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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改善我國農業生產永續性並拉近和生態農業間之距離，梳理農民推動有機

生產意願與了解轉作困境實格外重要。本研究以苗栗苑裡作為研究場域，透過半

結構訪談、分析階層程序法、多元權益關係人網絡結構分析等行動研究方法，目

的在了解生態農業推動的關鍵因素，以為未來政策建議之參考。結果顯示，苑裡

在地農友多數習慣將米糧售與糧商，選擇避開可能的市場風險及簡化經營管理，

但若考量未來自創通路的趨勢，有機農法所生產的稻米會比慣行農法生產的稻米

更有機會發展自創通路。AHP 分析結果顯示，種植環境對於農民本身健康的影響

為首要考量，而農友與糧商間的關係網絡影響農友選擇另尋其他通路的意圖。多

元權益關係人網絡結構分析結果顯示，生產網絡結構是以契作商為中心，契作商

影響地方稻米收購價格，更具體影響在地農友施行有機栽種意願。 

 

關鍵詞：稻米生產、生態農業、有機農業、慣行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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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物生長會因病蟲害雜草的影響受到阻礙，農民往往會施撒化學農藥和肥料，

以維持或增加產量，即是現今常見的慣行農法。然而慣行農法常因在過度或不當

使用，造成對自然環境、農民自身者甚至消費者的極大衝擊與健康安全疑慮。如

今生態永續意識逐漸抬頭，人們發起維護環境、生態與照顧人們健康的生態農業

議題以修正慣行農法的缺陷 (Carvalho, 2017)。為拉近慣行與生態農業的距離，了

解農事第一線生產者的意向與操作困境格外重要。 

本研究以苗栗苑裡稻米生產為例，採取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方法，包

括：半結構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分析階層程序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多元權益關係人網絡結構分析 (stakeholders network structure 

analysis) 等進行。過程邀集農村社區、農業技術輔導單位與學術研究機構等共同

參與實作並舉辦工作坊，針對地方多元權益關係人之生態農業操作意願、利益訴

求，及其社會網絡關係進行分析 (Freeman & McVea, 2001; Lan and Peng, 2020)，以

利未來政策參考。 

 

研究方法 

行動研究由 Peter Reason 及 Hilary Bradbury 定義，藉由參與式及民主的方式以

關心發展中的經驗知識，以滿足人民價值的目的 (Freeman & McVea, 2001；Reason 

& Bradbury, 2001)。本研究以行動研究分析苗栗苑裡生態農業發展，透過三階段逐

步確認影響當地生態農業推動因素之重要程度以及生產網絡連結關係。 

第一階段於 2017 年執行，邀集 41 位苑裡在地農友，參與「有機如何動起來」

工作坊。每位農友分別於藍色、黃色便條紙上，填寫「現況」及「未來」耕作模

式及通路意向，並標記於圖 1 的 x 軸為耕作模式；y 軸為通路模式之矩陣海報，再

以進行意見交流討論。 

第二階段於 2018 年執行，邀請苑裡第一線生產專家（九位產銷班長）以 AHP

專家問卷進行有機慣行農法的重要性評估。AHP 分析階層程序法使用階層概念，

並納入相關影響因子，以此作重要性評選 (Kurttila、Pesonen、Kangas & Kajanus, 

2000)。使用 AHP 理由有三，首先，有機、友善與慣行三種耕作模式各自獨立性高，

組成構面較無高度關聯；其次，產銷班長有第一線長年累積之實際經驗，對有機

慣行有更深入認知；最後，AHP 專家問卷結果並非唯一依據，本研究會以焦點團

體座談法，邀集 25 位稻米產銷班成員對班長認知再次衡量討論其組成因素相關性

的意義。 

第三階段於 2019 年執行，半結構訪談及彙整過去三年累積共計 24 位的受訪

者資料，梳理地方農友及多元權益關係者對於生態農業之執行、推廣與困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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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生產網絡結構分析，以跨域方式釐清苗栗苑裡農業生產面向之社會經濟網絡

結構 (Sturgeon, 2001; Lan and Peng, 2020)，藉此區別不同互動關係間本質與程度的

差異。 

 

