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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電視頻道正在不斷播放由名人所代言

孔狀。

之各家生技公司所出產的牛樟芝產品，購物台

牛樟芝為臺灣地區常見的養身食品或民

更請來專家和名人來推薦產品，走在路上販賣

俗用藥，早期因為具有口耳相傳的神奇療效，

牛樟芝相關產品的店面如雨後春筍的展開，市

也被稱為臺灣森林中的紅寶石，常用於治療腹

面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牛樟芝產品，所謂的專

瀉、高血壓、酒精中毒及肝癌等，近年來由於

家學者、生技公司、使用見證人都在不斷地強

民眾保健養生的意識提昇，牛樟芝的功效也在

調樟芝的神奇療效，但是你夠了解何謂牛樟芝

學界多年的研究後，逐漸證實食用牛樟芝的確

嗎？怎樣的牛樟芝吃了才真正對身體有益處？

具有抗氧化、解毒、抗癌、止癢作用、降血

甚至預防或治療疾病呢，本篇專欄即將從牛樟

糖、降膽固醇、降低血脂、抗組織氨釋放、細

芝的基因體與代謝體學研究切入，帶領大家進

胞毒性、抑制膽固醇之合成、加速血小板凝

一步的認識牛樟芝的神奇之處。

集、降低肝障礙、抗發炎、保肝、治療冠心病

牛樟芝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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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研究生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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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提高免疫作用等許多療效。
牛樟芝所以極其珍貴的另外一個原因，

牛樟芝（Antrodia cinnamonmea；Syn.

乃是牛樟芝只特定生長於牛樟樹的中空樹穴中

Syn. Antrodia camphorata and Taiwanofungus

或是傾倒的椴木上，菌種生長緩慢，再加上人

camphorata），一般又被稱為牛樟菇、樟

工培育之技術困難，使得子實體稀有且珍貴，

菇、樟菰或樟內菇等，是一種生長在牛樟木

一台兩上看至數千元，甚至有時抱著大把鈔票

(Cinnamomum kanehirai Hayata)上的寄生性真

也找無門路可以購買。也正因為野生的牛樟芝

菌，也是目前知道唯一種可以生長在牛樟木上

如此珍貴，也進而造成牛樟樹被嚴重的盜採盜

的病原菌，屬於真菌界（Fungi）中的擔子菌

伐，幾已瀕臨絕種之危機。因此，為了使台灣

門（Basidiomycota），也就是一般常聽到的菇

珍貴的資產得以延續，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投入

蕈類，但是外觀上牛樟芝的子實體並無柄狀構

牛樟芝的研究，希望藉由人工栽培的手段進行

造與菇傘，而是平伏緊貼於牛樟木材的表面，

牛樟芝菌絲體和二次代謝產物的大量生產，這

外表型態多變化，邊緣反卷至部分三角狀、長

也是目前市面上多數牛樟芝產品的材料來源。

狀、板狀、鐘狀、半圓形或變成馬蹄形或不規

但是產學機構也發現由於菌種難以馴服，雖然

則形，表面則呈現橘紅色、橘褐色至淡肉色之

在醱酵技術上的突破已經可以進行工業級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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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主，除了由於許多具有特殊生物活性的二次

牛樟芝子實體一般的特殊二次代謝產物，這也

代謝產物，只有在生長於牛樟椴木上的野生樟

是到目前為止，含有牛樟芝子實體的產品在市

芝子實體上方可分離獲得外，若是將牛樟木材

面上奇貨可居且價格不斐的原因了。

抽出物或精油添加於樟芝菌絲體培養基，或是

雖然牛樟芝屬於菇蕈類，但是卻無法像靈

以牛樟木屑太空包培養，原本應該屬於抑菌成

芝或是其他種菇類在人工培育條件下順利的培

分的效果，都可增加牛樟芝菌絲體的生長量，

育出子實體，改善醱酵條件以增量特殊二次代

甚至使得牛樟芝萃取物之抗發炎效果更加倍提

謝產物含量一直以來是學界與業界共同的努力

升。簡言之，原本扮演抵抗外來入侵微生物角

目標，但是對於野生牛樟芝子實體的需求並沒

色的木材抽出成分，卻在牛樟芝的生長扮演著

有減低。因此，在野生牛樟芝子實體數量日益

重要的角色。

不足的情況下，除了以有效的人工培養達到量
產的目標之外，進一步比較研究子實體與菌絲

揭開臺灣森林中的紅寶石牛樟芝的神秘面紗

生產牛樟芝菌絲體，但是卻無法獲得和野生的

牛樟芝的功能性基因體研究

體之間的差異點，尋找獨特的影響因子或是重

基因的調控與表現與否決定了一個生物所

要的關鍵酵素，期望能夠提供未來關於真菌生

具有之特性，舉凡外表、生長型態、生命週期

理、菇菌培養及醫藥開發等無限的應用能力。

與代謝產物等，牛樟芝也不例外，但是截至目

NCHU

牛樟芝與牛樟之交互關係

珍貴的牛樟芝子實體只特定生長於牛樟的

中空樹洞中，而牛樟之所以做為牛樟芝的特定

前為止，牛樟芝在這方面的研究資料卻是非常
缺乏的，但近年來已有不少專家學者注意到牛
樟芝功能性基因體研究的重要性，也紛紛展開
研究。

圖、市面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樟芝產品
興大農業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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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牛樟芝在不同培養條件下，具有不同的形態

到目前為止，此主題的研究成果包括不

謝產物，在三 萜 類生合成途徑中屬於下游的一

同生長型態的表現序列標籤基因資料庫的建

個修飾型酵素，而基因資料庫中也出現了多種

立，以及比較不同生長型態差異的抑制性扣除

和 萜 類產物生合成相關的基因，也期待後續更

雜交法所建立之基因資料庫，這些研究都嘗試

多的研究成果。

以基因的層面來解釋牛樟芝菌絲體和子實體在

蛋白質二維膠體電泳則利用蛋白質層級來

生理、蛋白質表現和代謝化合物生合成上的不

試著解釋菌絲體和子實體的差異，挑選差異點

同；而基因資料庫的建立除了提供一個概括性

中只單獨純在子實體的電泳膠片並加以定性其

的了解，接續的一些研究報告也針對牛樟芝子

蛋白質，發現子實體以負責能量代謝與細胞生

實體表現量較高的基因加以研究，如：脂肪分

長相關的代謝類酵素最多，細胞在逆境下所產

解酵素，除了獲取基因的全貌，證實基因的表

生之蛋白次之，其他還有與細胞分裂基因調節

現情況，重組蛋白質的表現活性，也對牛樟芝

相關的蛋白，多數蛋白質在細胞生理活性上都具

從菌絲體轉變成子實體所扮演的角色做一個可

有獨特的角色，可以提供後續各進一步研究的重

能性的推估。同樣從基因資料庫所找到的羊毛

要參考資料。

甾醇脫甲基酵素，是一個牛樟芝重要生合成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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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報告尚有許多和牛樟芝初級代

揭開臺灣森林中的紅寶石牛樟芝的神秘面紗

NCHU
圖、牛樟芝菌絲體與子實體之基因資料庫建立

圖、利用蛋白質二維膠體電泳比較樟芝菌絲體(左)與子實體之差異(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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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蛋白質二維膠體電泳蛋白質功能分類

NCHU
圖、牛樟芝幾類重要的二次代謝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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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菌生理，菇菌培養及醫藥開發等無限的應用

等，雖說牛樟芝功能性基因體整體的研究成果

能力。

尚未非常健全，但也越來越多研究團隊投入相

基因體方面：

關的研究工作。

更進一步且全面的基因體研究成果，除

牛樟芝之代謝體學研究

了期望其所有的研究成果，能夠解開牛樟芝生
長與型態變化的關鍵因子，更重要的是在牛樟

牛樟芝具有多元的的代謝產物，直至現

芝二次代謝產物的生產與調控上能夠獲得有效

在仍有新的化合物從牛樟芝被萃取分離並鑑

成效；另一方面，基因體的研究資料也可以用

定，而牛樟芝的幾類化合物主要包含了：倍半

以鑑定牛樟芝的真偽性，因為野生的牛樟芝子

萜類化合物 (Sesquiterpenoids)、雙 萜類化合物

實體數量越來越少，其價值水漲船高，許多外

(Diterpenoids)、三萜類化合物 (Triterpenoids)、

觀長得相似的菌體，舉凡是赤芝、靈芝、桑黃

固醇類化合物 (Steroids)、具五圓環結構的

等也被拿來當作販售的來源，所以在材料的取

Furan 或是Pyrrole 類化合物、木酚素類化合

得，除了外觀、氣味與萃取的化合物之外以基

物 (Lignoids)、苯環類化合物 (Benzenoids)、多

因體的驗證作為基原鑑定就變成重要的參考資

醣體(polysaccharide)與其他類化合物，其中大

料之一。

多數化合物經過實驗證實都具有特殊的生物活

代謝體方面：建立標準品鑑定準則

性。

揭開臺灣森林中的紅寶石牛樟芝的神秘面紗

謝與次級代謝相關的基因釣取與功能性的驗證

NCHU

牛樟芝的益處已經不用再多加以描述，但

未來展望

牛樟芝與宿主之交互關係

是市面上的牛樟芝產品到底吃了有沒有效？還
是只是單純在攝取發酵過後的培養基而已，這
除了需要各家公司努力提升自家產品的品質之

牛樟與牛樟芝之間的確存在著特殊的交互

外，也要專家學者和研究機構訂定一個關於樟

關係，而此交互關係與一些牛樟重要的二次代

芝代謝產物的標準品鑑定準則，往後只有通過

謝產物生合成基因卻是以往的研究所未加以探

一定的檢驗程序與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的認

討的，或許未來將隨著研究結果的累積，利用

可方可公開販售，這對於生技食品公司與民眾

功能性基因體的研究技術並配合代謝體學與遺

的健康可謂建造雙贏的局面。

傳工程之改良與生物資訊學的配合下，瞭解牛

生物科技方面：建立快速二次代謝產物生產的

樟次級代謝物的生合成途徑相關之基因表現，

替代方案

並利用基因轉殖之方法進行生合成途徑之調

人類利用微生物工程的方式生產特殊化合

整，期望在無法獲得足夠的牛樟林木與牛樟芝

物的技術已經將近百年，舉凡是食品、食品添

野生子實體的前提下，提供樟芝菌絲體培養條

加劑、抗生素、醫療用劑、生質能源等，未來

件之改善。除了可減少保育類牛樟之盜採盜伐

除了牛樟芝菌絲體原本就已經發展的醱酵工程

之外，進一步比較研究牛樟芝子實體與菌絲體

外，更可以結合功能性基因體、生物科技與系

之間的差異點，配合與牛樟之交互關係研究，

統生物學等研究成果，加以改造牛樟芝菌絲體

或許可以找到獨特的影響因子或是重要的關鍵

提高有效成分的生產或是利用其他生長快速或

酵素，可以提供未來關於牛樟復育保護作業，

方便培養的微生物代為生產特殊的化合物。

興大農業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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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不同牛樟芝菌株培養9個月後之子實體乙醇萃取物之HPLC分析圖

