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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休閒農業經營模式與產銷通路價值鏈之研究
A Study 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market distribution of LOHAS
Agriculture
呂季芳1

摘要
本研究以文獻資料分析法搭配深度訪問法在藉由內容分析法，以經營模式與產銷通
路探討與訪談台灣的休閒農場，並以價值鏈問題為基礎研究目標，劃分為四大部分，分
別為：(一)企業經營管理；(二)生產與銷售；(三)行銷與通路服務；(四)總體環境分析。
本研究成果如下：1)休閒農場經營管理休閒農場的經營模式不同，間接影響農場的
產銷過程和在通路上的選擇，現代化農場經營管理的品質決定於決策的品質和決策執行
的效率，研究發現農場內部核心管理與一般管理部門，只要農場各部門將其所負責的權
責指標作好，並達成指標目標值，則不僅該部門的工作績效可顯現，農場整體的績效與
競爭力也必然提昇；2)產品定位影響休閒農場產業發展，如經營類別定位與綠色經營等；
3)個案中發現訂價策略都以消費者的立場，制定出高品質、中價位之「高價值策略」或
是高品質、高價位之「優勢策略」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不是以生產者立場，會希望
以高價格、中品質的「超價策略」。
關鍵詞：個人深度訪談、內容分析法、休閒農場、產銷通路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sis literatures and depth interview of manage and
marketing distribution of Taiwan leisure farm owners/managers. It’s hoping to be able to use
case study methods to find out the ability、knowledge、and the value of various leisure farm
owners/managers；to move towards higher value-added brand marketing； to establish brand
leisure agriculture in Taiwan’s competitive edge and； to develop multiple themes and
TAO

international markets to increase the value of agricultural boutiqu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1) different management styles and distribution ways have
indirectly impact on recreation farm. Differ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need to set the core
value to increase their competition; (2) the impact of farm development in product positioning,
for example the green management; (3) the pricing strategy tend to be set as high quality-mid
price strategy and high quality-high price strategy based on customers but producers.
Keywords: Personal Depth Interview, Content Analysis, LOHAS Agriculture, Marketing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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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LOHAS—「樂活」是近來迅速竄出的新名詞，英文縮寫 LOHAS 的原文為 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也就是健康且可持續的生活型態。LOHAS 一詞最早出現是
在 1998 年，美國社會學家 Paul Ray 完成了一本名為《文化創造：5 千萬人如何改變世
界 (The Cultural Creatives: How 50 Mill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 》的書，其中
給了樂活族下了一個定義：「一群人在做消費決策時，會考量自己與家人的健康和環境
責任。」
而這個定義引起了眾多的迴響，歐美各國有許多人開始宣稱自己是樂活族。隨著樂
活風潮的興起，台灣的消費者也開始關注樂活的趨勢，尤其在市場上可以發現不少以「樂
活」為號召的行銷策略，而這些行銷策略所抱持的「樂活」理念正是引起研究者興趣所
在之處。由於台灣社會經濟發展逐漸走向精緻化產業國民所得增加及社會結構改變，國
人生活水準提升，消費者對農產品的需求趨向多元化，也更加重視食品的衛生安全及品
質，在滿足基本消費之餘，生活品質也備受重視，因此 LOHAS「樂活」成為社會時尚
潮流，其意義為「考慮到健康和環境、能夠持續的生活型態」，即講究消費健康及環境
保育，顯示全球正興起一股綠色消費風潮。
農業在今日面臨國際化、自由化的壓力下，正趨向轉型，由傳統的耕作轉向精緻化、
多元化產業的發展，擺脫初級產業的侷限，休閒產業成為服務性的產業發展之重點，藉
由整合運用地方農業產業、文化、生態、地景等資源，營造具地方農業產業特色之優質
休閒旅遊環境；
「休閒農業」之特點是其有地區特性之農業生產、農村生活、生態環境、
地理景觀、農村文物、休閒觀光等資源之結合並能創造延續性之發展，並將產業知識、
服務、休閒及農特產品組合成套裝商品，帶動農村地區之繁榮與商機，進而創造地方就
業機會與整體財富；因此農委會施計畫中將發展休閒產業輔導地方產業文化計畫、發展
休閒農業及發展地方料理特產等列為重要工作項目，期能促進農業的升級並開拓農村生
機與活力。
農產貿易自由化的腳步將更為快速，如何加速農業生產結構也因應消費結構的有所
改變調整，以滿足消費者注重方便、新鮮、衛生安全、高品質及多樣化之需求，增進對
國產農產品的支持與信心。樂活風潮的興起，加上農業生產結構的改變，兩者結合出了
TAO

