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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世貿時代的新農業產業產銷體系建立與農村地區社會網絡再構：  

以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米為例 

董建宏 1  蔡岡廷 1*
 

摘 要 在台灣加入 WTO 之後，農業受到相當的挑戰，傳統的農業產銷體系受到國內市場開放的壓力，開始尋求新

發展的可能性。一方面政府積極強化傳統農會體系的行銷管道，並鋪設許多農會直銷機構；另一方面，農民自身也透

過對新資訊與科技技術的學習，發展出新的行銷管道。新科技與新資訊技術網絡的出現，也反映了台灣農村與農民在

面對 WTO 的衝擊下，所展現出來的適應力（adaptation）。本研究以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米行銷網絡建構為分析案例，

農民透過新科技技術的移轉及資訊流通，重新架構農業產業產銷體系與農村地區社會網絡，這些新的行銷管道與科技、

資訊的學習管道，反映了台灣社會在歷經 1980 年代以降的民主化與社會動員之後，農民透過知識的學習與新的社經

網絡的建立，於國家體系外回應台灣加入 WTO 後所面對農業的挑戰，台灣農民得以再次架構起新的社會網絡，不但

得以確保其經濟利益，更再次強化其在農村地區的菁英地位，這些農民不因國家受世界變局與全球化經濟壓力，而喪

失其傳統的社經優勢，與此同時，不同的農村工作者，亦可以透過產業科技與資訊管道的建立，在全球化市場中取得

一定的經濟利益，本研究成果證明台灣加入 WTO 之後，農民會依據其經濟理性，在商品經濟的指導下，對土地資源

與生產作物進行合理的分配，以創造更高的利潤。同時，當我們深入農產業個案研究時，我們更進一步發現，部分台

灣農民具高度之適應力或自我學習力。因此，可以推論台灣農民是具備應對全球變局的適應力。 

世貿組織、適應力、社會網絡再構。 

New Agro-Industrial Marketing Syste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ocial Network at the Age of Post-

WTO Era: The Organic Rice of Central Taiwan As a Case 
Chien-Hung Tung 1  Kang-Ting Tsai 1* 

ABSTRACT After joining the WTO, Taiwan agriculture has suffered serious challenges.  Facing the opening of 

domestic marke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ystems begin to search for new possibilities.  On the one 

hand, government tries to reinforce the traditional Farmers Association's existing marketing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learning new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he farmers themselves also try to 

development some new marketing channels to adopt the new economic situation.  These changes show the 

adoption of Taiwanese farmers in the face of WTO and free trade challenge.  Employ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organic rice farmers' network of central Taiwan as the case,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how certain Taiwanese 

farmers, throug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establish a new agro-

marketing system and brand new social network at the rural society.  These new marketing system and social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channels reflect the 1980s' social change and democratization 

at Taiwan.  Some farmers who have experienced such dramatic social change quickly adopt the new situation 

and begin to re-construct new social network as a respon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and nation-state 

system.  Their adoptions not only protect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se farmers but also enforce their elite 

position at the rural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could gain certain profits from the new glob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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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research, we find out that in the post-WTO era, Taiwan's farmers would base on their economic rationale 

to re-arrange their land resources and products to make maximal profits under the guild line of commercial 

economy.  When we look at individual case, we discover that certain Taiwanese farmers have high adaptation 

and/or self-program abilities.  In the end, these well-adopted farmers demonstrate to us that Taiwanese 

farmers do have the ability and adoption to respond to the global market change. 

Key Words: WTO, Adoption,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 

 