結果與討論 

第一階段「有機如何動起來」工作坊活動共計 41 位農友參與，其中 39 位為

有效樣本，結果如圖 1。在參與者中施作慣行有機比例約為 43（16 位）：57（21

位），其中 91.89 %（34 位）交付農會或糧商的原有通路，可據以推測「現況」苗

栗苑裡稻米大多仍由農會及糧商收購，其原因以已有的契作關係，以及農友自身

方便與習慣為主。對於「未來」施作模式與通路意向，同樣是原有通路，未來選

擇慣行農法的自 16 位減至 8 位；選擇有機農法的自 18 位增至 19 位，可見多數參

與者對於未來是願意朝向自然、生態與健康的有機生產；而自創通路上，未來考

慮走有機農法的自 3 位增加為 9 位，由此可知，對農友而言有機農法所生產的稻

米會比慣行農法生產的稻米更有機會發展自創通路。 

第二階段 AHP 分析結果發現，以 9 位產銷班長為專家，在策略上有機－友善

－慣行權重為有機 (0.586) 優於友善 (0.272)，友善又優於慣行 (0.143)，而在目標

上健康關愛 (0.463) 優於生態友善 (0.274)，生態友善又優於通路公平 (0.264)。接

下來進行焦點團體座談，透過產銷班成員交叉比對，策略構面的有機－友善－慣

行題項獲得全體認同，而目標則獲得 75 %認同。25 %不認同參與成員認為「通路

公平」應更為重要，若無通路既使是有機同樣會面臨被降價，部分農民更認為現

況通路收購制度並非完善且未顧及農民需求，易受操弄。在此不信任的關係下，

部分農友認為「品牌」才是最重要的支撐，並且能以帶進更高的利潤。 

第三階段多元權益關係人網絡結構分析結果如圖 2。苑裡稻米生產網絡以契作

商為中心，連結契作農友與產銷班，當政府部門投注資源有機推動資源時是向契

作商補助，再將資源分配至第一線生產者。農友對於耕作模式之意願，受契作商

收購價格高低而變化，本地農友認為唯有有機收購價高於慣行 1.25 倍時，才符合

成本效益，如果不符合效益則會改回慣行生產。相形下，其他地方上的 NPO 組織

對生產結構下主力農民影響力有限，欲以生態知識或道德勸說以加強生態農業推

廣力道實仍有困難。 

 

結論 

有機如何動起來？本研究發現農友是接地氣的，對於土地情感深厚，多半支

持生態農業，對有機友善農法多數是認同的。然而，推動有機的關鍵仍在於通路，

以及通路背後的收購價格，這就是影響有機推動的關鍵因素。有鑑於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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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未來推動生態農業仍應以私部門的契作商、碾米廠、糧商等為主要政策推動

對象，尋找合理的獲利與政策機制，從市場與收購價格來強化在地農友轉型有機

的栽種意願。此外，有機農友自創品牌亦有發展潛力，但限於產量有限與創始資

金門檻，建議可採取協力合作方式，成立與輔導有機產銷生產合作社等產業組織。 

 

 
圖 1、有機如何動起來工作坊海報 

Fig. 1. Poster of Workshop on “How to Promote Organic Agriculture?” 



  79 
 

 
圖 2、苑裡地區多元權益關係人網絡結構 

 Fig. 2. Network of multi-stakeholders in Yuanl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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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sake of improving sustainabi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filling the 

gap towards eco-agriculture in Taiwan, it is profoundly important to illustrate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romote organic production and to understand the dilemma.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key motivators that promote eco-agriculture for future policy 

references. This study is an action research adopte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dures, and multi-stakeholder network structure analysis as 

methods that implemented in Yuanli, Miaoli County. The results show the major rice 

farmers in Yuanli are used to selling rice grains to merchants of rice mill in order to 

avoid possible market risks and simplify business management.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trend of self-brand innovations in the future, the organic rice production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its own channels than rice produced by conventional one. 

The AHP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the planting environment on the health 

of the farmers themselves is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and the network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rmers and grain merchants affects farmers’ intensions to choose other 

channels. The network structure analysis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show that the hub of 

network is centered on contract merchants which impacts the local purchase price and 

more specifically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local farmers to promote planting of organic 

agriculture. 

 

Keywords: rice production, eco-agriculture, organic agriculture,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