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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糧食系統正站在十字路口，需要通過根本性轉移來助力《2030年議程》和實現

糧食安全與營養四大面向：「可有」、「可得」、「利用」和「穩定」，同時也要面對

各種多面向、錯綜複雜的挑戰，包括日益增長的世界人口、城市化、和氣候變化，

而這些都給自然資源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壓力，影響到土地、水和生物多樣性。糧

食安全暨營養高級專家組(高專組)在以往報告中從不同視角闡述轉型的必要，目

前已獲得普遍認同。轉型將深遠地影響人類食用何種食物，以及食物如何生產、

加工、運輸和銷售。 

                                                      
1
 HLPE. 2019. Agroecological and other innovative approache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that enhance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A report by the High Level Panel of Experts on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of the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Rome 2019.  英文版全文見：

http://www.fao.org/3/ca5602en/ca560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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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聯合國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糧安委）於 2017年 10月要求高專組

編寫《採用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打造有助於加強糧食安全與營養的永續農

業與糧食系統》，作為 2019年 10月糧安委第四十六屆全會討論的依據。 

在本報告中，高專組將探討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的性質，以及其可能貢獻於

轉移到有助於加強糧食安全與營養的永續糧食系統。高專組將採用動態、多層面

的視野，重點在於轉移與轉型等概念。各類生產系統和糧食價值鏈都需要多種轉

移，以便實現整個糧食系統的根本轉型。小規模者的逐步積累型轉移以及體制和

大規模者的體制與規範的結構性變化都需要以協調、綜合的方式開展，只有這樣

才能實現全球糧食系統的預期轉型。 

正如高專組（2016）強調的那樣，轉移需要結合技術干預、投資以及有利的政策

與工具，涉及到大大小小的各行動方。在以往報告中，高專組（2016、2017）點

出了各國及其國內各種多樣的糧食系統。這些糧食系統處於不同的環境、社會文

化和經濟背景下，並面臨多種挑戰。因此，糧食系統中各行動方必須因地制宜設

計出轉移途徑，以便建設永續糧食系統。除了注重因地制宜外，在打造有助於加

強糧食安全與營養的永續糧食系統過程中，如何而能確認此類轉移途徑，高專組

（2016）還提出了以下三條相互關聯的操作原則：(i)提高資源利用效率；(ii)加強

韌性；(iii)保障社會公平/責任。 

本報告首先承認人權是保障永續糧食系統的基礎。報告認為，參與、問責、非歧

視、透明、人類尊嚴、賦權、法治這七項原則（PANTHER原則）應成為應對糧食

安全與營養四大面向相關問題的指導原則，在不同規模採取個人和集體行動時應

予以遵循。 

本報告及其建議旨在協助國際組織、各國政府、研究機構、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

組織的決策者，俾能設計和實施具體轉移途徑，以便從地方（農村、社區、景觀）

到國家、區域和全球層面等不同規模實現轉型，來達到永續糧食系統。 

農業生態學農業生態學農業生態學農業生態學：：：：通向通向通向通向永續永續永續永續糧食系統的糧食系統的糧食系統的糧食系統的轉移轉移轉移轉移途徑途徑途徑途徑 

1.  農業生態學這個動態概念近年在科學、農業、政治界廣受關注。之所以備受

推崇，是因為將生態原則應用到農業中，採用再生的方式來利用自然資源和提供

生態系統服務，以貢獻於糧食系統的轉型，而同時還確保糧食系統的社會公平，

讓人們有權選擇食用何種食物，以及在何地、如何地生產食物。農業生態學是一

門科學，是一整套做法，也是一場社會運動，過去幾十年來不斷擴大其範圍，從

側重農地和農場，逐漸發展到整個農業和糧食，從生產到消費的糧食系統，跨領

域涵蓋生態的、社會文化的、技術的、經濟的、以及政治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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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生態學是一門跨學科科學，綜合運用不同科學原理，為現實世界中的各

種問題尋求解決方案，與多個利益相關方開展合作，以反思、反復的方式利用在

地知識和文化價值，推動研究者和操作者之間的相互學習，實現知識在農民之間

或在糧食價值鏈其它行動方之間的橫向傳播。最初，這門學科專注於農場上的農

法措施，如少用外部投入、多用農業生物多樣性、重視循環使用和維護土壤、動

物健康，也包括對不同組成部分之間互動關係和經濟多元化的管理。此後，重點

研究範圍逐漸擴大，將景觀規模各項過程納入其中，包括景觀生態學，近來更及

於與公平、永續糧食系統相關的社會學和政治生態學。 

3.  農業生態措施注重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利用、維持和強化各種生物和生態過程，

