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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布斯‧顗賚

黃振富 余夏夫

為何全國消費者
似乎沒有在網路上大力購買
花蓮農產品？
民營或公設之農產銷售網站上
有哪些可以再加強的地方？

花蓮縣的各種農特產

品，其實在全國各

地是蠻受廣大消費者歡迎

的，譬如縣政府、各鄉鎮

市農會，每次前往台北、

桃園展售農特產品，幾乎

都是賣到缺貨，可見產品

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行

銷的途徑。花蓮縣由於人

口外流嚴重，年輕人都到

外地謀生去了，剩下的大都是高齡老農，他們很

會生產，可是面對現代網際網路行銷就頭痛了，

因此建議政府應該持續加強開辦高齡老農的電腦

操作指導課程，同時協助老農們架設行銷網路，

輔導行銷技巧，當能夠做到「產銷合一」時，才

能夠真正的讓花蓮農村富足。

協助老農架設行銷網路

先解決「一窩蜂」的問

題，花蓮縣的農特

產品，才有機會在臺灣的

消費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譬如目前全台香蕉生產過

剩，就是一窩蜂造成的苦

果，前兩年香蕉價格非常

好，許多農民看在眼裡，

紛紛搶種香焦，結果好景

不長，等到自己的香蕉上

市時，一看才知道到處都是過剩的香蕉，自然價

格會一落千丈、一發不可收拾。其實這種情形，

過去一直在臺灣農村不斷上演，除了水果之外，

蔬菜也是一樣，「穀賤傷農」一再上演，這也是

台灣農產品銷售市場面臨的最大問題。

要解決農村一窩蜂栽種

政府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十年，吸引許多花蓮

原住民接受政府輔導，持

續創新並且導入市場，經

過多年的市場行銷，國內

外消費者對原住民藝術文

化非常認同，目前只是缺

少市場行銷的商品識別機

制。因此當務之急是推動

原鄉產業體質革新，透過

原住民文創品牌行銷發展計畫的現代設計、創意

課程、流程設計、包裝行銷等多元輔導體制，協

助許多個人工作室成長，以改善原住民產業環境

及刺激在地產業創新，同時凝聚業者共識，引領

業者轉型，發展原住民文創特色產品，才能夠有

效促進原住民工藝產業轉型為文創設計產業。

推動原鄉產業體質革新

農產品銷售成效好壞因

地而異，例如「哇

好米」早有口碑，不用怎

麼行銷，各地消費者都會

主動尋找平台訂購，相對

地，不善於行銷廣告者，

在這個網際網路科技的時

代就明顯吃虧。

　縣政府在西瓜、稻米及

柚子的行銷做得很好，特

別是玉里西瓜，產品的口碑已經看得出來，由此

可知，縣府應該著手做的事情是輔導農民產地產

出的品質保證，並且有效避免因為盛產而讓產地

價格大跌影響農民生計的事情發生，進而加強產

品行銷，不僅要提高國人購買平台的曝光度，更

要尋找國外行銷的突破口。

輔導產地產出品質保證

對於花蓮農特展品的行

銷，除了肯定縣府歷

年來行銷西瓜、柚子或稻

米等農產頗有成效之外，

建議對於其他在地農特產

品、有機蔬果的輔導行銷

也能多有著墨。

　其次，鑒於今年天氣大

好，反而造成香蕉等盛

產、售價大跌，雖然這是

全台蕉農等共同面對的問題，政府有關單位也應

該都有因應之道，但是長遠之計，建議有關單位

可朝食品加工輔導發展，可增加蔬果食材價值，

