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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多山島嶼，可供城市都市計畫區(簡稱：都計區)使用的土地有限，在經濟成長
目標主導下，城市發展決策多優先開發農村(非都計區)地區的農地。相較於早期全農耕
時代，自 2002-2015 年期間，許多城市部份的耕作農地兼具休閒、或者全面轉做為休閒
農地。固然，多元土地使用是現代城鄉發展的重要趨勢；然而農村以生產糧食為主的耕
作農地，部份轉型為休閒農地，這是否是受到城市強烈的發展趨勢影響，促使農村的農
業地景變遷？有關耕作農地轉變為休閒農地，及對於城鄉未來發展的可能影響，是本文
探究的重心。
從生態系統組成消長觀點，城鄉發展土地使用變遷是一種土地容受力的轉變關係。
本文以生態系統容受力的學理為基礎，藉由系統動態學方法論(System Dynamics)的系統
思考(system thinking)，及積量(level)、率量(rate)觀念之輔助，對於我國 22 個縣市的耕作
與休閒農地，相較於早期全農耕時代的農地狀況和農業人口，進行 2002-2015 年長期間
變遷狀態分析。同時，分析 22 個縣市都市計畫區土地、都市人口(現況和計畫量)等潛在
影響變數，依據該變數的長期變遷狀態和每年的變動量，綜合分析農業與休閒地景變遷
的潛在影響因素及演進趨勢。
研究結果顯示：從積量和率量觀點引導觀察城鄉發展變遷狀態，從 2002-2015 年城
鄉地區人口、都計區土地、農地等變動量，以及長期累積呈現在農業與休閒地景變遷之
演進趨勢。可以得知農村地區部分的耕作農地轉變為休閒農地，其潛在重要因素是城市
發展的吸引力，造成大量的農村人力移轉到城市。顯然地，農村為了吸引農業新生代人
力回歸農村，農地逐漸朝向多元化發展，部份耕作農地因此轉做為休閒農地，形成今日
台灣部份的農業地景變遷現象。
關鍵字：農業地景、變遷、演進、積量、率量

