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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hroom industry is considered full of 

potential as to promoting fine agriculture in 

Taiwan.  It enables mushroom producers to 

create more business values by integrating 

production, biotechnology, recreation and ecology 

all together.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developing this industry stems from its high-

investment and high-automation of production.  

To cope with the competence-based human 

resource trends emerging from knowledge 

economy, this study explored, analyzed and 

identified competence pertaining to producers (or 

farm managers) of mushroom industr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 (JCAM) principles commonly intended 

for building a competence model.  A qualitative 

research built upon the JCAM expert panel was 

utiliz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nd semi-structured 

individual and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ith 

purposive selected experienced exper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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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tanding mushroom producers were conducted 

for data collection.  The results included 

identification of mushroom industry chain and its 

support system, classification of mushroom 

producers and their attributes, and competency 

items and a competence model of mushroom 

producers.  In addition, an initially developed 

approach for competence analysis and model 

building was provided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use 

in agriculture.  The study findings on 

competence building could also help plan the 

human resource strategies related to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of mushroom industry in Taiwan. 

 

Key words: Mushroom Industry, Competence 

Model, JCAM Expert Panel 

摘要 

臺灣的菇蕈產業現漸朝向高投資、高產值、

高自動化之整合農業生產、生技與休閒生態等

複合產業型態邁進，是極具發展潛力的精緻農

業產業。而為因應知識經濟時代能力導向的人

力培訓趨勢，所以本研究目的旨在立基於職能

模型建構之工作能力評估法原則，針對臺灣菇

蕈產業經營者應具備的專業能力進行分析界

定，並發展可用於菇蕈產業職能模型建構的研

究途徑。研究執行係採工作能力評估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簡稱 JCAM）

之專家會議法（以下稱 JCAM 專家會議法），

以質性研究的訪談法，邀集長期投入菇蕈產業

研究與輔導的專家學者及績優經營者組成專家

小組，進行多回合的會議討論及半結構式個別

與焦點團體訪談，最終據綜合相關資料的分析，

獲致臺灣菇蕈產業鏈及支持體系、產業經營者

之類型分類及其特質、產業經營者職能細項與

職能模型等各項重要研究結果，並發展出可用

於農產業職能分析與模型建構的徑路，期能提

供國內菇蕈產業規劃人力培訓策略之參考。 

 

關鍵詞： 菇蕈產業、職能模型、JCAM 專家會

議法 

緒論 

精緻農業為臺灣在 2009 年推出的六大新

興產業方案之一，強調農業發展當以健康農業、

卓越農業與樂活農業為主軸，達成開發優質農

產品、提升服務品質、開拓新市場、促進農村

發展與優化生活品質等目標。而此政策方向對

臺灣菇蕈產業的發展實具正面助益，依王伯徹 

(2) 之歸納，臺灣菇蕈產業發展的利基有三：(1) 

健康意識的高漲：隨著生活水準的提升，消費

者越來越重視自身的健康，而菇蕈產品除了具

有營養與嗜好特性外，例如：富含蛋白質、氨

基酸、無機質和各類維生素外、也是理想的低

熱量食物，且具咀嚼感及特殊鮮味等，同時也

有多項養顏保健的生理活性，例如：水溶性多

醣體、超氧歧化酵素與幾丁質等；(2) 環保意識

的抬頭：菇蕈產品符合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及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對新食品資源定

義之「天然、營養與保健」等原則；(3) 菇蕈相

關的生物科技產業，以及其與生物醫學相結合，

更將打造 21 世紀的明星產業，而就目前通過國

家認證的 154 件健康食品中，即有 15 件是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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蕈產品(7)。又根據相關調查數據的估計，近年來

