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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別墅對客家聚落衝擊之研究：美濃在地住民看法1
廖淑容2

摘要
近年鄉村再發展的途徑，朝向鄉村觀光、都市新移居、以及精緻農漁業的方向。美濃因特有
的客家文化資源、優美的田園景緻，以及交通便利性，帶動鄉村旅遊發展，也成為都市移居人口
的首選地。然都市人口移居至美濃，農地別墅成為新環境地景，也逐漸改變美濃的地區環境和社
會關係。本研究透過實地訪談和問卷調查方法，解析農地別墅對美濃地方發展的衝擊與影響。結
果指出，在地居民認知農地別墅和都市移居人口有增加趨勢，對鄉村地景、農作經濟和社會互動
也帶來衝擊。現階段，居民仍以多元價值和溫和友善態度面對，但增加農村別墅建築形式與環境
的融合，以及強化新舊住民的互動關係，是美濃轉型過程中值得關注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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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in Mein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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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t is obvious that the rural redevelopment is driven to strategies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 settlers, and fine farming development. Meinong, located in Kaohsiung city, owns
Hakka’s cultural resources, beautiful pastoral scenery,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has become
a destination of rural tourism and urban population emigrated in Kaohsiung metropolitan. However,
the new immigration is gradually reforming a new landscape constructed by farmland villas and
causes a significant social change.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views of local residents on impacts of
farmland villa in Meinong through field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 points out
that local resident aware increasing trend of farmland villas and new immigrants, which apparently
presented impacts on rural landscape,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lthough the
residents still give a positive and friendly response for such changes, issues of farmland building
integrat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old and new residents should be
highlighted in Meinong’s new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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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緒論
近年在鄉村再發展議題受到關注的同時，鄉村環境治理、產業經濟價值和生態環境永續等策
略思維，如鄉村旅遊（王俊豪和周孟嫻，2005）、農村再生、社區營造、文化觀光與產業、精緻
農業和都市移居(Long stay)（Terluin,2003)3策略、都市蔓延（劉小蘭等，2010）和鄉村仕紳化（李
承嘉等，2010），以及農地別墅現象等議題，皆引起社會大眾和學術的討論熱潮。特別是都市移
居策略，如Terluin(2003)指出，無論是返鄉者、退休者或主動活躍新移民的移入，其共同特質為
追求生活適意(amenities)的提升、享受鄉村田園和環境品質、重返親近大地、以及較低的生活花
費（Bor etal.,1997）；Little(1987)和Chaney and Sherwood(2000)亦指出，因鄉村中低廉的土地開發
成本與房價，吸引資本與購屋者的到來。這些新移居者，多數是為追求鄉村景緻和環境品質而遷
4

移的中上階層(Phillips,1993)，進而形成一種鄉村仕紳化的現象 （李承嘉等，2010）。本質上，可
以為原本沈寂的鄉村聚落導入新的活動與生活機能，帶來新投資、收入和鄉村復甦的機會
（Terluin,2003），但鄉村仕紳化的發展，如能加強新移居者和鄉村地區住民間的交流互動，則剛
好補強鄉村聚落再發展過程所需的知識資本和學習能力（廖淑容，2009），為鄉村再發展帶來新
的力量。
台灣都市人口往鄉村的移動，近年聚焦在都市蔓延和農地別墅現象。劉小蘭等(2010)指出，
台灣都會型的生活圈大致呈現蔓延趨勢，以台北和高雄生活圈為主，而影響都市蔓延因素，以高
速公路、所得、三級產業就業人數比有顯著之正向關係。另方面，都市蔓延對鄉村發展的衝擊與
影響，則以農地別墅最為明顯；北部區域以宜蘭地區最明顯，南部區域則以高雄美濃農地為買賣
5

重心，媒體也以專題報導形式積極討論相關現象及影響 。
高雄美濃，客家文化聚落和意象鮮明，長年來對於發揚地方客家文化及推廣客家產業不遺餘
力，地方文化不僅是經濟、文化、觀光的資源，也是住民生活的共同記憶、歷史文化傳承的場所，
具有延續地方傳統文化與凝聚社群共識、認同感、領域感等功能。近年在休閒旅遊、鄉村觀光、
文化產業、社區營造等風潮和政策的挹注下，美濃產業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轉向，特別是國道10號
的通車，可及性提高，帶來鄉村旅遊契機和新移居人口的置產趨勢，美濃也成為南部新興觀光勝
地及「大高雄地區的後花園」。這波都市移居的趨勢下，美濃的農地別墅現象特別明顯，而農地
別墅所帶來地景地貌的改變，是否會衝擊以客家聚落符號所推動的文化觀光的推展，究竟在地住
民對此議題所持態度為何?本研究從歷史文獻資料、質性訪談和問卷調查等方式，探討在地住民
對農地別墅所帶來環境、經濟和社會關係的衝擊與影響，期能對美濃地方發展策略有所建議。

3

4

5

美國洛磯山區和東海岸州，正經歷眾多的新移民移入。這些新移民主要為老年者、即將退休者、以及不再受空間區位牽
絆，可以透過電腦終端與辦公室聯繫的在家工作者(telecommuters)和企業家。
李承嘉等(2010)從仕紳化角度，以三星鄉為個案，透過深度訪談，指出鄉村仕紳化源自於個人偏好、不動產市場和機關制
度因素，同時也說明，仕紳化現象帶來土地使用和地景的改變，以及原居民與新遷入者的人際關係較為疏離等衝擊。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2008 年以「農發條例發了誰？」製作專題報導：「…雪山隧道一通車，變化更為劇烈，像三星鄉的
人口數逐年遞減，但是一棟一棟所謂的高級農舍，卻有如雨後春筍般，在田地裡不斷地冒出頭來。」…「…民國 89 年，
農業發展條例修法…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可興建免稅農舍，自此之後，美濃成為台灣南部農地買賣的重心。…」，以上揭
櫫宜蘭和美濃地區農地買賣和農地別墅顯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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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地商品化和別墅化
近年，都市蔓延為都市過度擴張發展的一種過程；而鄰近大都會的鄉村地區，農地別墅的興
建成為都市蔓延下的一個產物。農地別墅的現象，機關制度是重要因素，以宜蘭為例，包含交通
設施的興建提高可及性，用地開發提高土地價值，建築容積規範形塑地方建物特色(如宜蘭厝)，
以及地方發展政策願景提供誘因等，推動農地別墅的快速出現（李承嘉等，2010）。然而更重要
的是，大制度環境下，法令對對農(耕)地分割的鬆綁與國家機器對土地使用管理的，從制度面加
速問題的深化，也導致社會議題的關注，以及在地景上、在社會面對鄉村環境和社會關係互動產
生衝擊。
(一)制度面環境的推力
1995年，政府提出「農地釋出方案」，2000年修正「農業發展條例」，確立農地可以自由買
賣與興建農舍的農地農用原則。其中，該條例第16條：「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
二五公頃者，不得分割。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6有關耕地分割的最小單位面積0.25
公頃，說明了土地取得的低門檻，但也宣告耕地可以細分割移轉的合法性。同時，該條例第18條
第一項和第二項：「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
農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得申請
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前項農業用地應確供農業使用；其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滿五年始得移轉。但因繼承或法院拍賣而移轉者，不在此限。」提供農地興建一般農舍和集
村農舍的法源基礎，且該條例第十八條第五項明定：「前四項興建農舍之農民資格、最高樓地板
面積、農舍建蔽率、容積率、最大基層建築面積與高度、許可條件、申請程序、興建方式、許可
之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對以集村方
式興建農舍者應予獎勵，並提供必要之協助；其獎勵及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因此，
「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90年4月26日)」和「集村興建農舍獎勵及協助辦法(90年9月28日) 」因
應而訂定並發布實施，以為農業主管機關管理農地農舍的法源基礎。
在法令制度提供的環境助力下，鄰近台北和高雄都會區的宜蘭和高雄美濃，以優美的田園景
緻和人文氣息，成為都市移居者興建農地別墅的首選地區；宜蘭地區隨著農業發展條例的修正和
雪山隧道通車的便捷，炒熱蘭陽平原的農地價格，而高雄美濃，也因高速公路通車帶來交通便利
的優勢下，成為台灣南部農地買賣的重心。
「…雪山隧道通車前，農發條例的修法，就已經炒熱了蘭陽平原的農地價格，當時每年
平均增加三百戶農舍，主要集中在三星鄉、員山鄉、壯圍鄉等農業地區。到了民國 95
年，雪山隧道一通車，變化更為劇烈，像三星鄉的人口數逐年遞減，但是一棟一棟所謂
6

