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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乡村治理的实践形式也因各国各地区政治、社
会与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异。农民合作组织作为经济弱者有效整合起来，运用集体行动来帮助自己

的一种形态，不仅可以协助弱势族群改善其生活，减轻政府的社会福利预算负担，亦能“嵌入”乡村

治理而形成稳定治理架构。台湾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显示，农会与政府所形成的伙伴关系，成为

一个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并有效参与政府农业发展、社会福利、农村教育等领域的公共政策，

最后成功地达成农村现代化目标。而大陆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仍相当不足，现行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也有相同的困境，可以借鉴台湾经验建立和发展“综合性农协”以弥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

足，两种组织两轨并行，互为补充，可以有效助益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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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念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应用，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形成一种机制，实现对乡村社会

问题改善的动态过程。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不断丰富与完善，乡村治理的实践形式也因各国各地区

政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异，在居民生活中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和自治性。就欧陆国家乡村治理

的经验而言，他们强调落实地方分权、尊重多元文化、增加地方居民参与基层政策决策机制以及凝聚

力，并发掘和动员乡村社会资本等，将乡村塑造成为一个涵盖生产、生活、生态、历史文化、休憩等多功

能的公共空间，［1］进而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治理理论的发展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乡村治理带来了深远影响，推动着乡村治理的运作逻辑不

断变化。过去，大陆乡村的价值似乎只建立在便宜的土地、劳动力与农产品上，以便支援城市化以及

工业化，如今，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乡村原有的优势与价值，包含环境生态、古迹、传统文化与生活

等，已慢慢消失，［2］因此，如何推动乡村现代化，并创造新乡村价值，便成为乡村治理与基层政府努力

的方向。大陆的乡村治理与“三农问题”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源于国家城乡差别

对待的宏观政策和高成本的乡村治理结构，［3］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乡村治理成功，“三农问题”便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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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而解了。而早期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出口为优先，其实也忽视了乡村治理诸多问题。1990 年代始，台

湾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服务业跃升成主要产业，政府与民间逐渐重视乡村治理。台湾的乡村治理有

其独特的推动模式与经验，尤其台湾的农民合作组织，也就是“台湾农会”，在乡村治理中一直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近半个世纪以来，政府与农会组织所形成的伙伴关系与独特的合作过程，以及农会组织

所蕴含的“社会资本”，发挥并增强了政府在农村发展方面的“政策效能”。［4］

两岸的农民合作组织，大陆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台湾称为“农会”，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沟

通农户与政府，承接各方资源输入，加强基层政权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

等作用。鉴于学术界鲜有就两岸农民合作组织对乡村治理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将对大陆与台

湾的乡村治理经验与模式进行分析，并聚焦“农民合作组织”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

二、台湾与大陆的乡村治理

( 一) 台湾乡村治理的历史与变革

根据台湾地区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5 年底，台湾户籍人数 2，349. 2 万，乡镇市区数 368 个; 农

户数 78. 4 万户，占总现住户数 9. 4%; 农户人口 301 万余人，占总人口数 12. 9%。［5］台湾的乡村治理，

不同时期冠以不同的称谓，如社区发展、社区营造、农村再生等。二战后，台湾与大陆有相同的发展经

验，也就是农业部门提供社会基本的粮食需求，其所创造的资本剩余皆为工业部门提供最佳的发展基

础，并带动其他产业部门发展。由于工业化与都市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外移，农村逐渐呈现老化

衰退，农业部门日益萎缩与农业结构转型压力巨大，农业的产业地位被侵蚀，而农业的式微又进一步

影响到农地的发展，优秀农田转变为城市发展用地、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凸显。整体而言，农村和

农民在文化、交通、医疗与娱乐的生活质量呈现严重不足的态势。［6］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台湾逐步调整农业发展政策，将早期的“以农补工”策略调整为“以工补农”
政策，并逐渐重视乡村建设。1968 年提出了“社区发展工作纲要”，1975 年颁布了“农业发展条例施行

