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74 號

83

臺南區農民學院學員從農風險評估 

與訓練成效分析 1

李郁淳 2、李苡禎 3

摘　　要

李郁淳、李苡禎。2019。臺南區農民學院學員從農風險評估與訓練成效分析。臺南區農

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74：83-9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民國 100 年成立農民學院農業專業訓練課程，以培育新農民及專業

農民的農業專業能力為主，為達到農民學院系統性培育農民之目標，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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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 107 年度農民學院錄訓學員風險評估之研究結 
果，顯著影響從農風險承受度分數之因子計有可投入農業資金、擁有的土地面積、年齡、教

育程度、從農經驗、從農目的、生產方式、種植品項、可接受價格波動、可承受投資損失比

例、農損對生活影響度、農損超過預設停損之處置方式、資金可支撐幾個月農場開支、期望

農業報酬率、加入農民組織數量及原因等 18 項因子，未來可將上述因子列入農民學院報名

系統之篩選機制；另性別、是否為農二代、農科系、經濟主要來源、偏好作物、獲利多少會

再投資等計 6 項因子，對於從農風險分數則不具顯著影響因子，則毋需列入農民學院報名系

統之篩選機制中。期透過篩選機制之調整，能提高學員訓練成效及從農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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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農民學院錄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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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農村長期以來農村年輕人力外流，面臨農業人口老化與農業人力斷層等問題，對農

業整體生產力造成影響，影響農業的永續發展。為鼓勵青年人投入農業經營，近年來政府積

極推動各項措施，以鼓勵年輕人轉入農業工作，首要推動農業專業訓練，以提升農業人力素

質，農民學院成立的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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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培育新農民及專業農民的農業專業能力為主，因此在各地設立了農業訓練中心，規劃階層性

的農業訓練課程，包括四階層 ( 入門、初階、進階及高階 ) 訓練課程及農場見習等。

為達到系統性培育農業人力的目標，配合產業人才之訓練需求，規劃標準化訓練課程之

建置，再經由農業訓練班的辦理與訓練成效的評估結果 ，驗證其課程規劃是否符合訓練目

標，並連結到訓練課程的調整，以利農業人才培育規劃與相關政策推動。

過往參與農民學院之學員報名後只要符合資格，即可參與課程訓練，但農民學院辦理訓

練之主要目的在於培訓新農民或青年農民加入從農之行列，但許多參與訓練之學員並不了解

自己是否適合從農？造成訓練資源之浪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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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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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失敗程度，提高其從農成功率，進而

達到提高留農率之目標。

究竟從農之後的風險何在？因此本問卷主要為了解農民學院錄訓學員之從農風險認知，

做為未來調整學員錄訓之篩選依據，期透過篩選機制之調整，能提高學員訓練成效及從農

率，並避免訓練資源的浪費，並作為農民學院後續教學措施及農民輔導相關單位在推動從農

輔導方面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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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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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交替危機，已迫在眉睫 ( 郭坤峯、王俊豪， 
2015 )。而臺灣，雖有多樣化的作物及生產模式、精良的農業栽培技術、最具實驗精神的小

農及全世界網路覆蓋率最高的農村等特色。但隨著經貿全球化趨勢，臺灣農業也不得不面臨

向全世界開放市場的潮流，如何運用科技加值農業，提高產值，達到利潤分配合理，實現農

業世代人才承接，提昇臺灣農業在全世界的競爭力，便成為不可忽略的重要議題 ( 行政院生

產力 4.0 發展方案，2015 )。
在區域、全球經濟與天候環境等因素下，均發現風險因素直接或間接影響農業生產的重

要性日益增加，PÁLINKÁS P., SZÉKELY CS. 在 2008 年以國際間農民的風險認知和風險管

理做為比較案例，其以匈牙利、波蘭、荷蘭、西班牙、德國等歐盟國家之農民為研究對象，

就其從農風險認知與風險經驗方面，這五國的農民均表示天氣和自然災害是風險來源最大的

因素，其次是價格波動因素，歐盟長期以來一直意識到其重要性，瞭解風險管理策略有可能

緩解氣候及自然現象引起的問題，目前歐盟這五個國家的農民最普遍採用的風險管理策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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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保險，來降低從農風險，其次為農作物保險，在德國及西班牙約有 60 ～ 70% 的農民使

