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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台灣自六〇年代以來，國家持續以經濟發展為名，進行著園區與特區的

開發，即使科技產業之產值影響力已經備受挑戰，地方上仍然積極的引進各種

科學園區開發，並在園區的開發過程中，透過土地徵收引發土地炒作與投機。

然而，國家官僚與地方常民本質上的文化差異，使得常民對於土地徵收的理解

與國家計劃的預設也有基本上的想像差異。在此之中，地方民意代表與政治領

袖成為轉譯國家計劃與地方常民語言的中介者，此一轉譯的空間則是他們的政

治機會；他們的角色使他們成為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代理人。不過，面對

土地徵收的小農，其將土地視為一種生產工具的而非商品的本質，使主流意識

形態與小農文化，產生意識形態上的衝突。雖然農民地主接受了國家計劃的土

地徵收，但其在文化上，卻非未必全然服膺於主流的意識形態，展現在其對國

家霸權的日常抵抗模式上。大埔的農地徵收，不單單只是農地的消失，還是小

農文化的消逝；不單只是國家落實經濟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還是國家霸權文

化對小農的文化宰制及壓迫。本文最終指出，農民反圈地運動不單只是在具體

制度上的抗爭與介入，還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和鬥爭。 
 

 

 

 

 

 

 

 

 

 

 

 

 

 

 

 

 

 

 

 

 

 

 

 

 



1. 經濟發展作為一種意識型態 

 

         近年來，經濟發展幾乎成為任何執政者，執政時的首要的主張。從台灣產

業發展的趨勢來看，從六〇、七〇年代的「工業區、加工出口區」、九〇年代

的「科學園區」到近期的「知識旗艦園區」、「產業科技園區」等等特區化、

的發展模式（Hsu 2011），核心精神上，或可說多集中在如何促進經濟發展，1

以及地方發展上。 

 

         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展現在地方候選人的選舉口號上，則成為了一種

「帶動地方繁榮」的說法。以大埔農地徵收事件發生所在地的苗栗縣政府，其

在101年的施政計畫中，單就科技智慧園區之開發，就提出了總共五個產業園區

計劃。2
 這些產業園區計畫的提出，經常伴隨著「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增加就業

機會」的政策目標。暫且不討論這些計劃是否真正的達到了所謂的「帶動地方

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的目標，本文欲聚焦在，這些以經濟發展作為政府

制定國家政策的首要考量，人們是如何去理解、詮釋以及實踐這些政策；而在

落實這些單方面僅強調經濟利益提升的政策過程中，經濟利益以外的價值是如

何被看待和對待的。 

 

        有學者指出，目前台灣的科學園區用地已經超過實際的需求量，3而所謂的

兩兆雙薪電子與高科技產業，其生產力也未盡符合社會主流的印象，居所有產

業之首（林崇熙 1997 ）。近年來，隨著全球市場經濟，科技產品需求的衰退，

而面臨發展上的瓶頸與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之下，以科學園區或是規劃「XX產

業園區」之名，而欲達到地方經濟之發展以及增加就業機會等目標，都得重新

檢視。 

       

        只不過，在對科學園區政策檢視的同時，地方政府卻更急著在縣市轄區內

積極的推動各式各樣的產業園區。例如，新竹的竹北璞玉計劃與知識旗艦園區、

台中的中部科學園區三期、四期工程、南部的科學園區。這些科學園區與產業

園區的開發，大多牽涉著大規模的土地開發。這些土地開發，多半必須由國家

政府介入，進行土地徵收或是土地變更、市地重劃等等措施。「區段徵收」是

此一產業園區開發過程中，面對人民的私有土地財產與國家經濟建設衝突時，

最常被拿來使用的政策工具。因為，其有別於一般徵收只給予受徵收地主補償

金，而能夠讓地主換得與原先地目不同的土地。這些土地，過去往往可能是農

地，經過區段徵收的市地重劃與土地變更之後，農地可能換成商業用地或是住

宅用地。如果按照土地買賣的市場價格去衡量這土地變更過程所帶來的利益，

可以推估，區段徵收基本上是能夠讓土地所有者，在徵收過程中，獲得經濟利

益的。 

                                                        
1 經濟發展作為台灣戰後社會發展的一種主流意識型態，可從六〇年代加工出口區的設置開始

談起，近年來，園區化的發展模式，其背後的邏輯除了長久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一致外，也與政

