（高雄農改場稻作研究室 研究員）/
林孝信（全促會常務理事）

17：00-18：00 各組農村記錄整理及討論

各組分組進行

日
︶

18：00-19：30 食夜
19：30-21：30 ＊文化之夜：
文化之夜：紀錄分享＊
紀錄分享＊

各組記錄分享

08：00-09：00 食朝
八
月
二
日

杜文元（旗山農會推廣股長）
洪戊哲（內門農會總幹事）
綜合座談（大家一起來作些什
綜合座談
09：00-12：00
邱肇鴻（美濃農會總幹事）
麼？）
林孝信 /全促會常務理事）/

︵

張正揚（旗美社大副主任）

一
︶

12：00-13：00 食晝
13：00-

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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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的發展】
有機農業的發展】
主講人：黃璋如（宜蘭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
主持人：古文錦（美濃有機耕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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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與台灣農村的未來
與台灣農村的未來】
未來】
主講人：彭明輝（清大動力機械研究所教授）
主持人：洪馨蘭（清大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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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與農村的未來
清華大學

彭明輝

壹、WTO 簡介
WTO 全名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是一個具有國際法
人人格之永久機構，它可以直接用「WTO」這個法人來代表會員共同之決議。
表面上，WTO 的每一個協定和決議，都是經由各會員依其國內有關對外締定
條約協定之正式程序批准，所以各國政府對 WTO 之承諾具全面性及永久性。
換句話說，WTO 的決議也對它的所有會員國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所以，WTO
可以被說成是「世界貿易政府」。跨國企業可以通過他們對 WTO 簽約過程加
以干預，來達到跨國企業間接統治全球的目的。
WTO 的前身是 1948 年成立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 GATT），目前的 WTO 組織與協定是繼承 GATT 歷
次談判的成果與協定，並且在 GATT 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出來的。世界關貿總
協定（GATT）共有八次談判，其中最後一次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於 1993 年 12
月 15 日達成最終協議，決定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TO）。WTO 依上述之設
立協定於 1995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以有效管理及執
行烏拉圭回合之各項決議。至 2001 年五月 WTO 共有 140 個會員，會員間之
進出口貿易價值約十兆億美元，占全世界貿易值之九十％以上。
表面上看起來，WTO 並不干預各會員國的內政；但實際上 WTO 卻通過
各項協議在間接治理它所有會員國的內政。因此，WTO 官方網站上面關於加
入 WTO 的十大好處中最後兩項是「防護各國政府免於官商勾結（lobbying）」
和「鼓勵服從 WTO 規約與信念的政府（encourages good government）」[1]。
通過 WTO 的協議內容，我們可以瞭解 WTO 對各會員國可以干預的範
圍。WTO 的協議內容主要分為六大類

[2]

：（1）商品貿易多邊協定（主要是

繼承 GATT1994 年的協定，因此有時候簡稱 GATT1994 或 GATT），它包含
了含農業協定、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補貼及平衡措施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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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防衛協定、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反傾銷協定、關稅估價協定、裝運前檢
驗協定、原產地規則協定、投資措施協定等；
（2）服務業貿易總協定（簡稱
GATS），其中包括教育、公共工程、醫療與社會福利、水電通訊等原屬政府
公有事業的私營化（自由化），以及文化、觀光、金融等產業的國際化（自由
化）；（3）智慧財產權協定（簡稱 TRIPS）
，包括印刷品與電腦軟體的版權、
商標、地理標示、工業設計、專利、印刷電路板設計、商業機密等；
（4）爭端
解決規則與程序瞭解書（簡稱 DSB）[3]，
（5）貿易政策審查機制，
（6）複邊貿
易協定等，包括民用航空器貿易協定、政府採購協定、資訊科技協定。
上述的前三大類協議已經涵蓋了跨國資本集團所關心的所有利益，也就
是：（1）商品貿易多邊協定規範了所有有形商品、物資的貿易原則；（2）服
務業貿易總協定不但規範了所有無形商品（服務）的交易，甚至把原屬政府部
門的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水電通訊與公共工程）也
給商業化；（3）智慧財產權協定更進一步把原屬人類共有之財產的智慧加以
商品化，以致於從各種糧食作物的種子，到各種疫苗、知識、文化遺產等，都
變成是專屬跨國財團的私有物，必須要付錢才可以取得。
至於六大協定的第 4、5 大類，主要在規範 WTO 的爭端解決機制。WTO
在解決會員國違規問題時，傾向於以協商先於報復，所以，所有的爭端案件皆
依以下程序逐步試圖解決：（1）首先要求會員國進行協商；
（2）協商不成時
由第三者介入斡旋、調解和調停；
（3）調停不成時由 WTO 委聘三位相關專家
進行仲裁、判決；
（5）敗訴一方可以請求上訴；
（6）上訴終審後要求違規一方
撤銷違反 WTO 義務的措施，並建立監督機制；
（7）違規一方堅持不從判決時，
強迫敗訴一方進行賠償，或授與勝訴一方進行報復的權限。報復的方式主要是
取消互惠承諾中的某些關稅減讓待遇，但這是最後不得以的手段。
在考慮終止哪些減讓或其他義務時，起訴方必須遵循一定的程式和原則。
總原則是：起訴方應首先確定由專家組或上訴機構認定違反 WTO 義務的部
門，之後針對相同的部門終止減讓或其他義務；如果沒有改善，則尋求終止同
一協定項下其他部門的減讓或其他義務；如果還沒有改善，而且情況足夠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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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則可尋求終止另一協定項下的減讓或其他義務（DSU 第 22.3 條）。 總之，
任何成員都沒有採取單方報復的權利（DSU 第 23.2 條）。 如果 WTO 轄下的
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簡稱 DSB）授權報復，則授權的範圍
是終止與利益喪失或減損程度相當的減讓或其他義務（DSU 第 22.4 條）。如
果被報復方認為不應在另一協定或本協定另一部門終止減讓，或對減讓的程度
有異議，則可要求仲裁確定（DSU 第 22.6 條）。
由於上述報復手段足以減損違規國家的國際貿易利益，因此 WTO 爭端解
決機制較 GATT 迅速，並具有法律上約束力，其執行亦從而較為落實與確定。

貳、WTO 之主要精神與原則
WTO 的指導原則是經濟學上的自由主義，她基本上反對政府對市場進行
任何干預，而且主張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比一切政府的規劃更有效率，更合
理，更少弊端。她甚至主張要把文化、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政府機能加以
市場化，並且對國際市場開放。在邁向全球「無障礙貿易」的最終目標時，
WTO 的所有談判主要是依循以下原則：

（一）無歧視之貿易
所謂無歧視之貿易含「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根據 GATT 1994
第一條規定，在對外關係上須對來自所有會員之貨品給予同等最優惠待遇之
「最惠國待遇」（Most- Favored-Nation Treatment）；根據 GATT 1994 第三條
規定，在對內關係上則須對自會員進口之貨品給予與本國貨品同等待遇之「國
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第一條之規定允許數項例外情形，譬如：在符合一定條件下，會員可在短
期間內針對來自其他會員之產品，採取防衛措施、反傾銷與平衡措施等。

（二）經由談判逐步開放市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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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拉圭回合談判所作調降關稅之承諾，分別詳列於 22,500 頁之各國關稅
減讓表中，大多數之關稅分五年調降。除關稅係逐年調降外，在服務貿易之市
場開放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WTO 協定均給予調適期，允許各會員以漸進
之方式開放市場及提高對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三）經由對關稅與農業補貼之約束以及市場開放之承諾建立市場開放之可預
測性
市場開放之確定性與可預測性，主要決定於關稅及進口稅捐。由於 GATT
1994 第十一條規定，各國原則上不得對貨品之進出口設置配額，而第二條所
允許徵收之關稅，各國政府雖可用以保護國內產業、提高歲入，但仍應受到規
範，包括對進口品不應有差別待遇、以及稅率之上限應受約束（Binding）等。
所謂約束稅率，係指 WTO 各會員對於個別產品之稅率作出調降之承諾後，其
執行稅率即須約束於此一稅率之下，未來不得提高稅率至超過該約束稅率，否
則，即須就所超過之稅率幅度向其他會員提供補償。
此外，WTO 農業協定中規定，所有進口農產品之非關稅限制如：進口數
量限制、變動差異金、最低進口價格、進口許可之行政裁量等，均應轉化為關
稅，並分六年調降，提高農產品市場之可預測性。至於有關農業之出口補貼，
及各國以國內規定對農業進行之各項扶助、補貼等（即所謂之「境內總支持」）
亦應受到約束，逐年削減。

（四）促進公平競爭
防衛協定、執行關稅估價協定、原產地規則協定等，均係為推動公平競爭
與不造成扭曲貿易效果而設計。惟在自由貿易之外，WTO 允許在少數情況下
採取限制競爭之措施以維持公平貿易，例如：反傾銷措施與平衡稅措施等。

（五）鼓勵發展中國家發展與經濟轉型
WTO 的協定中往往對發展中國家有較優惠的關稅減讓措施，用以鼓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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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經濟轉型。

參、對 WTO 的主要批評
表面上，WTO 之決策相當溫和而漸進，儘量避免票決，而係依共識決作
成決策。如果就特定案件無法達成共識時，則 WTO 設立協定亦有票決之規定，
票決係依一會員一票之原則，以多數決達成決議。
依據 WTO 設立協定之規定，有下列兩種情形須獲得四分之三的票決才能
通過：（1）任何多邊協定之解釋案，（2）有關豁免特定會員在多邊協定下之
特定義務之決議。此外，以下事件至少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決才能通過：（1）
多邊協定條文之修正案，（2）新會員之會籍。
此外，在降低關稅的要求上，已開發國家的關稅降幅比開發中國家多，而
且緩衝期比較短。因此，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加入 WTO 對開發中國家比較有利。
但是許多批評 WTO 的人則指出 WTO 許多值得詬病之處

[4]

：

（1） 表面上 WTO 的宗旨與精神是要促進更有效率的經濟生產與交換體系，
WTO 官方網站也宣稱 WTO 可以促進全球的經濟發展與就業機會。實
際上，WTO 剝奪了政府保護弱勢階層最基本的生存權與工作權，任令
跨國企業以低度發展中國家被過份壓低的工資來強迫已開發國家勞工
壓低其工資，而無視於：（1A）低度發展中國家的工資並非合理工資，
而是被壓迫的工資；（1B）已開發國家勞工的基本生活費遠高於低度
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企業獲利率愈來愈高，失去政
府保護的勞工卻只能接受愈來愈低的實質工資，或失業。
（2） 政府的權力絕大部分來自於弱勢階層，因而其存在的基本責任就是要保
護全體國民的基本人權（譬如工作權），基本的社會秩序與保障（譬如
社會福利），以及為了保障人人平等而有的公共服務（譬如教育、交通、
水、電、燃料等）。但是 WTO 卻逼迫所有國家把這些涉及人類基本生
存權與平等權的政府職能給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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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面上不同國家在 WTO 內部具有相同的權力，開發中國家甚至享有優
惠待遇。實際上，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歐盟等四大經濟體經常聯合起
來闢室密談後獨斷地宣布其決定，然後對其它弱勢的經濟體（國家）的
領導人以各種密而不宣的手法（交易）個個擊破，而不顧其它國家的實
際需要。因此，WTO 內部實際上是強權政治，而非官方表面上所說的
平等討論。
（4） 甚至有 NGO 團體指稱：WTO 爭端解決機制中的專家仲裁都聘的是與
跨國財團關係密切的「專家」，因此 WTO 實際的仲裁者並不中立，而
是服務於跨國企業的需要和意志。
（5） WTO 的協定與條款中有關政府補助的部分，都是以簽約前的既有補助
為基準，逐年減讓某個百分比。表面上已開發國家在這些共同減讓的項
目中幅度都比開發中國家大，但事實質上：（4A）已開發國家往往在
補助基準上灌水，因此帳面上有減讓，實質上還是沒有減讓；（4B）
開發中國家雖然被允許有較寬鬆的補助額度，但是政府卻沒有財力去執
行，因此開發中國家的實際政府補助遠比帳面數字低。最後結果，開發
中國家的人民所獲得的補助遠比已開發國家低，而進一步強化了已開發
國家的不公平競爭優勢。
（6） 此外，表面上公平的協定，在執行面上往往是已開發國家佔便宜。譬如
說，表面上已開發國家在農產品進口關稅上要大幅減讓，但是 WTO 卻
又允許各國設立各種農產品檢疫措施，並且利用這些檢疫措施來阻擋開
發中國家的農產品進口。
（7） 但是，已開發國家政府補助的實際利益，並非由基層勞工或農民獲得，
反而跨國財團得利遠遠更多。譬如說，先進國家的出口補貼往往直接或
間接地進入跨國財團口袋中，而美國農產品大量出口時的獲利者主要是
掌控全球農產品交易的少數跨國公司，以及像孟山都（Monsanto）這樣
的農藥與基因改良作物種子公司和農業機械公司。甚至有 NGO 團體指
稱：國際貨幣基金（IMF）往往接受跨國財團所經營的農業科技公司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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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使，在貸款給開發中國家時，指定要購買特定公司的農藥與基因改良作
物種子（這時候賺一手），再壓低產出農產品的價格運銷到已開發國家
（這時候再賺一手）。
（8） 此外，WTO 號稱是一個「以各種貿易規則為基準（rule-based）的法人
實體」，但是這些規則充滿術語且相關文獻龐雜，只有跨國財團才有能
力網絡足夠人才來分析與應用這些規則。因此，這些協議與規定實際上
只為跨國財團服務，從而強化了跨國財團在全球進行不公平競爭的優
勢。甚至這些規定與協議的簽訂過程中，跨國財團往往是各國政府背後
最主的策略主導者，以致於 WTO 變成是主要在為跨國財團服務的國際
組織。

因此，許多 NGO 團體都認定：WTO 對跨國財團最有利，對全世界其它
為跨國公司服務的企業其次有利，但對全球普遍的勞工、農民、基本人權保障、
社會福利、文化、環境和生態保育都不利。因此，WTO 與世界銀行只不過是
跨國財團進行全球剝削的工具而已。

肆、WTO 中與農業有關的規範
WTO 中 與 農 業 有 關 的 規 範 主 要 是 承 繼 自 1994 年 的 GATT 協 議
（GATT1994）[5] 和烏拉圭回合談判（1993）的「WTO 農業協定書」[6]。

一、GATT1994 相關規範
1、最惠國待遇原則（第一條）：各成員之間不得有歧視性貿易措施，例如不
可以限制進口地區或對不同國別採取差別關稅。
2、關稅減讓原則（第二條）： WTO 僅容許以關稅作為限制貿易之手段。各
會員因國情不同﹝為保護國內產業或為提高財政收入﹞，均對進口品
課徵不同幅度之關稅；惟ＷＴＯ期望經由各會員之合作，將關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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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限度，並防止其差別適用。WTO 並期望各成員之關稅須朝減讓
方向努力，且不得片面變更或取消減讓承諾。
3、國民待遇原則（第三條）：任何國家對來自其他會員國之輸入品，不得低
於本國產品所享受之待遇，即對國產品與進口產品之待遇不得有雙重
標準。即任一會員對來自其他會員之輸入品所設定之內地稅或其他國
內規費以及影響此輸入品在國內之販賣、採購、運送、配銷或使用的
法律及命令，不得低於本國相同產品所享有之待遇；此外，任一締約
成員亦不得直、間接規定任一產品之數量或比例須由國內供應。
4、普遍消除非關稅障礙原則（第十一條第一項）：即所謂「普遍消除非關稅
障礙或技術性障礙」。一般情況下，WTO 之成員不得以關稅以外之配
額、輸入許可證等措施來禁止或限制進出口數量。所謂非關稅措施
（NTM）本質上應具備兩重意義：第一，它必須是非屬於關稅性質；
第二，它必須具有貿易效果。因此，凡是不屬於關稅性質而有阻礙或
禁止貿易正常流通效果的措施，皆可稱為非關稅貿易障礙（NTB）。
其主要可歸納成五大類，包括：（A）進口數量限制、（B）自動出口
設限、（C）價格管制（主要是在使進口價格不致低於設限價格）、
（D）關稅型式之措施及（E）監視性措施等。但是，在農產品的貿易
中則有許多例外規定，允許各國政府採取各種非關稅措施（詳下節）。
GATT1994 中除本文內有不得以關稅以外非關稅措施限制或禁止
貿易之一般規定外（第十一條），對於傾銷、補貼（第六、十六條）、
關稅估價（第七條）、輸出入手續（第八條）、產地標示（第九條）、
國內貿易法規（第十條）、國營貿易事業（第十七條）等此類非關稅
措施，均設有規定，以期使其不成為貿易障礙。
5、農產品得實施數量限制例外規定（第十一條第二項）：會員國在國內糧食
有匱乏之虞時得限制出口；為執行政府對其國內農、漁產品所採生產
或銷售控制或消除臨時性生產過剩措施時，得採取限量進口措施。
6、諮商原則（第二十二條）：成員間的貿易爭端應先由雙方相互諮商，若不
21

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能在合理期間內達成協議，得提交會員大會裁決。

二、WTO 農業協定書相關規範
1、逐年調降關稅：以 1986 年舉行 GATT 烏拉圭回合談判時之稅率為計算基
期，已開發國家在實施期間六年內（自 1995 至 2000 年）調降平均關
稅三十六％；開發中國家在實施期間十年內(自 1995 至 2004 年)平均
調降二十四％；單項產品均至少調降十五％。
2、以 1986 至 1988 年為計算基期（我國以 1990 至 1992 年為計算基期），會
員國須將原採進口限制或配額措施之農產品，透過公式（關稅等值）
轉化為關稅後開放進口，稅率須受約束：已開發國家在實施期間六年
內平均須調降三十六％，開發中國家則於實施期間十年內平均調降二
十四％，單項產品至少調降十五％。另協定實施第一年採低關稅進口
之配額量應不低於該產品基期年國內消費量之四％，第六年是之最低
配額量應提高至八％。
3、特別處理措施（Special Treatment, ST）：依據第四條第 2 項以及附件 5 之
規定，農產品非關稅措施凡符合下列條件者，可暫緩實施關稅化措施。
（3A）指定之產品及其加工調製品，其基期年之進口量少於國內消費量之
三％；
（3B）自 1986 年起該類產品未實施出口補貼；
（3C）對該初級產品採取有效的生產限制措施；
（3D）提供最低進口數量。依規定指定產品（初級產品或其調製品）在世
界貿易組織成立第一年已開發國家之最低進口應為國內消費量
之四％，至第六年應提高至八％（即稻米之日本模式）；對開
發中國家傳統主食調適期可延長至十年，最低進口量則降為一
％及四％（即稻米之韓國模式）。會員國在特別處理措施實施
期間內允許將其轉換，改為關稅化措施。以上又稱「稻米條款」
（大陸譯為「大米條款」）。但是，台灣在 2002 年起對稻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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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改為採用進口高低關稅保護，而放棄了進口數量管制的保
護措施。
4、境內支持之削減：以綜合支持措施（AMS）作為削減之衡量指標，並以 1986
年至 1988 年為計算基期，已開發國家自 1995 年起六年內綜合支持措
施之降幅須達基期之二十％，開發中國家十年內降幅須達十三‧三三
％，惟無貿易效果之直接給付不在此限，如研究、技術指導、環保支
付、低度開發地區之給付等。
5、出口補貼：以 1986 至 1990 年之平均數為計算基期，自 1995 年起已開發國
家六年內削減出口補貼金額三十六％，出口數量二十一％；開發中國
家十年內削減出口補貼金額二十四％，出口數量十四％。如 1990 至
1995 年間出口補貼額度較基期為高時，則可彈性以 1991 年至 1992 年
作為計算基期。
6、特別防衛措施（SSG）：特別防衛措施並非自動適用，須經申請且納入減
讓表中註明。當進口量超過基準數量，或進口價格低於基準價格時，
得課徵額外關稅。
7、微量條款：依據農業協定第六條第一項規定，祇要符合微量的幅度，應即
可適用不須削減的規定，而不問在基期年（1990～1992）是否曾經補
貼。

伍、新一輪的 WTO 農業談判
農業談判
WTO 的最終目標是全球有形、無形商品與智慧財的徹底自由化。所以，
所有會員國入會時都簽署文件同意以持續不斷的協商逐步降低關稅，直到零關
稅為止。1995 年開始生效的 WTO 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預定在 2001 年執行完
畢，因此該農業協定規定應在 1999 年開始新一輪談判，以推動 2001 年起新的
一波全球削減農業保護的進程。實際上，新一輪農業談判從 2000 開始，歷經
三階段廿多次正次與非正會議，持續不斷的想通過協商進一步降低關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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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如下：