圖、利用基因工程改造牛樟芝菌絲體以利生成目標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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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再生政策之案例分析

農村再生政
政策之案例分析
策之案例分析
柯勇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科長

立政策推動機制及相關的法源依據。

壹、前言

(三)設置農村再生基金：十年內編足新台

臺灣農村隨著城鄉發展落差的持續擴大，
復以缺乏專法及專責機關的政策支持與計畫引
導農村發展，致使農村面臨生活機能低落、產

幣一千五百億元，以專款專用方式，
作為農村再生計畫推動之財源。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擬訂縣市農村再生

業競爭力不足、生態環境及景觀風貌破壞、地

總體計畫與年度執行計畫

方特色文化消失等問題，進而形成農村人口外

(一)擬訂農村再生總體計畫：由直轄市或

NCHU

移及發展落後之現象。

縣(市)主管機關依據中央所訂頒的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積極解決並突破農村

村再生政策方針，就非都市地區的農

發展所遭遇之瓶頸，爰推動制訂「農村再生條

村再生發展及其計畫推動的需要，所

例」，並於99年8月4日公布施行，做為農村發

擬定之總體性、剛要性、策略性之農

展之法源依據，該法不但是台灣第一部以農村

村再生發展願景與執行策略。主要在

為對象的法律，也是台灣在農村發展上先進的

於展現農業部門在農村地區的各種空

突破，重要的里程碑。並於10年內設置1500億

間構想，包括農業資源空間規劃、生

元之農村再生基金，以有秩序推動農村活化再

產、有機或花卉專區、休閒農業區…

生，照顧4,000個農漁村及60萬戶農漁民。

等，在規劃體制上，係作為協調與引

在政策推動將近滿一年之時，將以三個農

導轄區內之農村再生建設與規劃事

村社區的觀察為案例，來說明政策對於這些農

宜，並期與總體之國土計畫接軌。

村的影響，並且藉以闡述農村再生執行上的一

(二)擬訂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由直轄

些成果及特性。

貳、農村再生條例之推動架構
一、行政院農委會：制度建構
(一)擬訂農村再生政策方針：由農委會擬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參照農村再生總體
計畫及其所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擬
訂年度農村再生執行計畫，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補助施行。
三、農村社區：研擬農村再生計畫，推動社區

訂農村再生整體政策方針，報行政院

的活化再生

核定後，作為施政依據，指導地方的

(一)農村再生計畫：農村再生計畫是農村

農村總體規劃，推動農村再生計畫，以

社區集體夢想的一個長期計畫，係由

有計畫地推動農村再生各項建設工作。

在地組織為代表，由下而上整合社區

(二)制頒農村再生條例及相關子法規，確

居民需求而擬訂。其計畫內容至少包
興大農業第77期

9

興大農業

括農村社區整體環境改善、公共設施

計畫之不足，農村再生條例內提出了不同層次

建設、個別宅院整建、產業活化、文

的計畫體系，作為未來推動施時農村再生之依

化保存與活用、生態保育、土地分區

據。除了社區層級研提農村再生計畫之外，也

規劃及配置公共設施構想、後續管理

規範了地方政府應提出地區之農村再生總體計

維護及財務計畫。此外，農村社區居民

畫，做為指導地區農村發展之綱要外，也必須每

並得提出當地具發展特色之推動項目。

年提出實施農村再生計畫之農村再生執行計畫。

(二)訂定社區公約：以優先補助方式，鼓

透過計畫體系賦予農業部門提出積極合理

勵農村社區訂定社區公約，就農村社區

之空間利用方式，減少其他部門的土地競用，

內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進行管理

確保農業部門公共投資的有效性，讓每一項農村

維護，以深化社區參與，並確保農村再

的投資獲得在地居民之認同，減少無謂的浪費。

生計畫的建設成果。社區公約在報經縣

三、「社區自治」鼓勵自治民主：

(市)主管機關備查後，對社區居民即有

鼓勵農村社區採自發性方式，主動訂定社

拘束力。對於違反社區公約者，社區組

區公約，以強化社區內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

織代表得請求有關機關處理。

觀之管理、維護，例如建築物材質、型式、使

NCHU

参、農村再生的推動策略

一、「由下而上」強化共同參與：

農村再生是由農村居民一起想出自己社區

社區整體風貌並藉以補足法律規範之不足，強
化社區自主管理能力，社區公約報請核定實施
後，違反社區公約者，社區組織代表應先予勸

的未來方向，為了促進農村整體發展，並強化

導，並得請求有關機關協調處理。

由下而上的共同參與制度，農村再生條例鼓勵

四、「軟硬兼施」引導整體發展：

農村社區整合在地組織意見，依據居民需求及

除了改善農村之居住品質、推動景觀美

意願，提出願景、實施標的及構想，研提農村

化、設置公共設施，也協助基礎生產條件改

再生計畫，其計畫內容應包括農村社區整體環

善，更重視文化保存與活用、產業活化、生態

境改善、公共設施建設、個別宅院整建、產業

保育、休閒農業、人力培育與宣導；並兼顧節

活化、文化保存與活用及生態保育等項目，涵

能減碳，打造低碳社區。

蓋大家共同追求的重要方向，透過農村在地的價
值的共識，以整合性的概念共同規劃及建設。

特別是，由於農村擁有豐富的文化特色、
景觀風貌與自然生態等資源，是都市居民和學

為了引導社區由下而上的參與，主要透過

童前往農村交流和生活體驗的最佳場所，因

人力培育方式開始，人力培育是在地組織長期

此，農村再生條例亦重視交流體驗，讓都市的

順利運作的關鍵，也是農村發展的重要因素，

人能體認及重視台灣農村的價值、學習尊重大自

因此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均應重視並加強在地組

然，並在人與土地的交流間，找到生命的價值。

織之人力培育及農村活化再生之宣導，強化在
地組織整體規劃、建設、經營及領導的能力，
並培育農村居民自行研擬永續經營之願景及策

肆、案例觀察
一、宜蘭縣冬山鄉大進社區

略，以期讓社區有能力參與農村再生。

(一)社區背景：大進社區面積約1,150公

二、「計畫導向」促進土地合理利用：

頃，十年來人口數變化幅度並不大，

為了補足我國在非都市土地缺乏規劃及
10

用等建築管理規定，如禁建鐵皮屋等，以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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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總人口數1,029人，共351戶，實際

道(李子園古道巡禮)也自動將垃圾帶

倒金字塔型，老幼人口居多，青壯輩

下山的共識。

多因經濟因素至外地工作。早期之主

4.培根計畫方面已完成再生班課程，社

要作物為花生、大豆、甘藷、水稻、

區民眾在學習生態相關課程後，開始

茶、竹筍等，副作物為香茅、茅草、

正視環保生態的重要性，善用大自然

苧麻、生薑、樟腦油等；畜產為毛

資源之餘，也與大自然和平相處。

豬、雞。後來積極轉型為果園並成為

5.配合政府政策推動農村社區更新規劃

台灣第一處政府核准立案之觀光果園

及建設，塑造富麗農村新風貌，重新

區，迄今除新興之休閒產業（民宿、

創造農村在居住及休憩價值方面的吸

休閒農場、生態套裝體驗活動與農村

引力，促進休閒旅遊觀光事業發展，

酒莊）之外，主要之農產品仍以水果

增加在地人就業機會。

為主。此外因地形封閉，未受都市化

6.社區過去居民多為從事農業生產，農

影響，本區亦為發展有機蔬果之世外

產品均交由販子收購，無利可圖，近

桃源；其他農特產品尚包括家禽類養

2-3年本社區已成為台北都會區的後

農村再生政策之案例分析

居住於社區人數約750人，人口結構呈

NCHU

殖（土雞與紅面鴨），加工產業則包

花園，相對的農民農產品靠觀光產業

含蜜餞、花生糖、麥芽酥、麻糬、桑

興起收入明顯增加，且遊客由97年度

椹、水果醋等。

每月人數約5,000人至今年增至每月

(二)社區營造歷程：

約10,000人。

1.民國96年開始接受培根計畫輔導，藉

7.社區經農村再生由下而上理念提出願

由課堂上的相處，也縮短了人與人之

景，加上居民參與建設，本社區98年

間的距離，對於社區的發展達成共

度新住民有5戶，99年陸續有6戶遷

識，齊心為社區的生活環境而努力。

入，可看出社區居住環境改善成果。

2.社區採僱工購料方式辦理社區入口空間

8.目前以大進社區發展協會做為社區內

環境空間改善，建造具地方特色的入口

部整合的平台，邀請社區內的組織及

意象，主要也讓社區有共同的議題可以

村、鄰長、培根計畫學員、學校、地

進行互動。全村同心協力，再造石板屋

主、居民參與。透過分區會議、社區

文化，並藉由「換工文化」無私奉獻打

幹部及(村、鄰長)聯席會議、居民會

造家園覓水灌溉、紫色花道、奉茶亭

議等方式進行討論。並於100年3月31

等。特別是透過「耆老傳承」，由100

日由宜蘭縣政府核定農村再生計畫。

歲何老先生於傳承過程中提供指導獨特

(三)社區願景：以滾動式的思考方式，累

的換工文化、重建耆老傳承之懷舊奉茶

積心靈智慧，創造人文風華為目標，

亭，打造一處充滿人情味、獨特、全村

推動人文造村，用文化包裝產業，創

齊力的人文生態社區。

造富有人文氣息的生活環境。由「營

3.社區志工隊有守望相助隊100人、家

造有機、有情、有品質-綠色大進」，

政志工30人、環保志工隊25人，而環

經過多次討論轉換，目前社區核心願

保志工隊每個月不定期2-3次做社區

景是「紮根種希望 農村向前行 找回古

環境清潔工作，且目前遊客上登山步

老原鄉的生命力」。
興大農業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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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苗栗縣頭屋鄉獅潭社區

表意見，落實居民參與；此外，由社

(一)社區背景：獅潭社區約251公頃，社區

區耆老講述歷史和典故，重新認識社

居民以客家人為主，全戶數為578戶，

區歷史並做成記錄彙整，作為村史的

總人口2209人。平均家人戶口數為3.8

素材。

人，屬小家庭形態。社區主要以農業

4.社區與鄉公所合辦社區農務會議，共

為主，教育程度主要分布在大專以下

同討論農村景觀營造之相關課題，決

階段，本區以水田為主，獅潭沖積平

定利用休耕期及廢棄農田種植波斯

原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四季稻作雜

菊、向日葵等，並在社區主要道路種

糧交替種植，除了水稻外，雜作則有

植喬木及矮灌木，建構景觀鄉村道路

波斯菊、甘藷、玉米、竹筍等，觀光

並做為生物廊道，營造社區風情的行

花卉是農會近年來主推的地方特色商

動終於走出第一步。

品，為本地農民帶來轉型契機。果樹

5.社區共識逐漸成熟之後，召開社區規

最具盛名的是文旦柚，另有椪柑、李

劃討論會，由理事長主持，鄉長、課

子及木瓜等，散布在數個農牧地區。因

長、規劃團隊列席，出席之居民80餘

農業產品的不足，無法有效提昇經濟。

人，熱烈提出各種構想，會中大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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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營造歷程：