Abstract
Taiwan is a mountainous island and the lands are limited to fit for city development.
Aiming to economic growth, developing the farmland of the rural area is the priority strategy
of city development. Compa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hole cultivation years, from 2002 to
2015, parts of cultivated farmlands in many cities turn into the half-leisure or the whole leisure
used farmlands. No doubt the diverse uses of the farmland are important trends to the present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rural area. However, when parts of farmlands primarily used to
cultivate the provisions that turn to be leisure farmlands, which mean the agriculture landscape
changes are influenced by the strong trends of city development? Delving the evolution
tendency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s toward the leisure landscape, the process of changes,
and the future influences by the changes, those are the core of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a view of the growth and decline to elements of the ecosystem, 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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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rural area, changes of the land use that mean the relations of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land are transforming. Base on theories of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ecosystem, views of system thinking, level, and rate of the approach of System Dynamics.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level and rate of changing data about the cultivated and leisure farmlands
and popul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hole cultivation years with the present
data of 22 cities in Taiwan from 2002 to 2015, which a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long-term conditions and the annual changing value of the farmland, city planning area and
population (planning and present) to find the potential causes and realize the evolution tendency
of agri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s toward the leisure landscap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when use the view of level and rate to observe the
changing data of elements and the evolution tendency mentioned in last paragraph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ity and rural area from 2002 to 2015, it is easy to know that city development
is the key potential cause for reasoning changes of agriculture landscape about the cultivated
and leisure farmlands and attracting people and labors’ migration from rural area to the city.
Obviously, parts of cultivated farmlands turn to be leisure farmlands to have more diverse uses
of the farmland for attracting the labors of new generation’s moving back to rural area, which
forms the changes of agriculture landscape of cultivated farmland toward the leisure.
Keywords：Agricultural landscape, changes, evolution, leve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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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是多山島嶼環境，在有限可供發展的土地，城鄉發展需要兼顧經濟、社會、生
態環境等多元需求，保全城鄉功能健全互利，共同邁向永續發展。觀察我國農村地區農
地在 2002-2015 年期間的變化，並相較於早期全農耕時代的農地使用狀況，發現農業生
產與休閒使用的農地，在這幾十年間的演進，出現較有規模的農村地景變遷(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2016)。許多城市的非都市計畫地區(簡稱：非都計區，本文稱為：農村地區)農
地的發展，不再專屬於生產糧食、農作物的耕作農地，部份農地兼具休閒(短期休閒)或
專屬休閒(長期休閒)使用(內政部統計處，2016；行政院主計處，2016)。固然，多元土地
使用是城鄉發展的重要趨勢；但在有限的可供發展土地，農村地區農業與休閒地景發展
型態的變遷，其潛在因素若無限制地不斷帶動這樣的演進趨勢，將會對於城鄉區域未來
發展造成不均衡的重要影響。因此，如何的原因和演進趨勢，讓農村原屬糧食生產之農
地使用型態，產生規模變遷？這是本文深究的重心。
維繫自然生態系統健全功能的環境與土地容受力，強烈受到城市發展聚焦在都計
區經濟成長之挑戰(Capra, 1994)。從生態系統組成消長觀點，城鄉發展的土地使用變遷
是一個土地容受力轉變關係。城鄉發展需要均衡，城市的都計區與農村地區彼此的功能
互利共生，二者在需求和供給之間的平衡與競合關係必須均衡，才能形成一個完整、健
全和穩定的城市生態系統(高一中譯，2007；郭瓊瑩，葉佳宗，2011; Meadows, et al., 1972,
1992)，這源自於生態系統容受力觀念，是本文的學理基礎。
藉由系統動態學方法論(System Dynamics, SD)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及積量
(level)變數的(容受力)狀態、率量(rate)變數的資源流動等，輔助說明狀態變化與流動演
進的動態關係(謝長宏，1987; Coyle, 1996; Sterman, 2000)，引導理解我國 22 個縣市的耕
作與休閒農地，自 2002-2015 年長期間農業發展變遷之演進狀態。同時，分析 22 個縣市
都市計畫區土地、都市人口(現況和計畫量)等潛在影響變數，依據該變數的長期變遷狀
態和每年的變動量，綜合分析農業與休閒地景變遷的演進趨勢及潛在的影響因素。

貳、生態系統容受力的學理基礎
從國際學界提出自然生態系統如何能穩定運作的理念，可清楚理解生態系統容受
力具有成長極限與動態特質。本節以容受力定義和容受力具動態特質二小節，說明欲城
鄉環境欲永續發展，政府高階管理決策群需要具備生態系統容受力理念。並且，從城鄉
發展無限成長的迷思一小節，說明生態系統的資源供給有限，城鄉發展需要從容受力觀
點進行系統思考，其重要的學理基礎源自於平衡、穩定自然界生態系統。以下說明。

一、容受力定義
容受力(carrying capacity)觀念的重要性，可從國際生態學者們對於容受力的基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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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獲知，Kessler (1994)從整體生態系統穩定運作的運作觀點，提出容受力觀念：在永續
發展的基礎下，一個棲地或生態系統決定著可支持最大的生物生命存量、或野生生物生
命的族群量。Kessler(1994)和 Monte-Luna 等多位學者(2004)對於容受力的共同定義：一
個區域在特定的時空條件，其整個區域的環境發展過程，能夠以有限資源來支持該區域
全體物種之多階層生物最大族群的規模。
人類是地球生態系統的組成，生態棲地容受力理念，非常適用在人類城鄉環境系統
(或稱：人造環境系統)，包括：城鄉地區土地開發、建設與自然資源使用等規劃、設計
與管理策略。因此，人造環境系統的容受力在特定的時空條件，由一個地區在永續使用
及不會引發土地與所有物種生態棲地環境等不可回復的情況下，對於資源最大可開發獲
取量(或稱：變動量)(Kessler, 1994; Odum, 1996; Haraldsson and Ólafsdóttir, 2006)。

