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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地方伴手禮在休閒農業園區行銷之研究 

楊顯章 

摘要 

本計畫以南投縣、彰化縣、台中縣之 17 項產品的 15 家業者及南投縣、

彰化縣、台中縣、市之 344 家休閒農業業者就伴手禮行銷進行問卷調查。

初步調查結果：伴手禮業者已具備食品衛生安全，食品宣傳用語等基本知

識，比較欠缺食品添加物及包裝、標示的知識；受訪伴手禮業者所具備或

熟悉的農產品加工知識及技能，以食品保鮮儲藏、食品衛生、安全為最高

達30%以上以，食品添加物為最差僅2.5%，食品包裝、標示也不好只有7.5%。  
 

關鍵字：地方伴手禮、休閒農業園區、行銷 

前言 

自民國九十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推動「一鄉鎮一休閒農業園區」計畫

後，各類型之休閒農場在各地風起雲湧的設立。至九十三年台中地區共有

344 個休閒農業景點，其中 58 個准予籌設，11 個為合法經營者，275 個尚

未申請。自民國九十二年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又推動「地方伴手禮」計畫，

至九十四年台中地區共開發 17 項伴手禮產品，惟這些產品仍沿襲傳統行銷

路線，農業園區業者結合行程在地休閒農業特色旅遊商品，固有其必要促

使雙方業者共同結盟，共蒙其利，尤在我國加入 WTO 後台灣境內農業，將

面對日益激烈的市場競爭，我國農業必須由被動之防禦改為主動行銷，以

市場或消費者為導向，與烹調專家合作，開發具競爭優勢的地方料理。再

運用食品加工及保鮮包裝的技術，製成具地方特色伴手商品，並與在地休

閒農業結合行銷，形成在地休閒農業的特色料理伴手，全年供應，不但可

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帶動農業工業化及企業化，將農業生產由初級產

業，提升至二級、三級產業，讓農民不僅能獲取田間的利潤，也能從發展

食品加工、運銷及拓展市場等方面獲得更多利潤，而且可確保產銷收益，

提升市場競爭力。鄭玉罄（2004）台灣農產品加工現況及發展—在發展方

向中指出，在自由化與國際化過程中，如何轉型與發展非常重要。農產加

工品產業將有策略聯盟、專業分工等各種整合活動，使企業經營多元化，

經營規模擴大。另外，結合觀光、休閒及文化活動之地區農特產品的發展，

亦可帶動農村經濟之繁榮。此具有我國特色的中式傳統農產加工品較不易

為進口品取代，是未來具有競爭力的產品。經濟部（2005）中小企業白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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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第七章 地方特色產業的發展，指出地方產業的發展攸關地方經濟基礎

的奠定與人文風格的形成，也與社會結構的健全發展息息相關。另一方面，

政府也深知地方產業面臨經營環境的改變，轉型上極為困難，於是積極推

動地方產業特色再造，大力輔導其轉型及自主發展，以保存地方既有的文

化特色，提昇地方居民的尊榮感，同時繁榮地方經濟，增加當地就業機會，

促進社會安定及提高國民所得。行政院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中，更明確揭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積極發展活化地方商業、創意型

地方特色產業及鄉村型產業，以帶動社區內部共識凝聚與產業轉型發展，

發揮地方特色產業魅力，進而提供新的創業與就業機會。由此可見，地方

特色產業在國家發展計畫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部門在輔導地方特色產業

時，多根據本身職責及其所著重的特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關注的是，具

地區特色之休閒農業、農特產、料理餐飲及創意農特產品。 
 

研究方法 

調查對象包括二大部分，第一部分以轄區內執行 92、93、94 年農委會

「伴手禮」計畫之伴手禮 17 項產品之 15 家業者，包括台中縣 2 家、南投

縣 11 家及彰化縣 2 家，採問卷調查方式進，發送 30 份問卷，由負責人及

員工各一人回答問卷內容，共回收 30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 100%；第二部

分以轄區內閒休農業業者 344 家，採問卷調查方式進，共寄送 344 份，共

回收 208 份有效問卷，行問卷調查調查期間為九十四年一月至九十四年十

一月，以套裝軟體 EXCEL 將所調查資料以次數分配、百分比整理分析。 
 

結果與討論 

一、伴手禮業者基本資料： 
受訪伴手禮業者共 15 家，回收問卷 30 份，其中男性較多 16 人佔

53.3%，女性較少 14 人佔 46.7% （表一）；其中年齡在 31-40 的有 8 人佔

26.7%，齡在 41-50 的最多有 16 人佔 53.3%，年齡在 21-30 的最少有 2 人佔

6.7%（表二）；教育程度以高中高職最多有 16 人佔 53.3%（表三）。 

表一、伴手禮業者性別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6 53.3 
 女性 14 46.7 
合計  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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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伴手禮業者年齡別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年齡 21-30 歲  2   6.7 
 31-40 歲  8  26.7 
 41-50 歲 16  53.3 
 51-60 歲  4  13.3 
合計 30 100.0 
 
表三、伴手禮業者教育程度 
項目 人數 百分比(%) 
教育 國小  2   6.7 
程度 國中  8  26.7 
 高中高職 16  53.3 
 大專  4  13.3 

合計 30 100.0 
 
二、已具備或熟悉的農產品加工知識及技能（複選） 

訪問伴手禮業者所具備或熟悉的農產品加工知識及技能，以食品保鮮

儲藏、食品衛生、安全為最高達 30%以上，以食品添加物為最差僅 2.5%，

食品包裝、標示也不好只有 7.5%（表四）。 

表四、已具備或熟悉的農產品加工知識及技能 
知識及技能 人數 百分比(%) 
食品衛生、安全 25 31.3 
食品保鮮儲藏 26 32.5 
食品添加物 2 2.5 
食品宣傳用語 21 26.2 
食品包裝、標示 6 7.5 
合計 8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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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利用問卷調查方式，以台中地區參加農委會「伴手禮」計畫之

伴手禮 17 項產品之 15 家業者，探討分析業者基本資料、對伴手計畫了解

情形及配合與休閒業者共同行銷的意願，並了解業者需要加強輔導的地

方。研究調查結果摘要發現： 
一、業者參與伴手禮計畫意願非常高，願意再提計畫者達 80%。 
二、新參與伴手計畫的業者，年齡越來越年輕，學歷也較高。 
三、所研提之計畫，常有創意的表現，如將破布子與筍子兩種傳統加工 

品結合成一種符合國人口味之新食材及將豆腐乳與芋頭結合成芋香 
腐乳開發出新口味。 

四、對政府輔導他們在台北國際旅展及台北中華美食展中設立台灣新伴 
手展示區，極為感謝，認為對提升產品形象助益極大。 

五、有關與休閒業者共同行銷，極有意願，惟有關利潤與收帳問題較有 
疑慮（怕倒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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