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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產銷班員網路行銷具備條件之探討

一以中部花卉產銷班為例的分析
董時叡

國立中與大學農業推廣教育研究所

摘要
網路行銷是最近隨著網際網絡、電子商務蓬勃發展而急速興起的銷售管道，隨著桃園縣農會網路超市的開辦，

農產品運用網路行銷已是勢在必行，只是很多人都質疑農民是否具有使用能力，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中部地區花卉
產銷班員使用網路行銷所具備的條件，以及其與班員個人背景因素間的關係。
網路行銷具備條件的測量包含班員的資訊設備和使用能力，以及對網路行銷所持態度。本研究使用個人訪問法
共訪得 302 位中部地區花卉產銷班員，結果發現受訪花卉班員電腦設備和訓練情況比一般預期的要好，不過對電腦操

作能力則較缺乏信心，但是對學習電腦或網路操作的意顧一般相當不錯。在對網路行銷的態度上，一般參與意願很
不錯，只是對網路交易安全普遍有所疑慮。整體而言，那些擔任幹部和教育程度較高者，具備較佳的網路行銷條件。

關鍵詞:電子藺草草、網路行銷、花卉

管、包裝和各項管理上連到效率經營可說困難重

一、緒論

重，要實施網路購物更有經營規模和管理困難的
困境，而唯一較可行的方式，可能是透過現有的

網路行銷或網路購物是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

產銷班組織來實施，以求具有企業化的管理效

的興起而方興未艾的銷售管道，隨著網路技術的

率。

精進、郵購風氣的興起、電子郵局的成立和網路

除了上述的企業化困難需要時間來解決外，

身份證(公開金鑰憑證)的開放使用，在台灣已

目前農業產銷班運用網路行銷所具備的條件為

超過 3∞萬網路使用人口的關鍵年中，透過網路

何，格外引人關注，此可能牽涉到諸如網路上的

來行銷產品，可說是充滿了商機和風險，但卻是

消費者能否接受，產銷班員是否具備使用的能

註定要走的路。桃園縣農會網路商蝴奇 1998 年三

力，貨品的運輸以及電子饒的交易技術和安全是

月的開辦，可說宣示了農產品走向電子交易的時

否可撞得有效提昇和保障等問題，可說涉入因素

代已經來臨，而如何面對網路行銷支援環境中，

是很複雜的，而產銷班員是否具備網路行銷的條

農民在資訊化能力上相對較差的困境，審慎評估

件，似乎是最為關鍵的考量。

此一行銷管道的可行性，確是當前一個深真挑戰

網路行銷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可從「網路

性的研究主題。

虛擬社區 j

而在國內到底農產品是否適於使用網路行銷

(vlrtua1

∞mmumty) 的論點來看待此

一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電子交易關係。拜科技之

來銷售，由於牽涉到農產品一般易於腐壞、不易

賜，農業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已可分處不同的終

~T藏保鮮、運輸折損率高和生產調節彈性小等特

端電腦前，經由電腦網路的連結，形成一數位化、

性，加上農民強力依賴傳統行銷管道，運銷商壟

超越地域，不受時間限制的虛擺社區[陸一l 農產品

斷大部分貨源的情況，依據國外的經驗的end巴rson ，

1984. Purcell 、 1984， Tl lI ey and Dlckey , 1987)其實施困
難度比一般工商 業產品要來的高。加上國內農業

1 位 -1

Rhelngold

(1998) 會定發虛 擬 社區為 r 一群人

生產目前仍以小農經營的農場為主，缺乏如工商

在長期參與網路上的公共討論， 並投入人性感情

業般大型企業的組織方式，甚至連法人的型態都

後﹒所形成的人際關係網之組合 』﹒隨著 lnternet

無法在垣期達成， 因此要如一般企業般在銷售品

的興起，消費社區的概念已超 脫 了地理層面的解
釋，呈現一種無疆界，不受空間限 制的特性( Fnsse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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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易的行為中，位處網路不同端的消費者和