用這種工具來降低從農風險；而匈牙利、荷蘭和德國農民首選新的風險管理工具為持有財

政儲備金，俾利從農資金週轉。在財務管理方面，波蘭和荷蘭農民普遍向銀行借貸，約有

54% ～ 65% 的農民有銀行債務，而德國、西班牙和匈牙利的農民有向銀行貸款的比例僅介

於 18% ～ 30% 之間，相較於借貸條件較嚴格的其他三個國家，在荷蘭和德國因具有高度發

達的金融市場，絕大多數農民表示可以及時獲得信貸，而且所需的成本及條件是合理的。

除了政府法規的規範之外，歐盟國家的農民自願採用其他標準化的規範－品質保證系

統，尤其在德國和荷蘭，約有 80 ～ 90% 的農民自願採取各類型的品質保證系統，其次是西

班牙和波蘭，但品質保證系統在匈牙利的發展較不足，約僅有 20.2% 的農民願意採用品質

保證系統。另外，農業教育訓練課程是獲取最新知識及有價值資訊的重要途逕，以歐盟這五

國農民參加農業專業教育課程之比例來看，德國約有 76% 的農民曾參與過農業專業教育課

程，其次為荷蘭，約有 61.8% 的農民曾參與過，然而其他三個國家的農民參與農業專業教

育課程的的情況較不普及，低於 30% 的農民曾參加這類課程，其參加的目的主要為了隨時

了解農業發展情況。(PÁLINKÁS P., SZÉKELY CS..,2008)
在訓練成效評估模式方面，最廣為運用的是 Kirkpatrick 於 1959 年提出的評估四種層次

模式，包括 (1) 反應層次 (Reaction level)：目的是在衡量學員對課程內容、課程安排、教學

環境、教學設施、教學方式、教學速度、講師之知識與技能、教學態度、口語表達技巧、授

課教材等的滿意程度。其評估方式可採用：問卷調查、與學員面談、訓練行政人員觀察、綜

合座談等。(2) 學習層次 (Learning level)：目的是在了解學員是否吸收課程所欲傳達之訊息，

包括 知識、技能、態度上的學習。Kirkpatrick (1994) 指出學習的發生與否，取決 於學員知

識、技能、態度的改變，而這些評量必須是訓練計畫中客觀且可量測之學習指標。其評估方

式可採用：前後測、問卷調查、模擬練習、座談會、筆試、口試、課堂表現、實際操作等。

(3) 行為層次 (Behavior level)：「行為」一詞乃指對參訓者工作表現的評量，此層次評估的

目的在於了解學員於受訓後返回工作崗位上，其個人行為、能力、效率等是否有所改變，訓

練是否得到移轉，因而使得工作績效提高。(4) 結果層次 (Result level)：當受訓者於訓練後，

其行為層次之改變對組織效能、經營績效或其他人員之行為有何影響，包括產品品質、服務

品質、顧客滿意度、組織氣氛、員工士氣、出勤率、流動率、成本、獲利、投資報酬率等財

務與非財務性的指標加以衡量。訓練的目的，就是希望看到結果的產出，雖然有時難以掌握

訓練對結果的影響程度，但訓練人員在設計訓練時，仍應從了解組織所欲達成的結果著手，

再決定什麼樣的行為可達到上述的結果，並進一步去分析展現上述行為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

能、態度，再視狀況將訓練目標設定在結果、行為或是學習的層次。

農民學院各訓練中心也依循 Kirkpatrick 提出上述的評估四種層次模式，進行各類訓練

成效的追蹤評估，其中石郁琴 (2015) 調查 2011 ～ 2013 年農民學院臺南區訓練中心有機農

業初階班及進階班的學員在結訓後的農業經營狀況及對課程內容的認同度來評估課程內容的

妥適性，在經營效益方面，有30%的學員受訓完後，在農產品的銷售額及收益方面有提高1～
10%，且有機驗證取得與否，對銷售額及利潤有顯著的影響，但與擴大經營面積與否無關。