一、前言 

2001 年，台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當時許多主流的媒體與集

體的社會氛圍，將這個結果視為台灣的國家地位在國際

體系被確認的一個重要指標。而許多有關台灣加入WTO

之後影響的討論與分析，也多半集中再加入之後，對於

台灣經濟發展的衝擊，以及後續可能的國際市場機會。

台灣加入 WTO 後，可增加 7.14%的經濟成長（2001-

2005），在 WTO 架構下，台灣可以加速經濟自由化（吳

榮義，2001）。 

相較之下，在農業部門的討論，就呈現兩極化的意

見。多數我們可以看到的意見，以農委會等主要農政單

位與農業學界多半集中討論於短期的農業收入衝擊（因

農作補貼政策與平準基金的撤銷），以及台灣農業生產結

構的直接衝擊。他們多半同意，在加入 WTO 之後，台

灣農業會面臨嚴峻的挑戰，而台灣農民的生活也會比之

前更加困頓。因此，農政單位與農業學者進一步則針對

上述的困境，提出農業產業生產結構的轉變，以及農村

空間改造等相關的政策，希望能通過所謂「知識經濟」

模式，去誘導農民的進一步的生產技術提昇，或者是農

業生產空間的改造。相對於農政單位與農業學者的悲觀

論述，許多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則對農業體系抱持的

相對敵對的態度。在一場閉門會議中，曾經參與 WTO 談

判的我方代表團的經濟學者
2
，就抱怨台灣為了保護已經

失去競爭能力的農業體系，因此交換了許多有利於台灣

的經濟條件（例如：已以發展中國家為條件加入 WTO

等）。換言之，對於崇尚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來說，在

全球化的架構下，台灣受限於保守的農業政策，導致國

家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是得不償失的事情。 

那麼，到底加入 WTO 對於台灣農業產生何種影

響？台灣農業是否就此陷入結構性衝擊？亦或台灣農業

因受過渡保護而喪失競爭力，在全球資本與資源競爭的

時代，台灣是否應該揚棄過往農業保護政策，以全球農

業生產鏈的觀點，放棄台灣許不具競爭力之農業生產作

物，提升台灣整體的經濟利益？本研究嘗試從兩個相關

連的角度去思考有關台灣農業再發展的問題。一是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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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發言。 

社會的新的社會與經濟網絡的再建構；另一則是台灣農

民的商品化程度與經濟適應力的強度。我們認為，台灣

社會在歷經了近 20 年的民主改革與市民社會運動，台

灣社會其實發展出一些外在於國家體系的社經網絡。與

此同時，台灣的歷史社會結構，早已熟悉資本主義商品

化的經濟行為，使得台灣的農村社會與農民並未如其他

典型的傳統農業社會，將農業與農地只是視為單純的維

生生產事業。相對的，依據許多歷史資料顯示，台灣農

民是具有高度商品經濟敏感度的。因此，本研究從這兩

個角度出發，觀察台灣農村歷經 WTO 的挑戰之後，發

展出何種社經網絡，如何適應全球化影響下之社經變遷。 

二、網絡社會與適應力之研究方法 

一般討論社會網絡關係，多半視社會結構為一群人

或組織的網絡連結。通過個別個體的點的串連，社會形

成一個網狀的結構體。因此網絡是指個人節點或組織節

點之間的連線，線表示連結，除表示節點間關係的有無

之外，也代表彼此之間關係的方向、強度、內涵以及形

式類別（張笠雲、譚康榮，1999）。一個網絡以及區域的

形成，也必然仰賴許多重要的節點的串連，使得相關的

自然資源、社會關係、與人文環境可以相互搭配，以取

得最佳的發展契機。 

一個社會網絡至少包含下列三構成元素（Mitchell，

1969）：(1)行動者，(2)行動者之間的關係，(3)行動者間

連接的途徑—連帶。社會網路中的人、事、物即為行動

者，為有自由意識或決策能力的個體或群體，行動者之

間由於某種關係存在而影響著彼此的互動，此種關係可

能是由社會規範或法規定義的關係，如親屬、契約交易，

也可能是因長期持續互動而產生的非正式關係，如情感、

非契約交易。當一個行動者想要與另一個行動者建立關

係時，必須透過途徑的建立，此種互相連結的途徑就是

「連帶」。連帶的方向可以是雙向或單向，又連帶的強度

可以分為強連帶或弱連帶（張火燦，劉淑玲：2002）。 

但是，這樣的社會網絡與系統正在轉變。因為科技

技術的進步，整個社會的各個單位的聯絡溝通的方式進

入了所謂的資訊化時代,這樣的轉變極大,而不為人所輕

易發覺。簡言之，這個轉變成的社會，打破了傳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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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傳統的社會溝通研究，就是視社會為一個

一個的單位的聯絡,因為空間與時間作成了鴻溝，因此必

須建立出一系列資訊傳遞方法。但是在新的網路科技技

術下，社會的所謂『單位』正在互相融化,空間與時間的

鴻溝也逐漸消失,社會已不再是像從前所視為的固體之

間的接觸與互動,所謂的結構、穩定、持久等的性質都不

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液態狀況,它在不停的流動,不

論是它本身或是任何在它之間的物質。 

Castells 在其著作《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一書中，開宗明義的指出，一種新社會型態正逐漸浮現