细则”，1983 年制定了“社区发展工作纲领”，等等。然而，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当局独自解决问

题的力不从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乡村的治理难遂心愿。严格意义上来说，从 195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中期，在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工业化发展后，台湾当局才真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和寻求乡村

治理的多元主体合作，并相继展开了社区总体营造与农村再生计划等乡村治理工程，开启了台湾乡村

治理新的篇章。
一般认为，台湾的社区营造主要是社区自发的行动，［7］然而，社区营造的许多公共议题面临人才

短缺、资金匮乏等困境，亟需公共权力或公共部门的协力相助，一系列支持社区营造的部门政策因此

诞生。1994 年，台湾“文建会”正式提出“社区总体营造”的概念并推动了数项补助计划，其后如“环保

署”“经济部”等也相继提出一些补助、支持计划，推动了台湾社区营造的多元发展并衍生出许多明星

社区。2001 年，台湾“农委会”制定了“农业中程施政计划”，提出应持续加强农村软硬件建设，打造农

村社区生活圈，通过整体社区营造重塑农村清净祥和的自然环境、丰富厚重的人文气息以及舒适便利

的休闲生活方式，为之后推行的“农村再生”政策奠定了基础。到了 2008 年，台湾地区开始推行以“建

设富丽新农村”为目标的农村再生计划，并于 2010 年正式通过了“农村再生条例”，规定从 2011 年开

始，10 年内编列 1，500 亿新台币的经费作为“农村再生”基金，鼓励农村透过由下而上参与、计划导向

等策略的执行，推动农村活化再生，营造出富丽新农村，使台湾的农村发展步入法制化的轨迹。
当前的台湾，以“改进农业生产方式、维护农村生态环境、创造农村经济活力和提升农村生活品

质”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再生”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有学者指出，“农村再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

地进行实质有形空间的建构，而是借由居民意识的提出与共识凝聚建立而成，进而发展出合适的生活

架构。［8］作为乡村治理的新形式，台湾的“农村再生”计划虽然沿承了长期以来的农村建设政策，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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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的政策设计和推动策略上有了较大的创新和突破”。［9］首先，“农村再生计划”不同于以往的社

区营造，它强调的是“由下而上、计划导向、先软后硬”的农村治理精神和整体均衡发展模式。“农村再

生计划”主要透过自下而上的共同参与，激发在地农民改善乡村的意愿和行动，实现社区赋权和“社区

自治”，同时发挥政府的“计划导向”在在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的作用，推动农村“软件建设”和“硬

件建设”的协调发展，促进生产、生活、生态的均衡建设和形塑新的“生命共同关系”。［10］其次，在“农村

再生”的实现程序上，注重社会力量和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为申报获批“农村再生”计划，社区居民

必须先上培根训练课程，透过在地人力的培育来凝聚社区共识，再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从召开社区会

议盘点社区资源、发现社区问题、研拟解决方案、规划和撰写“农村再生”计划、转换社区行动到落实社

区自主管理公共议题，最后经在地政府和“农委会”审核通过后，始能获得农村再生补助经费并执行该

计划。［11］也就是说，“农村再生”计划以发现和开发社区资源为前提，以培养农村社区居民规划、经营、
领导等治理能力为依托，以地方政府“计划导向”为基础和支持条件，透过农村社区居民等多方力量的

参与、合作以达成实现“富丽农村”的愿景。
( 二) 大陆乡村治理发展阶段梳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的乡村治理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运作，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国家与乡村社

会力量的交替互动特征。这种乡村治理格局的变迁大致可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

改革开放前夕，主要体现为“政社一体化”的乡村治理结构，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 2004 年取消农

业税时期，可以概括为“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模式，第三阶段为农业税取消后至今的“后税费时代”，

乡村治理范式逐渐走向“多元化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建立了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基本特征的人民公社体制，并有效地将