臺灣食用及藥用菇蕈消費量呈現顯著提高的現

象，平均每人每年消費量高達 3 公斤以上，已

與開發國家之消費水準相當(2)，由此可知，菇蕈

產業對我國在推展精緻農業上的重要性。 

當探討臺灣菇蕈產業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

分析時，人力培訓即被視為首重要務之一 (3, 4)。

事實上，臺灣當前菇蕈產業是漸朝向高投資、

高產值、高自動化之整合農業生產、生技與休

閒生態等複合產業型態邁進，是極具潛力成為

當紅的精緻農業產業，但各層面人力有不濟之

虞，後起之秀仍有待培訓。而當此知識經濟時

代，「腦力」將取代先前的土地、資金、勞力或

原料等資源成為新的關鍵競爭力，人力素質的

優劣則成為腦力資產累積之成敗關鍵，因而以

能力為基礎的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早已成為

全球企業關注的策略議題；在國家層級，世界

各國亦是不斷地致力於產業或專業能力的探

究，期能強化產業的人力素質與提升國家整體

的專業能力，以求在全球化的競爭洪流中站穩

腳步並取得優勢地位 (6, 21)。 

大抵專業能力可定義為執行專業工作所需

之知識、技術、能力及價值觀等，而專業能力

也涵蓋「潛在特質」的考量 (9)；另專業能力與

實際工作表現具因果關係，能引發或預測個人

的工作行為或工作績效表現，是以專業能力係

指從事特定專業應具備的所有內涵條件和從事

此工作時應具備之整體能力 (19)，故專業能力亦

稱「職能（competence）」，指的是知識、技能、

行為能力特質及態度的組合，能幫助提升個人

工作成效，進而帶動企業對市場經濟的影響力

與競爭力。 

衡諸目前約達 2 萬人的生產/經營者位居

菇蕈產業發展的重要一環 (8)，兼之在能力導向

人力培訓考量下，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菇蕈產

業經營者應具備的專業能力，藉立基於職能模

型建構之工作能力評估方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 簡稱 JCAM）(14) 衍生的

JCAM 專家會議法加以界定分析，期能提供國

內菇蕈產業於擬定人力培訓策略時之參考。因

JCAM 自被提出迄 1990 年初，已廣為運用於世

界 20 幾個國家的實務界，迄今仍被學者應用在

發展出適用世界各地不同產業與職務的職能模

型 (20)，不受場域和工作類型等限制，且在使用

上具可調整之彈性並可結合不同的資料調查方

法 (12, 13, 20, 21)，因此，用以探討菇蕈產業經營者

職能實屬適切且具實質上的助益。故具體研究

目的涵蓋： 

1. 立基職能模型建構之工作能力評估法，進行

菇蕈產業經營者的職能分析。 

2. 發展可用於菇蕈產業職能模型建構的研究

途徑。 

文獻探討 

一、菇蕈產業發展概況 

臺灣在 1953 年開始發展菇蕈產業，從研

發、技術推廣到市場開拓等各層面著手，以自

動化栽培技術、環控管理系統、企業化體系及

國際化佈局等，造就菇蕈產業之技術與資本密

集之特性，成為我國目前農業中的精緻產業，

也是最為獨特的一環。且在 1950 至 1970 年間

的洋菇發展全盛時期，不僅臺灣的洋菇及其罐

頭外銷，曾為世界第一的出口國，爾後獨步全

球的香菇太空包栽培技術，以及傲人的金針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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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實力等，皆讓菇蕈產業在臺灣的農業佔有

重要的一席之地。依農糧署統計資料，臺灣鮮

食菇年產量約 14 萬公噸，產值約 88 億新台幣 

(1)，主要產區為中部地區，分佈以台中市、彰化

縣與南投縣為最。 

綜觀臺灣菇蕈產業的整體發展，依 2010 年

的相關資料可將其產銷情形列示如表 1： 

由表 1 可知，目前臺灣菇蕈產業的生產品

項多元，產地集中，惟出口品項在 2010 年僅金

針菇一項，可知目前市場仍以內需為主。當全

球各地的農業在面對作物生產環境日趨惡化，

兼之氣候激遽變遷帶來的衝擊，世界各國對菇

蕈產業皆寄予厚望，除視其為優質蛋白質及維

生素等營養來源外，也因具生產時可利用農業

廢棄物，且無須耗費大量水資源等特質，故皆

相當積極投入此產業之發展；而國內的菇蕈產

業若能在現有的發展基礎上，透過產業政策的

調整與優質人力之挹注，以改善整體產業環境

並提升育種、資材運用、設施整備、採收處理

及品質檢證等技術，定可繼往開來讓臺灣的菇

蕈產業再次受到世界的矚目，成為臺灣農業的

新亮點。 

二、職能的意涵 

就能力導向的人力資源管理而言，強調工

作與從事之人的能力適配，並希望藉由改善從

業人員對工作的執行能力，提升人力資源的附

加價值與形成差異性，以開創企業或產業的競

爭優勢。有關能力或運用於人資所稱的職能，

McClelland (14) 對於單就智力、性向測驗及學業

成績等來決選人才的批判，應可視為職能探討

之濫觴。關於職能的定義與特性，McClelland  

(14) 認為職能是個人的行為特質，以工作而言， 

 

表 1. 臺灣 2010 年菇蕈產業概況 

Table 1. Profile of Taiwan mushroom industry in 2010 

品項 栽培量 產地分佈 產量（公噸） 
產值（百萬

元） 
出口（公噸） 

香菇 16500 萬包 台中、南投縣 39000 2808  

金針菇 15000 萬瓶 台中、南投及苗栗縣 42000 1764 2411.4 

杏鮑菇 5000 萬包 台中、彰化及南投縣 9000 720  

秀珍菇 1800 萬包 台中、彰化及南投縣 4500 360  

木耳 3150 萬包 彰化、南投及嘉義縣 4745 234  

洋菇 95530 坪 彰化、南投及台南縣 3821 286  

鴻喜（美白）

菇 
- 彰化、南投及屏東縣 3800 582  

其它 - 台中、彰化、南投 9600 576  

合計 116466 7330  

資料來源：整理自方怡丹、蔡清榮 (1)、陳宗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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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行為特質與工作績效具顯著的因果關係，

