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前言

行銷一詞，在現代人的印象中常與走，在

時代尖端的商業或服替業聯想在一起，且會

認為要將行銷應用於傳統的農業上必然有其

一定的困難度。其實，行銷這一名詞最早起

源於美國農產品的分配通路（Marketing of 

Farm Products ' by L,D.H. Weld ' 1901-1961) 

，亦即行銷的發源是由農產品開始，之後才

擴延至其它的產業 4 因此，早在一百年前，

人們早已將行銷的觀念應用於農業上，並隨

著時代的改變，慢慢調整其形式及發展的策

略，以順應市場的脈動 4

而本丈主要的目的，便是分析台灣農業

近年來如何運用行銷的觀舟，將農產品行銷

出去且達到消費者滿意之目標 4 分析重點依

序為「何謂行銷」、「農業為何需要行銷」

「農業行銷發展之現況」、「未來發展方

向」，並做成適當的結語 4

貳、何謂行鋪

行銷的定義為何？（黃使英， 1997）許多

人均誤以為行鋪就是銷售（selling），也有人認

為行銷就是促銷（s叫es promotion）或廣告（ad

vertising）。其實銷售、促銷或廣告，對於行

銷而言，只是露出海面的小部份冰山市巴，

換言之，它們只是行銷的數種功能之－ e 如

果行銷人員能掌握顧客的需要，發展適當的

產品或服靜，並且做好定價及配銷工作，則

這些產品或服器銷售將可事半功倍 4

管理大師 Peter Dmcker(l 973）說： 「行銷

輿久汗鞘軍鐘秀欣

的目的是要使銷售成為多餘 4 行銷的目的是

要充分認識和了解顧客，俾使產品或服潛能

適合顧客，並自行銷售它自己 4 」亦即如果

企業能夠真正了解顧客的需要，設計適當的

產品或服5年，就不需要額外的銷售武廣告活

動 4 當然，這並不是說銷售及廣告是不重要

，而是強調銷售和廣告只是行銷的一小都份

活動而已。

而行銷的觀念發展至今，還是有大都分

的人將其與銷售混淆，當人們聽到行銷一詞

的第一個感覺常是：「哦！那是推銷吧！就

是把東西賣出去嗎！」認為行銷即銷售，亦

即將產品推銷出去就是所謂的行銷 4 因此，

以下我們針對行銷及銷售做一個簡單的觀念

介紹及比較，並將比較的結果呈現於圖 1 : 
一、行銷：注重買方的需要，透過產品的創

遣、運送到最後的消費，以滿足顧客的

需要。「行銷觀念」採取由外而內（out

side-in）的觀點，它起始於清楚界定的市

場，注重顧客的需要，然後協調所有的

行銷活動，創造長期的顧客關係，經由

顧客滿足而護得利潤 4 行銷觀會是一種

以顧客需要為導向的經營哲學，以整合

的行銷措手投來創造顧客的滿足，並以

此來達成組織的目標

二、銷售：注重賣方的需要，著眼於將產品

轉換為現金岐入，以滿足賣方的需要 4

「銷售觀海」採取由內而外（血side-out)

的觀點，它起始於工廠，注重公司現有

的產品，而投設法運用銷售 、廣告及促

銷方法，以達成有利的銷售額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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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 焦點 方法 目 的

以銷售量來

工廠 現有產品 銷售及推廣 獲得利潤

銷售觀念

起點 焦點 方法 目 的

以顧客滿足來

市場 顧客需要 整合的行銷 獲得利潤

行銷觀念

園工 銷售觀念與行銷觀念的比較

資料來源：黃使美，行銷學， 1997

鐘聲、農業為何需要行銷

台灣早期由農業起家，農民著重於農苦

工作，至於農產品之配置、銷售的部分，則

大多透過大盤、中盤、零售商，層層傳遞至

消費者手上，所以台灣早期的農業著重於農

產品的運銷，只要將農產品安全地運輸並銷

售于消費者，並以銷售量來獲取利潤＋但如

今農產品銷售的觀念已逐漸被行銷的觀念所

取代，且於近年來大量的採用行銷的觀念應

用於農產品上，而為什麼在短短幾年間圍內

對於農產品的觀念會有如此大的轉變，我們

的分析如下：

一、消費串觀~改變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及資訊傳送的管

道日益多元，使得消費者可以方便且快速的

獲得最新的訊息 4 而在這個實訊爆炸的時代

下，人們的觀念及想法亦不斷隨著實訊的服

動而不斷的改變著 4 因此，對於產品的要求

也日趨多元，希望獲得的產品可具有多樣化

、差異化的特性，期待接受到的服發或產品

是具有創意 的 4 再者，由於社會的快速發展

，現代人日趨忙碌，因此，在希望節省時間

成本的前提下，希望可以獲得快速且便利的

服務 4 而由於消費者觀念的改變，傳統農業

的銷售方式已經沒有辦法引起消費者的青睞

。因此，為 了 回應時代的變遷，現代農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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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導入行銷的觀念，將農產品重新定位在如

