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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我國積極推動農產品冷鏈建置，關鍵人才的培育與引進被視為提升產業

競爭力之重要課題，但由於農產品冷鏈產業涵蓋範圍廣泛，不同產業又各自有其

產業鏈，對於人才供需皆有待釐清。是以本次調查聚焦於應用端中的農會/合作

社（農作物栽培業），並擴及產業鏈其他角色。首先調查產業現況及人才需求，

進而調查核心科系的投入意願，並彙整訪談意見，提出產業發展及人才培育方案

之策略。 

總體而言，約七成對於未來三年（109-111 年）景氣感到樂觀，成長率預估

範圍自 5%至 80%，認為國內消費趨勢及社會環境將會帶動農產品冷鏈產業需求。

但根據本次訪談的結果，在應用端，相較於經過專業訓練的「人才」，業者普遍

強調缺乏勞力工作的現場作業「人力」，重視的是可配合週末排班、配合現場作

業，強調需具備團隊合作、品行佳、能吃苦等人格特質。所需要的相關證照為堆

高機證照、冷凍及冷藏設備初級維修。相較於聘用專業的農產品冷鏈人才，業者

更傾向藉由訓練課程，提昇既有人員對於農產品冷鏈系統及設備應用的認識。值

得注意的是，在訪談過程中，近年出現農產品生產業者跨足至物流，或是物流業

者跨足至農產運銷的趨勢，對於這類業者而言，兼具物流系統建置及農產品特性

專業知識的人才是人才選育的重點。 

再者，本次調查的 231位園藝、生物機電工程、冷鏈等核心科系大四學生中，

畢業後直接就業的 75%受訪者中，有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占 45%，又以運

籌系的投入意願最高（75%），其次為農園藝系（54%）。投入的主因為「產業前

景可期」（占 73%），反之，「不熟悉產業」是影響畢業生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

最主要負面因素。 

彙整訪談結果，關於農產品冷鏈人才培育可以分為二面向，包括：第一，透

過在職訓練提昇既有人員的農產品冷鏈應用知識；第二，藉由實習、業師，或學

程等策略，提昇在校學生對於農產品冷鏈物流的認識，鼓勵跨領域選修。再者，

為了促進農產品冷鏈的普及，建議可由政府建立冷鏈物流認證制度，提昇物流業

品質；辦理產地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促進生產及消費端對於冷鏈保鮮之認同；

奠基於需求調查，協助提昇產業鏈各環節之冷鏈技術、設備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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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問題 

過去臺灣農業著眼於國內產銷，相對較為忽略冷鏈的建置。再者，即便採後

預冷處理有助於降低耗損，進而提昇農民收益，也往往受限於人力、資本，及設

備等因素，而難以普遍運用。但伴隨農產品販售通路逐漸由農產品批發市場、販

運商等傳統通路，轉移至量販店、超市等大型實體通路及電子商務通路，甚至外

銷，確保各節點作業流程維持保鮮，成為重要課題。循此，除了 107年度「第六

次全國農業會議」針對冷鏈提出重要決議：「建構全國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設

置智慧型冷鏈物流中心，優化採前及採後處理、分級包裝、貯運系統。整合業者

建立跨國冷鏈物流體系。」農委會亦規劃在北、中、南設置三個「農業冷鏈物流

中心」。 

冷鏈物流根據運送物品，一般分為：初級農產品（蔬菜、水果、肉、禽、蛋、

水產品、花卉）、加工食品（速凍食品、包裝熟食、冰淇淋和奶製品、快餐原料），

及特殊商品（藥物等）。相較於加工食品及特殊商品具有較一致的產品規格及冷

藏或冷凍冷藏溫度，蔬菜水果等初級農產品的品項規格及最適保鮮溫度具有相當

大的差異，雖然農業試驗所等學研單位已累積關於蔬果採後處理、儲藏等相關數

據，但尚未建立相應的商業模式，亦反映出缺乏相應農企業加以處理的現況。 

相應台灣經濟隨著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亦隨著科技發

展及社會變遷逐步轉型，惟產業轉型或擴充規模所需人才數量及樣貌，往往超越

教職體系提供之人才之培育範疇，且農業相關產業人力資源較無完善之運用機制，

使得關鍵人才的培育與引進，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之重要課題。 

循此，本研究藉由次級資料彙整、現地拜訪與問卷調查等方法，獲得產、官、

學、研各界的相關資訊，推估未來三年的產業發展資訊及人力供需狀況。以此調

查為基礎，研擬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選才、育才、攬才、用才等相關職能發展策

略。 

 

二、農產冷鏈產業發展現況及趨勢 

（一）全球冷鏈市場趨勢 

冷鏈指的是易腐食品或需溫控的產品，從生產端運送至消費端皆維持在低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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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以確保食品安全與品質之「低溫物流系統」。簡言之，對於食物供應鏈而

言，冷鏈為以確保食品安全與品質之目的之「溫度控制食品的供應鏈」。根據技

術、類型、溫層，及用途可以將市場區隔為下列數類型： 

表 1冷鏈分類：技術、種類、溫層、用途 

分類

方式 

技術 種類 溫層 用途 

類型  急速冷凍 

 蒸氣壓縮 

 可程式化

邏輯控制

器（PLC） 

 蒸發冷卻 

 極低溫裝

置 

 其他 

 低溫保存 

 低溫運送 

 冷藏 

 冷凍 

 乳製品、冷

凍點心 

 肉類、海鮮 

 蔬果 

 麵包、點心 

 其他 

（MarketsandMarkets 2018） 

全球冷鏈市場，預估從 2018 年 2031 億 4000 萬美元，到 2023 年可成長至

2923 億 7000 萬美元，複合年均成長率達 7.6%
1。市場成長的推動主因包括生鮮

食品國際貿易量的增加、跨國企業擴大食品零售販售鏈，以及政府對於冷鏈基礎

建設整備之支持等。特別是印度、泰國、南非等新興國家，伴隨政策支持及食品

需求的擴大，被認為具有龐大市場潛力（MarketsandMarkets 2018）。 

全球市場的主要影響因素簡述如下： 

1. 促進因素：（1）伴隨近代化，即食食品的保存需求提升。（2）消費者對於生

鮮食品的需求量增加。（3）伴隨貿易自由化，國際貿易量的提升。（4）為了

                                                      
1其他評估數據如 Grand View Research （2019）全球冷鏈市場評估報告，除了貯藏與運送裝置外，

也涵蓋包裝，用途除了 MarketsandMarkets （2018）的項目之外，也明列濃縮果汁、醫藥品。此

份報告預估從 2019 到 2025 年可達 4475 億美元的市場規模（複合年均成長率 15.1%），促進成長

的因素包括海鮮類的加工、包裝、貯藏技術的提升。另一方面，TechNavio（2018）世界食品及

飲料之冷鏈市場評估報告中的調查品項包含食肉、海鮮、飲料、冷凍食品等，報告指出 2018年

至 2022年複合年均成長率為 6.54%，較接近 MarketsandMarkets （2018）的複合年均成長率 7.6%

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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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健康遭受危害的風險而提升對於溫度控制的需求。 

2. 抑制因素：（1）高昂的燃料費及建設費用。（2）伴隨二氧化碳量的增加，可

能造成環境危害。 

3. 市場機會：（1）集團式零售業對此的需求量增加。（2）政府逐漸重視採後處

理、減少加工食品的廢棄。（3）對於新興國家市場直接投資（FDI）的增加。 

4. 問題：新興國家市場的基礎建設發展仍不完備，以及發展中國家人材不足

（MarketsandMarkets 2018）。 

 

（二）各國農產品及食品冷鏈趨勢 

根據調查顯示，當人均 GDP 超過 3,000 美元，社會形態將進入消費社會，

而人均 GDP 超過 5,000 美元時，對於冷鏈需求將呈現快速增加的傾向，而單一

國家內，由於各地區人均 GDP 不同，亦使得冷鏈發展有所差異，例如人均 GDP

高於國家平均的都市地區，冷鏈系統發展通常優於其他地區。以亞洲國家為例，

新加坡、日本、香港已進入冷鏈成熟階段，普及率高達 80-90%；韓國及台灣則

位居第二級成長階段；馬來西亞、泰國、中國大陸則位居初級成長階段；印尼、

菲律賓、越南位於初期階段；寮國、柬埔寨、緬甸、印度則位於未開發階段。相

較於成熟階段國家（如美國）的冷鏈系統普及率達 80-90%，蔬菜到達消費者時

的損腐率為 1-2%；中國大陸的冷鏈普及率約 10%，蔬菜腐損率為 25-30%；印度

的損腐率為 40%（廖珮如 2017）。 

根據上述評估，臺灣目前座落為二級成長階段，下列以位於成熟階段國家的

日本，以及位於初級成長階段的中國大陸為例，分析不同發展階段的冷鏈趨勢，

與我國現況參照，以了解我國推動冷鏈之可能進程。 

 

1. 日本 

1965 年日本科學技術廳資源調查會指出「關於有益於改善飲食生活體系的

糧食流通體系現代化之勸告」（食生活の体系的改善に資する食料流体系近代化

に関する勧告）被視為日本正式發展冷鏈系統的關鍵年，報告中所提出的項目包

括：（1）確立食品等級、規格及檢查制度；（2）整備糧食流通之資訊體系；（3）

確立生產地、中轉地加工體制；（4）與糧食流通相關的研究開發，如容許溫度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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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time temperature tolerance）、加工、包裝、規格等。在此報告後，日本於全

國各地開始整備預冷設備（如真空預冷等設備）、低溫流通設施。而此報告發表

的同一年，家庭用電冰箱也在日本發售，並於 1975 年普及率超過 95%，而伴隨

家庭用微波爐的普及，冷凍食品也逐漸進入一般家庭。再者，1976 年宅急便在

日本誕生，並於 1987 年起提供冷藏宅急便（荒木徹也 2011）。 

近年日本冷鏈系統進一步著眼於預防損害，結合分析日本農畜水產品之販售

形態，除了溫度控制之外，進而涵蓋濕度控制、氧及二氧化碳濃度、乙烯及有效

防止損害之資材研發等。除了藉由冷鏈維護食品品質，也強調導入 IoT、AI等新

技術提高物流透明化及效率化以改善勞動條件、建構可因應災害風險及環境友善

的物流體系，對抗溫室效應而致力於減量、再利用、再循環，如標準化裝載農產

品之容器，以及研發對於環境損害較小的包裝容器等。 

A. 開拓直販等新通路：藉由導入 ICT 等新技術，以縮短運送時間，並為生產

者規劃維持鮮度、品質之最佳販售路徑。以株式會社農業綜合研究所2為例，

其透過與全國生產者合作，在各地集貨後，在超市等通路進行委託販售。所

建構的物流 IT 系統有下列特徵：（1）生產者可不受限於農產品規格，自行

選擇販售價格與通路。（2）藉由其 IT 系統，生產者可獲得超市販售情形、

店鋪資訊等資料回饋。（3）針對重視新鮮的農產品，原則上一日內完成從集

貨地點送至通路，並提供貼有生產者姓名的標籤、賣場宣傳以「安心安全、

可見到生產者長相」的形式提供給消費者。並開發「農直」APP，建立生產

者、超市、消費者之交流平台。 

B. 物流效率化：目前食品物流以貨車運送為大宗，但目前貨車運送面臨嚴重人

手不足、要求減少勞動時間等問題。根據國土交通省綜合政策局國際物流課

（2018）調查指出，日前以農水產品的平均作業時間最長，且在卸貨程序上

僅次於日用品雜貨。對此，藉由在產地達成集貨效率化、藉由混載以提昇積

載率、減少上下貨的時間，將有助於提高效率並維持鮮度。以 HOKUREN
3為

例，其藉由下列措施縮短 1/2-1/3 的上卸貨時間、配送地點從二個市場增加

至三個市場，棧板回收率從 80%（2014 年）提昇至 95%（2016 年）。其主

要透過棧板租賃業者、批發市場等合作，導入標準型棧板以應用堆高機。特

徵如下：（1）租賃標準型棧板，將紙箱運送變更為棧板運送。（2）配合標準

型棧板，變更部分紙箱尺寸。（3）個別拜訪棧板回收率差的交易對象，協商

                                                      
2
 官方網站：https://www.nousouken.co.jp/ 

3
 官方網站：https://www.hokuren.or.jp/ 

https://www.nousouken.co.jp/
https://www.hokuren.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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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策略。 

C. 活用資通訊技術：雖然在流通領域已逐漸導入資通訊技術，但以批發市場為

首，生鮮食品等流通領域的資通訊技術導入遲緩。雖然部分批發市場導入電

子拍賣、聲音輸入，大型量販店也應用專門系統訂、出貨，但從生產端到盤

商階段，仍多利用電話、傳真，及手寫記錄為主流。根據 2013 年的調查，

日本全國中央批發市場（不含食肉）中，生鮮 EDI
4標準或電子標籤的導入

率只有 12%、部分品項導入為 5%，未導入則占 74%（樣本數 57），低導入

率的原因包括關係者意見不一、導入成本高，及不確定是否可提昇物流效率。

目前資通訊相關應用案例如株式會社仙台水產，其藉由建立批發市場綜合情

報系統，以達成無紙化入庫、販售、庫存管理，並藉由電子標籤管理溫度，

以確保外銷品質。特徵如下：（1）藉由電子化系統以降低下單失誤。（2）導

入可即時性入出庫履歷、庫存、產地，賞味期限的物流管理系統。（3）導入

聲音輸入系統，年間減少 340萬件數據輸入作業。再者，以株式會社 SEAOS
5

的上卸貨系統為例，藉由可視化進出貨碼頭閒置時間，管理者或駕駛可透過

手機事前預約，由系統規劃抵達順序，以降低貨車待機時間。 

D. 鮮度等品質、衛生管理：目前對於食品，除了價格、國產之外，鮮度等品質、

安全、生產者資訊等面向愈加受到消費者重視，而雖然在外食鏈等領域已經

建立從產地到店鋪的全冷鏈體系，但作為 60%蔬果經過通路的批發市場目前

的冷鏈應用仍低6。根據 2013年的調查，中央批發市場的低溫拍賣區的面積

比例分別為：蔬果 18%、水產 17%、花卉 13%，導入難題包括通建築物開

放空間多、出入口較廣、人物出入頻繁、需大坪數空調設備、需考量人體適

應溫度，甚至因為導入低溫設施反倒造成常溫拍賣區溫度上昇（食品チェー

ン研究協議会 2013）。以下介紹二個批發市場導入案：（1）株式會社 JA全

農青果中心：其作為全農的一員，在東京、神奈川、大阪設置蔬果中心，除

了相應需求進行分裝、包裝，並開發截切、冷藏、冷凍、配菜等商品，藉由

與生協合作，也兼具也具有宅配集貨中心的機能。目前全館溫度控制分為 5

度及 10 度，設有具乙烯吸附機能的自動冷藏庫、低溫倉庫等。（2）福岡市

中央批發市場蔬果市場（福岡市中央卸売市場青果市場）：於 2016年統合舊

                                                      
4
 EDI 意為企業間電子數據交換。蔬果標準商品碼請參見生鮮取引電子化推進協議会網站：

http://www.ofsi.or.jp/kyougikai/freshstandardcode/ 
5
 官方網站：https://www.seaos.co.jp/ 

6
 根據農林水產省數據，經過拍賣市場的蔬果比例從 1989 年的 83%，下降至 2014年的 60%，但

需注意由於農林水產省的數據中，作為分母的總流通量涵蓋加工品，若僅局限於生鮮產品，則約

有 80%蔬菜、70%水果經由拍賣市場（木立真直 2019）。 

http://www.ofsi.or.jp/kyougikai/freshstandardcode/
https://www.seaos.c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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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市場後，轉移至新址並整備冷鏈設備。目前 84%拍賣區為密閉式低溫拍

