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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HINESE MODEL OF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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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5 essay explores the conceptual grounding of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且5S in 

Chinese culture. Results from historical research strongly SUpport the hypothesis that 出e

Chinese meaning of "dass" (teng-chi) is based upon the hierarchy of civil servants in 

imperial China. 1n this concept of hierarchy , political position and power is more 

important than propeny. Chinese class society was basically made Up of two ~ub

classes. One was of officials who held political positions in the central or local 

govemment and occupied a higher staωs (kue i) , and the other was of common people or 

peasan岱 who were without office (chien). That is to say , the fundamental Structu時 in

the Chinese class system was only two classes: officials 個d people. Class conscious -

ness was manifest i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tatus consciousness, interest 

consciousness, and living consciousness, and it was along these three dimensions 山at

class cont1ict between officials and people took place. Finally , class struggle does not 

seem to have been as virulent as in other societies, since it was contextualized within 

such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as clan 01 ganization, local identity , 

Confucian ethics, and belief in fate. 

?央研完成氏械等1It1t均純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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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的主越是台灣資本主ft經濟貧農過程中øu醫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在道個

基E質上衍生的農民階級分化﹒作者首先強調台灣，龜鹿已不再是一個問質的群體 ，並發

慶出區分tUîJA畏的理念型 (ideal type) 分領!l式，說明各種異質"民群，宜的特性.在

上面的農民分~U;i!上，作者進一步探討，農民分化的原因及過程﹒五0年代耕者有其

因制度所塑造的悶，前健康民群體在六0年代以後外在社經體系的選擇性騷力 (selective

pressures) 下開始了分化的過程﹒台灣，農民M型分化受資本主，聖經濟影響的8ßI}j主要是

~u.lta甫晶晶取向的商品化﹒在此背景下政府在政續上遞過不肯改善良工Bß門悶不竿

r.i!Ul的現象以~l造成糧食等低商品化，壘作物生產的創草草化、老年It及婦女化，從而

且，~"樂生這日漸粗放以及外包間係的擴展﹒在說明7農民分化的外在軀力及階級分

化的領型後， tt們進一步從微觀的層次深討，農戶內部特質的差異所導致的類型變換.

我們追蹤內在驅力下個glJ"戶的類型"化過程﹒分撥出循E良性的分化與不可逆仰的非

循環性分化，以幫助我們更清楚的看出農戶冥質化的具體過程﹒

自1) 哥
一
口

本研究之目的在解析資本主義經濟下農民 (peasantry) 的多樣類型及分析其

分化過程。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禱透及支配之下，當前台灣的農民已經不是一群

共同面對外來支配者及剩餘榨取者 (external dominator and surplus extractor) 的

同質團體口'horner 1987; Shanin 1973/74, 1987; Wolf 1966; Lipton 1977, 1982) 。

本文~民1Il 82 年 (1993) 4 月出版﹒
第-作者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長且醫學研究所;第二作看現成IR~真眉IJJ.斯康夸大學習~ÌIII.ð校區南亞研究所問

土流，負責It!~資料的收錄與畫壇，並jÞ與討論﹒

﹒世居當地的ft總Q先生及其數人、朋友們11供不少寶貴的資料與意見，並且熟，已'Iß助tt贊助絞肉割句健貫性，

甚至照服我們的生活﹒ IKMl!ft們研究ft珍貴的贊助者﹒發竹則親的人情味及不厭其煩的受訪興戶都使f~們

至今思念不已﹒w.g玉戰 、 自甘國ü等人的討論幫助作者澄清不少自己的想法﹒ j"單位人所農.<<展踴躍的問

~Il{jt了許多省設性的問姐﹒王宏C在定緒的117一些書面意見﹒ WfX多做了不少工作﹒甜甜~tt. ft f握自甜
甜兩位匿名評審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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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農周研究(如 Thorn缸， S剖ha叩ni沁n 及 Lip叭tωon 等人)一向試圖找出農民共罔

的核心特f性並 (c∞o口mm
f後友從遺一點出發來說明外來者(仰o叫d由如蚓缸叫r) 如何榨取農民的剩餘。有關農民內部

異質化的現象在這種架構之下被棍為附屬而不重要的，頂多被用來說明一些

「邊緣」接民類型的存在。把農民的內部分化祖為次要及殘餘的問題，把資本

主義經濟對農民群體的衝擊單純視為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的「外部」擠壓

(即eeze) 申不及於農業部門「內部 J 社會經濟基本關係的轉變，這些觀念都是

在視農民講一同質團體的研究取向之下，很容易落入的片面之見。已經有不少

研究點出，資本主義經濟對農民的衝擊不僅止於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集合性

(哪咿叫的榨取(即榨取被均攤於每一個農民身上) ;事實上，農民在資本

主義經濟|之下內部已經明顯的分化出幾個不間的群體 (Bernstein 1979; de 

Janvry 吋1; Rosebe 叮 1976; Patnaik 1976; Ba缸rdha叩n 1982巳;0伽ki 19拘如8肘7; Shan 

1980昕;' At白hrey抖a， et al. 1987; Friedmann 1980; Mintz 1974) 。固然學者對於分劃農
民群體的主因各有所畫，有強調不同的商品化程度，有強調生產關係之變化等

等，但基体上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民作為一個問質團體的預設已經被質蜓，從而

開啟了對l民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衝擊下如何分化成不同群體，而群體與群體之

間的關係 如何，諸如這些問題的關切與研究。學者關心的因此不只是農工部

門之間剩隊轉移 (surplus transfer) 及交易條件 (terms of t叫e) 變化的問題，同

時也關切倒農民內部分類(classificationq) 及分化 (di位rentiation) 的問題。

戰祠對台灣農民的研究中有不少學者把重點放在農民的分化上，以失內原

忠雄(1949) 對台灣農村之「資本主義化/無產化 J 之研究最具代表性。他間的

是 r 資本如何進入農村集中土地、無產化農民，以從事現代科技大規模的農

業生產。 I J (1)戰後在耕者有其田的農業結構下，農民分化的研究悄聲匿跡7一

陣子。司1錯，耕者有其田下農村以小自耕農為主體，基本上是一個同質的團體，

農民的闇題因此可以與工業部門對農業部門擠壓的問題劃上等號。但是，一九

六0年ft以後，一個嶄新的分化過程卻在耕者有其田的架構之下逐步展闕，那

就是農民從事穿鞋業以及生產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之市場作物的現象日益普遍。

(1m矢內闌忠鍾的回顧與撿討論，考柯志明 (1990)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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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現象服引了不少學者重新投入農民分化的研究裡。不過這一坎對農民分化

的研究間的是不同於戰前矢內原忠雄等古典農民分化理論所間的問題。這一次

大家注意到的是農民的兼業化(有人稱之為「半普羅化 J ) ，而不是土地集中

下的分化，是農業經營上資本、技術的集中(以生產市場作物) ，而不是土地

的集中。資本對農民內部分化的影響迂迴過土地集中的問題而循一個不間的途

徑在進行。農民在這個分化的過程中外表上仍然維持著一個同質的小自耕農農

策的面貌，但實質上內部的分化已然形成，不容再予忽視。

本研究在嘉義縣接竹鄉作田野觀察及深度訪談(訪談使用開放性問卷，對

象包括五+戶農戶及十戶脫晨的鄉村居民〔附錄一) )。作者把收集到的資料

與〈台閩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台灣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報告}等相關統

計資料相互印控，希望能將研究發現的一些農民類型予以概念化，找出其分類

的判準(criterion)(2) 。如前所述，我們研究最終的目的是試圖對台灣農民的分化

及其過程有所了解。從義竹鄉這個案例以及全國性的統計資料中所窮盡出來的

農民分顯概念及就農民分化的原因及過程所作的探討希望能提供作為分析台灣

農民異質化之具體過程的一個初步理論基髓。同時，作者在文內利用這次收集

的資料對農業發展研究文獻內有關農民分化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的理論爭

辯作了一些澄清及糾正。

一、農業社會的階級結構

←)分類的原則

進λ義竹鄉作田野觀察之前雖然從文獻上知道該地區早已不再是嘉南水利

系統三年輪作區下一個同質性的農村社區，但作者仍不免訝異於農村居民之間

的類型差異。當地有關農民頭型上最令人印象深刻而有待說明的現象有三:

也l'實竹蟹，風鈴，文-一-鳥山頭水，祖li挺直﹒ 8草地區係受到自家級創投資之水平1)系統控制的三年，由作區，
在七0年代之前是-間"佳頗高的典型8萬村地區﹒問時因g附近沒有主要的工樂中心﹒所以可以比絞
滑鍾的，也以"村內部為主的分化過程﹒本文主要Uftl'rø這個~例作分析而問領透過相側全國性的
調查統計資料權拾金島1宜的現象﹒作者希~It禮"者注意到資料的局限佳，避免{悟過度的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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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場作物的生產者與糧食作物的生產者在經營上的差異。

(2)兼業現象之普遍，以及農民依其兼黨性質昂，也常性的工作或臨時性的工

作表現出的差異。

(3)雇Ji代耕的現象正在發展當中 ， 但卻不是朝純粹資本主義農業一一土地

集啃、農民分化為農業資本家與農業工人兩大階級一一的方向發展。

一位{用的農民分類概念是否能幫助研究者有效地嵐清上面列舉的現象以

從事進一 的理論分析呢?學者通常以等級來分類農民，而在等級的標準及分

界點上爭著不休(3) 。到雇農民等級是用土地所有的大小來區分，還是經營的規

模和方式;但區分?類型間分割的界限又在那裡?這些都不是單純程度 (by

degree) 上1日何分劃的問題，而需要用理論來說明，而且隨著個別研究者所選擇

的理論會才F不同的分劃標單。擺脫純程度上的分穎而嘗試把不同鄉村群體(或

階層)的自係考慮進來作為主要分類標潑的作法關照的層面比較深入周詳是目

前國際上此較常被使用的分類方式。這種基於不同鄉村住民群體問之間係 (by

叫ation) 的分類法通常根鐵兩個重要的區劃標準。一是基於土地所有關係而形

成的租個關係，另一則是基於勞動力之買賣而形成的雇傭闖係 (Huang 1975i 

Patnaik 1þ76; Budham 1982; Roemer 1982) 。根攝這兩個標單農戶可以分為五

種類型:

階層:擁有大量土地，出租或盧人耕作，自己不從事生產。

(2) 富農J階層:自己從事耕作，但以出租土地或雇工耕作為主要之收入來源。

(3) 中恥階層:主要仰賴自家勞力，從土地租個及盧傭關係而來的收入只佔

小部份或者沒有。

(4) 貧民J階層:主要收入係從承租他人土地耕作或受眉於人而來，自耕部份

的1&入僅佔小部份。

(5)雇快階層:沒有擁有土地，收入純靠受腫於人。

以上這五I重類型從名詞上就可以看出其與財富等級之間的對應關係: (1) 、 (2)

顯型為富惰的階層，而承租土地及出賣勞力的 (4) 、 (5) 類型為貧窮的階層，自

雇自耕者 u屆中間階層。

(3)本文的興趣B在分衍民黨生產者的階tð.分化 . UUI作物種類 (by product)所作的處長分買賣自於判結級分化1M直
縷的關聯欽本在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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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於「闖係」的分類法與純粹的「等級」分類法比較起來，可以對農民

的類型區分作更周詳的考慮，也比較能從理論上解釋類型區分的意義、說明農

民類型區分的結構邏輯，而不是像等級分類法只能及於對經驗現象的概括論述

(generalization) 。只是，在土地改革後飽受資本主義經濟滲透的今日台灣樹才 ，

建基於租個關係及眉傭闖係的分類法由於以下原因仍嫌不足:

(1)在耕者有其田後的台灣農村，租個關係很難作為決定農民層級高下的判

準。農村基本上是以小自耕農為主。租回耕種的反而有不少是從事企業式的經

營、生產高價值市場作物的農業生產者。他們在能力及收入上都迴異於貧農階

層。若平的個農甚至可以被稱為資本家個農 (capitalist tenant) I 因為他們承祖

大片耕地層工經營。此外，我們也必需考慮以祖個的形式接受離農之親友贅託

代管耕地的個晨，他們也不見得屬於下層的農戶﹒

(2)若以今日台灣特殊的農業結構來看，上面提及的傳統階級分類法中被列

為富有階級的類型(地主與富農)都應該被重新考量。首先，傳統擁有大量土

地靠地租蚊入及擅長工經營的地主階層已不復存在。但卻出現了不少因為兼農

業以外的工作而把土地交給別人經營的小地主，幾乎可以被稱為普羅小地主。

在等級上實在無法把他們劃為富有的階層。其次，不少農民已經老化兒女脫農

無法再從事部份祖重的田間勞務，他們往往以外包的方式由擁有農機的年輕農

民代耕。這群老年農民在分類上能否因其生產關係上盧主的身份而被列為資本

主義農業家，納入富有農民的階層呢?答案是否定的，實際上存在的是一群年

老貧爵的小盧主。

(3)隨著政府對農產品市場控制的減輕以及(糧食作物以外之)現金作物市

場的擴大，從事勞力密集或(/及)技術密集的市場作物經營的農民自成一顯

型，與生產糧食作物、受政府收購政策及貼補政策規約的傳統農民成明軍閥比。

他們不只未受到祖個關係的制約而且在雇傭關係上也有可能往居工的方向發展。

市場開係因此應該被獨立考慮成為另一重要的分類繁IJ准。

(4)台灣農民從事農業以外之兼黨的現象已經非常普遍，新的分類j去勢必要

考慮農外兼黨的性質以為分類的重要標準。而令，資本主義經濟對鄉村住民的

影響已不再局限於交易上的操控。透過農外兼業的方式，農村勞力大部分已被

納入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內;資本主體經濟不再像過去一樣只是從外部影響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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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而是已經變成農村生產關係內無法劉分出去的一部份。上面提到的傳統階

級分類法沒有仔細考慮到這一點。此外，受麗的身份也不見得在分類等級上屬

於貧農階層，必須要考慮到其兼業的性質。若所兼之工作為臨時性的 (casual)

無提是可以被列入貧下農民的階層，若為經常性的 (regular) 農外工作而，以農業

工作為輔則難以被劃入貧農階級。另有從事機械代耕的盧晨，其自有農機(昂

貴的生產工具)受雇代耕也很難被列入貧窮的階層。

從以上的考慮來看，若祖糙的直接引用(上面提及的)闖係分類法來分顯

台灣的農民無疑會造成不少認知上的扭曲，甚至造成被列入貧農的農戶其實不

貧而列入富農的農戶其實不富的語誤。鑑於這些缺憾作者在下一節的分頡理論

中雖然從關係分顯出發但針對台灣特殊的情況作7一些修正:

(1)不再以祖個關係作為基本的分類的標準。

(2)加入市場開係為重要的分類標準'區分出為自由競爭市場生產商品的轟

戶與為國家規約下之市場(如糧食作物市場)生產的農戶。

(3)對雇用性質作進一步的細分，區別出典型勞資關係與外包關係下的居用，

以為分類標準。

(4)強調農家普遍兼策的現象進而以兼策的性質 ，一一臨時性或經常性一一

作為分類農戶的重要標準。

。農業生產者的分類

綜言之，作者很撮兩個主要判準一一生產關係與市場關係一一以及二個

次要判第一一盧用性質與受雇性質一一來分類農樂生產者(請參見表 1 )。

根攝生產關係上生產工具之擁有與勞動力之買賣可以把農業生產者分為自居者、

盧工者、與受塵者三大類。市場關係在本文又稱商品化的程度，指涉的是農業

生產者與市場間的關係到底有多自由，比較精確的說，是農業生產者所選擇的

市場到底是基於價格機制(各種生產要素及產品可以自由流動)的市場 (price-

making market) ，還是受到國家、人際紐帶 (personal ties) 介入而使價格機制無

法自由運作的市場。就比較上的意義來說，未商品化的生產對照的對象是完全

投入市場|順從自由競爭下之價格規律的生產。然而，當今的台灣已經不存在無

需市場交換而基本上能自給自足的維生經濟 (subsistence economy) ，因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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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

表 1 台灣農民的分類

市 場 nn 係 (商品化程度)

國家規約的市jIJ 自由:tt爭的市場

(state-regulated market) (free market) 

自 農 民 u單 型) 小商品生產農

生 (prototype peasant) (petty-commodity-
雇 production farmer) 

石二之、、

:t 自卷。林(的 v 

底 fff 
產 資 資本主義農書本--

勞 (capitalist farmer) 
tn 

((企職外包農 (1
.!.. (full-time 一一

contracting farmer) 

nn 串串 色二r. j Ji 
者 包 (sub-contracting mediator) 

是 臨 永 #\ .I- 包工.農

包 (mechanized contractor farmer) 
係 時

半普單農 民

雇 ，t.主 (semi-proletarian peasant) 

經
l ~此外 包 農

t 
者 ，t生

(part-time contracting farmer) 

JH!主:(1)--代~核盟員~Il繼~罕見﹒

(2)請參考附錄二﹒恨幟上寰的分類鈞一九八五年台i增A業生產人口類別比率
所作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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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程度低指的不是以滿足自家消費需要為主的維生式生產。商品化程度低的

農業生產在今日台灣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指的是生產受到政府規約 (state

regulated)的作物，一股特指糧食作物(米、雜糧)以及甘蕉，其價格的形成

並非透過市場價格機制的自由運作，而是取決於政府的政策性介入，受政府的

價格操控及貼補的影響。

1. 原型農民 (prototype peasant) 與小商品生產農 (petty-commodity

production farmer) 

恨攝市場關係可以把生產關係上屬於自居者的類型分為農民(原型) !þ蚓、

商品生產農兩類。屬於農民(原型)類型的農業生產者是商品化程度比較低的

一群，是從維生式的農業生產逐漸演變而來。其傳統的生產習慣是在滿足自家

的簡單再生產 (simple reproduction) ，以安定為首要考慮，而不是像資本主義

企業一接甘冒市場風險以求取最大利潤。自從被迫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下放棄

維生式的生產後，原型農民在政府規約的糧食作物市場內找到空間，繼續其所

習慣的生產方式。

農民(原型)的另一重要特性是其與村落的連帶關係。其生產要素的取得

往往透過人際的紐帶 (personal ties) 。訪談的農戶普遍都提到廿至卅年前換工的

現象仍然相當普遍。〈台間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 ( (農漁業普查報告) )的

資料顯現換工佔非自家人工工數的比率日益下降。 1970 年換工所佔比率還有

13.43% ' 1980 年為 11.16% .到 1985 年連幫工合成一個類目其比率只有 7.7%

(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70:190-93; 1980/ 卷 3:202-02; 1985/ 卷 3:262-63 )。換

工代表勞動力這個生產要素不循勞動市場的價格攝制自由流動，而是透過哪里

親戚互助之間係取得，其流動受到人際紐帶的左右。同樣的，傳統的農民在取

得其它的生產要素，如土地、資金等也往往受制於人際紐帶及村落生活內非經

濟因擎的考慮。土地被視地位的象徵及生活的依據，其{買惜還高於資本化的地

{賈(資本化的地價取決於地租收入，地租收入與地{買的比應該要近於利率才符

合資本投資的計算)。把錢存在銀行所產生的利息比起買土地出租所獲得的地

祖高上數倍(義竹鄉目前一甲地約值 2-3佰萬元，但民間地租不過每年 2-3 萬

元)。即使自作，其收入(以案例中高生產力之專業糧食農為準)也不及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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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eR行生利息。在這種情況下，買土地經營的農業生產者除非從事高利潤的

市場作物生產(如養殖業)否則是完全不符合經濟理性的。保留土地跑續種植

糧食作物絕非符合經濟理性的作法。案例 51 說 r 一股農民想得開，放不下。 J

更傳神的話不只一戶提到的是:直稱田地為「祖公糞」。案例 5以近乎自虐式

高強度的過時勞動加上極度刻薄自己的節蝕，贏得「土僑」的稱號，他的積累

轉成五甲田地，只能提供微薄的收入，但他自己顯然以「做大實 J (大農)為

漿，年前在田地裡中風，半身不進但仍掙扎上固不肯放棄耕作。至於作為生產

要素之一的資金取得，固然銀行體系所提供的貸款日益普遍，但老一聾的農民

仍然以民間標會及私人借貸為重要之資金來源，利息比銀行所能提供的高很多，

主要透過人際關係措保，帶有E助性質。

農民(原型)所加入的市場飯然是受到國家規約的市場 (state-regulated

market) ，對原型農民特性的了解不能不分析國家與農民間既有的關係。農民

研究之學者一位公認農民的定義特性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受外來者支配的角色

(Shanin 1989; Wolf 1966) 。國家(及資本)往往透過租稅(有形的擠壓)及市

場控制(無形的擠壓)來取得農家的剩餘(請參考 Ka & Selden (1986) 以五0

年代台灣為案例的分析)。農民由於小單位、零細化的生產在面對有組織的外

來者時顯然處於不利的地位。台灣擠壓農業的政策一直到七0年代才見舒緩。

但是在國家平預糧食價格及貼補農業生產之下，農民的生活水準主要仍受到政

府政策的影響。

以上係原型農民一股常被提及的定義特性，剩下一個基本的定義特性係和

小商品生蘆者共事的特性家戶式生產 (household production) 。家戶式生產使

用的勞動力是不付薪的家庭成員。用農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賺自家的工 J 。

這旬話另外的意思是農業生產如果靠盧工經營則無利可圖，農民在年度產出

(output)扣去支出 (expenditure) 後所餘的淨收入其實只能當作家庭成員的勞動

報酬無法再抽出經營利潤，而且該收入往往低於一般居工的勞動報酬。所以會

如此，是因為家內勞動力沒有在勞動市場上自由流動，家中成員不分男女老少

金投入生產，而收入也歸全家共有不必依勞動市場價格個別付工資，通常只要

家庭生活支出夠用，沒有剩餘也能繼續生產。由於家庭不只是一個消費的單位，

也是一個生產的單位，剩餘視家庭對自己勞動辛勞度 (drudgery) 的要求以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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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消費需求(主要受生產人口/消費人口之比率的影響)之間的平衡而定，往

往是主觀決定的，並不是如資本主義企業先扣除工資(受勞動市場決定)及原

料(受原料市場決定)等生產成本後可以客觀計算出來的(請參考 Chayanov

1966 j 。這種無法適用資本主義計算芳式的生產由於老間就是工人，生產單位

內沒有階級制削的問題，只有自我剝削 (self-exploitation) 的問題 (Chayanov

1966) 。在外來剝奪剩餘的壓力及家庭內部人口的壓力下，家庭農場可以在無

剩餘的情況下繼續生產，又稱為簡單再生產 (simple reproduction) ，在內外壓

力交迫的情況下甚至被迫降低消費水灌及提高勞動強度以求取收支平衡，這又

稱為對簡單再生產的進一步擠壓 (simple reproduction sqeeze) (Bernstein 1982: 