何使消費者於快速、便利的情況下，獲得多

樣多元的產品，以達消費者滿足最大之目標 4

三，、大環境的改變

在 W叩開放之後，圍內消費者對於農

產品有更多選擇的機會，對消費者而言可謂

一大福音，但對於台灣農業而言，都帶來了

重大的威脅 4 市場的開放，不但使圍內農業

市場需重新調整結構且帶來了國際化的壓力

4 為了使圍內農產品於消費者購買時的是首

要考量，如何增加農產品的市場親手力是目

前台灣農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4 為了因應大環

境的改變，傳統農業的銷售方式已無法因應

環境快速的變化，唯有將行銷的觀念導入農

業中，以「消費者滿足最大」做為我們的目

標並進行策略的發展，增加農產品於消費者

心目中的附加價值，進而提升圍內農產品的

市場競爭力，以減少因為環境的變動而帶來

的衝擊 4

肆、農業行輯發展之現況

對於「行銷」有了 基本概念且了解為何

農業需要行銷後，接下來我們將分析目前行

銷應用於農業的發展現況 4 目前應用於農業

上的行銷策略主要有電子商靜、策略聯盟、

品質認醬、農特產品等，以下我們將對其作



詳細的介紹及分析： 、分攤風險及提高親手力﹔而對於消費者而 農

一、電子商務
言，由於策略聯盟多為異業聯盟，消費者因 業

此可獲得更多元的產品或服務，以提升消費 行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為 者對於農產品之附加價值，進而達到消費者
銷

人類的生活帶來莫大的變化，各式各樣的商 滿意 4

品及服務，已逐漸地由實體市場轉戰至電子 而以下我們簡單的列舉二個目前策略聯

商務市場 4 在這波 e 化的過程中，農業也跟 盟運用於農業的車制

上了時代的腳步，將農產品交易的實體程序 1 、台灣農業認同卡：由「台灣農業策略聯

轉至電子商替市場，藉由網際網路將購買、 且發展協會」主導發行台灣農業認同卡

銷售、產品、與服靜等商業活動結合，在一起 ，其發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推廣休開農

