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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拜優良的氣候與地理環境條件之

賜，花卉一直是我國重要農產品項目之一。

以 2003 年為例，全國花卉（包括切花、苗

園、盆花、蘭花及球根等）種植面積約為 1

萬兩千公頃，產值 111 億 8 千萬元台幣，約

為該年總農業產值的 3.12 %。若以貿易觀

點， 2003 年則出口 3 萬一千五百公噸總值

5880 萬美元的產品，約為國內總農業出口產

值的2% 。自 2002 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
國內花卉業者面對全球市場，必須有新的市

場營銷佈局考量。另一方面，鄰近中國大陸

由於人口眾多與社會發展所產生對花卉產品

的需求潛力，以及低廉勞力與土地成本在生

產上的優勢性，已使之形成近年來國際上重
要的花卉生產銷售地區。本地重要花卉基於

市場機會的開拓，如何暸解此一市場，並審

慎評估是否有拓展外銷大陸的潛力進而前進
大陸，研擬合宜的行銷策略，十分重要。

本文首先就目前中國花卉產銷概況予以

說明，並根據農委會施政重點，選擇台灣具

貿易優勢的產品﹒蝴蝶蘭，作為本文討論的目

標產品。並運用強弱優劣（SWOT）模式，

依照行銷 6P 內涵，以供應鏈價值觀點界定我

國蝴蝶蘭產業在整體供應鏈上之定位，進而

評佑我國高級花卉外銷中國的可行性，提出

相關策略。

二、中國花卉產銷概況

付中國大陸花卉種植概況

根據中國農業部種植業管理司在2003 年

針對 28 個省市區統計資料 l所示，全中國花

卉生產面積為 43 .01 萬公頃 2 ， 居世界第一

位，比 2002 年增加了近 10
2001 年的 14.75 萬公頃，更是足足滑雪支 J三

倍，顯見近年來，大陸地區花卉產業 3 發展

之迅速，值得注意。

各項生產型態面積，分別是切花切葉乾

燥花項植物種植面積為 2.8841 萬公頃﹔盆栽

植物面積為 4.6626 萬公頃﹔種子、球莖與種

苗用花卉三項種植面積則為 1.5814 萬公頃。

另外，由於近年來各地綠化工程的積極進
行，引伸出對觀賞苗木的強健需求，因此該

項之種植面積高達 23.3110 萬公頃（見表

2.1) 
由於目前中國花卉產品的購買型態，仍

是以盆花方式為大宗，鮮切花之銷量仍待開

拓，該盆花項在全中國種植面積為 25,197 公

頃，佔盆栽植物總種植面積 46,626.2 公頃的

54% ，以廣東省、江蘇省、河南省、山東省

以及湖南省為前五大種植省份。至於花卉之

都－雲南省，在2003 年度種植面積僅有333.9

公頃，遠不如其在切花項的重要地位。

至於市場與生產條件方面， 2003 年全中

國有 2,185 個花卉市場， 60,244 個花卉企業

（包括 5月73 個種植面積在 3 公頃以上或年

營業額在人民幣 4500 萬元以上的大中型企

業），種花農戶約有 954,660 戶，擁有從業

人員 2,934,064 人。

口中國大陸花卉銷售概況

3 年全中國花卉銷售總額為 353 億元

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二成，其中鮮切
花項目為 44 億 5,656 萬元人民幣，盆栽花卉

則有 50 億 6,675 萬元人民幣（見表 2.1)

花卉出口額亦繼續增加 ，根據農業部的資

料，該年出口金額為9’的6.6萬美元，較2002

年成長 16.82 %。其中以切花切葉乾燥花一



項的4,428.1 萬美元為首，成長率則以鮮切花

最為迅速5 。雖然以產量而言，位居世界花卉

生產首位，但產值卻不及世界總產值的 1

%，甚至低於全球花卉貿易總額的 4% ，顯

示中國地區的花卉產業在市場銷售階段仍有

相當大的發展空間。

表 2.1 2003 年中國花卉產銷概況

類型
種植面積 銷售量 銷售額 出口額

（公頃） 數量 單位 （萬元人民幣） （萬元美金）

合計 430115.4 3531090 9676.6 

切花切葉乾花 28841.5 748008 萬枝 445656 4428.1 

鮮切花 23626.5 670728 萬枝 409063 3693.4 

鮮切葉 4228.0 67553 萬枝 25726 328.3 
乾花 987.0 9727 萬枝 10867 406.3 

盆栽植物 46626.2 355072 萬盆 849594 3453.0 
盆花 25197.0 168426 萬盆 506675 1726.0 

觀葉植物 11691.9 64167 萬盆 158397 707.8 
盆景 9737.4 122478 萬盆 184522 1019.3 

觀賞苗木 233110.6 772190 萬株 1754891 1460.0 
食用與藥用花卉 51325.4 114023 噸 134018 45.0 
工業用花卉 28314.2 60504 噸 53531 62.2 