出來：「在公元兩千年來臨之際，…以資訊為中心的技術

革命，正加速重新塑造社會的物質基礎，整個世界的經

濟已經成為全球相互依賴。在易變不定的幾何系統中，

經濟、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新形式將被採用。」（Castells, 

1996:1）換言之，對 Castells 以及許多全球化論者，例

如：Saskia Sassen, Anthony Giddens 等人，因為新的

通訊科技技術的出現，讓全球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產生

的一次重大的變化，通訊資訊科技的興起，讓全球社會

產生即時（real time）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並

且通過資訊的傳遞，與科技技術的連結，將全世界通過

科技串連成一個網絡社會。因為共時性，使得全球生產

零時差，資訊的及時性，讓資訊與生產管理必須集中，

以清楚判斷並決策相關生產與投資。這樣的發展，當然

讓資本與資源更加集中於少數國家與資本集團手中。畢

竟，在國際經貿體系中，不變的大原則就是資本的再積

累。擁有越龐大的資本，其再積累的能力與壟斷的能力

更強
[18,25,26]

。 

但是，有因為資訊的快速浮動，以及全球共時性的

產生，造成了生產基地與經營管理基地的分離，和虛擬

空間（virtual reality）的浮現。這時候，個人作為一個

網絡社會的節點，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脫離既有的社

會結構與制度（例如：國家，與其所架構與支配的相關

行政與政治組織，例如：農會組織等），直接與其所想交

通的對象，進行虛擬與實體的串連。而就是在這樣的一

個基礎上，我們將會在後文討論，當國家在全球化的經

貿體系壓力下，以及高舉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集團籠罩下，

其實，個別的生產者，是可以通過這樣的網路社會的串

連，進行新的社經網絡的再建構。因為，當新的傳播資

訊的取得，通過學習已經讓渡到一般農村社會時，農民

在經濟利益以及國家無能的結構因素驅使下，就會直接

去加入這個「虛擬」空間，去建構其經濟生活的新網絡。 

然而，要進入這個網絡社會，以及面對全球化的挑

戰，生活在當代社會中的個體，便必須進行一連串的能

力與觀念的調適。這樣的能力與觀念的調適，在一般心

理學的論述上，便稱之為適應力（adaptation）。心理學

家維倫特（George Vaillant）發表著名的葛蘭特研究

（Grant study），命名為《適應人生》（Adaptation to 

Life）
[27]

。葛蘭特研究分析了 268 位從 1939~1942 年

在哈佛大學就讀的男性，他們是因為身心相對健康才入

選。心理學家發現科學過度強調疾病，卻使我們忽略該

去研究健康。葛蘭特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正常是面對

問題的一種方式，而非代表完全沒有問題。」這些接受

研究的男性，他們遭遇無數的挫敗、哀傷及困境，從失

去所愛的人到罹患重大疾病。但是他們都能成功因應這

些危機，沒有被打倒。因此，在心理學的研究上，可以

清楚的看到，適應力的意涵，正是指常人如何以正常的

態度去面對不同的困境與挑戰的能力。事實上，我們從

生物科學的角度來看，一個自然環境中，突然出現了一

個外來品種，該品種如果要在這樣一個異地生存，它首

先便必須器調適自我的生長機能，使其能對應當地的自

然條件，增加其存活的能力。換言之，適應力所指涉的，

是個體如何在社經環境變化的時候，依然可以繼續維持

其生存的一種能力。而在 Castells 在論述其網絡社會的

興起過程，以及網絡社會對於當代社會，特別是底層人

民的影響時，他也特別提到在這個網絡化社會的年代，

單一專業的能力，其實是應該要被另一種能力－自我學

習力（self-program）所取代
[17]

。Castells 認為，正因

為網絡社會的形成，與傳統工業社會的沒落，新一代的

工人，必須重新學習以網絡去建構出新的個人主義原則，

去建立起新的建構認同（designed identity）。而要建立

這樣的社會認同，關鍵就在於如何通過自我組織與學習

力（self-program），去建立新時代的社會能力與工作能

力。 

更進一步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適應力一詞的

社會性的出現，其實正是因為資本主義體系的內部邏輯

所造成的。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一開頭便這樣

陳述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

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

財富的元素形式。
[23]

」也就是說，因為商品與商品化是

資本主義外顯的模式，也是其生產手法的一環，因此，

如何讓商品在不同的社經環境之中，依舊可以繼續流通

與交換，並且創造出新的價值與積累，是資本主義社會

最基本的課題。為了達成資本的積累，以及解決資本主

義因過渡積累所造成體系崩潰的內在矛盾，生活在資本

主義體系下的社群與個體，便必須不斷的調整他們的生

活能力，以去努力的創造商品與商品價值，並且積極激

勵商品的流通，以達成商品流動與資本積累的雙重目的。

我們如果以當代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為分析的社

會基礎，而以商品化生產下的經濟適應力為農民經濟社

會行為的社會驅動力，我們可能可以找出農民們如何在

面對加入 WTO 之後的社經變局，創造出新的社經網絡

關係。 

因此，在我們的研究方法與過程，我們首先透過對

於台灣農業經濟發展，與農村社會變遷，進行歷史性考

察，觀察並分析台灣農業與農村發展的結構性問題與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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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及形成這些困境的因子。透過歷史資料的回顧，

