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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產業調查範疇 

  有機農業之行業標準分類代碼為 011 農作物栽培業。本次以問卷形式

調查80家通過有機農產品驗證機構驗證之經營業者，產業涵蓋稻米、蔬菜、

水果、茶葉及特殊作物等類別之有機農作物的栽培生產、加工、流通、運

銷等一、二、三級，並質性訪談 4家綜合型有機農場。 

(二) 產業發展趨勢 

1. 2014 年國內通過有機農糧產品驗證面積共 6,071 公頃，驗證合格農戶

3,038 戶，包括水稻、蔬菜、果樹、茶樹及其他作物。 

2. 近 5年有機農業持續成長，2010-2014 年間有機農戶數與面積分別提升

70.9%和 50.1%，但近 3年的成長明顯趨緩，面臨經營規模小、生產成本

高、驗證標誌辨識度與可信度不足、銷售通路尚不完善等瓶頸。 

3. 消費者對食品安全議題的重視度與環境意識提升，對有機農產品的需求增

加，吸引各方企業投入有機農業產業。 

(三) 人才量化供需推估 

  以下為有機農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惟供給面推估受到統計資料的侷

限，僅提供未來該產業相關科系畢業生「潛在」可供給人數，未能將個人

能力狀況、產業環境等影響人才投入因素一併納入計算，爰於進行供需比

較分析時，應審慎解讀。詳細的推估假設與方法，請參閱報告書。 

單位：人 

景氣 
情勢 

105 年 106 年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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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觀 8,015 

6,135 

10,321 

6,211 

16,125 

6,304 持平 6,777 8,024 11,526 

保守 6,001 6,587 8,716 

註：(1)樂觀=依據 99-103 年度有機農業戶數每年成長率平均值 19.82%及本研究調查之有機農

場短期人才需求平均值平 1.84 人進行推估； 

  (2)持平=依據101-103年度有機農業戶數每年成長率平均值10.17%及本研究調查之有機農

場中期人才需求平均值平 1.98 人進行推估； 

  (3)保守=依據本研究之 99-103 年度有機農業戶數線性方程式(104-108 年度約每年成長率

平均值 2.41%)及本研究調查之有機農場長期人才需求平均值 2.58 人進行推估。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2015)，有機農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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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才質性需求調查 

  以下摘述有機農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結果，詳細之各職類人才需求條

件彙總如下表： 

1. 有機農業所需之人才類型包括：經營管理、研發品管、生產栽培、加工貯

運、行銷業務、行政庶務、資訊科技等類人才。由於目前有機農場多從事

一級生產，因此未來人才需求仍以生產栽培最為優先，其次分別為行銷業

務、加工貯運。 

2. 在基本學歷要求方面，經營管理、研發品管、行政庶務、資訊科技等類人

才所需求之學歷較高，需具備大專學歷；而生產栽培、加工貯運、行銷業

務等類人才則以高中以下為主。在科系要求上，以經營管理類最重視是否

具備農業科系學歷，其次為研發品管及生產栽培，其餘職類則均為不拘。 

3. 在工作年資要求方面，根據調查結果，有機農業場家對於經營管理、加工

貯運及生產栽培等職類較重視需具備農業實務經驗。 

4. 在招募難易度上，場家反應經營管理、研發品管及生產栽培人才招募最為

困難，主要原因為該類人才較重視農業科系學歷或農業實務經驗，求才條

件相對嚴格，但薪資待遇卻較難符合期待；加工貯運及行銷業務人才招募

方面，則表示略有困難；行政庶務、資訊科技人才因招募條件較為寬鬆，

招募難易度普通。 

5. 有機農產品經營者預期招募困難之主要原因為產業吸引力不足、應徵者少，

其次為對薪資待遇理想的落差及求職者無法適應工作內容與環境。 

 

所需之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經 營 管 理

類(1310) 

負責有機農業生產

統籌、規劃、分析、

決策、財務配置、

風險管理等。 

大專/ 

一般農業學類(6201) 

園藝學類(6203) 

農業經濟及推廣學類

(6205) 

1. 農業相關科系畢業，具備農

業知識及熱忱 

2. 具備農業實務經驗 

3. 具備領導能力，能有效規劃

與執行資源運用決策 

4. 能分析政策與市場環境，促

進有機產業經營發展 

2-5 年 難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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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研 發 品 管