草坪 26083.2 62096 昌平方米 113971 . 

種子用花卉 2462.8 220 噸 14336 . 

種苗用花卉 9415.2 162002 嵩株 112715 228.3 
種球用花卉 3936.2 86797 萬粒 52377 . 

資料來源：中國農業統計資料，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4 。

因該地需求多以鮮切花用途為主，與大陸喜

好盆花的消費習性有所差異，因此一般蘭類

產品在中國市場評估上，仍以蝴蝶蘭及其種

苗產品為主力。據此，本文即擬設定蝴蝶蘭

項目為我國現階段花卉輸出中國大陸的目標
產品。

蝴蝶蘭由於花型美觀大方，可作為盆花

與鮮切花，向來在世界各地均被視為是高價

而珍貴的花卉產品。台灣由於氣候適宜，生

產向來具有獨特的優勢，因此在市場管銷與

產品品質掌握上，擁有世界級的水準。根據

黃琮琪（2002）研究指出，國產蝴蝶蘭多以

盆花出口為主，內需量有限。近年來由於各

進口國植株檢疫程序的日趨謹慎，並考量運

輸條件，運用瓶苗形式出口比重亦逐漸提

升。根據該文取自市場調查資料顯示， 2002

年八月間，我國蝴蝶蘭盆花產品約有33%輸

往國外市場，其中 90.9 % （總額的 30 %) 
來自包括台糖公司的大栽培戶 ，其餘的 9.1

%（總額的 3 %）則是由出口貿易商操作出

已台灣重要出口花卉項目之選擇

我國花卉出口其有多年歷史，由於拜地

理與氣候之優勢，一直是日本、美國等國家

重要的花卉供應來源。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根據國際市場需要、

我國產品出口潛力與技術優勢，挑選具市場

優勢的農產品，規劃成為加強國際行銷的輔

導項目，其中花卉類則有「蝴蝶蘭」、「文

心蘭」 6 以及「其他類蘭花、花卉及種苗」 7

三類。因此可知，我國花卉產品雖多，然而

根據政府評估，現階段具有出口潛在競爭力

的項目，仍以蘭花類為首。

再進一步就兩種蘭花予以分析可知：根

據統計2003 年，全國蘭花種植面積為456 公

頃，產量約為 4887 萬盆。其中蝴蝶蘭約佔

20% ，文心蘭種植面雖為其兩倍，不過在貿

易量方面卻遠不如蝴蝶蘭，平均單價亦只有

後者的一半8 ，顯示產業的相對重要性，仍以

蝴蝶蘭為主。實務上 ，我國目前雖為文心蘭

輸出大國，並在日本市場佔有重要地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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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於種苗部分，出口比例則高達48%'

其中包括出口貿易商（30 %）以及大組培公

司出口部門 (18 % ) 9 。出口目的地則以日

本、美國、香港與中國大陸為主。而種苗項

目，香港加上中國的總數目更高於日本，為

我國蝴蝶蘭種苗的首要出口地區。顯示我國

蝴蝶蘭產業在整體蝴蝶蘭生產供應鏈兩端，

亦即是育種研發以及銷售服務部分，具有相

當顯著的國際競爭優勢。

三、台灣花卉銷售至中國大陸之行銷策略

付花卉產品中國市場行銷要素組合

傳統行銷理論均會以四個以 P 為首的字

彙來表示行銷要素的內涵，並藉此4P以分析

自身產品優勢，提出相關產銷策略。此四 P

分別為：產品（product）、價格（price)

