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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重要蔬果產銷班建立共同性品牌意願之研究 

陳世芳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邁入二十一世紀農業知識經濟的新世代，農業的產出在知識經濟的引導下，會提昇

產品之品質與價值之功效，品牌和品質認證是行銷管理的產品策略，其目標是將沒有差

異化的和低利潤的，轉化型式使成為有差異化、品牌化、高增值的和高獲利率的農產品，

品牌和品質認證若得以被巧妙運用，則產品的價格會較為提昇，農產品品牌化、品質認

證和現代化與多元化農產運銷通路是農政單位的重要施政項目(3,8,9,10)，由於蔬果具生

物性和易腐性本質，以及田間管理、生產栽培、用藥、最適採收期、分級及品管作業不

易完全掌制等困難，使得品牌化及具品質認證的產品，要讓生產者有意願接納並採用，

需要先衡量其對品牌的認知、態度與需求，進而瞭解採行的意願與可行方法。 

目前台中地區蔬菜生產面積超過 34,472 公頃，佔全省生產面積約 20%，產品項目

種類繁多，所組產銷班數 456 班，有部份產銷班已有班品牌或自有品牌來行銷，但品牌

管理方式不一，農委會乃自民國八十七年推動建立鄉鎮級共同性國產優良品牌水果制

度，推出十一項國產水果品牌標準，繼而在八十九年又推出五種國產蔬菜品牌標準，推

廣迄今僅有台南縣官田鄉農會、新港鄉農會開始辦理國家認證之共同性品牌蔬菜，台中

地區則尚未有生產單位辦理，因此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蒐集及調查產地各品牌之建立背景

及產銷班參與以鄉鎮農民團體為共同性品牌整合單位產銷之意願，以為整合及推展共同

性品牌之依歸。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蒐集並研讀相關參考文獻。 

(二)蔬菜產銷班基本資料調查：設計問卷表調查蔬菜產銷班之基本資料包括班員人數、

經營面積、經營型態，品牌現況包括現有品牌種類、建立時間、產品來源、銷售區

域、銷售方式、採收處理、包裝方式，品牌對產品之影響。 

(三)蔬菜班組織資源之分析：以李克氏量表五種程度測量品牌與非品牌班之組織資源認

知，比較自己與其他產銷班組織資源之整體看法，瞭解班之貨源流通、硬體設施、

人員條件、作業條件、產品設計、情報能力、顧客魅力等情形。 

(四)建立共同性品牌意願分析：以李克氏量表瞭解蔬菜班對建立以鄉鎮農民團體為共同

性品牌整合單位之態度與意願，影響品牌蔬菜成敗的因素與遭遇的問題，及開放式

問項瞭解對共同性品牌蔬菜的看法與建議。 

(五)抽樣與分析方式：先由訪員以問卷訪查數家已有建立品牌的蔬菜產銷班班長後，將

問卷調查表加以修正，選定台中地區台中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之蔬菜產銷

班140班為樣本，調查採郵寄問卷法寄發，並經由電話多次催促及補強問卷填寫缺漏

部分，回收資料再以統計軟體SPSS建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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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一、蔬菜產銷班品牌基本資料 