，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改善產品及服掛 棠，使農產品與地方特色結合，使農業

的品質 4 朝向多元性的發展 4 台灣農業認同卡為

而目前電子商發巴廣範地應用於台灣的 針對休間農業就遊所規劃的金融卡，並

農業中，且發展出許多電子商發 B2C(busi- 與 160 多家之農會、休開農場，森林樂

ness to customer）的網站，提供消費者線上、 區及觀光農園箏的，提俱實質的優惠折

即時的服靜，以下我們簡單的列舉幾個農產 扣及各項目饋措施，使農產品奧地方特

品電子商替網持： 色結合，讓消費者能物美價廉地享受田

1 、花卉方面： 「圓仔花」 http ：／.加\IVW.12日o- 園風光與體驗農業生產樂趣與事悅，同

wer.com.tw 時也能促進城鄉交流，讓農村的經濟得

2 、蔬果方面：「鮮綠生活館」 http://www. 以活絡 4

greener.com.tw 、「真情百寶箱」 http:// 2 、台灣茶業聯盟：結合具聯盟意願並運作

W\IVW. brand.foods. org. tw 健全之請優產銷班為基礎，希望藉助集

3 、漁產方面：「漁網打盡」 http ：／／甘lee- 體之共同力量，共同運銷，避免過去茶

server.冉rndns.o唔／fishingnet／、台灣漁產 農及業者之單打獨鬥型武節宙人力、物

品行銷網 http ：／.加ww.etaiwanfish.com/ e 力。以棋應市場精緻商品質及安全之茶

而主述這些網掉所提供的服替項目大至 產品為發展目標，並研苦苦本之副產品，

為農漁產品介紹、線上採購、農產品搜尋、 如：茶餐、茶糖、茶餅乾、茶抗養化劑

諮詢服務、討論區、相關網持連結，．．等，使 等產品，提供多樣多元的產品，以達消

消費者藉由網持交昂，可快速且方便地購買 費者滿足最大 4

到需要的農產品 4 -=- 、－ F日日E 眉買高E，但~錯冒凶E」

三，、策略聯盟
由於國民生活水準提昇，消費大眾對飲

策略聯盟為目前農業行銷的另一個主要 食健康日益注重，不僅要求品質優良，也要

發展方向，且成立「台灣農業策略聯盟發展 衛生安全，最好可以吃出健康。為了使消費

協會」’負責推動圍內其它產業與農業之策 者可以吃得安心且吃得健康 ， 目 前的農產品

略聯盟方案，以為台灣農業之發展創造另一 朝向新鮮、安全、有機的方向推動 4 因此為

片天空 4 而我們可將策略聯盟做簡單的定義 了保障消費者吃的安全，因此政府釘定了農

（王展字， 2000 ）， 亦即「兩個以上的組織 產品之安全認謹，使消費者在採購時可選擇

為達成個別策略目標所進行之組織實源與能 有政府認譯之農產品，以達消費者對健康、

力的互換 4 」而策略聯盟可為農民降低成本 安全的訴求 4 近年來政府致力於建立品質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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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制度，已先後推行「良質米標章」、「吉

圓圓安全果蔬」、「CAS 優良食品」及「鮮

乳標章」等 4 經認誼之產品已獲得國人高度

肯定，國產生鮮本果亦已加入品質認證及建

立產地品牌的行列。期望能以「品質做為品

牌的投盾」’來贏得消費者的肯定與支持 4

固、農持產品

為了提升農產品於消費者心目中的附加

價惶，目前農業行銷另一發展重點便是將農

產品重新定位，使農產品不再只是訂位於蔬

菜、水果、花卉、茶葉等，而其定位於會品

，甚至定位於 E 常用品 4 因此，目前政府也

致力於推動農特產品，並鼓勵農民進行農產

品的研發或改良，以提昇農產品之附加價值 4

以下我們將目前已推動之農特產品做簡

單的分類：

一、品牌水果：以提升農產品之品質為主，

建立自有品牌，如：信義鄉的「玉珠葡

萄」

二、副食品：發展強調高價值的健康會品，

如：梅醋 4

三、日常用品：將農產品發展成為日常用品

，如：生薑洗髮精強調可以生霆，絲瓜

本（露）具有保濕、美白的功效 4

伍、農業行銷未來鞏展方向一行銷訣

策支援系統

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吐可stems﹔

DSS）發展的最初是應用於輔助高級管理階層

解決問題的一套管理系統，其利用模提及決

策模式，以交談方式經過不斷的試誤（trial

and-error）之後尋找最佳的解決方案（Sprag肘

' 1980) e 而將決策支援系統應用於行鋪上，

便是所謂的行銷決策支援系統，可在有限的

實海範圍內 ，幫助使用者找出最適化的方案

，提烘使用者於決策時之參考依據 4

因此， 行銷決策支援系統可作為農民出

費及消費者購買農產品時的參考依據，使買

賣雙方不用花大量的時間於蒐集市場資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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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可快速地做出決策，為買賣雙方降低時

間成本。在農民出貨決策方面，提供農民進

行農產品出貨至批發市場時之決策，只要農

民在系統的導引下，於系統內填入狀銷售的

農產品、期望價格、數量、等級及農民所在

位置，通過此系統科學之演算，來建議農民

將產品送往哪處的批發市場拍賣可能賣得較

佳的價格，給予農民在出貨決策時之參考 4

而在消費者購買決策方面，消費者只要於系

統內輸入敬購買的農產品、期望價格、數量

、等級等關鍵因子，決策支援系統便可提俱

消費者建議選購的方案，做為消費者採購時

之參考。

陸、結語

行銷起源於農業，隨著時代的進步，應

用於農業上的行銷策略亦隨著市場的變化而

不斷地調整著，而本文主要在針對近年來台

灣農業之行銷模式及策略進行分析，使我們

可以清楚地了解，在大環境變動及消費者觀

念改變下，目前台灣農業以應用電子商棒、

策略聯盟、品質認醬、農特產品等行銷策略

，做為發展農業行銷的主軸，其以提升農產

品於消費者心中之附加價值及達到消費者滿

意為最終發展目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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