水準 (Anderson

and Choobmeh , 1996, Bakos , 1991 ,
Benjamm and W1gand , 1995) 。

農民，經由電子式的互動完成貨品和金錢的交易

程序，宛如身處真實社區一般，此一網路行銷虛

從傳播學的觀點來看，網路行銷一般包含線

擬社區的維持，同時依賴這兩種族群的積極投

上瀏覽、訂購、付退款和意見交換等過程，基本

入，而農民是否具有成為社區網路族 (Netlzen) 的

上是屬於人際傳播的形式，它與傳統大泉媒體的

條件，以及怎樣的農民才具有好的條件，都是關

最大不同，在於其具有即時，性、一對一互動、回

心農業者以及行政工作者所企盼瞭解的。

覆的特質(

Rogers ,1986)

，而且它是較屬於私人場

而證諸農產品中，花卉是未來加入世界賀易

域的互動，交易情況不會被公開，與傳統大眾傳

組織後，衝擊性可能較小的農業產業，就目前已

播著重於公共場域或公共領域 (0叮entl的kelt) 的

有商業性電子交易的農產品來看，花卉也估了最

形式明顯不同，而其缺點在於缺乏面對面的接

大比例。由於花卉易於經由包裝設計增加附加價

觸，而且缺乏視覺資訊，生動不足 (Parks

值，冷藏運銷技術也臻於成熟，加上有許多花卉

1996) 。

and F10yd ,

特別適應台灣的氣價條件，進口花卉不易取代

而電子行銷或網路行銷的模式隨著網路使用

之，應是未來農產品網路行銷較易於推動者，放

的日漸普及和個人電腦科技的提昇'發展一日于

在本研究中將以花卉產銷班員為分析的對象，期

里，它最大的特點在於能同時對生產者、經銷商

望達成以下的目的:一、評估產銷班員具備的網

和消費者快速提供大量、多樣化的行銷服務，交

路行銷實施條件;二、探討與班員所具備條件相

易資訊隨時更新，成為「資訊高速公路上的虛擬

關之個人背景因素為何。

市場 J

Vlrtua1 Market on the InfonnatlOn
VMIS) (B的 amm and W1gand、 1995 ，
Bakos , 1991 , Wang , 1997) Gurbaxam 和Wha晦
(

Superh1ghw旬，

二、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0

(991)以及 Rosenthal 等人(992)則指出在此網路虛
擬購物社區中，隨時更改產品類目、接受大量訂

(一)農產品網路行銷

單，沒有交易時間的限制是一重要利基，此一方法

隨著傳播科技的精進，資訊系統管理

的優點是可以降低推銷的成本，減少中介商的中

(management mfonnatlon system , MIS)已變成一重要

介成本，而且使用劃撥、信用卡或銀行帳戶的付

的農業經營成功要件，而農產運銷電子資料交換

款方式直銷給消費者，交易程序簡便。在一般產

(巴lectromc

data mterchange ,

品上此一方法可說已行之多時，而在農產品方

EDI)系統的建立，更是

解決目前農產行銷問題必走之路〈周宜光， 1996) 。

面，除了花店的行銷網站較可見外，其他農產品

Stalr(l 996)指出電腦資訊系統的發展從 1990 年代

的行銷網站並不多見[11:二 1 ，大體而言，這些網頁

起正式邁入了所謂的通訊傳播体系

只具有宣傳的功能，大部份尚未提供網路上訂

(telecommumcatIOn) 的運作形式，宣告了網路時代

購、互動交談或預約的服務，嚴格來說並非真正

的來臨。在此一体系中電腦網路擔任了最重要的

網路行銷，桃園縣農會所設的北區濃漁業網站網

角色，而其功能也從傳統自動化和資訊處理，轉

路超市(l}llO .l/w\V\\ .ffm已 .01" lw) ，架構在農會與社

化為以資訊傳播為主，而網路商務或電子商務

區對等交易的基礎上，可說是一個功能較為完善

(electr叩lC comm仗的)就是在此一發展趨勢中順勢

的例子。

產生的功能，讓商業業務自滸里由網路進行，不安

圍 l 可說對網路虛擬社區中，農業生產者和

空間、時間的限制，而其中的網路行銷 (electromc

消費者間的互動關係作了較為完整的描繪，基本

marketmg)更是一個充分利用網路運輸、交流消費

上這兩者間的交易可以不再透過運銷商，而使用

價值，而具有雙向傳播功能的工具，它的最重要

網際網路，但是在交易的過程中仍有其他服務人

效率在於重構生產者、批發商、零售商和消費者

員或機構的介入。例如農業生產者可能得透過資

間的關係，減少產品銷售過程中，多重中介商經
手所製造的附加價值，讓生產者的利潤達到較高
.tt 二 l

各產銷班掛於農委會主機 下 (如農業產銷班

資訊服務網)的網頁可算是-簡 單農特產品行銷

1997 12 1,

Gurak 可

1 997

8-11)