賣場（5 度、10 度），並藉由規劃動線，以達成從進貨到搬出動線的全冷鏈

及最短化路徑。除了由市政府檢查員每日確認商品溫度管理、衛生作業，也

實施撤收商品、農藥殘留、細菌等檢驗（農林水產省 2017）。 

除了冷鏈系統的提升，也針對農產品外銷而整備相關配套。首先，為了達成

在 2020 年日本農林水產品及食品外銷額達到 1 兆日圓之政策目標，規劃將國際

機場周邊的拍賣市場納入國際冷鏈供應鏈，以成田公設地方拍賣市場、東京都中

央拍賣市場大田市場為例，除了在拍賣市場內完成植物檢疫、提供外銷證明等一

站式服務，也涵蓋支援拍賣市場、盤商外銷導向的 HACCP 等低溫管理設備，例

如：（1）建構配送、庫存管理、生產履歷等物流管理系統。（2）提供多品項、多

品種的外銷蔬果混載配套設施。（3）活用多溫層裝箱等鮮度維持技術；（4）藉由

與其他市場及產地合作以達成全年供應（久保忠博 2016；農林水產省 2017）。 

其次，伴隨近年東協各國對於冷藏、冷凍食品消費量的增加，冷鏈市場也呈

現擴大趨勢，以冷凍、冷藏倉庫的開發為核心，也可見到日本業者積極參與東協

低溫物流市場。日本政府在 2017年 10月，由國土交通省主導推動「日本・東協

冷鏈物流計畫」，支援東協各國低溫物流基礎建設，包括促進當地低溫物流符合

國際規格、協助當地培育冷鏈物流人才、展開新興國家物流前瞻事業，促進當地

政府及業者與日本物流業者及設備業者交流及合作。以展開新興國家物流前瞻事

業為例，例如 2016 年在緬甸導入芒果選果機及集貨、運送的鮮度保持劑等物流

設備及機器，由熱湯處理改為蒸熱處理裝置，藉由選果機進行分級，並以防震棧

板以解決路況不佳問題。此計畫除了有助於直接促進日本物流業者及設備業者進

入當地市場，也有助於搭配此物流體系的日本食品、零售業者進入當地，擴大農

林水產品及食品的外銷（爲﨑真吾 2018；國土交通省綜合政策局國際物流課 

2018）。 

圖 1東協冷凍、冷藏食品市場變遷 



農產品冷鏈人才現況調查 

7 
 

 

（Euromonitoe，引用自爲﨑真吾 2018） 

表 2日 ASEAN冷鏈物流計畫之概要 

項目 內容 

方針研擬 針對倉庫業者、卡車運輸業者、政府，提供低溫儲藏、

運輸等基本注意事項。 

人才培育 與各國進行物流政策交流、與物流專家會談，針對各國

政府及物流業者，交流低溫物流知識，並實施促進應用

日本物流機器設備之宣傳活動。 

物流機器設備的普及

促進 

前瞻事業的開展 針對日系物流業者在 ASEAN建構物流網、導入新服務

等相關實證實驗給予補助。 

（爲﨑真吾 2018） 

2. 中國大陸 

在近 10 年間相關冷鏈物流政策中，農產品冷鏈物流被賦予重要政策地位，

例如 2010 年「京津冀冷鏈物流區域協同標準」提出建立規模化、現代化的跨區

域冷鏈物流配送中心，並培育具有資源整合能力的具國際競爭力企業，初步建成

體系健全的農產品冷鏈物服務體系；2016 年「關於開展農產品冷鏈流通標準化

示範工作的通知」；2017 年「關於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

農村新動能的若干意見」強調農產品冷鏈物建設乃是該國農業發展的重點；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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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加快發展冷鏈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進消費升級的意見」指出建立符合全鏈

式、網絡化、嚴標準、可追溯的、高效率的現代化冷鏈物流體系，以滿足消費品

質提升之需求、促進農民增加收入，保障食品消費安全。顯示在政策層面，冷鏈

建構已成為重要議題。 

同時，伴隨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以及網購、生鮮電商、蔬果宅配的進展，普

遍認為伴隨生鮮電商市場的崛起，消費端的物流需求將帶動冷鏈物流市場的快速

發展。中國大陸 2017 年生鮮市場交易規模為 17897 億元人民幣，但預估近二年

的年成長可達 7%。當中，2017 年生鮮電商交易規模為 1418 億元人民幣，市場

滲透率達 7.9%，預估三年間生鮮電商市場複合成長率可達 49%，於 2020 年占比

達 21.7%。以生鮮電商物流規模的迅速擴張為動力之一，中國大陸冷鏈物流市場

評估將從 2018年的近 3000億元人民幣，於 2020 年達到近 4700億元人民幣。 

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農產品運輸在物流市場中所占比例不高，利用冷

鏈物流體系配送者更少，目前生鮮食品流通損腐率達 30%。以 2017 年的數據顯

示，物流市場規模達 252.8 萬億元人民幣，農產品物流總額近 4 萬億元人民幣，

約占 1.6%。目前中國大陸的冷鏈物流市場的供應商市場占比以需求端物流占最

高，依次為第三方物流、供應端物流。業者主要分為七種類型：倉儲型、運輸型、

城市配送型、綜合型、供應鏈型、電商型、平台型。 

表 3中國冷鏈物流業分類 

類型 內容 代表業者 

倉儲型 
以從事低溫倉儲業務為主，提供低溫

貨物儲存、保管、中轉等倉儲服務。 
太古冷鏈、普菲斯 

運輸型 
以從事貨物低溫運送業務為主，包括

區域配送、城市配送等。 
双匯物流、榮慶物流、眾榮物流 

城市配

送型 

以從事城市低溫倉儲和配送業務為

主。 

北京快行線、上海新天天、深圳

曙光 

綜合型 從事低溫倉儲、城市配送等綜合業務。 招商美冷、上海廣德、北京中冷 

供應鏈

型 

圍繞核心企業，藉由對資訊流、物流、

資金流的控制，從採購到終端整個過

程提供低溫運輸、加工、倉儲、配送

服務，再經由分銷網絡將產品送交至

武漢良中行、鮮易供應鏈、九曳

供應鏈、順豐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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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電商型 

生鮮電商業者自建的冷鏈平台，除了

自用，也為電商平台上的客戶提供冷

鏈物流服務。 

菜鳥冷鏈、京東到家、愛鮮蜂、

神盾快運 

平台型 

以大數據、物聯網、IT 技術為基礎，

結合物流金融、保險等增值服務，建

構網絡＋冷鏈物流的冷鏈資源交易平

台。 

碼上配、冷鏈馬甲、鮮安行 

（鮮安行 2017；中商產業研究院 2018） 

目前中國大陸國內企業主要應用的冷鏈技術仍集中於貯藏及冷藏，但因為缺

乏有效資訊管理使得難以降低冷鏈成本，相較於冷鏈成熟階段國家冷鏈利潤率可

達 20-30%，目前中國大陸常溫利潤約 10%、冷鏈利潤率約 8%（鮮安行 2017）。

具體而言，其冷鏈面臨問題包括： （1）運輸貯存設備落後，基礎設施不足：目

前冷藏庫及冷藏車供不應求，且半數以上冷藏庫長年使用，70%難以準確控溫。

再者，冷藏車以單溫控車輛居多，不適合多品項運輸。其次，各企業間的生鮮食

品冷鏈物流資訊化程度落差大，多數企業只有應用類似財務管理或庫存管理的功

能，缺乏統一的資訊交流平台，而難以實行即時化生產技術、進行零庫存管理。

（2）市場化程度低：由於冷鏈物流需要高資金門檻，主要產品以生產端、經銷

端直接運輸為主，市場參與化程度較低。（3）農產品冷鏈物流標準與政策法規不

健全：目前對於農產品冷鏈物流尚未建立具實際約束力的法律規章，以及統一的

參考標準，如冷鏈效率評估、操作手法、溫度控制、管理要求、設備標準，作業

程序等皆不透明確。（4）尚未建立一個獨立完整的冷鏈系統：受到季節性限制、

產地分散且小規模種植，農家沒有能力建立預冷設備，導致目前供應鏈上游尚未

建立集中的採購機構及農產品預冷，且在中游與下游則缺乏相應的運輸與銷售場

所，冷鏈技術程度低、缺乏完善設施，經常出現「斷鏈」情形（王曼曼 2018）。 

中國大陸相關業者目前提出的解決方案例如：（1）可拆卸的預冷箱：針對季

節性、地域偏遠、小規模生產的品項利用可拆卸的預冷箱（大箱子上裝冷氣），

分批對蔬果進行預冷，帶採收結束即可將預冷箱裝入卡車，而無需大規模在當地

建置預冷廠。（2）在源頭設置產地倉：減少中間運送節點，由銷售端在各地設置

產地倉，在產地進行預冷、查驗、分裝。（3）電子監控技術即時監督溫度變化：

由於部分司機會在運輸過程中關掉制冷機，快到目的地時再打開，以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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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部分冷藏車超載導致貨物未達合適溫度，藉由溫空偵測機制可提醒司機溫度

異常，也將警訊傳送置中控後台，以助於改善配送流程（食力 2018）。 

由於中國大陸冷鏈發展程度參差不齊，下列以電商型的京東為例，說明生鮮

冷鏈電商的冷鏈物流服務之可能模式。京東是中國大陸龍頭電商，於 2016 年成

立生鮮事業部，並於 2017年宣布與日本物流雅瑪多（YAMATO）簽署戰略協議，

在生鮮冷鏈、跨境物流等領域合作。目前京東冷鏈物流提供的服務包括：純配、

倉配、原產地生鮮產品服務，及 B2B服務。 

圖 2京東冷鏈物流產品 

 

（中商產業研究院 2018） 

綜觀前述日本及中國大陸的發展趨勢及現況，可發現其目前所面臨的問題與

台灣近似，如在日本，在蔬果物流中扮演要角的中央拍賣市場的冷藏拍賣區比例

仍低，又如在中國大陸仍待建立完善農產品冷鏈物流標準，及欠缺監督機制，這

些面向及解決策略可作為台灣發展農產品冷鏈之借鑑。 

 

三、章節安排 

本研究首先藉由專家訪談及資料蒐集定義農產品冷鏈範疇，進而以此範疇為

基礎，藉由今年度三月辦理的「以 AIoT 打造新農業 冷鏈物流生態系之創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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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模式高峰會」研討會的合作社、農產運銷公司邀請名單，及網路搜尋、業者推

薦以建立調查名單，再透過農糧署專家推薦，規劃訪談業者名單。 

本研究團隊調查農產品冷鏈產業產業鏈不同位置業者的人才應用現況及未

來需求職缺，如研發、生產、品管、維修、行政、法規、銷售等，以此為基礎，

調查主要對應之核心科系大學四年級學生為對象，利用辦理農產品冷鏈產業校園

講座的機會，在介紹 20-40分鐘冷鏈產業現況後，以線上問卷調查投入農產品冷

鏈產業之意願、就業或轉業傾向，進而考察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之質性問題如選

才、育才、攬才、用才等相關職能發展，期以為我國發展農產品冷鏈產業奠定基

礎。 

圖 3農產品冷鏈產業供需調查流程圖 

 

（圖由本研究製作） 

本研究主要調查項目包括： 

1. 農產品冷鏈產業的現況分析。 

2. 農產品冷鏈產業的人才需求及供給分析。 

3. 未來三年農產品冷鏈產業的人才供給及需求推估。 

4. 農產品冷鏈產業發展及人才培育策略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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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業範疇與調查方法 

一、產業範疇 

本研究根據農產品產業鏈作為調查對象，涵蓋產業鏈中包括資材/設備業者、

物流業者，及應用端。由於當中應用端的組成多元，包含農會/合作社、批發市

場、盤商、通路等不同角色，本研究為了釐清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及技術需求之

樣貌，以應用端為核心，並擴及產業鏈其他角色。 

圖 4 農產品冷鏈網絡 

 

（圖由本研究製作） 

二、調查方法 

本研究在人才需求端（業者）的調查以訪談作為主要調查方法，並搭配半結

構式問卷，於人才供給端（學校）則採用產業介紹與線上封閉式問卷的型態進行。 

由於農產品冷鏈鏈涵蓋跨領域產業，如資材/設備業者、物流業者，及應用

端的農企業，農企業包括：農作物栽培業（A011）、運輸（H4940）、冷凍冷藏倉

儲業（H5302）、綜合商品零售業（G471）、蔬菜零售業（G4721）、蔬果批發業

（G4541）、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39）、輸送機械設備製造業（G2935）。

由於涵蓋範圍廣泛，不同產業又各自有其產業鏈，本研究聚焦於農業領域，而選

擇以農會/合作社（農作物栽培業）為核心，擴及其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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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團隊首先利用農產品冷鏈主管機關之一的農糧署所提供的合作社、合

作農場、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清單，建立應用端之調查名單，共有 17家接受訪談，

進而基於產業代表性挑選出現代通路、物流，及資材、設備業者等 5 家，共 22

家業者。由於多數資材、設備、物流業者同時執行他種業務，對於應用端的農企

業而言，冷鏈僅作為生產的一環，本次調查以問卷回收率做為基準，回收比例＝

受訪家數/調查範圍家數=73.3%
7。 

受訪業者型態及名單詳如下表。需注意的是，由於業者可能擴及其他業務，

而同時具有不同特徵，例如花蓮市果菜市場為花蓮縣蔬菜運銷合作社所經營，或

利統股份有限公司為資材業者但兼營水果外銷，又或如嘉里鮮菓股份有限公司為

嘉里大榮物流集團旗下一員，為了分析之便，以下量化分析時就其主要業務加以

歸類，而不重複採計。 

表 4本次調查範疇定義及受訪企業名單 

 冷鏈應用項目 受訪廠商 

應用 預冷設備、冷藏

庫、冷藏車、低溫

截切、物流中心

（應用程度不一） 

 合作社： 

二崙果菜合作社、子茂果菜生產合作社、加洲果菜

運銷合作社、雲林縣詔安聯合社區合作農場、嘉全

果菜生產合作社、高雄市旗山果菜運銷合作社、漢

光果菜生產合作社、龍潭果菜生產合作社、台灣省

青果運銷合作社、太陽生鮮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盤商： 

商榮實業有限公司、福和生鮮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福爾摩沙物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嘉里鮮菓股份有

限公司（嘉里大榮集團） 

 果菜市場： 

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果菜運銷股份有

限公司、花蓮市果菜市場 

 現代通路： 

全聯福利中心、御食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好農） 

物流 冷藏車、冷藏庫、 全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7
 此計算方法參考自經濟部工業局（106）「重點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無形資產評價產業」

https://ws.ndc.gov.tw/001/administrator/18/relfile/6037/9073/5028eb30-b6ad-4250-93e6-044adce30b7

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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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中心 

資材/

設備 

資材（如乙烯吸附

劑）、冷藏車、冷

藏庫、冷凍工程 

利統股份有限公司、邰利股份有限公司 

（表格由本研究製作） 

調查內容包括基本資料、經營概況、人力結構現況、所招募人力的科系背景、

招募人力之期望、未來三年產業平均景氣預估、人才招募來源，及希望政府或學

術機構提供哪些人才培訓計畫及提昇人才素質之政策。 

訪綱內容包括： 

1. 產業面向：臺灣農產品冷鏈整體現況描述、國內外農業應用冷鏈之趨勢。 

2. 企業面向：經營項目的現況描述、公司沿革及歷史、產品及業務、主要客戶、

經濟效益。 

3. 人才面向：臺灣農產品冷鏈產業的職能需求、目前招募人才的現況、所招募

人才在聘用期間所遇到的困難、未來希望招募的人才類型與特質、希望政府

或學術機構可以提供哪些政策或培訓以滿足企業需求。 

4. 政策面向：對於政府區域冷鏈物流中心、旗艦物流中心規劃之建議，及未來

使用意願。 

除了前述業者，為了促進對於冷鏈產業鏈的多元認識，除了前述企業，本次

調查也訪談國內主要四個冷鏈相關協會，包含：中華民國物流協會、台灣冷鏈協

會、台灣國際物流暨供應鏈協會、台灣全球商貿運籌發展協會。以及常年推動冷

鏈業務的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及近年積極導入冷鏈物流智慧方案

的研華智聯股份有限公司（研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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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需求調查結果 

由於本次農產品冷鏈產業涵蓋產業鏈中不同位置，對於資材/設備、物流業

者而言，農企業為其服務對象之一，而對於農企業而言，冷鏈為其所生產過程中

所需技術之一，較難評估具體產值。如前所述，本研究以問卷回收率作為基準，

回收比例=受訪家數/調查範疇家數=73.3%。茲將問卷分析結果分成基本資料、公

司經營概況、人力需求調查、農產品冷鏈產業未來三年景氣預測、政策需求調查

五部分。 

因為經營性質不同，下列以應用端為主要量化分析對象，輔以資材/設備、

物流業者之人才需求描述。 

 