在課程認同度方面，以「農產品品質管理能力」課程認同度最高，顯示學員參與農業專業教

育訓練後，有助於栽培技術的提升，進而提升農產品品質管理之能力。陳蓓真 (2016) 於 103
年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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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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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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信忠、鍾國雄 (2014) 於 103 年調查北部地區有機蔬菜青年農民訓練成效追 
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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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見農民學院訓練課程是培訓農業新進人才的重要管道，可培育青年投入農業。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擬定風險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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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分成生產風險、銷售風險、財務風

險、機構組織風險及人為風險，共計五個構面 16 個題項 ( 表 1 )。

表 1. 從農者風險屬性題項

Table 1. The farmer risk attribute items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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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耕種方式選擇

順序尺度3. 農作物方面偏好

4. 預計種植品項

銷售
風險

1. 一般情況下，所能接受之農產品價格波動程度 (%)
等距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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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距尺度

2. 農業經營上獲利多少會再考慮增加投資 (%)
3. 持有之整體農業資產損失超過 30%，對生活影響程度

順序尺度4. 對農業經營的投資超過預設停損時，採取之處置方式

5. 期望報酬為何

機構
組織
風險

1. 家中成員是否有加入農民組織

順序尺度2. 您加入農民組織的原因

3. 和其他從農者分享哪些資訊

人為
風險

1. 從農的經驗 ( 實際務農經驗－時間 ) ( 年 ) 等距尺度

2. 從事農業最主要的目的
順序尺度

3. 農業相關經驗

二、研究地區與對象

本研究地區及對象為 107 年度農民學院臺南區訓練中心錄訓學員，計有機農業初階

班、有機果樹班、有機蔬菜班、非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技術班 (一)、非化學農藥防治病

蟲害技術班 (二)、施肥原理與堆肥製作技術班、文旦栽培管理班、設施果菜班，共計 8
個班別。

調查時間為 107 年 5 月～ 10 月，於學員訓練期間發放問卷並逐條講解題意後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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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共計回收 272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依據國立臺北大學方珍玲教授之研究團隊統計分

析全臺 11 個試驗改良場所共同研究結果，並根據 TwoStep 叢集分群之建議將從農者風

險評估測量表之受訪者分成四群，並分別命名為穩健型、保守型、積極型及冒險型。整

體而言，穩健型之受訪者在大部分層面的可承擔風險程度較高，其次為積極型之受訪

者，保守型之受訪者可承擔風險的程度則相對較低。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
從表 2 可以了解不同分群之受訪者在各題項可承擔風險的部分是否有差異之外，

從 ANOVA 和事後檢定亦可看出在生產風險－積蓄可撐家庭開支幾月、生產風險－順序

尺度題項、銷售風險－可接受價格波動程度、財務風險－可承受投資損失為投資資金比

例、財務風險－獲利多少再投入、財務風險－順序尺度題項、機構組織風險－順序尺度

題項、人為風險－從農的經驗 ( 實際務農經驗－時間 )、人為風險－順序尺度等題項之

差異性。

不同分群的受訪者在生產風險－積蓄可撐家庭開支幾月、銷售風險－可接受價格波

動程度、財務風險－可承受投資損失為投資資金比例、財務風險－獲利多少再投入、財

務風險－順序尺度題項、機構組織風險－順序尺度題項、人為風險－順序尺度題項等方

面都有顯著差異。從表 3 可以了解不同分群之受訪者在基本資料的部分是否有差異，從

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分群之受訪者在性別、年齡、農二代、農業相關科系及可投入農業

經營資金的部分有顯著差異。

表 2. 不同組別之受訪者從農風險承受度項目 ANOVA 檢定分析

Table 2. Respondents from different groups were analyzed by ANOVA for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project

從農風險項目 風險屬性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P-value

Scheffe
事後檢定

生產風險－
積蓄可撐家庭開支幾月

穩健型 10.35 8.92 p < 0.0001 1, 3 > 2***
保守型 6.49 6.93
積極型 8.90 9.90
冒險型 7.60 5.89
總　和 7.83 8.04

