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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消費型態的改變，生活所需商品經由電商買賣之依賴程度日漸增加，而消費者對商
品的安全性及生產履歷要求日益注重，並由消費心理與行為影響著商品的目標市場。而資訊
化是我國的優勢，並基於生產紀錄是整合經營的前提下，本場開發一套「甘藷產銷管理系
統」，透過輸入之便利性，完整記錄並呈現整個甘藷生產過程，透過後台的統計可以預估產
期及產量，再介接物聯網雲端的加值服務，能使合作社等中衛(行銷)中心的單位能掌握住各
個衛星(生產)農場的生產實況，達到整合生產端、銷售端，以及運用消費端的現代化經營模
式。
關鍵字：資訊整合、電子商務、消費者行為、商業模式、甘藷產銷管理系統

前 言
經市場調查，臺灣兩大超商在 2017 年已銷售出約 2,300 萬條甘藷，尤其以全家自 2010
年冬季上市夯番薯後，便從 2011 年的 800 萬條，持續成長至 2017 年破 2,000 萬條的佳績(全
家企業網，2011；吳，2018)，高成長率背後所顯示的，是供貨量的穩定及品質規格的控管。
近十幾年來國內甘藷栽培面積維持在 1 萬公頃左右，近年政府鼓勵轉作的政策下面積則有增
加的趨勢。基於甘藷內需成長空間有限，面積要持續增加，則勢必將仰賴拓展外銷市場；在
亞洲甘藷貿易近況來看，主要進口市場為泰國、日本、馬來西亞及新加坡，其中以泰國的進
口成長量最大(林，2018)；又我國甘藷出口大宗國為新加坡，該國甘藷皆仰賴進口且地處運
輸樞紐，人均所得及消費力亦高，亦是我國甘藷外銷之重要目標市場。
臺灣的甘藷生產多屬小農，其經營缺點為生產規模小，如未整合則不足以穩定供應大目
標市場，無法成為行銷市場的主流。若能通過以中衛體系概念組織運作，並輔以資通訊技術，
達到有效率的整合產能與品質，則可明確掌握國內甘藷產期、產量及銷售貨物量等等，以作
為整合小農進軍大型通路或外銷至潛力市場(如新加坡、泰國)的起跑點。因此，開發一套具
有精準呈現作物產期、產量的平台系統，提供相關單位作為掌控產銷機制，是當前重要課題。
又近十年來電商發展益趨成熟，創新了所謂新零售的銷售模式，而生鮮電商常被稱為是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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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裡的最後一片藍海，係直接掌握生鮮食材至每個家庭的最後一哩路，若甘藷在行銷與通
路中也能串連上電商，定能為現代化經營的模式中增添一股新色彩。