一、公司經營概況 

調查項目包括公司成立年數、現有職員數、主要經營項目、產業鏈位置、投

入智慧農業產業年數，冷鏈應用比例等。 

 

（一）公司成立年數 

總體受訪者的成立年數集中於 21-30 年，成立年數超過 50 年以上的業者皆

為應用端（運銷公司、合作社、盤商）。 

 

圖 5 受訪業者公司成立年數分布（N=22） 

 

（圖由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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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員工總人數 

員工總人數在正職員工面向上，不同業態的員工人數呈現分散趨勢，以本次

受訪合作社為例，正職員工人數少則 7人、多則超過 250人；又以盤商為例，正

職員工人數少則 10人、多則逾 200人。 

圖 6 受訪業者正職員工人數分布（N=20） 

 

（圖由本研究製作） 

 

（三）產業鏈位置 

本次調查按照業態關連性，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應用端業者作為主要調查對

象，並擴及物流、資材及設備企業。應用端的業者進而可分為合作社、運銷公司、

盤商，及通路。 

圖 7 受訪業者產業鏈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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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四）受訪業者營業額分布 

本次受訪業者營業額分布平均，少則 5000 萬元以內，多則超過 200 億元，

但由於業態及經營結構不同，未必反映於獲利，也不等同於農產品冷鏈獲利。以

全聯為例，全聯福利中心 2018年營業額約 1200 億元，當中生鮮蔬果約 20%、推

估約 240 億元，為全台最大，但近年才逐漸接近損益平衡8。 

 

圖 8 受訪業者營業額分布 

 

（圖由本研究製作） 

 

（五）主要通路 

以合作社為例，多數受訪者的主要通路不只一種、呈現分散趨勢，但以超市、

盤商略高。下圖中，其他類的包括：郵輪、超市，及消費者直銷（B2C）。盤商

類型受訪者的通路則包含國內外拍賣市場、大賣場、超市、消費者直銷等。 

再者，本次調查中，內銷為主的業者占 82%（18家業者），當中部分業者雖

有少量外銷（5-10%），但主要是配合政府政策的非持續性出口。 

圖 9 受訪業者主要客戶分布：合作社（N=10，複選） 

                                                      
8
陳美玲、何秀玲（2019/2/11）全聯被動式併購 做大做強，《經濟日報》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9/3636692 
楊雅民（2018/3/21）全聯今年店數衝 1000店 營收拼 1200億，《自由時報》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37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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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六）冷鏈設備的應用程度 

本研究將冷鏈設備區分為預冷、冷藏庫、截切、包裝、加工、冷藏車，及其

他等七項。以應用端為例，總體而言，本次調查中以冷藏庫的應用最為普遍，合

作社、運銷公司、盤商、通路的所有受訪業者皆設有冷藏庫。再者，雖然比例不

一，應用端也都設有冷藏包裝場。 

首先，以合作社為例，以冷藏庫的設置最為普遍，依次為預冷設備、低溫包

裝場所、冷藏車，雖然部分設有截切此輕度加工的設備，但未設置如果汁、果乾

等加工設備。再者，以運銷公司為例，受訪業者皆設有冷藏庫，部分運銷公司設

有包裝場，或為合作社兼營而設有預冷設備。最後，本次所受訪的三家盤商型態

各異，包含截切及果汁加工、兼營蒸熱場及包裝場，及作為國際貿易商，由於型

態不同而導致冷鏈設備應用情形差異，但冷藏庫、冷藏車作為較普遍應用項目。 

於冷鏈應用比例上，以盤商的冷鏈應用比例較高，皆有 80％以上；運銷公

司的冷鏈應用情形則偏低。合作社的應用比例涵蓋 31-40%至 91-100％，應用與

否涉及主要通路對於冷鏈的要求，若是以果菜市場作為主要通路，由於未設置冷

藏拍賣區，普遍僅使用冷藏庫以調節供給。反之，若以超市如全聯、家樂福為主

要通路，基於超市要求而會有較高比例產品應用冷鏈設備，包含預冷、冷藏車運

送等。 

圖 10 應用端冷鏈設備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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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圖 11 應用端冷鏈設備應用情形：業種別 

 

（圖由本研究製作） 

圖 12 冷鏈產品占比（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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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二、職務現況調查 

本節針對農產品冷鏈產業對於人才現況及需求之問卷調查分析，說明如下： 

（一）調查說明 

問卷將工作職務區分為：研發、品管、倉管、調度、維修、作業、行政，銷

售。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由於部分公司因為業務安排或規模較小，而有人員身兼

數職的現象，例如銷售人員同時兼負行政、法規工作，在此僅根據主要工作內容

採計職務。再者，由於本次受訪業者多數為該公司負責人，未必清楚各職別確切

人數，導致下列職別計算的總數未必與各企業員工總數相應。 

表 5 職位及內涵 

職位 工作內涵 

研發面 
相應最新的農業需求，研發能解決問題之軟、硬體產品，例如

蓄冷保溫模組、資通訊管理技術等。 

品管面 
從生產、倉管、物流出貨到整個供應鏈的品質管理及檢定，維

持良率及符合產品標準等。 

倉管面 
訂定與管理倉管流程、維護與管理倉儲系統、協助理貨/撿貨/

補貨作業，安排倉儲轉運、帳務盤點等。 

調度面 
根據貨物規格，對所屬車輛和人員進行安排和調度，排除異常

事件及協助事故處理。 

維修面 廠區設備日常保養維護、機電設備檢測維護等。 

作業面 包括田間作業、包裝、截切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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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面 
協助業務所需的相關行政作業、人力資源管理，提供經營部門

相關資訊，協助內部財會制度符合規定。 

銷售面 
分析潛在市場並擬定行銷策略，具有承攬業務銷售能力，可執

行業務專案與企劃開發，協助顧客完成公司提供之服務。 

（表由本研究製作） 

 

（二）調查結果：應用端 

由於本次調查涵蓋產業鏈不同位置的業者，下列根據應用端、物流，及資材

及設備簡述調查結果。 

應用端的業者包含合作社、運銷公司、盤商，及通路。冷鏈在此環節主要涉

及採後預冷、冷藏、截切，及運輸，主要與品管、倉管等職務相關，但對於規模

較小的企業而言，未必會設置專門職務負責。 

 

1. 合作社 

首先，10 家合作社中所需人數最多的是作業人員，占比涵蓋 35%-87%，其

他現行職務包括品管、倉管、行政、銷售。若將冷鏈擴大為與農產品保鮮相關的

職務，則包含田間管理員、品管、倉管。 

合作社因為規模、經營型態而在人力配置及人才需求而有相當差異，普遍而

言皆表示由於需要週末排班、配合現場作業，部分因為地緣因素而使得作業人員

不足。所需要的作業人員包含田間、包裝，強調需具備團隊合作、品行佳、能吃

苦等人格特質。另外，也有受訪業者提到堆高機證照、冷凍及冷藏設備初級維修

等為佳。 

本次受訪合作社的業者之一設有物流中心，在前述人力及人才需求之外，也

新增物流管理人才需求。為了可以達成多元客戶、多次應用的目標，該職務理想

上具備調度、安排，系統化思考，進而建立管理系統的能力，可規劃最適流程、

提昇物流迴轉效率。由於農產品高時效性的特徵，在物流能力之外，也需具備對

農產品特性的充分認識。從此業者的例子可知，在發展農產品冷鏈系統時，需要

跨領域能力之人才。 

圖 13 作業人員人力占比：合作社（N=5） 



農產品冷鏈人才現況調查 

22 
 

 

（圖由本研究製作） 

2. 運銷公司 

運銷公司主要人力分布於理貨、拍賣，及行政人員。由於強調做中學，理貨

人員入職前不需要農業相關知識，但需要具有勇氣、膽識，反應快等人格特質，

由於需要搬貨而也重視體能。從理貨人員成為拍賣人員約三年，需具備分辨蔬菜

品質與價格、熟悉 PDA 等設備操作，及了解農產品交易法等素質。冷鏈主要應

用於冷藏庫管理，相關職別如倉庫管理、倉庫租賃（行政）。 

 

3. 盤商 

盤商主要人力分布於業務、採購、行政職務，但職務分布因業態而有相當大

的差異，例如其中一家以外貿為主的企業，其 13 位職員中，近七成為業務人員；

反之，另一家涵蓋截切、水果加工（果汁等）的企業，200多位員工中以作業人

員居多，就冷鏈與品質管理的關連性而言，與冷鏈相關的職務包括採購、品管，

及倉管。 

以本次受訪的截切、水果加工業者為例，在業務擴大後會增加品管、研發、

資訊維護等領域的人才需求，前二種職務以具備農業或食品科學經驗為優。再者，

另一家水果為主的盤商近年人才需求則以業務、採購，及包裝人員為主。以業務

職缺為例，不見得需要相關科系，但需要對所販售的蔬果具有熱情、願意學習。

而對於採購人員的職能要求則是對於品規、產期具有一定熟悉度，具有採購經驗

與否的起薪差距約一萬元。 

 

4.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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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聚焦於冷鏈應用較為普遍的現代通路，包含超市、電商。超市因為

業務複雜，以本次受訪業者的冷鏈相關業務為例，包含北、中、南皆設置生鮮及

蔬果處理廠，全台超過 95%門市販售生鮮9，人力配置上以作業人員為最多，但

因為被視為 3K 工作（骯髒、辛苦、危險），較不容易招募。在人才的需求上，

採購、品管需有辨識農產品品質的能力。 

電商的經營型態可以分為平台型、物流中心型，及二種兼具型，平台型是由

農友自行出貨，僅提供銷售平台；物流中心型則是集合農友貨品後，再出貨至消

費者端，本次受訪的電商業者為二種兼具型。以其職務構成為例，銷售及倉管為

人力配置較多的職務。與冷鏈相關的是品管、驗收人員，其需具備農產品品質判

斷能力。 

 

（三）調查結果：物流及資材設備 

1. 物流 

物流業主要人力需求集中於物流士、理貨、倉儲人員（學歷不限），由於物

流業者淡、旺季落差大導致工作量集中於特定時期，物流科系背景學生在實習或

任職後會出現不適應或轉職的情形。但近年積極投入科技物流，強調精準配置，

也逐漸導入智慧物流服務系統工程師、網頁工程師、區塊鏈、APP 工程師等人才。

再者，本次受訪業者近年跨足農業冷鏈，積極招募農業背景的博士級人才。 

 

2. 資材及設備 

本次訪談的資材及設備業者包含農產品保鮮資材研發業者，及製冷設備業者，

由於經營型態具有相當差異，在此分別描述。本次接受訪談的農產品保鮮資材業

者強調研發，員工組成以碩、博士居多，但因為認為此項產業屬於新興產業且跨

領域，而較難找到合適人才。再者，製冷設備業者除了代理國際品牌，也進行在

地化研發，目前較重要的人才需求是技師、技術客服人員。 

 

 

（三）人才招募薪資分布與招募管道 

1. 薪資分布 

由於農產品冷鏈產業的產業型態多元，單一企業內不同職缺、獎金條件、資

歷的薪資不同，薪資條件又因企業所在地區不同而有所調整，以下根據本次訪談

                                                      
9
劉馥瑜（2018/12/27）砸 50億 全聯做大 3成長引擎，《中時電子報》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227000258-260202?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1227000258-260202?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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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列舉不同職務的薪資（非本次所有受訪業者的平均值），以作為投入相

關職務的參考。 

表 6 人才招募薪資分布 

職位 工作內涵 

研發 農業、食品科學、食品加工科系背景：月薪 3-6萬元。 

採購 

品管 

拍賣 

1. 採購：2.8-4萬元。 

2. 品管：農業或食品科學系大學畢業生：月薪 3-4萬元。 

3. 拍賣：月薪 5-6萬元，津貼另計。 

作業 

1. 搬運：具有堆高機證照，月薪 4-5萬元。 

2. 田間採收人員：月薪 3-7萬元，亦有業者表示加上裝櫃等

額外獎金，最高可月領 15 萬元。 

3. 理貨人員：月薪 3.4-5萬元（加上補貼）。 

4. 包裝人員：日薪 1200元。 

行政 
1. 會計專員：月薪 2.7-3.2萬元。 

2. 客服專員：月薪 2.6萬元-3.5萬元。 

銷售 
1. 業務：月薪 2.8-4.5萬元。 

2. 電訪專員：時薪 150元。 

（表由本研究製作） 

 

2. 主要招募管道 

共有 14 家填答招募管道，當中以網路人力銀行為最多，約有七成業者會以

此管道招募人才。其次為親友或教師介紹（29%）、報紙刊登徵人廣告（21%），

也有 14%是透過就業服務站，校園徵才、官網公告、業界挖角占比較少。相較於

本學會在 107 年度所做的智慧農業機械調查顯示九成以上業者會以網路人力銀

行招募人才，由於本次受訪業者的業態、地區影響，經常以所處地區人口為主要

勞動力來源，仰賴地緣性的親友及教師介紹、報紙與就業服務站。由於作業人員

具有季節性需求，除了 104 人力銀行、 1111 人力銀行，打工去

（https://worknowapp.com/）也是受訪業者經常使用的招募平台。 

 

圖 14 主要招募管道（N=14，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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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三、未來三年景氣預測與影響因素評估 

（一）未來三年景氣預測 

由於多數業者表示較難針對單年度進行景氣預測，本次調查請其評估未來三

年（109-111年）的景氣。21家業者中，71%表示樂觀、29%表示持平，5%表示

保守。對於明年營業額成長率推估，共有七家業者回答，成長率預估範圍自 5%

至 80%。 

 

圖 15 108年產業景氣評估（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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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二）影響因素評估 

下列說明影響農產品冷鏈產業景氣之因素，以及影響程度評估。本研究將景

氣影響因素分為：全球經濟趨勢、全球社會趨勢、全球技術發展、國內消費趨勢、

國內社會環境、國內技術發展、國內政治環境、異業結合、國際通路，項目可複

選。並將影響程度區分為-3～3。 

就108年對於景氣影響因素的評估，多數受訪業者認為國內消費趨勢（62%）、

國內社會環境（46%）是主要影響因素。 

首先，在國內消費趨勢的部分，多數業者認為末端通路對於食品新鮮度的要

求提高，促使通路端對於農產品冷鏈的要求增加。再者，伴隨外食市場的提昇，

若能促使消費者培養夠賣截切蔬果的習慣，具有龐大市場機會。唯一不安的因素

是，景氣停滯導致消費緊縮，再加上目前採用冷鏈處理與否的農產品不具有特殊

標示，消費者在缺乏辨識力的情況下，不見得願意採購經冷鏈處理農產品。 

其次，關於國內社會環境此因素，負面因素為少子化趨勢下，國軍、團膳等

大型消費減少。正面因素為近年歷經食安風暴後，消費者愈加重視食品安全，對

於優質農產品的願付價格提高。再者，相應於近年減少食物浪費的趨勢，農產品

冷鏈有助於延長農產品貨架壽命，從通路端的冷鏈需求回溯至生產端，有助於完

善採後預冷至通路這過程中各環節的降溫、冷藏設備及系統之運用。 

 

表 7農產品冷鏈產業景氣影響因素及影響程度（N=13） 

  評分 填答

次數 -3 -2 -1 1 2 3 

全球經濟趨勢   1  2  3 

全球社會趨勢    2 1 2 5 

全球技術發展     1 1 2 

國內消費趨勢   2  2 4 8 

國內社會環境  2  1 1 2 6 

國內技術發展     1 2 3 

國內政治環境  1   1 3 5 

異業結合     1 1 2 

國際通路     1 2 3 

（表由本研究製作） 

 

項目 
程度 



農產品冷鏈人才現況調查 

27 
 

四、課程培訓與政策建議調查 

關於政策需求調查分為二面向：政府及學術單位辦理課程培訓需求，以及對

農產品冷鏈產業之產業發展及政策建議。 

 

