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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種苗生產履歷系統滿意度評估 

張振中[1] 黃雅莉[2] 龔旭陽[3] 吳守從[4] 陳朝圳[1]* 

摘 要 隨著網路與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業務電子化管理已成為資訊傳播的管道。本研究係利用林木種苗生產作業

所建立之生產履歷與資訊電子化管理系統，以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Model, ISSM)為研究

架構，透過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瞭解林務局苗圃作業人員的系統接受度與使用需求，探討履歷

制度導入苗木生產之可行性與系統滿意度。本研究共回收 40 份有效問卷與 14 次訪談記錄，進行歸納整理與分析，以

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檢定履歷制度與系統之相關性，並以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模式檢視影響系統滿意度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制度建構越完善，對系統使用效益與影響越高；系統與資訊

品質對苗木生產履歷系統之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度較具顯著影響，為提升平板作業之使用意願與滿意度，應加強及

改善作業模式之應用彈性、便利性與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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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lectronic business 

management has become a channel for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this study, the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Systems of Tree Seedlings (PTSTS) used as material and the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 (ISSM) as the 

research structure. The questionnaire and in-depth interview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PTSTS for nursery workers of forest bureau. A total of 40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14 interview 

records were collected. We used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es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TSTS satisfaction and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if the PTSTS more perfection, the user 

effectiveness would be higher and the PTSTS are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user willingness and satisfaction. To 

enhance the user willingness and satisfaction of tablet PC operating, it should 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tablet PC operating mode flexibility convenience and maneuverability. 

Keyword：Production Traceability Systems of Tree Seedlings (PTSTS),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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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森林」係臺灣重要的天然資源，若要培育良好的森

林資源，透過優良母樹提供種源，進行林木培育之工作十

分重要。以森林生態系經營理念觀之，原生樹種之造林，

應符合適地適木原則，透過採種、育苗等作業之進行，將

「適當的苗木」種植於「適當的地點」，並配合造林更新

與撫育，使林木生長達到最佳狀態，其為造林成功的基礎
[15]

。 

苗木培育通常透過苗圃予以執行，苗圃為生產苗木

的場所，苗木則為造林木生產和環境綠化的基礎。良好的

苗圃經營係以集約式管理，培育優質化苗木與提高苗木

產量，並降低經營成本
[6]

。苗圃管理之主要目的為提供大

量及品質均一的苗木，以滿足造林及綠美化的需求
[11]

。苗

木品質的優劣，為影響造林成敗的主要因素，苗木培育技

術與品質的建立為育林作業體系中重要的一環
[7] [30]

。為

生產優質苗木，苗圃應針對所培育的造林樹種，擬訂作業

準則及出栽標準
[8]

，如此才能生產優質苗木以提昇造林績

效，節省造林成本，維護林分建造的永續性。 

林木因生命週期長，種子來源如無法明確記載，會造

成造林後種源追溯的困難，其對於造林成敗的探索，將缺

乏溯本追源的反饋，因此建立可追溯種苗之履歷，對於長

期造林之經營目標係一重要課題。許多先進國家如歐、

美、日等對食品品質與安全關注日深，均推動生產履歷制

度，提倡建立與保存產品之履歷紀錄，並將之廣泛運用於

食品及農林業之上
[18]

。然就林業而言，苗木管理係以植物

為主體，遵循生態學原理，透過對生物、物理及化學等環

境因子的調控，同時加入時間因素，以期能預防各種病蟲

害及生理障礙的發生，進而生產安全無虞的苗木。要達成

適地適木與種源保存，建造優質森林資源，引入生產履歷

於苗圃之苗木生產流程管理有其必要性，建立資料庫可

便於各階段之經營管理，亦能精確掌握苗圃內苗木數量、

品質、撫育作業及出栽狀況等；更可結合無線射頻技術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即時記錄苗木於

培育期間之生長過程，並將結果導入生產履歷的系統之

中，並建立苗木資訊追溯系統，確保苗木品質及永續林業

經營
[14]

。 

隨著網路蓬勃與資訊科技的發展，資訊電子化管理

已成為一個熟悉的傳播管道，使用者可透過互動式的網

頁進行瀏覽與滿足資訊需求。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 Base 

Management System, DBMS)具備快速運算與儲存大

量資料之特性，並可對資料庫進行統一管理和控制，以保

證資料庫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使用者可對資料執行新增、

截取、更新及刪除等操作。 

林務局當前施政目標為「發展優質林業，厚植森林資

源」為方向，於 2012 年提出智慧技術應用於種苗生產履

歷之建構計畫，主旨在導入智慧技術與生產履歷之概念

結合，導入苗木生產作業，協助解決目前各林管處以人工

方式進行苗圃苗木培育的若干問題，並能有效掌握、監控

與管理苗圃苗木相關的生產作業，並建置一套苗木生產

履歷資料庫系統(圖 1)，其中系統架構分為苗圃管理、使

用者端、苗圃生產履歷資源管理系統等三個部份，期望藉

由種苗履歷制度控管林木健康與提升苗木品質，達到生

產優良苗木之目的。 

本研究為探討建置苗木履歷制度之可行性與其所建

置之操作系統的滿意度，將此苗木生產履歷視為一個資

訊系統，以 ISSM 為理論基礎[26]，探討苗圃作業人員對

於履歷制度建立之看法與影響系統使用之滿意度因素，

應用系統品質(System Quality)、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平板作業模式、系統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