(一)樣本戶經營型態 

調查樣本蔬菜班經營型態以露天栽培有 63 班，露天及設施栽培兼營 19 班，

設施栽培者 18 班，而設施栽培又分別有溫室、網室之設施經營方式，栽培面積

最大的是土地利用型之露天栽培 200 公頃，最少為設施利用型 0.6 公頃，平均每

班經營面積 23.65 公頃。 

(二)蔬菜班現有品牌建立年數 

受訪品牌之建立年數，以 1-5 年最多佔 48.86﹪，6-10 年有 26.14﹪，11-15 年

有 11.36﹪，20 年以上有 6.82﹪，1 年以下及 16-20 年各佔 3.41﹪，蔬菜班產品品

牌化在最近 10 年內有蓬勃發展之趨勢，而有一些班早在 10 幾年前就已經導入品

牌觀念。 

二、蔬菜產銷班品牌種類 

本研究除參考相關品牌蔬菜之研究(4,5,6)，及實地了解蔬菜班現有品牌，將產銷班

以圖形、符號或文字所組合而成的品牌或標誌，依使用對象分為下列七種： 

(一)個人品牌：個別產銷班員以其私人名義所自創之品牌，早期只有簡單的文字，印

於包裝紙箱或小包裝袋上，如姓氏李並標示聯絡電話，近年來已有不少申請註冊

如:綠純有機蔬果、鮮美。在本調查中有 14.2％屬個人品牌。 

(二)農場品牌：輔導產銷班之合作農場，以農場名稱或自創之品牌供班員使用，如:埤

頭合作農場、墩南合作農場、台盛農場、小瓢蟲農場、優恩蜜於包裝上印出農場、

蔬菜名稱、吉園圃標章、聯絡電話等訊息，調查樣本有 13.4％為農場品牌。 

(三)班品牌：產銷班是目前臺灣最普遍的農民產銷組織，許多蔬菜產銷班為建立區隔

也紛紛為其班產品建立品牌供班員共同使用。包裝上會標示出班名稱、蔬菜品名、

聯絡電話等，如:全聯、綠田、中青生鮮等，調查樣本有 23.6％為班品牌。 

(四)農會品牌：為了降低運銷成本，農會常將所屬農民之產品以共同運銷的方式加以

行銷，而冠以農會名稱作為產品的品牌，例如「水里鄉農會」、「太平市農會」。大

部份透過農會共同運銷之蔬菜都會以農會名稱為品牌，樣本有 26.8％是農會品牌。 

(五)鄉鎮共同品牌：以鄉鎮名稱為農民共同使用者有 4.7％，如芳農特產、同富高山蔬

菜、東光蔬果。 

(六)地區品牌：以地區之名稱為當地農民共有使用者有 7.9％，如天山嶺蔬菜、武陵蔬

菜、大肚山、谷關。 

(七)無品牌：沒有建立品牌班有 9.4％。 

 

三、蔬菜班品牌產銷資料 

(一)品牌產品種類 

本調查有 88 班是已有品牌之蔬菜班，只有 12 班是沒有任何品牌，已有品牌班較

無品牌班能夠表示看法，因此將有品牌班之資料加以分析，並與無品牌班做比

較。受訪品牌蔬菜種類繁多，一種品牌因其經營產品多樣，種類亦不只一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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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莖菜類佔 25.8％，葉菜類 25.2％，花果類 41.4％，菇菌類 3.8％，其他如竹筍、

