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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村規劃建設與城鄉均衡發展*
劉健哲**

摘要

建設富麗農漁村寸皂求『富裕』與『自然』為行政院農委會「跨世紀」農業建設的

重要目標，農漁村規劃與建設工作可以說是促進鄉村發展的重要手段。隨著貿易自由化
及受我國行將加入 WTO 的影響，過去政策著重在農業保護所採取的市場與價格政策亦
將逐漸調整。農業保護的程度雖然逐漸降低，對農漁民的照顧與福利的增進卻不容絲毫

減少。農漁村規劃與建設，涵蓋「三生」一生產、生活與生態層面，它乃從生產面來創
造農漁村的經濟力，促進產業發展，進而從生活面與社會面來照顧農漁民，增進農漁民
之福祉以彌補相對偏低的農漁民所得，並且從生態面來兼顧自然保育、景觀維護，以落

實資源永續利用，提供國人享受田園之樂、保有鄉土之美，因而是值得極力採行的發展
政策。

關鍵詞:農村發展、農村規劃、農業政策。

車本文承國立政治大學地政~林英彥教授及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韓還棠教授息賜
寶貴意見，特申謝忱。

料作者是國立中興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兼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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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臺灣農業發展政策的重點大都集中在生產、運銷、市場、成本與收益、農民所

得等個別產品之產銷效益與所得提昇方面，對於農漁村整體發展與規劃建設層面，較少
顧及。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臺灣農業生產逐漸式微，所得相對偏低，農漁村人口外移，
農漁村呈現老化與衰退的景象，逐漸脫離其原有具生產叮、活力以及吸引力的面觀。農
漁民所得偏低，農漁村就業機會缺乏，雖然是導致農漁村人口大量外移的主要原因;然
而城鄉發展差距的擴大，農漁村建設的相對落後，公共設施不足，工作條件與居住環境

的未能改善，卻是農漁村人口(尤其是年青就業者)大量移居都市的重要因素。隨著農
漁村社會經濟結構的蛻變，今日農漁村面臨的問題已不再僅是單純的農漁業生產與所得
偏低的問題，而是進一步擴展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包含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實質建設

等方面。農漁村規劃建設即為解決上述農漁村問題的重要手段。

本文之目的乃在說明農漁村規劃建設之背景及其重要性，進而析論當前我國推動農
漁村規劃建設之問題，進而研擬解決方案，以為政府規劃建設農漁村，均衡城鄉發展之

參考。

貳、背景說明與農漁村規劃建設之必要性
規劃及建設農漁村的要求性與必要性，主要乃基於以下四個觀點，而且隨著社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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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快速發展，農漁村規劃建設之必要性更形殷切。

一、由農業結構改善之觀點
由於工商業發達，非農業就業機會增加;並且由於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進，生產力提

昇，使農業勞動逐漸減少。為提昇農場的生產力與競爭力，促進農業的持續發展;農業
結構變遷與改善的方向，應當能促進農地的移動性以伴隨農業勞動的移轉，促進留農者

農場經營規模的擴大，謀求土地對資本容受力的增加。使農民也能隨著現代化的進展，
減輕其工作負荷，順利地引進機械化設備以代替勞力，進而提昇生產力。因此，如何透

過農漁村綜合發展規劃之手段將每一農戶分散畸零細碎之垣塊予以集中，將離農轉業者
而出租的農地與留農者耕種的耕地調整合併，而改善農場經營規模，樟利農業現代化，
至為重要。此外，為提昇農業的競爭力，除了促進留農者農場經營規模的擴大以外，配
合農業發展之需要，農水路及產業道路系統的整修與改善，農業共同設施(例如產銷班、

集貨場、農機棚及農機具修護保養中心 a..... 等)的增設與更新，農場經營現代化所需農楠、
村建築物與農宅的整建等，均為結構變遷下，配合農業現代化，謀求農業持續發展所必
需。

另一方面，農業結構的改善不僅導致農業部門勞動釋出，農漁村人口外移，並且使

農漁村建築物與農宅利用及維護的困難。由於人口外流，造成許多農戶的空屋存在，且
年久失修，乏人照顧而老朽損壞。有些農戶則隨著農家子弟的成長，顯得居住空間狹小，
結果不是無以維持基本之生活條件，就是在農宅旁邊搭建臨時建築，零亂、殘破，影響

觀瞻與農漁村面貌。

再者，由於農漁村經濟繁榮，使得現代化的家電產品以及機動車輛在農家的使用逐
漸普及，卻因農家房舍老舊按小，而無適當的安置空間，零亂雜陳的結果，使得室內更

形雜亂擁塞，空間使用機能混雜。隨著農業結構的改善，以及生產力提昇的要求，農業

機械化程度普遍增加，農家一則無寬敞的空間以及適當放置農業機械及生產器具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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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放置在外，造成農業機件損耗率增加以及機械生產效率的降低。二則即使農宅空間夠

大，有其放置農機具之場所，亦因社區巷道狹窄，致大型機具及運輸車輛進出困難，減

低工作效率。
農業結構改變以及農業就業人口減少的結果，使得農漁村不再如往昔完全或大部分
是農民居住的地方。村內非農業就業人口所佔比例的增加，由於生活作息與工作性質不

同亦造成農民與其他非農民在工作上與生活上的磨擦。此乃由於傳統農宅農民住處與畜
舍時t連，早期村內人口密度低，衛生條件與生活品質亦少講究，而不以為意;目前有些

鄉村(住宅)區內的禽畜生產，則成為噪音、惡臭與污染的來源，不僅擾亂了農漁村的
生活安寧與環境，亦可能導致村民的爭端與衝突。

以上農業結構變遷引發的農業生產與農漁村住宅問題，有賴政府採取農漁村規劃建
設的手段加以解決。農地重劃與農漁村社區更新即為農漁村發展規劃建設的重要于段。
透過農地重劃可以調整合併農民細小而分散的土地，使之成為較大的耕種規模;並且構
築農路水路來改善農業生產環境。至於社區更新則為改善農漁村工作條件與生活環境的

重要措施。例如進行社區更新與農宅整建，可以改變農漁村建築物的用途與再利用，以

重新賦予老舊而具歷史意義農漁村住宅的新生命與新功能，農漁村文物及風貌亦得以維
護保存。就農業結構改善的觀點，農漁村規劃建設同時也配合禽畜舍場的遷徙，改善村

莊的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並且配合現代化農作方式、經營型態以及生活作息習慣來改

