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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郁淳、李苡禎。2020。臺南區農民學院未從農學員篩選機制與訓練成效分析。臺南區

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76：93-110。
本研究綜整農民學院臺南區農業訓練中心 108 年度 109 位錄訓入門及初階未從農之學

員，進行風險評估研究之結果，積極型學員在大部分層面可承擔風險程度較高，其次為安穩

型，保守型學員可承擔風險的程度相對較低，而且安穩型在從農目的以享受鄉居生活及為了

自身及家人健康為主，而積極型學員從農主要目的以成為專業農民為主，因此篩選從農風險

屬性為積極型的學員，將為農民學院主要標的訓練對象，進一步分析積極型的學員特質，發

現男性、農二代、農業科系畢業生、是家中主要經濟主要來源等計 4 項因子，可以做為列入

農民學院報名系統之篩選機制之參考因子。在訓練成效部分，學員經農業專業訓練後，對其

生產、行銷、人力、研發、財務、資訊、風險、組織、法規等九大能力方面，皆有所提升。

期透過篩選機制之調整，錄訓從農風險屬性為積極型的學員，將能提高學員之專業能力及從

農率，並避免訓練資源的浪費，以利於後續農業人才培育課程規劃與相關政策推動。

現有技術： 以農民學院報名者之報名資料做為學員錄訓之篩選機制，缺乏學員從農風

險評估數據，易造成訓練資源之浪費。

創新內容： 給予農民學院入門班及初階班錄訓之未從農學員，施以從農風險評估問卷，

並進行訓練成效分析，做為未來學員篩選機制之依據之一，期能提高未從

農學員訓練成效及從農率。

對產業影響： 避免農業教育訓練資源的浪費，以利於後續農業人才培育課程規劃與相

關政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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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農民學院提供入門、初階、進階至高階的課程，讓學員選擇所需要的課程參加，開辦目

的在培育專業農民。以農糧領域類課程而言，提供專業栽培知識與實務技術、農場規劃與經

營管理策略、行銷通路與模式等。然而，入門班學員往往對於投入農業有著過度的期待、不

了解自己是否適合從農？初階班學員對於從農將面臨的風險與因應措施，以及自身從事農業

可承受的風險程度為何？往往在理解及評估能力上付之闕如。以往訓練成效相關的文獻著重

於學員訓練後的成效追蹤研究，調查學員結訓後將所學應用於農業之生產管理、行銷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研發管理與財務管理等面向能力之提升情形，以及對產品行銷的利潤及價格

提升的效益等。有關農民或學員投入農業或從事農業的風險屬性相關的研究闕如。以現行金

融服務業的風險評估而言，通常會依據客戶需求進行財務規劃或資產負債配置，作為投資各

項金融商品或服務之參考依據。然而，對存在風險相對較也高之農業，卻少有從農者對自我

能力或農業投資進行風險評估，本研究引用風險相關文獻與風險承受度，嘗試作為未從農學

員投入農業之風險程度評估準則，作為後續訓練規劃或投資作物標的類型之參考。

前人研究

近年來亞洲小農國家正面臨農業人力急速老化的問題，尤其是開發程度較高的國家，其

農業就業人口高齡化的發展困境，更形嚴峻；相對的，農村青年從農的替補速度，不僅緩不

濟急，更有持續流失的現象。農業人力世代交替的危機，正嚴重侵蝕著農業部門的競爭力，

特別是日本、韓國與臺灣的農業人力均呈現人口結構老化及世代交替之危機 ( 郭坤峯、王俊

豪，2015 )。
臺灣具有多樣化的作物及生產模式、精良的農業栽培技術，但隨著臺灣農村長期面臨青

年人力外流、人口老化、學用落差，致農業經營出現斷層，對農業整體生產力造成影響，影

響農業的永續發展。近年來，政府為鼓勵青年人投入農業經營積極推動各項措施，以鼓勵其

轉入農業工作，首要目標即是由農政單位推動農業專業訓練，以提升農業人力素質，為建構

系統性農業創新的知識學習基地、建立完善的訓練制度，因此成立農民學院以培育新農民及

專業農民的農業專業能力，同時在所屬之各試驗 / 改良場設立農業訓練中心，執行階層性的

農業訓練課程，包括入門、初階、進階及高階等不同等級之訓練課程及農場見習制度等。

為了解訓練課程是否達成培訓之目標，農民學院各訓練中心也進行各類的訓練成效追

蹤評估，其中，陳蓓真於 102 年調查追蹤農民學院臺中區訓練中心葡萄班訓練成效，研究

結果顯示學員有 5 成左右表示在產品銷售額及農業經營利潤約可提升 11 ～ 20% ( 陳蓓真， 
2013 )。於 103 年又進行農民學院臺中區訓練中心蔬菜初階班訓練成效追蹤，調查對象參訓

