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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石斑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之研

究－產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

觀點 
劉祥熹*、莊慶達**、陳均龍***、黃韋翔**** 

摘  要 

石斑魚為臺灣重要的出口導向型水產品，在 ECFA 簽訂與全球化趨勢下，其產業的

經營為值得探究的重要議題。本文目的在於尋求出臺灣石斑魚產業在產業營運、價值鏈

與全球運籌等層面的關鍵成功因素，並進一步綜合考量所帶來的策略意涵，以作為臺灣

石斑魚產業從內部營運到全球化經營下的發展重點。基於研究目的，本文利用問卷調查

獲取本研究所需資料，並應用統計方法進行信度與因素分析，以及重要滿意度交叉分析

法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以找出關鍵成功因素。研究結果指出，產業營

運構面關鍵因素依序包含「企業結構」、「支援產業」、「生產因素」；價值鏈構面關

鍵因素依序為「人力資源管理」、「行銷銷售」、「進貨運籌」；全球運籌構面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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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依序為「配送構面」、「採購構面」、「製造構面」。另外，透過 IPA 分析亦找出各

項必須維持的競爭優勢，必須進行改善之重點，建議將資源移轉之項目，以及目前應暫

緩投入之項目。基於本研究實證結果，可提供重要資訊協助業者針對產銷層面制定產業

經營策略，同時亦提供政府做為相關政策擬定之重要依據。 

  
關鍵詞：石斑魚、關鍵成功因素、產業營運、價值鏈、全球運籌 

JEL 分類代號：L22、Q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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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石斑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之研

究－產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

觀點 
劉祥熹、莊慶達、陳均龍、黃韋翔 

壹、緒論 

水產資源為人類重要糧食與蛋白質營養來源之一，由於海洋漁撈能力持續提升，造

成漁業資源受到極大壓力，使得水產養殖受到重視，因此連同水產品及其附屬加工品之

開發與創新也成為穩定糧食供應的重要發展課題 (莊慶達等，2013)。石斑魚為臺灣養殖

水產品出口中，近年來佔貿易份額較高的魚種，且近年出口貿易值漸有成長 (圖 1)，在

2013 年時約佔總水產品出口值中的 8.42%，為養殖漁業中之最，出口值高於石斑魚之水

產品僅有屬於海洋捕撈業的鮪類 (大目鮪、黑鮪、長鰭鮪及大目鮪合計約 36.96%) 以及

鰹類 (17.30%)。 

臺灣石斑魚產業優勢來自於活魚高價販售的特性，主要貿易市場為香港與中國大陸

等地。石斑魚隸屬鮨科、石斑亞科、石斑屬，俗稱為繪魚或過魚，英文則俗稱為 Grouper、

Coral Trout、Rockcod、Hind 等，全球石斑魚約有 400 多種，石斑魚產業的供應鏈分工細

膩，產量逐年增加成為臺灣重要的養殖魚類，亦是各國競相養殖的重要魚種之一。臺灣

養殖石斑魚近年來主要物種為點帶石斑、龍膽石斑、青斑、瑪拉巴石斑魚、老虎斑、東

星斑等品種，亦研發出新品種雜交之珍珠龍膽，以臺南、高雄、屏東為主要養殖石斑魚

地區。在技術上目前已具備多數石斑魚種從自然產卵、育苗到養成之完全養殖技術。另

臺灣石斑魚業者已有專業的分工，亦從專營採卵、孵化、培育仔稚魚苗、種魚養成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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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石斑魚產品各類型出口貿易量及總出口值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業委員會漁業署(2015)。 

專業的魚卵孵化場、仔稚魚育苗場、魚苗養殖場以及一般成魚養殖場，此外更有培養餌

料生物的業者 (沈士新等，2014)，已發展出獨步全球的產業模式 (水產種苗，2007)。根

據陳詩璋與莊慶達 (2010) 研究指出，石斑魚產業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沿海地區

對石斑魚消費力更為逐年升高，年總需求量高達新臺幣 60 億元。基於此，石斑魚產量倍

增計畫更是列於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精緻農業健康卓越方案」之中，當時之目標是

在 2015 年時能創造每年 75 億元之石斑魚產值，顯示石斑魚產業早已成為我國重要的貿

易導向水產品之一。根據財政部相關資料顯示 (如圖 2)，石斑魚產品出口以活魚為主，

以 2015 年統計量來看約佔該年石斑魚出口量的 99.6% (約 1 萬 7 千餘噸)，其餘有 0.15%

為生鮮或冷藏 (約 25 噸)、冷凍石斑魚僅佔 0.2% (約 34 噸)、冷凍魚片佔不及 0.1% (約 2.4

噸)。另自西元 2003 年至 2007 年間，活石斑魚出口量介於 106 公噸至 328 公噸呈現較低

的持平走向，2008 年起由去年 106 公噸上升至 1,835 公噸，往後每年皆呈倍數趨勢快速

成長，至 2012 年出口量高達 15,450 公噸，相較 2003 年產量 67 倍之差。從出口量暴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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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石斑魚產品各類型出口貿易量及總出口值 

資料來源：財政部關務署(2015)。 

一年的 2008 年，出口量 1,835 公噸出口值近新臺幣 4 億元，隔年 2009 年出口量 4,161 公

噸出口值新臺幣 14 億元，2010 年出口量 7,936 公噸出口值新臺幣 24 億元，2011 年出口

量 9,397 公噸出口值新臺幣 35 億元，至 2012 年出口量突破 1 萬 5 千公噸出口值新臺幣高

達 47 億元，然而隨後出現成長趨緩。以最近三年來看，2013 年雖在出口量上有所成長 (1

萬 7 千餘噸)，但產值卻僅有新臺幣 45 億元，而 2014 年則是有近 1 萬 8 千噸，產值達 58

億元左右，2015 年則是約略下滑至 1 萬 7 千噸，產值亦下滑至約 50 億左右，顯然並未達

成當時所設定 75 億出口值之政策目標。因此以上數據可推論近年來石斑魚養殖產業發展

迅速，不斷有潛在資金的進入進行生產銷售的活動，表示臺灣石斑魚養殖能力與技術基

礎相當茁壯，但臺灣石斑魚產業受到全球化影響相當快速，因此產業成長已面臨飽和問

題，故產業的全球運籌問題乃是突破其經營困境的重要途徑。另就出口國家而言，自 2003

年起至近十年間，臺灣石斑活魚出口國，包含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美國、日本、

南韓、新加坡、越南、英國、加拿大、菲律賓、荷蘭、澳門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國，