組成社區的要件 (C ommunlty

例子，而省農林麗的休閑農業中 之觀光農園、觀

，以結盟通緝關係為

as assoclatlon)

光果園網頁，就意義上來說也可 說是一的行銷方

，因此

農產品消費者可經 由網路上的互動，精成一不受

式﹒另外像苗廉的中部酪農村、

時間空間束縛的消 費社區"成為網路行銷的重要

富、桃園九斗村休閑農場和各都 市農圍的網頁介

元件﹒

紹，廣義而言也都可算是部份網 路行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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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木柵觀光茶

農業產銷班員網絡行銷具備條件之探討一以中部花卉產銷班為例的分析

訊製造者或轉換者代為設計行銷系統軟體和撰寫

實際上主要透過網際網路所形成的虛揖社區來進

資訊庫等，以使行銷內容具有吸引力和傳播效

行，任何一方的不合作或退出都將使行銷關係終

率;而運輸、物流服務公司則擔任農產品運輸至

止。基本上貨物和資訊的交換是透過兩種不同的

消費者住處的角色。至於電子郵局或電子銀行則

管道，交易雙方不需有身體、聲音的接觸，而且

扮演金融服務和信用保障的角色，確保生產者和

資訊是隨時可更新，這是與傳統行銷很不一樣的

消費者間的交易權力不被剝削。而這些互動關係

(Wan耳， 19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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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網路行銷關係圍

一般在從事網路行銷時，都可能承

於退貨運款糾扯不淆的情況。這兩種風

措兩種風險，一個是在交易過程中，所

險由於目前在網路管理法令不全和防範

有的交易資訊 ，包括信用卡帳號、交易

偵測技術有限下，並無法 有效遇止，因

數額、通訊地 址等資料，會有在網路傳

此造成 7 許多消費者和有 意藉網路行銷

輸中途被攔截 竊取，也就是安全性的問

者，對網路行銷望而卻步 ，這一問題在

題。另一個可 能的風險，就是行銷者在

農產品的交易上可能得更 加注意。

不過隨著「政府憑證管理 中心」的設立， r 網

貨送出後收不 到應付款項，訂貨者在付

了款項後拿不 到貨品，或者是拿到的貨

路身份證 J (全名是「公開金鑰憑證 J) 的發行將

品和預期或網 路上看到的不符合，以致

提供網路行銷一個安全上的保 障。 而配合網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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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諱的發行，交通部也將啟用電子郵局 l詮司，提

析架構(見圍二)並假設班員個人因素會造成產

供「網路購物轉帳」的服務，因此隨著網路身份

銷班員對網路行銷具備條件的差異，此一條件包

誼和電子郵局的推行，將來農產品的網路行銷應

含對網路行銷的態度，以及產銷班員本身具備的

是大有可為。

資訊設備和使用能力兩概念，其下各有幾個指

(二)網路行銷行為影響因素探討

標。

MANOVA 分析函數關係為 Vanate(Yl'Y2'

台灣農業產銷班組織的資訊化可說剛在起步

...

Y 8 )=F(X，品， X9) ,Vanate (變量)為依變項 Y 1 至 Y 8
之線性組合，整個分析模式的目的在比較 X， 至為

階段，因此有關網路行銷的研究、文獻相當有限，
目前台灣農業產銷班擁有資訊設備的情況和使用

能力，尚缺乏確切的統計資料，董時叡 (19們)

各自變項之不同群組，在控制了其他自變項的影

曾針對績優產銷班共用電腦的情況所做分析，顯

響後，在依費項變量上有否顯著差異 。 Ha1r 等(1 995)