者中 18 ～ 46 歲青年農民占 76.3%，46 歲以上非青年農民占 23.8%，參訓後實際從農青年農

民占 67.5%，46 歲以上實際從農占 20.0%，受訓後實際種植設施蔬菜對其在農產品銷售額

及增加經營利潤，有實質的助益 ( 陳蓓真，2014 )；至於賴信忠、鍾國雄於 103 年也曾調查

北部地區有機蔬菜青年在農民學院之課程訓練成效，參訓學員有年輕化、高學歷等特質，

18 ～ 46 歲青農占 65.6%，大學學歷占 80.7% ( 賴信忠、鍾國雄，2014 )。由以上研究可發現

農民學院訓練課程是培訓農業新進人才的重要管道，確實培育青年投入農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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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資金、土地、行銷、加工技術等為青年投入農業主要面臨的問題，爰希冀透過從

農風險問卷評估，讓未從農的參訓學員對從農風險有所認知，了解經營農場的風險主要為生

產風險、市場風險、財務風險、機構風險、人為風險五大類，各構面的風險具有關聯性 ( 詹
欽翔，2020 )，因此藉協助未從農學員在訓練過程中，進行從農風險評估，將每一類風險列

為評估之指標，在投入前，了解自己可承受從農風險的程度，將能避免投入的損失，而辦訓

單位亦可藉由風險評估研究之結果，分析可承擔風險程度較高的學員特質，做為列入農民學

院報名系統之篩選機制之參考因子，錄訓從農風險承受度高之標的學員，投入訓練資源，授

予正確之農業知識及技術等農業專業訓練，以降低其從農之失敗率，提高其從農成功率，進

而達到提高留農率之目標 ( 李郁淳、李苡禎，2019 )。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風險評估問卷之擬定

(一) 問卷設計

由國立臺北大學方珍玲教授之研究團隊帶領全臺 11 個試驗改良場所進行共同

研究，共同研擬公版「從農自我評估量表」問卷。本版問卷參考 David Kahan (2013)
將從農風險分成 (1) 生產風險：源於不確定性影響農場生產數量和質量的因素 ( 如
天氣，疾病，害蟲 )；(2) 銷售風險：源於農民在決定生產農產品時，所面對產品價

格的變異性和未來市場價格的不確定性；(3) 財務風險：指因農場業務的運作而借

錢融資或投資，因為不確定性因素和未來利率變化所產生的風險；(4) 機構組織風 
險：指對方所提供的服務是不可預測的，如信貸和投入物資等；此外，還包含政府

單位的農業政策風險；(5) 人為風險：農場業務所造成的風險，如由疾病或是農場

主家庭的個人狀況所產生；此外也包含僱工問題的部分等。問卷中之各題項經由共

同研究工作坊多次討論，建立問卷之相關題項如下表 1 所示。

(二) 問卷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主要為分析問卷經受試者填答後，透過高分組及低分組的平均數之差

異性，用以判別問卷題項的各題項是否具有鑑別度。由下表 2 所呈現受訪者從事農

業風險屬性之項目分析，顯示題項 4「農作物的偏好」、題項 5「耕種方式」，及

題項 11「農業經營投資超過預設停損時的處置」等此三題項皆未具顯著差異，故不

具有鑑別度，其餘各題項均具有鑑別度。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一) 研究地區與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108 年度農民學院臺南區訓練中心錄訓學員，計有都市農

業入門班 2 班及有機農業初階班 1 班，共計 3 個班別，調查時間為 108 年 4 月～ 5 
月，於訓練期間發放並逐條講解題目後施測，共計發放 121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

全等無效問卷，回收 109 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90%。

(二) 資料分析法

回收資料登錄以後利用 SPSS 21.0 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研究對象之基本