其中最主要外銷市場仍以中國大陸與香港為主，在2015年時分別約佔79.4% 及20.6% 之

比例，其他鄰近的亞洲國家貿易量並不多。2015 年生鮮與冷藏型態以出口至日本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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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96.6% 左右。另冷凍全魚及魚片則是銷往中國大陸 (約 59.2%)、新加坡 (約 21.2%) 及

美國 (約 15.9%) 為主。然根據葉忠與戴婉茜 (2009) 針對石斑魚活魚運銷成本管控之研

究指出，活魚運銷售受到病亡及老化等諸多問題，因此若以活魚運輸的模式，若未能有

效控制存貨時整體供應鏈成本風險將是一大考驗。因此在現階段生鮮、冷藏及冷凍石斑

漁產品比例偏低的情況下，未來必須思考透過保鮮技術將部分活魚之石斑魚產品轉為冷

藏或冷凍型態，強化石斑魚產品在全球運籌上之功效。 

臺灣與中國大陸在 2010 年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石斑魚列為早收清單項目作為關稅減免的重

要水產品之一，根據詹滿色與黃徹源 (2012) 研究指出，ECFA 洽簽後對石斑魚產業之生

產者及貿易商有其利基，並可創造每年約 14 億元新臺幣之福利效果。此後，受到政府關

注下逐步推動兩岸活魚運搬船政策，政府自 2010 年起陸續核准 15 艘活魚運搬船運搬養

殖活魚外銷至中國大陸 23 處港口。但受到中國大陸養殖技術與生產規模的逐漸提升之

下，臺灣石斑魚貿易競爭力備受威脅。因此至 2013 年時，臺灣石斑魚產業在活魚出口上

受限於過度集中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兩地，以致面臨貿易出口量停滯的情形，如此臺灣石

斑魚產業競爭力確實處於逐漸弱化的趨勢。為有效改善此問題，當前必須重視石斑魚產

業整體營運環境，再配合價值鏈內有關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帶動石斑魚產業全球運籌，

以提升其產銷之競爭力或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現階段臺灣石斑魚主要以活魚運輸外銷中國大陸為主，可藉由產品差異

化提高競爭優勢與全球佈局的契機。同時，臺灣水產品市場正面臨全球化的挑戰，石斑

魚業產除了必須考慮到企業內部運作「價值鏈」(value chain) 的影響性；並基於外部環境

之經濟體本身，注視到「產業營運」(industry operation) 情形，並進一步基於產業全球化

以關注「全球運籌」(global logistics) 之重要性。基於此，本研究期能透過問卷調查針對

產業與官方重要人士進行探討，以尋求出在產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等層面的關鍵

成功因素，並進一步綜合考量此三層面關鍵成功因素所帶來的策略意涵，以作為臺灣石

斑魚產業從內部營運到全球化經營下的發展重點。根據前述研究背景之描述，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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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瞭解臺灣石斑魚產業發展與市場變動情形，擷取有關石斑魚產業營運、價值鏈與全

球運籌相關作業流程與相關因素與關鍵策略。並針對產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等構

面以交叉矩陣之分析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作為臺灣石斑魚相關營運

者，在考慮經營過程所投入或調整資源之重點因素。 

貳、理論基礎 

依本研究所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節針對與研究主題有關的理論進行探討，包括產

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等相關理論。 

一、產業營運理論 

為探討臺灣石斑魚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作為瞭解臺灣石斑魚產業發展的依據，釐清

整體產業未來之發展，故針對相關的鑽石理論、價值鏈及全球運籌理論進行回顧與探討。

另本文亦針對產業營運、價值鏈及全球運籌理論在水產領域之應用加以探討，故在此節

特別說明。 

(一)水產業的定義 

Srivastava et al. (1999) 的研究指出，產業無法明確描繪界線，存在一定的困難度，

一般歧異性多源自於不同範圍所致，而範圍差異含括「水平範圍」、「垂直範圍」與「地

理範圍」。而 Porter (1990) 則是認為產業的邊界依照定義的嚴謹程度有所不同，產品間、

顧客間的結構與價值鏈的差異，通常採取狹義的產業定義，因此劃分產業範圍是由發覺

產業內各結構差異性，並加以歸納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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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水產業而言，雖在文獻中缺乏明確之定義，然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第 9 次修正民

國 100 年 3 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可將產業分為 19 類，其中水產業係屬於Ａ大

類「農、林、漁、牧業」當中。但若跳脫單純的水產業而以宏觀的海洋產業之觀點則已

明確定義。例如根據美國國家海洋經濟計劃 (National Ocean Economics Program, NOPE) 

對海洋經濟之定義，係指所有經濟活動的投入，都是直接或是間接地使用到海洋資源。

進一步討論海洋產業之定義，則為某一產業的生產活動不論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與海洋

有關者，即可稱為海洋產業。有關於海洋產業之定義，加拿大漁業與海洋部亦作出與美

國相類似的定義，海洋產業係指某一產業在加拿大海洋區域以及與此相連的沿海區域從

事產業經濟活動，或是從事依靠海洋區域之相關活動而得到利益的經濟活動，則該產業

將被歸類為海洋產業。因此，海水魚之養殖係由海洋中直接取得的資源從事產品生產之

產業。 

(二)鑽石理論 

Porter 在 1990 年將鑽石理論加以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是由多種產業所構

成，各產業所需環境或條件也有所差異，所以產業乃國家主要競爭優勢的來源。國家是

企業最基本的競爭條件之一，因為它能創造並持續企業的競爭優勢。因此，就一個國家

的競爭的四項環境因素加以分析，包含「生產因素」、「企業的策略、結構與競爭對手」、

「相關產業與支援產業的表現」、「需求條件」並加上「機會」與「政府」作為輔助因

素，進而協調國家環境與企業競爭力的關係。在鑽石模型中，其特性為每個關鍵因素間

皆交互影響，藉由各因素改變對產業競爭優勢產生改變。 

二、價值鏈理論 

根據價值鏈 (value chain) 的基本概念，企業可利用生產端之原物料到消費端一連串

的物流環節，使得產品或資源多樣性的附加價值得以提升，所產生增值作用即為企業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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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價值之產品或服務提供給顧客 (Porter and Millar, 1985)。Kaplinsky and Morris (2001) 

