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美國新農業法案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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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３)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壹、 緒論

　　美國土地面積9,826,630平方公里，為

世界第四大國，人口總數為3億零五百萬人

（2008年估計），在中國、印度後居世界

第三位。由於土地面積大，海岸線長，又跨

越熱帶（夏威夷州）、亞熱帶、溫帶（美洲

大陸）、寒帶及極地氣候（阿拉斯加州），

因此物種相當豐富，生產的農糧漁畜產品，

可謂應有盡有。加上其先進的科技能力與強

大的經濟與政治實力，因此自從七零年代糧

食危機期間，美國透過國際援助將糧食捐輸

到世界各國，從此正式開啟相關農產對外貿

易的門戶之後，其質優且具價格競爭力的產

品，在世界農產貿易市場的角色中便日益加

重，農產品貿易也成為美國農業部門相當重

視的一環。

　　我國與美國向來在農業貿易方面，保持

密切的供應鏈上下游關係，小麥以及畜牧

業所需之相關飼料作物如大豆玉米，均多

賴美國進口供應。以我國今（2008）年度

前九月貿易統計資料為例，前十項進口重

要農產品的首位來源國當中，來自美國的

項目計有：「玉米、穀類」、「黃豆、油料

籽實」、「其他農耕產品」、「小麥、穀

類」、「棉花」五項，如再加上排名第三位

的「牛、冷凍肉」，則我國今年度由美國進

口農產品為32億3539萬美元，佔農產品進

口總值的34.06％，換言之，我國今年度前

九個月，由國外進口的每三元產品中，即有

一元是來自美國，顯示兩國的貿易關係相當

密切。

　　由於進口農產品增加，會對於國內消費

者在國產品的購買需求上，產生可能的排擠

效果，如果不予妥適管理，價廉的農產品大

量進口，勢必造成國內相關農業生產業者面

臨市場萎縮的巨大壓力。近年來，美國相關

產品如豬腹月劦肉、內臟、加州稻米等產品叩

關甚急，要求我國全面開放聲浪並未停止，

因此其相關農業政策的內容與施行方式，顯

然會對於我國的農業生產面產生影響，值得

注意。

　　然而，美國雖是世界主要農產品出口

國，但其農產品貿易政策上，卻常被國際貿

易夥伴質疑採用價格補貼方式，增加競爭

力，進而對於市場產生干擾與扭曲。而相

關數據更顯示此一問題的嚴重性。以2002-

2005年為例，美國對於主要商品作物生

產者的補貼金額佔其產值的比例，以稻米

為例即高達63％，其他如棉花50％，玉米

23％，小麥17％，大豆4％，比例相當驚

人。美國施行此一高補貼的政策內涵，不僅

無助於新回合的農業談判僵局之打破，亦造

成在財務上沈重的負擔，該國如何求得施政

目標的評估與達成，值得我國學習評估。

　　根據報導，預算規模3,070億美元的

新農業法案(farm bill)，或又稱「2008糧

食、保育與能源法案(Food,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Act of 2008)」，已經由

美國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簡稱USDA)於2007年提出，

而在今(2008)年五月二十二日正式公告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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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美國農業法案的頒佈執行，由於民

主國家的定期選舉，在各級民意代表競選活

動，對於選民的承諾，每期的法案內容，可

謂能增不能減，尤其農業法案又牽涉到民

生、產業、福利、環境、外交等跨領域專業

的議題，因此實有必要做一大略瞭解。

　　主要是本次法案內容可謂歷盡千辛萬

苦，值得一書。對內歷經布希政府兩次的覆

議(veto)以及參眾兩院的駁回覆議(override 

the veto)，對外則因其政策措施與世界貿

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簡稱

WTO)的若干規定有所抵觸，而面臨多個國

家提出貿易仲裁的命運，因此對於未來國際

農產品貿易的談判進行，產生不少的潛在

爭議，對於未來的WTO相關回合目標的達

成，又投下變數。此一發展，對於一個有機

會讓美國重新開啟國際貿易新談判局面以及

影響各農業大國思維的農業法案而言，無庸

是相當可惜的。

　　基此，本文先介紹美國歷年的農業法案

與相關法案評估的前瞻，以提供政策評估

的基礎；再簡要說明新年度農業法案的特色

及其間行政與立法部門折衝妥協的過程，最

後，提出對於美國新農業法案的觀察，以及

對我國之相關啟示。

貳、歷年農業法案回顧、立法程序以及

執法前瞻

　　根據美國農部的資料，第一個農業法

案(farm bill) 「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of 1933」乃是有鑑於經

