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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農業運動---台灣農業再出發 

農業基本法立法公聽會紀錄(1之 1)      2006-04-25 

 

主席（尹委員伶瑛）：現在開始開會，進行農業基本法草案公

聽會。在前面的桌子上，我們擺了一些不同的蔬菜，大家都知

道，一年之間，有菜金、菜土時間，菜土大概有 300天，菜金

則只有 65 天，所以是非常不成比例的，而這也正是農業的困

境。很高興這個公聽會是產官學大家共襄盛舉，希望今天能夠

廣納建言，尤其今天農委會副主委國華仙也到場，本席所以稱

之「國華仙」，是因為林副主委是早期農權運動的領導者，應

該很能體察農民的情況；另外，與會者還有得到神農菁英獎的

廖瑞生會長等人，他們的年紀都非常輕，也非常認真在從事農

業活動，所以，現在可以說是新世紀的開始，也是新的農業運

動的開始，因為成員包括了老中青三代，大家一起來為農業的

發展請命。 

    當然，要求農業發展，首先一定要有相關法令，沒有基本大

法，政府的農業政策將不知會走向哪裡，因此，要突破目前困

境，第一道曙光，就是儘速通過農業基本法，以確保未來農業

之發展、農民之生計、一般消費者的健康及永續環境發展。 

    今天公聽會的主題是：「新農業運動  台灣農業再出發」，大

家都知道，台灣是以農立國，但是近 50 年來，台灣其實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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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都沒有農業政策，農業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我們面對

WTO、全球化，面對中國農業的統戰，方才記者朋友也問過

我，面對這樣的情勢，我們政府有沒有任何政策？我要說的是

，到目前為止，我們政府的對策就是束手無策，在此情形下，

對我們台灣的農業是非常不公平的。當然，我們要非常積極的

來促進農業發展，而農業基本法，就是突破農業困境、邁向成

功的第一步，我們都知道，李前總統，也就是阿輝伯，非常重

視農業發展，並不斷給我們勉勵、指示，要求台灣一定要有一

部農業基本法，因此，我們必須結合專家、學者，大家一起來

研擬這個相關法案，很高興在去年 6月，我們結合台大的老師

們，包括吳榮杰老師、郭華仁老師、林順福老師、李元和教授

、楊平世老師、蔡宏進老師及農委會胡忠一科長，在大家不遺

餘力、熱心參與下，今天農業基本法草案終於誕生。 

    坦白說，面對台灣目前的農業困境，我們是非常希望能儘速

推動農業發展。以外國為例，日本在 1999 年將「農業基本法

」改為「食料、農業、農民基本法」；德國在 2001年，將「農

糧林業部」改為「消費者保護暨農糧部」；英國也是從「農業

漁糧部」改為「環境糧食暨鄉村事務部」，所以觀諸先進國家

，他們都已體認到環境、消費者、農業是不可分割的，當然我

們也要符合世界潮流，讓台灣的農業基本法能結合專家、業者

及行政部門體系，在大家共襄盛舉下，農業的發展可以看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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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曙光。當今農業的主要問題，在於生產者難於維持生計，農

村生活沒有辦法維持生活品質，而農業的環境，也因為受到重

工業污染，產生了發展上的危機，另外在食品的供應上，也沒

辦法保障安全，導致黑心食品問題不斷發生，在這樣長期累積

下的困境，政府實在應該要拿出對策，而今天這部農業基本法

的誕生，就是希望政府有政策，希望政府訂有法律規範，投入

資源、預算來支持農業發展。所以，今天我們很高興農委會林

副主委出席會議，當然，農業的發展不只與農委會有關，其他

部門也或多或少相關，所以，我們今天結合了不同部門、不同

的學者、不同的產業，大家集思廣益，一起來為農業請命，為

農業的發展再出發。這次農業新的革命，希望大家不分政黨，

不分部門，一起來為農業找出一條活路，為消費者的食品安全

把關，再造一個永續發展的環境。在此，再度謝謝今天所有與

會的貴賓。 

    現在就由我來介紹出席的老師們。在我右手邊是台灣大學郭

華仁教授、台大農學院院長楊平世老師、台大林順福老師、法

律專家謝教授、總召吳榮杰教授、施昭彰博士、全國神農菁英

獎協會會長、全國最年輕的菁英獎得主廖瑞生、雲林縣漢光生

產合作社會長、農委會林國華副主委、斗南農會總幹事。 

在我左手邊的是賴幸媛委員、陳銀河委員、林淑芬委員。 

現在我們先請郭華仁郭老師發言。 



0425農業基本法立法公聽會第一卷 A面 

 4 

郭老師華仁：主席、各位委員、各位與會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我們幾位老師們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能夠草擬攸關台灣農