促銷市場（promotion）與地理空間

(place），主要即根據市場區隔（人口、地

理環境、心理特性與消費行為），產晶定位

（產品屬性、產品定位、產品使用者以及競

爭廠商的相對性），價格設定（價格區間、

所得反應、替代品市場）以及產品規劃（促

銷、通路運用、產品標準化與適應性）等原

則尋求影響因素及其強弱，以設定行銷策略

（李皇照， 2003）。不過對於重視人際關係

與國家治理色彩仍然濃厚的中國市場而言，

亦需要考量行銷大師 Kotler 所提出的另兩個

要素：﹒政治（politics）與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而形成特殊的 6P 架構。

（斗蝴蝶蘭產品外銷中國大陸市場之強弱優

劣分析

強弱優劣分析是一種特殊的分析方式，

主要依照依照企業經營主觀體內在的優缺點

與外在客觀環境，劃分四個主要因素項目進

行分析，分別是內部條件的力量（甜en到尬，

或稱優勢） 與弱勢（we也iesses ，或稱缺

點），以及外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ies)

與威脅（伽eats）。藉由四個面向，可以清楚

看出被分析企業體的整體優劣勢，企業即可

據此進一步制訂行動策略，提升自身競爭

力。根據簡立賢（2002）之研究，以強弱優

劣（SWOT）模式針對台灣蝴蝶蘭產晶外銷

中國大陸的可行性評估，循相關 6P的內涵，

可將相關結果表列如表 3.1 至 3.4 所示。其中

由於政治與公共關係兩項屬於外部因素，僅

影響機會與威脅兩面向，因此在本身條件的

力量與弱勢上，便不予討論。

換言之，可以簡要整理如下：

。採階段分工，以開花株作品系與產品宣

傳，主攻種苗產品，以陸為腹，擴大規

模，降低成本。
＠建立晶種特性資料，掌握關鍵技術以延長

品種市場壽命，並透過育成率提高以穩定

供貨能力與規模，進而區隔獲利市場並保

持市場通路（彭褔全， 2004 、簡維佐，

2004) 
．配合支持產業，透過結盟獲利業開發市

場，以建立可信的運銷管道，均衡季節需

求，降低資金過於集中年宵期間的風險。

＠發揮台灣行銷長才，建立國家形象與產品

品牌，掌握供應鏈之關鍵階段。

。遵守現行規範與法律，做好產官學關係。

四、台灣花卉外銷中國大陸之行銷模式

探討

根據分析（李皇照， 2003），廠商進入

國際市場的模式，大致可分為：間接出口、

直接出口、授權、合資以及直接投資等幾

種。受限於現階段兩岸在政治上的敏感性，

因此台商在中國經營農業的模式，多以合資

或直接投資為主。中國大陸由於幅員遼闊人

口眾多，地理的區隔形成在文化與消費習性

一般鮮切花



表示l 台灣蝸蝶蘭產業面對大陸市場之強弱優劣（SWOT) 分析一台灣產業自身力量與產品優勢

內部最境分析

產品

1. 栽培技術高，育選種作業能力強。

3. 掌握自種優勢。
5. 產品良率高。

7. 經營者觀念靈活，反應機動。

9. 產銷組織健全。

11. 基因工程技術的引進。

1. 資訊流通快，價格行情可以適時掌握。

2. 品質與品種因素，可以求得較高價格。

3. 多年合作之誠信基礎，擁有價格配合之信用。

4. 國內外銷售之歷年價格資料完整，易於分析。

5. 透過契約生產，收益穩定。

2. 產業專業分工明顯。

4. 產品品質穩定，變異小。

6. 產業形成歷史悠久。
8. 與市場接觸早，行銷能力強。

10. 政府技術單位長期輔導。

價格

1. 自身擁有一定的市場販售經驗。
促銷市場

3. 行銷策略與規劃能力強。

地理空間 1. 位居國際航線要津，交通便利。

資料來源：簡立賢（ 2002) 

2. 對於市場與消費者需求掌握較準確。

2. 島內交通方便，業者彼此支援容易。

表 3-2 台灣岫蝶蘭產業面對大陸市場之強弱優劣（SWOT）分析一台灣產業自身弱點

內部環境分析

產品

1. 多為獨資或合夥經營，經營意念侷限化。 2. 經營特色不同，政府輔導措施不易一體適用。

3. 資金規模小，擴充不易。 4. 財務結構脆弱，風險承受能力低。
5. 經營區域集中，不易凸顯經營優勢。 6. 育成數量少，不易形成銷售單位。
7. 自行育成之特別品種選擇性少。 8. 產品品質穩定性與一致性，仍有待加強。