（一）課程培訓需求 

本問項共有 13 位受訪業者回答，下表培訓課程項目中，重要性依次為「農

產品保鮮技術與冷鏈管理」（54%）、「農產品保鮮技術與貯藏方式」（54%）、「採

後洗選、分級、包裝冷藏作業程序」（38%）、「農產品採購與驗收管理」（38%）、

「農產品倉儲作業與管理」（38%）、「農產品低溫運輸與配送管理」（38%）。 

在「農產品保鮮技術與冷鏈管理」及「農產品保鮮技術與貯藏方式」是本次

受訪業者認為最需要藉由課程提昇能力的項目，所列舉具體內容如下： 

1. 田間管理：如生長成熟度、健康狀態判斷。 

2. 採後處理：不同作物的最適預冷方式、採後冷藏溫度、冷藏時的疊放方式、

截切後保存處理，及產地分級。 

除了前述培訓課程，受訪業者也提出現場作業人員的人力培訓需求，建議可

開設堆高機課程、冷藏及冷凍設備維修課程。 

 

表 8課程培訓需求 

 項目 課程項目 

1 農產品冷鏈趨勢 
 國際農產品冷鏈發展現況與趨勢 

 全球食品消費及採購趨勢 

2 農產品冷鏈技術 
 物聯網技術在低溫運輸與配送管理之應用 

 農產品保鮮技術與冷鏈管理 

3 農產品採後處理  採後洗選、分級、包裝冷藏作業程序 

4 
農產品 

採購與驗收管理 

 農產品採購與驗收管理 

 各類食安危害因素預防與管理 

 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HACCP)在食品冷鏈品質

控管應用 

5 
農產品供應鏈與

物流管理 

 農產品供應鏈營運模式 

 農產品保鮮技術與貯藏方式 

 農產品存貨管理 

 農產品倉儲作業與管理 

 農產品低溫運輸與配送管理 

 食安在冷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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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農產品出口  農產品輸出入之安全實務及冷鏈管理 

7 
農產品冷鏈 

實務應用 

 連鎖速食業冷鏈與流通管理實務案例 

 生鮮蔬果食材契作與冷鏈管理實務案例 

 中央廚房經營管理實務 

（表由本研究製作） 

 

（二）技術需求 

本次受訪業者所提出的技術需求可簡化為「保鮮設備及資材」、「貯運物流」、

「自動化設備」，及「其他」，相關說明如下表。 

 

表 9 技術需求 

 項目 技術需求 

1 保鮮設備及資材 

 價廉質優的保鮮資材及設備 

 強化研發易萎黃的作物（如青花菜）之保鮮技術 

 研發作物於冷藏庫內的中心溫度感測技術及設備 

 增加耐摔度及達到保鮮效果之包裝資材 

2 貯運物流 

 規劃冷藏車內蔬果最適堆疊方式，達成可同時載運

不同溫層的蔬果，提昇空間應用 

 規劃統一規格的塑膠箱回收系統 

3 自動化設備 
 導入或研發自動洗籃機、自動折箱機、機械手臂、

生鮮 SORTER 自動化系統等自動化或省工化設備 

4 其他 

 長期氣候預測資訊 

 新型加工技術 

 導入或研發降低品質影響與處理費用之殺菌、殺蟲

設備（如輻照、電子束等） 

（表由本研究製作） 

 

（三）政策建議 

本次受訪業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可歸納為「區域冷鏈物流中心建置建議」及

「其他」，相關說明如下表。 

 

1. 區域冷鏈物流中心建置建議 

 項目 說明 

1 事前評估  應針對農民團體產銷班等單位調查技術需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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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距離主要產區之交通，方能評估應用區域中

心之經濟效益 

 建議設備規劃不應採取價格標，而是應該要參考

擬進駐廠商的設備需求，如結構、設備等規格 

 應非僅作為轉運站或冷藏空間，而需具有包裝、

加工、冷鏈物流、倉儲等功能 

 由於採後處理需要一定空間，光是四家鳳梨業者

可能即需千坪以上的空間，需謹慎評估空間規劃 

 由於各農業生產單位各有其營運方式，需評估提

供擴大通路或補助等誘因，吸引參與 

 同一作物會因為栽培技術不同，而在預冷及冷藏

操作上需要加以微調，較難一體適用 

2 使用考量  費用及充分配套為主要考量之一，以其中一家果

菜合作社為例，其可接受價格為：預冷 1公斤/元、

冷藏庫月租費 2000 元/坪（高 9米、強固架 2+2） 

3 營運模式  建議依據不同地區的資源即需求，評估採取下列

哪一模式： 

（1）自行建造及營運：類似屏東科技園區，由政

府蓋廠房讓業者進駐，但成本較高，且若規劃失

當可能產生蚊子館 

（2）BoT：類似嘉義縣大林糖廠規劃 5 公頃空間

讓物流業者進駐，由政府提供空間及基本公共設

施，讓業者進駐設廠 

（3）向企業承租：整合既有企業資源，由農糧署

作為代表，向企業承租空間，但費用如何收取需

要建立公平機制，且部分合作社擔憂會因此受限

特定業者 

4 其他  重點應是建立讓生產者獲得銷售資訊的機制 

 

2. 其他政策建議 

 項目 建議方案 

1 提昇物流品質 
 協助提昇冷藏車配送頻率：設有冷藏車的大型物流

公司之配送時間較不具彈性，對於規模較小、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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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出貨需求的農業生產者而言，較難應用。建議由

政府協助橋接農業生產者與物流業者 

 補助冷鏈物流業者認證業者：建議由政府建立冷鏈

物流認證制度，補貼優良業者，以形成良性循環，

提升物流業品質 

2 推廣活動 

 產地輔導：辦理產地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說明冷

鏈技術與設備對於農業作業效益，並輔導應用 

 消費者溝通：教育消費者購買「在地」、「新鮮」農

產品，以與進口蔬果區隔 

3 
拍賣市場強化冷

鏈與分級制度 

 冷藏卸貨區需搭配樣品拍賣，並以產地分級為基

礎，由共同運銷、農糧署等農政單位共同強化管理

制度。拍賣市場可設置產地分及專區或冷鏈專區，

透過拍賣排序等機制推廣產地分級及導入冷鏈系統 

3 擴展外銷 

 協助簡化檢疫項目：以青花菜為例，雖然合作廠商

對台灣青花菜感興趣，但由於日本相關檢疫條件較

為瑣碎、嚴苛，希望能由政府協助溝通 

 擴展外銷市場：蔬果外銷除了保鮮技術，另一關鍵

為建立消費者市場，但新市場的推廣過程起碼 2-3

年，難由單一廠商推動，建議由政府透過定期辦理

推廣活動，協助開發新市場 

 
人才培育 

人力供給 

 建立人才培育配套：推行長期農業實習以培養具備

現場作業的人才，並建立證照、就業及薪資保證等

配套措施 

 開放農業外勞：部分生產團體礙於品項繁多，或者

規模有限而難以導入機械化或自動設置，希望可部

分開放長期農業外勞 

4 補助方案 

 補助冷藏卸貨區：拍賣市場設置冷藏卸貨區不僅需

要初期設置也會增加管理成本，建議由政府負擔部

分費用，以增加誘因 

 在地升級冷藏設備：對於業者而言「新蓋」冷藏設

備的時間及經濟成本較高，建議政府盤點冷藏庫應

用情形，提供「就地升級」的專案措施 

 提高冷藏車補助：花蓮縣蔬菜運銷合作社（市場經

營者）曾評估冷藏車價格 

 彈性補助措施：建議補助規模可與處理貨量成正

比，如 3.49 噸的車輛加上冷藏設備需要 100 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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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但農糧署僅補助 30萬元空車的費用，若是專案

申請 27 噸的冷藏車補助，又可能業者使用超過需

求，故希望提高補助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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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供給調查結果 

一、調查對象說明 

以針對企業端所進行的農產品冷鏈人才需求調查為基礎，於九月、十月針對

核心科系的大四學生進行人才供給調查。之所以大學生為主要調查對象，是因為

儘管高職畢業生的升學率為近七年來最低，但升學率仍高達 79.3%，大學畢業生

仍是主要就業市場供給來源（聯合報，2017/6/1）。 

雖然農產品冷鏈產業為跨界的新興領域，但訪談企業後仍可聚焦出農園藝、

生物機電工程、冷鏈等核心科系。共於下列六間系所進行問卷調查：國立中興大

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以下略稱為中興生機）、國立中興大學行銷學系（以

下略稱為中興行銷）、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以下略稱為嘉大農藝）、國立嘉義

大學園藝學系（以下略稱為嘉大園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園生產系（以下略

稱為屏科農園）、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以下略稱為高科運籌）。訪談系

所名單與日期如下表。 

表 10 供給端調查系所 

學校 系所名稱 系所發展方向 調查日期 

國立中興大學 生物機電學系 

課程規劃下列四大領域

為重點特色：網路多媒

體、嵌入式系統、智慧型

系統、雲端運算與服務 

9月 10日 

國立中興大學 行銷學系 

前身為農產運銷學系，

主要領域包含：策略行

銷、流通管理、及消費

者研究 

10 月 1日 

國立嘉義大學 農藝學系 

以創新培育新品種、精進

糧食生產技術、開發具潛

能之藥用作物、及推動在

地社區農業技術之推廣

與服務為主要發展方向 

9月 9日 

國立嘉義大學 園藝學系 

以培育園藝產業，栽培、

育種、園產品處理加工、

生物技術及造園景觀規

劃之園藝人才為目標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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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 
農園生產系 

培育學生具備農園藝作

物生產、育種改良、生物

科技、園產品處理及園林

景觀管理等基本專業技

術 

9月 16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 
運籌管理系 

以串連整個產業鏈為目

標，結合工業管理、運輸

管理、國際企業等學門，

設置冷鏈認證中心，並與

與工研院合作冷鏈課程 

10 月 4日 

（表格由本研究製作） 

由於農產品冷鏈產業涵蓋農業運銷鏈不同位置，為了確保接受問卷調查的學

生對此產業具有初步理解，本次調查採取先說明、後調查的策略，在進行問卷調

查前會先進行 15 分鐘的口頭說明，再進行五分鐘的線上問卷。本次相關科系所

回收的有效問卷占比如下表。 

表 11 各系所回收有效問卷份數 

系所 
中興 

生機 

中興 

行銷 

嘉大 

農藝 

嘉大 

園藝 

屏科 

農園 

高科 

運籌 
總計 

份數 45 21 23 47 70 25 231 

占比 19% 9% 10% 20% 30% 11% 100% 

（表格由本研究製作） 

 

二、農產品冷鏈產業投入意願調查結果分析 

 

（一）投入意願 

 

1. 畢業後直接就業意願 

本次調查以大四學生為主要對象，共回收 231份有效問卷，但因為涉及課程

形態，填答學生中，大四學生占 68%、大三學生占 12%、碩士生占 19%。在就

業意願的表現上，75%的填答者表示會直接就業。細究不同年級，大三、大四學

生畢業後直接就業意願約七成，碩士畢業後直接就業意願達 93%。再者，就本次

所調查的不同科系，除了生物機電學系因為接受調查的學生為碩士生，傾向直接

就業占比偏高（93%）之外，其他科系約為七成，直接就業意願由高到低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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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學系（81%）、農園藝系（71%），運籌學系（64%）。 

圖 16 不同年級的畢業後直接就業意願占比 

 

（圖由本研究製作） 

圖 17 不同科系的畢業後直接就業意願占比 

 

（圖由本研究製作） 

 

2. 農產品冷鏈產業投入意願 

畢業後直接就業的 174 名受訪者中（占全體填答者的 75%），有意願投入農

產品冷鏈產業占 45%（78名）、無意願占 55%（96名）。當中以運籌系的投入意

願最高（75%），其次為農園藝系（54%）。 

圖 18 各科系投入意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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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進一步調查有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學生的投入因素。從下圖可發現，有

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學生中，73%是基於「產業前景可期」，「可獲得工作

成就感」、「企業制度完善」、「透過本次說明會簡報，對產業產生興趣」約占三成。

值得注意的是，「技能勝任」僅有 18%，顯示由於農產品冷鏈產業涵蓋農業及物

流等領域，農園藝或物流領域的同學的目前課堂內容，願意投入此產業且自認為

技能可勝任的比例仍低，突顯在未來就業後，企業仍須提供相關培訓。 

圖 19 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主要因素（複選） 

 

（圖由本研究製作） 

 

另一方面，分析無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主要因素，可發現「不熟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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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是影響畢業生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最主要負面因素，依次為「自身自能無

法勝任」、「薪資不符合期待」、「另有其他創業規劃」。對照願意投入此產業的主

要因素，可以發現總體而言對於農產品冷鏈產業皆自認為對於產業熟悉度不足，

或自身能力可能無法勝任，對於產業前景的判斷將會是投入此產業的主要關鍵。 

圖 20 不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主要因素（複選） 

 

（圖由本研究製作） 

 

（二）就業傾向調查 

 

1. 薪資傾向 

詢問填答者「第一份工作願意接受的最低薪資區間（月薪）」。在 174 名畢業

後傾向直接就業的填答者中，總體而言，願意接受月薪主要落在 2.6 萬至 3.5 萬

元區間（各占 30%，共占 60%），其次為 2.2萬元至 2.5萬元、3.6萬至 4萬元（各

占 11%）。 

進一步分析有意願及無意願投入者之間的願意接受月薪，可發現有意願投入

的「願意接受最低薪資」較多落在 3.5 萬元以內的區間（2.2 萬元至 3.5 萬元占

82%），無意願投入者的「願意接受最低薪資」則多落於 2.6萬元至 4萬元區間（占

70%）。對照前文投入/不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主要因素，在願意投入的填答者

中，「薪資符合預期」的順位位居所有因素中的第五順位，不願意投入的填答者

中，「薪資不如預期」排名第三順位，顯示最低可接受薪資對於投入意願的影響。 

 

圖 21 有/無意願投入的最低願意接受薪資區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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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進一步根據不同科系分析有、無意願投入的最低可接受薪資區間之分布。首

先，四科系占比最高的薪資區間分別為：農園藝系-3.1 萬元至 3.5 萬元、生物機

電系-3.6 萬元至 4 萬元、行銷系-2.6 萬元至 3 萬元，運籌系 2.6 萬元至 3 萬元。

主要薪資區間（合計占比超過 50%）為：農園藝系-2.6萬元至 3.5萬元（70%）、

生物機電系-3.6萬元至 4.5萬元（50%）、行銷系-2.6萬元至 3萬元（53%），運籌

系 2.6萬元至 3萬元（64%）。顯示最低可接受薪資區間最高的是生物機電學系，

其次為農園藝系，以行銷系、運籌系的可接受最低薪資為最低。 

 

圖 22主要科系的最低可接受薪資區間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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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以是否有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意願進一步分析，在生物機電系、運籌系有較

顯著差異，即無意願投入的生物機電系、運籌系學生的願意接受最低薪資皆高於

有意願投入的區間。以生物機電系學生為例，有意願投入學生的主要願意接受薪

資區間為 3.1萬元至 4萬元（58%），但無意願投入學生的主要願意接受薪資區間

落於 3.6 萬元至 4.5萬元（52%）。 

圖 23有/無意願之主要科系的最低可接受薪資區間分布 

 

（圖由本研究製作） 

2. 非農業學科的就業傾向 

本次調查的運籌系及行銷系，雖然並非農學院內的系所，但也有農產運銷相

關課程的安排。本次調查也針對未來可能投入的「農產品冷鏈企業類型」加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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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有助於了解跨領域背景人才進入農業產業時的可能流向。 

整體而言，與農產品冷鏈相關的業種中，運籌系以物流為投入意願最高的業

種（83%），其次為農產品電商、農企業（各 58%）。行銷系則以農產品電商的投

入意願最高（67%）、其次為物流、超市或超商（各為 50%）。參考其主要授課方

向，顯示在選擇業種時，該業種與科系所學存在正向關連。 

 

圖 24 非農學院科系之農產品冷鏈產業各業種投入意願（複選） 

 

（圖由本研究製作） 

 

3. 說明會對於投入產業的助益 

本次調查採取課堂簡介農產品冷鏈產業趨勢及用人需求後，再進行問卷填答

的方式。結果顯示，不管是否有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約三成的學生認為說

明會內容對於增加產業認識「非常有幫助」（36%），也非常有助於提昇投入意願

（30%）。再者，約五成的學生認為說明會內容對於增加產業認識「略有幫助」

（51%），也略有助於提昇投入意願（45%）。整體而言，不管是否有意願投入，

對於「提昇投入意願」的助益皆略低於「提昇認識」，但約八成學生認為說明會

「非常有幫助」、「略有幫助」。前文中的分析指出，缺乏產業熟悉度是不願意投

入產業的主要原因，若透過辦理說明會有助於大四學生對於產業的認識，或許可

提昇投入意願。 

 