一、新一輪談判的主要議題與成果
（1）第一階段（2000 年 3 月至 2001 年 3 月）：主要討論了出口競爭（包括
出口限制、出口稅、出口信貸等）
、國內支持（藍箱、綠箱和轉型問
題等）和市場進入條件（食品品質、關稅配額管理，特殊和差別待
遇等）
，以及非貿易關切等問題。
（2）第二階段（2001 年 3 月至 2002 年 12 月）：繞著前述議題舉行多次非正
式會議。其中最重要的是：2001 年在多哈舉行的部長級會議（簡稱
「多哈會議」
）中決定要在 2005 年 1 月 1 日以前完成新一回合 WTO
談判，敲定未來各國關稅檢讓的具體幅度。這個時間表被稱為「多
哈發展議程表(Doha Development Agenda, DDA)」
。其中並決定要在
2003 年 9 月舉行的第五屆部長會議（地點在墨西哥的坎昆，故又稱
「坎昆會議」
）上敲定農業相關所有新協定內容。
（3）第三階段（2002 年 3 月開始）這個階段的議程本來已經在 2001 年的多
哈議程裡被規定好，但是由於 1999 年西雅圖部長級會議起一再被抗
議，以及各國共識薄弱，因此 2003 年 9 月舉行的第五屆「坎昆會議」
無法如預定進度般敲定農業相關的任何主要新協定內容。

二、新一輪談判的主要目標
WTO 農業委員會主席 Harbinson 於 2003 年 3 月 18 日就這新一輪談判的
關稅減讓目標提出「關稅削減模式（modalities）」修正案，其中主要內容包括：
（A）關稅（Tariffs）減讓
1、稅率高於 90%者，5 年內平均調降 60%（單項最少調降 45%）
；15%~90%
者，調降 50%（單項最少調降 35%）；15%以下者，調降 40%（單
項最少調降 25%）。
2、若加工產品之關稅高於初級產品，其關稅削減幅度應為上述標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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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倍。
3、若原先採從量稅制，則應依前五年價格去除最高、最低者後之三年平
均值，換算成從價稅率。
4、對開發中國家提供特殊優惠待遇：（4a）關稅稅率＞120%者，10 年
內平均調降 40%（單項最少調降 30%）；＞60%且≦120%者，10 年
內平均調降 35%（單項最少調降 25%）；＞20%且≦60%者，10 年
內平均調降 30%（單項最少調降 20%）；≦20%者，10 年內平均調
降 25%（單項最少調降 15%）。（4b）開發中國家可因糧食安全、
鄉村發展及生計安全考量而選定幾項特殊產品（Special Products，簡
稱 SP）以享有較小之關稅調降幅度：平均調降 10%（單項最少調降
5%）。（4c）已開發國家宜對開發中國家提供特殊之市場進入機會，
包括對熱帶產品、由麻醉性或對人體有害作物轉作產品等採行自由貿
易。（4d）已開發國家給予開發中國家優惠關稅之產品，其降稅期程
可延長為 8 年（第 3 年起調降），唯該等產品應占受優惠國出口值
20％以上才適用。
（B）關稅配額（Tariff Quotas）方面：
1、關稅配額數量：5 年內低關稅配額數量應提高至最近 3 年或 1999-2001
年平均消費量之 10%（或其中四分之一產品提高至 8%，另四分之
一提高至 12%）。開發中國家應享有特殊優惠待遇，其 SP 產品之
關稅配額應提高至消費量之 6.6%（或四分之一提高至 5%，另四分
之一提高至 8％）。
2、配額內關稅：最近 3 年平均配額執行率低於 65%之產品須調降配額
內關稅，另外對於熱帶產品、由麻醉性或對人體有害作物轉作之產
品須提供配額內零關稅。
（C）關稅配額管理（Tariff Quota Administration）
1、透明、可預期及易執行為原則：不應要求國內購買條件；除於減讓
表註記，不得採季節限制；不應預先排除屬於配額範圍內之產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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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加工品；且不得禁止銷售給末端消費者；應符合商業合理進口量；
不得要求再出口；除 GATT1994 規範允許者外，不得收取任何費用、
押金或其他財務要求。
2、特殊規範：採課關稅或不要求進口許可證的配額管理方式時，應確
保在年度開始時即可進口；採要求進口許可證之方式時，亦應確保
年度開始時即可進口、不應限制或保留部分配額給零售商或末端消
費者、關稅配額許可證有效期應為 8 個月且非經管理單位同意不得
轉讓、未使用配額應及時進行重分配；採依國家別分配方式時，當
特定國家配額未使用或長期使用率低，應將該未使用部分重分配給
非傳統供應國。
3、國營企業進口 TRQ 產品亦受相同規範。
4、TRQ 管理方式、程序、取得配額者之資料、最近之配額執行率等資
訊應上網公告。
5、特殊優惠待遇：已開發國家增加或既有之配額應儘量提供給開發中
國家進口，並提供必要之運銷協助與諮詢。
（D）特別防衛措施（Special Safeguard Provisions，簡稱 SSG）：
1、已開發國家在本回合談判結果開始執行後 2 年，應停止使用 SSG。
2 、 為 開 發 中 國 家 設 計 新 的 特 別 防 衛 機 制 （ 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簡稱 SSM，尚未提出），唯單項產品不得同時適用 SSG
與 SSM。
（E）進口國營貿易企業（State Trading Import Enterprises）：
1、進口國營貿易企業包括所有獲得政府賦予進口相關之買、賣量、價
特權或優勢的國營或非政府企業（包括運銷協議會）。
2、進口國營企業之運作不應影響市場開放及關於非關稅措施之承諾。
3、採行進口國營企業應提交通知。
4、進口國營企業之規範不應影響開發中國家追求進口糧食及生計安
全、鄉村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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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5 年底香港回合談判
底香港回合談判與
談判與「七月套案」
七月套案」
上述修正案在 2004 年又進一步被修正後在 WTO 議決通過，成為目前最
新談判架構的綱領。這個綱領被稱為「七月套案（July package）
」。
年底在香港舉行的部長級會議將以「七月套案」為綱領，企圖達成進一步
的農產品關稅開放。假如 2005 年底香港回合的 WTO 部長級會議達成決議，
將是繼我國入會後即將來臨的最大衝擊，有機會使台灣農業遭受更進一步的打
擊。
WTO 新一輪談判在 2002 年坎昆會議的失敗之後，有關農業議題談判的多
哈（杜哈）議程一直很難有進展，甚至有議者認為 WTO 沒有能力持續推動新
一輪的談判。
直到 2004 年 8 月 1 日，WTO 的所有會員國才終於通過「七月套案（July
package）
」
，也就是「杜哈議程談判模式架構」
，就農業、非農產品市場進入等
議題已達成架構性協議，也決定將「貿易便捷化」議題（即所謂的「新加坡議
題」
）以單一成諾方式納入回合談判，杜哈議程才重新又開始現出可以推動的
跡象。各國代表並期待能在 2005 年底香港回合談判中，對新一輪的關稅減讓
表達成最終決議。
從台灣觀點看「七月套案」
，在最敏感的農業議題方面，台灣原對個別產
品補貼總額（AMS）設限、敏感性產品選取、關稅配額擴大、配額外關稅削
減及新入會國優惠待遇等草案內容不盡滿意；但台灣結合在農業議題方面立場
相近的瑞士、日本、韓國等 10 國組成 10 國集團（G10）
，在農業議題談判中
以集團力量爭取到一定緩衝空間，其中配額外關稅削減更自草案中剔除。
除了農業議題外，台灣主攻的非農產品市場進入及貿易便捷化議題方面，
套案內容雖然未能百分之百達成台灣企圖，但在服務貿易部份，要求各會員於
2005 年 5 月前提出修正市場開放清單；會員同時承諾持續就特殊與差別待遇、
貿易規則、貿易與環境、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及爭端解決等議題進行談
判。經濟部樂見「7 月套案」通過，並認為這是多邊貿易體系談判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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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符合台灣整體經貿利益。由此可以推測，經濟部在 WTO 談判中還是願意
犧牲農業部門的利益。

陸、WTO 農業協議書中與國內政府補助相關規定

[6]

WTO 農業協定書是 1993 年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產業，也是目前與農業有關
的主要規範。與 GATT1994 比較起來，它主要精神在於提供並規範許多農業
保護措施，以便設法在自由貿易與市場開放的主導性原則下，提供各國農業一
個最低水準的保護措施。
這份協定書的內容主要包括：第一條、名詞解釋，第二條、農產品涵蓋範
圍，第三條、關稅減讓的幅度，第四條、市場開放的原則，第五條、特別防衛
條款（SSP），第六與七條、國內支持的規範，第八～十一條、出口與出口補
貼的規範，第十四條則聲明所有會員都同意另外簽署的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
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
檢疫措施

[7]

。

WTO 農業協定書內涉及國內支援規則的條款較多，如第 1 條“術語定
義”（大部分術語均與國內支持相關，如“綜合支持量”、“支持等值”、“綜
合支援總量”等）
；第 6 條“國內支持承諾”和第 7 條“國內支持的一般紀
律”；附件 2“國內支援：免除削減承諾的基礎”；附件 3“國內支援：綜合
支援量的計算”；附件 4“國內支援：支援等值的計算”。農業協議以“政府
執行的農業政策和計畫是否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為標準，將各種國內
支持措施劃分為會影響貿易自由化的「琥珀色措施（Amber box polices）
」和
不會影響貿易自由化的「綠色措施（Green box polices）
」
。其中「琥珀色措施」
原則上必須要逐年減讓關稅，而「綠色措施」則可以免除關稅減讓的承諾。不
過，部分「琥珀色措施」可以在特定條件下免除關稅減讓的承諾，這些條款稱
為「藍色措施（Blue box polices）
」
。

一、琥珀色措施（Amber
box）：要求關稅減讓的國內支持措施
要求關稅減讓的國內支持措施
琥珀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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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協定將那些對生產和貿易產生扭曲作用的政策稱為「琥珀色政策」
，
要求各國對其做出減讓承諾。農業協定在附件 3 中界定了「琥珀色」政策所包
括的範圍：
（1）價格支持，
（2）行銷貸款，（3）面積補貼，（4）.牲畜數量補
貼，
（5）種子、肥料、灌溉等投入補貼，
（6）某些有補貼的貸款計畫。
為了逐年減少以上國內補貼對市場的干預，WTO 農業協定裡要求各成員
方用綜合支持量（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以下簡稱 AMS）來計算
其措施的貨幣總價值，並以此為尺度，逐步削減綜合支持量（AMS）
。
減讓承諾以 1986-88 年為基期，計算基期綜合支援總量（Base Total
AMS）
。要求自 1995 年開始，發達國家在 6 年內以每年相同的比例逐步削減
20%的綜合支持總量，發展中國家在 10 年內以每年相同的比例逐步削減 13%
的綜合支持總量，最不發達國家無須減讓承諾。
農業協議書第 6 條第 1 款規定，成員減讓表第四部分中的國內支援削減承
諾是以“綜合支持總量”及“承諾約束年水準與最終水準”的形式表示的。
綜合支持總量（AMS）的定義是指有利於農業生產者的所有國內支持的
總和，即
綜合支持總量 ＝ 所有特定農產品的綜合支持量
+ 其他所有非特定農產品的綜合支持量
+ 其他所有市場價值難以確認之特定農產品的支持等值。
綜合支持總量為正表示農業得到了正保護，正值越大；綜合支持總量為負表示
農業得到了負保護。
（A）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援量
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援量（
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援量 （ Product-Specific Aggregate Measurements of
Support）
）
根據農業協定附件 3 的規定，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持量的計算包括：
（A1）
政府為維持特定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而採取的各種政策措施，包括政府計畫中的
穩定價格措施、觸發干預價、觸發直接支付（如差額補貼）或最低收入水平均
屬市場價格支持措施。
（A2）非免除直接支付等手段向具體農產品提供的貨幣
支援，也就是指不屬綠色措施、藍色措施等可免除關稅減讓要求之政府直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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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措施。
農業協議規定，如果發展中國家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援量低於該產品生產總
值的 10%，發達國家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援量低於該產品生產總值的 5%則可免
除減讓承諾。
（B）非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援量（non-Product-Specific 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根據農業協定附件 3 的規定，非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持量的計算則包括（B1）
通過累計投入補貼（如肥料和運輸補貼）
、
（B2）信貸以及（B3）其他財政上
的援助等措施所提供的貨幣支持。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非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援
量，如果資料能夠表明其價值沒有超過農業產值的 10%，就不得要求計入現
行總綜合支持量，也不得要求其削減。
（C）特定農產品的支持等值
特定農產品的支持等值（
特定農產品的支持等值 （ Product-Specific Equivalent Measurement of
Support）
）
根據農業協定附件 4 的規定，對所有特定農產品，在存在市場價格支持而
計算其綜合支援量不可行的情況下（比如，有關農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無法確
定）
，應計算其支持等值。
農業協議書的 AMS 減讓目標是在 1999 年完成總額度為 20％的原有國內
AMS（發展中國家為 13％）
。因此，綜合支持總量的“年度承諾水準”相當於
為實現最終 20%國內支持（發展中國家為 13%）削減目標，而要求會員國每
年削減的基期綜合支持總量。也因此，“承諾約束最終水準”相當於扣除 20%
（發展中國家為 13%）削減目標後的基期綜合支援總量。

二、可免除減讓承諾的國內支持措施：綠色措施
藍色措施（Blue
可免除減讓承諾的國內支持措施 綠色措施（Green box）＆藍色措施
box）
農業協議書規定一些國內支援措施可免除減讓承諾，包括：“綠箱”措
施，“藍箱”政策措施，以及符合“最低減讓標準”（De Minimis）的措施和
符合“特殊和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簡稱 SDT）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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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A）
）“綠箱”
Box Measures）
綠箱”措施（Green
措施
農業協定附件 2 指出，“綠箱”措施是指政府在執行某項農業計畫時，其
費用應通過公共基金資助，而不是從消費者身上轉移而來，沒有或僅有最微小
的貿易扭曲作用，對生產的影響很小的支援措施，以及不具有給生產者提供價
格支持作用的補貼措施。農業協定附件 2 還規定了“綠箱”政策的具體措施標
準，包括：
（A1）一般政府服務。這類政策由公共基金或財政開支所提供，涉及到
向農業或農村社區提供服務或補貼計畫的有關支付，但不涉及對生產者或加工
者的直接支付。其內容為：
（a）研究，包括一般研究；與環境計畫有關的研究
和與特定農產品有關的研究計畫；
（b）病蟲害控制。包括一般和特定的病蟲害
防治措施，例如病蟲害的早期預報、檢疫和消除措施；
（c）培訓服務。包括一
般和專門培訓設施；
（d）技術推廣和諮詢服務。包括向生產者和加工者提供生
產技術、資訊和研究成果等服務；
（e）檢驗服務。包括一般檢驗服務和為健康、
安全、分級或標準化目的而進行的特定農產品檢驗服務；
（f）市場行銷和促銷
服務。包括提供與特定農產品有關的市場訊息，行銷和促銷策劃等，但這類支
援不能導致本國產品對他國（地區）產品進行低價競爭；
（g）基礎設施建設服
務。包括電力網、道路和其他運輸方式、市場和港口設施、供水設施、蓄水和
排水系統以及與環保計畫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但這類措施的資金支出只
能用於基礎設施工程的建設，不能用於補貼一般均可利用的公用事業網路之外
的農場設施，並且不包括對投入、經營成本或優惠用戶費用的補貼。
（A2）以糧食安全為目的的公共儲備。與糧食儲備積累和保持有關的經
費是國家立法確認的糧食安全計畫中的主要部分。為了保障國內糧食的安全供
應，政府可直接以財政支出來維持糧食儲備，或者為私人儲備提供財政補貼。
但這類支出或補貼均不得表現為高價收購儲備糧食或低價銷售儲備糧食，而
且，儲備性補貼必須保持充分透明和符合儲備需要（即糧食儲備性補貼不得過
度）
。
31

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A3）國內糧食援助。賑濟本國（地區）饑民是每個政府所必須承擔的
責任，而為低收入居民保障糧食供給也是許多政府需要承擔的義務。為此目的
而作出的財政開支或對非政府援助行動減免稅收均是正當的補貼。但必須確定
能獲得糧食援助的明確的營養標準，糧食援助補貼只能向符合受援資格的居民
提供糧食或以補貼價格供應糧食，政府的援助糧食必須按市價採購（即不得高
價採購）
，並且糧食援助行動必須保持充分透明。
（A4）一般性農業收入保障補貼。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環境下，市場
變動或其他原因都有可能嚴重減少農業從業者的收入，這對農業生產肯定不
利，為此政府實施適當的補貼是正當的。但這類補貼必須符合以下規定：
（a）
接受補貼的生產者收入損失量必須為全體農業生產者平均收入的 30％以上。
（b）接受補貼的生產者收入損失量必須超過其正常年份收入的 30％以上。
（c）
有關補貼應僅針對收入的減少，而不應針對產品或產量。
（d）若收入減少有自
然災害因素，則可同時適用收入保障補貼和自然災害補貼，但補貼總量必須低
於收入損失量的 100％。
這一類的補貼屬於所謂「不與生產類型、數量、價格生產要素掛勾」的收
入支持（簡稱「不掛鈎的收入支持」
）
。此類支付的獲得資格是由以下明確的標
準來確定的，如收入、生產者或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以及在確定或固定的基期
內，生產要素的使用或生產水準。“不掛鈎”支付表示在任何既定年度，此類
支付的數量不應與生產者在基期後任何年份所承擔的生產類型或數量（包括牲
畜頭數）
、與適用於這類生產的國內或國際價格、或與使用的生產要素相聯繫，
並且不得要求以生產來獲得接受這種不掛鈎收入的資格。
（A5）自然災害救濟補貼。這類補貼在符合以下規定的情況下屬“綠箱”
補貼：
（a）必須基於實際發生的災害（包括一切不可抗拒的突發事故）
。
（b）
補貼必須基於實際損失（包括收入損失、牲畜損失、土地及其他生產要素損失
等）
。
（c）補貼量不得超過實際損失量。此類支付的獲得資格僅由在得到正式
承認的自然或類似災害（包括病害爆發、蟲害蔓延、核事故和戰爭）後，所造
成的收入、牲畜、土地或其他生產要素的損失來確定。生產損失必須超過最近
32

