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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行銷與農夫市集

董時叡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業推廣暨經營學系  教授兼任所長

 

　　最近台灣逐漸興起一股農夫市集的熱
潮，從台中的「興大有機農夫市集」、「合
樸農學市集」，高雄的「微風市集」，到台
北的「248農學市集」，以及陸續在籌辦中
的多個市集，都顯示回歸到人與人對話，追
求生鮮自然的銷售環境，是農產品消費者日
漸重視的銷售方式，此一方式與過去獨霸市
場的超市、大賣場的銷售方式迥然不同，但
卻是全球重要的新興農產品行銷方式。
　　實際上，農夫市集並不是一個新的行銷
方式，在幾十年前台灣各地都有市集，因此
「趕集」是當時生產者和消費者日常生活中
重要的活動。只是隨著超市和量販店的興
起，傳統市集已經完全沒落，而現今的傳統
菜市場大多不是由農民親自販售，因此也稱
不上是農夫市集。美國稱現在的農夫市集為
「新世代農夫市集」，就是標示現在興起的
農夫市集，呈現的已經是新的風貌和完全有
別於傳統市集的經營理念。

一、什麼是農夫市集(farmers’ market)?
　　農夫市集的經營就行銷學上來看，屬於
一種直銷(direct marketing)的方式，是一
種農民直接銷售農產品給消費者的方式，簡
單的說，就是一種「以小農為主，於固定時
間在固定地點舉行，由農民親自販售農產品
的行銷經營組織」。它一般具有幾個特色：
1.產品是新鮮、自然和在地生產：減少長途
運輸失去新鮮度、包裝過度、加工失去自然

感；2.產品多樣但少量：農民提供許多量少
而平常不會供應市場的農產品，攤位中多樣
的產品，讓購物成為一種尋寶般的樂趣；
3.消費者和農民直接對話：經由溝通，雙
方能建立朋友關係，促進信任，使消費者安
心，農民成為快樂的農夫；4.由於直接販售
可減少中間商之介入，也可增加農民的收
入；5.農民和消費者都是行銷的主體，具有
完全的自主性。
　　就全球的發展來看，新世代農夫市集之
產生，美國是成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也影
響了其他國家市集的發展，根據美國農業部
2006年之統計，美國有4,385個定期的農夫
市集，新市集出現的年成長率為18.32%，發
展可說相當快速；而歐美國家農夫市集也已
經相當普遍，部分市集更成為大都市的活動
盛事、觀光景點或是著名的文化節據點。例
如根據統計，英國目前有至少五百個農夫市
集，而日本「地產地銷」的市集經營觀念很
盛行，在很多觀光景點和都市邊緣都可看到
農民擺攤販售生鮮農產品。

二、 農夫市集成立的條件
　　一個市集的產生，基本上需要一群具有
相同理念且能長期經營合作的農民、一個
適當的場地(可吸引人潮和交通方便)和設備
(帳篷、桌椅和廣告看板等)、一個有熱忱的
經營團隊(包括經理人和少數工作人員)，以
及許多具有愛心耐心的志工，才能使市集有
效運作。而經營團隊必須擬定長期的經營計
畫和有效的分派工作任務，包括媒體宣傳、
場地佈置和教育訓練等，都得有完善的實施
目標和時程，才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至於什麼樣的農民適合加入農夫市集？
只要具有以下特點之ㄧ的農民，都可考慮加
入：
1.農場面積小、只能小規模生產，但是農產
品品質高的農民：農場面積小或生產規模
小，要供貨到一般的超市或大賣場有很大
的困難，產品交給中間商或盤商，利潤很
低，如果產品品質良好，農夫市集可以提
供一個平台讓農民經由自我推銷獲得銷售
的機會。

2.不願意讓農產品價格完全由中間商或盤
市集週年慶-長期推廣與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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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主宰，追求價格自主的農民：只要農民
對自己、對產品品質有信心，在市集中可
以經由與消費者的溝通，獲得價格上的優
勢。

3.除現有通路外，想要尋求新通路的農民：
農夫市集一般來說，主要在提供一個不同
於主流的通路，讓農產品通路能多元化，
減少風險，對於小農來說，有可能成為主
要的通路。

4.想要直接接觸消費者，宣揚個人生產理念
的農民：要建立消費者的信心，理念的溝
通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當農民栽種的是高
價位的農產品(如有機產品)時，市集提供
很好的面對面溝通機會。

三、 農夫市集的特點
    比起超市或大賣場之農產品，農夫市集
銷售的農產品具有下列之優勢：
1.提供當季、鮮採，甚至是「在欉紅」的農
產品：由於在市集銷售不需要長時間的運
輸，蔬果可在較成熟的時候採摘，讓消費
者可享受到新鮮、風味最好又自然成熟的
農產品。

