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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推廣體系中晨、漁會推

廣系統的定位于一以推廣系統的
主體性、自主性為探討重點
蔣憲圖拉

摘要

本文提「推廣揖構設立 JQ 性」、「推廣揖構執行手段」等基準'確有起對各
推廣機構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其次，更值推廣範園、推廣對象、推廣內容，、推廣

過程、推廣方式，更明確地創分農漁會推聞系統興改良場推廣的職責。
最佳再論述各推廣系統韓加其各自主體性、自主性之不同的推廣工作重點，

嘗試建惜一個具有農民民立基酷的整合性農業推廣制度，並藉以明確在多元推廣

系統中，農、誦會推廣系統的定位。

中作者為中興大學農業推廣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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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推廣體系中農、漁會推

廣系統的定位一一以推廣系統的
主體性、自主性為探討重點
惡意國*

.....、 F

、

堂、百于言

我國攝了拓展政治、外笠、經濟的發展空間等因素，持民國 79 年以「畫揮金
馬關稅頓壩」名稱申請加入關稅暨實品總協定(以下以 GATT( 註 1 )代稱)

,

隨著入「闢」時機的迫近，大幅開放國外農產品(包含楓產品等)市場壓力蟄必
逐漸加重且一波接著一墟。尤其，標榜捕時農產品國陣質品障礙，將農產品自由

化列為首要議置之烏拉圭固告說判經歷七年時民國 82 年 12 月達成協議。協議結果
顯示全球農產品自由貿暑已進入新紀元，亦進一層透露在烏拉圭回合之f主要成為
GATT 一員將被其他官員國所關注，要求農產品自由貿島的條件遠比烏拉圭回
合以前的任何一時期還要嚴苛。

尤其，我國是以「已開發國家」名義申請加入 GATT' 這實意謂著日本
還過農業推庸調適 40 年(日本於 1955 年加入 GATT) 下的農業貿居世界自由化
的水準，將被比照應用在我國。所以，未來加入 GATT/WTO' 雖然對國家
總體經濟發展可能有利，惟對農(漁)民所經營的農業(註 2 )醫必帶來很大的衝

擊。農(漁)業推廣在農業發展上是重要的一車，在面對加入 GATT/WTO
所產生意需辦理的推廣工作，各農業推磨構構如何費揮就整的主智能，來協助、主

本作者為中與大學農業推 ffr 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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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農民有世因~加入 GATT/WTO 之衝擊，實值得吾人深切關注的問題。
另一方面，

，甚灣的農業推廣體制一直維持多元組織的型醋，在實際運作上呈

現多頭馬車、功能重疊、對象重覆的現象(吳聰賢、華宏謹， 1980)
讀通過的「農業推廣慷倒草案 j

(以下簡稱草草)

。鑑此，日

，則企圖將農業推廣工作之

主要執行攝構，由現在的鄉鎮盟會、直漁會改聶區改良場(草案第九儸)。然而，

漁會系統與改良場系統的推廣機構在推廣業務及推廣工作上所措任的職責應如何
區分?一一-亦即各(如蠱、漁會)系統的推廣攝構之「自主性」

、

「主體性」何

在?至今在推廣慷倒及相關文獻中雖無涉及。況且誦會的推廣工作一一尤其是捕

事推廣，主目前聶止在創新技術主握、資訊提位等比起改良場較仰賴水試所及其
分所實為不爭事實。亦即，在漁業芳面直口增設政府推廣員、是否置在水試所及其
分所將比置在改且場更厲妥當?
此外，一讀通過推廣樺倒草車內容中亦明文規定

專賣單位，置農業推廣人員。 j

r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

(草案第八偉)亦即使此偉立，將來省(市)政

府農林廳、縣(市)政府也話說立專賣農業推廣人員，辦理農業推廣事業。因此，

將來縣市政府的推屠專賣單位如何輿區改良場農業推廣中 i L，'及其所屬推廣站劃分
業務與職責，亦是一個值得揮恩的問題。尤其，現行「農業推盧規程」中明定鄉
揖去所在揮揮秉持上級主管機關的命令，負有協助監督當地鄉鎮所辦理的農業推

廣事業(同規程第七悔)

，但在草案中螂揖公所農業推廣的職責，地位都被想視。

在此狀況下，各農業推廣主管構開所增設的農業推廣專賣單位，在整個推廣體制

下的定位更加模糊。因此，如何矗立起能充分反應塵、漁民需要之「整合性農(
漁)業推廣制度 j

，實員當前重要課題。

貳、晨、漁會成為推廣執行主體經緯及其現
存的問題

一、農、濤、會成為推廣執行主體經韓及推廣事業類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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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曹農會自從民國 46 年接受了當時農種會委託辦理華灣農業推廣事業，成揖

畫灣農業推廣執行主體，至今已將近 40 年。以民國 83 年為側，全省農會系統推廣
部門的人員約有 1896 名，其用人費的 11 憶 9千萬元，此外遭遇農會系統的推廣部門
所支出推廣種費，約有 51 億 9千萬元，其中除的 38% 是政府專案補助之外，其酷的

