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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共同經營班農場經營之個案研究
林月金
前言
近一、二十年來，由於工商業的快速成長，農業成長相對遲緩，農業所得與非
農業所得愈趨懸殊，農業缺乏投資誘因，資源大量外移，經營規模不易擴大，生產
力無法提高，加以工資不斷上漲，生產成本偏高；另一方面由於農業生產結構未能
隨消費結構的改變而適切的調整，使台灣農業面臨種種問題。近年來，更因面對經
貿國際化、自由化的衝擊，農業經營倍感困難，傳統農業經營已無法應付，農業企
業化經營勢在必行，因此，農業經營管理問題凸顯其重要性。
本場曾於民國八十年舉辦台灣農業經營研討會，會中獲得一個共識-「農場經
營管理的改善」將是未來提高農場經營利潤的主要課題之一。因此，一致認為今後
應加強農業經營的個案研究，期能落實農業經營推廣工作。本研究希望分析個別農
場的經營管理特徵，做為指導農友改進農業經營之參考。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採記帳為主，調查訪問為輔，獲取農場經營的原始資料。研究期間自民
國八十一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二年六月三十日止。本研究由於受資料限制，無法對農
場經營管理詳細分析，僅就農場經營管理特性加以闡述，並利用記帳資料編製財務
報表，最後分析其收益性、財務結構比率、活動性以及生產力。茲將其涵義與計算
方法簡述如下：
一、收益性分析：衡量農場賺取利潤之能力，以瞭解投資農業生產所產生報酬之大
小。
(一)農場淨所得＝營業純益-利息支出
農場淨所得係包含未支付的自給勞動、自給資本與管理能力的報酬。
(二)自有資本報酬＝農場淨所得-自給勞動估值
自有資本報酬係對自有資本與管理能力的報酬。
(三)總資本報酬＝自有資本報酬＋利息支出
總資本報酬係對總資本與管理能力的報酬。
(四)自有資本報酬率＝自有資本報酬÷平均自有資本
(五)總資本報酬率＝總資本報酬÷平均總資本
(六)財務槓桿因素＝自有資本報酬率-總資本報酬率
資本報酬為包含資本與管理能力的報酬，以自有資本報酬與總資本報酬表示；
若以相對數值表示，則以自有資本報酬率與總資本報酬率為衡量指標。而財務
槓桿因素係衡量舉債經營是否合宜之指標，若為正值，表示舉債經營結果，使
農場自有資本報酬率提高，故舉債經營為明智之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中區農業改良場 技正 林月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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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利潤＝農場淨所得-自給勞動估值-自有資本利息估值
(八)利潤率＝利潤÷營業收入
利潤又稱管理所得，係對管理能力的報酬，以相對數值表示，則利潤率為其衡
量指標。本文利潤的計算過程中，自有資本利息以年利率8.0%估算。
二、財務結構比率分析：衡量農場財務穩健性與償還負債的能力。
(一)自有資本比率＝(自有資本÷總資本)×100%
自有資本比率為衡量自有資本佔總資本之比率，以瞭解農場財務健全性之大
小，其比率愈高愈穩定，一般中小企業的理想值是高於45%。
(二)長期資本比率＝[(長期負債＋自有資本)÷總資產]×100%
長期資本比率為衡量長期資本佔總資本之比率，表示每1元總資產中有多少元
係由長期資本所購入，其比率愈高愈穩定。
(三)設備投資安全率＝[固定資產÷(長期負債＋自有資本)]×100%
設備投資安全率為投入設備的固定資產佔長期資本的比率，以瞭解設備投資之
穩定性，其比率愈低愈穩定。
(四)流動比率＝(流動資產÷流動負債)×100%
流動比率為衡量短期償債能力及運用資本是否充足。美國以200%為標準值，
我國則150%以上即屬良好。
(五)速動比率＝(速動資產÷流動負債)×100%
速動比率為衡量緊急清償短期負債的能力。美國以100%為標準值，我國則70%
以上即屬良好。
(六)權益比率＝(業主權益÷負債)×100%
權益比率為自有資本與負債之比率，係衡量負債是否過多，或自有資本是否不
足的指標。一般標準值為100%。
(七)固定比率＝(固定資產÷業主權益)×100%
固定比率係表示投入固定資產佔自有資本之比率，用以衡量固定資產之投資是
否有過度不當。一般標準值為低於100%。
三、活動性分析：衡量農場運用資源，促進發展之能力。
(一)應收帳款週轉率＝(營業收入-現銷金額)÷平均應收帳款
應收帳款週轉率係表示信用回收的效率，比率低表示收款慢，將影響資金週轉。
我國一般中小企業以高於3次為理想值。
(二)總資產週轉率＝營業收入÷平均總資產
總資產週轉率係表示運用總資產1元所獲取之營業收入多少元，以瞭解資產之運
用效率。我國一般中小企業以高於2次為理想值。
(三)固定資產週轉率＝營業收入÷平均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週轉率係表示運用固定資產1元所獲取之營業收入多少元，以瞭解固定
資產的投入是否有過多之弊。我國一般中小企業是以高於3次為理想值。在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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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固定資產週轉率係指營業用固定資產週轉率，所以計算公式中的分母僅為
平均營業用固定資產，並不包括非營業用固定資產。
(四)自有資本週轉率＝營業收入÷平均自有資本
自有資本週轉率係表示運用自有資本1元所獲取之營業收入多少元，以瞭解自有
資本之運用效率。我國一般中小企業的理想值為3~4次。
四、生產力分析：衡量生產因素在農場經營中發揮效用之能力。
(一)土地生產力＝農場收入÷耕地面積
土地生產力係表示平均每單位耕地面積(本文以平均每公頃耕地)可獲取之農場
總產出多少元。
(二)勞動生產力＝農場收入÷人工等數
勞動生產力在此係表示平均每一人工等數可獲取之農場總產出多少元。所謂人
工等數，是指一個成年男子在農場上工作365日，每日工作8小時，則為一個人
工等數；成年女工則折合0.8個人工等數。
(三)資本生產力＝農場收入÷總資產
資本生產力係表示平均每元資產投入可獲取農場總產出多少元。