並可成功地預測工作表現；爾後由 Spencer and 

Spencer (20) 提出的職能「冰山模型（ iceberg 

model）」更是眾所週知，並將職能拆解為由動

機（motive）、特性（trait）及自我概念（self-

concept）等內隱部份，和由知識（knowledge）

及技能（skill）等外顯部份共同組成之潛藏於行

為中的基本特質，而上述三項內隱特質，又被

喻為如冰山藏在海平面下看不見的深層部份；

知識與技能等外顯特質則為浮現於海平面上可

見的能力表象。基此，Cardy and Selvarajan (10)、

Mirable (17)、Parry (18)與 Ulrich (22)則認為職能為

個人所呈現出的知識、技能、態度及其他能力

特性等之統稱，是影響個人工作表現與績效的

最主要因素，也可造成個人異於他人之處，且

可加以衡量並能藉由訓練發展予以強化。 

三、職能分析與職能模型建構之工作能力評估

法 

由於能力導向的人力資源發展日益受到各

界關注，為有效導入職能的概念於實務，或讓

職能分析更具實用性，則可藉由職能模型的建

構來推展之，據 Schoonover et al. (21) 的研究，

在臺灣和美國的職能模型運用情形，以用於招

募任用、訓練發展及績效評估等三方面為最。

所謂職能模型，係指一套能力指標系統，而關

於職能模型的建構，自 McClelland (14) 提出

JCAM 後已行之有年，迄今相關的方法、程序

及實施步驟等亦皆相當完備，例如：Dubois (12) 

曾歸納出包含 JCAM、改良型工作能力評估法

（modified 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

泛用型套用法（generic model overlay method）、

泛用型改良法（ customized generic model 

method）及彈性工作能力評估法（flexible 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等五種關於職

能模型的建構方法，Lucia and Lepsinger (13) 也

提出「自行研發」和「引用現成」的職能模型

建構法，以及日本職能研究會研發的研究導向

法、戰略導向法及價值導向法等三種職能模型

建構方法等。然無論採用何種職能建構方法，

Marrelli et al. (16) 提醒，最重要的關鍵為確認建

構職能模型的目標，其次是獲得高階主管或決

策階層的支持，並與投入發展且會影響職能模

型運用的相關人員進行充份溝通，如此方可確

保職能模型的發展與運用，如期落實並得展現

應有的效果。 

至於目前廣為採用的職能分析與模型建構

方法，主要仍以 JCAM 及修訂自 JCAM 的專家

會議（expert panel）法最為普遍，以下將介紹

這兩種方法： 

(一) JCAM 方法 

截至目前為止，McClelland (14) 發展之

JCAM 因運用上的操作容易且具資料蒐集方法

之彈性等特質，仍被公認是最完整的職能模型

發展或建構方法 (12, 13, 20, 21)，其流程大致可分為

六個實施步驟，依序是： 

1. 定義績效指標：係指透過對專業活動的探討，

瞭解且確認專業工作者的表現績效，同時界

定工作績效的評估指標。 

2. 確認選取效標樣本：依據所訂定的績效指標，

評選出專業領域中表現傑出的從業人員，並

邀請其參與專業能力的分析界定。 

3. 進行資料蒐集：針對選定的專業工作者，進

行專業能力分析所需資料的調查，例如：可

透過行為事例訪談、專家訪談、360 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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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及專家系統資料庫與觀察法等進行資料

蒐集。 

4. 確認專業涵蓋的工作任務以及工作能力需

求，以完成能力模型的建構：將所獲取的資

料加以分析，以確認專業工作者的角色功能、

工作行為，以及落實角色扮演或工作任務所

需的各項能力或相關條件，於此，當對專業

能力概念具完整的理解認知，則有助於確保

能力分析的完整與周延。 

5. 驗證能力模型的有效性：藉邀集專業領域的

從業人員或相關的專家學者，協助就萃取出

的能力項目與建構完成的職能模型，進行評

析和驗證，以確立能力分析與模型的有效性

與可靠性。 

6. 最終將完成的能力模型運用到人力資源管理

或發展的實務中。 

(二) JCAM 專家會議法 

另 JCAM 專家會議法即是以「專家會議」

取代效標樣本的資料蒐集與接下來的確認驗證

步驟，依 Spencer and Spencer (20) 的歸納，專家

會議法主要涵蓋四個步驟： 

1. 籌組進行專家會議：專家會議的成員一般由

專業活動所在組織內部、外部的專家，包含

產、官及學界的專家學者，以及在該專業領

域表現優異的現職工作者等共同組成，並進

行專家會議；而會議進行時，主要是針對該

專業或工作進行能力項目與能力模型的分析

與確認，透過相關人員的共同討論以決定此

專業或工作所應具備之專業能力項目和其適

用的能力模型。 

2. 實 施 行 為 事 例 訪 談 （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s），以確認關鍵行為事例：透過訪談