度(User Satisfaction) 等構面衡量影響系統成功之因素
[31,32,38]，瞭解使用者個人變項與各構面之間的相關性。另
與圃作業人員進行深度訪談，將履歷制度與系統缺失或
不足之處，進行綜合分析，提出具體之建議提供苗木生
產履歷系統建置改善之參考。綜合以上內容，本研究之
目的整理如下：

(一) 探討苗木生產履歷制度導入苗木生產作業之可

行性。 

(二) 以資訊系統成功模式探討苗木生產履歷系統之

滿意度。 

二、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資訊品質與系統品質為適用於個人使用，本研究將

資訊品質與系統品質二項品質構面納入，另因生產履歷

系統結合平板電腦作業模式輔助紀錄，則加入平板操

作模式之構面進行探討。因此，本研究以系統品質、資

訊品質及平板作業模式列為系統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

度的變項，並為瞭解受訪者對於履歷制度導入苗木生

產作業之看法與認知，於研究架構之中增設一項生產

履歷制度構面。為探討苗木生產履歷系統之使用者滿意

度，本研究以ISSM 為理論基礎
[26]

，提出問卷之研究架

構，並建立研究假說(圖 2)： 

H1-5：苗木生產履歷制度與系統構面(平板作業模

式、系統品質、資訊品質、系統使用意願、使用者滿意度)

具有相關性。 

H6：平板作業模式與系統使用意願、使用者滿意度

具有正向影響。 

H7：系統品質與系統使用意願、使用者滿意度具有

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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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資訊品質與系統使用意願、使用者滿意度具有

正向影響。 

H9：系統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度相互具有正向影

響。 

圖 1 苗木生產履歷管理系統 (a) 平板端-APP 入口介面、(b) 平板端-苗圃資料管理、(c) 平板端-苗木配撥管理、(d) 

平板端-苗木撫育作業管理、(e) 生產履歷資料庫端操作介面、(f) 生產履歷資料庫端-苗木撫育資料建檔 

Fig. 1 Management system of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systems for tree seedlings. (a) Tablet - Interface of APP; 

(b) Tablet - Interface of nursery management; (c) Tablet – seeding configuration; (d) Tablet – seeding 

tending; (e) Database - Interface of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systems database; (f) Database -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systems for seedling tending. 

圖 2 研究架構圖 

Fig. 2 Research conceptual framework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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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與設計 

本研究以 ISSM 為理論基礎
[26]

，設計問卷內容與研

究架構，採用系統品質、資訊品質、使用意願及使用者滿

意度等構面，其次配合苗木生產履歷系統之操作，增加苗

木生產履歷制度與平板作業模式兩項構面進行探討。 

1.研究對象 

為探討「苗木生產履歷系統」使用者滿意度，係以林

務局從事苗圃業務之相關作業人員為研究對象，包括林

管處作業課苗圃業務承辦、工作站主辦、苗圃監工或係承

接過苗圃業務之技正或技士等共有 41 位，受訪者之職務

除為承辦、主辦或監工外，亦同時兼具技正、技士或技術

士之身分。研究以一對一或團體之方式進行訪談，並依其

地點、人數、職務與性質等進行劃分。因苗木生產履歷系

統為一個新建置之資料庫系統，且為瞭解受訪者對於種

源保存與苗木生產履歷之概念等議題，本研究採用實體

問卷與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的方式，藉由面

對面交談，引發受訪者提供相關資訊或表達某項事物的

意見與想法。 

2012 年 7 月 16 日至 2013 年 1 月 21 日為瞭解苗

圃業務、苗圃管理作業以及苗木生產履歷系統欄位設計

所規劃之初步訪談；系統建置完畢後，於 2013 年 4 月 8

日至 2013 年 5 月 15 日，共進行 13 次訪談作業，瞭解

苗圃現況、育苗樹種及數量等，以評估苗圃管理運作與資

料建置，訪談時間約為一至一個半小時之間，於訪談進行

前皆向受訪者說明問卷及訪談內容為不公開形式並徵得

受訪者同意錄音記錄，並將問卷編碼(Q)與受訪者編碼(A-

H)區分(表 1)，爾後轉打為逐字稿分析其內容；經由受訪

者實際操作平板電腦與測試系統後，填寫本研究之滿意

度問卷。 

2.研究設計 

問卷內容之設計依據 ISSM 為基礎，採用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使用意願及使用者滿意度等構面，其次配合苗