結果與討論
后里鄉十三張區段共同經營班，係在民國七十六年農林廳農地利用綜合規劃計
畫下，輔導該農業生產區段內規劃發展目標與經營種類相同的農戶組成，基本班員
11人，唯當時農場仍由農民個別經營，僅是產品共同運銷、共同計價及包裝材料統
一採購而已。至民國八十一年，班員深覺社會環境變遷，農村勞力日益缺乏，且小
規模個別經營已難以立足，必須發揮團隊精神，擴大經營規模，乃積極籌組統籌統
支的共同經營班，原有班員3人退出，另從南投縣竹山鎮加入2人，目前班員10人，
於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六日正式成立，從事共同事業經營，由班員認股，每位班員一
股，計籌款3,291,300元，(加上上年度班基金餘額8,569元，計3,299,869元)，政府補
助1,902,000元，自農民銀行貸款9,000,000元，班資金共計14,201,869元。農場土地採
承租方式獲得，勞動全部為僱工。該班班員素質高，多屬年青且高學歷，平均年齡
不及36歲，學歷大多高中、高職畢業，亦有工專畢業者，其中2人高農畢業。目前，
除來自外縣市的2位班員完全受僱於共同經營班外，其餘班員仍各自擁有農場待經
營。未來目標是希望擴大共同經營班規模，將班員土地以承租方式全部納入，而班
員則結束自己的事業，全部投入共同事業。
為使班員有所規範，該班訂有班公約如下：(一)班員在五年內不得退出班組織，
否則無條件沒收股金，且若班事業有虧損，尚需照比率負擔至班會決議退出日止之
一切債務，並負賠償責任。(二)新增班員需由原有班員兩人推薦，並經三分之二以
上班員通過方能入班。(三)班員私有事業原無栽培的花卉種類，只要班事業仍有種
植，班員不可私自種植。(四)召開班會時，班員務必準時出席，因故無法親自出席
者，需請有決定權者代理，若無故缺席，罰新台幣一千元，遲到15分鐘以上者，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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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五佰元。同時，為凝聚班員向心力與發揮個人所長，共同經營班除設班長一
人外，尚設書記、會計、策劃、採購、庶務、維護、市調及品管等，依個人專長分
配業務。此外，班長無條件提供班場所，供集貨及班員聚會與開會用。班會由班長
召集，分定期及不定期召開，至少每兩個月定期召開一次，必要時隨時不定期召開。
班會主要是討論生產計劃、日常工作、產銷問題等等。為期使共同經營班之共同事
業能永續經營，尚訂有農場合夥經營契約書，內容明訂農場收支每年決算一次，盈
餘百分之五十平均分配各合夥人，百分之四十擴建農業設施，百分之十提作研究發
展經費；若有虧損則由各合夥人平均分攤。
一、農場規劃與生產計劃擬定
整個農場的企劃包括農場規劃與生產計劃的擬定，主要係由班長及另一經
驗豐富的班員共同策劃後，透過班會經全體班員表決以超過半數來決定。目前
農場所有土地均屬租入，每0.1公頃年租金8,000元，上半年承租2.2公頃，下半
年增加0.5公頃，至民國82年6月底耕地面積計2.7公頃，田區雖分散四處，但同
在十三張區段內，相距不遠，且與班場所頗為靠近(如圖一所示)。該共同事業
短期經營目標以生產百合類切花為主，長期目標則擴充至其它切花與花材生
產。每年生產計畫的擬定主要係依可利用的土地與勞力，再參酌市場需求量決
定。
二、農場規模與土地利用
農場耕地面積2.7公頃中，2.0公頃搭建塑膠布溫室，於九月始陸續分批種
植百合，至翌年七月全部採收完畢，同一田塊原則上一年種兩次，以生產葵百
合為最大宗，其次為粉香水百合、香水百合及鐵砲百合等，其中0.4公頃試種一
期彩色海芋。土地租期一次簽五年。其餘0.7公頃露天栽培姬百合及供養球用，
租期一次僅簽一年。
三、勞動利用
農場勞動力全屬僱工，目前固定僱用男工2人(班員)及女工3人(其中一位為
班員太太)，農忙期勞動不足，由班員輪流支援，工資仍按僱工工資支付。男
工每日工資1,000元，超過8小時部分以加班計，每小時150元；女工每日工資700
元，超過8小時部分亦以加班計，每小時8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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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農場配置概況
Fig. 1. Farm map of the joint farming group.