進行關鍵事例的界定確認，而一個完整的行

為事例，則可以「STAR」來表示之，「S 與

T」係指情境狀況或任務（situation or task），

就受訪者親身經歷過的，不論是成功的或失

敗的經驗，請其陳述說明在何種的工作情況

下所被賦予的工作任務和職責；「A」係指採

取的行動（action），請受訪者描述在前述的

工作情境或工作任務下曾採取什麼行動？最

後「R」係指行動導致的結果（results），透過

與受訪者的對話，可知其採取行動後衍生的

結果或成效，亦即這些行動對工作情境或是

工作任務有什麼影響？或這些行動是否適

切？故透過行為事例的訪談，可確立專業範

疇涉及的關鍵行為。 

3. 透過進一步資料蒐集與分析，建立能力模型：

彙整文獻或訪談所得，或可再經問卷調查，

以獲取該專業或工作所需能力的相關資料，

再將相關資料予以分析，區別並確認一般具

備能力及導致績效卓越的能力為何，也藉此

決定此專業工作所需的能力項目，並建構能

力模型。同樣地於此時，若對專業能力概念

具完整的理解認知，則能確保能力分析的完

整與周延。 

4. 驗證能力模型：再將此模型與專家會議最初

選取的績效指標進行比較分析，以驗證此職

能模式的有效性，並決定該專業之能力需求。 

因 JCAM專家會議法是藉具專業實務經驗

及職能分析專門知識背景等領域專家，共同討

論進行分析以獲得結果共識。相較於 JCAM 方

法須透過對工作表現績效優良的效標樣本進行

調查分析而言，實更具彈性，因有些產業的從

業人員，例如：農民或農場經營者等，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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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或工作內容不似企業組織的標準化，被賦

予特定且具體的功能角色與任務職掌，所以

JCAM 專家會議法就本研究來說是更合適的，

能有效地協助較未完全企業化的產業建構職能

模型；另考量菇蕈產業經營者的工作性質，相

較一般其他農業經營者，由於作業環境與菇蕈

作物特有的生長栽培條件等，形成其經營管理

上的差異與獨特性，基此，本研究應用 JCAM

專家會議法進行菇蕈產業經營者的職能分析。 

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運用 JCAM 所得結果，可用作產業在未來

規劃人才培訓與人力佈局之參考。本研究採修

訂自 McClelland (14) 的「JCAM 專家會議法」 

(20)，以「專家會議」取代原 JCAM 法中以效標

樣本為主的資料蒐集與後續的確認驗證步驟，

故研究實施涵蓋下列四個步驟：(1) 籌組進行

專家會議，確認菇蕈產業的產業活動與價值，

瞭解目前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的類型與重要工

作職責，同時探討菇蕈產業經營者的專業發展

途徑或方法，以及了解不同經營者從業時所需

的最基本職能與較高的專業職能、(2) 實施菇

蕈產業經營者的行為事例訪談，透過讓業者以

說故事的方式，敘說於不同工作情況下，須歷

經的工作任務與職責，即所謂的情境與任務

（situation & task），同時描繪於上述工作任務

中所採取的行動（action），而此亦為行為事例

訪談中最核心的部份，旨在確認哪些關鍵行為

被業者落實或忽略，並界定出關鍵行為事例，

最後由業者評估上述行動的成效或結果

（result），藉此瞭解其主觀知覺對應工作所採

取行為的影響與適當性、(3) 透過上述相關文

獻、專家小組與行為事例訪談等資料的蒐集分

析及經由進一步的專家小組會議討論，則可確

立菇蕈產業經營者的工作行為特性與職能項

目，且依 Spencer and Spencer (20) 提出的能力模

型建立原則，針對菇蕈產業經營者一般具備的

能力、導致績效卓越的能力及不同類型菇蕈經

營者擁有的獨特能力等加以區辨並確認，也藉

此決定他們經營工作所需的能力項目，進而建

立其職能模型；(4) 透過菇蕈產業的研發專家

與專業人力培訓者，藉專家效度以驗證本研究

所得職能模型的有效性。因此，資料蒐集與分

析方法主要以專家焦點團體訪談與個別深度訪

談，以及訪談所得文本的質化內容分析等為主。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無論在專家的焦點團體訪談，或針對專家