治利益集團，為了維持其政權的鞏固有相當的關係。參照 陳東升 在 ＜2011 秋鬥系列論壇—台

灣土地問題現況與困境＞ 的專題演講。（http://sanyingtribe.blogspot.tw/2011/08/2011.html ） 
2 五個開發計劃，分別是新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中平工業區、崎頂產業園區、烏眉產業園區、

通苑產業園區。參照 ＜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101 年度施政計畫＞ p.163 
3 參照「科學園區三十年—發展典範或迷思 研討會 」，徐進鈺，2012， ＜特區化與高科技產業：

從發展到尋租＞ 

http://sanyingtribe.blogspot.tw/2011/08/2011.html


 

        因此，從原本科學園區的設置，到落實科學園區開發的過程，所牽涉的土

地徵收與種種開發利益，看起來對於多數不管是住在科學園區鄰近周邊與否，

都是一個能夠獲得經濟利益的機會。因為如此，科學園區與產業園區的開發，

成了許多縣市政府成就「經濟發展」的最佳工具；園區周邊居民，或因為科學

園區開發成功吸引廠商進駐而獲得就業機會，或因為開發過程中，土地受到徵

收或變更為其他種地目，而有獲利的機會，多數也都支持這樣的開發行為。最

終，科學園區與產業園區的開發，成為一種追求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 

 

2. 官方「文字」與常民「語言」 

         

經濟發展已成為台灣社會當今一種普遍認知且廣為接受的意識型態。不過，

重要的是這些意識型態如何被落實在真實的常民生活當中，並在科學園區開發

過程中的土地徵收，成為一種具有支配性的意識型態。 

 

  在此，我想先討論的是國家的官方文字對於鄉民日常所使用的語言來說，

是有多麼大的語言差距。在我曾經參與過的，由政府委託民間法律事務所，所

進行的土地徵收意願調查問卷過程中，那些地主們，其一是對於某些專業特定

名詞的理解困難，其二是對於中文語言的不熟悉感。4這些因素，構成他們對於

問卷真正想要詢問問題的理解障礙，以受訪者回答問題時，其實未能夠清楚的

表現自己所要表達的語言。有些較為誇張的，則是直接呆坐在座位上，全程無

法無法聽懂問題，也無法回答問題。也有些，是因為帶小孩子來，孩子不斷的

在外頭追逐嬉戲，使自己無法完成一份完整的問卷。無論如何，這些問卷，最

後是要作為往後政府在進行區段徵收或土地徵收時重要意見基礎的。 

  

 國家透過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所作的問卷調查，來達到探詢社會對於某種政

策的意見與立場，在這過程中，其所使用的語言，是一種與一般居民生活中極

不熟悉的語言。其背後預設了，居民們與國家共享著一套語言，以及在回答問

卷時的一種特定情境。無論政府的問卷如何設計，他已經採取了一種先驗上的

價值立場，這種立場，可能是某些文化價值所擁有的，而某些文化價值沒有的。
5暫且不討論，那些實際上問卷是如何被設計以及他們預設了哪些人哪種文化背

景去回答這些問題。在此，我想要強調的是，國家所使用的官方文字，以及他

所欲達到的目標，其實已經採取了某種先驗上的立場、價值與意識型態，而在

不討論國家是如何形成以及國家與這些受徵收地主的關係為何的前提之下，國

家與這些填寫問卷的人們所日常習慣使用的語言，是有差距的。 

 

        回到國家政府官方文件上，所展現的經濟發展意識形態，如同某縣工商發

展處在科技智慧園區之開發的政策白皮書上所言：6
 

  

