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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經濟學系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書 

2016/10/04 

一、整體目標 

本系設立宗旨為培養我國高級農業經濟人才，以配合國家現代化農業

建設之理念，和以追求世界一流之教學與研究水準之理想，培育具有健全

品格、堅實學問、社會關懷與全球視野的社會中堅領導人，提升我國農業

經濟，以增進社會與人類福祉。 

此外，在配合本校雲林分部的規劃下，本系於 96 學年度率先成立「農

業經濟碩士在職專班」；另一方面為加強我國與邦交國在農企業經營管理

與農業政策規劃的交流，並配合校方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促進學術領域國

際化的政策方向，本系亦於同年度設立國際碩士專班（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in Agricultural Polic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為達成前述兩個新成立的專班與本系原設有的大學部、研究所碩士班

與博士班成立宗旨與永續發展的目標，檢討本系發展的師資需求，認為有

積極補強師資陣容之必要，故積極選聘優秀年輕學者投入本系所的教學研

究工作，以加強師資陣容，是系務發展的迫切工作。 

二、教學研究發展方向 

充實學生理論與實務的專業知識，奠定繼續深造的基礎與終生學習的

態度，並強化進入就業職場服務社會的能力，是本系的教育宗旨。除鼓勵

本系現有師資繼續積極從事教學、研究與服務工作，並與國內外研究機

構、大學或產業界加強合作，也希望未來新聘任教師能夠補強本系教學能

量，並積極參與本系的團隊合作研究工作，發展重點研究領域，以提升本

系整體的教學研究能力，期能使本系之學術地位達到國際知名水準。 

透過本系「農業經濟碩士在職專班」的課程設計，讓在基層從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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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銷經營管理或環境資源規劃管理相關領域之人員，有進修並提升專業能

力之機會；其次，也可透過師生間互動學習與交流的機會，達到教學相長

的效果，並且激發更多關於農業政策與地區農村發展之創新理念與務實作

法；最後，透過本專班之設立，讓系上教師可以更深入瞭解地區農業實務

與問題，並對政府提供更明確的農業發展方向，以及有效解決農業問題的

農業政策建議。 

另外，政府透過本系國際碩士專班協助培訓友邦國家農企業管理與農

業政策高級經營決策人才，不僅可協助友邦農業部門之發展，促進對邦交

國高層的決策影響力，並可藉此拓展本系研究生之國際視野，促進本系師

生與國際社會之交流，有助於國際化的目標邁進。 

本系所除致力於農業經濟學術領域的教學研究，亦期望能學以致用，

協助政府解決農業發展、環境資源規劃及業者解決農業經營管理的務實問

題。未來將結合系上師資及研究生助理的能量成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

除針對國內外的主要農業經濟問題及農業發展進行經常性的研究，並就突

發性相關農業政策議題舉辦即時性學術座談會及研討會，期能對農政決策

單位提供即時性的具體政策建言。除教學研究工作外，希望本系師資也能

作為政府及業界的智庫，發揮學術界服務社會，協助解決農業經濟問題的

功能。 

本系大學部與一般碩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國際碩士專班之發展願

景分別說明如下： 

 

1. 永續發展「農業經濟學系大學部與一般碩博士班」 

臺灣早期有多個培養農業經濟人才之學校與系所，但迄今僅剩本系所

為全國唯一專門培養農業經濟領域人才之系所。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成

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歷史，具有優良的傳統與穩固的研發基礎，在我國農

業發展面臨重大挑戰與轉型之際，本系責無旁貸地挑起協助我國農業發展

與創新轉型之重責。在此國際環境迅速變遷的新時代，未來必須更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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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門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更積極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與經營管理