以中心衛星體系建構甘藷產業現代化經營模組
農委會與中國生產力中心於 2006 年時，發展出農業中衛體系，其多以農民團體(合作社)
為主，亦有農企業等為中心之經營體，經由整合週邊農民、團體或產銷班作為衛星農場，此
運用垂直整合、水平擴張、同業與異業結盟等方式，將小農結合成為一個具有洽談能力的大
農，以降低經營成本、改進產品品質、穩定產品供需、提高產銷效率及精準掌握市場需求，
共同塑造競爭優勢(廖和魏，2006)。本場即探討套用中衛體系建構甘藷產業之現代化經營模
式(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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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甘藷產業整合經營之中心衛星體系架構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廖和魏，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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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產規劃端來看，甘藷的產業現代化經營模式，首要工作應由中心組織先做集合小農
力量的垂直整合，然目前於中南部的合作社場的模式，在生產端之整合尚有問題形成滯礙
點。本文藉由實際觀察與探究的情勢，提出 A 合作社目前在垂直整合面相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產業經營的垂直整合中(圖 2)，合作社場作為中心組織，契作整合規模及品質不一的個別農
戶；上游端的農戶與合作社是種協作共生的關係，由農戶負責栽培管理，合作社提供種苗、
資材與機械協助耕作，並制定生產規範及品質控管，形成一個擁有大產能的供應商，在透過
拓展並長期經營下游端的關係下，逐漸建立起獨一無二的對話窗口，即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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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甘藷產業中的上下游垂直整合架構
在資通訊時代，如果沒有快速、明瞭且簡便的管控方式，當契作農戶越加龐大時，中心
掌握的資訊也越繁雜，上游的問題面將陸續呈現；舉例之，多例新契作農戶於 2017 年即發
生非預期產量的裂藷現象，亦有已至收穫期而頻頻未收到採收指示的農戶，顯示出該合作社
垂直整合的上游端已經發生難以掌握的情況，這是整合經營者所需要即刻解決的問題。
而以行銷規劃端來說，市場需求的瞭解為第一要務，在確定目標市場後，目標客層的需
求則是中心廠做生產決策的關鍵之一，也是對於拓展重點通路的條件。吳(2017)利用網路調
查甘藷消費者的行為，可清楚表示出消費者對於甘藷的想法與偏好：
「去過或聽過甘藷產地」
的人占 47.1%，而喜歡到非常喜歡甘藷的受訪者多達 79.3%，再調查其願意到非常願意購買
甘藷系列產品的人更有 83%。餅乾製品(73%)、熟食甘藷(50%)及鮮藷(43%)則分別為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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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購買的前三大品項，對於有興趣購買的常溫伴手禮品項方面，同樣以餅乾製品類別最受
歡迎，如甘藷酥和手工餅乾；66%及 68%的受訪者分別願意購買的常溫甘藷伴手禮金額在
201-400 元之間，而飲/冰品項則落在 30-50 元。受訪者對於以在地甘藷開發創意料理包，近 8
成願意購買嘗試，而願付價格以 250 元以下為宜。值得一提的是，消費者購買最重視的因素
為「保存期限標示清楚」，其次是「口感食材佳」、「使用天然食材的程度」及「選用在地食
材」。顯示出在開發甘藷商品時，除了基本的食品標示法的依據外，消費者也非常重視在地
食材與偏向無添加的產品，若是在鮮藷市場需求不再增長的情況下，商品化的研發及運用電
商銷售產品是未來經營的趨勢。
當中心廠瞭解消費需求後，便能夠對加工廠的研發與製造方向做出決策。近年生鮮甘藷
已不全是栽種後所要銷售的主力產品，各式商品化的研發應用也已經打開消費者對甘藷周邊
商品的喜愛，並藉由加工研製來達到生鮮甘藷的保質期與加值。而企業化或合作社型態的整
合，就集結技術、設備、產能、資金與洽談大型通路的門檻等，共同創造甘藷的新價值，透
過異業結盟達到術業專攻的生產模式。例如由機械廠商開發霜淇淋機，烘焙業研發符合消費
者味蕾的糕餅點心等，皆不僅延長甘藷的食用期限，也增進不同口味的選擇性，更替生產者
增加收益，降低滯銷風險。然而，即使將農產品商品化，也需要銷售管道將自身產品推廣出
去，在資通訊世代下，網路購置需求品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常規，電子商務的零售模式也日
益茁壯。