12

同認為唯有拿出實際行動，才能使社

1.獅潭社區於民國94年開始進行鄉村營

區變貌營造更好的生活環境。踏出的

造人力培訓，社區有將近60餘人報

第一步即是掃除社區窳漏空間，以五

名，有47人全勤，在水保局全省舉辦

聖宮旁雜草叢生的空地著手。

之班次中，成績斐然，同時也替社區

社區動員參與社區變貌工作，勤

培育數十位有志於營造社區之菁英。

奮又興奮的社區民眾，為了實踐社區

2.在多次討論社區未來發展過程中，逐

夢想，發揮農民吃苦耐勞的精神，原

漸凝聚以建立生態社區為未來發展目

本藏污納垢的窳漏空間，變成綠油油

標；透過邀請專家講述生態保育及生

的小花園，居民流連在自己工作的成

物多樣化之農村營造課程，帶給社區

果不忍離去，誓言秉持這種精神與動

許多新的觀念，並帶領社區民眾進行

能，持續改善社區風貌。

多樣化、多層次綠美化社區之行動，

6.提振社區產業是社區營造中最重要的

以五聖宮後方山坡地作為示範區，獲

課題。社區在耆老訪談中，由長者的

得林務局評鑑為優等。

描述中知道，昔日最好的榨菜、福

3.為了讓社區民眾重新體驗故鄉之美，

菜、洋菇等都是獅潭社區開始產製，

舉辦社區大搜密活動，走遍社區各角

因缺乏包裝與行銷相關之經營管理，

落，歷史景點、天然美景、三合院建

失去競爭力，才逐漸被淘汰。耆老並

築、石碑、寺廟、伯公廟、大樹、水

指出，獅潭農田具有乾淨不受污染的

圳等，社區人員才覺悟社區有如此豐

先天優勢，社區發展有機農業、精緻

富的資源，卻視而不見，因而重新興

農業、休閒農業之條件是其他地區所

起愛家愛鄉情懷，為社區盡力之意志

無法比擬。

更加堅決。透過現況分析，引領學員

又社區婦女都精於傳統客家菜之

提出改造社區之建議，讓居民充分發

烹調、客家美食之製作，如果加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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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明確表達對於社區發展之需求，

區討論之後，決定以五聖宮周邊開始

將有助於推動農村再生，以達到由下

進行，一方面提供民眾休閒，一方面

而上精神，建構符合南埔社區發展之

做社區農特產品展示販售中心，並提

方向。本社區以農業型態為主，對於

供客家菜、客家點心，整合出一套完

居住在此的居民所賴以維生的水資源

整的客家料理，讓來賓一次就能品嚐

而言，更是南埔產業發展史中最重要

所有的客家料理，購買社區製作的客

的部分，錯綜複雜的水圳與水道，是

家農特產品。

當年客家先民到此墾居時就從北埔外

並成立客家美食研習班，長期培
訓社區民眾從事客家美食之製作與研
發，並與學術單位合作，以現代化之
經營管理行銷產品。

農村再生政策之案例分析

合訓練必能有一番建樹。經過多次社

大坪『冷泉』處引水至此灌溉，至今
歷史已經有百年以上。
(二) 社區營造歷程：
1.南埔社區很早就是表現優良的農村，

7.外獅潭社區已立案社區組織有獅潭社

民國91年就是內政部加強社區業務發

區發展協會及五聖宮管理委員會，經

展計畫，績效獲評比全省第二名。民

過兩次社區工作坊會議，結合頭屋鄉

國94年開始接受培根計畫輔導， 96

農會、頭屋鄉公所，組成「外獅潭農

年度更獲得成果競賽評選評審團大

村再生促進會」，明訂各分工小組職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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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及工作內容。

2.推行在地僱工購料改善，藉以凝聚社

(三)社區願景：獅潭社區是一個封閉的社

區向心力。先由當地傳統記憶之水圳

區，兩百年來都沒有受到外界的干擾

洗衣服平台開始，恢復水圳上之洗衫

太多，因此提出發展願景「從田野中

亭；陸續完成石爺公周邊改善，危牆

再起，創造幸福家園」。希望能建構

改為綠籬，硬舖面改為植栽；由當地

成為「生態農村社區」，以蘿蔔做為

4位合計超過300歲的耆老，辦理水圳

特色產業，整建傳統空間、歷史建

清淤、設施改善與維護水質淨化，訴

築，深耕在地文化，也希望能重建塘

求北埔冷泉灌溉之冷泉有機米，同時

仔窩自然溼地及農田生物廊道，回復

也找回過去傳統之水圳文化。

舊時農村人與自然共存共榮的境界，
留一塊淨土給後代子孫。
三、新竹縣北埔鄉南埔社區
(一)社區背景：本村居民以客家族群為

3.98年決議全村休耕一年修繕水圳，99
年水圳提前完工通水，生命之泉湧
現，在這期間社區居民充分展現了社
區自治的精神。

主，目前分為7鄰共139戶，總人口數

4.營造過程喚醒居民的環境保護生態永

為516人，其中男性為304人佔總人口

續利用觀念，創造溼地生態環境多重

數的59%，女性人口共212人佔總人口

邊際效應，也兼顧了生態環保、生活

數的41%。本村男女人口皆以20-29歲

實用與景觀美質雙效益，外移人口慢

與50-59歲最多，不僅擁有多數的青年

慢減少，新住民(例如：退休教授，

人口能夠銜接農村傳統文化及參與農

科技老闆，藝術家等)增加。

村再生，社區居民教育程度分佈較為

5.為了使社區居民共同關心社區事務，

平均，全村識字率高達95％，居民亦

透過親自參與方式共同討論，於95年
興大農業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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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社區願景「黃金水鄉」。讓社區

一、法律制度及政策支持之重要性

居民提出對於願景的規劃，以及推動

水土保持局從民國78年開始執行農村建

後續工作的執行分配，並在97、98年

設，每年所投資之社區數量，以當年度預算編

再生計畫試辦期間，讓居民充分提出

列多寡而分配，主要項目以道路及排水改善、

個人意見，並互相交流與討論。

環境綠美化、步道、簡易停車場、生態池等設

6.過去一直皆以稻米生產為主業，如何
活化地方產業及改善居住環境變成為

施為主，軟體部分主要以社區產業與文化活動
等之多元化活動為主。

社區重要課題，為了達到這個目標，

條例通過前推動農村建設並非全面遵循由

必須結合生態設計、生態建築、永續

下而上推動機制，遵循著由下而上凝聚過程之

栽培、綠色產品、替代能源及社區建

社區，已逐漸呈現示範效果，建設成效與居民

築實務等不同層面之工作；透過以生

滿意均受到肯定。然而，部分未確實透過社區

態為主軸，採取生態工法，從土地使

共識階段，而由特定人員或機關積極爭取農村

用與交通運輸、自然資源、能源使用

建設者，則有建設項目閒置或無人維護之虞，

與垃圾處理，以及自治、自律、自足

亦有造成地方對於設施利用之紛爭，導致民意

的社區經營管理等方面著手，達到社

及媒體反應多有批評。

NCHU

區生態環保與永續經營的目的。

7.農村再生條例通過後南埔社區居民更

而上的概念及程序規範下來。包含提出計畫前

是積極完成培根計畫課程，經由社區

的整合的參與、願景及構想之共同提出、實踐

居民提議及推選下，組成「南埔社區

方式及管理維護之共同參與，都必須透過農村

再生計畫執行委員會」，負責再生計

再生計畫來展現。

畫推動事務，並於100年1月10日由新

政府將依農村再生條例有秩序的推動農村

竹縣政府審查通過，成為全國第一本

發展，讓社區可以透過一定由下而上的程序，

審核通過的農村再生計畫。

公平地獲得政府之補助，減少政治力對於社區

(三)社區願景：社區經由社區居共同參與

發展過度的干涉。除了本文所介紹的三個案例

及討論，訂定社區發展願景「金色南

之外，目前，全國共有70個社區自主提出農村

埔生態村，健康活力，歡笑永續水

再生計畫，各自都依照當地之特色，提出不同

鄉」，希望打造出一個『幸福歡笑、

的計畫內容及願景方向。雖然，目前尚未能檢

活力永續、健康無毒的綠色家園』；

驗，社區是否均能如計畫達到預期願景，但是

從永續生態社區角度出發，以無毒農

至少可以確定社區在此一制度下，可以提出屬

業、有機農業等永續農業生產，尊重

於在地的發展方向。

自然與當地特色文化，以「綠色生態

二、人力培育是農村再生重要的基礎

社區」為目標。以生計出發構想並促

透過上述案例可以發現參與人力培育計

進產業發展的形式，來帶動人口回

畫是社區發展重要的基礎，由農委會水土保持

流、配合當地休閒農業與產業結合，

局主辦的人力培育計畫，即是農村再生培根計

發展一套具南埔客家特色的農業發展

畫。藉由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的多面向輔導，量

模式。

身打造在地培訓課程，培根計畫4階段課程皆配

伍、結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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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區農閒時間，安排專業講師下鄉授與農村
營造概念及實作技巧，引導農村居民自主營造

