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台灣農村陣線 
我們是關心台灣農村的一大群善良又勇敢的人民。 

2008 年 12 月，台灣立法院無預警地一讀通過《農村再生條例》，這個

舉動，意外的讓一群關心台灣農村的農民、農村工作者、NGO、媒體工作

者、學者、作家、法律專家、工程師、藝術家、學生連結起來，從研究《農

村再生條例》開始，組成讀書會，參與各地農地徵收自救會、也走入農村

作田野調查，並且在網路上開始發起串連，希望政府可以正視台灣的農村

發展，農業的生產與農民的生計。 

台灣這群關心台灣農村的朋友起初以「我們」自稱，但是隨著跟外界的互

動密切起來，需要有一個稱謂，於是在網路開始討論「我們」是誰？最後

決定以「台灣農村陣線」自稱，希望這群人可以站在台灣農村最前線，期

望台灣能夠農鄉永續，訴求土地倫理與環境正義。 

台灣農村陣線期望以其多元背景的成員，利用傳統、網路與實質行動，從

理論論述到實際的農村農務，重新喚起台灣的整府與民眾，正視台灣農村

的多元服務價值，立定在這塊土地上永續生存的決心。 

台灣農村陣線除了積極的投入各樣農業議題的探索，也展開了與國際連結

的活動，並且也積極的引領年輕學子投入農村工作。台灣的各地農地徵收

自救會，農村陣線都盼望可以建立聯絡窗口，隨時給於法律、學術、媒體...
上的協助，我們也嘗試參與農民之路的活動，學習各國的農業運動經驗與

農法，並且積極的舉辦「夏耘」活動，讓更多的年輕學子進入農村，作田

野工作，關心農村。 

台灣農村陣線期望以更寬廣的視野，更深入的在地了解，將更多的知識、

科技與人力，謙卑的參與農村、農業，使台灣農村可以走出內部殖民的地

位，同時也要捍衛台灣的糧食主權與環境永續。 

 
 
 
 



農村陣線大事記 

2008 年  

12 月 
 立法院經濟委員會一讀「農村再生條例」，作家吳音寧協同農家子弟

楊儒門、徐世榮教授、林朝成教授、蔡培慧及林淑芬立委，召開「農村再

生條例  

滅農三部曲」記者會。  

 「農村再生條例」民間版首次討論，此後透過網路及實際聚會多次

修訂。  

2009 年 

1 月－5 月 
 農陣成員於各地辦理 15 場地方「農村再生條例討論會」  

2 月 
 農陣成員拜會農委會主委陳武雄，進行實質溝通，表達民間修法立

場。  
 舉辦「農再春宣種籽培訓」北部場及南部場  
 串連關心農村再生條例的各界工作者，成立組織，定名為「台灣農

村陣線」  

3 月 
 潘孟安立委於立法院舉辦「農村再生條例公聽會」，農陣成員與會與

水保局面對面對話。  
 發起「不要說再見-- 守護台灣農村聲明」網路連署，一週之內，獲

得萬上以上，300 多個團體連署。  



 發起「守護農村行動 123 行動」1.鼓勵連署 2.call 立委 3.出席公聽

會  
 立法院第一場正式公聽會，農民代表被拒入場。農陣與農民代表隨

即召開記者會回應之，並透過田秋瑾立委遞送陳情書予劉兆玄院長  
 詹順貴律師與法律界人士舉辦「農村再生條例與促參法讀書會」，由

法制層面探討農再的缺失  

4 月 
 農陣成員拜會經建會陳添枝主委  
 馬總統訪美濃，針對農陣成員提問表達基本看法  
 社造界與社區大學聯名召開記者會要求「農村再生條例」審慎修訂  
 水保局閃電舉辦 11 場「農村再生公聽說明會」，農陣成員赴各地與

會，表達民間意見。  
 農陣成員拜會馬英九總統，展開長達三小時的對談，表達對「農村

再生條例」的四項訴求。  

5 月 
 針對國民黨提出黨政協商版，質疑立法程序不正義  
 苦勞網與環資協會等團體合辦「三小媒體網路直播媒體計畫」  

6 月 
 農陣成員分別拜會國民黨黨鞭林益世及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  
 立法院會期結束，確定本會期「農村再生條例」無法三讀  
 「夏耘：農村草根調查」營隊籌備  

