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2016 Vol.31, No.6国际城市规划

The Evolution of Taiwan’s Agricultural Land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

台湾地区农地政策的演进及其借鉴意义

施昱年  廖彬超
Shih Yunien, Liao Pinchao

文章编号：1673-9493（2016）06-0035-05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DOI ：10.22217/upi.2016.376

引言

农地作为农业生产的载体，其政策演进与农业发展息息相关。对台

湾而言，其早期的农业政策与国民党政府迁台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

1949 年以后，为了满足军需及岛内人口激增的粮食需求，台湾当局为粮

食增产紧急实施私地减租政策，并处理当时严重的业佃冲突问题 [1]。此外，

依据“宪法”规定，农地政策以扶植自耕农为基本原则，因此 1950 年代

推行的第一阶段土地改革，以保护佃农权益与农地资源为主，严格施行

农地农有及农地农用政策。在长期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下，台湾的农地逐

渐变得细碎，于是政府在 1980 年代推动了第二阶段的土地改革，出台了

“农业发展条例”以及“农地重划政策”，推行农场共同、委托及合作经

营。2000 年后，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的日益缺乏，加

之农地产值低迷，政府将政策的重点转移到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及维护生

态环境方面，大力推进所谓的“生产、生活与生态”三生一体的现代化

农业发展 [2]。

按照台湾地区学者多年的研究以及“行政院农业发展委员会”印行的

“农业政策白皮书”的划分方法，台湾农地政策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五个阶

段 ：台湾光复初期至农地改革完成时期、以农养工时期、农工并重时期、

三生农业时期和农业活化与转型时期 [3]。这样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农业的发

展阶段，但如果从农地的角度来划分，则可以概括为“农地农有农用”转

变为“农地农用”政策，由此可以将农地政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

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阶段，从“以农养工”到“农地保护”

阶段，从“农地农有农用”转型为“农地农用”阶段。

从空间范围来看，按照台湾的土地使用管制分区，农地编列于都市土

地和非都市土地之中。依据“区域计划法”，非都市土地划分为 11 种使用

分区及 19 种使用类别，其中农地①包括都市计划农业区、保护区，以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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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地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回顾了台湾 1949 年以来的农地政策变迁，聚焦于

“农地农有农用”转变为“农地农用”的政策进程，将

台湾的农地政策划分为若干阶段，分析各阶段的演进

关系 ；并讨论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农地

租赁、大量农舍兴建、休闲农业与民宿质量等；最后

探讨了台湾农地政策演进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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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土地的农牧用地、林业用地、养殖用地、水利用地、生

态保护用地及“国土”保安用地，其开发利用受到农地政策

约束。

1  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阶段

1949—1952 年是台湾地区的第一次土地改革阶段。这

一时期，国民党政府刚刚迁到台湾，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

粮食产出，因此农业政策相对比较单一，重点在于通过农地

政策促进农产品的生产。概括而言，这一阶段的农地政策有

以下特征。

1.1  平均地权是农地政策的核心思想
台湾农地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平均地权。按照孙中山的