9. 銷售缺乏單一窗口，產品非國際品牌，供貨力量無法整合。

1. 土地限制大，取得成本高，擴充規模不易。 2. 栽培成本高。
3. 人工支出高。 4. 管銷費用高。
5. 最終價格高。 6. 多數產品同質性高，價格易波動。

1. 經營規模小，難以負擔高額行銷支出。 2. 產量少，不足成為行銷單位。
3. 產品特性，不易形成獨特品牌。 4. 當地市場不熟悉。
5. 缺乏當地銷售管道。

1. 通匯外貿能力不足。
3. 兩岸未直接通商。

5. 缺乏陸路運輸途徑，增加交易成本。
7. 產地檢疫認證未落實。

價格

促銷市場

地理空間

2. 產品保鮮成本過高，市場範圍受限。

4. 防檢疫技術尚待學習。

6. 運輸條件有待改善。

8. 台灣空運成本相對偏高。

資料來源：同表 3.1 。

表 3-3 台灣蝴蝶蘭產業面對大陸市場之強弱優劣（SWOT）分析－台商前往大陸市場發展機會

內部環境分析 1一一

1. 蝴蝶蘭產品特殊，屬高檔花卉。 2. 大陸招商氣氛濃厚，投資條件或為有利。

3. 外觀高雅 ，送禮大方，需求穩定中成長。 4. 搭配性強，可做盆花與鮮切花 。
5. 全球市場潛能考量，提早因應佈局。

6. 受技術限制，大陸栽培企業受限，台南技術有發揮空間。

7. 受氣候限制，大陸栽培地域受限，台南的大棚栽培技術有相對優勢。
8. 區域市場之形成，建立生產銷售據點。

9. 配合外商公司之階段分工策略 ， 降低貨壓力 。

10. 海外市場規模之拓展，提高銷售率。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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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

促銷市場

地理空間

政治

公共關係

1. 大陸幅員遼闊，市場潛力大。

2. 產品價差大，容易在短期中獲致顯著利潤。

3. 品種變異大，容易區隔市場，取得獨佔價格優勢。

4. 年銷花需求強勁且穩定，價格明顯高於台灣行惰。

5. 年節期間，著重「租擺」用途，需求之價格彈性低。

1. 多數區域之消費市場仍屬新產品引入階段，具開發空間，容易取得領導地位。
2. 金字塔頂端消費者數目成長迅速。

3. 產品可靠口耳相傳方式進行，成本低。

1. 台灣花卉需求業已飽和，必須為過剩產品尋求市場。

2. 大陸種植花卉環境普遍較具優勢。 3. 大陸各地招商積極，條件配合度高。

4. 大陸內部市場規模大，商機無窮。 5. 加入 WTO 後，大陸成為花卉進口圈。

1. 台灣產品在中國具政治意涵，可營造親和氣氛。

2. 配合政策需要，進行指定採購。

3. 吸引台資，釋放利多訊息，訂立特殊經濟商業條款。

1. 大陸幅員遼闊，機關層級繁擾，各階層單位人員間相當重視地緣、從屬、輩分等關係’與台

灣生意經營理念類似。
2. 大陸送禮文化普遍，為營造人際關係的要素。台灣產品具特殊性，容易造成受禮者特別感覺。
3. 台灣產品品質好，包裝精緻，可營造禮品市場的尊榮氣氛。

資料來源：同表 3.1 。

表 3-4 ：台灣岫蝶蘭產業面對大陸市場之強弱優劣（SWOT）分析－大陸市場之威脅與不利點

產品

價格

促銷市場

地理空間

政治

內部環境分析

1. 氣候與相關自然條件之資料不足，容易造成損失。

2. 大陸國營企業的非營利生產模式。
3. 大陸國內小農、外籍企業與在陸台籍企業的生產競爭。
4. 受氣溫條件，大陸生產幾乎均需加溫設施，成本高。

1. 年銷花需求顯著，價格波動劇烈，售價充滿變數。

2. 缺乏個人或企業授信資料，交易多須以現金進行。
3. 缺乏一般民生消費基礎資料。 4. 缺乏現有產業之生產資料。
5. 缺乏公開市場行情與貿易資料。 6. 缺乏對於市場屢亂行為之規範。