示電腦在績優產銷班使用率正逐年增加，而花卉

指出在面對依變項有多個而且測量的是同一個概

念或構念時，若使用多個 ANOVA 分開分析，會

和毛豬是擁有率最高的兩種產業。而李淑慶

(

1997) 也以郵寄問卷調查的方式，指出目前水、

使第一型誤差(Type

1 Error)不當膨脹，影響檢定結

果，因此必須使用 MANOVA 作分析。本研究以

產養殖、花卉、毛豬和蔬菜四類產銷班，有相對
較高的電腦購置比例。可以看出未來台灣農業產

8 個指標測度網路行銷具備條件，宜將其視為測

銷班要使用電子行銷，花卉是較有發展潛力者之

量同一個概念，因此使用此法。而自變項對依費

一。面段兆麟(1 998)也指出農民以組織方式參與

項變量值之差異性檢定，計算採 SSCP

網路行銷，是較可行的方式，因此產銷班是一可

squares and cross pr吋uct)

考慮的行銷實施單位。

Sr

至於影響電子行銷行為或意向的因素，從創

新擴散理論(

=

(sum of

矩陣閥係表之:

L 品(科:總 SS臼矩陣 : S，個別自變

mnovat1on d1ffus lOn theory )來看，可

將網路行銷視為一個創新，創新 l 拉回l 是否得到採

項之 SSCP 矩陣，

用，有許多影響因素，包括使用者個人因素、傳

顯著性檢定是使用 W1lk's A 進行

播因素，以及環境因素等 (F1scher

et al.,

1996; 彭

家發， 1997 ，蔡瑤玲， 1987) 。其中個人因素包括個

1=1 ,2;"9)

km
I"-'T I

人的社會人口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社

w 為誤差導致的 SSCP 矩陣。

會階級)和人格特性等，是最基本的影響因素。

(二)研究範團、抽樣與資料蒐集

美國一項針對農業作物生產者的調查，即指出年

本研究以台灣中部地區台中、彰化、商投三

紀輕、生產規模大的農民採用網路行銷的可能性

縣市的花卉產銷班員為對象，主要因為這三個縣

:而 Henderson (1 984)

市花卉產銷班無論在班數、班員人數和經營規模

和Purcell (1 984) 也指出個人特性是影響農民採用

上，皆估了全省總數的一半或以上，可說是花卉

網路行銷的重要因素，這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關

生產的重鎮，共會括了 2師個花卉產銷班，合計

{系。

3387 位花卉農民為抽樣清冊。

較高(T I1 1ey

and D1ckey , 1987)

三、研究設計

在抽樣方面，本研究以產銷班為抽樣單位，

(一)研究架構與計量模型

而訪問的對象包括班長、各級班幹部和一般班

本研究以花卉產銷班員為分析單位，由於網

員，在假設各產銷班同質性高的前提下，預計抽

路行銷目前採用的農民很少，只能以其真備的條

出約五分之一的產銷班 (40 班) ，每班觀察訪問

件為測量指標，根撮以上的文獻探討，本研究以

包括幹部和一般班員約 7-8 人。在抽樣過程中根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MANOVA) ，僅提出以下的分

據抽樣滑冊中各班的人數，使用機率性樣本比率

In-"I 凡是透過電子郵局 進行的網絡交易 ， 郵政總局都會同時監

PPS) 抽出樣本。資料蒐集時間自民國 87 年 3 月

式抽懷 (probab1hty p昀portlOna臼 ωslze

samp lI ng ,

督和 f呆頭消費者和喬家 ，當收到交易訊息、後，電子郵局會先檢

23 日起至 7 月 2 日止共約四個 月，共計訪得 313

查購物看電子帳號內有 否足夠款項並予以預先扣除，但並不立

份問卷，涵括 44 個花卉產銷班 ，在資料整理輸入

即時帳給商家﹒消費者在收到貨品後有七天的期限可以退貨，

和校對時發覺有 11 份問卷有前後矛盾和不實作答

因此可以保誰消費者﹒ 而如果發現購物者帳戶內已無足夠金額

的情況，予以作腰，最後合計取得有效攘本戶共

給{寸，也會自動停止交 易，以免商家t是不到歉，因此也同時保

計 302 份。

獲商家的4萬益﹒

[區間 l

創新，指的 是 個人知覺的新觀念、做法、技

術或事物 (Rogers ，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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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行銷具備條件
資訊設備和使用能力
電腦設備和訓練 Y