善農漁村村莊內的通道與聯外道路，從事社區內的土地整理與重劃，提供住宅及公共設
施所需用地，並且興建必要的農業共同設施(例如產錯，班、集貨場、農機棚及農機其修護
保養中心......等)以滿足現代化農業發展之要求，提昇農業生產力與競爭力。

二、自農漁村角色多元化之觀點
傳統農漁村角色單純，主要為農民工作與居住的共同體。前已述及隨著社會經濟的

發展與農業結構的雙邊，農漁村的角色與結構亦已逐漸改變，農漁村不再僅是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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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與農民居住的場所，它也是其他產業的區位與大部分非農民的生活空間。
現代化的社會，由於農業人口持續減少，適合在農漁村設立的產業一例如手工業

及具地區特性的工商業亦逐漸增加，使得農民得以「離農不離村」﹒農漁村也就成為提
供村民許多工作機會的場所，以及教育訓練與社會福利設施設置的地方。它不僅生產糧
食與原料，同時也「供應」景觀與優美的自然環境，是自然保育與景觀維護的保育場。
此外，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以及渡假機會的增加，農漁村景觀的多樣性、自然性與優美
性，吸引 r 都市人在農漁村地區的旅遊活動，使得農漁村同時也是都市人在閒暇時調劑

身心、遊憩休閉的去處。

因應此一發展趨勢以及農漁村角色的變遷，農業發展政策也應能有效調適，採取農
漁村規劃建設的手段，才能因應變遷中農漁村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滿足農民以及大部

分非農民在工作上以及生活層面上的種種要求。早期配合農楠、村角色以生產糧食其導向
的農漁村建設以及發展政策的擬訂，白無以配合農漁村角色多元化的發展而衍生種種結
構調適與社會經濟問題。因此，透過農漁村綜合發展規劃的手段，加強公共建設以改善

村民的工作條件與居住環境;並且迎合農漁村遊憩休閒的發展要求，整建農宅、增設遊
憩休閒設施，以創造農漁村美好的休憩環境與吸引力，同時維護農漁村文物及古蹟'確

保農漁村傳統及其歷史價值之建築物，保育自然資源，維護景觀與農漁村風貌，以顯現
出農漁村獨特風格及其在延續固有文化的意義。如此才能重新創造農漁村在居住以及休
憩價值方面的吸引力，使社會對農漁村的依賴性增加，進而增強村民對農漁村的認同感

與歸屬感。

三\由城鄉均衡發展之觀點
城鄉發展是否均衡、區域問之所得水準是否平均，常被視為一項衡量各國發展程度
的重要指標。一個國家的開發與發展，若只是依賴經濟的快速成長仍然不足，必須當該
國之區域發展失衡、失業與貧窮問題都能同時解決時，才算是真正的發展。易言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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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經濟發展的成果無法為大多數人尤其是偏遠農漁村之居民所分享，而僅僅造福極少數
的都市人或投資者，將不僅無以造福人群，並且將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與區域發展的不
平衡，甚且可能危及社會的安全與政治的穩定。因此，如何改善村民的工作條件與生活

環境，謀求區域以及城鄉發展之均衡，乃經濟發展之重要課題。
臺灣隨著工商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生產逐漸式傲，所得相對偏低，農漁村人口
外移，農漁村呈現老化與衰退的景象，逐漸脫離其原有具生產力、活力與及吸引力的面
貌。農民所得偏低，農桶村就業機會缺乏，雖然是導致農漁村人口大量外移的主要原因;
然而城鄉發展差距的擴大，農漁村建設的相對落後，公共設施不足，工作條件與居住環
境的未能改善，卻是農漁村人口(尤其是年青就業者)大量移居都市的重要因素。隨著

經濟發展，農漁村的社會經濟結構已逐漸蛻變，今日農漁村面臨的問題已不再僅是單純
的農業生產與所得偏低的問題，而是進一步擴展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包含社會、文化、

環境以及實質建設等方面。農漁村規劃建設即為解決上述農漁村問題的重要手段。
若農漁村問題無以有效解決，城鄉發展差距擴大，農漁村人口持續外移，不僅將使

得農漁村建設之工作與公共投資，可能因人口相對稀少不符合投資效益，致公共建設零
星而不足;而且具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的農漁村建築物與文物古蹟'因人口外移之人照
料、維護，而逐漸腐壞殘破。反觀都市地區則由於產業集中，人口急劇增加，使得公共

建設難以配合人口增加的步調，致公共設施及住宅不足，地價高漲與綠地缺之，影響都
市的居住品質與生活環境。如果加上缺乏完善的土地利用規劃，亦將導致都市區域無秩
序的蔓延、交通混亂、噪音污染問題層出不窮，資源的分派更形扭曲而不均，城鄉發展

差距更形擴大。由於城鄉的不均衡發展，以及都市地區人口的過度膨脹，引發種種社會
經濟問題。因此，農漁村的問題無以解決，都市的問題也將永無解決之期;德國人有言:

「當農漁村不再呼吸時，都市也會窒息 J

(“ Wenn das Land nicht mehr atmet , ersticken die

Städte.")(註 1) ，其來有白。

(言主

1) :

Mage l.且，

10-Punkte-Prograrnrn, fur eine offensive "Dorf- und Landentwicklu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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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可知如何加強公共建設與農宅整建，改善農漁村的工作條件、生活以及
居住環境，為農漁村規劃與建設努力的方向。從農宅的整建與更新，到村莊基本公共與

休憩設施的興建，從村莊之廣場、巷道、運動場、兒童遊戲場、公園、綠地等空間的形
成，到聯外道路與區內具農漁村特性交通通道之改善或開闊以及綠美化等公共建設的加
強等，均為農漁村綜合發展規劃努力的重點。如此才能使農漁村的建設與村民的生活與
就業均能適應未來的發展要求，減少人口外移，農漁村問題解決了，都市發展的問題自

亦可迎刃而解，城鄉均衡發展之目標自可達成。

四\由農漁村土地利用之觀點
傳統農漁村為農業生產與農民生活的地方，村莊丟面農漁村中建築相耽連的緊落單

位。農漁村社區形成之初，雖無整體規劃，村莊的配置以及住宅型態亦以配合農業生產
活動為主。如前所云，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農業結構的改善，早期農漁村東落以農業
生產為主體的發展型態，已難以配合農漁村現代化發展之需求。

