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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拿大農業發展現況
加拿大是世界上主要出口國，其出口值佔其GDP比例的36%，而其中出口國家尤以美國為
最大宗，佔了75%。包括航太、汽車、農產品、化學製品、促成科技（enabling
technology）、資訊通訊技術、生命科學、模型、塑膠加工機器、新聞用紙、紙漿等，皆
名列世界出口貨物前幾大強（Isaacs, 2009）。而加拿大的農產品出口量在2007年是全
世界第四大出口國，僅次於巴西、美國和歐盟，其農產品生產者每年可為該國帶來1,300
億元加幣的產值，大約有近210萬加國人民從事農務工作，約佔其總人口的6%。
加國之農業事務在中央聯邦政府由「農業暨農食品部」（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AAFC）所主導，加國境內共有19個農業研究中心，663位科學研究專才，以及
大約2,300名員工。在其努力下，農業暨農食品部之研究部門希冀執行世界級的研發計
畫，透過研究與創新來為加國帶向更美好的未來、促進經濟的繁榮，並能提升國家整體競
爭力。該國農產品在動物培育方面，主要有家禽、肉品、雞蛋、乳製品；在作物栽植方
面，主要有蔬菜、水果、蜂蜜、楓糖、溫室作物、園藝植物、豆類植物、特產、穀物及油
籽；而其他方面的有機產品則佔了其中的280億元加幣產值（AAFC, 2009a）。加拿大的
新鮮蔬果不僅暢銷北美，也以冷凍或加工出口供世界各地的食品業者製成健康美味的佐
料、果醬、蜜餞、派或是調味品原料。而競爭激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市場更培育出應變力強且富彈性的加拿大
食品加工業者，隨時滿足消費者需求，適應多變的出口市場（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2009）。加拿大的農產優勢建立於創新的研發，其擁有最先進的科技，並致力於提供優質
的食品與服務，本文將以文獻探討的方式，瞭解加國政府致力於農業創新與科技政策，以
供國內產、官、學、研界之研究參考。
二、 加拿大重要農業創新與科技政策
2.1 「加拿大農業暨農食品部科學與創新策略」（AAFC Science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加拿大農業暨農食品部在2006年五月提出了「加拿大農業暨農食品部科學與創新策略」，
設定了七項策略目標，包括：重視科學與創新的資源投資；持有卓越水準的科學管理；建
立具有影響性之合夥關係；整合國家科學與創新能量，以延伸至以生物產業為基礎的經
濟；加速對科學知識的採用及商品化；強化管理及領導；透過科學知識與建議，改善決策
過程。其目標總體概念如圖1所示（AAF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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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加拿大農業暨農食品部科學與創新策略」概述
資料來源：AAFC, 2006。
上圖中1~7項策略目標予以說明如下：
重視科學與創新的資源投資
透過最終產品商品化、採用新工具或措施，從舊有與新市場及產品、政府投入與民間投入
彼此之間的創新鏈，找出平衡點。
持有卓越水準的科學管理
藉此以提高我國在科學研究方面的聲譽。
建立具有影響性之合夥關係
擁有一個健康、繁榮的農業和農業經濟；提供科學知識來幫助社會，並為政府與產業研發
與農業相關的解決方案，以達到保健、環境、能源、生物安全、食品安全與品質、農村社
區的發展和國際貿易等方面政策目標。
整合國家科學與創新能量，以延伸至以生物產業為基礎的經濟
與科學家合作，以確保加拿大的農業與農食品業提供21世紀永續獲利與成長所需的科學能
量。