濟大蕭條期間，許多農民遭受糧價暴跌之

害，因此乃透過干預市場的價格支持政策，

以穩定糧價而於1933年所制訂。之後再於

1949年立法施行永久性農業法案，規定政

府必須定期提出農業法案，以為農業政策之

行政依據。截至最近的「2008糧食、保育

與能源法為止，美國在1933-2008的七十六

年間，一共施行了16個法案，平均約4至5

年即會通過一個新的法案。

依C. Culver 及G. Becker 兩位學者的分

類，十六項法案大致上以1996年分為兩個

階段：

一、早期的農業法案與農場立法。由1933年

至1990年止，包括下列十三個法案名稱

與年度：

1.1933年農業調整法(Agricu l t u r a l 

Adjustment Act of 1933)；

2.1938年農業調整法(Agricu l t u r a l 

Adjustment Act of 1938)；

3.1948年農業法(Agricultural Act of 

1948)；

4.1949年農業法(Agricultural Act of 

1949)；

5.1954年農業法(Agricultural Act of 

1954)；

6.1956年農業法(Agricultural Act of 

1956)；

7 . 1 9 6 5 糧 食 與 農 業 法 ( F o o d  a n d 

Agricultural Act of 1965)；

8.1970年農業法(Agricultural Act of 

1970)；

9 . 1 9 7 3 年 農 業 與 消 費 者 保 護 法

(A g r i c u l t u r a l  a n d  C o n s u m e r 

Protection Act of 1973)；

1 0 . 1 9 7 7年糧食與農業法(Food  a n d 

Agriculture Act of 1977)；

11.1981年農業與糧食法(Agriculture and 

Food Act of 1981)；

12.1985年糧食安全法(Food Security Act 

of 1985, FSA)；以及

13.1990年糧食、農業、保育與貿易法

(Food, Agriculture,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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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de Act of 1990, FACT)。

二、近期的農業法案。包括1996年、2002

年以及最新的2008年法案。此階段主要以

因應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的烏拉圭

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於1994年

結束，以及世界貿易組織於1995年初成立

後，面臨國際貿易新秩序的建立，美國國內

農業如何因應衝擊與調整，為政策主要考量

(Keeney, 2008)。包括：

14.1996年聯邦農業改善與重整法(The 

Federal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Reform Act of 1996, FAIR)；

15.2002年農場安全與鄉村投資法(The 

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 FSRIA)；以及

16.2008年糧食、保育與能源法(Food,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Act of 

2008 (H.R. 6124), FCEA)。

　　由上述法案相關名稱即可瞭解，最初

政策乃揭櫫以廣義的「農業(agriculture)」

為主，而非以「農場(farm)」此一經濟體為

主，因此相關與社會大眾相關的營養與食物

法案均包括在內。而後隨著社會環境、貿易

變化、農村結構以及其他議題的關注加重，

逐漸在名稱中加入「糧食(food)」、「消費

者保護(consumer protection)」、「保育

(conservation)」、「貿易(trade)」、以及

新近非常熱門的「能源(energy)」議題。

　　依照美國聯邦法案立法慣例，相關農業

政策，每隔幾年必須予以檢討評估，並按

照國會法案模式重新制訂。根據規定，正式

的立法程序由提案編號向委員會提出，並由

政府印製室印刷後即予啟動。其中必須經過

12個階段，由行政人員、當職常務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委員會(committee)