木生產履歷系統之操作，增加苗木生產履歷制度與平板

作業模式兩項構面進行探討。研究以苗圃作業人員為訪

談與問卷調查對象，係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

的方式，經由與受訪者訪談、說明、實際操作系統後，給

予問卷填答。依照研究架構確定其研究構面變項，擬定各

構面變項之操作性定義，並以表 2 之各構面衡量指標表

設計問卷題項並編製「苗木生產履歷系統滿意度問卷調

查表」。 

本研究之苗木生產履歷系統滿意度問卷調查表分為

五大部份：(1)個人基本資料、(2)造林苗木種源保存、(3)

履歷制度導入苗木生產作業、(4)苗木生產履歷系統之 IS

成功模式量表，其中包含：平板作業模式、系統品質、資

訊品質、系統使用意願、使用者滿意度等構面以及(5)其

他建議事項。本研究應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之五點

尺度衡量，由受訪者對各題項的認知、看法與實際操作之

情形進行填答。 

表 1 受訪者資料彙整表 

Tab. 1 The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地點 人數 受訪者(代碼) 職務 訪談性質 

A 8 A1-A8 承辦/主辦/監工 一對一/團體 

B 7 B1-B7 承辦/主辦/監工 一對一/團體 

C 1 C1 承辦 一對一 

D 5 D1-D5 承辦/主辦/監工 團體 

E 3 E1-E3 主辦/監工 團體 

F 7 F1-F7 承辦/主辦/監工 一對一/團體 

G 5 G1-G5 承辦/監工 團體 

H 5 H1-H5 監工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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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更新版IS成功模式衡量指標表
[27]

 

Tab. 2  ISSM metrics 

構面 衡量指標 

系統品質 適應性、可用性、可靠性、反應時間、易用性 

資訊品質 完整性、易於理解、個人化、關聯性、安全性 

服務品質 保證、同理心、回應性 

使用意願 使用性質、導覽模式、實地探訪數、執行次數 

使用者滿意度 重複使用、重複探訪、使用者調查 

淨效益 節省成本、擴大市場、增加額外銷售、降低搜尋成本、節省時間 

表 3 Cronbach's α 係數的適切性 

Tab. 3 Appropriateness of Cronbach's α. 

Cronbach's α 適切性 

.90 以上 優良 

.80-.90 好 

.70-.79 尚可 

.60-.69 不佳 

.59 以下 差 

3. 苗木生產履歷制度

依據 2012 年度林務局建立之苗木生產履歷系統為

基礎，探討履歷制度導入苗木生產作業之可行性，並瞭

解受訪者對於建立苗木生產履歷制度之規範的認知程度
[20][4]

、共計十題問項。以李克特量表之五點尺度進行填答，

將滿意程度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不同意」、「非常不同意」等五種選項，並依序給予 

5、4、3、2、1 之分數，經由訪談給予受訪者初步概

念，再勾選出對於該項問題認同程度的選項，合計分數

越高，表示受訪者對構面之問項認知程度越高。 

4.問卷量表之信度分析 

信度為衡量問卷量表的一致性與穩定性，一次測驗

之信度有兩種形式：折半信度及 alpha 係數(Cronbach's 

alpha, α)
[9]

。檢驗量表之量化的可靠性係數(α)，α 係數值

通常介於 0 到 1 之間，如果 α 係數接近 0，表示量表沒

有可信度；反之 α 係數越接近 1，表示量表具高度可信

度，內部一致性越高，如果量表的信度越高，表示量表越

穩定
[25]

。表 3 為不同 α 係數的適切性，α 係數大於 0.80，

表示具有高度之信度
[9]

。本研究為衡量問卷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以 Cronbach's α 係數檢視各研究構面之信度係數，

以提高問卷之可信度。 

5.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訪談形式進行，根據研究問題與

目的，預先擬定訪談大綱內容
[17]

。半結構式訪談法係為讓

受訪者與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表達對於議題的探討，並

可以較具彈性的方式進行，優點為可使受訪者呈現出較

為真實的感受與想法
[28]

。此外，將此方式套用於群體訪談

(Group Interview)，透過團體成員的互動與討論過程，

以快速獲得一次性大量研究資料
[17]