業願景的基本大法，在此，非常感謝尹委員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而我們也是在李前總統的感召下，在很短的幾個月時間內，

將相關草案提出來。在草擬過程中，我們參加了賴幸媛委員在

立法院舉行的有關環境、食品公聽會，也聆聽許多專家學者的

意見。當初我們一開始接受這個委託，馬上就想到國內已有農

業發展條例，我們將這個條例和日本新的農業基本法比較，立

即發現這個條例較侷限於農業生產，而日本新的基本法，已經

把農業從農業生產擴充到環境保護及消費者食品安全較為宏觀

的視野，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決定要掌握現在世界新的思潮，

將此概念放到我們的農業基本法中。我們之所以要這麼做，主

要是因為先進國家，日本、美國、歐盟等國家對農務的補貼高

出台灣許多，但是台灣卻有少數人認為政府針對農務的補貼應

該減少，但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因此，要如何說服一般人對

農業投注資源，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讓大家體認到農業的重要

性，它不光是農民的事情，它還涉及全民健康、安全，在此前

提下，我們納稅人會願意付出較多的資源在農業部門。其實，

以目前之現況，台灣有不少經費是放在農業部門，但是都不是

農委會可以掌握的經費。例如，鄉村建設，就有教育部、文建

會、營建署等單位預算編列在內，也因為是各管各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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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投資有時會形成浪費，甚至得到反效果，這就是因為我

們缺乏一個統合農業觀所致。我們也知道，政府組織再造方案

中，要把環境、森林、漁業從農業部切割出去，在此情況下，

我們的農業施政將越來越支離破碎，基此，我們認為新的農業

有兩個重點，第一，如何讓施政具統合性，把所有力量放在一

個較為宏觀的農業架構中，讓政府的支出、納稅人的錢能有最

好的效果。第二，要達到這個目的，就有兩個關鍵，一是基本

政策應該照顧到糧食生產、食品安全、農地環境保護及農村再

建設等方向。在這幾個方向的執行上，我們希望當遇到跨部會

事情時，行政院下能成立審議委員會，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

，農業主管機構最高首長為執行長，他可以召集各部會首長組

成審議委員會，就基本政策提出施政方針，如此，就可以在統

合的機制下，從農村觀點把事情做到更完善階段，這就是我們

農業基本法的整個核心思想，亦即我們基本法的基本架構，除

了要扶植農業外，同時也希望農業部門做到環境保護、食品安

全的要求，唯有如此，全民才有可能心甘情願將納稅人的錢放

到農業部門，而經由這個途徑，農業部門也才有辦法得到再生

機會。以上就是我們的中心思想。謝謝！ 

主席：非常謝謝我們這部基本法草案的召集人郭老師。 

    現在我再補充介紹今天與會的貴賓：農委會企劃處副處長陳

耀勳、農委會科長簡俊發、經建會部門計畫處組長林旭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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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專門委員鄭充裕、社會司社會保險科長

姚惠文、營建署簡任技正林秉勳、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會法務

室主任李淑卿、國貿局主任秘書何裕良、外貿協會高級專員洪

禎憶、教育部技職司專門委員張中信、環保署綜合計畫處簡任

技正巫小天、衛生署食品衛生處簡任技正陳志郎郎、原民會經

濟及公共建設處副處長蔡正治、產業發展科技正汪光力、土地

管理處科長蔡信夫、青輔會第一處科長劉碧珠女士、消保會法

制組科長陳星洪、觀光局技術組科長陳煜川、台灣農民聯盟常

務理事蔡建仁先生、林申進先生，台灣農民聯盟理事主席蘇偉

碩醫師、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理事長朱增宏。非常謝謝各位與

會貴賓。 

    現在進行第一場的階段討論，主題是農業發展的總施政架構

。主持人是郭林勇委員、廖本煙委員及李元和教授，與談人是

王思為及蘇偉碩。另外，我們會開放時間讓大家一起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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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郭委員林勇）：尹委員、各位列席委員、各位教授、各位

