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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支援型食農教育推動模式之研究 
－以臺中地區為例1 

張惠真、曾康綺2 

摘  要 
本研究針對臺中、彰化、南投三縣市曾配合各農會四健作業推展食農教育之國中小學

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營養午餐主辦人員為受訪對象，共得有效問卷138份，進行食農教

育知識、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之差異檢定與影響分析。結果顯示

有無參加食農課程研習、縣市別、服務單位別，對食農教育知識均呈現差異。而近二年

有無承辦食農教育活動、推動食農教育對象，對推動食農教育能力有差異。食農教育培

訓需求程度也會正向影響執行食農教育能力，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係影響執行食農教

育能力主要因素。建議未來可透食農教育培訓需求中之「與現有課程搭配實施」、「教

材提供」及「專業團隊提供諮詢」等優先項目，進行培訓課程與相關執行面等內容、作

法之整合建置，以強化執行食農教育能力。 

關鍵詞：食農教育、學校支援型、培訓需求、推動模式 

前  言 
近年有關「食農」、「食育」、「食安」等議題逐漸受到民眾重視，產官學界陸續以各

種型態推展食育，投入食農教育推廣，如農委會透過相關單位辦理食農教育紮根推廣計畫 (以
糧食為主)、四健作業組(透過農業推廣體系)等推動食農教育工作，民間亦有中華民國四健會

協會辦理食育小學堂等活動，校園食農教育相關推動工作目前則由農委會企劃處、輔導處、

農糧署、漁業署、林務局與水保局等單位辦理，包括輔導處「推動農村青少年農業教育及社

區服務計畫」之四健作業組，透過農業推廣體系辦理農村青少年培育工作、農糧署辦理「食

米養成教育推廣計畫－食米學園」及「有機農業行銷輔導及消費教育計畫」等，來與民眾溝

通說明；為回應民眾的消費期待，除透過其他領域持續進行農業技術改良、合理化施肥、安

全用藥等研究提升生產效率與產品品質，亦須加強與民眾互動溝通、與消費市場相結合，期

能提升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進而引導產業發展。 
可見，推展食農並無特定型態，亦無對象、場域及範圍限制，主要是透過學校教學型、

學校教育支援型、社區組織型來執行，以學校與社區為實施場域。故應符合我國食農教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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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依循建立食農教育推動基礎、建構安全農業生產、強化全民支持國產農產品等主軸原則，

故本研究擬從農會四健作業結合支援學校教學、體驗活動觀點切入，提升食農教育之實踐與

連結。再者，鑒於目前國內食農教育相關研究、計畫，大多仍聚焦於推行成效、作法、課程、

指標等主題上，有關直接針對食農推動型態研究，了解各不同單位執行者對活動設計的差異

規劃，至今仍付諸闕如。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學校支援型食農教育進行研究，瞭解臺中地區

學校教職員對於食農教育教學支援角色與推動概況，釐清食農教育知識、培訓需求及執行能

力之關聯性，並提出建議，以供後續推動食農教育、設計種子教師課程等之參考。 

研究與方法 
一、文獻探討 

有關食農教育定義，董 (9)參考義大利慢食運動 (slow food movement)及日本食育運動

(Shokuiku)，認為食農教育係「一種藉由親手做來學習的體驗教育過程，學習者經由親身與食

物、飲食工作者、動植物、農業生產者、自然環境和相關行動者互動之體驗過程，學習耕食

的基本生活技能，並認識在地的農業、正確的飲食生活方式和二者所形成的文化，以及農業、

飲食方式與生態環境的關聯性」。簡言之，食農教育是一種強調「親手做」的體驗教育，學

習者經由親自參與農產品，從生產、處理至烹調之完整過程，發展出簡單的耕食技能 (10)。  
翁 (3)將食農教育初步定義為以農業為核心，透過教育、推廣及農業體驗等多元方式，培

