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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鼓雄先生五+九年畢業於農經所，現任行

政院置黨委員會主任委員﹒投身台灣實業長達

37年﹒在公費界從基層做起﹒歷任農復會技士、

農雯會接正、科長、副處長、處長、農林團副團

長、廳長、台灣省政府訕書長、實委會副主委、

主委等珊，從基層起在每個崗位上﹒努力甜演著

為農業服務的角色，並在台灣加入WTO的關鍵時

刻﹒擔任農業部門談判主敵人﹒研擺農業產黨結

構調整因應方案，帶筒台灣農業安然渡過加入

WT'。的衝擊﹒也見撞了台灣農業的起飛、轉型與

挑戰﹒

97年5月就任農委會主雯，提出「健康、效

率、永個經營」施政方針﹒推動對農民、對消費

者、對環境、對子孫﹒以及對全世界的五大關照

層面的農業政策﹒對農民期許能追衷利潤、效率

的現代化經營，並保障其福利:對消費者供應新

鮮、晶質構定、安全的置產品，以維語飲食健

康;對環境重視景觀、節能﹒以確保能永個經

營﹒期待為子彈留下一片淨土。除了戰力公珊，

並搜身教育工作﹒目前æ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系指

任兼任副教授，另曾分別於圖立宣蘭大學應用經

濟系、團立彰師大進修及推廣部及團立中興大學

費產運銷系揖任兼任副教授﹒將自身及工作歷

練﹒傳達於莘莘學子﹒並著有多本專書﹒包括噩

通農業心情{常民文化出版 t 89年}﹒跨越農業分

水嶺(申園生產力申心出版 t 93年) ，公務之餘熱

愛寫詩抒鐘情慣，著有詩集:入閱(春暉出版

社﹒ 91年}﹒誰來點上煙(春暉出版社 t 93年}﹒

在其他榮譽方面，於S6年撞空軍縷範軍官，於

76年擅總統府頒發76年保學最優人員，於89年運

行政院頒鐘三等功績獎章及民91年獲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頒發一等廣業龔章﹒

在動態平衛申推動

健庸、效率、款總經營的金民間農業

一、從聞單電影談起

第一部是日本電影「僧山街害J t 內容描述

日本當時有一貧鷹的山區村落，山區土地有限，

無法再開拓，且生產技術沒有創新，糧食生產無

法增加。當地家庭如果人口增多，糧食消費也會

增加，因此衍生出悲慘的風俗，家中的長賞到一

定年齡就會被家人背到山上丟棄，以減少吃飯的

人口。這部影片在描述人們因無法改變環境，在

屈服惡弟環境及割捨親情之間，發生極為悲慘與

令人不捨的結果。

另外一部電影是「大草原上的萬獸之王J t 

這是一部紀錄片。講到萬獸之王，大家都會想到

獅子。巴 i 在影片中，大草原有枯水期、雨水燭，

到了建旱期，羚羊、斑馬等許多動物被泊展開大

選徒，走了幾百公里，尋找新的水源、水草，而

萬獸之王獅子則固守疆土，在乾格的大草原中，

只能吃鼠、兔之類的小動物，因為沒有其他動物

可捕捉，吃得少，族輯死了一大半，活下來的也

變得蔚奄奄、瘦巴巴。等到雨水期來了，大草原

恢復生蟻，羚羊等其他動物精神體漏地回到大草

原，但此時獅子已無力擻捕。到底誰才是大草原

上的禽獸之王?還是獅子嗎?這部紀錄片告訴我

們，能適應環境變化的動物，接聽才能生生不

息。



二、饋業發展的動態平衡與動態思維

大原單、小社區(僧山)、世界的生態，甚

至整個宇宙都是一種動態的平衡，裁們要有動態

的思維。世界經濟可比鵬為一列經濟列車，前段

有美、日、義、德等國家為苗，大陸、泰、馬、

彈等國跟隨在後，這部列車只往前走，不後退，

也不會等人。一國經濟的發展，就像面臨「前有

城牆，後有這兵」的情況，面臨許多內外在頭燒

的考驗，在前面有經濟強國的激烈競爭，在後頭

又有新興國家企圖趕上，國際市場如彼占有，則

無生存空間。一個國家可視為經濟列車的車廂，

每一企業也可以視為經濟列車的一環，在動憊的

環境中，只能向前是不回頭，要能適應環境善加

變化，像羚羊、斑罵一樣才能生存。

台灣農業發展也是一種動態平衡。早期台灣

出口奈黨、砂糖及樟腦油，被續為台灣三賀，但

目，露自語金鐘姆"艙，喔..::+費5年濃濃績的aJ晨...且皆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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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黨黨為淨進口的產品，每年進口一萬公噸左