仔」搖身一變成為村裡的「文化達人」，甚至

人文景觀特色，勾繪出自我農村社區之願景與

也成為野燒陶見學坊之講師。

農村再生政策之案例分析

做頭家，充分發揮農村人力資源，展現出地方

上述的例子，在參加農村再生培根計畫的

目標。
案例中的社區均至少參與培根計畫至少五

社區中屢見不鮮，透過了賦予參與農村再生的

年以上，早在農村再生條例通過之前，這些社

個人，不同的生活意義之過程，逐漸累積正向

區就已經參與培根計畫，可以發現透過觀念上

的社會資本，這樣的轉變正是農村再生稱之為

的引導及賦權教育，社區居民可以重新發現社

「農村寧靜革命」的原因。

區寶貴的資源，透過引導可以找到自信及發展

四、由小事件引導至全面發展

方向，這些在社區發展初期都是極為關鍵的因

傳統農村社會具有許多共同之生活及生產

素，一旦能找到願意參與的社區熱心人士，形

習慣，包含安全防衛、換工、傳統祭典…等，

成組織的運作，就有機會再去引動社區其他人

然而這些既有的文化隨著現代化生活習慣的改

思索發展的議題。

變逐漸流失，連帶也造成社區人與人之間的連

因此，培根計畫是農村再生重要的一環，
當社區參與培根計畫訓練時，即已開始進行農

繫網絡逐漸消失，也造成共同參與事件減少，
戶與戶之間的連繫逐漸消退。

村再生之工作，並循序漸進引導社區推動農村

透過上述案例可以發現，這些社區都透過

再生。目前全國參加培根計畫之社區，累計已

僱工購料或是產業文化活動的舉辦，讓社區內

達1,696個社區，約為全國社區總數之39%。

的成員有共同的努力目標。以僱工購料為例，

三、人的改變為農村再生最重要的成果

必須和社區內的人討論施作的地點及目的，也

NCHU

農村社區透過培根計畫的訓練，有了「由

必須找到願意參與的社區人手，同時，也必須

下而上」自立自主的精神，可以發現在案例中

指定未來維護管理的人員，這樣的社區共同事

的社區，社區內「人」的轉變是導致社區改變

件有助於引動社區的組織及人員動起來，增加

的重要因素，也是農村再生最重要的成果。

討論及互動機會，這也正是社區發展所需要的

以案例中的大進社區的「阿祿仔」本名

基礎，許多社區也因為這樣的過程，創造了更多

藍欽祿為例，過去的他留著雜亂長髮和鬍鬚，

的參與人員及發想機會，為全面發展奠定基礎。

許多人以為他是個流浪漢，但在培根課程過程

因此，透過小型活動的補助方式，來創

中，開始在村內展開田野調查，知道社區內具

造社區共同事件，也是農村再生重要的手段之

有百年前野燒陶的遺址，於是遍訪村中耆老，

一。不僅在培根計畫中安排實作課程，也推出

研究出一些歷史及燒製技巧，開始進行野燒文

全國性不同目的之社區活動，例如100年農曆

化的試做。在野燒過程中，濕度與風力控制相

春節前，配合傳統除舊佈新的習俗，號召1,000

當重要，有時因為喝醉沒注意作品全毀，自

個參與培根計畫的農村社區，辦理「彎腰掃社

此就開始戒酒。他還無償提供家中土地，從破

區、亮麗過新年」活動，緊接著於3月舉辦「紮

敗的雞 竂 ，和社區居民共同整理成野燒陶見學

根種希望－社區植樹活動」植樹活動，將大清

坊，他還蓋石板屋，創立藍染工作坊，種植大

掃活動清理出之1,100萬平方公尺閒置空間、帶

菁和小菁等藍染植物，就是為了要將這些文化

狀空間、家戶庭院綠地等廣植林木，建設具生

保留下來，更推廣出去。農村再生的過程，讓

態及緩衝功能之綠帶。透過彎腰掃社區，紮根

阿祿仔意識啟蒙發現希望，進而找到人生的方

種希望兩項活動，激發農村社區居民榮譽感及

向，並且開始打理自己的外表，現在「阿祿

凝聚力，同時讓農村再生持續向下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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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村 社 區 之 再生與軟治理－
以社區公約之運用與其範本之設計為例
黃文政1、柯勇全2、胡毓解3、廖義銘4
1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建設組
國立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
2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建設組 科長
3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村建設組 工程員
4 國立高雄大學政治法律學系 副教授
於2010年8月間通過施行的「農村再生條

NCHU

摘要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乃是是近年來我國

農村社區再生政策所需之治理措施，是運

政府所制定施行的法律中，反對與支持，最為

用新的治理措施，來實現舊的治理措施下所無

兩極化的一部法律。反對者認為本條例將對我

法實現的再生目標。本文認為，以軟性法律之

國農業，產生滅絕的危險，並且有違憲之虞

運用為核心的軟性治理，乃是適當的選擇。而

（徐世榮、賴宗裕、顏愛靜，2009；環境法律

農村再生條例第20條至第22條中的社區公約制

人協會籌備處，2009）；而支持者本條例者，

度，吾人即應將其視為是一種軟性治理下的軟

則認為本條例將全面提升我國農村社區之全方

性法律。而為使社區公約能夠確實有助於農村

位發展。

再生條例中所強調的農村整體景觀由下而上的

本條例之所以產生如此兩極化的評價，其

管理維護之目標，本文建議農村再生社區公約

原因不在於支持與反對的各方，對於農村的活

的範本中，應有四項重點，包括：一、社區公

化與再生之目標，有著極大的政策或價值取捨

約之實施範圍明確以所涉所有權人所提供為社

上之差異，而在於各方對於本條例中所運用的

區公用之建物或土地為主；二、社區公約之約

治理措施，有著相當不同的期待或評價。

束對象依管理維護之實際需求予以合理擴大並

本條例在治理措施的設計上，乃是我國第

予明確化；三、社區公約中明確規範簽署社區

一部採取「以現有農村社區為中心，強化由下

公約者之最低權益，及四、對社區公約實施範

而上之共同參與制度」的政策性法律。選擇採

圍內之公共設施或建築物之興建與管理維護作

用這種治理措施，便產生與以國家為中心，強

最低度而有效之規範。

調由上而下的公權力之行使及或福利之給予的

關鍵詞：農村再生、社區公約、軟性治理、軟

傳統治理模式之衝突。在這種所採行的新治理

法

模式與舊治理模式之衝突下，若要永續性地落
實農村社區再生與活化之目標，吾人應如何調

壹、前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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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新、舊治理模式之衝突？又如何於新、舊治

式，要實現上述提升生活品質，同時改善農村

劃？探討此二項問題，乃為本文之宗旨。

景觀之理想，現行之作法，通常是使相關法令

本文將分以下四大部份，來探討上述問

更加繁多而嚴格 （註1） ，但是，農村社區居民

題。首先，將探討我國農村社區再生與活化政

卻也因愈趨嚴格的法律規定，而使其無法依

策在治理措施上，採用舊治理模式之問題，以

其在地之需要，而對其建物作適當之修改。於

及選擇新治理模式之理由；其次，論述當前我

是，在傳統治理模式下之相關法令，便無法經

國農村社區之再生政策，應採用軟性治理之措

濟而有效地處理達到美化農村景觀、提升居住

施，以及軟性治理之主要內涵及方法；第三部

品質之目的。

份，以本條例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所規定的

近二十年來，在我國及歐美公法學界都

「社區公約」制度為例，說明其優點，以及如

發現，城鄉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和勞工保護

何運用社區公約來落實農村社區再生之軟治理

等方面之法規管制工作，愈來愈困難。而僵化

政策。最後，重點說明建議之農村再生社區公

的法規制定程序，也使得各種管制行政機關所

約範本之內容。

發佈的法規愈來愈少；更有進者，各種管制行
政機關所握有的資源也愈來愈少，來執行已經

NCHU

貳、農村社區再生及其治理問題與需求
一、舊治理模式之失能

發佈的法規 （註2） ，因此，正如美國公法學者
Richard Pierce教授在十年前對法學界所提出的

農村社區的再生與活化，乃是當前我國整

呼籲，便是要法學界認識到，大政府的時代已

體國家發展上，相當重要的一環。由於目前我

經過去了，至少在行政機關所擁有的執行其任

國各級政府之財政皆相當拮据，雖然中央政府

務之資源上，確實是如此（註3）。

與地方政府之公部門，有意創造城鄉新風貌，

因此，為了建構出適合於我國當前社會之

而私部門中之營建商及農村社區居民大眾，也

農村再生發展之管制政策，必須以前瞻性的視

都有相當之意願，來提升建物之美觀，以及居

野和開放的態度，來面對當前世界先進法制發

住之景觀品質，但基於傳統由上而下之治理模

展國家在公法學上的新趨勢。「新治理模式」

農 村 社 區 之 再 生 與 軟 治 理 以- 社 區 公 約 之 運 用 與 其 範 本 之 設 計 為 例

理模式之衝突下進行細部的政策執行方案之規

註1 在我國，或許是由於民主法治化的發展過程中，一向偏重於成文法制的建構，因此，輿論各界在遇有任何社會問題
時，多會理所當然、不加思索地認為，制定成文法條，是政府解決該社會問題的誠意與用心之表現，甚至於認為，所
制定的法律條件愈多，愈代表政府在解決該問題上愈用心。這種吾人稱之為「法條量化主義」－也就是法條愈多、管
制愈嚴愈好的想法，出現在各種社會領域中，在農村發展問題上亦如是。典型的見解例如認為「對於農業發展具正面
性的條文若具多數，則台灣農業便趨穩定且成長，反之則阻礙倒退農業之發展」（劉健哲、姜禮恩、張岳志、賴振
民，2005：370）；或基於我國與他國的比較，而認為「我國目前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體系並不完整，且法律基礎亦欠
完備…相較而言，德國的土地利用之規劃與管制非常嚴格…無怪乎德國能擁有良好的自然環境景緻，而台灣的農村景
緻卻是如此的零碎雜亂…」（劉健哲、劉純君、戴介三，2005：339）
註2 晚近西方法學家，分別以各種不同的概念為核心，提出對傳統管制模式的批判，以及其解決之道，例如：Günther
Teubner提出「反思性法律」（reflexive law）見Teubner G., Substantive and Reflexive Elements in Modern Law, in
17 LAW & SOC’Y REV., 274 (1983); Jody Freeman提出「合作性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見Freeman J.,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Administrative State, UCLA LAW REVIEW, 45(1), 1. (1997). Ian Ayres 及John Braithwaite提
出「回應性管制」（Responsive Regulation）見AYRES I. and JOHN BRAITHWAITE, RESPONSIVE REGULATION：
TRANSCENDING THE DEREGULATION DEBATE (1992); Neil Gunningham等人提出「管制多元主義」（Regulatory
Pluralism）見Gunningham, N. and Darren Sinclair, Regulatory Pluralism: Designing Policy Mix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1 LAW AND POLICY, 49 (1999)
註3 Richard J. Pierce, Jr., 1997, Judicial Review of Agency Actions in a Period of Diminishing Agency Resources, 49 Admin. L.
Rev.,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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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成為歐盟會員國發展其農村政策所採行