1. 市場秩序尚未建立。
2. 消費者所得偏低，花卉購買仍屬奢侈行為，花卉常年性消費習慣，仍待培養。

3. 人口眾多地域廣，市場開發工作繁重。
4. 消費者忠誠度尚待培養。 5. 產品分級缺乏標準。

6. 消費者對於品質要求低。 7. 促銷型態保守，成效低。

1. 運輸條件不良，成本高，運輸系統有待加強。

2. 缺乏相關系統整合。 3. 運輸費用佔最終售價比例偏高。

4. 缺乏冷藏車輛，耗損率高。 5. 土地取得漸趨不易，影響擴廠或設廠規劃。

1. 兩岸關係難以掌握，造成經營不確定性，投資缺乏保障。
2. 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與措施不定，細部產業政策不明。

3. 執法尺度在大陸政經體制下各地常出現不一致。

4. 多變的法令以及繁雜且無序的稅制。
5. 國營企業及地區性產業在國家輔導補貼下的發展。
6. 我國政府的大陸政策不定。

1. 民族及地域意識濃厚，外來自開拓市場不易。
公共關係 2. 人民知識與道德水平不一， E信關係基礎脆弱，難以建立長期互動。

3. 大都市人口流動與職位異動頻繁，公共關係建立成本特高。

資料來源：同表 3.1 。



有相當大的差異，在緊密的鄉里關係、保守

約束的訊息管道與急邊發展的經濟能力帶來

的巨大消費規模相互衝擊下，模仿與口碑便

成為現階段大陸消費主要模式之一。意見領

袖以及報章雜誌的影響力，隨著越是遠離開

放的沿海地區，越是顯著。因此大陸與一般

已開發國家的情形，有截然的不同，所以相

關行銷策略的規劃，也無法一體適用，例

如：北京與天津，雖然地理上相當接近，但

是其都市、人文、經濟與社會條件是各具有

相當獨特性的，必須審慎暸解，以免掉入

「以偏蓋全J 的刻板印象中，造成決策與執

行上的盲點。以下便就產品、價格、通路與

促銷等面向，提出進一步說明。

付產品策略

根據資︱料中國栽培蝴蝶蘭數量雖已有長
足的成長，但是高級品價格依然居高不下，

顯示上等品的市場仍然存在。大陸地區幅員

遼闊，市場規模大，但是卻呈現消費面上

「時點集中」、「人口集中J 及「市場集
中」三大集中趨勢。消費多集中於年宵期

間、購買者僅為少數人以及銷售點侷限於少

數花商。由於技術與管理形成蝴蝶蘭生產與

銷售的進入障礙，因此其生產與市場優勢的

台商，即可利用蝴蝶蘭產品線完整，產品品

質變異大特性，進行市場區隔，取得技術
（價格）領導優勢。

在產品策略上，有幾個策略可以考慮。

在產品屬性（品質、特性、設計）方面，應

採取直接延伸或產品調適策略。亦即商家應

發揮台灣在設計、品種、流行時尚的優勢，

透過展售，顯示生產蝴蝶蘭的技術實力。現

階段可以組合盆栽為主，搭配其他花卉與陶

藝花器，可增加附加價值，並增加其他產品

商機與銷量，有助於花卉產品縱深，發展全

面化商品。

在品牌策略上， 蝴蝶蘭屬於高檔花卉，

價位相對於其他花卉為高，因此以一定品質

花卉而言，價格比品牌重要的多。亦即如果

品質好，即使沒有品牌，亦可比有品牌的產

品，賣的到好價格 。大都市中由於競爭激

烈，產品供應相對充裕，替代花卉選擇亦

多，造成消費者對於價格敏感度甚顯著。尤

其蝴蝶蘭栽培技術要求高，進入的資金與管
理門檻亦高，在大陸地區對於智慧產權的保

護及認知距離先進國家仍有一段區離的情況
下，即使是上海此等的大都市，開發蝴蝶蘭

品牌所產生的附加價值並不高。國此發展國
家品牌，以產地，例如強調台灣遲或是台灣
品種，以產業力量作整體行銷訴求，仍應可

區隔出一有效而顯著的消費市場。

最後在產品線策略方面，台商應該確保

蝴蝶蘭種原優勢，在品種上確保核心生產，

再考慮於中國投資設點，利用其相對廉價的

自然資源與人力條件，從事後段生產。或與
生產基地配合，提供種苗，而由對方負責大

陸市場營銷階段，如此可適當阻隔市場價格

波動對於企業營運的影響，降低直接面對市

場的風險與壓力（李朝賢等人， 2002)
