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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以往的研究和討論往往視農民為一個身份和階級，但在筆者研究的過

程中發現，這些新農往往不是國家制度上所定義的農民身份，他們返鄉實地耕

作，卻不受保障。然這樣的身份並不是給定的，而是透過「做」的勞動方式，

慢慢建構起農民自身身份認同，即便沒有農民身份也還是農民，這背後包含對

農事生產的勞動經驗、默會知識的掌握，背後更牽涉到農民的世界觀和對自然

態度等，並在實作和消費者、其他農民的互動過程中，慢慢理解自己是何種農

民，本文透過農民「做」的勞動過程、他人的觀點和制度的安排，來探討新農

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建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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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為 2018 年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發表文章，文中的內容與觀點仍在發展中，僅供當

天的評論與討論之用，欲引用請徵求作者同意。 



2018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困境與希望：台灣農村田野觀察 

2 
 

1. 前言 

筆者在 2012年參與一場農地不農用的議題，進而在 2013年和一群夥伴在

埔里租地耕作水稻田，當時有幾個用意，透過實際耕作貼近農民的經驗，並嘗

試操作友善農法的方式和地方普遍施用慣行農法的農友去做對話，讓各種農

法、農民在那塊田區上產生碰撞。雖然學生從頭到尾自掏腰包的自主學習操

作，過程中當地農民也提供各種經驗指導和工具上的協力，但最後仍被視為是

一種「體驗」的過程，在於農民認為是否能以此為生計，作為主要的家庭收入

來源，可能有現實上的差距。 

 

 爾後筆者在參與講座分享的時候，不少聽眾會直接認為我們是青年農民，

我們有夥伴覺得不妥，因為相較傳統農民，我們可能不能算是農民，也不以農

民的方式來思考。而後我們大多時間都在協力農民的農忙和銷售的事宜，身分

也早已從自己種田轉變成為協力的腳色。 

 

 然筆者今年也自己租地負責一塊田區的生產，才開始注意到自身身分上的

多種認同的困惑，究竟我到底算不算農民？以及周邊其他青農是如何認為自己

是農民的過程，引發筆者的興趣。而這背後有幾個面向可以探討，青年為何想

要返鄉務農？而他們對農人的想像是什麼？而青年本身和他者及制度之間是如

何看待自身是否為農民的，換而言之筆者認為農民的身分認同是一個相互建構

的過程，以及如何透過日常的實踐，從租地、巡田水、生產的配置、鋤草到銷

售等日常的工作細節，透過「做」，青年慢慢的轉變成對農民的身分認同。 

 

 本文將以埔里穀笠合作社社群成員的和周邊的青年農民作為調查的對象，

無論是已經成為農民和正在成為農民的青年們，探究他們是如何對農民的身分

產生認同，比較其中的異同，其中是否有哪些因素是能幫助我們更加釐清，青

年是如何變成農民的。 

 

2.什麼是農民，傳統的定義 

關於農民的討論，在研究中很容易混淆小農（peasants）和農民

（Farmers）之間的差異，我們有需要釐清什麼是小農、什麼是農民。 

 

恰亞諾夫在《農民經濟組織》中描述小農是以家庭農業（family farmer）

為主，其經濟的邏輯是以家庭的維繫和在生產為首要，故可在資本主義都無法

生存的嚴苛條件下，透過自我剝削（self-exploitation）的方式維持家庭的生

活，而斯科特則延續恰雅諾夫對小農的看法，以東南亞的小農為例，指出小農

在「安全第一」的生存邏輯底下，提出「道義經濟（The Moral Economy」」，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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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層階級真正影響到小農的生存權益時，小農們才會群起反抗。Wolf

（1966）則把小農放在其所屬的社會脈絡來探討，將介於前資本主義和資本主

義社會之間的廣大生產者稱為鄉民（peasants）或鄉民社會，認為鄉民社會是

更大社會的一小部分，鄉民往往也是被統治的對象，統治者透過幾種方式奪取

鄉民的剩餘，並以文化和宗教儀式再現以穩定其鄉民社會秩序。而馬克思

（2004）則認為在資本主義的進程中，小農注定會消失成為無產階級的勞動

者，另一是部份的小農則成為大地主或大資本農。 

 

扣著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發現小農的討論，主要置入歷史社會和資本主

義發展過程的變化做討論，也視小農為一種階級，而小農也常被視為抵抗資本

主義的另一種可能性。然小農經濟（Peasant economics）實觸及經濟人類學中

的實質論（substantivism）和形式論（formalists）的爭論（黃應貴，

1973），形式論假設人是理性的，認為其經濟理論可以套用在各個社會中，然實

質論認為經濟的追求有其所屬社會的脈絡，形式論的理論可能適用當前的資本

主義社會，但其經濟理論可能並非所有社會的普遍形式，如恰雅諾夫以家戶生

產為邏輯的「家庭農業」，斯柯特指出小農「道義經濟」的生存法則，經濟人類

學家卡爾．伯蘭尼在《鉅變》中指出人類社會中的三種交換方式：「互惠

（reciprocity）」、「再分配（redistribution）」和「交易（exchange）」，並適

用於不同的社會或共存，其背後假定經濟是套制度，經濟是鑲嵌（embedded）

於社會之中的，而不同的社會互有不同類型的經濟行為，來回應當前資本主義

社會中對人是理性的經濟假設。 

 

但無論小農的生存邏輯或經濟模式為何，都有助於我們區辨小農。斯科特

（2001，p157）認為小農一詞包含著幾個定義，首先他是農業耕作者，其生產

首要買滿足家庭所需，其次小農是更大社會的一部分，往往是被統治支配的對

象，這和 Wolf對鄉民的描述相合。而孟德拉斯在《農民的終結》則提出另種看

法，認為鄉民社會若能完全自治時，他就不可能屬於更大社會的一部分，其次

當鄉民社會如果有部份自治，我們在談論的是農業生產者、地方社群或階級，

而不是整體農民，他認為農民是相對於都市來定義自己的，「沒有城市，就沒有

農民」，並假設整體社會若都市化，那農民也會隨之消失（2005，p8）。另《農

政變遷的階級動力》指出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全球有十三億的小農，九成分布

於開發中國家，而提醒我們須注意誰才是「真正」的小農，他指出小農並非無

時無刻都是小農，端看其時間、地點、和類型（2011，p5-6），而小農一詞常和

小規模農民（small-farmer）、家庭農場（family farmer）交互使用，伯恩斯坦認

為小農是為維繫生存所需，而從事家庭農業的農民，其次小農的描述也常附帶

一些特徵，如團結、平等、互助互惠，受地緣、血緣、家庭和社區的影響。 

 

然傳統意義下的小農還存在嗎？在台灣小農並無同馬克思所預言的消失，



2018 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年會   困境與希望：台灣農村田野觀察 

4 
 

小農仍然存在，但性質和內容有所轉變。柯志明、翁仕杰在〈台灣農民的分類

與分化〉中將傳統的小農定義成原型農民（prototype peasant），以家戶生產為首

要，其次是原型農民會受村落之間的人際紐帶（personal ties）的支配和影響，

另一方面則有以市場經濟為考量的小商品農（petty-commodityproduction 

farmer），小商品農仍以家戶生存為考量，但其生產較不受人際紐帶的影響，反

而需要面對的是在自由市場底下的競爭，換而言之是理性的小農，並認為台灣

的小農早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下的小農，而是小商品農為主。 

 