圖 25 說明會對於投入產業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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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由本研究製作） 

 

（三）培育方案建議 

本次調查詢問學生認為對自己較有幫助的培育方案，總體而言，僅有邀請國

際師資授課這點，在於「總體填答者」及「有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填答者」

之間有明顯差異，即雖然皆有意願進行國際企業觀摩，但相較於總體填答者而言，

有意願投入此產業的學生，更希望有接觸國際產業資訊，並由國際師資進行授

課。 

 

圖 26 校內人才培育方案建議（複選） 

 

（圖由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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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農產品冷鏈產業發展及人才培育策略與建議 

一、當前農產品冷鏈產業之相關學校課程 

由前述投入意願調查可以發現，即便願意投入的學生，也多數表示對於農產

品冷鏈產業認知薄弱，此更是構成不願意投入的主要原因之一。下列簡介國內、

外相關課程，以作為未來培育人才之參考。 

農產品冷鏈涵蓋農業生產及冷鏈（低溫物流）二大範疇，本研究以「農業」、

「農產品」、「冷鏈」、「蔬果」、「採後處理」等作為關鍵字，搜尋國內外大學、證

照培訓相關課程，並參考產業訪談時業者所提到的培訓課程需求，可歸納出相關

課程包括：蔬菜冷鏈管理培訓課程、蔬果採後處理課程、農產品流通及貯運、冷

鏈物流課程。 

 

（一）蔬菜冷鏈管理 

新加坡冷鏈中心的「蔬菜冷鏈管理培訓課程」為目前搜尋資料中最為切合主

題的培訓課程。新加坡於 1999年開始推行冷鏈物流概念，為了降低企業對於增

加營運成本的顧慮，由政府提供資源並規劃系列培訓課程。例如 2002年新加坡

公告第一個為牛奶和奶製品所設立的冷鏈標準 SS CP95、2005年公告冷凍豬肉技

術參考規範（2009年由 SS 552 取代），2007年公告蔬菜冷鏈管理的技術參考規

範。立基於此技術參考規範，新加坡冷鏈中心於 2013年、2014年陸續辦理「蔬

菜冷鏈管理培訓課程」。 

課程涵蓋：冷鏈管理原則，農場、包裝、倉庫、冷藏車，零售等不同環節的

冷鏈應用規範，與相關法規介紹。有助於蔬菜生產、運銷、通路業者了解冷鏈應

用全貌及相關細節（如不同蔬菜的最適冷藏溫度）。 

 

表 12新加坡冷鏈中心（2013）「蔬菜冷鏈管理培訓課程」 

課程概要 立基於新加坡「蔬菜冷鏈管理的技術參考規範」（TR 24 : 

2007Technical Reference for cold chain management of 

vegetables）10中的規定與指導原則，提昇蔬菜冷鏈管理之相關

知能，包含採收、包裝、貯存、運輸、零售。 

                                                      
10

 相關說明請參見 TOPPAN. Food safety & cold chain management standards: Strengthening cold 

chain logistics for food industry. SPRING Singapore. 
http://www.singaporestandardseshop.sg/Data/Attachment/Food%20Standards%20Nov11%20for%20
upload.pdf 

http://www.singaporestandardseshop.sg/Data/Attachment/Food%20Standards%20Nov11%20for%20upload.pdf
http://www.singaporestandardseshop.sg/Data/Attachment/Food%20Standards%20Nov11%20for%20uploa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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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一）冷鏈管理簡介： 

1. 一般原則：包括冷鏈管理中使用的各種術語的定義，包含

冷鏈管理、衛生和衛生條件、觀察要點及正確的處理方法

等。 

2. 全冷鏈的責任。 

3. 時間溫度分析和記錄。 

（二）農場：收穫前和採收 

1. 蔬菜農場：農場需遵守良好農業規範的原則。農場必須沒

有潛在的污染源、土壤和水應來自良好的來源、沒有農藥

殘留，重金屬和有毒廢物污染和污染。所有蔬菜不得含有

超過國家人類消費限量的農藥殘留量。 

2. 採收前處理：收穫前處理和蔬菜狀況將影響冷鏈後續階段

的管理，了解採收前響因素，包括：型態、物理、化學、

蔬菜的質量與保存期限 

3. 採收處理：根據市場需求、運輸條件規劃採收時程、判斷

最適採收成熟度（需沒有害蟲或腐爛現象），評估準備收

穫的蔬菜數量，以確保部署足夠的人力，物流，工具和設

備 

（三）蔬菜包裝：包裝過程包括截切、分類，分級，包裝。介

紹包裝室設定及工作規範：如包裝室的溫度應保持在 15°C

至 18°C 之間，以兼顧低溫保鮮及人體舒適度，建議處理

時間不超過 30分鐘，以盡量避免蔬菜升溫。 

（四）倉庫 

1. 蔬菜最適溫度：根據不同類型，溫度保持在-1℃至 15℃內。 

2. 倉庫設定與使用：冷空氣循環、避免溫度波動、先進先後

存貨、溫度測量裝置、冷藏裝置的除霜、自動報警系統，

相對濕度的設定。 

3. 關於蔬菜冷鏈管理的蔬菜乙烯生產和蔬菜乙烯敏感性。 

（五）冷藏車 

1. 基本概念與結構：絕緣材料、感測器、頂部空氣輸送冷凝

器、儀表板上的溫度計、溫度測量、空氣循環、異味控管。 

2. 管理：清潔和每次清潔的記錄、內部的溫度曲線記錄，卸

貨時間規範（如從超市的冷藏車上卸下冷藏產品的時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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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超過 30分鐘）。 

3. 蔬菜的溫度控制。 

（六）零售層面 

1. 認識蔬菜臨界溫度。 

2. 超市冷藏展示櫃管理：擺放位置、堆放方式、溫度控制、

記錄溫度曲線、除霜、避免微生物交叉污染。 

（八）管理議題：蔬菜冷鏈管理之相關規範及規定。 

課程資訊 課程時數 22小時，出席率 75%以上並通過考試可獲得證書。 

（新加坡冷鏈中心 2013） 

 

（二）採後處理 

雖然採收前強化蔬果體質有助於後續保鮮，但一般會將冷鏈界定於採後處理

至消費者購買這段過程。下列列舉採後處理課程中，涵蓋貯運、物流等面向之課

程大綱，以作為農產品冷鏈物流課程之參考。 

採後處理課程一般涵蓋：蔬果特性、採收後生理變化等基本概念，以及採收

成熟度、選別、預冷等面向。在中興大學謝慶昌教授（2017）「果實採後處理」

課程大綱中，另外強調外銷檢疫、櫥架管理面向。千葉大學園藝系椎名武夫教授

「採後處理工學」課程大綱強調處理採後處理的熱負荷、傳熱、冷凍之相關工學

知識，主要相關設施、設備（貯藏、流通）的操作、原理、構造，也將包裝、運

輸資材、環境友善納入課程單元之一。 

 

表 13中興大學謝慶昌教授「果實採後處理」課程大綱 

課程概要 介紹國產重要經濟果樹採收後處理技術及品質測定方法，並針

對影響果實品質之因子及貯運流程之建立，做系列式之介紹，

使學生了解果實產品之貯藏性及儲架管理，以提高果實品質及

調節市場價格。 

課程內容 1. 果實特性，採收後生理變化及影響因子。 

2. 熱帶及亞熱帶水果及其它果實之特性。 

3. 果實之採收成熟度、搬運、集貨及選別分級。 

4. 果實特殊處理技術。 

5. 果實之預冷及冷藏技術。 

6. 果實之外銷檢疫處理。 

7. 貯運中之管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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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要經濟果實處理方法。 

9. 果實之櫥架管理技術。 

課程資訊 園藝系學士班選修課程，二學分。 

（謝慶昌 2017） 

 

表 14千葉大學園藝系椎名武夫教授「採後處理工學」課程大綱 

課程概要 習得農產品（蔬果為主）的採後處理之生理作用、品質變化之特

徵、品質維持條件，與此相關的工學基礎知識與操作，及關於設

施之相關知識。了解包括採後處理生理學基礎、處理採後處理的

熱負荷、傳熱、冷凍之相關工學知識，主要相關設施、設備（貯

藏、流通）的操作、原理、構造。 

課程內容 1. 什麼是採後處理工學。 

2. 品質保持與冷鏈。 

3. 呼吸熱與熱負荷。 

4. 導熱工學。 

5. 冷凍工學。 

6. 蔬果預冷（預冷種類與特徵）。 

7. 預冷以外的出貨前處理（前處理、選果、調製、包裝）。 

8. 蔬果貯藏：低溫貯藏。 

9. 蔬果貯藏：CA貯藏、1-MCP
11、乙烯。 

10. 蔬果品質維持包裝： MA包裝12等。 

11. 蔬果運輸：運輸類型及特徵。 

12. 蔬果運輸：緩衝包裝與運輸模擬13。 

13. 農產品加工：穀物乾燥、調製，及相關設施。 

14. 蔬果加工：乾燥、截切、榨汁、冷凍等。 

15. 環境友善：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課程資訊 以園藝系大二至大四學生為對象，共 15小時，二學分 

（椎名武夫 2016） 

 

                                                      
11

 1-MCP (1-methylcyclopropene) 是一種氣體乙烯抑制劑，其作用之原理為 1-MCP 接觸植物細胞

中乙烯受體，產生不可逆反應而暫緩植物成熟老化之生理反應。 
12

 氣調包裝（modified atmosphere packaging）相關說明請參照 Mordor Intelligence LLP（2018）。 
13

 例如 LION「新規シミュレーション技術開発：輸送シミュレーション」：

https://www.lion.co.jp/ja/company/rd/activity/packing/case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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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產品流通、貯運 

農產品流通、貯運除了流通基本原理、價格形成機制，也著眼於安全管理（如

GAP、HACCP、ISO22000 等），及運送過程中的防震機制。以千葉大學園藝系

椎名武夫教授「食品生產流通工學」課程大綱為例，其課程詳細介紹 QMP、GAP、

HACCP、ISO22000、FSMA 等農產品生產、加工、食品管理。日本大學都甲洙

教授「農產品流通工學」課程大綱則納入溯源、運籌（logistics）機制等概念。

再者，浙江大學遠程教育學院「園藝產品貯運學」除了納入機械冷藏庫及氣調冷

藏的機械原理及應用，採後病害防治等議題。 

 

表 15千葉大學園藝系椎名武夫教授「食品生產流通工學」課程大綱 

課程概要 園藝農產品採收後的工學處理之概要、原理、理論、操作，及相

關管理系統，如 HACCP、GMP 等。 

課程內容 1. 食品生產流通工學概要。 

2. 食品安全性。 

3. 農產品的品質管理。 

4. QMP（產品質量管理專案）。 

5. GAP（良好農業規範）。 

6. 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 

7. ISO22000（自願性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8. FSMA（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 

9. 品質規格：選別、非破壞性品質測量。 

10. 農產品的物理性質及生理。 

11. 食品加工與保存。 

12. 熱操作：加熱、冷卻。 

13. 乾燥：含水鋁、平衡含水量、乾燥理論。 

14. 食品包裝：包裝資材之特徵與機能。 

15. 緩衝包裝：振動衝擊與損傷、緩衝包裝設計。 

課程資訊 以園藝系碩士生對象，共 15小時、二學分。 

（椎名武夫、小川幸春 2009） 

 

表 16日本大學生物環境工學科都甲洙教授「農產品流通工學」課程大綱 

課程概要 學習農漁畜產品及加工食品的物理性操作、科學操作，相關法

規（JAS 法、食品衛生法、食品安全基本法等）、建構溯源體系、



農產品冷鏈人才現況調查 

46 
 

物流等。 

課程內容 1. 農產品流通的定義，消費、生產、流通的社會機能、流通

的類型 

2. 流通的構造、機能，批發業者的功能 

3. 米的流通體系：米的流通體系及加工操作 

4. 米的流通體系：價格形成概念、流通相關法規 

5. 蔬果流通體系：蔬果流通體系、價格形成結構 

6. 蔬果流通體系：蔬果預冷、選別、保存 

7. 畜產品流通系統：畜產品流通系統、價格形成概念 

8. 農漁畜及加工食品流通法規：JAS 法、食品衛生法、食品

安全基本法、食品標示法 

9. 溯源體系：溯源的定義、範疇、導入經緯，農產品溯源機

制 

10. 溯源體系：建構農產品溯源機制、學習牛的溯源系統 

11. 加工食品：冷凍食品的定義、冷凍食品的物理及化學問題 

12. 加工食品：食品的低溫處理、低溫處理流通 

13. 運籌：運籌（logistics）與物流、運籌與商流 

14. 運籌：運籌設施、技術、國際化之相關概念 

課程資訊 以大三學生為對象、二學分 

（都甲洙 2008） 

表 17 浙江大學遠程教育學院「園藝產品貯運學」 

課程概要 探討園藝產品採後成熟、衰老、品質變化，及貯運過程中各種

變化原理及環境因素。 

課程內容 1. 基本概念。 

2. 園藝產品的品質：蔬果化學成分與品質的關連、蔬果成熟

度檢測及採後影響品質的主因。 

3. 園藝產品的採後生理：（1）園藝產品的呼吸與貯藏的關

係、呼吸類型及其控制。（2）二類果實成熟、衰老變化的

差異。（3）乙烯與成熟衰老的關係、環境條件及乙烯合成。

（4）蒸騰與貯藏的關連。（5）休眠與貯藏的關連、延長

休眠的方法。 

4. 採收和採後商品化處理：（1）預冷的目的、重要性及其方

法。（2）分級選果的設備與方法。（3）塗料處理的作用、



農產品冷鏈人才現況調查 

47 
 

方法與最新技術。 

5. 園藝產品的主要貯藏原理及方法：（1）機械冷藏庫貯藏的

相關設備、工作原理、產品的貯藏程序和操作管理技術

等。（2）氣調貯藏的相關設備、調器方式、產品貯藏程序

和操作管理技術等。 

6. 園藝產品的運輸和銷售：（1）運輸的要求及管理特徵。（2）

新鮮產品的環境條件需求。（3）振動及其危害。（4）運輸

方式及工具。 

7. 園藝產品採後病害及其防治：（1）生理性病害的病因、主

要種類與症狀。（2）侵染性病害病原種類、來源、侵染條

件。（3）侵染特徵與影響因素。（4）控制病害的物理、化

學及生物措施。 

8. 各類園藝產品的採後處理技術：（1）各類蔬菜的貯藏方

法。（2）各類水果主要處理技術與貯藏方法。（3）各種食

用菌的保鮮貯運技術、食用菌乾製、鹽漬等加工技術。（4）

切花保鮮方法。 

課程資訊 遠距課程 

（浙江大學遠程教育學院 2019） 

（四）冷鏈物流及食品供應鏈 

雖然伴隨近年國內對於農產品冷鏈物流的重視，相關認證機構也開始設置相

關課程，但仍多侷限於食品領域，與農產品相關的課程較為有限，通常僅作為案

例分析之一。以下列課程為例，冷鏈物流相關課程聚焦於基本原理、相關設備、

作業流程及 IoT等新趨勢應用；供應鏈相關課程則著眼於低溫保鮮管理、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 

 

表 18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冷鏈認證中心「冷鏈物流培訓課程」 

課程概要 分為三階段課程： 

1. 初階：著重說明基礎原理與產業規範。 

2. 中階：著重說明冷鏈物流相關設備、作業流程與流程管理。 

3. 高階：著重說明科技在冷鏈物流之應用、冷鏈物流企業經

營效益，以及冷鏈物流的特殊業態等。 

課程內容 一、初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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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的保存與品質。 