二、容受力具動態特質
經過長年觀察氣候變遷的研究結果，Monte-Luna 和多位學者共同證實：在人造環
境子系統與自然環境大生態系統之間，系統變數(或稱：組成)之間的交互作用(或稱：運
作)，極度受到系統變數組成結構、變數組成及氣候變化的影響；其中，氣候變化會讓生
態系統產生新的動態發展，其變數組成將會為了順應這個發展而改變(Monte-Luna, et al.,
2004; Woodward, 1992)。因此，Monte-Luna 等多位學者(2004)共同指出容受力的重要特
質：容受力是一種動態，在不同層級的生物界生態系統和人造環境系統裡，各種資源和
訊息等多個變數交互作用的回饋過程，會讓容受力呈現出多樣化、變動的特質。

三、城鄉發展無限成長的迷思
全球專注在經濟永續成長和富裕便捷的生活模式，城鄉發展模式長期忽略從整體
觀思考環境容受力的資源有限，進展演變：城市蔓延、人口聚集、土地過度開發、農地
消逝和變遷、可利用資源短缺、氣候變遷等生態系統功能不健全複雜問題，嚴重威脅到
人類生存的城鄉環境容受力(高一中譯，2007；齊柏林，2013; Meadows, et al., 1972, 1992;
Grimm, et al., 2000; Cadenasso, et al., 2006; Pickett, et al., 2008)。二十世紀以前，全球人口
數量與土地開發規模尚未急遽增加，未產生立即對生態系統與棲地環境有重大衝擊，多
數人無法從容受力整體觀看待全球城鄉發展議題，不能理解土地無限開發模式，會對於
城鄉環境與生態系統產生不平衡、不穩定的成長極限衝擊，及自然綠地與農地對於城鄉
整體生態系統與環境容受力健全、穩定的貢獻(Collins, et al., 2000; Chen, et al., 2006)。

參、SD 方法論的積量和率量分析工具
「系統動態學方法論(SD)」能夠從非線性變動觀點引導長期觀察、分析和理解：城
鄉發展土地使用變化，是一個非線性、動態的土地容受力轉變關係。SD 系統思考及積
量、率量模式，可以引導理解城鄉土地系統動態發展變化的量化關係(詳表 1、圖 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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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和圖 1，如裝在四方型盒子的變數，如：「Urban Residents」和「都市已開發土地面
積」變數，屬於「積量(level)，或稱為：存量(stocks)」變數；而箭頭指向或離開積量變
數的是「率量」(rate) (或稱為：流量(flow))，如：
「Residents Increased Rate」
、
「土地開發
增加率」和「土地開發減少率」等變數；而「輔助變數」是如圖 1：
「新建地面積」變數
及「建物平均使用年限」變數(謝長宏，1987; Forrester, 1980)。前揭二種圖像模式，可輔
助理解城鄉發展大系統，期內相關子系統積量變數(如：土地容許量)的累積狀態，及單
位時間內率量變數(如：土地增加或土地減少)等微量動態變化的量化變動關係。
表 1：SD 模式積量與率量觀念說明
項

目

積量

模式符號

說

明

● 積量(level or stock)是一種累積量(accumulation)；將系統所有行動

Urban
Residents

迅速停止，會呈現出行動停止前的明確狀態。

● 率量(rate or flow)是一個流量，決策，行動或行為，受到影響的行

率量

動均會產生作用，是系統動態模式的關鍵控制變數；將系統所有
的行動均迅速停止，所有率量將不存在。

Residents
Increas ed Rat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謝長宏(1987)及 Sterman(2000)。
新建地面積

建物平均使用年限

+
都市已開發土地面積
土地開發增加率

土地開發減少率

更新已開發土地
+
+
圖 1 、容受力狀態之積量模式基本結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SD 在量化模式結構中的「積量」模式，它可以呈現出環境系統主要資源組成變數
的容受力狀態，呈現變數過去長期的累積量(accumulation)(Roberts, et al., 1978; Forrester,
1980)、及累積狀態的視覺圖像模式。並且利用瞬間流入與流出之率量(rate)變數的流量
(flows)和原始基本量的總合，將環境系統重要的資源狀態，以資源流入和流出之變動關
係，結構組成一個容受力狀態之積量模式(謝長宏，1987; Coyle, 1996; Sterman, 2000)，詳
上圖 1 ，可以做為城鄉環境容受力變遷與演進的圖像系統思考分析工具。