相較於傳統的小農，農民（farmers）指的是現代化的生產者，其特徵在現

代化社會中，小農被納入國家和市場的機制裏頭，成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

農業生產者。郭于華在〈道義經濟還是理性小農〉中指出農業從業業（farmer）

與小農（peasant）的差異，雖然兩者指涉相似，但農業從業者指的是以農業謀

生的人（One who earns his living by farming），未有地位高低，而後者仍在土地上

工作，但是低地位的鄉村人（rustics）。換而言之，無論小農或農民都受家庭的

生存邏輯影響，但差異不再於生產的規模大小，或者追逐利益的有無，而是是

否有受外來者的支配和影響，在傳統的鄉民社會中鄉民們受地方仕紳階級統治

行再分配，而在現代的農民中則是在國家和市場中自由競爭。 

 

小農必從事農業生產，其生產無法脫離土地，也受限作物的生長週期，且

小農以滿足家庭的再生產為優先考量，是故能以家庭農業和自我剝削的方式，

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形成頑強的抵抗。在鄉民社會中的討論，小農被視為是

受支配的對象，是種階級身分，透過再分配和儀式的手段來穩定其鄉民社會，

或以安全第一的生存法則來延續社會，討論的鄉民社會常介於前資本主義和資

本主義的社會之間。另外也可透過都市來定義小農，然小農並不是鐵板一塊，

有其異質性，小農並非無時無刻都小農。在台灣，小農並無像馬克思所預言的

消失，反而是傳統意義下的小農內涵早已轉變，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被國家整併

於市場中，轉變成小商品農或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者－農民，成為一種職業，而

農民的生產受市場波動下分化成幾種類別，也在市場中形成自由競爭的個體，

較不受既有鄉民社會的社會關係所影響。 

 

3.現代化的農民、個體化和新農 

黃應貴在《「文明」之路》第二卷，以東埔的布農族社會為例，描述國家和

市場，是如何將東埔布農族的社會從自給自足的生計經濟，轉變成為將勞力視

為商品出售以換金錢，改變傳統土地利用方式，並發展出種茶葉的商品經濟

等。需有諸多的前提要件才能構成東埔和市場的連結與產生，日本和國民政府

對土地所做的一系列測量，讓土地所有權私有化產生可能、電源電器和義務教

育需要用貨幣來支付、現代醫療費用的高額支出、道路的修築使得金錢和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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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通產生可能、縣政府林班地的砍伐和造林需要大量的工班，薪水多由現金

支付，產生經濟的循環，而逐步將整個東埔部落納入現代化的市場經濟裡。蔡

培慧（2009）則指出當今農民不只面對國家和市場，更進一步面對在新自由主

義底下的世界貿易體系時，國家如何將外部的矛盾，轉移到內部進行結構調

整，導致台灣的農民經歷重新分化的過程。 

 

小農不只納入現代化的進程和受資本主義的影響，同時小農也遭遇個體化

（Individualization）的歷程，閻雲翔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中指出透過改

革開放，對農村集體化的過程進行制度的鬆綁，除土地之外的集體財產皆可私

有化，使得個人能憑藉自己的能力追求致富和自我實現，並產生「無公德個

體」的現象，指出在個體化現象中以自我為中心的行事和利益考量，和傳統社

會的倫理道德價值觀之間的斷裂。而方怡潔（2013）則以農民工為例，說明中

國青年經歷的是雙重個體化的過程，一是從幼年轉變成年，二是在中國經濟轉

型時，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個體化過程，並以從傳統農村到現代化都市的移動過

程的身分轉變，認為鄉村子弟前往都市的工作是成為「現代人」的一種儀式。

而中國農民工的問題往往也是國家制度的安排下，形成城鄉間的二元對立，大

部分對農民工的探討多著重在農民的市民權和公民身分的權利探討（張英洪，

2012）。 

 

而工業化、現代化和市場化的過程，都有可能讓小農的生存處境日漸嚴

苛。根據農委會「102 年度主力農家概況調查」顯示，台灣農民年齡平均為 62

歲，從農人口高齡化意味著台灣在以農養工時期大量向都市輸往的青年勞動

力，這背後描繪的是農村子弟離土又離農的過程，農業已經有很長時段並無心

血投入生產，在紀錄片〈無米樂〉描述的稻農正是台灣農業的黃昏，然十年之

後齊柏林導演在〈看見台灣〉的紀錄片照見台灣的美麗與哀愁，最後卻以宜蘭

的賴青松和灣寶的洪箱兩位小農做結，前者以「半農興村」為號召，後者以在

地居民動員成功抵擋政府土地徵收的社會運動為名，意味著台灣正有一批農民

重新投入生產，試圖修復台灣的農村現況，而這有可能是台灣當代新農的模樣

嗎？ 

 

有別於傳統農民，黃如珍在〈阿寶與賴青松的新農民書寫〉中指出賴青松

務農是為了回憶過往和追求安定生活，然背後卻以「穀東制」的方式著挑戰農

業既有的銷售體系和傳統的慣行農業，而女農阿寶則以一塊山坡地的梨園整理

耕作，逐步還地於林，探討人與自然和生產之間的關係，兩者皆詳實紀錄務農

過程的點滴，並交代初衷、過程、困境以及如何克服，並透過書寫轉成文化資

本，並進一步出版形成社會資本和象徵資本影響著其他社會大眾，而這非傳統

農民所能辦到的事情。而蔡晏霖則以〈農藝復興〉的思考架構，以深溝村為案

例，提出台灣的新農運動被後是農藝/義/譯的擴充和價值的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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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論在小農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歷了個體化、市場化，往往著重在小農在

面對外部壓力下的變遷，然小農在當代社會中早已不再是一固態均質的小農，

也不是先天給定的階級，其討論卻鮮少有人觸及到小農本身是如何成為小農

的，甚至小農是如何理解和認知小農的，當代的新農對小農的理解又視如何等

等，筆者認為小農是透過實踐的過程中慢慢變成小農的，就有必要處理認同的

問題。 

 

Astui（1992）以西馬達加斯加的 VEZO族群為例，指出 VEZO族群不是先天

的血緣關係，而是透過個人在海中逐步學習划船、釣魚和游泳的過程中，慢慢

意識到自己是 VEZO 人，換而言之對 VEZO的身分認同是透過「做」表現出來

的，而不是先天給定的。謝國雄在《茶鄉社會制》的第二章主要探索工資，卻

觸及他者對茶農以「炒茶人」稱呼，和茶農對自己「做茶」人的理解，指出

「做茶」可以形塑認同，「做」成為媒介再現了社群，「做」才是形塑認同的來

源，而非生產關係（2003，p75），然做茶的好壞，在於天地人之間的安排，而

非人可完全決定的，實則觸及了茶農的宇宙觀和人觀。另吳佳玲〈找一條歸農

的路〉則詳實紀載作者到宜蘭深溝村種田的過程，是一篇經驗性十足的論文，

不妨將之視為是一種田野素材，而文中有一段作者到深溝村三官宮拜拜的過

程，「……在拿香拜拜的當下，我認為自己是個農民，並展開一場農民和天地之

間的對話……」以上描述，筆者認為觸及三個議題，分別是其作者對自身農民

的認同、作者的宇宙觀和以地方信仰為媒介融入所屬地方的農民群體中。 

 

 最後新農是如何成為農民的？作者認為要從新農的世界觀切入，並理解他

所謂的農民究竟意味著什麼，而自己是否為農民，所屬什麼樣的農民社群，倘

若不是又是什麼，並從「做」的實踐觀點切入、和他者的觀點、制度的安排，

來探討新農對自我的認同。 

 