例如香蕉可製成香蕉乾果，有關單位甚至研究出

香蕉皮的功效，還有稻米除了食用之外，生物科

技研發出米酵素面膜等，創造經濟價值。

可朝輔導食品加工發展

花蓮是個標準的農業

縣，有生產也要有

通暢的銷售網，才能在產

銷均衡的情況下為農民創

造利潤。花蓮農民所生產

的農特產品經常發生銷售

問題，使農民利潤降低，

為此花蓮縣政府也為農民

建構農產商品資訊平台，

創造農特產品實體通路販

售網站。

　農業處會持續推動「花蓮經典農產宅配網」的

運作，亦定期辦理相關促銷活動，結合媒體行銷

，增加本縣經典宅配網之曝光率，為增進花蓮農

產推廣行銷努力。

建構農產商品資訊平台

請農業處大力推動網路

農產銷售政策，如整

合大平台供各鄉鎮花蓮農

民銷售農產給全國消費者

等。

　花蓮縣政府為促進農產

推廣，網路行銷縣轄優質

農特產品，提供民眾健康

、便捷、省時的線上農產

品購物空間，已由縣政府

輔導創設一個行銷販售花蓮各種農漁特產之網路商

城―「花蓮經典農產宅配網」。該網站整合了縣內

各農漁會與蔬果運銷合作社，匯集花蓮十三鄉鎮產

銷班所生產的優質農漁民產品，從稻米、蔬果、茶

葉、咖啡到加工品、伴手禮，將花蓮縣生產的健康

農產品宅配到府，協助農民銷售農產品。

大力推動網路農產銷售

現代人手一機的網路時代，不出門

也知天下事，也可以在網路上購

物，因此，網路行銷也是現代趨勢，議

長賴進坤表示，花蓮農業產品也要走出去，網路行銷是一

大商機，也可以藉此提升農民種植高品質農產品的誘因，

再者，由於花蓮農產品需求市場小，在未來加入區域經貿

組織勢必增加國外農產品進口與本土農產品形成激烈競爭

，花蓮農友可趁此機會徹底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促進

產銷技術的全面升級，讓農業脫胎換骨。

　花蓮西半部多半為中央山脈山區，其覆蓋了廣大的原始

森林，蘊含了強韌的生命力，茂密的林區積蓄了豐沛的水

資源，沿著山谷傾洩匯聚成河。富里鄉，就是隱藏在這片

青蔥翠綠的山野間，坐落花蓮最南端，有著清流、蔚藍與

釉綠的稻米之鄉。

　議長賴進坤說，新時代農夫，有信念、有技術，還要懂

行銷，善用部落格行銷，在農業裡革命，玉里有一位年輕

人叫謝銘鍵(劍劍)，他從回鄉種田後，生產稻米、種黑豆

、麥等農作物，更將《劍劍好米創意糧商》以客家花布包

裝打造農業精品化。他以前讀美工及曾是話劇社成員，故

成為花蓮玉里推廣農業最具代表之一的年輕小農，他務農

行銷更是高手。

　賴進坤說，劍劍雖是花蓮玉里小農，卻從二○○六年開

始寫部落格，再從Q版插畫逐漸轉型變成搞笑影片達人，以

另類搞笑影片顛覆農業的傳統行銷手法，這類方式耗費較

多時間成本，也需要設計橋段，卻讓民眾透過有趣的影片

，輕鬆了解與農業有關的各種資訊，進而傳遞食安與環保

概念。

　在花蓮不只要把在地農產吃得過癮，也別錯過把花蓮好

農產品一併帶回家分送親友，或自己爽吃也好。

徹底進行農業結構調整 促進產銷技術升級

花蓮農產品尤其受到北

部或都會型消費者的

喜愛，因為花蓮農產無毒

有機的特色已深植民心，

在網路行銷上如能再加強

社群網站的連結或互動，

就能讓更多的消費者看

見，目前不管是民營或公

部門架設的農產品銷售網

站都各有千秋，有些知名

度比較高的或許能將其他知名度較低的拉進來連

結在一起，也是一種聯合行銷的方式。

應該加強社群網站連結

我本身是農家子弟出

身，我認為農產品銷

售無法打開市場，大多是因

為政策配套不理想，政府及

中央必須專案輔導，使農產