大都市市場競爭激烈，花卉品系多，但

是農用土地相度稀少，因此台商透過初步銷

售接觸，瞭解市場銷售潛力後，進而建立中

衛供應系統，由鄰近城鎮以衛星方式提供前

期栽培，銷售期前再進入市郊大棚或是生產

基地進行催花動作，以掌握市場需要與供貨

時效，應為可行策略。

（＿＝）價格策略

依照產品價值定位不同，分為「價值導

向」與「成本導向」兩種型態。若採價值導

向定價法，則蝴蝶蘭屬於高檔次產品，花型

幽雅大方，價值很高，在其栽培上對於資

金、生產環境、管理能力、專業知識等項目

的要求，均較其他草花苗木為高的要求下，

在定價上必須維持高品質形象，強調晶昧做

訴求，以明顯與一般草花市場予以區隔。為

提昇產品附加價值水準，可以圖像、特別展

覽等方式，與名牌奢侈產品如珠寶、服飾，

或是知名社會名流、或是高級宴會場合等環

境相結合，以凸顯其尊貴與價值，營造不可

取代的形象。因此對於分級定價機制必須嚴

明，避免因不良的價格競爭而傷害蝴蝶蘭的

形象，因此對於供過於求時的多餘數量以及

台
灣
花
卉
綺
售
愛
社

1

團
大
挂
的
行
妨
策
略
︱
吋

蝴
蝶
蘭
克
例

25 



不符標準的次級品，必須透過包裝或是特殊

賣場環境等條件予以有效區隔，以防止市場

被滲透後，無法維持價格水準。

若採附加價值低的成本導向定價法，則

可因應近年來許多量販店與超級市場的逐漸

在中大型都市市郊設立與擴充的趨勢，以此

類平價商圈為展銷重點，在提供一定品級產

品（如至少B級品）的技術要求下，以合作

或是出資方式與現有廠商配合，透過擴大產

量方式，降低單位成本，以維持一定之毛

利。

臼通路策略及措施一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方式

與當地配銷通路

掌握通路即是掌握市場，因此通路的維

持與管理，為現階段各業者克服技術成本問

題後，另一個嚴肅的課題。目前在北京、上

海、廣東等大型都市中，高檔花卉通路大約

有兩個：一是在生產基地或是都市市郊的花

卉產品中轉站旁，設有大賣場，供應一般量

大的零批或是花商。另一種是少量在量販店

或是超級市場設點設櫃，或是與花店配合，

以組合盆栽方式銷售。由於現階段大陸民

眾，利用週末假期舉家前往市郊大型賣場或

量販店逛街消費，已成為新興時尚，因此如

何與現有量販通路搭配，另闢次級品或是供

需失調時多餘產品銷售點，亦是值得注意的

課題。

另一個優勢即可利用量販店的展店能

力，拓展版圖，可以間或提供鄰近消費能力

較低的都市需求。並可以搭便車，於賣場中

成立販售點，提供消費者相關花卉栽培知識

以及購花訊息。從而增加曝光，建立消費者

信心與口碑，為「品牌」的建立，奠定基

礎，建立可攻可守的灘頭堡。

四促銷組合策略及措施

蝴蝶蘭由於價格高，花型幽雅大方，十

分引人注目， 因此多為其他蘭花（如文心
蘭）或高級花卉（如火鶴）與之搭配為組合

盆栽銷售。如果要便宜的花，則中國消費者

不會選擇蝴蝶蘭，而是改選文心蘭或是大花

蕙蘭， 1因此，價格促銷策略不見得產生顯著

效果，業者也不願採用。而且台商產品，大
多具有一定口碑，宜採用「組合盆栽」方

式，搭配其他花卉及花材，以提升整體價

值，增加附加價值。高檔花卉通常議價空間

低，賣方主導市場環境下，也無須進行促
銷，反而傷害獲利，減短產品市場壽命。

至於在內陸地區都市，一般蝴蝶蘭幾乎

均以三株，甚至更多株的型態，或是搭配其

他花材構成組合盆栽方式販售，由於其珍

貴，因此多以贈禮或公家政府單位為銷售對

象，因此價格亦相當高昂。由於台灣傳統對

於鮮切花材、插花盆景等園藝造景能力，領

先大陸有段距離，所以如何透過設計、花

器、擺設及創意，提高產品最終價值，是台

商較具優勢之處。

在營造公共關係部分，由於蝴蝶蘭屬於

高檔花卉，私人自家消費數量極為有限，因

此公家採購與贈禮目的的購買，即成為蝴蝶