借此減少購買來自化石能源、含有農用化學品的投入物，打造更多樣化、更具韌

性、生產力更高的農業生態系統。農業生態型農作系統特別重視多樣化、混作、

間作、混合品種、作物相關生物多樣性的棲地管理、病蟲害生物防治、改善土壤

結構和健康、生物固氮、以及養分、能量、和廢棄物的循環使用。 

4.  目前沒有哪一類農業措施被明確確定為農業生態措施，是否為生態農業也沒

有清晰、公認的劃分標準。但我們可以根據農業生態原則在當地的應用程度，將

農業措施分類為較具生態農業特性或較不具生態農業特性。在操作上取決於以下

各項的程度：(i)依賴生態過程，而非購買投入物；(ii)公平、環境友善、適應當地

條件，當地可用；(iii)採用系統方法，對不同組成部分的互動關係進行管理，而

不是僅注重特定技術。 

5.  與農業生態學相關的社會運動往往會在農業危機中應運而生，並與其它各方

共同努力，大範圍改變農業和糧食系統。農業生態學已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框架，

世界各地的各類社會運動和農民組織都在這一框架下行使自己的集體權利，為小

規模糧食生產者主導的、多種多樣、適應當地條件的農業和糧食系統開展宣傳宣

導。社會運動已強調有必要在農業生態學、食物權和糧食主權之間建立密切的聯

繫，將農業生態學視為政治競爭，要求人們挑戰和改變當今社會的權力結構。 

6.  大量科學文獻都嘗試確立農業生態學相關原則。本報告共提出簡明統一的 13

條農業生態原則，涉及：循環利用、減少投入物使用、土壤健康、動物健康和福

利、生物多樣性、加乘作用（管理互動關係）、經濟多樣化、知識共創（吸收在

地知識和全球科研成果）、社會價值和膳食、公平、互聯、土地和自然資源治理、

參與。 

7.  所謂「實現永續糧食系統所採用的農業生態方法」乃是利用自然過程，限量

使用外部投入物，推廣閉路循環把外部負面影響降到最低，強調在地知識以及透

過參與式過程，以經驗和科學方法開發知識、做法的重要性，有必要解決社會不

公平現象等。這將對如何組織研究、教育、推廣等活動產生深遠影響。永續糧食

系統採用的農業生態方法承認：糧農系統與社會生態系統從糧食生產到消費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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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皆有相互關聯。在應對糧食安全與營養問題的過程中，涉及到農業生態學、農

業生態措施、農業生態的社會運動、以及其之間整體性的融合。 

8.  世界各地的農民和其他糧食系統行動方都透過各類適應當地條件的方式，來

推廣和應用農業生態方法。他們的經驗使得一項辯論持續進行，即各種農業生態

方法在糧食安全與營養的永續糧食系統上可以貢獻到何種程度。該辯論圍繞以下

三個關鍵問題展開：(i)要想實現糧食安全與營養，需要生產多少糧食？討論的核

心在於糧食安全營養的主要問題是：「可有」，還是「可得」與「利用」？(ii)農業

生態農作系統能否產夠糧食來滿足全球糧食需求？(iii)如何在納入多種環境和社

會外部因素的前提下衡量糧食系統的績效？過去在評估時經常忽略這些外部

性。 

9.  農業生態學在各方並沒有一致的定義，也未就這一概念所包含的各方面內容

達成共識。雖然這使得各方很難確定到底哪些是農業生態學、哪些不是，但同時

也提供了一定的靈活性，讓農業生態方法能夠以適應當地條件的方式得以發展。

科學和社會運動之間可能就一些問題存在爭議和分歧，如農業生態學要想有效帶

來轉型，其社會和政治方的面向是否具關鍵作用，這些面向是否應該與實地和農

村層面的農業生態做法與技術區分開來。還有人在做出新的嘗試，對哪些農業措

施屬於農業生態措施進行界定，同時討論它與有機農業之間的共性和差異，有機

農業相比之下更具規定性，更與驗證方案的開發和使用有關。 

10.  與其他創新方法相比，對農業生態方法的研究投入相對較少，導致以下各

方面存在較大知識空白：在不同背景與其他做法相比之下，農業生態做法的相對

產量和績效為何、如何將農業生態學與公共政策聯繫起來、採用農業生態方法有

何經濟和社會影響、農業生態做法在面對氣候變化時能提高多大的韌性、如何支

持轉移到農業生態糧食系統，包括克服各種障礙，和應對可能阻礙轉移的各種風

險？ 

11.  要轉移到農業生態以實現更永續的糧食系統，Gliessman（2007）提出五個

階段。前三個階段涉及農業生態系統層面，包括：(i)提高投入物利用效率；(ii)

用農業生態措施代替傳統的投入物和傳統措施；(iii)在一整套新的生態過程基礎

上重新設計農業生態系統。其他兩個階段涉及整個糧食系統，包括：(iv)在生產

者和消費者之間重建更加直接的聯繫；(v)按照參與、在地、公平、公正的原則，

打造全新的全球糧食系統。前兩步注重逐步積累，後三步則注重轉型。 

以創新以創新以創新以創新打造打造打造打造永續永續永續永續糧食系統糧食系統糧食系統糧食系統 

12.  在本報告中「創新」指個人、社群或組織針對商品及服務的設計、生產或

循環利用，以及周遭的體制環境加以改變。創新也指這一過程所產生的變化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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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包括做法、規範、市場和體制安排方面的改變，可能創建新的糧食生產、加