32 倍 2千萬元大都為農會系統所自響、負措( 84年版農會年報)。因此，農會系統
為農業推廣事業的執行主體應無庸置疑。
在這漫長近 40 年聶月中畫體農會還過農業推廣事業對畫體農草之貢獻的確
不可磨捕，但是，隨著外界環境、農民需求不斷植雜化

尤其是稻田轉作、農

產品貿易團體化一一一之下，以農會系統內部的有限人力、 R才力、物力，令日要達
成日本總合農業合作社(農協)、農業委員會(農民職業團體)、普及改良所三
系統分別揖當的推廣事業，實屬不島。

另一方面，民國 64 年阻著漁會法偕正、公佈，省誦會在農僅會輔導主助下約

雇20名推廣員，開始派駐各縣市政府及基層漁會，較有系統地辦理漁業推廣工作，

至今已 20 年(陳平基， 1994)

。在謹期間，雖然民國 70 年漁會法體偕正、公怖，

增列漁會可辦理會員金曲事業(直朝置，

1987)

，但這都在起步較慢、金融自由

競爭下，不能如農會的借用部一←尤其是都市型農會一一

一柱獨秀，因此，依漁

會法規定其盈鹼所提撞的推廣扭費撞相當垣細(註 3 )。直自民國 77 年三家 ff庫(

土地銀行、農民主民行、合作金庫)盈館也扭扭當作漁會推廣經費之後，大部分漁
會始全面辦理漁事、四偉及家政推盧工作(陳平華，

1994

;在塵聾， 1994)

。

農業推廣事業內容，隨著農業推商定義廣故而不同，不間的國家也執行廣故
不同的推廣事業;而各推廣機構所負責的事業，也依其在整個國家推廣體制上之

定位不開而有所差異。

重口從光種至今之農業推廣事業，吾人從其事業的重點應可劃分揖如下六種事
業生頁型(蔣憲圈，

1994)

H 農(漁)民教育推廣工作:

(二)農(漁)家所得增加推廣工作(包括營農(漁)推廣工作等)
(三)農村魚)村生活環揖改善推廣工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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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區發展推廣工作

(四行政性推廣工作
(六)權益性推廣工作
上述各主頁型的推廣工作，值此都有草多或少重疊的部份，同時各推廣工作也

都具有其他推廣工作不可替換的意義及重要世。但如以幫助農、漁民去幫助自己

( he Ip farrners to he Ip thernse Ives

)的推廣理愈來諦，此六大頡推廣事業應以

農民教育推廣工作晶中心，且與其他推廣工作渾然精合攝一體，才能達成推廣的
真正持久故果(註 4 )。

然而，正如上述，農業推廣事業扭扭其工作內涵而言是非常廣泛而種雜的，

在農業推廣規程第三偉及草案第十六條亦以廣義性定聽來界定農業推廣事業。因
此，在論及各農業推廣機構業輯分工或功能調整時，也必讀確定是界定在何種範

圍的事業。
加入WTO' 對於吾國農民最直接的衝擊是其經營的農業是否能持續費

展。因此，如何輔導、協助農民在激烈圍醋市場競爭下發展出固應的組營對策等
之營農推廣事業的迫切性愈加明顯。此外，遭遇有系統的育成方車來培育出對農
業有強烈抱負且有能力解快自己所遭遇問題的農民，此教育佳農業推廣工作之重

要性亦無可置廳。還有，在加入 WTO 之後，有關回應 WTO 之政府措施的訊息
傳遍，提罪國民大眾重祖本國農葉之共輯，以及有關農民補貼宜導等，若是映了
行政性推廣工作這一單，將直接影響政策的落實。而且，如困農產品質品開敢政

策危害農民的利益，如何輔導農民有效的表達意見，理性地爭取其應有權益之權
益性措聞工作，亦值得重視。
鑑於塵、漁會設立的宗旨原本在協助經濟弱小的官員能詢暐揖自立的經營體，
因此，本文探討各農業推廣機構業務分工戰功能調整時，是以營農推廣事業及其

較相闊的推廣事業，主日農民教育、農業行政、農民權盎等推廣事業的部世內容揖
研討的範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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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存推廣事業上的問題
I'~ 農、漁會揖推廣執行主體的台灣推廣事業的確有其貢獻，但也存在一些問

題。在營農(漁)推廣事業上的問題，酷了農業推廣躍費等問題之外，尚有如下
數點主要問題(註 5

)

1.現今仍極端偏重在農業生產技術的指導，極濟性的農業推廣工作雖然逐漸

受到重視，但在工作借量上明顯地伯太少。且日本農協營農指導事業的各
時代重點事業而言，

1945 年代是生產技術指導、 1955 年代是個別扭營體經

營指導、 1965 年代是產地形成指導、 1975 年代以往是地區農業再編指導(
圭國農業協同組合中真會，

1985)