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三年平均產量的 30%，支付所得的補償不得超過恢復損失的總成本。
（A6）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
這屬於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性補貼。小型家庭農場主的退休或轉業，有利於
農業集約化生產和提高生產效率，但補貼的發放必須基於合理的和明確的標
準。此類支付的獲得資格應參照旨在促進從事可銷售的農業生產人員退休或流
向非農業活動的計畫中明確規定的標準予以確定，並且支付應以領取人從可銷
售的農業生產中全部且永久退休為條件。
（A7）政府財政參與的收入保險和收入安全網計畫。此類支付的獲得資
格是由收入損失來確定，並僅與農業收入有關，而且是不掛鈎收入。損失必須
超過在最近三年時期平均毛收入的 30%，對其補償不得超過該生產者在有資
格獲得這種援助的那一年遭受損失的 70%。這些支付加上任何同時發生的自
然災害救濟支付的總和不應超過生產者同一年份的全部農業收入損失。
（A8）農業生產結構調整性投資補貼。這類補貼可根據政府的農業生產
結構調整規劃而進行相應調整，但補貼應基於明確的結構調整規劃和受援標
準，並不得以有關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作為補貼措施的目標。
（A9）農業生產資源儲備補貼（譬如：通過資源輪休計畫提供的結構調
整援助）
。此類支付的獲得資格應參照旨在從可銷售的農業生產中，撤出土地
或其他資源包括牲畜的計畫中明確規定的標準確定。支付應以土地從可銷售農
產品生產中至少撤出三年為條件，若是牲畜則以其屠宰或永久性的最終處置為
條件。而且支付必須是不掛鈎的。
（A10）通過投資援助提供的結構調整援助。此類支付的獲得資格應參照
旨在協助生產者為應付客觀證明的結構劣勢，而從財政或實體方面改組經營的
政府計畫中明確規定的標準予以確定，也可能基於政府關於農業用地私有化的
明確計畫。支付必須是不掛鈎的，僅限於補償結構劣勢所需的數額。
（A11）環境計畫下的支付。此類支付的獲得資格應作為政府明確規定的
環境或環境保護規劃的一部分而予以確定，且取決於該政府規劃中特定條件的
完成，包括有關生產方法或投入的條件。支付數量應限於為執行該政府計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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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的額外費用或收入損失。
（A12）區域援助計畫下的支付。此類支付的獲得資格應限於那些條件不
利區域的生產者。每一個這類區域必須是一個明確指定的相鄰的地理地區，有
著可界定的經濟和行政管理上的區別特徵，依照法律和法規有明確規定的中立
和客觀標準視為條件不利區域，並說明該區域的困難不是僅僅由於暫時的情況
造成的。支付必須是不掛鈎的，只能給予有此資格的區域內的生產者，而且在
此區域內的所有生產者都能普遍獲得。支付在與生產要素有關的一定條件下須
予遞減，並應限於在規定地區從事農業生產所引起的額外費用或收入損失。
（A13）其他直接支付。以上未包含的任何現行或新的直接支付也有免除
削減的規定，主要的要求是，這些支付必須符合“不掛鈎收入支持”的基本條
件。
（B）
）“最低減讓標準”
最低減讓標準”（De Minimis）
農業協議第 6 條第 4 款規定，在計算某一特定農產品綜合支援量時，如果
計算結果不超過該產品生產總值的 5%（發展中國家為 10%）
，則計算結果不
必計入綜合支持總量中，該特定農產品可免除減讓。或者，在計算非特定農產
品的綜合支持量時，如果其計算結果不超過全部農業生產總值的 5%（發展中
國家為 10%）
，也不必將其計入綜合支持總量中，該非特定農產品也可免除減
讓。總的來說，最低減讓標準構成了黃箱政策中對特定農產品或非特定農產品
支持的“上限”，超過 5%或 10%“上限”的黃箱政策支持必須進行削減，低
於這個“上限”的黃箱政策支持可免除削減，並可以提高到這一水準，但這樣
做有可能引起和平條款下的可起訴問題。
（C）
）“特殊和差別待遇”
特殊和差別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簡稱 SDT）
WTO 承認，在履行農業協定規則和紀律的義務時，各成員之間的能力差
異較大，因此，降低了對發展中國家的紀律約束要求，給予了發展中國家更為
靈活的特殊待遇。農業協議第 6 條第 2 款規定：在政府為鼓勵農業和農村發展
所提供的直接或間接的援助措施中，將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發展計畫也列入免予
減讓的範圍：如（C1）發展中國家成員可以普遍獲得的投資補貼；
（C2）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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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中低收入或資源貧乏的生產者可以普遍獲得的農業投入補貼；
（C3）鼓
勵發展中國家生產者不生產違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援。當與綠箱措施中有關
投入補貼和有關投資補貼的規定相比較，這些特殊和差別待遇措施為發展中國
家成員提供了較大的餘地，使其能夠繼續促進其農業部門的經濟健康發展。
（D）
）“藍色”
Box Policies）
藍色”政策（Blue
政策
為了適應歐盟和美國，以便儘早結束烏拉圭回合談判。農業協議第 6 條第
5 款規定，一些與生產限制計畫有關的“黃色”政策支持可以放在被稱為“藍
箱（Blue Box）”的特殊政策中，來得到免除減讓。其條件是必須滿足下列要
求之一：
（D1）按固定面積或者產量提供的補貼；
（D2）根據基期生產水準 85%
以下所提供的補貼；
（D3）按牲口的固定頭數所提供的補貼。
“藍箱”政策在一些方面存在著相對的不精確性，例如，“固定”面積和
產量或確定的“基本水準”是否必須保持不變或可變。在實踐中是否應當起到
限制生產的作用。協議規定，在計算現行綜合支持總量（用來衡量符合執行期
間任何一年減讓表中年度承諾水準狀況）時，這些藍箱支付的全部價值是被排
除在外的。因此，對藍箱直接支付的待遇從名義上看，與其他免除措施並無差
異，但是，由於“特殊和差別待遇”和“最低減讓標準”的措施價值未包含在
1986-88 年基礎綜合支持總量中，所以也不反映年度承諾水準，而有關藍箱支
付價值是從現行綜合支持總量中扣除的，這樣就給黃箱政策支持以額外的執行
靈活性。
歐 盟 在 共 同 農 業 政 策 改 革 中 將 其 1995 年 補 償 支 付 （ compensation
payments） 納入 “ 藍 箱 ”來 免除 減讓 ， 而 美國則 將其 1995 年差 價支付
（deficiency payments）納入“藍箱”來免除減讓。

柒、加入 WTO 對台灣農業的衝擊
1947 年我國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時，我國為 GATT 發起國家以及 23 個草
簽成員之一，並於 1948 年 GATT 成立時成為原始會員國。1949 年大陸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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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亦於次年退出 GATT。1990 年元旦，為了拓展對外貿易以及打開外交空
間，我國重新提出加入 GATT 的申請，1992 年 GATT 才准台灣以觀察員身份
開始參與活動，並逐步與 GATT 會員國展開一系列入會雙邊貿易談判。1995
年 GATT 被 WTO 取代，我國又向 WTO 提出入會申請，最後於 2002 年元旦起
成為 WTO 的正式會員國。
台灣與大陸都為了比對方更快加入 WTO（或至少同時加入）
，因而在關稅
減讓幅度上都被當時的既有會員刁難，而接受了比較屈辱而不利的入會條件。
譬如，台灣的國民所得已經略低於韓國，卻沒有像韓國那樣以開發中國家的身
份加入 WTO，來爭取較優惠的關稅減讓幅度。此外，在稻米議題上，台灣所
獲得的待遇甚至還遠比日本這個已開發國家更不利。
在稻米市場之開放，日本與韓國都引用 WTO 的特別處理（Special
Treatment, ST）條款，而被允許採用「設定進口總量上限」
。其中日本（已開
發國家）於改革期間的第一年（1995 年）進口國內基期年稻米消費量的 4％，
以後各年以 0.8％的幅度遞增，第六年（2000 年）提高到 8％。南韓（開發中
國家）於改革期間的第一年（1995 年）進口國內基期年稻米消費量的１％，
第十年（2004 年）提高到 4％。在改革期間內，暫緩實施關稅化，以後是否須
關稅化，將再諮商決定。
然而，入會（2002年）時我國稻米原本比照日、韓而享有特別處理（Special
Treatment，ST）之保護，每年進口上限為144,720 公噸（即民國 79-81 年國內
消費量之8％），可採取加價措施，但幅度不得超過每公斤23.26元或28.1％。
這個待遇原本已經比日本還差（日本是從4％開始，每年增加0.8％，到2000年
時進口上限為8％，緩衝期為六年）。不知何故，政府卻於2003年起放棄對稻
米的特別處理，改為關稅配額處理（144,720 公噸以內關稅為0％，超過這個額
度時，繳交高關稅，進口1公斤稻米至少須繳45元）
。以致於92年國內稻米供應
量150萬8千公噸，較入會前增加7.5％，但國內生產減為133萬8千公噸，其中
國外進口增為17.7671萬公噸，佔總消費量的12.3％，遠高於入會時所承諾的8
％ 或 144,720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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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國實際上的關稅降福還比入會時所承諾的大。其中農、畜、
漁產品的平均關稅從 2001 年的 20.02％降為 2004 年的 12.92％。三年之內幾乎
降至我國所承諾的最終關稅（12.86％），相較於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已開發國
家有六年調適期，開發中國家有十年調適期，我國的緩衝期不但遠遠低於歐美
等已開發國家，甚至還比原本入會時所允諾的（2004 年降至 13.33％）降幅大。
如表一所示：
表一
分 類

整體關

我國入會承諾各年平均名目關稅稅率簡表

2001

2002

2003

2004

單位：%

最終約

降稅幅

降稅項

束稅率

度

目（項）

8.20

7.08

6.04

5.71

5.53

32.56

4,491

20.02

14.01

13.67

12.92

12.86

35.76

1,021

6.03

5.78

5.03

4.28

4.15

31.18

3,470

稅
農漁產
品
工業產
品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世界貿易組織資訊網

尤有甚者，原本民間進口配額及政府進口米供市場銷售時，每公斤食米加
價上限為 23.26 元，米食製品為 25.59 元；倘未能順利售出，初期的加價水準
依次每兩週調降 3 元，直到銷售完畢為止。但不知何故，這個保護措施卻又棄
守，在 2003 年起已改採喊價（auction）方式而經常慘遭不肖商人圍標政府進
口的 65％（9.36 公噸）來逼使價格下滑，再將所有進口米與本地米對摻來欺
瞞消費者的口感，進一步強化米價下降的壓力。
WTO 對我國農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良田廢耕，種植面積減少，
（2）
農產品進口量與貿易逆差迅速擴大，
（3）農產品價格下滑。分述如下：

（1）良田廢耕，種植面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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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農委會統計，台灣的水稻田在 1994 年時有 46 萬公頃，到 2003 年時
有 43 萬公頃，表面上面積變化不大。但是實際上有在耕作的面積卻從 1994 年
時的 36.6 萬公頃逐年減少到 2002 年的 30.7 萬公頃，以及 2003 年的 27.2 萬公
頃，實際耕作面積減少 25.68％。
我國從 1992 年開啟加入 GATT 及 WTO 的談判過程中，已經逐年在政策
上作調整以因應 WTO 的變局，因此上述 25.68％ 耕作面積的減少，絕大部分
都與加入 WTO 有關。尤其以 2002 年～2003 年一年之間減少 3.5 萬公頃（將近
10％）的面積，最為驚人。此外，農業總種植面積在 2002 年減少 5.3 萬公頃，
至 2004 年會減少 8.6 萬公頃。
此外，農委會在 1998 年的立法院施政報告中便提到：
「為因應我國即將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政府實施水旱田利用調整計畫，期調整農業
生產結構，已使部分雜糧轉作或休耕，致雜糧作物多呈減產，其中大豆
減產 55.27%；飼料玉米減產 46.96%；甘藷減產 27.78%；高粱減產
23.45%；紅豆產量亦減 11.02%。」
（2）農產品進口量與貿易逆差迅速擴大
依據海關進出口通關統計，92 年我國農產品進口值為 77 億 8 千萬美元，
較 90 年的 68.5 億元增加了 13.6％；貿易逆差從 90 年的 38.2 億美元擴增至
45.4 億美元，增幅為 18.9％；又 93 年上半年農產品進口值已達 45 億 2 千萬
美元，較 92 年同期增加 18.7％，貿易逆差達 28 億 2 千萬美元。
採關稅配額之敏感性農產品計有稻米（第 2 年起實施）
、東方梨、椰子、
落花生、大蒜、豬腹脅肉、雞肉、動物雜碎及鯖魚等 23 項。這 23 項在 92 年
之進口總量計 73 萬 4 千公噸，較 90 年增加 70.7％。從表二可以看出來：絕大
多數重要農產品的進口量都在急遽增長。
關稅配額（SSG）產品 93 年上半年進口 47 萬 9 千公噸，較 92 年同期增
加 36.2％，其中花生已進口 1 萬 3 千餘公噸，超過關稅配額量（5,235 公噸）
及農業協定第五條規定之基準數量（1,597 公噸）
，啟動特別防衛措施（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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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加入 WTO 後關稅配額重要農產品進口量表（單位：公噸）
原管制進
口農產品
合

計

稻米(糙米)
東方梨

90 年

91 年

92 年 92 -90 年 93 年上半

93 年關

關稅配額

稅配額

進口期間

429,866 580,258 733,894

70.7

479,406 561,234

17,735 125,727 177,671

902

85,053 144,720

1/1～9/15
1/1～9/1

550

5,799

7,845

1,328

4,623

9,800

227

2,950

1,535

577

3,574

3,520

落花生

1,845 17,797 13,530

633

13,404

5,235

1/1～9/1

紅豆

4,138

4,684

2,601

-37

1,375

2,500

1/1～9/1

4,191

4,378 10,462

150

8,753

15,400

-

9,614 18,235

-

13,604

27,550

1/1～9/1

9,382 19,751 32,501

246

32,724

45,990

1/1～9/1

810

7,518

7,538

10/1～
大蒜

12/31

豬腹脅肉
(生鮮冷凍)
豬雜
雞肉
鯖魚

26

1,178

1,961

1/1～9/1

全年

Safeguard 簡稱 SSG）
，就超額進口部分，加徵 3 分之 1 配額外關稅；落
花生雞腿翅進口近 3 萬公噸，大蒜於非原訂配額進口期間（當年 10 月至 12
月）進口近 4 千公噸，均超過基準數量而加徵額外關稅；此外稻米及東方梨亦
啟動 SSG。
此外，上述配額內進口採低稅率(12.5％至 25.0％)，配額外則課徵足以反
映國內外價差之高稅率(100.0％至 400.0％)，非配額進口期間輸入者均課徵高
關稅。因為保護這些農產品所依據的特別防衛措施（SSG）在新回合多哈議程
中可能會被取消，或者大幅消減配額外關稅，因此新回合談判結果對這些產品
的衝擊有可能還會更大幅地提高。
蔬菜方面，92 年原管制（限制地區）進口蔬菜供應量 10 萬 2 千公噸，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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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前增加 4.7％，其中國內生產增為 9 萬 6 千公噸，國外進口近 6 千公噸，
僅小幅成長。但是，這是在兩岸皆未遵守 WTO 協定對對方開放農產品管制的
情況下，一旦因為第三國提起異議而導致兩岸農產品開放時，對蔬菜的衝擊會
不會擴大，值得密切觀察。
畜禽產品：92 年原管制（限制地區）進口畜禽產品供應量 219 萬 4 千公
噸，較入會前小幅減少 0.4％，其中國內為有計畫的減產，總畜禽產量減為 207
萬 7 千公噸，國外進口則增為 11 萬 6 千公噸。這一方面是反映著國內消費者
（主要是家庭主婦）對溫體豬肉的偏好，另一方面則或許跟尚未對大陸地區開
放有關。
漁產品：92 年原管制（限制地區）進口漁產品供應量 23 萬 8 千公噸，較
入會前大幅成長 21.2％，其中國內生產增為 23 萬 2 千公噸，國外進口僅 6 千
公噸。
不過採開放自由進口的蘋果等 18 項農產品，開放進口後 92 年總進口量反
呈減少趨勢，計減少 10.2％，其中蘋果、李子、桃子、橙類及葡萄柚等大宗進
口果品，降低關稅後進口量反而減少；荔枝、檸檬、番石榴及鴨肉塊等開放自
由進口後，進口量不多；木瓜、其他柑橘類及全鴨等幾乎無進口。93 年上半
年進口 11 萬 2 千公噸，較 92 年同期增加 3.9％，增幅較大產品有魷魚、桃子、
蘋果、葡萄柚及馬鈴薯等。
此外，以上進口量的變化幅度不如預期大，有一部份可能是因為許多台灣的本
地農產品在進入 WTO 後價格明顯下跌所致

（3）農產品價格下滑
根據中 國 時 報 2005 年 3 月 28 日 第 A14 版 羅如蘭的報導[8]，台灣加
入 WTO 之後，平均蔬菜價格已經下跌三十％，水果也滑落廿％。台灣市場腹
地小，本來就是淺碟經濟，進口蔬果擠進本土市場之後，淺碟更是淺上加淺，
農產品的產量只要超過整體需求五％，價格就會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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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加入WTO
加入WTO前後蓬萊稻穀產地價格變動趨勢
WTO前後蓬萊稻穀產地價格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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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加入WTO
加入WTO前後新世紀梨產地價格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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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加入WTO
加入WTO前後大蒜產地價格變動趨勢
WTO前後大蒜產地價格變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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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農委會的統計（如下面所附圖 4～圖 7）卻宣稱：除了梨的價格受
到影響之外，其他主要農、畜產品的產地價格並沒有明顯的變動。但是，過去
農委會便因為低估稻米生產成本（不計入土地成本與農戶人力成本）而導致農
民團體的爭議，因此農委會的上述統計是否符合事實，還有待進一步查證。
此外，由於在加入 WTO 前後政府已經主導進行農產品的減作以及水稻田
的休耕、廢耕，因此價格的支撐力量一部份來自於「離農」政策。這一部份的
衝擊在農委會的施政報告中往往被淡化處理或迴避。

捌、WTO 對台灣農業的進一步衝擊
WTO 對台灣農業未來的進一步衝擊主要來自於今年年底香港回合談判的
結果。根據楊明憲的報告[9] ，台灣基期年（1990-1992 年）的境內琥珀色總合
支持措施（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AMS）為 177.06 億元（包括稻
米 60.59 億元、雜糧 43.91 億元、糖 31.32 億元，以及其他作物 41.24 億元）
。假
如以前述基期年為削減基礎，在執行烏拉圭回合農業議定書關稅減讓議程期間
必須削減 20%的 AMS，則至 2000 年需削減 20%（即 35.41 億元）至 141.65 億
元以下。
假如未來香港回合談判結果為：
「農業補貼總額係由 AMS、微量補貼與藍
色措施等補貼加總而成，藍色補貼金額將限制在基期農業生產總值的 5%，且
農業補貼總額在新議程開始執行的第一年，不得超過『AMS 最終約束水準、
可允許的微量補貼及藍色補貼上限』等三項補貼總和的 80%。」則依此計算台
灣 AMS 最終約束水準為 142 億元、可允許的微量補貼（以微量補貼比例降至
2.5%計算）為 66 億元，以及藍色補貼上限為 132 億元，合計三項補貼總和預
計可達 340 億元。因此，在削減 20%之後，執行第一年的農業總補貼金額將不
超過 272 億元。因此，假如政府認真因應七月套案，將農業補貼轉移到綠色、
藍色與微量補貼，則政府在七月套案通過之後仍有足夠的空間支持農業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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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如政府持續離農政策，在七月套案通過之後只是消減琥珀色政策的
支出，而不肯改變既有相關農業補助法案與條款（多是琥珀色政策，沒有藍色
政策，鮮少綠色政策支出）來為藍色政策支出與微量支出開創法源基礎，則七
月套案通過之後的第一年對農業的總支持便降到 114 億，對農業的衝擊將極可
觀。
此外，關稅減讓幅度也是另一個重要衝擊來源。以稻米為例，楊明憲的報
告[9] 顯示：2003 年的糙米從量稅為 45 元/每公斤，除以實際進口單價 11.9 元/
每公斤，則從價稅為 377.8%。由於七月套案的精神是關稅愈高減讓幅度愈大，
楊明憲的報告[9] 顯示：當關稅由 195%降至 190%時，產量再度減少 112,505 公
噸，故在關稅為 190%時（相對於不受影響時，下降了 15 個百分點），產量已
較原來減少了 198,897 公噸，而進口量則增加 151,956 公噸，產地價格下跌 1.31
元，所以產值也減少達 60 億元；此外，種植面積將減少 4 萬 5 千 9 百公頃，
是原來種植面積的 85%，休耕面積亦同時增加 4 萬 8 千 3 百公頃，稻農每公頃
收益將減少 8 千元，政府支出則因休耕支出增加超過收購支出的減少而淨增加
7 億 6 千萬元。
其次，我國過去一直未對大陸履行 WTO 關稅減讓承諾。一旦兩岸相互履
行 WTO 關稅減讓承諾，對台灣的果農或許有小利可圖，但是對稻農與菜農卻
可能產生很嚴重的衝擊。譬如目前管制進口的大蒜、花生、紅豆等敏感性農產
品，都明顯地競爭不過大陸產品，因此會受到很嚴重的衝擊；此外，台灣的稻
米和蔬菜在競爭力上也和大陸有一段差距，因此，除了高價位產品（譬如有機
農產品、優質米等）之外，其它農產品可能都會受到可觀的衝擊。
大陸最近宣布：為了對台灣農民同胞的關心與善意，大陸將對台灣十五項
水果及農產品進行單方面的特殊優惠，包括：芒果、蓮霧、半加工產品等在內
的 15 項台灣農產品將准予免關稅入口大陸；向臺商徵收的大陸增值稅，會由
17%降低至 8.5%；並且承認台灣政府的檢疫證明，加速農產品通關。由於前
述農產品過去在大陸要繳交 12% 至 16%的關稅，因此前兩項優惠措施將使前
述台灣農產品在大陸市場上減省 20.5％～24.5％的成本，而後者又有利於農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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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保鮮度，因而使它們在大陸的競爭力大幅提昇。
從表面上看，這個優惠待遇對台灣農業不無提振作用，有人甚至更以為這
是台灣農業絕地重生的最佳出路。問題是，當台灣水果登陸大陸時，所賺得的
利潤到底歸誰？最怕的是：兩岸的通路商賺走了絕大部分的利潤，而台灣果農
的產地價格仍舊沒有太大起色。
大陸的政府官僚很像 30 年前的台灣，到處要紅包，到處要「打點」
。因此，
大陸的通路會被少數特權掌握，不是任何通路商都可以打通環環關卡；另一方
面，台灣目前的政府對兩岸通商採取管制，因此台灣農產品通往大陸的路上還
有一些執政黨的權貴在把關或協助「通關」
。特權愈多的管道裡中間商的剝削
（或成本）愈高。所以，即使台灣水果在大陸的零售價格是台灣的兩倍，其價
差可能還是絕大部分被通路商賺走了。
從農民觀點來看，比較踏實的期待應該是：至少水果在盛產期不會價格狂
跌，甚至可能維持穩定的價位。尤其對於容易滯銷的荔枝、芒果、柳丁等水果，
幫助最大。
不過，即使是這個較踏實的期待，也不是完全沒有隱憂。自從加入 WTO
以來，台灣農民的實質收入每年都在往下掉，許多農產品的產地價格都低到血
本無歸。假如台灣農民在被逼得走投無路時一窩蜂地興起大陸熱，全面改種少
數幾種在大陸市場較有競爭力的經濟作物，這也還是有機會造成供應量上升而
導致價格下降。這樣的一種局面，還是難免讓人要憂心。
部分政府官員與少數農運人士寄望於加入 WTO 以後台灣有機會在優勢作
物（譬如水果）上擴大輸出，從而把在糧食作物上失去的都從經濟作物上加倍
討回。但是，台灣水果的外銷和大陸一樣會碰到已開發國家的技術性刁難：農
產品檢疫。
台北市農會總幹事錢小鳳曾經指出：台灣的農產品要走到國際市場上，首
先，檢疫的問題要解決。國內檢疫人才不夠、對國際間的檢疫標準資訊也不足，
就算擁有精美的包裝與品牌，過不了檢疫這一關，一切都是空談。
在檢疫方面，台灣農產最大的病蟲害來自於東方果實蠅（Oriental fruit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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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瓜實蠅（Melon fly）
，各國往往都會對此設下檢疫標準，包括如冷、熱、燻
蒸等除蟲方法。此外，還有農藥殘留量檢測，以及基因改造食品的准入限制等。
農產品攸關食用者的健康安全，檢測無可厚非，但是很多國家往往也藉口訂出
不合理的標準，形成貿易障礙。例如每年一到台灣葡萄、柑橘、芒果、荔枝產
季時，日本都會派員來台，針對輸銷日本的農產品進行檢疫，
「他們不信任我
們的檢疫水準，雖然農民團體和政府單位曾多次前往交涉，但進展不大」
。
另外，周介石也提到，日本將自 2006 年起，規定所有輸日農產品所使用
的農藥，必須先向日本政府登記，取得許可。一旦被檢測出使用沒有經過驗證
的農藥，農產品將不准輸入日本，這些都對台灣農產品進入日本市場形成極大
的障礙。