工、流通和消費網路，而挑戰到現狀。 

13.  創新系統指產生和傳播改變的組織、群體、企業和個人網路。創新平台指

讓多個利益相關方聚集在一起，為了創建共同學習和集體行動空間而採取的舉措

或努力，用以支援永續糧食系統的轉移，以達糧食安全與營養。 

14.  傳統的農業創新觀念常偏重於新技術的引進、傳播和應用。最近則將更加

強推動以下各項：(i)包容、參與式創新治理形式；(ii)在不同社區和網路之間共創

和共用資訊與知識；(iii)將創新導向社會問題的重大創新。 

15.  農業和糧食系統中的創新與其它很多部門有所不同，因為生態過程和社會

互動具有核心作用。因此，在創新過程中關鍵在於適應當地環境和社會條件。糧

食生產者密切瞭解自身所在的農業生態系統，因此糧農創新系統可能很仰賴在地

知識和做法。 

16.  本報告所介紹永續糧食系統的多種創新方法，可分成兩大類：(i)生產系統集

約永續化及其相關方法（包括氣候智慧型農業、營養敏感型農業和永續糧食價值

鏈），通常為向永續糧食系統逐步積累的轉移；(ii)農業生態及其相關方法（包括

有機農業、農林兼作、樸門農業等），有些利益相關方認為此類為更大的轉型。

前一類所依據的前提是，為應對未來挑戰，應以永續的方式提高單位土地的生產

力，即集約永續化，而後一類則強調減少投入物的使用，推動多樣化生產，同時

開展社會和政治轉型，側重於改善生態和人類健康，解決平等和治理問題。 

17.  本報告點出不同創新方法之間的共同和差異，依據以下九項特徵開展比較

分析：(i)再生型生產、循環和效率；(ii)生物多樣性、共乘和整合；(iii)經濟多元

化對比專業化；(iv)氣候變化的適應和減緩傷害；(v)知識的產生和傳播；(vi)公平；

(vii)勞動密集對比資本密集；(viii)區域互聯對比全球化；(ix)治理和參與。在兩端

之間存在諸多可能位置，因此以動態方式描述每項特徵。 

18.  集約永續化及其相關方法有助於提升「可有」和「穩定」，因此可視為最能

推動糧食安全與營養，同時還能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韌性。相反，農業生態及其

相關方法則更能推動糧食安全與營養在「可取」和「利用」這兩個面向，同時有

助於社會平等/責任這第三條原則。對這類方法而言，參與和賦權是最重要的。 

19.  本報告分析發現，有必要將生態足跡作為永續糧食系統的第四條操作原則，

以便更充分地反映消費方式如何影響人們生產何種產品。破壞生態操作和再生型

操作的影響比起資源利用效率更為重要，因為資源利用效率較高的做法也可能是

破壞性的。生態足跡代表特定人群消費食物所產生的影響，用生產食物和處理所

產生的廢棄物所需的生產生物用土地面積和水來計量。生態足跡有助於評估永續

性，其長期趨勢能顯示向永續糧食系統的轉移已經進行到何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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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對各種方法的比較分析還發現，可能需要考慮將「自主抉擇」這一新概念

作為糧食安全與營養的第五大支柱，以便體現讓人們參與有關自己所食用食物是

如何生產、加工、儲存、運輸和銷售的相關決策過程的重要性。「自主抉擇」指

個人或社區的能力，用來界定自己所期望的糧食系統和所得營養狀態，並做出生

活選擇策略，以採取行動來保障這些期望的實現。 

如何實現糧食系統如何實現糧食系統如何實現糧食系統如何實現糧食系統轉型轉型轉型轉型的不同觀點的不同觀點的不同觀點的不同觀點 

21.  高專組在本報告中提出可能阻礙創新的五大類相互關聯的因素：(i)治理因素；

(ii)經濟因素；(iii)知識因素；(iv)社會和文化因素；(v)資源因素。 

22.  雖然就農業和糧食系統轉型正在逐漸形成全球共識，但各方尚未對推動這

一轉型需要推廣哪些創新方法達成一致意見。本報告共提出六個具爭議的問題，

別在本摘要下文六段中加以摘錄。這些問題展示出不同創新方法之間的關鍵差異，

會同時對創新推動者的行動以及轉移可能面臨的障礙產生影響。這六大問題分別

為：(i)農產業的規模；(ii) 現代生物技術的應用；(iii)數據科技的應用；(iv)化肥的

使用；(v)生物強化；(vi)生物多樣性保護策略。弄清這些爭議性問題十分重要，

有助於瞭解可能存在的障礙，並就如何找到最佳解決方案提出相關建議。 

23.  越來越多人認識到，農業規模經濟實際上是因地而異的，與績效衡量指標

中包含哪些環境和社會因素相關。小規模農場可能往往是勞動力密集型，而非資

本密集型，雖然多元種植的總產量（以土地當量比為基準）可能較高，但其中單

項作物的產量往往低於大規模單一種植。規模經濟可能只在目前的監管框架、補

貼和避談其它外部成本（污染的影響、減少土壤中的碳量、農村勞動力減少）的

前提下才可能實現，因此必須採取干預措施，避免導致市場失靈，最終使農業生

態系統因經營規模不斷擴大而持續退化。雖然多樣化經營說是較小規模農場的特

徵，但規模較大的農企業也開始嘗試通過多樣化來提高績效和韌性，逐步過渡到

農業生態操作。因此，涉及農場規模的討論實際上都繞在多樣化上，這一點適用

於不同層規模的各種支持性公共政策、研究和民間社會倡議。 

24.  儘管基因改造技術已經廣泛採用，但人們就其安全性、環境影響、糧食系

統中的權力集中、以及基改技術的倫理問題等仍有截然不同的觀點。有些人認為，

現代生物技術帶來的不確定性問題因個案而異，但大多數生態農業宣導者並不認

為現代生物技術有助於實現永續糧食系統，因為從目前看，它在生態學、民主治

理和社會文化多樣化等方面皆與農業生態的核心原則有著衝突。最近有人呼籲建

立全球基因編輯觀察站，加大力度就生物技術的使用開展審查、對話和討論。在

全球層面，現代生物技術被視為是向永續糧食系統轉移過程中的一部分內容，因

為它已經成為一些國家農業系統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相反，在未採用投入密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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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農業生產系統中，就不一定靠其它地方所採用的生物技術來解決問題。所