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以促進土地資源利用、提高土地經濟效益、增加就業機

                                                        
4 我所參與的問卷調查協助工作地點是在，居民以客家話和閩南語為主的地方。 
5 比方說，土地徵收背後所假設的存在有一私有財產的預設，對於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共有領土

來說，就不是一個基本的條件。 
6 ＜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 101 年度施政計畫＞  



會、增加地方稅收 

 

以地方經濟發展之名，促進土地資源利用、就業機會云云的官方文字，如同前

述所言，在與其日常習慣使用的語言差距之下，對常民而言，究竟是如何理解

這些官方文字呢？ 

 

3. 村里長、民意代表作為開發計畫的中介者 

 

  在論及常民對於經濟發展的意識形態觀點之前，我想先點出在許多大型開

發案中，一個重要的中介角色，亦即村里長、民意代表或地方意見領袖。 

 

        地方民意代表與政府首長，在這些開發的個案中，經常扮演著那個意識形

態的代理人角色。以大埔農地徵收為例，大埔人認為，此案是一個曾經住在當

地的擔任多屆縣議員的民意代表所極力推崇、引入的，這位縣議員在初期就極

力的邀集里長一起參與這個開發計劃。而他參與整起開發計畫，一直到當選鎮

長並在任上去世後，地方上的人多認為，他一直是參與其中的。而在我接觸到

的其他地區的開發計劃中，那些直接遭遇開發計劃有關的利害關係人，也經常

會告訴我，就是某某民意代表在後面「喬」事情的，他們跟縣府執政當局都是

一掛的等等說法。這樣的說法，我不僅在海線苗栗，也在山線苗栗不同的開發

計畫中聽聞。地方民代們，不僅是引進政府開發計畫關鍵角色，還經常是計劃

進展時，遊說居民重要的推手。這樣的遊說，我暫且將它分為台面上直接的與

台面下間接的。台面上的遊說，比較像是官方所舉辦對居民的公聽會與說明會，

他們經常扮演著為民眾解釋官方機構的計劃或是政府機關來的公文書內容，而

且是用一種比較親近鄉民可以理解的語言去說。 

 

        鄉民們長期以來，與民意代表的關係相當緊密。村里長與民意代表，長期

上，為居民解決許多大小事務，婚喪喜慶時，民意代表也經常作為一種代表某

個更高權力象徵的關切與關心，讓主人家在這些家族的重要日子上感到有面子。

居民們有時路燈壞了，需要委託村里長與民意代表，告訴有資源的人，有資源

的人，像是鎮長與縣長，則是給予不同程度上的回應。雖然，我未曾看過鎮長

與縣長回應民意代表與村里長請託的真實狀況，但我卻經常的聽到我所認識的

民意代表們，為了維持與鎮長或是縣長持續性的獲得行政資源上的支持，以回

應鄉民們的請託；因此，對於鎮長或是縣長的要求經常是唯命是從。深怕，只

要違背了上級的旨意，下次有「小型工程」、「鋪橋」或「修路」的經費，就

輪不到自己的份了，如果輪不到自己的份，又沒辦法對鄉民交代，人家以後就

很難繼續支持，自己的位置很有可能就會不保。如此綿密的人情網絡交織而成

的資源輸送網絡，累積了鄉民們對於民意代表或是村里長的信任。 

 

        在此信任基礎上，這些村里長與民意代表所解釋的公文書，才能讓鄉民聽

得進去，聽得進去才有辦法做出反應、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因此，村里長與民意代表在這個整個政治生態與環節裡，扮演著某種程度