型態的轉型升級，提昇農業在三生(生產、生活、生態)方面之多元功能與

產銷管理效益，以確保台灣農業的永續健全發展。因此農業經濟人才的培

育不僅不可或缺，更宜持續加強。 

本系的專業領域可概分為「農業政策、制度法規、組織與發展」、「農

企業管理、農產行銷與貿易」「農業生產與消費經濟」、「自然資源與環

境經濟」等四大領域，各領域均與我國當前的農業經濟問題息息相關，且

環環相扣。本系將積極培育農業經濟優秀人才，作為我國農業政策研究與

農業發展之重要智庫；另外本系所也將持續培育優秀學生在畢業後投入與

農業經濟相關的金融、行銷、貿易、管理等企業、研究機構或政府機關，

服務社會人群。 

本系所規劃的相關領域及任課老師，這些領域是基於本系現有的領

域，透過系上老師共同討論規劃的發展共識，而每一個領域下所規劃的各

種課程與師資配置，也是以現有的課程為基礎，為強化未來發展方向所預

擬規劃的相關課程。 

 

2. 永續經營「農業經濟碩士在職專班」 

本校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雖然居國內農業領域之重要地位，卻因為校總

區地理位置在台北市，遠離台灣中南部之主要農業生產地，而不利師生與

基層農業接觸之機會，並且不利於掌握直接輔導農民、農業發展的契機。

有鑑於此，乃於 96 年成立碩士在職專班，培育地方農業經營菁英，不但

落實農業技術之經濟價值，同時結合當地農業及農企業資源，促成本校與

地方良好關係的建立。此外，藉在職專班系友豐沛的實務經驗、人脈網絡

與產業資源，亦可增加大學部與一般碩博班學生參訪、實習與未來就業發

展的機會，並開拓系所師生之農業實務經驗、人脈、眼界及視野。 

「農業經濟碩士在職專班」於 96 年 3 月首次招生，截至目前已招收

十屆學生，共計 253 名。本專班課程強調企業規劃、管理專論及經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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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能力之訓練，包括經濟學、決策分析、行銷、貿易、政策、財務管理

與農業企業管理等領域之必、選修課程，101 學年起更融合生農學院豐

富多元的師資陣容與教學資源，提供在職班學生更多元的修課選擇，以

符合農業多元發展之需求。為使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接觸更多元的課程，除

基礎理論及研究方法的訓練外，自 103 學年度起提供更多元的課程與更多

的選修科目數。 

 

3. 永續經營「國際農業政策發展與管理」碩士班 

為加強我國與邦交國在農企業經營與農業政策規劃的交流，並配合校

方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術領域全面提昇國際化的目標，本系自 96 學年

度起在國合會的支持下設立全英語授課之國際碩士專班（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in Agricultural Polic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本學程以訓練友邦高階農業領導人才為重心，希望能透過本系在農業

政策、農業發展、農企業管理、農產行銷與貿易等方面的專業，培養未來

可能在友邦農業高層發揮政策決策影響力的種籽人才。透過此國際碩士專

班的設立，培訓友邦國農企業管理與農業政策高級人才，不僅可協助友邦

農業部門之發展，並可藉此專班促進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之交流，拓展本

系學生之國際視野，增進英語能力，促進本系與國際接軌、邁向國際化。 

國際碩士專班，於 96 年 6 月首次招生，截至目前已招收 10 屆學生，

共 54 名，分別來自馬拉威、海地、貝里斯、甘比亞、索羅門群島、宏都

拉斯、尼加拉瓜、布吉納法索、薩爾瓦多等多個友邦國家。相關課程規劃

及相關資料詳見附件四。由此一附件可以看出，本系所規劃的國際專班課

程為全校少數僅有的全英語學程，以滿足來自世界各國科系的外籍學生之

基礎理論訓練需求為主，再輔以各種專業科目的選擇。 

此外，本系為全面提升農業經濟之教學與研究水準，配合校方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學術領域全面提昇國際化，未來亦將繼續加強國際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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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外名校進行學生及教授交流，參與國際性合作研究計畫、支援我國之