不在最少分割面積限制的條件有：一、因購置毗鄰耕地而與其耕地合併者，得為分割合併；同一所有權人之二宗以上毗鄰
耕地，土地宗數未增加者，得為分割合併。二、部分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其依法變更部分及共有分管之未變更部
分，得為分割。三、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後所繼承之耕地，得分割為單獨所有。四、本條例中華
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施行前之共有耕地，得分割為單獨所有。五、耕地三七五租約，租佃雙方協議以分割方式終
止租約者，得分割為租佃雙方單獨所有。六、非農地重劃地區，變更為農水路使用者。七、其他因執行土地政策、農業
政策或配合國家重大建設之需要，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得為分割。前述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共有耕
地，辦理分割為單獨所有者，應先取得共有人之協議或法院確定判決，其分割後之宗數，不得超過共有人人數。(農業發
展條例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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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級農舍，卻有如雨後春筍般，在田地裡不斷地冒出頭來。「一條龍全程服務」、「買
農地送木屋」，各種花樣百出的招牌，就插在稻田裡，房地產的熱絡氣氛，可見一斑。
地板上的工具、木板和水泥，屋外的鷹架和施工的工人，就在農地上「種」著農舍。這
樣的景象讓人疑惑，農地可以一代一代傳承、一年一年滋養眾生，為什麼有人要賣農
地？…」(引自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農發條例給了誰？」，2008；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
本研究為強調重點)
「…老街上的粄條店、美麗的波斯菊花、純樸的農村生活，高雄縣美濃鎮，就是這樣一
個，可以讓人釋放壓力的好地方。尤其，在民國88年、國道十號高速公路通車以後，人
們不只想到美濃玩，甚至想盡辦法住進美濃。房地產仲介楊先生說，美濃是個山明水秀
的農村，十幾年前，他自己就來買地建屋了，現在，他還有一堆朋友等著他介紹呢！」
「…民國89年，農業發展條例修法，政府打破過去的嚴格管制，開放農地自由買賣、可
興建免稅農舍，自此之後，美濃成為台灣南部農地買賣的重心。像是美濃山系下，有山
水為伴、有稻浪相隨，買賣招牌多得不計其數。」(引自公共電視「我們的島－農發條例
給了誰？」，2008；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
(二)農地別墅潛藏的衝擊
原本為方便農業生產所需，允許無自用農舍之農民，在使用管制規範條件下興建農舍，且鼓
勵採集村農舍方式進行，以提供農地利用效率。然農地市場因受到農地別墅和集村農舍建案的刺
激，價格水漲船高，農地因此快速商品化和別墅化，特別是鄰近大都會的市郊地區，用相對低廉
的購地成本，享受田園景緻的生活品質，一幢幢獨樹一格且造型新穎的「農地別墅」，非常醒目
地坐落在農田稻作中，成為高所得的都市移居者假日休閒度假去處。正面來看，都市人口的移居
是帶動鄉村再發展的策略之一，然當多數的農地別墅以高高圍牆予以隔離，不僅造成田園景緻和
鄉村感的破壞，以及農田因分割所帶來細碎化，不利大規模的機械化耕作，更重要是，遺世而獨
立的「宅門深院」似乎與鄉村社會濃厚的人情味和左鄰右舍關係產生某種程度的疏離或衝突；「農
地別墅」的社會話題因此不斷，也成為關心鄉村發展的重要議題。如中華民國第十三屆正副總統
競選期間(2011.10)，各大媒體新聞報導指出部分的政治參選人，在農舍問題處理上的爭議，包括
前農委會主委蘇嘉全在屏東農地興建豪華農舍以及高雄市議長許崑源、立院書記長趙麗雲、立委
鍾紹和等擁有豪華農舍的現象，而成為熱門的政治與社會新聞，也凸顯農舍使用管理普遍存在的
問題。
美濃在交通、文化、環境相對優勢條件下，成為高雄都會移居的首選地區。不僅全國社會議
題十足，在地社團和雜誌也開始關心此議題，傳統的農舍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是鄉村農地別墅
的快速興建（如照片1、2），在環境融合、社會互動、以及鄉村感和地方感認同上，因都市新移
入人口而產生潛藏的衝擊；以下茲就可能的衝擊和對應的文獻、報導，摘述如下，作為研究討論
的基礎。
1. 農地價值商品化後的衝擊：
劉子英(2000)「天佑勇敢的瀰濃人—千萬不要賣地給外地人」乙文：「…美濃小瑞士…美濃
水庫之爭即將結束，…絕不賣地給外地的人…尤其應留心注意聰明奸巧的財團，蠶食鯨吞瀰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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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月光山雜誌第651期第4版)。徐白櫻(2006)「微笑之鄉榮譽加上美山綠水，福安地區農地
價格水漲船高」報導：「…『美濃天母』之稱的福安地區農地價格半年來上漲一倍，速度驚人。…
在福安國小附近，不少事業有成的旅外子弟，返鄉重建豪華房舍，從外地進駐的有錢人更不在少
數，各式華麗別墅林立，形成當前特殊景觀。…」(引自月光山雜誌第858期第1版；底線記號為本
研究強調之重點)
2. 農村田園景緻的破壞與社區生活的衝擊：
轉載自由時報(2006)「豪宅有如雨後春筍—憂心衝擊在地客家文化，地方社團研擬住民公
約」：「高雄縣美濃鎮挾著『微笑之鄉』美名，興起外來民眾購屋買地熱潮，惟憂心衝擊客家文
化，地方社團有意發起擬定『住民公約』反制，要求入境隨俗。…縣府建管課表示，近來美濃鎮
申請建照數成長超過一倍，以一般住宅及自用農舍居多…美濃愛鄉協進會理事長林英清指出，隨
著外來人口紛紛進駐美濃，豎立起圍牆與世隔絕，宛如租界般劃清界線，無法融入社區生活，與
美濃當地傳統文化，敦親睦鄰的生活模式相差甚多，地方憂心衝擊生活文化。林英清說，尤其當
一群高級住宅區坐落農村，逐漸蔓延擴散，將形成新污染源，衝擊傳統客家文化，地方研討擬定
7