則認為價值鏈是全方位將有形式之產品或服務之理念，透過生產過程交付給最終端之消

費者過程中，在不同階段所需處理的活動。價值鏈為企業創造價值的過程，從上游廠商

對材料生產製造的作業，延續至下游終端的零售與服務，此過程上游與下游的連結，視

為構成產業價值鏈的過程。依價值鏈理論，企業經營活動包含供應資源的後勤活動、生

產作業活動、產出後勤活動、行銷銷售與服務活動等五個階段。一般企業都是從某一環

節價值鏈活動，做為事業發展的起始點，但為取得所需原物料的供應或服務，剩餘部分

則透過交易或交換的形式與其他企業合作，然企業若將本身的有限資源配置在具優勢的

核心活動，則可建立對市場之競爭力 (Kohn, 1997；Sheridan and Leibs, 1999；Hill et al., 

2014)。根據前述理論，本文將企業增加內外價值的活動，細分為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

主要活動包括了進貨運籌、生產營運、出貨運籌、行銷銷售、服務；在支援活動分為業

者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管理、技術發展、採購等 (表 1)。 

綜觀過去研究，已有少數針對石斑魚產業價值鏈進行探討。林彥宏與余祁暐 (2014) 

將石斑魚養殖價值鏈分為「種魚場」、「孵化場」及「養殖場」，其中養殖場則包含中

間育成廠以及成魚養殖場兩部分；整個價值鏈過程必須搭配養殖設備商、飼料供應商以

及疫苗或藥品商的協助，成魚養成後則藉由通路商或貿易商將石斑魚販售到市場交至消

費者。另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近年推行新價值鏈農業政策，推動農漁業從「生產型」轉型

為「新價值鏈農業」，亦是價值鏈理論之實踐，思考如何進而建立品牌以運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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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orter 價值鏈構面與定義表 

價值鏈 核心構面 定義 

進貨運籌 必須接收、存貨或配置，在製造所需的原物料 

生產營運 藉由投入的轉化，完成產出最終的產品或服務 

出貨運籌 產品的倉儲與配送 

行銷銷售 顧客需求及銷售的相關活動 

主要活動 

服務 給予客戶產品的售後服務 

業者基礎設施 包含組織結構、控制系統、公司文化 

人力資源管理 包含員工的招募、聘任、培訓、發展、報酬 

技術發展 由技術支持創造價值的活動 
支援活動 

採購 投入所需的採買，例如的原物料、設備、存貨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 Porter (1996) 整理。 

三、全球運籌理論 

(一)全球化的定義 

全球化指多國產業或企業在全球各地建立營運據點，並實施銷售產品的能力，無論

在商品、服務、技術及資本在全球進行投資、生產或消費的擴大，都可稱為全球化 (Levitt, 

1983)。在降低貿易與障礙投資、通訊技術、資訊、運輸的改變，為全球化主要的驅動因

素，而全球化使得世界經濟體走向整合與相互依存的趨勢，區分為市場的全球化、生產

的全球化兩個部分 (Hill, 2007)。 

1. 市場的全球化：指各國市場各自分離的差異，受到整合成為單一的全球市場。然而在

各國關稅或非關稅等類型之貿易障礙的減少，會使得產品更容易銷售至各國市場形成

全球化的現象。 

2. 生產的全球化：形同類似市場的全球化，為降低生產成本、品質提升藉以增強競爭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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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所採購全球各地不同的生產要素，包含土地、勞動力、資源及資本等。 

全球食品商品市場正迅速的改變，然而這是穀物、起司、肉類產品傳統上主要剩餘

市場，目前主要廣泛全球貿易，即使像是水產品、蔬菜主要包裝之食品易腐敗，也能進

行長途運輸或透過電子資訊技術以縮短自生產者流向市場之歷程，而生產者逐漸經歷來

自更長遠的競爭者，較小的微利發展中國家，或多或少被迫採取，刻意拓展規模市場，

並給予一些時間去調節它們的制度以確保出口產品符合進口國的食品安全法的規定 

(Schillhorn van Veen, 2005)。 

(二)運籌理論 

本文進一步探究全球運籌相關理論，首先在運籌管理方面，美國「供應鏈管理專業

協會(Counci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CSCMP)」認為運籌管理的定義

為：「包含供應鏈管理的所有過程，為滿足顧客需求，從原物料起始到消費終端，進行

有效率的規劃、執行及控管存貨、服務與相關資訊的向前與向後流動關係。運籌管理活

動一般包含，內部與外部的運輸管理、倉儲、原物料運輸、履行訂單、物流網路設計、

庫存管理、供需計畫以及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務的管理」。Bowersox et al. (1999) 則是認同

CSCMP 對於運籌的定義，認為以供應鏈得以實現運籌，而供應鏈主要是以原物料與服務

供應者、內部作業及顧客的作業程序，和規劃、技術與衡量的規劃與控制程序，以及關

係的行為程序等 3 個程序所串連而成。根據 Stock and Lambert (2001) 之研究指出，運籌

管理應包含運籌的投入：人力資源、自然資源 (包含土地、設施與設備)、財務資源、資

訊資源；運籌管理：原物料、製品、製成品；關鍵運籌活動：需求預測、存貨管理、運

籌通訊、原物料運輸、訂單處理、零件與服務支援、顧客服務、設廠位置選擇、採購、

包裝、反向運籌、交通運輸與倉儲作業；運籌輸出：由運籌導出競爭優勢、增加運籌時

間與地點，使得運籌更有效率地讓商品有效的送往顧客端、因此可以將運籌視為企業的

一種資產。然而水產品全球運籌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例如 Elvestad (2009)，針對加入自

由貿易協定後水產品市場加以分析，比較智利與挪威鮭魚產品所受到的影響。另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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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針對貿易保護議題對水產品全球運籌影響進行一般均衡分析之模擬，例如 Gaasland 

(2009) 研究指出挪威的農業受到高度保護與補貼，其漁業與養殖反而受到國外的市場限

制。綜上所述，水產品全球運籌在貿易自由化下已成為相當重要的研究議題，但臺灣此

領域研究仍相對缺乏。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蒐集與整理文獻回顧及次級資料，瞭解研究主體之意涵，定義研究的相