農業援外與國際交流計畫，並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等活動，以提升我國農業

經濟領域研究在國際學術社群中的地位。計劃未來積極鼓勵研究所課程以

英文授課，並增設國際博士班學程，以利學術研究之國際化，並促進系所

師生之國際學術交流。 

三、新聘教師領域與人才需求 

1. 強化師資陣容、改善師資結構 

本系規劃之學術專業領域及必修課程範圍包含：環境與自然資源經

濟、生產經濟、消費經濟、農產運銷、農企業管理、農業金融、國際經濟、

農產貿易、農產行銷、農業制度與法規、農業組織與發展、農業政策、統

計、計量等專業領域。各領域在目前雖已有不錯的師資，但基於新觀念與

新血之引進，以及配合近年來「農業經濟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碩士專班

的設立與未來發展所需，亦應強化各領域理論與實務兼顧的師資。另外，

從國家與社會需求及研究教學發展觀點言之，農業企業管理、行銷與貿

易、供應鏈管理、農業政策、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農業制度與法規等議

題的研究日益重要。 

目前本系固然已累積優良的學術研究成果，然為因應未來農業經濟所

面對的新環境與新挑戰，本系目前這些領域的師資仍有待補強，以因應未

來國家社會及系所發展之所需。因此若能新聘留學美歐日的年輕學者及目

前已在台灣表現優秀的生力軍加入，並著重農企業管理、行銷與貿易、農

業政策、自然資源與環境等相關領域專長，這些師資的加入具有多元的意

義，一來除可使本系目前相關領域的資深教師與擁有相對先進理論與研究

方法訓練的年輕教師得以有良好的銜接；再者，如能增聘相對年輕的師

資，將能改善本系目前教師年齡結構過於集中且偏高的現象，以避免在可

預見的數年內資深老師陸續退休後，使得特定專業領域之課程及專業知識

發生銜接不良的斷層現象；最後，更重要的是這些生力軍的加入，將可充

實本系研究與教學能量並改善師資結構，使本系擬發展的各領域得以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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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更完整的堅強師資，以提供所研擬的重要專業領域所規劃的課程。 

 

2. 合理配置教師指導學生數額 

除教學研究工作，每位老師指導各種班別碩、博士生論文寫作的負擔

亦益沈重。在本系目前的師資人數下，即使僅考量一般碩士班學生，平均

一位老師一年要指導近 6 位學生，如果再加上碩士在職專班及國際班碩士

生，平均一位老師一年要指導將近 13 位學生，這對於屬性偏向社會科學

農業經濟議題之研究是相當艱辛的任務。 

此外，部分老師又有指導博士班學生，在博士班學生學習過程必須承

擔相當大的研究及論文指導責任。在有限的時間與精力下，過重的教學研

究及指導負擔，不僅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論文品質，也為老師帶來過大

的身心負荷。特別是本系為本校少數有國際碩士專班的系所之一，由於國

際班學生在大學時所就讀的科系相當的多元與廣泛，未必曾修習過統計

學、經濟學或計量經濟學背景的學生。由於本系普遍的碩士論文均需要使

用這些分析工具，學生既使有修習過基礎的統計課程，指導老師及學生仍

均需付出相當大的心力於論文的指導與寫作修改，因此老師須要花費比指

導一般研究生更多的心力於一位國際碩士班學生的論文指導。在此種客觀

條件下，每一位老師盡力能指導論文的國際碩士班學生實在相當有限。 

 

3. 產學合作的強化 

 本系是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中唯一有碩士在職專班的一個科系，就學之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成員，除來自政府各層級不同部門外，更有相當比例是

農業產銷經營者，或服務於農業供應鏈中各種相關之企業，以及農會、水

利會、農業合作社等農業組織，這些學生大都有相當完整的工作經驗。因

此透過本班的學習，除了加強其個人的專業知識外，更因此建立起本系與

公私部門的聯繫與產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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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學時這些學生成員的實務工作經驗，也能分享給老師與其他