以往趋近“分崩离析”的乡土社会高度整合到政权体系中来。［12］这个阶段的乡村治理有着较强的“政

权嵌入”特色，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政治的一体化，将中国乡村社会的广大民众纳入到无所不包的政

治体系之中，国家增强了对农民的动员和控制能力。［13］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政社一体化”的乡村治

理结构，让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到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在颠覆乡村旧秩序、重构乡村治理规则以及形

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同时，也持续摧毁着非正式权力的根基，并进一步消解了农村

广大民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让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可能性和能动性几乎消失殆尽。其结果是这一

时期乡村政经发展滞缓、治理问题频现，农民不满情绪日益弥漫，要求国家适度放权的呼声高涨，广大

农村的“治理危机”［14］开始显露。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在广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调整了以往的“政社一体化”乡村

治理结构，乡村治理步入“乡政村治”阶段。在徐勇看来，乡政村治强调农民的政治参与，以此建立村

民对国家的认同，达成村民自我管理与国家治理的统一。［15］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强调“乡镇政权+村民

自治”的乡政村治模式，意味着国家“全能主义”的退出和村民自主权的胜利，因为农村将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摆脱权力控制而通过“自治”的方式来促进自我发展和维护自我权益。然而，实践表明，“乡政

村治”的治理模式与预期的治理效果有所背道，“村治”与“乡政”逐渐走向“合流”，并导致村治几乎被

边缘化和形式化，乃至有学者认为，村民自治正在逐步丧失其原有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衰变为“乡

政”的统治。［16］可见，村民自治并未也并非要摆脱国家权力的介入，而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载体

重构，在这种“村治”与“乡政”合流的治理形态中，乡镇政权从乡村社会汲取税费等资源，“滋生了政

治上的强制和权力滥用”。［17］

随着大陆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全面免除农业税政策的推行，乡村治理进入了“后税费时代”。
自 2004 年以来，中共中央持续多年以“一号文件”的政策支持方式来改变过去低效的“乡政村治”，乡

村治理转向“多元化治理”范式。多元化治理要求重塑不同层级政府间关系和革新基层政府运作，也

强调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等主体之间的“多元协

同共治”之局面。［18］税费改革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农民经济负担、缓解干群紧张关系，表面上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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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社”之间利益架构的调整，但其实质是一种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变革的政治发展过程。然

而，这种改革依然无法祛除乡村债务、乡村公共物品供给等治理危机。2005 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同时加大了对农村公共项目建设的财政支持，期望通过放权、协作

与激活，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愿景中实现乡村的繁荣与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规划、制度设计与人才培育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保证，而农民合作组织可以连

接政策、制度与人才培育。而且，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也决定了治理必须突出农村、农民组织的重要

性和农村社会的成长与自主性发挥。美国乡村问题研究专家罗吉斯指出，当农业的性质由维持生计

转移到商品生产时，我们就要看到农民运动与农民组织的重要性。［19］为适应农村因改革开放导致农

业市场化的新常态趋势，唯有促使农民组织起来并提高组织化程度，也就是小农组织化后，才可能通

过对等谈判形成合理契约关系，才能保护小农经济、促进农业发展和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当然，除

了通过农民合作组织与相关配套制度来凝聚村民对乡村社区的自我认同与服务外，更需要通过训练

课程，即“培力”( empowerment) 政策，让留在乡村的年轻人成为新一代有能力的领导。所谓“培力”，

不仅仅是农业技术能力提升，而且涵括如何让农民更有经营、管理、讯息、风险管理的综合性能力，最

终要让整体农村更文明、更进步、更有向心力和乡村认同。总之，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政府放

下“权威”，放弃“包揽一切”，寻求与成长中的乡村社会多元协同共治，在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

互动下，乡村的善治才更有可能。

三、两岸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民合作组织源自“合作理论”，是“经济弱者”有效整合起来，运用“集体行动”来帮助自己的一