我們觀察到台灣農村商品化的過程，亦即，農民們在政

府政策與市場的引導下，迅速的將台灣農業由糧食作物

的生產，轉變成經濟作物為主的生產結構；以及農民在

政府政策轉變、以及全球經濟體系在迅速變遷的過程中，

農民所面對的生產困境、與生活危機、生態挑戰。 

藉由上述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我們歸納出一些重要

課題，以及意欲觀察的焦點，進一步，我們透過田野調

查與深入的訪談，進入南投縣的田野基地，與在地的農

民、專業社團、農會、社區等，進行翔實的紀錄與對話。

我們援引 David Knoke 的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

概念，將公共政策形成與執行的過程，透過觀察政策發

展過程中，以及實踐時，主要的政策決策與參與、顧問

（或具有影響力者）（core policy actors），以及這些相

關連的政策利益（policy interests）、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ship）、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s）等，會

形成一個具有宰制能力的社會結構與程序，來推動政策

的發展與落實。因此，在面對公共政策的形成時，我們

就不僅是需要觀察個別參與決策的人士，更必須從其中

的人際與政策利益網絡，去考察為何政策是如此的發

展？權力的關係與結構，跟政策的推動與落實者之間，

又有怎樣的利益連結？那些集體行動，是在這樣的網絡

關係下，架構而成的？因此，透過關注有機農業、有機

稻米生產的政策推動與實踐網路，我們觀察與分析將地

農民的網絡結構，並與農業產業變遷、行銷組織改造、

科技技術傳遞等，加以串連，透過初步的政策網絡分析

（network analysis）
[21]

的架構，去分析、認識台灣農

民再面對產業結構變遷時，他們是如何重新適應新的變

遷。 

三、實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於 2008 年 3 月至 2009 年 2 月利用一年時