上的文化中介者與轉譯者。他必須要將來自官方或是公文裡頭的，轉譯成一般

居民聽得懂，可以理解，甚至是知道該做什麼的語言，而且還必須要是那個平

時有在和鄉民維繫關係的村里長或民意代表。這個轉譯的角色，給了這些村里



長與民意代表一個非常大的政治運作空間。在談論到大埔地區土地徵收過程中，

許多接受徵收的農民地主經常會說，民意代表向他們保證，農地被徵收換成其

他種土地是穩賺不賠的生意，而且政府絕對不會讓地主賠錢的。有初期不接受

徵收，但到最後還是接受徵收的地主抱怨，那些民意代表們，三五兩天就來催

促他們，如果期限內不接受，到時候土地不但換不到，補償金可能都還沒有。

更有始終反對接受徵收的地主們提到，那些民意代表們與政府官員都是勾結在

一起的，要把他們的土地給賣掉。 

 

        而另一種，台面下間接的遊說方式，則是村里長與民意代表透過地方上的

人脈關係，去對那些不願接受徵收的地主們，以各種手段施壓。起初大埔農民

地主反對徵收組成自救會時，多位反抗較為激烈的居民在自家的民宅門口掛上

抗議布條和標語，布條和標語一掛出，就有地方上的警察經常性的到訪泡茶、

聊田與「關切」。也有鄉民們口中所稱的「黑衣人」經常到家門口徘徊，或是

地方上某某里長、民代「樁腳」，開始不時的要求居民們將布條、標語撤下。

尤有甚者，曾經還有公所的垃圾車直接就將布條收走。這些非正式的，直接或

間接的關切、騷擾，經常構成那些反對徵收的地主們，在抵抗徵收的過程中，

日常的精神壓力來源。特別是這些進行施壓的人，是他們日常生活就會遇到的

人。 

     
 

4. 小農的土地觀點 

  

   然而，面對這些村里長與民意代表們的遊說，鄉民們就會真正的接受他們的

說法？或者說，就會接受整套更大的意識形態框架嗎？ 

 

   

 並非所有的地主皆會受到村里長或是民意代表的遊說，選擇接受土地徵收，

將土地兌換為其他種地目的土地以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在我調查的農民地主

中，曾聽聞許多農民是因為在政府設定的土地所有權狀繳交之前，未能找到其

他抵抗徵收的方式，因而最終選擇放棄了抵抗，將權狀繳交出去，至少換得配

地的權利。7換句話說，有多少人是因為不願意讓自己的土地被政府以低價徵收，

而選擇了參與區段徵收的土地重新分配，在接受與不接受土地徵收的二分選擇

之間，做了其他的選擇，是必須仔細再去探究的。8
 

 

在此，我們有必要先重新去檢視，在土地徵收過程中，在經濟發展的意識

形態下，將土地視為一種商品的基本看法。 

   

土地作為一種「商品」與「生產工具」的差異 

 

 

                                                        
7 配地的權利，一般稱為「抵價地」。 
8 在我認識的幾個農民中，有人是將土地被政府徵收了之後，還為了想要繼續務農，因而將徵

收領到的補償金再拿去買農地種田。 



台灣歷經兩次大規模土地改革後，9在農業上，完成了以小農為單位的生產

基礎。從小農的生產觀點而言，土地是維持家庭生計的基本生存工具，用

Chaynov（ 1996）的話說，即是一種維持家庭再生產的基本生存工具。台灣即

使歷經了外在結構環境的轉變，10從蔡培慧（2008）對台灣1980-2005的考察中

得知，即使台灣小農之間形成了分化，還是維持著家庭生產的模式；只是面對

外在市場環境結構的轉變，而有家庭農場到小家庭資本農之間的調節與過渡。

因此，總體上，對台灣小農而言，土地仍然是作為一種維持家計生存的生產工

具。 

 