2.可供應一些產量小、農場額外生產的市場
稀有農產品：小農場生產的農產品，有些
品項由於產量很小，以往都只是由農場主
或其親朋好友享用，很少有機會被送到超
市賣場，在市集就可充分成為賣點，成為
消費者購物時的樂趣。

3.有任何關於農產品生產、處理、烹調之問
題，可當場與農民討論：由於農民每次都
會在攤位上親自解說，消費者可經由與生
產者的對話互相了解信任，知曉彼此的需
求和問題。

4.每個攤位都是不同的設計風格和產品類
別：此一特色有別於超市大賣場之統一擺
設風格，每一個農民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喜
好和產品特色，安排攤位的擺設方式和裝
飾，可發揮農民的創意和塑造市集特有的
風貌。

　　就通路而言，比起其他的行銷通路，農
夫市集具有的優勢為：
1.較低的行銷起始成本：除了繳納固定租金
外，加入農夫市集一般不須要店面或昂貴
的賣場設備，成本較低。

2.在生產規格和包裝上具有最大彈性：參與
市集的農民可以販售任何大小的農產品，
在包裝上可自由發揮創意。

3.包裝、廣告和行銷成本很低：由於農夫市
集是以在地社區居民為行銷對象，主張包
裝最簡化，因此成本相對較低。

4.相對上較合理的價格和收入：由於農民將
產品直接售予消費者，減去中間商人的費
用，因此銷售價格和利潤會提高。

5.消費者快速直接的意見回饋：任何消費者
對於農產品和農民的意見，都在兩者的對
話過程中，直接且立即的溝通，可建立彼
此的互信，成為朋友關係。

6.可作為農民與消費者、通路商和店家的接
觸平台：在市集中農民與消費者、通路商
和店家可經由溝通建立對農產品品質和價
格之共識，一旦互信建立，亦可採取宅配
方式交易，不必親臨市集，建立另一個銷
售管道。

　　此外，比起其他的行銷通路，農民參與
農夫市集，也必須體認到以下的狀況或限
制，預先作好充份地心理準備和調適，才能
成為快樂的市集農夫：
1.農民必須在攤位前親自販售，必須花費較
多的時間在行銷上，相對會排擠在農場工
作的時間。

2.每次市集前的產品收割、包裝、貯藏、運
輸和市集結束後之收拾，都需要大量時間
的投入。

3.市集之營運狀況會受到天氣、季節性因素
和一些偶發事件(如颱風造成菜價飆高)之
影響，使消費購買熱烈情況有起有伏，必
須有面對門庭若市與門可羅雀劇烈變化的
準備。

4.農民必須適應擔任銷售人員的角色變化和
學習新的銷售服務技巧，成為具有十八般
武藝的農夫。

5.農民要訓練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和表達方
式，必須有面對各種客戶的技巧和正確的
心態。

6.由於是長期經營，農民必須有長期的生產
規劃和管理控制，做產品的產期調節，才
能應付季節性的消費需求。

在市集購物兼具休閒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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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例：興大有機農夫市集
　　興大有機農夫市集整個計畫從2007年一
月開始規劃，歷經各種工作協調、開會討
論，以及和農民辦了六場溝通說明會，在缺
乏經驗的摸索中緩慢前進，在2007年九月一
日開幕，目前共有三十幾個農場參加，設立
了約20個帳棚，只販售經過正式驗證的有機
生鮮農產品，每周六上午八點至十二點在中
興大學校園內舉行(詳情可參見網站http://
organic.nchu.edu.tw)。
　　此一市集之農民是一具有組織性的團
體，由所有農民選出之「自治委員會」負責
對內管理和對外協調事宜，除了設置主席和
副主席，還有負責場務、財務和生產調節等
工作的幹部，並委由一個專業經理人負責執
行委員會決定之事項。參加的農民在每週六
早上大約六點半就到市集，大家親自打掃、
搬運貨品、搭帳篷和鋪設產品、張貼海報，
於八點鐘準時開賣。一般大概在十二點市集
結束後，大家開始收拾，於十二點半一起在
學校餐廳享用午餐，並於餐後召開農民和志
工一起參與的討論會。此外，每個月都會有
農場參觀交流和產銷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
讓農民從交流和訓練參與中互相學習和成
長。
　　而這個市集其實是基於「有機、環保、
自然、科技、教育、信任、健康」的核心
企畫理念而設計，整個「有機農夫市集」之
農產品行銷模式，係整合網絡資訊系統的管
理，連結專家、農民與消費者進行知識的創
造與分享，建立超越傳統與現代之有機農產
品產銷模式，未來更希望將中興大學的施行
經驗推廣至全台各地。
　　具體言之，此一農夫市集的思想主軸是
以在中興大學的經營經驗為基礎，推動「有
機農夫市集」的產銷模式，建立教育、信任
的互動機制，維護自然永續的生產環境，進
而推廣健康的生活文化。在這樣的主軸之
下，有以下的目標：
1.結合傳統有機生產模式與現代健康消費概
念，營造互信的生產與消費環境，重建現
代社會缺乏之信任文化。