新的六級產業「樂活農業」，而這樣的產業是否能被大眾所接受? 若能將樂活概念與休
閒農業，透過經營模式的探討與產銷行銷市場上，正是引發本研究的動機。
1.2 研究目的
從 2006 年開始，許多企業紛紛以 LOHAS 為號召，強調產品與產業的「樂活」風
格，不僅為消費者考量，也為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經營做努力。最熱門的健康食品、有
機食品、瑜伽、環保家具、生態旅遊、再生能源、綠建築、休閒農業等、樂活商機正隱
然成形天然、環保、有機都是樂活的面向，在生活中落實環保的理念；或是在消費的時
候考慮到對於健康與環境的影響由於地球生態環境的改變，資源有限，而台灣人口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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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產業發展多元性，如果產業的生產投入以及人民消費觀念，因著樂活創新行銷觀念的
改變，是否也正意味著商機的潛在性之無限，樂活風潮所訴求的生活型態，也成為休閒
農業的行銷議題。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深入探討飛牛、走馬瀨、初鹿、龍雲及南元休閒農場個案樂活
休閒理念及產銷經營通路等歷程，將個案公司的實務經驗分享。並透過整理相關文獻與
理論，且同時與個案經營者進行訪談，個案訪談對象為具備業務推展有實務經驗，或為
公司的行銷策略參與訂定的主管。
研究中以透過休閒農場業者之觀點，來探討經營模式與產銷通路對休閒農場的效益，
本研究之問題以價值鏈為基礎，劃分為十大部分，分別為：(一)企業內部；(二)技術發
展；(三)公司基礎建設；(四)投入資源後勤作業；(五)生產作業；(六)產出後勤作業；(七)
行銷與銷售面；(八)服務；(九)外部技術市場知識；(十)總體環境分析。為完成目標，本
研究以價值鏈問題為基礎，劃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一)企業經營管理；(二)生產銷
售作業流程；(三)行銷與通路服務；(四)總體環境分析，作為研究目的主要來源。故本
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休閒農場的經營模式
2.探討農場的產銷結構
3.探討農場完整的通路架構

2. 文獻回顧
2.1 休閒農場普遍的經營模式
台灣的休閒農場以農民獨自擁有與經營的小農結構為主，因此大多是屬於小型休閒
農業。多數休閒農業政策以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之定義指利用田園景觀、自然生態及環
境資源，結合農林漁牧生產、農業經營活動、農村文化及農家生活、及提供農民休閒，
增進國民對農業及農村之體驗為目的之農業經營。
台灣現今的休閒農場(業)依經營模式大致可分為四種：
1.生產利用型：可以讓遊客體驗參與作物的栽培、收成後的加工過程等等。
2.農作產物採取型：在農作物收成時期開放農地讓遊客自己到田裏體驗學習挖蔬菜、水
果、花卉、農事操作（如田圃出租可提供此活動）。
3.場地提供型：已將農園或農場的場地資源，發揮遊憩活動設施的功能。
TAO

4.綜合利用型：組合前面三種型式之兩種或多種性質，目前以大型或綜合型的休閒農場，
多有提供多功能的遊憩設施及農業體驗設施。
就上述不同型態特性的說明，可知休閒農業經營皆已農場本身擁有的農業資源，結合休
閒遊憩，設計開發兼具提供人們農事操作活動、農業遊憩活動、農業教育活動、農業欣
賞等活動(陳斐琳，2006)。
陳斐琳(2006)在合法休閒農場經營模式研究中指出，合法的休閒農場成功經營模式
的影響指標分為以下五點（1）經營者願景、（2）休閒農場的理想績效、（3）評估環境
及其影響、（4）提供優質的服務（5）評估成果與採取變革。如圖 2-1 休閒農場成功經
營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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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願景:

休閒農場
的理想績
效

評估環境
及其影響

提供產品

評估成果與

的優質與
服務

採取變革

圖 2-1 休閒農場成功經營模式圖
(資料來源：陳斐琳，2006，合法休閒農場經營模式之研究)