間，進行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米生產農民與相關調查對象

（包括農會成員、社區居民與社區頭人們等）訪談記錄。

這些農民，我們定義為菁英農民，是因為他們擁有相對

於一般耕作農民更多的社會資源（網絡），並積極與農 

會、社區居民與市場等互動，並有高度的學習與實踐商

業化的意願。而訪談的內容包括農民如何生產有機稻米、

農民對生產有機稻米之態度、農民對有機稻米前景與困

境為何、農民對有機稻米專區設置之看法、農民是否接

受政府有機通路之協助、農民是否自行建立有機稻米銷

售通路等問題，在訪談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台灣中部地區

有機米生產農民們的網絡社會結構現象，與過去所認知

中農民即為弱勢之印象不同，調查過程中所感受到農民

對其有機生產堅韌與不容妥協的態度，並視政府的介入

為阻力，本研究利鄉村社會學之田野方法進行調查，將

結果進行質性分析，藉由有機稻米生產質性分析結果，

將新農業行銷體系建立，與農村地區社會網絡再構，我

們歸納為「商品化下的農業困境與再生機能」及「政府

政策、自力救濟與新的網絡建構」二個探討主題，主要

因素是因為在世貿體系下，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商業化其

實已經是台灣農民必須面對的課題，因此必須討論台灣

農民在面對 WTO 的結構下，慣行農業與政府補助機制

對於農民與農業商品化的發展困境。而，新的農民網路

的建構，又與農民與政府政策（特別是補貼政策等）相

關因素的干擾，產生互動。因此，我們提出這兩大分析

方向，並討論如下。 

(一) 商品化下的農業困境與再生機能 

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農業與農村不斷的被經濟市

場邊緣化。特別是農村空間的發展，在政府開放農地農

有的相關管制政策，以及放寬農舍興建等政策的影響下，

農村的發展面臨嚴重的挑戰。這些挑戰，一方面造成了

台灣農村社會與環境規劃發展的困擾；另一方面，因為

這些政策的結果，也造成台灣農村在社經體制與空間環

境的崩潰。因此，自 1970 年代起，政府不斷的提出拯

救農村與農業體系的諸多政策。農村再生政策的出現與

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應這樣的社經歷史情境。但

是，如果我們不從台灣整體歷史的角度，以及台灣社會

發展的脈絡，來反思台灣農業與農村的發展歷程，我們

可能無法清楚的認知台灣農村與農業真正的問題與困境

在哪裡。 

首先，我們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再進入 20 世

紀之後，農業就逐步的被工商產業的發展所取代。在

2004 年 一 場 於 印 度 舉 辦 的 紀 念 講 座 中 ， Eric 

Hobsbawm，當代最重要的歷史社會學者，清楚的點出

我們目前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及 20 世紀屹今），最重大

且戲劇性的變革與歷史發展的斷裂，便是農民與農村社

會的急速崩解與衰落。Hobsbawm 指出，在 1960 年代

中期，歐洲還有五個國家其半數人口是以務農為生，美

洲有 11 個國家，亞洲 18 個，非洲地區則是只有三個國

家是例外，其餘皆是以農業為主。時至今日，歐洲與美

洲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超過半數的農業人口，亞洲

的許多國家，其務農的人口比率也在節節敗退當中。即

令是中國，其務農的人口，依據其統計，也幾乎降至 50

％左右（號稱 8 億農民）。整個世界，除了撒哈拉沙漠以

南的大多數國家外，在 2000 年農業人口還維持在 60％

左右的，只剩下南亞地區（印度、孟加拉、緬甸與越南）。 

再以台灣為例，在 1960 年代，台灣還擁有半數的

農業人口。依據農委會在 2004 年的調查顯示，台灣現

存農業就業人口，計 84 萬人，分別為專辦自家農牧業

工作者 53 萬人（農家戶口抽樣調查）、專業漁民 23 萬

人（漁業統計年報）、雇農 7 萬 7 千人（含漁業受僱者）

及農場員工 2 千人。約佔台灣總就業人口的 6.6％。因

此，面對這樣的國際經濟發展趨勢，我們討論農村再生

問題，便需要從一個更廣泛的國際與社會架構，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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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為何會衰敗。進一步，才能依據這些分析，去提出