165-66) 。

小商品生產農除了在自我剝削式的家戶式生產上與農民有共通的特性外，

在其它的特性上則呈現出明顯的對照。原型農民只是部份的被納入市場生產，

其面對的是受國家規約及受制於人際(或村落 (community) )紐帶的不完全市

場，相對的，小商品生產農面對的是自由競爭自主形成價格的市場 (price-

making market [PolanyiJ) ，他們接受的是非人際的市場規律 (impersohal market 

rule)而較少受到人際的束縛。除了勞動力沒有商品化之外，小商品生產農幾乎

與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無異 (Friedmann 1980) 。這一類型的農業生產者往

往敏於研判市場動向，靈活調整產量及作物種類，或者是專精於某種特殊的技

術藉以降低市場不確定性。例如案例 7本來從事花卉的種植，後來發現花卉市

場逐漸飽和，立即轉入團暫的種植以掌握市場的先磯。又如案例 9 '在十幾年

前洋菇外銷數量大時，擁有數座菇寮雇季節工生產，也見外銷市場逐漸萎縮、

工資戚本提高，他很快地放棄盧工轉向自營洋香瓜這種需要精巧技術的高噴水

果的生產，農業經營的收益反而提高。案例 10 '養殖泥轍，其孵化泥轍的育成

率甚至比政府研發單位還高，三年前因養殖泥轍的人大增，使成魚的價格下降，

改以供應小泥轍為主，避開成魚泥餓不景氣的市場衝擊。小商品生產農生產的

目的固然不排除求取收入的極大化，但是在不景氣時也可以在毫無剩餘之情況

下繼續生產，發揮其家戶式生產簡單再生產的特性。在不景氣的狀況下一股會

比資本主義腫工經營的企業有更強制的生存力。因此在市場取向的現金作物生

產上小商品生產農仍然頑存而且佔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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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農業資本家 (capitalist farmer)與全職外包農 (full-time contracting 

farmer) 

農業資本家與全職外包農在生產關係上同屬於盧用他人勞力的類型，透過

付薪方式取得的勞動力(層工)大於自家提供的勞動力(家工)，。農業資本家

仰賴居工自不待說明，比較奇特的是許多老化及無暇顧及農事的兼業農也日益

仰賴雇工。不過這裡必須提醒讀者注意一下，作者所引層工及家工的比率並不

是出自 (農漁業普查報告}以天數計算的組糙方式。(農漁業普查報告〉以天

數計算使得簡單的巡水及看管的工作也算成全日的工作，以至於如受訪農民自

己常說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沒有休假 J '自家人工比率高佔總工數的

88 .35% ( (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80/ 卷 3:198 )。但實際上年老農民的農業工

作雖然瑣碎但卻輕穗，工作時間彈性極大，幾乎可以比擬為看店的工作。案例

1和 2 '他們自己說 r 如果把巡回的時間除外，真正在田裡工作的時間一年

不會超過三個月，而且只有在下種與收成的階段比較忙。 J (台灣農產品生產

戚本調查報告 〉 詳列工作事項並以小時來計算工數顯然較為精確，而且把家工

與雇工時數換算為金錢單位，更方便比較。根攝(台灣農產品生產成本調查報

告 ) (1989) 的資料，萬接地區生產雜糧的標準專業農戶盧工成本約佔總勞動成

本的一半(一期高梁佔 56.36% '二期玉米佔 44% (頁 84-85) ) ，但因為調查

取樣的對象為標準專業農戶，其人工部份幾乎完全仰賴家工，只有在機工部份

(整地、收割)才居工。在勞動人口老化的農戶及無暇兼顧農事而採取祖放經

營的兼黨農戶兩種情形下，盧工的部份顯然會比專業農戶大而超過家工。

在生產關係上農業資本家雖然在表面上與外包農岡屬眉主階層但卻傾向於

生產市場作物，比如蔬菜、瓜果、魚產(魚、蝦等)及畜產 .(雞、豬、牛等)

等(案例 8 、 31 、 34 、 35 、 41) ，在外貌上與因老化而逐漸盧工幫忙、基本

上生產省工的糧食作物的全職外包農形成明顯對比(案例 1-5 、 49 )。然而，

非僅止於外實上作物種類及市場開係的不間，兩種雇工類型的農業生產者問另

一重要的區別在盧用闖係的性質。由於農業勞動人口內高齡人口之比事不斷提

高(參見表 2) ，無能力抱負大部份田間工作的農戶也逐年增加，隨著這些農

戶主要農業勞動人口體力的悄退其依賴居工的比例也愈大。(兼業化是農戶雇



的角色，近似發包體系 (putting-out system) 內協調生產過程之商人腫主

(merchant employer)所扮演的角色。

人工層工則比較接近資本主義經濟內典型的儷傭呵係'工人按時計酬，不

自備生產工具(或只是極簡單的工具) ，而居主則在場督導，直接控制勞動過

程。如果專業農以典型的居工閥係為主，生產市場取向的現金作物，以謀取最

大利潤為目的，則比較接近我們分類裡的農業資本家類型。相對的，專業農若

以外包關係為主，生產國家規約的糧食作物，基本上以維持生活為目的，則被

歸為全職外包農﹒

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生產目的的資本主義經營與外包農的經營在外貌上或因

雇工而有相近之處，但內涵則全然相反。農業生產者逐漸轉化為全職外包農在

表面上看來是農地所有者退出生產的工作而專門於經營與規劉的工作，生產工

作與經營工作似乎分工了，農民轉變成小資本家。但是，實際上農業生產的外

包化其實是家庭農場自家勞力短缺的結果，代表農民「賺自家工 J 之部份的減

少，導致農業收λ的降低。全職外包農不只整地收割的工作外包，甚至對作物

生長期間的中耕管理與施藥的部份，也很少自己從事。後面還二項工作的工資

頗高，對經營戚本的加重有顯著影響，較年輕的專業農很少僱人代工。外包化

代表家庭農場收入嚴重要的部份(家工「勞動」的收入)為包工代耕者取代，

小塊田地上「經營 J (management) 的收入本來就不是農戶主要的收入，加上

居工成本一定大於家工的成本(家工只有生活支出，不付薪) ，更損及農場的

淨收益。如果農業資本家盧工經營代表農民的向上流動，外包化剛好代表著相

反的方向:農民淨收益的滅少與向下流動。由於向下流動的原因是家內勞動力

日漸垣缺(老化或子女脫農)所致，又沒其它可以替代勞力的投入 (input) 或轉

業的可能(年紀大1) ，所以只能依賴生活支出的減縮，兒女親戚的文助，以

及政府價格的貼補來支撐下去。對老年全職外包農而言，農業微薄的收入似乎

扮演著退休金的作用，農業工作則被戲稱為活動筋骨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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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另一重要原因，我們將在兼職外包農的部份詳細討論)。

45 歲以上勞動人口在農業主要工作者內所佔比率

農業主要工作者

45 歲以上

% 

兼職之農業主要工作者

45 歲以上

% 

全織之農業主要工作者

45 歲以上

% 

1970 

869 , 405 

275 ,826 

31. 73% 

269 ,460 

66 , 436 

24.66% 

599 , 945 

209 , 390 

34.90% 

1980 

889 , 601 

499 ,390 

56.14% 

443 , 450 

208 , 652 

47.05% 

446 , 151 

290 , 765 

. 65..17% 

1989 

739 , 121 

555 , 170 

75.11% 

310 ,691 

201. 494 

64.85% 

428 ,430 

353 , 767 

82.55%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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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 表內農業主要工作者為廣戶內從事主要.樂工作的15威以上勞動力，再細分為兼職

(parHime) 與企職 (full.time) 爾頓﹒

資料來源 ， (l) (中學長國七十八年台灣地區農樂基本調查處家戶口抽t:劉查織告}﹒頁 140-41 • 

(2)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闊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第三卷，頁 105-06 • 

(3) (中華民國li+九年台間地區農漁樂普查報告〉第二卷﹒第一份﹒頁 97-98 • 

m 

3. 半普扭農民 (semi-proletarian peasant) 與兼職外包農 (part-time

contracting farmer) : 

半普羅農民與兼職外包農牽涉到的是農業生產者兼黨受盾的面向。農民除

盧工基本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融工(機械工)典人工。機工自備農業機

械，按面積計酬，雇主往往不在工作現場，不直接控制勞動過程。這種居工的

方式比較接近外包制度。農戶把自己的工作發包出去給機工做，自己只負責協

調的工作。但是這麼做使他不能成為真正的資本家，因為這種性質的居用關係

下雇主控制雇工勞動的能力非常有限(不提供生產工具，不介入勞動過程) , 

以至於議價能力也大受限制。採用外包方式的廣主往往不是意圖藉由居工生產

來謀取最大利潤，而是在自家勞力不足之下為求避免回國荒廢不得已採用的辦

法。在生產關係的定位上只能視這種類型的雇主是由生產者退化為生產中介者



作者認為兼業的現象應該是農民在不得巴的狀況下，必須以超出自己原本

投在互助及社區活動以上的時間受盧於人才能生存昂其基本的出發點，而不是

武斷的(不考慮家庭大小、勞動力多寡、收入多少)給一個分界點(一萬元或

30 天)。雖然 1980 年以後所給的分界點已經考慮.到專業農自京廣場外收入存在

的可能性，但訂下此分界點的理由卻不清楚。最少應該評估傳統農場外工作所

估的比傘，而以百分比的方式來訂之(比如超過農戶收入的 10%或農戶勞動天

數的 10%) 比較合理。

經營田地過小或農業收入過低，使許多農民必須仰賴兼業收入維生，而有

不少兼樂農雖有雙份收入但其全年收入其實比全職工人的收入選低，尤其以兼

農業腫工(非機工)的農戶為最。例如案例 23和 24 '他們措任農業工人的機

會現在一年之中不會超過一個月，因為他們的工作大多被機器取代了。這種

「一腳踩在自家田地一腳踩在工廠(或別人田地) J 缺一不可的半普羅農民現

象，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及在歐洲工業化早期階段都可以見到，其在降低勞動成

本(以小塊自耕土地之收入貼補工資)以及維持廉價農產品供給(農民被迫以

兼業工資貼補農業收入)上產生顯著的作用 (de Janvry 1981;' Djurfedlt 1982; 

Kautsky 1976; Wallerstein 1983) 。而且，在生存邊緣半農學主的半普羅農民並

不見得如許多學者預測的只是過渡性的現象，國家對農業部門不利的政策(如

開放競爭產品的進口及重工輕農的財政資源分配)及對逸於勞動法及工廠法規

之外的非正式經濟活動(如家庭代工、臨時工等)的縱容都可能使半普羅農民

的現象持續下去。

在半普羅農民的兼業現象中，農業收入是否大於兼黨收入(以農為副或以

農為主)並不見得是閻健所在，因為在生存迪總的情況下兩者缺一不可﹒沒有

剩餘 (su叩lus) 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兼樂現象應該是半普結農民比較好的指標。

他沒有辦法放棄一個工作而單獨仰賴另一個工作的收入為生。兩種工作(自家

農場工作與兼黨工作)顯然都無法提供足夠的收入。一般的情形是，半普羅農

民的農業收入由於土地所有面積太小不足維生(或相對的家庭依賴人口比率太

大使土地收入相對缺乏) ，而被迫兼樂，但兼難者又因為技術及教育程度的不

足而只能從事臨時世 (casual) 、邊緣性 {marginal) 的工作，所以無法第靠此工作

維生。半普羅農民如果兼的是農業工作，則大部份是季節性及臨時性的短工，

121 台~，農民的~~與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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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家農場上的工作以外另有其它的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低度商品化的村