以畫灣為例，隨著世代交替、多于繼承的結果，農漁村房舍與土地權屬關係趨於複
雜，地籍零亂不清。士地或則多人持分共有，或者未辦理繼承，亦有土地買賣未辦理移
轉登記者...... ，衍生許多產權糾紛與土地管理之問題。農漁村東落長期任其自然演變之

結果，不僅住宅空間狹小通風採光不良，而且生活改善必要之公共設施缺乏，巷道獄窄、
彎曲，水溝淤塞不通，加以風水觀念的作祟，農宅配置亦顯得歪曲不整，有些農家出入

之通道，並且須經過他人宅院，影響村民之生活。
如上所述，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農業結構的變遷，農漁村生活機動化與生產機械
化的結果，早期農漁村東落以農業生產為主體的發展型態，白無以配含農漁村現代化發

展之要求。然而由於農漁村社區土地權屬複雜，地籍零亂，造成農漁村住宅與生活環境

Taiwan" , München , 29. Apri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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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之困難;有些土地共有人行蹤不明，擬增建、改建房屋，雖南北奔波，亦未必能找
到土地所有人或取得親族共有人之同意;造成農宅維護或整建的困難，老舊房舍任其腐
壞、頹廢，農漁村社區更形雜亂，生活品質更趨低劣。村民為改善生活，不是遷往都市，
就是在舊有房舍旁搭建臨時建築或都市造型的新式販厝，新舊房舍雜棟，不僅影響觀

瞻，對農漁村風貌之破壞尤其嚴重，影響日後農漁村整體性規劃建設工作之進行，農漁
村生活環境之改善更難以有效達成。
由此可知，為改善以上的情況，促使農漁村呈現富麗詳和的景象，農漁村整體綜合

發展規劃與建設工作之推行，實有必要並且刻不容緩。為配合農漁村現代化發展之需
求，農漁村土地利用應兼顧:

一產業現代化發展之要求，包含農業生產設施以及農村小型工商業發展之需要。

一農村(鄉村區)建地擴展之要求，包含因應農宅更新改善以及農家子弟留村住宅用
地之需求。
一農村公共設施用地之需求，包含農村綠帶、廣場、公圖及運動場所......等。

為促進農漁村土地之利用，透過社區更新，不僅要對農漁村聚落的發展有一前瞻性

的更新規劃，村莊的建築、廣場與巷道除了有其安全性與安寧性、便利性與美觀'1生外，
更應具農漁村的獨特風貌與風格。農漁村土地權屬關係的釐清，新的地籍及產權資料的
重新建立，不僅可以確保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的權益，並且可以進一步配合農地重劃
之工作，將原有徑界不明、畸零不整，細碎而權屬複雜的土地，重劃成形狀方整，可供

建築之用地;並且配置必要的公共設施，以提高土地利用之價值。如此，農漁村土地之

利用不僅可以有效促進，村民地權及產權之爭端可以減少，土地界址之紛爭更可消嘿，
而農漁村住宅之整建與更新，公共建設之推行，更可順利開展。

參、農漁村規劃建設的目標與手段分析
依前述農漁村規劃建設必要性之四個觀點，可將農漁村規劃建設的目標與手段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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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如表 l 所示。

一、就農業結構改善之觀點

(一)農漁村規劃建設之目標
一給予農業持續發展所需活力之支持。

促進農場工作減化，減輕農業勞動支出。
一配合現代化農作方式、經營型態以及生活作息狀況，改善農民的生產條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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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村規劃建設的配合重點及其重要之目標與手段

表 i
配合重點

目

標

于

段

l 給予農業發展之活力。

1.土地重劃與土地整理。

2. 農場工作減化，減輕勞動支出。

2. 農宅整建與建築物更新。

農業結構改

3. 改善農民的生產與生活條件。

3. 巷道以及村莊道路之改

善

4. 確保農民在農村的將來性與發展

善。

4. 農業公共及共同設施之興

性。

建。

l.改善農村的生產與生活環境。

1 .父通道路及其他農村基本
公共設施之改善。

2. 維護農村文物及古老建築。
3. 維護農村風貌，強化對農村的認

農村角色多

II

元化

3 農宅整建與修繕。

同感。

4. 農村綠地及休憩設施之增

4. 創造農村美好的休憩環境。

5. 美化及維護農村景觀及自然環
6.

維護水土資源與動植物的棲息

6

回復自然風貌的溪流整
治。

空間。

1 .改善農村的生產與生活環境。
2. 促進農村地區之發展，減少人口

l.土地重劃，並且預留農村建

築及公共建設發展用地。

2. 農宅整建以及農村建築物

外移。

之更新。

3. 維護農村的獨特風貌。

城鄉均衡發

設。

5. 景觀規劃。

境。

III

2 農村建築物之更新與利用

4 促進私人及公共投資的增加。
5. 確保農村在區域發展中之地位。

展

3. 具農村特性交通道路之改
善及美化。

4. 社區基本公共及休憩設施
之興建。

5. 農村廣場、公園、綠地及運
動設施之增設。

6. 改善農村公共設施。

IV

促進土地利
用

l.建立新的地藉及土地權屬資料。

l.士地重劃與地藉整理。

2. 促進公共建設以及農村緊落發展

2. 釐清農村土地權屬關係。
3. 整體規劃農村社區，並預留

的規則性與整體性。

3 使農村買主落發展適應未來發展要

發展用地。

求。

資料來源:劉健哲， I 農業政策之原理與實務 J
公司，民國 85 年 12 月，第 3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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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村內農民的將來性與發展性。

(二)農漁村規劃建設之手段
一士地重劃與土地整理。
一農宅整建與建築物更新。
一區內巷道以及村莊道路的改善。

一配合產業發展，從事農業共同設施，如農機棚、農機具修護中心，集貨場，農
民活動及教育訓練場所......之興建等。

二、就農村角色多元化之觀點

(一)農漁村規劃建設之目標
改善農村的生產條件與生活環境。

一維護農村文物及古蹟，確保農村傳統及具歷史價值之建築物。
一維護農村的固有特質與獨特風貌，強化村民對農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創造農村美好的休憩環境，增進農村的休憩價值與吸引力。
一美化及維護農村景觀及自然環境。

一維護水土資源以及動植物的棲息空間。

(二)農漁村規劃建設之手段
一基本公共設施(交通道路、排水系統、污水及垃圾處理)之改善。

農村建築物更新、利用或改變用途(轉用)之規劃。

一文物古蹟、老舊農宅外觀及內部空間設計改變之整建與修繕。
農村遊憩休閒設施以及公園、綠地、運動場與兒童遊戲場之增設。

r 圓、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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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事自然環境與動植物棲息空間及水土資源維護之景觀規劃。
一溪流整治使其回復生機與自然風貌。