在我考察的大埔小農中，這些生產工具，還承載著在地記憶與知識的累積。 

歷史記憶構築在他們早期如何在大埔「蠻荒」之地生活。11許多生長在大埔的

老農民們，談到日治時代曾經在「上面」12的蔗糖廠打工、幫忙家裡討生活，

有時候會還會偷偷撿甘蔗回家。戰後，雖仍有少數農民種植甘蔗一類的旱田，

但因為大埔水庫的興建，水利設施的興建，開始有些農民可以種植水稻。不過，

當農人們提到大埔水庫的興建時，他們多強調，雖然政府對外說是「德政」，

但他們都知道蓋這些水庫是政府徵用他們的血汗錢，而且水利設施興建後，還

要向他們徵用水租，實在是非常苛刻。因此，即使水利設施的開通，使大埔當

地由旱田轉為水田，可以穩定種植水稻，卻因為稻米價格低落以及各種稅捐名

目，使得農人依然未能獲得穩定的經濟收入，以維持家庭人口需求。 

 

         在此之下，伴隨著台灣工業化發展，許多小農開始在農閒的時候到工廠打

公、兼業，甚至是自己開始接小型工程，當起包商、小資本家。不過，這些兼

業賺來的錢，則是購置更多的土地，以擴大農業生產面積與產量，維持家庭收

入。以我在大埔的報導人家庭為例，他們即是從早年種田、做米粉、打工開始

累積資本，當資本累積之後，為了滿足家庭的人口需求，而購置更多田產。購

置田產之外的剩餘資本，則是拿去投資做水泥工的生產工具，並持續累積資本。

做水泥工賺得的剩餘資本，再拿來購買土地。他們對於土地的購置，一直到家

族的成員最大耕種能力所及為止，便不在繼續購買土地；而開始將剩餘的資本，

轉移在農業生產工具以及其他家計需求的投入上。土地對這些小農來說，比較

像是一種保值與伴隨著家庭成員擴大的生產工具，而土地的購買，也僅在家庭

成員的生活需求被滿足之後，便不再擴大對於土地的投資，轉而投資在其他的

生活需求上。 

 

        反觀，在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政府的政策工具，面對各種開發案所使用的土

地徵收手段時，發現其多將土地徵收視為農人地主面對土地面積、土地地目，

                                                        
9 第一次土地改革為 1949 年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第二次土地改革為 1990 年

代初期，為抑制日益飆漲的房價及房租，在「無殼蝸牛運動」後引發社會輿論，對於土地增值

稅的課徵與修正。參照：李承嘉，1998，《臺灣戰後（1949-1997）土地政策分析：「平均地權」

下的土地改革與土地稅制變遷》 
10 這樣的結構性轉變，是包含著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的。參照：蔡培慧，2009，《農業結構下

的農民分化（1980-2005）》，國立臺灣大學生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博士論文 
11 對大埔人來說，因為早年大埔未有水利設施經過，加上大量土壤礫石堆砌，因此，住在大埔

以外的人，都稱這塊地是貧瘠的土地。 
12 如果訪談到的是住在頭份山下里的居民，他們一般上對於大埔的稱呼，是「山上」或是「上

面」，那反映著他們對於在地的地理知識觀點。 



其種種換算為現金貨幣量上的問題。此單一化約的觀點，反映著將土地視為商

品的「交換價值」，而非小農為了滿足家族生產所需的「使用價值」。此一強

調土地的「交換價值」觀點，則進一步展現了社會上一般化的意識型態，亦即

追求總體市場交易下的經濟成長。 

 

        而回到開始的問題，就算是農民地主們接受了受經濟發展意識形態下的國

家計劃，也就是，接受了政府土地徵收。也不盡然表示他們就真正接受了這整

套的意識型態，13可以從許多大埔農民在面對土地徵收時的激烈抗徵中，以及

農民之農地被徵收後，還是繼續在其他地方購買土地，進行耕作中看見。或許，

我們可以將這些抵抗行為，視為面對主流上，將土地視為商品的意識形態衝突，

所產生的抵抗行為。 

 

5.  制度下的弱者抵抗 

 

        James scott （2007）在《弱者的武器》所提到的農民對霸權的日常抵抗，

因受制於對抗霸權時的種種生存考量，農民不見得會有大規模、組織性的抗爭

行動；相對之下，他們會選擇成本最小、且能夠保命的抵抗方式。這些抵抗方

式，展現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上，例如：偷小差、破壞、不合作、辱罵等

等。 

 

