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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的稻米由於品種改良、品質提
升、及品牌之建立，使其附加價值不斷的增
加。若干表現傑出之碾米廠已經跳脫傳統農業
的產銷供應鏈，且不斷的創造市場需求，將稻
米產業做到多樣化且精緻化，提高稻米之市場
競爭力及高經濟價值，其過程、做法、及理念
值得吾人加以深入探討。
碾米廠的碾米原料(稻穀)之供應者是稻
農，碾米廠與稻農之關係及其二者間之互動等
也是本研究所要探討之範圍。而由於農業相較
於其他產業，比較傳統且講究人情味，因此
碾米廠在處理其與稻農之關係時，應會有某
些特殊且有別於其他產業之處，亦即其間屬於
「人」的因素會是很重要的關鍵所在。
碾米廠大致可以分為農會經營的碾米廠及
公司企業經營的碾米廠兩大類。本文紀錄專訪
某公司企業經營的碾米廠負責人之部分訪談內
容。第一部分是該負責人對稻米產業、碾米廠
的角色與定位、品牌力與產品力(產品的品質)
的看法及意見，第二部分是他對碾米廠與稻農
關係及其作為的看法，包括雙方互信、誠信互
利、品質控管、技術提升、設備更新、建立品
牌(開發市場)等。

一、稻米產業、碾米廠的角色與定位、品
牌力與產品力(產品的品質)
1. 對台灣農業及稻米產業的看法
農業沒有「成功」兩字，因為農作物深受
氣候環境影響，今年的產量好、品質好並不全
然代表技術層面好，很可能是因為剛好氣候條
件很順，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農業講
求穩定、安定，品質穩定且安全，一直要長時
間的做。產銷履歷制度的建立就是在引導農民
去生產優質的農產品。盡量做到差異化，且以
創新力求進步。在經濟行為上，吸引消費者很
重要，產品的品牌與形象都要放大，以提升農
產品的高經濟價值。
國際的糧價一漲再漲，主要理由是供需問
題。台灣的內需市場太小，稻米產業最大的市

場在全球華人。華人市場最大的就在對岸，在
上海、北京等大都會區，台灣的農業以「安
全」為最吸引消費者的賣點。台灣安全農業
的產銷如果落實的話，我們會比日本更有競爭
力。我們的競爭對手是日本，日本在世界能走
的，我們都能走。台灣土地面積小，應致力於
提高經濟作物的安全性，產銷履歷透明化就是
最有效率的一條路。只是這條路在走的時候遇
到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政治凌駕一切，「農
業政策」不容易生根、長期一致地走下去。
迎接WTO的挑戰是大家都要面對的，不能再
封閉、再鎖國，再封鎖經濟。台灣有高經濟價
值的作物就要銷售出去。臺灣米外銷到日本是
政策考量，是階段性的政治考量。雖然我們的
米通過日本五百多種的農藥檢測，可是並沒有
賣到好價格，也沒有照顧到農民。為外銷(到日
本)而外銷，起頭便宜賣可以，可是後面就要回
歸到基本面，賣好價格。日本對臺灣米有那麼
多的檢測規定，可是日本米進來臺灣是否也有
做五百多樣的檢驗？這個是相對的。如果怕大
陸的廉價勞工、廉價農產品或黑心產品會搶攻
臺灣市場，就要訂定制度、設門檻。要正視埃
及的、越南的，甚至走私進來的米，要拉高農
藥檢測、安全檢測的門檻(即嚴格的把關)。
臺灣農業很發達，農民很厲害，他們樂天
知命、知足快樂、且堅強。但臺灣最缺的是制
度，沒有人知道台灣的農業、台灣的稻米產
業，台灣的農民應該何去何從。主政者為了選
舉，考量選票而照顧農民，包括對地補貼、現
金救助等。可是對地補貼是補貼到地主，而不
是那些代耕的農民。農村是最後一塊淨土，臺
灣的農業也可以是高科技的先進產業。
2. 碾米廠的角色與定位
以往碾米廠主要是提供稻穀倉儲、烘乾、
及碾米之場所，包括收購、倉儲、加工等工
作。以前碾米廠是不管你種什麼稻米就收，都
一樣加工。而由於水稻收割期集中，需要碾米
廠的烘乾機幫忙政府及農民解決大量濕穀的問
題，所以碾米場的角色比較定位在協助者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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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者的角色。
現在碾米場自我定位為產銷之整合者，
甚至是教育者、輔導者以及農民與消費者之
間的橋樑。從稻米收割、包裝到銷售都由碾
米廠做，碾米等相關設備需要投資，農民需
要現金。碾米廠就扮演農民與消費者之間的
橋樑角色。以產銷專業區結合農民，生產安
全、優質的米。安全擺第一，做產銷履歷，
使產銷過程能夠透明化。碾米廠扮演整合者
與輔導者的角色。
許多農民一輩子都在栽種，有的農民已
經七、八十歲，種稻超過六十年。栽種稻
米的經驗與技術都沒多大問題，對土地的肥
力、地力也很清楚，但是對於如何提高稻米
品質，如何行銷包裝他可能沒有能力、沒有
經驗，也沒有財力與管道。對於市場的環境
也可能不了解。碾米廠的角色是盡量結合農
民，做到一定的經濟規模，幫忙農民建立產
銷履歷，輔導農民，讓農民找到生產的方
向。碾米場透過產銷專區的組織，輔導農民
栽種品種佳、品質好的水稻，收購農民所種
出來的稻穀，然後加工、包裝、行銷。為符
合經濟效益，實施分工專業化，上下游分工
與整合。
在產銷專業區，碾米廠當營運主體整合
相關資源，建立品牌，使消費者對該品牌有
信心。結合農民，加以篩選、分工，教導如
何合理的施肥，安全的用藥。碾米廠透過市
場的創造，回應消費者的需求，然後往上游
要求農民生產市場所需要的稻米。產品本身
是廣告的支撐力，農產品的品牌力是來自它
的品質。
3. 品牌力來自產品力(產品的品質)
傳統的市場需求就是價格、成本，以成
本考量需求。成本越低，賣的價格越低。現
在市場是消費者導向，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
第一要務。例如提供有品牌的小包裝禮盒，
滿足顧客送禮之需求。創新研發新產品，建
立品牌並行銷出去。當有人說「你們包裝、
行銷做得很好，投入很多！」｣其實他可能
忽略了農產品本身是品牌唯一的支持力量，
吾人可稱它為「產品力」。
「好」其實很難定義，找一個市場上的
好米，強調好吃還要提高消費量。如果米
的產量很高，可以當飼料，那麼這米的價值
到底有多少？給人吃的米有它的價值，給動
物吃的米(飼料)也應有它的價值。只是怕產
量太高、生產過剩，造成價格崩盤。所以米