及「合作」為基礎的新農村治理理念。但是為

的主要治理模式。例如與我國面積相仿，同樣

達到此一目標，本條例必須在符合我國之法制

缺乏天然資源，同時也在花卉產業上為我國強

系統下，將原本以「由上而下」、「指令控

力的競爭對手-荷蘭，近十年來在其農村發展

制」為基本架構的農村管制法規，適切地轉變

政策上，便大量採用新治理理念下的各種相關

為著重程序取向，並且以農村地方環境為基礎

政策。這些新的農村治理政策之主要措施，

的自律管制。

在於政府鼓勵農村發展「自我組織」（self-

三、與現有法制體系相容之治理

organization），並採用「自律性管理」（self-

本條例中有關農村社區管理維護公約的設

)（註4）。本條例中有關農村社區管理

計，雖然完全符合當前新治理模式之理念，但

維護公約的設計，便符合新農村治理模式之理

是其於我國立法實務上，卻仍是相當陌生的作

念。

法，尤其，這種立法例乃突破了我國傳統法治

二、促進社區自律之治理

觀中公法與私法之間的界限，因此本條例於立

regulation

「自律性管制」（self-regulation）在公共
政策上的大量運用，以及在法律體系上，取得

法院立法過程中，引來諸多傳統法律界之質疑
與挑戰。

NCHU

兼具公法和私法上的合法性，便是歐美諸國目

例如，依據法律保留原則，諸如農村土地

前在環境保護、勞工安全、證券交易等領域之

使用限制之變更、農村建築物修繕之限制等事

管制上所發展出之共同趨勢 （註5） ，此種管制

關人民財產權之重大事項，必須要於本條例中

方式之所以日漸受到重視，並且在學術研究領

明文規定，而不應授權給主管機關以行政命令

域上，成為一重要課題，主要也是因為世界各

定之。又例如基於法律的確定性之要求，農村

國在後工業時代，在不同的程度上都面臨了許

再生計畫未經主管機關核定前，農村訂定社區

多共通的問題，諸如國家財政困難而造成行政

公約之社區界線如何劃定？又例如基於法律的

管制資源之不足，以及社會多元化後價值共識

體系一致性原則，農村社區公約之管理組織與

之破裂等。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之管委會，以及自辦市地

我國目前也已經明顯地出現了上述歐美先

重劃之重劃會二者間的性質，有無其法律體系

進國家發展出「自律性管制」之社會與經濟背

上的關聯性？農村社區公約管理單位之組織模

景，在此之時，「自律性管制」應成為我國農

式及運作規範能否比照上開二者？這些問題都

村再生及發展管制政策上的合法、正當工具。

是法學人士基於法律實務的經驗，以及傳統法

如此，才能使「農村再生條例」所提出的各種

學的素養所必然提出之質疑。因此，農村社區

新穎的政策目標，得以取得合法性地位，而能

再生之治理措施，必須與我國現有法制相容，

適切地予以落實。

才不會產生因法制不相容，而受到阻礙的問題。

本條例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二條中之社區公
約制度，其設計宗旨在於有效落實以「參與」

參、軟性治理模式

註4 F. G. van Diepen-Oost, J.D. van der Ploeg and H. Smit , The re-emergence of self reg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Netherlands, Amersfoort : Raad voor het Landelijk Gebied, 2004; Wiskerke, J. S. C., B. B. Book, M. Stuiver and H. Renting ,
Environmental Co-operatives as a New Mode of Rural Governance , 2003, NJAS 51-1/2.
註5 詳參廖義銘，從「產業自律管制」看國家新治理模式之實踐條件與要素，公共行政學報(政大)，第18期，2006年3月，
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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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公共事務相關各領域共同探索與摸索

改變之重點，在於製造政策工具和使用政策工

的各種新治理解決方案中，最為重要的發展，

具的公民、利害關係人和公共行政人員之間，

乃是治理的軟化，因為治理的核心，乃在於人

從原本的硬性的層級節制關係，變成軟性的利

與人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

害相關人之互動關係（Bingham, Nabatchi and

「……互動的整體，於其中，公部門與私

O'Leary, 2005: 548）。因此，軟化的治理模

部門為解決社會問題，或開創社會機會而共同

式，更具體的描述，可以引Lester Salamon之定

參與。其著重於社會中互動的體制與脈絡，以

義：「當前廣泛地運用各種公、私部門的行為

及建立這些行為的規範性基礎（Kooiman, 2003:

者所連結成的網絡作為工具，來因應各種人類

4）。」

的需求，並從而產生公共管理及公部門組織的

因此，在軟化的治理中，各種行為者的互

不同模式，此不同模式強調合作、賦能，而非

動關係之轉變，乃是在確立新的治理方案中，

層級與控制 (Salamon , 2002: vii )」。總之，軟

最主要的議題 （註6） 。而行為者互動關係的轉

化的新治理方案完全不同於傳統治理模式所採

變，則主要發生在以下三個層次：一是在公民

用的政策制定、執行和裁判工具。目前全球先

層次，一般公民從投票者、志願服務者和消費

進國家在生態、環境、資訊科技、衛生保健（註

者，轉變為問題的解決者、公共利益的共同創

7） 等領域的新立法實務及政策論述中，愈來愈

造者；二是在公共行政的專業與領導層次，這

重視提供私部門更多的權限，來執行原本由行

些專業和領導人員從服務及問題解決方法的提

政機關獨佔的公權力，並且也提供私部門更多

供者，轉變為夥伴、教育者及公民力量的組織

的空間，來排除傳統法規之管制，改以管制者

者；三是在民主政治之體制層次上，權力的核

與被管制者合作的動態性機制，以踐行相關政

心從國家轉移到社會 ( Boyte, 2005: 536-545 )。

策 （註8） 。而其表現在司法裁判領域，則是近

NCHU

也就是說，軟化的治理模式涉及了三個層

年來歐美諸國法院在職場性別或種族歧視等議

次的諸多互動關係之轉變，一是公民社會的運

題之案件上，愈來愈接受以公司是否有「自願

作特質；二是公共行政領導與專業的功能；以

性地服從法規」（voluntary compliance），來

農 村 社 區 之 再 生 與 軟 治 理 以- 社 區 公 約 之 運 用 與 其 範 本 之 設 計 為 例

及民主政治體系基本價值三方面的改變。而其

一、軟性治理

註6 Jan Kooiman依各種行為者間的互動關係之特性，而將治理區分為三類，一是「自律性治理」（self-governance）；二
是「合作性治理」（co-governance）；三則是「層級性治理」（hierarchical governance）（Kooiman, 2003）.。
註7 新治理在醫療政策上的運用之關鍵要素，是所創造出許多新的政策工具。第一項創新，是創造出利害關係人互動，
以及執行政策的場所。第二項創新，是強化消費者與病患的參與，因為舊的制度最大的問題在於無法整合病患或消費
者的知識進決策過程。政府的角色，變成是在為病患或消費者解決問題。私部門的角色也同樣是朝這方面來轉型。傳
統上公與私之間的區別，變得更不明確，因為政府容許經濟與市場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私部門則要扮演更多的社會服
務之職能。但由於認知到重大的醫療服務之創新與變革，通常只發生在大的醫療院所或機構，而小型醫療院所與機構
之變革較慢，因此新治理下的新作法，也積極地鼓勵地區性的小型醫療服務機構，能夠針對當地社區的特殊需求，而
提供特別的醫療服務。再者，由於體認到傳統法制體系以法院作為爭議解決的機制，這並不利於新治理模式所期望的
持續學習，並且傳統爭議解決機制，僅測重於對受害者個人的侵害之補償，新治理模式下的創新作法，則是運用類似
於勞工傷害賠償的作法，透過行政程序，來提供被害者之賠償以及道歉。最後，新治理模式運用資訊，例如公佈各家
醫療機構的服務績效、提供良好服務績效之財務誘因，作為管制工具，並提供各種不同的規定或方法，來使醫療機構
能夠有更為積極的成效。詳參Trubek, 2006:137-169.
註8 聯合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認為各國政府應朝向一種
整合性的途徑（integrated approach），這包含了兩個層面（OECD，2001：56）：1、跨部門層面：是指把公共服務的
代表性轉變為與政策領域有關的議題。 2、涵蓋的層面：代表有能力去處理由制度性或公眾性團體所表達出對議題有關
的看法，抑或是把有關的對象導入決策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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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案件的辯護理由（Lobel, 2004:343）。

展，主要基於如下的環境因素：

二、軟性法律

(一) 當前社會問題之複雜性

上述「自願性服從法規」，與一般吾人

首先，當前社會問題的複雜程遠超過過去

所認知的法律，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其差異，

的各個時代，尤其是全球化發展下，使得此複

便是在法律上的「硬性法規」與「軟性法規」

雜性更形嚴重。在此具高度複雜性之社會中，

之差別。目前世界各國學界對「軟性法律」的

任何特定的、單向的、且具有確定效果的社會

相關研究，已隨著「軟性法律」在各種政策領

問題之解決方法，都是不可能的 （註10） 。因

域的運用愈來愈廣，而成為是相當熱門的研究

此，便必須在決策或實質法規範上，賦予相關

主題 （註9） 。而所謂的「軟性法律」其特點，

行為人更大的空間，來對所擬定的社會問題之

英國國家消費者委員會於2001年所提出的「歐

解決方法進行試驗與修正。在此需求下，法律

盟軟性法律」報告（Soft Law in the European

便不能在相關行為人的權利與義務之規定上，

Union: A Discussion Paper by the National

過於嚴格和形式化，而使得試驗與修正成為不

Consumer Council）中指出，所謂的「軟性法

可能。

律」，是指：「任何不同於傳統由民選立法

(二) 法律執行主體執行力之差異

NCHU

者所制定，且非透過法院的訴訟程序來執行

不同的管制法規之執行機關，其執行能力

之管制體系 (National Consumer Council, 2001:

之小大也有相當差異。因此，更加重視讓各種

3)」。而學者Jerry Mashaw則認為，所謂的「軟

不同的政策價值，由不同層級的組織來執行，

性法律」之主要內涵在於「社會責任」（social

例如地方政府或跨國政府，便扮演了更加重要

accountability）之運作，而其制度設計的核

的政策執行功能。所以，當各種層級的政策執

心，則在於容許：「...無限地可協商性、可不

行機關，其所擁有的執法資源都相當有限，同

斷地修改、對於個人選擇予以最大的尊重，以

時，各種來自於社會現實的法規執行障礙，又

及在團體規範的遵循與否之間作擺盪（Mashaw,

相當地嚴峻時，便不得不在法制體系的設計

2004）」。

上，容許較大的彈性，來促使不同層級的法律

因此，「軟性法律」包括相當廣泛的各

政策之執行機關，能夠依其自身的先天與後天

種作法，從單一業者的自律，到大型產、公會

條件，來執行不同的法律政策。

在政府的要求或協助下制定其產業的實務運作

(三) 公民對決策者之不信任

準則都是。而「軟性法律」在新治理時期之發

第三項軟性法律在新治理時代快速發展，

註9 在學術界，早期曾認為軟性法律只起宣示作用，研究價值不大，軟性法律研究因此沒有引起普遍重視。但是，隨著公
共治理的興起、全球化的加快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軟性法律的勃勃生機逐漸呈現，國外學者開始逐漸改變這種
冷漠態度，轉而熱切關注軟性法律。隨著研究的逐步展開和日漸深入，愈來愈多的學者對軟性法律的存在意義及其作
用持肯定態度。就世界範圍來看，圍繞著軟性法律主題開展的研究正在逐步興起。2004年於義大利羅馬召開了軟性法
律與硬法關係的國際研討會，之後在美國史丹福大學也召開了類似的會議。美國對管制改革的研究開展得較早，對軟
性手段報以更多關注。近期，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組織研究中心對軟性法律研究高度重視，設立專門課題支持研究
軟性法律。日本文部省「21世紀傑出研究基地」專案也支援軟性法律研究；2002年在東京大學設立了軟性法律研究的
專案，目前設有網頁，分作政府規制、商法和知識產權三個課題組，分別收集資料和進行研究，並取得了初步成果。
最後，中國北京大學法學院則於2005年12月8日成立「軟法研究中心」，由中國行政法學者羅豪才教授出任中心主任，
是兩岸第一個專門研究軟法的學術機構。
註10 這是當代社會學家從對現代理性主義的反省所得到的結論，例如德國風險社會學大師Ulrich Beck便強調吾人應「承認
不確定，承認沒有單一的最佳解決方案，拒絕「單行道」式的理性，拒絕專家解答的至高無上性，然後才思維該怎麼
辦」，轉引自孫治本，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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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品質不信任，因此必須思考如何提高決策之