關名詞，同時分辨名詞與研究範圍的關係應如何界定，作為後續研究過程所需之基礎依

據。根據實證引用模式，研擬合適之研究架構模式，作為問卷設計及抽樣基礎，並前往

問卷發放與回收，將回收問卷進行無效問卷之篩選及建構電子檔案，用以後續電腦相關

軟體分析使用。透過轉換之問卷資料電子檔，檢測其之信度與效度，接續進行因素分析

及重要度與滿意度分析。 

一、問卷設計與調查 

本研究問卷設計採用李克特 (Likert) 式五尺度量表。問卷內容包括：石斑魚產業在

「產業營運」構面、「價值鏈」構面、「全球運籌」構面之問卷題項；另外，依包括受

訪者之基本資料。以上問卷總計共 141 個問項。 

基於研究設計，調查對象必須對臺灣石斑魚產業營運及全球運籌有一定程度之認

知，因此採用立意抽樣法，依據研究者本身對研究相關之主觀認定及判斷，抽取具代表

性之樣本，受訪者以實際經營石斑魚產銷之相關業者 (164 人，佔 75.9%) 與產業組織專

家為主 (52 人，佔 24.1%)。又 164 人次之業者進行深入調查，其中業者職務階級以負責

人最為多數共 78 人次，約佔 47.6%，其次為一般職員為 53 人次佔 32.3%。若從經營石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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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的型態而言，72 人次主要以成魚養成為主，佔 43.9%，其次為白身苗育成 31 人 

(18.9%)、種魚繁殖 23 人 (14%)、兩吋苗育成 22 人 (13.4%)。問卷調查以現地以及郵寄

方式兩種，以蒐集初級資料作為本研究之樣本資料。資料蒐集期間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至

2014 年 4 月 30 日止，總計問卷數為 242 份，其中扣除無效樣本 26 份後，有效樣本數為

216 份，問卷數符合依據 Hatcher (1994) 所提出進行因素分析時樣本數須大於 200 份，多

者可以五倍待估計參數的個數為最小樣本數，因此本研究樣本符合此原則。 

二、統計分析方法 

首先，針對問卷所獲資訊採計量方法，進行敘述統計的分析以瞭解各相關變數所集

中或離散情形，並透過統計軟體 SPSS，進行信度與因素分析。接著進一步進行驗證性因

素分析加以檢視本文之理論依據，進而利用主成分分析萃取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挑出主要因素，接續以最大變異數法 (varimax) 進行轉軸，並將問卷中受訪者

選取之問題，所萃取之主要因素，進一步進行「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交叉分析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三、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交叉分析 

此部分本研究依據 Martilla and James (1977) 發表「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交叉矩陣」

用以衡量缺口間的差距，而 Marr (1986) 用於衡量服務品質的程度，使用方法多以取得

各項目之重要程度或滿意程度之代表值，將其繪製成「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交叉矩陣」，

縱軸為重要程度、橫軸為滿意程度。對此，本研究透過「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交叉矩陣」

來瞭解產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相關性中的各項首要因素，在受訪者認知各變項的

重要程度以及滿意程度間之差距範圍，並交叉相對應，以利瞭解指標對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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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分析結果 

本文為探討關臺灣石斑魚產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的影響效果及各構面的關鍵

成功因素，實證結果詳述如下。 

一、信度分析 

在信度分析方面，以 Cronbach's alpha 係數進行其內部一致性檢定分析。本研究 216

份之有效樣本其重要度與滿意度之 Cronbach's alpha 為 0.980 與 0.977，且其各構面之 

Cronbach's alpha 值則介於 0.935 至 0.965 之間，均明顯高於 0.7，顯示問卷結果整體信度

相當良好。 

二、Bartlett 與 KMO 檢定 

取樣適切性變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ment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 乃

在進行因素分析的過程中，可以得到一個呈現淨相關程度的矩陣。在該矩陣中，若有多

項係數偏高，則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根據 Kaiser (1974) 所提出之理論，進行因素分析

時其 KMO 值需大於 0.6。本研究在產業營運構面的重要程度與滿意度 KMO 指數為 0.885

及 0.893、價值鏈構面的重要程度與滿意度 KMO 指數為 0.918 及 0.910、全球運籌構面的

重要程度與滿意度 KMO 指數為 0.885 及 0.893，KMO 值皆高於 0.6 且 Bartlett 球形考驗

顯著性皆為 0.00，顯示本研究之樣本適合作為因素分析。另外，在效度方面，依據 Zaltaman 

and Burger (1975) 建議，當特徵值大於 1，且若每個變數與因素間相關係數大於 0.3，同

時能解釋 40%以上的變量，則表示其因素分析結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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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素分析之因素萃取與命名 

本研究透過三個主要衡量構面中之 127 個變項，分別用以主成分分析萃取法，萃取

特徵值大於 1 之主要成分，並基於陡坡圖及主成分特徵值之判斷，選取主成分之個數，

進一步轉軸分析用以最大變異數 (varimax) 之直交轉軸法 (orthogonal) 分別萃取各構面

大於 0.6 之成分並為前三高之因素負荷量，做為具代表性之重要關鍵因素，接續按其因素

特性加以新命名。 

(一)「產業營運」因素之萃取與命名 

為找出臺灣石斑魚產業營運現況的重要關鍵因素，依據鑽石模型理論六個構面區分

出 41 題項。歸納因素分析之主成分特徵值並進行因素負荷量前三之成分命名，提高因素

分析萃取出關鍵性因素。因素一之解釋變異數 29.920%，命名為「企業結構」；因素二

解釋變異數為 9.208%，命名為「支援產業」；因素三解釋變異數為 7.088%，命名為「生

產因素」；因素四解釋變異數為 4.872%，命名為「需求條件」、因素五解釋變異數為

4.417%，命名為「同業競爭」、因素六解釋變異數 3.890%，命名為「政府影響」(表 2)。

本構面各因素皆符合原先所引用之鑽石理論基礎，顯示鑽石理論中各項因素皆為石斑魚

產業營運的重要因素。 

(二)「價值鏈」因素之萃取與命名 

為瞭解到臺灣石斑魚產業在價值鍊上的關鍵成功因素，本文依價值鏈理論基礎，用

以價值鍊理論之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設計出 9 大構面，共計 58 個題項。進一步將其價值

鏈轉軸後的成份矩陣之構面因素，歸納因素分析之主成分特徵值並進行命名。因素一至

八之解釋變異數分別為 38.927%、7.080%、5.468%、4.287%、4.137%、3.875%、3.545%、

3.130%，然依其理論基礎與變項屬性將其原名命為「人力資源管理」、「行銷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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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貨運籌」、「出貨運籌」、「生產營運」、「技術發展」、「採購」、「服務」(表

3)。 

表 2  產業營運之重新命名 

 構面因素 (元件) 

衡量變項 因素負荷量 變異數% 
累積 

解釋變異% 
因素命名 

活魚運輸系統建構完善 0.717 
產業的科技設備提升策略 0.678 
臺灣貼近主要消費市場 0.662 
完善的食品安全監控系統 0.633 

29.920 29.920 

企 
業 
結 
構 

餐飲業的支援 0.745 
物流貨運業的支援 0.727 
養殖場設備業的支援 0.726 
活魚運輸船業的支援 0.726 
食品加工業的支援 0.712 
網路通訊業的支援 0.673 
魚苗養殖業的支援 0.670 
飼料業的支援 0.641 