加速對科學知識的採用及商品化
身為產業創新結果的催化劑，必須對加拿大產業造成商業影響、做好準備為我們的科學與
創新結果獲益。
強化管理及領導
滿足對持續協商和策略性建議的需求。
透過科學知識與建議，改善決策過程
確保政府、產業和公共決策，透過科學與研究成果而被告知，並發展有效率的科學溝通。

圖2 加拿大農業暨農食品部策略規劃過程
資料來源：AAFC, 2006。
圖2所示則為整個策略規劃過程，首先由農業暨農食品部授權並設定長期遠景，在投入過程
中，必須透過許多諮詢管道瞭解利害關係人需求，並發展和「健全與健康」、「食品之品
質與安全」、「食品系統安全性」、「所有人民的經濟利益」、「環境與永續實踐」、
「理解並保護生物資源」及「生物產品與生物製程」等七項優先領域相符之研究主題，此
外，還要加強農業暨農食品部之核心知識優勢。理解如何將知識應用於加國農業所面臨之
挑戰，以將該策略付諸實行（AAFC, 2006）。
2.2 「農業生物產品創新計畫」（Agriculture Bioproducts Innovation Program,
ABIP）
農業暨農食品部在2007年推動了一個為期多年、耗資1.45億元加幣的產、官、學合作計
畫，以動員其在農業生物產品與生物製程，建立更多的研究能量。透過網絡與群聚的形
成，推動在諸如生物燃料、生物能源、工業化學、生物材料及健康產品等領域進行研發、
技術移轉及商品化活動。目前共有62家產業及36個學術機構參與其中，該計畫期望資助
10?25個網絡，而每個網絡負責一項生物經濟領域，在執行計畫期間個別的申請案最高可
獲得1,500萬元加幣，而一些交互相關領域的申請案最高則可爭取到2,500萬元加幣的補助
（AAFC, 2009b；AAFC, 2009c；Government of Canada, 2007）。該計畫著重於：
開發作物平台與系統，以俾原料轉換為農業生物產品。
開發有效率且有效能的技術，以利於農業生物質量的轉換。
透過農業與工業化學、生物材料與健康產品等技術，生產多樣性產品。
該計畫除了再度強調「加拿大農業暨農食品部科學與創新策略」中所提出的七大目標，並
規劃在2008?2011年期間於九項次領域網絡挹注資金，這些次領域涵蓋：纖維生質燃料
（cellulosic biofuel）、生物柴油原料、生物提煉技術（包括能源、燃料及化學製品）、
小黑麥、動物飼料、油籽、天然纖維（包括亞麻纖維、大麻纖維）、豆類及洋芋等。
2.3 「向前成長：邁向新的農業政策架構」（Growing Forward : Toward a New
Agriculture Policy Framework）
為建立可獲利、創新、具競爭力且市場取向之農業、農食品與農產品產業之遠景，加國政
府於去年發布此政策架構，規劃在五年內挹注13億元加幣，聯邦政府與省及自治區政府以
60：40的比例分配預算。該項政策將以研發計畫的方式，執行長程的科學策略與行動計
畫，並擬定下列三項目標：建立具有競爭力且創新的農業－從概念至發明，提供消費者既
創新且具競爭力的新機會；積極管理風險－「經營風險管理」（business risk
management, BRM）系列措施是「向前成長：邁向新的農業政策架構」中最早被提出之
方案，提供農民更負責、可預測、可供擔保的計畫，包括：農業投資計畫
（AgriInvest）、農業穩定計畫、農業復甦計畫（AgriRecovery）、農業保險計畫
（AgriInsurance）和預付款計畫（Advance Payments Program, APP）等；確保農業
能為社會有所貢獻─促進加國人民對於農業為社會所帶來之逐漸增加之健康與環境意識
（AAFC, 2009d）。
此外，此政策架構由五項元素所構成，包含：食品安全與品質、環境、科學與創新、更
新、經營風險管理等，其規劃之達成目標與執行原則除了「經營風險管理」如上所述之
外，茲分述如下（AAFC, 2009e）：
2.3.1 食品安全與品質

採用受認可之食品安全與品質系統；
採用廣泛的食品追蹤系統，以增進對潛在疾病或感染爆發有特定及有效率的應變，並符合
消費者之喜好與市場之需求；
政府部門間應彼此分享重要的食品安全與檢查資訊。
2.3.2 環境
減少來自於營養物、病原體及殺蟲劑的水污染；