的品質要提升，因為口感好的米可能比較好
吃，但比較好吃的米也可能產量比較低。米
的需求其實很多種，我們應依市場需求來控
制不同的品種及不同的產量。

二、碾米廠與稻農的關係
1 . 雙方互信 靠搏感情
碾米廠與農民有契作的關係，此合作關
係的運作攸關產品的等級與產量。碾米廠與
稻農主要建立在互信互利的基礎上，碾米廠
要跟農民搏感情，跟農民契作是要有保障。
農民為了生存，要有錢可賺，碾米廠則要
「能放」且「敢給」。農民生產品質好的
米，你要敢給他獎勵，可是當他失敗是天災
因素，我們要給予補貼，品質不好時我們也
要收他的米，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當然我
們對消費者還是有擔保，要去蕪存菁，仍然
要給消費者一個安心。這是一個良心事業，
農民跟碾米廠配合是一個良心，是用藥安
全、品質保證的機制。雖然訂有契約，但重
要的是一諾千金，給予農民信任。對於農民
的意見，即使不在契約之規範內，碾米廠仍
保留相當的彈性，經由開會討論達成共識。
由於產業習性，以前碾米廠與稻農之間
都是靠一句話或一通電話就決定事情。與農
民很難訂定契約，跟農民訂定所有條款都沒
有用。若有訂約也是形式，僅供參考而已。
因為外面市場變化太大，如果要依照契約行
事，很難避免毀約之事。稻米的品質落差甚
大，舊米、進口米，給予不肖碾米廠賺取更
大利益的投機取巧空間。以前是做良心事
業，誠實告知。現在有些不肖業者則會玩弄
消費者，在模糊地帶生存。政府應建立產地
透明化機制，讓市場機制去擇優汰劣。
2.誠信互利 安全有價
在價格的承諾上，農民基於信任就會加
入契作。一開始就告知農民，以市價加成
幾倍來計價。例如以前濕穀是從八百元做
基準，像濕穀八百乘以一點五，一百台斤
一千。價格不定死，如果市場是六百，以基
本價開始跳，這是基本的生存條件。另外以
市場的基準來定，如果市場漲到九百多，就
是以它為準。市價乘以幾倍就是最基本的市
價。以市價的幾倍去乘，乘以一點五或一點
六倍，農民不可能不賣，因為它是所有收貨
價格最高的。由於成本高，就靠品牌創造經
濟價值。相互誠信，在安全控管下，品質穩
定。即使以較高價格收購，仍然有利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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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廠商的立場當然是希望收的成本較低，
而賣出去的價格較高，因為其間的差價就是
廠商的利潤。但廠商若講誠信，是農民與消
費者的橋樑，則農民應該拿多少，市場接受
怎樣的價格，要取其中的平衡點，只要能維
持營運的利潤即可。
要符合市場需求、品牌認同，安全就是
有價，要安全就要付出。人力、材料、資材
成本都要轉嫁到顧客或消費者身上，他們就
是因為認同我們的農產品，所以才願意付高
價來買，他們因認同產品的品質而付費。
3. 品種選擇 品質控管
時間、氣候的變化，從陽曆上的節氣看
就知道，農作物栽培大概有一個規範，可做
科學化的管理。但農民通常都用經驗法則，
當他們有問題時，可以向我們提出。如果有
很大的問題可以作採樣，或直接判斷怎麼處
理，或尋求農改場專家的協助。那其他的建
議，例如要不要再施肥、氮磷鉀施多少，也
要規範清楚。台灣農民是在田裡面生存的，
重要的是要讓它有一個制度去運作，農民他
們開心、認同，有具挑戰性的目標，除了為
了生存、為了錢，有些也許是為了興趣和成