。並透過錄音記錄，於

訪談後建立逐字稿，依據訪談內容將之分類。 

(三)研究方法 

1. 探討苗圃作業人員對苗木生產履歷制度之認知

為瞭解受訪者對建立苗木生產履歷制度的認知程

度，採用問卷量表供受訪者填答，經由檢視回收之問卷資

料，整理為有效問卷，以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alysis)將問項以百分比呈現，整體構面應用

次數分配、平均數與標準差等方式呈現，獲得此構面之分

布結構，並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T-test)、單因子變異

數分析(One-way ANOVA)檢驗受訪者個人變項於各研

究構面是否有顯著差異。 

當自變項係名目尺度(Nominal Scale)，依變項係區

間尺度(Interval Scale)時，可適用於 t 檢定分析。但僅用

於自變項只有兩個類別之變項，如性別只有兩種屬性，可

將性別編碼為 1 表示男性，2 表示女性，加以歸類。若自

變項超過兩類別，則需使用其他資料分析方法，如

ANOVA。因此，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探討受

訪者性別於苗木生產履歷制度構面是否有所差異；以

ANOVA 分析探討受訪者年齡、職務與苗圃業務經驗於苗

木生產履歷制度構面是否有所差異，另因受訪者個人變

項之年齡與職務係為三種以上的類別，ANOVA 分析結果

達顯著水準時(P <0.05)，則進一步利用雪費(Scheffe)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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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事後比較之檢定，以檢驗群組間是否具有顯著性差

異關係。 

2.履歷制度導入苗木生產作業之可行性評估 

依據林務局 2012 年智慧技術應用於種苗生產履歷

之建構計畫，透過資訊科技的使用，將繁瑣的苗木生產履

歷記錄過程，建置呈現成一套完整記錄系統，協助苗圃作

業人員記錄栽種、撫育、管理等過程，提高效率與便利性。

藉由育苗資料收集與訪談之意見制定表格欄位，並結合

平板電腦以簡易點選方法記錄該苗圃的相關資訊，同時

透過非同步傳輸的方式，將平板電腦記錄之生產履歷內

容，上傳至管理資料庫系統平台，以供相關人員查詢使

用。苗木生產履歷系統分為 App、Web 二大部份，App

可支援現場作業人員快速完成苗木、苗圃等資料的記錄，

並將資料儲存於後端資料庫中，系統亦提供暫存資料之

上傳與下載功能，方便使用者快速記錄與取得先前相關

資料；透過 Web 端呈現所記錄之內容，並且可透過系統

直接將各月報表產出，解決過去紙本資料需重新建置內

容之困擾，亦可降低資料誤植之情況發生。從 Web 端可

得知歷史記錄，同時導入資料探勘(Data Mining)技術，

方便未來進行資料探勘研究，以及取得相關生產履歷資

訊，供其他管理者參考，並查詢種苗的來源。系統之架構，

可分為苗圃管理、使用者端、苗圃生產履歷資源管理系統

等三個部份
[21]

。 

為評估履歷制度導入之可行性，以皮爾森相關係數

分析檢定，並以深度訪談方式，瞭解苗圃實務作業管理與

經營方式、受訪者工作經驗，以及操作系統後之可行性評

估。 

3.以 ISSM 探討苗木生產履歷系統之滿意度 

研究以 ISSM 探討苗木生產履歷系統滿意度，以皮爾

森相關係數分析檢驗各研究變項間的相關性，並應用迴

歸分析檢視各構面對系統使用意願與系統滿意度之解釋

能力，分別將系統使用意願與系統滿意度作為依變數，平

板作業模式、系統品質、資訊品質三項構面為自變數。為

瞭解自變數與依變數間的關係及影響方向與程度，利用

迴歸方程式對依變數進行解釋與預測未來變動。為確保

結果精確性，應用共線性診斷(Collinearity Diagnosis)迴

歸 分析 模 式 ， 以 變異 數 膨 脹因 素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為指標，確認其共線性問題。 

三、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問卷之信度分析 

本研究將 40 份調查問卷與 13 次訪談資料加以整理、

分析及討論，研究問卷經資料分析與統計分析方法進行

研究假設之驗證及探討苗圃業務人員對苗木生產履歷系

統之使用意願與滿意度。為衡量問卷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係數檢視各研究構面之信度係

數，以增加問卷之可信度，實施一次測驗的信度，係衡

量受訪者於測驗題目反應的一致性[9]。α係數值通常介於 

0 到 1 之間，數值越大表示一組題目的內部一致性越高
[9]