落社會中，農民往往會有相當的勞動時間投入村落集體的活動:包括水利等與

生產有闊的公共工程、或宗教儀式等。更普遍的是很此換工的情形。這些活動

由於沒有透過金錢的中介所以就現代農業調查的定義都不能被視為兼樂活動。

但隨著商品化的進展，這些自家農場外的活動一旦透過金錢中介(蚊受勞動報

酬1) 原本定義上不是兼策晨的農民就變成兼黨農了。依攝〈台間地區直接漁業普

查報告}的兼樂定義，農民只要有自家農場外的收入都算兼棠，若是如此，隨

著商品化的擴展，農民原本從事的互助及社區集體活動只要透過金錢中介，都

變成兼業行為。這樣的兼樂定義似乎假設傳統農民社會裡自家農場外的經濟活

動並不存在。 1980 年以後的(農漁業普查報告〉雖然把兼黨的標準提高為工作

日數超過 30 日或年收入超過一萬元( (農漁樂普查報告) 1985/ 卷 34:310) , 

但僅止傳統農村中互助及社區活動的時間都非常可能超過這個標澀，一旦商品

化，依此定義大部份的農民都會變成兼榮獲，兼業化現象被諾大了而無法理出

兼黨真正的意義(參見表 3 附註(1) )。

年 1989 

89.73 

1985 

88.56 

1984 

84.67 

兼黨農戶佔台灣農戶的百分比

1983 

81. 53 

1980 

91. 05 

1975 

82.28 

1970 

69.76 

表 3

1960 

52.39 

度

兼業且是戶%

120 

!1 : (1) 1980 年之前只要有書長樂部算，長濃濃戶， 1980 年!是變更計算方式龔自豪廣場外

收入超過一萬元成工作天赦組 30天才算﹒隸..戶的百分比在 1980 年1最突然

下降百分之十的原因在此﹒

(2) 1981 年及 1982 年沒有資料﹒

資料來海:(1)各次(台間地區ðliJ會集普查級告}﹒

(2) (台灣，盤樂年級) 1986 年版﹒頁 295 • 
(3) (中海民國七十八年台iIIl地區ðl眾基本調牽線電R戶口 t曲線凋總告}﹒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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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以人工為主，或只是自備簡單的機器 ，最多到中耕懺(案例 20 、 22 、 23 、

24 、 45 、 55 )。半普羅農民的非農業兼業則集中在非正式部門 (informal

sector)裡'也就是沒有在正式工廠工作或是沒有工會(職業或產黨工會)也不

受勞基法保議的工作。這種工作大多為臨時性質，沒有固定勞動契約的保障

(可以隨時解眉) ，甚至是工廠支配下之外包網絡的家庭代工(案例 21 、 22 、

52 )。個案 21 先生利用附近搪廠開工時間去做三個月的臨時工人，一個月工

資大概一萬元左右而已。糖廠不榨糖就沒工作，太太與小孩則在家裡幫人代工

縫合棒球手套。個案 22 先生是糖廠短期工，太太則農事外兼做喪葬樂隊的工作。

個案 23，、 24 先生病弱，主要靠太太當臨時工維生。個案 52 先生早年去世只留

下三分河川地，她做工來扶養孩子，原先洋話景氣時當臨時揖菇工人，後來健

康受損，只好退下來在家中做外銷棒球手套的縫合代工，家中小孩也必須參與

.工作。

相對於半普羅農民式的兼業塵，有一部份的農村居民已經順利的轉化為經

常性受居者 (regular worker) ，受到相關勞動及工廠法規的保護，而成為正式部

門 (formal sector) 裡的勞工。農民轉化成為全職的 (full-time) 受廣者並不是保古

典階級兩極化理論所說的:剝奪農民的田地就會迫使他們出賣勞力為生，轉變

成為普羅階級。反而在台灣農村比較常見到的是擁有專門技術或較高學鹿的農

村居民才得以轉變成為全職的普羅階級，學歷不高或缺乏專門技術的農村居民

則構成半普羅農民，靠同時兼營自家農場與臨時性的工作才能維生(案例 14-

30) 0 ( 。農業基本調查〉有關農村 15 歲以上勞動人口的資料顯示農戶內專職的

受雇者(專辦自家農業工作以外之其它工作的勞動人口)其學歷在國小以下的

僅佔 16，33% '而農戶內兼辦自家農業工作的兼職勞動人口其學歷顯著偏低，國

小以下的佔 63.96% ( (農業基本調查) 1989:41 )。經常性受居者在政府機關

中當公務員，在國營企業中當工人(羲竹鄉多以糖廠任職為主) ，在正式工廠

(有工廠壹記，適用勞基法)工作，或者本身是有技術的工匠受職業工會保障

(案例 14-19 、 25-30 )。他們的工作是經常性的工作，有勞動契約及相關勞工

法律的保護。這種工作所得到的薪水已經足夠維持生計，正如其它同性質的，妞

常性受雇者一樣。這些全職的工人從自家農場上得到的收入基本上可以視為剩

餘(即維持生存以外多出來的部份) ，通常用以提高消費水準或另行投資(包

台i!I~民的5t買賣9-l-分化 1日

括投資在子女教育費用上)。案例 51以太太經營田地及養豬的收入充做教育經

費，當子女長大就讀大學或出國留學時，就把土地買了做教育基金。案例 19 太

太兼黨養豬和種固的所得積累起來購買農地，以增加農業兼業收入和為孩子預

留財產。對有份農外全職工作的兼黨農而言，自家農場的經營已經不是一種維

生必須的手段，而是一種增加收入的機會。農業收入已成為額外收入，可有可

無，而不是像半普屜農民以農業收入為生存必要之收入。在這種情形下全職兼

樂廳基本上是以非晨的收入為主，而以農業為創業。在 1985 年，擁有經常性工

作的受居者佔以農為副業之兼策農戶內受腫者的 75.3 1 % ( (農漁業普畫報告}

19851 卷 2:158 )。由於農場收入只是作為收入的補充，因此在經營上也不見得

要費多大的心力，興農外的工作比較起來農業工作勞力投入所得到的報酬顯然

少很多，除非家庭急得增加收入否則不值得從事密集的勞動。一般情形是，年

紀較大的家人及婦女成為以農為副業的兼黨農戶的農樂勞動主力。個案鈞、

28一甲多的土地全由太太負責耕種經營，先生只有利用下班時間去幫忙。 1985

年〈農愉樂普查報告〉中以鹿為副業的(即以非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兼黨

農戶內其專職從事自家農業之主要勞動力超過四十五歲以上者他 79.39% '在以

農業為主的兼黨農內其百分比為 73 ，97% '在專業農則為 63 ，66% ( (農漁業普

查報告) 19851 卷 3:122) ;婦女佔以農為副的兼黨農戶內專職從事自家農業之

主要勞動力的百分比則為 33 ，58% '高於以農為主的 20.93% '及專業農的

16,87% (岡上 :54) (詳見衰 4 )。老人及婦女顯然是兼業農戶內從事農業工

作的主要勞力，尤其是在以農業作為副業的兼黨農戶內。青壯年的男性勞動力

只在下班及假日時間幫忙。在沒有緊急消費壓力之下，道種農業生產會變得相

當祖放，其粗放程度隨著非農全職工作收入之增加而提高。個案 26 當上國小校

畏後就很少上回去工作，盧工的比例增加很多。案例 27 '戶畏當上*利工作站

畏及孩子已沒有教育支出時，就把一半的土地租給其他農民去耕種(沒有全租

出去的原因是鐘於耕者有其田的經驗害怕因租個關係揖及土地權益)。祖放的

經營往往透過外包的方式，不用自己處理粗重的工作，也不用花太多時間，所

以又稱呼此類有經常性工作以農為副業的兼黨農戶(其實是工人以農為兼業)

為兼職外包農?他們已經不是農民到普羅階級的過渡形式，而是完全的普羅階

級但兼營農業以取得額外收入。雖然與半普羅農民同樣被稱為兼業農，但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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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大為不間，不應該混淆。

表 4 高齡與婦女勞動人口在專職從事自家農事之農業

主要工作者中所估的百分比 (1985)

專職的 45ß!以上之 女性之

ðIl業主要工作者 專職農業主要工作者 專職，甚重建主要工作者

專業農戶 158.337 100.790 26.706 
% 100 63.66 16.87 
穿鞋業食戶 396.470 307.962 117.248 
% 100 77.68 29 .57 
以續為主 125.5日3 92.899 26.287 
% 100 73.97 20.93 
以農為副 270.887 215.063 90.961 
% 100 79.39 33 .58 

總 3十 554.8日7 408 .752 143.954 
% 100 73.67 25 .95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台倒地區農漁業普查組告〉﹒第三卷﹒頁 122.23 ， 154 • 

除了受雇的兼業農以外，還有一個穎型的兼業農是從事自雇|生工作的兼黨

農:自營式兼業晨。這一類型的兼業農同樣也因其兼業工作的性質可以分成兩

類:全職性的 (full-time) 與兼職性的 (part-time) 。兼職性質的自營兼業農從事

的是臨時性的自營作業，往往是商業性質的牽涉到農產品的買賣中介(案例 1 、

2 、 3 、 52 )或農業生產工具的中介(案例 49) I 無法單靠兼業維生。相對的，

對全職性的自營兼業農而言經常性的自營兼黨往往是該農戶主要收入來源，自

家農場收入變成是補助性的(案例: 46 、 47 、 48 、 50) 0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80 年的資料顯示 15 歲以上農戶勞動人口中約有1.66%是全職的自營作業者，

兼職前自營作業者約有 6.5% ( (農漁業普查報告) 1980/ 卷 3 : 158-59 )。

4. 機工包工農 (mechanized contractor farmer)與包工頭 (subcontracting

mediator) 

以重型農業機械替人代耕的農業生產者(一位就是代耕中心)是配合農業

台灣農民的分類與分化 12S 

生產逐漸外包化的產物。隨著年青的農村居民離鄉或脫農，農業生產者老化，

加上兼黨化，市場取向程度較低的家庭農場經營逐i斬祖放而且仰賴更多外面雇

入的勞力。雇工中主要的部份是屬於外包性質的融械工。對機工本身而言，他 .