電腦操作條件認知

操作網路能力

Y3

j
Y2

電腦和網路學習使用意向

Y4

對網路行銷態度
知悉情況

YS

網路交易安全疑慮 Y6

電子郵局安全疑慮 Y 7

加入網路行銷意願 Y g

研究架構圖

圖二

四、

結果分析

1.班員擁有電腦設備和訓練情況

本研究各相關概念之測量及操作性定義見丈

由表 l 可看出在樣本中擁有個人電腦者估了

後附件一，樣本的背景特性分佈則列於附件二，

約 45% '顯示花卉產銷班班員家中電腦設備擁有

基本上和母群體的特性是相近的，以下先就受訪

率是相當不錯的，雖然有許多人表示這些電腦設

對象具備網路行銷的條件做一評估，再分析其與

備是小孩或其他家人在使用，但表示班員接觸電

個人背景因素間的關係。

腦的機會是蠻大的。不過家中擁有數據機的班員

(一)

產銷班員網路行銷具備條件

比例只有約五分之一，亦顯示其使用和接觸網路
的頻率不是很高。

表 1

樣本擁有、使用電腦設備和參加訓練情況

項目
電腦

人數

137
45 .4

百分比

類

分

設備

項

光碟機

印表機

98
32 .5

74
24.5

使用經驗從來沒有

有過幾次

人數

73
24.2

百分比

190
62.9

39
12.9

受訓次數

0次

1-2 次

3-5 次

人數

190
62.9

59
19.5

40

百分比

常常

13.2

6 次以上

13
4.4

數據機

64
21.2
合計

302
l∞
合計

112
100

在過去二年有 12.9% 受訪者表示常常在使用

到兩成有 3 次以上的受訓機會，整体而言，資訊

電腦，雖然顯示花卉農民使用電腦的情況比研究

化受訓的次數可能仍是很不足的，尤其是在整個

者預期的要好，但是有超過六成的班員從來沒有

樣本中仍有 62.9%未曾有過受訓教育的機會，就

使用的經驗，也表 示了未來在建置產銷班的網路

花卉產銷班員的人力素質來看， 這是很有待努力

行銷系統時，有相 當大比例的班員還得接受資訊

提昇之處。

化的訓練。
在問及過去參加電腦或網路使用訓練成講習

2. 主觀電腦操作條件認知

的次數時，只有兩成者有 1-2 次的受訓經驗，不

由表 2 的分析結果顯示，在樣本戶對本身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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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操作能力的認知上，有 78.8%的受訪者感覺自

53 .3%者表示隨時都可有電腦供使用操作，但有

己在操作電腦的基本觀念上不足，有 52%表示應

64.6% 受訪者則表示沒有時間去學習和使用電腦。

用軟體所需的操作知識缺乏，而有高達 80.1%者

而有72.2% 樣本戶表示在電腦操作有問題時，有

表示對硬體零組件和概念不熟，高達 8位 4% 受訪

適當的人可以詢問，也有 45% 受訪者表示在家中

者表示無法自己排除電腦問題，這些數蟻顯示絕

或產銷班有訂購相關的書籍、雜誌可供參考，而

大多數的產銷班員對自己的電腦素養和操作能力

在購置電腦的預算上，也有 47% 者表示有足夠的

都缺乏信心，感覺有許多不足之處。

經費可支援。整体而言，這些產銷班員在資訊設

備建置的外在環境支援條件上是相當不錯的。

而在資訊化環境的支援能力方面，有 37. 仰
的花卉農表示生活中有較多使用電腦的機會，有

表 2

產銷班員對本身操作電腦能力認知情況

認知問項

極同意

操作基本概念缺乏

的(22.5)

應用軟體所需的操作知

同意

170(56.3)
137(45 .4)
50(1 6.6)
3501.6)
99(3 2.8)

8(2.6)

硬體零組件及概念的熟悉 10(3.3)
問題發生時自己排除

6ο.0)

生活中有較多使用機會.1 5(5 助
沒時間使用電腦
有問題時，有人可詢問

184(ω.9)

訂購書籍、雜誌可供參考 17(5.6)
的(5 .3)

隨時都可使用電腦

33 (1 0.9)