。本研究各研究構面量表由生產履歷制度至使用者滿意

度 6 項構面視之，各構面問項項目個數分別為 3 至 10 

題，Cronbach's α值介於 0.92- 0.97 之間，均為 0.9 以

上(表 4)，表示本研究問卷各研究構面係有較高的內部一

致性，其測量結果係具有一定之信度水準。 

表 4 本研究構面之信度分析表 

Tab. 4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research dimensions 

研究構面 Cronbach's α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準的 

Cronbach's α 值 
問項項目個數 

生產履歷制度 0.92 0.94 10 

平板作業模式 0.95 0.95 8 

系統品質 0.97 0.97 7 

資訊品質 0.97 0.97 6 

系統使用意願 0.96 0.96 3 

使用者滿意度 0.97 0.9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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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苗圃作業人員對苗木生產履歷制度的認知程度 

(一)樣本結構分布 

本研究將回收 40 份問卷之受訪者背景資料進行統計

及描述，受訪者資料之性別部份，男女樣本數分別為 21

位(52.5%)、19 位(47.5%)，比例差異不大；年齡以 40-

49 歲(40.0%)之成人者居多，其次為 50 歲以上，佔

30.0%；受訪者之服務區域為平均分布於 8 個林區管理處

(7.5%-15.0%)；職務以苗圃監工暨技術士佔 45.0%為多，

其次為工作站承辦，佔 30.0%；具苗圃業務經驗者以 3 年

以下 47.5%為多，其次為 10 年以上，佔 20.0%；總服務

年資以 10 年以上 67.5%為多，其次為 6-10 年，佔 17.5%；

受訪者使用電腦經驗以 10 年以上 67.5%為多，其次為 6-

10 年，佔 20.0%；40.0%的受訪者表示曾使用過平板電

腦，60.0%的人未曾使用；曾使用過造林資訊系統者為

47.5%，未曾使用過者佔 52.5%。 

(二)受訪者對苗木生產履歷制度之認知程度 

為瞭解受訪者對苗木生產履歷制度構面之認知程度

與看法，研究將苗木生產履歷制度構面各問項進行統計

與百分比分配(表 5)，受訪者聽過生產履歷的認知程度達

86%；對於苗木生產應建立種源及產地資訊、苗木生產履

歷之建構是需要的、應建立苗木風險管理表、查核表及履

歷紀錄等問項，受訪者之認知程度皆達 70%以上。整體

而言，受訪者係認同苗木生產履歷制度之推動。其次以受

訪者個人變項進行苗木生產履歷制度構面之分析，應用

敘述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與 ANOVA 變異數分析各變

項是否有顯著差異，並以平均數與標準差呈現各變項間

的分布情形之高低(表 6)。結果顯示各變項之平均數介於

3.60 至 4.13 之間，受訪者性別、年齡、職務與苗圃業務

經驗之 p 值皆大於 0.05，並無顯著差異，年齡與職務之

個人變項亦不需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之檢定。表示受

訪者並不因個人變項的不同，而對苗木生產履歷制度的

認知與看法有所差異。 

苗木生產履歷制度構面中各問項之認知程度皆達

50%以上，苗圃業務人員對於是否聽過生產履歷，則達

86%，但未對受訪者之資訊來源取得管道進行瞭解，如
[4]

對種苗業者獲得產銷履歷制度之資訊來源探討得知，以

農業試驗改良場所與農委會之佔有比例為最高，為此，本

研究僅推論係因訪問對象為種苗相關工作者，對生產履

歷資訊之瞭解，相對會較高。此外，依據臺灣良好農業規

範(Taiwan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TGAP)中提到標

準化的農業生產作業將可有效排除風險並降低環境負

荷，以確保農產品品質與安全；本研究中所探討的種苗生

產履歷系統中已建立苗木風險管理表、查核表及履歷紀

錄等資訊，受訪者認為應建立此項目比例達 76.7%，可知

受訪者認為苗木生產之風險管理以及苗木品質監測相當

重要；本研究以是否應推動苗木生產履歷制度進行調

查，認同比例為69.8%；對於是否應建構苗木生產履歷

制度，本研究贊同者佔83.7%，然種苗業者贊成者僅佔

39.21%，不贊成者佔31.37%
[4]

。顯示苗圃業務人員與種

苗業者對於履歷規範之執行面與認知程度有部分落差。

表 5 受訪者對苗木生產履歷制度的認知程度 

Tab. 5 The awareness of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for tree seedlings on the respondents 

苗木生產履歷制度 

非常同

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百分比(%) 