類(2132) 

負責有機農業產

品、技術、流程、

服務的改良創新、

品管及綠能、生技

的開發應用等。 

大專/ 

一般農業學類(6201) 

食品科學類(6202) 

農業技術學類(6209) 

1. 農業相關科系畢業或具備農

業實務經驗為佳 

2. 熟悉並協助有機農產品驗認

證流程、加強品質控管 

3. 研發創新產品或技術，提升

有機農產品價值 

2 年 

以下 
難 無 -- 

生 產 栽 培

類(6010) 

負責有機農作物之

育苗、整地、播種、

田間管理、採收、

生產資材與設施維

護等。 

高中以下/ 

一般農業學類(6201) 

園藝學類(6203) 

植物保護學類(6204) 

農業化學類(6208) 

1. 具備田間生產栽培管理實務

經驗 

2. 農業相關科系畢業為佳，宜

具備農業知識及熱忱 

3. 熟悉有機農法與病蟲害防治

管理，可協助提升產量或品

質 

4. 體力及耐性佳 

2 年 

以下 
難 有 -- 

加 工 貯 運

類(7914) 

負責有機農產品採

後處理、揀選、分

級、加工、認證、

分裝、倉儲、運輸、

配送等。 

高中以下/ 

不限 

1. 具備農產品採後處理、加工

或貯運管理之實務經驗 

2. 熟悉及改善農產品加工技

術，提升食品安全 

3. 細心負責，避免有機農產品

交叉污染，並重視衛生 

2-5 年 難 有 -- 

行 銷 業 務

類(5292) 

負責有機農產品市

場調查、品牌行

銷、宣傳企劃、活

動籌辦、銷售貿

易、客服及解說

等。 

高中以下/ 

不限 

1. 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2. 具備產業競爭分析及市場調

查分析能力 

3. 將農產品品牌化及故事化，

提升產品精緻度、價值感與

吸引力 

4. 擅於行銷宣傳活動企劃、顧

客服務或溝通，可獨立拜訪

客戶洽談業務或展售推廣商

品者為佳 

5. 熟悉且能協助社群媒體經

營、網路行銷及電子商務 

2 年 

以下 
難 無 -- 

行 政 庶 務

類(4322) 

負責有機農場紀

錄、處理行政文書

事務、會計、採購、

人事、園區清潔維

護等。 

大專/ 

不限 

1. 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 

2. 具備協調能力，有效安排處

理行政事務 

無經

驗可 
普

通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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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 

人才職類 

(代碼)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基本學歷/ 

學類(代碼) 
能力需求 

工作 

年資 

資 訊 科 技

類(2529) 

負責有機農場之資

訊系統、電腦設備

及網站資料等軟硬

體之設計、使用、

維護。 

大專/ 

不限 

1. 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資料管

理及維護等能力及相關證照 

2. 以具備系統軟體開發技術為

佳 

3. 協助建立農業管理資訊系

統、促進有機農業智慧化 

4. 熟悉且能協助農產品生產履

歷系統使用、網路行銷及電

子商務 

2 年 

以下 
普

通 

無 -- 

註：(1)上表代碼分別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職業標準分類」及教育部「學科標準分類」填列。 

  (2)本表基本學歷分為高中以下、大專、碩士以上；工作年資分為無經驗、2 年以下、2-5 年、5 年以上。 

  (3)職能基準級別依據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平台，填寫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之職類基準級別，俾了解人才能力需求

層級。「--」表示其職類尚未訂定職能基準或已訂定職能基準但尚未研析其級別。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2015)，有機農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計畫」。 