农地思想，土地要地尽其利，必先平均地权；平均地权是均

权制的土地所有制，政府具有上级所有权，人民分享下级所

有权，以私有权的形式存在，故平均地权不主张土地收归政

府所有，而是通过规定地价、照价征税、照价收买以及涨价

归公四大手段实现均权 [4]。在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下，台湾的

土地制度实行“农地农（民）有、市地市（民）有、富源地

‘国’有”的平均地权思想 [5]。

1.2  改革租佃制度，解决土地分配和生产矛盾
为实现平均地权、农地农（民）有，这一阶段农地政策

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当时大地主垄断土地所

有权，拥有大量的土地，造成大批佃农的存在；第二，当时“法

律”没有限制佃农交给地主的租金上限，导致过高的佃租影

响了佃农的生计，也影响了佃农对再生产的资本投入，生产

力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必须改革租佃制度；第三，要提高

单位农地的产量 [6]。

1.3  政府推动，实现耕者有其田
农地政策改革首先是要确保产量增加，然后使增产的

利益归于大多数农民，再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最终

目的 [7]。1949 年 4 月 15 日台湾当局颁行“台湾省私有耕地

租用办法”，规定“耕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全年收获总

量的 375‰，原约定地租超过 375‰者，减为 375‰ ；不及

此数者，不得增加”。租佃期限不得少于 6 年，且在租约存

续期间，地主除非有“法定”原因，否则不得任意终止租

约，并要求期满自动续约。375 减租政策缓解了长久以来地

主与佃农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并未完全解决地主与佃农的冲

突。作为最大“地主”的“国民政府”，只能从自身做起 [1] ；

于是从 1951 年 6 月起，以“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

农实施办法”为依据，政府将战后从日本手中接收的农地放

领给现耕农、雇农、佃农及半自耕农，地价偿还期为 10 年，

分 20 期偿还。直到 1965 年政府才以兴建公共设施为由，停

止办理农地放领。

“耕者有其田”是农地改革的最终目标。政府规定地主

仅能保留其出租水田三甲①（或其他等的水旱田）；如果依

公告标准折算的甲数超出此限制，且为租佃下的耕地，则耕

地由政府强制征收，转放给现有农户承领，政府给地主配发

实物土地债卷七成和公营事业股票三成 [8]。此举将土地资本

移转到了工商业发展领域，以投资带动经济发展 [9]。经过此

轮农地改革，台湾 83% 的出租土地变成了自耕土地，由此

便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收入，推动了台湾从农业地

区向工业化地区的转变 [10]。

2  从“以农养工”到“农地保护”阶段

1953—1990 年间的农地政策完成了从初期的“以农养

工”到“农地保护”的转变。其中，1953—1968 年的农地

政策主要是支持工业发展，实施每四年一轮的经济建设计划，

共计实施了四次，这期间对农地保护较为忽视；1970 年代

之后，由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愈加凸显，农地保护逐渐受

到重视。

2.1  初期：主要支持工业发展
1950 年代起，台湾开始实施“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

业发展农业”政策。一方面，重视农业技术改进、作物制

度改善、耕地利用高度集约化、新品种引进，以达到粮食

自给自足 ；另一方面，积极简化农业用地变为工业用地的

程序，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1960 年为进一步提供工业用地，

台湾当局颁布“奖励投资条例”。援此条例，由“经济部”

确认，县市政府如为创办工业或扩展原有工业（第 29 条），

或是为增辟必要道路等特定需要，均可将相关农地变更为

工业等用地 [11]。

2.2  后期：农地保护意识增强
“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土地利用缺乏总体谋划，加之

相关制度建设的滞后，造成大量农地转为工业用地，严重破

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12]。1970 年代的两

次石油危机，其影响波及到了国际粮价，台湾地区的粮食价

格也随之上涨。

多方面因素唤起了保护农地意识。1969 年台湾当局颁

① 一甲为 9 699.22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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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农业政策检讨纲要”，首先是扩大农场经营规模，配合

农地重划（1960 年起开始实施），推行农业机械化，促进粮

食作物和特用作物的增产，同时改革农业金融制度，充裕低

利资金；其次，林地与山坡地在保育的前提下才能开发利用。

1973 年颁布“实施都市计划以外地区建筑物管理办法”，第

一条即规定 ：“维护优良农地，确保粮食安全……”。同年

还颁布“农业发展条例”，主要目的是保护农地，限制农地

分割及移转为共有，限制扩大经营规模，限制农地的非农

业使用。为进一步管制农地非法使用，1974 年颁布“区域

计划法”，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区计划”，制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图，划定使用分区及

编定使用地实施管制。1976 年还出台了“非都市土地使用

管制规则”。至此，台湾地区的农地变更及使用管制实现

了“法制化”。

1982 年台湾开始推行第二阶段的农地改革，在农地保

护意识增强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措施包括： 
（1）提供扩大经营规模之购地贷款；（2）推行共同委托

与合作经营；（3）加速农地重划；（4）加快农业机械化； 
（5）检讨修订“法规”并推动农地利用区域规划 [2,3]。

3  从“农地农有农用”到“农地农用”阶段

1990 年台湾地区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同

时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然而，加入 GATT 和

WTO 后，台湾必须逐步放开对外的农产品进口；相对应的，

也必须解除对内部的农业保护补贴政策。因此，一波推动

农地活化的讨论出现。特别是 1990 年后在野势力不断壮

大，“立法”上的争辩更趋激烈，农地保护政策开始出现

松动。

3.1  农地变更的规制松绑
1995 年台湾当局为振兴经济，核定实施《农地释出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实施的重点为 ：扩大农