與委員會小組(subcommittee)、跨部會、全

席會議、參眾兩院協調等場合，舉行包括

檢視(examine)、法案通過評估(change for 

passage)、研究(study)、討論(review)、

公聽會(hearing)、公開辯論(debate)、知

會(refer)等程序，以及書面提案(written 

r e p o r t )、修正案確認( am e n dm e n t s 

approval)、會議報告(conference report)等

文件，最後將參眾兩會所認可通過的法案，

送交總統簽署。

　　如果總統同意簽署，公告後即成法案。

一般法案到此為止，不過萬一總統在國會

開議期間，十日內沒有回應，則法案也會自

動生效。但是如果總統不同意，則可提出覆

議；或是在國會休會期間不採任何行動，此

舉稱為口袋覆議(pocket veto)，則法案立法

亦不通過。如果總統提覆議，則國會可能提

出「駁回覆議」，透過三分之二的高同意門

檻，以高民意基礎來要求總統接受此法案。

　　農業法案亦是循同樣的程序，由主管農

業政策執行的最高行政單位，即是美國農業

部，以部長提案方式，向參眾兩院的專門委

員會提出新農業法案。隨後，委員會再依據

其提案，透過委員會小組的研議討論，經過

討論、評估、公聽會程序，形成初稿送出。

如果經委員會同意，即印成書面提案，知會

其他委員會。如果參議院主席或是最大黨主

席決定提交大會討論，則會公布相關公開

辯論(debate)日程。法案進行辯論後，加上

各州或各自選區的特別要求，以及其他部

門補充或是修正意見，即可將整個法案交

付表決。通過後，還需要知會另一個議院

(chamber)，亦即參眾議院互相諮詢，以示

尊重。

　　如果歧見差異不大，則會再請原提案單

位予以斟酌修改。如果歧見甚大，則可能需

透過調停委員會(reconcile committee) 的

組成，來化解雙方歧見。如果雙方的歧見過

鉅，討論後仍無法達成一致共識，則法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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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通過。反之最後可以達成一致共識，則

必須完成一份說明委員會成員相關意見的會

議記錄，並由兩會共同簽署認可後，交付討

論，形成定稿。

　　農業法案條文完成交付討論後，最後定

案的法案必須經由兩院會之國會同意後，

送總統簽署。如果總統同意簽署，則法案通

過，即成為法律案。反之，如果總統認為該

法案窒礙難行，則可向參眾國會提出覆議

(veto)，以求修正翻案。然而國會仍可以透

過駁回覆議方式表示意見，換言之，如果國

會議員在有效人數的投票表決中，仍能取

得三分之二大多數票數，則形成駁回覆議

(override a veto)，則總統仍必須執行該法

案（陳雅琴，2004）。

　　至於對農業法案目標的評估，美國農部

於2008年2月提出長期施政設計計畫(Long-

term Projections Report, 編號OCE-2008-

1)，針對十年間的美國農業相關問題，提出

規劃。討論項目包括：農業商品、農業貿

易，以及部門整合指標的反應。尤其是關係

農民生計的農場所得，消費者收支的食品價

格與支出，以及影響國際農產市場的貿易

價值，更是關切，相關生產資財環境（如

農地）價值、飼料成本、政府支出均涵蓋

其中。其中對於主要產品的考量，則是以

2006-2007年兩年的資料為基礎，項目則包

括以玉米為主的乙醇生產、主要作物（玉

米、大豆、馬鈴薯、其他豆類等）、糧食與

飼料用途的小麥、糧食用途的水稻、棉花、

糖、園藝作物、肉類、乳酪製品等。

　　此一計畫主要著重於農業部門的競爭力

提升，並且透過三個獨立的計畫方案進行研

究：

一、市場與貿易經濟學(Market and Trade 

Economics, 亦即「市場環境」)。研究

重點包括下列四大項：

1.探討形成全球市場的力量；

2.檢視農業與貿易政策的衝擊；

3.提供中長期對國內與世界農業市場狀況之

預測；

4.汲取影響美國及國際農業市場績效的相關

技術、經濟、政策與組織力量。

二、農業研發與技術改良經濟學(Economics 

of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亦即「技術環境」)。研究重

點包括：

1.分析農業中相關成本、效益、生產力變化

與新技術的分配效果；

2.衡量公共與私人研究資助的支出、報酬與

比較利益，以及美國相對於主要外國競

爭者在農業部門之生產力成長。

三、農業部門之結構與財務績效(Structure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亦即「支持環

