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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力資源為各行各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

一，而生生不息的人力傳承是達成永續發展的

目標。農業是傳統民生產業，仰賴人力甚鉅，

人力資源是農業永續發展之基石。依據 104 年

農業統計要覽的農業就業人口趨勢，顯示我國

農村的務農人口平均年齡逐年老化，不利於農

業發展，勢必要調整人力結構；農業新知日新

月異，專業農民也要與時俱進，持續汲取新知，

方能走在時代尖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0 年委託各農業

試驗場所開辦農民學院，積極培育農業人才，

改善人力素質與斷層的問題。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依據轄區農業發展、農友需求及試驗成果推

廣等，規劃入門、初階、進階、高階系統性課

程，受訓人次逾上千位，這些實際務農的結訓

學員，將成為未來重要農業人力資源。花蓮、

宜蘭結訓學員為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輔導對象，

如何輔導轄區學員將是農業人力培訓的重點工

作之一。因此，透過營農現況、輔導需求調查，

擬定相關輔導策略，以提升農業人力資源及經

營效益，為農業注入新活力。

初階班從農學員特性及經營現況

一、年輕高素質的新進農民

以男性中壯年居多，教育程度為高中（職）

至大學多數並以非農業相關科系畢業居多；務

農年資以 5 年以下佔多數，並專職從事農業。

由此可知學員的務農平均年齡及教育程度比目

前台灣從農人力結構及素質佳，惟務農年資淺

及非本科系，為農業經驗及知識較欠缺的新進

農民。

二、小農為主的經營型態

以露天栽培蔬菜、果樹居多，並採多樣種

植，經營規模小，以自家工為主。農地則以自

有及承租居多。產品無取得安全認證標章佔多

數，大都採自售及網路銷售生鮮產品，年銷售

額在 30 萬元以下最多。未生產二級加工品佔

多數，並無建立品牌，農民組織方面則未參加

居多。由此可知以小農型態居多，為了增加收

益，降低成本，採取直銷通路、自家工、環境

友善農法、多樣化耕作等經營方式。

從農帶給學員生活及工作的滿意 

各項滿意度如圖 1、2、3，收入滿意度主

要集中在普通至不滿意間，普通佔 58％，雖

然顯示有過半數的學員對於農業收入是抱持著

普通的態度，但是提升至滿意仍有改善的空

間。至於 2 成多的學員對於農業收入不滿意，

與銷售不易、通路缺乏、價格不穩、收支難平

衡、利潤欠佳、環境風險等因素有關。

在工作滿意度方面，主要集中在滿意至普

通間，滿意以上佔多數，佔 50％，顯示有半

數的學員表示工作很滿意，可能原因是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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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員都是經營者，工作可依自己的體力分配