7 月 
 於美濃舉辦「夏耘：農村草根調查」營隊，60 餘位青年學子參與  

8 月 
 八八災後第一時間協助南部 NGO 招募重整家園志工，6 天內志工超

過 2500 名投入。  



8 月－9 月 
 夏耘訪調營之後，青年學子在校園組織讀書會、發展區域性的田調、

舉辦校園農夫市集，落實向農村學習與校際連結  
 夏耘學員投入農村訪調工作，新竹二重埔、苗栗灣寶、台中東勢、

彰化二林、台南麻豆、屏東屏北區都有他們的身影。  

10 月 
 於苗栗灣寶舉行「夏耘心得分享工作坊」，青年學子分享訪調心得與

成果，並討論後續行動的可能  
 參加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 OURs 舉辦之國土計畫法修正論壇。  

11 月 
 夏耘學員在台大舉辦「1121 彎腰生活節」，支持友善環境小農  
 參與「秋鬥再起」遊行，反對中科四期徵收二林相思寮聚落。  

12 月 
 農陣成員參與哥本哈根 COP15 會談，與國際伙伴連結，持續關心

小農經濟與氣候變遷議題  
 夏耘二林訪調學員組成「相思寮後援會」，反抗中科四期不當徵收農

地  
 八八災後於南部桃源鄉與台東歷坵部落推動小農復耕計畫，與原住

民農友一起思考探究小農耕作綠色消費的可能途徑。  

2010 年 

1 月 
 於土城舉辦農地保護與土地徵收經驗交流座談會。來自新竹二重

埔、苗栗大埔、二林相思寮、土城彈藥庫等地，同受不當徵收之苦的農友

齊聚一堂，在彼此的經驗中獲得支持與前進的力量  
 召開農陣共識營，農陣伙伴分享農村工作經驗，彼此交流與連結，

確定「農陣的一年」行動目標。  



3 月-6 月 
 立法院新會期開議，農再條例列為優先通過法案。農陣反對草率立

法，反對第三章土地炒作專章。針對台灣農業發展提出「十個堅持」，持

續關鍵委員遊說、並且擴大修法版本的認同。農再條例未於本會期進行後

續程序。  

4 月 
 農陣與公平稅改聯盟共同反對「產業創新條例」草率立法，反對產

業園區粗暴圈地與財團所得稅調降，積極社會遊說，連續召開記者會，制

止產業園區圈地條款。  

6 月 
 農地徵收烽煙四起，農陣伙伴聲援苗栗灣寶、竹南大埔農友，抵抗

政府勾結財團滅農地的不公義徵收政策，6 月 19 日在大埔與各自救會聯

合發表「農民反粗殘徵收聯合宣言：一方有難，八方來援」  
 協助苗栗竹南大埔自救會，赴總統府、行政院、監察院抗議怪手毀

田、粗殘徵收。  

7 月 
 7/6 農陣與反徵收聯合自救會開會決定發起 717 凱道守夜行動，反

對浮濫的土地徵收。  
 7/8-12 日於彰化溪州鄉舉辦「夏耘：農村草根調查」營隊，共有 120
餘位青年學子參與。培訓營期間透過課堂講演及在地社區的訪調練習，學

員對於調查的工具、方法及農業問題已有初步掌握，後續學員們將實際下

鄉訪調，他們的足跡將遍佈新竹二重埔、灣寶、彰化溪州、二林、南投曲

冰、台東歷坵、高雄美濃等農村社區，更深地浸入農村，體會農村的脈動

與價值。  
 7/14 立法院臨時會不顧農民、社造團體、農民團體要求慎審「農村

再生條例」，傾聽農民聲音的呼籲，在充滿爭議的 ECFA 審議案強行挾帶

「農村再生條例」過關。  
 7/17 農陣與各地反徵收自救會、農民團體、台權會共同發起「台灣

人民挺農村，717 凱道守夜行動」，堅定與農民站在一起，反對浮濫土地徵

收。此次行動為台灣農運史上第一次農運、社運自主串連，並提出「停止

http://www.taiwanruralfront.org/wiki/index.php/%E8%BE%B2%E6%9D%91%E5%86%8D%E7%94%9F%E9%9C%80%E8%A6%81%E7%9A%84%E5%8D%81%E5%80%8B%E9%A0%85%E7%9B%AE