肆、城鄉農業與休閒地景變遷之演進趨勢
城鄉環境無論是農村地區或是都計區，每年城市發展計畫都會修改，期望滿足新時
代多樣的不同需求。這些每年的變動，少數量大、多數量小、甚至微量，但從十幾年到
幾十年期間長期觀察，這些經年變化的累積結果，會如同本研究觀察到都計區和農村地
區農業土地使用型態，產生農村地景的規模變遷狀態。從生態系統組成消長觀點，城鄉
發展多元的土地使用變化之間具有土地容受力變遷關係。以下以積量和率量說明。

一、陳述城鄉發展土地容受力變遷之 SD 模式
SD 積量模式運用管理領域管理決策系統的「動態控制概念」，可以協助理解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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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土地系統的容受力變遷狀態，及不同的土地使用類型其資源流動的變化關係。以圖
2 說明，在城鄉發展過程，都市已開發土地(都計區)和綠地(包括農地)之間，可供開發土
地容受力是動態變化：都市產業界對於人力資源和土地有強大需求，一旦可供使用的已
開發土地供應不足，產業界會強迫政府將都市的農地和低度、或未開發綠地變更，成為
都市可供開發土地。當都市提供給產業界發展的土地面積增加，產業需要更多的勞動力，
都市增加更多工作機會，造成農村地區勞動力受到都市經濟發展吸引力而遷移到都市工
作，都市人口因此增加。
這種都市綠地(包括農地)和已開發土地之間土地容受力的動態關係，主要由都市可
供開發土地和都市綠地的積量模式的外顯狀況(apparent condition)控制，一旦已開發土地
的積量狀態，受到該項土地使用的需求目標增加之訊息，隨即產生平衡差距(discrepancy)，
於是傳遞出都市發展「偏離目標狀態」訊息。都市發展部門一旦接收到這項訊息，即開
始執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行動，目的在調整都市發展系統的已開發土地積量所產生
偏離目標的差距；都市發展部門決策行動的結果，會讓都市發展系統產生新的「決策行
動」表現(謝長宏，1987; Forrester, 1980; Coyle, 1996; Sterman, 2000)，例如：變更都市農
地和綠地為可供開發土地、提高低度已開發土地的使用強度，或擴大都市計畫區的範圍
等做法。圖 2 就是一個利用 SD 積量模式，陳述從整體觀看待城鄉發展都計區已開發土
地和非都計區農地(綠地)之間土地容受力變遷的例子。
都市已開發土地影響
居主者增加率表函數

每年增加公園
綠地面積數量

綠地增
加率

綠地面積
+

綠化都市已開發土地

<
<
面積>

+

綠地減
少率

都市計畫
面積

都市計畫
綠地比率
+

綠化率

都市居住者

居住者減少率

居著者增加率

+

新建地增加
係數

企業雇用人數>

+

+

都市居住者
勞動力比率

勞動力
間接影響

+

都市已開發土地影響
企業雇用人數表函數

-

新建地面積
企業雇用人數

企業需求可供
都市已開發土地發展土地
+

+

都市外來勞動力

+
建物平均使用年限

+

都市已開發土地面積

土地開發
增加率

+

土地開發
減少率

更新已開發土地

+

圖 2 、城鄉發展都市已開發土地和農地(綠地)之間土地容受力變遷之 SD 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農村地區耕作與休閒農地容受力變遷之積量與率量
SD 的積量，可以表現農村地區耕作與休閒農地等在時間停滯狀態，可觀察到長時
期的累積狀態。而率量，可以表現耕作與休閒農地在單位時間內的變化量(Roberts, et al.,
1978)。本研究利用 SD 的積量和率量，對於我國 22 個縣市農村地區農業與休閒使用型
態之農地，相較於更早期以農耕為主年代的農地狀況和農業人口數，進行 2002-2015 年
長期間面積的變遷狀態和變化量分析。同時，對於潛在可能影響因素，包括 22 個縣市
都市計畫區土地、都市人口(現況和計畫量)等積量變數變遷狀態和變遷量，以及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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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率量，綜合分析農業與休閒地景變遷之演進趨勢，及潛在影響變數。