生產風險－
順序尺度題項平均

穩健型 3.23 0.72 0.244
保守型 3.20 0.72
積極型 3.10 0.74
冒險型 3.15 0.77
總　和 3.20 0.73

銷售風險－
可接受價格波動程度

穩健型 29.24 18.92 p < 0.001 1 > 2, 3***
保守型 12.66 9.04 3, 4 > 2***
積極型 23.94 21.05
冒險型 23.88 16.75
總　和 18.70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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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組別之受訪者從農風險承受度項目 ANOVA 檢定分析 ( 續 )
Table 2. Respondents from different groups were analyzed by ANOVA for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project (continued)

從農風險項目 風險屬性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P-value

Scheffe
事後檢定

財務風險－
可承受投資損失為投資資
金比例

穩健型 55.83a 18.23 p < 0.001 1 > 2, 3, 4***
保守型 17.44c 10.12 3, 4 > 2***
積極型 36.54b 22.36
冒險型 36.79b 25.15
總　和 30.43 22.38

財務風險－
獲利多少再投入

穩健型 38.06 14.63 p < 0.001 4 > 1, 2, 3***
保守型 31.14 15.64 3 > 1, 2***
積極型 85.94 15.66 1 > 2***
冒險型 178.10 24.91
總　和 43.25 32.33

財務風險－
順序尺度題項平均

穩健型 3.55 0.54 p < 0.001 1 > 2, 4***
保守型 3.24 0.62 3 > 2***
積極型 3.42 0.62
冒險型 3.29 0.65
總　和 3.34 0.62

機構組織風險－
順序尺度題項平均

穩健型 1.88 0.95 0.015* 3 > 2**
保守型 1.77b 0.94
積極型 1.99a 0.96
冒險型 1.92 1.03
總　和 1.83 0.95

人為風險－
從農的經驗
( 實際務農經驗－時間 )

穩健型 5.49 7.74 0.256
保守型 6.14 8.14
積極型 5.83 7.23
冒險型 4.13 5.84
總　和 5.87 7.88

人為風險－
順序尺度題項平均

穩健型 3.31a 0.70 0.001** 1, 3 > 2**
保守型 3.14b 0.79
積極型 3.31a 0.85
冒險型 3.25 0.75
總　和 3.21 0.78

資料來源：國立臺北大學方珍玲教授研究團隊

附註： 1. * p < 0.05，** p < 0.01，*** p < 0.001；2. 分數愈高代表從農風險可承擔能力愈 
高；3. 風險屬性類別中：1 代表第一組穩健型；2 代表第二組保守型；3 代表第三組

積極型；4 代表第四組冒險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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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組別之受訪者基本資料 ANOVA 檢定分析

Table 3. ANOVA verification analysis of basic data of respond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基本資料 風險屬性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P-value

Scheffe
事後檢定

性別

穩健型 1.20 0.40 0.001** 2, 4 > 1**1

保守型 1.30 0.46

積極型 1.27 0.44

冒險型 1.40 0.50

總　和 1.27 0.45

年齡

穩健型 44.17 11.15 0.001** 1 > 2, 4**

保守型 41.54 13.66

積極型 42.04 11.37

冒險型 38.60 11.80

總　和 42.22 12.79

教育程度

穩健型 3.90 0.75 0.238

保守型 3.80 0.80

積極型 3.83 0.71

冒險型 3.88 0.71

總　和 3.83 0.77

農二代

穩健型 1.65 0.48 0.018* 3 > 4*2

保守型 1.69 0.46

積極型 1.75 0.43

冒險型 1.55 0.50

總　和 1.68 0.46

農業相關科系

穩健型 1.15 0.36 0.003** 2 > 1*3

保守型 1.24 0.43

積極型 1.22 0.41

冒險型 1.17 0.38

總　和 1.21 0.41

可投入農業經營資金

穩健型 150.47 211.79 p < 0.001 1 > 2, 3*

保守型 91.62 160.16

積極型 101.26 146.91

冒險型 78.29 120.15

總　和 108.13 175.07
1 可以解釋為保守型和冒險型中的女生與男生的比例比穩健型的高
2 可以解釋為積極型中的農二代與非農二代的比例比冒險型的高
3 可以解釋為保守型中的農業相關科系者與非農業相關科系者的比例比穩健型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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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組別之受訪者基本資料 ANOVA 檢定分析 ( 續 )
Table 3. ANOVA verification analysis of basic data of respondents in different groups (continued)