右，砂糖也轉為淨進口產品，樟腦油生產則轉型

為休聞觀光。早期稻米、香蕉出口到日本，香蕉

在日本市場占有專曾達的%以上，現在則不到

百分之十。當茶葉、砂糖等出口減少時，台灣農

業發展是否陷入困填?其實不然，台灣農業隨著

時代的轉變﹒在每個階段發展出不同的主力產

品。在196。至 1980年代，發展勞力密集的外紛

加工作物，洋話、黨筍曾經出口到歐洲，市占率

達八至九成; 1980年以後，發展覽本與技衛優

勢及高附加價值的水果、接殖漁業、毛諧，其申

賽車癌漁業如草蝦及鰻魚出口成績相當好，台灣被

調為草態、鰻魚王國:毛豬出口在民國船年口

鋪疫爆鐘前，加拿大及丹麥均不如台灣。 1990年

以後，因應經貿自由化，發展具本土鱷勢、技術

領先或符合健康訴求的產品，如土雞、良質米、

熱帶水果、花卉、有機蔬黨、海水養殖等，例如

台灣的文心蘭在日本市占率為第一，蘭花為世界

產至最多的國家，目前與荷蘭爭奪第一。因此可

以看出﹒在不同時代，台灣農業發展出不同的主

力產品，當整個環境不利發展築項產品時，就發

展出其他新的契機及產品。以長連來看，台灣農

業亦為動態的平衡，隨著環境適時調整，這就是

台灣農業發展的韌性。

每個產黨發展，都會歷經創業、發展、成熟

及衰退等階段，在成熟期，應適時思考轉型、創

新，才不會進入衰退期，而被淘汰，例如富麗米

論日、無毒有機農產品出口到加拿大﹒就是在傳

統的基遞上持續劃新，符合消費者對衛生安全的

要求，以持續發展。

消費者在想什麼，耍的是什麼?在創業、創

新時，要針對消費者的需求，種動市場導向的創

新。每個例子，南投水里蛇蕪的老閣林團體先生

告訴我，有一年他為陶藝協會製作頒獎的獎品，

結果燒出的 10個陶器申7個有裂痕，由於來不及

重作，他只好想辦法推銷有裂痕的陶器。在頒獎

當日，林先生先說明:今天準備給各位得獎人的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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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物，有一部份陶器上有「裂痕J (台語發音利

潤) t 另外一些沒有「裂痕J t 龔自沒排大小，

請得獎人自己選。接著受獎者一一上台自行選擇

獎品，結果前面7個有裂痕的陶器被領走，擱下

的刮目沒有裂痕，受獎者反而不滿意。有製痕的

陶由原本是瑕疵品，沒有商品價值，經過林先生

的巧思轉換，大家反而耍的是有裂痕的陶器，陶

器上的裂痕已成為一種「心靈產品J 。

三、椎動 r健康、效率、~.經營J 的盒

民單單據

台灣農業正處於「不足申的過剩J 之窘境

中，農家每戶平均只有1公續耕地，卻有22萬公

頃稻田休耕，緝乎占可供種稻攤面積51 寓公頃

的一半，也造成農民與代耕業失業現象;在都市

邊緣很多農她這線使用，形成土地低度利用:糧

食自給率只有73.5% ·但卻常設生農產品生產過

瀾。

未來台灣的農業也面臨下列不可逆的大態

勢 t WTO新回合談判(社哈回合)已從泌的年

展開，將來市場會更為開放:兩岸農業經費的鐵

合:京都議定書民泌的年2月正式生效，台灣已

經超排二氧化碳，即能減碳是當前政府的大戰

略:回顧民國60年代曾發生糧食危機，誼年來

全~氣候異常，再加上美國及巴西等圍裙擋利用

玉米及甘康發展生賞能漲，以致高能漲價格世代

來臨，聽制世界糧食供需，刺激糧食價格上升，

糧食安全確保是政府的責任:圍內斜對農產品衛

生安全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台灣農業政策的演醬，從民國ω年代的

「三農J (麗葉、農民、農村) t 民國80年代

的「三生J (生產、生活、生態) ，民國97年

以後推動「全民農業 J '除了涵蓋原來的「三

農」、「三生J '更擴大到消費者及全球的關照

層面﹒

未來農委會要以推動「健康、娘卑、永續經

營J 的全民農業為飽政基本方針，將發揮農業多

dd. 