減少農業風險對土壤健康所造成的威脅，並減少土壤侵蝕；
減少懸浮微粒的排放、臭氣及溫室氣體；
確保生物多樣與農業之間的相容。
2.3.3 科學與創新
增加環境研發、食品安全與品質、重建及風險管理；
多採用源自創新農業產品所產生之新的經濟機會；
增進研究機構間及整個農食品製造與製程鏈的跨市場、跨政策、跨科學領域之合作與協
調。
2.3.4 更新
使甫參與農務初始階段者獲得技能與專門知識，以管理其企業，並適應多變的消費者喜好
與新的科學進展；
為因應農業的多變，應鼓勵農人投入農場所需之持續升級技術；
提供農民所需之策略性管理技術，期使其農場盡可能的獲利；
提供農民改善未來生活品質之選擇途徑。
2.4 「農業創新計畫」（AgriInnovations Program）
為加速鑑別、評估、開發及採用創新性產品，以為農食品產業提供新市場取向及商品化的
機會，加國政府提出了「農業創新計畫」。該計畫是「向前成長」準則下的計畫之一，總
共耗資1.58億元加幣，希望透過鼓勵產業領袖與促進農業科學與創新的投資，能打造一個
創新且具競爭力的農業。此計畫包含四個項目（AAFC, 2009g；Government of
Canada, 2008）：
2.4.1 農業科學群聚
協助產業上的重要農業組織共同吸引國家科技資源，以建立可獲利及具有競爭力之創新群
聚。推動加國境內農業科學群聚之產業領導能力的培養及資源的投入，如此將能減少新產
品開發、產品商品化過程所耗費的時間。
2.4.2 培育創新農產品
支持產業領導性專案，以搭起概念、發明、產品上市至市場之間的橋樑。這些投資將有助
於農民、農企業及社群建立新的創新市場契機。專案包含二方面，一是創新策略發展，另
一則是執行應用科技發展與實驗方案。
2.4.3 農業前瞻
協助農業部門預期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與契機，而合夥人及利害關係人將參與其中。參與
者將確認農業產業所將面臨的優勢、劣勢及鴻溝，以回應這些議題，並為農民負責規劃及
領導開發創新策略，以建立新的契機。
2.4.4 提升農業為主的投資機會
透過連結潛在投資者與農企業之間的合作網絡，鼓勵民間企業去開發創新之農產品、業務
與加工過程。
2.5 加拿大經濟行動計畫（Canada’s Economic Action Plan）
今年一月底提出的「加拿大經濟行動計畫」乃是加國2009年的年度預算。在該份文件中對
過去及規劃未來幾年所執行之政策與預算進行了比較：
2.5.1 農業彈性基金?計畫（Agricultural Flexibility Fund/Program, AgriFlexibility）
「農業彈性計畫」是個為期五年（2009?2014年）的基金型計畫，總共編列五億元加幣的
預算，而2009?2011年即配置了1.9億元加幣。該計畫之目的在於向中央聯邦、省、自治
區及產業推行新的非產業風險管理方案，以期改善該國農業競爭力，並能適應產業壓力，
如此將能減少生產成本、促進環境永續發展、推動創新，以及回應市場的挑戰。該計畫之
基金由聯邦政府提撥，省、自治區及產業形成夥伴關係，共同執行（AAFC, 2009f；
Finance Canada, 2009）。
2.5.2 農業穩定計畫（AgriStability Program）
由聯邦政府與相關的省分所共同推動的「農業穩定計畫」，透過各省分所提出而由產業所
執行的風險管理計畫，整合力量以改善顧客的服務，如此所推出的一整套計畫將能滿足生
產者的需求（Finance Canada, 2009）。
2.5.3 提高屠宰場生產力（slaughterhouse capacity）
加國政府將在三年內投入5,000萬元加幣於加強各地區的屠宰場生產力，以扶持家畜產
業。這項措施將使加國民間產業投入健全的營運計畫，以減少成本、增加收入及改善肉品
屠宰與製程的運作，如此便能確保家畜生產業者擁有永續且可行之選擇方式，來改善加拿
大屠宰設備的效率和競爭力，希望能幫助業者更快速地將產品送到市面上販賣。
（Finance Canada, 2009）。
2.5.4 修正「農場改進與營銷合作社貸款法」（Farm Improvement and Marketing