三、就城鄉均衡發展之觀點

(一)農漁村規劃建設之目標
一改善農村的生產與生活環境。

一促進農村地區的發展，使農村的建設與村民的生活與工作均能適應未來的發展

要求，減少農村人口外移。
維護農村的特殊風貌並且改善居住環境。

一促進私人及公共投資的增加。
一確保農村在區域發展中的地位。

(二)農村發展展規劃之手段
一土地重劃並且預留農村建築及公共建設發展用地。

一農宅整建以及農村建築物之更新。
具農村特性交通道路之改善及綠美化。
農村社區基本公共及休憩設施的興建。
一農村廣場、公園、綠地及運動設施之增設。

一經由農村公共設施的改善，創造私人及政府部門投資的有利環
境。

(12)

農業經濟半年刊，

64 期，民國

87 年

12 月

一 13 一

四\就農村土地利用之觀點

(一)農漁村規劃建設之目標
一重新建立新的地籍資料以及土地的權屬關係，促進農村土地利

用。
一促進公共投資以及農村緊落發展的規則性與整體性。
一使農村要在落發展適應未來發展要求。

(二)農村發展展規劃之手段
一土地重劃與地籍整理。

一釐清土地權屬關係並使地籍及士地登記資料符合現況。
一鄉村區整體規劃'並預留發展用地，以交換社區內過度密集而公共設施不足之

建築用地。

整體而言，農漁村規劃建設之目標與手段間，均存在著許多關聯性與互補性，目標

與手段亦顯示著一種主要目標與次要目標之關係;許多手段或措施其實也是一種農漁村
規劃建設的短期目標，同時也是達成長期目標的一種手段，同理，個別的目標也是總體
目標的一種手段。此外，不同配合重點問之目標與手段亦具關聯性與相輔性;亦即某發
展重點之手段亦可以促進另一發展重點或其他重點目標或部分目標之達成。表 l 的資料

亦顯示，農漁村規劃建設中不同配合重點之目標及手段之關係'以及其達成某一配合重
點之目標所應採取之配合措施或手段。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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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漁村規劃之理念與策略
綜合上述可將農漁村規劃之理念、與策略分述如下:

一、透過農地重劃與社區更新之手段改善農業結構，提
昇農業生產力
薑灣之農場規模狹小(平均為 i 公頃) ，且農戶狹小規模之農地並非集中一處，而是
零碎而分散，農業結構不良，實無以引進現代化的生產技術，有效推行農業機械化，提

昇農業的生產力與競爭力。因此臺灣農業存在之農場規模狹小的結構性問題，乃是生產
及運銷未能達到經濟規模，衍生產銷失衡及農民所得偏低之主因，在面對農產質易自由
化的競爭時，便遭遇生存的壓力。其提昇臺灣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除了致

力於農業科技發展與產品品質改進以外，謀求合理化的經營，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
昇生產力，為重要的發展策略。因此，如何透過農漁村規劃之手段將每一農戶分散，畸

零細碎之蚯塊予以集中，而改善農場經營規模，禪利農業現代化，至~重要。此外，其
提昇農業的競爭力，除了促進留農者農場經營規模的擴大以外，配合農業發展之需要，

農水路及產業道路系統的整修與改善，農業共同設施(例如產銷班集會場所、集貨場、農
業廢棄物處理場、農機棚及農機具修護保養中心......等)的增設與更新，農場經營現代化
所需農村建築物與農宅的整建等，均為結構變遷下，配合農業現代化，謀求農業持續發

展所必需。
農地重劃與農村社區更新即為解決以上農業結構調適問題的主要手段。農地重劃?有

改善農業結構與農業基本公共設施的重要方法，且為但進農地利用的最有效途徑。它一
方面調整合併細碎分散的田地，使農場獲致完整;二方面興修產業道路與灌排系統，改

善農業耕種條件，禪益農業機械化與生產力的提昇。農村社區更新則為改善農村工作條
件與生活環境的重要措施，除了加強農村公共建設與農宅更新整建，改善村莊的居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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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增進農民的生活福祉外，配合現代化的農作方式與經營型態，農村社區更新一方面
改善社區內的巷道與聯外道路，二方面從事社區土地整理與重劃'配合農地釋出方案，

整體規劃農村社區發展用地，以改善村莊內建地及公共設施用地不足，公園與綠地缺乏
之現象;並且興建必要的農業共同設施以滿足現代化農村生活與農業發展之要求，提昇
農業生產力與競爭力。

由於農民的生產與生活，具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田野與村莊間為農漁村規劃之範
圈。因此，農地重劃之目標，也就不侷限於農場垃塊的合併、擴大以及農業生產與工作
條件的改善，同時也必須考量農村社區更新的需求，去日前所述的社區士地重劃，提供住
宅及公共設施所需用地，以同時改善村莊的交通道路，並且興建必要的農業設施，達成
農業生產成本降低與農業生產力提昇之要求。

因此，加強辦理農地重劃與社區更新的工作，~農漁村規劃之重要手段，並且為臺
灣加入 WTO 農業調適的重要策略。

二、加強農村社區更新，創造農村在居住以及休憩價值
方面的吸引力
前已述及，隨著工商業經濟的快速發展，臺灣農業生產逐漸式微，所得相對偏低，

農村人口外移，農村呈現老化與衰退的景象，逐漸脫離其原有其生產力、活力與及吸引
力的面貌。農民所得偏低，農村就業機會缺乏，雖然是導致農村人口大量外移的主要原
因;然而城鄉發展差距的擴大，農村建設的相對落後，公共設施不足，工作條件與居住
環境的未能改善，卻是農村人口(尤其是年青就業者)大量移居都市的重要因素。今日
農村面臨的問題已不再僅是單純的農業生產與所得偏低的問題，而是進一步擴展到生活

的各個層面，包含社會、文化、環境以及實質建設等方面。由於城鄉的不均衡發展以及
都市地區人口的過度膨脹，引發了種種社會經濟問題。因此，農村的問題無以解決，都

市的問題也將永無解決之期;德國巴伐利亞邦總理 (Stoiber) 曾說「巴伐利亞的農村發展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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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嘉惠農村與都市 J

2)