『住民公約』 ，要求入境隨俗、認同、融入在地生活文化。」(月光山雜誌第870期第3版；引文
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徐華盛(2008)「農地不種稻改種屋，這是什麼政策？修
法後我們能夠買到好價格又安全的糧食嗎？」指出，「…以美濃為例，…擁有好山好水的自然環
境及殊的人文風光，吸引了許多外地人到美濃購地蓋『別墅』，…西式洋房與高牆圍籬，…獨來
獨往與當地社區居民，不相往來，…，且看那突兀的『豪華農舍』破壞了農村古老地景及純樸客
庄的風貌，多麼不搭調，…『豪華農舍』幾成了新興的投資標的，在多數人的競爭之下，細碎農
地更加暴漲，屆時大家只種屋，不種稻了，我們還能享受水岸花香，彩蝶繽飛，美意濃情的鄉村
『靜』且『淨』的生活環境嗎？…」(引自月光山雜誌第27卷第2版；底線記號為本研究強調之重
點)
3. 鄉村地景與地方感的消逝：
廖心華(2006)「『農村發展的迷失』專題系列—地景變遷與美濃地方感的消失」乙文：「…
這些新的別墅多是在美濃的山下，…，這一些別墅有些是從外地來的人所蓋的『假日度假屋』，…
美濃在這些時間空間上所造成的吸引力，就如前述的『重人情味的人際網絡關係』、『自然的生
活方式』、『一個慢活的氛圍』。…美濃山下的景觀，從良田變成一處處的圍牆別墅，也興築起
一棟棟的透天販厝，坐擁美濃最美的景觀，…不再有田園詩歌式的鄉村景觀。…」(月光山雜誌第
874期第8版；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許岡祺(2006)「『農村發展的迷失』
專題系列—美濃的新住民與美濃屋」乙文：「…二年前，我還是一個清澀的大學生，一個人騎著
機車來到美濃這塊土地上，雙腳踏在這雨後的泥土、靜靜的凝視著眼前的夥房。陽光灑在紅色的
屋瓦上，老人紛紛走出屋外，手裡拿著農具又要準備下田整理農地，這就是我三年前看到的美濃。
去年，考上研究所後，想起以前一個人在美濃騎著機車…打算一個人去美濃走走，當我踏上美濃
的那一刻，看見了一棟棟的新房子佇立在山下的土地上…高高的圍牆，圍牆上都是尖突的鋼筋，

7

「住民公約」為美濃針對外來人口興建農村別墅時，特別規劃設計與以規範其建築造型，希望與在地文化與客家聚落建築
相融合。然可惜的是，住民公約只引起討論話題，並未形成共識，落實對農村別墅興建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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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對著人說，你不可接近我們，而屋頂上卻又開著美濃獨有的菸樓天窗符號…打聽之下才知道
這是外地人來美濃蓋房子。…山下新建的別墅，高大且封閉的樣子卻又有著美濃獨有的符號。似
乎想要告訴美濃這塊土地，我想成為美濃的一份子。….」(引自月光山雜誌第875期第8版；底線
記號為本研究強調之重點)

照片 1 傳統竹圍農舍照片(李慧宜，2008)

照片 2 高級農地別墅(李慧宜，2008)

三、 美濃的發展變遷與環境分析

在發展變遷上，人口成長現象是反應地方發展最直接的證據。表面上，高雄都會人口移居美
濃興建農地別墅的熱絡情形應該反映在人口變遷的正向成長，然因農地別墅興建數量和人口設籍
非必然相關，造成人口統計數字無法具體呈現在實際人口成長，如李承嘉等(2010)在宜蘭的研究
也有類似現象，來自都會的新移居者的仕紳以頂客族、中上階層、退休公務人員和投資客為主，
其家庭成員不多且兩地移動，在考量不動產稅費等問題後，最多僅辦理一人遷入，造成鄉村地區
縱然有許多農地興建別墅情形，卻無法具體在人口成長數字上呈現。美濃的總人口數，依據美濃
戶政事務所統計資料顯示，1997年人口數48,216人，逐年下降至2012年的42,157人，15年期間，
總人口沒增加，反倒減少6,059人，平均年成長率介於-0.94%至-0.89%間；但在戶數方面，大致呈
現緩慢成長趨勢，從1997年的12,697戶增加至2012年的14,376戶，15年期間總計增加1,695戶，戶
數年平均成長率介於0.52%至1.18%間。人口下降但戶數增加的現象，可能存在外來遷入戶數增
加，及因社會變遷或就學需要，使傳統客家族群的大家庭結構逐漸分解為小家庭為主的現代家庭
結構使然8；換言之，美濃的社會關係也逐漸在改變。

8

本研究實地調查及訪談，也發現美濃老街聚落區存在的共有與祭祀公業等土地問題，導致老舊房宅無法處理而破碎，終
致迫使有住屋需求的居民慢慢的往外擴散移居；造成美濃總人口沒增加，戶數增加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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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7,2002,2007,2012 年美濃鎮(區)戶量和人口成長率一覽表
年度
1997
2002
2007
2012

戶數
12,697
13,028
13,589
14,392

戶數平均年成長率
0.52%
0.86%
1.18%

人口
48,216
45,961
44,130
42,157

人口平均年成長率
-0.94%
-0.80%
-0.89%

資料來源：美濃戶政事務所(2012)網站。

另方面，2000年開始，在優美景緻、價格便宜、交通便利等誘因帶動，農地買賣和農地別墅
不斷地在美濃出現；農地別墅持續擴散和蔓延，成為地方重要議題，也是傳統農業生產地的農地
生產力改變的隱憂。本研究透過農林航測所1/5000航照圖，比對2000年和2009年的圖籍資料，發
現農地別墅的分布，主要核心區在美濃山腳下的福安地區，且近十年來，新增農地別墅建案約29
處並有逐漸擴散與蔓延情形。在實地踏勘拍攝後，可以發現農村別墅建築外觀豪華，座落於稻田
中央，確實在形式上，和具客家人文符號象徵的美濃傳統建築、客家夥房等有極大差異；農地的
地景逐漸產生質變。

圖 1 高雄縣美濃區 2000 至 2009 年農地別墅新增分布示意圖
(圖中綠色圓圈為新增農地別墅案註記；農林航測所(2000, 2009)，1/5000 航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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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月光山下農地別墅照片(本研究拍攝)

照片 4 美濃鎮集村農舍照片(本研究拍攝)