提議的觀察站有助於分析情況的多樣性。 

25.  據集約永續化的宣導者所稱，數位技術如果能得到更廣泛的採用，就能提

升糧食系統的可持續性。要想充分發揮數位技術的潛能，必要的方法就是通過技

術轉移、農民教育、以及所有各方（科研者、農民、企業、政府）都能參與的跨

領域方法。農業生態方法的宣導者強調有必要重視民主治理、自主抉擇、和知識

系統，仔細審視誰正在利用數位技術試圖做什麼？數位技術將推動哪類未來糧食

系統的發展？農業生態方法的宣導者並不反對數位技術，但往往對當前數位技術

的利用和管控方式表示關切。可採用公共政策，讓各方更能獲取數位農業技術，

以便對生產者和消費者做更好的聯繫，同時在公民中普及科學知識。 

26.  化學肥料是過去以來農業增產的要因，但其製造與農業使用也污染環境。

在大量使用化肥的情況下，環境污染帶來的經濟成本往往超過了農業增產的經濟

價值。在很多情況下，化肥、農藥和現代作物品種通常配合使用，從過去和現在

都能受到補貼。在未添加有機物的前提下使用無機肥料，土壤的結構和生物功能

就可能被削弱，導致土地退化。大量使用外購投入物的小規模農民有時容易負債，

尤其在氣候變化加大作物歉收風險的背景下，但也有一些農民因使用化肥而能脫

貧。通過微劑量使用化肥以及將有機和無機添加劑相結合的綜合土壤肥力管理措

施，最近在提高肥料利用效率方面進展頗大。在高產農業生產中，保持土壤肥力

的各種不同策略能否成立，與各狀況的條件高度有關，需考慮土壤類型、務農系

統的屬性，以及當地容易獲取哪種肥料等因素。氮可以通過種植豆類作物進行生

物固氮，也可以通過採用農業生態方法循環使用，但要補充被作物吸收走的磷較

為困難，尤其是當地沒有磷礦石資源的情況下。保持土壤肥力的方式既要能適合

當地具體情況、具有環境永續，同時對農民又有經濟可行性，目前在尋求的合適

策略方面仍存在知識落差。 

27.  以多種作物混作解決營養缺乏問題，這與採用生物強化提高作物營養價值

的各種法不同，生物強化包括傳統植物育種（如富含 β-胡蘿蔔素的紅肉番薯；富

含鐵的豆類、稻米和珍珠稷；富含優質蛋白的玉米）、基改方法（如富含 β-胡蘿

蔔素的「黃金米」）或農藝措施（如富鋅小麥）。生物強化在特定背景下已起到了

改善營養成效的作用，但有關其對糧食安全與營養其它面向的影響目前仍缺少足

夠資訊。多樣化生產透過直接消費產品，以及銷售產品提高收入，都可保障糧食

安全與營養。持批評意見的人則認為，生物強化可能會加大對單一作物的依賴性，

風險性較大，屬於「低韌性」型，相比之下更好的選擇是保護多樣化作物種植以

及與生產、加工、烹製和食用這些產品相關的知識。這兩種策略可以混合採用，

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就選用生物強化作物或多樣化生產或兩者混用提供知情選擇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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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長期以來的一項辯論是何者才能夠達到保育的目標，一方面是在農地中保

護生物多樣性（保育與生產的「共用土地」），另一是將現有農地產量最大化，讓

專做保育的土地面積達到最大（追求高產的「節約土地」）。農業生態方法促進糧

食安全與營養，挑戰以上兩種說法背後的假設：首先，有助於保育的農法是否一

定是低產量，其次，大量使用化學投入物的農業對生物多樣性帶來的影響在多大

程度上僅局限於施用區域。人們正逐步達成共識，承認農業對昆蟲和其它生物多

樣性產生的整體影響即將達到令人震驚的水準，超越地面上的邊界。 

29.  想指引糧食系統的轉移，想闡明要做哪些關鍵性決策，包括一方面在設計

解決方案的過程中重新考慮有爭議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各種不同觀點之間做出政

治抉擇，這都需要有一些特定的測量值；縱觀前述六個有爭議的問題，就可以找

出缺乏哪些知識。顯然，光靠市場本身供需作用難以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因為

與糧食生產、加工和流通相關的多項外部因素都難以體現在價格上，日益集中化

的農產品供給和零售部門所展現的力量也往往不利於解決這些外部因素。人們能

夠以決定買什麼來施加壓力，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但這種做法僅在以下前提下才

有可能：(i)永續方式生產的產品其價格讓人承擔得起；(ii)產品帶有標籤，讓消費

者有所選擇；(iii)能找到有關產品如何生產的可靠資訊。私營部門正在著手升級

價值鏈，並建立和參加各種中央管理型或參與型的驗證方案。在合適的條件下，

這些方案有助於保障糧食價值鏈全過程的可持續性和公平性，並幫助消費者在恰

當的食物環境中選擇永續生產的食物（高專組，2017）。政府為達到真實價格而

採納的政策、規定和措施旨在將生產所帶來的所有生態和社會影響全部都內化到

食物價格中，讓市場發揮其功能，以期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這需要做好跨領域

科學與社會運動/公民組織之間的聯繫，跨領域科學能瞭解社會生態系統如何運

作，而民間組織運動能誘發和維持向永續糧食系統轉型所需的轉移，期能轉移到

永續糧食系統。 

設計有助於設計有助於設計有助於設計有助於轉移轉移轉移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的到永續糧食系統的到永續糧食系統的到永續糧食系統的體制環境體制環境體制環境體制環境 