1.農場經營者願景：休閒農場的理念、定位與價值。
2.休閒農場的理想績效：達成財務績效、滿足顧客的需求、提供高品質產品與服務、鼓
勵創新與創意、爭取員工承諾。
3.評估環境及其影響：多樣化趨勢與議題、經濟影響力、金融市場與程序、全球化影響、
法規與管制影響力、策略性思維。
4.提供優質的產品與服務：策略性思維、取得與應用資源、透過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提
供價值、透過與消費者的聯繫強化價值、整合行動與鼓勵承諾、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運
用新科技。
5.評估成果與採取變革：衡量績效、促進變革與再生。
由與研究中訪談各案的休閒農業經營皆已農場本身擁有的農業資源，結合休閒遊憩，
設計開發兼具提供人們農事操作活動、農業遊憩活動、農業教育活動、農業欣賞等活動，
故本研究以此五種休閒農場經營模式為指標，作為訪談問卷的基礎。
TAO

2.2 價值鏈
Michael Porter(1985)提出價值鏈(Value Chain)的概念，指企業創造有價值的產品與服
務予顧客的一連串的「價值創造活動」，包含上游的原料供應商，下游的產品或服務的
最終購買者，以描述顧客價值在每一作業活動所累積價值之情況，和確認其競爭優勢的
方法，其主要目的在於連結成本領導或產品差異化之價值創造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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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價值鏈模式
資料來源：Kotler, Keller, Ang, Leong & Tan，2009

價值鏈分為企業內的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與支援活動(Support Activities)。主
要活動涵括五個項目，分別為：投入資源後勤作業(Inbound Logistics)、生產作業
(Operations)、產出後勤作業(Outbound Logistics)、行銷與銷售(Marketing& Sales)、服務
(Service)。
支援性活動則是配合主要活動的需要予以支援，包括：採購作業(Procurement)、技
術發展(Technology Development)、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與公司基
礎建設(Firm Infrastructure) (Kotler, Keller, Ang, Leong & Tan，2009)。價值鏈呈現的總價
值，是由各種價值活動(Value Activities)和利潤(Margin)所構成。價值為顧客願意為所購
買之產品或服務付出之代價，產品或勞務的價格與銷售量可反映出總價值的多寡。
本研究之問題以價值鏈為基礎，劃分為十大部分，分別為：(一)企業內部；(二)技
術發展；(三)公司基礎建設；(四)投入資源後勤作業；(五)生產作業；(六)產出後勤作業；
(七)行銷與銷售面；(八)服務；(九)外部技術市場知識；(十)總體環境分析。為完成目標，
本研究以價值鏈問題為基礎，劃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一)企業經營管理；(二)生產
TAO

作業流程；(三)行銷與服務；(四)總體環境分析，作為研究目的主要來源。
2.3 我國農場產銷現況
(一)、何謂產銷
根據(詹達穎、歐玉華，2009)資料得知生產的部分又分成農業投入(資訊、技術、栽
培設施、栽培管理)、農業生產(勞動力、土地、資本)兩類；銷售的部分又細分成產品批
發(集貨、散貨、批發市場、中間商)、產品銷售(農民團體、財團法人、傳統市場、超級
市場、專賣店、直銷)兩類，整理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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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產銷結構
生產

銷售

農業投入

資訊、技術、栽培設施、栽培管理

農業生產

勞動力、土地、資本

產品批發

集貨、散貨、批發市場、中間商

產品銷售

農民團體、財團法人、傳統市場、超級市場、專賣店、直銷

(資料來源：詹達穎、歐玉華，2009，台灣地區有機農場產銷結構之初探)