工作進度及經營規模，不受他人控制，因此工

作性質比較單純與自由，而且身體經常活動對

身體亦比較有益。少數表示不滿意者，可能是

從事農業工作難免日曬、風吹、雨淋、受寒，

工作環境不佳造成滿意度下降。

在生活滿意度方面，主要集中在滿意至普

通間，滿意以上佔多數，佔 56％，顯示有過

半數的學員表示生活很滿意，可能的原因是時

間有彈性，而且可以自由分配，與家人的相處

時間也較多，因此生活滿意度較高。

輔導需求首重技術、行銷及設施協助

課程需求如圖 4，顯示生產管理、行銷管

理、研發管理等為學員最迫切需要的前 3 名

課程。每個人學經歷不盡相同，對課堂知識理

解程度因人而異，回到農場後面對實際經營面

時，還是會遇到生產管理的問題。銷售良窳關

係到經營獲利，從調查資料顯示，農業年收入

以 30 萬以下居多，而且對收入滿意度不高，

因此希望得到行銷管理的知能，以獲得較高的

利潤。學員也意識到創新研發的重要性，包含

技術改進、產品加工、包裝設計等，從經營現

況調查顯示，無取得安全驗證、無二級加工品、

無品牌包裝設計居多，因此成為學員未來積極

汲取的經營知能。

輔導項目需求方面如圖5，顯示行銷通路、

生產技術、農機具補助、設施補助等為最迫切

輔導項目前 4 名，行銷通路、生產技術輔導

需求與訓練需求雷同，反映出它的重要性。銷

售與行銷為多數學員需要的輔導項目，因為農

業收入令學員感到不滿意。生產技術是基本的

農業技能，生產出優質的農產品才能利於產品

銷售，從調查資料顯示，與非本科系及經驗缺

乏有關，因此學員在農業經營上仍對生產技術

需求度相當高。農機具與設施可大幅提升經營

效率，而大型農機具或設施價格昂貴，對資金

不充裕的學員來說，需要補助部份經費才能購

置，從調查中可知學員大都未參與農業組織，

未來可以輔導參與相關農業組織，以利取得農

業政策資訊及補助經費。

組織參與、能力養成、銷售技巧為輔導

策略之關鍵要素

一、組織資源策略

除鼓勵持續參加農民學院課程，以拓展農

業人脈、增進生產技術、瞭解農業輔導政策外，

亦協助加入當地農業產銷班、青年農民等組

織，透過在地農民團體輔導及組織功能發揮，

尋求並爭取內、外部輔導資源，提升農業經營

效率。藉由組織的協力網絡、組織團隊及強化

回饋學習等效能，提升向外取得資源及商價能

力，以解決個人在資金、設備的缺乏問題。

二、知能資源策略

農民學院課程長則 20 天，短則 3 天，上

課天數及田間實習有限，學習到的知識無法涵

蓋實際工作遭遇的所有問題，結訓後面臨無專

業人士經常陪伴指導，而且農民學院提供的知

識須實際應用方能達到效果，反之可能會遺

忘，因此仍然會遇到生產技術層面的問題。除

了持續參加相關進階課程外，初階結訓後建議

參加農委會輔導的見習農場實習，彌補實習時

數短缺，藉由增加實習的機會，瞭解農場營運、

1 �收入滿意度� 2 �工作滿意度� 3 �生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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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非常不滿意
2%�1 人

非常不滿意
2%�1 人

非常不滿意
2%�1 人不滿意

5%�3 人
不滿意
3%�2 人

非常滿意
5%�3 人

非常滿意
13%�9 人

非常滿意
10%�7 人

滿意
14%�8 人

滿意
37%�25 人 滿意

46%�31 人

不滿意
21%�12 人

普通
58%�34 人

普通
43%�29 人

普通
39%�25 人



農田技術操作等，持續與專業農民學習。創新

研發方面，建議輔導取得技術轉移，導入新技

術及創新經營，或研發加工產品，開發農場自

有的特色產品。

三、行銷資源策略

質、量穩定是優質產品基本要件，未來應

該再加強突顯產品的特色，建議由試驗改良場

協助申請有機驗證、產銷履歷等，提升產品競

爭力，未來利以拓展通路，如農夫市集、學校

營養午餐、農民團體等。直銷通路是打出個人

品牌最佳的行銷方式，少數學員已成功運用網

路銷售農產品，建議學員多參與數位資訊課

程，運用網路科技及品牌建立與包裝設計技

巧，有效擴展通路及增加利潤。另外，加強對

市場資訊的掌握，依據市場脈動調整作物品項

及經營面積，避免產品市場過量而滯銷。

結　語

農民學院有機農業初階班是培育新進農民

投入有機農業重要的搖籃，結訓後將成為未來

農業人力資源。學員在訓練期間學習到的知識

及技能，回到農場工作崗位後，將面對許多實

際經營問題，如生產、加工、行銷、驗證、人

力、資金、土地等問題，結訓後除了鼓勵學員

主動詢找資源外，輔導單位亦應不定時之追蹤

及關心從農學員，及時給予協助或轉介適合的

輔導單位，解決農業經營上的困窘，讓學員得

到完善又全面性的服務。

4 �訓練課程需求（複選題）

5 �輔導項目需求（複選題）

6 �學員與講師相互交流

7 �學員製作完有機筍豆後品嚐產品口感

8 �學員學習有機蔬菜穴盤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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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
2%�3 人次政策法規

4%�5 人次風險應變管理
6%�7 人次

電腦資訊管理
6%�7 人次

研發管理
21%�26 人次

生產管理
30%�38 人次

其他項目
0%�1 人次

申請安全
認證

3%�5 人次
加入產銷組織
4%�7 人次

經營管理
5%�9 人次農地買賣及承租

6%�11 人次

經營資金
8%�14 人次

農業人力
10%�18 人次

設施補助
14%�25 人次

農機具補助
15%�28 人次

生產技術
15%�28 人次

行銷通路
20%�36 人次

行銷管理
23%�29 人次

財務管理
8%�10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