1.您是否聽過生產履歷? 86.0 0.0 0.0 0.0 14.0 

2.您清楚生產履歷的意義及內容。 14.0 44.2 30.2 11.6 0.0 

3.您認為苗木生產應建立種源及產地資訊。 20.9 67.4 9.3 2.3 0.0 

4.您認為苗木生產履歷之建構是需要的。 25.6 58.1 14.0 2.3 0.0 

5.您認為應建立苗木風險管理表、查核表及履歷紀錄。 20.9 55.8 20.9 2.3 0.0 

6.您認為生產履歷制度有助於苗圃苗木生產管理。 25.6 41.9 27.9 4.7 0.0 

7.您認為透過生產履歷制度，可提昇生產優質的苗木。 20.9 37.2 34.9 7.0 0.0 

8.您認為苗木生產履歷制度可明確瞭解苗木生產各階段作業

之資訊。 

20.9 55.8 20.9 20.3 0.0 

9.您認為苗木生產履歷制度有助於風險管理及技術發展。 18.6 46.5 32.6 2.3 0.0 

10.您認為應推動苗木生產履歷制度。 18.6 51.2 27.9 2.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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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苗木生產履歷制度構面之統計分析量表 

Tab. 6 The statistical data on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for tree seedling dimensions 

種子與種苗產業目前尚未規劃納入農產品產銷履歷

制度，主要考量在於認為種子與種苗非屬食用安全層面，

種子及種苗所能產生的影響並不如農產品的直接
[4]

。然種

苗品質攸關後端苗木生產及造林成敗，因此種苗產業更

需要精確的生產流程，本研究之種苗生產履歷系統考量

目前臺灣種源取得多委外廠商承包，因此可詳細紀錄種

源廠商資訊、種苗或種子產地等相關資料，作為種苗源頭

品質追溯之依據。藉由履歷制度導入苗木生產，相信對種

苗生產管理之提升將有莫大的幫助。 

三、履歷制度導入苗木生產作業於系統之可行性評

估 

(一)苗木生產履歷制度與系統構面之相關性 

為瞭解苗木生產履歷制度與苗木生產履歷系統之平

板作業模式、系統品質、資訊品質、系統使用意願與使用

者滿意度構面間的關聯程度，本研究以皮爾森相關係數

分析苗木生產履歷制度與系統構面間之關係，相關係數

值皆達 0.7 以上，p 值皆小於 0.05，結果顯示兩構面皆

有高度的相關性(表 7)。 

由於相關分析只能觀察構面間之關聯程度強弱，為

瞭解生產履歷制度構面對系統構面之解釋力與影響力強

度，因此本研究以生產履歷制度構面為自變項，系統構面

為依變項，檢視生產履歷制度構面對系統構面之變異解

釋能力(表 8)。分析結果顯示R2介於 0.49 至 0.58 之間，

調整後R2亦無太大變化，整體解釋力為 48%至 57%之

間，F 值介於 36.44 至 52.17 之間，達顯著水準。生產履

歷制度構面對系統構面的影響力(標準化 β 係數)為 0.70

至 0.76 之間，p 值達顯著水準，生產履歷制度與系統構

面之影響因素路徑，如圖 3 所示。在共線性診斷部分， 

VIF 值均小於 10，因此生產履歷制度構面無共線性問題

存在，表示此變項的變異解釋可能反應真實的情況
[1]

。本

研究為探討苗木生產履歷制度導入系統操作之關係，具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若履歷制度建立越完善，對系統各

品質構面、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度之效益而言會越

高，為正向影響之關係。 

因導入苗木生產履歷制度之概念於苗木生產履歷系

統，研究以皮爾森相關係數與迴歸分析，結果顯示苗木生 

構面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眾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敘述統計 

苗 

木 

生 

產 

履 

歷 

制 

度 

40 1.90 5.00 4.00 3.93 0.65 

性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t 檢定 男 3.94 0.81 
0.003 0.99 

女 3.94 0.39 

年齡 F 值 p 值 

ANOVA 

1 2 3 4 
0.23 0.87 

3.93 4.04 3.98 3.82 

職務 F 值 p 值 

1 2 3 4 5 
0.50 0.74 

3.60 4.10 3.86 4.13 3.81 

苗圃業務經驗 F 值 p 值 

1 2 3 4 
0.20 0.89 

3.92 3.99 4.10 3.84 

註 1 年齡代號：1.29 歲以下；2.30-39 歲；3.40-49 歲；4.50 歲以上 

註 2 職務代號：1.技正；2.技士；3.主辦；4.工作站承辦；5.苗圃監工 

註 3 苗圃業務經驗代號：1. 3 年以下；2. 3-5 年；3. 6-10 年；4. 1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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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研究構面之相關分析表 

Tab. 7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research dimensions 

研究構面 平板作業模式 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 系統使用意願 使用者滿意度 

苗木生產履歷

制度 
0.76

**
 0.75

**
 0.73

**
 0.70

**
 0.73

**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p<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表 8 生產履歷制度與各研究構面之迴歸分析表 

Tab. 8 Regression analysis on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systems and system dimensions 