(二)、產銷現況
加入 WTO 後，開始履行降低關稅、開放市場及削減農業補貼等入會承諾，農產貿
易自由化的腳步更為快速。在因應 WTO 之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也帶動農地與人力之
移轉與重新配置。如何加速農業產銷結構調整，滿足消費者注重新鮮、方便、衛生及安
全之需求，已成為一重要課題。(農委會，2009)
(三)、農場產銷面臨問題
台灣農場耕地面積過小（耕地面積在１公頃以下之農戶佔總農戶數 72％）
，農業生
產資源利用效率低，生產力不能提高，生產成本偏高且不易實施企業化經營，因此為提
高農業生產力降低生產成本，增強國內外市場之競爭能力，提高農家所得，必頇擴大農
場經營規模(詹平喜，1993)。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太小，不易講求經營效率，過度的資金
技術及設備投資亦形成浪費，產量有限不能從事有效率的運銷，更無法在市場上取得議
價的地位，因此突破小農經營困境，只有走向擴大經營規模與健全農民生產組織一途(詹
平喜，1993)。產銷失衡問題當供需決定價格，價格引導生產時，農業生產活動即出現
周期性波動，進而陷入經濟學之「蛛網理論」困局，導致價格呈現巨幅波動，影響農民
生計(謝廉一、王鎬杰、林美瑄，2010)。
台灣加入 WTO 後導致農業結構的改變，農地與人力資源的重新配置需滿足消費者
注重新鮮，方便，衛生及安全之需求。現今台灣農業產銷面臨的問題包含了農場土地狹
小、經營規模過小及產銷失衡。農場土地狹小及經營規模過小都導致無法有效利用資源，
使得生產成本偏高加上必頇擴大經營規模：產銷失衡問題造成供需決定價格，價格的波
動直接影響農民的生計。
TAO

(四)、我國產銷政策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民國 96 年起推動農業經營專區計畫，以整合農地利用管理及
產銷輔導方式，於至少 100 公頃以上完整集中的農地區域內實施，並發揮自主管理精神，
由成立專區之農會與區內農民簽訂土地利用公約，引導農地合理規劃利用，再由政府提
供資源協助專區營運，共同協力達成專區設定目標，並期藉此克服小農經濟在土地利用、
農業經營、生產環境等不利因素之影響。盤整專區現有資源，定位產業特色及經營方式，
進行整體行銷策略規劃，建立市場導向之農業產銷網絡，並結合農會中衛體系之經濟事
業或既有共同運銷作業，辦理專區農民契作生產，同時藉由小地主大佃農政策，推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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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租賃，擴大農場經營規模，從而建立穩定、安全之農產品供應網絡(林永嚴，2009)。
產銷班為有效解決目前台灣農業面對之競爭力、結構調整及轉型等複雜問題，建議
政府應先進行優質農產品專業生產區之整體規劃，結合歷屆傑出農民與農業研究人員成
為種子教官，依據各傑出人士之專長分派至各地親自示範與指導農民，真正改善及提昇
其生產技術及經營能力(李武忠，2011)。
產銷履歷制度則因應日漸複雜多樣的食品供應鏈，世界各國為確保消費者食的安全、
安心，日益重視食品可追溯性（Traceability）之建構，以及良好農業規範（GAP）等各
階段作業規範之實施。台灣從 2007 年開始推動的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不但結合
兩者為一，並且採取嚴密驗證體系，藉以全方位保護國內消費者的飲食安全，與提升國
產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創造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廖金忠認為，執行產銷履歷，資料大
多要電腦化、資訊化，因此更有助於生產管理。經營效率提昇了、成本浪費減少了，也
等於提高了實質獲益。此外，產銷履歷有助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創造品牌形象，亦能打
開銷售通路(莊玉雯、廖金忠，2011)。
2.4 休閒農場的通路架構
休閒農場的通路架構則以結合人文、生態與觀光為主，區域整合發展休閒農業示範
帶，並輔導區帶內主要休閒農場依不同產業主題規畫系列活動，讓地區居民與外來遊客
共同參與，發揮休閒農業區之功能與效益，作為各縣市休閒農業區輔導發展之規範，使
資源有效運用；將休閒產業與行銷結合，透過休閒景點門市專櫃或假日觀光農市等行銷
管道，整合當地文史、生態、藝術、自然資源及在地產業之產品與服務等套裝商品，結
合觀光與文化產業，創造商機與在地農村勞力就業市場(許啟昭，2006)。對企業經營者
而言，行銷通路決策是經營過程中所面對的最重要決策之一，無論是本國市場的內銷通
路或國外市場的外銷通路，通路組合決策與掌控的問題，皆是影響組織經營績效最關鍵
的因素之一。有鑑於此，公司所選定的通路，不僅和其他行銷決策有深切的相互影響，
而且往往涉及當長期的投資承諾，有其改變的僵固性，所以必頇審慎思量。而關於通路
決策的研究，首先必頇面對的議題就是通路結構(林隆儀、郭乃鼎，2008)。
TAO