9.208 39.128 

支 
援 
產 
業 

養殖水源的取得便利容易 0.780 
因應市場需求對生產要素持續性的供應 0.754 
良好魚苗品質供應 0.728 
經營的專業人才與技術 0.721 

7.088 46.216 

生 
產 
因 
素 

廣告宣傳可拓展國內市場 0.825 
宣導石斑魚營養價值可拓展國內市場 0.807 
美食展可拓展國內市場 0.768 
強化烹飪可拓展國內市場 0.616 

4.872 51.087 

需 
求 
條 
件 

其他水產替代品的競爭 0.805 
海外投資設廠的競爭對手 0.759 

4.417 55.504 同業 
競爭 

協助天然災害應變能力 0.823 
提供適宜補貼或優惠措施 0.715 
協助全球市場開發能力 0.603 

3.890 59.394 政府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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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價值鏈因素分析之重新命名 
 構面因素 (元件) 

衡量變項 因素負荷量 變異數% 
累積 

解釋變異% 
因素命名 

員工勝任各職位的能力 0.783 
企業財務會計能力 0.776 
產業策略聯盟能力 0.704 
主管營運管理能力 0.703 
勞動市場供應能力 0.702 
人事制度建立能力 (人員徵選、任用、培

訓、薪資福利制度)  
0.642 

38.927 38.927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與消費地進口商合作能力 0.774 
與餐飲業者合作關係 0.752 
加工包裝、設計多樣化能力 0.633 
電子商務網路平台應用能力 0.608 

7.080 46.007 行銷 
銷售 

養殖飼料選擇種類較多 0.746 
種魚數量充裕程度 0.744 
養殖飼料成本控制 0.733 
魚苗來源質量優勢 0.731 

5.468 51.475 進貨 
運籌 

加工包裝與檢測能力 0.805 
存貨儲藏管理能力 0.769 
集貨與品質分級能力 0.695 

4.287 55.762 出貨 
運籌 

飼料使用選擇能力 0.762 
分段養殖的能力 0.708 
放養時間選擇能力 0.675 

4.137 59.900 生產 
營運 

石斑魚品種研發能力 0.828 
藥物、疫苗研發能力 0.701 
活魚運輸技術能力 0.652 

3.875 63.775 技術 
發展 

財務與資金調控能力 0.805 
採購流程標準化的一致性 0.659 
業者聯合採購能力 0.629 

3.545 67.319 採購 

縮短對顧客之交貨期 0.736 
顧客服務滿足不同國家需求 0.729 

3.130 70.449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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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運籌」因素之萃取與命名 

在臺灣石斑魚產業全球運籌之關鍵因素上，本文引用全球運籌的四個構面區分為 28

題項。進一步將其全球運籌轉軸後的成份矩陣之構面因素，歸納因素分析之主成分特徵

值並進行命名。因素一至四之解釋變異數分別為 41.846%、7.100%、5.812%及 4.479%。

依其原始構面與變項分別將其依序命名為「配送構面」、「採購構面」、「製造構面」

及「規劃構面」(表 4)。 

表 4  全球運籌重要程度因素分析之重新命名 

 構面因素 (元件)  

衡量變項 因素負荷量 變異數% 
累積 

解釋變異% 
因素命名 

同步追蹤國際市場石斑魚價格趨勢 0.746 
配送過程的品質 (避免魚體損傷與死亡)  0.741 
倉儲與運輸設備的安裝 0.705 
配送供應鏈的規劃 0.697 
訂單管理進行顧客資料維護、報價與分配 0.691 
加強產品配送作業物流網路的數位化 0.602 

41.846 41.846 配送 
構面 

付款機制的建立與採購合約管理 0.755 
發料作業、品質檢驗、運輸管理的確實性 0.735 
取得原物料的採購作業來自本國或全球採

購具穩定性 
0.723 

採購作業網路化 0.628 

7.100 48.946 採購 
構面 

產品型態符合目標市場消費方式飲食習慣 0.768 
集貨加工處理流暢度 0.719 
生產流程及品質控制力 0.685 

5.812 54.758 製造 
構面 

對石斑魚冷藏保鮮技術延長產品生命週期 0.738 
產品線與出貨排程的規劃 0.706 
對石斑魚產品臺灣境內外整體需求之規劃 0.684 

4.479 59.237 規劃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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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交叉分析 

為瞭解臺灣石斑魚產業在產業營運、價值鏈及全球運籌之各變項功能狀況並加以策

略，故藉由受測者所反映重要程度與實際感受間之差距，作為衡量各構面因素之功能，

根據 Marr (1986) 所提出原用於衡量服務品質屬性，IPA 分析各象限之策略意涵如表 5

所示。 

表 5  產業營運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交叉分析分佈情形 

象限 屬性 績效 策略導向 

第一象限 (I) a 重要程度高 
b 滿意程度高 

佳 採以維持優勢現狀策略 

第二象限 (II) a 重要程度高 
b 滿意程度低 不佳 須加以投入資源，強化執行策略 

第三象限 (III) a 重要程度低 
b 滿意程度低 不佳 避免浪費資源，適度資源移轉 

第四象限 (IV) a 重要程度低 
b 滿意程度高 佳 影響性低，減少關注與投入資源 

資料來源：Marr (1986)。 

 

(一)臺灣石斑魚「產業營運」構面之關鍵因素 

本研究整合受測者之產業營運構面，於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平均值分別為 3.11 與

4.08，為得以深入衡量其因素差距，於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交叉分析矩陣中，分別以

3.11 與 4.08 為基準座標軸，並依據因素分析所萃取之關鍵因素變項，進行交叉分析，分

析結果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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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產業營運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交叉分析矩陣 

1. 第一象限 (I) 競爭優勢區：B5 物流貨運業的支援、B3 養殖場設備業的支援、B4 活魚

運輸船業的支援、D6 臺灣貼近主要消費市場、A4 養殖水源的取得便利容易、A1 良

好魚苗品質供應。以上歸納之關鍵因素，代表其特性基於相當重要並對產業現況是滿

意情形，即須留意在產業營運上產生競爭優勢的因素，代表臺灣石斑魚產業的競爭優

勢，不單僅只於產業的營運，還須有其他產業的支援，而生產因素方面，目前養殖技

術與生產因素的結合，確實生產出品質良好的臺灣石斑魚。 

2. 第二象限 (II) 改善重點區：C4 宣導石斑魚營養價值可拓展國內市場、C3 美食展可拓

展國內市場、B7 餐飲業的支援、D9 其他水產替代品的競爭。落於此區之關鍵因素代

表其因素重要性相當高，但滿意度卻呈現負相關，意即須加以改善，亦可為控制因素，

當進行改善則有變化之情形，因此，落於此區之構面因素多為需求條件，應積極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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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食展或其它方式宣導石斑魚營養價值，進而拓展國內市場，才得以促使對全球運