，而薑曹各推盧機構之營農指導事業至

今還停滯在偏重生產技術指導的時期，可見畫曹營農指導事業的內酒實愈

待充實。
2. 農業推廣人員的在職講習、訓欄內容，但太偏重生產技惰。以至立即使有心
世事經濟性農業鱷管指導者，也不能遭遇講習、訓輝來提昇此方面能力。
3. 推廣員希望辦理的推廣工作，是推廣員「常辦理」的工作，而不是推廣員
認為重要的工作。

4 各推廣機構分工、分業的原則說確立，以致產生推廣員多重混淆之角色。
以農會推廚員所被標榜的角色來看，不但是農民會員所雇用的協助者，也
是農業教育者、農業政策的執行者、農會職員(蔣軍園，

1992)

，各種角

色的衛要常會費生。倒如，有些農會的推廣員在稻田轉作制度下植差撞去
勘查其雇主(農民會員)轉作實現，以斷定比農民是否可領取轉作補助金;
在漁會系統方面對於漁民的漁業置照、出海置件的審查，~雷日農會推廣且

對於農會所經營事業的意聾，不為其他農會職員所肯定之狀祖亦經常費生。
由上可知，現今營農推廣事業的問題，主要並非自扭以何種推廣揖構聶主之

推廣體告卜一

即至今推廣的執行主體是農(漁)會，不是區改良場一一所造成。

而是，各推廣機構沒有分工、分囂，所產生農(漁)會推廣員多重混淆之角色，
以及推廣員扭過度期待去達成超越本身能力、機構性格的營農措眉育事業。此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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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尤其是面對加入 WTO 之後龐大推廣事業，如何整

合產、官、學界的力量，針對現視的問題點及令桂童畫展方向，結合理論與實窩，

揖走多種化但有系統的農業體管推廣之執行方法、策略來提俱農業推廣員參考，

亦才是拉心間題。

參、有關推廣制度改革方向之前人論點
至今有關推廣制度改革方向的議論扭扭推廣事業的執行主體而言可大分為

三種主張。第一種為主張農、漁會應繼調為執行主體:第二種為主張政府應與農、
漁會分工合作共間辦理推廣事業;第三種爵主張政府應取代慶、漁會揖執行主體。

以下較詳細分述之。

←、濤、會應繼續為執行主體
主張此改革7J向者認為現在所存在的很多推廣事業的的問題，只要靠著一些
改善措施便能解說，所以主張農漁會應繼續晶執行主體，推廣事業仍應視為政府
委託農、 i魚會的要託事業。

例如華氏(草蒲生，

1971

)主張農會應繼續爵執行主體，對於貧困的農會，

政府有責任 1噩噩推廣員並補助推廣經費以協助其辦理推廣工作。而且，葉氏更建
言應將省農林廳的農業推廣鱷費改為推廣員的人事費用，將農會租費變更厲推廣

業葫經費。

其攻，邱氏( IrB茂吏， 1975) 所建議的第一提果中，主張應確立三階段的農
業推廣系統，其推廣員薪主由政府給付，農業推廣業輯經費則原則上由農會本身

自囂，並建議取消縣市政府及鄉鎮企所的推廣系統。此外，郭氏(郭敏學，

1981)

認揖推廣工作應位政府興農會締結的攝的下進行，政府應負擔包含人事費、業務
經費的全部農業推廣租費。而且，郭氏更主張農會的盈鶴應依各會員興農會主島

量的比率分配。
由上可知，主張此改草方向的議論焦點之一，乃對於是搞政府委託事業之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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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事業，政府應負措甚麼經費。

二、iEY府應興農、 j魚會分工合作共同辦理推廣事業
主張此改革方向者認爵應從現在農、漁會所執行的推廣事業中區分出適古農、

漁會本身的事業與適合政府的事業，分別為農、漁會與政府來分措。

例如張氏(張且崙，

1981

)即認揖純教育性的推廣事業應當由政府來辦理，

並主張此可透過區改良場的推廣中心或縣市政府推廣中心之一來執行。
其次，劉氏(劉富善， 1985) 也主張政府應辦理敢育性的推廣事業，農會自

身應運用其注定鱷費主要辦理協助性、輯濟性的推廣工作。
此外，蕭氏(蕭崑梧， 1986 且)認為漁民和桶會沒有能力辦理推廣工作時，理

應由政府提供經費來辦理，另外蕭氏(蕭崑特， 1986b) 又指出漁會最應莒辦理教

育性(人力費展)推廣工作，而研究試驗所載政府攝構應辦理創新傳播的推廣工
作，至於計畫輔導的推廣工作應由政府機構完全負責辦理。
由上可知，主張此改革方向的議論都認馬在推廣工作作中尚有僅由塵、誦會

無法辦理的推廣工作，這些推廣工作必讀由政府來辦理。而且，接下來聶論的要

點應為如何區分政府與蠱、誦會所應分別辦理的推廣工作。

三、政府應取代農、誦會為執行主體
主張此改革方向者主張政府在推廣工作上有其應盡的責任，應當代替晨、漁

會成為執行主體。開車日，邱氏(邱茂英， 1975) 的第二提案中主張攝大農業改良
場使其成為廣構農業推廣教育中心，並昂農業推廣執行主體。而且，在此提案中
即氏也主張農齒不讀設立推廣肢，將原先的推廣員歸屬在信用部、供銷部、保臉

