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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1.1  研究背景和目的
从 1970 年代开始的韩国新村运动被认

为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和实现农村开发的

代表性事例；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理事会

（UNESCAP: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等国际机构，韩国国际协力团（KOICA: 
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与

企划财政部（对外经济合作基金）、行政安

全部（新村运动中央会）和农村振兴厅等

相关机构，正在将韩国新村运动的运作模

式引介到柬埔寨、老挝、尼泊尔等发展中

国家去。韩国新村运动作为一种开发模式，

主要适用于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支援

为驱动、以地区的社会内部组织运作为基

础，并引导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乡村发展

事业。

韩国新村运动的初衷，是希冀在国家

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阶段确保农村

的竞争力，亦即追求城乡间的均衡发展。

在经历了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韩国

当前正面临着城市更新的沉重压力。21 世

纪的韩国城市更新经历了从“自上而下支

援”到“自上而下引导”的方向转变。

本文以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探究韩国

新村运动的主要内涵、运作方式及支援体

系，并对新村运动以农村为中心演进为全

国性事业的变化过程和相互关系等作评述。

摘要：本文探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缘起、内涵及运作方式的变迁。基于 1970—2000 年的历时

性研究提出：第一，新村运动是从克服 1960 年代产业现代化带来的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并改

善农村生活环境的运动开始，扩大到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增收项目和教育事业等，同时

也逐渐扩展到了城市地区；第二，1970 年代的新村运动成果表现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在国

家的倡导和援助下，通过以村庄为单位的自主活动收获了农村社会和物质资本积累的成果；

第三，1980 年代以后的新村运动转变成了以民间为中心，以全国范围、全体国民为对象的

教育和意识提升事业，政府仍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施以支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亦不大；第四，

在政府支援中断的 19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农村人口高龄化和经济劳动年龄段人口大量流

出，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再次拉开。为了稳定农村人口和吸引人口流入，政府主导的振兴事

业仍在持续推进。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nging	 course	of	 the	Korea	Saemaul	Undong	business	
and	organization	in	growth	period	in	the	1970s	and	stabilized	period	in	the	1980s	and	so	on,	and	
compared	 income	changes	between	 rural	 community	 and	urban	 community.	The	points	 after	
examining	 these	 courses	 are	 as	 follows.	First,	 Saemaul	Undong	was	began	 as	 rural	 community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in	 order	 to	 overcom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upon	 industry	modernization	 in	 the	1960s,	 and	expanded	 to	production	base	 facility	
and	 income	projects,	 education	projects,	 gradually	 expanding	 to	 urban	 areas.	Second,	 the	 result	
of	Saemaul	Undong	 appeared	with	 increase	of	 farm	household	 income,	 socially	 bringing	 the	
result	 that	 social	overhead	capital	of	 rural	 community	was	built	 through	 spontaneous	activity	 in	
village	unit	under	nation’s	adjustment.	Third,	Saemaul	Undong	after	 the	1980s	was	converted	to	
education and consciousness reform project targeting private-centered entire country and people, 
an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was	not	 big	until	 the	mid-1990s	with	
governmental	support.	Fourth,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y	is	again	being	
increased, along with aging of rural population and leak of economic population, after the mid-
1990s when government support was suspended, and individual projects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for	inflow	of	sedentary	and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still	under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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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和内容
以韩国的新村运动整体为对象，以 1970 年代至当下为