玖、WTO 與台灣農村未來的挑戰
過去，台灣的農村發展與農業的收益密切相關。全世界所有國家，隨著工
業化程度的提高，其農業產值相對於社會平均收入將愈低。因此，所有已開發
國家的農業都有農業人口減少與農業人口老齡化（後代不願意繼續經營農業）
的問題。
但是，為了要維護糧食安全與既有國土，而歐洲又加上維護傳統空間與文
化的考量，因此其農業政策基本上都同時包含兩個面向：
（1）提高專業農戶每
戶農場面積，
（2）對農業提供各種補助。
假如台灣政府完全聽從 WTO 指示，逐步減少對農業的補助，台灣的農業
將面臨一個根本的難題：每戶農戶的可耕農地太小，而農地價格又太高。
從表三最後一行可以看到：台灣與韓國、日本一樣，每戶農戶所擁有的耕
地面積平均只有 1 公頃左右，是歐洲國家的數十分之一，以及將近美國的兩百
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即使通過精耕細作、優良農業技術，以及佔有優勢的
天候，除非單位面積產值可以是歐洲國家的幾十倍，以及美國農家的近兩百
倍，在農業上的所得也會顯得極其微薄。這個簡單的統計數據說明了台灣、韓
國與日本農業經營上的嚴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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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台灣農地價格與農戶耕地面積
台灣

南韓

日本

荷蘭

德國

法國

英國

美國

36.0

99.4

378

41.5

357

552

242

9629

2.26

6.61

29.8

5.74

42.1

42.5

36.1

325

9,816

7,087

4,263

2,762

1,954

1,396

1,647

840

409

605

國土
面積
建地
面積
建

建地

地

人口

與

密度

地

首都

7.64

0.58

價

建地

～

～

地價

27.4

26.6

住宅

308

價格

1.63
～

14.86

2.18
998

210

(台中）

270

(近畿)

農地
面積
農
地
價
格

8.5

19.0

47.9

19.6

171.5

283.3

173.5

3816

2,609

2,468

2,650

811

479

210

343

72

1,500

155

244

145

29

11

9

1.275

0.295

1.169

0.284

0.497

0.312

3.436

1.08

1.37

1.56

20.4

36.34

41.68

農地
人口
密度
農地
價格
農地
總價

每戶農地面
積

註一：以上統計資料取自黃樹仁

[10]

69.33

175.63

，絕大多數係在 1999～2000 年，少數為 1997～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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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所有面積之單位為「千平方公里」
；建地人口密度指「全國總人口數╱全國建地」
，農
地人口密度指「全國總人口數╱全國建地」，其中人口密度之單位為「人╱每平方公
里」
；建地地價單位是「萬元台幣╱每平方公尺」
；住宅價格的單位是「萬元台幣╱每
戶」
，未註明地區時表示全國平均價格；農地面積的單位是「公頃」
，農地價格的單位
是「萬元台幣╱每公頃」
；農地總價是全國農地合起來的總價值，單位是「億元台幣」，
每戶農地單位為「公頃」
。

要解決農地面積過度零細化的問題，很多人想到的對策就是：鼓勵非專業
農離農並出租農地，以便增加每戶專業農家的耕作面積。但是，這個策略推動
起來相當困難。但是從表三倒數第三行可以看出來，台灣農地單位面積的價格
竟然是美國的 150 倍，法國的 136 倍，德國的 50 倍，荷蘭和韓國 10 倍，甚至
於還比日本高出 5 倍之多。更離譜的是，從表三倒數第三行可以看出來：台灣
全國農地面積遠遠低於其它國家，但是台灣全國農地總價值竟然數倍於荷蘭、
德國與法國，甚至高過於日本。
台灣農地單位面積的價格之所以高得如此離譜，誠如黃樹仁所論辯

[10]

，

是因為台灣人口密度高，都市建地嚴重不足，而城鄉距離又近，以致於所有農
地都被當作「準都市建地」在賣。這個觀點可以讓表三倒數第二行全國農地總
價值的比較顯得不再離譜。
面對台灣的農業問題，我們必須警覺到她有其獨特的難題：因為農地價格
太高，所以許多農家擁有農地的目的已經不再是為了經營農業，而是為了等待
土地漲價；而農地價格過高，使得租用農地來擴大耕地規模極其不易。
城鄉距離近這個因素雖然對農業發展有不利的影響，但是對農村的發展卻
又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因素：我們有機會發展出比歐、美更密切的城鄉關係，並
且在這基礎上試圖發展較友善而公平的城鄉交易模式

[11]

。簡單地講，農村必

須要大幅提高農業外所得在個人所得中所佔的比例，而這些農業外所得可以來
自：
（1）對都市提供各種休閒、無景點觀光、生態旅遊與親子教育等服務；
（2）
對都市提供養老、撫幼的服務；
（3）對都市提供「消費者產地認證」的有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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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省去中間產銷成本與剝削；
（4）對都市提供釀造品等有機農產加工品。
台灣農業發展的第二大挑戰來自於 WTO。根據農委會的評估

[12]

，假如台

海兩岸都順從 WTO 的要求而逐步開放農產品進口，降低對農業的保護，台灣
目前具有國際優勢的農產品將會是：種苗、花卉、高級茶、熱帶水果（蓮霧、
芒果、番石榴、印度棗、楊桃等）
、海上箱網養殖、觀賞魚、水產種苗、種禽
畜等。其次，土雞、黑毛豬、柳丁等產品因為具有本土風味，不會被進口農產
品全面取代（但是外食人口的消費部分較容易被取代）
。最後，葉菜類、新鮮
菇類、海水養殖魚及鮮乳等易腐農畜產品，雖不易為國外產品取代，卻有可能
在兩岸相互開放後遭遇到大陸產品的競爭。
根據農委會的簡報資料

[12]

，目前台商到大陸投資且已間接回銷或走私來

台的產品包括冬筍、紅豆、茶葉、養殖貝類、蒜頭、香菇、金針、花生等。未
來預期會回銷的產品包括生鮮蔬菜、水果（水梨、柚子柿子等）
。畜產品若通
過檢疫，也可能會從大陸回銷台灣。
此外，有些項目台灣因為農產與養殖技術高而在目前具有國際競爭優勢，
但是因為台商到大陸投資而可能在未來回銷台灣的產品包括：鰻魚、虱目魚、
吳郭魚、鮪魚、斑節蝦、台灣鮑魚、箱網養殖、香蕉、芒果荔枝等。
至於稻米，由於台灣的生產成本明顯高於國際米價，因此除了高價位的良
質米之外，其它稻米及其產品都可能要面臨國際稻米極大的進口壓力。尤其七
月套案提議要將所有高關稅保護的產品大幅調降關稅，因此香港回合談判如果
成功，對台灣稻米的挑戰將可能是相當嚴厲的。

拾、結語
在 WTO 的催迫下，台灣的農業正面臨著愈來愈嚴苛的挑戰。處理不當的
話，我們的農地將急遽地流失，農業人口急遽下降，農村更可能因而不保。
農委會的因應策略之一是加速發展台灣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農產品（如種
苗、花卉、高級茶、蓮霧、芒果、番石榴、印度棗、楊桃等）
，擴大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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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確保農業產值與就業人口。少數農運人是亦有此主張。2005 年暑荔枝零
售價格在盛產期仍居高不下，主要係得利於大陸開放荔枝免關稅進口。從這方
面看，大陸似乎提供了台灣高價農產品的良好市場，也給了台灣農業一個新的
希望。不過，假如台灣的農業全面性地轉化為經濟作物，農民的風險將因而提
高，政府是否有能力協助農民規避風險或做適當的風險管理？這是極為值得密
切觀察的？在這個風潮下，關心農民的社運人士又能作些什麼？這業很值得我
們自己深思與反省。
面對台灣各種糧食作物競爭力不足的現象，或許更讓人憂心。譬如，年底
香港回合談判之後，台灣的稻米到底還有多大生存空間？假如農民不能聯合起
來要求政府拿出有效的政策，良田逐年擴大廢耕面積的窘境只怕不易跳脫。但
是，假如農會不是農民的朋友，誰來組織毫無組織的農民？
有機農業、優質農畜產品、以及優質的農產加工品（譬如釀造）可能是堅
守台灣農業的最後堡壘，其規模或許遠不如今天大，但至少留存一個最後的基
地。有沒有機會從這個基地反攻，再尋台灣農業的第二春？這值得關心農業的
朋友細細思量。
假如台灣的農業規模最後註定要縮小，有沒有機會通過農村經濟多元化方
案，以及創新的城鄉交易模式，來保留農村的地景、地貌、生態、歷史空間與
歷史文化？這就更值得我們深思與探索了。

註解與參考資料來源
[1] WTO 官方網站：
http://www.wto.org/
WTO 十大好處：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10ben_e/10b00_e.htm
[2] WTO 與貿易有關的主要協議內容可以參考 WYO 網站上的官方完整簡介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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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understanding_e.pdf
包含（1）簡介：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utw_chap1_e.pdf
（2）主要協定：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utw_chap2_e.pdf
另外，中文本的簡介在國貿局的網站：
http://cwto.trade.gov.tw/webPage.asp?ctNode=632&CtUnit=127&BaseDSD=7&CuI
tem=11541
[3] 有關 WTO 爭端解決的機制，可以參考 WTO 官方文件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utw_chap3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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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7&CtNode=871
[4] 對於 WTO 的批評，可以參考美國消費者與環保組織 Public Citizen 的宣
傳小冊「A Citizen's Guide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to Fight For Fair Trade」
http://www.citizen.org/documents/wto-book.pdf ，
或者參訪其專屬網站：http://www.citizen.org/trade/wto/ 。
其它從社會正義的角度批評 WTO 的網站包括：
（1）Our World Is Not For Sale：http://www.ourworldisnotforsale.org/
（2）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http://www.epinet.org/
（3）Int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http://www.ifg.org/analysis/wto/aboutwto.htm
[5] 關於 GATT1994 的條款內容與進一步說明，請分別參考 WTO 官方文件：
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06-gatt.pdf （法律條款）
及其進一步解釋：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alytic_index_e/gatt1994_e.htm
或者國貿局網站中的中文翻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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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wto.trade.gov.tw/kmDoit.asp?CAT293&CtNode=867
[6] 關於 WTO 的農業議定書條款內容與進一步說明，請分別參考 WTO 官方
文件：http://www.wto.org/english/docs_e/legal_e/14-ag.pdf （法律條款）
及其進一步解釋：
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analytic_index_e/agriculture_e.htm
或農委會委託成立之「WTO 農業研究中心」的中文翻譯本：
http://www.arcwto.org.tw/legaltext/012-農業協定.htm
[7] 關於 WTO 的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請參考 WTO 官方專屬消
息網頁：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ps_e/sps_e.htm
或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的中譯本
http://www.baphiq.gov.tw/main/object/images/manage/SPS.pdf
[8] 羅如蘭，台灣蔬果銷大陸
台灣蔬果銷大陸 市場雖大關稅卻高，中
國 時 報 2005-03-28，
市場雖大關稅卻高
第 A14 版
http://www.ag007.com.tw/cgi-bin/industry-news/article.pl?category=15&sn=25
47。不過，農委會的統計資料卻宣稱「大蒜產地價格」相當穩定。
[9] 楊明憲，WTO 規範與台灣稻米政策之檢討分析，農委會委託研究報告，
December 31. 2004。
[10] 黃樹仁，
【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型態與台灣城鄉發展】
，2002：巨流出版社。
[11] 彭明輝，
「有機農業與農村」
，未發表。見本文附錄一。
[12] 「加入 WTO 對兩岸農業發展的影響」
，農委會簡報資料，報告人及日期
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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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改造作物
基因改造作物與台灣農業政策
作物與台灣農業政策】
與台灣農業政策】
主講人：郭華仁（台大農藝系教授）
主持人：吳東傑（綠色陣線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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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植物遺傳資源權與傳統知識權
台灣大學農藝系 郭華仁

綱要：
綱要：
前言
生物剽竊：一些案例
CBD 條約中的植物遺傳資源與傳統知識權
執行 CBD 相關條約所需進行的工作
植物種原與傳統知識的保護
植物種原取得的國際約定與案例分析
討論與建議

前言
生物多樣性公約 (CBD,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第一條開宗明義
地記載：依照國家立法
依照國家立法，
依照國家立法
，原住民和地方社區體現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持久使用
相關的知識、
創新和做法的傳統生活方式應加以尊重、
保存和維持，
相關的知識
、創新和做法的傳統生活方式應加以尊重
、保存和維持
，並且在此
等知識、
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與參與之下，
促進其廣泛應用，
等知識
、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與參與之下
，促進其廣泛應用
，並鼓勵公平
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
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
、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在這裡，簽約國已經認定
原住民和地方社區的生活方式，含有一些成分，包括代代累積出來的傳統生活
方式、以及當代民間隨著環境而作出來的創意發明，使得其生活環境的生物多
樣性得以保存，並且因而整個族群得以代代持續生活下去--一個近代文明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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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以前的穩定的社會。然於，近代文明的入侵以是既成事實，因此，生物多
樣性公約可以說是已開發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近代文明與原住民族之間衝突
的協調；一方面要對原住民族的傳統生活方式給於尊重、保存和維持，另一方
面又要將這些傳統知識讓先國家開發利用，來創造惠益，而其中的平衡點，就
是這些惠益要讓傳統知識的提供者來分享。
現代文明對於第三世界、第四世界生物資源豐富地區的「生物掠奪」其來
已久，可說是眾所皆知的，而相關書籍的記載也甚豐富 (例如 Kloppenburg, 1988 ;
Juma, 1989 )。要之，自從 16 世紀北方國家入侵南方國以來，不但以強悍的武
力來遂行殖民地式的農業，投資廉價的資金而獲得可觀的農產品，同時也不斷
由這些資源豐富國引進生物資源，進行品種改良。本世紀特別是第二世界大戰
以後，由於新農業科技的全球性推廣，使得生物資源豐富南方國家的農民紛紛
捨棄傳統農作物品種，導致種原的不斷流失，而這些種原正式先進國家品種改
良所需要的材料。為了先進國家育種事業的「持續」進行，因此在 1970 年代
開始，先進國家進行全面的農作物種原蒐集，全球的作物種原因此逐漸集中在
幾個國際農業組織。
最近十年，由於生物技術的精進，西方的跨國公司除了對於生物資源本身
的需求更殷之外，同時也對於原住民族的傳統知識產生興趣，原因無他，在知
識經濟逐漸成為主流的此刻，科學家發現在實驗室盲目的找尋靈感，遠不如由
分布各地的原住民族發掘歷經數百年千年的民間經驗，更容易取得研發的方
向。由於已開發國家環境污染危機意識的高漲，因此非常熱衷於「天然物質」
的開發，特別是健康食品以及如「美體小舖」所帶動的天然化妝品風潮等。不
過西方大公司所著重的莫如可治療疾病的天然藥物成分，在 1995 年的全球性
預估，就指出原住民族傳統藥物所衍生的產值高達美金 430 億。
然而過去原住民族、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然資源以及傳統知識對於全球經濟
無私的貢獻，卻因為西方智慧財產的概念藉著全球貿易體系的擴張而反遭受的
可能的危害，自己的資源或知識，在法律上卻被判為他人所私有的無形財產，
即所謂的智慧財產。
智慧財產一般包括四大類：即專利 (以及植物品種的特別法)、產地標示、
營業秘密、以及商標。智慧財產權是基於市場機制、私人財產權的原則，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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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研發以及加速技術轉移與取得的設計；然而此種西方國家長久以來的設計
並不及於傳統知識、遺傳資源、公平分享等 CBD 所揭櫫的概念。
具有經濟制裁實力的世界貿易組織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約束
其會員國，必須履行的一項義務，就是有關於貿易有關的智財權規定(TRIPs ,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即 27-1 條：會員國要對於任
何新的，發明的，以及產業可用的技術皆須給予專利。
但是某些領域可以排除專利的保護，包括：27-3(b)的排除動植物(除非是
微生物)，以及生產動植物的實質生物程序 (除非是非生物性的，或是微生物
性的)。然而會員國應使用專利或有效的特別 (sui generis) 法規，或兩者兼具，
來對「植物品種」給予保護。