品有良好的銷售管道，農產

品的暢銷與否與政策息息相

關，尤其協助農民打開外銷

市場，更需要中央政府的配

合，才能將市場開拓。

政府必須採取專案輔導

花蓮壽豐農會對農產品

的行銷不遺餘力，

成效非常好，在網路行

銷上值得讚許的農會有壽

豐農會、鳳林農會、富里

農會、玉里農會等，這些

農會對於其在地的農產品

都有很好的行銷手法，在

全國有極高的曝光度，尤

其是常常帶著地方農產品

北上參加各種展覽銷售。現在也有很多年輕人返

鄉務農，他們更懂得如何運用網路行銷及社群網

站，拉近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打開農產品銷售

的通路，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

運用網路行銷社群網站

花蓮縣擁有許多優良的

農特產品，但是農

民對於行銷農特產品缺乏

順暢管道，僅能自行利用

傳統管道來銷售農產品，

因此常常無法獲得較高的

利潤，若是縣府單位能夠

利用網路資源建置一個花

蓮農特產品的大平台，幫

助農民做網路行銷，不僅

可以造福農民同時也可以打響花蓮農特產品的名

號。

　黃振富於去年議會質詢時提出建議後，目前縣

府單位與花蓮市農會已合作成立「花蓮小農市

集」網路平台，預計七月份可以正式上線協助農

民自產自銷，增加農民行銷管道。

花蓮小農市集七月上線

身為吉安鄉民，我要向

吉安鄉親大力推薦邱

展謙。

　吉安要改變，吉安最好

的引擎就是邱展謙，邱展

謙當過民政處長，當選鄉

長行政方面無縫接軌。

　邱永双表示，邱展謙在

教育界服務二十多年長期

關懷長者、婦幼、弱勢

的朋友，吉安鄉人文萃薈，必須傾聽民意了解鄉

民所需，施政方向必須以民意為依歸，邱展謙有

心服務地方、服務弱勢團體，希望鄉親給無黨無

派、認真實在的邱展謙一個機會，改變吉安，讓

大家生活安居樂業更好。

向吉安鄉親推薦邱展謙

近年來國人對於消費安

全優質農產品的需求

大幅增加，繁忙的生活中

該如何輕鬆選購安全優質

的國產農產品，農產品電

子商務是全新的新選擇。

　電子商務已成為忙碌現

代人的新興購物管道，

縣政府應該輔導小農，藉

由敘說小農辛勤耕耘的故

事，提供國產優質安全農產品的選購管道；另有

部分平臺亦提供農村旅遊、農務體驗活動等服

務，才能吸引大家上網瀏覽、購買。

　建議透過架設電商平臺擴大原有銷售通路，整

合實體及網路資源，提供消費者多元選擇，也吸

引實體店面接觸不到的消費族群。

農產電子商務是新選擇

相較於傳統通路，透過

電子商務銷售，因產

銷中間結構簡化，有助於

小農、原農收益增加；此

外，電子商務要求的商品

品質規格較高，可帶動農

業朝向精緻化生產。

　網站宣導與架設，除要

加強培養區域性產地整

合，更要建立物流合作關

係、打造農業電商發展根基，才能推廣具特色農

產品、帶動網路購物熱潮啟動B2B電子商務模式等

工作。

　希望縣政府透過縣農會或各級農會，同步規劃

辦理研習與進階課程，讓小農、原農有機會進

修，以建立農產品電子商務長期穩定的供應鏈。

應建立電子商務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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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美雲