境」)。研究重點為：

1.農場與農企業的財務經營績效；

2.結構改變以及因此所造成之農業、技術與

資源政策調整的政策意涵。

　　透過此一體系，顯示出美國農業政策的

績效與目標評估，主要乃依照一定的指標進

行評估。主要指標包括：農場風險管理、農

場結構、農場與農產品政策、農業資源管理

評估以及農家經濟與福祉。透過此一系統，

新法案才能順利銜接舊法案的基礎，並就新

的政策目標予以考量。

參、最新美國農業法案的特色及其前瞻

　　根據相關研究之分析（Amer i c an 

Farmland Trust, 2008; 蕭彩鳳，2007；

方立維，2008），2008美國農業法案基本

1.indd   23 2008/11/25   下午 01:49:38



24

上乃是延續2002年法案的立法精神與農產

補貼架構。2002FSRIA法案有若干特點：

由於當時經歷1996年法案執行時，面臨後

GATT時期進入WTO諮商架構下農業保護

概念的調整，造成政府在作法上取消「補貼

(subsidies)」說法，而改以過渡期「暫時性

的直接給付(direct payments)」措施取代。

然而此舉卻造成透過政策管理措施，確保

糧食供應無虞的「國內糧食安全網(safety 

net)」政策目標，未能在該法案中落實。而

90年代後期的嚴重產銷失調，造成許多農

戶因此遭受損失，而災害給付所帶來的財政

負擔也相對加重，導致法案成效遭受多方質

疑。

　　而在規劃2002FSRIA農業法案時，美

國政府正經歷有史以來最高數額的聯邦預算

盈餘，當時由於財務上的樂觀，國會即決定

在作物生產方面保留直接給付、反循環給

付(counter-cyclical payments)與作物保險

(crop insurance)等措施，然而此舉卻反而

造成少數大宗糧食生產者甚至是非農業從業

者，接受了大量且重複的支持方案，形成

來自聯邦政府空前的金錢資助。雖然此一

經濟手段，確實對於另一些現象有所改善，

例如：對於土地與環境的「保育安全方案

(Conservation Security Program)」得以

納入並有效保護農業的生產環境，不過仍然

造成分配不公平以及生產力扭曲的副作用

(Gardener and Sumner, 2008)。

　　換言之，政府推動FSRIA法案亦付出

相當代價，在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強調大宗

穀物的補貼，對內造成國內生產資源因給付

措施，而使市場遭受扭曲，僅使一小部分高

收入大面積的商品作物農民受益。對外則

是造成美國與貿易夥伴之間的糾紛，形成

在WTO中對外大宗穀物中棉花貿易的適法

性，因此所付出的代價極為巨大。因此也形

成對於新農業法案的改革聲浪日益擴大。

　　當時大眾對於2002FSRIA法案雖然聲

稱能夠調和農民、牧場主、保育人士、公共

利益團體以及納稅人的利益，然而相關的質

疑，仍有增無減，主要有以下六點（AFT，

2008）：

一、無法滿足農業在保育、市場、蔬果業者

與地區食品供銷者的要求。

二、無法呼應社會大眾對於環境與保育的關

切。

三、種植決策無法與補貼方案相連接或呼

應，造成生產決策的扭曲與圖利少數人

的質疑。

四、公眾對於健康飲食與營養的關切提高。

五、對於聯邦預算與資源限縮的關切。

六、由於農業補貼與市場扭曲所造成與國際

　　貿易伙伴在WTO衝突下的協商。

　　基於2002年法案僅保障價格，不保障

作物產量的損失，因此稱不上為一「真正」

的安全網，並且僅對於少數農家有助益，造

成不公現象，因此2008新法案朝向確定個

人能夠接受的補助總額、直接給付的削減、

降低生產扭曲等幾個精神來調整。因此作法

包括：

一、生產者所能領取的補貼額予以設限，單

一生產者不能領取超過4萬美元的直接

給付，而反循環給付總額也以6萬五千

元為限。因此，一位生產者，兩項補貼

的總額，最高不能超過十萬五千元美

金。自2009年起，農民可以自由決定

是否參加一個稱為「平均作物收益選擇

(Average Crop Revenue Election, 或

稱 ACRE)」法案，透過類似所得保險方

式，以降低直接給付額為原有八成，而

在不超過十萬五千元美金的上限範圍

內，浮動調整反循環給付額，進而保障

農民免於低產量與低價格之威脅。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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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不僅影響到價格，尚可能與產量有