(Rural development in 8avaria serves both the city and the

;而法國前總理(Edger Faure)亦強調「當農村不再呼吸時，都市也會窒息 J

doesn't further breathe , the cities will

country)(註

(I fthe country

suffocate)(註 3) ，值得深思。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農業結構的變遷，農村的角色與結構亦已逐漸改變，農村不

再僅是農業生產的地方與農民居住的場所，它也是其他產業的區位與大部分非農民的生
活空間。它不僅生產糧食與原料，同時也「供應」景觀與優美的自然環境，是自然保育
與景觀維護的保育場。此外，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以及渡假機會的增加，農村景觀的多
樣性、自然性與優美性，吸引了都市人在農村地區的旅遊活動，使得農村同時也是都市

人在閒暇時調劑身心、遊憩休聞的去處。
因此，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使農村呈現生氣盎然的景象，並且維護其傳統

風貌與獨特風格，亦為農村規劃的重要課題;配合農業遊憩，鼓勵國人閒暇時「在農莊
渡假 J

'甚且可以開創農民另一所得來源，一舉而眾善至。

此外，為迎合農村遊憩休閒的發展要求，整建農宅、增設遊憩休閒設施，以創造農
村美好的休憩環境，同時顯現出農村獨特風格及其在延續固有文化的意義，透過農村社
區更新的手段，加強農村公共建設改善村民的工作條件與居住環境，至為重要。如此才
能重新創造農村在居住以及休憩價值方面的吸引力，不僅可以使社會對農村的依賴性增
加，增強農民對農村的認同感與歸屬感。農村問題解決了，都市發展的問題自亦可迎刃

而解，城鄉均衡發展之目標自可達成。

(吉主 2)

: Magel , H. , The Political and Structural Importance and Impact of Land Consolidation.

(吉主 3)

:

1995 , July , Lisbon.
Village Renewal in Germany-Objectives , Measures , Success , Portuga l.

Magel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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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我國農漁村規劃建設問題之分析
政府有鑒於農楠、村建設落後，公共設施不足，十多年來亦極力致力於農漁村基體建
設與實質環境改善計畫的推動，然而總體而言，一則由於政府部門缺乏農漁村發展與建
設的專責機構，無以有效制訂整體性與前瞻性之發展策略，引導農漁村地區的發展，難
以全盤發揮農漁村規劃建設應有之功能，二則由於缺乏農漁村發展計畫的指導以及相關
法令的支持配合，致整體性、綜合性與前瞻性發展規劃不足，不易達成促進整體農漁村

發展之目標。茲說明如下:

一\缺乏專賣機構負責推動農漁村發展規劃與建設事宜
農漁村規劃建設涉及層面甚廣，涵蓋硬體與軟體建設，包含產業發展、公共建設、

社區更新、農漁住宅整建、社會文化發展以及自然保育及景觀維護等方面，係一種整體
性與綜合性的規劃與建設，實有賴專責機構加以統響，全力推動。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我國農業主管機關，組織架構龐大，管轄範圍亦廣，涵蓋農、
林、漁、牧等各方面;惟有關整體農漁村之發展與規劃，尚缺乏專責之主管機構，加以

推動。不易集中事權，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亦即，此一涉及農漁村整體性發展之規劃建設工作，係分散由眾多另有其他主管業
務之單位進行執行之工作，雖有分工之益，卻難免造成人力、物力之重覆與浪費。而且
參與規劃人員之專業背景不同，對農漁村規劃及理念難免分歧不一，規劃工作即使委託
專業工程顧問公司辦理，執行單位亦難以有效監督與指導，工作人員辦理規劃工作雖有
工作熱忱，卻無以確保整體規劃目標之達成。進一步而言，各執行單位由於各有所司，

在人力有限及本身另有其他業務之情況下，投入農漁村規劃建設工作，難免疲於奔命，
影響規劃建設之品質。另一方面，各執行單位基於本身業務之專精，對於農漁村規劃與
建設工作之執行，難免只能就其熟悉之部分，予以重點式或局部性地改善興建設，以致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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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綜合性與前晴性規劃不足，無以克竟農漁村發展規劃之功能，遑論全面引導整

體鄉村地區之健全發展。
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今日社會所賦與農漁村之角色逐漸增加，農漁村問題無
以解決，城鄉發展差距加大，都市問題也將永無解決之期。政府雖極力謀求農漁村之發
展，迄今卻仍無專責機構的統籌;不僅無以有效研擬發展政策加以規範引導，以指導整

體農漁村地區之發展，而且專業人才不足，致規劃理念模糊不清，整體性、綜合性之考
量欠缺，難免造成投資錯誤與資源浪費情事，影響建設成效。

二、缺乏農漁村發展計畫的指導以及特別法令的規範
前已述及，農漁村規劃建設涵蓋範圓甚廣，包含產業發展、生活改善、鄉土文化以

及自然保育、景觀維護等方面。因此農漁村建設應在具整體性、綜合性與長期性之農漁

村發展計畫的指導下來進行，以達成改善村民之生產條件與生活環境，維護農漁村之風
貌與獨特風格，保育自然、維護景觀等之目標。缺乏農漁村計畫的指導，各項農漁村規

劃建設不僅無以相互協調配合，收相輔相成之效，建設工作亦難免零星分散，為求短期
的效益而忽略總體發展之要求，影響農漁村建設的長期利益。

目前政府推動農漁村建設工作所依據之法令，間接法令雖多，大都為一般性土地使

用及營建管理方面的法規，特別顧及農漁村之特性以及村民需求，能夠規範引導農漁村
整體性、綜合性建設之法令則付之闕如。研議多年的「農村計畫法草案」未能完成立法

程序，頗為可惰。目前政府從事農漁村規劃建設主要係依農業發展條例第四十五條「為
增進農民經營農業意願'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政府應籌撥經費，加強農村基層建設，推

動農民生活福利措施，充實農村醫療設施。農村社區之更新，得實施重劃或區段徵收;
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之規定而來，並無其他特別法可以遵循。各執行機關辦理農漁村

規劃建設工作，亦只能依據「區域計畫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實施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物管理辦法」、「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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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管理辦法」、「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以及省頒「臺灣省農村地區試辦土地重劃
要點」等之法令規定，加以執行。這些一般性土地利用及營建管理的法律規章，並未特

別顧及農漁村之特性以及農漁業發展之需求，實無以有效地規範及指導整體農漁村地區

之發展。
由於農漁村建設涉及農漁村土地利用及規劃、農漁村建築計畫及管理、農漁村生態、
及景觀等方面，是國士規劃的一環，與村民權益之關係亦最為密切，目前卻無特別法加