特質，再依受訪者從農風險屬性變數進行項目分析，瞭解各題項是否具有鑑別度。

最後進行受訪者風險屬性分群，使用方法為 K 平均數集群 (K-means)，依風險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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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將研究對象分為數個群集，使群集內的各筆資料間相似度最高，而位於不同群

集間的資料相似度最低。最後以集群分析之判別分析與變異數分析檢定分群，瞭解

各分群特性。

表 1. 從農者風險題項及測量屬性

Table 1. The risk attribute items for farmer

構面及題項 備註

生產風險

1. 若有天災或意外發生無法工作時，積蓄可以支撐幾個月的家庭開支（萬元） 等距尺度

1. 耕種方式選擇

2. 農作物方面偏好

3. 預計種植品項

順序尺度

銷售風險

1. 一般情況下，所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動程度 (%)

財務風險

1. 自籌資金 NT300 萬元之可投入農業資金所能承擔最大的農業投資損失 (%)
2. 農業經營上獲利多少會再考慮增加投資 (%)

等距尺度

1. 持有之整體農業資產損失超過 30%，對生活影響程度

2. 對農業經營的投資超過預設停損時，採取之處置方式

3. 期望報酬為何

等距尺度

機構組織風險

1. 家中成員是否有加入農民組織

2. 您加入農民組織的原因

3. 和其他從農者分享哪些資訊

順序尺度

人為風險

1. 從農的經驗（實際務農經驗－時間）（年） 等距尺度

1. 從事農業最主要的目的

2. 農業相關經驗
順序尺度

表 2. 從農者風險屬性之項目分析 ( 順序尺度 )
Table 2. The analysis and T-value of farmer s’ risk attribute item

風險屬性題項 T-value P-value

1. 實際務農的經驗為幾年 -4.216 p < 0 .001***

2. 曾經有過那些農業相關經驗 -3.966 p < 0 .001***

3. 從事農業最主要的目的 -3.505 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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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從農者風險屬性之項目分析 ( 順序尺度 ) ( 續 )
Table 2. The analysis and T-value of farmer s’ risk attribute item (continued)

風險屬性題項 T-value P-value

4. 農作物的偏好 0.035 P = 0.972

5. 耕種方式 -0.824 p = 0.413

6. 經營方式 -3.910 p < 0 .001***

7. 天災或意外發生時，積蓄可撐家庭開支幾個月 -2.303 p < 0 .05*

8. 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動 -2.940 p < 0 .01**

9. 投資 300 萬可承擔最大的農業投資損失 -2.897 p < 0 .01**

10. 整體農業資產損失 30% 對生活影響程度 -2.502 p < 0 .05*

11. 農業經營投資超過預設停損時的處置 -1.946 p = 0.056

12. 農業經營獲利多少會再考慮增加投資 -2.204 p < 0 .05*

13. 期望報酬為何 -2.391 p < 0 .05*

14. 本身或家中的成員共加入幾個農民組織 -4.996 p < 0 .001***

15. 加入農民組織的原因 -5.261 p < 0 .001***

16. 與從農者分享過哪些資訊 -7.714 p < 0 .0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分析

受訪者以男性較多占 64.2%，非農二代占 57.8%，年齡以 35 歲～未滿 55 歲者最 
多，高達 54.1%，教育程度以大學及以上居多占 75.2%。可投入農業的資金，以投入

100 萬元以下者最多占 46.8%，其次為投入 100 萬 ~ 未滿 200 萬者占 22%，而可投入

500 萬以上者僅 17.4%。在土地部分，13.8% 受訪者表示沒有土地；而擁有土地者的受

訪者，以 1 公頃～未滿 5 公頃者最多占 33%，其次為未滿 0.5 公頃者，佔 23% ( 表 3 )。
二、從農者風險類型分析

(一) 從農者類型之命名

刪除鑑別力不足的題項 4「農作物的偏好」、題項 5「耕種方式」，以及題項

11「農業經營投資超過預設停損時的處置」，再以其他 13 個風險屬性題項做集群

分析，利用 K-means 分析，將受訪者分成 3 群 ( 表 4 )，並經判別分析的分類結果，

98.2% 個原始組別觀察值已正確分類，找出最後集群中心點較高之分數以色塊標註

起來，並依其風險屬性題項之內容，以各分群之風險屬性平均值表現，分別命名為

「積極型」、「保守型」與「安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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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