養國人具正確飲食知識、低食物里程、友善環境等理念，實踐健康飲食生活，促進飲食文化

傳承，提升糧食自給率、活化農村及促進農業永續；另農委會將食農教育立法列為優先推動

方案，在考慮與釐清立法內涵及技術問題，以原則性法條、鼓勵方式辦理。而顏等 (11)指出，

食農教育是藉由與飲食和農業相經驗、知識的設計與傳承，培養學生與消費者具有地產地消、

食材安全、飲食文化傳承、體驗農業及生命教育等的綜合學習歷程。 
食農教育依對象與主辦單位不同，將教學活動設計類型概分為學校教育型、學校教育支

援型和社區組織型三大類，此學校教育支援型食農教育的學習主題，可追溯自2007年起就持

續納入四健年度工作計畫辦理，每年近200個作業組中，約50個作業組之學習內容是與食農教

育或健康飲食相關，10年來引領農村青少年逾萬人參與食農教育的體驗與學習活動，逐步奠

定食農教育的推動基礎 (1)。學校教育支援型活動設計主要對象為學生，由各類團體組織或農

場人員設計執行，學校教職員對食農教育課程僅擔任教學支援角色，大多由學校外組織(農場、

農會或非營利組織等人員)依據在地學校需求，提供長期支援或短期營隊課程等教學協助，例

如到學校擔任農事操作或飲食健康講師、協助校園菜圃之經營技術，或安排學生到農場做戶

外教學等 (10)。可見以農會四健作業之食農教育教學活動，乃歸屬學校教育支援型活動，近來

已透過農會持續深入校園進行食農教育相關課程。至於推廣與設計食農教育課程可歸納為八

大面向核心概念，包括與飲食教育相關的低碳飲食、飲食文化、均衡飲食 (正確飲食知識 )，
與農業教育相關的社區產業(含農村及在地經濟)、食農體驗、全球環境變遷調適 (糧食安全 )，
以及串聯飲食教育及農業教育的友善環境、食品安全等，作為參考依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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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4)指出食農教育推動目標，以導入食農體驗及環境教育理念，推動綠色農業旅遊，結

合綠色消費理念開發食農體驗服務，輔導食農體驗場域友善化，並透過食農體驗，鼓勵市區

型學校參與農村體驗，增進國人對國產農產品、在地飲食文化的認同與支持，提升農業社會

價值，達到農村社區產業活化及環境永續目的。農委會相關計畫以農業體驗為主，後續將著

重於由產地到餐桌之連結，強化加工體驗、銷售體驗、農村文化交流等內容。 

綜合國內食農教育之實證研究，曹 (5)探究都市型小學推動食農教育前後，學童農業素養

與飲食習慣差異，發現食農教育課程能提升農業與飲食知識。小學生接受食農教育課程後，

農業素養中的農業知識和農業態度有明顯正向差異，但飲食態度與飲食行為無顯著差異。陳
(8)研究指出，學生在食農知識、食農態度、食農行為等三大面向上，均達顯著差異。另陳 (7)