這個所謂特別的法規，根據先國家的認定，是以植物新品種保護國際聯盟
(UPOV，Un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Obtentions Vegetales) 所訂的公
約為準，目前 45 個會員國中，澳大利亞、保加利亞、丹麥、德國、以色列、
日本、 Kyrgyz Republic、摩多瓦共和國、荷蘭、俄國、Republic of Slovenia、瑞
典、英國、美國等 14 個國家所簽署的是 1991 年的新公約，其他國家，包括奧
地利、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倫比亞、捷克、厄
瓜多爾、芬蘭、法國、匈牙利、愛爾蘭、義大利、肯亞、墨西哥、紐西蘭、挪
威、巴拿馬、巴拉圭、波蘭、葡萄牙、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瑞士、千里
達與托貝哥、烏克蘭、烏拉圭等，皆是簽署舊的公約 。
根據 TRIPs, 第 27 條，會員國要對於新發明給於專利保護，而根據 27-3(b)，
則要對於植物新品種給於專利或者類似的權利保護，甚至於這兩類法律的雙重
保護。智慧財產的要義是一方面保障發明者的心血投資，以期鼓勵不斷地創新
研發，另一方面又強令申請者將其研發加以公開，俾使他人可以進一步加以改
進。然而事實上，基於西方國家智財系統所訂規範的 TRIPs，對於植物權的保
護，是偏向於近代科學所育成的品種，因此比較不適用於地方品種或者是已經
人為栽培的野生品種 。許多案例顯示，原住民族、第三世界國家的自然資源
以及傳統知識，沒有經過顯著改良，而被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公司直接用來
申請專利保護，可說是剽竊行為；這對於原住民族、第三世界國家是極其不公
平的，因此引起相關議題近年來在國際論壇上相當熱烈的討論，可說不足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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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國並非 CBD 的簽約國，而且因為外交的限制，諸多國際論壇上經
常缺席，因此對於相關議題的進展現況，可能不甚詳悉。因此本文擬就 CBD
架構下，植物資源以及與植物資源保育相關傳統知識的相關議題，主要根據各
論壇所設網站下可以得到的資料，加以選擇介紹。這樣的介紹毋寧是拋磚引
玉，希望能藉此引起更多人對此議題的重視，期望形成一個團隊來加以研究探
討，而能有所助益於相關議題的瞭解，以及國內原住民族對此議題的掌握。

壹、生物剽竊：
生物剽竊：一些案例
兩大國際公約 CBD 與 TRIPs 對立的狀態，比較通俗的講法就是種子戰爭。
種子戰爭本質乃是南北國家間的對抗，起因在於西方國家集中了世界作物的種
源，癥結則是這些國家的先進育種技術配合上植物品種智財權的推動。而植物
智財權的行使，更使得南方國家的農民要向北方國種苗公司付出權利金。然而
北方國家在進行育種工作時所需要的親本材料有相當大的部份卻是來自技術
落後但種源豐富的南方國，這些地方性種原卻無法得到西方式智財權的保障。
更有甚者，西方公司任意剽竊資源豐富國的種原或傳統知識，卻因西方國專利
局的不當審查，即使不具專利要件，卻仍然將這些原屬於南方國家的東西，一
夕間轉變成西方公司的私人財產。以下所列舉的只是其中幾個較有名的案例：
Plant Breeder’s Wrong ：原住民族、第三世界國家在傳統生活方式上仰賴
植物的程度，遠勝於近代文明，食、衣、住、行、育、樂、醫藥等，可說無一
不使用到植物，因而對於植物及其生長習性、生態、以及用途的知識，可說相
當豐富；某些具有長久栽培歷史的作物，歷經代代的有益的選種馴化，已成為
適應當地風土，具有特殊基因型的地方品系。這些地方品系現在已有許多材料
保存於各地的種原庫，提供全球育種家使用。原則上，種原庫的材料不應該賦
以智財權，然而根據非政府組織 RAFI (Rural Advancement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以及澳洲的 HSCA (Heritage Seed Curators Australia) 在 1998 年所出版的調查報
告 Plant Breeder’s Wrong，至少有 140 個個例顯示種原庫的材料被某些種苗公
司剽竊，沒有經過改良，直接當作自己所育出的品種，而去申請植物品種權利，
而獲得各國主管機構的授與權利；其中以澳洲的案件最多，高達 111 件 — 占
申請案件的 6%，其餘美國 11 件、紐西蘭 9 件、南非 7 件、以色列 2 件、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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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 件。根據分析，這些不實的申請，包括沒有人為育種的證據、沒有與來源
國的材料進行新品種比對、臨時性保護條款的濫用、未經批准保護即欺瞞消費
者，謊報已經授權等。
薑黃：美國專利商標局 1993 通過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Medical Center 所
申請的，利用薑黃作為藥用的專利(no. 5401504)，該項專利的內容只是宣稱用
一個包含薑黃粉有效成分的療傷口藥劑來治療病人。然而因為薑黃在印度為傳
統的藥用植物，因此被提出異議，美國終於在 1997 裁決撤銷，可說是第三世
界國家對抗「生物盜竊」打勝仗的第一回 。
Ayahuasca：美國專利商標局 1986 通過 Loren S. Miller 對於植物品種
Banisteriopsis caapi 'Da Vine' 的植物專利申請(no. 5,751) ， 而在 1994 年被
Coordinating Body of Indigenous Organizations of the Amazon Basin (COICA) 所發
現。由於此種植物是亞馬遜流域原住民至少 72 族所使用來製作祭祀或藥用的
ayahuasca 的原料，因此該機構委託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在 1999 年 3 月提出異議，經過專利商標局的檢討，確認 Loren S. Miller 所提出
申請的植物品種，與 Field Museum in Chicago 所保存的標本並沒有區別，因此
在同年 11 月裁決撤銷該專利 。
Neem：印度把 Neem 樹的葉片放在穀倉中用以驅蟲，是相當古老的傳統，
因此引起各界對此植物的成分以及其利用加以研究開發，在 1985~1998 年之
間，得到美國專利的案件約 40 件，全世界的專利更高達 134 件 。其中美國公
司 W.R. Grace 在 1994 年以 Neem 油作為殺蟲劑得到美國專利#5124349 。同年，
歐洲專利局 (European Patent Office, EPO) 通過相同的專利(no. 0436257)。由於
在印度，這種述用來驅蟲，是相當古老的傳統，因此以之作為專利的申請，不
但對印度不公平，根本上是違反專利申請的「新穎性」的要求，因而引起印度
人以及 35 個國家 200 個團體的不滿。印度認為這是剽竊印度的傳統知識，因
之五年前向 EPO 提出異議，而 EPO 終於於 2000 年五月撤銷該項專利 ，對印
度而言，可說是向生物剽竊宣戰的一大勝利。
乾豆 ：美國公司 POD-NERS 在 1994 年由墨西哥買一袋乾豆 (Phaseolus
vulgaris) 種子，播種後經 2 年選出黃色種皮的品種‘Enola’，隨即申請植物專
利，而於 1999 年獲得 No.5894079 的專利，也雙重地於同年獲得植物品種權利，
No. 9700027 的新品種保護。同年年底，該公司就對其他兩公司提起告訴，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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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兩家公司由墨西哥進口黃色乾豆，已構成侵權，而要求給付權利金。此外，
美國關稅局野應要求開始在美墨邊境檢查進口的乾豆樣品，檢查費用則由進口
公司負擔，因而在在降低墨國農產品的競爭能力。由於這樣的專利雖然只適用
於美國境內，但是已經使得墨西哥農業蒙受損失，因此引起墨西哥的不滿。根
據墨國的研究，品種‘Enola’在遺傳上根本就與墨西哥的品種‘Azufrado’是
一致的；美國學者也認為此項專利所描素的黃色特性根本在墨西哥已經種植了
好幾已經種植了好幾百年，因此給於專利是不適宜的。
Basmati 香米 ：歐洲小國，Liechtenstein 王子 Prince Hans Adam II 所擁有的
美國公司，Rice Tec Inc.在 1997 年向美國專利商標局申請而獲得 No. 4663484 專
利， “Basmati rice lines and grains”。按 Basmati 米本是印度與巴基斯坦的傳統
水稻品種；在印度，Basmati 米的栽培面積約 100 萬公頃，1998/99 年的出口直
達 4.25 億美元，因此這項專利就引起兩國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主要是 RAFI
的抗議。印巴兩國已準備向美國主觀機構提出異議，要求撤銷該項專利的授
與。根據這項專利，非經該公司授權，否則他人不得育成性狀以及品質與之類
似的水稻品種；而更引起印巴兩國不滿的是，雖然該公司所育成的品種更接近
於美國的長粒型品種，而與傳統 Basmati 品種的遺傳距離較遠，但該公司仍引
用 Basmati rice 這樣的傳統名詞，顯然是有所牴觸「產地標示」智慧財的精神。
當然，由於印兩國迄今尚未有產地標示的法律，因此能否勝算還是在所未知。

貳、CBD 條約中的植物遺傳資源與傳統知識權
基於公平的的原則，非先進國家所主導的 CBD 對於負有生物多樣性保育
的資源豐富的國家，對於有形的植物資源，以及無形的傳統知識，都在條文中
明訂給於保護。
CBD 的條約中，針對植物種源權所作的規定，可在 CBD 第 15 條「遺傳
資源的取得」第 1 款中看到：確認各國對其自然資源擁有的主權權利
確認各國對其自然資源擁有的主權權利，
確認各國對其自然資源擁有的主權權利，因而可
否取得遺傳資源的決定權屬於國家政府
權屬於國家政府，
並依照國家法律行使。此款可說賦予
否取得遺傳資源的決定
權屬於國家政府
，並依照國家法律行使
資源國對於境內植物遺傳資源的所有權；然而第 2 款：每一締約國應致力創造
每一締約國應致力創造
條件，
便利其他締約國取得遺傳資源用於無害環境的用途...
...，則提供技術先進
條件
，便利其他締約國取得遺傳資源用於無害環境的用途
...
而生物資源貧乏的已開發國家取得資源的基礎。當然，先進國家遺傳資源的取
遺傳資源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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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須經先向提供這種資源的締約國請准...
在...從事遺傳資源開
得須經先向提供這種資源的締約國請准... (第 6 款)；而且在
...從事遺傳資源開
發和進行科學研究時，
應力求這些締約國充分參與，
發和進行科學研究時
，應力求這些締約國充分參與
，可能時應在這些締約國境
內進行(第 7 款)。而開發所獲得的利益，應...
...與提供遺傳資源的締約國公平分
內進行
...
與提供遺傳資源的締約國公平分
享... (第 8 款)。因此第 15 條可說已經囊括遺傳資源取得的三個要素：國家主權、
請准 (prior informed consent)、以及公平分享。
就傳統知識而言，根據 CBD 第 8 條「原境保育」：每一締約應盡可能並
每一締約應盡可能並
酌情...
酌情... (第 j 款) 依照國家立法，
依照國家立法，原住民和地方社區體現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和持
久使用相關的知識、
創新和做法的傳統生活方式應加以尊重、
保存和維持，
久使用相關的知識
、創新和做法的傳統生活方式應加以尊重
、保存和維持
，並
且在此等知識、
且在此等知識、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與參與之下，
創新和做法的擁有者認可與參與之下，促進其廣泛應用，
促進其廣泛應用，並鼓
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
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本條款可說是對於
勵公平地分享因利用此等知識
、創新和做法而獲得的惠益
傳統知識的基本保障，是最常被引用的條款。
其他與傳統知識有關條款如第 10 條「生物多樣性組成部分的持久使用」：
每一締約應盡可能並酌情…
每一締約應盡可能並酌情
…(第 c 款) 保障及鼓勵那些按照傳統文化慣例而且
符合保育或持久使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習慣使用方式。
符合保育或持久使用要求的生物資源習慣使用方式
。第 17 條「資訊交流」：(第
2 款)資訊交流應包括
資訊交流應包括...
...當地和傳統知識本身
當地和傳統知識本身...
...的技術
的技術。
...包括資訊的回流
包括資訊的回流。
資訊交流應包括
...
當地和傳統知識本身
...
的技術
。...
包括資訊的回流
。第
18 條「技術和科學合作」：(第 4 款) 締約國應按照國家立法和政策
締約國應按照國家立法和政策，
，鼓勵並
制定各種合作方法以開發和使用各種技術，
包括當地技術和傳統技術在內。
制定各種合作方法以開發和使用各種技術
，包括當地技術和傳統技術在內
。這
些條款點出了惠益共同分享的一些可行的辦法，包括傳統知識的回復、維持以
及開發等。

參、執行 CBD 條約 8(j)及相關條約所需進行的工作
8(j)及相關條約所需進行的工作
針對了若干年的討論籌備，一個特別工作小組在 2000 年 3 月 27 日開會，
提出了一些工作項目，建議各國參酌實施，用以執行條約 8(j)及相關條約時提
供參考 。以下是這些方法的譯文：
一：原住與地方社區的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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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1：在原住與地方社區的認可與參與下，增進與強化原住與地方社區
的能力，俾能有效地參與推動，將其知識、創新以及慣法，更廣泛地用於生物
多樣性的維護與持續使用。
工作 2：提出一些機制以及準則，以確保原住與地方社區能全程地參與決
策、制定計劃、發展、以及執行生物資源的保育與持續使用，不論是在國際的、
區域的、國家的或國內的；包括考慮到生態系的方式下外人如何取得資源、以
及如何公平地分享等。
工作 3：建立原住與地方社區的專家名冊，以及相關的資料庫，俾能針對
條約 8(j)及相關條約的執行提供參考。
二：條約 8(j)及相關條約的現況與趨勢
8(j)及相關條約的現況與趨勢
工作 4：針對原住與地方社區知識、創新與慣法的現況與趨勢提出綜合報
告，內容包括：
在各主要生物多樣性區域，即人類健康、極地、農地、森林、乾地、海洋、
海岸、內陸水域以及山地，關於生物多樣性的傳統知識以及將此類知識用於生
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持續使用，目前究竟還保留有多少。
對於各類因素，包括性別的與家族的，何者導致關於生物多樣性的傳統知
識以及相關的語言及慣行措施的消失，要加以鑑定並且評估。
將各種活動、行為、政策、立法與行政的約束等，特別有害於對生物多樣
性有關傳統知識的尊重、保存、維護者，加以鑑定出來。
針對各類方法，包括政策的、法律的、立法的、行政的，以及引起動機與
建立能力的方法，何者能用來阻止生物多樣性有關傳統知識的消失，更進一步
能促進其保留、保存、維護者，要加以鑑定出來。
在國家的背景上，那些趨勢與條約 8(j)的執行有關，這些趨勢的效果，以
及那些限制因素會妨礙到 8(j)的執行。
三：保育與持續使用的傳統文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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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5：建立準則，俾能尊重、保存、維護傳統知識、創新以及慣法，以
及其更廣泛的應用。
工作 6：建立整套的導引原則與標準，俾能強化傳統知識與其他型態的知
識如何來輔助利用於保育以及生物多樣性的持續使用，包括傳統知識之於生態
系方法、原地保育、分類學、生物多樣性監測、以及對生物多樣性全部領域的
環境影響評估。
工作 7：提供準則與提議來建構國內的方案，以期激勵原住與地方社區保
存與維護其傳統知識、創新與慣法，並能將這些傳統知識、創新與慣法用於保
育以及生物多樣性持續使用的國家策略與計劃。
工作 8：建立準則，俾能加速各類資訊，包括合乎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17
條第 2 項的有形的與無形的文化財，的回流，以期促進生物多樣性傳統知識的
恢復。
四：惠益的共同分享
工作 9：建立準則與機制，以確保傳統知識的利用所產生的惠益，能公平
地讓傳統知識擁有者分享。
五：資訊的交換與散播
工作 10：建立機制，俾能在傳統知識擁有者 (holders/customary owners) 的
同意以及全程參與下，促進與生物多樣性有關的知識、創新與慣法的資訊的交
流。
工作 11：向原住與地方社區諮商，對於既存的或慣常的行為倫理禮法加
以鑑定、編篡與分析，用以制定出一套行為倫理禮法，以期在進行研究、取得、
使用、交換以及管制一些用於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持續使用的傳統知識、創新
以及慣法時，能夠有所遵循。
工作 12：提出一些策略，用以公眾對於如下議題的認知：傳統知識以及
生物多樣性對於全球永續的重要性、原住與地方社區維持生物多樣性的作用、
對於保護與強化傳統知識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國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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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監測的方面
工作 13：在原住與地方社區合作下，提出一些準據與指標，以期有助於
簽約國評估該國在國際的、區域的、國家的以及國內的等級上，執行條約 8(j)
以及相關規定的情形，這包括兩項監測：一，外人取得原住與地方社區所居住
與使用的領域上的遺傳資源；二，外人取得與使用原住與地方社區之與生物多
樣性有關的傳統知識。
工作 14：提出準則與建議，俾能在針對任何將在原住與地方社區所據領
或使用的土地或水上進行的開發案進行策略的、環境的以及社會的影響評估
時，能有所依據；這些準則與建議應完全考慮到原住與地方社區的參與以及他
們所擁有的生物多樣性相關知識。
工作 15：提出國際上可行的標準以及準則，以作為報導以及預防傳統知
識的非法挪用時的參考。
七：法律的方面
工作 16：準備一套擬定草案準則，俾能在國家針對如何執行條約 8(j)以及
相關規定，以及主要名詞與觀念的定義與闡述，進行立法時的參考。
工作 17：成立機構間的任務小組，用以發展出法律的與其他合適的方式，
來對於其生活型態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持續使用有關的原住與地方社區，保
護其傳統知識、創新以及慣法。
工作 18：提出準則，以利國家建立法律的架構，包括特別的系統，俾能
用來承認、保護、以及充分地保障原住與地方社區與生物資源的保育與持續使
用有關的文化遺產、習慣法、創新以及傳統知識。

肆、植物種原與傳統知識的保護
植物資源雖然已經認定是國家的主權權利，然而 CBD 公約也要求植物資
源的廣泛應用，因此資源擁有國不得禁止境內植物以可行方式提供其他國家來
64

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開發；也就是說，一方面在請准、惠益公平分享的前提下，讓其他國家取得本
國資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針對本國植物種原採取各種保護的措施，以免遭受惡
意的盜竊。需要保護的不只是植物種原本身--以種子種苗的型態為主而已，而
且包括植物種原相關的各項與生物多樣性的保育與持續使用的傳統知識、創新
以及慣法。即使是種子種苗本身，除了有形的財產權以外，實質上原住民種植
所用的種苗已經脫離野生的狀態，因此也包括有原住民代代相傳累積的選拔程
序所蘊含的無形智慧財。這些有形的、無形的財產權，都需要用智慧財權法、
其他法令、以及非律的各類方式來加以保護。
有形財產的植物資源，其保護比較困難的癥結是天然資源的歸屬。天然資
源在許多國家，包括我國，都是屬於國家的，而非地主的，因此衍生而來的問
題是，當外國人要申請請准探勘取得資源時，對象是哪單位？惠益公平分享的
對象是國家或是原住民？原住民本身是否有自治權，自治的程度又是如何，再
不同國家甚至於一國內不同種族，可能都有所不同，更加深此問題的複雜性。
另一項問題是國際農業研究機構的種原庫，其先前由各國所引進保存的植
物種原，到底有無明確的主權歸屬。特別是就農作物而言，由洛克菲勒、福特
基金會世界銀行等籌組了國際農業研究諮詢群 (CGIAR, Consultative Group on
the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Research)，逐漸在多處種源豐富的第三世界國家成
立國際農業研究機構，更在 1973 年成立了國際植物遺傳資源委員會(IBPGR，
已於 1996 年改為國際植物遺傳資源學院 IPGRI，International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stitute)，專門負責提供各研究中心關於植物種源工作的規劃、技術、
資訊、以及人員訓練的統籌工作，種原的實際保存則分別放在 CGIAR 系統下
的 10 個國際研究中心，截至 1994 年為止，整個 CGIAR 系統已經保存了全球
各類作物約 60 萬份種原，其中 74%是 FAO (聯合國農糧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所託管 ，而以種源資訊全網(SINGER)來提供全球性的服務，提供
各國育種栽培的種原材料，這些材料以糧食、蔬菜、果樹、工藝作物、牧草等
主要農作物為主。這些材料大都是在 CBD 成立之前就已經入庫的，因此 CGIAR
傾向於將之歸於公共領域，然而也確認 CBD 成立後入庫的材料的原有國的權
利 ，不過由於若干第三世界國家認為不應該有此時間的區隔，其爭論尚未有
具體的結論。因此可以理解為何在 IPGRI 現行的智慧財產政策 中對此並未加
以著墨。(不過目最近泰國與孟加拉都已將野生植物與地方傳統品種納入植物
育種權利的保護之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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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於原住民與地方社區歷代所選出的農作物地方品種的智慧財產保護
的方式，一般用與植物育種家權 (Plant breeders’ right) 比對的名詞，稱之為農
民權(Farmers’ right)，雖然 Dutfield 認為這個名詞無法囊括其他如藥用植物甚
或動物資源。
在 TRIPs 架構下的植物育種家權，接受智財保護的要件是，該品種要是新
的，而且該新品種要具有可區別性、一致性與穩定性。其中的一致性是指同樣
的品種中，其個別的個體需要有相當一致的遺傳組成，也就是外表性狀要均
一。可是原住民與地方社區的傳統品種恰好是具有異質性的--也就是具有生物
多樣性的，因此地方品種就無法用傳統的植物育種家權來保障；此外，地方品
種都是經年累月的不斷依賴環境的變遷而由農民自行篩選的，因此無法符合所
謂的新穎性。不過 Leskien and Flitner 與 GRAIN (Genetic Resources Action
International ) 都提出若干建議，或者修飾植物育種家權的一些定義，或者採用
新的系統來對地方品種進行保護。然而迄今具有貿易上實質影響力的
UPOV-TRIPs 體系尚未對這類的建議作出回應。
對於傳統知識的保護，也是一樣地不符合現行的智慧財產保護系統下新穎
性、創造性或工業可用性的要求。不過近年來，由於知識經濟模式的快速發展，
依據傳統知識來創造新技術已開始受到重視，相關的討論相當積極，例如澳洲
原住民研究所 就出版了長達 250 頁的相關研究結果，對生物多樣性公約相關
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文化、藝術等議題的智財權保護詳加探討。Dutfield 則是
專注生物多樣性公約相關知識，特稱為傳統生態知識 ，Bodeker 則針對傳統醫
療知識的智財保護 來加以探討。世界智慧財產組織(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近年來相當重視傳統知識的保護的研究，各類活動相當
積極，甚至於到全球各地 (除了我國) 進行訪問。根據 WIPO 的初步研究，傳
統知識在許多領域的確是產業技術不斷創新的來源，包括農業、藥物、藝術等；
許多原住民或社區都有各自的傳統知識保護方式。 而 WIPO 將來的工作計劃
包括：受保護傳統知識的鑑定、紀錄以及資訊的交流諮商；如何用現有智財法
來保障傳統知識的先遣計劃；探討習慣法如何應用、傳統知識如何使用與傳
遞、正式智財系統與其關係。這些資料都可由 WIPO 特闢的傳統知識網得到。