基本資料 風險屬性 平均數 標準差
F 檢定
P-value

Scheffe
事後檢定

擁有土地總計

穩健型 4.36 29.88 0.425
保守型 7.06 35.50
積極型 5.07 20.57
冒險型 2.16 2.15
總　和 5.98 32.14

資料來源：國立臺北大學方珍玲教授研究團隊

附註： 1. * p < 0.05，** p < 0.01，*** p < 0.001；2. 分數愈高代表從農風險可承擔能力愈 
高；3. 風險屬性類別中：1 代表第一組穩健型；2 代表第二組保守型；3 代表第三組

積極型；4 代表第四組冒險型

結果與討論

一、受訪者之基本資料分析

人們對於風險的偏好，代表其對風險之反應，偏好不同將會影響其管理策略的產生

和選擇。換句話說，即使在相同情況下採用相同的資訊，但由於個人主觀偏好的差異，

即可能產生不同的決定。所以風險管理決策雖以客觀的科學評估方法為依據，但仍不排

除決策者的主觀因素。理論上，影響風險偏好程度的重要因素，包括年齡、性別、教育

程度、個人所得和財富等。

本研究受訪者以男性居多，顯示農民學院參訓學員之男女比例大約 7：3，年齡平

均為 45歲左右，在受訪者中將近 6成為農二代之農家子弟；學員之教育程度為大學 (專 )
以上學歷者佔 70% 以上；而約 90% 受訪者畢業於非農業相關科系，顯示現有從農者 
中，有很大的比例為非農業科系，因此農民學院農業專業訓練為現今從農者很重要的學

習管道；再者，約有一半的受訪者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可投入農業經營的資金差異性

很大，可投入資金最少者為 5 萬元，最多者為 3,000 萬，平均在 160 萬元內，且個人擁

有土地 ( 含自有及租賃 ) 平均面積有 1.88 公頃，此兩項皆具很大的極端值，因每位從農

者所具備的資金及土地條件差異性非常大，因此其標準差極大。

二、從農風險承受度屬性分析

從農風險承受度高的農民所應具備的條件是：具備願意接受風險的開闊胸襟、具評

估風險的能力以及善於利用控制風險的方法。本研究分別統計比較八個班級學員之從農

自我評估量表得分，可以看出每一個班級中，大多數學員的從農風險屬性，以保守型居

多，穩健型次之，冒險型則佔少數。

再將全年度所有學員之風險屬性以圓形圖繪製，可看出本年度錄訓學員中，半數以

上的學員從農風險承受度屬性係屬保守型，佔 60%；而有 25% 的學員，其從農風險承

受度屬性係屬穩健型；另有 13% 屬於積極型；僅有 2% 的極少數學員，其從農風險承

受度屬性為冒險型；顯示大多數學員之風險屬性仍以保守穩健為主，僅有 15% 的學員

屬於積極冒險型，可承受較大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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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農民從對問題的認定到決策，乃至於採取行動，都是在連續的

過程中進行，整個過程的完成，可說和農場本身、農民的行為，以及外在的各種因素等

息息相關。許多有關農場風險的研究，都明確指出「接受風險」是農民行為中最重要的

因素；這個因素可以充分解釋農場體質的強弱及農場結構的變動。也就是說，農民越願

意接受風險，面對風險，則其經濟慾望和動機也就越強烈。反之，如果農民害怕風險到

了極點，則他往往會採用「自給自足」的防禦性策略。

表 4. 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

Table 4. Respondents' basic statistics

項　　目
參與農民學院訓練之受訪者

個數 百分比 (%)

教育程度

國小及以下 0 0
國中 14 5

高中 ( 職 ) 67 25
大學 ( 專 ) 147 54

研究所及以上 44 16

性別
男 218 72.3
女 54 27.7

是否為農二代
否 114 42
是 158 58

是否為農業相關科系
否 245 90
是 27 10

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否 132 49
是 140 51

項　　目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齡 ( 歲 ) 44.9 11.03 20 71
可投入農業經營的資金 ( 不含土地租賃費用，新臺幣 ( 萬 )) 158.2 279.95 0 3,000
個人擁有土地 ( 自有含租賃，公頃 ) 1.88 3.30 0 30