籌的效果。 

3. 第三象限 (III) 資源轉移區：C2 廣告宣傳可拓展國內市場、E3 提供適宜補貼或優惠

措施、D10 海外投資設廠的競爭對手、D1 產業的科技設備提升策略。落於此區象限

之因素雖為子構面中之重要因素，但在整體產業營運進行操控其重要因素時，則結果

並未有明顯發展，反而形成一種多於投入，因此，必須將欲投入之資源重新配置至其

他區域，而構面因素多為產業策略相關，可謂產業無法僅由政府之補貼或優惠措施、

科技設備提升，藉此優化產業營運，此外，在面對海外投資設廠的競爭對手，亦是目

前最為棘手之問題，即使投入資源也無法有效改善，而是須改變自我本身之產業營運

方式。 

4. 第四象限 (IV) 過度重視區：D5 活魚運輸系統建構完善、A3 因應市場需求對生產要

素持續性的供應、E4 協助天然災害應變能力、E6 協助全球市場開發能力。此區象限

之重要因素，代表於產業營運上過度的資源投入所造成浪費應停止重視，減少無謂的

成本耗損，而多為政府相關之構面因素落於此區，代表政府在協助天然災害應變、協

助全球市場開發上皆有一定努力，但其努力並無法針對全球運籌有強化的效果。 

(二)臺灣石斑魚「價值鏈」構面之關鍵因素 

本研究整合受測者之價值鏈構面，於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平均值分別為 3.14 與

4.09，為得以深入衡量其因素差距，於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交叉分析矩陣中，分別以

3.14 與 4.09 為基準座標軸，並依據因素分析所萃取之關鍵因素變項，進行交叉分析，分

析結果如下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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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價值鏈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交叉分析矩陣 

1. 第一象限 (I) 競爭優勢區：G3 飼料使用選擇能力、G4 分段養殖的能力、G2 放養時

間選擇能力、H2 加工包裝與檢測能力、J4 縮短對顧客之交貨期、F3 養殖飼料選擇種

類較多。落於此區之重要因素為價值鏈活動產生價值或附加價值之重要關鍵因素，可

以操控其因素使產生價值之效果提升或降低，意味多為主要活動中之生產營運之構面

因素，在業者飼料使用的選擇上、分段養殖搭配放養時間選擇用以滿足市場對產品規

格及需求期的效果良好，進而促使臺灣石斑魚產業價值鏈一連串創造價值或附加價值

的效果顯著。 

2. 第二象限 (II) 改善重點區：H3 存貨儲藏管理能力、H1 集貨與品質分級能力、J5 顧

客服務滿足不同國家需求、L3 員工勝任各職位的能力。於操控此區之重要因素更必須

投入資源加以強化，使價值鏈過程之效用不致中斷或弱化，尤在出貨運籌中，存貨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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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管理與集貨與品質分級之兩個因素，須減少通路層次或轉換次數，以免重複集貨使

得品質變化無法有效區隔品質等級。 

3. 第三象限 (III) 資源轉移區：N3 財務與資金調控能力、N2 採購流程標準化的一致性、

N1 業者聯合採購能力、L5 企業財務會計能力、L6 產業策略聯盟能力、I2 加工包裝、

設計多樣化能力。此區因素魚價值鏈活動中之重要程度與滿意度皆較為低，代表無須

再進行無謂的資源投入，將資源做更有效的配置，此區多為價值鏈支援活動中之採購

與人力資源管理之關鍵構面因素，反應企業財務會計在財務與資金調控上、產業策略

聯盟或採購是相當重要的，但對石斑魚生產在創造價值與附加價值上未有顯著的影

響。 

4. 第四象限 (IV) 過度重視區：M5 石斑魚品種研發能力、M6 藥物、疫苗研發能力、

M7 活魚運輸技術能力、F1 種魚數量充裕程度、F4 養殖飼料成本控制、I8 與消費地進

口商合作能力、I7 與餐飲業者合作關係。此處之因素皆屬於達一定滿意程度，甚至過

度重視導致績效不彰，因此，無須過度重視，而落於此多為技術發展等構面因素，顯

示政府在石斑魚品種研發、藥物或疫苗研發、活魚運輸技術等技術發展上，已滿足產

業在創造價值與附加價值之需求。 

(三)臺灣石斑魚「全球運籌」構面之關鍵因素 

本研究整合受測者之全球運籌構面，於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平均值分別為 3.12 與

4.09，為得以深入衡量其因素差距，於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交叉分析矩陣中，分別以

3.12 與 4.09 為基準座標軸，並依據因素分析所萃取之關鍵因素變項，進行交叉分析，分

析結果如下圖 5 所示： 

1. 第一象限 (I) 競爭優勢區：R4 同步追蹤國際市場石斑魚價格趨勢、R3 配送過程的品

質 (避免魚體損傷與死亡)、O6 對石斑魚冷藏保鮮技術延長產品生命週期、O7 產品線

與出貨排程的規劃。全球運籌構面因素中落於此處之因素，可歸納為對於石斑魚產品

之物流過程支流暢度，基於產品線與出貨流暢都需注意到產品石斑魚之鮮度的生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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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高在長距離物流至國際市場得以維持產品價值，為提高產品競爭力之關鍵因素。 

2. 第二象限 (II) 改善重點區：Q3 集貨加工處理流暢度、R1 倉儲與運輸設備的安裝、P6

付款機制的建立與採購合約管理。綜合其重要因素類型，欲進行全球運籌須注重集貨

加工處理流暢度及後續配送上所需倉儲與運輸的設備，並於此過程中建構完善付款機

制與採購合約管理，使整體運籌過程得以順暢，以防石斑魚產品之鮮度價值的減少。 

3. 第三象限 (III) 資源轉移區：P5 發料作業、品質檢驗、運輸管理的確實性、P4 取得原

物料的採購作業來自本國或全球採購具穩定性。落於此處之全球運籌重要構面因素，

至全球運籌中已視為低度重要與低度滿意，因此，在發料作業、品質檢驗、運輸管理

的確實性，以及取得原物料的採購作業來自本國或全球採購具穩定性，無須資源的投

入，因為無法提高因素所帶來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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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全球運籌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之交叉分析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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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象限 (IV) 過度重視區：Q1 產品型態符合目標市場消費方式飲食習慣、Q2 生產