及經營者進行的個別訪談部份，本研究皆採用

「半結構式訪談」法，透過訪談大綱的議題引

導來進行對話交流，以減少受訪專家在訪談過

程受到的限制與提高資料的真實性。此外在訪

談進行過程當中，研究者藉由文獻探討所得訪

談大綱來進行提問，降低可能產生的偏見誤解

或偏離主題的討論，同時確保對話聚焦且促進

共識的達成。茲歸納用於本研究調查的訪談大

綱內容如表 2： 

另訪談實施時，皆由兩位研究同儕一起進

行之，並採取全程的錄音與筆記紀錄，調查過

程涵蓋 10 次與業者和專家學者的個別深度訪

談、兩回合與專家的焦點團體訪談及四回的研

究團隊小組討論等。每回合訪談結束時，皆隨

即進行資料的彙整與分析，爾後再經由研究團

隊之同儕會商（peer debriefing）與分析者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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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半結構式訪談大綱之引導議題彙整 

Table 2. Summary of discussion topics for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訪談調查型態 訪談大綱涵蓋的引導議題 

業者的個別深度訪談 - 對於整體菇蕈產業發展的看法與分析 

- 個人的栽培經營現況 

- 栽培生產經營流程的工作分析 

- 個人投入菇類種植栽培的經營史或歷程 

第一回合專家焦點團體訪談 - 針對「臺灣菇蕈產業鏈」進行確認 

- 針對「臺灣菇蕈產業分工體系」進行確認 

- 針對 (1) 菇蕈生產經營者類型、(2) 菇蕈生產經營價值鏈進行確認 

- 針對「臺灣菇蕈生產經營者的工作分析與職能分析」進行確認 

學者的個別深度訪談 - 從事菇蕈產業需具備之能力 

- 菇類堆肥栽培、太空包栽培和產瓶栽培之流程、共同工作項目與能力，

以及不同栽培類型的獨特工作項目與能力 

- 其他菇類的栽培方式及其工作項目與能力 

第二回合專家焦點團體訪談 - 菇類堆肥栽培、太空包栽培和產瓶栽培之流程、工作細項與能力細項 

- 菇類堆肥栽培、太空包栽培和產瓶栽培應具能力細項間之關係（如：基

礎、進階和高階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檢證（analyst triangulation）的討論，以及檢送

初步分析所得給受訪者進行成員檢核（member 

check），以完成可靠性稽核（dependability audit）

(15)，建立資料分析的可信賴程度，同時根據分

析得出的產業經營與工作能力等相關概念重複

出現，確認研究議題達概念飽和程度時，則停

止訪談的資料蒐集，故整體訪談調查共進行 12

回合的訪談與四回的正式小組討論，以及多次

的非正式研究團隊小組會談與 email 溝通，總

時程自 2011 年 8 月 25 日至 12 月 9 日，每次

焦點團體訪談時間約為 2~3 小時，個別訪談時

間則為 1.5~2 小時。 

在訪談對象的遴選上，依循 JCAM 專家會

議法提及的，專家會議成員應由專業活動所在

組織內、外部的專家，包含產、官、研和學界

的專家學者，以及在該專業領域表現優異的現

職工作者等共同組成為佳，故委請臺灣唯一且

具專業權威的農業試驗所菇類研究室協助，推

薦符合資格之本研究所需的業者與專家學者名

單，並經連繫同意後邀集參與本次的調查。最

後共計參與本研究焦點團體訪談的受訪對象為

16 人次，經分析可知皆為長期投入菇蕈產業經

營輔導、研究與發展之產、官、研及學界等專

家學者；而個別深度訪談的受推薦之績優產業

經營者為6人及學界之相關領域大學教授3人。

因此，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方式，經由推薦且以

電話聯繫詢問並獲取受訪意願後，完成研究樣

本的選取，茲整理受訪者基本特性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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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訪談對象的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study interviewees 

訪談調查型態 人數 基本特性 

業者的個別深度訪談 6 皆為男性且經營年資皆達 15 年以上的經營者 

第一回合專家焦點團體訪談 
9 

男、女比率為 8:1，其中 3 位來自學界、1 位來自公部門及 4 位來

自業界 

學者的個別深度訪談 3 皆為男性且任教及研究菇蕈主題之年資皆達 15 年以上的大學教授 

第二回合專家焦點團體訪談 
7 

男、女比率為 8:1，其中 1 位來自學界、1 位來自公部門、4 位來自

業界及 1 位來自研究單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分析此次受訪對象特質發現，他們均為長

期投入臺灣菇蕈產業的專家學者，皆具 15~20

年以上的產業背景，對於整體的產業發展脈絡

與變動，實擁有豐富的歷練與洞見，亦符合

Spencer and Spencer (20) 對 JCAM 專家會議方法

提出的專家小組條件規範，指明專家小組應由

熟悉產業發展業態與工作內容，且具豐富實務

經歷的專家學者約 5~9 人組成為佳。 

至於資料分析，本研究採取訪談文本的質

化內容分析法。主要涵蓋六個步驟：(1) 將焦點

團體及個別訪談所得的錄音資料轉譯成逐字

稿、(2) 整合訪談逐字稿資料與訪談筆記資料，

形成完整的分析文本、(3) 詳讀文本並輔以由

訪談大綱中初步萃取的「明定式概念碼（priori 

code）」(15)，例如：菇蕈栽培的主要工作項目、

工作方法及工作技能及菇蕈生產者的從業特質

或作業經營能力等，進行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4) 歸納開放性編碼所得的概念碼，