相關的政策改革。 

事實上，觀察台灣的產業經濟發展歷程，在歷經產

業經濟結構的幾次種大變遷之後，台灣的農業自 1960

年代末期，就因為飽受工業資本與政府政策的擠壓，而

在此之後成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受害者。在李登輝前總統

所著的「台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一書中，便清楚的

點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一方面為了培養工業，更重

要的是，為了穩定當時的伴隨其而來軍公教人員，以及

中國內戰所造成的陰影，透過不等價交換模式，將大量

的農業資源，擠向工業與政府部門。例如：透過肥料換

穀政策，政府得以有效掌控糧食稻作，進而壓低糧價與

物價，形成工業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是，也因為這樣的

發展策略，造成台灣農村在 70 年代普遍的衰敗。也就

是說，台灣農村在 70 年代已成為台灣遲滯發展的代表。

因此，在 70 年代之後，台灣農村問題從此成為當時政

府施政的重要核心議題。然而，正如同中國政府如今所

面對的三農問題一般，台灣農業體系的衰敗與崩潰，一

方面是導因於資本主義體系持續擴張的結果，正如同

Eric Hobsbawm 所強調的那樣；但是另一方面，主政者

有意識的壓抑農村的經濟基礎，以達成其在社會體系與

政治結構的高度控制、經濟資源擠壓、糧食價格穩定等

政經目的，卻也是使得台灣的農村與農業發展陷入了破

碎而非完整性政策指導的窘境。 

從社會科學與規劃學者的角度出發，概略可以得出

造成台灣農村發展困境的三大大主因。 

經濟上：如上述，國民黨政府基於掌控與穩定糧食

來源、加速工業發展、降低勞動生產成本等因素，以「肥

料換穀」、「保證收購價格」、「家庭即工廠」等相關政策，

以不等價交換模式，擠壓農業部門資源支援工業經濟發

展，並將工業部門直接插入農業生產空間。 

政治上：透過白色恐怖與地方派系等政治手段，弱

化台灣農業社會，讓台灣傳統地主階級與農民，無法發

展成為強大政治團體（如：法國、日本一般）。進而使得

台灣農民階級與農村因此缺乏相當的代言人，無法為其

權益在國家立法過程積極爭取。 

空間上：以家庭即工廠等政策誘因，與幾無限制的

都市蔓延（urban sprawl），以及複雜又無效率的非都市

土地規範法令，造成農村地區土地使用無效率，並且空

間結構喪失秩序。 

因為上述三大社經、政治與空間因素，造成了今日

許多人普遍認為台灣農業與農村陷入的循環貧窮化的危

機。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思考台灣農業發展至今，所面臨

的一連串問題，其實是與台灣農民自從荷蘭時代開始，

便開始與當代資本主義有所接觸，進而發展出來的商品

經濟特質是有高度關連的。從荷蘭時代以降所發現的一

些漢人與原住民的買賣地契中，我們便發現台灣農民其

實已經相當的適應商品化與資本主義體系的經濟發展。

而在柯志明教授所進行清代「番大租」的研究中，更清

楚指出，清朝政府通過利用複雜的土地地租制度，結合

其族群政策，來規範台灣農業社會的發展，以及穩固其

國家利益
[6]
。換言之，在這些世界經濟體系的刺激，以及

國家治理機制的設計下，台灣農民其實是非常精明於理

性的經濟利益計算，以及擁有相當強韌的社經環境變遷

適應力，因為他們早就熟悉市場經濟的邏輯。 

今日台灣農村與農業問題，一直迴避台灣農業社會

與空間結構最主要的課題：農業生產與農地高度商品化。

台灣的農業早在荷蘭時代就具有商品經濟的特質
[12]
，再

加以台灣因為地理位置與歷史因素，台灣社會非常早就

接觸了重商主義
[11]
，並透過港口與世界各地進行貿易行

為，農民因此早就熟悉農產品的經濟價值與商品價值。

對於土地的使用，更是有別於傳統型的農業社會，只將

土地視為單純的生產工具，而忽視了土地自身的商品價

值。台灣的農民，因為歷史的經驗積累，相當早就知道

土地的買賣與炒作，是可以獲取相當的利潤
[12,15]

。再加

上台灣的農作物品種繁雜，氣候又非常適合經濟性作物

的栽植，更讓土地與生產的商品化價值迅速浮現。而在

台灣進入都市化之後，土地更是獲取經濟暴利的重要商

品工具
[8,9]

。此外，台灣特殊的地理與土壤結構，造成台

灣中部農地與農村多早已改為工業與商業用地。最主要

原因在於台灣中部地區因都市發展而捨棄農耕產業。因

政府對工業的支持不斷的以農地為工業發展腹地，導致

農業生產環境受到威脅，造成農業生產品安全的危機，

也因政府將農業用地變更為工業、商業或住宅用地，讓

部分持有農地者獲得大量土地利益，而造就農民對農業

商品化聯想-農地變更後之高度價值
[13]
。換句話說，因為

農地可以改為其他土地使用，更進一步強化農地即是一

種具有壟斷性商品的本質，而非僅僅只是一種生產工具。

因此，商品化下的農業發展，真正的困境，不僅僅只是

在於農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因為農產品本身就有在地

市場的優勢。而是在 1970 年代之後，台灣的政府基於

政治穩定性的考量，大量的政策干預了正常的市場機制，

導致農民對於農業生產的行銷能力，幾乎消失。因為在

農會體系的控制，以及政府政策的引導下，農產品因為

必須與低工資維持一個正相關的狀態，以降低台灣勞動

成本的政策考量下，台灣農業市場被扭曲，慣行農業的

農民就因此放棄了商品化農業產品的意願，轉而追逐農

業土地的價值。也就是上述的農業土地利益的追逐。這

樣的空間政策的扭曲，在加上經濟補貼所導致農民對國

家的依賴，以及政治壓迫讓農村與農民缺乏清楚的政治

代表，當然造成農業商品化與農村再生的困境。 

進入新的 WTO 全球化時代，農業問題非僅止於國

內農業政策，而必須將台灣農業放入世界農業體系中一

同考量，在所謂生產效率、經濟利潤、生態永續、與文

化傳承等不同層面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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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政策、自力救濟與新的網絡建構 