Table 3.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respondents

參與農民學院訓練之受訪者

項目 次數 百分比 (%)

教育程度

高中 ( 職 ) 及以下 27 24.8

大學 ( 專 ) 及以上 82 75.2

性別

男 70 64.2

女 39 35.8

是否為農二代

否 63 57.8

是 46 42.2

是否為農業相關科系

否 101 92.7

是 8 7.3

年齡 ( 歲 )

18 歲～未滿 25 歲 4 3.7

25 歲～未滿 35 歲 22 20.2

35 歲～未滿 55 歲 59 54.1

55 歲～未滿 65 歲 19 17.4

65 歲以上 5 4.6

可投入農業經營的資金 ( 萬 )

100 萬以上 51 46.8

100 萬～未滿 200 萬 24 22

200 萬～未滿 500 萬 15 13.8

500 萬以上 19 17.4

個人擁有土地 ( 公頃 )

沒有土地 24 22

有土地未滿 0.5 公頃 25 23

0.5 公頃～未滿 1 公頃 14 12.8

1 公頃～未滿 5 公頃 36 33

5 公頃以上 10 9.2



臺南區農民學院未從農學員篩選機制與訓練成效之研究

99

表 4. 學員從農風險集群分析與命名表

Table 4. The analysis of students’ risk attribute cluster and grouping

風險屬性題項 最後集群中心點

實際務農的經驗為幾年 2.681 2.077 2.194

曾經有過哪些農業相關經驗 2.213 1.731 1.750

從事農業最主要的目的 4.170 3.923 2.361

經營方式 3.489 2.923 3.444

意外發生時，積蓄可撐家庭開支幾個月 4.596 4.115 4.722

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動 4.021 2.038 4.417

投資 300 萬可承擔最大的農業投資損失 3.532 1.385 3.500

整體農業資產損失 30% 對生活影響程度 3.277 2.654 3.583

農業經營獲利多少會再考慮增加投資 3.234 3.500 3.167

期望報酬為何 3.319 3.346 3.361

本身或家中的成員共加入幾個農民組織 1.957 1.423 1.500

加入農民組織的原因 3.404 2.154 1.722

與從農者分享過哪些資訊 4.191 2.154 1.583

觀察值個數 47 26 36

集群分組命名 積極型 保守型 安穩型

(二) 從農者類型之風險屬性分析

除了以集群分析完成集群之命名，再利用變異數分析檢定各集群間之差異，以

了解在不同的屬性上，哪些特徵在集群上的表現較好或較差，故以雪費法 (Scheffe 
test) 進行事後比較，由結果得知在曾經有過的從農經驗、從事農業最主要的目的、

天災或意外發生時積蓄可撐家庭開支幾個月等題項、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動、投

資 300 萬可承擔最大的農業投資損失、整體農業資產損失 30% 對生活影響程度、

本身或家中的成員共加入幾個農民組織、加入農民組織的原因、與從農者分享過哪

些資訊，均具有顯著差異。整體而言，積極型受訪者在大部分層面可承擔風險程度

較高，其次為安穩型，而保守型受訪者可承擔風險的程度相對較低 ( 如表 5 所示 )。
將學員風險屬性分群情形繪製折線圖，以各風險屬性題項為 X 軸，各分群 ( 保

守型、積極型、穩健型 ) 平均值為 Y 軸，結果發現，積極型在各風險屬性平均值較

保守型及安穩型為高。然而，由圖 1 的平均值分佈來看，安穩型在題項 3「從事農

業最主要的目的」平均值顯著低於積極型及保守型，顯示安穩型在從農目的以享受

鄉居生活及為了自身及家人健康為主要目的，而積極型及保守型從農主要目的以成

為專業農民為主，因此積極及保守型為農民學院主要標的訓練對象 ( 圖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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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組別從農風險屬性 ANOVA 檢定分析

Table 5. Respondents from different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groups were analyzed by ANOVA