部下，農會不再辦理推廣工作，但讀以原來推廣扭費辦理文化、社會福利工作。

另外，農會也應由年度剩餘盒提擺固定比萃的租費握助農業改良場。
又如江氏(江榮吉， 1988) 認為在目前高度競爭時代及擅雜理揖之下，綜古
目標的農會業苦如能以單項業務的專業合作社來經營的話應更容眉成曲。所以，

江民主張現在農會所擔當的推廣工作在政府的農業部成立時應歸屬政府，信用業

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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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供銷業務、保輸業輯歸還合作社耳~公司，也就是多機能經營方式的盟會磨棍
改組為農民政治權益的單攝能純政治團體。

總之，主張此改革方向的議論中，農會的佳格定位成為議論焦點，注氏主張
促使農會成為純政治團體，邱氏則主張促使農會成為頡 1J;l.社會福利企益團體。
上述有關農業推廣執行主體的論點中，第二、三種論點對於政府直接介入農

業推廣的執行皆持肯定的立場。但是，政府推廣執行體制是要通過改良喝一一推

磨站或鄉頓公所;還是要透過縣市政府一一一一推廣站載鄉揖公所，仍存在不同的看
法。此外，在第三種論點之下政府是否真能擔任攝於廈、漁會機構性格的推廣事

業亦是存提之處。而且，在第二種論點之中，政府推廣事業興農、漁會推聞事業
創分原則是否已夠明確?在在都值得更進一層揖討。

肆、農業推廣條例草案的改革方向及其問題
巴一讀通過的農業推廣恤例草案 (W、下簡稱草案)中，雖也將縣市政府列措
縣市農業推廣的主管機關(草案第二條)

，並明文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專貨

單位，置農業推廣人員，辦理農業推廣業務(第八儷)。此外，草案也規定縣市
主管機關應位年度農業推廣計畫及地方農業特性，研訂實施辦、法，報經省主管機

關根走後，辦理其轄區內之農業推廣業務(露出保)。但是，其應配置怎樣的推
廣員(推廣行政人員或專業推廣人員) ?應設置在何種單位(農業局草推廣中 i~'

)

?與其他農業推廣機構如何撞擊協調?通過甚麼下厲基層單位來連成任務?在在
皆顯示縣市政府在農業推廣上的定位不詢明確。
相對地，眉避免現在農業推廣體制常被批評有多頭馬車一功能重疊等問題(

註 6)

，因此在草案中雖的主張多元某統(第十四偉)

，但企圖矗立起一個以區域

性改良場為中心的農業推廣體制(第六、九悔)。同時，攝了達成此目的，憑藉
定期召開農業推廣聯幫會議與轄區內其他農業推廣機構協調解決有關業輔之分工

合作事宜。又為了落實實際接觸農民來進行推廣士作，除設置農業推廣中心外，
並『晶質酷需要於其轄區內縣(市)或螂(輯、市)設置推廣站(第十七傑)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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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業推圖體系中蠱、漁會推廣系統的定位
以推厲系統的主體性、自主世屑探討重點

所以，如依草案的規定.

I 農林廳

區改良場

推廣站」之政府的農業

推廣執行系統將馬未來台灣農業推廣體制的中心。

在此，值得吾人揮恩的問題至少有如下數點:
(----) I J以區攝性改良場為中心」的推廣體制，其實質的草-義為何?漁會的漁事推

廣主目前揖止在創新技情主搓、資訊提供等芳面，較之改良場盡量更較仰賴水

試所及其分所，此乃源於水試所及其分所具有產業專門技術的特性，因此，
今撞在漁事推廣上，改良場可能而且有需要取代其地位嗎?

(二)區騙性改良場以外之各推廣機構 .jè 其是塵、漁會推廣系統，其主體性及自
主性為何?難道這些推廣系統僅是配合區改良場的客體而已?更具體而言，
農、漁會所辦理的推廣事業重點與政府所辦理的推廣事業重點如何來區分?

(三)在尚未廢除的農業推廣規程(第十二條)

中攏到馬農業推廣執行機構的縣(

市)政府、鄉(鎮)公所，尤其鄉鎮市公所在草案全文裡推廣的地位完全沒
扭扭及，其在整個體制上的定位揖何?
(目在推廣草案中並沒有將以農民立場揖基礎的推廣體制具體化(註 7

)

伍、各推廣系統的主體性、自主性
要探討x:錯諸問題之前，必讀先討論的積心問題應是「多元化系統的推廣體
制，應如何建立起分工、分業原則，進而確立其各自推廣系統之主體性及自主性」

一一尤其J;)農(漁)民直接接觸的現今各推廣機構

鄉鎮農會的推廣股(區漁

會的推廣課盟章請課)、區改農場的推廣中心(水試所分所的推廣中心(討) )、

鄉鎮公所的農業課( J;)下各推廣機構簡以農會(誦會)、區改良場(水試所分所)
、公所代之

)

.在農(漁)事推廣重點工作上，如何實際丑工。

吾人首先提「推廣機構設立聞性」及「推廣機構執行手陸」兩項基準來昇定
攝構頭型(古宗耀、李祟尚、蔣憲圈.
「公重性」

政府推廣機構.