3. 研究方法
3.1 資料來源與蒐集
本研究以質化方法為基礎，以經營、產銷結構、通路三端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文
獻資料分析、實地訪問法等研究方法，企圖完整地呈現現今台灣休閒農場的現況、經營
模式、產銷結構與通路架構的經驗分享等相關問題，最後分析及探討台灣休閒農場的未
來趨勢與走向。在此原則下，本研究採下列兩種方法以達到研究目的，分別說明如下：
(一)文獻資料分析法
本研究以台灣休閒農場中的經營者為主軸，蒐集休閒農場領域的學術文獻資料、書
籍、報紙、期刊、政府出版文物等次級資料文獻進行分析與整理，內容包括：有關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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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休閒農場、經營者、通路商等相關資料，期能利用過去的文獻資料將藝術市場的沿
革、變化、特色建立研究的方向、目的與架構。
(二)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 是指透過量化的技巧與質化分析，以客觀及系統的
態度，對文件內容進行研究與分析，藉以推論該文件內容的環境背景及其意義的一種研
究方法(歐用生，1991)。其為針對被記錄的人類溝通事物所進行之研究，最適於探討溝
通與傳播相關議題(邱泯科、陳佳穎、蔡毓智、姜馨彥譯，2004)。
早期的內容分析多著重於「量的分析」
，重視統計數據與資料蒐集，然歐用生(1991)
指出內容分析應兼具量與質的分析，量的研究可以分析「顯性內容」，質的分析可以探
討「潛在內容」。E. Babbie 也認為並非所有的內分析在最終階段都需要運用計算，有時
候對資料進行質化評估，才是最為適當的(邱泯科等譯，2004)。因此，近年來內容分析
法的使用，多兼重質與量的分析，不僅分析表面的顯性內容，亦探討溝通媒介背後深層
意涵的潛在內容。
本研究為深入分析休閒農場，使用少量但深入的資料，因此選擇社會科學中的內容
分析法協助研究者獲得文獻及次集資料上無法獲得的訊息，並藉由與訪談者互動釐清更
多研究上的問題。希望藉由受訪者的親身經歷真實呈現台灣休閒農場的真實現況，本研
究進行之深度訪談，於當場記錄並於事後進行重點整理，以下為訪談對象整理。
(三)個人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是由面談者用非結構性、直接的方式與受訪者接觸，是一種單獨的、個
人的互動方式，可用來發掘受訪者基本動機、信念和態度。在深度訪談過程中，訪談者
使用較少的提示與引導問題，鼓勵受訪者在一個沒有限制的環境中，就主題盡可能談論
自己的意見，所以訪問者通常以一組問題作為訪談過程中的指引。
TAO

本研究為深入探討台灣休閒農業，使用少量但深入的資料，因此選擇社會科學中最
廣泛運用的深度訪談法協助研究者獲得文獻及次集資料上無法獲得的訊息，並藉由與訪
談者互動釐清更多研究上的問題。而採取的方式為半結構式深入訪談，關於此研究方法
林金定、嚴嘉楓、陳美花(2005)提到「量化導向或是質化導向模式的半結構式訪談形式，
主要是研究者利用較寬廣的研究問題作為訪談的依據，導引訪談的進行；訪談指引
(Interview guide) 或訪談表通常在訪談開始前被設計出來，做為訪談的架構，但他的用
字及問題順序並不用太侷限，最主要的內容必頇與研究問題相符，問題的型式或討論方
式則採取較具彈性的方式進行，所以研究的可比較性可能降低，但優點是可以提供受訪
者認知與感受較真實的面貌呈現。」因此半結構式深入訪談較適合本研究目標，希望藉
由受訪者的親身經歷真實呈現台灣休閒農業的環境現況與問題，本研究進行之深度訪談，
於當場記錄並於事後進行重點整理，以下為休閒農場經營者之訪談對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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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訪談對象
農場
名稱