蘭主要購買力形成的因素。如何掌握公家機

關的採購時機與數量，即必須依靠平時人際

與公共關係的經營。所以必須妥善經營，例

如以贈禮或贊助方式，在相關場合或是展覽

場地，提供花材，以建立人脈與交情，或是

與在地的企業或是生產基地結合，透過當地

人發展當地人脈亦屬可行。
不過因為產品相關產品規範付之闕如，

執法與道德、認定不一，造成交易雙方互信程

度低，缺乏誠信與遵守契約的商業精神，所

以直接影響市場秩序，造成價格波動劇烈，

各種買賣糾紛層出不窮。加上人口與職務異

動頻繁，因此公共關係在中國市場必須建

立，但是成效並不易維持。不過，由於大陸

重視人際關係，因此「口碑行銷J 方式頗為

普及。人際關係相當重視，因此如何經營人

際交往 ， 或是透過大眾媒體，瞭解當地社會

習俗與文化，掌握意見領袖或是龍頭單位的

動向，乃直接決定產品的定位與營銷。

經由前述對於中國市場的分析探討後，

本文將短期 1。可採行策略說明如下。

1. 由於大陸市場之「先到者優勢（first
mover advantage）」正在急速流失，台商



如要經營大陸市場，宜趕快前往暸解，所

謂「準不如快，快不如現在」。針對投資

的環境，做好通盤市場調查與規劃，瞭解

目標市場情況與相關的產業連結，成功機

會才可能提高。

2.近期內，台灣蝴蝶蘭等高檔花卉經營者如

欲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必須暸解本身的人

員、資金與技術的現況，能否允許有剩餘

資源進行市場拓銷。對於資金等資源，亦

需做好流不勤于析，以便有效管理。尤其在

三大集中的限制下，避免因資金過於集

中，產生營運調度困難，影響企業永續經

營。

3.採行「階段分工」模式，與大陸在地的既
有生產基地或科研單位合作，利用其設

備、人力與市場拓銷能力，配合我方資金

與技術，穩定產品各階段出貨良率、種類

及數量。藉以瞭解市場、充實市場訊息與

人脈，累積發展商機的潛力。並配合新產

品或是行銷管道，確立自身的市場位置。

減少市場滲透速度與幅度，維持產品位於

擴張速度較高，獲利率較高的成長期，藉

以延緩產品進入價格穩定的成熟期。

4.注重上下游供應鍊關係的維持，確定業者
自身的相對競爭優勢，發展以蘭花種苗公

司、蘭花產銷公司、蘭花生產資材公司等

型態為主的組織，以著眼於「國際供應
鍊」中台商相對有利位置，並適度招募當

地負責可栽培之人才，以穩定市場，在適

當的市場行銷適當的產品，以保持在品系

掌握與行銷能力等方面的領先優勢。

5.如果短期內，考慮因為法令不熟、配合廠

商能力、市場瞭解不夠等項目，而可能形

成風險過大的情形，可考慮以下兩種結盟

方式進行。一為策略聯盟或組織產銷班，

透過共同出貨，共享市場資訊以及生產資

源方式，達成最低運銷單位的限制，並降

低成本，分攤可能的變化。一為成立公司

型態，與外商或是在地企業結合，藉由外

來資金的把注， 暸解市場與政府運作，從

而擴大市場行銷規模，進行組織轉型。

五、結論

近年來由於大陸經濟發展迅速，市場蓬

勃發展，積極招商，此對於出口市場已趨飽

和，但已其有成熟種植管理技術與市場經驗

的台灣蘭業，具備相當吸引力。依照本文分

析，現階段台灣蝴蝶蘭產品外銷大陸，是有
機會，但是風險甚大。依照現有兩岸政經情

況而言，國內蝴蝶蘭業者近期宜以瞭解大陸

市場為主，確立「業務規劃調整」與「兩地

管理的可行性」評估為兩大主要工作項目。

兩三年內對於大陸地區則考慮在保存核心價
值下，視台灣為產品研發及市場策略擬定基

地，藉以行銷大陸市場，評估由自身業務的

「輔助市場」，提升為「主要互補市場」之

可能性。

如已考慮對大陸輸出蝴蝶蘭，則可依業

者的核心競爭力類型，制訂兩種發展策略：

如果長於「生產」，則應採「成本導向」策

略，鎖定種苗生產，年節花供應、技術服

務、經營諮詢、病蟲害防治等工作項目。若