30.  當前的公共政策、公司結構、教育體系、消費者習慣和科研投資等方面皆

存在著很多惰性，偏好當前的主流農業和食物系統，對轉型構成一系列內在阻礙。

在主流模式中，環境和社會外部因素並未得到合理考慮，因此未被納入各項決策

中去影響糧食系統的發展。為克服這種惰性，挑戰現狀，就必須打造公平的競爭

環境，對不同方法進行公平的比較。這要求重新調整投資和行動的方向，設計和

實施創新方法，包括農業生態方法，提供與主流模式不同的其它選項，開闢轉移

到永續糧食系統的途徑。 

31.  設計各種公共政策來支持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可以是將公共支援措施轉

移到更多樣化的農作系統。鑒於很多小農極易陷入糧食不足和營養不良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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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過合理的公共支持措施（高專組，2013），鼓勵他們採用農業生態方法，

將會產生雙重效果，能同時實現糧食安全與營養以及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公共

支持措施有助於讓經營規模不論大小的生產者更能採用永續糧食生產方法，這些

措施可以包括拿掉外加合成物的補貼，同時鼓勵採用永續糧食生產方法，管理好

多功能景觀，包括野生物種。對永續生產的食物給予較高價格面臨的一大障礙就

是，市場價格通常未包含生產造成負面影響的成本，也未對帶來良好生態益處的

系統給予回報。 

32.  有助於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的農糧政策，其改革措施包含：更加重視對健

康和營養的好處；實施真實成本會計；致力於有實證證明對實現糧食安全與營養

見效最快的領域，如教育，尤其是女童教育；支持創造正經、安全就業機會的措

施，尤其是青年就業，同時也為農場勞動力和移民等邊緣化群體創造就業機會；

更加重視糧食系統中的加工、流通、市場和消費環節，包括創建參與式保障機制，

加強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社會經濟聯繫。 

33.  阻礙糧食系統多樣化的因素包括智慧財產權保護和種子法規，可能需要根

據各國法律背景加以大幅調整。種子法規的重點是要支持遺傳異質性品種的交換

與取得，包括傳統作物。其它障礙包括大規模征地，會導致當地人群失去自然資

源的使用權，並使小規模生產者和農村貧困人口的糧食安全與營養狀況惡化。為

小規模生產者的慣有地權力提供支援，遵循 2012年糧安委通過的《土地、漁業

及森林權屬負責任治理自願準則》，都有助於強化小規模糧食生產者和農村貧困

人口採用農業生態做法的能力，因為這些能幫助他們更好地獲取土地、森林和水

資源。 

34.  涵蓋農業和糧食系統產生的所有影響的綜合性績效度量是開展理性決策的

關鍵前提。度量的相關性取決於不同規模。單項做法的績效需要與其具體目的聯

繫起來加以衡量，例如在考慮到不同背景下績效變化的前提下衡量作物產量、土

壤有機碳含量，以及產品銷售收入(但要考慮其變異性)。這些做法都已成為農場

或生計系統的一部分，因此農場經營或小農生計的全要素生產率就成為家庭規模

的一項關鍵綜合度量。而在景觀規模，可採用土地當量比這一概念來衡量生態系

統服務，從而衍生出一項多功能度量，以相對社會價值作為加權，將農業對當地

的供給、調節和文化生態系統服務所產生的所有影響進行匯整。要想在實踐中採

用這項度量，就必須制定適合在地方景觀規模（10-1000平方公里）實施的政策

過程，這一規模是很多生態系統服務最先呈現的層面，也是土地使用者需要利用

其社會資本來管理土地資源的層面。對整個糧食系統而言，生態足跡就是一項綜

合度量，能同時考慮到人們消費什麼產品和產品是如何生產、加工、運輸和消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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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各方已認識到生態足跡用來制定國家和國際政策的好處，雖然仍需進一步

微調核算的方法，以便充分反映生物承載力這一概念，同時考慮到破壞型和再生

型農業措施以及不同生態系統服務之間的權衡。之所以要區分生態足跡和資源利

用率哪項應作為操作原則，原因在於以農業生態方法或集約永續化方法來做為轉

移永續糧食系統的方法，二者之間有著根本差別，因為在高資源利用率的情況下

也可能留下不良生態足跡。永續農業生產的關鍵要求就是採用再生，而非劣化的

做法。在整個糧食系統中，膳食、資源利用和糧食價值鏈等各環節的廢棄物等因

素都很重要，同樣重要的還有用恰當度量來測出替代性做法所產生的生態、社會、

經濟績效。 

36.  重新調整正規科學研究與糧食價值鏈中農民、農村、城市社區及其它行動

方（其中很多是私營部門行動方）的在地知識及經驗之間的關係，已證實十分有

用。採取措施將在地知識與科學知識相互結合，同時將糧食價值鏈各環節的知識

相互結合，共包含兩個關鍵面向。首先，要通過投資來強化對在地創新的支持能

力；其次，要開展徹底調整，解決知識落差問題，並跨越各種社會運動與正規科

研系統之間的界線，前者帶著堅定信念在基層推進更為永續的農業和糧食系統，

後者則是因為正規科研系統有時被認為對決策所依據的知識基礎持對立而非支

持態度。 

37.  對農業和糧食系統研發的投資已證實有了效果。在 2000年至 2009年間，

全球農業研發支出年均增長 3.1%（低收入國家年均增長僅 2.3%），從 250億美元

增至 336億美元，增加額近一半來自中國和印度。糧農組織估計，農業研究與推

廣相關投資中的四分之三來自 20國集團。全球研發投資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大宗