元功能﹒兼顧經濟聾展、人文建設及自然保育，

配合即能減碳策略，維護本土農黨永續發展。未

來三農的施政願景，期望提高農家所得突破百萬

元、打造富麗新農村及建設無毒農業島，護農民

生活安定、生活昂貴提升，確保消費者食用安

全，並兼顧生態保育。

全民農業的五大涵盡面，以6大tJ1!j政主軸為

核心，推動各項農業飽政，並攝展到對農民、對

消費者、對環境、對子孫，以及對全世界的五大

關照層面。對農民將期許能追求利潤、效率的現

代化經營，並保障其福利:對消費者將供應新

鮮、品質穗定、安全的農產品，以維護飲食健

康:對環繞則重視景觀、即能，以確保能永續經

營，期待為子孫留下一片淨土:並將還過市場開

發與科技研發提升大家的生活昂貴;而身為炮聲R

村的一員，也要落實即能減碳，擔負維護賀頸、

促進環繞和諧及發展高綠能產黨的責任。

全民農業六大主軸2日下:

(一)建立責任農業，為永續發展鑫心力

(二)鐘展以科技為後盾﹒市場為導向之鱷勢農業

(三)增進農民褔利，鼓勵老農退休

門陣來實咱\農產品

"跨越盒... r國貨J l實伯也書長.刀..台灣優質....11



(四)推動第三階段農地改革，建設富麗新農村

(五)拓展農產外銷，加強兩岸農業貿易與合作

(六)強化農業行政，健全農民組織

四、台灣農業的發農方向

在全球面臨氣候異常變化、高能源價格時

代，糧食安全及環境保育為世界共同關切之課

題，農業在糧食安全、社環安定及環境保護等議

題上，依然顯示為關鍵且重要的產業。台灣農業

持續追求動憊的平衡，以適應環境的調整，農業

的發展方向如下:

(一)提供健康安全農產品

提供健康安全農產品，以維護消費者的健

康，是生產者的天職。 96年底，政府停止使用

CAS吉團團標章。未來除加強農藥管理、殘留橫

測外 .4年肉，首先將輔導稻米、蔬果、魚及畜

產品符合用藥安全的CAS 、吉圓圓:設置有機農

業專業區，擴增有機農業產量:選擇適當產品推

動產銷履歷。以循序漸進的方式· 50年邁向無

毒農業島。

要達成無毒農業島的目標· 50年的時間並

不畏，台灣推動有機農業將近20年，有機農產

品產量占總產量仍不到百分之一。要達到無毒農

業的願景，必須動員人力及預算資頭，首先，立

即加速輔導健康安全蔬果，確保農產品的衛生安

全;其次，積極推動無毒有機農業，從這兩方向

進行，落實維護消費者食用健康。

(二)確保糧食安全

目前世界糧食供需緊甜，低所得國家甚至買

不到足夠的糧食，引發當地社會動盪。為因應此

情勢，我團將增加稻米庫存，已畫布 98年稻米

安全庫存從30萬公噸增至40萬公噸。這消息發

布後，雖然今( 97 )年一期作稻米豐收，市場

稻米價格反而上潭，增加稻農收益:同時活化休

耕稻田，鼓勵農民種植玉米、牧草及造林，並停

止獎勵生質能海作物，避免與糧食爭地。

Out!i;tand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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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第三階段農地改革，建設富麗新農村

建立老農退休制度，推動「小地主大個農」

計畫，有二個政策目的，首先，目前農民年齡老

化，但老農卻不能退休，有必要建立老農退休制

度;再者，鼓勵老農將農地出租給年輕人、專業

農民從事農業，企業化經營，以擴大農場經營規

模，提升競爭力。「小地主大個農」計畫將以

「一次付租，分年償還」的方式，由農會一次付

清約定年限之租金給地主，承租農民則每年分期

付租金給農會，由政府補貼利思費用。

另外，農地在分級、分區管理，及變更回饋

機制下，大量釋出不適用的農地，活化農地利

用，並避免都市邊緣農地皇島皮屋林立問題。對優

良農業區，以區塊規劃農地專業生產，建立以農

會為核心的農地經營信託及仲介中心。

目前農村地區因人口外流、基本設施不足、

發展鎧慢等問題，致農村生活及文化特色逐漸喪

失，許多農村社區房舍傾倒、士地利用血陋、雜

草蔓生。農委會己研訂「農村再生條例」經行政

院審查完竣送立法院雷聲中。未來將推展農漁村

再生計畫，以照顧4，000個鄉村地區的農漁村社

區。將以強化地方由下而上的共同參與制度，維

護環境、農村文化及生態資廳，並提出獎勵自發

性之共有土地自辦規劃或整建，改進農村社區士

地使用彈性管制及推動整合型農地整備等方式，

以活化農村土地利用，鼓勵訂定社區公約，營造

農村優美環境。農委會在「農村再生條例J (草

寞)中提出以整合型農地整備，將農舍與農村社

區所需公共設施需求，整體納入發展規劃，此

外，鼓勵將棄用晒穀場等水泥地翻除來種植花草

等環境綠美化。我個人曾在阿里山茶山村教兒童

寫新詩，當時看到在李村長率領下，村民將自家

的水泥庭院打掉，種花種草地進行環境線美化，

整個村子呈現的美感，讓人深受感動。

4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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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造林教台灣、蔭子孫