2.發展「在地生產與在地消費」新農產品價
值鏈，善用資源並降低產銷成本，期望能
創造農民與消費者雙贏的局面。

3.藉由有機農產品消費關係與教育活動連結
生產者與消費者，分享環境永續與健康生
活的概念，落實新環境生活運動。

4.使用現代網路科技，傳播與溝通生產和消
費知識，建立教育與監督的效率管理機
制。

5.整合學界、社區民眾、志工組織與農業生
產者進行社區總體營造，建構城鄉生活新

伙伴關係，推動健康優質生活文化。
    為了讓消費者買到新鮮且有保證的有機
蔬果，農民得以增加收入，此一市集之經營
秉持下列幾項原則：

1.在地生產、在地消費：市集消費者以中興
大學附近的居民為對象，農場則以中部地
區有機農場為主要產品供應者，除了節省
運輸成本、提高農民收益外，也可以讓消
費者買到新鮮的有機農產品。

2.扶植弱勢小農：透過市集的交易，協助小
農建立新的銷售管道，並透過中興大學集
驗證機構的驗證監督，建立消費者信心。

3.結合健康與環保：市集販售儘量不使用塑
膠袋、鼓勵消費者使用環保袋，以減少對
環境污染。同時舉辦「有機生活講座」，
讓大家對身心靈健康及有機農業有更深入
的瞭解。

4.農民親身販售：農民親自為消費者當場說
明產品特色、種植方式，以及解答其他任
何疑問，經由長期面對面溝通、交易，進
而建立彼此的互信關係。

5.促進社區公共關係：藉由農夫市集之舉
辦，使中興大學與鄰近之大中小學，以及
附近社區居民經由健康議題的互動，以及
農夫市集之交易，建立良好的關係，更期
望農夫市集成為校園內假日重要活動之
一。

　　興大有機農夫市集雖然只經營一年多，
長期而言，期望達到以下經濟和非經濟效
益：
1.增加有機農民收入：在農夫市集販售可減
除中間商之利潤，讓農場之收入提高。

2.減少農夫市集消費者之醫療費用：經由消
費有機食品，減少有毒物質之攝取，有益
於健康之促進，減少醫療開支。

3.活絡社區之經濟活動：農夫市集之舉辦，
會為社區帶來消費人潮，讓中興大學附近
社區之經濟活動熱絡起來。

具有熱忱的經營團隊和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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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農民有機生產信心：經由與消費者互
動，行銷農民，改變一般大眾對農民的刻
板印象，也讓農民彼此間能有互動機會，
增加人際溝通經驗和技巧。

5.環境與生態保護：農夫市集之經營採取
在地生產消費方式，減少食物運輸里程
(Food Miles)，節省能源和減低溫室氣體
排放。

6.提升消費者健康狀況：有機農夫市集不僅
提供優質、生鮮農產品，透過參與相關活
動與講座除可接收相關健康訊息，也可建
立社會支持網絡，全面提升參與者的健康
狀況。

7.永續農業與鄉村發展：慣行農業對於土
地、環境的破壞在鄉村地區出現許多負面
影響，農產品的品質與產量也不穩定，推
廣有機概念與產品將有助緩和環境破壞的
速度，鄉村社會也有再度活化的契機。

五、 結語
　　整體而言，農夫市集的經營方式，讓中
興大學、農民和消費者都受益很多。中興
大學因市集的經營，建立與社區居民的良好
互動平台，提升學校形象，也讓參與的師生
有將課堂所學實際應用的機會；對於小農來
說，不僅可以減少中間商的價差損失，增加
農家的收入，更可以提升農民的交際能力和
自信，同時對於農民的交際應對，以及解說
服務能力，是一個很好的訓練場合。2007年
底一項對參與市集農民的調查，農民的收入
因參與市集經營，平均至少增加兩成，同時
農民的信心和與消費者對話服務的能力，也
大為提升。而對於住在學校附近的消費者而
言，此一市集提供新鮮、可信賴的有機農產
品，加上健康相關議題講座的洗禮，對於身
心健康有許多助益。
　　農夫市集，不只是為小農尋覓一個行銷
出路，為消費者提供真正的食物(新鮮、自
然和高品質)，更因為減少食物里程，有助
於社區之永續發展，放眼未來，是台灣農業
和鄉村發展應該走的路，只要不放棄，就永
遠不會失敗。

創造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對話平台

結合健康概念,營造互信的消費環境

市集全體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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