題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value P-value

1. 實際務農的經驗為幾年

積極型 47 2.68 1.321

2.179 p = 0.118保守型 26 2.08 1.230

安穩型 36 2.19 1.451

2. 曾經有過哪些農業相關
經驗

積極型 a 47 2.21 0.702

6.586 p < 0 .01**保守型 26 1.73 0.667

安穩型 36 1.75 0.604

3. 從事農業最主要的目的

積極型 a 47 4.17 1.070

27.270 p < 0 .001***保守型 a 26 3.92 1.197

安穩型 36 2.36 1.222

4. 經營方式

積極型 47 3.49 1.061

1.921 p = 0.152保守型 26 2.92 1.468

安穩型 36 3.44 1.297

5. 天災或意外發生時，積
蓄可撐家庭開支幾個月

積極型 47 4.60 0.648

4.465 p < 0.05*保守型 26 4.12 1.243

安穩型 a 36 4.72 0.615

6. 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
動

積極型 a 47 4.02 1.032

53.213 p < 0.001***保守型 26 2.04 1.113

安穩型 a 36 4.42 0.649

7. 投資 300 萬可承擔最大
的農業投資損失

積極型 a 47 3.53 0.975

53.763 p < 0.001***保守型 26 1.38 0.697

安穩型 a 36 3.50 0.971

8. 整體農業資產損失 30%
對生活影響程度

積極型 a 47 3.28 0.800

7.455 p < 0.001***保守型 26 2.65 1.093

安穩型 a 36 3.58 0.996

9. 農業經營獲利多少會再
考慮增加投資

積極型 47 3.23 1.068

0.679 p = 0.509保守型 26 3.50 1.304

安穩型 36 3.17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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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組別從農風險屬性 ANOVA 檢定分析 ( 續 )
Table 5. Respondents from different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groups were analyzed by ANOVA 

(continued)

題項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value P-value

10. 期望報酬為何

積極型 47 3.32 0.911

0.014 p = 0.986保守型 26 3.35 1.198

安穩型 36 3.36 1.355

11. 本身或家中的成員共加
入幾個農民組織

積極型 a 47 1.96 0.932

5.446 p < 0.01**保守型 26 1.42 0.703

安穩型 36 1.50 0.561

12. 加入農民組織的原因

積極型 a 47 3.40 1.330

21.708 p < 0.001***保守型 26 2.15 1.347

安穩型 36 1.72 0.882

13. 與從農者分享過哪些資
訊

積極型 a 47 4.19 1.035

60.643 p < 0.001***保守型 26 2.15 1.488

安穩型 36 1.58 0.937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圖 1. 學員從農風險屬性分群之結果

Fig. 1.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attributes for all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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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種風險屬性從事農業最主要的目的

Fig. 2. The main purpose of farming by 3 risk tolerance groups

保守型在題項 6「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動」，平均能接受農產品價格波動幅

度小於 ± 10% 之間，明顯低於積極型及安穩型可以接受農產品價格波動幅度達 ± 
30% 以上 ( 圖 3 )；在題項 7「投資 300 萬可承擔最大的農業投資損失」，保守型能

圖 3. 3 種風險屬性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動

Fig. 3. The acceptability of price fluctuation for agriculture products by 3 risk tolerance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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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最大的農業投資損失僅為 10% 以內，明顯低於積極型及安穩型可以接受 60%
以內的農業投資損失 ( 圖 4 )；而題項 8「整體農業資產損失 30% 對生活影響程 
度」，整體而言，當整體農業資產損失 30% 時，對其生活的影響程度大多為中度

影響，然而，對於保守型而言，亦有較高之比例對其生活影響程度大，其至無法承

受；對於積極型及安穩型而言，則有較高之比例對其生活影響程度小或無影響 ( 圖
5 )。由這三項有關銷售及財務風險的題項中，可以發現保守型對於「銷售及財務風

險」的承受度，顯著低於積極型及安穩型。

積極型在題項 11「本身或家中的成員共加入幾個農民組織」、題項 12「加入

農民組織的原因」、題項 13「與從農者分享過哪些資訊」，這三項的平均數明顯

高於保守型與安穩型，顯示積極型在「機構組織風險」的承受度，顯著高於保守型

與安穩型。

圖 4. 投資 300 萬可承擔最大的農業投資損失

Fig. 4. The largest loss can bear for 3 millio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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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動整體農業資產損失 30% 對生活影響程度