圖 1. 不同班別之從農風險承受度屬性比較圖

Fig. 1. Comparison of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attributes of different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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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全年度所有學員從農風險承受度屬性分佈圖 ( 百分比 )
Fig. 2.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attributes for all participants throughout the year 

(percentage)

為了解不同班級屬性錄訓學員之從農風險承受度屬性是否相異，依班別名稱屬性分

為友善組及慣型組，亦即將有機農業初階班、有機果樹班、有機蔬菜班、非化學農藥防

治病蟲害班 (一) 及非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班 (二)，列為友善組；另將施肥原理及堆肥

製作技術班、文旦栽培管理班以及設施果菜班，列為慣行組。用以比較不同班級屬性錄

訓學員之從農風險承受度屬性是否相異，從分析結果得知，兩組間之從農風險承受度屬

性相似高，因此後續將不分組進行分析，而以整體母群進行風險評估分析。

圖 3. 不同班級屬性學員之從農風險承受度屬性比較

Fig. 3. Comparison of agricultural risk endurance attributes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lass 
attributes

三、影響從農風險承受度因子

針對問卷中 20 項計分題項與從農風險承受度得分，採用獨立樣本 T 檢定及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雪費法 (Scheffe)，逐題進行分析，由分析結果得知，影響從農風險承受度分

數顯著之因子有：可投入農業資金、擁有的土地面積、年齡、教育程度、從農經驗、從

農目的、偏好作物、生產方式、種植品項、可接受價格波動、可承受投資損失比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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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對生活影響度、農損超過預設停損之處置方式、資金可支撐幾個月農場開支、期望農

業報酬率、加入農民組織數量及原因，對於農業資訊之分享意願等計 18 項；而對從農

風險承受度分數不顯著之因子則有：性別、農二代、農科系、經濟主要來源、偏好作 
物、獲利多少會再投資，計 6 項。

在顯著影響從農風險承受度分數之因素部分，可投入農業資金以 200 ～ 500 萬者，

其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優於 100 萬者；擁有土地面積 5 分地以下者，其從農風險承受度

顯著低於 5 分地以上者；從農者年齡以 36 ～ 45 歲青壯年者，其從農風險承受度最高，

反之從農者年齡小於 25 歲者，其其從農風險承受度較低，推測其原因為未滿 25 歲者，

其社會經驗尚未成熟，因此其從農風險承受度相對較低；從農者教育程度部分，研究所

以上之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高於國中學歷者；從農經驗達 10 年以上者，其從農風險承

受度顯著高於未滿 3 年者；從農風險承受度隨著從農經驗項目越多而呈現正相關；以自

身及家人健康為從農目的者，其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低於以投入環保綠色產業及成為專

業農民開創事業為目的者；選擇慣型生產方式者，其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低於以有機或

自然農法生產者；在預計種植品項方面，複合式農耕之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高於單一作

物或兩種以上作物輪耕或兼作者；僅可接受 ±10% 價格波動者，其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

低於可接受 ±30% 或 ±50% 價格波動者；從農風險承受度隨著可承受投資損失比例越多

而呈現正相關；當農損超過 30% 對生活影響程度大者，其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低於對

生活影響小或沒影響者；當農損超過預設停損值時，選擇視情況再因應者，其從農風險

承受度顯著低於仍堅持投入者；當遇不可預測之因導致從農者無法工作時，其資金可支

撐農場 6 個月以上開支者，其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高於無法支撐農場 6 個月開支者；對

於農業期望報酬率沒概念者、沒有加入農民組織者，其從農風險承受度顯著最低；從農

風險承受度隨著想要和農友分享的資訊越多項而呈現正相關。

四、訓練成效分析

學員開始接受農業專業訓練前及參訓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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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機農業初階班、有機果樹班、有機蔬菜班、施肥原理及堆肥製作班、文旦栽