做的是承包工作，因為自有生產工具且勞動方式及過程不受委託者控制，除了

契約(大部份為口頭契約)約束之外基本上是自麗的。機工包工農服務的對象

大部份是巳外包化的農戶，包括全職外包農與兼職外包晨，他們一般都是從事

糧食作物的祖放經營。從事精耕經營生產市場作物的小商品生產農很少仰賴機

工。

機工包工農除了與半普羅農民一樣都是家戶內勞動力所能耕作的土地超過

其現所持有的土地面積外，通常因其家內勞動力鹽富還擁有積累 (accumulation)

的能力。他們是有辦法取得(一股透過農機貸款)承購重型農機之資金的農戶﹒

而且透過機器使他們得以進-步提高自己的勞動生產力。案例 41 、 42 家中男

性勞動力充沛，有剩餘勞力，所以孩子國小或園中畢業後就開始貸款買曳引機

替人代耕以充分發揮家內勞力。我們所訪談的機工包工農都有增購或改換大型

農機以及買入土地的積累現象(案例 42-45 )。機工包工農是有能力把自己的

勞力剩餘轉化為資本而又賴之增加自家勞動資財的農業生產者。透過這個過程

剩餘可以被積累，生產規模可以擴大。這一類型的農業生產者已經在從事擴大

再生產，而不同於單純再生產的半普羅農民及原型農民。

包工頭是運用自己的人際網絡與組織能力安排及協調機工包工農代耕的人。

以糖廠委託之原料委員及一股代耕隊之領隊為例。他們從事的是轉包的工作。

包工頭從委託者那裡接受工作後把工作分配轉包給自有機器的包工農負責，他

居間協調安排工作，決定工作的進度及次序。一般都是由地方具有相當好的人

際關係及熟悉該項工作的人措任。原料費員在日捕時代及七0年代之前?直是

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措任，被視為一種特惜的地位。此外運銷的工作也需要包工

頭，承銷農產品的蔬果運銷合作社其負責人中介批發的工作接受農民委託把運

銷工作轉包給自營的貨車司機(案例 40 )。包工頭可說是善於使用自己的人

際關係與組織能力創造收入的農業生產者。他們在有剩餘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投

資在生產工具上以擴大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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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耕作式農業結構下農村內部的階級分化:

農民階級分化理論的回顧與檢討

有關農民分化的古典理論傾向於視農民為歷史的殘餘，認為在資本主義經

濟下農業轉型的過程可以額比於工業化的過程:在集中化(資本或土地的集中

化)的過程中，自營的小生產者會被使用現代科技居工大規模經營的企業所瓦

解與取代 (Lenin 1982; Kautslcy 1976; Ennew. et a1. 1977; Djurfeldt 1982; 

Bernstein 1979, 1986; Friedmann 1980) 。根攝古典理論的說法，家庭農場

(family farm) 所以能殘存只是因為資本尚未有餘褚進入農村，或因家戶式生產

勞力密集的特性尚未完全與失利用的價值。經常被引為例子的是在工業化的初

始階段政府及資本透過市場控制(強加對農產品不利的交換條件)把農業剩餘

轉移到都市扶植工業。在這個階段，資本並未直接介入農業的生產過程，而是

透過交易過程的操弄從外部控制農業生產，農民家戶式的生產方式仍然維持，

但在現金需求及租稅的壓力下忍受著只夠維生的低劣消費水準及高度勞力密集

的生產。然而家庭農場在技術、資本‘及生產規模的限制之下，以更勤勞吏節

蝕的方式來維持間有的生產方式畢竟有其極限。古典理論預期只要工業化發展

到一定的程度，工業資本將進入農村，採用先進技術、機器及現代儷備開係的

大規模耕作必將取代家庭農場。在這種演化說的觀點下，建基於家戶式生產方

式的農民終必會被淘汰，充其量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現象。

出乎古典理論學者意料之外，家庭農場在當今的世界，即使在歐美先進國

家之內，仍然頑強的存在。這個事實提醒我們不可富目追隨古典理論的抽象過

輯把家庭農場視為暫時性的現象，而疏於建構一套有系統的理論來了解在資本

主義經濟之下家庭農場總續存活的機制 (mechanism) 。追隨A. V. Chayanov 理

論的學者刻意強調農民如何發揮其家戶式生產自我剝削 (self-exploitation) 的特

性以抗拒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滲透而沒有走向分化 (Chayanov 1966; Thorner 

1966) 。根據 Chayanov 派的邏輯，農民的經營主要是受其內在的人口結構-一

家庭的大小以及家內生產人口對消費人口的比率一一所決定，家庭的生命週期

(life cycle) 因此成為影響農民分化的主要因素。大不同於古典理論的分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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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yanov 等人以家庭生命史來說明的分化過程基本上是個循環的過程，而不是

不可逆轉的兩極分化。 Chayanov他們點出家戶式生產與資本主義居工式生產 .

在經濟理性及計算方式上存有基本的差異。由於家庭農場依賴家庭成員為主要

勞動力之來源，因此並不像資本主教企業必須依勞動市場的價格發工資，只要

能維持家庭成員生活所需 (living cost) ，家庭廣場就能繼續生產。因為沒有工資

連個想目，在利潤的計算上家庭農場的戚本遇低於資本主義企業。此外家庭農

場以家庭的生存為生產目的，而一股資本主義企業卻必須追求平均利潤率才能

喊引投資繼續生產。基於不同的經濟理性， Chayanov 他們認為家庭農場可以

在資本主義廣場無法生存的情境下存活。

不過，如前指出的， Chayanov 自我剝削式的生產畢竟有其極限，人不可

能無限制的壓抑自己的消費水灌及要求自己密集勞動。正如 Bernstein (1979) 、

Djurfeldt (1982) 及 Friedmann (1980) 點出的，自我剝削式的家戶式生產要能與

資本主義廣場競爭的先決條件是家庭廣場必需在技術上擁有接近資本主義農場

的生產力。而這個先決條件成立的前提則是資本積極的介入改善生產的外部條

件，那就是，透過垂直集中的方式(而不是直接介入農業生產).提快家庭農場

所需的技術、水利投資、流通管道、借貸等 (Bernstein 1979; Djurfeldt 1982) : 

家庭廣場雖然維持了家戶式生產，但生產的外部備件則完全操控在資本手上。

在資本控制之垂直集中下繼續生產是家庭廣場存活的一種方式，但是其沒有分

化的原因並不見得完全是如 Chayanov 派學者所一直強調的「頑強抗拒 J '資

本(例如日攝台灣的糖業資本)也有可能選擇藉由垂直集中的方式充份利用家

庭廣場自我剝削的特性來增加利潤 (Ka 1991) 0 Chayanov 的農民經濟理論雖然

深入創析了家庭人口結構與生命週期(而不是利潤極大化及市場供需)對家庭

農場經營的影響，但~爾蠟以論斷家庭農場抗拒分化的能耐則未免過度引申。

誠如前面指出的，即使進入廿世紀以來，農民兩極分化的情形也不普遍，

古典分化說的預測落空，但我們也不該走入另一個極端去全盤接受 Chayanov

濕的說法﹒認為家庭農場運用自我剝削式的生產及低度消費 (under

consumption) 就可以比資本主義大規模厲工農場更有競爭力，而得以頑存。我

們已經提及資本可以不用直接進入農業的生產過程(把直接的生產留給個別的

家庭農場) ，但透過垂直集中的方式有效的控制生產並在生產力提昇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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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大的利潤率 (Ka 1991) 。日擴台灣的農業革命即是在殖民政府與日本資

本聯手之下循此途徑進行，並未跟隨英國及其它熱帶殖民地以推毀農民來扇大

規模栽植農業鋪路(特指取得土地及勞動力)。

然而，台灣農民分化的過程在七0年代後雖然未宿古典理論土地集中兩極

分化的途徑，卻在家庭農場小自耕農的外貌之下活躍的進行著。 Kautsky 及 de

Janvry 有關半普羅農民 (semi-proletarian peasant) 的理論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Kautsky 1976; de Janvry 1981) 。他們針對家庭農場在現代農業中仍然繼續存

在的現象深入創析，發現有很多的情形是家庭農場不得不仰賴兼槳，而他們所

隸的工作多為季節性或臨時性的，無法取代農業收入，而且雇主又往往藉口農

民已經有自耕收入 ， 受腫收入只是補助性的，而刻意壓低工資。因此，受居收

入已成為家計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但農業收入卻無法放棄。他們兩人都注意到

大農場與小農場透過半普羅農民的方式形成分工關係:小農場的勞力到大農場

兼樂而成為後者勞力供給的主要來源，大農場則提供小塊耕地給從厲的農民生

產自家維生用的糧食以替代部份的工資給付(目的在降低工資成本) ，雙方在

這個基礎上形成共存關係。在半普羅農民的方式下，家庭農場表面上雖然不見

得有消退的現象，但其實質內涵已經起7重大的變化· de Janvry 甚至認為在半

普羅農民的形式之下，家庭農場已經名存實亡，真正起作用的其實是勞資關係，

半普羅化其實就是階級兩極分化的過渡形式 (de Janvry 1981:99, 106, 112) 。

Kautsky 及 de Janvry 把日益普遍的兼黨現象視為農民分化的重要面向加以

麓清，有助於進一步探尋家庭農場存績的背後機制。不過，把農民兼黨視為窮

困化的結果，進而如 de Janvry 棍兼業為農民普羅化的過渡現象，雖然比起古典

理論的直接兩極分化說更為周延但仍有預設兩極分化之嫌。我們前面提到如果

農外兼黨的性質是屬於有保障的經常性工作，農業的工作往往被當成副槳，只

是利用空閒時間經營，農業的收入也只是「收入機會 J (income opportunity) 的

一部份並不直接影響到家戶的生存，是全職的工業勞動者(或自督作業者 j 反

過來利用農業生產作為收入的一個來源。作為對照， Kautsky 及 de Janvry 的半

普羅農民是因貧困被迫兼棠，卻仍以農業生產品「生存必要的手段 J (means of 

subsistance) ，工資只是作為對農業岐入的貼補(從相反的角度來看農業收入可

以被視為對臨時性工作做薄工資的貼補) ，但兩者缺一不可，否則在生存邊緣

台淘A畏的分類與分化

的半普羅農民將無法繼續再生產。如果兼業農只是把農業收入當成收入機會的

一種，而不是生存不可或缺的，這種情形下之兼黨現象就不能被視為農民從窮

困化到兼黨化終而普羅化的中間歷程。一個不處置乏的受雇者或自營作業者有

可能投資在農地，藉由工餘時間的農樂生產活動來充份發揮自家的勞力，取得

一份額外的收入。通常的情形是在原本保有的小塊農地上以粗放的方式繼續經

營。這種兼策方式很難硬套預設兩極分化趨勢一一一群人失去土地成為售賣自

己勞動力的普竊階級，另一群人則透過剝奪其他人的土地，擁有生產工具，而

成為盧工經營的布爾喬亞階級一一的半普躍農民說。

除了擁有經常性工作的全職工人可能利用繼承的小塊土地以農業作為增加

額外收入的副業外，不滿意於受腫的支配關係(不喜歡被人管)而希望從事農

業家戶式生產、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取得自主性的人也有可能進入市場取向

的現金作物生產(案例 8 、 14 、 17 )。案例 8和案例 14本來是裝璜和水電工

匠，但因遺頓工作趕工的壓力大和個人較沒安排自己時間的自由，在偶然的機

會和興趣下開始從事商品化農產品的生產，發現其收益不亞於他們原本措任工

匠的收入，就積極投入市場取向的農業生產，但仍保留部份原有的工作，可以

在適應期間多一份收入同時也為萬一農業經營失敗預留退路。這些人以兼業農

的形式逐漸轉換成小商品生產晨，與半普羅農民理論預設的分化方向正好是倒

反過來的。

我們這裡的目的在指出兼黨農中除了兼臨時性工作而在生存邊緣的半普羅

農民之外，還有以超常性工作為主要職業而以農業作為取得(非生存必需之)

額外收入之副業者，甚至有因對自主性之偏好而逐漸由受居者轉變成為自腫的

小商品生產展的情形。半普扭農民論過度引伸農民兩極分化的面向，而未注意

到全職普鱷階級為獲取額外收入而成為兼樂庫以及由農外受居者回復自居農

(相反方向)的可能性。

在以上農民分化問題的文獻回顧與檢討上，我們先起清了各派學說可能帶

來的啟示以及其盲點所在，俾能在探討台灣案例時能有所借鈍，詳細的分化過

程及分化的原因在下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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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民分化的驅力 (pressures for peasant differentiation) 