以規範，不無可議。其導致的影響顯然是:

(一)缺乏上位計畫的指導與下位計畫的配合，致實質建設工作

難以落實
農漁村規劃必須以國土規劃為基碟，並且為國士規劃體系之重要環節，有其上下位
計畫間的指導與配合關係。現階段我國國士規劃之體系，仍以「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

為最上位之計畫，其次則由北、中、南、東四個地區之「區域計畫」加以銜接，區域計
畫下，在都市地區有「都市計畫 J
制規則 J

'而在農桶村地區僅有消極性的「非都市士地使用管

'缺少積極性的綜合發展計畫，使得農漁村規劃無以融入國士規劃的體系。由

於缺乏上位計畫的指導，與都市計畫亦無從相互配合與補充，農漁村規劃的長期性與發

展方向因而不易掌握，規劃亦不具法定地位，連帶使規劃的效力遭受質疑，規劃的結果
不易落實。

(二)缺乏法定地位與行政約束力，影響地方政府之合作態度與

計畫之執行
由於農漁村規劃不具法定地位與權威性，每每使得花費甚多心血完成之規劃報告形
同具文，不被注重，不僅無以成為鄉鎮公所中、長期發展之藍圖，與施政之重要依據，
而且影響地方政府之合作、配合與工作態度;規劃執行之過程中，政府各相關部門協調
與合作之行政約束力，亦顯不足，無以發揮農漁村整體規劃興建設之效果。而且由於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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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基體薄弱，規劃設計不具法律效力與行政地位，當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有所爭議時，
計畫工作之進行便受影響。
缺乏適當法令的規範及指導下，公共建設的進行，道路的興修，房舍的整建往往破

壞了農漁村的景緻。許多新建農宅之格局與造型，未能妥為規劃誘導，如前所述任憑其
求改善生活的村民自行摸索與盲目投資，不僅無以滿足農漁民工作之需求與生活改善之
要求，卻造成農漁村整體風貌與環境之破壞。如此不僅農漁村居住環境與工作條件之改
善有限，對農漁村風貌的維護也未給予應有的重視，使農漁村呈現紊亂與不調和的景

象，逐漸脫離其傳統景緻與獨特風格，導致村民對農漁村歸屬感的淡化。

三、欠缺農漁村整體性\綜合性與長期性規劃之理念，
致總體效益不易顯現
前已述及，農漁村規劃涵蓋層面甚廣，應具整體性、綜合性與長期性發展之概念，
才能達成改善村民之生產條件與生活環境、維護農村之風貌與獨特風格，並且保育自然

生態、維護農村景觀之目標，切忌為求短期的效益而忽略總體發展之要求，甚且敗壞了

農漁村建設的百年大計與長期利益。
目前有些農漁村零星建設以及小型實質環境改善之工程，大多著重在救急性與局部
性的短期效益，欠缺整體性投資建設之概念，致使資源之分派難以合理有效，發揮總體
農漁村建設之效果。如此不僅將造成農漁村建設的不調和，而且力量分散，有限資源無

以產生預期效益，農漁村發展問題依然存在。實質環境改菁、社區更新以及農宅輔建等
著重硬體建設之計畫，雖然有其工作之重點與要求，卻也不能完全忽略農漁村產業與鄉

土文化發展之要求，農村文物古蹟以及農漁村風貌及景觀的維護。缺之整體性與長期性
發展觀點之結果，農漁村的建設不僅無以配合適應該地區長期發展之需要，導致投資錯

誤與資源浪費，而且對農漁村的景觀與傳統風貌帶來破壞。另一方面由於實施之計畫霉
星分散，未能加以統籌規範，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形下，難免造成力量的分散與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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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彰，遑論總體效益之顯現。

四\農漁村規劃之期限過短，無以兼顧整體性、綜合性

與長期性發展之需要
規劃是

4 種有意識的經過某種程序的努力，以達成某種特定目標的過程

(註 4) 。呂諾德(仟
F .J .Li
圳
i

{條屎件下，以最好的方法達成預期之目標(註 5
叮)。德國有言，.規劃雖非萬能'沒有規劃則
萬萬不白能
EL」，可見規劃的重要;它是一種動態的過程，主搞話了達成某一種目標，而做的一

些有系統的工作與努力。由於規劃係著眼於長遠的目標，為現階段的建設莫定長期性的
基礎;因此規劃與建設是一長久性的工作，不應要求立竿見影之效而只著重硬體建設並

且草率完成。
目前我國農漁村規劃計畫通常在 2-3 年內就必須同時完成規劃與建設的工作，規劃

期限尚不及一年。在此短暫的時間內，不僅難以全盤瞭解農村之產業，人文及景觀，歷
史文物，土地利用，農村建築與生活等各方面之現況與問題，基本資料之調查與收集尚

未週延，對當地農村的特性與村民的需求亦未完全掌握。在有限的規劃期限下，亦導致
規劃過程的草率，使得規劃專家之意見無法充分溝通，相關部門之連繫與合作明顯不

足，村民亦無以積極參與，遑論與村民之協調與交流:此種規劃方式不僅無以週延完善，

兼顧整體性與長期性農漁村發展之要求，亦難以滿足村民之需要，達成規劃之目標。
以上各項問題並非獨立的因素，而是相互影響，環環相扣，互有牽連，宜儘速謀求

-勞永逸之道。多年來政府對農漁村規劃建設工作之推行，雖無執行不力之缺失(註 6) ,

(吉主 4)

: Ra1eigh , 8., Land Resource Economics , Prentic-Hall , Enεlewood Cliffs , New Jersey ,

(吉主 5)

USA , 1986.
: Lillotte , F .J., Agrarstrukturelle Planung , in: HAR Bd.1 , Berlin 1981 , S.138.