圈地惡行、立即修法、召開土地與農業會議」等三項訴求，要求政府積極

回應。（相關連結：台灣農民運動史上首次農運、社運自主串連，反浮濫

土地徵收）  
 717 還我土地、停止圈地惡法的訴求獲得各界的支持，當夜

計有 3000 多位農友與各界聲援朋友團結在凱道上，3 萬多人次透過網路

即時關心現場情況，和平而堅定地表達反徵收、捍衛土地的決心。  
 凱道行動吸引媒體持續關注與報導農業與土地相關議題。  
 繼 7/17 夜宿凱達格蘭大道後，7/18 清晨雲林農友北送的一甲地二期

秧苗，由各地的農民與聲援群眾以接力的方式，在凱道柏油路面上佈滿約

20 坪的綠油油稻田，象徵農民要將大埔被剷除的稻田重新種回的決心。後

續這批凱稻將由「江湖在哪裡」的作者吳音寧與美濃有機稻農曾啟尚接手

護持。在地 NGO 及公民記者也會持續紀錄兩地稻作的生長過程。（相關連

結：作家吳音寧、美濃有機稻農曾啟尚接手扶稻，反農地徵收運動烈火不

息）  
 7/22 彰化溪州吳音寧與鄉親在種下了二分地的凱稻。二林相

思寮被徵收戶居民也到現場，手持「我家，不賣」標語，協助插秧作業。

溪州鄉長到場歡迎，並表示凱稻在溪州絕對可以自由、安全的成長。  
 7/24 美濃種下八分地的凱稻。美濃在地農夫曾啟尚挺身而

出，讓凱稻得以在南台灣扎根。曾啟尚說把凱稻種回來，是他身為農民的

一點付出，希望能讓生養我們的稻子在田地裡長回來。  
 719 行政院院長吳敦義主動邀約大埔農民會談，提出以地易地，換

地還農的作法，不被大埔居民接受，持續爭取協商。  
 720 行政院院長吳敦義主動邀約台灣農村陣線代表及聯合自救會代

表（大埔、二重埔、樸玉、灣寶四地）會談，農陣成員重申三項張：修訂

土地徵收條例、立即停止圈地、召開全國農業與土地會議。農陣與農友堅

信，個案的解決不是勝利，唯有擴大團結，修改「土地徵收條例」、終止

圈地惡法，才是行動的最終目標。  
 727 農陣伙伴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老師邀請學者專家七名、律師

二名組成「土地徵收民間修法小組」，後續將提出民間版「土地徵收條例

修正案」；農陣也將持續進行全台串連與社會宣傳，敦促政府能在凱稻熟

成的 120 天內完成修法。  
 730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裁准-中科四期在本案訴訟確定前.應停止實

施開發行為。農陣參與當日記者會公益訴訟律師詹順貴律師緊急召開之記

者會，表達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不應為零和遊戲，同時聲明中科四期的問

題不能片面誤導為相思寮保存議題，政府應全盤檢討中科四期開發案的區

位配置、開發規模、環境汙染、水資源配置等開發合理性的問題，中部區

域才有永續與幸福的未來。（相關連結：請記住，中科停工與相思寮無關）  



 七月遍地烽火中，農陣輔導的八八災後小農復耕計畫有了令人欣慰

的初步成果。兩地農友堅持復耕、自立重生所展現的毅力，令人感動之餘

也讓我們看到農村生機的未來。  
 今年 4 月梅子採收季節，高雄縣桃源鄉高中村與勤和村的農

友就一邊採梅一邊學習梅子加工，七月第一批手作無毒梅上市，農友們要

靠轉型加工在災後努力站起來！  
 台東縣歷坵部落第一季無毒耕作的作物以小米為主，農青們

也參與復耕過程，從墾地、播種、間拔小米草，整季的田間工作都有農青

的身影，為部落的田野帶來許多活力。  

8 月 
 七月各地反對不當土地徵收社區的串連、相挺，帶給許多面臨同樣

困境社區鼓舞與自救的決心。彰化田中高鐵徵地案、豐原鐮村里國道四號

徵收特定農業區及斷層帶開挖隧道安全疑慮、東北角風景特定區田寮洋徵

收案，各地農陣伙伴就近瞭解關心，並分享反徵收經驗。  
 6 月 9 日以來，因為苗栗縣府拒絕溝通，擅自封路開工、毀民良田，

大埔農民精神心理上皆承受極大的壓力與恐慌。8/3 大埔阿嬤無法釋懷曾

經幸福自足的鄉居生活被毀，身心壓力過大之下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8/22 大埔阿嬤出殯。（相關連結：大埔阿嬤，我們將傳承您的勇氣）  
 月初學員們開始分組進入各地農村進行二階訪調。他們的足跡將遍