關，因此是否會涵蓋在的範圍中，可能

仍有爭議。如果是，則美國在滿足其

AMS減讓承諾中可能產生困難(Murphy 

and Suppan, 2008)。

二、調降價格支持水準，改以逐年訂定方

式，依照前五年之去除最高最低年的價

格平均之85％訂定之，並且不能高出

2002年的水準。

三、「反循環給付」之補助標準，修正改以

收入為基礎，設定為當年每單位產量的

收入與目標收入間的差額；以降低過去

因設定價格後，當歉收發生後，產品市

價價格雖高，但農民產量依舊不高，偏

低的補貼額無法真正幫助農民的矛盾循

環。

四、直接給付基數分三階段於2008-2009

年、2010-2012年、2013-2017年，視作

物的不同，分階段採先提高，後下降的

波段方式逐年調整。

五、為求公平與真正照顧小農，提高接受

法案的農民參與資格，新法中規定當

該農民之非農場所得在平均調整毛所

得(average adjusted gross income, 

AGI)的部分為50萬美金或是更高時，即

無法領取農業方案給付。而且領取直接

給付的所得上限則限定為75萬美元，因

此大規模的農場仍可接受反循環給付與

設定貸款價差補貼。

六、取消計畫面積的種植限制與可更新計畫

面積的規定，因此農民除了不可供新計

畫面積外，可以種植任何作物。

七、實施以環境保育直接給付方式取代過去

價差補貼的選擇權。因此農民可選擇參

加與否，如果選擇參加，則增加10％的

直接給付，不過則需放棄反循環給付以

及設定貸款價差補貼的利益，給予農民

更大的決策權，並符合WTO農業協定之

綠色補貼規範。

　　基於前述的考量，2008年的農業法案

其重點主要有十項（蕭彩鳳，2007），分

別為：

一 、 農 產 品 產 銷 計 畫 ( C o m m o d i t y 

programs)：針對小麥、飼料穀物、稻米、

棉花、油籽作物、乳品、花生、蔗糖等傳

統糧食或是具特殊地域集中性作物維持補

貼。此項支出由2002年的23％，降至08年

的10％。並且針對蔬菜、水果以及堅果等傳

統農業法案上多予忽略的產品，提供相關協

助。而且也強化地方農政的能力，將過去若

干聯邦事務，部分移轉給地方進行，加強區

域農業聯盟以及商品組織的聯繫，構築一個

以收益為基礎的安全網。

二 、 環 境 保 育 計 畫 ( C o n s e r v a t i o n 

p r o g r a m ) ： 包 括 保 育 保 留 方 案

(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保

育保留加強方案(Conservation Reserve 

Enhancement program)、緊急保育方案

(Emergency Conservation Program)、

緊急森林復育方案(Emergency Forest 

Restoration Program)、農業濕地方案

(Farmable Wetlands Program)、綠地保

留方案(Grassland Reserve Program)、水

源地保護方案(Source Water Protection 

P r og r am )、生物廢棄物作物協助方案

(Biomass Crop Assistance Program)、公

共使用方案(Public Access program)等，

針對各種土地的使用與保護進行規劃管理，

以求合理使用與經營。

三、農產貿易計畫(Agricultural trade)：主

要是支出於國際人道糧食救援、出口補貼以

及貿易拓展支出。強化與國際開發組織與宗

教團體的合作，以降低開發中國家因為美國

農業政策所產生的貿易扭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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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花費在商品作物、保育以及貿易三項，

約佔法案預算720-740億美元之譜，明顯低

於2002年法案中950億美元的規模。

四、生質能源發展計畫(Energy program)：

有鑑於石化原油價格高漲，因此法案中持續

2002年法案中對於生物能源與農業再生能

源的相關研究與推廣。並考量在2008-2012

的會計年度中，提供21億美元的基金作為贊

助相關能源研究之獎助與貸款 。

五、食物補貼(Nutrition programs)：此項

大概佔去2,090億美元，主要是國內的食物

救助或食物券。

六、農業金融(Credit)

七、農村發展(Rural development)

八、農業試驗研究(Research and related 

matters)

九、林業(Forestry)

