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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農業政策之評估機制

張國益(1)、黃琮琪(2)

(1)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教授　助理教授

(2)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目前台灣在農業產業發展政策之擬定分散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各相關局處署，其政策

研究與績效多採國科會提供之績效衡量分類選定，部份單位設定有個別單位之特色指標。

各單位也面臨政策目標屬性與分類一致性之問題，而整合單位也只好自行訂定政策策略績

效分類與指標，而有別於各單位設定方式，包括應否加入科技整合之考量及各單位研究範

圍如何分工明確。凡此種種不確定性的產生，多因產業發展政策目標尚待進一步確認與取

得共識，研究方向分工也應有明確定位，才能促成各單位所提產業發展政策之研究成果有

共同之目標與政策績效指標。當然，前瞻性的研究即可據以規劃與執行之。此篇為整理日

本農林水產省如何整合農業產業發展政策與前瞻性研究規劃，以及相關政策績效指標之設

定，有助於台灣農業產業發展政策研究規劃與促進政策績效。

一、日本農林水產省組織架構與執掌

　　所謂政策評估，指以國家的行政機關為主體，對於各行政機關所掌管的政策把握其

效果，並依此為基礎，在客觀的基準之下自我評估來作為新政策的企畫立案及改善，以

提供國民有無確實執行政策的系統。政策評估是行政革新行政管理論中，新公共管理理

論之核心手法。1990年代以後，開始在英國等西歐各國實施。美國也在1993年以同樣的

新公共管理概念，成立國家績效回顧(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及「政府績效成

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 Act of 1993)」。基於該法，相關的績效

評估(Performance Measurement)開始被執行。日本參考1997年12月美國國家績效回顧

(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並於行政改革會議之最終報告中，提出了政策評估之導

入。2001年制定了「行政機關實施政策評估相關的法律」(以下稱「政策評估法」)，並從

2002年4月於各部會開始全面實施。由於1999年「食料、農業與農村基本法」中規定「基於

食料、農業與農村相關政策效果之評估，大約每5年」修正基本計劃(同法第15條第7項)，

所以日本農林水產省領先各部會於2000年開始實施了政策評估。表1為日本農林水產省的組

織與職掌，表2為農林水產省組織圖。其中，大臣官房企劃評價課和農林水產技術會議技術

政策課分別是農林水產省整合農業政策與前瞻性研發政策之最高企劃單位。

1.大臣官房：基本政策與計劃之企劃與立案,預算與法令,國會關係業務,糧食安全保障政

策,農林水產領域之資源與環境政策,國際關係,統計調查,資訊管理等。

2.農林水產技術會議：制定農林漁產業相關試驗研究之基本計劃,並從技術面支援農林漁產

業之公家研究機構/大學/民間等試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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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領域

    表3為2007年度政策領域一覽表。2007年度共有17個政策領域分屬於農林水產省各局

(綜合糧食局、消費與安全局、生產局、經營局與農村振興局)、廳(林業廳與水產廳)、大

臣官房與國際部。在各政策領域當中設定細項定量與定性目標，每年針對設定的目標測定

績效的稱為「績效評估」。另外，為弭補績效評估之不足，對於政策領域中之政策手段(預

算事業等)也實施「政策手段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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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評估與指標

(一) 政策評估的根據

    農林水產省為了確保政策的透明性和有效率的施行，從2000年度開始實施政策評估。

政策評估法制訂後，依據該法及「政策評估基本方針」修定了農林水產省政策評估基本計

畫(以下稱「基本計畫」(2006/3/28修定、2008/4/1部分修訂))和 農林水產省政策評估實

施計畫(以下稱「實施計畫」(2008/4/1至2009/3/31))，以便執行政策評估。另外，農林水

產省在2005年底，配合日本政府全面檢討政策評估基本方針，於2006年3月28日修訂了基本

計畫及實施計畫。

(二) 政策評估的基本想法

(1)依據成果(Outcome)來執行評估

　1.依據成果(Outcome, 怎麼樣的成果被執行)而非產出(Output, 做了多少)。

　2.原則上設定定量的目標和目標年度。評估結果將會反映在翌年度政策立案上。

　3.以自我評估為基礎，並依據「農林水產省政策評估委員會」的意見反映來確保客觀　

　　性。 

　4.於網頁上公開政策評估委員會等資料，來確保平估的透明性。

　5.對於要求本部相關達成目標的重要行政措施，要明示其手段，並把握進度和做分析。

　6.為了能夠提示有效的改善方向，要做充分的因素分析。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 2008。 「平成19年度農林水產省政策評估結果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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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據基本法、基本計畫的政策領域和目標設定