乃是在後現代時期，公民對於決策者的權威普

正當性。就此而言，便可以透過擴大利害相關

遍懷著相當的不信任。無論是民主憲政發展經

人之參與，來增加決策的正當性。而要擴大利

驗尚稱不足的我國，或是已有千百年發展經驗

害關係人之參與，由於「軟性法律」重用「自

的歐美各國 （註11），在此後現代時期，都出現

願性的遵守法律」的相關措施，鼓勵人們在不

的共通現象，是民眾對於任何單一的立法部門

會有恐懼和壓力的情況下，來參與決策程序及

或行政部門的決策品質，都缺乏信任。而在此

遵守法規規範，因此較不具壓抑性，而比傳統

同時，卻又有著不同的決策機關在各種公共事

的硬性法規更為適合。

務領域的決策上競合，在目前「軟性法律」的

「軟性法律」在實務界與學界中之界定，

運用最為蓬勃發展的歐盟，會員國與歐盟在立

仍相當多元。但依據學者和實務界的定義，我

法上之衝突便是。其他世界各國，也都出現類

們仍可歸納出一般所謂之「軟性法律」，係指

似現象，也就是國家所制定的各種硬性法規之

具有下列四項要素之規範性政策工具：

間時有政策矛盾的現象，同時與由超國家組織

1. 由公部門與私部門共同制定

所制定的各種規範之間，也是經常處於矛盾與

第一項被認為是「軟性法律」的主要要

NCHU

衝突。此一衝突現象，造成民眾對立法與行政

素，乃是「軟性法律」通常是由私部門來制

部門的決策品質，產生相當嚴重的不信任。而

定，或是由公部門或私部門共同透過某種較為

此不信任感便造成立法權之弱化。

開放的程序來形成。「軟性法律」此一要素亦

在立法權逐漸弱化的態勢下，運用較為軟

即表示「軟性法律」完全不能等同於舊治理模

性的公共政策之執工具，或許還能夠在某種程

式下的管制法規，而將「軟性法律」的概念，

度上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例如近年來，在歐

擴大到各種實際運作中的其他社會規範，尤其

盟許多會員國在勞工安全相關規範的制定上，

是由非國家機關所制定的規範。例如近年來，

便由於市場運作的壓力，以及歐盟所制定的規

諸如國際法、勞工及職業法、消費者保護法及

範與國內相關法規之衝突，而將許多公司法規

環境法等領域上，由產業界本身所制定的各種

改為軟性的規範（註12）。

自律規範，愈來愈重要。這些由產業界本身所

(四) 提升正當性之需求

制定的自律管制性規範，包括「社會標章」

最後，由於上述立法權的弱化，民眾對決

農 村 社 區 之 再 生 與 軟 治 理 以- 社 區 公 約 之 運 用 與 其 範 本 之 設 計 為 例

同時被認為其功能優於硬性法律的環境因素，

（social labeling）（註13）、自願性公司法規、

註11 例如在歐洲，過去人們總是會說：政治可以用人體來比喻，政府是最高的統治者、是人的頭。但是歐陸學者認為，這
個比喻已經過時了，再也沒有一個可以預測、控制和決定的中心了。社會的頭腦，再也不會被放在某一處，而對未來
的創新與決定，再也無法從現在的政治階級來產生。相反的，只有當一個理念已經變成是陳腔瀾調時，它才會變成是
政黨和政府的政策。See Enzensberger, 1991: 228.
註12 See, e.g., Blackett, 2001: 401, 424 25; Herrnstadt, 2001: 349, 351; Westfield, 2002: 1075, 1099, 10 99.
註13 所謂「社會標章」之運用，經常在「產業自律性管制」上有所運用，例如知名的「產業自律性管制」實例－美國勞
工安全及健康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所推動的「自願制度」（Voluntary Protection
Program, VPP）中，其重點即在於針對參加本制度之業者，根據其對勞工安全之防護成效，而給予三個層級的標章，
最高級是「星級」、次級為「優級」、最後是「示範級」，其中「星級」的業者必須有「完整而成功地減少工作災害
之職工安全與健康方案」。業者的某一場區如果獲得了「星級」的標章，便是被認證達到較高的工安水準。這種認證
對於社區和同業而言，具有相當的公信力。墨爾本大學勞資關係法研究中心Neil Gunningham和Richard Johnstone二位
教授，曾對自護制度提出學術性的評析。他們基本上對「自願制度」所採取的授予標章之制度，抱持著相當正面的評
價。他們認為因為採行了優良的工安制度，並獲得「星級」標章的認證，具有相當大的公共關係之價值，因為它代表
業主對於維護勞工及社區安全衛生的承諾，See Gunningham and Johnstone, 1999: 82-83.另有關「自願制度」所採取的
授予標章制度之評價，參見Siddiqi, 1999: 1-2. 有關「自護制度」之內容與評析，詳見廖義銘，2005：10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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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徵信、以及由非政府組織所給予之認證（註

2. 採用新的權威符號

14） 等。這些具有實質的自律功能之私部門規

第二項「軟性法律」之要素乃是其所使

範，也承載了相當重要的公權力及公共政策之

用的權威符號，完全有別於傳統法律。任何公

目標與價值。

權力機關都會運用一些權威符號來執行其公權

近年來所發展出來的「績效管制」（

力。有些是形式的權威符號，例如具有強制性

performance-based regulation），相當程度上

的硬性法律；有些則是較為軟性的，例如採取

，也是透過由公部門與私部門協力來制定和

口頭或書面的資料，來使其作為能夠公告周知

執行規範，來促進管制目標上之軟化，並從

（Senden:2005）。近幾年來，許多行政機關

而達到更大的管制效果（Coglianese, 2003:

便以發佈各種「宣言」 （註16）、「最佳實務範

705-711）。在這種管制規定下，給予私人企

例」（good guidance practices），來取代傳統

業某些誘因，准許其用最低的成本，達到法

的管制法規，便是其例。在1990年代中期，美

規的標準。這種軟性的管制之作法，通常是

國聯邦藥物管理局解除了將近百分之五十的管

政府准許私門部自行提出某些自我管制的計

制法規，但是同時，卻發佈了超過四倍之數的

畫，並說明如何達到此自我管制的目標。政

指示文件（Rakoff:2000）。行政機關用這種較

府主管機關則僅協助私部門研擬這種計畫，

為軟性的方式，來表達其意志，便是要提供更

並且予以認可。最後，自行提出自我管制計

大的彈性，同時希望能夠有效地影響人們的行

畫之私部門，必須公開揭露其是否達到它們

為。

自己所提出來的目標，或是未能達到目標的

3. 決策程序規範之彈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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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並且當由新的情勢或知識產生時，它
們也可以修改其計畫（註15）。

第三項有關「軟性法律」要素之界定，在

於其決策的程序性規範之軟化。硬性法律及管

註14 由非政府組織或跨國性組織針對某種政策領域，依據其所提出之標準而授予相關行為者認證之作法，目前在我國以及
全球各地，皆相當風行，例如由世界衛生組織（WHO）針對全球各社區頒授的「安全社區」認證，近年來便成為一種
受到全球各地相當重視之工作。「安全社區」的概念源於1989年日內瓦的「第一屆事故傷害國際研討會」，是世界衛
生組織（WHO）為了落實事故傷害防制與安全促進工作所舉辦的，同時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皇家學院，成立了世界衛
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協進中心」，來推廣全球安全社區的觀念。為了符合「安全社區」的要求，必須達到長期、永
續經營、對社區內無分年齡、性別及環境狀況，推廣全面安全設計以及建立社區合作夥伴等六項指標，同時通過公開
認證，才能加入這個世界性的安全社區網。台灣目前已有四個社區，於2005年通過WHO社區安全認證。這四個社區，
分別是台北市內湖區、台中縣東勢鎮、嘉義縣阿里山鄉及花蓮縣豐濱鄉。這四個社區，根據自己的地方特色，分別具
不同的特質。例如東勢以務農為主，每年農藥中毒事件頻傳，因此首重農事安全，降低農民的職業傷害；豐濱鄉的安
全社區計畫，則著重濱海地區的安全問題；阿里山鄉規劃偏重民宿與居家安全；內湖區則結合大賣場宣導騎乘自行車
戴安全帽的觀念，同時重視捷運工地環境安全等等。有關「安全社區」認證之相關學理與實務發展，詳參李宗勳，
2005。
註15 關於這種軟性的管制措施，最知名的例子如本文所介紹的美國的「XL領航計畫」。本計畫中，美國環保署和各州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運用「替代方案的許可、排除條款（waiver mechanism）、適當的法令解釋、以及依不同地點而給予
特定規則」的等作法，來提供業者誘因，促使業者願意自行提出其個別的「XL計畫」。參加本計畫的業者所自行提出
之「XL計畫」，若符合「優越的環保績效」（superio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便可以得到保障免於遵守原本的
管制法規。而每個個別的「XL計畫」之審查，都是以個案的特殊情形為基礎，只是要求要給予社區利害關係人公告及
評論的機會。此一作法，給予業者相當大的彈性，來進行自我的更新，而不需要報經主管機關修正其原來的許可量，
或重新申請核准，因此，也使環保機關不需要再就一些例行的行政事項問題，而浪費大量的人力、物力。有關「XL計
畫」之成效，參見廖義銘，2005：77-105。
註16 在我國，也已有許多領域運用「宣言」此種較為軟性的權威符號，來取代原本的權威符號，例如於2006年5月25日，經
濟部、行政院勞委會與中油公司、台電公司等簽署所謂「安全伙伴宣言」，來執行進一步的工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便是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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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歐美及其他世界各國，「資訊揭露」的運