林宗昆

發 燒 話 題

花蓮有得天獨厚的好山

好水，種植出來的

農產品，四季品質皆佳，

稻米也是最好的品質，從

吉安米到玉里米及富里

米，都是行銷全台灣的好

產品，目前各地農會都有

各自建置的網站，行銷各

地方的農產品，或者也都

會到北部參加農產品的展

覽銷售，往往都熱烈搶購，銷售一空。如果網站

能有外文的解說網頁，如英文、韓文、日文，也

能藉由此打開外銷市場，現在日本及韓國都很哈

台，尤其花蓮的農產品對日韓民眾來說更是品質

的保證，花蓮農產品應該朝向國際化發展。

農產品應朝國際化發展

花蓮的農產品品質好，

有些根本不需要網路

行銷，就賣得嚇嚇叫，例

如：西瓜和香蕉，往往在產

季之前就有中盤商或大盤商

全數預約訂購了，農民根本

不愁賣不出去，所以，不同

的農產品應該有不同的銷售

管道及行銷手法，網站方

面，農會全力推廣及公部門

的協助，都有加分效果，花蓮的農夫大多是老一輩

的世代，對電腦網路並不熟悉，所以，亟需要公部

門的輔導，花蓮的農產品也大多直接運銷至台北，

花蓮本地的果菜市場也交易熱絡，故民間與政府一

起合作，才能有好的銷售。

民間與政府要一起合作

花蓮的米、茶、柚子、

金針等農特產品，非

常具有獨特性，品質有保

證，在養生意識的抬頭下，

大家也追求更健康的食材，

花蓮農友們自產的農特產

品，便會是第一首選。在縣

政府的大力推廣下，將優質

農特產行銷至外縣市，立刻

銷售一空。在各類農特產品

中，花蓮的農特產品，始終維持高等級的品質，

因需求量大，價格也能維持住水平，不需降價賠

售。現在網路資訊發達，人手一機，若花蓮的各

農會，推出行動APP，讓民眾用手機就能將農特產

品送到家，省時又省力，多個選擇，這將會是一

大趨勢，也希望藉由產品帶出農作物的價值。

各農會可推出行動�A�P�P

現在網購的走向多在各

大平台上，花蓮農

產品在各大平台沒有曝光

度。而就官網而言，曝光

度幾乎為零。我認為，經

營網站應先了解目前大眾

的消費趨勢，找誰來代言

才能轉換成提袋率、價格

分析以及曝光的方式等，

這些都需要數據分析與專

業引導。現在的消費者不是架個網站，或是寫一

些傳統的行銷台詞，就能引起他們的購買慾。事

實上，公營比私人更有資源做網路銷售，尤其花

蓮的農產品品質優良，相信只要用對方法，是非

常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箇中更需要政府有關單位

主動提供輔導資源。

政府主動提供輔導資源

誠然在農特產品的網路

平台或通路行銷上，

花蓮縣政府在西瓜、柚子

等方面做的成效不錯，但

是，如果可以朝向生物科

技研發方面發展，是否可

以為在地有機農特產品創

造更高的競爭力？

　以立川養殖區的黃金蜆

為例子，以往蜆可能只是

家庭餐桌上的一道道菜餚，可是經過業者與生物

科技公司合作，黃金蜆變成了蜆精、蜆錠等營養

食品。如果各鄉鎮的有機農產，可以藉由生物科

技研究途徑，創造更多的用途，好比慈科大創造

紅藜生物科技產品的面膜等實用之外的用途，相

信對於輔導農民而言，會有更大的經濟效益。

朝向生物科技方面發展

花蓮的農特產品產銷較

為大宗大約就是西

瓜、柚子和稻米，其他的

農產品產量都不大，以經

營產銷的效益評估，在商

言商，考量位處東部的花

蓮對外運銷成本較高，加

上天候影響產量，商機上

多有限制。不過，以縣政

府行銷西瓜、稻米的成效

而言誠然不錯，因此，如果網路行銷或是官網行