 

4.研究方法 

研究將採取訪談和參與觀察訪法進行研究，筆者參與農人日常生活、農

事、聚餐和聚會，觀察和理解受訪者對於農民的認知，並透過訪談方式，對於

新農為何想要務農、認為自己是否為農民、採取的農法、他者對自身的看法進

一步理解，用以分析「做」農，和他人的認同和「制度」之間交互影響，如何

對新農人的自我認同產生形塑。並以榖笠合作社社群成員和周邊的新農為探

討，共計九位，包含筆者本身。以下是訪談的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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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陳 

埔里人，目前專職務農，無農民身分。原本在桃園工作擔任電子產品維修人

員，小孩出生後，發現夫妻倆和小孩之間因工作關係，無共同的生活時間，另

外食安風暴頻傳，不敢信任外面的食物，而於 2013毅然決然地返鄉務農，種乾

淨的食物給小朋友吃。原本想嘗試有機耕作茭白筍，但耕作條件門檻高，僅採

取友善耕作的方式，嘗試各種不用藥的耕作方式，如今採用自製的酵素、推肥

和泰國鯰的福壽螺生物防治法，不施用除草劑殺水芙蓉等，但在其他慣行農法

茭白筍無法出筍時，茭白筍仍可生長。返鄉務農已經有五年的時間，由於前面

耕作經驗不足，所以產量和品質都不佳，連帶通路也不穩定，也不願交一般行

口，所以連年虧損負債，直到今年和某消費聯盟合作後，開始有穩定出貨。平

時除耕作以外，也會辦體驗活動，和消費者互動和學校配合推動食農教育等。

（2018/10/4、2018/10/7 田野筆記） 

 

復明 

埔里人，原在社區發展協會中推動社區營造事務，因此接觸到很多家鄉農村的

人事物，也開始思考務農可能是一門好生意，並在 2016年開始和榖笠合作社合

作，契作友善耕作的稻米，日後轉和另一位青農合作種玉米，一位負責種一位

負責賣，今年則成立自己的農場品牌，想要自己種自己賣，自主營運管立，但

礙於目前的耕地條件限制，不能使用農藥或除草劑，土讓性質種不易種旱作

等，有意承租其他田區來擴大生產面積。然目前認為務農生產風險太高，同時

投入的時間和成本要等一段時間後才能回收，他表示這兩年來並無賺錢，只有

持平，之後更想做的是加工端的經營。另外他還有在行銷公司上班，原本一周

一兩天，但現在礙於經濟的考量，在農閒時期，不得不多去公司待幾天，以維

持收入來源。（2018/9/13、2018/10/6田野筆記） 

 

杏林 

埔里人，非農民身分，專職務農。職業軍人服役，退役後選擇回鄉協助家裡農

田的耕作和管理，以大面積栽種的經濟作物為主。回家做農是因為工作環境單

純，以及從小看到大，外加體驗過外面的世界，家裡母親曾幫忙報名不少農試

所的課程。當一個農人就要擁有自己的地，可以決定種什麼賣什麼，決定好適

合的作物，找好市場標的物，詢問苗的數量，考慮量多量少在決定要栽種什

麼。認為理想的農業經營是全自動化的機械管理，此時農人比較像是生技人

員，以他二姨丈在種蘭花為例，每個月一個貨櫃外銷到日本韓國，事業就很成

功，有固定的產值。但相較之下，父親比較追逐市場，什麼價格好就轉做什

麼，比較隨波逐流。（2018/7/15田野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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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 

非農民身分，以農為主要收入，也作許多農產相關的加工品。大學時期就讀園

藝系時就想自願從農，主要是農民的工作型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他想要

的，參加後期的漂鳥計畫，畢業後曾在植物工廠上班，後來到埔里租溫室耕作

小番茄、香瓜，最後轉成自然農法，強調不除草的草生栽培和種籽留種，因在

大學期間就有接觸這類的農法，而有意想逐步實踐出來，希望用友善的方式可

以「照顧土地」，說：「土地對我來說，是一個可以讓我生活下去的的地方，土

地可以讓我溫飽，也可以讓我有經濟的收入，很多東西都要從這塊土地得來，

土地對我來說不只是一個地方，是一個更廣泛的東西，比較像是一個衣食父母

那樣的感覺，那友善的農法就是照顧這塊土地，同時也照顧自己。」廣義來說

大規模的市場投機生產者，和小農或家庭菜園生產的農民都是廣義的農民，但

問題不再於生產面積的大小，而在於有無實際耕作和是否靠務農維持收入

（2018/06/11、2018/9/13 田野筆記） 

 

蝦虫 

非農民身分、專職務農兼職打工，強調自己版本的半農半 X－山耕半業。大學

期間接觸榖笠合作社合作舉辦的〈農村青年力〉之策展，開始認識農業認識土

地，日後更參與共耕田的模式，成為體驗務農的學習者。畢業後想要留下在埔

里務農為生，自己租地開始自負盈虧管理一塊田區，並和穀笠合作社合作成為

契作農民。一開始認為傳統的慣行農法，其農藥和除草劑會殘留在土地中造成

污染，並想嘗試用不用農藥的方式可否可行，之後也了解對其他農民來說農藥

的必要性。他認為我們是土地的使用者、管理者，而不是土地的擁有者，我們

是大地之母的託管者來管理這片土地，而這塊土地上有其原有生存的居民，照

顧這塊土地就是照顧其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鄰居，有時前往巡田的時候會和地

母廟的地母在內心說話，說：「保佑出路平安」、「拜託啟發農民，農藥少用」

等，也盡量不用各種防治的方式，來殺害福壽螺，甚至認為自己在養他們，並

說福壽螺本來就會吃，應該改變的是我們對待他們的方式，並認為從農不只是

一種收入來源，更是一種社會運動，透過友善耕作的方式實踐，可以對其他路

過的人產生影響（2016/9/20、2018/10/10田野筆記）。 

 

高月 

非農民身分。就讀大學期間因榖笠合作社開始接觸農業，曾到籃城社區參加收

割活動，進而參與進榖笠合作社和社區和學校之間合作的「公田」裡頭擔任學

習體驗務農的角色。漸漸有想要以務農維生的思考，外加務農的工作環境和性

質是自己所喜歡的，當時所想的是自己種，給人家賣。大學肄業後當兵，當兵

後又回到埔里來從事和農業相關的工作，一來人事地物熟悉，二來是需要找一

個穩定收入的工作，目前在農場裡幫忙，以專職農工為主要收入。目前覺得自

己不是農民，沒有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收成，但也對花錢請人耕作和負責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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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人產生提問：「沒有從事耕作生產的人但有收成，那這樣還能算是農民嗎？」

當兵期間接觸到樸門農法，也改變他對農業的看法，原先他認為農業可以是一

種維持生活收入的職業，就是種東西和賣東西在換成錢，但現在認為從農不一

定要賺錢，而是很多東西可以靠自己生產出來，我們只要將土地打造成可以讓

他自足生產的方式，就可以減少對錢的依賴，從農反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一

定要靠大面積生產來過活。（2018/10/09田野筆記） 

 