2. 食品冷鏈物流體系。 

3. 冷凍與熱傳原理及其應用。 

4. 冷鏈物流的發展歷程。 

5. 冷鏈物流中心的組成元素。 

6. 冷鏈物流中心的規劃。 

7. 冷鏈物流中心的流程。 

8. 冷鏈物流中心的管理。 

9. 冷鏈物流的發展趨勢。 

二、中階 

1. 冷鏈物流中心的倉儲作業管理：倉儲作業流程、多溫層倉

庫管理。 

2. 冷鏈物流中心的運輸與配送作業管理：運輸配送作業流

程、多溫層配送管理。 

3. 冷鏈物流中心的保管與搬運設備：低溫倉庫分類、廠房結

構與冷凍系統設計、貨架設計、搬運與撿貨設備設計、低

溫倉庫的簡易維修。 

4. 冷鏈物流中心的運輸與配送設備：車體設計與構造、冷凍

系統設計、多溫層車體設計、蓄冷設備介紹、運輸設備的

簡易維修。 

5. 冷鏈物流中心的資訊整合與管理系統：資訊整合系統、履

歷系統與車機管理、管理報表與統計分析。 

6. 冷鏈標準與衛生規範：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HACCP、

CAS 等國內與國際規範之簡介、國際與大陸冷鏈物流標

準。 

三、高階 

1. 冷鏈物流企業的經營與效益：策略聯盟的涵義、同業聯盟

和異業聯盟的應用、企業營運績效指標的應用。 

2. 物聯網於冷鏈物流之應用：物聯網趨勢與發展、冷鏈物流

溫度管理之瓶頸、物聯網技術在冷鏈物流的應用。 

3. 冷鏈物流實務-冷鏈國際運輸作業管理：海空運冷鏈物流流

程、低溫貨櫃運輸保鮮管理。 

4. 冷鏈物流實務-冷鏈宅配作業管理：低溫宅配作業流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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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哩配送發展趨勢、機車保鮮快遞模式。 

5. 冷鏈物流實務-蔬果生鮮品：蔬果生鮮品來源的介紹、蔬果

生鮮品產品類別、從果園菜園到餐桌的冷鏈管理（包含出

入庫流程、理貨和截切加工流程、運輸配送流程等）。 

6. 冷鏈物流實務-禽畜肉品與加工製品：禽畜肉品來源的介

紹、禽畜肉品產品類別、從牧場養殖場到餐桌的冷鏈管理

（包含出入庫流程、理貨和截切加工流程、運輸配送流程

等）。 

7. 冷鏈物流實務-水產品：水產品來源的介紹：水產品類別、

從漁場養殖場到餐桌的冷鏈管理（包含出入庫流程、理貨

和截切加工流程、運輸配送流程等）。 

課程資訊 區分為初階（9小時）、中階（18小時）、高階（16小時）三部

份，共 46小時。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冷鏈認證中心 2015） 

 

表 19中華民國物流協會「食品安全與供應鏈管理主管」國際認證課程 

課程概要 探討食品供應鏈相關之安全、衛生、食品採購、低溫食品保鮮

技術及低溫物流管理等專業知識及管理實務。 

課程內容 1. 食品安全與冷鏈管理概論：低溫食品供應鏈管理與實務探

討。 

2. 食品安全與衛生：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含非法食物添加物

管理）、現行食物安全衛生法規探討。 

3. 食品低溫保鮮技術：從營養學觀點探討食品低溫保鮮技

術。 

4. 食品低溫保鮮技術與管理實務。 

5. 乳、肉、蛋品低溫保鮮技術與管理。 

6. 食品採購管理：各類食材採購管理與策略實務探討、食品

採購與驗收管理、食安危機處理與內部控管。 

7. 食品冷鏈管理：食品工廠經營管理與實務、低溫倉儲管理

與實務、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HACCP）在食品供應鏈

品質控管應用、食品資訊系統及物聯網 IoT 在食品冷鏈管

理之應用、食品進出口通關實務、生鮮食材契作與冷鏈管

理個案分析、從農場到餐桌食品安全管理實務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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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以農業生產、食品加工、採購、貿易、餐飲，及上述相關衛生

安全管理人員為對象。課程時數 86 小時，考試通過後可取得

英國皇家物流與運輸學會 CILT 新加坡分會「食品安全與冷鏈

管理」國際證照。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2016） 

 

（五）小結 

上列課程根據農業生產管理、採收作業、採後處理，至冷鏈物流之應用等面

向加以標示涵蓋範圍，有助於分析不同課程所側重的面向。以此為基礎，配合農

產品冷鏈產業調查結果，有助於規劃符合業者需求之課程。 

表 20既有課程分類 

  
農業生

產管理 

採收作

業 

採後處

理(選

別、預

冷、包

裝) 

農產品

加工 

農產品

檢疫、

採後病

害處理 

農產品

貯藏管

理 

農產品

運輸管

理 

農產品

零售 

冷鏈物

流 

蔬菜冷

鏈管理 
                  

採後處

理 
                  

農產品

流通、貯

運 

                  

冷鏈物

流 
                  

食品供

應鏈 
                  

（表由本研究製作） 

 

二、農委會近年農產品冷鏈產業之相關發展方案 

第 6次全國農業會議以「全民農業、共創新局」為中心議題，針對農業現階

段最重要的課題，分就「永續、安全、前瞻、幸福」等 4大主軸共同集思對策，

當中「前瞻－運用智慧科技調整產業結構，全面提升農業競爭力」強調建構全國



農產品冷鏈人才現況調查 

51 
 

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的重要性。下列整理農委會與冷鏈相關之相關推動政策，以

了解國內現行相關政府資源。 

 

（一）導入及改善設備 

作為強化農產品產銷調節措施的一環，提升農產品品質，降低運銷過程的耗

損與風險，農委會規劃於北（桃園 16公頃）、中（彰化 10公頃）、南（屏東 4.5

公頃）設置國家旗艦型農產品物流中心，以外銷為導向，並提供周邊重要農產品

保鮮、加工、包裝、倉儲及出貨調節之用。再者，規劃於桃農綜合農產品批發市

場、臺中外埔園區、雲林區域冷鏈物流中心、高雄國際花市、臺南市農產品外銷

冷鏈物流中心、花蓮蔬菜運銷合作社、仁武國有糧倉、大里國有糧倉等建置 8

處區域冷鏈物流中心，完善產地至消費地批發市場冷鏈交易體系（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全球資訊網 2018）。 

相應前述目標，農委會 106-109年執行「大型（外銷）農產品物流中心計畫」，

為改善現有新鮮農產品理貨與貯運能力導入並建置冷鏈管理設施，包括導入高效

率預冷機械，如真空預冷機，以及改善現有冷鏈作業相關設備，如低溫處理場、

冷藏與低溫運輸設備，以穩定蔬果供應及提升產品品質。再者，依外銷需求，於

產地進行集貨、清洗、殺菁、分級、檢疫、包裝及貯運等業務，發展冷鏈系統，

擴大低溫倉儲能量，並提供供需與產銷預測模式及供需調節機制，減少生鮮農產

品損耗。最後，針對批發市場，除了導入電子拍賣及預約交易制度，發揮果菜批

發市場集散及價格形成功能，並建置冷鏈相關設備。 

 

（二）技術研發 

除了輔導導入冷鏈作業相關設備，也投入相關科研計畫，如農糧署 108 年度

「種、生產及採後處理之技術研發」補助計畫公開徵求計畫中，徵求外銷潛力或

內需易發生產銷問題蔬菜之採後處理與冷鏈關鍵技術研究。 

再者，農委會為促進農業創新或研究發展，且屬於農產品創作事項以外之活

動，由業者提供研發規劃，農委會補助最高 50%經費，業者可利用部分經費委託

研究單位協助研發。計畫類型分為（1）單一申請型的先期研究：驗證創意構想

之研究；（2）單一申請型的研究開發研究：為具創新之技術、產品或應用服務標

的，可直接切入技術、產品或服務發展之計畫；（3）聯合申請型的創新研發聯盟：

由三家以上之機構組成研發聯盟所進行的技術、產品或服務發展之計畫。109年

度農業學界與法人科專計畫的三項主題式徵案中，也納入「農產品冷鏈技術及相

關機械開發」項目。徵求可減少農產品損耗、保障到貨品質，並提升食品安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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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冷鏈技術及相關機械研發計畫，包括監測追蹤系統、倉儲管理系統、分級

選別機等，以串接農產品流通環節，並可提升至智慧管控之層次14。 

 

（三）人才培育 

農糧署在 108 年度針對農產品冷鏈陸續辦理一系列培力課程，例如「2019

新農業導入 AIoT在冷鏈物流及電商新商貿營運模式論壇」、「農產品冷鏈系列講

座」，及「2019新南向臺商人才培訓課程-農業冷鏈經理人養成班」等。包含分享

日本冷鏈趨勢及最新技術、國內產銷及物流設備端之實例，與培養臺灣農業冷鏈

南向在地事業發展的種子經理人。 

 

（四）貸款及創業支援 

農委會透過全國農業金庫、農（漁）會信用部針對民組織及農企業金提供「產

銷經營」及「研發創新」二種類型的貸款。後者以之新品種、新技術、新產品、

技術服務及其他農業科學技術之試驗研究改良與開發創新之農民組織及農企業

為對象，以貸款利率 2%，提供研究發展計畫所需資金。 

 

                                                      
14
請參照：農業科技專案計畫服務網（2019）109年度農業學界與法人科專計畫

https://agtech.coa.gov.tw/news/news_more?id=c3622a197f0544bba5b00387a70ae2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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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單位之人才選育用留發展方案 

根據各部會相關之人才政策，本研究參考各部會現行產業在人才培育方面相

關政策，嘗試將相關方案與現有資源作整合，並作為後續推動農產品冷鏈培訓之

參考渠道。 

 

（一）國發會 

1.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包含八大建設，當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的重點項

目包括：（1）推動國際產學聯盟計畫；（2）青年科技創新創業基地建置計畫；（3）

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4）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 

2. 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年) 

在提昇國內經濟項目，分為二主軸：加強投資臺灣、落實結構改革。後者又

包含「人力素質提昇」，包括：強化育才攬才，制訂外國專業人才專法、縮減學

用落差，擴大婦女及銀髮族勞動參與。 

3. 亞洲・矽谷推動方案：活絡創新人才 

包括：（1）主動獵才：設置全球招商及攬才服務中心，並強化 Contact Taiwan

全球競才單一入口網站。（2）吸引國外人才：放寬僑外生、人才來台管道，藉由

改善簽證、居留、保險及居住環境等策略建構友善留才環境，並設立海外在地整

合據點，強化與海外國人的鏈結。（3）育才：完善校園創業規範並改善欲成機制，

鼓勵及補助青年或博士後至海外實習、受訓，了解國際創新動向，並建立產學研

合作平臺、地區性研發聚落（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 

 

（二）農委會 

農委會為全面提升農業人力素質，由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辦理農業訓練課程。

108 年度相關課程例如臺中區農業改良場開設的「果樹採後處理班」（20 小時課

程）。課程包含採後處理總論；園產品採後生理-呼吸作用、蒸散作用、乙烯影響；

園產品採後生理-品質、後熟、生理障礙；園藝介紹園產品採收、分級、清潔與

塗蠟；採收後般處理作業-預冷的重要性；採後特別處理作業癒傷、催熟、脫澀、

檢疫、輻照等；採後包裝及貯運；園產品貯藏與實例介紹梨、柿、柑橘、番石榴

等園產品貯藏與實例；介紹採後病蟲害防治方法；採後有益微生物應用。 

 

（三）教育部 

1. 產學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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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技專校院設置六所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由設置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之學校

結合夥伴學校共同建置產學合作平臺，引導師生擴散研發成果及服務能量，提供

企業研發創新、經營管理、人才培育、智慧財產管理與產品推廣等輔導及服務。 

2.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於全國北區、中區、南區、東區，成立八到十個由大專校院、產業聚落、區

域發展組織及地方政府所組成的跨界聯盟，盤點在地發展需求議題，發動聯盟內

的學校對接在地文化及產業發展需求。每個聯盟由一所技專校院及一所大學擔任

共同召集的「雙軸心學校」，擔負資源串聯與整合運作的角色。 

3. 產學合作計畫 

包括：產業園區計畫、產業學院計畫、產學合作計畫、實習及教師研習計畫，

與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此五項主軸。 

（1）產業園區計畫：以生技醫療與精緻農業務、綠色能源與環境生態、休閒與

服務創新領域為對象，促進技專校院全面認養產業園區，鼓勵技專校院教師

帶領學生團隊，透過專題製作方式，主動配合產企業需求提出實務研究計畫，

以引領產企業投資技術研發。 

（2）產業學院計畫：「補助技專校院辦理產業學院計畫」對焦政府創新產業或人

才短缺產業，以就業銜接為導向，契合辦理相應之產業學程或建立產學共同

連貫式培育方案，培育具有實作力及就業力之優質專業人才為業界所用。由

企業與學校共同來規劃實作課程及現場實務實習，以學程的方式幫助學生完

成就業實務訓練，使其結業後能為合作機構正式聘用。 

（3）產學合作計畫：以精緻農業等領域為對象，為解決產業缺工與高職（五專）、

技專學生以升學為導向之問題，結合產業界、高職及技專校院（或加入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採 3合 1或 4合 1模式，實施彈性學制與課程，並彈性

運用師資及設備，發展 3+2（高職+二專）、3+2+2（高職+二專＋二技）、3+4

（高職+四技）或 5+2（五專加二技）之縱向銜接學制，高職學生可透過甄

審升讀合作技專校院，並成為合作廠商員工。 

（4）實習及教師研習計畫：根據「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實務課程發展及師

生實務增能實施要點」，藉由暑期課程、學期課程、學年課程、海外實習課

程，把學校企圖培養之核心專業能力轉化為課程，並透過學生參與實習、教

師赴產業研習等作法，來增加與企業界之互動，進而培育出企業所需人才並

輔導學生順利就業。 

（5）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引導技專校院定位自身之產業連結特色，聚焦推

動相關產學合作人才培育及技術研發，以領航發展相應之國內特色產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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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核定通過之典範科技大學包括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等

12所科技大學，以及遠東科技大學等四間產學研發中心。 

 

（四）勞動部 

1. 青年職業訓練方案 

包括（1）青年就業旗艦計畫；（2）產學訓合作訓練計畫；（3）明師高徒計

畫；（4）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以「補助大專院校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為例，於生態環保與生物農業科技相關產業等十大領域，以大專校院同一學制日

間部畢業前一年之本國籍在校生為對象，引進業界專業人士擔任師資開設實務專

精課程，同時安排共通核心職能課程以強化青年軟實力，並輔以職場體驗以協助

青年畢業後能順利銜接職場。 

2.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包含「產業人才投資計畫」及「提升勞工自主學習計畫」，以提昇在職勞工

知識、技能、態度為目的，結合民間訓練單位辦理多元化實務導向訓練課程，並

補助參訓勞工 80%或 100%訓練費用，累積個人人力資本，達提升國家整體人力

資本目標。今年度相關課程如：冷鏈、關務與物流進階實務班（49小時）。 

3. 失業勞工職業訓練方案 

運用政府及民間資源，以自辦、委辦或補助方式，對於工作技能不足或需補

充就業技能之失業、待業或轉業適訓之勞工，規劃辦理各類就業導向職業訓練措

施，提供相關參訓津貼及補助，以提昇勞工工作實務技能。 

 

（五）科技部 

科技部於 107年四月宣布啟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Rebuild 

After PhDs’Industrial Skill and Expertise，RAISE），計畫培訓 1000名博士，經過

一年期的在職培訓後投入產業，為企業挹注高階人才，以提昇產業競爭力。預計

於今年起辦理三年/三梯次的培訓，由法人等學研單位擔任培訓單位，針對博士

級人才辦理一年期的在職培訓，培訓期間至少 6個月要到產業界實習，政府將補

助每人每月6萬元培訓酬金，培訓完成後科研博士可在業界就業或創業（科技部，

2018）。 

 

（六）經濟部 

因應國內創新產業及布局東南亞新興市場之需求，設置「產業人才海外網絡

鏈結暨延攬計畫」，協助延攬產業高階及拓銷人才，藉由即時人才媒合網站，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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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國內企業與海外人才媒合。並辦理「僑外生在臺媒合會」及國內外系列攬才媒

合會，吸引海外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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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冷鏈指的是易腐食品或需溫控的產品，從生產端運送至消費端皆維持在低溫