依變項 R
2
 

調整後的

R
2
 

標準化 β

係數 
t 值 F 值 p 值 VIF 

平板作業模式 0.58 0.57 0.76 7.22 52.17 0.000 1.00 

系統品質 0.56 0.55 0.75 6.91 47.78 0.000 1.00 

資訊品質 0.53 0.52 0.73 6.58 43.34 0.000 1.00 

系統使用意願 0.49 0.48 0.70 6.03 36.44 0.000 1.00 

使用者滿意度 0.53 0.51 0.73 6.49 42.07 0.000 1.00 

圖 3 苗木生產履歷制度與系統構面之迴歸分析路徑圖 

Fig. 3 Regression analysis path on system dimensions and production traceability for tree seed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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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履歷制度與系統構面間皆有高度相關，進一步以迴歸

分析瞭解其對系統構面之解釋力與影響強度，整體解釋

力介於 48%至 57%，影響力(標準化β係數)介於 0.70 至

0.76，表示生產履歷制度之資訊建構越完善，對系統構面

越具正向之影響，使用意願與滿意者也會越高，因此，接

受研究假設 H1-H5：「苗木生產履歷制度與苗木生產履歷

系統構面具有正向影響」。 

此外，本研究針對種苗生產、苗木生產履歷系統與平

板紀錄設備之開發，與苗圃作業人員進行實測與訪談，瞭

解各個層面引發之問題。如現今苗圃之種苗來源多以外

包形式由業者購買，承包所有責任，並無瞭解其來源與產

地，在育苗及造林地品質的提升與監督上，會造成很大的

阻礙
[5]

。使用非當地種源之種子進行造林，若物種成為當

地優勢種，可能會造成許多不利之後果，因此，必須確保

不會構成入侵的風險
[35]

。採種時選擇優良母樹，係希望該

母樹之後裔能夠傳承母樹之優良性狀
[1]

。對於國內種苗及

種子多來自進口
[4]

，表示與其考量推動種苗生產履歷制

度，不如著重於建立種子及種苗品質規範，要求進口種子

須符合品質規範，方能納入履歷制度生產體系。然對於種

苗外購之情形，亦可要求業者提供採種或採買之照片與

證明，以貼近實際之需求與作業。 

另外，苗圃業務人員對系統與平板功能與設計表達

其需求性，如何輔助苗木配撥與撫育作業之管理紀錄同

樣為考量之重點。對於網頁與平板設計應以配合實務作

業為重點，以減輕記錄者的壓力與負擔，網頁設計不只考

慮靜態的設計元件對於高齡者的適合性
[16]

，也必須注意

元件間的動態關係以及瀏覽上的需求；而給予高齡者操

作電子化產品，應著重於產品介面之設計與基本功能的

使用，並以客製化資訊系統之設計，強化應用彈性
[19]

