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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農業前瞻研究之績效評估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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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1970年代以前，前瞻研究尚未受到各界的認同，1990年代以後大多數工業化國家與準先進國家開始紛
紛投入前瞻活動，但最初並未正視前瞻活動所造成的影響，甚至未將前瞻研究視為一項創新政策工具。
近年來，已有很多國家將前瞻研究視為科學創新政策工具，並投入前瞻活動的評估工作，希望藉此收集
經驗與得出結論。Fahrenkrog、Polt、Rojo、Tübke 與Zinöcker（2002）將研究和科技發展
（RTD）政策的評估定義為一種系統性與目標性的過程，用以評量政策、計畫及申請案與評估者原本所
設定之目標間的關係、效率及有效性，所以是一種理論與實務兼具的方法，其結果反映在決策過程，並
有助於政策的擬定與評量。各國政府進行前瞻計畫的評估則是為了瞭解及管理不確定性與風險，並使決
策設計得以施行，且能結合利益關係人的利益與建立學習基礎，進而評估前瞻活動造成的潛在或實際結
果與影響（Marklund, 2007）。
在進行評估前瞻計畫時，首要面對的問題即是所要評估的內容與時間的範圍為何？一般而言，前瞻研究
之績效評估面向可分為過程（Processes）與結果（Outputs & Outcomes）兩部分。
Georghiou（2003）指出，在前瞻過程面的評估，包含諸如組織與管理的主題，可能會詢及的問題
有：適當的人是否參與其中？專家小組是否得到適當的協助？前瞻活動是否適當地與決策中心有所連
結？此外，亦會問及前瞻方法的使用是否具適切性與有效性的問題，例如：是否有使用德菲法？是否適
當地應用情境工作會議？……等。而前瞻結果面的評估則單從活動來衡量，而非衡量其重要性，因此與
會人數、調查與報告的發表數、會議召開數、網站點擊數等皆是有用的數據。以下將介紹荷蘭在農業前
瞻研究的績效評估概況，以更瞭解該國在農業前瞻活動的資源投入與效益表現。
二、 荷蘭農業前瞻研究
1995年荷蘭「國家農業研究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Nationale
Raad voor Landbouwkundig Onderzoek, NRLO）開始執行該國的農業前瞻研究，這個為期五年的
活動主要在探究荷蘭未來15?20年社會與科技的變動將對農企業、農村區域及漁業等三方面發展所造成
之影響，而最終目的在激發利益關係人產生長遠的策略性思考與行動（Van der Meulen, De Wilt, &
Rutten, 2003；De Wilt, 2004）。
來自產、官、學、研界代表超過1,000人參與荷蘭的農業前瞻研究，整個農業前瞻過程涵蓋了「社會變
動」、「科技變動」及「組織創新過程」等三大主題。在「社會變動」主題之下劃分了「農企業」、
「農村區域」及「漁業與水產養殖業」等三項次主題，「農企業」次主題包含了社會觀點、全球化、市
場與消費者、農業與環境、動物醫療等項目；而「科技變動」主題之下包含了探測技術、包裝技術、獸
醫流行病學、動物分子生物技術、植物分子生物技術、奈米技術、生產生態學、資料處理、水產養殖
業、政策科學與資訊通訊技術等項目；「組織創新過程」主題之下則是包括系統層級、大規模、多方參
與者（multiactor）等面向的創新。最後NRLO前瞻研究選定執行10項行動計畫，如表1所示。
表1 荷蘭農業前瞻研究推動之行動計畫

資料來源：Van der Meulen, De Wilt, & Rutten, 2003。
三、 荷蘭農業前瞻研究之績效評估
NRLO在評估前瞻研究的過程時，是以問卷與訪談調查的方式進行分析，而在評估前瞻研究的結果時，
則是以半結構式訪談調查（semistructured interview）1的方式進行，希望透過受訪者的自述以提
供嚴謹的事實（Van der Meulen, et al., 2003； De Wilt, 2004）。NRLO以「展望未來」、「社會
互動的品質」及「參與者學習與投入行動計畫」作為評估前瞻研究過程的架構，「展望未來」包括：藉
由提升參與者策略性選擇之遠見觀點，來轉化「危機意識」。此項指標在三項指標中是最難以具體評估
的，但卻是最為重要的。「社會互動的品質」則是包括：選擇參與者，並確定目前重要利益關係人能參
與其中，及未來在傳統網絡之外的可能重要人物亦皆能參與其中，而此項評估架構著重於利益關係人被
新觀點及新接觸所鼓舞的程度。
前瞻研究過程的評估結果顯示：在「展望未來」部分，前瞻方法提供了探究新典範的適當工具，亦即定
義了問題與解決問題程序的新方法。另一方面，透過說服農業領域之外的專家與創新者的參與，前瞻方
法亦開啟了現存的創新基礎建設。在「社會互動的品質」部分，在此前瞻研究的40個工作會議中，各個
工作會議群體均反映出參與者的投入狀況與共同利益，而從其中五個工作會議的問卷調查中亦顯示，大
多數參與者相當肯定前瞻活動所提供的文件品質及工作會議的組織，且有半數以上的參與者認為工作會
議為其提供了新的策略性議題，更有些參與者藉此學習到新的創新觀點，而支持發展網絡關係的30%參
與者則認為在工作會議中進行了新的接觸，由此可見，荷蘭農業前瞻工作會議確實為一項順應變革及促
進新網絡形成的重要工具。在「參與者學習與投入行動計畫」部分，在荷蘭農業前瞻活動中，以研究和
工作會議為基礎，各前瞻委員會確認了如表1所示之10項與訓練課程、創新計畫及創新知識網絡相關的