都有作嚴格而明確的規定 （註17） 。而軟性的法

用，已經愈來愈普遍 （註19）。尤其是在環境保

律及管制，則在這些程序的規範上給予較為寬

護領域，目前許多國家已經要求業者要向社會

鬆的規定，以給予更大的討論空間、更為多元

大眾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揭露其環保工作上的表

的參與、以及以共識為基礎的決策。這種對於

現 （註20）。在歐美先進國家，資訊揭露已經被

決策的條件給予較為寬鬆的規範，其影響就是

讚譽為一種很好的管制方法，可以用來取代許

產生更具有整合性的決策。不同於傳統的管制

多傳統的管制工具；而在一些快速發展中的國

模式下，強調立法、執行與裁決必須分開，「軟

家，雖然已經有嚴重的環保問題，而且也缺乏

性法律」強調透過決策程序的彈性，來使這些不

傳統管制模式的運作經驗，但是由於認識到硬

同的階段之間，能夠有更為緊密的互動（註18）。

性的傳統管制法規之失靈，因此也開始實行以

4. 制裁方法之軟化

「資訊揭露」為主要制裁方法的軟性管制方法。

最後一項界定「軟性法律」之要素，在於
法規規範運用不同的溝通方式來控制及懲處違
法者，也就是採較為寬鬆而彈性的懲罰方式，

肆、社區再生與社區公約
一、社區再生與社區公約

NCHU

來達到政策之目標。在這方面，以「資訊揭露

農村必須再生（註21），而這裡所指的再

」作為軟性的裁制工具，是最重要的例子。目

生，並非一般我國公共事務及輿論中，以建築物

註17 例如我國行政程序法中有關人民參與行政作為決策過程之規範，即相當硬性，如第102條規定：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
奪人民自由或權利之行政處分前，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通知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應給予
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也就是該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才有陳述意見的權利，受該處分影響之第三人即未能擁有
主動陳述意見的機會，而只能依行政程序法第23條規定「因程序之進行將影響第三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者，行政機
關得依職權或依申請，通知其參加為當事人」，由行政機關來通知，在被動的情形下參與決策。
註18 最具體代表這種「軟性法」治理的典範，是晚近引人注目的「開放協調法」（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簡稱
OMC）。「OMC」沒有清晰界定規則制定和實行之間的界線，準則的制定和會員國的實施之間不具強制性。歐洲法
庭和歐洲議會在這個過程中也沒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OMC」形塑出一個歐盟決策層級和會員國之間的政策擬
定場域。一方面歐盟設定一定的目標要求會員國達成，另一方面它也允許會員國參與決策過程以加強合作意願。歐
盟不再強制會員國齊一化的取徑，而是允許在各自的制定脈絡下找出適合國情的政策，以此使各國政策結果趨同。
為了確保互相監督與學習，歐盟在「OMC」中首次運用(數)年度的循環程序，確保同儕壓力與各國的投入程度。藉由
囊括會員國政府和民間社會利益代表，「OMC」被用來強化歐盟政策的正當性以及有效性。政策學習與新知傳遞：
「OMC」強調由下而上的知識累積，希望參與的行動者將在地的知識帶入討論，促成互相觀摩、彼此學習和比較的機
會。「OMC」並強調政策之間的關聯，體認到必須加強政策之間的協調作用，同時應該注重歐盟決策與各會員國政策
之間的關聯性。有關「OMC」之介紹及分析，參見Borras and Jacobsson, 2004; 施世駿，2005。
註19 在有關運用資訊揭露之政策工具的討論，請參見Kleindorfer and Orts, 1998.
註20 首開先例的是美國於1986年修正Superfund Law，規定美國聯邦環保署必須公佈「美國有毒物質排放錄」（U.S. Toxics
Release Inventory, TRI）。其規定特定種類的生產設備，必須追綜、報告其定期的使用、儲存和排放污染的情況，美
國聯邦環保署則將這些資訊定期予以公開。TRI並沒有要求業者必須購置相關的設備或採取任何具體的措施，來減少
其污染，而只是要求其揭露其相關資訊。而根據經驗研究顯示，通常業者所揭露的資訊，都能夠獲得輿論相當大的
關注，而業者也會因為不願成為社區中污染的惡首，因此對於資訊揭露後的負面效應，都會有所回應。關於TRI之效
應，詳參Konar and Cohen, 1997.
註21 社區再生之目的，乃是因為它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有獨特的優勢，能夠解決政府、市場難以解決的眾多複雜的公共問
題，能夠填補政府部門難以介入的空間，表現在：一方面，各種社區組織更關心其服務對象，更強調自下而上的參
與，更了解社區自身面臨的問題，因而更能制定符合成員需求的政策，更有優勢立足於本土來解決這些問題，在提供
公共服務時也比政府部門和市場機制更有彈性、更有效率、更有創意和更具關懷精神；另一方面，通過整合社區資
源，社區組織能夠推動社區成員參與社區的發展計畫，參與解決社區內的公共事務，並使公共服務直接處於社區民眾
的監督和控制之下。這能使個人融入社會，對社會的疏離感，萌生社區意識，產生對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
（李長晏，詹立煒2004：25-26）。以國內推動達十年之久的社區總體營造來看，社區的設計規劃、未來發展以及整
體運作，改變了以往由上而下一條鞭的制式僵化，引燃地方社群組織的活力與創意，鼓勵了社區公民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的精神及態度，藉由在地的精神以孕育出在地的文化，使得社區打造出屬於自己的特色與方向，讓社區
內的公民更具向心力與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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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法規通常在參與者的資格、決策的條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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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化、文化資產的再利用、社會福利的落實或

邏輯中。

社區經濟的起飛等各種面向中的單一面向，來界

二、社區公約之優點

定再生。本文所稱之社區再生，是以社區產生自

本文認為，運用社區公約是理解社區軟

我規範與管制能力為主軸，並在社區自律的基礎

治理的第一步，同時也是促進社區軟治理的第

上，由社區自主地發展其各項實質內涵。

一步。因為，正如前述，軟性法律的特質，在

我國社會人心在公共事務上向來較重視他

於運用各種多元的、彈性的符號和方法，來執

律，而較不重視自律，因此當我國任何社會領

行公共政策、落實社會期望。而由於多元與彈

域發生任何公共事務上之問題時，社會輿論向

性，使得軟性法律能夠具有硬性法規所無法達

來多一面倒地呼求對某些他人進行某種形式的

到的責任分攤、循序漸進和強化信任的優點。

他律，而少有對自己進行自律的倡言。因此，

(一) 責任分攤

社區公約這種屬於自律性的公共事務規範工

社區事務若由公部門或私部門或第三部門

作，在我國社會，便不受到重視。然而，在實

單方面來處理，則各方面都會面臨資源有限的

踐社區再生的進程上，良好的社區公約，卻是

困境。但若公部門、私部門及第三部門，也就

社區再生的基礎，更是社區再生的成果。

是與社區事務相關的任一部份，都能只用來分

NCHU

社區公約在我國社會之所以不受到重視，

攤社區事務之決策與執行責任。則資源有限的

除了我國社會人心，自從清末民初一味地移植

問題，反而能具有促使各部門良性競爭與制衡

西式的法治觀，而徹底背離了重視自律的傳統

作用的隱性助力。

儒家思想外，更重要的是，當我國社會移植西

可以使社區公約之相關人得以清楚地認識

式的法治體系之時，對於西式的法治體系中，

到在所涉的社區公約中，自己與他人最主要的

有關社區自律的規範機制，卻並沒有一併地重

權利、義務關係，以及責任歸屬。本文認為，

視及移植，或是僅模仿其虛表，而未能學習其

此清楚的認知，乃是引導社區事務責任分攤之

根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所規定的「公

前提。因為，反省我國當前社會現象，公共事

寓大廈管理規約」便是如此。

務中的決策者、執行者和一般社會大眾，多缺

「公寓大廈管理規約」是我國目前法律體

乏社區公共事務應有責任分攤的認知，理由無

系中，唯一具有明確的法律位置，而與自律性

他，長期以來我國繼受並模仿西方傳統治理所

社區治理有關之機制 （註22）。但是，它應具有

慣用的「指令－控制」式法規制定與設計模

的社區自律之根本功能，以目前我國各地社區

式，並未給予決策者、給予人民更多的選擇空

發展之實務現況而言，甚是不彰。其主因乃是

間與彈性，來選擇他律或自律，以及選擇責任

當初我國立法者設計時，完全忽略其運作必須

分配的方式 （註23） 。而在「指令－控制」式

配合社區系統的自我再生性；其推廣與落實，

法規中，責任的分配大概只有一種，就是主管

更必須融入在社區的自我再生封閉運作系統之

之公部門負責執法之一切責任；而被管之私部

註22 有關「公寓大廈管理規約」之法律定性，詳參林宗竭，1999；吳光明，2005年; 溫豐文, 1996。
註23 以我國現行的相關法規而言，即使是與跨域治理相關的規定，仍相當缺乏這種選擇的彈性，例如目前我國法學界，一
般認為行政契約的概念與做法，較適於應用在跨域治理的作為上，而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之規定，行政契約
的合法要件為：（1）須締約之機關有權限（2）須依法定方式（3）契約內容不得牴觸法律（4）需符合法定程序等四
項來看（吳庚，1999：391-392），在相關法令未修訂或訂定，任何沒有經過法律授權的跨區域合作協議，都會牴觸法
定管轄權具而無效。地方自治團體在欠缺法律明白授權的情形下，就此簽訂的公約將因牴觸法定管轄權限的規定而違
反法律優越原則，如其僅能自限於內部協調機制的建構，則其引導責任分攤，促進跨域合作與之成效將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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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公約之實施範圍明確以所涉所有權人

中，可以彈性而自主地選擇所欲遵循的公約，

所提供為社區公用之建物或土地為主

同時也彈性而自主地選擇自己在公約中所負擔

社區公約實施範圍之劃定，一向為社區組

的權利、義務時，責任的分配方式，便可以達

織幹部所困擾。查依農村再生條例第九條第三

到多元而分散的效果。

項及第二十條之規定，得列為農村再生計畫優

(二) 循序漸進

先補助條件之社區公約，乃是針對「已核定」

社區事務之權責，於適當之分散後，更須

之農村再生計畫中公共設施、建築物及景觀之

讓多元的行動者能夠相互了解、彼此適應，以

管理維護者，因此吾人認為，社區公約實施範

求行動之協調、價值之一致。這是社區自我再

圍之劃定，應以已核定之農村再生計畫內容

生運作之主要環境需求，因此，相關規範之設

中，所需進行管理維護之相關公共設施、建築

立，必須有利於社區行動者循序漸進地自我發

物及土地為主。

展與再生。社區公約有循序漸進之意義；提供

而農村再生社區試辦區於農村再生條例

社區行為者依社區發展之情勢，而選擇不同規

尚未公布施行前，對於農村再生計畫中應予管

範強度之公約。

理維護之公共設施、建築物或土地，多以由提

(三) 強化信任

NCHU

出並執行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組織代表幹部，

信任，乃是治理之基礎；然而信任的不斷

請該建物或土地所有權人簽具使用同意書之方

強化，也是治理的目標 （註24） 。而在社區事

式，來確保其管理維護工作得以落實並持續進

務中，若採用不具選擇性與彈性的硬性法規，

行。但這種個別簽具同意書之作法，經常產生

將使相關行為人們，在遇到價值的衝突與選擇

各種爭議。

時，不得不在全有或全無、非黑即白、非是即

例如：同意書未經公證，以致其效力未能

非的二分世界中，相互競爭與攻擊，如此將使

被利害關係之第三造所確認；或是同意書之內

信任反而受到斲喪。

容未能與農村再生計畫之執行內容相符，以致

社區公約提供社區事務行為人選擇的空間

造成組織代表幹部與簽具該同意書之所有權人

和彈性，並將選擇的考量因素，依社區事務的

日後產生解釋與適用上之爭議；或同意書中未

主要衝突變項而予以簡化，因此，行為人可以

明確載明提供建物或土地為社區公用之所有權

透過自己訂定某類社區公約，來取得其他行為

人之應有權益，以致所有權人或該建物、土地

人的信任；也可以基於與其他原本並不互信的

之繼受人日後因感權益受損，而背棄原同意之

行為人，訂定某類公約，來發動信任的正向螺

事項。

旋式循環。

伍、農村再生社區公約範本之設計

農 村 社 區 之 再 生 與 軟 治 理 以- 社 區 公 約 之 運 用 與 其 範 本 之 設 計 為 例

門負責守法之一切責任。但是當人們社區事務

本文認為，於農村再生條例公布施行後，
為避免上述問題之發生，可運用社區公約來配
合原土地或建物使用同意書，使該同意書之內

註24 信任的強化，才有可能促成行為者之間形成夥伴關係；而高品質的公共服務，更有賴於夥伴關係間的信任之建立與價
值認同（Fukuyama, 1995; Teicher, 2006: 96），而夥伴關係在發展社區跨域軟治理中，具有核心地位。夥伴關係的重要
概念是協力（collaboration），參與者維持原有自主性，但彼此合作與尋求共同的目標，以一同分享相同的價值與獎勵
（Jupp, 2000: 13）。當部門之間經由協議而形成以信任為基礎的夥伴關係，在發展社區公約時，可以避免原先因各單
位在組織文化、部門利益以及本位主義上而導致在合作時的摩擦齟齬，影響了原先希望提升公共服務遞送品質與績效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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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效力得以明確化，以確保提供建物或土地