阿芸 

非務農，但想從農，目前正在尋找土地。移居到埔里是想改變原有在都市中的

生活習慣，在台北平日早出晚歸的工作賺錢，假日卻又把錢花掉，形成一個惡

性循環，變成只有工作沒有生活。在消費的過程中，很可能更加傷害這塊土

地，影響他人，所以希望能過一種減少對金錢和消費依賴的生活，然在都市的

生活難以達成 這樣的選擇，於是選擇想要移居農村，希望能夠過上一種自給自

足，卻發現目前工作的同事也抱著和都市一樣的生活模式。希望自己能租到一

塊土地，在上面種植多樣的果樹蔬菜，以滿足自己的日常生活所需，但並不認

為這樣做就是農民或在從事農業，反而認為農業當中有個業字，需要靠農來賺

取收入才算是農民，但自身強調的自給自足並不是，目前也在學習做手工藝、

醃漬物等農產加工（2018/7/15田野筆記）。 

 

阿狗 

榖笠合作社的核心成員，主要協助老農的溝通聯繫和下田幫忙，但體力有限。

在內埔農業後援會和榖笠合作社的過程中，都有下田的經驗，2016年時嘗試管

理一塊三分的水稻田，想測試自己到底有無能力來自行管理一塊田，從無到

有、從頭到尾的，慢慢學習如何做水、放水、捕老鼠洞，自行判斷何時要施肥

和時要曬田等，尤其面對福壽螺時，總是天人交戰，一來是吃素不殺生，另一

方面是福壽螺會吃水秧苗進而影響收成，她須兼顧農人的職責。並在農友的慫

恿下買苦茶粕來施用，但施用時只用一半就又放棄，直到看農田中有一隻青蛙

死掉了，認為是自己施用的苦茶粕害死牠，就決定再也不施用苦茶粕，改用人

力撿螺和水位控制的方式來面對福壽螺，甚至和螺溝通對話，希望他們可以只

吃某一區，後來發現真的有效（2017/08/04田野筆記）。 

 

阿崇 

筆者化名，榖笠合作社的核心成員，從事和農相關的工作，今年初有自己開墾

一塊地進行實地耕作，並將耕作過程寫成一篇〈關於「做」農民的一點思考〉

的文章，投稿在關注兩岸三地三農議題的草根雜誌《青芽兒》（2018，p）上，

請參考＜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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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做」出來的農民－內在的認知和轉變 

如何「做」農民，首先牽涉到訪談者自身對於農民的定義和想像，其次對

於農民的身分認同是如何透過實作、勞動建構出來，這當中包含日常的實踐、

默會知識的習得和內化、對身為農民的感受、採取的農法與其相應的世界觀。 

 

什麼是農民？復明認為廣義的農民也包含農工和各種協力的腳色、波利認

為「按照定義來說，我是農民，因為我持續有在耕作」、阿芸認為「農民就是從

事農業，農業當中有個業字，是以農為業，必須要有收入」、蝦虫則認為自己一

半的收入來自務農，所以只算「半個農民」、高月則說：「對我來說，農民要有

一塊可以自己管理的地，可以生產自己的作物」並反問說：「如果種很多，出錢

請人家種，自己賣，那樣還算農民嗎？」杏林認為當一個農人就要擁有自己的

地，可以決定種什麼、賣什麼，並決定好市場的標的物，但由於自己沒有農民

身分，所以不是農民。而守陳認為自己雖然從事生產，但大多時間他並不特別

感覺自己是農民。 

 

上述的觀點觸及到是否有耕作事實、能否有自己的收成、收入，或有自行

管理的土地，然對農民的理解，需進一步釐清他們對務農的看法。以高月、蝦

虫、阿狗、阿崇來說，一開始接觸務農都是一種體驗學習的過程。波利認為穀

笠合作社是因為農業議題的關係才選擇務農，但對波利來說，選擇務農是一種

志業，因他認為這是他喜歡的工作方式。高月在接觸務農的階段，漸漸思考想

要從農，是因為他也喜歡務農的環境和特性，當兵後回到埔里選擇和農相關的

工作，則因為需要有收入的優先考量，外加對工作內容的熟悉。然對復明來

說，務農是有潛力可以賺錢的，才選擇投身這個行業。守陳的返鄉，一開始也

因為價格的關係想投入有機生產的行列，但其主因仍是希望能種健康安全的食

物給小朋友吃。對杏林來說，務農是幫忙分攤家業，否則沒有人手。 

 

換句話說，對農民認知背後是對於工作的想像，而這樣的工作也必須扣合

生計收入為考量，但不僅如此，阿芸認為自己想要耕作，是為滿足日常的生活

所需，用以減少對金錢的依賴，而高月在接觸樸門農藝後，也認為務農不一定

要賺錢，打破自己原有種田交給人賣賺取收入的想像，認為可以透過自給自足

的方式來維繫生活所需，務農不再只是一種工作和收入，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

選擇。選擇務農在於是否以農民作為一種職業，是否以務農作為收入來源，其

背後牽涉到的是工作型態和生活方式，另外蝦虫則進認為務農其實就是一種社

會運動，她指的社會運動是在生活中的實踐和抵抗，透過務農的方式照顧土

地、照顧生命和周邊的鄰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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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農民，意味著在土地耕作上的實作過程，成為農民並非一夕之間，需

要透過行動慢慢累積，而逐漸意識到自己是個農民，這意味著身分的轉變和認

同。以阿崇的經驗為例，今年初時他開闢一塊田區，從原本種樹的荒地，把土

地整理成可以耕作的田地，阿崇認為透過整理和打造生產田地，實際上是一個

人和土地互相馴化的過程，把原本回歸自然的荒地，轉變成為可以耕作的土

地，過程花費不少力氣，而人也在這個過程中理解土地的特性，因此特別對

「做田人（Tsoh-tshân-lâng）」特別有感，認為農人就是把田做出來的人。其次

阿崇雖然有多次下田從事農忙的經驗，但多是以翻土、插秧、抓螺、挲草、灑

肥、割稻等臨時性的農忙為主，並無實際耕種管理一塊田的經驗。而當實際管

理一塊田的時候，才開始真正遭遇的問題「現在究竟要幹嘛？」對於務農經驗

不足的阿崇，往往會愣在田邊，而需要老農和其他夥伴的提醒，才知道應該要

做什麼。而守陳的太太也有相同的經驗，雖然偶爾也會下田幫忙，在家也會幫

忙整理出貨，但她表示自己不是農民，因為她不清楚什麼時候要做什麼工作，

諸如施肥、噴酵素、或採收，看到什麼病狀要怎麼處理，通常都是守陳說要做

什麼，她就做什麼。 

 

換而言之，成為農民意味著對務農知識和經驗的掌握，才能自主安排農田

裡的工作。不只是知道該做什麼，而是能夠出於自身經驗判斷來行動。阿狗

說：「當自己開始在一塊田裡越有自主性的決定怎麼種、灑什麼肥，並懂得控水

的時間點時也更覺得自己像農民」而這需要一些地方知識的理解，如土壤的特

性、乾濕度、田地的特性、水圳的水流量、稻葉的顏色變化，是否有老鼠洞 

等。這些經驗和知識就在每一次巡田水的過程中慢慢累積，漸漸內化。當內化

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改變，阿狗說：「種田其實是和自然很密切親近的事，在充

滿變化，無論氣候、蟲害草況等等狀況，都會在計畫之外的產生變化，當自己

越是往田裡走(做)，越是清楚這樣的變化才是自然時，且能夠做當下可做，並

且知道結果可能不會如自己預期，有這樣的心態，會覺得自己像農民。」阿崇

認為，當自身開始因為農事而調整生活作息時，就開始漸漸變成農民。 

 