學者、各位專家、各位政府官員。我是郭林勇委員，因為我本

身是學法律的，所以，這一場由我來和各位共同討論農業發展

總施政的架構。從目前憲法概念來看，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提

到應保障農民生活等問題，由此一直衍生下來，才有今天我們

提出的農業基本法草案。現行攸關農業的法律有農業發展條例

，我希望各位先從這個條例探討起，然後再來看今天這部農業

基本法，我們可以藉由比較這兩個不同的法律，來區分兩者間

的差異。中央法規標準法規定，法有法律、條例與通則之分，

一般而言，法是屬於比較基本的，例如民法；其相關特別法，

或是比較細節的規定，則以條例定之，所以，今天大家討論農

業基本法時，可以將兩者作一對照參考。農業發展條例第一條

規定的是立法目的，與目前草擬的基本法第一條立法目的，有

很多雷同之處。農業發展條例第一條開宗明義提到：為確保農

業永續發展，因應農業國際化及自由化，促進農地合理利用，

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穩定農業產銷，增進農民所得及福利，提

高農民生活水準，特制訂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

法律之規定。今天討論的農業基本法，則比該條例範疇稍微廣

泛一些，它是從農業、消費者及環境三部分作很好規劃，所以

，我很佩服與會參與的教授們，大家很不容易的凝聚共識，把

這部分的概念作一個很好的調整。今天我們要討論這部基本大



0425農業基本法立法公聽會第一卷 A面 

 8 

法，個人認為應該參酌現有條例，否則，恐怕新制訂的法會和

農業發展條例有很多重複之處。除了本場討論會外，接下來還

有好幾場討論會會討論到有關休閒農業、農舍等等問題，這些

都和基本法的制訂相關，看看是否要放在基本法中，還是保留

在農業發展條例內，因此，政府部門必須就此問題思考，究竟

哪些規定要放在基本法中，哪些規定要放在發展條例內，才不

致有一法律一條例，但很多條文卻相同的問題產生，如此，在

立法體制上可能會有疊床架屋之虞。我想學法的人都希望法能

簡明，尤其是基本法；有些必須放在憲法層次的，就應該列入

憲法，而不應放在本法中，這些都是我們在討論本法時，必須

特別注意的。另外，這部分也攸關政府編列總預算時的比例問

題，像教育預算，憲法明定不得少於百分之十五，當時因為預

算編列少於這個規定，有人認為已經違憲，但有人卻認為不算

違憲，因為憲法只是規定一個目標，我們要儘量達到這個目標

，結果憲法學者彼此間的意見就相當分岐，最後合理化的解釋

是，設定一個目標，大家儘量去達成。不過，當初若憲法沒有

這百分之十五的教育預算規定，相信那段期間絕大部分預算都

會用在國防上，也就是因為有這樣的規定，所以，當時即使教

育預算沒有真正達到過憲法所規定的比例，但還是都能儘量接

近目標。現在我看到草案中也有類似的規定，要求要達到百分

之十的預算，但這個架構最後到了立法院，可能還要考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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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不過，我們還是要讓政府部門了解，教授們、一般產業

界及農民都希望政府不要再忽視農業，因此，才訂下這麼一個

目標，希望政府的預算能達到相當標準，雖然案子到了立法院

，必須經過所有委員及政府機關同意，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點，也需要大家再斟酌、思考。事實上，現有農業發展條例

中也規定政府必須編列預算從事相關活動，但是大家的目標是

希望能達到百分之十，這也表達了大家的需求。 

    在憲法、法律、條例三個架構下，我們希望大家能從這方面

來研討，對於現有條例，暫時不要去更動，因為有的東西要廢

除，非常容易，但要再制訂新法，就非常困難，所以，我們希

望在農業基本法通過後，再來修改農業發展條例，或是同時更

動也可以，亦即一定要有基本架構、基本政策，細節問題我們

再慢慢討論。 

    以上是我一個開場白，是以一個學法律者的觀點建議大家，

當然，大家都是專家學者，我們也希望聽聽大家的高見。現在

就開始進行今天的討論。 

    請蘇偉碩先生發言。 

蘇偉碩先生：主席、與會的各位學者、專家，大家好。我是台灣

農民聯盟理事主席，今天台灣農民聯盟還有兩位常務理事到場

，我們來到現場才發現我們可能是今天唯一的農民組織或團體

，其他大部分都是政府農業相關業務主管及各大學專家學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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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今天討論的主題是農業基本法，而方才主席郭林勇委員也