(五) 調查結果政策意涵 

  以下為各業管機關就其調查推估結果，所綜整出的人才問題及其相關

因應對策。 

人才議題 因應對策 

經營管理類：農業相關領域人才對有機農業

之各項職務中以「農場經營管理」類的就業

意願最高，顯示人才傾向擔任中高階主管。

但有機農場家多以小規模人員經營為主，經

營管理類職務多由有機農業經營者自行擔

任，對此類人才需求少。且場家認為經營管

理類人才除須具備農業科系學歷外，亦須具

備多年工作經驗。因此產業整體呈現此類人

才供給過量且多數不符合場家需求期望。 

 鼓勵有機農場因應市場需求及資源條件，規劃投資擴大經營

規模，增加經營管理類相關人才需求。 

 輔導有機農場規劃設置儲備幹部培訓機制，協助產業人才先

投入有機農業其他職務類型，如具農場經營管理能力者也相

對較有意願從事之行銷業務或資訊科技職務，再逐步培訓形

成適當的經營管理類人才。 

 開辦「有機農場規劃」、「有機農業產銷決策」等項目之培訓

課程。 

 在學校推動跨領域課程，以培養學生多元面向的農場經營管

理知識。 

 鼓勵學生至業界實習 6 個月以上或參與農場見習等其他實

習及工作機會，累積實務經驗並培養領袖特質。 

 建立有機農業二代、三代青年農民的人際互動網絡，形成投

入有機農業過程的共同成長學習團體，增進經營管理效能。 

研發品管類：農業領域人才對有機農業之「研

發品管」類的就業意願高。但場家對此類人

才需求少。場家認為研發品管類人才以具備

農業相關科系學歷或農業實務經驗為佳。但

 輔導有機農業創新技術與產品，結合生物科技應用，提升品

質管理與附加價值，增加研發品管類相關人才需求。 

 輔導有機農場建立人力資源管理機制，提供適才適所的專業

分工與持續參與研習培訓之機會，以利研發品管類人才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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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議題 因應對策 

場家難以提供高學歷人才所期望的薪資，使

得研發品管類人才招募最為困難。有意投入

研發品管職務之人才亦相對重視企業前景、

地點位置、適才適所、企業形象、訓練發展、

企業文化。 

募。 

 推動產學合作多元管道，提供具備研發品管專業能力之教師

或學生至有機農場研習服務，以協助產業升級。 

 開辦「農產品與技術研發」、「有機農產品品質管理與驗證制

度」及「生物科技應用」等項目之培訓課程。 

 在學校推動跨領域課程，以培養學生的農業研發品管知識，

或提高生技及其他專業領域學生對有機農業之認知與就業

意願。 

生產栽培類：有機農場對生產栽培類人才的

需求最高，且未來預計將持續提升需求。場

家也期望人才須具備農業實務經驗，若具農

業科系學歷者亦佳。農業相關領域人才約半

數有意投入有機農業的生產栽培職務，且以

男性意願高於女性，科技大學學生亦高於高

中職生。具生產栽培專業能力者對投入有機

農業之就業意願不高，但對生產栽培職務之

就業意願相對較高。因生產栽培勞務工作較

吃重，薪資待遇不易符合期望，使得有機農

場招募及續留生產栽培類人才困難，實際投

入人才短缺。 

 開發自動化作業管理技術或省力設備裝置，以簡化有機農業

生產栽培的勞務工作體力負擔，提升生產栽培類人才對有機

產業的實際投入。 

 輔導有機農場創新生產技術，提高農產品品質與價值性，或

結合二級、三級產業，發展成為六級產業，提升產業競爭力，

以增加收益及生產栽培類人才之投入意願。 

 鼓勵有機農業相關學協會與科技大學等機構聯結，設立專責

的有機農業產學合作及人才媒合窗口，推動具生產栽培專業

之學生返鄉至業界實習，以培養人才實務經驗與在地就業機

會，同時減輕場家缺乏生產栽培類人才之農務壓力。 

 分析女性適合之有機農業作物栽培類型，以提升女性人才投

入有機農業之生產栽培職務。 

 開辦「有機農業病蟲害防治」、「有機栽培管理」及「有機堆

肥製作技術」等項目之生產栽培類之相關培訓課程，增進人

才對有機農業生產栽培的知識與技能。 

 辦理有機農業生產栽培證照，以協助場家辨識產業人才的專

業能力。 

 加強辦理青年返鄉從農培訓與輔導中年二度就業，以增加生

產栽培類的產業在地人才，並與有機農場合作，提供實務操

作場域。 

加工貯運類：加工貯運類人才為有機農業主

要的需求類型之一，不必具備農業科系學

歷，但須具備農業實務經驗，以提升有機農

產品加工技術與安全衛生，但招募略為困

難。農業相關領域人才約三分之一有意投入

有機農業的加工貯運職務，且以高中職生或

具備農產加工貯運專業能力者之意願較高。 

 協助有機農業擴大招募跨領域人才投入加工貯運類職務。 

 輔導有機農場建立加工貯運作業的標準化流程及食品安全

衛生的具體規範，以利各界人才投入加工貯運職務後可加速

熟悉作業模式及品管原則。 

 推動有機農業與高中職的產學合作及人才媒合管道，提供具

農產加工貯運專業之學生至業界實習，瞭解農產品採後處

理、加工或貯運管理運作，以培養人才實務經驗與就業機會。 

 開辦「農產品加工技術與安全衛生」、「農產品採後處理與分

級包裝」及「農產品倉儲管理」技術等項目之培訓課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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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議題 因應對策 