飛牛牧場

初鹿農場

走馬瀨農場

龍雲休閒農場

南元休閒農
場

台南縣大內
鄉二溪村唭
子瓦 61 號

嘉義縣竹崎鄉
中和村石桌一
號

台南縣柳營
鄉果毅村南
湖 25 號

住址

台東縣卑南
苗栗縣通霄鎮
鄉明峰村 28
南和里 166 號
鄰牧場 1 號

規模
大小

營業面積 50
公頃、牛隻養
殖 70 公頃
共 120 公頃

71.6 公頃

120 公頃

400 公頃以森
林地居多

營業面積 30
多公頃

農場
性質

酪農轉型觀光
農場

觀光農場

觀光休閒農
場

休閒農場

觀光休閒農
場

3.2 研究架構
起初本研究從精緻農業法展史角度切入，觀察台灣休閒農場的起落與現況，建立起
研究動機與目的，欲研究在現今台灣休閒農場的經營現況，並以價值鏈為基礎發展出生
產銷售與通路模式，進行目前已出版的論文、書籍、報紙、期刊與政府出版文物資料的
蒐集與整理；及透過農民、休閒農場經營者等的訪談，歸納出第一手的市場資料。研究
結論與建議將以精緻農業為出發點，思考如何利用台灣自身的多元文化優勢，趨避劣勢
與威脅，開始建立休閒農場的真正定位並維持競爭優勢，給予休閒農場內各參與者建議。
期望本研究能對精緻農業與休閒農場等相關領域研究者有所幫助，共同為休閒農場產業
盡一份心力。

4. 結果分析

TAO

本文針對國內現行休閒農場業者之經營，產銷及通路等發展現況，對上述受訪之
休閒農場業者進行開放式訪談，問卷內容包含「休閒農場普遍的經營模式」
、
「我國生產
銷售現況」以及「休閒農場的通路架構」等。最後本文依據訪談資料，整理與歸納訪談
成果，其訪談結果如下：
4.1 休閒農場經營模式
台灣現今的休閒農場(業)依經營模式大致可分為四種：
1.生產利用型：可以讓遊客體驗參與作物的栽培、收成後的加工過程等等。
2.農作產物採取型：在農作物收成時期開放農地讓遊客自己到田裏體驗學習挖蔬菜、水
果、花卉、農事操作（如田圃出租可提供此活動）。
3.場地提供型：已將農園或農場的場地資源，發揮遊憩活動設施的功能。
- 172 -

管理資訊計算 2013 年第 2 卷第 1 期

樂活休閒農業經營模式與產銷通路價值鏈之研究

4.綜合利用型：組合前面三種型式之兩種或多種性質，目前以大型或綜合型的休閒農場，
多有提供多功能的遊憩設施及農業體驗設施。
就上述不同型態特性的說明，可知休閒農業經營皆已農場本身擁有的農業資源，結合休
閒遊憩，設計開發兼具提供人們農事操作活動、農業遊憩活動、農業教育活動、農業欣
賞等活動(陳斐琳，2006)。本研究訪問結果分析指出，休閒農場經營模式如下：
1.生產利用型：以農產品行銷、果樹及畜牧經營為主的農場。
2.農作產物採取型：部分以教學用之農產品為主。
3.場地提供型：主要收入還是來自體驗活動跟套裝行程。
4.綜合利用型：綜合以上前面兩三種多種性質。
依據訪談資料，生產利用型的農場，農作物易受氣候影響，而他們的農作物皆不只
一種而已，提供給消費者有多元的農產品。但由投入技術面來看，每位業主皆用心經營
去投入產業中，發現農場的經營模式不同，在資金分配上，生產利用型的休閒農場會跳
脫傳統農業經營方式，大多皆在農業畜牧技術或農產加工品上投入創新技術改良；在具
有場地供型的休閒農場投入硬體設備像是民宿與整個室內裝潢，與提供一些特別的體驗
行程。
再則，受訪農場經營者一致指出，農場內部核心管理與一般管理部門，只要農場各
部門將其所負責的權責指標作好，並達成指標目標值，則不僅該部門的工作績效可顯現，
農場整體的績效與競爭力也必然提昇。
4.2 生產銷售服務結構
依據訪談資料，從銷售方式中的零售方面其中有分為宅配、店面銷售、百貨公司與有機
店，宅配有包括從網路獲得資訊還有到農場當場訂購宅配到府，而在這些農場業主在運
送方式有考量到價格、服務內容與態度，在運送大量的農產品給批發商時會選擇使用貨
運運送，在銷售給需求少量的家庭或客戶手上時則選擇宅配的方式。休閒農場業主反映
宅配業者在貨物的運送中，會比貨運業者較小心翼翼，損壞率較來的小，可以減少農產
品的損失也避免消費者反應產品不良與服務不佳。
因為宅配業的興起，休閒農場的農特產品的配送地區可以運送至全省，包括台灣本
島以及離島地區，這些地區可以透過網路資訊與朋友介紹來購買農特產品。運送物流主
要是透過宅配與貨運，部分休閒農場的作物批發商會至農場直接批貨農產品。
TAO