就感。不同的栽培技術、管理方法，會產生
不一樣的結果。
近些年碾米廠與農民契作的戶數與面積
逐年增加，表示契作產品已被市場認同，
且消費者需求變多，碾米廠與農民創造出口
碑，即使並未花任何廣告費用，營運狀況都
很好，表示該品牌已取得消費者的信任。穀
的好壞取決於農民，碾米廠加工出好的米一
定是原料、源頭就是好的。不好的原料不可
能把它變好，但好的原料也可能被弄壞掉。
烘乾不好會變碎米粒；儲藏不好會變黃、變
有味道；加工不好消費者會不喜歡。以碾米
廠的立場，事實上就是減少破壞，保留最好
的給消費者。
選擇某品種原則上是農民本來就有種該
品種，農民種出來的品質、產品都不錯才敢
去行銷，慢慢地再讓其他農民習慣和接受，
有投入契作的信心。當市場打開後，就會有
更多的農民願意種植。目前本廠的稻米產銷
專業區有超過三百多個農戶加入。
3. 品種選擇 品質控管
時間、氣候的變化，從陽曆上的節氣看
就知道，農作物栽培大概有一個規範，可做
科學化的管理。但農民通常都用經驗法則，
當他們有問題時，可以向我們提出。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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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問題可以作採樣，或直接判斷怎麼處
理，或尋求農改場專家的協助。那其他的建
議，例如要不要再施肥、氮磷鉀施多少，也
要規範清楚。台灣農民是在田裡面生存的，
重要的是要讓它有一個制度去運作，農民他
們開心、認同，有具挑戰性的目標，除了為
了生存、為了錢，有些也許是為了興趣和成
就感。不同的栽培技術、管理方法，會產生
不一樣的結果。
近些年碾米廠與農民契作的戶數與面積
逐年增加，表示契作產品已被市場認同，
且消費者需求變多，碾米廠與農民創造出口
碑，即使並未花任何廣告費用，營運狀況都
很好，表示該品牌已取得消費者的信任。穀
的好壞取決於農民，碾米廠加工出好的米一
定是原料、源頭就是好的。不好的原料不可
能把它變好，但好的原料也可能被弄壞掉。
烘乾不好會變碎米粒；儲藏不好會變黃、變
有味道；加工不好消費者會不喜歡。以碾米
廠的立場，事實上就是減少破壞，保留最好
的給消費者。
選擇某品種原則上是農民本來就有種該
品種，農民種出來的品質、產品都不錯才敢
去行銷，慢慢地再讓其他農民習慣和接受，
有投入契作的信心。當市場打開後，就會有
更多的農民願意種植。目前本廠的稻米產銷
專業區有超過三百多個農戶加入。
4.提升技術 創造雙贏
產銷專業區會有訂契約，每一期要簽
一份，他們簽了就收起來(因政府要求要訂
契約，但農民有的也不看合約內容，或根本
不識字)。其實農民很難用制式合約來約定
他。政府要求列地段、地號，還有產銷履歷
驗證也一定要地段、地號，這些形式要件我
們要想辦法做出來。產銷履歷裡農民可能自
己做，會寫整個栽培過程，農民負責自己
的栽培技術管理。肥料與農藥是最主要的資
材，如果沒有害蟲問題就不用農藥，有些碾
米廠也會另外監測農藥的使用與殘留。對於
不識字的農民就用圖像照片讓他們看，幫他
做記錄。要上電腦，要整理。這都要考核、
要寫查核表。最主要是用藥安全，要靠長期
養成的觀念。契作農戶經長期培養之後，可
擁有相當強的管理技術。
事實上碾米廠與農民是一體的。農民提
供原料，碾米廠讓農民得到利益，幫農民承
擔風險。教育訓練農民做最好的農藥控管是
建立與消費者信任關係的基礎。取得消費者