鄉村永續發展，有賴當地住民的有意願參與(引自Briedenhann and Wickens, 2004；Wilson et al.,
2001)。又因為當地住民是鄉村發展之負面影響最主要也最直接的承擔者，因此探究當地住民對農
地別墅及移居人口對鄉村發展產生的影響，所持有的態度與認知，相對顯得重要。前述討論指出，
農地別墅和移居人口，已經在美濃發生，為分析農地別墅造成的影響和住民的認知，歸納農地別
墅可能帶來地景地貌、產業經濟和社會關係等方面的衝擊和影響，本研究在研究程序上，立基相
關文獻與報章雜誌的討論基礎，分三階段進行討論：第一階段田野觀察、資料蒐集與研析，勾勒
美濃地區農地別墅的發展情形與議題內容；第二階段進行訪談以釐清不同作用者（包括公部門、
地方社群團體、在地住民及新移民等）對農地別墅與美濃聚落發展關係的看法；第三階段透過問
卷調查，擴大瞭解當地住民對農地別墅議題的普遍認知與看法；各階段研究程序和設計如圖2所
示。
第一階段
田野觀察與資料
研析

獲致結果
1.農地別墅地景變遷
2.在地輿論關心焦點

第二階段
不同作用者深
度訪談

回饋
討論
獲致結果
地方住民對農地別墅議題
的認知與看法

第三階段
當地住民問卷調查

圖 2 研究程序與方法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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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致結果
農地別墅的衝擊與影響
(地景變遷、產業經濟、社會
關係)

廖淑容：農地別墅對客家聚落衝擊之研究：美濃在地住民看法

在深度訪談的調查，以地方世紳、地方社團、鄉鎮公所、及新住民9等背景，透過滾雪球方式
訪談十位對象（身分背景和訪談時間、地點如表2所示），從不同向度進行農地別墅與美濃地方
發展間關係的探討，訪談議題包括：(一)在地住民：對於美濃農地興建別墅的感知，以及農地別
墅對美濃聚落發展的影響（地景人文、農業生產、社會關係）與看法？(二)新住民：選擇美濃購
屋定住原因? 遷入後與其他鄰居和在地社群間的互動情形；以及(三)土地仲介：農地交易情形，
嘗試瞭解美濃成為新移居地區的條件、機會、和實際現象。另為擴大蒐集地方居民對都市移居新
住民的入住所可能帶來的地景地貌、產業經濟和社會關係等方面的衝擊和影響的看法，於99年11
月1-10日進行當地住民的問卷發放與回收；採立意和滾雪球方式進行問卷發放，回收有效問卷215
10

份 （有效回收率86%），問卷內容主要包含：(1)地方居民所認知之都市移居新住民所帶來地景
空間改變、對農產業發展、客家文化衝擊、美濃地方發展、社會互動與交流等面向的看法與認知，
以及是否接受該都市移居新住民的接受態度；(2)地方居民個人對美濃地方情感與依附情形；(3)
地方居民個人所認知之美濃地方意象和符號；問卷整體的信度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值為
0.704，而個別問項的Cronbach’s Alpha值介於0.655至0.711，問卷信度在可接受範圍內，另KMO
值為0.796，代表問卷的結構效度良好。
表 2 訪談對象、時間與地點一覽表
日