一般班的學生，如提供農企業實習機會給一般班的學生，以讓一般班的學

生能夠提早接觸企業界的實務面。在這些學生成員畢業後，透過彼此的人

脈網絡與企業資源的交流將有助於一般大學部與碩博士研究生的實習、甚

而是就業的引介與提攜。這些學生也希望能有系統地膫解相關的農業政

策、法規與制度組織，有鑑於此，「農業政策、制度法規、組織與農業發

展」對於服務於公、私部門的學員們均是相當重要的；此外為強化碩專班

學生對於農企業行銷管理理論與實務的教學，以及論文研究的指導，「農

企業管理、農產行銷與貿易」等行銷或供應鏈管理等相關領域的師資也是

近期內迫切需要增聘的成員。 

 

4. 增聘師資之必要性 

新聘教師的加入不僅能補足現階段師資員額的短缺，加強本系之師資

陣容及教學研究能量，改善師資年齡結構，最明顯的是加入新聘教師老師

可以解決原來所任教的專業科目或是現有教師之教學研究已超過應有的

沈重負擔，而無法再額外承擔接任遺留課程的困境。 

 

5.  規劃增聘之專業領域及國際人才之延攬 

（1）增聘專業領域之需求 

總合而言，基於本系所擬的各種班別及專業領域的發展考量，本系同

仁共同體認到，不論是一般大學部、碩士班或是博士班學生專業的養成，

或是碩士在職專班優秀農業菁英的培養，以及「國際農業政策發展與管理」

碩士班國際成員的培育，開授「農業政策、制度法規、組織與農業發展」、

「農企業管理、農產行銷與貿易」及「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是為因應各

種班別及本系未來發展所需，必須優先強化的師資領域。 

這些領域所涉及的相關問題，都是在農業經濟的範疇下目前及可預見



 8 

的未來發展趨勢與相對重要的課題。在這些相關領域師資補強後，不僅得

以提供碩士在職專班豐富的教學資源，也可確保適當的經濟規模，並使「國

際農業政策發展與管理」碩士班得以顯著發展，進而增設博士課程，以期

日後能發揮對邦交國及友善非邦交國農政高層的決策影響力。 

 

（2）國際人才之延攬 

除了針對全系相關領域的規劃外，亦希望藉由這一兩年師資的強化，

擴充師資涵蓋甫由國外取得博士學位，或是目前已在國內外服務有傑出教

學研究經驗的優秀學者，如此一則可以使本系的教師有更多元的組成，進

而可以更有效提供本系「國際農業政策發展與管理」碩士班的相關課程。 

以目前的師資，要提供此一國際碩士專班學生所需的各種課程需求，

同時為滿足近一兩年來自法國、瑞典、泰國、匈牙利、中國、韓國、日本、

秘魯、美國、加拿大等世界各國一、二十位交換學生、實習學生的教學研

究需求，對於本系的教師是相當吃力的負擔。甫由國外完成學位、或是目

前在國內、外有教學研究經驗的教師，將能大力協助將來來自世界各國日

益增加之學生的教學與研究需求。 

延聘甫由國外取得學位或是目前在國內、外有教書經驗且有傑出教學

研究表現的教師，是配合政府及學校國際人才延攬的政策方向之一。多元

教師人力的來源不僅讓學生有機會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專業人士，也能讓

本系不僅能留助國內優秀師資人力，更能積極加入全界各國在延攬優秀人

才的行列中。不論是由在地或是國際角度而言，結合現有及新進教師的多

元人力師資，相信更能共同為臺灣唯一的農業經濟學系，持續培育能協助

解決農業經濟相關課題所需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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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本系主要專業領域課程與授課老師規劃 

 專業領域及相關課程規劃 規劃授課老師 

（一） 農業政策、制度法規、組織與發展 

   農業政策專論 陳郁蕙老師 

   農業發展專論 官俊榮老師 

   組織經濟學 待聘 

   農業法規專論 待聘 

（二） 農企業管理、農產行銷與貿易 

   農業金融專論 

  農產貿易專論 

吳榮杰老師 

羅竹平老師 

   農產行銷專論 待聘 

   農企業管理專論 雷立芬老師 

 休閒農業管理專論 待聘 

（三） 農業生產與消費經濟 

   產業經濟專論 

  高級消費經濟學 

陸怡蕙老師 

張宏浩老師 

   勞動經濟專論 黃芳玫老師 

   生產經濟專論 徐世勳老師 

（四） 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 

   土地資源經濟專論 林國慶老師 

   環境評估理論與模型 吳珮瑛老師 

   生物經濟學 陳政位老師 

   水資源經濟專論 待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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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規劃 