1994)

I 私實性」

作手段」而言，可區分厲「經營指導」

.其中「攝構設立屬性」可區分揖
農民推廣機構。而「機構執行工

包括技術性經營指導、經濟性經營指

(10)

農業輯濟半年刊， 59期，民國 85 年肘子
導，及「權力實施」一包括公權力的施行興私權力的爭取

(圖 1

)

技術住機關

水試所分所
區改良場

行政權關

技術性經營指導)

經營指導

(經濟性經營指導)

輯、清團體

A圓圓
農A
圓圓、漁

(合作社)

(機構設立屬性)

公意性

鄉誼公所

(行政性)公權力

權力行使

l

權益性 )l私權力

農會、讀書
(農、漁業
職業團體)

職業團體

私意t性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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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農業推廣機構頡型劃分圓

基於以上的劃分方法，可知具「去意性」

「拉術性鱷營指導」的拉術性推

廣機構揖改良場;具「去意性」、「公權力行使」的行政性推廣構構攝鄉鎮公所:

具「私意性」
i魚會)

「經濟世祖營指導」經濟性團體的推廣機構揖農業合作社(塵、

;具「私意性」、「私權力的爭取」職業性團體的推廣機構躊蠱、漁會。

因為，改良場、水試所分所與農會、漁宮之推廣事業重點較不屬升辨，因此
再tJ、壯闊些機構其他性格來揖討，莒分述如下(表 1)

(l I )

:

農業經酒半年刊， 59期，民國85年6 月

←明白一-

主 l

區政良場、水試所分所與農會、漁會(合作社)
在推廣土之特拉生比較表

推盟軍聞

區改良場7]<.試所分所

農會(合作社)漁會

地

E司
且
企R】

J佳

區

,

地

'世

(鄉鎮以內)

(超越鄉鎮)

(區漁會超越鄉鎮)

組織內成員

推廣對象

全體農民

推廣內容

高度拉術

一位技荷(轉移)

推廣過程

地區選定的普及

個人選定的普及

推廣方式

建言、規割、推薦

參與、執行、落實

(-)推廣範圖:

改良場、水試所分所以區揖為推廣範圖，通常酒蓋主~八個縣市:&多個
鄉鎮，轄區面積廣涯，是以大區爐、廣泛視野的推廣工作局主。鄉鎮農會以

鄉鎮揖推廣範圍，其推廣工作內容以鄉蟬的性質來衛量。ij[誦會雖亦以區蟻
爵推廣範圈，但各誦會範圍相差頓大。
(二)推廣對象;

改良場、水試所分所為政府機構，其推廣對農會、漁會會員的農民來說
是外部推廣員，有責任將創新技術公平、公正推廣到每一需要此服務的農民，

因此以攝構所在地區的全體農民為對象。農會、漁會揖農民自主所有的團體，
推廣員是農民所聘雇的，為內部推廣員，理應服務官員農民為主要對象。
(王)推廣內容;

改良場、水試所分所爵研究改良機關，身兼研究與推廣之賣，改良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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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試所分所推廣員有責任將場內所研發的創新拉術公平地推廣至需要的農業

種營體，因人力、財力等所限其內容相較地以劃葫度高，裡蠅、困難的技術
揖主。台灣農會、漁會大都沒有實驗場及設施，因此不似改良場是將研究針
對所在地的特性地區化之鐘，推廣出去。相對地，通常轉移改良場拉俯拾農
民的角色，其內容以簡島、一股或巴開發一段時間的拉術晶主。
(叫推廣過程:

改良壩、水試所分所在推廣過程中

尤其是透過人際接觸的推廣活動

一一一較重「地區選定」的普及而農會、漁會重「個偉選定」的普及。亦即改良

場、水試所至于所為了將場內研置的創新技情於適作、適殖地方「地區化 J

'

就必讀選定示範農竄來做示範觀摩:相對地農會、誦會揖 7 大部分會員農民
能廣泛地接受此「示範過的控告時 J

'而較重視技衛的個人化，使控措容晶晶

大部分農民所擁用。
回推廣井武:

改良場、水試所分所就設備及人力素質而言，均較厲專業，但講求公平、
平等原則，才有介入超濟競爭，應負責建言、胡割、教育訓蟬及推薦等工作。
盛會、漁會惟有注重經濟敢率性，才能在市場競爭祖劇烈情祝下生存，推廣
員在農民會員意識高握之下，有時還被要求軍分搞活動中部分風醋。

以上依農業推廣機構的性格建立起揖構的分工原則，雖各分工原則的順

位世及周延性、互斥性有待更進一層的研究(註 9)