(一)台灣城鄉都計區和非都計區人口計畫人口和現況人口變遷
表 2 顯示了台灣、台北和新北都計區和非都計區人口 1998-2015 年變遷概況。其中
非都市計畫區(農村)人口數下降 7%，約 35 萬多人；而城市都計區現況人口數增加 11%，
尤其以緊鄰台北市的新北市表現最強烈，這清楚印證了圖 2 城鄉發展都市已開發土地和
農地(綠地)之間土地容受力變遷之 SD 模式：當都市增加更多工作機會，造成農村地區
勞動力受到都市經濟發展吸引力而遷移到都市工作，都市人口因此增加；而農村地區的
人口，相對因此減少。另外，從表 3-表 5 台灣 22 城市總人口、都計區人口及非都計區
(包括：農村地區)人口，在 1998-2015 年期間的變遷，更清楚呼應城鄉發展偏重在城市
地區，尤其是六都都計區人口增加和非都人口降低，以及以農業發展為主的城市，人口
變遷趨勢更明顯。
表 2、台灣、台北和新北都計區和非都計區人口 1998-2015 年變遷概況

項

目

都市計畫區人口數
都市計畫區現況人口數
都市計畫人口多於現況人口數
都市計畫人口多於現況人口比率
全部人口
都市地區人口比率
都市地區人口密度
都市計畫區土地
非都市計畫區人口數
非都市計畫區人口比率
非都市計畫區人口密度
非都計區發展土地 *
台灣全區土地
新北市都市計畫土地
台北市都市計畫土地
新北市現況人口
台北市現況人口
新北市現況人口密度
台北市現況人口密度

1998年

2015年

24,201,640
16,840,326
7,361,314
43.7
21,928,591
76.8
606
4586
5,088,265
23.2
362
14,040
36,188
1181.4
271.8
3,193,431
2,639,939
2,703
9,713

25,246,177
18,757,293
6,488,884
34.6
23,492,074
79.8
649
4825
4,734,781
20.2
233
20,357
36,197
1,247.1
271.8
3,726,039
2,704,810
2,988
9,951

(單位: 人口, %)

1998-2015
增加

1,044,537
1,916,967
1,563,483
43
239
-353,484
6,317
532,608
64,871
285
238

增加率

43.2
11.4
7.1
7.1
5.2
-7
45
16.7
2.5
10.5
2.5

資料來源：1.本研究彙整，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2016。2.「*」非都計區發展之土地資料年期：200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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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台灣 22 城市城鄉人口 1998-2015 年變遷

(單位: 人口, %)

資料來源：1.本研究彙整，內政部統計處，2016；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2016。
表 4、台灣 22 城市都計區人口 1998-2015 年變遷

(單位: 人口,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內政部統計處，2016；，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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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台灣 22 城市非都計區人口 1998-2015 年變遷

(單位: 人口, %)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內政部統計處，2016；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處，2016。

(二)台灣非都計區農業與休閒農業土地使用 2002-2015 年變遷
台灣 2002-2015 年整體在非都計區的農業土地使用狀況，從表 6 到表 7 顯示出雖
然非都計區土地面積增加，但既有的特定農業區和一般農業區土地明顯減少，約有一萬
三千多公頃原屬農業發展土地變更為其他用途。即使，經由其他分區土地增加約六千公
頃農地，但同時也增加許多工業區土地，約有七千七百公頃。從多數工業區都緊鄰農地
的情況，更顯示出我國農地和農業健康發展的隱憂。
而台灣自 2005 年開始，農地使用變遷有朝休閒農業發展。其中，進行短期休閒的
農地面積，從 2005 年 480,417 公頃，到 2015 年增加為 236,587.22 公頃，總共增加約五
萬公頃；長期休閒的農地面積，從 2005 年 43,585 公頃，到 2015 年增加為 50,042.15 公
頃，總共增加約六千五百公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6)。在 22 個縣市當中，六都本身
或者鄰近六都的城市，自 2005 年到 2015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的綜合統計資料顯示，這
些城市都積極發展短期休閒農地和長期休閒農地；非六都的城市，除了花東、南投、屏
東等城市屬於觀光旅遊勝地外，原屬於農業城市者，耕地發展為休閒農地者，相對少於
六都及其周邊的城市(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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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台灣非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編訂 2002-2015 年變遷
項目 (2015 年)

