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 

摘錄 

-蝴蝶蘭-



1 
 

一、 主管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 推估期間：102 至 104 年 

三、 產業範疇 

(一) 「台灣蘭花產銷發展協會」登記之業者名錄共計 110 家，而本研究所調查的

樣本主要以從事蝴蝶蘭相關、具較高附加價值且企業化經營的企業為主，其

營業項目包括蝴蝶蘭及其他數種蘭屬之育種、栽培與行銷。 

(二) 台灣較大型的蘭花企業皆跨足上中游的市場，中小型公司則著重於瓶苗的代

工生產或栽培種植。 

四、 產業趨勢 

(一) 2011 年國內蘭花類栽培面積為 726 公頃，占花卉比例約 29.1%，產值約新臺

幣 45 億元。 

(二) 以 2011 年度資料為例，蝴蝶蘭之出口量為 39,532kg，出口值 2,892,588 千

元(計算蝴蝶蘭苗與蝴蝶蘭等 4 個稅號)，約占整體花卉出口產值之 55.98%。 

(三) 近年蝴蝶蘭出口總值持續增加中，2007 年上升幅度更高達 40.2%，2008 年

受到金融海嘯影響，在全球花卉產業呈現負成長情況下，蝴蝶蘭依然逆勢成

長，上升幅度有 5.3%，2009-2011 年則約以 20%穩定成長。 

(四) 台灣業者蘭花內外銷比例約 3:7。台灣前三大蝴蝶蘭出口國分別為美國、日本

及荷蘭。 

五、 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以下根據蝴蝶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以景氣持平假設為例，採用「求供比」1進

行人才供需情形分析，並整理如下表，惟數據僅提供勞動市場未來發展之趨勢，

並非決定性數據，爰於引用數據做為政策規劃參考時，應審慎使用。 

 

產業別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推估結果(人) 69 84 70 84 68 84 

求供比 0.82 0.83 0.81 

人才供需意義 人才極充裕 人才極充裕 人才極充裕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卓越農業之人才供需調查及分析(蝴蝶蘭)成果報告簡報」 

                                                      
1
求供比 X=(需求數/供給數)，係採經濟部工業局「2013-2015 年重點產業人才需求調查報告」中之人才供需分析方

法，以 1.16<X<1.4表供需均衡、0.99<X<1.16表人才充裕、X<0.99表人才極充裕、1.4<X<1.57表人才不足、X>1.57

則表人才極不足。該方法亦為多數辦理機關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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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依據質性需求調查結果發現，關鍵專業人才多以學士(專科)學歷為基本要求，

基層人力則以高中(職)學歷及以下為主要需求；除技術管理及駐外技術人員以具有

農園藝相關科系背景為佳外，多數不拘；人才年資需求上，除基層人力外(1 年以

下)，多以有 1-5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為佳；此外，技術管理、經營管理及駐外技

術類人才於招募上面臨困難，而目前並未有海外攬才之需求。詳細之人才需求條

件彙總如下： 

 

關鍵人才 

人才需求條件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科系背景 
能力需求 

基本工

作年資 

人才招募

難易度 

海外人才

延攬需求 

技術管理 傳統育種法及生物技

術培育新品種；抗病性

及高品質、高產量品系

研究；人工繁殖技術，

病毒檢測及防治之開

發。技術規劃、生產線

上的技術人員之作業

管理、調適性技術研

究、設施環控之運作管

理 

大學及專科/

農園藝相關科

系 

蘭花苗組織培養生產管

理與研發、依據植物工

廠生產程序，從事蘭花

生技組培生產運作等工

作、種植及培育蘭花苗

(瓶苗培育、小苗栽培、

植株種植、切花、播種、

授粉…等) 溫室現場管

理、溫室水份管理、肥

水管理、庫存管理 

1-5 年 難 否 

經營管理 制定產品規格；負責製

造至銷售過程中的管

理與規範；專業人才工

作的調配;產品設計規

劃 

大學及專科/

不拘 

現場管理、人員管理、

工作安排、負責所管轄

人員的工作監督與績效

考核、管控廠內之生產

排程、交期及產量、負

責產線作業之規劃與管

理，以提升產能降低成

本 

1-5 年 難 否 

行銷人才 外語佳，負責業務拓展

與客戶開發；維持與上

中下游企業主良好關

係 

大學及專科/

不拘 

國際貿易人員、國外業

務、英文聽說讀寫精

通，可獨立作業 

1-5 年 一般 否 

駐外技術

人員 

長期駐留國外，外語

佳，協助台灣運輸之國

外之種苗栽培、研究及

溫室現場生產管理與

產品包裝銷售等工

作，反映市場現況與趨

勢；具農業國際化經營

管理人才 

大學及專科/

農園藝相關科

系 

對園藝事業之研發、生

產、推廣行銷及管理各

方面均有興趣及具相關

學歷背景、經驗，精通

英文，說、寫流利，熟

悉電腦及 E-mail 文書

處理 

1-5 年 難 否 

行政人員 協助業務所需的相關

行政作業人力、審核各

大學及專科/

不拘 

依照企業或組織內部的

行政流程，處理一般行

1-5 年 一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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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人才 