然對於身為農民的感受並非無時無刻，復明說自己有事沒事去巡田，在田

裡流汗的時候感覺像農民。但有在田裡勞動並不一定會感覺自己是農民，高月

表示自己近期都在農場裡打工，整天都在流汗，唯有看到種下的醜豆發芽，感

受到作物成長的喜悅時，那時才感覺自己像個農民。蝦虫認為自己是半個農

民，但什麼時候感覺自己像個農民？她說：「專注於當下的工作吧！我是這樣想

的，因為在田間的工作會不自覺的讓人屏氣凝神著，無法想別的事情。」不只

專注於田裡的工作，工作對身體的影響也會產生感受，阿狗說：「我最近的體

會，當自己發現自己無論是種大陸妹或在田裡彎腰耐受力變好時，我也覺得自

己越來越像農民。」阿崇則是在一次體驗活動，帶領高中生下田抓螺的過程

中，看到要出穗的水稻被學生踩進土裡相當心疼，特別感受到身為農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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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身為農民，有必要區分是身為一個什麼樣的農民，其施用的農法、耕作的

方式便牽涉農民的世界觀。阿芸打算嘗試少量多樣的耕作模式，就是以減少對

金錢的依賴為出發，希望可以達到自給自足減少消費，她認為這是一個消費至

上的社會，希望能夠透過自我實踐的方式，減少對地球的傷害。高月在接觸到

樸門農藝後，意識到種田不一定要賣錢，原本對農民的想像是種東西來賣，換

成錢來維持收入的工作，但也可以直接維持生活所需，不一定要賺大錢，而應

該採取一種低耗能、小規模多樣生產的耕作模式，如同他吃素的理由相近，他

覺得動物很可憐，如果人可以靠吃其他作物過活，就沒有必要吃肉，如果可以

簡單生活，何須賺錢和食肉。蝦虫認為慣行農法的施用會汙染土地，使用友善

的耕作方式是想要和這塊土地上的生命互惠、共存，認為人只是暫時代替大地

之母來管理這片土地，而非土地的擁有者，對此，守陳也有相似對土地的看

法。波利認為用自然農法的友善的耕作方式是在照顧土地，土地對他來說是衣

食父母，照顧土地的同時，也是照顧自己。阿狗務農的過程中面對是否施用苦

茶粕的衝突，因為看到田裡的青蛙，最後選擇不施用苦茶粕，因為友善耕作的

目的不只是避免傷害土地和人的健康，更包含田裡的生命們，而採用和動物溝

通的方式來達成某種協議。相對的，杏林和復明對務農的看法是種職業和工

作，可以透過各種手段方式來控制農田的生產環境，以保障作物收成和提高收

入來源，而這也可能是他們對於農民身分認同的主要來源。 

 

換而言之，青年務農成為農民，可以是工作職業上的選擇，或是某種實

踐，兩者並非彼此衝突，且都會觸及收入考量的議題，但透過「做」反映出其

背後隱含的世界觀，以農為業或方法，有其不同的出發點考量。 

 

6.誰是農民？他人的觀點 

農民對於自身的認同，不只是自身的實踐和行動，反而來自於外部他人對

自身的看法，其中包含著制度、父母、消費者和其他農人對自身的認同。在法

律和制度上，往往以身分證背後的戶籍職位欄來認定是否為農民為主要，以有

無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和或農事工作者之文字為依據。在《農業發條例》

修改放寬後，對農人的資格和定義有所放寬，其條例第三條之三中指出農民，

係指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根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指出，農民申請農保

則滿足以下條件，一年滿十五歲、二每年實際工作時間合計長達九十天以上、

三無農業以外專業職業者、四自有或承租農地依法從事農業工作連續經營滿一

年以上者，皆可申請為農民，而該條件也在 105年有修正調整。 

  

本次訪談的對象，在身分證上皆無農民身分的文字，其次也多無加入農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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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中。換言之，新農往往有其耕作的行為，參與農事生產的環節，卻無法達

到國家制度認定標準能給予保障，主要的原因來自於沒有自己的土地，其次是

無法向承租土地的地主要求開立租任契約的證明或土地耕作面積太小。波利

說：「按照（國家）規則來說，我不是農民」，杏林說：「家裡的農地是掛在我父

母名下，我沒有擁有農地，所以我不是農民」而當收成不順，有必要向銀行貸

款時，明明專職生產茭白筍的守陳，卻無法向農會申請貸款，因為無地無農民

身分，也無法申請農保，當面對其他銀行時，從農的身分卻又被視為自由業，

從事友善生產的不確定性，制度並無法提供保障。復明則認他有勞保的身份，

所以是否有無農民身分資格並不重要。在面對國家制度時，這些新農雖然有實

際耕作的行為，然身份往往顯得曖昧。 

 

農民從事生產是為了收成，而收成多半在市場販售轉換成金錢，管道有交

給行口通路或自行面對消費者，當農民和消費者之間的互動，農民闡述生產的

環境、過程、農法和產品資訊時，消費者回饋食用心得，並感謝農民，有助於

建立農民的身份認同，當蝦虫生產的稻米擺放在地方農會裡展售時，人們稱讚

她生產的米好吃，守陳提供的幼筍讓人讚不絕口，或復明、波利栽種的新鮮玉

米，在朋友間爭相搶購時，都會讓農民的勞動很有成就感，不只是金錢，更是

精神上的。守陳說跟消費者聯盟簽約後，開始可以穩定的通路，那個當下感覺

自己是農民，不然大多時間在田裡工作，並無感覺自己是農民，守陳也表示當

自己在田裡舉辦體驗活動，有消費者來到田裡拜訪，或在小學裡帶食農教育

時，都會讓他感覺自己像個農民，他也以農民的身分在 LINE上創立一個「安心

良食」的群組，販售安全的食物。 

 

對此，反而凸顯出當阿狗和阿崇被他人稱呼為青農時，產生不妥的感受，

雖然有耕作稻田的經驗，但多屬於體驗和共學性質，大多時間阿狗和阿崇都是

扮演從旁協助農忙的腳色，所以並不覺得自己是農民，反而比較像是農的協力

者，和農有互動、協助農忙或接觸消費者，扮演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橋樑角

色。而蝦虫則認為她透過友善耕作所展開的日常的社會運動，就是在和田裡面

的生物、和周邊的老農、鄰居互動，她認為這樣的友善耕作能和周邊產生互

動，她說：「我蠻喜歡他人來這塊田找我互動，無論談論的內容我是否喜歡聽

的，有些是勸戒，有個阿嬤帶孫子來散步，覺得這塊田很美……我認為這些過

程蠻好的」 

 

身為農民有時是互相參照，從事友善耕作的新農，往往在農田的邊界－田

埂上會和鄰田有所交集，尤其是對雜草的看法，老農常常會認為雜草是懶惰的

象徵，當然它會影響農務，但對新農來說雜草可能不是雜草，而是有名字的

草，其次雜草是動物的棲地，提供生物多樣性的庇護所，對波利來說雜草更是

提供作物養分和土壤保濕的關鍵。當阿狗在除田埂草時，看到一隻隻的小雨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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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草叢裡冒出，當下她就決定不除草，然地主卻出於好心地幫忙噴灑除草劑。

當臨田是使用慣行農法的時候，田埂又是共同的邊界，就很容易在田埂上出現

一邊枯黃、一邊綠意盎然的景致，阿崇就被臨田提醒說：「草真旺，要記得除」

即便除草，也可以選擇用有效率的割草機，或用鐮刀手動慢慢割，蝦虫說：「用

手割可以把蟲挑掉，但用手割會很沒有效率，當草太多，我會用除草機……我

若有看到蟲，有看到就會撿，但是農務需要不得不放棄，就是某種偏執或太過

浪漫的想法」 

 