甘藷在電子商務之行銷案例
臺灣在農產品的電子商務市場產值約有 150 億元(洪，2016)，是小農朝向電商化發展的
契機。典型甘藷產業上的電子商務行銷案例，多屬大型組織的自營官網類型，如瓜瓜園官網、
冠軍甘藷官網、巴巴塔塔(慶全合作社)及阿甘薯叔官網(瓊埔合作農場)等；另外，運用電子商
務銷售農產品是近年來備受重視的領域，除了上述大型組織具有足夠能力經營官網之外，個
別小農也順應搭上了電商行銷的趨勢，成功增加收益與知名度，更有電商直接作為主角來行
銷。
彰化縣大城鄉是甘藷主要產地之一，蔡姓青年早在 17 歲開始立志當農夫，幫著祖父母
種甘藷，退伍後便從生長地的新竹縣，返鄉回到大城鄉來正式成為青年農民。他毅然決定捨
棄祖父母傳統的慣行農法，第 1 年因為急於求變而虧損近 20 萬元，第 2 年開始採用性費洛
蒙誘殺，甘藷產量增加且轉虧為盈。後來又承租了 3 公頃農地，除了年產約 2 萬斤的甘藷外，
還輪作水稻和小麥等作物，但是，過了 5 年，他不再是只依賴盤商銷售，而是自己找尋適合
的網購平台，在 C2C 的 Yahoo 奇摩拍賣上開賣 1 週的銷量就比以往多 1 倍，售價也較盤商多
3-4 倍，上架 3 週就熱銷了 2,356 斤的甘藷。蔡姓藷農除了逐步朝向生態防治、友善自然的耕
作模式外，並取得 SGS310 項無農藥殘留認證，他表示：
「農民跟消費者距離太遠了，那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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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就是把這樣的距離縮短，讓消費者可以更放心更安心的食用這些農產品。」(吳，2016；
洪，2016)。
此外，2010 年先於臉書經營的「直接跟農夫買」社團，目的是為了鼓勵農友以有機或無
毒農業的方式耕作，讓臺灣的環境變乾淨，2014 年，因為意識到農業不能只是仰賴志工協助，
否則無法真正成長，於是將「直接跟農夫買」轉型成兼具營利性和社會公益的社會企業，為
同樣有環境理念的農友，客製行銷策略、達到銷售目標。首先，該平台成立「計畫性支持專
區」，主要是讓農友們可以控制產量，不因為生產過剩而賤價販售，也可以專心控管品質；
經過兩年的實驗，為了提高消費者訂購農產品的落實率，又發起了「養一桌計畫」，讓消費
者透過「認養」農產品的方式，預先付款訂購，與農夫一起承擔風險、一起關心生產過程；
而「養一桌計畫」的參與人數十分踴躍，兩週內就將 1 分地的甘藷認養完畢(蘇，2017)。這
不僅能夠增加農友直接的收益，並可以創造出間接的顧客忠誠度，還讓消費者能夠藉由體驗
而感受快樂豐收的喜悅，落實享用在地、新鮮又安心食材的需求情境，並使消費端慢慢培養
出對一級產業的共感力。

瓜瓜園的整合經營商業模式
Osterwalder 和 Pigneur(2010)認為商業模式就是描述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及獲取價值
的手段與方法，可透過九個構成要素來顯示一個企業如何賺錢的邏輯。一個企業或組織在決
定要服務哪些客層後，就可以針對某個特定客層的需求，依序設計出一個商業模式。九個要
素依照次序為目標客層、價值主張、通路、顧客關係、收益流、關鍵資源、關鍵活動、關鍵
夥伴、成本結構(圖 3)。有別於中衛體系整合的是提高競爭力，更為成熟的商業模式對於企業
來說，如何能做到賺錢，才是其經營模式的主軸。

圖 3. 商業模式九要素構成之商業模式圖
資料來源：Osterwalder 和 Pigneur (2010)

91

北部地區甘藷栽培管理技術暨產業輔導研討會

瓜瓜園的經營是從甘藷產銷班起步、創立品牌、加工產品，在運用田間管理系統、運銷
通路的開發、關鍵夥伴的建立、顧客關係與消費行為的分析，並秉持健康食材的養生價值下，
成為現今企業化整合經營的瓜瓜園。本文以商業模式圖，套用於瓜瓜園在整合經營的應用實
例，並作要點式描述於圖 4 呈現。瓜瓜園於九大架構中皆與生產、銷售及消費端具有直接或
間接相關性，例如整合生產端契作農戶成為關鍵夥伴，種苗與資材、運用加工能力、農事服
務耕作等是為成本結構的一環，而前提是必須要先將通路建立(如超商、自營官網與上架其他
電商)，並規劃行銷、田間管理系統到驗證等關鍵活動，來創造對目標客層需求的安心價值之
主張，進而增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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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顧客關係

目標客層

1.600 多位契作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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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健康養生