(吉主 6) :劉健哲，改善農漁村社區環境實施計畫執行成效評估總報告，行政院農委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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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在整體制度尚未建立，法律基礎不完備;規劃理念與目標尚未釐清，規劃內涵與項目

不易掌握，農漁村特質亦未深入瞭解的情形下，而影響農漁村規劃建設之成效。為「照

顧農漁民、發展農漁業、建設農漁村 J

'謀求農漁村地區之發展，宜針對以上法律及制

度問題謀求解決之方法。

陸、城鄉均衡與農漁村規劃建設問題之對策

一、城鄉均衡發展之方向
國際知名農村規劃專家德藉 Magel 教授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間應邀來臺訪問，並且
深入農村，對臺灣農村發展規劃之問題，有深刻的瞭解。回國後撰寫

I 臺灣村莊及農

村發展積極作為的十點建議」一文(註 7)供我國農村發展規劃當局之參考。茲將其促進城

鄉均衡發展之建議，驢列如下:
1

加強在農村地區廣泛的資訊及諮詢工作(村莊之外觀不應看起來像城市，農村應該追
求同質而非與城市同類的生活水準)。村民應該能夠以其村莊為榮，並且以能生活其

中為傲。
2. 宜針對意見領袖們(鄉、鎮長、村里長及其他政治人物、自由業之規劃師以及大學教
授)舉辦研討會，廣泛傳遞農村發展之理念與訊息。

3. 農村發展規劃宜羅致根源於農本文化之規劃者，並且加入與工程或其他人員深入而
緊密合作的規劃文化。共同的教育與規劃目標必須能夠再發現及維護具地區特色及

合乎地方要求的規劃與建築文化並且促進其新發展。

國 8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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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站維護農村風貌與獨特風格，目前迫切的目標為針對農村建築物之造型以加規範，

並且透過法令規章予以貫徹執行。

5. 農村發展規劃必須向 F 賦予更多決策的責任，亦即向下到村里、鄉鎮、縣市及專業
機關 o f 階的專業機關與政府部門應相互交流，政府才會擁有較多的實務經驗:“誰
站得高看得雖然較遠，誰位在基層對於地方問題的認識卻非常清楚。"上下位間相

輔相成的機能應努力追求。

6. 政府部門間應密切合作以增加整合效果(例如省農林廳與省地政處自然應相互合
作)。非政府組織(例如環保團體等)也應參與農村發展工作，並且整合在由政府部門

組成的鄉村發展工作小組裡。此一工作小組無論如何都必須特別將實際工作人員包
含在內。

7. 具清晰構想(前景)農村發展的整體概念係建立在優缺強弱分析的基礎上。整體農村發

展概念的目標必須不斷演進並且兼具三層意義:經濟的、生態的以及社會文化的。
8. 農村發展規劃必須在所有參與者之間，尤其是鄉鎮/村里一方面與政府機關，另一
方面與村民之間，以問答對話方式進行。此一方式並且應視為一種規劃過程加以推
動。規劃在現代的意義係永無止境的，因此任何既定的措施都必須儘早而反覆地予

以貫徹。
9. 在政府部門方面，儘快設立自己的鄉村發展局(如同德國一樣)為臺灣所期望，以執行
整體的農村發展工作。大學裡也應籌設鄉村發展的講座與研究所，以培育農村規劃
建設之人才。目前需要的是相關法律的制定以及鄉村發展方案的擬訂。

10

應使來自都市及鄉村的政治家們深信，鄉村發展是一項高度複雜並且是聽巨而長期
的任務。吾人不應以為短期間即會有顯著的成果，而是需要長期的耐性。只有當所
有參與者能夠邁向共同創造，接近村民(合乎村民期望)以及分享決策樂趣的大道時，

才會成功。有一點必須說明清楚:有鑑於農村地區的失衡以及大都市的種種問題，

(吉主 7) :同泣 I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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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除了鄉村發展的工作以外，已無其他選擇。

二、臺灣農村發展問題之對策

(一)在中央成立農漁村規劃建設的專賣機構
農漁村規劃滷蓋範團與層面廣泛，需要不同專業背景的行政與管理人才，包含

鄉村社會、景觀規劃、生態、保育、水土保持、人文、測量、地政及土地利用、農村
建築與農業經濟等專家。如前所云，目前我國推動農漁村規劃，不僅中央缺乏統籌
之機關，執行工作亦係由各個另有其他主管業務之單位分頭進行，致整體性、綜合

性之考量欠缺，與上位計畫相互配合補充之合理性規劃不足。參與規罰之人員，亦
大多為硬體建設方面的人員，較缺乏根源於農本文化的農漁村規劃人才，而未能於
引導整體鄉村發展之同時，也能重視農漁村文化根源與傳統風貌及獨特風格的維
護。
由於我國目前並無專責機構加以統籌，並且未能有計畫的網羅農漁村建設所需

不同科際方面的人才，而無以集中農漁村規劃建設之事權，不易研擬重要的發展政
策與指導方針，影響整體農漁村地區之發展。

目前我國正擬全面推動農漁村發展建設之同時，追求「富麗農漁村」理想之時，
實宜在中央農業單位，設立致力於整體鄉村發展之規劃與建設的專責機構，以集中

事權，並網羅農漁村規劃所需不同科際方面的專業人才，統籌規範、引導整體鄉村

地區之健全發展，達成規劃之目標。現階段而言，在我國尚缺乏農漁村規劃的專賣
機構以全面推動農漁村建設之時，似可考塘、先將行政院農委會及省政府各廳處局

中，目前實際推動及執行農漁村規劃與建設之人員加以整合，分別在農委會成立「鄉
村發展局 J

'有計畫的擴大推動，並且加強人才之羅致與培育，全力謀求及推動整

體鄉村地區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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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儘速制訂「農濤、村計章法」並且充實國土規劃之體系，從
而建立農漁村規劃的法定地位，指導農漁村之規劃建設
由於目前我國推行農漁村建設工作，並無專法可以遵循與規範，法律基礎薄
弱，不僅專業人才不足，規劃建設目標模糊，整體性概念不清，規劃建設零星分散，

未能相互協調配合，以收相輔相成之效:而且規劃亦不具法定效力，影響成效。
目前農漁村規劃與建設面臨土地整理與重劃、公共設施及建築用地之取得、建

築規範與管理、農漁村遊憩發展、自然保育、景觀維護以及規劃建設之程序、村民
之參與、執行之主體、經費之籌措編列、相關機關之配合、計畫之審核過程與法定

位階等，涉及範闇甚廣，均必須有法律基礎，以為規劃建設執行之依據。因此儘早
制訂能謀求整體農漁村地區綜合發展的「農漁村計畫法 J

'以為農漁村規劃建設之

依據，至為重要。
此外，為建立農漁村規劃的法定地位與權威性，亦應配合法令的修訂，將農漁

村規劃納入國土規劃的體系中加以推動;並且加強區域計畫的指導功能，以及上下
位計畫間的互補及配合關係。如此不僅可以使農漁村規劃有上位計畫的指導與遵

循，有其整體性與長期性發展之方向;在區域計畫的架構下亦能與都市計畫並行不

悸，相輔相成，以兼顧城鄉發展之需求，達成城鄉均衡發展之目標。有了法律效力
與地位，農漁村規劃不僅可以成為鄉鎮公所中、長期發展之藍圖與施行之重要依
據，執行過程中政府各相關部門亦能相互協調與合作，使規劃之結果更加週延，建
設之成效更能彰顯。