是在「銷售」方面較其優勢，則應採「市場

導向」策略，經營投入原料及資財提供、流

通服務提供、市場資訊分析以及行銷市場開

拓等業務。

短期間則透過有效規劃管理，整合兩地

資金、人才、技術等資源，以認識市場結合

人脈，為首要工作。其後，再於此基礎上，

深化價值核心，確立分工體系，以奠立永續

基礎。最後，再視政府條件，適度調整資金

把注幅度，擴大市場範圍，以提昇企業獲

利。亦即大陸高價花卉市場，必須循序漸

進，依點、線、面之層次，審慎經營。

總而言之，就供應鏈觀點，台灣蝴蝶蘭

產業在考量大陸市場後的利基在於「微笑曲
線」 的兩端：研發端與市場端。當然政府亦

應致力於提供我國目前其競爭力的花卉產業

在市場資訊、產業發展、法令規範、技術支

援、品種認證、業界交流等公共性質較高的

服務。易言之，政府與業者在海外市場的開

拓上，應該要分進合擊，一方面政府透過花

卉協會等專業組織，藉由參與花展或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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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協會，提高業者的視野與市場廣度﹔另

一方面，業者考量本身的技術、財務以及市

場能力，針對特定市場與品系，強化其市場

深度，如此才能整合各方資源，擴大效果，

提生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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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中國現行農業統計，在空間上主要依地理位置

與自然條件，劃分為失去區塊，分別是華北地
區（北京、天津、 l河北、山西、1內蒙古五省

i 布）、東北地區 1（遼寧 I ~ 吉林、黑龍江三
看）、捧東沿海地直（上海、江藤、漸江、安
徽、福建、江西以及山東七省市1 、華東南地

區（河南、湖北、湖南、廣西、廣東及海南六

省）、西南地區（重慶、四川、貴州、卜雲南以

及西藏等五省市）以及西北士也區（陳西、甘

肅、青海、寧夏以及新疆等甲地區），共三十
個省市自治區。其中西藏與寧夏兩自治區並未

有相關花卉統計資料。

2 由於分類方式以及資料處理的認定不同，因此

與 AIPH 之統計，原有差異。

3 中華人民共和具農業部係將花卉資料分成九大
類：（一i＇＂ 切花切葉乾花類：包括鮮切花、鮮

切葉以及乾燥花。（二）盆栽植物類：包括盆

花、觀葉植物以及盆景。（三）觀賞苗木。

（四）食用與專用花卉。（五）工業用花卉。

（六）草坪。（七）種子用花卉。（八）種苗
用花卉。（九）種球用花卉。

4 目前新台幣與人民幣透過美金轉換下的匯率約為

4 ，換言之，人民幣一元約可兌換四元新台幣。

5 不過據中國海關統計， 2003 年中國花卉出口創

造外匯收入則高達兩億九千萬美元。

6 歸屬於「具技術優勢、獨特性或過去出口具有
績效項目」的第一類產品。

7 歸屬於「外銷穩定成長、品種或技術必須加強

研發改進」的第二類產品。

8 2002年海關資料顯示：蝴蝶蘭與文心蘭出口總
值分別為 1428.3 萬美元與 52泣萬美元，平均

出口單價則分別為每公斤 8.05 美元與 4.24 美

7C 。

9 該年度我國蝴蝶蘭出口量與值，在植株部分為

1,839 公噸共值 1,428.3 萬美元，而種苗部分為

443.16 公頤共值 288.194 萬美元。

10至於中 、 長期策略，限於篇幅，有興趣者可參

考李朝賢（2004）之相關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