2.農產展示活動

2.家庭主婦

3.包材業者

3.建立歷年資料庫

3.追求最高品質

3.生態故事館

3.職業婦女

4.物流業者

4.iYam 田間管理系

4.自然美味又平價

4.納入新化老街參觀

4.禮品市場

5.台肥公司

統、神農一指收

6.全家超商

5.東南亞新興市場

行程

5.產銷履歷驗證

5.臉書互動

關鍵資源

通路

1.品牌建立

1.連鎖便利超商、超

2.農事服務團隊

市、賣場

3.篩選設備

2.連鎖餐飲、素食業

4.加工能力

3.實體門市及早午餐
門市
4.各電商平台及自營
官網
5.內外銷之經銷商

成本結構

收益流

1.人工

2.各項資材

3.種苗 4.簽立契約

5.加工

6.銷售 7.產品研發 8.增設加工廠

2016 年自各通路的客層創造新台幣 3 億 5,000 萬元的
利潤

圖 4. 瓜瓜園經營之商業模式圖
資料來源：楊(2017)與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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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對於成功的企業或組織來說，開創一個商業模式或重新思考既有的商業模式，不
僅僅施行 1 次而已，要持續評估模式與檢視外部環境，以瞭解模是在長期狀況下，可能會如
何受到外界影響，商業模式未來運作的背景與對其環境的檢視，包括市場調查、研究並接觸
顧客、訪談各領域專家、大致描繪競爭對手的商業模式等。為強化國內外競爭力，除了逐年
增加契作面積外，瓜瓜園於 2017 年 8 月和臺灣肥料公司簽署成為策略聯盟，並於 10 月表示
將打造新的加工廠，也關注且分析外界環境，將所擴增加工廠的產能作為進軍東南亞的目標
客層市場。
瓜瓜園總經理邱裕翔是位返鄉青農，當時發現從幾百公頃的田區中，巡檢員光是從哪條
路去巡田時就非常不容易，先後運用「iYam 田間管理系統」
、
「神農一指收」及「無線射頻識
別系統」等；在雲端、導航與科技裝置(平版、無人機等)的導入後，不僅能把地政與網路地
圖作結合而精準找到田區，也能及時存取資訊，並可妥善運用自動化入倉模式，現今再透過
批號管理，透過溯源功能就可以找出哪位農友生產的甘藷受消費者青睞，切入消費導向，進
而建立資料庫，讓產、製、儲、銷等流程管理雲端化，使傳統農業升級。
瓜瓜園也瞭解資訊化時代整合的重要性。邱裕翔表示：
「我觀察到歐洲比較強調機械化，
而非資訊化，我們雖然沒有重工業可以發展大型農機，資訊化是臺灣的優勢，我們有很多相
關人才，那為什麼要重視資訊化，是因為不像歐美國家可以大面積耕種，需求會更靈活」；
而更靈活的需求，正是與瓜瓜園契作 600 多位農友，總面積約 1,000 餘公頃，去整合每位農
友不同的生產規模與地點，邱裕翔認為：「確保產品品質一致的 3 個關鍵為記錄、管理、整
合，而沒有記錄，就不必談整合了」(林和林，2018)。由此可見，想成功的做到整合經營，
生產端的管理記錄是農友不可忽視的過程。
值得一提的是，瓜瓜園在連鎖超商的通路上，不完全屬於主動者。夯番薯是全家便利超
商時任總經理赴日考察後的想法，在 2007 年便開始進行夯番薯的市場測試，以中衛體系中
行銷規劃來看，全家一開始擬定辦公商業區內上班族對便利、點心或輕主食的需求，經過 3
年穩定測試後，銷售不斷成長，購買者不分男女老幼，可以說是涵蓋全客群，且所有時段皆
可以賣，便在 2010 年冬季正式上市；然而，因為甘藷產季問題，加上需要供應全台 5 成的
店面等因素，一到夏天便面臨貨源短缺問題，許多門市暫停銷售而使客訴不斷。從原本單一
採購規格，調整成彈性規格後，使得供貨量增加、店鋪操作和結帳更為便利，全家深知要根
除缺貨危機，轉以契作代替採購，由通路向上整合供應鏈(摘錄自王和鄭，2017)。像這種大
型連鎖通路販售甘藷，已經不只是單純地在賣商品，而是在經營一個產業，若不能由下游往
上整合到產地供貨源，就難以成為長久的商業經營，這也顯示出穩定的供貨量是整合組織，
必須透過完善的生產規劃以利掌握市場動靜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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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與操作甘藷產銷管理系統
如前所述，一個組織作為中心整合廠，最基礎的上游生產端必須先完全掌控，讓衛星農
場放心從事生產，而整合的前提更是以完整的生產紀錄下來施行。為使農友能利用資通訊平
台有效率的管理農作物產出至後續銷售作業，本場藉由設計一套甘藷物聯網絡系統提供農友
從生產（種植期、生育管理期）至出貨等環節能逐一數位記錄，再進行資料分析與解讀，更
能藉以掌控生產成本。甘藷產銷管理系統之主要功能與架構如圖 5 所示。
資料修改