        大埔農民面對國家計劃下的土地徵收時，面對的第一個層次，是那些來自

無論是村里長、民意代表與地方意見領袖們，從台面上直接或台面下間接的日

常生活的擾動與壓力。第二個層次，則是面對一個更大的國家官僚制度。此一

國家官僚制度的文化內涵，與農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有些本質上的差異。他們展

現在國家官僚文字與在地常民語言的隔閡，以及支持國家官僚制度的經濟發展

意識型態與小農文化為基礎的意識形態差異上。14這些差異，使得農民對國家

計劃的抵抗語言，未必能夠被主流意識型態以及國家所認知與接受。那些無法

被認知與接受的抵抗語言，就成了這場意識形態鬥爭下，未被真正聽見的訴語。

從這點觀之，農地從既有的農村中被刨除，成為都市中，工業、住宅以及商業

用地，並在隨後伴隨而來土地價格上漲而產生的總體經濟效果，並非意謂著

「進步」與「經濟發展」；事實上，它是意謂著一種文化的「消失」和「殞

落」。消失的文化，是根植於以土地為生產工具的小農文化。這一文化現在是

受制於一個另一種文化的宰制和壓迫，這一宰制和壓迫的文化，正是當前主導

著國家機器的霸權意識型態，亦即「經濟發展」主義。 

 

6. 社會運動，面對誰？ 

 

                                                        
13 暫且不討論土地徵收法規程序上，種種未能讓地主如實地表達意見的制度性管道。 
14 銜接這中間，國家與常民以及經濟發展與小農文化的中介者，正是那些能夠解碼（decode）

國家語言與地方語言，並加以運作與連結的政治領袖們。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雖不是本文探討

的重點，但就筆者初步的觀察中，事實上，並不盡然受到政黨或是派系範疇的絕對影響。在大

埔農地徵收的個案中，可能較為近似於格局政治（politics of scale ）的概念，此可為後續持續研

究的重點。 可參考：楊友人、蘇一志，＜地方成長聯盟轉化與空間治理策略：以台南科學城為

例＞，《都市與計劃》，2005，第三十二卷 第一期 第 1-23 頁 
 



        在這場意識型態的鬥爭中，作為一個農民反圈地運動的參與者而言，我們

面對的經常是國家諸多制度的問題。以大埔農地徵收所引發後續的《土地徵收

法》修法介入行動中，確實可以看見，運動團體將後續的抵抗對象，聚焦在制

度上的修正。制度上的修正，確實是具體上能夠減緩與遏止國家機器與資本家

以經濟發展之名，開發科學園區、產業特區，實際上，卻是讓視土地為一種商

品與操作工具的掮客，得以獲得經濟利益的手段。然而，當我們重新去檢視整

體社會對於經濟發展似乎仍未劇烈的改善。正如，我所遇到的一位地方鎮長告

訴我的，對他來說，去阻擋土地徵收，使他被地方上扣上了阻礙「地方發展」

的帽子，使他在施政上面對了居民的種種質疑。 

   

   或許，大埔事件已經成為許多政府官員與民間團體在抵抗農地徵收時的一

個重要參考案例和借鏡，但當大多數的民眾，面對土地徵收的態度，仍然是以

經濟至上的考量，那麼我們如何去期待，一個完善的土地徵收制度，能夠使國

家做出最佳的政策和抉擇。 

 

        我們或許面對的是一個殘缺與漏洞擺出的制度，但我們面對更大的，或許

是唯經濟至上的單一衡量事務指標的意識型態。我們對抗制度，但同時也在對

抗背後支持這個制度的意識型態。這個意識型態之外，沒有被看見的，是小農

基礎的社會文化，以及那些根植於土地為生產工具的生活模式。 

 

         因此，這場農民反圈地運動中，我們真正要面對的，還是根植於資本主義

的經濟發展意識型態，以及基於這一意識形態外，我們所忽略的，未曾被言說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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