期

地

點

社團工作站

2010.7.30

09:3010:40

美濃鎮公所

2010.7.30

14:1015:20

受訪者住家

15:5017:00
14:4515:30
15:4516:30

2010.8.17

受訪者
受訪者 A

09:5011:50

2010.8.17

10

間

2010.7.1

2010.7.30

9

時

身

分

美濃農村田野學會

受訪者 C
受訪者 D
受訪者 E
受訪者 F
受訪者 G

高中歷史老師退休、行政院客委會諮詢
委員、六堆文教基金會
美濃鎮公所
美濃鎮公所
高雄市市民
服務旗山農工及旗山鎮公所
屏東市市民，先生於高雄市上班

社團工作站

受訪者 H

美濃文化產業協會

受訪者住家

受訪者 I

美濃鎮里長

美濃客家民俗村

受訪者 J

房屋、土地仲介買賣

受訪者 B

本研究對象的「新住民」，指伴隨都市蔓延或過度都市化發展，從都會地區移居至鄰近周圍鄉鎮地區的都市移居人口。美
濃的新住民有兩種類型，一是購買農地自行興建農地別墅，一是購買在地建商所興建住宅社區，如桃花源等集村農舍建
案（雖不像購地自建對農地造成細碎狹小問題，但仍存在農地是否農用，以及有限的社會互動關係）。另因不易接觸農地
別墅的個體戶，本研究以訪談集村住宅的新住民為主，以利部分議題釐清。
受訪者的樣本屬性和分布特性：(1)從小出生美濃的青壯人口結構：以 31-60 歲之社會中堅份子佔最多數 73.04%。居住時
間上，有 63.73%居住美濃超過 30 年。(2)高教育程度，職業與所得穩定的社會組成：以高中(職)佔最多比例(44.12%)，其
中又以大專院校以上學歷者佔 47.55%，顯現美濃人口組成的優質化程度；呼應博士之鄉美譽也與傳統鄉村社會結構組織
有極大差異。在職業上則以以軍公教的 23.53%佔最多數，家庭月收入以 3-7 萬的 51.96%比例較高。(3)居住地區以美濃山
腳下的福安里，以及美濃核心地區的瀰濃里、合和里和泰安里為主，對於農地別墅議題與地方發展，應該有相對清楚的
感受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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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農地別墅的現象與居民看法
美濃近十年新增農地別墅雖僅約29處，但每一建案都造型新穎且圍牆高聳，坐落於農田之
中，與鄉村田野景緻形成鮮明的對比，因此，當住民問卷調查問及：「您覺得美濃的農村別墅數
量有增多的趨勢?」，有60.29%的受訪者表示確實感覺到農村別墅有明顯增多的現象，另對於美
濃近年來新住民移居呈現成長的趨勢（包括農地別墅和其他住宅移居），也有52.94%表示認同。
至於美濃成為都市新移居目的地的原因，受訪居民則認為，認同美濃的文化與價值（佔50.98%）
是這些新住民移居的主要因素，而主要的吸引力為優美的田園景緻(38.73%)，其次是國道十的通
車(25%)，再者是土地價格宜(18.63%)與純樸客家文化風情(9.31%)；此結果和訪談新住民的回應
相同。
優質環境與交通可及性提高等誘因：「…有一次我們剛好有一個機緣啦，我們出來玩…
他(仲介)叫我們來看一看，…看到這邊環境很不錯，啊我們同樣是客家人，那種感情一
樣啦，啊就來這邊買。…本來是屏東到高雄上邊，現在那個時間差不多(國道十通車後)…
現在小孩子都大了全部都有工作了，那我們就來這邊養老啦!…」(受訪者G)
惟在地居民同時也認為新住民對美濃地方發展有實質幫助的比例不高，僅佔36.76%。由此得
知，美濃鎮在地住民雖已明顯感受農地別墅和新住民存在的事實，但何以並不認同都市移居者對
地方發展的貢獻呢?究竟其對地方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和衝擊為何?研究結果，分以下從農地別墅的
興建帶給美濃在環境景觀、農產經濟和社會關係方面進行討論與說明。
(一)農地別墅與鄉村地景
從社會議題所關心的鄉村地景角度切入，確實令人憂心農地別墅的興建，可能對擁有「微笑
之鄉」和「小瑞士」美譽的美濃鎮，帶來鄉村感和地方感的消逝危機?從以下的訪談結果，也凸
顯此問題必須被重視；農地別墅已經開始改變美濃的農地地景和生產環境。
「…這20年來，美濃逐漸發展觀光被視為高雄的後花園，有一些有錢人看到美濃的好山
好水，然後就在美濃這裡買了農地，美濃很多年輕人都跑出去工作了，農田裏面沒有多
少人過來耕作，老人家就把這個農地賣給外地人，外地人在這邊建別墅，現在美濃人其
實現在的田都不種稻了，改種房子，在田裡種房子，這本來很美的整片原野，現在我們
一看都被房子弄得一點都不美，從外觀遠遠看整個破壞了我們這個很美的地方，破壞的
很厲害，美濃不全為美濃，我想應該是這樣子。…」(受訪者B；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
強調的重點)
「…另外一個就是地景空間的改變，就覺得說美濃有一些新住民，我們不講說是一些外
籍新娘。而是說可能美濃對外交通改變以後，如同宜蘭這樣，美濃變成高雄後花園。可
能就變成說高雄的人來這邊買房，整個地景空間就會與過去的美濃，那種客家聚落的意
像有一些差異，…另外，另外，如果一塊地蓋別墅後，會加速四周為農地的廢耕，破壞
生態，還有一個心理的壓力，你在旁邊種田，旁邊有一個貴婦，在那刷牙幹甚麼的，形
成階級的對立，站在農民的觀點來看，他會很難過的…」(受訪者A；劃底線記號為本研
究為強調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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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農地興建農舍，是有規劃性的，那也應該是增添農村的景觀風貌，但現在他們
都是個別形式、款式林林總總，其實對農地那種零碎化、耕作上、還有景觀，以前我記
得我八十幾年剛回來的時候，美濃山下那一看整片那個農田，後面就是美濃山，景觀是
蠻漂亮的，阿你現在如果再去調查的話，那邊是現在美濃的高級住宅區。…」(受訪者C；
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的重點)
前述的憂慮，不僅受到美濃原生住民的關切，新移居住民也開始有相同的認知：「我看農地
這樣賣出去，然後再蓋農舍，我心裡其實很難過，因為我覺得他們喜歡的是這個環境，卻又從事
破壞…」(集村農舍的新住民受訪者F)；說明因對美濃環境的喜愛且不捨它被破壞。同時，依據訪
談結果，也說明何以十幾年前，當農村別墅問題逐漸發酵，曾有地方社群團體呼籲透過鎮議會提
案訂立「住民憲章」或「住民公約」來規範農地別墅造型與外觀等事宜，迄今十餘年來，依然未
獲共識，究其理由為，如受訪者表示，雖有許多外地人買便宜農地蓋農地別墅需求與案例 11，但
其中更不乏本地美濃鎮民，起而效尤12（本研究在地住民問卷結果，有41.17%受訪者認為農地別
墅的所有人並非都是外來的新住民），致使農地別墅情形逐漸擴大與發酵，從核心的福安地區逐
漸往其他地區蔓延開來。
「…恩，對啊，前天有一個人說，『**姐，妳美濃可以找一個兩分到兩分半的土地給我
嗎？』我說你要做什麼？『我方便我就買啦！買了我退休以後就來造房子住。』…有的
高雄有的是台北喔！…美濃山下現在這邊漲的很貴人家不敢買，一分三百多、四百(旗美
商工中壇、金瓜寮附近，一分兩百多萬)，人家都嚇跑啦！…我不買那麼貴，我買兩百多
萬可以造房子住就好啦！不用買那麼貴的咩！…一分地也是蓋啊，八厘多也是蓋。如果
說要買多，我沒有那麼多本錢啊，我買八厘七厘也是在蓋啊，…」(受訪者J；劃底線記
號為本研究為強調的重點)
「…很愛土地是我們這輩的，現在年輕人誰要啊…你問他們(指一起參與訪談的學生)
啊?...對啊.有錢(指好的價格)他就賣啊!(因為不希望他們的後代子孫一樣從事辛苦的種田
工作)…」(受訪者I；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的重點)
換言之，當在地住民與農地別墅產生利益關聯效應時，多數人是無法完全拋開利益的。另一
方面，本研究透過居民問卷調查，發現另外一個有趣解釋原因，在地居民對農地別墅造成的看法
上（見表3所示），雖然有40.20%（相對高於不認同比例32.35%）的美濃鎮民認同農村別墅是會
破壞美濃的田園景緻，且有36.27%的美濃人認為農村別墅與美濃客家聚落風格和諧性不一致（不
認同比例23.53%），但卻也有更高的比例44.12%的美濃人認同外觀新穎的農村別墅可以添增農村
的景觀風貌（不認同比例23.53%），因此，當問及是否認同應有統一風格與形式來規範農地別墅
建築造型時，有38.72%受訪者表示不認同，略高於認為應該的比例33.33%。

11

12

雖有劉子英(2000)以「天佑勇敢的瀰濃人—千萬不要賣地給外地人」為題，投稿刊登月光山雜誌，呼籲美濃人千萬不要賣
地給外地人，但依據受訪者 D 表示，某部分是因為家裡經濟壓力而被拍賣，且社會價值觀改變使然，早期客家人看待拍
賣祖宗田會很不好，現在拍賣公告幾十本的一個紙本，人家也不會笑你說你家怎樣。另外，受訪者 C 表示，我們年輕一
代，自農地開放以後，對於土地的情感，漸漸的可能就很像奔解，觀念慢慢改進，對土地的情感可能就已經沒有那麼強
烈。
本研究在地居民問卷調查，當問及「您認為農村別墅的所有人，主要都是來自都會移居的新住民」時，有 41.17%受訪者表
示認同，33.33%表沒意見，25.49%表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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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美濃在地住民對於農村別墅之建築造型的看法
農村別墅問項