促成農民分化的驅力可以區分為外來的與內生的兩類。

1. 外來聽力:農村階級結構分化原因與趨勢的分析

外來驅力指涉到的是大社會 (wider society) 對鄉村農業生產者分化的影響，

以國家的農工部門政策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之性質及階段為首要的考慮。就

外來驅力的部份筆者以為可以依其是否直接造成農村內部相對社經地位變化而

分成兩種驅力:

(1)無合性驅力 (aggregate pressures) :一股以集合性的、平均分揖於每一鄉村

居民身上的部門擠壓為代表，與農民分化並不一定直接相關。農民在集合性的

部門矛盾下可能不是走向分化而是維持同質性的團體(如 Vergoupulous

(Mouzelis 1976; Vergoupulous 1978)所描繪的小自耕農制)。五0年代台灣農

業部門受到的外凍擠壓雖然極為嚴酷，農民之間收入的差異卻未擴大，農戶間

相對的社經地位也未因部門擠壓而產生急劇變化。政府有效操控農產品的生產

與交易，在市場機會受限以及農業部門外就業可能性稀少的情況下，農民並沒

有明顯異質化的跡象(請參考 Ka & Selden (1986) 文內五0年代的台灣農民)。

(2)選擇性騷力 (selective pressures) :對不問農民群體形成差別待遇的外來驅

力。都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提供農民非農就業及市場的機會，但它也給予限

制，凡是不符合工業勞動市場要求、不能配合市場規律的農戶都走向往下流動

的方向。六0年代以來出口導向工業化所提供的就業機會以及都市迅遼增加的

非農業人口所提供的農產品市場促成兼黨農及小商品生產農等新興農民類型的

發展，擴大農業生產者相對社經地位的差距。集合性驅力所造成的城鄉收入差

距此時反過來增強選擇性驅力的作用，加迫農業部門兼業化以及商品化，導致

農村防部階級分化更加快速的進行、相對社經地位的差距更加擴大。

有關農村階級分化趨勢在前面的章節有比較詳盡的討論在此不贅述﹒以下

專注在農戶類型轉化的過程與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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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內生驅力;農戶間類型轉化原因與過程的分析

面對外在社會經濟體系強加的驅力，個別農戶內在特性的差異如何導致不

同的分化途徑呢?在下面的討論開始進行之前筆者必需先點出個別農戶的分化

可以細分為兩類:循環性的分化與非循環性的分化。本文關切的主要是非循環

性不可逆轉 (irreversible) 的分化，而不是像 Chayanov ì*所著重的由於家庭人口

結構及生侖週期所造成的循環性分化 (cyclical demographic di倪rentiation) 。鞏

者對農戶家庭生命週期的探討目的不在附合 Chayanov 淑循環性分化的理論，

而是希望先理出農民分化中屬於循環性分化的部份以(更加以區隔控制使我們可

以更清楚的看到非宿環性分化。筆者針對農戶所賦有的生產資財 (assets 或稱

endowments) 以及家庭生命週期 (family life cycle) 兩個面向來探討在前述外加的

社經體系所提供的機會及限制下，農民分化的過程如何受到農戶內生驅力的影

響。

←)農戶的生產資財與家庭生命週期

1.農戶的生塵資財

個助農戶主醉宜賓的生產資財依企業經營所需大致可以分為四類(表 5) : 

)所#有『雄資R才(_g少少'jI判食'I1f

產工具西i早j鼠拉β.~一部份的生產所得，以這種方式取得的收入就是 John

RoemTL(1982)所定義的剝削1exploitation) 。

((2)組織背財 (organization asse吵運用權威支配他人從事生產的才能。一般資

本主轟金業管理惜與所有懼~ft;之後，屬於管理階層的人員即是靠組織資財取

得收入，前周於股東階層的則因所有權資財取得股息與紅利。

f(3)拔村財(山川飢).. :特穹技巧或市場知識的擁有。技術專門人員因為掌

撞按巧資財而得以在生產組織，內取得相當的自主性，甚至得以從事自營作業完

全擺脫企業組織的支配。技巧資財的擁有者得以減輕或兒於組織資財7莊有者的

支配。

( (4)勞力資財 (labor asset) :指涉的是家戶內勞動力的多寡與性質。在自居性

質的農戶肉斗且整主宣M密切相關的結構因素是家庭的大小、性別比率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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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週期。為了維繫家庭的整合及使家戶生產組續下去'. 專業農戶在家庭人

口結構及生命週期的限制之下以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理性的方式運作，這是屬

於自我剝削 (self-exploitation) 的範疇。若有兼業的現象則涉及剩餘勞力敏擁有

生產工具者剝削及受擁有組織資財者支配的討論範疇。

表 5 與分化有闊的農戶生產資財

所有他資財 組織資財 錢巧貪財 勞力貪財

資財之~ 81J (ownership (organization (skill assetsl (1 abor assets l 
assetsl assetsl 

資財之社會
景。

削 文 配 自 主 性 自攻剝削

經濟屬性 (exploitationl (d個linationl (autonαnyl (se1f. 

exploitationl 

決定資財 III 生蘆工具(土地 t主術與市場 家庭生命週期

有的主要影 與/或資本)的 11 團t 知穢的聾斷 典人口~ ~. 
!g因素 盤斷 (authori ty l (monopoly of (fam i1y & 1 ife 

(monopoly of technology cycle & demo. 

property (1 and &/or market graphic structurel 
&/or capital)l Knowledgel 

2. 農戶的家庭生命週期

我們大致上把農戶的家庭生命週期分為三個階段。家庭成立，生育小孩而

孩子尚未成為生產人口(滿 lS 歲)之前稱為擴展期 (expansion) 。在這個階段

農戶內消費人口 (consumer) 數目上升而生產人口 (producer) 數目不變，家庭面

對日增的消費需求壓力，生產人口被迫調整經營方式以提高勞動強度及增加工

時以求得家計平衡。經營方式的調整可能透過蹟大經營面積、變更為勞力密集

作物、兼業等方式進行，視農戶本身所賦有的各種資財及家庭人口結構而定。

從第一個孩子成為生產人口後農戶開始進入成熟期 (maturation) ，生產人口的

數目上升消費人口數下降。原本生產人口的工作壓力也減輕。如果新成為生產

人口的下一代沒有脫農的話，這個時期農戶所面臨的問題變成是家戶內勞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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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增加而土地資財無法配合的問題，如何充份發揮閒置的家庭勞動力可能是主

要的考慮。到孩子成家經濟獨立或分家後，農戶進﹒入分立期 (division) ，常見的

情形是孩子獨立後父母仍然繼續農事工作，但勞力已經老化，造成勞力資財不

足以配合土地貪財的情況，從而導我經營方式的祖放化及外包化。

口農民類型轉化的原因與過程(見下圍)

;本節依農戶主要勞力避掃過入的市場看他們在過入?是因京路生命週期及所

輝有的生產資財而直生的類型轉化的情形﹒我們把農戶i卸車進入的市場區分為

產品市場與勞動市場爾頓。產品市場又細分為國家規約的市場與自由競爭的市

場;勞動市場則區分為非正式的勞動市場 (informal labor market) 與正式的勞

動市場 (formallabor marke't) 。

農業生產者選擇生產政府規約的糧食作物或自由市場上有競爭性的現金作

物首先關係到的是安定或風險的選擇。政府規約下的糧食作物收益徵薄但穩定，

市場作物收益高但卻風險大。其次，市場作物的生產往往是比較勞力密集的，

而糧食作物在近年來技術及機器的改良加上代耕的普通化之下則比較省勞力而

且粗放。在生命週期的擴展期階段，我們不難發現且是戶在消費人口日 t甜的壓力

之下，轉而生產高勞力密集又高風險的市場作物，以增加對自己勞力的剝削來

滿足家庭的需求。剛分家的年青農戶所擁有的土地資財極為有限 ， 故往往傾向

於採取道種生產策略，轉作蔬菜、瓜果作物或養豬、寶雞等 。，以求延長勞動的

時間及強度﹒其勞力的投入甚至在超出單位勞動可以達成的最適經濟 (optimum

state)以致邊際報酬 (return) 遞減的情況下，仍然繼續進行。這對資本主義經濟

過輯而言是不合理性的勞力使用方式﹒資本主義企業不會在勞動邊際報酬已經

過滅的情況下繼續增加勞力投入，只有不付薪的家戶式生產才會造麼做。

在我們訪問接竹鄉中所看到的小商品生產晨，幾乎都是青』士年階層，他們

一方面有著養家和創業的壓力，而必須充分利用家庭內的勞動資源，另一方面

他們不fl傳統的原型農民對市場的走向反應遍鈍，相反的，他們對農產品市場

的消息非常貫通，而且善於j聾取市場的先磯。愈年輕的農戶表現出愈強烈的市

場取向愈敢於冒市場風險。

基於擴展期消費人口壓力所造成的農民經營方式轉化篇小商品生產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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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發生的原因消失後，會傾向於還原為原型農民的經營方式。我們看到農戶

在進入成熟期後逐漸退出高勞力密集及高風險高競爭性的經營，而趨於穩定但

收入較低的保守經營方式，這種現象隨年紀的增大而日益明顯。這是配合家蹉

生命週期而造成的循環性分化現象﹒像案例 12 、 13 因為孩子都巴經濟獨立，

在經營策略上就逐漸減少風險性較高的市場作物栽培，在訪談過程中幾乎沒有

聽到他們提起擴大經營規模的野心與保用新技術的興趣，他們現在主要興趣只

是在歐有的經營規模上安梅地維持產量就可以了。

另-(固影響原型農民轉化為小商品生產農的重要因素是技巧資財的取得。

農民若能取得特殊的技術(種植或養殖的技術)或有能力及管道掌捏市場資訊，

就能在市場上取得生存的空間，靠技巧降低市場風險(案例 7-12 )而轉化為專

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 (specialist PCP farmer) 。道與(前述)勞力密集式小商品

生產農 (labor-intensive PCP farmer) 的分化過程比較起來是非循讀性的分化，

不會因為家庭生命週期的影響而回復農民原型。道些專門化小商品生產農(案

例 7-12 )都表示他們對甘肅及糧食作物的生產沒有興趣，因為那些作物「不捨

市 J I 利潤太低，他們如因經營失敗寧願轉行到其他非晨的工作也不願意像他

們父親那一輩老農民當一輩子「笨牛 J 。這些案例都顧現出極強的求知憋與接

受新技術的能力，不只廣泛使用農暫刊物而且主動的向農策研究機構3D求新技

術以及能事交流，甚至在，也管理念上也有國際化的傾向，關心外國的生產情況

及市場發展，用來檢討及預測市場的變化及調整生產方式。

我們看到的大多數專業農戶其實是在原型農民與小商品生產晨兩個類型間

的折衷類型。農戶往往保留部份的糧食作物生產以求取基本的穩定收入，同時

運用部份土地生產高風險的作物以謀取姐期利益(案例 13 )。兩種作物的比

重則視不同生命週期下家庭需求的壓力而定。即使就專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的

情形來說，糧食生產也仍然有部份被保留，以留後路，但隨著技術及市場知識

的累積，此類型農戶所宮的市場風險逐漸減低，糧食作物的比重也日益下降或

因無法兼顧而放棄﹒專門化小商品生產農(案例 7-12 )除了案例 12 還有四、

五分地種甘肅和雜糧外，其它都巳放棄糧食作物的生產或只為改善地力而間歇

輪作糧食作物(案例 9 )。而案例 12也表示他一年花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在糧食

作物的經營上，而且種雜糧、甘黨的田地因為全部要靠幅工來經營，錢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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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只是因祖先留下來的土地不忍心賣所以遺留著。