时间维度，首先简述韩国新村运动在各个时代的主要内涵和

运作过程，然后研究其相应的组织方式及特性。研究内容包

括：第一，农村收入增加期以前的村庄组织和运动（1980
年代以前）；第二，从新村运动进入稳定期以后到现今的新

村运动的内涵和运作特性（1980 年以后）① ；第三，各时期

新村运动的内涵和运作方式的变迁过程和变迁的主要因素。

2  成长期的新村运动

2.1  新村运动的缘起背景
韩国农村的以血缘关系为中心的互帮、互助共同体传统

组织体系曾经非常发达，村庄内部具有相互协力的传统。但

因长期受日本殖民统治以及韩战等影响，一些传统的民间组

织体系瓦解了 ；战后的快速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亦带来了新

的挑战。1960 年代以后，韩国进入了以首个经济开发五年

计划为起点的近代化和工业化过程，城乡间的经济社会发展

差距②变得更大了。很大程度上，从国家角度施行的经济开

发计划必然会诱发快速的城市化，而农村则仍处在不具备道

路、供电等基本的基础设施的生活环境之下，其结果必定是

农村居民的不满剧增。有鉴于此，政府曾发起过地区社会开

发事业③、国民再建运动④、政府支援事业⑤等地区开发事

业和国民运动，这些事业和运动为从 1970 年代开始的新村

运动奠定了一定基础。

2.2  1970 年代新村运动的主要工作
从 1970 年 4 月地方长官会议提倡“新村建设运动”开

始，新村运动以当时的内务部和农水产部为责任主体而推进，

并与政府主导的其他事业衔接进行。在新村建设的初期，中

央主体曾组织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邑和面层面分别选拔 1
名官员）参观优秀村庄，并在当年的农闲期间向全国 33 267

个地方行政单位支援水泥，用于改善乡村环境。以这种试验

性的行动为基础，1972 年实施了重点支援：选定 16 600 个

村庄，各追加支援水泥⑥ 500 袋和钢筋 1 吨。这样的务实做

法奠定了新村运动的基础。在新村运动获得主要成果的 1970
年代，新村建设大体上是按照“基础村庄”（1970—1973）、“自

助村庄”（1974—1976）和“自立村庄”（1977—1979）这三

个目标阶段进行的，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村庄建设标准，逐

级提高。其工作内涵如表 1 所示。

当时的政府支援主要集中于道路、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还有旨在增加收入的村庄非农共同事业的建设投资。另

外，通过政府投入和居民自筹资金，居民们自己投入劳力改

善居住条件⑦。中央政府为了将基础村庄提升为自助、自立

村庄，提出了以农村道路、居住环境、农田设施、村民活动

和增加收入等五个方面的 10 项内容的定量指标为升级的考

核标准（表 2），施行有针对性的分级支援，激发村庄参与

和相互竞争，其最终目的在于使所有村庄都能建设成为自立

村庄。政府的支援工作从村庄的环境改善开始，逐渐扩展至

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农民收入 ；另一方面，就新村运

动的对象而言，则发生了从农村延伸至城市的过程。

① 对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金炳燮 [3]、郭宗武 [4] 等研究者和新村中央会等的组织和机构进行了各种分类，大体上以 10 年为单位分类。考虑到韩国

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变化过程和新村运动的进行状况，以及城乡间的收入比较等，本研究按照 10 年为单位，并大致以 1970 年代 10 年间的成长期和

1980 年以后的稳定期来作总体论述。

② 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年收入平均值分别为 112 201 韩元和 112 560 韩元，大体上差不多。从 1965 年至新村运动开始的 1970 年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收

入上升率来看，农村地区年平均上升率为 17.9%，而城市地区则达到了 28.6% ；1970 年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年收入平均值分别为 255 804 韩元和

381 240 韩元，差距较大 [5]。

③ 指 1958 年 9 月地区社会开发委员会执行总统令后开始的事业；选定了 887 名指导者和 2 137 个示范聚落，推进农村建设示范事业（其后事业主体

从最初的中央委员会分别向复兴部、建设部、农林部转移）。

④ 1961 年 6 月通过和公布了再建国民运动的相关法定文件；这是官方主导型的国民运动，通过宣扬协同团结和自助自立精神等来确立新的国民生活

方式。

⑤ 为当时的主要政府支援事业；选定 21 个模范村庄，以农村振兴厅的农村示范事业、地区开发事业、村庄建设事业等名目而进行 [6]。

⑥ 当时的事业费 316 亿韩元由政府支援 36 亿韩元（国费 20 亿韩元、地方费 16 亿韩元）和居民负担 280 亿韩元（自有资金 52 亿韩元、劳力负担折算

211 亿韩元、捐赠和实物 17 亿韩元），居民自力事业、屋顶改良事业、农村电话事业、村庄储蓄所建设业绩等以优秀的部落为运营对象 [7]。

⑦ 主要以屋顶和厨房为中心进行改良，将原有的秸秆屋顶换成砖瓦或石板瓦，可节省频繁更换屋顶的劳动力，同时将秸秆用作燃料或肥料。1972 年

投入政府支援金 41 亿韩元、居民自投 87 亿韩元，改良了 413 000 栋住宅的屋顶；截至 1978 年，达到 2 618 000 栋 [8]。这可以说是农村现代化运动