，但扭扭扭下揖討的可歸

納出各推廣揖構之主體性及自主性。

1.農業改良場、7}:試所分所的主體性及自主性

在國應加入 WTO 之後，區改良場、水試所分所在高層次扭術(如生
物資訊的解明、農產物品質的高精度化、農業產銷的自動化、生理活性物
質的開發與利用、六區撞由圖栽培體系技晴的聞聲、商品評價扭衛的研費

等)

，示範性推廣工作，推肅、規畫世推廣工作上應扭演主體的角色。而

且，關於大區構性、廣泛視野之推廣士作如士t!ì揖農業再編之指導、地區畫畫

展等工作均需靠改良場、水試所分所專業人才協助揖劃典章劃。

(13)

台灣農業推圖體系中塵、?魚會推廣系統的定位
一一以推廣系統的主體性、自主性厲揖討重點

一-100

此外，改良壩、水試所分所本應以轄區向全體農民揖推廣對象，但在
加入 WTO 之佳，其營農推廣事業應以農業體營體為重點，但生活、軍揖
改善等其他推廣事業，

一般自給農家甚至非農民的農村居民也應同樣受到

重視。

然而，區改良場、水試所分所畢竟僅是省屬拉術研究、推廣單位，對
其他推廣相關機構而言，其不具行政指揮興業輯督導的責任，而且，各層

組自治攝閱(省(市)、縣(市)政府、螂鎮公所)轄區內的推廣事業(
僅是敢多自治事業之一理)成敗並不由它負責，而是由各自治單位(首長)
本身負責。

以因應加入 WTO 農業經營體育戚、

地攝農業再編等的推廣重點工作

而言，從地方自治運作的觀點，這些推廣事業正是地方自治機關發展農業

的重要一哩，因此，某鄉攝或縣市要培育何種作物的祖營體多少戶，要如
何來培育. .等事業成敗責任總歸屬都應由地方自治行政機關來承擔，所以，

有關這些推廣事業區改良場、水試所分所相對地僅是以控衛、研究單位的

立場，接受地方行政權關要託，協助辦理推廣事業。
因此，草草草十七條中雖揖定在區改良場轄區下設置推廣站，並由其
召聞農業推庸連幫會議，藉此落實以區改良場躊中心的推廣體制。然而，
基船上述所見此揖定有其前提性的限制不可木星害。亦即，上述原本各縣(
市)政府的推廣事業是否要成揖省屬事業需更一層思索。

綜合上述可知，區改良場、水試所分所在因應加入WTO 揖一個
「生產、蘊營控措體系及產銷資訊的地區整合主體 J

'同時，它也是負責

省屬推廣事聾之「公意性」、「拉惰性營農指導」的推廣機構。
2. 農會、漁會的主體性及自主性

台灣的農會、漁會在法律上是職業團體，但在事業上是輝濟性團體，
因此是「私意性」、「權益性的爭取」的推廣機構，同時也是「私實性」、
「糧濟世經營指導」的推廣攝構。前者的推廣事業，在因應加入 WTO 的
過程中，如何理性有效地爭取農民權益性推廣工作日益主重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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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會、?魚當其經濟J愷團體的推廣事業在與改良場、7.k.試所分所比較之

下，較以「個体還是」的普及揖重點(不像改良場較偏「地區選定」的普
及為主)

.而且農會、漁會推廣員並較個向以團體草動者(較不像改且場

的技術專家)立場參與農村現場，來輔導農民缸事生產、運銷及經營之相
關活動。在技術推廣背面，即使在政府推廣機構增設推廣站立聾，仍無法

辦理「全部的」技術性推廣工作的情況下，原則上一般性簡眉之技術仍應
以鄉鎮農宮、漁會來辦理為主。

此外，如日本農協營農指導事業是基於農協「社員」意識，為 7 農協
事業之聲展，以促使 r p;謀求技術興起營之捏高聶目的」的農家採取主體
性的行動，發自農協內部及農協全體攝能之農家指導事業。今撞，吾國農
會、 j魚會推廣事業如站在體濟性團體的立場，做乎也應以官員員服輯對象，
且其事業揖基扭農宮、漁會本身事業的噩展聶衛量。

至於權益惶爭取之推廣事業，在回應加入 WTO 的過程中，如何理性

有效地爭取農民權盎性推廣工作日益重要。但是，農會、漁會畢竟不能沒
有經營事業，一旦有經營事業，其運作及重點工作必依經濟團體的運作原
理(並非位職業團體的聾作原理)而運作，因此將來台灣在各鄉鎮如能普
通成立真正農民職業團體「一直口日本基層農業香員會、都j草府縣農業會議

法人、全國農業會議所法人一一一一較偏政治性的權益爭取及喚醒農民自覺、
自治的運動等之事業應由此職業團體來措當。

3. 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的主體性及自主性
在草案中，雖在推廣業務中列有政軍宜導工作，卻未將鄉揖公所明土
地到馬推廣機構。但是，無論扭地方自治的觀點或推廣事業的執行一尤其