從這些討論，目前已經有一些較具體的可能做法，用來保護傳統知識：
66

農村學習與城鄉交流

修定智財法律，各政府應該將專利文件等資料庫資料公開在網站上讓各界
使用。建構一個由下而上的傳統知識登錄局，以便專利審查員參考，避免傳統
知識的剽竊。登錄局不得宣稱擁有資料庫。專利制度需要對於新穎性以及發明
性更加精確地定義，對於已有技術的定義應包括世界任何區域上的公共領域知
識，不論出版與否。既存的傳統知識，以及由之實質衍生而來的產品與製程都
應排除專利申請。動植物也應排除專利保護，除非該等專利的環境與社會影響
評估已經進行。明文規定申請專利時，需要檢交新發明來源的驗證：根據傳統
知識與地方種原發展出來的申請案件需要提出保證聲明，詳述 1.) 該發明如何
用到的哪一個地方的原住民或地方社區的哪些遺傳資源、傳統知識、創新或慣
法；2.) 事先向前述原住民或地方社區請准通過、惠益公平分享等協議的文件；
3.) 將這些驗證的體系提升為國際標準化。
採用商標、營業秘密、產地標示等其他智財機制來保護傳統知識，特別是
藝術、手工、音樂、信仰、建築、農業、醫藥、自然資源保育等相關的民俗知
識。就營業秘密保護而言：1.) 願意參與的原住民或地方社區將其傳統知識分
析歸類然後儲存於限制取得的資料庫中，在此資料庫，每個社群有其個別的檔
案；2.) 對於每筆資料加以比對，檢查是否已經存在其他公共領域內，其他社
群是否也有類似的知識；3.) 可以採取同業聯盟 (cartel) 的方式來避免社共享有
某營業秘密的群間的削價競爭。
這類的國家法律，要能夠尊重原住民對自然的觀點以及生活方式，並且能
夠有效地保障以及維持原住民的知識、創新以及慣法。其他關於土地使用權、
自然資源、保護區、環境保護、智慧財產等相關法律，則應視需要加以配合修
訂。
除了法律的保障，傳統知識等也可以經由合作契約來加以保護。這種契約
可基於社區以及研究者或採集者之間多年合作的互信基礎。由於契約較為各界
熟悉，而且政府間的介入也最少，因此從實踐的觀點，反而是較容易進行的方
式。然而契約的方式也有若干缺點，例如對於第三個單位沒有約束力、辦理的
費用偏高、無法負擔較高的律師費用….等。進行這類契約，最好能確定能過
進行探勘的地理位置，對於一些禁區或生態敏感地區要加以明確規定。
地區創新資料庫：舉印度的 SRISTI (Society for Research and Initiatives for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 and Institutions) 所發展出來的案例，1.) 主張成立全球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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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系統來登錄地區創新資料，使得個別的或集體的創新者由於其知識、創新或
慣法而能得到承認與商業應用的財物報酬；2.) 個別的或集體的創新者可以用
創新者證書或 petty patents 來進行智財權保護；1.) 各國專利局應取得地區創新
資料庫，俾能在進行已有技術 (prior art) 的搜尋檢定時作為比對的參考。

伍、植物種原取得的國際協商以及案例分析
由於植物種原屬於國家主權權利的概念之下，有可能限制全球育種家種原
的取得，因此各界莫不尋求各國可以接受的對於種原如何取得的共識。 FAO
在 1983 訂 出 不 具 法 律 效 力 的 植 物 遺 傳 資 源 國 際 約 定 (The International
Undertaking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其後經過若干次的修訂，目前已經將種
原國家主權、農民權等衍生自 Agenda 21 與 CBD 的相關概念納入。
根據 FAO 的糧農遺傳資源委員會 (CGRFA Commission on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在 1999 所訂出的條款草案：Composite Draft 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Undertaking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September
(CGRFA/CG-1/99/2)，全 32 條中有若干條款與本文所討論者有關，其中將植物
種源分成兩大類來論，一類是用於糧農生產的作物種，另一則是藥用觀賞用植
物等。農作物由於擁有的國家比較多，許多非該作物起源中心的國家也已經有
相當長久的栽培歷史，因此種原也相當豐富，所以各國的相互依存度高，即使
日起源中心國家，也可能需要其他國家的種原來用於育種工作，這一類的作物
需要用多邊系統來處理種原取得的問題。條款 12~14 規範出多邊系統的涵蓋範
圍，以及如何取得植物種原，種原的惠益公平分享等，並且在附錄中列出了
101 種適用多邊系統的植物。惠益公平分享則是規定經由技術轉移、能力建立、
資訊交換、成立基金等方式來達成。關於農民權，雖在條款 15 中有所提到，
但是僅列出原則，具體的相關法規則建議由各國政府去訂立。
籌組主要國際農業研究機構的國際農業研究諮詢群 (CGIAR)，在 FAO 所
提 出 的原 則下 ，已 經提 出了 具體 的物 品轉移 協 議 (MTA, Material Transfer
Agreement)。凡是 CBD 簽署以前寄入種原庫的材料，或是之後進入，但是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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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流通的允許的種原材料，都稱為指定種原 (designated germplasm)。凡
是向種原庫申請指定種原者，都需要簽署同意書，不會宣稱擁有種原的權利，
不對種原材料或相關資訊去做智財權的申請。在此原則下，各國際農業言機構
也有自己的智慧財產政策，如稻米研究所(IRRI) 、玉米小麥改良中心 (CIMMYT)
等。透過這些預防種原被剽竊的宣告，對於在第三世界國家繼續進行種原蒐集
的工作，應該會有所助益。
至於非農糧相關的農作物材料，特別是藥用植物甚或微生物資源，並非
FAO 所認定的適合多邊協商的材料。由於南方國家的覺醒，目前已有若干國
家立法或正在立法規範外國人的入境探勘採集，例如南美洲 Andean Community
有 Common System on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1996) 、 哥 斯達 黎加 有
Biodiversity Law (1998)、非洲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有 Community Rights
and Access to Biological Resources 草案 (1998) 等 ，可以想見的，植物資源的取
得已經日見困難。以菲律賓(1995)的行政命令第 247 號 為例，外國人申請的原
則包括原住民的同意、外國單位需提出商業開發協議、需有本國科學家參與、
對本國政府與原住民需付權利金、備份材料存放本國、所得材料與資訊本國應
能獲得、本國特有植物對本國民不得收取權利金、因該材料所衍生的商品需要
告知本國與原住民等。
對於經濟潛在獲利較高的植物資源探勘，需要雙邊協議者，目前已有若干
案例可供參考。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環境政策研究小組針對七
個國際上的案例，資源國(地區)包括哥斯達黎加、巴西、哥倫比亞、加麥隆、
斐濟、菲律賓以及美國境內的黃石公園等，進行研究比較分析，在 1999 年出
版研究結果 。根據他們的分析，遺傳資源取得協商的具體考慮項目，可以分
成五大項：即介入者(stakeholders)、產權、請准(Prior informed consent)、惠益均
享、協議遵行與爭端解決、保育與持續使用等。
一、介入者
在進行遺傳資源取得、惠益均享等的協商的前後，必須要考慮可能的介入
者，盡可能依其重要的程度，在協商之前就先選定並且邀請參與，否則可能會
遭受的阻力，甚至於有案例顯示，在協商完成後，又有新的介入者出來阻撓。
介入者一般可以分成五類：1.國家、2.地方社區、3.產業界、4.非政府組織、以
及學術機構等。國家當然參與法令制定，個案顯示有時政府直接是惠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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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者。學術機構通常是執行生物探勘的單位，當然也是介入者的身分。生物
探勘或傳統知識的攫取若在原住民社區進行，則由社區組織參與協商，但也可
能由政府機構或 NGO 代表；NGO 本身則通常代表一般公民。
二、產權
與遺傳資源取得有關的協議，一定牽涉到產權的認定。土地以及其上的遺
傳資源的產權，或是私有，或是社區所公有，或者是國家所有。私有，或是社
區所公有的土地上的遺傳資源，其產權歸屬可能因國而異。不過目前的幾項約
定，大多是在公有地上進行生物探勘，以避免複雜。
智慧財產權一般是以專利、植物品種權利、商標、營業秘密、版權等的方
式來保護。就動植物而言，目前除了少數國家，一般都不允許動植物申請專利
保護。植物新改良的品種在許多國家，包括越來越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則是採
用植物品種權利法來保障。植物種原，即野生植物，大多沒有放在智財權的架
構內。至於傳統知識，在前此的七項協議當中，則規定的更為模糊，雖然或有
強調對於傳統知識的尊重，但多沒有列入智財權的保護。
三、請准
在 CBD 的架構下，生物資源既然是國家主權所及，因此外國人要進來進
行任何形式的生物探勘，必須先向資源國事先請求同意，乃是相當自然的事。
不過請准的對象到底是國家主管機構、地方政府或是原住與傳統社區，則各國
依其情況而有不同的規定。
四、惠益均享
生物探勘所得到的材料與資訊，經過產業的開發，可能帶來相當大的惠
益，這些惠益，根據 CBD 的規定，需要讓資源國有機會分享。這些惠益，對
資源國而言，可分成貨幣的與非貨幣的兩大類。
就非貨幣的惠益如研究設備與能力的增加、計劃擬定的參與、引證標本的
獲得、對於研究成果的部分掌控、研究成果智財權的部分掌握、開發成果的取
得、技術轉移、人員訓練等。而金錢上的利益而言，一般可有生物探勘費用、
每筆樣品的費用、權利金的一部份等。由於生物探勘的風險甚大，根據大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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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k 內部的估計 ，平均每一萬個樣品才能找到一個具有商業價值的，而所得
的材料，要進一步開發上市，需要 10-15 年的時間。顯然的把比重放在將來的
權利金，風險是比較大的。
五、協議遵行與爭端解決
生物探勘協議需要兩方面能夠有效的溝通，才能談協議受否能遵行。當然
協議中的惠益均享定的合理，是減少紛爭的先決條件，而協議中若能特別設計
出執行以及紛爭解決系統，諸如稽核、懲罰、罰款、處罰、廢約、以及有效的
法庭系統等，可以減少很多麻煩，可是點似乎比較不受到重視。
六、保育與持續使用
為了確保生物資源採集不會造成生物多樣性的損傷，進一步更能促進其保
育與持續使用，因此其行動必須根據既定的程序，而這些協議必須要指明採集
的對象、數量以及地點。不過未經研究的對象物種，可能無法明確地指出安全
的棲地留存數量。照理，採集間以及採集後都必須進行監控，不過由誰進行，
能否有效地進行是比較有問題的。各類協議中大都有提撥經費進行保育的各類
工作，包括教育推廣等，對於評估採集對於生物多樣性的影響，則極少注意到。

陸、討論與建議
對於植物資源、傳統知識以及智慧財產保護的相關議題的一些觀點以及狀
況加以敘述如上之後，一個沒有被提及 --或許尚未接觸到相關資訊-- 的矛盾應
該首先加以闡述。植物資源、與生物多樣性保育及持續使用的傳統知識，在其
開發應用者的科學家眼中，並非是一個完整的系統，而是要將之分析到小單
位，然後由其中擷取具有潛能的片段加以開發。這種人與自然對等，甚或人類
為中心的觀點，是與原住民族自然為上，人類不過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的觀點
是大異其趣的。近代科學對於生物多樣性持續使用的需求，與其說是對自然的
尊重，不如說是對於永續發展的渴望。對少受過近代文明影響的原住民族而
言，永續生存則是自然法則，人類必須適應這個自然法則，而不是去改變自然
來謀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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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獲得糧食的例子，根據 Cohen 的估計，前農業時代的採集制度下，
人類每支出 1 千 cal 的熱量來採集野生小麥，可以獲得 4 到 5 萬 cal 熱量的種
子；美國現代農業制度下，同樣的能量投入，卻只能得到 1.8 千 cal 熱量的種
子，能量效率非常之低 。近代農業所以能養活地球史上前所未有的眾多人口，
除了靠的是近代知識外，最主要的是仰賴人類出現前，地球所蘊藏的石油。採
集制度的缺點在於單位面積養活的人口數相當少，因此原住民族的永續永存的
秘訣，在於人口的控制，其方法或許在現代文明人眼中是野蠻的，從原住民族
的觀點，卻無寧說是是自然法則 。當然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智慧來明確指出，
近代文明一定會趨向滅亡，不過近代科學不應該對於原住民以傳說、禁忌等傳
統方式來達到永續生存的境界加以忽視甚或鄙視。反之，原住民族在面對自然
資源以及傳統知識的開發時，至少要考慮一些問題，包括族群永續生存的意義
為何？方式為何？接納近代文明的程度為何？族群有無足夠的自主性來主導
傳統知識的開發？
以我國的狀況而言，單位面積上植物種類密度相當高，也是國外採集者的
目標地之一 ，因此每有要求政府制定生物資源法之議。這方面可以參考現有
若干國家的相關法律，進一步的探討，俾能針對國情需要，擬出包括可行的，
針對外國人申請請准及公平分享等協議的準則；國家作物種原庫也宜參考國際
農業研究機構的物品轉移協議，制定種原外送的辦法。由於國內原住民的自治
追求尚待起步，自然資源仍為國家所有，因此前述請准的對象仍以政府單位為
宜。
就原住民的傳統知識而言，日治時期日本學者的採訪資料相當珍貴，本人
目前進行初步的整理，包括用材、食用、造酒用、嗜好料、藥用、牧魚用、染
料、洗濯用、纖維、裝飾用、雜用等，已超過 450 種植物之多。這些資料，以
及近年來民族植物學者的成績，還有其他傳統知識有待分析整理的科學成分
等，都應該加緊做成我國原住民族傳統知識的資料庫，除了避免其他國家的惡
意引用外，更積極的是，提供本國自行開發的素材。
最後，我國目前在國際上甚為孤立，增強民間的國際活動是重要的活路之
一。以我國與南島民族的深厚關係來看，原住民遺傳資源權與傳統知識權的議
題剛好提供一個相當好的國際論壇。各族原住民可以盡速培養相關議題的人
才，以其能針對此議題深入探討，不但能為族群本身做事，也可以貢獻於全球
「第四世界」的朋友，更可以讓國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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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
~ 本文也載於 http://seed.agron.ntu.edu.tw/patent/report/tkright01.htm ~

*************************************************
本次演講的附錄：

植物資源採集者的專業倫理
摘錄自：
a.) FAO The International Code of Conduct for Plant Germplasm Collecting and
Transfer (http://seed.agron.ntu.edu.tw/germplasm/faocode.htm)
b.) Society for Economic Botany Guidelines of Professional Ethics
(http://www.econbot.org/ethics.html)
要點：
採集之前要先徵求當地居民的同意。
對於當地居民的習俗、財產權、傳統知識等應尊重以及感謝。
採集地方品種或者野生植物食，不能破壞其族群遺傳多樣性。
採集的時間、地點、植物種類、幅度以及用途等詳情應先告知當地居民，若經
要求，要把備份留在當地。
採集若有經濟上獲利的目的，應事先告知當地居民，並且協商惠益均享的方式。
採集的植物材料進行運送時，應符合檢疫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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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知識的再現—
地方知識的再現—尋找農村智慧】
尋找農村智慧】
主講人：林崇熙（雲科大文化資產維護所所長）
主持人：黃森蘭（旗美社大農村解說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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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有智慧╱農村要有智慧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
林崇熙

一、

生活的斷裂與智慧的失落

1. 現象：文化代溝、知識世界改變、科技發達而產生層出不窮的新問題；
同時，文明進步更帶來文化退步。
2. 原因：教育體制失落、職業傳承斷裂、不瞭解功效、無有用武之地、
信仰變化、儀式與習俗不再、時代脈絡與氛圍改變、典範束縛、認識
論差異、價值觀不同、支援系統匱乏、關聯網絡疏離、生活方式不同、
儀器或機器排除了人的感知能力與精神特質。

3. 危險：文化物種的滅絕，文化多樣性的消失，思考單一化，思考狹隘
化，易為資本╱權力者掌控──青少年抱怨生活無聊，失去了生命的
好奇心，失去了生活的多樣性，失去了感知的多面性。

二、文明的進步與文化的退步：
文明的進步與文化的退步：文明為人類的物質成就與控制外在環境的
能力，驅動文明進步的動力是與資本主義產業運作相結合的「進步主義」
。
文化包含了物質面向、知識面向、社會面向、精神面向、與意義網絡構成
的價值系統。文化的淺薄或深厚在於是否有敦厚與敬重的心來面對自然、
環境、人群、物、及提升自我。文明的進步有可能造成文化的深化或淺化；
文化的樣態亦有可能影響文明朝向多元豐盛或窄化單薄。
1. 台灣的文明發展百年來，在現代化浪潮中快速進步，國民所得也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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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但是卻也產生了更多的環境問題、社會問題、與人心疏離。因
此，社會發展中一方面有著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卻也同時看到文化
的退步。
2. 文明的「進步主義」雖然刺激了創新研發，但同時也縮短了產品生命
週期。新產品的推陳出新，就得一方面伴隨著大量的廣告行銷來刺激
消費，另一方面也悄悄地降低產品品質來縮短使用年限，致使過去的
耐久財如今竟然變成了消耗品。如此對物的不敬重是文化的退步。

3. 在微利時代中，做為國際代工基地的台灣常需宿命般地以低價衝量來
謀求殺價競爭中的利潤總量的增加。伴隨著爭取大訂單的削價競爭，
就必需以降低本（如剝削勞工、犧牲環保、降低品質）來因應。其結
果是，文明進展使得消費者可享用更多低價新產品，但台灣勞動品質、
環境品質、與產品品質卻也隨之下降。如此對人、物、環境都不敬重，
是文化的退步。
4. 資本主義市場競爭固然促進了高度的物質發展，產業競爭中講求效率
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日常生活。方便與效率的生活方式與意識型態造
成「用過就丟」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具體呈現在許多產品的品質向
下改變上。任何一種「用過就丟」的產品（如拋棄式傻瓜相機、免洗
餐具）其價格、價值、品質、與品味必然遠低於過去的耐久財（如單
眼相機、瓷碗、瓷盤、漆器）
。伴隨著「用過就丟」的生活習慣，一方
面產出了數量驚人的垃圾，另一方面降低人們的生活品味與產品水
準。這般對環境與物件的不友善是文化的退步。
5. 文明進步以解決各種問題，但卻也造成更多問題，且使產品品質與技
術內涵進一步下降。例如「進步主義」下的現代農業使用大量的化學
肥料、生長激素、及農藥來種植蔬菜，雖然產量大增且沒有蟲咬而形
美，但是長期使用化肥不僅造成土質酸化，也使蔬菜成長失衡而風味
大減，更不用講農藥殘留造成的健康危害。相類似的，有些香腸看似
色澤鮮美，其實為求降低成本，常常使用劣質肉（甚至混用羊肉、兔
肉、馬肉，而非豬肉）更加上黏著劑（此為磷酸鹽，以增加咬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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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水性）
，還有保色劑（亞硝酸鹽）
、防腐劑、化學調味料、色素等。
但是，亞硝酸鹽可能致癌，磷酸鹽則會妨礙人體內鈣質的吸收，加上
防腐劑、化學調味料等，都對人體有害。這種為求利益而導致產品品
質的衰退，是文化的退步。

三、文化多樣性的減損：
文化多樣性的減損：文明進步固然帶來許多便利與物質享受，但在多
重既得利益（如學科典範層次、個人慣習層次、政治經濟層次、市場佔有
層次等）糾葛驅使下，人們的生活選擇性卻無形中日趨窄化，這般文化多
樣性的減損將降低人們思考的豐富度；狹隘的思考與決策將製造更多更嚴
重的社會環境問題。
1.