    1.每學期修習學分之上限為十學分。 

    2.除畢業論文外，至少需修畢二十八個學分；其中除必修科目十八學分外， 

其他尚須修習本所開授之選修課程至少十學分。 

    3.每學年分三學期授課（暑期、上學期、下學期），畢業前至少修業六學期。 

必修課程規劃如下： 

必

修

課

程 

第一學期(暑期班) 第二學期(秋季班) 第三學期(春季班) 

個體經濟學（3 學分） 
總體經濟學（3 學分） 

農業政策與績效評估（3 學分） 

應用統計學（3 學分） 

產業經濟學與財務分析（3 學分） 

第四學期(暑期班) 第五學期(秋季班) 第六學期(春季班) 

 論文寫作與討論（3 學分）  

註：畢業當學期需選修「碩士論文」。 

 

選修課程規劃如下： 

627 M9800 農產品行銷實務 

627 M9700 中國經濟 

627 M5050 管理經濟分析 

627 M5040 六級農業發展與鄉村旅遊 

627 M5030 產業經濟學與公平交易法 

627 M9500 國際農業體驗 

627 M5010 農業經營管理 

627 M4970 農企業電子商務經營管理 

627 M4510 休閒農業理論與實務 

627 M4800 中國大陸農業發展與兩岸農業關係 

627 M4960 農業政策 



 11 

註：1.本表為規劃選修課程，得視學生選修情形及老師授課意願彈性調整。 

2.括號內為相關課程的學分數。 

627 M4920 產業發展策略 

627 M4560 財務分析與管理 

627 M4880 績效評估：效率與生產力分析 

627 M1880 農業金融專論 

627 M4790 國際農產貿易與行銷 

627 M4710 行銷管理 

627 M4690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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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際農業政策發展與管理」碩士班課程規劃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in Agricultural Polic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修課規定： 

本班修業年限至少 2年，入學之研究生應修滿 24學分(包含論文 6學分)。 

 

 

 

附件 國際碩士專班修課規定 

一、基礎必修科目 學分數 學期及年級 

627 M4680 應用個體經濟學 Applied Microeconomics 3 碩一上 

627 M4740 總體經濟學 Advanced Macroeconomics 3 碩一下 

627 M2240 數量方法 Quantitative Methods 3 碩二上 

627 M4830 農業政策分析 Agricultural Policy Analysis 3 碩一下 

627 M4840 農業發展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3 碩一上 

629 M4750 農企業管理學 Agribusiness Management   3 碩一上 

總計 18  

二、曾開過的選修科目 學分數 學期及年級 

私部門領域   

627 M4670  農產行銷 Agricultural Marketing 3  

627 M0220  農產貿易政策分析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3  

627 M4760  農產貿易 Agricultural Trade  3  

627 M4660  效率與生產力分析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3  

627 M4720  經濟數學 Mathematics for Economics 3  

公部門領域   

627 M4860  國際農業合作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3  

627 M4940  國際農業合作二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II 3  

627 M5000  經濟發展議題之個體分析 Applied Analysi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opics 
3 

 

627 M4660  效率與生產力分析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Analysis 3  

627 M4720  經濟數學 Mathematics for Economics 3  

627 M4630 專題研究三 Independent Study (Ⅲ) 1 碩二上 

627 M4640 專題研究四 Independent Study (Ⅳ) 1 碩二下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7%20M4630&class=04&dpt_code=6270&ser_no=89886&semester=105-1&lang=EN
https://nol.ntu.edu.tw/nol/coursesearch/print_table.php?course_id=627%20M4640&class=03&dpt_code=6270&ser_no=54363&semester=104-2&lan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