針對這個議題闡釋得很清楚，因為這是台灣第一次制訂這樣的

農業基本法，所以很高興有機會受邀來這裡發表一點意見。當

然，在現行憲法中，對於農業的發展是有其具體條文規定，憲

法之下，對於所有農業發展，也有一個總括性的法律，稱為農

業發展條例，以及其他各式各樣與農業相關的行政命令與規定

，還有政府實際的施為與政策。在今天提出來的農業基本法立

法總說明中，談到一些問題，基本而言，今天我們要討論的，

已不是農業發展的問題，而是如何保住台灣現有農業基礎。過

去，我們一直認為台灣現有經濟是在農業為基礎下發展出來的

，可是才短短 50 年，整個台灣農業經濟上的產值，卻只占國

內整個生產毛額的 5%以下，甚至連 2%都不到，而主管與主

導台灣現在經濟發展的官員與學者，均因為這個緣故，認為台

灣根本不必再發展農業，因為農業產值實在太低，我們何必為

了產值不到 2%的農業，而把大量的淡水資源供給為農業用水

！為何農地不休耕，把這些農業用水調撥到工業上，如此，在

資源運用上，也才更有經濟效益。類似這樣的價值思維，其實

主導了台灣整個社會發展非常久的一段時間，以致到今天，整

個台灣農業已經面臨到即將滅亡的狀態，台灣農村和農民的破

產，也早在 20 年前就曾有過一次大爆發。各位也許曾經聽過

台灣農民聯盟這個團體組織，事實上，我們是在 1988 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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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解嚴不久後，因為過去執政國民黨政權長期壓榨農業

，壓榨農民，造成整個台灣農村經濟集體破產，而將所有資源

往所謂的都市與工業部門集中，在此情況下，基層生活的農民

起而反抗，而有了 1988 年開始以來一波一波的農民運動，也

因為這個緣故，讓台灣政府在非常多的表面施政思維上重視農

業，但是實際作為上，從 1988到現在又將近快 20年時間，整

個農業的發展還是急速走下坡，並不因為 20 年前農民的吶喊

而稍有改善。 

二次大戰後，經過台灣唯一一波有組織的集體農民抗爭之後

，今天我們希望透過農業基本法來發展台灣新農業運動，那麼

我們就必須站在農民立場上，提供一些基層的看法，雖然我們

沒有農學背景，對於法律概念也不是專家，不過，基於代表農

民最基層的聲音，野人獻曝的表達我們一些粗略的觀點，希望

有助於朝野、官學各方面在催生農業基本法時，注意到農業本

身的根基還是必須落實在農民的生活上。 

台灣今天農業所面臨的問題，我們在說明中已有提及，其主

要問題來自於農業生產難於維持生計，農村的生活難於維持品

質，農業的環境難於維持純淨，以及食品供應難於維持安全，

可是站在農民立場，我們還必須提出的一點是，台灣今天如果

要發展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總體方向，則農業生產是完全與這

個國家的發展政策相悖離，亦即不只在農業生產上難於維持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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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計，就整體國家角度而言，我們的農業生產也遠遠不足於

維護台灣國家安全基本需要。最近因為油價高漲，大家開始認

知到能源安全對國家安全的衝擊，但是其實台灣的農業生產，

也面臨了同樣的問題，如果今天台灣海峽出現緊張狀態，台灣

的糧食供應將會立即出現非常大的衝擊。今天我們還討論到是

否以台糖的土地種甘蔗，以生產酒精替代能源，可是能源畢竟

是可以因人為節省而少用，例如少開冷氣等，但糧食的供應上

，並不是因為大家會沒飯吃而餓死，而是預期到半年後會沒有

飯吃的恐慌心態，可能就足以摧毀整個社會的心防。就農業本

身而言，他本來就是作為每個人肉體存在的生活必需品，今天

我們吃的東西，儘管經過所謂工業程序的加工，其原材料無一

不是來自農民在土地上耕作，科學再怎麼發達，我們還是沒有

辦法把石油做成食品，一切還是必須倚賴農民在土地上投入他

們的勞動與生產，在這樣一個極其嚴苛的條件下，我們必須提

出一個呼籲，既然我們有機會來思考所謂的農業基本法，基本

上，就如同郭林勇委員所言，其位階應在憲法之下，而在其他

法律之上，亦即它必須提出一個真正的政策，而這個政策要清

楚說明到底台灣是要發展農業，還是要放棄農業，也就是說，

儘管我們洋洋灑灑的農業發展條例制訂已 30 多年，可是這 30

多年來，該條例的許多規定，並未真正落實實施，譬如當初該

條例制訂時，我們就提到應該實施農業保險，可是直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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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農業基本法草案中，又看到政府應實施農業保險的要求