亦指出，學童之食農知識、食農態度及食農行為意向產生正面學習成效。而王 (2)指出推行食

農教育的教師所遇到的困境，包括人力資源不足、農事體驗時間不易安排、教師缺乏意願、

經費缺乏、課程缺乏整體規劃、缺乏教學夥伴合作、土地不足、教學資源不足、食農教育知

識不足、設備不足、家長不支持、申請經費行政程序繁雜等。 

參考日本食育以學習飲食相關知識、選擇飲食能力、健全飲食生活等為目標，我國食農

教育已延伸擴展為結合農事體驗與飲食教育之多元行動方案，本研究認為從食農教育之教學

支援角色觀點，有必要讓學校老師深入瞭解食農教育指標內涵，冀從飲食與農業層面之有效

結合，協助其正確理解食農教育之核心內容與知識，以裨益於學校食農教育之有效普遍推廣。

故本研究藉由「飲食」與「農業」等方向，導入食農教育知識之評估，檢測並確認受訪者對

農業生產、友善環境、食物調理、食物來源與選擇、食農政策目標、作物標章認識等之相關

理解，試圖從基礎面培養食農教育知識正確認知，進而透過各種方式融入學校或社區教學課

程，利於推展食農教育課程，以增進執行食農教育能力。 

目前國內對於食農教育相關培訓，一般是以食農教育為活動主題，透過教學活動或配合

社區體驗，彈性搭配各種實作與多元應用方式，提供教師入門食農推動概念與知識，進而形

塑具在地特色之食農教育課程，進行種子教師知識性培訓，或針對參與者導入食農活動相關

研習，讓食農得以深耕、扎根校園或社區各個角落。為強化以學校教職員為執行主體之食農

教育執行能力，可透過網路平台、課程 (教法 )研習、教材提供、實作體驗、觀察參訪、專業

諮詢等各種培訓方式，將食農教育廣泛應用於活動培訓或教育訓練中。考量從學校支援型食

農教育推動模式觀點，重點在於探討如何透過食農教育知識與培訓需求，以提昇食農教育執

行能力，故本研究擬從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探討其對提高實作執行能力之影響。 

所謂執行食農教育能力指執行辦理食農教育時所具備之能力，本研究認為辦理食農教育

課程活動的執行能力，應將食農教育融入教學領域知識、教學計畫(教案 )、課程活動規劃、

教材內容、評估學習成效、班級飲食常規以及營造教育情境中，以強化為食農教育實踐能力，

進而落實食農教育深耕校園目標。根據曹 (5)研究指出，食農教育課程對於學生農業知識與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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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知識有明顯正面影響，故透過學校食農課程學習與操作，有助於充實食農知識，並藉由相

關培訓管道與必要方式，進而提高整體食農教育執行能力。 
鑒於食農教育具備多元面向，為因應食農其與時俱進、多重領域發展之特點，推動執行

者當應具備充分知識，方能有效推動與落實。由於目前國內尚欠缺對於食農教育知識、培訓

需求及執行能力之直接實證研究，故本研究為進一步了解學校食農推動者之食農教育知識、

培訓需求與執行能力關係，探討彼此關係與影響情形。 

二、研究架構與分析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主軸在於探討食農教育知識、培訓需求程度與其執行能力之關係，冀能透

過建立高食農知識認知、強化有效培訓需求，以提升其實際執行效能。若以人力資源層面

而言，專業能力實際應用與培訓需求間有顯著關係，而訓練需求評估與訓練成效有正向影

響，訓練成效對組織效能確有顯著影響，然綜觀食農教育相關研究，發現仍存在文獻上缺

口，欠缺直接文獻支持，基於共同研究之前題要求，經文獻探討與專家工作坊會議討論，

擬訂共同訪談大綱為主要研究工具，驗證食農教育知識、培訓需求與執行能力成效評估之

影響關係，故分析架構如圖一所示，以執行食農教育能力為依變數，並以食農教育知識與

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為影響變項，瞭解食農教育知識、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與執行食

農教育能力間關係，另探討受訪者背景資料與食農執行現況在食農教育知識、食農教育培

訓需求程度及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之差異。 

 

圖一、研究架構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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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欲驗證的研究假設： 
H1：食農教育知識與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均有顯著影響。 
H2：受訪者背景資料、食農執行情形現況等類別變項，對食農教育知識、食農教育培

訓需求程度及執行食農教育能力，均有顯著差異。 
(二 )研究範圍、抽樣及資料收集 

本研究範圍為臺中、彰化、南投等三縣市曾配合各農會四健作業推展食農教育之國中

小學，調查方式為透過農會推廣部四健主辦，將問卷發放於配合學校之行政人員、教師、

營養午餐主辦人員，每所學校2~4位，於2017年8月初將量測問卷寄出，進行書面問卷調查，

共施調158份問卷，截至9月初日回收日止，經多次電話催收，實際回收問卷149份，回收

率94.3%；其中扣除填答不完整及有問題者，有效問卷為138份，臺中市、南投縣和彰化縣

等三縣市之受訪者比率分別為32.6%、24.6%和42.8%。  
(三 )資料整理和分析方法 

調查資料以社會科學統計軟體PASW Statistics進行分析，使用描述性分析、T檢定、變

異數分析及多元迴歸分析等，瞭解變項間之關聯性。問卷設計中屬於態度量表包括食農教

育培訓需求程度與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以Cronbach's α方法測驗問卷各衡量變數內部一致性

或穩定性，經檢測得知其總信度α值分別為0.949、0.901，且量表中每一問項標準差均小於

1，表示該量表具有高信度、穩定性高。由於Cuieford(12)提出Cronbach's值之取捨標準，認

為當α值大於0.7者為高信度，小於0.35為低信度；因此，本研究問卷各量表之信度Cronbach's 
α值均大於0.7，表示該量表衡量變項具有高信度水準與一致性。 