一個成熟的學科有其典範，提供了此學科社群共同接受的知識、理
論、價值觀、運作規範、與問題性（problem domains）等。一個被稱
為是水利工程師的人，必得具備某個程度的水利知識、熟悉行規、及
能解決水利相關的問題（puzzle-solving）。由於此水利工程師因學習
現今水利界盛行的水利典範而進入水利界，此典範就是他的維生依
靠；因此，他必然捍衛此水利典範，此即其學科典範的既得利益。教
科書承載著典範；以臺灣的水利工程教科書來看，關於閘壩工程僅談
其功能、材料、型式、高度、設計等計算、結構分析、優缺點等。所
有的論述及優缺點的思考，都在於工程難易及經費多寡，卻沒有觸及
水庫所導致的水文地理擾亂、河道沖蝕、河道萎縮、生態破壞、海岸
侵蝕、及對壩底附近住戶的心理威脅等負面效應，也不會討論面對缺
水時，有哪些另類科技方案可以取代水庫建設。因此，臺灣的水利工
程界在其典範教導下，僅會以水庫建設來面對缺水問題，不僅不會思
考水庫帶來的弊害，也不會思考各種治標或治本的替代性方案。

2.

第二個層次的既得利益為「個人慣習」
。一個人處在某個階級脈絡中，
透過學習有著階級相稱的行為與價值，經過內化後，就成了自然而
然，近乎本能般。社會化不但穩固了階級慣習的內化，形成個人的階
級屬性，同時還再生產了分享同一慣習的階級。因此，慣習可以說是
社會秩序再生產的基礎。一個水利工程師擠身中產階級，是因為具備
專業知識及扮演著某個社會角色。在其階級的慣習內化下，一個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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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師會不假思索地以「人定勝天」的意識型態及其專業知識的單一
思考來面對被其窄化的問題，例如防洪就是加高堤防，缺水就建水庫
等。

3.

第三種既得利益是關於政治經濟的利益。面對動輒數百億元經費的水
庫建設，政客、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廠、砂石場、地方派系等都能夠
雨露均沾。因此，在這三種「既得利益」的交織下，當關於水庫的議
題出現時，總會看到政客、專業單位、與水利工程師出來捍衛水庫的
必要性，不但對於過往水庫的弊害視而不見，也無視於水庫預定地附
近居民基於各種理由的反對，更不願思考各種替代方案的可能性。

4.

第四種既得利益是「市場佔有」層次。「進步主義」以「創新」為動
力，固然激發各種新思考，但在量產競價的產業格局中，走向量多樣
少的生產樣態，因此符合市場利潤要求的少數產品才能進入生產線。
而當這些少數產品佔據了絕大部分的市場後，就會無形中促使整個社
會依照這些少數產品的格局來運作，進而重訂產品規格而阻絕了其他
產品的進入。如此一來，產品市場就會逐漸趨向某種規格的獨大化。
如汽車壟斷了車輛規格，整個車輛物種就歸於單一，而社會地景就此
被柏油路格式化；相對的，拼裝車呈現出來的車輛物種多元化，卻能
減少人為的營建干預，而保存地景的豐富性與完整性。在「進步主義」
下的量產看似進步，但卻易造成思考的單一化與發展的狹隘化，而將
難以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變遷。

5.

地方知識的污名化與日漸消亡：綜合了國家暴力、學科典範、個人慣
習、與政治經濟利益而形成的思考單一化，相當程度地成為權力╱知
識的霸主，而使得地方人民與地方知識無法發聲。西醫所把持的國家
醫療政策與健保制度使得中醫、民俗療法、草藥知識等常被污名化。
檳榔被污名化為口腔癌及土石流的元兇，卻無視檳榔種種文化意義與
健康妙用，也無視「六高」（高山公路、高山水果、高山蔬菜、高山
茶、高山別墅、高爾夫球場）對水土保持的破壞。將檳榔當成祭品後，
真正的問題原因即可無需聞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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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村是智慧的泉源：
農村是智慧的泉源：面對文明進步帶來的更多社會環境災害、文化退
步、及文化多樣性減損等問題，農村所蘊含的智慧將能成為時代的明燈。
從農村「十六（加一）生」來觀察：
1.

生態：蘭嶼達悟族人則在農會推廣農藥及化學肥料的勢力入侵前，採
生態
取了巧妙的生態平衡作法。在對付雜草方面，達悟族人在田地開墾初
期，便將爵床、醡醬草、雷公根等植物留下來，讓它們成為第一波抵
抗禾本科與莎草科雜草的先鋒。再者，由於小毛蕨和越橘葉蔓榕有著
不會蔓延到水田的特性，因此將其種在田埂石垣間，不僅可防止雜草
在田埂滋生，也可鞏固石垣和美化景觀。在保持地力方面，達悟族人
一方面引用能將山上營養物質帶到田裡的山泉水，另一方面也在收成
芋頭時，將不必要的芋葉拔除丟在田裡，使葉子腐爛後，養分又回到
田裡。

2.

生靈（生物）
：一個地方應有哪些生物類種才能保持生態平衡呢？都
生靈
市化的地方沒有環境來滋養蚊子的天敵如蜻蜓或青蛙，致使蚊子與相
關疾病橫行。缺少林木，一個地方容易沙漠化，也惡化了微氣候。達
悟人不施用農藥，因而芋頭田成了錐螺、石螺、葛仙米藻、陸蟹、白
腹秧雞、紅冠水雞等生物的樂園，提供達悟族人豐富的食物來源。有
害蟲就有天敵，夜盜蟲對茶葉危害很大，而白僵菌卻能使夜盜蟲變僵
屍，保護茶葉的生長。

3.

生存（資源）
：陽光、空氣、水、土等資源與農人的努力一起造就了
生存
農業。是否珍惜資源，決定了文明的方向與文化的厚度。如果以工業
生產來決定農業，表徵工業文明成就的乾燥機就會剝奪了陽光賜予稻
穀的味道；化學肥料與農藥等工業產品長期使用後，還有健康的土壤
來生產健康的蔬果嗎？在工業廢棄物到處非法掩埋後，還有乾淨的水
可資灌溉與飲用嗎？要使一個地方成為適宜的生育環境，就得善用資
源來與環境好好相處。在一個多地震的地方，體察周遭資源特性，就
可發現農村常見的竹架屋或大木構房子不但最為耐震，且所有材料都
取之環境且可還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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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育（環境）
：面對山、面向海、身處廣闊的草原，都能使人們的心
生育
胸開闊與謙卑。乾淨的空氣、水、土壤不僅做為自然界的物質面，更
是文明世界的人心向背的表徵。一個不會敬天、法天的社會，就不會
有著敦厚的心來與人相處，外在的空氣、水、與土壤就會在私心私利
下受到污染與破壞。原住民許多神話都一再訓誨子民需與自然和諧相
處，因而山林與部落文化一起成為良好的生育環境。

5.

生長（教育）
：透過口耳相傳與身體勞動，農村許多前人的智慧因而
生長
代代相傳。這種銘刻在身體上的教育最具在地性。相對的，現今的體
制教育承襲了工廠制式化量產的意識型態，以統一的教材與標準化答
案來規訓學生，一方面無法對學生因材施教，另一方面也無法在教育
內容方面因地制宜地設計。其結果是，農村的孩子對農業愈益陌生、
漁村的孩子對海洋愈沒有感覺，而使得農漁村人口外流日益嚴重。

6.

生計（就業）
：農村的生計相當多元化，也就保障了農人生存的多樣
生計
性。許多都市制式化教育出來的人僅有單一技能，若碰上時代變遷與
產業變遷，就容易遭到淘汰。而嫻熟陽光、土壤、與水的農人，能巧
妙地隨著四季變化而遊走於各種作物之間，也能隨著時代變遷而遊走
於農作生產（農業）、農產加工（工業）
、休閒農園（服務）
、民宿與
生態旅遊（體驗經濟）、導覽解說（文化產業）等。農村生計的多元
化是現代制式教育一面反省的鏡子。

7.

生產（物質）
：所謂的「技術」
，是指人們解決生活上的問題時所發展
生產
出來的技能、知識、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等的綜合呈現。因此，從古
至今的各個民族，在面對生活上的耕種、築屋、紡織、交通、灌溉等
諸多問題時，都會發展出自己一套解決問題的技術。所需的「技術」
重點不在於是否為「高科技」或「時尚流行」
，而是因地制宜的「適
當技術」。相較於農村生產出多采多姿的農產品而豐富了人們的餐桌
與飲食文化，工業產品卻常常囿於量產式競爭而趨向單一化，更進而
規範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再者，生產突破所需的研發也不是工業的專
利，農村中的「草根研發」一直是技術成長的動力。既然大麥可以成
為「麥仔茶」
，稻子也可以成為「稻仔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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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意（經營）
：農村是好生意。經營一個生意，一方面是符合人們的
生意
需求，另一方面創造人們的需求，但都應該令人們感到幸福與愉快。
厭倦了追求貨幣及物質消費的都市文明後，人們希望能感受到關懷、
安心、親密、友誼、故事、情感等心靈層次，農村的濃郁人情味、清
新的空氣、潔淨的水泉、香甜新鮮的蔬果魚蝦、及種種前人智慧所呈
現的處處是驚奇、點滴皆知識等，都將使農村在新時代潮流中成為好
生意。

9.

生力（提升）
：就像人們飽餐一頓後又有了力氣，人們也需在觀念、
生力
知識、眼光、格局等各方面時時充電來成長。農村中的長輩充滿了人
生智慧，不管是歷史掌故、俗語諺語、產業技術、種植經驗、人情世
故等都是足以成為智慧的寶庫。若能虛心向農村的老前輩們挖寶，就
會不斷地出現新天地。此外，農村種種的家政班、農技班、讀書會、
農村型社區大學、廟口聊天等也都是生力的泉源。

10. 生活（社會）
：一個人需擁有某種地方知識（技藝、禮數）才能夠進
生活
入某個人際網絡之中，此為「媒介知識」與「關係知識」與「集體化
知識」
。換工╱互助做為一種「農村社會保險」
，避免了由貨幣經濟來
決定一切。
11. 生趣（生活的意趣）
：荷蘭國土與人口都小於台灣，但卻能成為許多
生趣
跨國企業的歐洲總部所在，關鍵之一就是荷蘭提供了人們生活的意
趣。人們除了工作賺錢，還需要有精神生活的涵養，方不至於靈性枯
竭。相對於都市水泥叢林的固定單一，農村隨著四季變化而有不同的
景致風韻；相對於每天喧囂轟炸的媒體，寧靜的農村在各種祭典節慶
中產生了期待與興奮；相對於都市動物園的鐵柵欄，農村中飛舞的蝴
蝶、蜻蜓、蜜蜂，或各種蟲鳴鳥叫都處處充滿了生趣啊。
12. 生涯（希望）
：不同年代的農村生命力的精神主軸可能持續，活動內
生涯
涵可能不同。日本城地區疏散工業戰後不走，就是看上該地農民精
益求精的精神。把握此精神，農村可以面對各個時代，也可順利轉型。
13. 生命（終極）
：當一個人在叢林中生活時，他如何蓋房子會考慮氣候、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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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獸、蛇、植物等，換句話說，氣候、猛獸、蛇、植物等和此人「一
起蓋房子」
。相同的，一個人的生命是與周遭的人、地、事、時、物
一起構成的。農村的人們直接與天地相連，農作物孕育於天地之風、
水、土、陽光，因此農人最能夠感受到天地的運行律動，而生命就涵
化於此天地之中，此即縱然現代農業科技與氣象科技如此發達，而農
村依然敬神法天。相對的，在工業文明中成長的都市人身處人造控制
環境中，眼中只有資本、市場、競爭、與權力，如何涵養出對天、地、
人、物的敦厚呢？
14. 生氣（蓬勃）
：就看看宜蘭三星的稻鴨米吧！農夫們會在水稻插秧後
生氣
約 20 天、水稻開始展現綠意後，就把一大群出生約 15 天的小鴨子趕
進水稻田裡。這些小鴨子在水稻田裡穿梭將負泥蟲、稻苞蟲、螟蟲、
福壽螺等害蟲吃光光，農夫就無需灑農藥。小鴨子的排泄更是天然肥
料，農夫就省下肥料錢。小鴨子在稻田中跑來跑去，翻動水中溶氧，
更讓長成的稻米一顆一顆結實飽滿，煮出來的飯粒特別味美香 Q。如
此不用農藥及化肥，而長出健康的有機米。此外，更因為不用農藥與
化肥來破壞土壤與環境，使得土地生態逐漸復甦，又重見青蛙、蜻蜓、
蚯蚓等等生物來鬥熱鬧了。告別了「寂靜的春天」，才能永續地生生
不息啊！
15. 生色（增光）
：促進文明進展不必得靠資本主義市場運作，而可由人
生色
們的榮譽心與善待他人的心情來達成。林內坪頂此茶村的農人會在製
茶後透過品茗相互「虧」對方的成品優劣，也透過參加製茶比賽及蒐
集顧客的品評來自我精進。參加比賽得獎不僅自己得到光榮，也使村
子的農產有了好名聲。這種不易在城市看到的「與有榮焉」心情，更
促進了村裡人們的向心力與認同感。
16. 生生不息：煤礦枯竭了，小鎮隨之寂蓼；軍火工廠因冷戰結束而關閉
生生不息
了，小鎮隨之廢鎮；河港淤積了，繁華隨之成煙雲。然而，只要有天、
有地、有人、有心、有情、有義，農村就能生生不息地滋養生命。能
敦厚地對待天、地、人、物的農村文化就是生生不息的保證。

五、結語：
結語：農村的未來不在農發條例等農業政策，而在於農村價值的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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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再發展。文化價值的聯繫決定了意義，意義網絡決定了關係，而沒有關
係，就沒有知識。親近農村不在於多識蟲魚鳥獸之名，而在於挖掘農村的
智慧，從而能對進步文明帶來的退步文化有所反省與改進。當然，農村更
要做到擁有豐富的文化基因庫而令所有人們都覺得「一個國家有許多農
一個國家有許多農
真是幸福啊！
村，真是幸福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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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夜】
文化之夜】

農家拜訪是不是讓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是不是也想了解
其它夥伴在其它農家體驗了什麼農事活動？文化之夜，請大家以
「在農家體驗的新鮮事
在農家體驗的新鮮事」為主題，用海報、powerpoint、話劇或任
在農家體驗的新鮮事
何方式，用 6 至 8 分鐘的時間與其它夥伴分享你們在農家最特別的
經驗及感受。
放開課堂上緊繃到不行的肢體與關節，帶著輕鬆、愉快的心
情，也給予其它夥伴最用力的掌聲，一同來參與今晚的文化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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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農業論
生活農業論：
在日本推動城鄉交流的意義及課題】
在日本推動城鄉交流的意義及課題
】
主 講 人：德野貞雄（熊本大學文學部地域科學科社會學教授
主 持 人：鍾景生（旗美社大副主任）
口

譯：陳科銘（熊本大學文學部地域科學科社會學研究生）

文章翻譯:李宜欣(實踐大學觀光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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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食與農未來的方向
－從生活農業論的視點
熊本大學文學部地域科學科社會學系 德野貞雄

1－
－飽食與農業的危機：
飽食與農業的危機：日本的糧食與農業的現狀
我們真的富足嗎
對於人類來說，再也沒有比缺乏糧食或社會、國家糧食不足更悲慘不幸的
狀況了，人們畢盡全力改革堆積如山的社會經濟問題。相反地，糧食充足，不
必為填飽肚子而煩惱的社會，真的是幸福的社會。糧食的確保可說是理想社會
的第一要件。這樣看來，理論上現在的日本真是了不起的社會，凡是想吃的東
西都能吃得到的日本人，可說是非常的幸福。然而，這真的就是幸福嗎？
的確，在現在的日本，不論是和、洋、中、異國料理或各種速食乃至手工
精緻的料理，應有盡有，料理相關的電視節目也十分興盛。真的是食糧豐富。
然而，即便是日本，全體國民都免於飢餓是 1960（昭和 35）年左右，只不過
是近四十年前才得以實現的事情。在那之前的社會裡，勒緊褲帶與飢餓乃是常
態，甚至餓死的事情也經常發生。
近代，日本為養活明治以降漸增的人口，乃將北海道的原生林開發生耕
地，透過開墾、拓荒，農地不斷地增加。就算這樣糧食也還是不足，乃至於侵
略朝鮮、滿州，使之成為「國家的生命線」
。近代日本黑暗歷史的背後，一直
1
為飢餓與糧食不足問題所頭痛 。從這個觀點來看，現在的日本社會可以說是
幸福的。
然而，現在大多數的日本人(1)對於自己奢侈的飲食生活及吃得到處都是
殘渣的飽食型行為抱持疑問，(2)對於由進口農產品所充斥的食糧抱持不安，(3)
對於國內農業面臨衰退一途感到危機重重；為何我們會對富足打從心底感到焦
躁不安？換句話說，雖然我們已經解除了對「飢餓的不安」
，但是「對於吃得
到處都是殘渣的現實感到不安」
，以及對於「未來如何才能吃得安心」的不安
與之日增。
現代日本富足、近代化、都市化、飽食幻象的背後潛藏著現代社會的危機，
這些危機本章將以「食與農」為主軸，從最基本的層面來探討生命、生活，以
及地球環境等與人類社會生存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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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進口的日本糧食
「天婦羅烏龍麵 14%、炒麵 15%、漢堡與米飯 48%、日式定食(早餐)56%、
咖哩飯 62%」這樣的數據並不是大學生協(餐廳)裡的人氣菜單，而是菜單項目
的卡洛里自給率 2。屬於日本人食物天婦羅烏龍麵裡的烏龍麵粉、天婦羅炸粉
以及蝦與沙拉油幾乎都是進口的，如果說至少蔥與湯頭是日本國產的，可是偏
偏湯頭裡醬油原料的大豆 97%皆為進口，日本國產僅僅只佔 3%，因此，以大
豆為原料的味噌湯、豆腐等所料理而成的日本食物可以說是外國製的。雖然傳
說從印度經英國傳入日本的咖哩飯以卡洛里自給率 62%拼國產自給率，但這
卻是因為食用米的自給率為 99%的緣故，也就是說日本的食物已經變得面目
全非。