環境，以確保食品安全與品質之「低溫物流系統」。預估全球冷鏈市場從 2018

年 2031 億 4000 萬美元，到 2023 年可成長至 2923 億 7000 萬美元，複合年均成

長率達 7.6%。市場成長的推動主因包括生鮮食品國際貿易量的增加、跨國企業

擴大食品零售販售鏈，以及政府對於冷鏈基礎建設整備之支持等。特別是印度、

泰國、南非等新興國家，伴隨政策支持及食品需求的擴大，被認為具有龐大市場

潛力（MarketsandMarkets 2018）。 

過去臺灣農業著眼於國內產銷，相對較為忽略冷鏈的建置。近年伴隨農產品

販售通路逐漸由農產品批發市場、販運商等傳統通路，轉移至量販店、超市等大

型實體通路及電子商務通路，加上異常氣候提昇農產品保鮮的難度，確保各節點

作業流程維持保鮮，成為重要課題。循此，除了 107年度「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

針對冷鏈提出重要決議：「建構全國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設置智慧型冷鏈物流

中心，優化採前及採後處理、分級包裝、貯運系統。整合業者建立跨國冷鏈物流

體系。」農委會亦規劃在北、中、南設置三個「農業冷鏈物流中心」。 

本研究根據農產品產業鏈作為調查對象，涵蓋產業鏈中包括資材/設備業者、

物流業者，及應用端。所涉及產業別包含：農作物栽培業（A011）、運輸（H4940）、

冷凍冷藏倉儲業（H5302）、綜合商品零售業（G471）、蔬菜零售業（G4721）、

蔬果批發業（G4541）、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39）、輸送機械設備製造

業（G2935）。由於涵蓋範圍廣泛，不同產業又各自有其產業鏈，本研究聚焦於

應用端中的農會/合作社（農作物栽培業），並擴及產業鏈其他角色。 

 

一、人才需求樣態 

本次受訪業者共有 22家，包含 17家應用端業者、5家現代通路/物流及資材

/設備業者。成立年數集中於 21-30年，成立年數超過 50年以上的業者皆為應用

端（運銷公司、合作社、盤商），內銷為主的業者占 82%（18 家業者）。不同

業態的員工人數呈現分散趨勢，以本次受訪合作社為例，正職員工人數少則 7

人、多則超過 250 人。其次，營業額分布少則 5000 萬元以內，多則超過 200 億

元，但由於業態及經營結構不同，未必反映於獲利，也不等同於農產品冷鏈獲利。

再者。 

本研究將冷鏈設備區分為預冷、冷藏庫、截切、包裝、加工、冷藏車，及其

他等七項。雖然型態不同而導致冷鏈設備應用情形差異，但冷藏庫、冷藏車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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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普遍應用項目。再者，於冷鏈應用比例上，應用與否涉及主要通路對於冷鏈的

要求，以盤商的冷鏈應用比例較高，皆有 80％以上；運銷公司的冷鏈應用情形

則偏低；合作社的應用比例涵蓋 31-40%至 91-100%。 

由於景氣評估有關於人才聘用，在 22 家受訪業者中，有 71%對於未來三年

（109-111 年）景氣感到樂觀，成長率預估範圍自 5%至 80%。多數受訪業者認

為國內消費趨勢（62%）、國內社會環境（46%）是主要影響因素。正向原因包

括：（1）末端通路對於食品新鮮度的要求提高，促使通路端對於農產品冷鏈的要

求增加。（2）伴隨外食市場的提昇，若能促使消費者培養夠賣截切蔬果的習慣，

具有龐大市場機會。（3）近年歷經食安風暴後，消費者愈加重視食品安全，對於

優質農產品的願付價格提高。（4）相應於近年減少食物浪費的趨勢，農產品冷鏈

有助於延長農產品貨架壽命，從通路端的冷鏈需求回溯至生產端，有助於完善採

後預冷至通路這過程中各環節的降溫、冷藏設備及系統之運用。主要負面因素是，

景氣停滯導致消費緊縮，再加上目前採用冷鏈處理與否的農產品不具有特殊標示，

消費者在缺乏辨識力的情況下，不見得願意採購經冷鏈處理農產品。 

雖然七成以上業者對於未來三年感到樂觀，但根據本次訪談的結果，在應用

端，相較於經過專業訓練的「人才」，業者普遍強調缺乏勞力工作的現場作業「人

力」，重視的是可配合週末排班、配合現場作業，強調需具備團隊合作、品行佳、

能吃苦等人格特質。所需要的相關證照為堆高機證照、冷凍及冷藏設備初級維修。

相較於聘用專業的農產品冷鏈人才，業者更傾向藉由訓練課程，提昇既有人員對

於農產品冷鏈系統及設備應用的認識。 

較為特殊的是，本次受訪合作社的業者之一設有物流中心，從而新增物流管

理人才需求。該職務理想上具備調度、安排，系統化思考，進而建立管理系統的

能力，可規劃最適流程、提昇物流迴轉效率，並因為農產品高時效性的特徵，在

物流能力之外，也需具備對農產品特性的充分認識。從此業者的例子可知，在發

展農產品冷鏈系統時，需要跨領域能力之人才。再者，以本次受訪的截切業者為

例，在業務擴大後會增加品管、研發、資訊維護等領域的人才需求，前二種職務

以具備農業或食品科學經驗為優。 

再者，物流業雖然也強調人力（物流士、理貨、倉儲人員）不足，但近年強

調精準配置，也逐漸導入智慧物流服務系統工程師、網頁工程師、區塊鏈、APP

工程師等人才。再者，本次受訪業者近年跨足農業冷鏈，積極招募農業背景的博

士級人才。 

最後，本次接受訪談的農產品保鮮資材業者強調研發，員工組成以碩、博士

居多，但因為認為此項產業屬於新興產業且跨領域，而較難找到合適人才。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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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冷設備業者除了進行在地化研發，但也代理國際品牌，較重要的人才需求是技

師、技術客服人員。 

 

二、人才供給樣態 

雖然農產品冷鏈產業為跨領域，但訪談企業後仍可聚焦出農園藝、生物機電

工程、冷鏈等核心科系。本研究以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國立中

興大學行銷學系、國立嘉義大學農藝學系、國立嘉義大學園藝學系、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農園生產系、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系大四學生為主要對象，共回收

231份有效問卷。 

畢業後直接就業的 174 名受訪者中（占全體填答者的 75%），有意願投入農

產品冷鏈產業占 45%（78 名），當中以運籌系的投入意願最高（75%），其次為

農園藝系（54%）。投入的主因為「產業前景可期」（占 73%），反之，「不熟悉產

業」是影響畢業生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最主要負面因素。 

再者，進一步分析有意願及無意願投入者之間的願意接受月薪，可發現有意

願投入的「願意接受最低薪資」較多落在 3.5 萬元以內的區間（2.2 萬元至 3.5

萬元占 82%），無意願投入者的「願意接受最低薪資」則多落於 2.6 萬元至 4 萬

元區間（占 70%）。對照投入/不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的主要因素，在願意投入的

填答者中，「薪資符合預期」的順位位居所有因素中的第五順位，不願意投入的

填答者中，「薪資不如預期」排名第三順位，顯示最低可接受薪資對於投入意願

的影響。 

 

三、政策方案建議 

本次受訪業者所提出的技術需求包含：保鮮設備及資材研發、貯運之最適空

間及塑膠籃回收系統、折箱機等省工設備等面向。在政策上，對於近年規劃設置

的區域冷鏈物流中心，業者強調需先針對農民團體產銷班調查設備、產量、願付

價格，並評估距離主要產區之交通，並希望區域物流中心具有包裝、加工、冷鏈

物流、倉儲等多功能，並提供業者足夠的作業空間。以此為基礎，建議依據不同

地區的資源及需求，評估採取政府自行建造及營運、BOT，或向企業承租等不同

形式之利弊。 

其他農產品冷鏈相關之建議方案如下： 

（一）提昇物流品質 

1. 由政府協助橋接農業生產者與物流業者，協助提昇冷藏車配送頻率及運送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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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政府建立冷鏈物流認證制度，補貼優良業者，以形成良性循環，提升物流

業品質。 

 

（二）人才培育及人力供給 

1. 推行長期農業實習以培養具備現場作業的人才，並建立證照、就業及薪資保

證等配套措施，吸引優秀人才投入。 

2. 辦理產地教育訓練及推廣活動，說明冷鏈技術與設備對於農業作業效益，並

輔導應用。 

 

（三）冷鏈價值推廣 

1. 教育消費者購買「在地」、「新鮮」農產品，以與進口蔬果區隔。 

2. 以產地分級為基礎，拍賣市場透過拍賣排序等機制，推廣產地分級及導入冷

鏈系統。 

 

（四）冷鏈補助 

1. 補助冷藏卸貨區：拍賣市場設置冷藏卸貨區不僅需要初期設置也會增加管理

成本，若由政府負擔部分費用，將可增加設置誘因。 

2. 在地升級冷藏設備：對於業者而言「新蓋」冷藏設備的時間及經濟成本較高，

建議政府盤點冷藏庫應用情形，提供「就地升級」的專案措施。 

3. 相應業者規模，彈性補助購置冷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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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需求問卷 

 

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之需求問卷調查 

先進您好： 

近年農產品冷鏈成為我國農業重要議題，如 107年度「第六次全國農業會議」提出「建構全國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設置智慧型冷鏈物流中心，

優化採前及採後處理、分級包裝、貯運系統。整合業者建立跨國冷鏈物流體系」之重要決議。如何提昇國內農產品冷鏈技術、擴大產業應用，提昇

農產品冷鏈產業重要關係人之知能，並建立國際網絡，強化跨國技術及產業交流，成為重要推動議題。 

 

依循上列目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簡稱農糧署）為提升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質量，提高其產業競爭力，特委託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

管理學會（簡稱敝學會）進行人才需求調查，以期瞭解人才動態趨勢，並作為研擬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缺口因應對策，及規劃產業人才職能課程之

參考依據，促進農業蓬勃發展，引領在國內外市場之優勢地位。 

 

由於貴公司在農產品冷鏈產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更是經農糧署推薦之主要受訪企業，貴公司的意見將成為決策單位人才規劃及培訓重要參

考依據。本問卷共六頁，懇請 貴公司最高主管指派專人（負責經營或熟悉公司營運者）協助進行問卷填答，以協助政府掌握我國農產品冷鏈產業之

現況與趨勢。敝學會將於調查完成後，寄贈本次人才供需問卷調查成果報告，及薄禮聊表感謝。在此由衷感謝貴公司的支持與協助。 

 

貴公司所提供各項問卷答案，僅作為總體統計分析與政策規劃之用，原始資料及填答情形絕不提供稅務單位或對外公開，敬請安心填答，謝謝！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李翎竹 秘書長 

                                     黃靖嵐 副研究員(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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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貴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負責人： 

填表人姓名：  填表人職稱：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E-mail： 

二、貴公司目前經營概況 

問項 請依實際的狀況填寫 

貴公司成立時間 於______年成立 

現有職員工人數 正職員工 ：______  人  兼職員工 :______ 人  

貴公司經營性質及所採用

冷鏈系統/設備 

(可複選) 

 

□產地農友(□產地預冷 □截切 □冷藏 □包裝 □其他____________) 

□農會/合作社/合作農場(□截切 □加工 □滾倉□保鮮包裝 □預冷代工 □其他____________) 

□批發市場(□低溫拍賣卸貨區 □冷藏 □其他____________) 

□盤商(□冷藏 □其他____________) 

□物流中心/處理中心(□冷藏 □截切 □加工 □包裝 □殺菌 □農藥檢驗 □其他____________) 

□傳統通路(□冷藏 □截切 □加工 □包裝 □其他____________) 

□現代通路(□冷藏 □截切 □加工 □包裝 □其他____________)  

□食材/加工(□冷藏 □截切 □加工 □包裝 □其他____________) 

□物流(□陸運冷藏車 □海運冷藏庫 □空運冷藏庫 □智慧物流/雲端監控設備 □其他____________) 

請問貴公司市場導向 □內需導向，占營業額____%      □外銷導向，占營業額____% 

貴公司 2018年總營業額 

(單位：新台幣) 

□1000元萬以下  □1,001-3,000萬元 □3,001-5,000 萬元 □5,001-6,000 萬元  □6,001萬元-8,000 萬元 

□8,001萬元-1億元  □1億元-2億元  □2億元-3億元  □3億元-4億元 □4億元以上 

應用冷鏈系統/設備應用比 □01－10%   □11－20%   □21－30%    □31－40%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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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對照常溫相關設備) □51－60%   □61－70%   □71－80%    □81－90%   □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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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公司人力結構與人才需求調查（含學歷與經歷要求、職能特質） 

 

工作

職務 

 

職務內容 

目前

從業

人數 

人才供需情

形 

1.充裕 

2.均衡 

3.不足(尚

須人數__) 

最低教育

程度 

1.高中以下 

2.大專 

3.碩士以上 

最低工作

年資 

1.無經驗可 

2.2 年以內 

3.2-5年 

4.5 年以上 

職能要

求 

(基本能

力、證照

等) 

薪資等級 

1.22-30K 

2.31-35K 

3.36-45K 

4.45-55K 

5.55K以上 

招募難

易 

1.易 

2.普通 

3.難 

人才欠缺主

因 

(如：新興職

務需求、在

職人員流動

率高等) 

海外

攬才

需求 

1.有 

2.無 

研發

面 

相應最新的農業需求，研發能解決問

題之軟、硬體產品，例如蓄冷保溫模

組、資通訊管理技術等。 

         

品管

面 

從生產、倉管、物流出貨到整個供應

鏈的品質管理及檢定，維持良率及符

合產品標準等。 

         

倉管

面 

訂定與管理倉管流程、維護與管理倉

儲系統、協助理貨/撿貨/補貨作業，

安排倉儲轉運、帳務盤點等。 

         

調度

面 

根據貨物規格，對所屬車輛和人員進

行安排和調度，排除異常事件及協助

事故處理。 

         

維修

面 

廠區設備日常保養維護、機電設備檢

測維護等。 

         

行政

面 

協助業務所需的相關行政作業、人力

資源管理，提供經營部門相關資訊，

協助內部財會制度符合規定。 

         

銷售

面 

分析潛在市場並擬定行銷策略，具有

承攬業務銷售能力，可執行業務專案

與企劃開發，協助顧客完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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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服務。 

四、貴公司目前所招聘人才之背景主要分布為下列何重點學門(科系)(可複選) 

請根據上頁問題填答，填寫各工作職務之重點學門科系，此科系學門分類採用教育部之分類，並篩選出農產品冷鏈產業相關之科系。 

工作職

務 

重點學門 

管理學群 工程學群 資訊學群 

農園藝 
食品 

科學 

自然 

科學 

獸醫/ 

畜牧/水

產養殖 

會計、商

業及管

理學類 

其他 運輸管

理學 

行銷流

通學 
其他 

電機工

程學 

電子工

程學 

冷凍空

調學 
其他 

資訊工

程學 

資訊管

理學 
其他 

(範例) V 
       

  
    

 
 

研發面 
        

  
    

 

 

品管面 
        

  
    

 

 

倉管面 
        

  
    

 

 

調度面 
        

  
    

 

 

維修面 
        

  
    

 

 

行政面 
        

  
    

 

 

銷售面 
        

  
    

 

 

 

註：「其他」學門請於此處補充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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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未來產業景氣預估  

請您根據您的經驗與判斷填答以下問題： 

產業景氣影響因子 108年 說明 

級距尺度 請填寫以下數字  -3,-2,-1,0,1,2,3 

 (-3為最高負影響-2次之、3 為最高正影響) 

範例：國內社會趨勢（如如高齡少子化缺乏勞動力） -2 電商發達導致配送人員需求增加但難以招到足額人員 

以「+」表

示正影

響，「-」

表負影

響，若不

為景氣主

要影響因

子則可不

填 

全球消費趨勢（如消費者愈加重視品質）   

全球社會趨勢（如資源整合平台持續增加)   

全球技術趨勢（如 AIoT 應用愈趨發達）   

全球政治趨勢（如日本進攻農業積極推動全球冷鏈佈局）   

國內消費變遷（如零售通路愈加發達）   

國內社會趨勢（如高齡少子化缺乏勞動力）   

國內技術趨勢（如採後處理技術的推廣）   

國內政治影響(如農產冷鏈物流中心作為重要農業政策)   

國外技術引進或國內研發技術突破   

異業結合(跨領域研發合作)   

國際通路（如區域經濟協定）   

其他   

未來三年產業景氣預估 □保守 □持平 □樂觀 

未來三年預估營業額成長率 
108年 109年 110年 

________ % ________ % 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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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農產品冷鏈人才培育 