看法
百分比(%)
平均值
非常不認同
7.84
不認同
23.04
農村別墅的外觀新穎，您覺得可以添增農村的
普通
25.00
3.20
景觀風貌
很認同
29.41
非常認同
14.71
非常不認同
3.43
不認同
20.10
您覺得農村別墅與客家聚落風格的視覺和諧性
普通
40.20
3.23
不一致
很認同
22.55
非常認同
13.73
非常不認同
5.39
不認同
26.96
您覺得農村別墅破壞美濃的田園景緻
普通
27.45
3.15
很認同
27.45
非常認同
12.75
非常不認同
11.27
不認同
27.45
您認為農村別墅的造型風格，應有統一的風格
普通
27.94
2.93
與型式
很認同
23.53
非常認同
9.80
註：表中各問項係採 Likert 五點量表，1 表非常不認同、2 表不認同、以此類推至 5 表非常認同：
表中平均值即為各該項態度平均值。
整體而言，無論是訪談結果或問卷調查結果多數認同，農地別墅確實對美濃的田園景緻產生
破壞，且與客家聚落風格產生視覺不一致情形，但或者基於受訪者所表示之利益關聯效應，亦或
是地方住民所認同之多元文化與價值，致使透過「住民公約」來規範農地別墅建築外觀與造型的
擬議，無法獲得普遍在地居民的共識與認同。
(二)農地別墅與農作生產
農地興建別墅的第二個衝擊是影響農地的耕作。農地別墅現象的擴散，有些農地更轉變為投
資標的，如前所述，與農地開放買賣政策有關；亦即放寬農地分割買賣0.25公頃的限制，導致農
地因分割出售而更為細碎狹小，而細碎的土地則不利於機械化生產，且農地中蓋大房子，則影響
日照等生產性問題。此一問題，與美濃在地住民認知結果一致（見表4），有60.29%的受訪者認
同農地開放買賣是造成農村別墅的最大因素（不認同者僅佔21.08%），另有50.98%的受訪者認同
農村別墅的興建與買賣，是會導致農地分割細碎（不認同者僅佔25%），且有48.04%的受訪者認
同興建農村別墅，會對於美濃的農產業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同時，誠如公共電視(我們的島)報導，美濃鎮公所農業課楊課長也表示，農舍起造會影響農
業的生態，也不利大面積的機械化操作；另外，農民宋媽媽也指出，農地蓋大房子會影響兩邊農
田，因為日照不均且水圳會受到家庭廢水的排放而污染，而不利耕作。此外，本研究受訪者C鎮
公所同仁也表示，農地別墅新住民所帶來的效應，在農地上還會有土地租賃的影響，因為這些新
住民並不在乎租金多寡，反而擔心房子周圍土地出租會影響居住使用，而任其土地荒廢。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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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A也提及，農地別墅會造成農耕者和別墅貴婦間近距離的心理壓力問題，難怪，農地別墅
戶戶高牆林立，避免受到鄰近農耕者的影響，此一現象，也進而衍生社會大眾所擔心的隔閡與互
動等社會關係問題。顯見無論是社會媒體報導，還是研究訪談或在地住民的意見，共同得知農地
別墅的興建，確實影響農作生產，並不利於農業經濟的發展。
農地別墅破壞農業生態環境且不利機械化耕作：「…美濃農民宋媽媽指著高級農舍說，
蓋大房子會影響兩邊的農田，日照不均，水圳又會被污染。鎮公所農業課長楊孝治表示，
農舍起造會影響農業的生態環境，也不利大面積的機械化操作。」(公共電視(我們的島)
製作「農發條例發了誰？」報導，李慧宜採訪，2008年撥出；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
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農地別墅新住民較不願將其土地出租，不利土地高度利用：「…新住民取得土地所有權
以後，倒是會影響土地租賃，我覺得反而是比較有影響力的，配合政府的休耕政策，我
寧願休耕，我也不願意出租，因為休耕的租金他會帶動地租，你沒有相當的租金，一般
原來的所有權人可能他不願意出租，但是新所有權人，因為他們是資金比較雄厚，經濟
能力比較強，所以他不會在乎你那個租金，他只會在乎說我的所有使用權會不會妨害這
樣子。…」。(受訪者C；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農地別墅新住民與鄰近農耕者間的行為衝突問題：「…其實就農業的經營上、農場的一
個耕作上來講，…甚至對農民上都有一種心理上的壓力，我在那邊噴藥，結果有一個貴
婦在那邊..窗台上休息，那彼此間都會有一些心理層面上的一個壓力，…因為農發條例
那個0.25公頃，那其實就會讓過去比較大面積就會比較細碎，那這樣子在耕作上就是有
產生一些衝突這樣子…」。(受訪者A；引文中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為強調重點所劃)
表 4 美濃在地住民對農村別墅與農產發展的認知
農村別墅問項
您認為農村別墅的興建與買
賣，會導致農地分割細碎情形

您認為農村別墅的興建，不利
美濃農產業的發展

您覺得農地開放買賣，是造成
美濃農村別墅的主要因素

看法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很認同
非常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很認同
非常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很認同
非常認同

百分比(%)
6.37
18.63
24.02
35.29
15.69
5.39
23.53
23.04
33.82
14.22
2.94
18.14
18.63
34.80
25.49

註：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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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3.28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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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舊住民間的互動關係
當2000年後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受到空間發展論述關注的同時，也指出鄉村地區的再發
展，必須倚賴行動者間(政府、企業和社群)緊密聯繫的重要性，而彼此互動和交流是一個基礎。
社會資本的價值，如同Coleman(1990)和Schneider(2000)指陳，可以透過互動關係的建立或強化來
提升，進而增加行動者間的信任，有助於鄉村地區再發展。因此，當都市移居者遷入鄉村地區時，
若能與當地社區(社群)產生互動，形成良善且和諧的社會關係，特別是這些移居者多數為中高階
級社群，當為鄉村的再發展帶來新的知識與活力。
美濃這些農地別墅的新住民，或者因都市鄉村兩地往返較為忙碌，或者新身分地位關係，抑
或者尚未有適當的機會，到目前為止，確實難與在地居民有良善和諧的互動關係。果真如同公共
電視(我們的島)所報導：高高圍牆，聳立於農田中間，似乎是在說：不要靠近我們..；確實，此一
新舊住民缺乏互動問題，獲得受訪者的認同(訪談摘要如下)；指陳這些新住民，願意融入美濃當
地生活的情況並不樂觀，因為新住民知道自己在美濃人心中的第一印象是如何，便很難與美濃鎮
民做互動。
「…這些新來的也不會跟美濃人有互動，因為他們會帶著較高的戒心，他們其實自己知
道，他們在美濃人的觀感上並不是很好。…」(受訪者A；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強調之重
點)
「…在這邊蓋別墅的新住民，都是高雄週邊比較有錢有勢的，也有檢察官、也有律師、
還有建築師都在這邊蓋，還有民意代表也在這邊蓋，其實他們融入我們的生活比較少，
他們一下子就走了，他們禮拜六禮拜天來到這邊住。…」(受訪者D；劃底線記號為本研
究強調之重點)
「…這個(與鄰居互動)我敢保證沒有，美濃做房地產的大老闆跟我說，我不懂，來美濃
住的人不跟你們講話，因為你講的我聽不懂，嘰嘰喳喳的，所以他們喜歡獨立院、獨立
塊，甚至4、5分也敢買，因為便宜….…他們有錢人來住別墅一個禮拜來2次那是他們的
行為，那些有錢人吃好的住好的，每天牽著狗上街，美濃鎮有一家抱著狗買豬肉，就被
人家罵，人家對他印象就很不好，還有幫狗塗指甲油，這種人在美濃能生存嗎，不可能
嘛，現在在我們美濃有錢人在美濃不會信這種鬼話，我們美濃人排的很厲害。美濃鎮的
老一輩的會在空地上種菜然後互相送對方，但這些住別墅的不會有這樣的互動。…」(受
訪者H；；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強調之重點)
「…我從來沒有接觸他們.沒有什麼看法.他們只有星期天才來啊.其他時間沒有來我沒有
辦法.他們來住的時候門關著嘛.我也不能進去啊!...」(受訪者I；；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強
調之重點)