專業農戶若有積累能力而沒有用在擴大耕地面積上或因缺乏組織資財沒有

朝腫工經營(資本主義農業家)的方向發展，則大多會把積累的財富用來增加

自家勞力的生產力 (Iabor productivity) 。就專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虛而言，市場

競爭的壓力迫使他們不斷做技術及設備的投資來改苦生產力及產品的品質，以

降低市場的不確定性及取得較好的售價。機工包工農則是農戶利用超過自家土

地資財容量的充裕勞力取得積累再轉入大型農業機械的投資來增加自己的勞動

生產力，更提高勞動收入。

機工包工農積累的能力及生產關係因所擁有之農機的資本頓大小而有所區

別。最小型的農概是中耕機(小金剛) ，戚本約 3 萬 5 ' .每年淨賺軟約2 萬元，

完全自雇，幾乎沒有積累的可能，此類型接近於半普躍農民的情況，只是把家

中土地資財無法消納的勞力透過代耕的方式充份發揮，而無力追求擴大再生產

(案例 20 )。耕耘機成本約 20 萬元，比較可能有一些積累(約每年 6 萬元之

淨利) ，仍然是完全自塵 ，擴大再生產的可能性不大(案例的)。大型曳引

機及收割機的包工農投下的資金則以百萬計，雜糧採收機值 320 萬元是投資額

最高的機器，其淨利可以達到 60 多萬元，而且已經脫離純自厲的性質，腫有臨

時助手。機器投資額愈大，愈有可能發展出居工關係，而且積累的連度愈快

(案例 42-44 )。

因應機工包工農與外包農間工作安排與相互配合的要求，家內農業勞動力

較不充裕但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叉善於協調的農民(一做為富於..事經駿、年

紀稍長的專業農)為增加一份收入可能出面扮演中介者一一包工頭一一的角

色。除了轉包的事務外，如果承接下來的工作規模夠大(甘肅採收包工頭承攬

的工作規模往往大於稻米雜糧代耕、代收之包工頭)的話，包工頭也可能發展

出眉工關係。包工頭自購(或合購)機器，以盧工取代部份的包工闖係(案例

38與 39 合股買小型挾煎機雇人操作) ，而不再是純轉包的角色。

專門化的小商品農若有動員及組織別人參與生產的才能(組織資財) ，配

合以相當的資本資財往往會進一步演化為居工的資本主義農業家(案例 31 、

鈞、 34 、 35 、 36 ) ' ，擴充生產規模而且脫離家戶式生產?這種情形往往在成

熟期發生，成年的孩子擁有組織才能輔以上一代積累下來的財富及技術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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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式的生產 (factory in the fjeld) 成為可能。往資本主義企業轉化另一種常見

的方式是朝農產品加工(礦米、醬菜、製的等)發展。農產加工企業的資本家

不只經營工廠還經營部份的農田或養殖場(及牧場) ，更重要的是他們本身過

去就是內行而傑出的農樂生產者而得以與原料生產者建立一種相知互信的關係，

賴以施保原料供應來源及品質，同時並透過鄉親那里的網絡招募勞工。例如-

1立醬萊加工廠廠主(案例 33 )在開工期間所借用的三、四十位臨時工都是來

自附近的鄰居、親友，而他也和幾位土地面積較大、栽培技術較好的農民簽訂

契約收購，以保有基本貨源。又如一位礦米廠的老板(案例 36 )因為對稻谷

收購及辨識品級的技術高超，而且不斷改良礦米機器設備，所以從他父親手中

接下家庭式的礦米廠後，業擋不斷成畏，現在已成為儷用二十個人的大型眠米

廠。

面對擴展期的人口壓力時，農戶在土地資財的限制之下除了轉化成勞力密

集式小商品生產蠱，使用自我剝削的辦法把自家成員的勞力做最大發揮之外，

另一個充份使用自己勞力的辦法是在自家廣場工作以外另找一個兼樂工作，一

股都是在非正式勞動市場 (informal labor market) 內受厲的工作﹒原型農民在

這種情形下轉化為半普糧農民的類型。在這種分化的方式裡我們看到的是所有

權資財(包括土地及資金)相當有限的年輕農戶在欠缺專門技術及沒有能力組

織動員別人為自己生產(欠缺技巧資財及組織資財)的情況下，只能仰賴年輕

的本錢.....:.-.充沛的勞動力一一來應付家庭生命週期中消費需求壓力最大的階

段。工資是用來貼補自家農場不足的收入，而兩頭兼顧無法捨棄其一的兼黨狀

況又使得..外兼黨的工作無法變成全職工作。農外兼黨多半是為了配合自家農

場的工作，其性質多為臨時性的，收入有限而且不穩定﹒島外兼黨因此多是自

救性質的，但求家庭生計能不陷入立即性的直乏，遑論積累財富。在進個意義

上，半普擺農民的生產是簡單再生產 (simple reproduction) ，沒有積累

(accumulation) 的可能，也極少擴大生產規模 (extended reproduction) 。我們可

以說維生的過輯 (subsistence logic) 支配了這種經營的方式，而迫使該類型的農

戶把勞動力發揮到極致。做聲竹鄉中許多土地面積在二甲以下的壯年、老年農
民，都有到附近的糖廠當搬運工人的經驗，而糖廠聞工的時吋集中在農閒期，

那段時間農場的工作不多，可以全部放給太太負責，戶畏去當二~四個月的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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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工人。又一般農忙期，太太會去當臨時農業工人(包括當台糖自營農場的工

人)賺取工資，而先生獨力照顧自己的農場。

正如勞力密集式的小商品生產農福環式的分化，由於家庭生命週期擴展期

的消費壓力而轉化為半普屜農民的農業生產者非常可能在家庭生命週期的下一

個階段逐漸回復到原型農民的經營方式。隨著孩子成年使生產人口增加以及孩

子獨立造成消費人口減少，結果消費人口與生產人口之比率日漸下降，使得農

外臨時' 1'生兼黨收入的重要性日滅，農戶在勞力老化的情形下對閒暇的偏好也日

漸增高，絡至放棄農場外兼棠，甚至將農事大部分外包轉變為全職外包農(案

例 1 、 2 、 3 、 4 )。可是，如果農戶所擁有的土地資財實在非常稀少，以至

於雖然家庭生命週期己渡過擴展期階段家計卻仍無法單靠自家農場收入取得平

衡，半普羅農民的狀態就無法改善，甚至由於勞力日益老化而至難以維持再生

產的地步。鄉村不乏這種自稱 r:老歹命」的年長半普羅農民。案例紗，戶畏已

經七十幾歲了，但由於孩子的牧入都不高，無法扶養他們，而且家中還有負債，

所以他除了還要耕種自己的七、八分地外，還向親友租了一甲多的土地以期增

加一點收入來還償。因病或事故喪失主要勞動力往往也會造成農戶土地資財的

變賣流失，使剩下的家庭勞動力不得不更加依賴臨時性的兼黨工作。案例鈞、

24他們的年齡已經 50 、 60 歲，由於先生的健康出問題無法做祖工賺錢，他們

除了守住自己的四、五分田地外，還必須去做兼業臨時工人，一有機會就去做

工賺錢補貼一點家用。這些老歹命半普羅農民變成農村地區人工臨時工的重要

來源，例如歐巴桑工( 50 歲左右)、噴護工、或小金剛代耕者等，他們構成外

包農人工勞力供給的重要部分。

相對於土地資財在擴展期後足以配合勞力資財而得以回復原型農民角色的

循環式半普羅農民，老歹命式的半普羅農民因土地資財不足，在進入勞動市場

?是掉入非循環式的分化，而且是向下流動的分化。進入正式勞動市場 (formal

labor market) 的兼職外包農恰巧是向下流動之半普羅農民的強烈對照，代演著

農民的非循環式分化中向上流動的一群。

兼職外包農如前所述是學歷較高、技術或半技術勞力，符合正式工廠要求

而能以全職眉員的從業身份納入正式勞動市場 (formal labor market) ，包括公、

私營企業的兼業農。兼職外包農的外包程度及作物的選擇受到家庭生命週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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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在擴展期的兼職外包農其外包程度比較低。在家庭的消費壓力下，年輕

的生產人口充份利用自家所有的一小塊農地來發揮家中所有的勞動力，而且選

擇勞力密集的作物。一般是年輕的太太管農事而先生下班後幫忙。一直要到成

熟期消費壓力減小後才能比較粗放的經營以及增加外包及層工的部份。道時候

男主人只在週未及假自才去幫仕(案例 26 、 28 、 29 )。通常兼職外包農在退

休之後就直接轉變為全職外包農。案例 16 戶畏自糖廠退休後，因領有退休金，

而且兩個孩子都在糖廠工作，所以不需要靠那些土地的收成來養孩子，可以輯

結一點了。戶是表示他現在己，也不像年輕時早上四、五點天未亮就去回裡工作，

五點下班後還要去回裡工作。他現在回裡大部份種甘肅，主要農草工作外包，

一年之中只要花一個月的時間去照顧就很夠了。(象公務人員的兼業農在孩子是

大後，把土地租給別人的機會就增加很多，縱使土地未出租，居工的比學也大

3萬提高，保留土地的目的現在已不是想從農業經營得到利潤，而是土地的保值

與增值，以及單備把土地當做孩子未來置產及投資事業的基金。

一股而言，高學歷與技術工的兼樂農除7退休以外幾乎沒有可能回復全幟

農民身份。個人技術愈專門化及學歷愈高(技巧資財多)轉入自營作業成為小

商品生產鹿的可能性也愈少。在政府部門以及福利制度比較完善的正式工廠就

業的農村居民很少會因對自主性的偏好而輕易轉業。不過，就與專門化的小商

品生產農比較起來在勞動力的品質上並不見得有顯著差異的那些半技術工兼職

外包且是而言卻不見得如此。真正關係到在兩者間作選擇的因素是對工作自主性

的偏好。不少專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是因為「不喜歡被人管. J (案例 11) , 

「自己當頭家比較有拼助 J (案例 10) ，而退出非農的全職工作，選擇自雇

身份，一且自營廣場經營不帽，他們也不排除重操舊業的可能(案例 8 、 14) • 

也有農業經營失敗轉為居工身份但隨時續備再重捨舊業東山再起的。案例 18 贊

豬失敗後與其太太去工廠工作了兩、三年，積了一點錢後叉開始投資養豬，他
表示薄一、二年，等到養豬的景氣變得較好後，他會辭掉工作，再回去養豬。

由於資格相近，兼職外包農與專門化的小商品生產農間相互流動之情形」直存

在。關鍵在對自主性的備好﹒傾向穩定工作、習慣企業層級組織的，比較可能
留在兼職外包庫的角色。

在六0年代以後外在社經體系的選擇世驅力下，原本在五0年代集合性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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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維持問質性的農民群體開始了分化的過程，而造成了諸種異質性的農民類