培管理班以及設施果菜栽培管理班，其問卷內容皆依不同題項分成栽培管理能力、環境

安全管理能力、採後處理及加工管理能力、經營管理與行銷能力，予以評估其四大能 
力，在訓練前、後之差異。

而非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技術班，其問卷內容則分為作物病蟲草害管理能力、農藥

毒情識別能力、農藥安全使用及防護能力、農藥器材使用及調配能力、作物整合管理能

力，合計五大能力，藉以評估其訓練前、後之能力差異，做為訓練成效之依據。

由圖 4 結果可以看出，有機初階班之學員其不論在栽培管理能力、環境安全管理能

力、採後處理及加工管理能力、經營管理與行銷能力方面，其訓練成效相較其他班級，

對學員各方面能力皆有大幅的提升，推測原因為有機初階班授課對象多數為為剛踏入農

業一年以上未滿三年之生手，且訓練期間長達十天，課程內容較充實，因此學員之整體

訓練成效較為顯著；反觀其他訓練班皆屬進階班，授課對象大都為三年以上資深農民，

其本身已具備較豐富的從農經驗及能力，且授課日期分別為三天或五天，課程內容較精

簡，因此訓練成效之上升幅度較初階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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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顯著影響從農風險承受度分數之因素

Table 5.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score of agricultural risk tolerance

編號 項　目 結　果

1 可投入農業資金 200 ～ 500 萬 > 100 萬以下

2 擁有的土地面積

5 分地以下 < 5 分～ 1 公頃

 < 1 ～ 5 公頃

 < 5 公頃以上

3 年齡

36 ～ 45 歲 > 18 ～ 25 歲

 > 46 ～ 55 歲

 > 56 歲以上

18 ～ 25 歲 > 46 ～ 55 歲

 < 26 ～ 35 歲

4 教育程度 研究所以上 > 國中

5 從農經驗年數
10 年以上 > 沒有經驗

 > 未滿 3 年

6 農業經驗項目 5 項 = 4 項 = 2 ～ 3 項 > 1 項 > 0 項

7 從農目的
自身及家人健康 < 投入環保綠色產業

 < 成為專業農民開創事業

8 生產方式
慣型 < 有機

 < 自然生產

9 預計種植品項
複合式農耕 > 單一作物

 > 兩種以上作物輪 / 兼作

10 可接受價格波動
± 10% < ± 30%
 < ± 50%

11 可承受投資損失比例 10% 以內 < 10 ～ 25% < 25 ～ 50% < 50% 以上

12 農損超過 30% 以上對生活影響程度
影響大 < 影響小

 < 沒影響

13 農損超過預設停損之處置方式 視情況再因應 < 仍堅持投入

14 無法工作時，資金可支撐幾個月農
場開支

6 個月以上 > 1 ～ 3 個月

 > 3 ～ 6 個月

15 期望農業報酬率

沒概念 < 創造超額投報率

 < 中等水準合理投報率

 < 基本的投報率

 < 保本就好

16 加入農民組織數量

無 < 1 個

 < 2 ～ 3 個

 < 4 ～ 5 個

17 加入農民組織原因

無 < 3 項 < 4 項

4 項 > 1 項

 > 2 項

18 想要分享哪些資訊 5 項 > 4 項 > 3 項 > 2 項 >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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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不同班級學員之訓練成效比較

Fig. 4. Comparison of training results of different class students

另文旦栽培管理技術班，因授課內容以文旦單一作物個論為主，且學員皆為栽培文

旦之專業農民，因此在課程的安排較為專一與深入，完整教授文旦之產業概況、生產作

業曆、重要病蟲害診斷與防治技術、果園土壤營養診斷及合理化施肥技術、整枝與修剪

原理、行銷實務等，從文旦之生產到銷售一貫完整呈現，對栽培文旦之學員而言，在訓

練前、後之差異，相較於有機果樹班、有機蔬菜班及設施果菜班等屬於統論課程的班級

而言，個論式的訓練班對於學員的栽培管理能力、環境安全管理能力、採後處理及加工

管理能力、經營管理與行銷能力各方面，較具全面提升之效果。

另由圖 5 的訓練成效結果可以看出，非化學農藥防治病蟲害技術班學員之五大能力

皆有明顯的提升，其中僅農藥安全使用及防護能力提升較少，原因為本課程主要教授以

非化學農藥資材來防治病蟲害之技術，例如天敵飼養與應用、枯草桿菌、液化芽孢桿菌

與木黴菌之應用、昆蟲性費洛蒙 ( 誘引劑 ) 及微生物殺蟲劑之應用及技術，皆屬生物性

資材，爰在化學農藥安全使用及防護能力部分較少著墨，因此學員在此能力的提升較有

限。

圖 5. 非化學防治病蟲害技術班學員之訓練成效

Fig. 5. Training effectiveness of non-chemical pest control technical class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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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經營農場可能遭遇的風險，包括消費者嗜好的改變或是政策的改變等，但最主要的風險