种组织形态。譬如合作社，乃是经济弱者依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的基础上，以共同经营的方法，谋求

社员经济利益与生活改善之公益性社团法人。合作社成立之宗旨，在透过合作组织的力量，服务社

员，为社员解决生产运销、生活消费等方面的诸多困难问题。所以“合作”事业，不仅可以协助弱势族

群改善其生活，减轻政府的社会福利预算负担，亦能“嵌入”乡村治理而形成稳定治理架构，系一种积

极性的社会福利事业。
( 一) 台湾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治理: 一种稳定治理架构的形成

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产业发展、农村现代化建设与农民经济所得提升等乡村治理意涵有着密切的

关系。台湾平均每户耕地面积只有 1. 1 公顷，经济规模效益不易发挥，需透过农民组织的力量，提高

产销效率。台湾农民合作组织，即“农会”，早在 1900 年便已成立，百年来，农会扮演着为小农服务的

重要角色，不但实际协助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更协助政府执行多项农业政策，在台湾农业现代化与农

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0 年代台湾农会与合作社合并，农会被商业组织控制和架空，致使小农权益受损。［20］1953 年，

台湾“农复会”邀请美国康乃尔大学乡村社会学教授安德生来台协助改革。安德生建议全盘改革，制

度设计表现出“农治”理想。安德生所提的农会组织改革方案中最重要的是农会应避免介入政治活动

以及避免农会被政治势力所控制。为预防于先，他将农会会员区分为正式会员与赞助会员，唯有正式

会员方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赞助会员原则上无选举与被选举权，唯一特例是赞助会员得担任监

事，但不得超过总数之 1 /3。此一设计目的是要让正式的农民会员能确实掌控农会组织运作。另一个

制度上的特征表现在农会组织设计上采用“权能区分”原则，使总干事与理事会相互制衡，理事会遴选

总干事，总干事对理事会负责。［21］改组后的农会组织试图达到会员选农会代表，农会代表选理事，理

事遴聘总干事并监督总干事，并使农会业务朝向多元功能的组织目标发展的目的。安德生的改革策

略有两个重点，一为导入“合作组织”意识，树立权责划分制度，二为净化会员资格，让农会真正成为小

农的农会，终使得农会的组织治理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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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农会组织( 相关数据详见表 1) 非常特殊，既不是政府行政机关，也非典型的非营利组织，亦

不像企业组织。台湾农会组织的独特性与多面向性，可谓是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人民团体、企业

组织之集大成者。从功能而言，毫无疑问，农会是一种综合性组织; 从政策研究而言，台湾农会是农村

发展的政策执行代理者，农会组织与政府形成一种独特的“公私伙伴关系”，农会甚至代行许多农业政

策; 就乡村治理而言，农会早已形成独特的“治理机制”，传送农村发展所需之“公共服务”。农会组织

与农民所形成的独特信任与根深蒂固的网络关系，有助于农业政策的执行，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政治稳

定的基石。台湾农会以“非政府组织”的角色，扮演政府“公共服务传送”的功能，农会与政府所形成

的“伙伴关系”恰好符合“治理理论”所强调的公私部门合作协力机制。［22］乡村治理的首要成功要件，在

于社会资本的建立，［23］农会与政府间独特的伙伴关系，增强了政府农村发展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能，农会

及其成员( 农民) 间的信任、认同、规范、参与网络等关系，组织蕴藏的丰富“社会资本”经由政府之政治领

导，通过政策转化，适当地转换为公共服务传送职能，并且实质地提升政府推动乡村治理的效能。
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显示，政府与农会所形成的“伙伴关系”，成为一个有

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最后成功地达成台湾农村现代化目标。“农会法”赋权农会为台湾小农为主的