主糧作物，主要為穀物，而其它高營養作物（如豆類、水果和蔬菜以及所謂的孤

兒作物）往往被忽略。私營部門也在大力度投資於糧食系統研發活動，對價值鏈

升級的興趣越來越高，意在確保供應鏈的環境和社會可持續性，與公共部門就包

括氣候變化適應在內的相關永續問題開展共同投資。 

38.  在轉移永續糧食系統過程中，年輕一代參與糧食生產者的比例較低。缺乏

直接收益、農業支援服務不足、缺乏有關適當技術和措施的相關資訊、土地退化

和基礎設施薄弱等問題是阻礙年輕一代投身農業的幾個原因。因此，必須認識到

年輕一代在嘗試建立多樣化農作系統和食品企業時面臨的具體限制因素和挑戰，

包括土地、信貸和資訊的獲取情況。數位技術是讓年輕一代投身農業的新契機。 

39.  農業生態的主張在倡議婦女正式權利上十分重要。它們有助於保證土地獲

取，維護更公平的家庭和社區關係，重新調整機構和組織，從而明確解決性別不

平等問題。性別不平等在很多情況下是阻礙轉移永續糧食系統的關鍵因素。政策

領域目前正日益重視採取性別相關轉移行動，以解決農業和糧食系統中的性別不

平等問題。這些行動不僅僅是解決表像，而是旨在挑戰引發性別不平等現象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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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深層根源，如社會規範、家庭和社會中的性別關係、使歧視和不均衡問題遲遲

無法解決的體制結構等。這些行動希望讓婦女和女員工更公平地參與決策，掌控

資源及自身的勞動力和命運。要想確保結構性轉移能夠持久和普及，就必須讓社

區中有足夠比例的人群能夠參加行動。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要求各方認識到：(i)

女性在農業和糧食系統中的核心作用；(ii)整體性農業管理系統中對勞動力的需求

通常較高，應該讓提供重要勞動力者的收入更為公平。 

40.  採用民主、基層的方法開展公眾教育和宣傳是農業和糧食系統轉型過程中

的關鍵內容。它還可以與各類民間社會組織和私營部門積極參與各規模治理論壇

的活動結合起來。這樣做有助於讓公民個人和民間社會組織更能自主，來抉擇糧

食的生產、加工、運輸和銷售。發揮關鍵作用的全球機構，如各種全球貿易組織

和國際金融機構，應該做到透明和民主問責，尤其在容納邊緣化城鄉低收入人群

上。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41.  糧安委可成為容納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參與的典範，同時也是實現轉移永

續糧食系統的出發點。在不同規模（地方、地區、國家、區域、全球）落實農業

生態措施所採用的各種策略和規劃，有助於通過以下方法實行糧食系統的根本性

轉型：制定長期目標；確保各部門（農業、貿易、衛生、性別、教育、能源及環

境）之間的政策一致性；通過與多利益相關方協商過程，讓所有相關方都能參與。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要讓全球實現糧食系統轉型，以達糧食安全與營養，並沒有一體適用的方法，而

是要從不同出發點，通過不同途徑，根據當地條件和不同人群在不同地方面臨的

挑戰，因地制宜完成多項轉移。從本報告中提煉出的以下建議旨在幫助決策者制

定具體行動，鼓勵和支援地方、地區、國家、區域和全球層面採取創新方法，通

過適當的轉移途徑，完成轉型到永續糧食系統，以加強糧食安全與營養。  

1. 整整整整合合合合促進促進促進促進農業生態及農業生態及農業生態及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其它創新方法其它創新方法其它創新方法，推動糧食系統推動糧食系統推動糧食系統推動糧食系統轉型轉型轉型轉型  

糧食系統中所有利益相關方糧食系統中所有利益相關方糧食系統中所有利益相關方糧食系統中所有利益相關方都應從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中學習，以具體方法，

透過提高資源利用率、強化韌性、保障社會公平/責任，來推動糧食系統轉型。 （各各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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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方方包括包括包括包括：國家國家國家國家、地方主管部門地方主管部門地方主管部門地方主管部門、政府間組織政府間組織政府間組織政府間組織、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科研和學術科研和學術科研和學術科研和學術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 

 

各方尤其應該：  

a) 在設計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的途徑時，考慮並重視糧食系統的多樣性以及規

模不同的背景；  

b) 所採用來測量糧食系統的量度需要能考慮到糧食生產和消費對環境、社會、

經濟的所有影響；  

c) 認識到改善糧食系統的生態足跡2可作為轉型到永續糧食系統操作原則的重要

性，對那些生產時也能支持或強化自然資本，而不是耗竭自然資本的農業和其它

糧食生產措施，應鼓勵適當的給予消費；  

d)在糧食系統轉型的參與式創新過程中，鼓勵跨領域科學和在地（包括土著）知

識的結合。  

 