非都市計畫
地區總計

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

(單位: 公頃, %)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面積

2,999,266.97

329,505.33

240,063.78

25,748.10

26,825.48

1,308,930.14

比率

100

11.0

8.0

0.9

0.9

44.0

比率

1.00

0.1099

0.0800

0.0086

0.0089

0.4364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內政部統計處，2016。
續表 6、台灣非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編訂 2002-2015 年變遷
項目 (2015 年)

山坡地保育
區

風景區

國家公園區

(單位: 公頃, %)
河川區

特定專用區

面積

664,553.62

49,189.26

281,671.57

17,301.64

55,478.06

比率

22.0

1.6

9.0

0.6

2.0

比率

0.2216

0.0164

0.0939

0.0058

0.0185

非都計發展
(農業)土地
20,357.4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內政部統計處，2016。
表 7、台灣非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編訂 2002-2015 年變遷
項目 (2002 年)

非都市計畫地
區總計

特定農業區

(單位: 公頃, %)

一般農業區

鄉村區

工業區

森林區

面積

2,261,866.02

334,434.33

248,060.15

25,044.08

19,106.74

676,229.83

比率

100

14.8

11.0

1.1

0.8

30.0

比率

1.00

0.1479

0.1097

0.0111

0.0084

0.299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內政部統計處，2016。
續表 7、台灣非都市計畫區土地使用編訂 2002-2015 年變遷
項目 (2002 年) 山坡地保育區

風景區

(單位: 公頃, %)

國家公園區

河川區

(2000 年)

(2000 年)

特定專用區

面積

662,607.65

46,187.68

193,217.75

2,029.59

54,948.22

比率

30.0

2.0

8.5

0.1

2.4

比率

0.2929

0.0204

0.0854

0.0009

0.0243

非都計發展
(農業)土地
14,040.1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內政部統計處，2016。

伍、討論與建議
綜合討論前揭經由積量和率量觀點，分析台灣農業與休閒農業土地 2002-2015 年變
遷趨勢，本研究發現影響我國農業與休閒地景變遷之潛在因素，最強烈的是都會型城市
不斷發展，尤其是六都在長時期的都市經濟強烈發展運作帶動下，都市土地在都計區面
積不斷地增加、農地相對大量減少(內政部營建署，2011；內政部統計處，2016；行政院
主計處，2016)。在農地相對減少下，部分耕地因應時代都市人的休閒活動多樣化與戶外
活動空間需求，近十多年逐漸發展為休閒農業。另外，城鄉地區在人口成長的表現，也
是強烈呈現出同樣的發展狀態(內政部統計處，2016；行政院主計處，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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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長期對於農地等低度發展土地不斷開發，大規模提升都市經濟活動的吸引力，
影響周邊緊鄰農村地區農業生產人力(農業人口)遷移轉向城市，促使城市人口(城市經濟
活定人口)增加。然而，農村為求轉型多元化發展以吸引農業新生代生產人力回歸農村，
部份耕作農地在十多年前逐漸轉型朝向休閒農業發展，經年累積形成今日農村出現休閒
農業地景，這些城鄉發展多元重要因素之間動態的消長關係，如同下列圖 3 城鄉發展人
口和土地消長影響之 CLD 模式。

農地

+
人口密度

+

-

+
城市可供
開發土地

-

+
+

+
城市經濟
活動

城市人口

+

+ +
+

+

城市經濟
活動人口

+

耕作農地

+

休閒農地

-

+

-

農業人口

圖 3、城鄉發展人口和土地消長影響之 CLD 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休閒農業確實提供台灣農業多元發展的新方向，但政府高階管理決策者倘若不能
從城鄉發展系統觀點，整體觀察到今日城市土地開發和農村農業發展，彼此是一種消長
的演變關係；僅注重不斷擴張城市的都市計畫區、促進城市快速發展，長期忽略農村基
礎農業發展的重要性。這種偏執的城鄉發展決策，在未來或是部分的城鄉地區已經形成：
農業生產人力和農地生產糧食供給嚴重不足，農村農地大量縮減等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
同時，大規模農村獨特的景觀風貌已經逐漸消逝。這些將會回饋影響到城鄉發展系統整
體的健全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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