    農林水產省依據食料、農業與農村基本法、同基本計畫、森林與林業基本法、同基本

計畫、水產基本法、同基本計畫，實施政策評估。另外，政策上，考慮了某些定量的目標

設定不易、成果的掌握需費時及外部因素的影響對政策的有效性有不適當的情況，為了執

行最有效果的評估，在必要時才設定定性的目標和產出(Output)目標。

(三) 政策評估的基本架構

　　所謂政策評估，指以國家的行政機關為主體，對於各行政機關所掌管的政策把握其效

果，並依此為基礎，在客觀的基準之下自我評估來作為新政策的企畫立案及改善，以提

供國民有無確實執行政策的系統。2001年制定了「政策評估法」，全相關部會皆實施了

政策評估。如表4所示，農林水產省以企畫立案（Plan)、執行（Do)、評估(Check)、改

善(Action)為主要要素之政策管理循環手法來實施政策評估。政策評估的目的有三點。第

一、對國民行政說明責任(accountability)的貫徹。第二、國民本位之有效率且高品質行

政之實現。第三、轉換成以國民觀點為基準之重視成果之行政。

(四) 政策評估的實施體制

(1)主管政策領域的課(以下稱「政策領域主管課」)、主管事業的課(以下稱「事業主管

課」)和技術會議事務局要製作「政策評估結果書」，並向各局政策評估承辦課提出。

(2)各局政策評估承辦課，將政策評估結果書以觀點A 審查後向大臣官房企劃評估課提出。

(3)大臣官房企劃評估課將政策評估結果書以觀點B 審查，有必要時附上公聽評估後整理成

農林水產省之決議與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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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政策評估委員會

    農林水產省在實施政策評估時，同時也聽取表5第三者委員所組成之「農林水產省政策

評估委員會」之意見。 參考與反應農林水產省政策評估委員會之意件來確保政策評估之客

觀性。

表5  農林水產省政策評估委員會

姓名 所屬單位 備考

八木  宏典 東京農業大學國際情報學部教授 委員長

合瀬  宏毅 日本放送協会解説委員  

工藤  裕子 中央大學法学部教授  

立花  宏 社團法人  日本經濟團體連合會專務理事  

田中  一昭 元拓殖大學政經學部教授  

永石  正泰 元福島縣農林水産部總括參事、現JA福島中央會技術常任參與  

長谷川  朝惠 消費生活advisor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 2008。「平成19年度農林水產省政策評估結果概要」 

觀點A：各局政策評估承辦課之觀點。設定的目標與目標值是否符合局所掌管政策領域的方
向。目標與政策手段的關係是否適當。該局政策領域相互是否有整合性。
觀點B：大臣官房企劃評估課之觀點。是否符合糧食・農業・農村基本計畫等農林水產行政
之上位計畫。是否具體表現對於國民生活、社會經濟、農林水產業及農產漁村。國民是否

容易理解。農林水產省之政策領域相互間是否有整合性。

(六) 2007年度政策評估結果概要

　　如表6所示，農林水產省之政策評估有(1)績效評估(依據重要之政策設定目標，並且每

年對於其目標實施績效的測定)和(2)政策手段別評估(績效評估之互補，對於包含在政策中

之預算事業實施評估)。表6與表7之績效評估內容，評估對象54項目標之中，約7成達成評

比為「A(大致有效)」。對於達成評比為「C(有效性出問題)」之政策領域 ，需要徹底分析

其原因後，對於有效性有問題之預算事業檢討是否廢止等措施。另外，就算是政策領域屬

於達成率為「A」、「B(有必要提升有效性)」之預算事業，也同樣需要檢討內容，致力於

措施之改善。政策評估的結果將反映在次年度之預算事業中。

(七)政策績效評估指標

    表8為2007年度實施之政策績效評估指標一覽中抽出與農業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相關之