策略性行動計畫，NRLO選定了其認為最為重要且都至少參加一個以上工作會議的60位利益關係人進行
訪談，最後統計出各項行動計畫的支持度相當地高，支持度最高的計畫有93%，最低者亦有70%；而
在投入參與的意願上，投入意願最低的計畫有43%，最高者為69%。由以上結果得以驗證，荷蘭農業
前瞻確實形塑了利益關係人的共同抱負，並使其願意積極參與其中。
在評估前瞻研究結果的部分，為了評估前瞻過程可能的長期影響，因此在前瞻活動結束半年後，針對前
瞻活動的品質、結果及前瞻結果所造成的影響，向31個人2進行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談的問題包
括：與NRLO之間的關係為何？評估NRLO前瞻活動的品質如何？NRLO前瞻活動是否對農業的長遠發展
有所影響？結果顯示，有80%的受訪者積極參與NRLO的前瞻活動，而這些人當中只有二位來自政府機
構者不認同前瞻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不過，整體而言，受訪者認為前瞻活動和所產出的報告皆具有相當
高的品質，且所採用的互動策略新方法也具有價值。
此外，為了仔細瞭解荷蘭農業前瞻研究對這些受訪者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又將這些影響性區分了三個等
級：
前瞻過程中的工作會議和其他會議等所造成的互動性影響；
將前瞻過程中的觀點集結成報告等有形產出的影響；
不去歸因於特定的前瞻過程，而是看整體前瞻活動所造成的長遠影響。
當中，有75%的受訪者認為工作會議和其他會議對他們在農業與食品的觀點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且會
議中所提出的不同農業生產問題能成功地建立更具整合性的觀點。而大多數會議參與者認為，工作會議
有助其分析農業生產與消費、城市與鄉村及農業與社會彼此之間的關係，唯有來自產業界的代表認為，
研究這些關係是其平日的例行業務，因此工作會議並無助於提供新觀點。此外，雖然大多數受訪者在參

加工作會議前，原已認識其他的參與者，但他們卻也認為透過會議有利於建立新的關係，特別是來自研
究機構的參與者發現，會議有助其認識來自產業界的代表。在前瞻報告方面，則較無法看到直接影響，
不過受訪者認為這些前瞻報告有助於成果的發表，並對其他後續事件產生影響。大部分的受訪者並指
出，前瞻報告對於組織內的策略性討論、發展研究計畫與研究案的申請有直接的助益，他們通常採用這
些報告作為參考文獻、公共會議的資訊和長期發展的「早期預警」。
受訪者認為整個前瞻過程有三個主要的影響。第一，前瞻過程造成農業的轉變，但受訪者認為這是必要
的，而且這樣的轉變使得前瞻過程在研究與政策的必要創新、可能策略及行動、轉變所需的結盟更具有
效率。第二，前瞻過程建立了農業系統中不同利益者與不同地位者的活動場域，使其得以討論彼此觀
點。透過其中的討論，得以和緩農業危機及面臨之轉變所蘊含的緊張。第三，影響主要參與者的創新策
略與政策。有70%的受訪者提及，前瞻過程促使了農業系統中共同創新遠景的形成，並拓展了網絡。
評估整個荷蘭農業前瞻研究，可歸納出農企業及鄉村之利益關係人皆積極參與其中，且支持策略與行動
計畫，並認知到前瞻研究需要大規模的創新過程，而前瞻活動亦討論到科技及創新政策。荷蘭農業前瞻
研究在結果上產生了一些新觀點，包括：永續發展勝過經濟價值、預期對彈性供應的需要、農業再參與
社會、建立多元的發展途徑、平衡城鄉區域的發展等，另外，亦設定了許多關鍵性目標，包括：追求農
企業在生態、文化、社會、經濟、空間與物質等面向的積極價值導向政策；使農業食品鏈（自生產端至
消費者端）成為彈性的網絡；打造農企業與人民之間新的合作關係；農企業可以利用區域的多樣化、產
業發展的多樣化及與社會發展多種形式的關係，朝向多元發展；發展新的城鄉關係概念（Van der
Meulen, De Wilt, & Rutten, 1999）。
四、 結論
由於荷蘭政府的用心，使得此前瞻研究進行得相當成功，不僅促進了參與者觀點的交換，化解了潛在的
衝突，而參與者的共同遠景觀點促成了農業部門結構上的改變－創新網絡的形成，2000年荷蘭政府將
NRLO改組為「農村區域農村體系創新網絡」（Innovation Network for Rural Areas and
Agricultural Systems），擔負了執行前瞻結果的明確任務。荷蘭自1980年代即以農企業為永續經營
發展的模式，隨即於1990年代中期啟動農業前瞻計畫，其成功經驗國際上有目共睹。而我國農業目前
在政府的積極輔導下，走向以農企業經營的精緻農業，而農業前瞻計畫目前亦由農委會密切規劃中。我
國與荷蘭依循相同的農業科技發展策略，相信從荷蘭農業前瞻研究績效評估的經驗中，將有助於我國規
劃、執行與評估農業前瞻活動。
註1：半結構式訪談法是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其結合了質化的個人深度訪談法與量化的封閉式問卷
調查法。在訪談過程中，連續一個小時內向受訪者詢問10?15個問題，但並非所有的問題都是事先設計
好的，而是大多在訪談過程中突然發想出的，如此使得訪談過程更具彈性，並得以向受訪者探詢出更深
入的問題。整個訪談過程皆以錄音紀錄，並於謄寫完成後，進行詳盡的分析（D&apos;Arcy Davis
Case, 1990； Ipsos Szonda, 2005）。
註2：原本邀訪對象為35人，但其中四位拒絕受訪，這31人中有16位來自研究機構，六位來自產業界，
六位來自政府機構，三位則是來自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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