資料分析與結果 

一、受訪者特性之敘述性分析 

在受訪者特性方面，服務單位別依序為國小(86.2%)、國中(10.1%)和其他 (包括農場、農

會等，3.6%)。性別以女性67.4%多於男性32.6%。年齡平均為44.7歲，年齡介於41~50歲占41.8%，
其次40歲以下占28.9%。教育程度以研究所(含以上) 57.2%最多，其次為大學40.2%，高中職(含 )
以下者僅占2.2%。受訪者任教或服務年資平均為17.2年，以11~25年居多，占62.0%，其次為

10年以下占21.9%，26年以上者僅占16.1%；職稱別主要以學校教師、學校主管為主，各為54.3%、

37.7%。  

二、食農教育基本狀況之敘述性分析 

就食農教育活動基本狀況分析 (表一 )，近二年有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有參加

者 (55.8%)多於未參加者(44.2%)，平均參加次數約7.3次，以參加6~8次最多占62.0%，其次為9
次以上21.1%，5次以下占16.9%；受訪者對整體食農教育的理解與掌握，若以10分為滿分，

平均得分約7分，得分以6~8分最多占55.0%，1~5分者占23.3%，9~10分者占21.7%。另表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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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者占44.2%，未來參加食農教育課程或研習的意願強度平均為4.3分，以1~4分最高占59.7%，

其次5~7分占22.2 %，8~10分者之18.1%最低。 
有關近二年承辦食農教育活動情形，表示有承辦者占55.1%多於未承辦者44.9%，承辦活

動項目依序為四健計畫(71.1%)、食農‧食米計畫(21.1%)及其他(7.9%)，其平均總場次各為4.7、
1.1、0.1次，平均參與總人數各為114、56、21人，各平均承辦場次、人數差異甚大。承辦四

健計畫活動總場次最高總場次24次、參與總人數最多為500人。至於平均每學期參與推動食農

教育活動時數為16.3 hr，以10 hr以下最多，占50.8%，11~20 hr占33.9%，21 hr以上者僅占15.3%，
推動時數在20 hr以下者約占八成五左右。 

學校推動食農主要決策方式，較多之前三項依序為配合其他校外組織(40.0%)、校長、主

任等為主(20.3%)與各學年教師討論決定 (15.7%)，其他諸如學年主任決定、個人自己興趣推動

而已、家長(會 )建議、教育局(處 )指定貴校推動、其他各選項方式，所占百分比則均在10%以

下，以“學年主任決定”之百分比相對最低，僅0.9%。至於推動食農教育困難點，前五項依次

為可運用於食農教育的時間不足(23.0%)、經費不足(20.1%)、對食農教育認知的缺乏(13.4%)、
缺乏食農教育教材(13.4%)、校園缺乏農作空間(13.4%)等，以“家長不支持”與“其他”兩選項之

百分比皆相對最低。 

表一、食農教育基本狀況之描述性分析 
Table 1.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status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問項 類  別 次數 百分比% 

近二年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 
有 77 55.8 
無 61 44.2 
合計 138 100.0 

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 
次數(平均 7.3 次) 

5 次以下 13 16.9 
6~8 次 48 62.0 
9 次以上 16 21.1 
合計 77 100.0 

整體對食農教育的理解與掌握 
(平均 7.0 分) 

1~5 分 18 23.3 
6~8 分 42 55.0 
9~10 分 17 21.7 
合計 77 100.0 

未來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課程 
或研習的意願強度 
(平均 4.3 分) 

1~4 分 36 59.7 
5~7 分 14 22.2 
8~10 分 11 18.1 
合計 61 100.0 

近二年承辦食農教育活動 
有 76 55.1 
無 62 44.9 
合計 13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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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類  別 次數 百分比% 

承辦食農教育活動類型 

1.食農‧食米計畫 16 21.1 
2.四健計畫 54 71.1 
3.其他 6 7.9 
合計 76 100.0 

每學期參與推動食農教育活動時數 
平均 16.3 小時 

10 小時以下 30 50.8 
11~20 小時 20 33.9 
21 小時以上 9 15.3 
合計 59 100.0 

學校推動食農教育決策方式 
(複選題) 