中最能显示效果的事业。

表 1  1970 年代新村运动的主要工作内涵

类别
推进

时期

支援工作
村民自力工作

主要工作 附加工作

基础村庄

（18 415个）

1970—

1973

环境改善 生产性基础建设 厨房、屋顶改良，

堆肥增产等道路、供水、排水等设施建设

自助村庄

（13 943个）

1974—

1976

生产性基础

建设
提升收入 新村广场，农

业合作，住宅

改良等
道路和供水设施建设，围绕提升收

入的有关工作

自立村庄

（2 307 个）

1977—

1979

提升收入 文化和福利事业发展 标准住宅，新

村工厂，接通

电话等

围绕提升收入的有关工作，完成环

境改善方面的未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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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70 年代新村运动的组织体制
1970 年代，新村运动基本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

推进的 ；在市 / 道级，以知事为中心组成市 / 道协议会，与

大学合作制订综合计划① ；市 / 郡政区以下则由政府主体贯

彻自上而下的方针和综合计划，运作各项促进事业②。为了

高效的组织运营，当时以内务部为中心对中央政府和地方行

政的组织机构进行了改革③ ；机构改革以后，在地方行政机

构中也设置了专门负责新村运动的部门④（图 1）。
大体上，1970 年代的新村运动是通过中央部门间的协

议会和邑 / 面单位以下的促进委员会具体推进的 ；以改善农

村环境为开端，通过建设生产性基础设施和促进增收等事业，

逐渐扩展事业的范围⑤。当时的治理模式可以说是处在政府

主导与市民主导之间的协力治理模式。在这种经典的协力关

系中，不仅有来自政府简单明了的方针和支援，还有农村居

民自身愿景和实现自己夙愿⑥的热情。可以说，政府的支援

和竞争性运作，居民自主意识的激发，加之水稻新品种的开

发和普及⑦等，均有力地推动了 1970 年代的韩国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

3  稳定期的新村运动

3.1  1980 年代以后新村运动的主要事业
1980 年代新村运动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由政府主导

的自上而下式体系向政府外的“新村中央总部”的半官方

模式转换⑧。基于 1970 年代的成长过程中实现的自立村庄，

进一步区分自立、自营和福祉村庄并提供相应的支援，支援

的范围也从原来的村庄单位扩大至地区单位。虽然政府的作

用减弱了，但政府外围团体性质的新村中央总部继而主导了

新村运动 ；可以说在体制转换的同时，职能主体和任务分工

也有了调整⑨。在 1970 年代的农村居住和生产环境改善事

业、屋顶改良和不良住宅改良等设施改善事业的基础上，以

及在 1977 年的村庄改善和农村标准住宅案提出和施行一段

时间后，1980 年代终止了标准住宅案，援助事业的规模缩小，

表 2  农村生活和生产环境改善的分类及标准

项目和建设工作 基础村庄 自助村庄 自立村庄

农村

道路

干线道路 完成主干线道路 完成干线道路

支路网 完成村庄支路网 完成桥梁架设

居住

环境

屋顶改良 — 70% 以上 80% 以上

排水设施 — 建成排水干线 住宅排水覆盖率 80%以上

农田

设施

农耕地水利 70% 以上 85% 以上

河渠整治 完成村内河渠整治 完成村庄周边河渠整治

村民

活动

村民活动场所 — 1 处以上 2 处以上

村庄基金 3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上

增加

收入

村集体收入 —
村集体创收项

目一项以上
开发非农业创收项目

农户收入 50 万元以上 80 万元以上 140 万元以上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

中央协议会

市/ 道协议会

市/ 郡协议会

邑/ 面协议会

里/ 洞开发委员会

开发储蓄所

中央

市/ 道

市/ 郡

邑/ 面

村庄

村庄 青年部•妇女部，乡报部•监事会

各功能组织

内务部中心的政府部门+农协等主要金融机构

道知事和所属支部/ 分部 + 大学

市长，郡守，警察局长，学校校长等

邑/ 面长，邮局局长，农协组合长

里/ 洞长，新村指导者，村庄居民代表

制定方针会

综合计划议会

综合指导议会

综合促进议会

事业促进员会

山林厅•兴农契•农协俱乐部•农事改良
俱乐部生活改善俱乐部•新村青少年会
部•自生组织•村庄储蓄所

图 1  1970 年代新村运动时期的韩国政府层级体系及职能示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