組合鮮品等佔 3.8％。 

(二)品牌產品來源 

產品來源主要以自行生產為主佔 79.55％，其次是契作或向農民收購佔 5.68%，亦

有部份是自行生產及契作或自行生產及收購，或是契作及收購，一般自行生產之

品牌貨源量少，以個人品牌為主，而農場品牌或班品牌、鄉鎮共同品牌則除了自

行生產外尚須以契作或向農民收購來維持貨源的穩定。 

(三)品牌產品銷售區域 

受訪品牌班之產品銷售區域以北部為主佔 50.3％，中部次之佔 34.2％，南部 13％，

東部 2.5％，而無品牌班之產品銷售在中部較多有 58.8％，北部 35.3％，南部 5.9

％。 

(四)品牌產品銷售方式 

品牌蔬菜之銷售方式以共同運銷透過批發市場拍賣佔 56.7％，販運商佔 18.25％，

直銷超市、量販店佔 14.85％，直銷有機專賣店只佔 1.14％，其他如供應餐飲業者

佔 9.06％，而無品牌蔬菜亦以共同運銷為主要銷售方式。 

(五)品牌產品採收後處理 

受訪之品牌蔬菜採收後依產品種類有不同之處理方式,採收後分成數種等級佔 65.7

％有 69 種品牌，採收後加以清洗佔 16.2％有 17 種，採收後未分級只有 4.8％，未

清洗也只有 13.3％，而無品牌蔬菜未分級之情況較有品牌者多出 21.8%。 

(六)品牌產品包裝方式 

品牌蔬菜包裝呈多樣化，以整簍、整箱裝為主佔 67%，其次是小包袋裝 20%、捆

成束帶 5%、子母包裝 4%，無品牌亦以整簍、整箱裝為主。 

(七)品牌產品選別方式 

在產品選別作業，品牌蔬菜共同選別佔 34.1％，個別選別也有 56.8％，部分共同

及個別選別方式為 9.1％，而無品牌蔬菜只有 16.67％為共同選別，絕大部分是個

別選別佔 83.33％。 

(八)品牌產品之認證 

隨著國民生活水準提昇，消費者對飲食的要求不再只求吃得飽而要吃得安全吃得

健康，農產品的安全衛生日漸引起消費大眾關切與重視，農政單位及相關農民團

體制定農產品認證規範，供生產者遵循並讓消費者區隔及辨識安全、優良的農產

品(9)。受訪品牌蔬菜班有 3 班是獲吉園圃及 MOA 和有機協會均有認證，其他有

１班是由其他民間體體認證。受訪產銷班有些會將吉園圃等認證標章視為是品牌

的一種，由於品牌型態劃分的主客觀條件不同，明確劃分尚無定論，本調查以品

牌所有者的觀點來看，且一般教育消費大眾將其視為一種品質的保證，就如同食

品 GMP、CAS，並不會把認證標章當做一種品牌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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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蔬菜班組織資源認知 

組織資源認知是組織經營者就其組織各項資源與競爭者相比較之強弱勢情況的心

理知覺，蔬菜班班長對自班與其他蔬菜班加以比較下之看法，本研究採李克氏態度量表

加以測量，將蔬菜班班長對組織資源的主觀認知分為極弱、稍弱、普通、稍強、極強 5

個尺度，並依序給予 1-5 分，得分越高者表示對組織資源認知越強勢。在分析上將組織

資源認知以生產條件（貨源流通，硬體設施）、組織條件（人員條件、作業條件）、行銷

條件（產品設計、情報能力、顧客魅力）加以區分衡量，並比較品牌蔬菜班與無品牌蔬

菜班的組織資源認知差異(1)，由表一可知蔬菜班班長對班內的貨源流通、硬體設施、人

員條件、作業條件、產品設計、情報能力、顧客魅力的認知表現都在中等以上，且品牌

蔬菜班各項認知度都較無品牌班強勢。 

 

表一、班組織資源認知程度 

組織資源認知 
平    均    數 

品牌班 排序 非品牌 排序 

貨源流通 10.48 3 8.67 2 

硬體設施 5.79 7 5.00 6 

人員條件 7.50 5 6.25 3 

作業條件 6.57 6 5.33 5 

產品設計 10.83 1 8.67 2 

情報能力 8.57 4 5.42 4 

顧客魅力 10.70 2 9.08 1 

資料來源：同表 1 

註:貨源流通得分為 1-15 分，硬體設施得分為 1-10 分，人員條件得分為 1-10 分，

作業條件得分為 1-10 分，產品能力得分為 1-15 分，情報能力得分為 1-10 分，

顧客魅力得分為 1-15 分。 

 

五、蔬菜班參加共同性品牌蔬菜生產之意願 

有品牌之蔬菜班依其品牌行銷經驗，己經感受到品牌對產品之影響力較深遠的是使

消費者忠誠度提高，產品銷路穩定，其次是產品售價提高，產品銷售量也增加；但也有

還未顯現成效之品牌，這與產品特色、品牌知名度、行銷方法都是息息相關。 

受訪之蔬菜班如果有機會參加共同性品牌蔬菜生產之情況有 86 班有意願，有 3 班

表示不願意，其他 11 班則是持觀望態度，或是希望有優厚的誘因才參加，蔬菜班班長

願意參加之主要原因是為了「使品牌蔬菜比較好賣」、「提昇品牌蔬菜價格」、「可增加菜

農收益」、「可提高知名度」、「建立品牌是蔬菜產業發展必須的條件」。 

蔬菜班不願意參加的主要原因是「消費者對品牌蔬菜的認識不足」、「缺乏有關單位

輔導」、「成本高」、「品牌蔬菜需求少」、「不參加也很好」。 

本調查進一步從申請品牌所需具備之條件及誘因去了解，蔬菜班對參與意願之配合

度是否強烈，在 8 個項目中都有高度意願，以加權總分排序前四項依序為：1.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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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箱。2.政府協助廣告及促銷。3.訂定嚴格品質標準以高品質區隔市場。4.辦理單位熱