佈新竹二重埔、灣寶、彰化溪州、二林、南投曲冰、台東歷坵、高雄美濃

等農村社區，進行農情、產銷、社會文化、社區空間調查。  
 8/15-23 培慧與農青智偉受香港社區伙伴（PCD）之邀，到大陸廣

西、河北農村與當地的返鄉青年進行交流，同時針對青年返鄉、有機農業

產銷等問題交互經驗。  
 8/23-26 韓國農民團體 Korean peasant league（Jinju KPL）和 

Korean woman peasant association（KWPA）在思穎的協助安排下來訪，

與農陣有了更多的連結與互動。雙方對於農運團體的運作與發展、農運團

體如何與消費團體連結協力及韓國 CSA 發展現況進行經驗分享，同時由

思穎、建泰與農青陪伴入鄉，與各地農友交流更深入的瞭解台灣農業問

題。在灣寶，雙方就土地徵收議題進行討論，在美濃則是針對校園農業教

育及種子保存經驗進行交流。  

9 月 
 青平台邀請農青共同執行「農村行動體驗日」及「農村青年駐點支

持計畫」兩項計畫。未來苗栗大南埔與新竹二重埔將成為農村行動體驗日



「雲端農夫」的下鄉體驗點。體驗活動包括農村生態體驗，湧泉巡禮，農

村文化與糧食危機專題演講，以及農事體驗等安排，帶領參與學員親身感

受土地的呼吸，並關心探討台灣地方農村的未來。  
 夏耘二階訪調王功、二林組的青年學子們透過訪調，親身體驗了西

部潮間帶豐富的生態，更瞭解到潮間帶是牽繫數萬在地人口與生計的永續

命脈。也因此對於國光石化設廠可能造成的環境破壞與漁民生計威脅有更

深的理解，於是自動發起「927 青年反國光、挺漁民公車行動」，號召青年

朋友們 9 月 27 日(一)早上一起到彰化聲援漁民的抗議行動，反對國光石化

設廠。  
 9/25 農陣與捍衛農鄉聯盟參與烏日溪南自救會發起的「農地保護與

土地徵收座談會：捍衛流失中的台灣耕地 ～ 抗議農地徵收，我們該怎麼

做？」座談會上，各地面臨土地徵收爭議的農友齊聚，除報告各自的現況

與分享抗爭經驗外，更進一步討論彼此如何團結相挺。此外，會中徐世榮

老師、李丁讚老師、詹順貴律師、廖本全老師也分別針對土地徵收修法現

況與精神、農村與土地的未來、 環評案例、公民社會的農村運動等面向

進行與談，跟農友們一起探討農鄉生活保存及農村與都市共榮的可能性。

（相關連結：大中部地區之農地徵收抗爭經驗交流大會）  

10 月彎腰生活節 
 10 月熱鬧滾滾的彎腰生活節來報到。2010 年的彎腰生活節，包含

彎腰小農市集、Bow to Land 音樂會＆紀錄片放映、夏耘。農村草根調查

青苗發表會、「農業˙土地˙我們共同的未來」系列講座。一系列的活動因著

農青忽忽、智偉、雅云、佳玲的投入，以及台大農村實踐小組成員的支援、

北藝大干擾學院成員的美術編輯協力，讓此次的彎腰生活節順利完成之

餘，同時促成年輕人們更緊密的跨校連結，也讓年輕人在校園支援農村、

綠色消費的模式跟可能持續深化。（相關連結：彎腰生活結網站）  
 10 月初開始的彎腰講座，由農陣及政大第三部門研究中心、

世新社發所、社區營造學會等學界、NGO 串連的十一場農民農村農業及

農鄉文化講座，揭開序幕。  
 10/9 夏耘農村草根調查青苗發表會。暑假下鄉訪調的夏耘學

子們帶來新竹二重埔、苗栗大南埔、南投曲冰部落、彰化二林王功、台中

后里、高雄美濃、台東壢坵部落等地的入鄉心得與觀察報告。  
 10/16-17 彎腰生活節及音樂會，來自八八水災重建區及各地

堅持友善環境耕作的農友，帶來他們辛勤耕作與加工製造的各式農產品，

透過彎腰小農市集的橋樑讓與城市消費者連結，一同打造跨越城鄉的綠色

幸福網絡。  



 Bow to land 音樂會邀請了巴奈、農村武裝青年、老林家樂團、

諾努客走唱隊…等長期關注農村與農業議題之樂團，在向晚微風中，以最

自然且真誠的方式，透過音樂傳達對土地深深的眷戀。此外，晚會中也播