各學年教師討論決定 18 15.7 
學年主任決定 1 0.9 
校長、主任等為主 28 24.3 
個人自己興趣推動而已 8 7.0 
家長(會)建議 6 5.2 
配合其他校外組織 46 40.0 
教育局(處)指定貴校推動 4 3.5 
其他(技藝課(職群)社團課程、校本課

程、班級配合主任推動等) 
4 3.5 

合計 115 100.0 

推動食農教育的困難點 
(複選題) 

經費不足 42 20.1 
對食農教育認知的缺乏 28 13.4 
缺乏食農教育教材 28 13.4 
學校主管/行政單位不支持或不重視 6 2.9 
可運用於食農教育的時間不足 48 23.0 
校園缺乏農作空間 28 13.4 
缺乏志同道合的團隊 15 7.2 
家長不支持 1 0.5 
欠缺上位法規/政策/課綱等的依循 12 5.7 
其他(孩子認知配合) 1 0.5 
合計 209 100.0 

三、食農教育執行情形之描述性分析 

有關食農教育執行情形之敘述性分析(表二)，主要設計執行者以農會最多占48.7%，其次

是學校教師占35.5%，另非營利組織、農場人員及其他 (社區家長)等選項，僅占10%以下。係

以學生79%為主要對象，其次為學生與家長17.9%。實施地點以校園菜圃42.4%與校園教室

32.2%相對較多。其教案活動期程以中期 (月或學期 )最高，占54.8%，其次為長期 (一年以上 )
與短期(日/週)，各占25.0%與19.0%。至於教學方法以體驗及操作教學、講述教學及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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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相對較高，分別占36.6%、24.1%、16.7%。在準備教材及道具方面，主要包括體驗教

材 (食材、廚具、餐具、鋤頭等) (19.4%)、學習單(15.9%)、電腦(14.6%)、單槍投影機(14.0%)、
簡報(PPT) (13.2%)、紀錄表(11.3%)。評量方式則以實作評量最高，占38.2%，其次為紙筆評

量 (學習單)23.7%、親子檢核表自省/行為實踐考察19.1%。在主題重點方面以農事體驗34.6%、

健康飲食26.4%相對較高。此外，受訪者認為學校支援型人員與外部單位人員進入學校推動食

農教育，均有甚高必要性，分別各占90.8%、91.1%。  

表二、食農教育之執行情形分析 
Table 2.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implementation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問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推動食農教育的主要設計執行者 

學校教師 27 35.5 
非營利組織 4 5.3 
農場人員 6 7.9 
農會 37 48.7 
其他(社區家長等) 2 2.6 
合計 76 100.0 

推動食農教育的主要對象 

學生 60 79.0 
學生及家長 15 19.7 
社區成員 1 1.3 
一般社會大眾 0 0.0 
其他 0 0.0 
合計 76 100.0 

推動食農教育的實施地點(複選題) 

校園教室 38 32.2 
校園菜圃 50 42.4 
農民的農園 25 21.2 
社區菜園 2 1.7 
其他(承租田區、學校頂樓平台等) 3 2.5 
合計 118 100.0 

推動食農教育教案的活動期程(複選題) 

短期(日/週) 16 19.0 
中期(月或學期) 46 54.8 
長期(一年以上) 21 25.0 
其他(職群) 1 1.2 
合計 84 100.0 

推動食農教育的教學方法 
(複選題) 

欣賞教學 20 9.3 
影片教學 36 16.7 
講述教學 52 24.1 
討論教學 27 12.5 
體驗及操作教學 79 36.6 
其他(在地專業分享等) 2 0.9 
合計 21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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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推動食農教育的準備教材及道具 
(複選題) 

電腦 54 14.6 
單槍投影機 52 14.0 
簡報(PPT) 49 13.2 
報紙 7 1.9 
相關書籍 13 3.5 
平面教材(圖卡、標籤、貼紙、地圖等) 22 5.9 
體驗教材(食材、廚具、餐具、鋤頭等) 72 19.4 
紀錄表 42 11.3 
學習單 59 15.9 
其他(食材示範) 1 0.3 
合計 371 100.0 

堆動食農教育的評量方式 
(複選題) 