十、其他事項(Miscellaneous)：包括農作物

保險與有機認證工作。前者在08年的法案中

佔有約8％的預算，約五年230億美元的額

度。

肆、結語及農業發展方向規劃

　　審視美國新農業法案的精神，其對於我

國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減少市場扭曲，提高農業生產力

　　新法案中透過幾項措施調整，期望能夠

維持既有精神，但又可以減緩補貼措施對市

場的扭曲，例如對參與人員所得的限制，得

以排除對大規模富農的補貼，又能將全國稅

前調整所得水準不超過20萬美元的97.7％農

業從業人員納入。調降價格支持水準，並修

正反循環給付基礎，以便達到建構糧食安全

網與保障農民所得穩定的目的。至於ACRE

方案，則有效保障農業從業者，降低政策改

變後所造成的損失，一旦對於經營有信心，

當然能夠提升生產力。

（二）符合世貿組織的保護規範

　　透過相關保育方案，提供農地種植調

整，新方案中取消參與計畫中的種植面積限

制，改採環境保育直接給付，並給予參與者

更大的決定權力，透過此一方式，能夠使其

「所得給付」能夠符合WTO綠色規範，能

夠排除於總和削減承諾之外。由於我國是小

農經營，貿易依存度又甚高，相關保育方式

應該更為彈性，透過WTO農業協定下所允

許之環境調整給付，改變目前休耕，轉為綠

肥或是生態經營用途，活化稀有的農地資

源，應可考慮。

（三）資料管理的重要

　　由前述的說明中可以瞭解，美國的農業

法案多經過一年以上的規劃與討論，透過不

同角度與位置的參與與表達，在法案中盡量

涵蓋各種意見。並且均以數字來進行比較、

說明與管理。同時每年均有規劃目標，進行

政策的評估與盤點，以維持政策的一貫延續

性。我國的農業政策，亦應該以資料數據為

基礎，透過規劃目標的管考，以及政策績效

的評估，以有效溝通管理。

（四）政策的協商與穩定

　　法案的研擬與提出本屬複雜，而牽涉經

濟、社會與環境的農業法案，本身更具有

高度的政治性，加上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定，

更使得立法的精神與實務，必須在理論與實

務之間不停的調整因應。求諸於上述法案立

法的實務，美國國會亦有選票與遊說團體的

壓力，不過仍能保持客觀而公開的討論與聽

證空間，讓不同的意見能夠表達，而以總統

為主的行政單位更具備確實評估現有政策能

力，能夠據理力爭，適切表達，在資料基礎

上，進行相關法案的延續規劃。所以美國農

業法案縱然經過不同的政黨執政與環境挑

戰，仍能維持一致原則與固有價值，這也是

其產業與社會能夠有所依循的規範，值得吾

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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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農業法案審議的插曲

　　2008農業法案是2007年初由農業部長

Charles F. Conner提出送進國會，之後參

眾議院成員又基於「選民服務」精神，又增

加了許多方案與附帶條件，另行提出一個

更高經費的版本。此一版本在有史以來國

際高糧食需求下，高糧價所造成高收益農

民現象，讓布希總統面臨納稅人的質疑、

財政預算的壓力與WTO架構下減讓承諾的

達成等多重壓力，無法同意再以2002法案

的精神，維持原有的補貼與保障內容。因

此當今(2008)年5月14與15日，美國眾議院

與參議院不顧布希總統自20074年1月起持

續表達的反對立場，分別以318比106以及

81比15相當懸殊的票數(Herszenhorn and 

Stout)，通過五年3070億美元的農業法案

後，布希總統隨即在5月21日提出覆議，並

發表措辭堅定的說明，希望這個充滿「預算

花招」並缺乏「財務原則」的法案能夠重新

審視，並接受行政機構的原提案。

　　不過此舉似乎並沒有讓國會議員退讓，

兩院隨即在兩天內再以316比108以及82比

13的大多數決，駁回總統的覆議，此事似乎

到此已經塵埃落定，法案是勢在必行了。結

果峰迴路轉，由於作業上的疏忽，有人發覺

在5月14日與15日兩院國會舉行表決時，陰

錯陽差地把一個少了34頁缺一個主題的不完

全會議報告書進行內容表決，而且少的竟是

最敏感的「貿易政策與援外」一節。由於擔

心引發國際關切，因此眾議院不得不於5月

22日，再表決一次包含15個主題的完整法

案，並以306比110通過後，再次送布希總

統簽署(Richet and Jensen)。結果布希總統

「再度」用同樣的反對理由對「新」的法案

提出覆議。

　　疏忽未置入的國貿章節，當時為何沒有

放入，眾說紛紜，不過也意外地點出該法

案應該審慎考量美國必須以身作則的國貿情

勢，但卻又基於主權考量有意無意忽略的矛

盾，通過了國內的方案，卻忘了國際的事

務，也算是相當具有隱喻性的過程。由此，

在在均顯示出農業法案的複雜性以及行政與

選票的兩難。一個大家都知道一定要通過的

法案，經過了近18個月的討論，行政部門

提的，國會又加油添醋，結果國會通過後，

總統覆議，再被兩個國會高票駁回，然後發

現嚴重問題，程序重新再來，國會又高票通

過，總統又再提覆議，此法案三番兩回地

折磨總統與國會諸公，實為美國憲政史上罕

見，也算是在這部充滿妥協色彩法案的立法

過程中一個莞爾而難忘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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