① 在青瓦台设有新村特别助理，在内务部设有科长级以上的新村负责官员；道—郡级单位则由副知事或副郡守总管新村事业，并由负责地区事务的新

村科专门负责相应的业务。

② 邑 / 面单位以下通过总务系和相关的委员会协同促进新村事业。

③ 1971 年 8 月，依据总统令第 5755 号，修改了内务部职务制度，同时废止了其地方局的开发科；同时为支援新村业务新设了地区开发负责官员；

1972 年起由内务部长官兼任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委员长，总管新村运动。1973 年职务制度改革，政府中央部门的地方局（Bureau for Local Affairs）
设立了包括新村指导科、新村负责官员、新村政策分析官员等使用“新村”名称的部门和负责官员，形成了新的行政体制 [9]。

④ 1973 年市—道新设新村指导科，市—郡—区新设新村科；1975 年郡采用了专门负责新村运动的副郡守制。

⑤ 从参观邑 / 面的优秀村庄等教育开始，对全国 33 267 个行政单元各支援水泥 335 袋；发展到选定基础、自助、自立村庄共 34 655 个，实施相应的

促进事业。

⑥ 据韩国政府 1977 年对农村住宅的调查，9 坪（1 坪 =3.30378 m2）以下的占全部农村住宅的 33.7%，黑砖瓦房子占 73%，30 年以上的破旧住宅占

43.6%，当时急需改良的不良住宅共有 543 000 栋，占全部农村住宅 2 925 000 栋的 18.6%[10]。

⑦ 统一稻是曾任首尔大学农学系教授的许文会于 1966 年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育成的水稻品种，

1971 年以后通过韩国政府种子计划得到普及。1971 年，全国统一稻的总栽培面积仅占 0.2%，1978 年则达到了 76.2%，收获量也达到总收获量的

78.2%。其结果是 1977 年的大米总收获量比 1960 年代的年均产量约增加了 30% 以上，为增加农村收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韩国政府于 1977 年宣

布实现大米的自给自足 [11]。

⑧ 1980 年代设置在政府中央部门—内务部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被废止，同时以民间为中心的新村运动中央总部出台；1990 年代以新村运动中央协

议会、2000 年以后以新村运动中央会的名称开展活动。

⑨ 1980 年代以农渔村居住环境改善、农民居住环境改善等的部分改良事业和 1970 年代的未尽事业的完善为中心进行。其中，从村落构造改善事业来看，

1978—1979 年之间约涉及 1 847 个村庄，而 1988—1989 年之间仅 60 个村庄；由此可以了解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事业规模变化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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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仅是对个别住宅单位的局部加以改良①。