Cooperatives Loans Act）
該法令之修正有助於甫從事農業者辦理信用貸款，支援世代之間農業技術的移轉，以及修
正農業合作的評選標準。依據現行此法規定，原本即從事農務者辦理信用貸款有所限制，
而農產品銷售合作社完全為務農者所擁有。一旦此法修正成功，將有助於農業勞動力的汰
舊換新，並能掌握較佳的市場合作機會（Finance Canada, 2009）。而在未來五年內也
將保證提供預估為10億元加幣的貸款，以幫助加國農家和合作社在日益緊縮的全球信貸市
場中，仍能獲得他們需要的信用貸款。當加國農民欲投資新設備、購買農產品的關稅配額

及擴大農地時，這筆可負擔的信用貸款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眾議院已通過「農場改進與營銷合作社貸款法」的修正，並更名為「加拿大農業貸款
法」（Canadian Agricultural Loans Act, CALA），該修正法案尚於參議院等待結果。
（AAFC, 2009g）。
2.5.5 聯邦實驗室現代化計畫（Modernizing Federal Laboratories program）
「加拿大經濟行動計畫」亦規劃在二年內，藉著投資2,590萬元加幣來更新全國八大實驗
室，也希望能提供農民良好的途徑接觸尖端科技與研究設備。這些投資將支持農業研究
（包括植物繁殖、殺蟲劑管理、食品安全及新產品開發）、強化加拿大食品安全制度，以
及創造加國270個就業機會（AAFC, 2009g；AAFC, 2009h）。
2.6 「農業暨農食品部科學：2009年建立創新優勢」報告（Agriculture and AgriFood
Canada Science: Cultivating an Innovative Advantage 2009）
今年出版的「農業暨農食品部科學：2009年建立創新優勢」報告，主要在強調農業暨農食
品部自2007年以來其內部科學家所進行的主要活動，從新生物經濟增加加國市場利基，到
開發更健康的食品及投入新的合作方案。此份報告中，提出了七項優先發展的科學與創新
農業：食品與健康；食品的安全與品質；食品來源的安全；為農業帶來效益；環境與農
業；保護生活資源及基因多樣性；22世紀的農業：生物資源（研究由再生能源，諸如農作
物、有機剩餘物等所製造之生物產品，以及包括諸如生物燃料、生物纖維及生物藥品等產
品）。
此外，在此份報告中亦指出幾項農業政策推動的重點，包括：
致力於科學卓越
農業暨農食品部將聘請外部專家對研究申請案進行評估，再依領域優先性酌予提供經費，
農業暨農食品部是聯邦政府中率先採行計畫案檢視方法的中央單位，足見其在農業與農食
品科學研究重視的決心。
透過合作建立創新系統
農業暨農食品部將與許多海內外之產、官、學、研界之組織合作，以提升知識能量，並能
確保加國維持競爭優勢。
透過技術移轉，強化加國農產品商品化利基
農業暨農食品部透過智慧財產機制，以加速政府部門對農業研究與創新的開發與採用，以
增進加國農食品與生物產品之價值（AAFC, 2009i）。
三、 加拿大農業未來面臨之挑戰
加拿大雖以創新之研發、先進之技術，致力於提供優質的食品與服務供應海內外市場，然
其目前尚有須因應之挑戰。今年四月加拿大高等教育委員會（Council of Canadian
Academies, 2009）發表了「創新與產業策略：加國為何失敗？」（Innovation and
Business Strategy: Why Canada Falls Short），雖然這是一份針對整個加拿大之企
業生產力與創新性疲弱所做出的報告，然而亦可作為農企業參考與因應之準則。報告當中
指出一個一體適用的觀點：加拿大是北美許多產業的「上游」，這定位與加拿大經濟的傳
統資源依賴性及外交控制的程度有關。上游的定位，限制了與可提供強大動力來源及創新
方向的終端消費者之間的連繫。另一方面，加拿大的國內市場相當地小，且分散於各個區
域，在進行創新的風險時，小市場提供較小的潛在報酬，並傾向於吸引較少的競爭對手，
因此提供企業較少得以存活的創新誘因。反觀創新成功的國家如芬蘭和瑞典，其是經由強
而有力的創新密集出口來抵銷國內狹小市場的缺點。