四、資金籌措與利用
該班資金來源有三：一為銀行貸款，二為政府補助，三為班員自籌款。資
金共計14,201,869元，本年度陸續投資營業用共同設備、農用設施及農機具計
5,364,200元，占總資金37.8%，購置非營業用設備719,140元，占5.1%，其餘大
多作為營運資金。
五、種球管理
於二、三月開班會決定全年生產計劃，據以訂購種球，通常分二次訂購，
一次於二、三月，另一次於10月。本年度種球全數透過貿易商自荷蘭進口，因
訂購時間略延誤，加上颱風延誤船期，致影響種球購入時效，部分延誤種植適
期，影響生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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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病蟲害及土壤肥力管理
種植前全面實施土壤消毒，生長期間並適時進行病蟲害防治，故無病蟲害
問題。同一田塊每年種植兩期百合，未採輪作，亦無種植綠肥作物，但大量施
用有機質肥料當基肥，至於化學肥料的使用則微乎其微。
七、運銷策略
由於近一、二年來百合種植面積急速增加，國內需求量已屆飽和，栽培利
潤大不如前，所以該班採以外銷為主、內銷為輔的運銷策略。本年度因時間倉
促，並未妥善規劃，致實際銷售仍以內銷為主，外銷量僅十萬枝左右，約占切
花總產值的13%，內銷占87%，其中銷往台北花卉產銷股份有限公司占63%，行
口占22%，零售商占1.5%。
八、財務管理
共同經營班全年收支均有記賬，已為農場企業化經營邁出一大步，但是記
賬尚不夠詳盡，無法據以分析個別農場業務之成本及收益，且尚無法進一步自
己分析與利用資料。
九、研究發展
不斷創新為確保企業持續穩健成長的原動力，所以研究發展尤應重視。該
班合夥經營契約書中明訂，農場收支每年決算一次，盈餘10%提作農場研究發
展經費。本年度是第一年，尚未列有研究發展經費，唯目前班長常利用農閒期
帶領班員至國內其它農場觀摩，同時多位班員亦自費出國觀摩。為加強研究發
展，除應多參加訓練、講習與觀摩外，訂閱專書、專刊，以及實地試驗研究等
均相當重要。
財務報表
利用全年記賬資料作成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如表一及表二所示。
表一、損益表(中華民國 81 年 7 月 1 日至 82 年 6 月 30 日)
Table 1. Income statement (July 1, 1992 - June 30, 1993)
Unit: NT$
Business receipts
Cut-flowers sales
Seeds added