地变更通道、农业用地分区调整、放宽农地变更限制、简

化审查程序。对农地的释出施以总量管制，从需求侧估计

至 2011 年约需释出农业用地 4.8 万 hm2，长期可供变更面

积约达 16 万 hm2。《方案》依使用分区的差异将农地分为四

类 ：第一类是都市计划农业区——只要符合总体规划，就

可以变更为非农业使用 ；第二类是非都市土地乡村区、工

业区和风景区内的农业用地——可以依分区性质变更为非

农业使用 ；第三类是非都市土地一般农业区农地——只要

开发计划符合各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可以依其所定

审核标准将农地变更为非农用地；第四类是特定农业区——

为了实施政府重大建设计划、“行政院”核定的开发计划或

公共设施建设、居住社区及低污染的工业区开发，可以将

农地变更为非农土地。

3.2  放宽农地农有、落实农地农用政策
在农地开放思潮的影响下，农民希望对 1983 年版的“农

业发展条例”进行修正，尤其针对农地分割、移转限制及农

舍兴建等。反对开放农地自由买卖的群体多认为管理不良会

造成农地的严重炒作 [13,14] ；同时还强调，相关部门必须加强

农民身份与自耕能力的认定，维持农地农有农用政策 [15,16]，

或至少确保农地农用 [17] ；赞成农地自由买卖的群体则认为台

湾在加入 WTO 之后，如果农业保护政策取消，应该开放农

地自由买卖，放宽农地转用限制，活化农业生产 [18,19]，并在

增加农地使用效益、农地流动性以及防堵财团掮客的寻租行

为的情况下，开放农地自由买卖 [20]。

1996 年 7 月“行政院”通过了“农业发展条例”修正

案，并经“立法院”讨论。该修正案也被称为“第二次土地

改革”[2,3]。在修正前，农地买卖双方和农舍兴建者均须具备

农民身份，且对农地分割和共有有严格的限制① ；实际上这

些规定已不符合当时小农户已经扩大的现实情况。2000 年

修正后的“农业发展条例”及“土地法”正式颁布，农地政

策由“农地农有农用”调整为“放宽农地农有、落实农地农

用”。在农地买卖部分，开放自然人可购买、赠与或继承农地，

但农地必须从事农业使用 ；此外还确立了买卖的程序，放宽

了农地租赁和农地分割的管制要求②。

4  农地政策实施下的农地问题

农地管理政策由“农地农有农用”调整为“农地农用”，

是自施行耕地 375 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以来

的最大变革。调整为“农地农用”的目的是为了以农地管理

① 根据修正前“农业发展条例”第 30 条规定，“每宗耕地不得分割或移转为共有，但因出售予毗邻耕地自耕农而与其耕地合并者，得为分割，因

继承而移转者，得为共有，共有耕地每人持分达 5 hm2 以上且有分割必要者，得报经省市主管机关核准分割为单独所有。”此即表明，每宗共

有耕地每人持分面积达 5 hm2 以上始能分割。

② 在农地租赁部分，第 20 条规定，2000 年 1 月 4 日之后签订的农地租赁契约，不适用 375 减租。在农地分割部分，分割的最小面积限制，由原

规定的共有耕地每人持分面积达 5 hm2 始能分割，降为分割后每人所有面积应达 0.25 hm2；对现已共有的耕地，则完全取消最小分割面积的限制。

在农舍部分，根据第 18 条，取得农业用地的农民，无自用农舍而须兴建者，经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核定，于不影响农业生产环境及农

村发展，得申请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农业用地兴建农舍，其在自有农业用地兴建农舍满五年始得移转，但因继承或法院拍卖而移转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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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所有权人资格限制，并利于引进资金和技术。然而，新