Fig. 5. The influence degree on life that is acceptable for losing 30% of overall agricultural assets

四、學員從農風險屬性與篩選機制之關係

由上述從農者風險屬性之結果得知，整體而言，積極型受訪者在大部分層面可承擔

風險程度較高，其次為安穩型，而保守型受訪者可承擔風險的程度相對較低。再者，安

穩型在從農目的以享受鄉居生活及為了自身及家人健康為主要目的，而積極型及保守型

從農主要目的以成為專業農民為主。綜合上述，風險屬性為積極型的學員，將為農民學

院主要標的訓練對象，因此可藉由分析積極型的學員特質，做為錄訓學員之篩選機制。

在性別部分，由圖 6 的結果可以看出，整體而言，男性學員多於女性學員，而積極

型的學員中，分別有 74% 的男性與 26% 的女性，顯示積極型的學員中，男性是女性的

3 倍，而且就男性學員的風險屬性比例來看，有 50% 的男性學員屬於積極型、17% 的

男性屬於保守型及 33% 的男性屬於安穩型，因此男性學員屬於積極型的比例較高。

在教育程度部分，由圖 7 的結果可以看出，整體而言，錄訓學員以大學學歷為眾，

約佔 57%，在大學以上學歷者，其從農風險屬性以積極型為多，保守型次之，安穩型

最少。在是否為農業科系畢業者部分，由圖 8 的結果可以看出，整體而言，錄訓學員以

非農業科系畢業者為眾，約佔 93%，惟就農業科系畢業者中可以看出，農業科系畢業 
者，其從農風險屬性為積極型者顯著高於保守型及安穩型。另是否為農二代部分，由

圖 9 的結果可以看出，是農二代者，其從農風險屬性為積極型者顯著高於保守型及安穩 
型，且積極型的學員中，有 53% 是農二代。在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部分，由圖 10
的結果可以看出，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其從農風險屬性為積極型者顯著高於保守型

及安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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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性別與學員從農風險屬性之關係

Fig. 6. The relationship of gender with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attributes

圖 7. 教育程度與學員從農風險屬性之關係

Fig. 7. The relationship of education with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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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農業科系畢業與學員從農風險屬性之關係

Fig. 8. The relationship of graduates from agricultural schools with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attributes

圖 9. 農二代與學員從農風險屬性之關係

Fig. 9. The relationship of second-generation farmers with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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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與學員從農風險屬性之關係

Fig. 10.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ain contributor of household income with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attributes

五、學員訓練成效分析 
學員開始接受農業專業訓練前及結訓後，分別施予農民學院訓練成員之訓練課程

「前」的能力檢測調查問卷與農民學院訓練成員之訓練課程「後」的能力檢測調查問 
卷，其填答項目分為五級，分別為 0：門外漢、1：生手、2：熟手、3：高手、4：專 
家。其問卷內容依不同題項分生產、行銷、人力、研發、財務、資訊、風險、組織、法

規，予以評估其九大能力，在訓練前、後之差異。

表 6. 學員之訓練成效比較

Table. 6. Comparison of training effectiveness for nine ability

項目 前測 ( 平均 ) 後測 ( 平均 ) T-value P-value
生產 1.287 1.588 -6.054 p < 0 .05*

行銷 1.000 1.375 -7.638 p < 0 .05*

人力 1.238 1.513 -5.763 p < 0 .05*

研發 0.900 1.238 -5.974 p < 0 .05*

財務 1.025 1.338 -7.638 p < 0 .05*

資訊 1.088 1.425 -5.595 p < 0 .05*

風險 1.275 1.513 -4.688 p < 0 .05*

組織 1.200 1.438 -5.656 p < 0 .05*

法規 1.075 1.425 -7.264 p < 0 .05*

由圖 11 結果可以看出，經獨立樣本 T 檢定，各班的各項能力指標前、後測相減，

都有顯著差異，因此整體參訓學員在訓練後，上述九大能力皆有所提升，尤其是行銷方

面的能力有更明顯的提升，而關於風險及組織之能力的提升較少。顯示農民學院農業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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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訓練課程除了授予農業技術之外，亦安排行銷管理及展售經驗分享等課程，有助於學