心輔導而意願總分較低的三項則為班員蔬菜供應量需穩定，有足夠的急預冷設施，要共

同選別共同運銷。這些訊息足以反映出獎勵措施是誘發蔬菜班參與之動力，而且能夠認

同品質是品牌的後盾，由於品牌之申請單位必須由農民團體辦理，因此，還需要輔導單

位熱心推動，而受訪蔬菜班蔬菜品項繁多，有些需要急速預冷設施，且大部分之班經營

規模小，若無透過班際合作尚難穩定供貨。 

蔬菜班既然有意願參與共同性品牌蔬菜，但光是有所認知卻無法付諸行動，經與已

有建立品牌頗有知名度之蔬菜班深入探討，歸納共同性品牌蔬菜不易推廣有幾項重要原

因，並提出改進看法： 

1.農委會所訂之國產品牌蔬菜只有五種，產銷班認為有機蔬菜、耐貯藏運輸、食用量大，

分級分裝容易之產品都適合建立共同性品牌如：絲瓜、南瓜、青蔥、蘆荀、菇類、

芋頭、甘藷、敏豆希望可以納入辦理。因此共同性品牌除了考慮品質規格有各觀衡

量標準，可共同選別加以分級辨識其品質之差異外，亦需讓產品可因差異化顯現價

差效益，而一般葉菜類經過烹煮調味後難以區別特優級品與一般品之差別，消費者

不易感受其價值，消費者選購時會以外觀取向而有特別喜好之蔬果，可列入考慮之

品項，如特級品大蘆筍來強調其鮮美細嫩。 

2.蔬菜為家庭消費品，尤其是葉菜類不易做到水果之伴手禮，成為具商品價值之禮品，

來提高產品單價，生產者在銷售時需花費巧思搭配產品組合，在年節時以有特色之

包裝設計打動消費者，例如以保鮮盒包裝或禮籃將蔬菜與節慶或營養價值做話題行

銷。 

3.品牌蔬菜之通路一般為超市、量販店大賣場，葉菜類蔬菜常做為低價促銷之商品，難

以躋身為高級商品提高價格，因此，應將品牌與一般蔬菜之銷售通路做區隔，可參

考有機蔬菜透過宅配通路，尋求特定族群如重視養生保健之消費者。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台中地區重要蔬果產銷班對建立共同性品牌的意願，依本研

究結果提出以下之結語與建議： 

一、受訪蔬菜產銷班已導入自有品牌行銷之年數以 1-5 年為多數佔 48.86%，其次為 6-10

年佔 26.14%，產品品牌化觀念在最近十年內蓬勃發展，而品牌種類繁多，一個產銷

班依銷售市場之不同同時使用幾個品牌，調查樣本以農會共同運銷所使用之農會品

牌居多有 26.8%，其次是班品牌，而尚未建立品牌者只有 9.4%，品牌產品銷售方式

以共同運銷透過批發市場拍賣佔多數，批發市場之運銷量大，對於不耐貯藏之蔬

菜，可於短時間內快速銷售。 

二、從蔬菜班組織資源認知而言，以有品牌之產銷班對班內的貨源流通、硬體設施、人

員條件、作業條件、產品設計、情報能力、顧客魅力的認知等表現均較無品牌班強

勢，其能感受到品牌能使消費者忠誠度提高、產品銷路穩定，產品售價提高，銷售

量也增加之影響力。在 100 班蔬菜班中有 86 班有意願參加共同性品牌生產行列，且

願意參與之條件與誘因則是希望「政府補助紙箱」、「政府協助廣告及促銷」、「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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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品質標準以高品質區隔市場」、「辦理單位熱心輔導」。而比較難以配合的則是

「供應量需穩定」、「有足夠的急速預冷設施」及「共同選別共同運銷」。 

三、蔬菜因不耐貯藏，生產期短，分級不易，價差效益小等特性，使得共同性品牌之推

廣較水果不易，必須嚴選具經濟價值且品質分級容易之項目，才能造就共同性品牌

預期之效果，未來對於輔導蔬菜班參與共同性品牌生產，應從地區已有品牌基礎且

組織資源認知度高之產銷班為中長期輔導對象，以有品牌行銷經驗、並已取得吉園

圃或有機蔬菜證明標章，且有能力辦理共選共計之產銷班做近程加強輔導之對象，

加強蔬菜班共同選別作業之觀念，教育班員落實蔬菜分級包裝標準化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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