另一個挑戰則是食品安全問題，在加拿大每年有超過1,100萬個食物感染 （foodborne）
的案例，這些疾病的罪魁禍首，如沙門氏菌 （salmonella），直到25年前才被承認是食
物中毒 （foodborne illness） 的原因（駐加拿大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科技組，
2009）。雖然加國政府已提撥1,580萬元加幣進行「食品安全計畫」及「追蹤基礎設
施」，提供資源幫助建立與實施食品安全系統、農場生物安全性措施，以及在農場與出場
後的追蹤系統。希望幫助食品生產商與加工業者針對日益重要的食品安全作業，主動積極
地回應消費者與產業的需求。並透過「追蹤基礎設施」將提供資源來支持以產業為領導的
系統，以收集並核對資料來源與流向，來增加農業的食品追蹤與追查能力（AAFC,
2009j）。這雖有助於加速回應食品相關的健康議題，並增加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
但如何防止頑強細菌交叉污染，實為未來一大隱憂。
四、 結論
加拿大農業與農食品在該國經濟活動中，扮演極為重要之角色，特別是其整個供應鏈的發
展。在2006年，加國之農業與農食品系統即為該國投入879億元加幣，佔該國GDP比例的
8%，亦創造了210萬人次的就業市場（AAFC, 2008）。農業暨農食品部為建立該國競爭
力優勢，努力推動創新農業政策，創造就業率，例如「加拿大經濟行動計畫」中的「聯邦
實驗室現代化計畫」規劃在二年內創造270萬個工作機會。在1990年，加國在牛肉、中間
消費性農產品及消費性農產品的出口產值約100餘億元加幣，2007年即已迅速攀升至320
億元加幣（AAFC, 2008），其中消費性農產品幾佔50%，足以顯見加國政府在推動國內
外農業經濟之不遺餘力。
此外，加國政府亦重視農企業的經營，不僅資助強化農企業技能，並促成產、官、學、研
所形成的群聚網絡。例如：2007年推動的「農業生物產品創新計畫」即結合產、官、學
界，動員其在農業生物產品與生物製程的力量，建立更多的研究能量，透過網絡與群聚的
形成，推動研發、技術移轉及商品化活動，目前已有62家產業及36個學術機構參與其中，
該計畫期望資助10?25個網絡；在「農業創新計畫」中，透過協助產業上的重要農業組織
共同吸引國家科技資源，以建立可獲利及具有競爭力之創新群聚；而在「農業暨農食品部
科學：2009年建立創新優勢」報告中，該部亦將與許多海內外之產、官、學、研界之組織
合作，以提升知識能量，並能確保加國維持競爭優勢。
加國在農業政策上特別重視食品安全與品質，從「加拿大農業暨農食品部科學與創新策

略」中即可一窺之，七項優先發展領域中即有三項與食品安全與品質相關，而上述其他創
新農業政策幾乎亦將之列為施政重點，近期更是將之列為重要施政項目。在今年七月推動
的「食品安全系列」（Food Safety Suite）政策，提供許多計畫與資源，以幫助食品生
產商與加工業者，來建立並實施食品安全和在農場與出場後的追蹤紀錄，以主動積極進行
風險控管。這些計畫也鼓勵發展在農場的生物安全性措施，以預防疾病之引進或可控制疾
病擴散範圍。追蹤系統有助於核對食品來源，並追蹤食品流向，也有助於加速與食品相關
之健康議題的回應，以及可增加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AAFC, 2009k）。
我國近日來層出不窮的食品安全問題，例如：三聚氰胺毒奶粉、砷炸油、發酵乳品含菌量
不足且含致癌成分、混雜動物成分的黑心素食……等，可以顯見我國政府在食品安全政策擬
定及管理上尚有不足，加國政府在食品安全的創新管理方式或許可為我國擬定相關政策之
參考。此外，「加拿大農業暨農食品部科學與創新策略」中明確指出七項優先發展領域，
而整個策略規劃過程亦具系統性，確實值得作為我國推動農業前瞻活動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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