銷廣告等技術面或是平台開發都不是問題，消費

者也不是找不到平台可以訂購，而是有產量供應

的考量，假使我們可以把地方的農產品特色找出

來，進一步提高產量，創造多元產值，相信就能

找到突破點了。

提高產量創造多元產值

對於花蓮農特產品在網

路行銷方面的成效問

題，粗略地評估，似乎僅

限於縣府或是鄉鎮市農會

產銷班之前已經行銷包裝

具有成效者，需要加強的

部份應該是找出其他農產

品的特色所在，甚至創造

特色出來，再由縣府輔導

產銷合作，或是提供輔導

產銷辦法，幫助農民擺脫「靠天吃飯」的命運。

　隨著科技發展，不僅網路影響人類人際互動模

式，也有帶動全球網購消費趨勢，農民要學會的

不僅是耕種、提升產能的技術，還有網路行銷的

觀念，學會運用網路平台。

農民要有網路行銷觀念

什麼是行銷？對廣告公

司來說是「透過品牌

解決客戶的需求」，初期

可以用相同的代言人累積

消費者的印象，在開拓新

的消費族群方面，建議從

年輕人開始累積；在城鄉

方面，在花蓮縣則建議從

鄉村出發當成一個基礎和

平台，然後進軍都會養成

主要的消費區。行銷不僅需要目標，也需要預算

和長遠計畫。品牌不只是產品的附加價值，在行

銷時也應該設法讓產品說話，如Apple的iPod，農

民們可以思考農產品的行銷，是不是也能從這個

角度來進行和運作。

行銷時設法讓產品說話

卓溪鄉布農族人的許

多手工藝品都非常

優質，可惜的是都必須透

過純人工生產，無法透過

機具大量生產，也因此形

成「無法量產」的致命

傷，無法量產就無法降低

售價，影響消費者的購

買意願，如此惡性循環，

自然無法透過生產來改善

生活，因此設立手工藝編織工廠、苦茶油生產工

廠、蔬果產銷班等等，都是當務之急。至於在行

銷方面，政府協助族人、農民行銷責無旁貸，早

日在距離卓溪鄉最近的玉里鎮鬧區，開闢具有布

農族特色的農特產品、手工藝品展售中心，很有

必要。

開闢農特產品展售中心

泰國請專業的行銷或設

計人才，幫各地農

業做包裝和文化設計，以

致讓泰國的創意產業發展

得很好，值得臺灣學習。

建議政府編列專業設計經

費為各地農會進行包裝，

藉以彌補台灣農民會產不

會銷的常見情形。台灣的

公部門對標書預算、媒體

行銷都有過多的限制，長久以來未見調整，造成

民間企業在經營上的壓力與猶疑，進而導致創意

發展的窒礙難行，當好的想法無法做出，就會影

響到後端的產品行銷。如果有專業的產品、文化

或設計團隊每年幫幾個農會製作，會不會較有效

益？

編列經費為各農會包裝

關於原住民產業的持續

發展，可以就幾個面

向來討論：（一）傳統文

化與技藝傳承—可以積極

配合參與政府、學校、機

關團體計畫以及爭取各界

的資源，鼓勵青年學習。

（二）文創的持續發展—

需要推動原鄉產業體質革

新，透過引入現代設計、

技能訓練、創意課程、流

程設計等多元輔導，發展原住民文創特色產品。

（三）促進異業結盟。（四）轉型社會企業—透

過逐漸增加的影響力，振興傳統技藝，開創部落

產業與發展的生機，達成一個永續經營的企業模

式。

原住民產業要持續發展

在一片食安危機等事件讓國人「食

」在驚心，也讓民生大事健康飲

食安全議題更加受重視。

　花蓮成立「花蓮無毒農業網路商城」，商城中上架花蓮

在地生產的有機無毒農產品，皆經過嚴選製造及安全檢驗

。自有品牌「土地之歌」的在地農產品，也透過網路商城

推出種類豐富，保證無毒、新鮮、健康、美味、便利的農

特產品，希望成為消費者購買日常生熟食品或餽贈送禮的