1990 年代的新村运动可以说是以经济稳定为主基调，在

生活环境建设的同时强调社会健全和增强自律性。1997 年

则集中于克服金融危机和经济状况恶化的活动，根据实际条

件采取了更为务实的方法。2000 年以后，随着新村运动走

向国际，亟须对新村运动的作用和功能加以再评价，并相应

提出了国际开发援助的对策方法等。

可以对 1980 年代以后的新村运动的主要内涵作如下概

括（表 3）。

3.2  1980 年代以后新村运动的事业组织
1980 年代的新村运动促进主体发生了变化，即从依据

《新村运动组织培育法》而组建的官方新村运动总部②转换

成了有民间参与的半官方的体制。当时全国范围的新村运

动总部因存在过多的下属组织构成和过度的事业扩张而受到

了国民的指责③，这些组织机构在 1990年代被改编和缩小了，

2000 年以后又从国际化和事业化角度被重组了（表 4）。
1980 年所设立的新村中央总部，其机构包括会长、事

务总长、事务次长和部门长等基本组织，此外还有理事会及

政策研究院的附加组织。事业促进负责部门以策划调整室为

首，由总务部、教育部、指导部、财务部、宣传部、海外协

力部负责。1990 年代主要是将机构重组为政策局、组织局、

事业局 ；组织局所属的 9 个部门负责主要业务。2000 年以

后改为中央会，在政策局、组织局的基本构成下，由国际协

力团和经营事业团施行促进事业，开展与包括支部和分会在

内的所属会员团体的联合活动。

某种程度上，1980 年代以后的新村运动组织的变化，可

从总部、协议会、中央会的变化名称中窥见一斑。大体上是

弱化了自上而下的官方援助事业运作，取而代之的是以民间

主体的意识改善和教育为中心的事业。

4  新村运动的演进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变化

4.1  新村运动的组织和事业变化分析
1970 年以中央政府为中心，从农村的环境改善事业出发

推进新村运动 ；到了 1980 年代转向有民间介入的运作体制，

以及转向包括城乡在内的全国各地的民间教育和意识事业为

中心，事业内涵和范围均有了变化和扩张。1990 年代及以后，

新村运动的机构进一步调整，并大为缩小 ；其特征是更为专

业化，并开拓国际事业。各时期的组织变化和重点事业的变

化过程如图 2 所示。

新村运动的组织与事业的关系大致如下 ：1970 年代以

中央政府为中心的援助事业，在明确的指导下以自上而下

的方式推进，但也只有在居民的紧密协同下才能实现目标 ；

1980 年代随着事业主体民营化，以及设立新村运动中央总

部，物质性的援助事业转向以各部门为中心，而民营自理组

织则以承担宣传和教育等事业为中心，总体上呈现二元化推

进；1990 年代以后，随着《新村组织运营法》的出台，新

村运动转向通过各种组织和支部分会去推进，其具体内涵包

括“意识创导”和教育事业等。1990 年代开展的“新村领

① 以便利生活、节省设计费、经济的施工和提高质量为目标，建设部提供的农村标准住宅式样在 1970 年代达到 36 个，1980 年代又增加了 87 个，共

为 123 个，可归为 14 个类型。因居民对标准住宅不满和贷款偿还等原因，1987 年以后普及标准住宅的做法停止了。

② 1980 年 12 月公布和施行的《新村运动组织培育法》，要求支援和培育民间的自发新村运动组织，以促进新村运动的持续发展；此外还设置了全国

范围的新村运动总部及其下属组织——新村指导者中央协议会、新村妇女会中央联合会、职场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工厂新村运动促进总部、职能

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等，在市—道—郡—区设置支部和分会，在邑—面—栋安排男女性新村指导者。

③ 依据《新村运动组织培育法》，新村运动事业可以运用国库和地方经费、个人和法人团体捐款等，也可使用公有财产，并借调各部门的公务员。

表 3  1980 年代以后新村运动的主要内涵

类别 时期 主要内涵

民间转换
1980
年代

民间介入新村事业：教育和民间组织的培育

泛国民参与扩大：农渔村和城市新村运动

增进自律性
1990
年代

地区新村运动：“建设我的故乡”、“我们的农产物”等运动

教育和协同事业：搞活经济、爱国教育等

新村运动

再评价

2000
年以

后

社会建设维度的新村运动审视 ：从工作单位、地区及家庭、

妇女等角度的评价等

新村运动的国际化：国际开发援助的方法和评价

表 4  1980 年代以后新村运动的事业组织

时期 组织名称 主要组织构成

1980
年代

新村中央总部
基本构成：会长—事务总长—事务次长—6 个部门 +1 室

附加组织：理事会、政策研究院

1990
年代

新村运动

中央协议会

基本构成：会长—事务总长—3个局（政策、组织、事业）

组织局构成：9 个部门

2000
年代

新村运动中

央会

基本构成：会长—事务总长—2 个局（政策、组织）

附加组织：2 个事业团（经营事业团、国际协力团）

支部分会：17 个支部、232 个分会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以后

组织变化
中央政府中心 一般国民运动团体 组织财政费紧缩 强调专业性

新村中央协议会 新村运动中央总部 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 新村运动中央会

重点工作

�社会发展/环境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

�国民精神提振

�向城市、工厂和工作

单位延伸

�民间主导和自律

�强化教育

�促进国际化

�家庭与新村运动

�奥林匹克运动

�克服经济困难

�社会道德性恢复

�改变生活意识

�形成地区共同体

�“我的故乡”环境运动

�志愿者活动

�宣扬先进的市民意识

�奠定经济基础

�社会伦理/道德

�改变生活意识

�环境运动

�节能运动

�统一推进运动

�海外和全球化

�提升国家声誉

中心地区
以农村为中心

若干城市和地区

城乡均衡

广域化、全国化

以全国为范畴

岛屿地区类别化

以全国为基础

全球化考量

图 2  新村运动的组织和事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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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者培养”等工作标志着新村运动的调整，新村运动不再是