升人才的農產品加工貯運技術，保障食品安全。 

 辦理有機農業加工貯運證照，以協助場家辨識產業人才的專

業能力。 

行銷業務類：行銷業務類人才是有機農場需

求優先排序次高者，大多不要求具備農業科

系學歷或農業實務經驗，以協助有機農業推

廣及銷售，提升產品精緻度與品牌故事，但

招募略為困難。近四成農業相關領域人才有

意投入有機農業的行銷業務，且相對著重薪

資福利、工作氛圍、地點位置、企業文化。

以博士生、女性或具備農場經營管理、農產

行銷業務及農場行政庶務等專業能力者對行

銷業務之就業意願較高，具備農產加工貯運

專業能力者則意願較低。 

 協助有機農業擴大招募跨領域人才投入行銷業務類職務。 

 輔導有機農場建立行銷績效獎勵機制，以提高有機農產品推

廣銷售，並增加產業人才投入行銷業務之意願。 

 推動有機農業與研究所的產學合作，提供博士生至業界實習

或研究，協助有機農產品分析市場需求、創造品牌價值、拓

展行銷通路，提升企業形象與經濟收益。 

 輔導有機農場設立聯結農場經營、農產行銷、農場行政等綜

合性職務的人力資源運用與職涯發展規劃，逐步培訓產業人

才具備多元面向的專業能力。 

 開辦「農產品品牌行銷與包裝設計」及「農產品市場調查與

消費行為分析」等項目之培訓課程，提高人才的行銷業務技

能。 

行政庶務類：有機農場對行政庶務類人才的

需求排序較墊後，以農業科系畢業者為佳，

且不須具備農業實務經驗。因求才條件相對

寬鬆，招募難易度普通。農業領域人才約一

成五有意投入有機農業的行政庶務，相對重

視工作氛圍、個人興趣、訓練發展、企業文

化。具農產加工貯運或農場行政庶務等專業

者之意願亦較高。 

 輔導有機農場建立無經驗者之人才培訓機制，以提高產業人

才對工作環境之適應性。 

 輔導有機農場設立聯結農產加工貯運與農場行政庶務之綜

合性職務的人力資源運用與職涯發展規劃，逐步培訓產業人

才具備多元面向的專業能力。 

 開辦「農場紀錄與行政管理」、「農場人力資源管理」及「農

場景觀管理與環境維護」等項目之培訓課程，提高人才的行

政庶務技能。 

資訊科技類：有機農場對資訊科技類人才的

需求度不高，但因網路社群媒體及電子行動

商務的興起，人才需求於未來短期、中期呈

成長，以增進有機農業推廣銷售及生產經營

管理。場家大多不要求此類人才具備農業科

系學歷或農業實務經驗，招募難易度普通。

近二成農業領域人才有意投入有機農業的資

訊科技職務，且相對著重薪資福利、企業形

象、個人興趣、企業文化、健康因素、創業

規劃。以博士生、具備農場經營管理或農業

資訊科技等專業能力者對有機農業資訊科技

類職務的就業意願較高。 

 輔導有機農場重視經營管理的資訊化，以提高有機農產品產

銷效益，並增加產業人才投入資訊科技職務之意願。 

 推動有機農業與研究所的產學合作，提供博士生至業界實習

或研究，協助有機農業開發應用資訊科技進行網路行銷、電

子行動商務及智慧化生產經營管理，提升企業形象與營收。 

 輔導有機農場設立聯結農場經營管理與農業資訊科技之綜

合性職務的人力資源運用與職涯發展規劃，逐步培訓產業人

才具備多元面向的專業能力。 

 開辦「農業管理資訊系統」、「農產品電子商務」等項目之培

訓課程，提高人才的資訊科技應用技能。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