 

整體而言，貴公司人才主要來源？ 

(可複選) 

 □網路人力銀行/報章刊登  □校園徵才  □業界挖角  □公司網站  □親友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希望藉由外部課程提高貴

公司人才哪些能力？(可複選) 

 □建立業務相關之農產品冷鏈基礎認識         □完善農產品冷鏈跨領域知識   

 □提升產業趨勢認知  □提升新技術導入能力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貴公司希望外部機構(政府/學研單

位)未來可以辦理哪些主題培訓，提

高貴公司人才的選育用留？(可複

選) 

□ 農產品冷鏈趨勢 
□國際農產品冷鏈發展現況與趨勢 

□全球食品消費及採購趨勢 

其他（請加以說明）： 

 

 

 

 

□ 農產品冷鏈技術 
□物聯網技術在低溫運輸與配送管理之應用 

□農產品保鮮技術與冷鏈管理 

□ 農產品採後處理 □採後洗選、分級、包裝冷藏作業程序 

 

□ 

 

農產品 

採購與驗收管理 

□農產品採購與驗收管理 

□各類食安危害因素預防與管理 

□危害分析與重要管制點(HACCP)在食品冷鏈品質控管應

用         

□ 
農產品供應鏈與物流

管理 

□農產品供應鏈營運模式 

□農產品保鮮技術與貯藏方式 

□農產品存貨管理 

□農產品倉儲作業與管理 

□農產品低溫運輸與配送管理 

□食安在冷鏈的角色 

□ 農產品出口 □農產品輸出入之安全實務及冷鏈管理 

□ 
農產品冷鏈 

實務應用 

□連鎖速食業冷鏈與流通管理實務案例 

□生鮮蔬果食材契作與冷鏈管理實務案例 

□中央廚房經營管理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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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前述課程，請問貴公司是否有推薦

的講師？ 

課程名稱  

推薦講師姓名(單位)  

若外部機構未來辦理前述主題培訓，請

問貴公司認為的合理上課時數為？ 

□4小時(半日)以內  □4-8小時(1日)  □9-15 小時(2日)  □15-30小時  □30-50 小時  □51-70 小時   

□70小時以上( ____________小時) 

若外部機構未來辦理前述主題培訓，請

問貴公司認為的每人每小時合理收費

為？ 

□免費參加        □100 元/小時以內   □101-200元/小時   □200-300 元/小時  □301-400元/小時   

□401-500 元/小時  □501-600元/小時    □601-700元/小時   □701-800 元/小時 

□801元/小時以上(____________元/小時) 

預計未來優先送訓的職務與人數為？ □研發面( ____________人)   □品管面( ____________人)   □倉管面( ____________人) 

□調度面( ____________人)   □維修面( ____________人)   □行政面( ____________人) 

□銷售面( ____________人) 

貴公司希望政府可提出哪些政策，以提

升農產品冷鏈之專業人才數量和素質? 

(可複選) 

□政府單位提供企業相關政策優惠      □政府協助企業延攬海外人才 

□政府提供產學合作之管道與獎勵機制  □政府舉辦產學間的交流活動           

□政府舉辦跨領域人才培訓班          □政府針對企業人才提供留學獎勵機制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其他（請加以說明）： 

 

 

 

 

九、請貴公司針對未來智慧農業產業的人才需求提出建言，以提供有關政府制訂人才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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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回答！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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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農產品冷鏈人才供給問卷 

農業冷鏈產業投入意願調查 

  為提升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質量，提高其產業競爭力，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進行產業人才供需調查，以期瞭解

人才動態趨勢，並作為研擬前述產業人才缺口因應對策之參考依據，促進產業蓬勃發展，引領在國內外市場之優勢地位。 

完成填答者，將從中抽出 100位贈予百元禮券，聊表謝意。 

 

一、基本資料 

問項 請依照實際的狀況進行填寫(請留下您的姓名與 email，若您幸運中獎我們將以 email 通知) 

姓名  學系及系所  

email                                              年級  

 

二、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意願調查 

問項 請依照實際的狀況進行勾選 

請問您在畢業/服役之後，是否有

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發展? 

□是，有意願。請接續回答三、就業傾向調查，不用回答四） 

□否，無意願。（請跳答四、其他領域就業傾向調查）       □其他（請說明：        ） 

 

三、農產品冷鏈產業就業傾向調查 

問項 請依照實際的狀況進行勾選 

請問您有興趣投入的產業別

（複選） 

□農企業（包含合作社、農會等）□農產運銷（如盤商、果菜市場等） □超市或超商（如全聯、家樂福等）   

□農產品電商（如台灣好農）    □物流（如全日物流、嘉里大榮）   □保鮮資材或設備 

請問您想要投入上述產業的理

由（可複選） 

□熟悉產業   □產業發展前景 □工作成就感  □看到公司職缺訊息 □企業制度完善性  □福利層面考量 

□個人職涯規劃  □薪水         □工作地點    □工作環境   □企業/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有創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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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技能      □家庭因素   □透過本次調查資訊，產生興趣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問您第一份工作願意接受的

最低薪資區間？ 

□22k~25k   □26k~30k   □31k~35k   □36k~40k   □41k~45k   □46k~50k   □51k~60k   □61k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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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產業就業傾向調查 

問項 請依照實際的狀況進行勾選 

請問您計畫往何種產業發

展 

□繼續進修（□相關科系 □非相關，進修        科系）  □就業  □其他 （說明                    ） 

請問您預計投入什麼產業 

□電子科技/資訊/軟體/半導體  □一般傳統製造  □政治/宗教/社福  □法律/會計/顧問/研發/設計  

□運輸物流/倉儲/貿易  □醫療照護/環境衛生  □農林漁牧/水電資源  □一般服務業 □旅遊/休閒/運動 

□大眾傳播相關  □教育/出版/藝文相關 

請問您不考慮上述產業相

關產業的因素為何？（可複

選） 

□不熟悉產業 □產業發展前景  □工作成就感   □未曾看到公司職缺訊息   □企業制度完善性 □工作

地點 

□個人職涯規劃 □薪水不如預期  □工作環境   □福利層面考量  □自身技能 □家庭因素 □其他創業規

劃  □其他： ____________ 

請問您第一份工作願意接

受的最低薪資區間？ 

□22k~25k   □26k~30k   □31k~35k   □36k~40k   □41k~45k   □46k~50k   □51k~60k   □61k以上         

 

五、增加投入意願之方案 

您認為哪些方

案，是有助於您

進入上述產業? 

（可複選） 

□引入業界專家開設實務課程，降低學用落

差。  

□舉辦學生校外觀摩課程，增加產業熟悉度。  

□開設暑期實習管道與機會，增加工作相關經

驗。 

□增加產學合作管道，以鼓勵相關人才進入產業。 

□提供短期國外企業觀摩機會，增加國際視野與了解產業前景。 

□邀請國際具產業能力師資來台演講授課，促進農能共構產業技術交

流。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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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開設農能共構學分班，學習產業所需技

能。 

 

六、資訊貢獻度調查 

您認為透過今天的簡報，是否有助於提昇您對於上述構產業的認

識？   

□完全沒幫助 □不太有幫助  □普通   □略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您認為透過今天的簡報，是否有助於提昇您進入上述產業的意

願？   

□完全沒幫助 □不太有幫助  □普通   □略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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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108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 

108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空白表) 

產業別：農產品冷鏈產業 

表 1  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 

產業調查

範疇 

1. 行業標準分類代碼(4碼)： 

農作物栽培業（A011）、運輸（H4940）、冷凍冷藏倉儲業（H5302）、綜合商品零售業（G471）、蔬菜零售業（G4721）、蔬

果批發業（G4541）、其他通用機械設備製造業（2939）、輸送機械設備製造業（G2935）。 

2. 調查範疇相關說明： 

涵蓋產業鏈中包括資材/設備業者、物流業者，及應用端。由於當中應用端的組成多元，包含農會/合作社、批發市場、盤商、

通路等不同角色，本研究為了釐清農產品冷鏈產業人才及技術需求之樣貌，以應用端為核心，並擴及產業鏈其他角色。 

產業發展

趨勢 

根據MarketsandMarkets (2018)市場評估報告，全球冷鏈市場從2018年2031億4000萬美元，到2023年可成長至2923億7000萬美

元，複合年均成長率達7.6%。市場成長的推動主因包括生鮮食品國際貿易量的增加、跨國企業擴大食品零售販售鏈，以及政府

對於冷鏈基礎建設整備之支持等。特別是印度、泰國、南非等新興國家，伴隨政策支持及食品需求的擴大，被認為具有龐大市

場潛力。本次調查也顯示下列因素將帶動國內農產品冷鏈產業發展：（1）末端通路對於食品新鮮度的要求提高，促使通路端對

於農產品冷鏈的要求增加。（2）伴隨外食市場的提昇，截切蔬果具有龐大市場機會，帶動冷鏈產業發展。（3）近年歷經食安風

暴後，消費者愈加重視食品安全，對於優質農產品的願付價格提高。（4）相應於近年減少食物浪費的趨勢，農產品冷鏈有助於

延長農產品貨架壽命，從通路端的冷鏈需求回溯至生產端，有助於完善採後預冷至通路這過程中各環節的降溫、冷藏設備及系

統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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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單位：人 

推

估

調

查

結

果 

景氣 

情勢 

109年 110年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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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70 

44 

177 

47 

173 持平 19 20 22 

保守 -3 -3 -3 

景氣1
 

定義 

(1) 樂觀=未來三年營業額成長率47.5%，年平均成長率（CAGR）為13.83% 

(2) 持平=未來三年營業額成長率22%，年平均成長率（CAGR）為6.85％ 

(3) 保守=未來三年營業額成長率-3.5%，年平均成長率（CAGR）為-1.18% 

填表說明： 

A. 如有針對樂觀、持平及保守等不同景氣情境進行未來人才需求推估者，請依實際推估假設填寫各景氣情境之定義。 

說明： 

1. 景氣定義：持平情境為業者提供未來三年（111年）相較於調查年（108年）之營業額預估值之平均（22%），並以此推估年平均成長率（CAGR）

為6.85%。再者，以平均預測的正負一個標準差（25.5%）分別代表樂觀及保守情境，即111年樂觀情境營業額成長率47.5%、悲觀情境營業額

成長率為-3.5%，並以此回推年平均成長率（CAGR），分別為樂觀13.83%、保守-1.18%。 

2. 新增需求：由於農產品冷鏈產業橫跨產業鏈不同領域，冷鏈或僅作為相關企業所使用的設備，或同時執行他種業務，國內欠缺相關產值評估。

本調查參考經濟部工業局（106）「重點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無形資產評價產業」，首先利用農產品冷鏈主管機關之一的農糧署根據指標性、

特殊性作為指標，篩選出30位代表業者清單，本次調查以問卷回收率做為基準，回收比例＝受訪家數/調查範圍家數=22/30＝73.3%。由於本

次調查業者的需求主要在於現場作業「人力」，對於具專業養成的「人才」需求較低，主要欠缺之專業人才職類為：農產品保鮮資材研發、

農產品保鮮資材研發，根據訪談結果，22家受訪業者109年將新增14個職缺，推估整體產業將增加19個職缺。假設職缺增長與成長率成正比並

以此推估110年與111年之人力需求，並以同樣方法推估樂觀、悲觀情境之職缺數量。 

持平狀態下，未來三年新增需求： 

109年新增需求：根據訪談結果推估為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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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新增需求：19*(1+6.85%)＝20.3，四捨五入為20人 

111年新增需求：20.3*(1+6.85%)=21.7，四捨五入為22人 

3. 新增供給：農產品冷鏈產業為跨領域產業，由於本次調查以應用端為主、研發及設備端為輔，本表的填答聚焦於核心科系農藝、園藝系（包

含農園生系產、農藝學系、園藝暨景觀學系、園藝學系）的日間部學士班，並根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網站獲得各科系一至四

年級學生數量資訊，乘以本次校園調查所獲得的農園藝系學生投入意願（畢業後立即就業比率*有意願投入農產品冷鏈比率）。未來三年核心

科系投入人數預估如下： 

109年：443人（四年級生人數）＊71%（畢業後直接就業比率）＊54%（有意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比率）=170人 

110年：461人（四年級生人數）＊71%（畢業後直接就業比率）＊54%（有意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比率）=177人 

111年：452人（四年級生人數）＊71%（畢業後直接就業比率）＊54%（有意投入農產品冷鏈產業比率）=17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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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專業人才質性需求分析 

所欠缺之 

專業人才 

職類1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人才欠6

缺之主

要原因 

有無7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最低教育程度4
 

細學類 

(代碼)
2
 

能力需求3
 

最低工作年資4
 

招募5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高中 

以下 

 

大專 

 

碩士 

以上 

 

無經 

驗可 

具工作經驗 

2年 

以下 

2-5 

年 

5年 

以上 

農 產 品 冷

鏈管理師 

農產品冷鏈物流品質及效

率管控 
 V  

08111農作物生產細

學類、08121園藝細

學類、08192農業生

物技術細學類、

10411運輸管理細學

類、10412航運管理

細學類、10499其他

運輸服務細學類 

1. 具備調度、安排，系統化

思考，進而建立管理系統的

能力，可規劃最適流程、提

昇物流迴轉效率。 

2. 農產品具高時效性的特

徵，故需具備對農產品特性

的充分認識。 

  V  難 無 1,2,4,5 無 

農 產 品 保

鮮 資 材 研

發人員 

根據市場需求，開發農產

品保鮮資材 
 V  

08111農作物生產細

學類、08121園藝細

學類、08192農業生

物技術細學類 

可相應最新的農業需求，研

發能解決問題之軟、硬體產

品，例如乙烯吸附劑、蓄冷

保溫模組等。 

 V   難 無 1,5 無 

農 產 品 品

管專員 

從生產、倉管、物流出貨

到整個供應鏈的品質管理

及檢定，維持良率及符合

產品標準等。 

 V  

08111農作物生產細

學類、08121園藝細

學類、08192農業生

物技術細學類、

07211食品科學細學

類 

1. 具備對農產品特性之充

分認識。 

2. 具有農產品安全監測計

畫執行監督能力。 

3. 熟悉農業法規、資材應

用、病蟲害防治、農產品加

工與驗證管理辦法。 

V    普通 無 5 無 

其他分析 1.可能消失的既有職類：(如研究調查發現，因應數位化、智慧化發展而有未來可能消失的既有職類者，請簡述之。) 

2.可能出現的新興職類及其職能需求：(如研究調查發現，因應數位化、智慧化發展而有未來可能出現的新興職類，但我國業者尚未浮現需求者，

請填列之，並簡述其職能需求內容。) 

填表說明： 



農產品冷鏈人才現況調查 

83 
 

1. 所需專業人才職類，請貴單位配合表2產業人才供需推估結果，調查該產業未來所欠缺之專業人才職類。 

1. 學類代碼，請參照教育部106年第5次修訂「學科標準分類」，儘可能填列至細學類代碼(5碼)，上述分類標準請參照至下列網址，教育部網站

(https://www.edu.tw)首頁/教育資料/教育統計/統計標準分類/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5次修正 (106年9月)。 

2. 能力需求請以條列式說明。 

3. 學歷、工作年資請以勾選方式填列。 

4. 招募難易度請分為「易」、「普通」、「難」3種難易程度填寫。 

5. 有關人才欠缺之主要原因，請填列代碼(可複選)，包含：❶新興職務需求、❷在職人員技能不符、❸在職人員流動率過高、❹勞動條件不佳

(如工作環境骯髒、危險、辛勞)、❺人才供給不足、❻缺乏有效人才招募管道、❼其他(請填寫其原因)。 

6. 請參照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台（https://icap.wda.gov.tw），檢視所列職類目前是否已完成職能基準訂定，已完成訂定者請

配合填寫其「基準級別」(尚未研析基準級別者，可省略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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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需跨部會協商解決之人才問題 

需跨部會協商解決之人才問題 涉及之部會 

由於農產品冷鏈物流人才需具備物流及農業專業知識，但目前學校教育中，較難培養同時兼備

跨域能力的人才。再者，平均薪資較低的農業領域較難吸引兼備農業及物流專業的人才。可以

協助開設在職訓練課程，提昇農業及物流領域對於農產冷鏈物流的相關知識。 

勞動部 

農委會 

經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