农民提供农村现代化服务，为达其组织创设目标，使其同时推动“金融”“供销”“推广”“保险”业务，达

成政府农村现代化的施政需求。以笔者走访的台南柳营区农会为例，其设立了“信用事业部”“供销事

业部”“推广事业部”“保险事业部”等部门，为农民提供从“生活”到“生产”之公共物品，使其兼具经

济性、服务性、教育性、社会性、政治性之多重功能与属性。依据“农会法”第 40 条规定，农会须在总盈

余中，提拨农业推广、训练及文化、福利事业等经费，且不得少于总盈余之 62%，这些资源都用于农会

的农村教育投入( 包括农业生产技术教育、农村生活教育、农村社会服务、农事推广教育、四健推广教

育、家政推广教育等) 、农家生活改善、农村环境整治、农民福利救助、农村文化、资源保育等活动，这些

“综合性服务”功能都直接或间接地协助政府推动乡村建设与乡村发展。

表 1 台湾农会组织资料统计表

项目

年度

农会数

( 家)

农会会员数

( 人)

农会正会员数

( 人)

农会农事小组数

( 组)

2006 302 1，949，133 1，016，824 4，863

2007 302 1，961，644 1，038，569 4，821

2008 302 1，943，087 1，029，761 4，778

2009 302 1，952，287 1，039，549 4，764

2010 302 1，959，001 1，043，005 4，791

2011 302 972，350 972，350 4，797

2012 302 1，033，179 1，033，179 4，833

2013 302 1，046，654 1，046，654 4，817

2014 302 1，002，058 1，002，058 4，815

2015 302 977，242 977，242 4，936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数据来源于台湾农委会官网“农业统计年报”( 2015) 。

( 二) 大陆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治理: 内生性秩序的欠缺与创造

大陆 1978—1982 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户家庭承包经济，

农户拥有了对家庭内劳动力的完全支配权、对土地的完整经营权及对生产成果的完全支配权。此一

改革使得农村经济的生产主体转变为小农户，也就形成了小农体制。新兴的家庭承包的小农体制下，

农民对土地精耕细作，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然而，农户小规模分散化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日

益加剧，农户与市场脱轨的情况普遍存在，阻碍了农业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的道路，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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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一一浮现，并成为大陆乡村治理的核心。学术界提出解决“三农”困境的途径林林总总，本研

究认为发展农村合作组织是重要途径之一，也是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思维。它一方面可以维护农民

自身权益和化解他们面临的市场风险，另一方面也能提高生产效益。从这个方面来说，大陆推广农民

专业合作社是正确的选择，合作社将分散的小规模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农产品供应链，以应对现代市场

所要求的各种产品标准化，以利交易，并透过农民组织的集体与合作行为，形成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

机制并促进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乡村治理既包括乡镇行政机关对乡村社会的管理，也包括村民自治。现有的乡村治理组织主要

集中在行政和政治领域，强调由上到下、专家导向、政府主导推进的农业与乡村发展政策。此一国家

主导型乡村建设与发展，将面临全球化冲击下的新挑战，专家与行政机关所形成的治理机制也有盲点

或局限，新的乡村治理理念固然需要专家与政治领导一起来投入，而农民合作组织则可以补充行政机

关与专家的不足，可与政府构筑和维持伙伴关系，共同参与乡村治理工程。这种伙伴关系符合新公共

管理理论所强调的“治理”途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也证实了其可行性。大陆在取

消农业税之前，农村的公共物品是由乡镇和村共同提供的，取消农业税之后，“三提五统”没有了，原本

有限的乡镇财政和村财政减少，因而会减少对公共物品的提供，进而影响乡村建设与发展。事实证

明，社会组织可以发挥推进取消农业税后的乡村发展作用，也就是当基层政府的能力因取消农业税而

受到制约，政府便应引导社会组织来协助乡村建设。台湾的实践经验充分显示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