除了繼續加強林班地保育及造林外，八年內

增加平地道絲。萬公頃，推動綠色直接捕貼，每

公頃每年補助12萬元。每年約可吸收二氯化骸

220萬公轍，減少 196二氯化碳排放量(台灣

C02排放量排第14位) .蓄水1億2，000萬立方

公尺，相當於三分之一個藹想水庫或五分之一的

曾文水庫。並設置三個一千公頃的大型平地森林

遊樂區，發展平地生態臨遊，其中一個將辦理國

際標，期提升貝國際級水準。

(五)發展以科技為後盾、市場為導向之儷勢農業

台灣農業科技鐘展位居世界排名第12位，

有許多進步的農業科技，例如蝴蜂蘭外銷每年達

2，ω0萬美元以上，利用海運外銷技嗨，成本可

下降7596至85% :窩紫杉醇紅豆杉有20億美元

的市禱:抗弱毒石斑魚苗，繁殖率從196提升為

5至2096 。進步的生物科技將協助推動農業轉

型，例如治血友病羊乳、抗腸病毒雞蛋等，

2008台灣國際生物科技大展的大會之星更由生

產抗摘毒蛋白的蠶寶寶接選。

台灣農業將發揮農業科技信勢及經濟地理條

件，以創設科技園區的精神來發展高附加價值的

儷勢農業。提供國有土地設立園區，指定專賣農

業科技研究單位，提升研設能力﹒建設「世界級

花卉島J ，~申南部設置花卉專業區，但進傳統

花卉生產區之升級發展:建立「世界亞熱帶水果

中心J 、「亞太種畜種笛中心J 。觀賞魚目前以

新2日坡之發展及市占2學名列第一﹒說固有觀賞魚

產業發展的氣候與地理{接件，又背水產種苗繁殖

技術純熟等種勢，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正在規

劃外銷觀賞魚研發產銷暨物流中心，以發展高附

加價值的觀賞魚類成為新的外鈞、主力產業。

(六)拓展農產外銷，加強兩岸農業貿易與合作

建立外銷供果國與優良出口廠商誨盡，以質

棍、量韓、品牌之特色建立台灣農產品形象。同

時﹒協助島民打開國際通蹈，建立長期行銷網路

之布局，以取代短線搭市喝之外輯、行為。並與國

際企業或與跨團公司策瞄聯盟，開拓國際市場。

加入WTO後兩岸農產品貿易，適當管制中

國大陸農產品進口，台灣對大陸以正面表刻准許

1，417項產品可進口，大蒜、花生、紅豆、乾香

菇、稻米等的。項仍管制進口，以穩定我國農產

品價倍。大陸對台灣，係以審此文及SPS (衛

生、檢疫)條件，管制台灣產品進口。

維持兩岸模糊關係對台灣農民有利，目前各

破產黨及市場所需，准許對方產品進口，不互相

到WTO控訴。如果在WTO架擒，要符合「最惠

國待過J f 不能管刮大陸產品，台灣必須開放大

蒜、紅豆、港花生、子茶葉、稻米等，農業將受到

嚴重衝擊。兩岸應在維持E患和平發展下進動農

業交流，建立兩岸農業智財權與商標協商機制:

迅速開啟兩岸漁業協商，解決漁事糾紛及大陸漁

工問題:並加強出口水果、第肉等農產品到大

陸。

五、結語

農業發展需要長期建設、觀念改變、並在符

合世界潮流發展下，過廳還境變遷、尋求平衡發

展，以延續及創新思維，確立核心競爭力，以重

點與破的觀點，規劃及落實各項政策措胞及目

標，廣續推動農業飽政措路，打造台灣農業成為

全民發興、全民分享的健康、效率、家續經營的

全民農業。不只照顧生產者﹒更要關心消費者、

未來子孫及全世界的生態環壤，期望能打造一個

紮很現在、關懷未來、布局全球的現代化農業，

引領台灣農業還向新的里程興。

..會..九先生翔勉陳露趙志，陸實現

f健康、紋司區、家鐵鏈.J 的DiI袋，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