當研究團隊進入中部地區展開研究時，我們接觸了

中部地區的有機米生產農民。通過與這些有機農民的對

話，認識到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米生產農民們，是非常了

解有機米種植之困境。那麼，這些農民所採取之態度，

相較於過往慣行農業的農民仰賴國家的模式，他們積極

面對市場的挑戰，勇於面對並努力解決問題。這些農村

菁英們了解快速與大量生產，是無法在台灣現實生產環

境條件下創造出豐厚的利益，其寧可選擇品質而不願躁

進地設置生產專業區與大量生產模式，主因在其了解在

生產過程有需依附之條件有限，如水源灌溉供給、空氣

污染、水質等問題，若只為因應政府短期績效式之協助，

則將使其農業生產產生更大之危機（如種源變質、社會

信任感、品質低落、品牌價值降低等），不同的農村工作

透過產業科技與資訊管道建立，在全球化市場中亦可脫

離政府協助取得其一定的經濟利益，所憑藉的是其對新

農業產銷體系建立的自我認知。 

「有機米的生產是非常辛苦也要有一定的堅持，之

前有人看我們做得好單價提高了，就來跟我們有機米產

銷班合，結果種沒幾個月他就把農業下下去了，後來是

跟我們固定購買的人跟我們講說怎麼米吃起不同味，經

過我們的調查才知樣是合的人出問題，所以做大做生產

專業區沒通啦。」 - A 農民訪談紀錄，2009 

「草屯有機米的種植主要在復興里，品種為台梗九

號，雖然想要達到純有機，但水源與空氣污染沒法掌控，

只能算準有機，且量不夠大，也無法成立專業區。」 

 - B 農民訪談紀錄，2009 

可見，農民對於自有品牌的建立，以及相關品質的

管控，是有清楚的概念。更因為農民自身對於商品化運

作的理解，因此，不希望過度快速的擴張，再無法合理

處理品質管控的狀況下，讓原本可以穩健建構的新農業

品牌，在政府的躁進政策下喪失其品牌的公信力！ 

本研究所調查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米案例之生產面積

約 8.8 公頃位於草屯鎮，有機米市場以自身通路進行行

銷，但若透過傳統生產系統則面臨有機米與一般米之生

產區無法建立有效之隔離帶問題（圖 1），更甚者有機稻

米生產區緊臨於生活聚落對生活污水與農業灌溉水之間

產生污染問題（圖 2），農民擔心所生產之有機米受到消

費者對生產真實性之疑慮外，亦擔心有機稻米產生混充

現象而有價格危機，導致品質與品牌無法建立，在本研

究對農民之調查與訪談中發現，農民在科技技術移轉及

資訊流通社會下建立起自我的品牌行銷通路(A 農民訪

紀錄，2009)。 

「台梗 9 號主要是種植在復興里，種植面積約有 10

公頃。雖然是以有機的方式栽培種植，但現階段尚無法

設立為專業區，除了水源灌溉的問題之外，還有空氣污

染的問題亦還未解決。」 - B 農民訪談紀錄，2009 

除由傳統口碑客戶的通路外，更建立起與社會特殊

通路之關係，這些結果主要為農村菁英因農業發展過程

中不斷地思考與反省其自身價值，並與社會脈動緊密結

合，勇於接受新科技術與新的科技資訊，甚至對政府所

希望給予之協助予以婉拒（如專區的設置與通路的協助

等），由此了解農村菁英們所擔心長期建立起之有機米品

質與信譽，因專區設置與通路配合而毀於一旦之問題 

（如混充現象、非有機米充當有機米、無有效率管理等 

 

 

圖 1 台灣中部地區稻米專業區設置與有機米生產區之

關係圖 

Fig. 1 Map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cial ric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reas 

and organic rice production areas 

 

 

圖 2 南投縣有機米區位及其周邊環境現況 

Fig. 2 The location of organic rice production 

areas and its surrounding at Nan-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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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B 農民訪紀錄，2009)，這些農村菁英不因國家