流程及品質控制力。全球運籌之重要因素顯然於過度重視區較少，可推測其他重要因

素可能落於非過度重視區，即是需加以重視，臺灣石斑魚產業在全球運籌上仍有許多

工作要加以重視，而在臺灣石斑魚生產流程及品質控制，以及產品型態符合目標市場

消費方式飲食習慣，皆已正在進行當中，並以位在相當的成熟階段。 

伍、結論與建議 

基於本研究目的與分析結果，進一步將所獲結果綜整為結論，並且進一步針對產業

營運與政府政策提出建議，以下分別詳細說明。 

一、結論 

(一)產業營運構面之分析結果 

本研究透過因素分析所獲得產業營運之關鍵因素依序包含：「企業結構」中之活魚

運輸系統建構完善、產業的科技設備提升策略、臺灣貼近主要消費市場、完善的食品安

全監控系統；「支援產業」之餐飲業的支援、物流貨運業的支援、養殖場設備業的支援、

活魚運輸船業的支援、食品加工業的支援、網路通訊業的支援、魚苗養殖業的支援、飼

料業的支援；「生產因素」之養殖水源的取得便利容易、因應市場需求對生產要素持續

性的供應、良好魚苗品質供應、經營的專業人才與技術；「需求條件」之廣告宣傳可拓

展國內市場、宣導石斑魚營養價值可拓展國內市場、美食展可拓展國內市場、強化烹飪

可拓展國內市場；「同業競爭」之其他水產替代品的競爭、海外投資設廠的競爭對手；

「政府影響」之協助天然災害應變能力、提供適宜補貼或優惠措施、協助全球市場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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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若從 IPA 分析則可得知，物流貨運業的支援、養殖場設備、活魚運輸船業的支援、

臺灣貼近主要消費市場、養殖水源的取得便利容易及良好魚苗品質供應等屬於現有競爭

優勢；宣導石斑魚營養價值可拓展國內市場、美食展可拓展國內市場、餐飲業的支援、

以及其他水產替代品的競爭等屬於立即改善重點；廣告宣傳可拓展國內市場、提供適宜

補貼或優惠措施、海外投資設廠的競爭對手、產業的科技設備提升策略則落在資源移轉

區。 

(二)價值鏈構面之分析結果 

價值鏈構面之關鍵因素依序包含：「人力資源管理」之員工勝任各職位的能力、企

業財務會計能力、產業策略聯盟能力、主管營運管理能力、勞動市場供應能力、人事制

度建立能力 (人員徵選、任用、培訓、薪資福利制度)；「行銷銷售」之與消費地進口商

合作能力、與餐飲業者合作關係、加工包裝、設計多樣化能力、電子商務網路平台應用

能力；「進貨運籌」之養殖飼料選擇種類較多、種魚數量充裕程度、養殖飼料成本控制、

魚苗來源質量優勢；「出貨運籌」之加工包裝與檢測能力、存貨儲藏管理能力、集貨與

品質分級能力；「生產營運」之飼料使用選擇能力、分段養殖的能力、放養時間選擇能

力；「技術發展」之石斑魚品種研發能力、藥物、疫苗研發能力、活魚運輸技術能力；

「採購」之財務與資金調控能力、採購流程標準化的一致性、業者聯合採購能力；「服

務」之縮短對顧客之交貨期、顧客服務滿足不同國家需求。若從 IPA 分析得獲悉飼料使

用選擇能力、分段養殖的能力、放養時間選擇能力、加工包裝與檢測能力、縮短對顧客

之交貨期、以及養殖飼料選擇種類較多等落在競爭優勢區；存貨儲藏管理能力、集貨與

品質分級能力、顧客服務滿足不同國家需求、以及員工勝任各職位的能力落在改善重點

區；N3 財務與資金調控能力、N2 採購流程標準化的一致性、N1 業者聯合採購能力、企

業財務會計能力、產業策略聯盟能力、加工包裝、設計多樣化能力等則屬於資源移轉區；

活魚運輸技術能力、種魚數量充裕程度、養殖飼料成本控制、與消費地進口商合作能力、

以及與餐飲業者合作關係等則屬於過度重視區；集貨加工處理流暢度、倉儲與運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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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裝、付款機制的建立與採購合約管理等為改善重點。 

(三)價值鏈構面之分析結果 

全球運籌構面之關鍵因素依序為：「配送構面」之同步追蹤國際市場石斑魚價格趨

勢、配送過程的品質 (避免魚體損傷與死亡)、倉儲與運輸設備的安裝、配送供應鏈的規

劃、訂單管理進行顧客資料維護與報價與分配、加強產品配送作業物流網路的數位化；

「採購構面」之付款機制的建立與採購合約管理、發料作業、品質檢驗、運輸管理的確

實性、取得原物料的採購作業來自本國或全球採購具穩定性、採購作業網路化；「製造

構面」之產品型態符合目標市場消費方式飲食習慣、集貨加工處理流暢度、生產流程及

品質控制力；「規劃構面」之對石斑魚冷藏保鮮技術延長產品生命週期、產品線與出貨

排程的規劃、對石斑魚產品臺灣境內外整體需求之規劃；「製造規劃」之生產現場設備

能有效處理、製造採購與決策的制定、季節性生產能滿足市場需求、國際顧客需求回應

資訊流管道之建立。另 IPA 分析之結果則呈現同步追蹤國際市場石斑魚價格趨勢、配送

過程的品質 (避免魚體損傷與死亡)、對石斑魚冷藏保鮮技術延長產品生命週期、產品線

與出貨排程的規劃等落在競爭優勢區；發料作業、品質檢驗、運輸管理的確實性、以及

取得原物料的採購作業來自本國或全球採購具穩定性等屬於資源移轉項目；另屬於過度

重視之項目則包括產品型態符合目標市場消費方式飲食習慣以及生產流程及品質控制力

等項目。 

二、建議 

此節歸納各構面由因素分析所萃取之關鍵因素，根據產業營運、價值鏈與全球運籌

提出有關交叉矩陣分析之相關建議及其策略意涵，供臺灣石斑魚產業業者、專家學者與

政府人員等作為研擬經營策略或政策擬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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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石斑魚產業業者 