治理的价值。
大陆现行的乡村治理困境主要体现在乡村内生性秩序的缺乏，而内生性秩序的缺乏与乡村社会

资本的未被有效挖掘和使用有密切关系。由于乡村内的组织文化资源缺乏，导致政府权力一旦撤出

乡村，乡村的社会秩序就缺乏内在参与动力。农民合作组织恰好能扮演突破传统乡村治理的血缘和

地域限制、重塑乡村治理的信任关系和互利合作之角色，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一定会促

进农村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型。［24］再结合欧美国家、台湾地区乡村治理经验非常重视社

会参与的情形来看，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建设可以弥补政府介入之不足。因此，新的乡村治理策略要积

极支援乡村各类合法社会团体的组建，并积极引导乡村民众有序参与各种社会团体，形成良性的社会

参与协合力，乡村社会中有待挖掘与整合的充满多元化特征的组织资源和发达的社会资本将会有效

促进乡村“善治”。
综上，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后，地方基层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日愈

减少，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民组织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维持乡村社

会稳定，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有效途径。然而，由于长年来大陆政治体制强调政府主导型农业与农村

发展政策，乡村居民多习惯于倚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较少有自己也可以参与乡村治理的新思

维。为使乡村治理有效推行，政府与社会宜加强合作，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现行大陆乡

村治理所需要的是如何整合并建立地方合作的机制以及让整个合作机制发挥更大的效果，新型“农民

合作组织”对于补充村民自治组织管理和市场调节的不足是有其必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于 2007 年颁布后，合作社的发展迅速，截至 2015 年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逾百万个

( 详见图 1) 。虽然大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发展历史不长，但从理论与有限的实践经验来看，其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公共治理方面的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性、民
主性和参与性能够促进农村多元发展，并产生乡村治理的“综效”( synergy) 。适当与合理的农民合作

组织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实现，进而促进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达到农村稳定与发展的目标。然而，有

许多合作社根本无合作的功能，在国家对合作社的诸多优惠政策背景下，很多个人或企业有极大动力

成立假合作社来独享优惠政策和丰厚利益，［25］即有许多合作社就是利用当前宽松法律条件、图利政

策支持及相关补贴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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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施行十年来的实践经验显示，即使有了法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还是呈现出

异质性和不规范。根据笔者在江西、福建等省的农村调研发现，许多合作社“治理”很不健全，包含社

务不正常开会，合作社内部信息不甚透明，会员也没有真正的选举权与表决权，会员到合作社仅仅参

加某些课程以提升生产技术知识，同时，政府对合作社的各项优惠政策与项目补贴等，往往为少数大

户或者龙头企业获得，大多数的兼业农或是小农都毫无所获。这与 1950 年代台湾农会与合作社合并

时，农会被商业组织所掌控，［26］小农根本无法从合作社得到应有的权益与利益颇为相似。［27］而且，即

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和提高了农民的参与性、合作性，但在乡村教

育、农事推广、生活改善、环境整治、福利救助、农村文化等乡村治理的“综合性服务”方面的作用甚微

甚至缺位。由此可见，成立一个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并而行的具有“综合性服务”农民合作组织极有

必要，这个组织之形态以“综合性农协”为最好。
值得一提的是，农民组织化是维护农民权益的需要，也是乡村社会稳定和秩序维护的重要基石，

然而，一些基层的村支书和村委会干部却担心农民合作组织一旦壮大起来，会挑战基层党政的政治领

导，甚至“为社会动荡提供组织资源”。［28］从台湾地区、日本及韩国等地的经验来看，只要有完善的农

民合作组织之法律规范，并进一步立法规范农民合作组织不得涉及地方政治事务，服从党的政治领

导，农民自当本着自愿原则，在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政府可立法规定将组织营利归于组织集体，组织集

体再将营利用于所有农民会员。换言之，农民组织是为农民会员提供“公共品”，包含技术推广、农业

金融、运输销售、农产品保险、市场信息、风险管理、乡村教育、环境整治等服务，这也是台湾农会组织

分配组织营利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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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图 1 2008—2015 年大陆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图( 单位: 万户)