致。與該所有權人共同生活之人，主要例如配

供社區公用之所有權人之權益，同時也使農村

偶、子女，與該所有權人有直接之共同利益，

再生計畫之持續進行，獲得合法之保障。因

其日常之行為，與該所有權人一般，對於農村

此，社區公約範本中，將社區公約簽署人之代

再生計畫之進行，及其執行成果之管理維護，

表人及全體人數予以明示，並明定簽署人簽

有相當直接之影響。若未能與該所有權人，受

署本社區公約之宗旨及所共同合意之事項。此

一致之社區公約規範所約束，或未能享有與該

外，社區公約範本明定公約之實施範圍，以具

所有權人於社區公約規範下之相同權益，則

名簽署人所有之土地地籍、地號之加總。如此

其反對意見，經常成為農村再生計畫主要之推

一則以使本社區公約之實施範圍予以相當之明

動執行及執行成果之管理與維護之主要阻礙因

確化，杜絕爾後執行時之爭議；二則將原本簽

素。爰此，吾人認為社區公約所規定之權利與

具土地或建物使用同意書之所有人，改為社區

義務，應一體適用至與社區公約簽署人實際共

公約之簽署人，同時使全體簽署人一體適用相

同生活之人。

當之權利、義務之規定，以達公平、公正、及

此外，除與社區公約簽署人有直接與共同

對其權益予以必要保障之效。

利益關係之共同生活之人外，在許多農村再生

二、社區公約之約束對象依管理維護之實際需

試辦社區亦常發生實際使用所涉建物或土地之

NCHU

求予以合理擴大並予明確化

人，其雖非所有權人，但卻以未經許可之佔用

社區公約範本將應遵行本公約之對象，從

等方式，實際使用該建物或土地。例如國營事

簽署人個人，擴及至與簽署人有共同利害關係

業之土地，而為私人所佔有；或土地所有權人

之人，並將「繼受人」之定義，予以明確化。

住、居所不在該農村社區，因此其土地長期為

此一規定，係因在各農村再生試辦社區中，經

他人佔有使用等情形即是。該等人就該所涉產

常遇到之爭議，乃是某建物或土地之所有權

權之，常有與所有權人對立之利益。建物或土

人，同意其建物或土地之全部或部份，提供為

地之所有權人，就若未能受社區公約之規範，

社區公用，並同意社區組織代表申請農村再生

將使該提供自己產權供社區公約之所有權人之

計畫，以管理維護該提供社區公用之部份。但

良善美意，因為佔用者之反對，而未能實現。

與該所有權人有直接、共同利害關係之人，或

因此，社區公約範本可明定本社區公約除簽署

該建物或土地所有權之繼受人，並不認同該同

人外，與簽署人共同生活之人、承租與購買本

意，或未於該所有權人簽具同意書時，未知悉

公約實施範圍內建物或土地之人，以及實際使

該同意事項，於是於日後知悉後，以該同意事

用該建物或土地之人，皆應受本公約之約束。

項侵害其權益為由，而強烈反對該同意事項，

如此以期杜絕爾後爭議，並使本公約之功能得

甚至向法院提出告訴，導致該社區農村再生計

以落實。

畫因此被迫中斷。

三、社區公約中明確規範簽署社區公約者之最

而上述爭議之產生，多因原本各農村再

26

低權益

生試辦區組織代表請為提供建物或土地為社區

就目前我國各農村再生試辦社區之實際

公約之產權有所權人簽具之同意書，其約束效

經驗而言，許多社區組織代表幹部與所涉所有

力未能及於該所有權人共同生活之人、該建物

權人之間的爭議，多發生在所有權人對於其提

或土地之承租人、購買人、及實際使用之人所

供建物或土地供社區使用所應得之權益，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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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物」，可作最廣義之解釋，泛指一切

義；或是該建物或土地之繼受人或實際使用之

建物、招牌、花草植裁...等。

人，對於提供該建物或土地供社區公用所能獲

此外，對於應管理維護之事物，消極性之

得之權益，因不明確或不知悉，而產生反對之

最低規範，乃則損害賠償責任的明文化。任何

意見。

人因故意或過失，而損害他人財產或侵害他人

為避免上述問題，社區公約範本明定簽署

權益，都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毋需當事人之同

人簽署社區公約所能獲得之最低權益，乃社區

意，亦毋需社區公約之規定。在本社區公約草

組織代表於提出農村再生計畫，並申請相關經

案中將損害賠償責任予以明定，其主要意義在

費補助時，以簽署人所提供為社區公用之建物

於：

或土地之整建與管理維護為優先。如此規定，

(一) 簽署人同意對於自己所提供給社區公用之

一則以符合本條例第二十條之規定；二則以使

建物或土地，亦負損害賠償責任。

提供建物或土地供社區公用之所有權人，得以

(二) 簽署人同意他人對自己所提供給社區公用

在本社區公約之保障下，獲得農村再生計畫相

之建物或土地造成損害者，其損害賠償基

關經費之補助，配合農村再生計畫整體景觀與

準一致。

風貌之規劃，進行必要之宅院整建，與整建後

最後，社區公約範本將民法無因管理之

之管理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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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予以明定於條文中，使社區發展協會得

四、對社區公約實施範圍內之公共設施或建築

以積極進行其管理維護權責。禁止干涉他人事

物之興建與管理維護作最低度而有效之規

務，乃是法律的基本原則。然而從另一方面來

範

說，對於見義勇為，以及主動對他人施以救助

農村再生計畫內公共設施、建築物與景觀

行為，法律上又不能不加以鼓勵。因此，法

之管理維護，其有相當多樣之方法，但最低度

律上就創設了「無因管理」制度。依民法第

而有效之方法，參考外國社區公約（conditions,

一百七十二條規定：「未受委任，並無義務，

covenants, and restrictions, CC&Rs）之立法例，

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應成立無因管理。」但

由執行農村再生計畫之社區組織代表，對於社

我國民法有關無因管理之規定，在實務上較偏

區公約實施範圍內之各項地上物之興建與管理

於本人意思之尊重及本人利益之維護，也因

維護工作，進行權責統一之控管。

此，民法上的無因管理制度，一直未能有效地

而農村再生計畫實施範圍內公共設施、建

農 村 社 區 之 再 生 與 軟 治 理 以- 社 區 公 約 之 運 用 與 其 範 本 之 設 計 為 例

區組織代表或利害關係人之間，有解釋上之疑

鼓勵社區形成社區互助的風氣。

築物與景觀之管理維護工作，若欲予以落實，

農村社區再生工作之基礎，在於社區總

首重二項條件：一是執行單位事權之統一；二

體營造之推動，而社區總體營造之出發點，則

是執行單位擁有事前之審核與控管權，而非僅

為社區居民彼此見義勇為、互助合作精神之發

有事後之懲處與修復權。因此，本社區公約草

揮。反之，若社區組織幹部無法以社區共同利

案第五條規定，於本社區公約實施範圍內，設

益之意識與社區群體之力量，來對社區中自私

置任何地上物或地下物，應經執行農村再生計

自利的居民進行某種適當的制裁，或至少能避

畫之社區發展協會核准，方可進行。如此以杜

開其刻意之阻擾，而進行必要的社區管理維護

絕任意於本社區內設置各種地上物，而致破壞

工作，並且獲得法律之保障，則社區總體營造

本社區整體景觀之情事發生。而此所謂之「地

與再生之目標，亦無從落實。因此，在社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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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範本中，將無因管理制度予以明文化，其宗

因地制宜的法律措施，來落實政策目標。

旨乃在於宣示，簽署人理解並認同民法無因管

農村再生條例第20條至第22條中的社區公

理制度之法理，同時也願意運用此一法理，來

約制度，吾人即應將其視為是一種軟性治理下

賦予社區發展協會更為積極主動的權責，來對

的軟性法律。而為使社區公約能夠確實有助於

社區再生之成果，進行有效之管理維護工作。

農村再生條例中所強調的農村整體景觀由下而
上的管理維護之目標，本文建議農村再生社區

陸、結論

公約的範本中，應有四項重點，包括：一、社

農村社區再生政策所需之治理措施，應檢

區公約之實施範圍明確以所涉所有權人所提供

討傳統治理模式下所造成的各種問題，然後採

為社區公用之建物或土地為主；二、社區公約

取新的治理觀，並運用新的治理措施，來實現

之約束對象依管理維護之實際需求予以合理擴

舊的治理措施下所無法實現的再生目標。

大並予明確化；三、社區公約中明確規範簽署

對於目前我國及全球的農村政策而言，以

社區公約者之最低權益；四、對社區公約實施

軟性法律之運用為核心的軟性治理，乃是適當

範圍內之公共設施或建築物之興建與管理維護

的選擇。因為，軟性治理乃因應當前社會對立

作最低度而有效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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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與行政部門的負面評價，而選擇具有彈性和

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興大農業』期刊廣告刊登規格及價目表
刊 登 頁 面

刊 登 頁 面

廣告尺寸(mm×mm)

價 格（台幣）

封

面

裡

全頁(彩色)

190×260

10,000

封

底

裡

全頁(彩色)

190×260

8,000

頁

全頁(彩色)

190×260

6,000

內
封

面

裡

半頁(彩色)

153×110

6,000

封

底

裡

半頁(彩色)

153×110

5,000

頁

半頁(彩色)

153×110

3,000

內

※以上廣告費用皆為刊登一期，並於本中心網頁做相關連結，以達最有效益之廣告效果。
如有需要服務，請聯絡中興大學農業推廣中心 陳昕榆 小姐
電話：04-22870551轉分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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