人才需求條件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科系背景 
能力需求 

基本工

作年資 

人才招募

難易度 

海外人才

延攬需求 

項財務會計作業人

力，資訊與智財管理人

力，協助產業營運 

政業務、協助主管及專

業人員從事一般行政業

務、文書處理軟體

(Word、Excel) 

基層人力 協助蝴蝶蘭組織培

養、包裝、栽培等基層

作業之工作人員 

高中職及以下

/不拘 

瓶苗培養、移植、芽切

等相關工作 

1 年以

下 

一般 否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卓越農業之人才供需調查及分析(蝴蝶蘭)成果報告簡報」 

 

七、 供需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根據蝴蝶蘭產業人才供需調查結果，摘錄報告所擬之人才問題與其因應對策，

彙整如下：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及具體措施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1) 技術管理類：現階段課程

設計實務度不足，教學課

程也無實際與產業需求結

合，使畢業生普遍缺乏產

業實務知識 

(1.1) 強化產業導向之

科技人才專業技

能 

 

 應用跨部會產學合作資源，成立碩士專班或產

學聯合申請方案，聘用中高階人才，提升人才

產業技能訓練或實務經驗操作。 

 專業技能培訓主題除了育種技術研發外，更須

強化蝴蝶蘭自動化技術管理(如 RFID 技術應

用)。 

 持續加強各院校提供產學建教合作管道(如推

動實習媒合平台計畫)，以學分制鼓勵在校生進

行較長時段(6 個月以上)之產業實習經驗。  

 鼓勵廠商參加研發替代役人才招募，提供役男

在服役的同時也開發未來工作機會，讓廠商增

加人才進入的管道。 

 設立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資訊通報系統，協助產

業界媒合合適人才。 

(2) 經營管理類：蝴蝶蘭產業

的高層管理人員需求並不

多，應提升質而非量 

(2.1) 培育具社會適應

力與跨領域人才

於經營管理及財

務規劃的訓練，

使其能具國際

觀、外語能力，

能獨立業亦能團

隊合作 

 招聘業界講師，並於農學院等核心科系增設跨

領域課程，包括：競爭經營與分析、供應鏈管

理、產銷物流管理、問題解決方法、財務規劃

與管理等實務課程。 

 持續鼓勵產業或是學校環境招收外籍專業人

士或學生，建構雙語交流環境，增加本國學生

說外語的信心度和語言能力。 

 政府所舉辦的相關研討會，設計鼓勵措施，俾

利產業人才參加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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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及具體措施 

因應對策 具體措施 

(3) 行銷人才：行銷人才需精

通外語，熟練的處理出口

事務，尤其是面對客戶，

商場險惡必須很有經驗，

目前人才招募瓶頸生技領

域專長人員不懂行銷，商

業行銷專長不懂生產與客

戶接洽常有障礙 

駐外技術人員：此類人才

是需有全球國際觀，多半

自己從技術類的人培養。

由於現階段畢業生外語能

力普遍不佳，即使想以當

地國籍人員兼作技術人

員，但因為當地也缺人工

導致招募亦困難 

(3.1) 培育具專業與國

際性移動人才為

目標 

 讓學生在學期間就有機會到海外實習，看到蘭

花產業前景，有助提高學子投入就業與留任意

願 

 定期於校園進行產業發展宣導說明會。 

 善用經濟部所建置之延攬海外科技人才網站

結合，協助企業招攬國外技術人才來台服務。 

 善用國科會對人才補助及獎助學金方案與相

關配套，協助學校或是產業的人才，至產業國

外有名學研機構(與蘭花產業有互動為主)研

習。 

(4) 基層人力：目前產業面臨

之人力瓶頸在於基層人力

欠缺，年輕就業人力不願

從事基層勞力，投入意願

不高，耐心不足，是個隱

憂 

(4.1) 自動化技術尚待

整合，基層人力

就業福利及訓練

需繼續強化 

 引入工業管理，提升蝴蝶蘭產業自動化程度，

製程標準化並與國際接軌。 

 企業應以較佳福利作為留任重複性作業人力

的措施之一。 

 短期基層人力問題，或可透過政府(勞委會)已

開設新移民工作專區，並開始著手開辦新移民

專班職業訓練計畫，解決產業基層人力問題。 

 持續鼓勵教育部辦理技職在教育方案資源，有

助於技職體系人力職能培育。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2)「卓越農業之人才供需調查及分析(蝴蝶蘭)成果報告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