型。在說明了分化的外在驅力所造成的農村內在階級結構的分化及過程後，我

們在本節進一步從個體微觀的層次 (micro level) 探討農戶內部特質的差異所導

致的類型轉化。我們追蹤內在驅力下個別農戶的類型轉化過程，並分離出循環

性的與非循環性的分化，以幫助我們更清楚的看出農戶異質化的具體過程。

結論

本文探討的主題是台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以及

在這個基礎上衍生的農民階級分化。資本對台灣農村的支配迂迴過古典的土地

集中模式，並未造成「農村資產階級大量剝奪農民小生產者的土地且運用後者

的勞動力以從事大規模雇工生產」的情形，也因此古典英國資本主義轉型期農

村資本/勞動(capitaljlabor) 階級兩極分化的情形並未發生。在台灣，資本主

義初始階段的資本積累是建立在保存家庭耕作式農業的基礎上，在迫使農業生

產商品化的同時，政府運用行政及市場控制的榨取機制把剩餘從農業部門轉移

到都市的工業部門。在日攝及五0年代，資本與國家聯手從外部控制農業的交

換條件兼及生產條件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不過卻沒有直

接介入農業的生產本身。農業生產的過程大致上仍然掌握在農戶自家手上，農

業生產者內部的分化因此並未明顯出現。進入六0年代以後都市資本主義由於

工業化而站穩腳跟，基本上可以從都市工業本身自給大部份所需的資本積累。

「壓抑農業部門以取得廉價糧食」作為農業政策的基調雖的殘存到七0年代，

但由於工業自身積累能力及在國內資本形成內所{ð的比率日增，從農業部門轉

移過來的剩餘，相對而言，重要性日益減低。

六0年代出口導向工業化開始快速進行，域鄉關係隨而起了根本變化。都

市王業資本主義對農業部門的需求不再局限於廉價糧食。潛存於農村地區的鹽

富勞動力變成工業資本主要的目標物。農村內部階級分化的新階段於焉產生。

資本不只把農村的勞動力擠壓到都市工業，留在鄉村地區的農業生產者也無法

逃避普羅化的命連。兼樂化成為動員農村居民勞動力的主要方式。與此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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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工業部門利用家戶式生產自我剝削的性質來取得廉價農產品的手段仍然繼

續發揮作用。除了糧食作物之外，家戶式生產方式也被納入市場作物的生產以

滿足伴隨工業化而日增之非農業人口的消費需求。透過市場競爭的機制，以家

庭為生產單位的小商品生產農被迫以更勞力密集的方式繼續運用不付薪的家庭

成員以低於層工方式的勞動成本及在不計利潤(或低於資本平均利潤率)的情

況下供應廉價農產品。當前台灣的農業生產者在上述資本主義經濟所提供的機

會與限制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分化過程，本文的目的即發展出有效的概念工

具以拿捏造個過程。

台灣農村在外貌上維持著家庭農場的形態，但是作者並不認為可以直接引

用新民將~ (neo.populist 或稱 Chayanovian) 的農民生產模式 (peasant mode of 

production)理論來說明連個現象。新民粹~視農民為維生式的(相對於市場取

向的)而且受到外來支配的同質性團體，傾向於就家庭農場內部基於生命週期

所致生的價環世人口分化 (cyclical demographic differentiation) 來探討農家生產

的經濟過輯。道種說法預設農民間沒有階層的分化只有福環性的分化，農民是

罔質性的，彼此間的差異僅只反映農家生命週期不問的階段 o 新民粹派這種看

法局限於探討農家內部的結構特性(尤其是人口結構)無法就農民被納入資本

主義經濟後所致生的異質化過程提供一個全貌性的了解，不能解釋台灣農村在

商品化及工業化過程中以兼黨化及小商品生產化為主軸而日益異質化的轉型過

程。相對而言，古典理論雖然強調農民分化但卻局限於探索農業生產本身資本

/勞動(capitaljlabor) 開係的兩極分化，而疏於認識到資本主義經濟對台灣農

民分化的影響非循此途。不僅被古典理論規為過渡現象的小商品生產農 (petty

commodity.production farmer)繼續頑存而且擴大，台灣農村地區的勞動力其實

已逐慚被納入成為工業勞動力的一部份。家庭農場的小商品生產化及農戶勞力

的非農兼黨化遺兩個面向，正如上面指出的，構成目前台灣農村生產關係變化

的主軸﹒

在辨認出兩家農民分化理論內存的問題之後，作者希望藉由本研究發展出

來的分類及分化概念對上述問題作進一步的探索。我們的看法可以簡單歸結好

下。就分憊的層面而言，我們引入7~兌類法以取代反理論取向的等級分嬉

法，並因應台灣土地改革後特殊的農業結構捨棄以租個關係為重要分類標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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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本文農民分類的重心放在生產關係及市場開係上，並在生產關係內引入 附錄一 訪問個案編號與類別

受雇性質作為次分穎的標準。針對資本主義經濟下農村自居性質的家戶式生產

方式 (household ， production) 如何運作的問題，本文引用小商品生產概念以市場 01 專業肅處 31 資本主義農業家

關係(商品化程度)之深淺區劃出「小商品生產農」與「原型農民 J I 用以撞 02 專業肅農 32 資本家兼業農

清在競爭性的自由市場下運作的家戶式生產一一小商品生產 (pe叮 commodity 03 1享樂給糧且是 33 資本家兼樂且是

productiont) 一一與維生式單純再生產的家戶式生產一一 農民生產 (peasant
04 專樂雜糧且是 34 資本主義農業家

05 專業雜糧農 35 資本主義農業家
production) 一一兩者間的差異(小商品生產興農民生產間差異的詳細討論可參 06 專業雜糧農 36 資本家兼業單是

考 Friedmann (1980)) , I 俾能避免如新民粹淑一樣把兩者通過含糊地規為同一 。7 尊榮經濟作物處 37 資本家兼業農

穎而忽略了商品生產對家戶式生產內部經營運作所造成的基本變化以及小商品 08 工業工人兼業農 3f; 包工頭兼業農

生產農透過積累而走向盧傭生產方式的可能性。在眉用關係上，本文仔細區分 09 專業經濟作物農 39 包工頭兼樂農

出典型勞動力自由買賣式的置工與外包式的居工，棍?義者為2塵控包制度 (quasi
10 專業經濟作物農 40 包工頭兼樂農

11 專業經濟作物且是 41 包工頭兼3健康
putting-out system) I 是農業勞動人口老化及兼黨化下逐漸脫離生產過程所造成 12 專業經濟作物農 42 代耕包工兼業接

的結果，而避免不當地把外包式雇工的現象直接視為農村勞資階級兩極分化的 13 專業經濟作物農 43 代耕包工祿業農

指標。文內從受盾'1生質就兼黨化的面向作進一步澄清，區分出「兼職農外民包說農 J 14 工業工人兼黨.. 44 代耕包工兼黨且是

形式的兼業化與 r 半普羅農民 J 形式的兼黨化，用意在機討半普躍 (例 15 工樂工人兼樂且是 45 代耕包工兼業農

〉‘如 Kautsky (1988) 與 de Janvry (1981) )暗示 。「兼黨化=普羅化 J 的說法。本研 。 16 工業工人兼業且是 46 小型工商業自儷者兼業農

17 工業工人兼業農 47 小型工商業自僱者兼菜單是

究指出，在正式部門 (formal sector) 有經常性工作的普羅階級為了額夕悼句收入 18 工業工人兼樂直是 48 小型工商業自儷者兼樂是基

機會而從事兼業與半普羅農民為了生存而兼業受腫於非正式部門 (informal 19 工業工人兼黨農 49 小型工商業自儷者兼策是美

sector) 從事臨時性工作兩者在外表上雖同為兼業農，但是在階級分化的內涵上 20 農業工人兼業農 50 小型工商業自儷者兼業農

卻完全不同而且在階級流動的方向上正好相反，不能一概以普B化視之。
21 搪廠臨時工兼業農 51 離踐者

22 糖廠臨時工兼業農 52 雕農者
六0年代以後在外在社經體系所強加的選擇性驅力下農民開始異質化。基 23 農業工人兼榮昌甚 53 離錢者

於以上分類概念，我們追蹤農民分化的過程，並在個體分析的層次上探討農民 24 農業工人兼樂農 S4 離廣者

類型轉化的內在驅力:家戶所擁有的生產資財及家庭生命週期。在個別農戶額 25 公務員兼黨.. 5S 雕且甚者

型轉化的分析裡，我們仔細區分出循環性分化以及不可逆轉的非循環性分化。 26 公務員兼樂農 56 ~農者

攝此:我們希望能為釐清台灣資本主義最展下農民異質化之具體過程，在個體
27 公務員兼業直是 57 離踐者

28 公務員兼業接 58 離農者
微觀層次及總體宏觀層次上，提供有用的分析工具。 29 公務員兼業農 59 雕農者

30 公務員兼業農 60 離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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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台灣農業生產人口類別比率

農民 (原型) (5) 小商品生產農 (6)

706，797人 403.123人
27.17% 15.50% 

自營式穿鞋業.. (9) 

203 ，648人
7.83% 

全職外包農 (3) 資本主教農業家 (8)

167，877人 16，042λ 
6.45% 0.62% 

半普羅農民 (12) 

313 ，410人
12.05% 

兼職外包農 (11) 
790，782人
30.40% 

資料來源:中學民國七十四年〈台闊地區農漁業普查報告〉﹒

注意事項:

(1)本附錄係以晨，接生產人口來維佮各領型農民所佮比!f!﹒事實上'.樂生產是以家戶為

單位應該以家戶為分類的基本單位比較適當﹒但是由於音審查報告以.戶為單位的部份

相關領目的資料不金﹒無法以之作為維佑農民分領比薄的基礎﹒

(2)金職外包縷的定努為六十五tJg，以上的專....樂工作人口，著降低年齡為四十五歲以上

則此類型的比率上升~ 28.72% . 

1付 1主:

(1) 4甚戶十五級以上工作人口總數: 2,601 ,679 (卷 3:120-127 ). 

(1) - (2) + (7). (3) + (5) + (6) + (8) + (9) + (11) + (12) 
(2)4農戶十五tJg，以上專職農業工作人口: 1.277,797 (卷 3:120-127) • 

(2)=(3)+(4) 

(3)"戶六+五it以上專職..樂工作人口: 167,877 (卷 3:120-127 ) • 
(4)農戶十五~六十五級專職農業工作人口: 1 ，1ω，920 (卷 3:120- 127) • 

(4)=(5)+(6) 
(5).戶十五~六十五tJg，奪目蹺，聲樂工作人口內從事約作、 9量fI、甘煎1量他的人數: 706,797 • 

從事稻作、給旭、甘lf.種植人數的比率由..戶+五ø以上工作人口行車撞別估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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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8% (卷 3:90) • 
(6)農戶十五~六+五歲專職..樂工作人口內從事自由市.IIJ作物種他的人Ilc: 403,123 • 
從事自由市蜴作物隨他人數的比學自..戶+五級以上工作人口行業51IJ估算他 36.62%

(卷 3:90 ). 

的農戶十五歲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樂外工作的人數 : 1,323,882 (卷 3:250 ) • 
(7) -(8)+(9) +(10) 

(8)農戶+五tJg，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策外工作局處主身份者: 16,042 (卷 3:250 ) • 

(9)1隨戶十五~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1<.，體外工作屬自管作樂及總酬家屬工作者

:203,648 (卷 3:250 ). 

ω..戶+五~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1<..樂外工作用自受.c工作身份省: 1,104,192 (卷
3:250) • 

(10)-(11)+(12) 

ω，.戶+五臟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策外工作局經常性安居工作者: 790,782 (戀 3:
250; 卷 2:158) • 

a."戶+五~以上工作人口中從司，自*..黨外工作用自經常性受11工作者的比率由卷 2
附~ 15估計(卷 2:158 )﹒卷 3沒有經常性與臨時性受處者的人數﹒

b農戶+五級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的人數卷 2 與卷 3 不符， m配合其
它部份資料以卷 3 為!I!﹒

ω..戶十五tJg，以上工作人口中從事自家農業外工作屬臨時位受起工作者: 313,410 (卷
3:250; 卷 2: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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