具體而言具體而言具體而言具體而言，糧安委糧安委糧安委糧安委應：  

e) 考慮到「自主抉擇」概念不斷竄出的重要性，並尋求機會將之作為糧食安全

與營養的第五大支柱，俾能在逐步實現恰當食物權方面有所進展。  

2.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轉移到轉移到轉移到轉移到多樣化多樣化多樣化多樣化、、、、具具具具韌性韌性韌性韌性的糧食系統的糧食系統的糧食系統的糧食系統 

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應：  

a) 支持多樣化、具韌性的生產系統（包括畜牧、水產養殖、作物、農林間作等

混合系統），俾助於保護和強化生物多樣性以及自然資源基礎。尋求：  

i. 重新調整重新調整重新調整重新調整目前有利於非永續生產方式的補貼和獎勵措施，轉到永續糧食系統； 

ii.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採用參與式、包容式地區管理規劃，期以發現和推廣當地的永續做法，

並在不同層面（景觀及社區、國家、區域、全球）保護共有自然資源；  

iii.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有關遺傳資源和智慧財產權的國際協定和國家法規，以方便農民取得對

多樣化、古早、適應當地條件的遺傳資源，以及農民之間的種子交換；  

iv.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監管使用對農業和糧食系統中有害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化學品，鼓勵採用

其它方法替代化學品，獎勵不使用化學品的生產措施；  

v. 創建創建創建創建地區景觀層面（10-1000平方公里）的社會資本和包容性公共機構，以便

                                                      
2
 「生態足跡」是對一族群所消費的食物課以生產所需的生物可利用土壤與水資源，以及消費所
產生廢棄物。生態足跡的改進可以是減少消費與廢棄物，以及提高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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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政策過程，俾能對各項關鍵生態系統服務（提供型、調節型、支援型、文化

型服務）的提供，和相互之間的權衡取捨的政策進行管理。  

b) 推廣推廣推廣推廣健康、多樣化的膳食，以支援轉移到更永續、更多樣化、更具韌性的糧

食系統，具體措施包括：  

i. 教育和提高認識；  

ii. 適當的食品標籤和驗證；  

iii. 支持低收入消費者，實行公共採購政策包括學校供膳方案。  

c)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糧食價值鏈創新平台、育成中心和聚合機制3，讓私營部門各方和公共機

構得以投資和獎勵永續糧食生產者與公共產品生產，尋求：  

i.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地方和區域市場、加工中心、運輸基礎設施的發展，提升中小規模農場經

營者的能力，來採用農業生態和其它創新方法，來加工和處理新鮮的產品，以及

更能夠打入當地食品市場；  

ii. 鼓勵鼓勵鼓勵鼓勵當地的，由年輕企業家、女性和社區主導的企業4，讓他們有動力動力動力動力去發掘、

保留在地價值，並認識到它們的具體局限和需求；  

iii.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最新數位技術強化糧食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聯繫，包括安排可持續的

金融措施和市場激勵機制；  

 

iv. 調整支援措施調整支援措施調整支援措施調整支援措施，鼓勵當地糧食生產者、食品企業和社區將動物糞便、作物殘

餘和食品加工廢棄物製成動物飼料、堆肥、沼氣和地面覆蓋物，以建立再生體系。  

 

3. 加強支持加強支持加強支持加強支持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重塑重塑重塑重塑知識產知識產知識產知識產出出出出與分享與分享與分享與分享、、、、以推動共同學習以推動共同學習以推動共同學習以推動共同學習 

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應應應應與學術機構與學術機構與學術機構與學術機構、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合作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合作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合作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合作：  

a) 增加對公共和私營部門研發活動以及國家、國際科研系統的投資，為農業生

態及其他創新方法相關計畫提供支援，包括技術改進；  

b) 啟動和支持透過創新平台以展開跨領域研究，該平台促進操作者和研究者之

間的共同學習，以及操作者之間的經驗橫向傳播（如農民之間的網路、操作群組、

農業生態指引中心）；  

                                                      
3
 「聚合機制」是以各種方式來統合投入與產出，以加強進入市塲，通常會透過合作社。 

4
 「社區主導的企業」主動與地在人、重要夥伴組織(基金會、社會企業、非營利單位、合作社
等)展開互動，並且具有永續事業計畫，目標是讓計劃在經費、公共資金終止後仍能運作。 



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 2019年 HLPE第 14號報告：摘要與建議（2019年 6月 19日） 

14 

 

c) 鼓勵將「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明確納入學校和大學課程，包括親手操作、

體驗式學習；  

d) 確保農業推廣和公共衛生工作者的培訓計畫能重視學習過程，採用適切技術，

並能更瞭解農業生態方法在營養，以及在人類、動物、與環境健康上的作用；  

e) 建立和發展有效的技術轉移機制，來促進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的採用，

這些方法乃是農民/生產者及其他利益相關方在食物商品各階段價值鏈上所得

到；  

f) 處理糧食生產和加工相關知識產出、驗證、傳播過程中的權力不平衡和利益衝

突問題，具體措施包括對不同來源的知識進行評價，以及將社會運動與科學界在

產生和傳播的知識的落差予以接軌。  

 

4. 加強加強加強加強自主抉擇自主抉擇自主抉擇自主抉擇5和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和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和利益相關方的參與和利益相關方的參與，，，，為弱勢和邊緣化群體賦為弱勢和邊緣化群體賦為弱勢和邊緣化群體賦為弱勢和邊緣化群體賦