在因應團障農產品自由貿息時，政府多萬因應政策，均有賴基層行政部門

之公權力東宣傳、推動，此外，當地農業(未敢)組營者之育成等均應由

其直成敗之宜。鄰國日本大多數市叮村控所(蟬揖區公所)在上述所揖事
業上不遺館力，甚至，在續控較差農協的所在地區，遭積極地辦理農協所
應士動辦理的指導事業。因此，鄉揖公戶斤應列入農業推廣體制之內、亦即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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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企所「公實性、公權力行使」的行政性推廣攝構性格應植重視。
此外，

正直目前面所述區改良場對其他農業機構沒有實際行政指揮權或

業輯主管權，因此，如要藉著宙間農業推廣聯繫宙語與轄區內其他農業攝

構協調解使有關業務，尤其是由下而上地區，陸的發展事業之分工合作事宜，

可能有所困難。所以，如果由地方自治行政機關，問時也是農會、漁會縣
(市)報業務主管攝聞之各縣(市)政府、省農林廳召開農業推廣聯繫會
議，來協調解訣合作事宜可能更有效。

而且，草案雖規定縣(市)政府、省農林廳應設立專賣單位置農業推
廣人員，辦理推廣業務。但是，此處所措推廣員可能是指執行一般農業行
政的推廣員，而不是興農民接觸來進行行政愷推廣業醋的推廣員(註 10)

。

果真如此，將來會產生縣(市)政府欲發展其農業，卻沒有自屬可用的推
廣員一一尤其是能直接到現場指導的推廣員之現象，道會造成縣(市)推

廣事業興縣(市)政府行政脫離的困擾。
因此，如果推廣事業不僅極限定在戰聶拉術、資訊推廣的事項，而被
認為落實農業行政的重要一環一一尤其是地區所屬單民的農民判斷地方首
長行政績殼的重要依攝，

那麼除非省屬機構改良場所辦理的各事推廣事業

都能達成各縣(市)自治單位對推廣事業各自期望，否則必會造成區改良

場、水試所分戶斤與各縣(市)政府的無窮困擾、紛爭。道在省長民墨、中
央地方經費改革、罷免擁啟立要公拉等實謂縣(市)地方自治職權日漸加
重之事件下，問題將更顯酷重。

基扭以上所述，

在考慮因應加入WTO 推廣事業的性質及推庸事業興

縣(市)政府行政關 f昂之下，將來縣(市)轄區內的推廣站及各推廣機構
之農業推廣連繫會議或可設置其下。因此，縣(市)轄區內的推廣站是負

責縣厲推廣事業之「公意性」

、

「拉惰性營農指導」的推廣機構。而且，

為間推廣站之農業推廣員能力不足，

可藉由改良場興農學院校所舉辦的講

習、訓練來提昇其素質。
4. 盟"正職業團體的推廣機關之主體性及自主性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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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立農家的農民所組成之真正

農民代表機構一-如日本市盯村(螂揖市)的農叢書員會、都道府縣的農

業會譜法人、全國性的農業會議所法人，其負責所厲地區有關農民或農業

之實見、事項的幹龍、建議以及諮詢等一一位區壩，性或全國陸農業鱷營者
的意見統舍、

表達及農民自治叫及其功能晶其他推廣機構所不能取代的觀

點而言，將來實有必要設立，以擔負起農民權益爭敢的推廣工作。
因此，建議設立鄉蝠市、縣市、省市農業起營者協誦會(如附圖 2

)

J;)替代農會現在所扮演職業團體的角色，這時可發揮上述油能外，亦可透
過農業推廣連繫會議等的參加，以觀{@相關其他推廣構構的推廣事業，並

提出建議。相反地，各推廣機構所辦理的推廣事業除要能以故推廣的對象

之立場來衛量外，亦固有真正農民職業團體的積極地介入、建議，才能稱
得上具有(農)民意基確的事業。
基於以上分工原則，各推廣機構的主體性及自主性應可確立，但各推
廣相關機構如果沒有良好的聯聲、協調，要構草一個「具有(農)民革﹒基
確的整合性農業推廣制度」仍有其限制性。此時，縣(市)政府召開的農

業推廣聯幫會讀便是協調、聲音轄區內其他推廣機構分工、合作的事誼是
否盾功之重要聞躍。因此，如何提高聯繫會議的協調、整合功能亦是重要

課題，將來各縣(市)推廣事業企日被當成是與省農林廳合作事業(註 11)

,

此協調、整合功能一一尤其是與區改良場協調、聯繫必能加強。

如此一來，在各縣(市)推廣事業是與省農林廳合作事業之下，透
過各縣(市)政府所召開的農業推廣聯繫會講聯繫、聲音，緯於各推廣機

構的主體性及自主世之推廣事業----~口推廣站系統的投拼音性營農指導工作、
鄉插(市)公所系統的行政推廣工作、鄉揖農會系統的體濟性營農指導工

作、鄉攝農業經營者協誼會系統的農民權益爭取推廣工作

一都能被協調、

整合成整體、整套的推廣活動，提供給基層螂揖(市)農民。而且，萬一

某個推廣機構的人力、財力、物力資輔導有不足之問題時，除了可遇過本
身系統尋求解控之外，

亦可通過農業推廣聯繫會議由當地其他推廣攝構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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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農(梅)竄

