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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與消費者對中區改良場服務需求之探討 

楊顯章 

摘要 

  本研究是以台中地區農民暨消費者以親自來場、以信件、電話、傳真、

e-mail 要求協助或解決問題的情形，利用問卷調查方式來瞭解農民暨消費者

最需要協助解決的問題是甚麼，以做為本場從事試驗研究方向及改善或增

加服務內容之參考。調查結果發現民主動尋求改良場協助主要的五種管道

（e-mail、親自來場、專線電話、信件、傳真），其中以 e-mail 最多，其次

為專線電話，再其次為親自來場。再仔細分析農民尋求改良場協助的管道

主要來自本場網站，因為 e-mail 信箱及專線電話 04-8523993 皆留在本場網

站首頁點選便民服務窗口便可取得，且方便使用。 
 

關鍵字：服務、需求、農民及消費者 

前言 

本研究的目的乃在於了解目前農民暨消費者對科技資訊需求的變化，

以做為本場日後從事試驗研究及辦理為民服務方向考，本場為提供個人化

服務，更在農業推廣課下，設置農民暨消費者服務中心，備有專人即時服

務櫃台，並設置專線電話及傳真與 e-mail 信箱針對個別農民暨消費者之需

求提供即時服務，並從服務中，瞭解隨時代變遷後，農民暨消費者之需求

之變化。然目前所提供的科技是否最符合農民暨消費者的需要，則有需要

加以了解。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乃在於瞭解目前農民暨消費者對科技資訊需

求的種類、，以作為本場日後從事試驗研究方向及辦理農推廣方向之參考。 
 

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與選樣 
本研究以台中地區親自來場、以信件、電話、傳真、e-mail 要求協助或

解決問題之農民暨消費者為對象，樣本中親自來場者利用服務空檔請其填

寫問卷，以電話及 e-mail 詢問者，回覆請其告知地址，以便寄送所需資料，

並於寄送資料時附上問卷，請受訪者以免貼回郵方式填寫後寄還本場推廣

中心。自 96 年元月 31 日寄出後陸續回收，至 5 月底止累計回收問卷 158
份，有效問卷有 153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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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料處理分析方法 
  本研究資料分析係以套裝軟體 EXCEL，利用次數百分比說明樣本特

性、尋求協助之方法、尋求協助之項目等等。 

結果與討論 

一、樣本特性概述 
  本研究有效回收問卷共計 153 份，調查對象為台中地區農民暨消費者

主動向本場農民服務中心尋求提供協助。受訪者中男性有 101 名佔 66.0%，

女性有 52 名佔 34.0%。年齡以 50 歲以上年齡層最多佔 62.1%，其次為 40-49
歲佔 27.4%，最少為 40 歲以下（10.5%）。受訪者有半數以上具國（中）小

以上學歷（98.7%），不識字者僅佔 1.3%（表一）。 

表一、受訪者個人基本資料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101  66.0  
 女 52  34.0  
年齡 40 歲以下  16   10.5  
 40-49 42  27.4  
 50 歲以上 95  62.1  
教育程度 不識字  2   1.3  
 國小 57  37.3  
 高中職 64  41.8  
 專科(大專) 24  15.7  
 大學  4   2.6  
 研究所  2   1.3  
農民 親自來場 46  30.1  
 傳真  0   0.0  
 信件  4   2.6  
 e-mail 56  36.6  
 電話 47  30.7  
 
二、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農民主動尋求改良場協助主要的五種管道（e-mail、親自來場、專線電

話、信件、傳真），其中以 e-mail 最多，佔 36.7%，其次為專線電話，佔 30.4%，
再其次為親自來場，佔 29.7%，（表一）。再仔細分析農民尋求改良場協助的

管道主要來自本場網站，因為 e-mail 信箱及專線電話 04-8523993 皆留在本

場網站首頁點選便民服務窗口便可取得，兩者合計為 67.1%。至於年長農民

如何上網取得這些資訊，則是請家中年輕子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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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需要協助的項目 
使用方法

項目 
e-mail 

次數  (%) 
電話 

次數 (%) 
親自來場 
次數  (%) 

合計 
次數  (%) 

栽培管理知識 30  (51.7) 10  (20.8) 10  (21.3) 50  (32.7)  

講習訓練 11 (19.0) 31  (64.6) 5  (10.6) 47  (30.7)  

病蟲害鑑別及防治 5  ( 8.6) 0  ( 0.0) 16  (34.0) 21  (13.7)  

土壤分析 3  ( 5.2) 2 ( 4.2) 14  (29.8) 19  (12.4)  

施肥技術 9 (15.5) 5  (10.4) 2  (4.3) 16  (10.5)  

樣 本 數 58 (100.0) 48 (100.0) 47 (100.0) 153 (100.0)  

註：(  )內數字表佔該順位百分比 
   

最後就受訪者希望獲得的協助項目作統計，以栽培管理技術介紹最

多，其他依次為講習訓練、病蟲害鑑別及防治、土壤分析及施肥技術（表

三）。 

表三、最希望收到的協助項目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栽培管理技術 50  32.7  
講習訓練 47  30.7  
病蟲害鑑別及防治 21  13.7  
土壤分析 19  12.4  
施肥技術 16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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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是以台中地區農民暨消費者主動向改良場尋求協助為對象，希

望能瞭解農民暨消費者對區改良場服務需求方向，以供將來改善或增加服

務內容之參考，利用問卷調查方式來瞭解農民暨消費者，隨時代變遷，其

需求的變化，做為本場從事試驗研究方向及改善或增加服務內容之參考，

經調查結果歸納出以下的建議： 
1. 農民與消費者兼顧：本調查之受訪者均為專業農及兼業農，因此其希望

得到的協助以生產面的栽培管理技術、病蟲害鑑別及防治、土壤分析與

施肥技術包括有機（液）肥製作技術與有益菌種等等較多，可見農民越

來越重視，栽培管理技術配合土壤改良、正確的施肥與病蟲害防治，以

生產高品質、衛生、健康、味美及有機農產品產品，可見這是向農民與

消費者兼顧的方向發展。  
2. 農民重視教育訓練：本次調查講習訓練查詢躍居第二位佔 30.7%可見近

年來政府積極推動教育訓練如：漂鳥、築巢、園丁及專業農民訓練等等，

透過農民口耳相傳，已發揮相當效果，由於名額有限大部分的受訪者無

法參加訓練，但仍積極查詢相關資訊，可見農民肯定教育訓的重要性。  
3. 有機農業日受重視：由於近年來經濟不景氣及今年發生金融海嘯，有許

多中年失業人士，由於家中有農地，紛紛返鄉務農，因本身教育水準較

高又離家太久，缺乏農業基本知識，又希望從有機業著手，可見有機農

業日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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