石斑魚產品物流過程的流暢度是產業發展之核心，其中產品線與出貨流暢都需注意

到產品石斑魚鮮度，也就是產品的的生命周期，未來必須考量的重點在於提高在長距離

運送至國際市場時得以維持產品價值，此為提高產品競爭力之關鍵因素之一。此外，轉

換目標市場乃是石斑魚產業發展的另一重點，可透過超低溫真空包裝來達成，雖然超低

溫之產品型式相較活魚產品鮮度價值較低，但是可減少物流過程造成活魚死亡的不必要

風險、同時亦可減少魚運輸設備成本，可有助於創造並保留產品競爭優勢。石班活魚的

價格普遍較生鮮或冷凍較高，活魚又多透過活魚運搬船直接銷往中國大陸及香港，因此

透過運搬船業者之協助下經營者較容易掌握出口價格變動，故本研究結果顯示追蹤國際

價格為重要競爭優勢。但值得一提的是若轉換其他形式的產品，則業者勢必要考量價格

較低時的成本負擔能力是否充足。 

在出貨運籌中，存貨儲藏管理與集貨與品質分級為兩個重要因素，須減少通路層次

或轉換次數，以免重複集貨使得品質變化。在進行全球運籌方面，業者須注重集貨加工

處理流暢度及後續配送上所需倉儲與運輸的設備，並於此過程中建構完善付款機制與採

購合約管理，使整體運籌過程得以順暢，以防石斑魚產品之鮮度價值的減少。由於上述

因素重要性高，但滿意度卻較低，意即為改善之重點，以協助提升產業競爭優勢。臺灣

石斑魚可說相較外銷市場內需市場仍須開發，所以外銷受到阻力時，短期內內需市場無

法消化，使得供過於求的現象，而本研究基於產業在面對外銷市場須具備規模化及持續

性兩項重點，因此內需市場需求提升僅得以分散部分產銷風險，並無法解決外銷市場滯

銷的問題，因此拓展全球運籌通路才得以根本解決。 

在石斑魚產業自身的價值鏈改善上無法僅由政府之補貼或優惠措施、科技設備提

升，藉此優化產業營運，此外，在面對海外投資設廠的競爭對手，亦是目前最為棘手之

問題，即使投入資源也無法有效改善，而是須改變自我本身之產業營運方式。於企業財

務會計在財務與資金調控上、產業策略聯盟或採購是相當重要的，但對石斑魚生產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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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價值與附加價值上未有顯著的影響。而發料作業、品質檢驗、運輸管理的確實性，以

及取得原物料的採購作業來自本國或全球採購具穩定性，因此無須資源的投入，亦非提

升經營績效的重要關鍵。因此，必須將欲投入之資源重新配置至其他發展策略。 

此外，石斑魚產業在品種研發、藥物或疫苗研發、活魚運輸技術等技術發展上，已

滿足產業在創造價值與附加價值之需求，但值得一提的是過去研究多強調臺灣種於選育

技術、魚苗育成及防疫等皆有出色的養殖技術，但賴威延等 (2011) 提到智財保護不足以

致關鍵技術外流是臺灣現階段在研發能力成熟下的另一風險，業者應強化技術能力避免

外流之可能性。另全球運籌之重要因素顯然於過度重視區較少，因此其他非過度重視之

關鍵因素需加以重視並解決。而在臺灣石斑魚生產流程及品質控制，以及轉換產品型態

符合不同目標市場消費方式飲食習慣，皆已正在進行當中且發展相當成熟，本研究建議

僅須維持現狀，無須加強相關資源的投入。 

在石斑魚產品的行銷上則以石斑魚營養價值之宣導為優先，並減少使用商業廣告作

為國內市場開拓的主要策略，由於石斑富含 OMEGA-3 脂肪酸，並有 EPA 與 DHA 可阻

止血液凝結、減少血管收縮及降低三酸甘油酯等，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及抗血管硬化。

此點不僅是本研究所發現的重要策略，亦符合國人現今社會對食用高營響價值以追求健

康之趨勢。 

(二)對政府有關單位 

在政府相關對策方面，應避免一次性的補貼措施，以提供生產性的優惠減免以協助

業者面對海外投資設廠的競爭對手、幫助產業的科技設備提升、增進財務與資金調控能

力、採購流程標準化的一致性、協助業者進行聯合採購、強化企業財務會計能力以及產

業策略聯盟能力。此外，活魚運輸技術能力、活魚運輸系統建構完善雖為政府重要產業

政策，但已落於過度重視區塊，可能為此政策只能利於開拓中國大陸外銷通路，而非適

合全球其它地區運籌所需之關鍵因素。臺灣石斑魚產業所面臨天然災害之問題，較為其

它水產養殖較少，因其政府應變能力與以滿足產業需求、業者表示養殖技術使用研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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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或疫苗、以活魚產品型態已符合目標市場消費方式飲食習慣，但由於臺灣石斑魚外

銷中國大陸時並未掌握中國內陸之市場通路，因此提升消費地進口商合作能力及餐飲業

者合作關係可作為強化競爭優勢。 

現階段，政府提出許多有關臺灣石斑魚產業的協助政策，例如活魚運輸船以及養殖

設施上之協助，但政府的配套政策仍無法長期持續應付高度全球化與自由化的貿易環

境，未來仍會面臨挑戰。最後，政府應改變過去協助業者拓展國際通路的方式，改以順

應當今國際趨勢下自由貿易之潮流，積極拓展雙邊或多邊的國與國間自由貿易協定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或爭取加入區域貿易組織之機會，在相關國際經貿合作與談判時

協助農漁產品的國際市場開發，讓自由貿易機制協助水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本研究亦建

議於國際目標市場當地建立水產品物流中心強化市場通路之連結，並致力擴張通路範圍

以提升全球化競爭下的競爭能力。 

 
 

(收件日期為民國 105 年 01 月 12 日，接受日期為民國 105 年 12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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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find out the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of industrial operation, value chain, 

and global logistics for Taiwanese grouper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thei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global operations of Taiwanese grouper industry. In order to 

achieve our research objective, this study uses statistical analyses, including reliability,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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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analysis, and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to find out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in industrial operation dimension 

include enterprise architecture, support the industry, factors of production; criteria success 

factors in value chain dimension includ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marketing, purchasing 

logistics; and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in value chain dimension include distribution aspect, 

purchase aspect, manufacturing aspect. Furthermore, we also used IPA to figure out the items 

should be maintained, improved, transferred, and suspended. Basically, these empirical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useful information for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uggestions to grouper 

operat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 to government a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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