權權權權，，，，處理糧食系統中的權力不平等處理糧食系統中的權力不平等處理糧食系統中的權力不平等處理糧食系統中的權力不平等  

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政府間組織和相關地方主管部門政府間組織和相關地方主管部門政府間組織和相關地方主管部門政府間組織和相關地方主管部門應：  

a) 制定策略促進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包括設定國家和區域層面的長期目標，

確保各層面各部門之間的政策一致性，在農業、林業、貿易、衛生、性別、教育、

能源和環境上讓公共行政部門負責，也讓利益相關方共同行動；  

b) 尋求方法，使得貿易協定和規則更能支持轉移到永續農業與糧食系統；  

c) 支援各級糧食系統中包容、民主的決策機制，並採取措施，確保那些面臨糧

食不足和營養不良風險最大的邊緣化、弱勢群體6能夠參與；  

d) 為了在實現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的過程中順利採用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

確保通過符合國際法律框架7的正式文書和關於大規模征地的國家法規，以合法

保障小規模糧食生產者和糧食不足群體（小農、牧民、漁民、以森林為生的人、

原住民）對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慣習使用權和土地權；  

e) 承認性別平等是推動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的關鍵因素，支持與性別相關

的轉型政策、方案和行動，解決導致糧食系統中性別不平等現象的與規範、關係、

                                                      
5
 「Agency自主抉擇」指的是個人或社群對要其所要的食物系統與營養狀態，能夠提出關鍵生活
抉擇，並採取行動來得到。 

6
 根據 The HLPE (2017)，弱勢群體指的是具有特定營養的需求者，如幼童、青少女、孕婦、授乳
婦、老人與病人，邊緣化群體指的是較無法掌握其飲食者，如都市與鄉村窮人、若干原住民等。 

7
 例如：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CFS土地權屬負責任治理自願準則；國家糧食安全範圍內土
地、漁業及森林權屬負責任治理自願準則(VGGT)；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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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結構等相關的深層根源，尤其要確保法律和政策能保障性別平等，處理性別

相關的暴力問題；  

f) 加強城市社區和糧食生產系統之間的關係，以促進轉移到續糧食系統，尤其要

涵蓋消費者合作社和側重於地方和區域市場的多利益相關方平台，以增加投資於

食品回收工作，將食品再分配給弱勢群體；  

g) 強化糧食生產者和消費者協會、組織、合作社等，以便提高能力，產出和交

流知識，期以方便採納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以利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  

5. 確立和確立和確立和確立和採採採採用糧食系統用糧食系統用糧食系統用糧食系統的的的的全面績效衡量和監全面績效衡量和監全面績效衡量和監全面績效衡量和監控控控控框架框架框架框架  

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國家和政府間組織應與學術機構與學術機構與學術機構與學術機構、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合作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合作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合作民間社會和私營部門合作：  

a) 發展實用、基於科學、全面的農業和糧食系統的績效度量與指標，作為評估、

政策實施、和投資決策的基礎，包括生計全要素生產率、土地當量比、景觀多功

能性、糧食系統生態足跡，以及對有益生物、膳食多樣性及營養成效、女性賦權、

收入穩定性、就業條件等因素的影響；  

b) 調整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投資方向，尤其是農業補貼，即對農場的可持續性和

其對糧食安全與營養產生的影響，按照5a項下確立的全面績效度量進行評估後，

作為支援農場的基準；  

c) 認識到對糧食系統中積極和消極外部因素進行真實成本核算的重要性，並採

取措施酌情加以有效落實；  

 
d) 認識到，如果農民/生產者和其它利益相關方都能遵守公共政策和安全標準，

那麼參與式保障系統可說是對於在地方和國內市場上，有機、生態、農業生態型

生產者提供驗證的有效手段，而這些市場正是低收入、小規模生產者最容易打入

的市場；  

e) 鼓勵對現代生物技術進行嚴格、透明、全方位評估，包括支持建立全球基因

編輯觀察站；  

f) 對農業中就業和勞動力的正面、負面特徵進行全盤評估，提供政策和法規的基

礎俾能有利於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同時確保能提供良好條件給農業勞動者，強

化農塲和其它糧食系統的健康。  

 

糧農組織糧農組織糧農組織糧農組織應：  

g) 鼓勵在國家層面收集數據，在所有層面記錄經驗教訓和開展資訊共用，俾能

順利採納農業生態及其他創新方法，促進轉移到永續糧食系統；  



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 2019年 HLPE第 14號報告：摘要與建議（2019年 6月 19日） 

16 

 

h) 與成員國合作，針對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對於糧食安全與營養的貢獻，

在國家和國際層面上予以評估和記錄。  

 

糧安委應糧安委應糧安委應糧安委應：：：：  

i) 建立透明、負責任、包容性機制，採用明確的度量，來監測以上建議是否在規

定時間內得到落實、如何落實；  

j) 提醒認識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對以下兩者的重要性，即實現大多數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以及在國家、區域、全球層面推進「柯洛尼維亞Koronivia農業

聯合工作」。  

 

 

*********************************** 

編修者：郭華仁(台大農藝學系名譽教授) 

2019-11-25 初稿 

引用：郭華仁(編修) 2019 採用農業生態及其它創新方法，打造有助於加強糧食

安全與營養的永續農業與糧食系統。聯合國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第14號報告：摘

要與建議。http://seed.agron.ntu.edu.tw/organic/paper/2019-CFS-HLPE.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