包含明定式概念碼，以及由研究者直觀分析所

得的「歸納式概念碼（inductive code）」(15)，且

透過概念意義建立連結與形成類目（category）、

(5) 持續概念碼與類目的比較分析以界定詮釋

的論點與形成解釋，同時 (6) 在上述過程中，

透過同儕會商、分析者三角檢證與可靠性稽核

等策略 (15)，不斷地檢核資料分析的精確程度與

確認分析所得的概念飽和程度。 

實證分析結果 

本研究為運用 JCAM 專家會議法，探討分

析菇蕈產業經營者職能，根據綜整相關研究資

料所得，獲致「臺灣菇蕈產業鏈及其支持體系」、

「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類型」及「臺灣菇蕈產

業經營者職能模型」等各項結果，茲分述如下： 

一、臺灣菇蕈產業鏈及其支持體系 

本研究在探討國內菇蕈產業經營者的職

能，因此先透過相關文獻彙整、專家小組的焦

點團體及個別訪談等，進行產業及其經營者分

析，確立菇蕈產業經營者於整體產業中的定位，

所得結果如圖 1： 

由圖 1 經本研究歸納呈現的臺灣菇蕈產業

鏈可知，整體產業涵蓋六類主要的從業者，分

別為：資材業者(1)、菌種製造業者(2)、生產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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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菇蕈產業鏈及其支持體系 

Fig. 1. Industry chain and its support system of Taiwan mushroom industry 

 

營業者(3)、加工及服務業者(4)、太空包製造業

者(5)及運銷通路業者(6)等。至於從業者人數的

分佈，以生產經營者為最多，運銷通路業者和

加工及服務業者次之；有關產業的經營型態，

則有涵蓋上揭六類業態形成其事業單位的「一

條龍型」企業農場，也有橫跨 1~2 或 2~3 個業

態的個人或由合作社和產銷組織等形成的團體

農場，其中佔大多數者為純粹從事菇蕈生產的

農場經營者，而本研究欲探討的菇蕈產業經營

者，即是以實際有投入生產的農場經營者為對

象。 

另就支持菇蕈產業發展的其他次產業，亦

或相關單位組織而言，依分析結果包括：菇蕈

相關的研發單位，例如：農委會農試所的菇類

研究室、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或大專校院的相

關系所等，以及菇蕈栽培經營涉及之材料、設

施設備、農業廢棄物處理、資金及人力等部份，

同時於提升產業價值的服務支援面向，則以對

大眾的教育宣導、文化創意、檢驗及檢證、法

規或規範及農業政策等，最為菇蕈產業經營者

所關注。 

二、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類型 

當透過經營者行為事例訪談及專家會議的

焦點團體訪談文本，對不同類型的菇蕈產業經

營者進行工作分析並加以探討後發現，其類型

可分為：(1) 傳統非環控栽培的農場 (2) 環控

栽培的個人農場 (3) 環控栽培的團體農場 (4) 

環控栽培的企業農場等四類，且因所經營農場

屬性的差異，須執行的工作任務與應具能力亦

有所差別，以下即將其經營特質歸納如表 4 所

示： 

由訪談分析結果可知，四類經營者在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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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四類菇蕈產業經營者的特質 

Table 4. Characteristics of four-type mushroom producers 

經營者類型 經營特質 

傳統非環控栽培的農場經營者 運用簡易設施，未利用環控進行菇蕈栽培生產的個人、產銷班及合作社

場等 

環控栽培的個人農場經營者 具備環控設施、規模較小的家庭生產模式，由經營者個人負擔全部經營

責任 

環控栽培的團體農場經營者 運用環控設施，屬農民組織性質之產銷班、合作社、農會或中心衛星群

體型態的菇蕈產銷業者 

環控栽培的企業農場經營者 具備環控設施，朝向企業化公司組織及產銷一體發展的專業型菇蕈農場 

 