基本資料
農友會員

上方
功能選單

種植作物設定管理
種植單位設定管理

登入頁
(申請加入、
忘記密碼)

生產管理

傳感器設定管理
現場農務操作介面
作物生產成本管理
生產情報即時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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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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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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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貨管理

操作手冊

圖 5. 甘藷產銷管理平台之功能架構圖
1. 客製化生產管理模組彈性增刪功能與響應式網站介面，可呈現規模化生產成本。
(1) 生產管理→『作物生產記錄管理』→生產流程 TGAP 良好農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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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產管理→『種植單位設定管理』→種植單位座標、編碼、面積設定。
(3) 生產管理→『種植作物設定管理』→甘藷。
(4) 生產管理→『種植流程設定管理』→依標準參考種植流程彈性增修並應用於其所種植
作物之生產記錄。
(5) 生產管理→『現場農務操作介面』→符合操作介面簡易輸入方式包含(文字、數字、圖
片)。
(6) 生產管理→『傳感器設定管理』→使用於種植單位之傳感器設定管理作業，並提供 API
供外界資訊整合。
(7) 生產管理→『作物生產成本管理』→與作物生產紀錄本、庫存管理、資材管理、出貨
管理等各功能項目所載之相關資訊連動。
(8) 生產管理→『生產情報即時看版』→提供農友彙整之生產情報資訊揭露介面。
(9) 庫存管理→『作物包裝管理』→包裝日期、包裝序號、包裝內容項目、數量及單位。
(10) 庫存管理→『作物入庫管理』→入庫日期、入庫序號、作物來源、入庫作物內容項目、
數量及單位。
(11) 庫存管理→『作物出庫管理』→作物出庫資訊需能與作物出貨管理機制所載之相關資
訊連動。
(12) 資材管理→『肥料管理』→提供農友有關使用之肥料項目相關基本資料之維護清單介
面。
(13) 資材管理→『農藥管理』→提供農友有關使用之農藥項目採購相關資訊紀錄之維護清
單介面。
(14) 資材管理→『資材管理』→採購日期、採購編號、資材名稱、相關說明、供應來源及
包裝單位、採購成本及數量、到貨日期等。
(15) 出貨管理→『作物出貨管理』→出貨日期、出貨序號、出貨作物內容項目、數量及單
位及出貨對象相關資訊。亦提供作物出貨相關之彙總報表。
2. 系統經由農友配合建置，可望達到供需平衡。
3. 農友可明確養成記錄之習慣，更能透過系統瞭解農場經營的損益情形。
4. 驗證或相關管理單位可經由此平台查驗或檢視生產歷程，達到快速簡便的落實追溯制度。

臺灣甘藷產業現代化經營模式建議
在電子商務成熟發展的今天，運用電子商務來行銷甘藷是必然的趨勢，雖然電子商務功
能強大，但如何提供完整的生產體系資訊，是目前急待努力的目標，又在消費者注重食安的
消費意識下，勢必得呈現完整產銷履歷以獲取消費者的信任。再者，提供甘藷生產品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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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時期、產量等及時的完整資訊，將使農友得以做最佳栽培計畫，也能讓農企業、合作社
或整合單位(中衛體系)得以掌控整個產業變化，是目前甘藷產業亟待解決的問題，亦是現今
環境下，農政單位所需要掌握生產源頭的資訊；基於此，透過本場開發「甘藷產銷管理系統」
，
提供簡易又不費成本的完整產銷履歷服務，再輔以電子商務延伸行銷規劃的廣度，組成強力
的能量，期望先經由中衛體系整合生產，組成堅強的生產體系，應是目前在臺灣甘藷產業上，
最適切的現代化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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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the dependence of goods for daily life on
e-commerce transactions is increasing, and consumers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and product traceability. Consumer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deeply affect target markets.
Informatization is one of Taiwan’s advantages, basing o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records, Taoyua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developes a
Sweet Potato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PMS). Through the input convenience, the
whole sweet potato production process is completely recorded and presented. Through the
back-end statistics, the production period and output can be estimated. In the IoT cloud, the
value-added service can enable the cooperatives and other central (marketing) centers to grasp the
production status of each satellite (production) farm.

Achieve integrated production, sales and

consump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business model.
Key words: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E-commerce, Consumer Behavior, Business Model,
Sweet Potato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SP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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