以往那种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 ；实际上 1996 年以后，随着

政府全面支援的中断和民营化的推进，新村运动呈现出了缩

小和个案化发展的趋势。

4.2  新村运动各时期的收入变化分析
新村运动开始以前，1965 年的城市和农村年收入分别

为 112 560 韩元和 112 201 韩元，几乎无差距。但 1960 年代

后期随着现代产业培育建设和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的推进，非

农经济快速成长，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1965—
1970 年间，城市家庭收入的年均增幅达到 28.6% ；而同期农

村家庭收入的年均增幅为 17.9%。大体上，1970 年新村运动

开始时的农村家庭收入明显低于城市家庭收入①。

1970 年新村运动开始以后，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月

收入发生了很大变化（表 5）。
1970 年的农村家庭月平均收入约为城市家庭月平均收

入的 75%，1975 年提高至 110%。自此至 1990 年，城、乡

家庭收入基本维持在相似的水准；1990 年代以后农村家庭收

入较城市家庭再次降低，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不大。1996 年

后政府中断了面上的普遍支援，这以后城乡家庭的收入差距

再次拉开。尽管农渔村和山村综合开发事业仍在进行，2000
年以后还推出了农村信息化建设及主题村庄和体验式项目，

试图引导农渔村地区的活性化发展，但终因农村中青年人口

大量流向城市，以及农渔村人口高龄化不断加剧等，城乡家

庭收入的差距呈现出日渐扩大的趋势。

5  结论

本文回顾了韩国新村运动的缘起，分析了 1970 年代成

长期、1980 年代稳定期及其后的事业和组织的变化过程，同

时比较了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收入变化。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新村运动从致力于克服 1960 年代的城乡间收入差距

扩大及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等工作开始，扩大至生产性基础设

施、增收项目和教育事业等，并逐渐向城市地区延伸；第二，

1970 年代的新村运动的成果表现为农民收入的增加，社会

方面也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通过以村庄为单位的自立活动获

得了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成果；第三，1980 年代以

后的新村运动转变为以民间为中心、以全国范围和全体国民

为对象的教育事业，以观念的进步为宗旨。同时，在政府的

持续支援下，城乡间的家庭收入差距不大；第四，自 1990
年代中期至今，政府中断了面上的支援，加之农村人口高龄

化等不利内因，城乡间的家庭收入差距再次拉开。为了确保

既有农村人口的福利以及吸引人口流入，政府与民间协力的

农村振兴事业持续在推进。

注：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由作者绘制、整理。

感谢张立老师和朴世英同学对本文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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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国 1965—1970 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 11.43%，当时城市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大幅提高的原因是产业结构变化及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而农村家庭

的年平均收入增加相对较慢的原因，在于农村仍维持着传统的大家庭，同时劳动人口的比率较低。

表 5  新村运动各时期的城市和农村家庭收入变化

年度

城市家

庭月收

入 A
（千元）

农村家庭月收入（千元）
比率

B/A
（%）

农渔村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援行动
总计 B

（包括以

前收入）

农业

收入

农业

外收

入

1970 28 21 16 5 75 —

1975 66 73 60 13 110 小都邑培育（1979，行政自治部）

1980 234 224 146 78 96 —

1985 424 478 308 88 113
岛屿综合开发（1986，行政自治部）

内地综合开发（1988，行政自治部）

1990 943 919 522 237 97 渔村综合开发（1994，海洋水产部）

1995 1 911 1 816 872 578 95
山村综合开发（1997，山林部）

农渔村居住环境改善（1997，行政

自治部）

2000 2 387 1 941 908 619 81

美丽村庄开发（2001，行政自治部）

信息化示范（2001，行政自治部）

渔村体验村庄建设（2002，海洋水

产部）

农村传统主题村庄建设（2002，农

村振兴厅）

2005 2 994 2 542 985 824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