菇蕈的栽培經營上，除擁有如表 4 所呈現的經

營特質外，他們皆擁有栽培資材的準備與管理

能力，以及部份太空包製造的知能。同時除傳

統非環控栽培的農場經營者外，其餘各類經營

者皆具備環控栽培的經營能力；至於對企業農

場經營者來說，目前臺灣的企業型菇蕈經營者

則大都亦有菌種製造的專業能力。以產品的採

後處理、行銷及加值等方面而言，團體農場與

企業農場經營者的行銷通路較多元，除了有傳

統農場與個人農場經營者常用之傳統市場、大

盤商通路、有機農產通路、超市賣場及機構餐

廳等為主的通路外，更拓展海外市場及進行產

品加工與提供加值服務，故衍生出的產品處理、

行銷與加值等能力也會有所差異。 

三、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職能分析 

彙整四類菇蕈產業經營者之工作分析所得

的職能細項，並經專家會議的職能分析，同時

進一步確認歸結產出的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職

能模型如圖 2 所示： 

依圖 2 結果，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職能可

分為「產業基礎能力」、「專業共通能力」、「專

業特殊能力」、「企業管理能力」及「競爭優勢

能力」等五類群專業能力，而此五類群的意涵

及萃取出分屬其中的職能細項則如表 5 所示： 

表 5 顯示本研究建構之臺灣菇蕈產業經營

者職能模型中，各群職能類型的意涵與其涵蓋

的職能細項，惟須強調的是有些企業管理能力，

例如：計畫生產能力中成本分析、融資採購及

預算控管等財務面之能力等，為所有專業菇蕈

產業經營者皆須有的職能，但非為兼業或代栽

業者所必備能力，故在職能模型中（如圖 2），

無法完全納入專業共通能力群當中。另攸關職

能內涵中屬內隱或潛藏之個人或人格特質，在

本研究中被歸類於產業基礎能力中的「產業工

作規範」，例如：吃苦耐勞或堅持毅力等，並被

視為所有投入菇蕈產業的從業人員應備之工作

能力。而據上述研析所得可知，對欲投入菇蕈

產業生產經營的新進業者而言，粗估需先擁有

包含產業基礎能力、專業共通能力及依菇蕈栽

培種類而定之部份專業特殊能力等共計約 16-

19 項職能方能勝任菇蕈農場經營者之工作任

務；倘若意圖在進入產業時即能與既存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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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職能模型 

Fig. 2. Competence model of Taiwan mushroom producers 

 

表 5. 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職能歸類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Taiwan mushroom producer’s competences 

職能群類型 意涵 職能細項 

產業基礎能力 係指任何從事菇蕈產業的

人員，包含生產經營者或

協助栽培經營的僱工，及

產業中其他專門領域的從

業者等，皆須具備的能力。 

1. 基礎微生物知識 

2. 菇蕈類特性的認知 

3. 環境衛生處理能力 

4. 微生物操作能力（如：培養基與殺菌） 

5. 基本法令規章 

6. 產業工作規範（如：吃苦耐勞的特質） 

專業共通能力 係指所有菇蕈產業經營者

皆須具備的能力。 

1. 基質製作知識及基質管理能力 

2. 菌種製作與保存能力 

3. 環境條件管理能力（如：溫度、通風、光線和刺激等） 

4. 病蟲害防治能力 

5. 採收技術 

6. 分級包裝及加工技術 

7. 菇場設計規劃知識 

專業特殊能力 係指菇蕈產業經營者，針

對不同種類的菇蕈栽培，

須具備的特定生產經營專

1. 堆肥栽培職能 

 堆肥製作技術 

 下種走菌及覆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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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能力。因此，以臺灣菇蕈

產業經營而言，可再細分

為(1)堆肥栽培、(2)太空包

栽培、(3)產瓶栽培和(4)段

木栽培等四類型的專業特

殊能力。 

 堆肥栽培管理技術 

2. 太空包栽培職能 

 太空包製作技術 

 太空包栽培接種及培養技術 

 太空包栽培管理技術 

3. 產瓶栽培職能 

 液態菌種繁殖及栽培種培製技術 

 產瓶製作技術 

 產瓶栽培接種及培養技術 

 搔菌去皮技術 

 產瓶栽培管理技術 

4. 段木栽培職能 

 段木整備技術 

 段木接種及堆放走菌技術 

 架木與出菇管理技術 

企業管理能力 係指菇蕈產業經營者，因

農場定位與規模大小等特

質的差異，所需的不同企

業管理面向專業能力。 

1. 產業發展認知能力（如：經營理念等，可視為共通能力） 

2. 計畫生產能力 

3. 產品行銷能力 

4. 廢料處理知識 

5. 人力資源管理能力 

6. 研發管理能力 

競爭優勢能力 係指菇蕈產業經營者，為

提升產品（或服務）市場競

爭力、促進菇蕈農場經營

因勢利導而持續創新及強

化產業競爭優勢並得以永

續經營，應有的核心專業

職能。 

1. 先端環控技術 

2. 經營策略能力（如：多角化經營或策略聯盟等） 

3. 材料配方能力 

4. 流程或規格標準化能力 

5. 品種研發能力 

6. 企業化能力（如：產運銷一體分工或建立品質流程等） 

7. 綠能環保能力 

 