11,517,413
6,706,500

Subtotal

18,223,913

Business expense
Seeds
Fertilizer

11,481,795
225,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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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Machine hire
Chemical
Fuel and oil

1,163,817
36,250
238,970
2,485

Materials

468,959

Transportation fee

161,390

Other current expense

24,214

Depreciation

599,284

Land rents

204,000

Subtotal

14,607,099

Net business revenue
Non business receipts
Subsidy

3,616,814
1,902,000
121,764

Interest receipts

2,023,764

Subtotal
Non business expense
Depreciation

58,389

Current expense

163,177

Interest paid

330,000

Subtotal
Total net revenue

551,566
5,089,012

由損益表(表一)資料顯示，該共同經營班全年營業收入計18,223,913元，其中切
花收入11,517,413元，占63.2%；非現金之種球收入6,706,500元，占36.8%。全年營業
支出計14,607,099元，以種球費11,481,795元，占營業支出78.6%，居首位，人工費
1,163,817元，占8.0%次之，折舊費599,284元，占4.1%再次之。顯見，百合類切花(尤
其香水百合及葵百合)生產，種球費支出相當可觀，今後欲降低生產成本，有賴政
府當局積極加強培育育種專門人才，並建立花卉育種繁殖供應體系，以期大量供應
廉價優良種球。
由 資 產 負 債 表 (表 二 )資 料 顯 示 ， 民 國 82年 6月 30日 該 班 資 產 總 額 計 18,067,696
元，其中流動資產12,984,881元，占71.9%；固定資產4,922,815元，占27.2%，當中營
業用固定資產4,087,855元，占22.6%，非營業用固定資產834,960元，占4.6%。負債
9,678,815元，占淨值及負債總額的53.6%，其中長期負債8,550,000元，占47.3%。業
主權益8,388,881元，占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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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資產負債表(中華民國 82 年 6 月 30 日)
Table 2. Balance sheet (June 30, 1993) Unit: NT$
Assets

Liabilities

Current assets
Cash and checking

Current liabilities
4,791,840

account

Accounts

1,128,815

payable

Farm notes and account 1,213,816

Subtotal

1,128,815

receivable
Seeds
Farm supplies
Subtotal

6,706,500
272,725
12,984,881

Long-term
Permanent building and

Long-term
Loans

8,550,000

Subtotal

8,550,000

Net worth
519,455

Capital

3,299,869

Net revenue

5,089,012

Subtotal

8,388,881

Total liabilities and

18,067,696

improvement
Facilities
Machinery
Business assets
Non-business assets
Subtotal
Prepaid accounts
Other assets
Total assets