。而

為發揮及應用行動技術設備之優點，可自動化資料傳輸、

便利的管理系統介面與無紙張野外作業環境等，應輔導

作業人員使用資通訊技術、縮短資訊數位應用落差，以提

升使用意願。 

(二)受訪者平板使用與否於系統構面之差異分析 

以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受訪者之平板使用與否於系

統構面分析，發現系統所有構面之 p 值皆小於及等於

0.05，結果顯示系統構面皆達顯著性差異(表 9)。表示曾

使用過平板電腦之受訪者對於平板作業模式與系統平台

之整體態度為滿意、可接受程度較高，平均指數皆優於不

曾使用過平板電腦之受訪者，推論未使用過平板之受訪

者因考量平板性能、適應性與實際使用情況，對於加入平

板作業於工作中，大多持保留之態度，滿意度量表結果較

為偏低。 

而藉由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檢驗各構面間之顯著關

係(表 10)。分析結果顯示，相關係數為 0.79 以上，由於

p 值皆小於 0.05，各研究構面間皆達到高度之顯著相關

性，其品質構面對於系統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度之關

聯程度為最高。 

根據訪談結果，受訪者對於平板電腦的使用亦與分

析結果略為相符，如幾位作業人員表示，E3：「手寫不會

錯，也習慣手寫的方式，家裡也沒電腦」。B6、F3：「手寫

簡單又快，又不用弄得很麻煩，一張紙就可以搞定…習慣

用寫的了，時間也不會太久」。C1：「因為有些監工年紀

比較大，都還是在手寫的階段，如果要他們使用平板，可

能會有困難。」因部分作業人員習慣以手寫方式記錄，且

除工作場所外，不一定會使用電腦，對於平板電腦的接受

度相對較低。 

(三)平板作業模式、系統品質、資訊品質與系統使用

意願對使用者滿意度之影響 

以平板作業模式、系統品質、資訊品質與系統使用意

願為自變項，使用者滿意度為依變項，檢視四者對系統使

用意願構面之解釋力與影響力強度(表 11)。平板作業模

式、系統品質、資訊品質構面三者整體之調整後的解釋力

為 82%(0.82*100%)，F 值為 55.62，達顯著水準，表示

整體迴歸模式可以顯著預測使用者滿意度。觀察三個構

面對使用者滿意度之影響力(標準化 β 係數)，平板作業模

式(β=0.09，p =0.536)、系統品質(β=0.63，p =0.002)、

資訊品質(β=0.22，p =0.166)，個別的結構影響結果顯

示，系統品質 p 值小於 0.05，對使用者滿意度具有顯著

的影響力，即系統品質越高，使用者滿意度越高，為正向

影響之關係。因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

故支持本研究設立之研究假設 H8b。 

使用意願為成功的一個重要指標，使用意願越高，使

用者滿意度可能也越高
[26]

。如表 11 所示，系統使用意願

對使用者滿意度之解釋力為 80%(0.80*100%)，F 值為

155.94，達顯著水準，表示系統使用意願可顯著預測使用

者滿意度，β 係數為 0.90，t 值為 12.49，達顯著水準，

表示系統使用意願對使用者滿意度構面之影響力較高，

兩者具正向影響關係，故支持本研究假設 H9。研究結果

驗證
[27]

成功模式之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度的相關性。 

整合系統構面之兩次多元迴歸與一次簡單迴歸分析

模式，得到之最終研究結果(圖 4)，說明平板作業模式、

系統品質、資訊品質對系統使用意願、使用者滿意度之影

響路徑，以及系統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度之間影響程

度。結果說明系統與資訊品質的路徑，朝著系統使用意願

是具顯著的，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之路徑是顯著的，

系統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度是顯著的關係。 

四、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制定一套苗木生產履歷流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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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種苗管理行動應用服務及苗木生產履歷管理平台。

根據此系統的建置，能於造林時提供優質苗木，也可提供

苗圃作業人員針對不同苗木生產過程記錄的資料進行探

勘分析，藉以提升整體林木資源管理效率、增加資料完整

性、減少人為錯誤。 

透過苗木生產履歷系統平台之使用，不同使用者的

使用習性與看法能持續給予苗木生產履歷系統與苗木生

產履歷制度等修正與改善建議。為使系統建置更加完備，

並達到系統可行性與實用性，經由苗圃相關之業務人員

進行系統測試與評估，將其提供的想法與建議進行紀錄，

能使系統提供之資訊更加完善。種苗品質攸關後續培育

與造林成敗，因此苗圃苗木生產更需要精確的履歷制度

流程，履歷制度所強調之精神即在於可追溯性，更可視為

一項重要工具，將履歷制度導入苗木生產作業，相信對林

業苗圃管理之提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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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受訪者之平板使用於系統構面之 t 檢定分析表 

Tab. 9 The system dimensions of t-test analysis on the respondents tablet usage 

研究構面 平板使用與否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p值 

平板作業模式 
是 4.25 0.54 

3.37 0.002*** 
否 3.75 0.65 

系統品質 
是 4.03 0.72 

2.36 0.02** 
否 3.21 0.78 

資訊品質 
是 3.70 0.84 

2.51 0.02** 
否 3.08 0.79 

系統使用意願 
是 3.98 0.67 

2.98 0.05** 
否 3.35 0.84 

使用者滿意度 
是 3.92 0.80 

3.00 0.05** 
否 3.04 0.97 

註1 **p<0.05, ***p<0.01 

表 10 系統構面之相關分析表 

Tab. 10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ystem dimensions 

研究構面 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 系統使用意願 使用者滿意度 

平板作業模式 0.86
**

 0.79
**

 0.83
**

 0.80
**

 

系統品質 0.89
**

 0.90
**

 0.90
**

 

資訊品質 0.90
**

 0.85
**

 

系統使用意願 0.90
**

 

註：**表示在顯著水準p<0.01時(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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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三構面及系統使用意願與使用者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Tab. 11 Regression analysis on system dimensions, use intention and user satisfaction 

自變項 標準化 β 係數 t 值 p 值 VIF 假設支持 

平板作業模式 0.09 0.62 0.536 3.87 H6b：否 

系統品質 0.63 3.43 0.002 6.88 H7b：是 

資訊品質 0.22 1.41 0.166 4.84 H8b：否 

R
2
 0.82 

調整後的 R
2
 0.81 

F 55.62 

p 值 0.000 

系統使用意願 0.90 12.49 0.000 1.00 H9：是 

R
2
 0.80 

調整後的 R
2
 0.80 

F 155.94 

p 值 0.000 

圖 4 系統構面迴歸分析模式路徑圖 

Fig. 4 Regression analysis path on system dimensions 

張振中、黃雅莉、龔旭陽、吳守從、陳朝圳：林木種苗生產履歷系統滿意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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