當面對福壽螺的螺害對作物產生收成的影響時，到底殺與不殺，守陳、蝦

虫、阿狗都選擇用人工或生物防治的方式來面對福壽螺，而不選擇直接用苦茶

粕的方式，因為苦茶粕會造成所有濕生動物的死亡，為殺福壽螺，連帶青蛙蚯

蚓魚類都會一併死亡，這不是他們所願意的，阿狗說：「當擁有了耕種的農民的

角色時，我在意秧苗被吃，在殺螺與不殺之間掙扎很久，是這隻青蛙讓我下定

決心，不用苦茶粕。」但對老農來說，用人工下去撿螺是種笨又費力的方法，

老農也常會在路邊問說：「是要撿到何時？」而無論費力與否，代耕業者阿伯則

在某次插秧後，看著田裡的螺況，語重心長地說：「雖然我吃素食，種田也不洗

農藥，但是福壽螺也是要管理，不能說因為不殺生，就放給福壽螺吃，這樣就有點

本末倒置。做每件事都有他主要的目的，對農民來說，種田最重要的是為了有收

成，若是沒有收成，那就不用種田了，就像修道一樣，修道本身是為了得道升天，

若是無法升天，那就是白費力氣了......」即便各自的出發點不同，但對於農民

要有收成和收入這件是普遍的共識，而重點在於如何管理。 

 

不只面對老農，也要面對父母價值觀的差異，阿狗的母親會問說：「這樣會

有收入嗎？」、守陳家裡是二代農，但面對父親長輩，往往得到的回應是：「看

不懂你在做什麼」對其做法的不認同，直到守陳被報導上電視後，則轉變成雖

然不理解，但也較不會有負面的聲音，而蝦虫一開始想以農為業，也曾經被勸

阻，擔心是否太過勞累，直到現在則慢慢轉為支持和關心，另外高月的父母雖

對其從農無表示意見，卻在背後默默地支持他。 

 

對目前國家制度來說，新農大多不具有農民身分和保障，雖然他們有實際

從事生產工作。而消費者往往是農民外部認同的主要來源，透過各種活動、教

育、事件的場合，農民的身分是相較於其他職業中比較出來的，往往民眾會因

為我們有從事生產，就簡易的認定我們是農民，而農民和農民之間在農法、臨

田邊界的比較，也形塑自身是什麼農民的認同，而家人對此想法在態度上的轉

變和接納，也是青年農民形成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如阿狗的母親稱讚阿狗種的

米真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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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結 

本文指出在這一波青年返鄉的浪潮中學做農民，大多不具有農民身份，然

而他們皆有實際從事生產工作，在自我認同和他人認同上大多是農民。而身為

一個農民，我們有必要從其觀點來理解它自身所認為的農民為何，透過本次訪

談，筆者整理出對於身為農民的普遍看法是「擁有一塊可以自己負責管理的土

地，有實際參與耕作生產的行為，每周有一定在田裡的工作時數，能自主安排

農事工作，並能決定自己土地上的收成或收入者，即是農民」，而更廣義的農民

則包含農工、援農等農的協力者。 

 

身為農民意味著將務農視為種工作或是生活方式，將會有截然不同的樣

態，其最主要的因素來自於是否以農為業，作為收入的主要來源，將務農視為

生產工作，或者將務農視為是生活實踐的方式，包括運用少量多樣的生產達到

自給自足、採取友善耕作的方式照顧土地、照顧動物，或進而影響其他人。這

背後牽涉到青年的世界觀，對於社會的理解或對土地的理解，阿芸認為這是一

個消費至上的社會，所以想透過自給自足的方式減少對金錢的依賴、高月認為

簡單生活，可以不吃肉少賺錢，不用消耗過多的資源、波利認為土地是我們的

衣食父母，照顧土地等同於照顧自己、蝦虫和守陳則認為我們是土地的使用者

和管理者，不是土地的擁有者，我們有義務照顧土地、阿狗認為生命是可以溝

通的，在抓福壽螺的共過程中和他們一一對話。這樣的世界觀也反映在其務農

的實踐和採取的農法上。 

 

但青年返鄉從農，並非一夕之間變成農民，而是透過一連串勞動過程

「做」出來的。將土地改造成可以生產的田地，是一個互相馴化的過程，成為

「做田人」，指的是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配置田區的生產模式，其次在某日巡田

水的過程中，慢慢累積出來的經驗和知識，如放水、捕老鼠洞、看何時要追

肥、是否遭遇病蟲害等，有足夠的經驗和知識能判斷何時該做什麼事情，這是

人、作物、天地環境間三者互動內化而成的。更重要的是，不自覺的開始調整

自己的生活作息，以配合農田的生產情況時，在其心態就逐漸成為農民，阿狗

說：「最近，我時常天未亮時醒來，並且盤算著天亮時去工作，這也會讓我覺得

自己像農民。」而勞動的過程也反應在身體的變化，如彎腰的耐受力增強、皮

膚的黝黑、手臂的粗壯，透過勞動的「做」轉變成為農民。 

 

而青年並非無時無刻都意識到自己是農民，反倒是在某些時刻特別有感。

如守陳認為在面對來田區的體驗的消費者時、蝦虫認為自己專注於農田裡的工

作的當下、復明認為自己每日巡田水，在田裡流汗的時候、高月則說當作物發

芽時帶來的喜悅感，讓他感覺像個農民。而阿崇則是在作物遭受災損時感受到

的不捨，讓他覺得自己像個農民。然農民最主要的還是在於收成的有無，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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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業者阿伯所說：「做每件事都有他主要的目的，對農民來說，種田最重要的是為

了有收成，若是沒有收成，那就不用做田了……」勞動的過程反而牽涉勞動成果

的有無，但高月反問的：「沒有從事耕作生產的人但有收成，那這樣還能算是農

民嗎？」他以自身的經驗說明，近期一整天都在農場裡工作，並沒有自己的收

成，務農對他來說目前僅是換取金錢的工作，而不感覺到自己是農民，唯有當

作物發芽時能帶來農民的感受，這反而觸及馬克思所說的異化（Entfremdung）

勞動，工人和他勞動成果的分離，但本文也指出是當農人帶著他的收成成果直

接面對消費者時，他才能感受到勞動過程的意義，而不僅僅只是金錢，還有意

義的感受。換而言之，青農和消費者互動的過程，便加深自身對農民的身份認

同的建構。 

 

老農常常會對青農說：「做田人要有做人田的模樣」也假設了農民有一既定

的刻板印象，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刻苦耐勞的勤奮、樂天知命等，但新農

所展現出來的，可能是睡到中午才去田裡，面對雜草採取放任管理的方式，面

對田間的病蟲害不用速效的撲殺來管理，青農採取的策略往往和老農之間有價

值觀上的衝突，往往更進一步形塑對於自身為何種農民的身份認同。而這樣的

衝突在農二代的守陳更為明顯，不只是新農和老農之間衝突，更是父子之間價

值觀的對立，唯有當守陳被媒體報導後，衝突才得以暫緩。 

 