第1(食品產業之競爭力強化)、 第5(國產農畜產品競爭力之強化)與第6項(與環境調和之永

續農業生產體制之轉換)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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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07年度施政之績效評估結果一覽

(54項政策目標)

資料來源：日本農林水產省， 2008。「平成19年度農林水產省政策評估結果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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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瞻性研究

(一) 農林水產技術會議(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Research Council)

1.農林水產技術會議之任務

　　農林水產技術會議為依據農林水產省設置法,所設立之國家行政組織法上的「特別機

關」。以下為農林水產技術會議之主要任務。(1)農林水產研究基本計畫等制定(2)與試驗

研究及一般行政部門事務之聯絡調整(3)研發狀況與成果之調查(4)與農業&食品產業技術綜

合研究機構(NARO)等獨立行政法人相關事項(5)補助都道府縣與民間企業等所作之研發(6)

提升研究人員的資質。

2. 農林水產技術會議之組織

　　如表9所示，技術會議由會長及委員6人組成(任期4年,兼任職務)。為了處理農林水產

技術會議之事務，設有農林水產技術會議事務局。其中技術政策課是農林水產技術會議整

合農前瞻性研發政策之最高企劃單位。

3. 農林水產研究基本計劃

　　日本的農林水產研究在1999年11月制訂了「農林水產研究基本目標」。但是之後鑒於

農林水產產業相關國際競爭的激烈、專業農減少、高齡化、食品安全之重視與環境問題等

關心，使農林水產研究之方向有很大的轉變。期間又有2000年基於「食料、農業與農村基

本法」 所頒訂之「食料、農業與農村基本計劃」等新農林水產政策之實施。另外，於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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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相繼制訂了森林與林業基本法、水產基本法及相關基本計劃。2001年為了研究業務更

有效率之推行，國家相關研究機構都重組成獨立行政法人，配合日本第二期「科學技術基

本計劃」，希望結合各試驗研究機構、大學與民間研究團隊來發展農林水產研究，2005

年3月制訂今後10年的研發重點目標與相關政策之農林水產基本計劃(以下稱「研究基本計

劃」)。研究基本計劃之目錄如表10所示分為農林水產研究的理念、農林水產研究的重點

目標與農林水產研究相關施政三大部分。表11為第一部分農林水產研究的理念內容。鑒於

農林水產產業相關國際競爭的激烈、專業農減少、高齡化、食品安全之重視與環境問題等

關心。配合今後科學技術，活用相關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知識，來支持農林水產相關產

業，提升糧食與環境等國民生活品質。

    表12為第二部分農林水產研究的重點目標。與重點目標相關的研發依代表課題，每隔5

年之2010年與2015年分別設定必須達成之目標。另外，對於研發實施狀況和達成狀況，每

年做點檢、驗證與綜合評估來管理進度與反應在研究資源的適當分配。基於農林水產研究

所要達成的社會貢獻，共設定了7項研究領域分別為(1)農林漁產業生產力之提升與永續發

展之研發(2)因應需求之高品質農林漁產品與食品之研發(3)農林漁產品與食品安全確保之

研發(4) 農漁村地域資源活用之研發(5)豐富環境形成與多方面機能提升之研發(6)解決國

際性糧食與環境問題技術之研發(7)領導次世代農林漁產業之革新技術研發。其中分別選出

與農業產業與環境永續發展相關之第1(農林漁產業生產力之提升與永續發展之研發)與第

4(農漁村地域資源活用之研發)研究細目之期別達成目標於表13供參考。

　　國家行政機關之政策評估，已在歐美各國實施多年。日本是亞洲國家中最先引進政策

績效評估的國家。並且由農林水產省領先各部會於2000年開始實施了政策評估，具有一定

成效，相關定量與定性指標之設定基準，值得我國參考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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