紙筆評量(學習單) 41 23.7 
口頭評量 32 18.5 
實作評量 66 38.2 
親子檢核表自省/行為實踐考察 33 19.1 
其他(戲劇) 1 0.6 
合計 173 100 

推動食農教育主題的重點 
(複選題) 

農事體驗 72 34.6 
健康飲食 55 26.4 
飲食文化 41 19.7 
低碳及友善環境 37 17.8 
政令法規 2 1.0 
其他(了解在地農產) 1 0.5 
合計 208 100.0 

學校支援型人員進入學校推動食農教

育的必要性 

非常不必要 1 1.3 
不必要 1 1.3 
普通 5 6.6 
必要 35 46.1 
非常必要 34 44.7 
合計 76 100.0 

外部單位人員進入學校推動食農教育

的必要性 

非常不必要 0 0.0 
不必要 1 1.3 
普通 6 7.9 
必要 41 53.9 
非常必要 28 36.9 
合計 7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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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農教育知識與食農教育培訓之需求程度分析 

有關「食農教育知識」分析，係以是非題與選擇題共22個題項分別施測，計算其整體平

均得分為21.0分 (最高為22分、最低為18分 )，顯示受訪者食農教育知識普遍甚高。在是非題施

測方面，其平均答對率為98.0%，最高者達100%，整體平均得分為13.7分 (共14題，最低12分、

最高14分 )。再者，在選擇題施測方面，平均答對率為90.1%，整體平均得分為7.3分 (共8題，

最低4分、最高8分 )，其中以「四章一Q中，生產過程完全不使用農藥與化學肥料的選項」與

「農委會推動之四個農產品標章(四章)及生產責任追溯制度(一Q)，四章一Q之四章標誌選項」

兩題項答對率相對較低，百分比分別為83.9%與82.4%。 
有關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分析(表三)，整體平均分數為4.31分，有92.2%有高度殷切需

求。各單項平均分數均在4分以上，表示受訪者對食農教育培訓需求屬正向積極態度，其中需

要程度最為殷切選項為「與現有課程搭配實施」4.39分、「教材提供」4.37分及「專業團隊提

供諮詢」4.35分。而需要程度相對較弱，較無急切選項為「教法研習」4.24分、「課程研習」

4.25分。  

表三、「食農教育」培訓之需求程度分析 
Table 3. The demand degre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問     項 平均 
分數 

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次數、%) 
非常 
不需要 不需要 普通 需要 非常 

需要 

食農教育相關資訊的網路平台 4.30 0 0 5 45 29 
(0.0) (0.0) (6.3) (57.0) (36.7) 

食農教育相關的課程研習 4.25 0 0 8 43 28 
(0.0) (0.0) (10.1) (54.4) (35.4) 

食農教育相關的教材提供 4.37 
0 0 3 44 32 

(0.0) (0.0) (3.8) (55.7) (40.5) 

食農教育相關的教法研習 4.24 0 0 10 40 29 
(0.0) (0.0) (12.7) (50.6) (36.7) 

食農教育如何與現有課程搭配實施 4.39 0 0 4 40 35 
(0.0) (0.0) (5.1) (50.6) (44.3) 

食農教育主題課程活動的規劃做參考 4.33 0 0 3 47 29 
(0.0) (0.0) (3.8) (59.5) (36.7) 

其他學校/支援單位推動案例參訪 4.29 
0 1 9 35 34 

(0.0) (1.3) (11.4) (44.3) (43.0) 

食農教育的專業團隊提供諮詢 4.35 0 1 4 40 34 
(0.0) (1.3) (5.1) (50.6) (43.0) 

食農教育學科知識主軸 4.25 0 0 7 45 27 
(0.0) (0.0) (8.9) (57.0) (34.2) 

整體平均分數、% 4.31 0.0 0.3 7.5 53.3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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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執行食農教育能力分析 

有關執行食農教育能力分析(表四)，整體平均分數為3.75分，有67.8%受訪者認為食農教

育能力是屬於同意和非常同意的程度。若以各單項平均分數比較，同意程度相對較高之選項

為「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飲食常規」4.12分、「營造安全且有助於學習食農教育的情