政实施以来也引发了许多农地管理的问题。

4.1  “375 减租条例”阻碍农地再利用
375 减租实施至今已 60 余年，许多承租农地的佃农已

传至第二代，但在农地收入减少以及工商业就业机会增加的

情境下，许多佃农二代已将土地荒废。按照“375 减租条例”，

若地主先提出解约须给予补偿金，因此佃农多不愿主动解除

租约。

4.2  大量农舍兴建侵占了农地资源
“农业发展条例”同时放开农地自由买卖与农舍兴建，

造成许多自然人购买农地的目的并非在于农业经营，而是休

闲享用，这就导致了农舍林立——实为别墅或民宿，且因零

星建于田中，不仅造成污染，也影响到规模化耕作。以民宿

兴建较多的宜兰县为例，2000—2014 年已兴建了 7 612 栋农

舍①，造成大量农地流失。

4.3  休闲农业与民宿质量良莠不齐
为活化农地，台湾当局于 1992 年制定了“休闲农业区

设置管理办法”，2000 年修正为“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

迄今休闲农业设施仍由农民自主建设，这就造成了休闲农场、

民宿等的质量良莠不齐。虽然市场机制可以淘汰质量不佳的

休闲产品，但农地一旦覆盖建筑，再想还原为农地将付出巨

大的成本（建筑拆除、土地整理、土壤修复、地力培养等）。

不佳的休闲产品实际上是在浪费土地。

5  总结与借鉴

台湾地区的农地政策在多年的实践中，已经基本完成其

各阶段的任务。其中，最为成功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的

土地改革。其后各阶段的农地政策演变也多是为了解决上一

阶段农地改革所遗留的问题，可以对各个阶段的农地政策的

演进关系作如下总结。

第一阶段的土地改革致力于扶植自耕农、照顾弱势人群

及改善财富分配结构，也兼顾了支撑工业发展。同时这一阶

段的平均地权政策造就了台湾农村的小农经济特点（或者说

是缺点）。首先，基于农地报酬递减法则，佃农在转为自耕

农初期，的确有提高生产的意愿，并能提高产量，但长期来

看，农业生产力仍然是报酬递减的；其次，战后持续增长的

农村人口也是导致农地分割越来越细碎的原因，进而失去了

“规模经济间接带来的降低农业投资”的合理收益。因此，

第二阶段土地改革旨在解决土地细碎与收益下滑的问题。然

而，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年轻劳动力逐渐流失，加之

政府限制农地自由买卖，使得农村既缺年轻人也缺资金，规

模化生产以及经济作物种植栽培便难以推进。基于此，第三

阶段的土地改革主要是放松农地管制政策，以吸引人们归农；

并引进资金和技术，以农业企业化及技术和经营创新，带动

农业升级。但由于农舍建设的管制不够严格，加上“休闲农

业辅导管理办法”的副作用，反而激励了很多企业或自然人

购买农地兴建农舍或休闲农场，违背了“立法”的初衷；加

之休闲农业的辅导机制不足，导致了部分休闲农业与民宿的

质量低下。

台湾地区的农村和农地状况与大陆有很多不同，但一些

问题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前者的农地政策对后者有一定启

示意义。纵观台湾的农地政策演进，初期对农地承租权的过

分保护，使得承租者宁愿荒废土地，也不愿主动退出租约，

间接导致了农地资源的浪费。其后对农地转换工业用地的规

制放松，又导致了乡村非农产业的遍地开花，加剧了农村土

地的破碎化，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后期台湾当局鼓励建设农

业休闲设施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呼应了台湾居民日益增

长的休闲需求。但是由于相关法规的不完善，当局对于农村

地区的农舍兴建和民宿发展等的管制不够严格，造成了农地

被大量占用，星罗棋布的田间建筑物不仅破坏了乡村景观，

也给规模化的农业生产造成更大不便。台湾当局的每次农地

政策改革都是为了解决之前农地改革遗留的问题，但未能全

盘考虑农地改革可能带来的负效应，亦即解决了旧问题、又

带来了新问题。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大陆地区汲取。

当下大陆地区的农村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农地政策的

改革一直在讨论之中，譬如宅基地退出机制、流转机制、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买卖、农村休闲设施建设等。这些

政策的变革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也并非是就事论事地应

对就能奏效。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地政策改革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缜密地设计。

本文得到上海市城乡规划学科高峰计划及 TJUPDI 和
TJAD 的支持，亦感谢赵民和张立老师对本文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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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亩城市》的翻译稿已经交给编辑了，这是赖特“未

来城市三部曲”的第二部。其实，赖特这本书的原书名是

《民主建设城市之际》（When Democracy Builds，芝加哥大

学出版社，1945），而在翻译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这本书

的中文版书名还是应该从全书的具体内容出发，使用《广亩

城市》作为书名，可能会减少图书分类上的误判，不至于因

为“民主”一词而把这本书归入“政治、法律”类。当然也

有可能避免误导那些依据书名选择读书的读者。按照这本书

的内容，它应该归入“工业技术—建筑科学”类。

《广亩城市》是编制具有“广亩城市”特征的社区总体

规划的设计纲要，所以，《广亩城市》实际上谈的是一种名

叫“广亩城市”的未来城市模式。

叶齐茂>>> 译者随笔

规划设计基础——“广亩城市”应用总体分散化的规

划原则，把所有的规划单元通过建筑方式重新整合成为一个

整体；“广亩城市”的居民通过使用和开发自己地块的方式，

保持相应地块的自由使用权；“广亩城市”的居民拥有“广

亩城市”的公用设施和政府；“广亩城市”的居民在自己土

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私人的，他们或在自己土地上，或在自

己的实验室里，或在自己对外服务的办公室里，用公正的手

段，从事他们自己工作，获得生计。

人口——这个名叫“广亩城市”的社区，可以小到一个

自然村落，大至整个国家。因为“广亩城市”的劳动者都是

兼业的，一个职业为主，兼顾其他职业，或者说，“亦工亦

农亦商亦学亦官亦 X”，减少社会分工，这样一来，我们现

在使用的那些城市人口估算方法，如劳动平衡法，就不那么

好用了。实际上，赖特并没有具体提出任何一个“广亩城市”

社区的人口规模指标。当然，赖特制作了一个“广亩城市”

的模型。这个模型包括的土地面积为 4 平方英里，规划居住

人口约为 7 000 人（1 400 家），每家平均人口为 5 人或更多。

土地——“广亩城市”采用“一英亩一家人”的基本用

地指标。不过，这“一英亩地”并非都是“建设用地”，更

不是全部用建筑物覆盖起来，相反，这“一英亩地”的绝大

部分用于农业、林业、养殖业或保持自然状态。国家掌握“广

亩城市”的土地。土地分配、土地开发，与整体和谐相关的

广亩城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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