(三)延長農漁村規劃之期限，全力做好農漁村規劃之示範性工
作，並且加強人才之培育與訓練
如上所云，由於農漁村規劃期限短促，不僅無以兼顧整體性、綜合性與長期性
發展之需要，亦無法充分協調權衡專家們之意見;相關部門間之連繫、配合有限，
村民之參與溝通更顯不足，致規劃難以週延完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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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謀求整體鄉村地區之發展，達成農漁村規劃之目標，現階段在人力物力有限
的情形下，宜全力做好示範性規劃與建設之工作，先行將零星之改善及建設計畫納

入綜合發展規劃計畫中加以執行，並且酌以延長規劃期限 3 至 5 年，使規劃工作更
趨週延，再據以訂定分期實施計畫，有系統地循序執行各項建設工作，以提昇規劃

與建設之品質，增強農漁村規劃的示範性效果。長期而言，在農漁村規劃的法制化
建立以後，農漁村規劃宜由基層之鄉鎮公所提出申請，由中央主管機構訂定審核之

標準，加以規範;在整體性或綜合性規劃的理念，以及充裕的規劃期限下，必能發
揮農漁村規劃建設的最大效果。
在人才培訓方面，除了應配合農漁村規劃專責機構之設置，網羅不同科際專長

之規劃人才外，也必須積極地、有計畫地培育目前參與規劃之人員，一方面委託學
術機構辦理農漁村規劃之短期訓練班，加強規劃之學理基礎與概念;另一方面則有
必要選派規劃人員前往國外進修，研究專門技術，並且分批派遣工作人員赴先進國

家(如德國及荷蘭)實地考察、研習及觀摩，以擴展及充實農漁村規劃之理念與實務
經驗。如此不僅有助於現行規劃與建設工作品質之提昇，而且可以為未來農漁村發
展規劃莫定良好之基礎。

朵、結論與建議
「建設富麗農漁村→皂求「富裕』與『自然、.!I J 為行政院農委會「跨世紀」農業建
設的重要目標(註 8) 。農漁村規劃與建設工作可以說是增進農漁民福利、促進鄉村發展的
重要手段。鄉村發展在此之意為採取所有合宜的規劃、準備工作，並且有效執行各項措
施，以維護及改善農漁村的經濟、居住功能以及休憩價值，進而在鄉村地區創造一個長

(吉主 8) :邱茂英，跨世紀農業建設新策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85 年 8 月 21 日，第
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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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而良好舒適的生活環境而言(註 9) 。

隨著貿易自由化及受我國行將加入 WTO 的影響，過去政策著重在農業保護所採取
的市場與價格政策亦將逐漸調整。農業保護的程度雖然有所降低，對農漁民的照顧與福

利的增進卻不容絲毫減少。農漁村規劃與建設，涵蓋生產、生活與生態、層面，它乃從生

產面來創造農漁村的經濟力，促進產業發展，進而從生活面與社會面來照顧農漁民，增
進農漁民之福祉以彌補相對偏低的農漁民所得，並且從生態面來兼顧自然保育、景觀維

護，以「落實資源永續利用，提供國人享受田園之樂、保有鄉土之美 J (註 10) ，因而是
值得極力採行的發展政策。
面對此種發展趨勢，我國欲擬全面建設富裕農漁村之時，農漁村規劃建設宜建立完
善的制度，制訂農漁村規劃建設的特別法加以規範'並且籌設專責機構，有計草地培育

規劃建設人才，積極地加以推動，梅益今後農漁村規劃建設工作之進行。綜合上述，在
我國擬規劃建設農漁村均衡城鄉發展之時，以下課題值得進一步研討:
1.如何籌組及成立農漁村規劃建設之專責機構?並且加強農漁村規劃建設人才之培育

與訓練，以擴展及充實規劃建設之理念與實務經驗?

2. 如何全力做好農漁村規劃建設之示範性工作，使其涵蓋及兼顧生活改善 1 產業發展、
鄉土文化以及自然保育、景觀維護等層面?
3

如何促成「農漁村計畫法」之立法工作，以為農漁村規劃建設執行之依據?

4. 如何針對農漁村建築物之造型加以規範'並且透過法令規章加以貫徹執行，以維護
農漁村獨特風貌?

5. 如何配合「農地釋出方案 J '進行鄉村區整體規畫II '預留村莊建築用地及發展用地，

規劃農村住宅用地?
6. 如何將農漁村規劃建設納入國土規劃之體系加以推動，以加強農漁村規劃建設的法

(註 9)

: Wei 戶， E. , Die Bodenordnungsverfahren nach dem Flurbereinigungsgesetz der

(吉主 10)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iversität Bonn , Mai 1996.
: 同言主 8 ' P.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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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位?
亦惟有農漁村的產業發展與經濟繁榮，農漁民的生活與居住環境得到改善，農本文

化與農漁村的根源得到重視，農漁村景觀及風貌與健康的繪色空間得到維護;則農漁村
的活力可以持續，村民對農漁村的歸屬感可以增強，村民也才能「安居」而樂業，而城
鄉發展之差距自可縮短，農漁村人口外移引發都市人口過度膨脹的種種社會經濟問題自
可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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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Rural Planning for the
Balanced Growth between Urban-Rural
Areas *
Liu Chien-Zer**

ABSTRACT
Building up a prosperous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village for the aims of “ wealthy" and

“ natural" rural society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target of the “ Over-Century"
agricultural construction for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lt has been realized that jobs on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villag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are essential measures for the
promotion of rural developmen t. Among the agricultural and fishery village constructions
include large scopes and aspects such as living improvement and infrastructure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working environment , rural culture , and natural landscape as well 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tc. Thes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possess aggregated , integrated , and
durable characteristics. In other words , production , living society , and ecology are the major
aspect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rural economic power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care of rural farmers and fishermen as one kind of decoupled income policy , and the
improvement of both aims of natural preservation and landscape maintenance. Thus , this
complete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is worth of fully imple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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