由於 5 個案中的休閒農場管理面積數大，栽種或畜牧的人力成本高，由個案中發現
訂價策略都以消費者的立場，制定出高品質、中價位之「高價值策略」或是高品質、高
價位之「優勢策略」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不是以生產者立場，會希望以高價格、中
品質的「超價策略」
從行銷方式與行銷效益來看，飛牛、走馬瀨及初鹿休閒農場透過部分電視、網路、
雜誌報導和龍雲和南元休閒農場則是透過農特展、網路、人間福報，在行銷效益上皆有
達成預期，並帶來一定量的觀光客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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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通路架構
通路績效包含三大要素，即效益、公平與效率。Kotler & Barich（1991）認為通路
績效包括平均存貨水準、銷售目標的達成率、顧客送貨服務時間、損壞與遺失商品的處
理、公司促銷與訓練計畫合作情形及經銷商對顧客的服務等六個構面。依據訪談資料，
休閒農場的通路架構大致分為零售、集貨中心，百貨公司和網路訂購等為經營者的優先
考量如下：
1.零售：以自產自銷做宅配，存貨水準、銷售目標的達成率均由農場自己控制。
2.集貨中心：部分自行農地栽種生產的蔬果也會經由集貨市場通路販售。
3.百貨公司：以設專櫃推品牌策略為主要考量。
4.網路訂購：個案中的休閒農場多以網路訂購為主流，在網路行銷部分多會搭配體驗讓
消費者入園觀光。

5. 結論與建議
一、藉由上述的資料分析，可得知休閒農場的經營模式不同，間接影響農場的產銷
過程和在通路上的選擇，如生產利用型的休閒農場，是以生產為主並加以販售，農作物
或畜牧採取型則是顧客親自到農場體驗採取作物或餵食小動物的樂趣，場地提供型是提
供來到農場的顧客有個可以遊玩、DIY 體驗的好據點，綜合利用型只要有符合上述其中
兩種類型以上的服務提供，都可以算是綜合利用型。
在休閒農場經營模式的場地提供型方面，發現飛牛休閒農場，初鹿休閒農場與走馬
瀨休閒農場側重在提供硬體設施方面的服務，像是對室內裝潢的要求或是遊樂設施的提
供，在農業生產方面較無技術投入與農作物的種植；那像是在生產利用型方面的休閒農
場，則會花較多的土地面積來種植農作物，也會花較多的資金投入在生產技術與農牧產
品的改良。
休閒農場在生產農產品上必頇投入研發技術做創新，像是投入做有機產品和生產履
歷制度，由於現代的消費者在產品上重視品質，因此，這也影響到了通路的選擇，像是
在百貨公司、有機店設櫃或在農特展上才能脫穎而出。
最有效的方式是將農特產品的品管做好，通路上有大量需求的客戶交由貨運公司運
送，少量或是運送易損壞的農特產品則是選擇宅配運送，農場在物流運輸上會考量價格
TAO

與服務，價格公道且服務完整的物流公司為農場業者的第一選擇。
研究顯示發現，屬於生產利用型的休閒農場在通路數量上較多，會採用較多的銷售管道
販售到不同地區，增加產品的曝光度以提高產品的銷售機會，參與各區域農特展或伴手
禮展等會幫助農產品的創新與宣傳農場知名度，這也是不錯的銷售管道。
二、由個案中發現訂價策略都以消費者的立場，制定出高品質、中價位之「高價值
策略」或是高品質、高價位之「優勢策略」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不是以生產者立場，
會希望以高價格、中品質的「超價策略」；飛牛及初鹿為優勢策略，因畜牧相關產品包
裝成本較高，訂價稍高於同業，以最好產品品質給消費者；其餘三家休閒農場都是提供
高品質的產品及體驗給消費者，而價位與同業相近，為高價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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