而住在集村農舍的新住民，訪談結果也顯現，社區內居民間的互動往來良好，但提及與
社區外地方組織或廟會活動的參與，則明白表示尚未有機會，且言明部分地方節慶活動
屬年長者會參加的活動。
「….隨時啊，誰想發起就出來泡茶啊，這樣也算是一種聚會。…目前還沒(指和地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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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互動)，因為怎麼講，我覺得有些地方像是節慶這些東西，好像你要比較長一輩的
吧!..(對美濃文化的認識)很淺，那如果有機會的話(有意願參與)」(受訪者E)「….我們這
邊是一整個社區，整個社區人家，大家都有互動麻，對不對，阿你如果住那種房子(指獨
棟農地別墅)就會以較沒有伴。…一來到這邊大家都認識了，偶爾他們也會說什麼來聚餐
阿，以前我們還沒有來他們先搬來的就會說一個月聚餐一次，我覺得住在這邊每個人都
很好啊，大家都很好啊!..」(受訪者F；劃底線記號為本研究強調之重點)
綜合顯示，無論是獨棟農地別墅或集村農舍的新住民，與在地社群間互動情形有限。而住在
農地別墅是否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則評價兩極，認同和不認同比例相當。雖然如此，多數受
訪者還是認為（見表5），只要有機會新住民會願意與周圍居民相互往來與溝通(很認同和非常認
同比例合計為47.54%)，也願意參加公共事務活動(40.68%)、願意參與社會團體與組織(39.70%)，
甚且，有意願與新住民相互往來與溝通者佔64.71%。此結果反應美濃在地住民，仍然保有鄉村居
民溫和友善的特質，是社會資本論述所重視的內涵，當是地方在發展的重要質素。
表 5 美濃在地住民對農地別墅新住民的看法
農村別墅問項

您認為住在農村別墅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
徵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與周圍居民相互
往來與溝通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參與美濃的公共
事務活動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參與美濃的團體
與組織

你覺得這些都市新住民移居美濃主要的原
因為何？

看法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很認同
非常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很認同
非常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很認同
非常認同
非常不認同
不認同
普通
很認同
非常認同
國道十的通車
優美的田園景緻
土地價格便宜
農地開放買賣
淳樸客家文化風情
其他

註：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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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7.35
26.47
29.90
26.47
9.80
6.37
9.80
36.27
37.25
10.29
6.86
15.69
36.76
32.84
7.84
5.88
16.18
38.24
29.90
9.80
25.00
38.73
18.63
7.35
9.31
0.98

平均值

3.05

3.35

3.19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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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會背景的認知差異分析

為探究居民背景和農地別墅議題的認知情形，本研究進一步將背景變項與前述認知變項進行
顯著性檢定分析，可發現部份具顯著性的結果如下（見表6所示）：
性別變項，男女性別僅表現在「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與周圍居民相互往來與溝通」和「您
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參與美濃的公共事務活動」題項上有差異。但進一步進行薛費法(Scheff’s
method)事後比較，並無發現有所差異。
(一)年齡變項在有關農地別墅影響農地使用方面的問項有顯著差異，且經薛費法(Scheff’s)事後比
較發現，31-60 歲的受訪者，對於該問項的感知程度，相對比 61 歲以上的受訪者，顯見，正
值中壯年的在地住民相對較為關心農地別墅對於農地使用與農業發展的影響。其次，年齡變
項的差異，也表現在對新住民認知的相關題項，且經薛費法(Scheff’s method)事後比較發現
21-30 歲和 41-50 歲此兩個族群相較 61 以歲以上的年長者，有較高的態度認知，認為新住民
會願意與在地住民往來溝通與參與公共事務。整體而言，61 歲以上的年長者對於農地別墅的
相關議題認知程度相較為低，或者與其樂天知足的生活態度有關。
(二)教育程度變項有較多的差異。國小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訪者，除「您覺得都市新住民這個議題，
在美濃受到許多人的關注」和「您願意與新住民相互往來與溝通」兩題項，認知態度高於高
中職以上教育程度者外，其餘題項，多數表現出低於高中職以上教育程度者，或可得知，國
小以下教育程度者，有著更為友善的社會關係態度，以及較為滿足的價值觀與態度。
(三)理論上，居住時間愈長，在地認同愈強，進而對於興建農地別墅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也應該
愈有感知。然在本研究之結果顯現，居住時間變項在相關議題認知態度上，並無顯著性差異，
這也是有趣的現象。此外，里別變項對於相關議題的認知態度，除「您覺得都市新住民這個
議題，在美濃受到許多人的關注」和「您覺得農地別墅與客家聚落風格的視覺和諧性不一致」
外，也並無顯著性差異，與理論上農地興建別墅的主要地區應該有較強感知，也有所差異。
(四)最後，綜整發現，「您對新住民的看法是抱持著歡迎的態度」題項，是背景問項中獲得最多
顯著差異的題項得知受訪者之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和家庭月所得情形，對於該議題有顯著
差異，其中家庭月所得變項，經薛費法(Scheff’s method)事後比較發現，7-10 萬元族群，相較
7 萬以下，10 萬以上，對於新住民的歡迎態度，有著較為保守的感知程度，推論是 7 萬以下
收入的家庭，其關心的可能是經濟問題，而 10 萬以上收入的家庭，也可能是農地別墅的關係
人所獲致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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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受訪者背景對農地別墅問項態度之檢定結果表
背景變項
性
別

年齡

教育
程
度

職業

農地別墅問項
您覺得美濃的農地別墅數量有增多的趨勢
您覺得美濃有明顯的都市新住民移居情形
您覺得都市新住民這個議題，在美濃受到許多人的關
注
農地別墅的外觀新穎，您覺得可以添增農村的景觀風
貌
農地別墅與客家聚落風格的視覺和諧性不一致

*
6＞4

*

農地別墅的造型風格，應有統一的風格與型式

您認為農地別墅的興建與買賣，會導致農地分割細碎
情形

*
5＞6

農地別墅的興建，不利美濃農產業的發展

*
3＞6
4＞6
5＞6

農地開放買賣，是造成美濃農地別墅的主要因素

*
3＞6
4＞6
5＞6

*

*
1＜3
1＜4
1＜5
*
1＜3
1＜4
1＜5
*
1＜3
1＜4
1＜5
2＜5
*
1＜3
1＜4
1＜5
*
1＜5
2＜3
2＜4
2＜5
*

*

*
1＞3
2＞3
3＜4
*

*
*
1＞3
3＞4
1＞4
4＜10
1＞5
*
1＞3

您認為新住民是認同美濃文化與價值的
您認為農村別墅的所有人，主要都是來自都會移居
的新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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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別

*

*
1＜2

新住民對於美濃的地方發展有實質的幫助
您願意與新住民相互往來與溝通

居
住
時
間

*

您覺得農地別墅破壞美濃的田園景緻

您對新住民的看法是抱持著歡迎的態度

*
1＞3
1＞4
1＞5
*
1＞4

家庭
月
所
得

*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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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受訪者背景對農地別墅問項態度之檢定結果表
背景變項
性
別