員對於行銷方面的學習；另風險及組織部分的能力提升較少，亦可做為未來農民學院訓

練課程規劃之參考，增加風險及組織相關的課程，以提升學員風險及組織方面的能力。

結論與建議

農民學院為系統性農業專業訓練課程，以培育新農民及專業農民的農業專業能力為主，

然而，入門班學員往往對於投入農業有著過度的期待、不了解自己是否適合從農，初階班學

員對於從農將面臨的風險與因應措施較闕如，鑑於有限之訓練資源應著重於標的族群，避免

訓練資源的浪費，因此學員篩選機制相對重要，從農風險承受度高者，極需授予正確之農業

知識及技術等農業專業訓練，以降低其從農之失敗率，提高其從農成功率，進而達到提高留

農率之目標。

由研究結果得知，綜整 108 年度農民學院臺南區農業訓練中心 109 位錄訓入門及初階未

從農之學員，進行風險評估研究之結果，積極型學員在大部分層面可承擔風險程度較高，其

次為安穩型，保守型學員可承擔風險的程度相對較低，安穩型在從農目的以享受鄉居生活及

為了自身及家人健康為主要目的，而積極型及保守型從農主要目的以成為專業農民為主。然

而，保守型對於「銷售及財務風險」的承受度，顯著低於積極型及安穩型，且積極型在「機

構組織風險」的承受度，皆顯著高於保守型與安穩型，因此篩選從農風險屬性為「積極型」

的學員，將為農民學院主要標的訓練對象。

進一步分析積極型的學員特質，發現男性、農二代、農業科系畢業生、是家中主要經濟

主要來源等計 4 項因子，可以做為列入農民學院報名系統之篩選機制之參考因子，期透過篩

選機制之調整，擇優錄訓從農風險屬性為「積極型」的學員，將能提高學員之專業能力及及

從農率，並避免訓練資源的浪費。

在訓練成效部分，學員經農業專業訓練後，對其生產、行銷、人力、研發、財務、資 
訊、風險、組織、法規等九大能力方面，皆有所提升，尤其是行銷方面的能力明顯提升更

多，顯示農民學院農業專業訓練課程除了授予農業技術之外，亦安排行銷管理及展售經驗分

享等課程，有助於學員對於行銷方面的學習；另風險及組織部分的能力提升較少，亦可做為

未來農民學院訓練課程規劃之參考，增加風險及組織方面的課程，以提升學員風險及組織的

能力。

因此，本研究結果提供農民學院在入門班及初階班篩選機制的調整方向，針對未從農者

的從農風險屬性評估，期能錄訓從農風險屬性為「積極型」的學員，將能提高學員之專業能

力及及從農率，並避免訓練資源的浪費，以利於後續農業人才培育課程規劃與相關政策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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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udent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training results for trainee who is not involving 

in agriculture in Farmers’ Academy Tainan 
Training Center1

Lee, Y. C. and Y. C. Lee2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results of risk assessment research conducted by introductory and beginner-
level trainees of the Tain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Training Center of the Farmers’ Academy in 2020 
indicated that active students took a higher degree of risk at most levels, followed by the stable 
type of students, and conservative students can take a relatively low degree of risk. Moreover, the 
stable type of students focused mainly on enjoying the rural life and the health of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while the active type of students focuses mainly on becoming professional 
farmers. Therefore, the students who are more active towards farming risks should be  selected for 
the main training targets of the Farmers’ Academy.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tive 
students and found that four factors, i.e. males, second-generation farmers, graduates of agricultural 
schools, and the main contributor of household income,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actors for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he Farmers’ academy registration system. As for the training results, after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e students’ abilities in production, marketing, manpower, R&D, 
finance, information, risk, organization, and regulations had all been improved. Hoping that through 
the adjustment of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we can recruit students who are more active towards 
farming risks. In this way, the professional ability of the trainees will be able to improve and 
increase the agricultural participation rate, to avoid the waste of training resources, and to facilitate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of the follow-up agricultural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related 
policies.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Currently, the materials submitted by the applicants to The Farmers’ Academy are used as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for admitting and training members, which lacks in farming risk 
assessment and waste of training resources.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farming risk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nalysis in the 
future,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so as to enhance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ratio of the members becoming farmers.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The waste of training resources can be avoided, so as to benefit the curriculum planning for 
cultivating farming talent and launching relevant polic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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