放陳韻如導演所拍攝之歷坵部落農友復耕紀錄，以及許文烽導演拍攝之二

林相思寮農友群像，透過影像的力量，讓大眾看見農友堅持耕作的努力。  
 10/10 由年青朋友發起的農陣青年共識營，東西南北參與農村工作

的學生，齊聚林昭亮舊居（這也是農陣 09 年春天第一次共識營的地點，

格外有意義），為著日後的聯結支持與行動，展開討論。本次共識營目標

在促成彼此的橫向連結，與形成農青自我組織的可能。因此籌備過程，由

偉哲,星崴,智偉,冠呈...等人規劃張羅，南部的朋友則由安慈、量議主邀。

農青們的橫向連結與自我組織已在過程中開展。  
 10 月下旬彎腰生活節結束後，美濃凱稻收割籌備會緊鑼密鼓籌備

中。  

11 月土地正義，反圈地行動 
 11/10 田中林媽廟前說明會。717 夜宿凱道，農民要求政府在凱稻成

長 120 天內回應「停止圈地惡行、立即修法、召開土地與農業會議」等 3
項訴求。面對政府無所回應，在凱稻即將收成之際，農陣與農民團體在田

中林媽廟前舉行後續行動說明會。  
 11/12 民間版「土地徵收條例修正草案」公佈。（相關連結：民間版

土地徵收條例修正草案，敬請指教）  
 11/12 於台北立法院召開民間版「土地徵收」條例修正草案」

記者會。此份「民間版「土地徵收條例修正草案」」由徐世榮老師、陳立

夫教授，以及 727 組成的「土地徵收民間修法小組」提供修正建議，並由

詹順貴律師團隊負責執筆，主要針對現有的土地徵收條例對於公共利益界

定不明、民主參與程序只徒具形式、對損失補償偏低等問題修訂補正。未

來並將以此版本持續尋求公法學者、地政學者意見，並作為遊說國民兩黨

關建立法的基礎。  
 立法院記者會結束後，農民團體於 11 點至行政院，面見吳敦

義院長，遞交民間版本的土地徵收條例，要求吳院長承諾具體的修法時

程。當天吳院長沒有給農民具體的修法時程承諾，但農民堅定修法的腳步

不會停。  
 11 月 14 日美濃凱稻手割 全台農民串連。當天 400 多名關心農村與

土地徵收議題的朋友們齊聚美濃親自手工收成稻穀，會場上大家同心割出

的「土地正義」的字樣，並一起搓手工湯圓，象徵全台農民大團圓與大團

結，提醒政府儘速具體回應全台農民的三訴求。 （相關連結：敬邀參與

<1114 手歌凱稻 守護未來>美濃凱稻收割行動）  



 11 月 20 日政大台德土地徵收圓桌論壇 。本論壇由徐世榮老師與吳

勁毅籌辦，邀請慕尼黑工業大學 Holger Magel 教授，以及德國聯邦鄉村

競賽的評審團主席 Michael Pelzer 市席，分享德國如何利用土地管理的工

具，支持農村的持續發展。德國土地管理能夠成為持續發展有力工具，全

部植基於基本法第十四條財產權保障與社會拘束，本次的圓桌對談並以此

為出發，兩位專家提供從憲法到實務運用的案例作為與會人員討論的題

材，共謀台灣的未來。  

歡迎你加入農陣的行列！ 

台灣農村陣線向來秉持「理性、和平、非暴力」，面對強權，被壓迫者應

該更加堅持理性和平原則，建立公民行動典範 擴大社會認同。  

一直以來，農陣採取三個平行的行動策略：「立法遊說、影響政策；草根

串連、深耕組織；公共宣傳、擴大連結。」農陣相信：唯有更多的人理解

小農耕作、農地環境、農村文化的深厚多元價值。我們所追求的農鄉發展、

社會穩定、環境永續才有可能。  

農村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期待你因認識農民、農業、農村議題，自

主的開展行動的道路。讓我們一起為這片土地更美好的未來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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