境」4.09分，其次為「運用學習評量評估飲食學習成效」3.68分。同意需要程度相對較低的選

項為「熟悉食農教育教學領域知識(土壤判別、農事技術、農作適種季節等)」3.41分、「清楚

呈現食農教育的教材內容」3.59分。可見受訪者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主要是來自於建立班級學

習飲食常規與營造安全學習情境，但對食農教育教學領域知識與清楚呈現教材內容能力有待

加強。 

表四、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之需求程度分析  
Table 4. The demand degree on implementation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問     項 
平均 
分數 

執行食農教育能力(次數、%)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熟悉食農教育教學領域知識(土壤判別、農

事技術、農作適種季節等) 
3.41 

2 14 24 28 11 
(2.5) (17.7) (30.4) (35.4) (13.9) 

能研擬適切的食農教育教學計畫(教案) 3.62 
0 8 25 34 11 

(0.0) (10.3) (32.1) (43.6) (14.1) 

能進行食農教育主題課程活動的規劃 3.67 
1 7 18 43 9 

(1.3) (9.0) (23.1) (55.1) (11.5) 

能清楚呈現食農教育的教材內容 3.59 
1 6 24 40 7 

(1.3) (7.7) (30.8) (51.3) (9.0) 

能運用學習評量評估飲食學習成效 3.68 
1 7 16 46 8 

(1.3) (9.0) (20.5) (59.0) (10.3) 

能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飲食常規 4.12 
0 1 9 47 20 

(0.0) (1.3) (11.7) (61.0) (26.0) 

能營造安全且有助於學習食農教育的情境 4.09 
0 0 12 47 19 

(0.0) (0.0) (15.4) (60.3) (24.4) 
整體平均分數、% 3.75 0.9 7.9 23.4 52.2 15.6 

六、食農知識、培訓需求程度與其執行能力之差異分析 

綜合t檢定結果，有無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對食農教育知識有差異影響 (t=-2.46*，
無<有 )。不同推動食農教育主要對象，對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呈差異性影響(t=-2.26*，學

生<學生及家長等 )。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呈現差異影響者，包括近二年承辦食農教育活動

(t=-2.46*，無<有 )、推動食農教育主要對象(t=-4.66***，學生<學生及家長等)等二個類別變項，

但男女性別與其影響變項、依變項之間，均未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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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變異數檢定結果，發現食農教育知識、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及執行食農教育能力

不因教育程度差異而有不同。而縣市別與服務單位別，對於食農教育知識均呈現顯著差異

(F=8.68***，p<0.001；F=4.56*，p<0.05)，發現台中市分別比起南投縣與彰化縣，服務單位為

國小相較於國中之受訪者，其食農教育知識皆有相對較高情形。而不同職稱別對執行食農教

育能力僅略有差異，但經事後比較，並未出現明顯不同。 

七、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根據食農教育知識、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表
五 )，經分析發現各變項變異數膨脹因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均小於2，顯示變項間

不具多重線性重合現象。總迴歸模式的F值為6.997，達非常顯著水準(P<0.001)，表示此迴歸

方程式具有統計顯著性，其調整R2值為0.139，表示食農教育知識、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對

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之總解釋力13.9%，其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3.734 (P<0.001)，顯示食農教育

培訓需求程度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達顯著正向影響，有相互關係存在，原因為對培訓需求程

度愈高時，表示受訪者對食農教育培訓需求較正面與積極，願透過培訓課程與執行面等內容

之整合建置，以強化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以提高其執行能力。 

表五、食農教育知識、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的多元迴歸 
Table 5.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the knowledge and training dema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執行食農教育能力 
 
影響變項 

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之標準化迴歸係數(β) 
迴歸係數 

(B) 
標準化迴歸係數

(Beta) 
T 值  

顯著性 
(Sig) 

變異數膨脹值 
(VIF) 

食農教育知識 -0.281 -0.063 -0.585 0.560 1.009 
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 0.391 0.404 3.734*** 0.000 1.009 
迴歸模式值、調整值 adj R2= 0.139 F= 6.997** 
*: p<0.05, **: p<0.01, ***: p<0.001.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學校支援型食農教育推動模式為研究範疇，分析食農教育知識與食農教育培訓

需求程度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之影響，並探討受訪者背景資料、食農執行情形現況等控制變

項對食農教育知識、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及執行食農教育能力之差異。採取立意抽樣方式，