本文對於青年是如何「做」農民的身分認同，提出以上的結論，有助於我

們對這一波的新農運動在其世界觀和採取的行動上有所掌握。其次筆者認為新

農和老農之間的價值衝突並非絕對，而是需要尋找一種互相轉譯、協商的溝通

過程，而溝通其實就發生在務農的過程，在臨田邊界的田埂上、在馬路邊、在

農田裡，如蝦虫認為友善耕作的稻田是個媒介，可以和周邊的農民、鄰居互

動，一開始嘗試種友善也是想說有無可能不用農藥除草劑，但其後他也理解農

藥對老農來說有使用的必要，而新農和老農之間就在這相互理解的過程當中彼

此接納融入。而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到國家制度，對於這波新農的特徵掌握還有

待加強，更反映出，農業有越來越多人參與加入，但不是以農為業的工作方

式，而是部分參與的形式，無論是援農、協同生產或中介者其職業身份的模

糊，都反映出這波新農民的特徵，可能更傾向把務農當作是一種生活方式，形

成再小農化（Repeasantization）的過程，強調務農不再只有生產，更有其他多元

價值的可能性，最終期許農村能有更多元的價值發展，吸引更多年輕人返鄉

「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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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青芽兒 83期 

 

關於「做」農民的一點思考 

 

吳宗澤－穀笠合作社 

前言 

 

身為農民究竟代表著什麼？而一位青年是如何開始自覺，自己慢慢變成農民

的？會對這樣的事情感到好奇，主要是因為這些年來，會在農忙的時間點下田

協助農民，但有時外界的朋友會認為我們是青農，但大多時候我們比較像是在

農村工作的組織者，協助老農、青農解決一些疑難雜症的問題，而非下田從事

生產，直到今年自己管理一塊水稻田，才有機會思考這樣的問題，注意到自己

在身份上的差異。 

 

本文會交代一些耕作的歷程，並說明我對這件事的想法－成為農民意味著逐漸

懂得如何配置好自己的生產，無論在時間和空間上，而過程是一日復一日的勞

動，所以對勞動的成果有所期待。 

 

其中勞動成果的豐碩，也被視為是能力的高低，農民必須對他自身的勞動成果

負責，看重人為可及的部分，往往因為天地無法改變，只能祈求。農民必須對

自身的勞動成果負責，其中似乎假定在這過程中都無天地的因素含括在裡頭

（或可排除天地的因素單純計算人為），而忽視生產是天時地利人和之間的相互

配合，於是乎農民如何感知自身與天地萬物之間的關係與位置，就成為區辨農

民之間差異的關鍵。 

 

－插秧 

 

【田問（天問）】 

水田中的身驅 

以老舊的劃線器 

牽出一行行的線 

曾有人說這似一盤棋 

但我卻看成大地的稿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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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秧苗代替文字 

用身體練成的筆 

把今年對收成的期待與焦慮 

一字一句 

小心翼翼地填上 

＼＼ 

彎著腰 

低著頭 

貼著地 

手腳沒停著 

＼＼ 

人們說：「原來後退是向前」 

提筆的人心思卻擔憂著 

「今年的收成會好嗎？」 

「稻子開花的時候會不會遭遇暴雨......」 

「稻子剛結穗的時候會不會遇焚風......」 

「稻子收割會不會遇到颱風......」 

「螺害、稻熱病、螟蟲、紋枯病會不會很嚴重......」 

「遇到了該怎麼辦？」 

「希望老天能多多保佑」 

＼＼ 

「低頭便見水中天」，原來這些寫在田裡的字句，是要寫給天看的，但寫著，寫著，心

思卻飄向更遠的地方去了。用青春歲月在田裡練字，會不會太傻？想起一句農村裡的

俗諺：「聰明的飛上天，憨的留身邊。」對於正在消失的台灣農村，這樣的傻是不是也

有一點點肯定的價值。而在農村該提倡什麼樣的精神？ 

＼＼ 

想起了這塊田整地的時候，翻土機走過，成群的白鷺鷥在後填撿拾昆蟲、青蛙，而我

們卻像一群傻子，跟在在後面撿石頭。或許該似創業家、改革者，也許也像一頭水

牛。或是一種追尋，在那些快速變遷，被遺棄視為垃圾的寶藏中，尋找可能性的答

案，是那些輕易被否定的價值。也像人類學一樣，在地方中挖寶，篩出更多的可能

性。 

＼＼ 

留在田裡的人，是傻子，但也會有他應得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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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問（天問） 

 

上述內容是今年初（3月 18日）手工插秧時有感而發寫下的，當時在思考的是

在機械化耕作的年代，勞動還有什麼意義？也疑惑著自己這些年在農村做的事

情，是否真有些價值。但看著這塊一分地的稻田，卻能讓村莊的長輩願意前來

支援幫忙，就覺得有些價值不是一時說得清的。看著長輩的動作，試著模仿他

們身上在上個世代所屬的精神與特質，勞動的技藝在他們的身軀上展現。劃線

的筆直、插秧的神情與姿態，和那種一鼓作氣一天內要完成的心態，對比於我

們總習慣把農作的過程分好幾階段，完成的時間總會拖很長，就知道差別很

大。 

 

插秧感觸很深的原因，除了手工外，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我們費了不少力氣，才

把土地變成現在可以耕作的田，為了能順利趕上插秧的時間，就得想辦法讓事

情都能順利上軌道，從墾地、移樹、埋管、翻土、灑肥到載秧苗等。 

 

－墾田 

 

今年初從他人手中得來一分多的荒地，是村莊長輩介紹他的朋友給我們認識，

知道我們種植的方式是採取友善耕作（不施用農藥、除草劑等），願意提供一塊

他休耕三年的土地讓我們使用。但雜草早已長得比人還高，於是得想辦法，在

短時間內把它變成耕地。早些日子這塊地是種樹的，地主還留不少九芎、陰香

肉桂、香水樹、桑葚和雜木，其中還有幾顆特別高大的鳳凰木、尤加利和樟

樹，說是讓我們隨意處理掉，我們內部幾番討論的結果是想利用這塊地來種

稻，希望樹能部分保留分送出去，並交由我和夥伴怡君一起來負責。但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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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塊地原是旱地，田裡的樹要移掉、因為種樹的關係地也高低不平、田土中

幫助樹木排水的石頭也要一粒粒撿出來，整件事光想就累。也不經令人聯想，

是否所有休耕的土地，再開墾使用 都要費如此力氣。 

 

田區原本的樣貌 

 

一開始為看清田區狀況和灌排水位置，還拿柴刀、鐮刀、鋤頭，去後頭把連接

水圳的田埂整頓乾淨，當下的感覺像在叢林殺出條路來，十足感受這塊田的野

性，但誰知進水口閒置太久，早已淤積深埋在土層下而無法使用，讓人不知該

如何是好。最後只好請怪手，用兩天的時間，挖除草木通通堆置一旁，空出土

地、撈出巨石、夯出田埂、挖出圳溝等，工程浩大。動土的過程中，會看到不

少的昆蟲和蜥蜴逃竄，也不經令人思考，即便在友善的農法，是否都是對原有

生態系統的剝奪。 

 

我自己感覺非常有意思的點是，把已經荒廢的土地，打造成心中的模樣，而這

個模樣又可以反應出主人對於土地的認知。舉例來說，我們將這塊一分三的土

地分出兩厘作為旱地，想要種菜給自己吃，其餘化作水田；挖生態溝渠以利

水、旱田灌溉；另一方面保留幾顆大樹，尤其在水田中圍了一塊田埂以保留樟

樹，就成為我們這塊田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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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規劃田區的生產配置 

 