23

2008/12/18

上午 08:55:53

24

1.indd

24

信任才有辦法產生價值。當農民生產好的稻
穀給廠商，廠商就要創造出好米的價值。消
費者願意花錢來購買，廠商才有錢可以回饋
給農民，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農民有很多經驗，講習訓練讓他們豁然
開朗，技術有所提升，田間問題有所解答。
如果農民不認同品質提升的要求，就不能加
入契作團隊。想加入者要願意配合，當農民
認為能夠獲得更大利益時，就會進來參加。
5.設備更新 滿足需求
態度、觀念跟執行力都很重要。碾米廠
資源有限，無法投資太多硬體設備，然而
還是要一直設法更新。考慮成本，給農民高
利潤，在毛利降低時要考慮減少其他不必要
的開銷，獲得利潤再投資設備。本廠的客戶
主要為業務用市場，日本連鎖企業、日本料
理、五星級飯店、超市、網路等都有銷售。
米是賣給老闆或是師傅，客戶需要什麼米就
賣什麼米給他，調和米或混和米都是配合米
的特性，例如軟度、硬度、黏度等去調配，
並不是為了降低成本而去調配，這是不同的
觀念。看客戶需求去調配，做壽司、稀飯、
白飯，燉飯、炒飯，每一種米的特性都不一
樣。告訴客戶它們的特性，如何烹煮、如何
使用，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以前碾米廠的銷售對象主要是便當店、
自助餐店，米店、中盤商、超市，很少零
售賣給消費者，近幾年會到比較末端家庭市
場，以宅配、網路等方式銷售。對於客戶的
反應、業務用餐飲業的反應都會有所探討詢
問。因不同客戶之需求而使不同產品有其不
同的用途。又如養生的糙米、胚芽米、十穀
米等，依不同功能而變得更多樣化。
6.建立品牌 開發市場
以前碾米廠主要做加工，不管品種，不
計較品質，也不訂契約，有人拿稻穀來，就
照市價收購。近二、三十年，慢慢有小包裝
米，就開始有契作，當時市場很小。剛開始
測試市場，利潤有限。從田間管理、檢查、
再分級、烘乾、儲藏，做檢測，到依品質分
級包裝，建立品牌，在市場定位，打開通
路，終於有今天相當不錯的成果。
目前價格走的是差異化，高價的米不一
定最好吃，但可能他最難種植。像有機米
不一定最好吃，但是有無可取代的安全與環
保的價值。碾米廠必須要注意市場的需求並
力求創新。產品差異化需要顧客的認同，但
不要過度競爭，否則會造成價格崩盤，好的

米就要展現其價值。要先有生產才能去賣，
有生產就要賣，想辦法去開拓市場。剛開始
一定是有人種也有人在賣，像益全香米，它
也是本來就有農民種，直到近幾年來差異化
成功，才廣受消費者的喜愛。有一定的量和
品質後，再去找其他的。所以當初在契作這
塊，對自己的產品有相當的了解，只要品質
沒問題，人家就會來訂貨。
我們的市場定位就是這樣。只要有好的
價格，農民會願意去栽種出好的品質，產
量就不再那麼重要。還有一個因素，廠商一
定要去推行銷。農民和廠商是共同體，不能
對立，對立只會兩敗俱傷。若壓低價格，那
農民就會想降低品質。品質與價格的要求是
共創的。這條路要從源頭，從農民的培育訓
練、從觀念開始跟廠商配合，才有這一塊市
場。跟有機一樣，一定要有農民的認同，然
後才會有人種，最後有消費者的認同，才有
辦法打開一條路，創造它的產值與利潤。

建議：「臺灣」品牌 官商要同調
政府其實沒有告訴碾米廠應該怎麼做，
碾米廠只有從市場經營摸索中慢慢得知。政
府利用公糧制度干預市場米價，米價低要干
預，怕踐踏農民的心血，米價高也要干預，
要對民生必須品和物價控制有責任。但是
農民希望米的價格高，消費者希望米的價
格低，政府應該怎麼做才好，這是兩難的問
題。站在碾米廠的立場，找契作農民，給農
民種適當的品種，調節產量(有把握銷售的
量)，教育輔導保護農民，讓生產出來的稻
米符合消費者需求，能夠賣到好價格。如果
想賣出更大的量的稻米，就要靠外銷。外銷
設定在安全、高價、能接受的市場。政府要
放手讓民間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民間有它自
己對市場的敏感度。以臺灣目前的海島型經
濟規模，在全球市場上，根本就沒有規模經
濟的價格競爭力，唯一的競爭力就是品牌價
值，不走成本導向的低價路線，把「臺灣」
視為一個具國際競爭力的品牌，訴求安全、
良心、高品質，做出「台灣好米」的產地標
章，屬於「公有財產」。在此公有財產下再
各自發展私人品牌，打開外銷市場，政府要
與民間站在同一陣線，把「台灣」的農產品
當作一個品牌一同努力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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