主要農水產物的項目別自給率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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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是主要農水產品項目自給率的年度變化，白米之外農水產品的自給率
年年大幅降低，小麥或大豆的國內自給則佔不到 1 成，近幾年蔬菜類的進口量
也開始激增。全部食物的卡洛里自給率也從一九六五（昭和四○）年的 73%
激減至九八(平成一○)年的 40%，這個數值與發生飢荒非洲諸國的自給率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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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同的。
然而，現在日本是世界第一飽食之國，其原因為日本同時也是世界第一農
產品輸入國。農產品的進口金額也從一九六○（昭和三五）年的 6 千億日圓急
增至九八(平成一○)年的 4 兆 6 千億日圓，在這四○年間增加了 7.5 倍，這樣
農產品的輸入額是世界第一的，也就是說世界農產品進口金額中日本一國就佔
了 9.5%，大豆或玉米全世界貿易量的 15%～25%進口至日本，拼命地從世界各
國搜羅食物的就是飽食之國日本。
現代日本社會的飽食情形不只是可以從日本人由進口的食材吃遍世界料
理與珍饈美味的情況窺之，同時，也可以從每年製造約 2 千萬噸食物廢棄物（廚
餘）中察覺。也就是說家庭每年殘留食物約 1 千萬噸，食品工廠或超市等流通
機構以及外食產業則每年丟棄 1 千萬噸的食物；而 2 千萬噸的食物則可以拯救
數百萬計因挨餓去世的人口。
過度依賴進口農產品產生各種問題，首先，第一是過度的農產品進口是壓
迫國內農業生產，並使日本的農業與農村衰退的重大要因，第二，關於世界糧
食情勢的問題：因人口暴增所產生的糧食問題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國際問題，
這是為世界所共同認知的，同時也被以聯合國為始的各機關討論著，在這些討
論中，只要出錢，要買什麼？要買多少來吃？都是自由的，這樣的態度是不被
允許的，而這樣對食物金錢權勢的態度更是在政府甚至經濟界或國民之中強勢
地存在著。從貧窮國家人民的角度來看，現在的日本人大概會被看成「爆發戶
的豬」吧！第三：進口農產品中混著含有農藥的農產品或基因改造的農產品
等，在食的安全性上有許多問題。其次比什麼都構成問題的是「糧食與農業」
這樣對人類及社會而言是最基本的，但其竟然具備從人們的視界遠離的功能。
真的！現代的日本人對於食與農並未抱持切實的關心，並且產生「不把危機當
危機的危機」
。
有史以來的大變動！
有史以來的大變動！日本的農業與農村
約 2200 人，這個數字是一九九八(平成一○)年應屆畢業生的從農者全國人
數，即使再加上 39 歳以下由其他職業離職從事農業的青年 8900 人也算少的。
如果現在從事農業的中高齡者退出之後，即便進口農產品，農人一人仍就不得
不生產 800 人份消費者的糧食，首先這樣的事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表 1（見下頁）是這四○年佔國民經濟的農業地位主要指標之年度變化。
一九六○（昭和三五）年農業雖然佔了 GDP（國內生產毛額）的 9%，但是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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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就降至僅剩 1.1%。農業生產毛額雖然增加了 3.8 倍，然而這卻是因為 GDP
整體增加了 30.7 倍。其次總人口中，農家人口一九六○年約 3341 萬人佔總人
口的 36.5%，但是九九年減少至 8.7%1101 萬人；當然，就業人口也從 1196 萬
人(26.8%)激減至九九年 300 萬人(4.6%)。而且，在這其中 65 歲以上的比率九九
年為 46.2%增加了近半數。當然，農村的人口老化與青年人口外流的情形也日
趨嚴重，現在不僅僅是維持村落社會成問題，連農地、森林的維護與環境的保
護也開始出現障礙。
另一方面，在農法相關之農業近代化的呼聲之下，農藥、鋤草劑及化學肥
料的過度施用在一九六○年劇增，而為擴大規模整頓園圃或排水溝到處鋪設水
泥地等農業的化學化及機械化正急速地進行著。
表一 農業生產佔國民所得總額之變化
年度

1960（昭 35） 1970（昭 45） 1980（昭 55） 1990（平 2） 1999（平 11）

國內總生產毛額

(十億)

16,681

75,299

245,547

438,816

512,530

農業生產毛額

1,493

3,131

6,007

7,701

5,644

佔百分比

9.0

4.2

2.4

1.8

1.1

輸出總額（一百萬美元）

4,055

19,318

129,807

286,948

475,584

農產品輸出

167

370

905

1,098

2,317

佔百分比

4.1

1.9

0.7

0.4

0.5

輸入總額（一百萬美元）

4,491

18,881

140,528

234,799

354,588

農產品輸出

884

3,248

14,917

26,072

36,785

佔百分比

19.7

17.2

10.6

11.1

10.1

總戶數（千戶）

20,860

27,093

36,015

41,036

44,923

農家戶數

6057

5,342

4,661

3,835

3,239

佔百分比

29.0

19.7

12.9

9.3

7.2

總人口數（千人）

94,302

104,665

117,060

123,611

126,686

農家人口

34,411

26,595

21,366

17,296

11,011

佔百分比

36.5

25.4

18.3

14.0

8.7

總就業人口（萬人）

4,465

5,109

5,552

6,280

6,462

從事農業口

1,196

811

506

392

300

佔百分比

26.8

15.9

9.1

6.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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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的農藥使用量在進入七○年代之後開始急速增加，日本成為世界第一
3

的農藥散佈國 ，其後果為紅蜻蜓、螢火蟲皆一同消失了蹤影，
「黃昏彩霞的紅
蜻蜓」成為只出現在歌曲中的景象，現在大肚魚與田鼈則成為瀕臨絕種的生
物。而最嚴重的問題是許多農民都因農藥中毒而去逝或患病，再加上殘留農藥
及添加物亦動搖著食物的安全。
對這般化學主義的近代農法抱持疑問的農民們，實踐著學自各地傳統農法
的有機農法，這些人於一九七一年成立了「日本有機農業研究會」
；另一方面，
對於食物安全性感到不安的都市主婦們則提攜有機農家，從七○年代開始展開
產地直銷等消費者運動。
接下來欲探討的是以日本農業的軸心－稻米。卡洛里自給率 40%世界第一
的農產品輸入國－日本，在只要停止進口幾乎就會成為飢餓之國的糧食情勢之
下，一九七○（昭和四五）年日本主食稻米的生產卻開始實施減反政策（不讓
稻田繼續種稻米的政策）
，以進行稻米的生產調整。
現在日本全國的水田約有四成休耕，這些面積全國約 98 萬公頃，也就是
說相當於沖繩至大阪西日本全部的水田面積皆停止耕作。這樣的現象也有可能
因為其他農產品的價格便宜，基於糧食管理法價格安定的稻米採集中式農家生
產的緣故，而這種種的情形就充分表現出日本農業的矛盾。
這樣的變化並不單單只是農業經濟指標的變化，應該被視為日本社會有史
以來的大轉變，也就是說從採取經濟的社會至以農業經濟為基本體系的社會已
經持續約近二千年之日本社會，目前正處於產業社會結構性變動的大變動期。
日本可以說已經從農耕社會轉變為產業社會。
現在，我們並不是處於延續從前半自給農業的社會經濟體制為主軸的模式
模式
(基本思考架構)，而是處於高度產業資本主義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農產品並
不僅僅只是食物，而是視為商品 大部分的國民為具非農業特質的消費者這樣
的情形之下，重新思考食與農的未來方向。我們現在就站在不得不構築新的食
與農的模式
模式這個轉戾點上。
模式

２－食與農的模式（
食與農的模式（paradigm）
paradigm）之轉換
分割化的食與農
現在日本食與農的問題具非常複雜且矛盾的特性。首先(1) 雖然農產品的
進口量世界第一，但卻大量丟棄食物。(2) 政府也察覺到糧食自給率低下的危
機，但卻持續推行減反政策。(3) 對於食與農的未來及安全性強烈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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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依賴使用進口食材的速食或簡便餐食，無法脫離飽食的情形。(4)對於回歸
自然及環境保護的關心高漲，但是主題只要脫離農業生活及農村生活就不再關
心。除了以上四則問題之外還有數不清的矛盾，這些問題從以農學模式
模式＝生產
模式
力農業論（農產品的生產力提升與價格政策）為主軸的〈物〉與〈金錢〉的領
域是無法應對的。其次，必須考量包含以烹調者與飲食者為主體的〈人〉與〈生
4

活〉問題之社會學中的生活農業論模式
模式 。
首先，讓我們從〈人〉的問題開始探討，表 2 是表示相對於稻米與蔬菜，
人的立場（主體）如果改變的話，稻米與蔬菜的名稱與性質甚至於機能也都隨
之改變。
(1) 米與蔬菜對於農家與農民而言是農產品。農產品對於農家與農民而言
是勞動生產的對象，也是經過生產過程的生產物，同時稻米與蔬菜是
藉由販賣行為維持家計的資源。而對於農民來說農業可以說是養一個
家族最大的手段。
(2) 對於政府或行政機關而言稻米與蔬菜是食糧。政府與行政機關並不是
實際地種田與種菜，農民所種的稻米與從海外進口的蔬菜作為糧食確
保其數量，提供給國民（包含食品業者等）是政府與行政機關最大的
機能。
表 2 農產品的分化／分割化
稻米（蔬菜等）
主
體

農家︵農民︶
政府︵行政︶
食品／流通
業者
消費者

人

食物

農產品
糧食
商品
食品

對象物

生命的糧食
／健康的泉
源

生產過程、維
持家計數量
的確保與利
潤分配的追
求
價格、
品質、
便利性

主要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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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食品加工業者與流通業者而言，稻米與蔬菜是商品，如何加工稻
米與蔬菜使其流通，提高利潤是其最重要的工作。也可以說資本主義
的經濟體系大大影響我們的糧食與農業。
(4) 對於消費者而言稻米與蔬菜是食品
食品。作為食品
食品的稻米與蔬菜並不僅具
食品
食品
卡洛里、營養價值、味道與安全性等〈食品〉的特性，亦複合了其價
格便宜與否，甚至於是否可以就近購買的便利性之〈商品〉的特性。
如上所述，作為物（物質）的稻米與蔬菜，將會隨著與其相關的人的立場
與機構之不同，其所蘊含的意涵與機能亦隨之改變，這樣的認知將不可或缺。
生命／生活原理與經濟原理
生命 生活原理與經濟原理
無視這樣農產品、糧食、商品與食品的分化／分割化現象，乃無法議論農
業與食品問題，但往往最終都不如人意，產生從堅持各自立場到一味主張的結
果。從表 2 就可以明白稻米與蔬菜具備作為〈物〉的連接性，但是農產品、糧
食、商品、食品可能也潛藏著相互矛盾與對立的要素，也就是說消費者所要求
的低價格食品是價格低迷的農產品，它壓迫著農家的家計。又，食品業者與流
通業者的商品並非一定為國產，也不一定需確保品質與安全性。此外，政府之
食品的安定供給造成進口的增加與自給率的下降，甚至招至日本國內農業的衰
退。對於消費者而言，進口農產品的魅力在於價格便宜，然而卻會擔心其安全
性，如上所述這四項物（農產品、糧食、商品、食品）彼此有著錯綜複雜的關
連性與對立性，而這亦是農業與糧食問題的難題。
對這樣複雜的關連性與對立性有一翻認識之後，乃需更進一步整理我們的
看法，而這項看法乃是身為生產者的農民與消費者都是人，且農產品、食品並
不僅皆具〈商品〉的特質，其作為〈食物〉的特質也十分突出，也就是說農產
品與食品具皆為生命之糧食的共通特質。相反地，不論是對於政府而言的糧食
或對於業者而言的商品都是物像化的經濟對象，皆被經濟原理所強制規範著。
然而，人的生命與生活原理卻不一定必須遵從，這種生命／生活原理與經濟原
理的對立結構是農業、糧食問題的最大課題，但是關於農業與糧食問題，生命
／生活原理應該是第一原則，經濟原理則應該以生命／生活原理為前提來開
展。
確實，政府或經濟界縱使擁有龐大的機構與體系，亦對個別的農民與消費
者具壓倒性的影響力。因此，政府與經濟體系如果不改變的話，將無法解決糧
食與農業的問題。然而，政治與經濟體系無論如何充其量也只是以機構與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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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調制度所構成的抽象世界，並不會產生直接種植農產品、吃農產品這樣的
互動，也不會伴隨主體與具體性的改革行動。過度依賴政治與經濟體系會延遲
問題的解決，有時也會強化問題的矛盾之處。從「是人生產農產品，是人食用
農產品」這樣簡潔的視點再構築以〈食與農〉的聯合模式是必要的。

3－生活農業論的提倡
從生產力農業論至生活農業論
農業論是闡述生產大量農產品農家就會變得富足，國民也會處於不會感到
飢餓的幸福之中，因此，在農業論中提升農業的生產力與生產性是重要的，這
樣的生產力農業論非常強勢，也就是說〈物〉與〈金錢〉都充足的話，
〈人〉
與〈生活〉的問題必然都可以解決，農業論就是這樣簡單的農業社會理論。然
而，在現在這個高度產業社會中，食與農是處於生命／生活原理與經濟原理尖
銳對立／矛盾的結構之下，如果僅以生產力農業論是無法應對的，因此我們現
在提倡「生活農業論」這樣的新理論 5。
圖 2 是生活農業論研究領域及與其關連的示意圖。生活農業論的分析模式
不會將農業與糧食問題分割化，而是試著分析其相互的關連性，也就是說並不
只是從〈物〉與〈金錢〉經濟的原理來探討，同時也重視從〈人〉與〈生活〉
這樣的生命／生活原理進行考察。此外，在此的生活分析並不僅是農業生產與
農家的生活，都會人的生活與消費行為等的分析亦是不可缺少的。在〈物〉的
領域裡除農產品生產的生產力與農法之外，食物的安全性亦須考量；在〈金錢〉
的領域則不僅是農家經營，流通問題與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亦是必須思慮的；在
〈人〉的領域，農民的主體性與消費者身應有的姿態；在〈生活〉的領域裡，
必須檢討農家的家族問題與都市生活型態相互間的關連性。最後從這個綜合視
點考察(Ａ)人與自然的共生相關的問題或者( B)現代高度消費社會未來的方
向。
生活農業論的特徵與結構
生活農業論分析模式的第一特徵，為與將農業／糧食相關問題，從以農業
生產力為軸心的農產品〈物〉與經濟問題〈金錢〉的領域來分析為重點的生產
力農業論的分析模式是相異的，其分析模式並不偏重在〈物〉與〈金錢〉
，而
是在談經營農業之農民身為人應該有的姿態與行為模式，甚至選擇食物主體者
身為人的消費者型態等〈人〉的領域、現代高度產業社會的消費生活及人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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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人口老化情形日趨嚴重的農家／農村的生活型態與未來生活方向等〈生活〉
領域亦與其相關連，總之，具備這些綜合性視角的分析模式就是其第一特徵。
生活農業論分析模式的第二特徵，不只是將農業／糧食問題視為〈物〉與
〈金錢〉，藉由重視〈人〉與〈生活〉的領域分析，不僅僅需分析農業生產體
系與農家／農村角度的領域，必然地，從以食物消費為軸心的非農家與都市居
民角度的領域分析亦無法忽略。在探討現代農業／糧食問題時，消費體系與消
費者分析非常重要，這一點原理大家都懂，然而．分析現實的生產與消費、農
民與消費者之關連性的方法論卻幾乎沒有被確立。

圖 2 生活農業論的分析模式是由（Ⅳ）〈物〉（Ⅲ）〈金錢〉（Ⅰ）〈人〉
（Ⅱ）〈生活〉四領域、生產者方面的要素〔(a)農產品與農業生產技術 (b)農
業經營問題 (c)農村生活文化論 (d)農民的主體性與農業組織問題〕，與消費
者方面的要素〔(1)「食物」的安全性 (2)「食物」的流通與價格 (3)現代「食」
的生活型態與都市的生活型態 (4)消費者型態與消費者運動論〕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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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目前為止的生產力農業論模式是以(a)與(b)為軸心，其觀照至多集
中至(2)之流通的農業生產領域〈物〉與農產品價格〈金錢〉的領域。另外，
從這種模式中可以看出以上二項領域與（e）之農業行政要素之間的關連性是
受到強烈注目的，而在這其中與農政問題的關連分析才是農業與糧食問題最重
要的課題，這項已經被固化的研究模式可以由從前型農學關係中看到很多，當
然，關於(d) (4) (c) (3)等〈人〉與〈生活〉領域的研究稀少，特別是(4)與 (3)
等對於消費者行為的分析與消費者生活型態的關注，這些對於生產力農業論而
言不過是農業／糧食問題週邊的課題罷了！甚至認為(5) 的哲學文明史論的
思想 (6)的農業環境論的領域，以及 (7)的生活型態摸索等這些都與農業／糧
食問題是屬於不同次元的領域。
生活農業論分析模式的第三特徵：能夠說明〈物〉〈金錢〉〈人〉〈生活〉
四領域之間相互的關連性與循環性。以前的生產力農業論模式因強烈受到亞流
馬克思主義的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理論的影響，只要提升（Ⅳ）生產力〈物〉
（Ⅲ）所得〈金錢〉也會隨之增加，（Ⅱ）〈生活〉也會跟著改善，（Ⅰ）〈人〉
也會感到幸福，如此一來年輕人也會選擇定居農村，這項模式具備以（Ⅳ）→
（Ⅲ）→（Ⅱ）→（Ⅰ）這樣固定化的流程（flow chart）來思考事物的強烈傾
向。總而言之，重要的是（Ⅳ）生產力的提升，只要提高生產力就可以解決人
與生活的問題，這就是推理非常簡潔的社會經濟理論。在非常依存農業的一九
六○年以前的經濟社會結構之下，這項理論是十分具有效性，然而，在現在高
度產業社會下的經濟中，其有效性每年都逐漸消逝，也就是說生產力農業論模
式是對於〈人〉與〈生活〉幾乎不關注的一種模式（思考）。
然而，分析〈物〉〈金錢〉〈人〉〈生活〉相互關連的生活農業論則在轉
換成高度產業社會的現代社會結構中，是一種解決包含消費者與「食」的問題、
都市問題、環境問題等的農業／農村問題的分析方法。如果不採用這種分析方
法，就無法解決後繼者等農業從事者問題、人口外流（過疏化）、人口老化的
農村問題、消費者得消費動向與自給率問題、食的安全性與環境問題等「現代
社會」特有的農業／農村問題。

1

日本人的人口

約明治初年（一八七○年）從約三五○○萬人暴增至一三○年間的一億二七

○○萬人，共增加了 3.6 倍，這是人口前所未有的暴增，在這樣異常事態之下日本的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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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農政／農學開始展開行動，論斷必須增產，因此一心一意地進行確保糧食的生產，而農
地開發與增產技術的改進則是農政／農學的中心課題，對於農業從事者與消費者等〈人〉
的問題則毫不關心，這樣的傾向在現在農學／農政的領域中亦十分顯著。
2

食物自給率主要具以下三種種類

（ａ）品目別自給率：以重量比率計算的個別品目的自給比率
（ｂ）穀物自給率：以重量比率計算的基本糧食的穀物（米／麥類／玉米／高梁／其他雜榖，
不只是食用榖類也包含飼料用榖類）的自給比率
（ｃ）卡洛里自給率：著重屬最基本營養要素的卡洛里，為以卡洛里的比率來計算之所有食
物的綜合自給比率，而畜產品則以日本國內產的飼料所生產的部分以國產供給熱量來計
算（以下文中未說明的資料參考自平成十一年度『圖說食物・農業・農村白書』
，農林
統計協會，二○○○年）
3

例如福岡縣一九五六～八○年止每五年，從已防除病害蟲的水田面積率來看，面積率很明顯
地在七一年以後大幅增加。宇根豐『減農藥のイネつくり（耕作）－農薬をかけて虫を増
やしていないか（灑了農藥之後蟲是不是增加了）
』農山漁村文化協會，一九八七年。

4

關於食與農的分斷/對立化現象，食品公害／農藥殘留／進口農產品的安全性等食之安全性
問題，自七○年代起就遭受消費者運動人士與有機農業從事者的警告，屬農學或農政關係
的研究機構與行政、農協等既有農業相關人士的反應卻相當遲鈍。因六○年代消費者以社
會經濟集團之姿形成一股社會勢力，所以在既有農業相關人士的思考中，欠缺對消費者與
食的關懷，現在這樣的關懷亦十分稀薄。參考文獻為福岡正信『わら一本の革命（一根稻
的革命）
』春秋社，一九八三年；玉野井芳郞・坂本慶一・中村尚司編『いのちと〝農〟の
論理（生命與農的理論）
』學陽書房，一九八四年。

5

關於生活農業理論參考自德野貞雄「生活農業論から見た有機農業運動（從生活農業論看有
機農業運動）
」日本村落研究學會編『有機農業運動の展開と地域形成（有機農業運動的展
開與社區的形成）
』年報村落社會研究三三集，農山漁村文化協會，一九九八年，九－五三
頁，陣內義人・德野貞雄等「生活農業論」
『農村文化運動』一五三号，一九九年等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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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城鄉有機網絡】
如何建立城鄉有機網絡】
引言人：莊盛晃（苗栗苑裡城鄉生機聯盟）
黃蘭湘（羅山有機推動委員會行政秘書）
林孝信（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主任）
主持人：曾啟尚（旗美社大城鄉交流委員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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