四、结 语

实践中，“全能政府”的诸多不足在逐渐暴露，为回应自上而下的执行失灵以及监管的高成本和政

治化，“治理典范”悄然兴起并有效地弥补了政府服务的缺陷。“治理”正是强调政府应结合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公共事务，通过协调、整合等方式促进不同利益主体在公共事务中的协同合作，尤其是要推

动社会组织在增进公共利益中的积极作用，建立起跨组织、跨部门、跨机构的治理结构，形成政府与非

政府组织结合的“公共服务社群”，从而提升、增补行政机关的服务效能，达成各方的共赢。
回溯大陆与台湾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乡村价值重建与农村再生的纪录史。新乡村主

义强调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发展，乡村治理需要以乡村富裕、秀美、稳定等公共利益为旨归，充

分发挥社会力量来合作、协力和再造乡村治理规则当是毋庸置疑的选择。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幅员、人
口与政治体制不同，表现在乡村治理经验上也有差异。大陆有着广大的乡村与人口，其治理工程更为

浩大与复杂，［29］唯有正确的治理制度设计与策略，方能彰显治理绩效。台湾乡村幅员人口较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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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单纯。台湾地区法律要求农会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

收益，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为宗旨。同时，政府虽不经营农会，但对农会也并非放任自流、不
闻不问，而是注重对农会的监督和引导。具体而言，它一方面保留了对农会违反法令、妨害公益或逾

越其宗旨、任务的决议或行为的监管、撤销甚至解散农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将一些优惠政策交给农会

去落实和执行，避免了政府直接执行政策的低效状况并通过农会与农民的良好纽带更好地发挥政策

效用。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显示，农会与政府所形成的“伙伴关系”，成为一种

有序的“乡村治理体制”，并有效参与政府农业发展、社会福利、农村教育等公共政策，最后成功地达成

农村现代化目标。
当前大陆的“三农”问题，其实就是乡村治理的核心，除了政府政策主导，更需要适当的农民合作

组织参与。目前大量兴起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其独特功能与任务，它可能不是经营效率最高的组织，

却可以发展成农民值得信赖的组织。在实践中，村民自治组织更多扮演维护社会稳定和传达政治精

神的政治角色，自治性仍相当不足，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有相似的困境，过多的聚焦于经济功能而忽视

了农村教育、社会福利等社会价值，而“综合性农协”的建立和发展则可以弥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

足。因此，两种组织两轨并行，互为补充，可以有效协助乡村治理。显然，我们应该意识到，无论是要

发展哪种“服务性”组织，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就是，当前农民仍然难以管理农民自己的组织，尤其组

织的民主管理能力相当不足。政府宜通过“培力”政策对农民做好组织民主管理的教育训练，即训练

农民如何管理好自己的组织。当农民合作组织治理健全，其协助政府推动乡村治理的效能才可能更

高。台湾农会组织历经百年的实践，迄 1970 年初方才有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终能参与台湾地区的

乡村治理，两岸经验可以相互学习，农村全面现代化当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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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Ｒural Governance: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Luo Wenjian，Liao Kunrong，Lv Hu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theory，the practice of rural
governance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political，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a form of integr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helping themselves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the farm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can not only help them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reduce the government's social welfare
budget burden，but also can“embed in”rural governance to form a stabl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Taiwan show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tnerships between farmers' association and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into an effective“rural governance system”and the farmers' associations have been involved in many public policies，
such 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ocial welfare and rural education，and thus achieved the goal of rural modernization．
Comparatively，the autonomy of the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 the mainland is found to be still quite inadequate
and the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is in the same dilemma． Therefore，we can learn from Taiwan's experience in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ing the “comprehensive farmers' association” to compensate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With the two kinds of organizations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we can effectively help rural governance．

Key Words: farm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rural governance，farmer association，farmers' cooperative，comprehensiv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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