者競爭，則須再增加企業管理能力及部份競爭

優勢能力等 5-6 項的職能，方得以在目前的菇

蕈產業中取得立足之地。 

本研究除利用 JCAM 專家會議方法，針對

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職能加以分析探討外，彙

整此次職能模型建構歷程與反思此回研究經

驗，更可提出植基於 JCAM 專家會議法的產業

工作人員或業者的職能分析及職能模型建構徑

路如圖 3： 

本研究為了確保職能分析與職能模型建構

結果的品質，於採用 JCAM專家會議法之同時，

另運用由臺灣唯一的菇類研究室研究人員、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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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C A M 專 家 會 議 本研究採行職能模型建構步驟 

A. 籌組研究團隊專家小組，並擬定專

家「焦點團體訪談」與業者「行為

事例訪談」等調查對象名單 

B. 透過研究團隊專家小組討論，並彙

整文獻分析所得，擬定業者行為事

例與專家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C. 藉訪談討論與分析，進行「產業分

析」與「工作分析」，界定產業經營

者類型及其工作內涵，並歸納形成

卓越績效的條件要項 

D. 藉研究團隊專家小組，針對產業與

工作分析所得，進行討論與修訂確

認 

E. 經由各式蒐集所得資料之文本內

容分析，擬定後續之針對職能探討

的專家個別與焦點團體訪談大綱 

F. 再次藉訪談討論與分析，進行「職

能分析」，界定職能細項並進行職

能歸類 

G. 再由職能分析訪談之文本內容分

析，形成職能矩陣與完成職能模型

的建構 

H. 透過研究團隊專家小組，針對職能

模型與細項內涵進行討論，並確認

各職能細項與卓越績效要件相符 

I. 探討職能需求於未來訓練辦理之

課程規劃的應用性 

職能分析品管 

設計規劃（Plan） 

調查分析（Do） 

 

討論檢視（Check） 

修訂確認（Act） 

 

討論檢視（Check） 

修訂確認（Act） 

 

設計規劃（Plan） 

調查分析（Do） 

1. 籌組進行專家會議 

 透過集體討論確認現在

與未來重要工作項目與

績效標準 

 確認執行工作必備能力

與能區辨績效卓越者的

傑出能力項目 

 界定專業績效表現障礙 

2. 實施行為事例訪談 

 輔以 STAR 進行訪談，

建立完整行為事例並確

認關鍵事例 

3. 蒐集分析資料並建立職能

模型 

 藉不同的調查與分析，

形成職能矩陣，瞭解職

能分佈狀況 

 依分析所得，建立職能

模型 

4. 驗證職能模型 

 將職能模型與最初專家

會議所訂績效標準進行

比較 

 驗證確認模型的有效

性，決定職能需求 

 

圖 3. 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職能分析與模型建構徑路 

Fig. 3. Pathway of constructing competence model and competence analysis of Taiwan mushroom 

produ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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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學院辦理菇蕈產業人力培訓專家及職能研究

學者等共同組成的「研究團隊專家小組」，依品

管圈之「規劃（plan）、執行（do）、檢核（check）

與行動（act）」，亦稱 PDCA 的概念 (11)，執行

研究方案的設計規劃、研究歷程的討論檢視與

研究計畫的修訂確認等工作項目。此外，由於

針對臺灣菇蕈產業進行系統化專業能力分析為

史無前例之舉，所以在實施工作分析與職能分

析以建立職能矩陣與模型前，本研究也特別就

臺灣菇蕈產業發展現況加以分析，藉「產業分

析」更深入瞭解職能分析的行動主體，產業經

營者之特質，及其在產業中所呈現之工作特性

等，此亦為本研究職能分析與模型建構途徑的

第二個獨具特色之處。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採用 JCAM專家會議法進行職能分

析，透過質化研究之次級資料與訪談所得資料

的內容分析，據以建構一內含五大能力類群，

共 40 項職能細項之臺灣菇蕈產業經營者職能

模型，所得結果除可提供農業主管機關於執行

菇蕈產業人才培育之規劃參考外，更能裨益菇

蕈產業經營者在甄選員工或後繼者以及進行工

作績效考評時，提升其效能。而透過本研究，

也再次證實 JCAM運用於建構產業從業人員職

能模型之可行性。然因本研究採專家會議進行

職能分析，建構歷程為建基於質化研究典範所

發展出的職能分析與模型建構徑路，故建議後

續研究可輔以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或在

職能模型驗證的步驟上，改用量化資料調查分

析的策略等加以配搭，期更周全地蒐集、分析、

統合與產業相關之不同領域的觀點，進行職能

分析並建構更具代表性、相容各界觀點的產業

從業者之職能模型；但本研究沿用 JCAM 原理

所發展的職能分析與模型建構歷程，亦可供農

業領域之各產業加以參酌，並落實應用於能力

導向的人力資源培訓相關設計規劃工作上，冀

使整體農產業競爭力之提升更能服膺知識經濟

時代之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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