來源，還是自然環境的變動及市場價格的漲落。而農場管理的決策，在時間上是一種持續性

的工作，包括有風險的考慮及如何選擇對策的問題。

綜整本研究針對農民學院參訓學員調查結果發現，影響從農風險承受度分數之顯著及不

顯著之因子及其分項條件，針對沒有顯著性差異之性別、是否為農二代、農業科系畢業、家

中經濟主要來源、其偏好栽培作物、獲利多少會再投資等六項因子，並不顯著影響個人之從

農風險承受度分數，因此建議不列入農民學院學員報名篩選機制之錄訓條件中。

而顯著影響從農風險承受度分數之各項條件中，綜整出從農風險承受度分數最不佳的

從農具備條件為：(一) 擁有土地面積在 5 分地以下者、(二) 年齡較輕之 18 ～ 25 歲者、(三)
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者、(四) 完全沒有從農經驗者、(五) 從農目的僅為保護自身及家人健康 
者、(六) 生產方式採用慣型農法者、(七) 可接受價格波動程度僅為 ±10% 者、(八) 當農業損

失超過 30% 時，對其生活影響程度大者、(九) 對農業的期望農業報酬率沒有概念者、(十)
沒有加入農民組織者、(十一) 和別人分享農業資訊的意願低者。以上十一項條件屬從農風險

承受度低之因素，建議列入農民學院錄訓篩選機制中，列為較次要之錄訓人員，以撙節訓練

資源。

另顯著影響從農風險承受度分數之各項條件中，綜整出從農風險承受度分數最佳的從農

具備條件為：(一) 年齡屬青壯年之 36 ～ 45 歲者、(二) 從農經驗 3 年以上，且有 2 ～ 3 項農

業經驗者、(三) 其經營方式採複合式農耕、( 四 ) 無法工作時，資金可支撐農場 6 個月以上

開支、(五) 可承擔最大農業投資損失為投資資金之 50% 以上者、(六) 加入農民組織之意願

高者、(七) 與人分享農業相關資訊之意願高者。以上七項條件屬從農風險承受度高之要件，

應列入農民學院錄訓篩選機制中，建議列為擇優錄訓之條件，錄取農風險承受度高之標的學

員，授予專業農業訓練，提高其生產技術及經營管理能力，則可更有效運用訓練資源，提高

從農者之成功率及留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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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ing risk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he members of the 

Farmers’ Academy in Tain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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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youth capital flight and population aging that have long 
faced agricultural villages in Taiwan, and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manpower,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of Executive Yuan established The Farmers’ Academy in 
2011, which aims at training new farmers and transferring agricultural skills to full-time farmers. 
Systematic courses have been planned to achieve the Academy’s goal of systematically training the 
farmers.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limited resources should be used mainly on the subject group in 
order to avoid the waste of them, the selec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Academy is quite important. 
Those who can bear farming risks better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accurate agricultural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ates of their facing failures and the degrees of their failures, 
and enhance the rates of their farming successes and the rates of retaining talent. In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risk assessments of the Academy’s members of 2018, the factors that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farming risk bearing include capital, land area, age, education level, 
farming experience, farming goal,production method, cultivation items, acceptable price fluctuation, 
acceptable investment loss ratio, the effects of crop loss on farmers’ living, ways of dealing with 
crop losses that exceed predetermined stop loss limit, how many months the capital can last to 
cover the expenses, expected rate of return, the numbers of farmers’ associations the farmers join 
in and their reasons of joining, etc. In the future,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can be included i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the Farmers’ Academy Application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llowing six factors such as gender, whether or not the farmer takes over the farm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whether or not the farmer has received farming education, the main source of income, 
preference for crops and how much profit encourages the farmer to re-invest have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raction of farming risks, and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In 
hopes of adjusting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nd the ratio of people choosing 
farming can be enhanc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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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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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aste of training resources therefore tends to happen.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Farming risk assessment and training effectiveness analysi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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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