年齡

教育
程
度

農地別墅問項

您認為住在農村別墅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與周圍居民相互往來與溝
通

*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參與美濃的公共事務活動

*

您認為這些新住民會願意參與美濃的團體與組織

*
2＞6
4＞6
*
2＞6
4＞6
*
2＞6
4＞6

1＜4
1＜5
*
*
1＜3
1＜4
*
1＜3
1＜4
*
1＜3
1＜4

職業

家庭
月
所
得

居
住
時
間

里
別

*
1＞4
2＞4
*
1＞4
2＞4
*
1＞4
2＞4

註：1.表中年齡組距為1（20歲以下）
、2（21-30歲）
、3（31-40歲）
、4（41-50歲）
、5（51-60歲）
、6（61
歲以上）
；教育程度組距為1（國小以下）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專院校）
、5（研究所以
上）
；職業編號為1（軍公教）
、2（農林漁牧）
、3（商業）
、4（工業或製造業）
、5（自由業）
、6（服
務業）
、7（學生）
、8（家管）
、9（無或待業）
、10（其他職業）
；家庭月所得組距為1（3萬元以下）
、
2（3-7萬元）
、3（7-10萬元）
、4（10萬元以上）
。
2.標註*表檢定結果符合95%顯著水準。

六、 結論與討論
鄉村地區憑藉其田園景緻和純樸友善人情味，對都市有意願的移居者有著很大磁吸力量，也
是近年鄉村再發展的重要策略。近年來，伴隨交通可及性改善與相對便宜的不動產價值，帶來都
市移居人口的發展機會，卻也使農地別墅成為鄉村新地景，農地破碎與農村文化消逝的隱憂浮
現，成為社會輿論和學術研究的熱門話題。本研究以美濃農地別墅為題，與李承嘉等人(2010)以
宜蘭縣三星鄉的鄉村仕紳化研究有相似的論述，嘗試比較研究發現的現象後後可獲致以下結論：
(一)李承嘉等(2010)採用深度訪談方式，訪問仕紳階級(新住民)、世居村民、房仲業者等，從不同
向度來解析；而本研究擴大資料蒐集面向，除深度訪談以外，還透過航照資料比對，以及問
卷調查方式，蒐集在地居民的廣泛意見，相互驗證與討論。
(二)確實，在優美的田園景緻和便宜的土地價格的條件誘因下，因交通可及性的改變，使北台灣
的宜蘭和南台灣的美濃和成為高雄都會和大台北都會都市移居人口的首選之地。宜蘭縣政府
的建築與容積規範，如宜蘭厝等建築造型規範，對於環境品質的維持是項很好的措施，然此
議題在美濃，雖引起熱烈話題的討論，但並未獲得在地住民的共識而落實，其中夾雜許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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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興建農地別墅的情形。此外，本研究也指出農地利用政策和農地分割法規的鬆綁，才是
農地別墅興建的主因。
(三)興建農地別墅對地方發展的衝擊，從宜蘭三星鄉的現象發現包含土地使用與地景改變、經濟
與人口結構的改變，以及原居民與新住民間關係疏離等問題；在美濃的研究，本研究有以下
結論：
1.人口統計尚無法反應農村別墅的興建趨勢，可能與李承嘉等(2010)研究結果相仿，係因新
移居者設籍現象不顯著使然，而戶數增加，除社會遷入外，從訪談結果也可發現，目前傳
統客家大家庭逐漸分支為許多小家庭的趨勢；換言之，美濃的社會結構正逐漸轉變。
2.地景環境變遷是宜蘭三星和本研究美濃個案的共同現象。且此問題在美濃獲得深度訪談者
們的共識，且認為問題嚴重，但有趣的是，本研究廣泛在地居民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
60.29%受訪者認同美濃農地別墅增多的趨勢，但只有40.2%受訪者認同農地別墅會破壞田
園景緻(僅略高於不認同比例32.35%)，且僅有36.27%受訪者表示農地別墅與美濃客家聚落
風格和諧性不一致(也僅略高於不認同比例的23.25%)；顯知，該議題在多數的在地居民心
中並不認為問題嚴重，甚至有44.12%受訪者表示，外觀新穎的農地別墅可以增添農村景觀
風貌(高於不認同比例的30.88%)，且不認為需要統一風格與規範來管制農地別墅的造型風
格(不認同需要者比例33.72%略高於認同比例33.33%)，由此展現美濃在地住民的多元價值
觀；也由此得知，當宜蘭縣政府透過土地使用規範與限制來管制建築外觀與造型時獲得肯
定與認同時，何以在美濃無法推展獲得共識，提供解釋，另一方面，本研究還發現，有25.49%
受訪者認為農地別墅的所有人並非全都是外來移居者，推知何以「住民公約」共識無法形
成。
3.再者，從社會資本的角度論述，在地社群間的互動與共識是維繫地域永續發展的關鍵因素，
因此，都市移居者進入鄉村地區是否與在地社群產生互動或交流，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但
研究發現，社會關係的疏離同樣是宜蘭三星和本研究美濃個案現階段的共同結論。本研究
結果指出，深度訪談者們多數認為這些都市移居者很難與在地住民互動，因為分屬兩個世
界，但是，依據在地住民問卷調查結果，有47.54%受訪者友善表示認同這些新住民會願意
與在地社群往來或溝通，也願意參加公共事務活動(40.68%)或社會團體組織(39.7%)，皆遠
高於不認同者比例，且展現相對高度意願(64.71%)與新住民往來和溝通，充分展現鄉村居
民所特有的友善與溫和的人格特質，有助於後續新舊住民社會關係的改善，厚實社會資本
能量。
4.此外，本研究結果指出，農地別墅的存在加上農地細碎不利於規模耕作與土地租賃等農業
生產問題，將限制農地利用與農業發展；多數受訪者(60.29%)即認同農地開放買賣等政策
因素是造成農地別墅興建的最大因素，且農地別墅的興建與買賣導致農地分割細碎，不利
機械化耕作主因，同時會對農產業發展帶來不利影響。顯知，無論是社會輿論或者在地住
民意見，有關農地別墅問題的解決，還是得回歸政策制度面處理才得以解決。
綜結而論，美濃藉優美的田園景緻、客家文化資源、便捷的交通與便宜的土地價格，吸引都
會移居者的遷移，而擁有發展的機會。農地別墅成為都市移居產物，顯然已經對地方發展帶來鄉

128

建築與規劃學報

村地景、農作生產和社會關係帶來某種程度的衝擊。雖然目前多數在地居民抱持多元價值和友善
態度來面對此一議題，然而當我們發現有許多土地持有者僅先購地為退休或可能的渡假居住需求
預備，造成土地細碎分割情形嚴重，隨時間更迭農地別墅興建問題和新移居現象將更為劇烈，勢
必逐漸影響美濃的鄉村感與社會資本，也會對文化觀光的推動帶來相當程度的衝擊。是以，在制
度環境尚未改變前，一個融合客家文化表徵的建築規範、一個新舊住民互動平台與一個治理環節
中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信賴關係建立、一個農地資源發展的政策，當是美濃在轉型發展過
程中的重要關鍵，值得相關政策和都市發展策略擬定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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