雖然過程相當粗重繁瑣，也會有挫折的時候，但也因為如此，特別能感覺人們

所說的「做田人 Tsoh-tshân-lâng（台語）」，把一塊荒地變成可以耕作的田，本

身就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靠做田生活的人，就是把田打造成合適生產耕作的

環境，同時也去熟悉和適應這塊田的特性，人跟田在互動的過程中越來越像個

農民，而這過程是富含各種經驗、意義和情感的。 

 

不經聯想起《黏土》一書所指的黏土，從不適合耕作，到可以耕作的優質農

地，是多麼費計千辛萬苦。因為有這份對土地的情感與付出，才有辦法凝聚成

更大的力量，讓農民起身對抗國家不合理的土地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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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收割時的樣貌 

 

－日常的勞動 

 

雜草割了又長、福壽螺抓了又生、補過的秧又補、挲的草又長，農田裡的工作

其實是枯燥乏味且永無止盡的。但是，在勞動的過程當中，你會漸漸知道該做

哪些事情，或者說，你會注意到一些細節，在提醒著你，要做什麼事情。我想

起東勢果農阿雄說過的話：「不是你在照顧果樹，而是果樹在教你如何照顧

它。」 

 

每日的巡田水，其實本身就是一門學問。這塊地原本種樹，土壤蓬鬆有砂質，

不管怎麼引水、蓄水，隔天水就流光了，田像一個飢渴的人，怎麼灌水都不會

飽。後來是翻土機把田土打出漿才勉強可以含住水。所以插秧完後，每天都要

去巡田、控制水位，水位太低就要放水，在田裡插竹枝，可用來判斷水位的高

低和流失的速率，而去判斷說現在應該要做什麼。 

 

由於田本身高過於水圳，要去圳裡「做水」，想辦法讓水位高過於田，才能把引

水。你必須要學會砌石頭做水牆，從大石頭到小石頭往上疊，最後在拿肥料袋

將所有細孔堵住，才能順利把水引進田裡。這個過程相當吃重，你要在水圳裡

頭挨著流水堆疊石頭，然後再拿一根長棍擋住浮在水面的垃圾，才不會堵住進

水口。一個好的田，控制水位應該要很方便，像我們這樣辛苦「做水」，會因為

水圳上頭有人把汴頭轉大，水勢瞬間變強，就把整個水牆沖垮。辛苦做的水

牆，可能兩三個小時後才發現白做工，水沒蓄滿，甚至因為地勢高，連同田裡

原有的水都通通流走。這是我在種稻的過程當中心情最受挫折的，無論你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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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水，好像都沒有用，該有水的時候沒水，不該有水的時候猛進水。 

 

甚至水無論如何都蓄不滿，蓄好的水流失得很快，便要開始找老鼠洞，看田埂

哪裡漏水，是不是蓄好的水都流到鄰田去了。很多事情一開始忽略，後面就要

花很多時間補救回來。當我們開始插秧後，長輩路過才問我們說有沒有補田

梗，我們根本沒注意需要補田梗，趁著翻土有泥漿的時候最好補，反倒插完秧

了，只能從別處調土、調石頭來填補老鼠洞，這就事倍功半。 

 

這些知識和過程，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原本只知道插秧、灑肥、挲草和割

稻），而是在耕作當中慢慢摸索、碰撞，或者夥伴的告知，才慢慢理解。所以耕

田一開始是相當茫然和挫折的，站在田裡想著「現在……那然後呢？」如今現在

到田裡，看田裡的情況，可能會知道現在該做哪些事情，心比較安定和不慌。 

 

另外，雖是單調乏味日復一日的勞動，卻也有另一種勞動的情境存在。例如某

次在田裡專心的補秧，手持秧苗片，看著田裡的哪邊有缺口，哪邊播太鬆，哪

邊播太密，就心無旁鶩的，走過去補上，那是天才剛亮，埔里的霧氣還沒散

去，水田反射著薄霧裡的陽光，此時安靜的只聽得到自己在水田行走的聲音、

汗水滴落水裡的聲音、將秧苗播入水田裡的聲音，做完只覺得心情愉快。但有

時在勞動的過程中卻想東想西，想著那些事情還沒做，哪些事情要怎麼做，而

覺得自己似乎被困在田裡。 

 

補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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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專注是種放空。我們的青農夥伴夏慧正嘗試一種半農半Ｘ的生活方式，

她說在田裡的工作總讓人屏氣凝神著，無法想著別的事情，而專注於當下的工

作時，她覺得自己像個農人。 

 

－小結 

 

日復一日的到田裡勞動，漸漸學會看天氣、看日頭，懂得最合適去田裡工作的

時間。大家對農人的印象是起得早、睡得早，但年輕人是晚睡晚起，但為了尋

找一個合適下田的溫度，也不得不早起，早早來去田工作，等太陽一熱，就回

家梳洗補個回籠覺到中午，或者默默期待下雨天不用巡田的日子。 

 

當生活的節奏因為農田的工作而轉變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時，便逐漸成為農

民。而將生產的田區配置成所想要的模樣，我認為這是人跟環境互相馴化的過

程，田開始變成漸漸熟悉的模樣，而農民也越來越了解田區的特性。也慢慢懂

得作田工作的順序，整地、控水、護田埂、巡田水要細心，種作安排要得時，

時間點不對，事情漏掉，後面的事情就會事倍功半。 

 

而自己種田，就是自己當老闆，必須自行安排所有的生產工作和流程，懶惰時

偷懶，但當事情拖延過了一個時間點，後續的工作會環環相扣互相拖延，而不

得不去面對田裡的工作，強迫自己要在某個時間點內完成。 

 

舉幾個我覺得自己最像農人的幾個時間點。有次台中的家扶中心帶小朋友來田

裡做田間體驗，認識田裡的生態環境，順便幫忙抓福壽螺和鋤草，來的多是國

高中生，因為我的疏失，忘了教他們在水田裡行走的方法，讓他們下田抓螺變

成是場災難，因為他們不習慣在水田裡行走，於是凡走過的地方，水稻都莫名

的倒伏歪斜，甚至被踩到土裡，這讓我倍感心疼，因為此時正是水稻分蘗完

畢，要開始抽穗關鍵時期，這種自己努力的成果卻被無心糟蹋的心情，讓我明

白了農人對作物的心情，是相當相當在意的。 

 

然一則憂一則喜的是，學生們在田裡抓螺的過程中，發現了一窩鳥蛋，讓我覺

得採取這樣友善生產的方式是蠻欣慰的，知道自已從事的友善生產，是尋找一

種與其他生物共存的方式。這同樣反映在我們田裡保留的幾棵大樹（鳳凰木、

樟樹和尤加利樹）上，偶爾會有幾隻褐色番鵑棲居著，水田裡不時會有白腹秧

雞和紅冠水雞在跑，也有黃眉錦蛇出沒，而特別挖的生態溝渠中也會出現土鯽

魚和鱉，這些動物們的出現彷彿在提醒，農業不只是一種依人決定的生產，更

攸關乎天地之間的生命，將牠們納回生產之中，是讓人重新思考人的生產與天

地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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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田中央的鳥窩 

 

最後，回到最初的問題：「我是個農民嗎？」我仍舊對這樣的問題感到困惑，可

能因為我自身的身分分相當多元（學生、執行長、講師、組織工作者和從事農

業生產等）所造成的稀釋。但相較於單純的農事體驗，或在農忙時期的支援，

我可能更懂得委身於農民的狀態是怎麼一回事。那是一種如何配置生產的環境

和時間，並在日常的勞動中慢慢認知到自己已經是個農民了，並且將之對農民

的認知默默的實踐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