於臺中場轄區中針對臺中、彰化、南投等三縣市學校曾配合各農會四健作業推展食農教育，

無論該校是否曾承辦過食農教育活動之國中小教師、營養午餐主辦為問卷調查對象，共計獲

得有效回收問卷138份。資料經統計分析，綜其結果發現： 
1. 研究對象主要集中於國小教師、女性、中年齡層、大學以上高等教育程度，25年以下服務

年資，學校教師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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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二年有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者，整體對食農教育理解與掌握均呈現中等以上程

度，而未參加者對未來參加食農教育課程或研習意願強度偏低；將來應多宣導與增加誘因，

提高參加意願。再者，受訪者於近二年承辦食農教育活動，表示有承辦者高於未承辦者，

以辦理四健計畫活動最多，平均每學期參與推動食農教育活動時數主要為20小時以下。學

校推動食農大多是配合其他校外組織來推動，而推動食農教育主要困難點是可運用於食農

教育時間不足、經費不足。 

3. 有承辦學校食農教育基本狀況，以辦理四健計畫活動最多，推動食農教育之主要設計執行

者、對象、實施地點及教案活動期程，分別以農會與學校教師、學生、校園教室與菜圃、

中期(月或學期)之所占比例相對最高。 

4. 學校推動食農主要配合其他校外組織，透過體驗及操作教學方法，以農事體驗與健康飲食

等為主題重點，採取體驗教材與學習單等教材道具，進行實作評量。推動之主要困難點是

可運用時間不足、經費不足、缺乏對食農教育的認知與教材及校園農作空間。而學校支援

型人員與外部單位人員進入學校推動食農教育之必要性與需求程度，則均呈現正面高度傾

向。 

5. 有無參加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會對食農教育知識產生差異影響，有參加相關課程或研

習者，相對其食農教育知識較高；且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對執行能力達到顯著正向影響，

因此辦理食農教育相關課程或研習會之師資培訓有其必要性，不僅能提高食農教育知識，

亦能增加執行食農教育的能力。   

6. 食農教育培訓需求以「與現有課程搭配實施」、「教材提供」及「專業團隊提供諮詢」最

為殷切。執行食農教育已具備能力以「建立有助於學生學習的班級飲食常規」與「營造安

全且有助於學習食農教育的情境」相對最高；認為執行能力較低的選項為「熟悉食農教育

教學領域知識(土壤判別、農事技術、農作適種季節等)」、「清楚呈現食農教育的教材內

容」，對於培訓需求較高與執行能力較低項目，應列入將來訂定培訓課程及編列教材應加

強部分。 

7. 受訪者食農教育知識普遍甚高，答對率都在九成以上，而「長期的食農教育之推動最終政

策目的」、「農委會推動四章(農產品標章)一Q (生產責任追溯制度)的認識與其生產過程使

用農藥與化學肥料情形」，答對率較其他選項相對較低，應列為加強宣導內容。 

8. 經多元迴歸分析發現，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具有關聯性，有顯著

正向影響，亦即當受訪者食農教育培訓需求程度愈強，其執行食農教育能力會隨之相對

較高。反之亦然，原因為對培訓需求需求愈高時，表示受訪者對食農教育培訓需求較正

面與積極，可透過培訓課程與相關執行面等內容、作法之整合建置，以提高其執行能力。

再者，食農教育知識與執行食農教育能力無顯著影響，可能原因在於知識自評雖高，但

題項辨識率差異性不大，不足以對執行食農教育能力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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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Study on the School-Supported 
Promotion Model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 A Case Study in Taichung District1  

Hui-Chen Chang and Kang-Chi Tseng2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a model of school-supported on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to survey onto the staff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ocated in the 
counties of Changhua, Nantou and Taichung City of Taichung District, and the subjects 
were onto whom have cooperated with the 4-H Club activities of the Local Farmers’ 
Association to promote th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A total of 138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measured, and analyzed as well.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among counties and organizations whether it conducted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activities or not.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the ability to promote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which are affected by the experience of undertaking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by the target subjects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willing to implement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which is also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er. It is strongly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educational training needs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isting curriculum”, “the teaching materials 
provided” and “the professional consultant team”,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arning capacity on it. 

Key words: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school-supported, training needs, 
promo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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