首選平台。「無毒農業網路商城」，希望為花蓮的有機無

毒農糧、漁畜產品，為在地農特產品提供優質網路行銷平

台。

　張峻表示，新改版上線的網路商城，除了提升識別度，

與優化操作容易入手外，主打特色還有「多元購物優惠」

、「團購專區」與「社群連結」。其中，多元購物優惠部

分，提供不同的購物優惠，如滿額折扣、加購商品等，讓

消費者能有更優惠與划算的購物機制。在團購專區部分，

設計消費者能發起團購、享有合購優惠。社群連結部分，

則整合當下最夯的Facebook機制，讓民眾可以更快速取得

優惠資訊。

　健康意識日漸抬頭下，消費者對農產蔬果的要求不僅是

價格與口感，更重視健康與安全，對此花蓮自創健康農產

品牌「土地之歌」，輔導有機無毒農戶辦理契作產銷，產

品類包括CAS有機米／良質米、有機蔬菜、放山土雞、無毒

好蛋、放山雞精、無毒豬肉、麥飯石黃金蜆、麥飯石黃金

蜆精以及天然蜂蜜等。

　張峻表示，花蓮得天獨厚無污染的環境與土地，與一群

堅持採用自然農法耕種、友善土地永續經營理念的農民，

「土地之歌」品牌的產品皆為花蓮在地有機無毒農戶生產

的無毒健康的農、糧、漁、畜產品及其加工品；讓購物有

更多選擇，全國首家花蓮成立的「農民直銷站」，也將規

劃與網路商城結合，透過商城提供消費者與農民直接交流

的平台，增加網站商品的多元性。

農民直銷站與網路商城結合 增商品多元性

花蓮農產品網路銷售目

前困境第一是行銷營

運人才的不足；第二是資

金不足使農民無法承擔冷

鏈物流、倉儲和藥檢成本

，供貨品質和數量不穩定

；第三是電子商務的倉儲

和運送效率低於傳統運銷

，導致耗損率高。

　劉曉玫表示，擔任縣長

之後會成立專屬花蓮農產品牌，統一行銷花蓮優質

農產品；並與中央農委會合作成立花蓮藥檢中心、

農耕技術輔導小組以及媒合平台，補助農民進行藥

檢、提供最新技術輔導農民提升供貨品質；要求中

央在花蓮成立冷鏈物流中心，幫助農民能夠有更高

的收益，再造花蓮農業榮景。

成立專屬花蓮農產品牌

為何全國消費者
似乎沒有在網路上大力購買
花蓮農產品？
民營或公設之農產銷售網站上
有哪些可以再加強的地方？

消費者透過許多管道購

得優質農產品，政府

應多加輔導小農、青農架

設網站，開設研習課程，

除提供優質臺灣農產品選

購服務外，亦提供完善的

售後服務，確實可作為現

代人不錯的購物新選擇。

　偏鄉農民較不擅長網路

行銷及利用電子商務行銷

農產品，縣政府應該多透

過農會宣導開班授課，傳授電子商務運用技巧，

鼓勵小農透過網路行銷。

　縣政府農業處應該提供資源交流平台，廣為宣

導歡迎民眾可踴躍上網，體驗農產品網路購物的

服務及樂趣。

縣府提供資源交流平台

投身幼教事業三十多

年，關心婦幼議題、

爭取鄉鎮建設，游淑貞強

調，教育是她的專業也是

問政重心，未來有機會希

望擴大為吉安鄉親服務，

打造和樂、安居、幸福家

園。

　游淑貞表示，她是花蓮

師範幼教學系正科班畢

業，從事幼教工作時，很重視隔代教養、特殊教

育問題，深入社區鄰里、關懷老人與家暴婦女，

過程中常需要與公部門接觸，因此決定從政，這

次有機會擴大服務，游淑貞強調她將會全力以

赴，爭取認同，希望為吉安付出更多，做更多

事。

盼為吉安付出做更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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