非農 u魚)*
圈 2

權益爭取之指導

經濟性苦農指導

行政性推廣工作

產銷資訊提供

技術性營農指導

農(梅)村居

民

自立農(梅)*

農業推廣體制調整的擬議圖

的XU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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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唱來幫位解快問題。

此外，各農學臨校及各試驗、專一作(動)物故且場為以研究者、
研究成果主握各推廣機構之機關，尤其有關單營者中、短期的教育訓練可

由區改良場來辦理外，鱷營者、農業?主繼書中、 f早期敢育訓練及推廣員之
教育訓練，則應由公立農學臨校來辦理。
果真能如此，

I 具有(農)民意基彈的整合世農業推廣制度」應可望

建立。

陸、結語

本文本著各推廣機構分工、分業原則，從「推廣機構設立屬性」及「推廣機
構執行手段」等基準，確立起各推廣機構的主體性及自主性，進而企圖構靠一個

「具有(農)民實基蟬的整合性農業推廣制度 J

'並藉以空顯身爵農業推廣執行

主體的塵、漁會推廣系統在多元推廣系統中之重位。但是，因限於篇幅等原因，
本文僅從營農推廣事業及其較相關推廣事業著諦，

也未從各推廣機構本身營運、

推廣租費來源及運用等觀點來闡述，令搓，在這些方面有待更進一層來揖討。

〔附註〕

註 1

:

註 2

: WTO

GATT為 The

General Agreernent on Tarriffs and

(世界買居組織)晶 World

Trade

Trade 之簡稱。

Organization 之簡稱。此外，本

丈中農業企日無特別註明是指包括廈、林、 i魚、牲廣義的農業。
註 3

:有關誦會推廣教育超贊詳細內容可參照丈獻 10 等。如依省漁會督導士作總

報告 83年度全省通過漁會系統的推廣部門所支出推廣經費的有4億6千萬元，
其中的 63% 攝政府專車補助，其餘的 l體7千萬元晶漁會系統所負措。此外，

83 年度漁會系統推廣部門的人員的有 116名，其中由三家行庫提蟬的用人費
補助約爵 1378 萬元(依省漁會推廣組資料)

(19)

，如以補助推廣員一人一年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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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助金額為約 15 萬元則接受到補助的推廣人員的 92 名，約古全體推廣人員的
80% 。如再J;)每一正會員(誦會甲、乙官員)平均可主用的推厲租費(包
括政府專案補助)而諦，漁會系統因其正官員的措 25 萬 1 千員故的爵 1 千 8百

元，相對地，農會系統推廣部門所主出推廣經費的有 51 億 9千萬元，但是因

其正官員約為 102 萬 2 千員故約為 5 千 l 百元。亦即，農會系統的每一正官員
平均可主用的推廣經費是晶誦會系統的 2.8倍。可見，漁會系統的推廣經費
相當垣拙。

農民教育推廣工作如懂界挂在強調「知輯的啟發」之純教育內酒，其與強

註 4

調「行動的促進」之營農、營漁推廣事業便有較大的差異存在。較詳細內

容可參照文獻 14 , 15等。
註 5

:詳細內容可參照文獻 1

,

15等。此外，著者訪查數個在推廣事業上風許較佳

的漁會亦體現其在營且是推廣事業的問盟興農會的問題非常輯蝕。

有關畫灣農業推廣體制改革之文獻頭苦苦，最近二年中蕭氏(蕭崑悟，

註 6

1994)

等請文課具參考價值。
註 7

:詳細內容可參照立獻 14

,

15等。

在草案中雖沒將水試所分所的地位明顯表示出來，但本文認露在漁業其地

註 8

位猶如在農業農改場的地位。因此，雖目前其推廣人力的單薄，未來其在
推廣上的功能仍不可忽視。

註 9

:

1993 年著者等針對全省揮揮市推廣股長、縣農會推廣課畏及農事督導員、

區改良場推廣人員共 386 名實施調查，回收(率) 216 人骨 (56% )。調查
對象中認厲以此分工原則來劃分各推廣攝構的主體性有撞機構世桔者，各

項調查題目最高僅占總回答人數的 3.8% '最值則是 0.4% '可見比分工應
相當可行。詳細內容可參照文獻 1

'

2等。

註 10 :一般農業行政工作應較偏政策、政令之攝定與監督，相對地，本士所謂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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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性推廣工作則較偏攝政策、政令之宣導與輔導。
註 11

:

f是農業推廣事業內容、推廣對象的重疊及經費、推廣人力的限制等考慮，

此 11 式躍亦品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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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黨推廣體系中農、漁會推廣系統的定位
-一以推廣系統的主體性、自主性為揖討重點

At la泣，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main tasks of every extension
system from the viewpoint of autonomy and

subjectivi 旬，

in order to build

up an integrate d agricultural extension constitution which can fully reflect
farm凹 's/fisherman's

opinions. Theis will be conducive to confirming the

identity of Farmer's /Fisherm an's Association system in the plural agricultural extens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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