，不得不令我們擔憂，未來這個條文即使在基本法中訂定，政

府不實施，我們也無可奈何！從過去以來的整個農民運動過程

中，我們一再要求政府大方向改變犧牲、放棄、消滅農業的政

策走向，但是一直到今天，我們見不到政府有任何改變。今天

如果要借助推動基本法的制訂，使之變成對整個國家有實際拘

束力的法律，那就必須特別標舉出來，我們要如何改變台灣的

農業方向，我們和其他國家在農業發展上，又有什麼樣的不同

？過去，政府農業部門相當自豪，譬如從去年到現在，農業部

門不斷強調生物科技可以帶動台灣農業發展，農政單位也一再

提到我們的農業技術甚至已超越一些先進國家，我們可以做出

複製豬，可以把螢光物質基因植入豬體，讓豬隻在晚上閃閃發

光，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變更整個國家的農業政策，儘管我們有

螢光豬，台灣農業的未來還是會暗淡無光，台灣的螢光豬也只

是讓台灣的農業在不可預見光明的過程中，見到一點似乎依然

存在的微弱螢光。 

個人在今天大體討論的一開始，就提出以上這樣的觀點，或

許是激烈了一點，但是如果我們看到台灣農業的現狀，以及台

灣農民目前的生計，我們不認為這樣的政策和實際的調整，可

以讓我們再坐下來慢慢討論，好好想辦法，因為國家事實上每

年也投注非常多的資源在所謂的農業發展項目下，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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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承受非常多的壓力來自社會上的認知，認為國家已經投注

太多資源在今天整個勞動人口為數不多的所謂農民，或農漁民

身上，可是台灣基層的農漁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享受到這些

資源的照顧？而這些資源的投注，又有哪些是真正發展農業，

讓台灣農民的生活水平，和一般國民可以相提並論？根據農委

會統計的資料發現，一個農民從事農務所得，根本就不足以維

持一個農家的生存，整個農業的經營所得，占農家整體收入不

到兩成，而農家的平均所得，更是一般所謂勞工所得的六、七

成而已，換言之，農民不管在哪一個層次上，都是二等、三等

國民，在此情況下，農民的形象當然會與其實際經濟地位一樣

，也當然就吸引不到年輕的一代來投入農業生產，所以農民勢

必在整個年齡層的分布上，越來越老年化，也才有後來以照顧

老農的方式來處理農民問題，這其實並不能解決農業根本的問

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是在欺騙整個社會，表示國家在

照顧農民，但事實上，卻只是在幫台灣的農民與農業作最後送

終的過程。基此，我們非常希望藉由這次基本法的討論過程，

如果真要立法，就必須整體改變過去放棄、消滅，甚至某種程

度上剝削農業的基本政策，同時，把這樣的改變放到基本法的

基本方針中，並把目前提到的，包括食品安全、國土保安、農

業競爭力及人的因素列入，另外更要明顯標舉出農業在國家整

體產業的位置，不然，我可能要帶著非常悲觀的預期，因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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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整個國家的經濟事務，主導者還是在這些所謂工商部門官員

身上，如此一來，農業將永遠是邊緣，也不會因為基本法的制

訂，就可以讓它從目前這種走向死亡的方向中起死回生。非常

希望今天與會的諸位立法委員、政府官員，及學者專家，都能

針對這樣的方向，提出具體方案，如果真要發展農業，就要斷

然絕然的保護農業。坦白說，儘管我們有很好發展農業的條件

，可是卻被國家政策活活掐死，所以，即使不談發展，只談保

護與保障，都需要非常積極處理。總之，今天我們討論農業相

關問題，包括後續細節討論，最後可能都必須回歸基本法的基

本宗旨，也就是落實讓農民的生活，能起碼和其他國民得到平

等發展機會，而這其實也是憲法所規定的基本原則。謝謝！ 

主席：感謝蘇先生的發言。我們很感謝地方政府也有很多專家 

及官員到場，在此作一介紹：台北市建設局陳思羽先生、台北

縣農業局陳宥庄技士、桃園縣農會柯淑娟秘書、新竹縣農業局

陳瑞鳳科長、新竹縣農會劉興進科長、苗栗縣農業局呂森元視

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