體系的退縮或全球化經濟壓力而喪失其傳統社會經優

勢，其所依恃者是自我對技術與品質之反省與價值之判

斷。 

「有機米的技術沒別項，只有對消費者耶責任感，

我們種給他們吃主要都是身體有問題，所以對有機米的

種植只有堅持，絕對不可以看隔壁種得快賣快就放棄對

有機耶堅持，所以這也是我們對有機米把它當做是一項

品牌地照顧。」 -C 農民訪談紀錄，2009 

本研究所調查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米生產地包括草屯

鎮之白坤山有機米、復興里有機米等生產地，受訪的農

民們有共同信念「不要擴大有機米之生產」(B 農民訪紀

錄，2009)，主因在於農民擔心在政府資源介入擴大有機

米生產後，會有種源變質、水質、水源灌溉、空氣污染

等問題，受訪的農民們認知只有適當規模之種植，才能

生產優質之有機米，故僅希望「政府能倡導國人吃台灣

米」，從本研究調查清楚了解台灣社會在歷經多年社會與

環境變化後，農民透過知識學習與新的社經網絡建立，

積極地回應台灣加入 WTO 對農業的挑戰，所採取的態

度與面對全球變局的適應力。 

「政府若要幫忙我們只要不要擴大有機米的生產，

反而要保護住我們這些生產者生產的信念與堅持，其它

若要再幫我們就是政府能倡導國人吃台灣米，那就是對

我們最大的幫忙。」 -A 農民訪談紀錄，2009 

「希望有關農政單位倡導國人吃自己國內生產得米

（台梗 9 號），讓消費者能知道本產品的好，其實是不輸

給國外的進口米」 - B 農民訪談紀錄，2009 

生產者農民，對於國家機器，其實是有著某種程度

之不信任，在面對經濟社會變化時，國家對於農業生產

者所採取的態度，是相對消極與退縮的。國家機器在農

業問題上，相較於在面對工商業主要求的積極回應，政

府採取相對保守之政策，例如：獎勵休耕、保證收購價

格等，補貼性措施，亦或是希望將農村直接打造成為觀

光產業區，大量創造「經典農村」、「農村再生地區」等

樣版農村，卻完全忽略應注重農業生產提升的可能性與

重要性。因此，這些具有商品性格的農業生產者，開始

積極學習其他生產的可能性。 

921 震災，創造了一個可能性。在面對這場台灣百

年罕見的天災，許多物資與人力資源，開始進入南投這

個相對專業知識落後的社區。這些台灣歷經 20 年社會

運動與民主發展所積累出來的社會知識，也透過 921 震

災，進入台灣中部地區。許多農村地區的居民，在專業

者的協助下，開始組織自主性的社區組織，已協助度過

災難。例如：許多在災後不幸成為單親的媽媽們，就在

專業者的協助下，組織起來。同時，這些專業者也將網

絡知識傳播給這些居民，並協助他們架構網站。當他們

知道可以通過網路，與全世界的市場連結時，新的社經

網絡（或更清楚的說，新的產銷網絡）就這樣建立起來。 

正如上述，生產有機米的米農們，在強調「質」而

非「量」的生產信念下，通過網路進行產品的行銷。由

於會進入網路世界者，多半也都是較具經濟能力，且對

於食品安全性較注意的中產、白領、專業階級，因此，

當生產者，以清楚的理念，以及優異的產品品質呈現在

這些網路世界的消費者時，一種新的信賴與行銷、推廣

模式被建構出來。消費者透過在網路上的評論與推薦，

協助生產者建立起一個行銷與客戶的網絡組織。 

同時，身為農村地區的菁英，他們也因為可以時常

通過網路，以及其所建立的新的社會網絡關係，學習到

新的社會知識，從而再次強化與建構其在社區的地位與

認同。正如同 Castells 所提到的自我學習力（self-

program），並因此建構起來的新的社會認同－建構式

認同（designed identity），這些農村菁英們通過網路與

世界連結及有機米生產，他們不但創造新的經濟利得，

也強化在農村社區的社經地位。事實上，這幾年，我們

也看到，許多透過新媒體（諸如：網路）與新的行銷模

式（例如：社會企業組織，宜蘭的穀東米）等模式，讓

這些具有創新與自我學習能力的農民，在面對因 WTO

所帶來的挑戰之中，反而屆此建立的在地的品牌與形象，

獲得的穩定的經濟利益。 

因此，總結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米的生產經驗，我們

可以發現，當農業生產體系遇到經濟發展瓶頸時，農村

的社會菁英，並不會因為政府的保守作為而放棄自我生

產能力。相對的，在農業商品化的經驗過程，他們積極

尋找新的經濟空間，其最主要的動機是在於維持其社區

之社經地位。通過新的科技技術學習，有機米生產及虛

擬網絡空間連結，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米生產農民成功創

造出新的農業行銷體系，並也組成新農村地區社經網絡

結構。 

四、結論 

加入 WTO 對台灣農業體系所帶來之影響，須放在

台灣的農業社會發展的歷史脈絡下來看。因為國家向來

就是以資源擠壓，以及政治穩定，作為其農村與農業發

展策略指導。但是，相對於國家在政策行為的消極，台

灣農民在歷經重商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的洗禮與侵蝕

下，也發展出一套面對市場與社會快速變遷的適應力。 

本文通過對於台灣中部地區有機稻米的生產農民的

研究，去觀察加入 WTO 之後，台灣的農民如何面對這

樣一個龐大的商品化機制。特別是，在長期國家補貼政

策的引導、以及土地利益的引誘、以及社會網路的缺乏，

台灣農民透過自我學習的模式，重建了他們對市場經濟

邏輯的熟悉度，並具有反省能力、勇於接受新科技、會

建立新的產銷網路、堅持自我學習價值而不願受制於外

力。這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其實是讓研究者回到一個台

灣這個海島國家的基本經濟邏輯，亦即：台灣在十六世

紀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降，我們的農民其實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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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積極參與市場的經濟邏輯，來建立自己的市場競

爭力。進一步，這樣的對於市場競爭的信心，是對於土

地的使用，有一個更友善且合理的利用模式，而非在國

家的補貼政策下，浮濫開發的國土發展風險。 

台灣加入 WTO 之後農民會依據其經濟理性，在商

品經濟的指導下，對土地資源與生產作物進行合理的分

配，以創造更高的利潤。同時，當我們深入農產業個案

研究時，我們更進一步發現，台灣農民具高度之適應力

（adaptation）或自我學習力(self-program)。通過對

於新的全球資本主義環境的再學習，這些農村菁英成功

的建立了一套自我價值認同，以及農產行銷網絡。在利

用資訊科技，結合虛擬空間，這些農村菁英成功的再國

家退縮的狀況下，重建了農村的新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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