3,490,273
254,127
4,263,855
658,960
4,922,815
100,000
60,000
18,067,696

net worth
為期瞭解農場經營成果及其財務狀況，除編製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表外，並據以
分析收益性、財務結構比率、活動性以及生產力。分析結果列如表三所示。由表三
資料顯示：
一、由於該共同經營班所有勞動均為僱工，所以農場淨所得(3,286,814元)等於自有
資本報酬。
二、資本報酬率(總資本報酬率35.3%，自有資本報酬率60.7%)高於銀行借款利率，
且財務槓桿因素為正值，表示投資經營農場收益高，同時舉債經營結果，使農
場自有資本報酬率提高，故舉債經營為明智之舉。
三、利潤為2,853,664元，利潤率15.7%，管理報酬高。唯現金收入僅占63.2%，亦即
非現金收入(種球)所占比率高達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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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農場經營管理實績
Table 3. Achievement analysis for farm management of a joint farming group
Net farm income (NT＄)

3,286,814

Return to operator's capital (and management)

3,286,814

Return to total capital (and management)

3,616,814

Rate of return on operator's capital(and
Analysis of

management)

revenue

Rate of return on total capital (and management)
Rate of return on operator's capital - Rate of
return on total capital
Management income (NT＄)

60.7%
35.3%
25.4%
2,853,664

Management income/Business receipts

15.7%

Operator's capital/Total capital

46.4%

Long-term capital ratio

93.8%

Analysis of

Rate of security on equipment investment

29.1%

financial

Current capital ratio

structure ratio

Fast capital ratio

1,150.3%
532.0%

Net worth/Liability

86.7%

Fixed assets/Net worth

58.7%

Account receivable turnover ratio

31.1

Analysis of

Total capital turnover ratio

1.8

activity

Fixed assets turnover ratio

8.6

Operator's capital turnover ratio

3.4

Productivity of land (NT＄/ha)

7,381,091

Productivity of labor (NT＄)

5,712,825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NT＄)

1.78

四、流動比率1,150.3%，大於200%；速動比率532.0%，大於100%，應收帳款週轉率
高達31次，表示短期償債能力與緊急清償短期負債的能力均極高。權益比率
86.7%，小於100%，表示自有資本稍嫌不足，負債略多，長期償債能力略低。
但若將自有資本比率46.4%，與我國一般中小企業之理想值(高於45%)比較，則
顯示自有資本雖不充裕，但財務健全性尚可。至於長期資本比率及設備投資安
全率均佳。
五、固定比率58.7%，小於100%，表示自有資本用於充抵固定資產的投資以外，尚
有餘額運用於流動資產，亦即財務的流動性及安全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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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資產週轉率1.8，略低於一般中小企業之理想值(2次以上)。固定資產週轉率(5.4)
以及自有資本週轉率均極為理想。此表示該共同經營班回收固定資本及自有資
本的速度很快，但因流動資產略多，致總資產的回收速度稍嫌慢。
七、土地、勞動與資本的生產力均極高。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個案以統籌統支的共同事業體方式經營以來才一年，經營績效尚佳，除
長期償債能力稍低，總資產的回收速度略慢外，其餘均佳，為期能穩健永續經營，
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加強市場資訊的蒐集，未來以外銷為主的運銷策略，尤應加強國外市場的資訊
蒐集，建立消費者導向的行銷理念。
二、加強種球管理，適時訂購種球，以免延誤生產計劃，影響收益。
三、由於現金與準現金多，種球回收估值又高，但流動負債並不多，致流動比率很
高，而權益比率略低，所以應可償還部分長期借款，以減少長期負債，或增資
以增加自有資本，使財務更為穩健。
四、全年收支均有記賬，已為農場企業化經營邁出一大步，然為使記賬資料更具利
用價值，記賬宜更為詳細，以便對整個農場經營管理以及各種農場業務之成
本、收益詳加分析，供作未來擬定生產計畫與改善農場經營管理之參考依據。
五、訓練班員分析記賬資料的能力，期能自己分析資料、利用資料，進而改善農場
經營。
六、加強研究發展，於農場闢一處專供引進新品種試種與選拔，以加強新品種馴化
工作，期能開發新產品，提昇市場競爭力，並確保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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