3(1 .0)
51 (1 6.9)
17 1(56.6) 71(23.5)
的0(5 3. 0)
101 (33.4)
128(42.4) 60(1 9.9)
90(29.8) 17(5.6)
的ο2.2)
17(5.6)
116(38.4) 50(1 6.6)
132(43 回 7)
28(9 .3)
的9 (3 6 .1)
32(1 0.6)

的 7(52.0)

38(1 2.6)
34(11.3)

足夠預算可買新設備

不同意極不同意

119(39 .4)
126(4 1. 7)
128(42.4)

合計

61(20.2)

302(1 00)

1 師(35.1)

302(1∞)

302 (1 00)
302 (1∞)

302(1∞)
302(1∞)

302(1∞)

302(1 00)
302(1∞)
302(1∞)

註﹒()內為百分比

過由於 Intemet 的快速發展只是近一、二年的是，

3. 班員操作網路能力
而談到花卉產銷班員使用操作網路的能力，

因此農民使用網路不普遍亦是意料中事，隨著大

只有一成者有網路使用帳號，有使用網際網路經

環境的改變和網路在農業上效能的發揮，使用情

驗者佔所有樣本戶的%，比例並不高。可見在使

況應會大幅改進。

用網際網路於產銷班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不
表 3 產銷班員申請和使用網際網路情況

項目

分類項

申請帳號

沒有

有

合計

人數

271
89 .4

31
10.6

302

百分比
使用

沒有有

合計

人數

257
85.1

302

百分比

1∞

45
14.9

1∞
在網際網路最熱門的全球資訊網 (WWW)

而在資訊系統的使用上，花卉方面的電傳視
訊產品行情報導在本研究樣本中只有不到兩成有

的使用情況 ， 使用的人數只估 了約 14.9% '比例

使用的經驗，可見產銷資訊使用電腦網路傅週雖

不是很高，不過也比一敵人的認知要好很多，只

是一相當可行的途徑，不過與開發此一系統的龐

要加強宣導，其使用情況應會有顯著改進。

大成本不成比例 ，將來使用者有很大的擴充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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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產銷班員使用電傳視訊和 www 情況﹒

項目

分

電傳視訊

人數
E分tt

www
人數

項

很少使用

249
82.5

30
9.9

從來沒有

257
85.1

百分比

類

從來沒有

每個禮拜

14
4.6

9
3

很少使用每個禮拜

29
96

幾乎每天

2
0.7

14
4.6

4 電腦和網路學習、購買意向

幾乎每天

合計

302
l∞
合計

302
100

相當比例者有明顯的意願，是將來網路行銷系統

在問及將來學習電腦的操作使用之意願時，

建立時應加以鼓勵輔導的群組。此外將近二成的

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達學習的意顱，更有超過

人表示願意去學習 Intemet 的使用，可見一般花農

一成者有強烈的意向(參見表 5)' 表示一般花卉

學習網路的意願是蠻高的，而這主要可能與網路

農民的資訊化學習意向是蠻高的，倒是訓練的機

的熱潮方興未艾，農民抱著趕流行的心理，深恐

構和人員的不足可能是潛在的限制。至於將來購

萬於人後所致。有 14.2% 花農表示將來他們會考

置電腦的意願，有超過四成受訪的花卉產銷班員

慮去申請和購買網際網路的使用帳號，可說有很

表示有機會將有購買的意向，其中更有近一成者

明顯的行動傾向，這些數據也再度說明了花卉產

表示有強烈的意願，將會在近一、二年內購買，

銷班員在學習網路操作的意向上一般是相當高

可見一般花卉農民在資訊系統的硬體購置上，有

的。

表 5

產銷班員電腦和網路學習、購買意向

項目
學習電腦

人數
百分比
購買電腦

人數
百分比
學習網路

人數
百分比
申購網路

人數
百分比

分
從來沒有

65
21.5
從來沒有

63
20.9
從來沒有

12
4.0
從來沒有

24
7.9

偶而

91
30.1

類

項

常常

34
11. 3

偶而

93
30.8

常常

33
10.9

偶而

41
13.6

常常

14
4.6

偶而

30
9.9

常常

13
4.3

不適於回答

合計.

112
37.1

302
100

不適於回答

合計

113
37 .4

302
100

不適於回答

合計

235
77.8

302
1∞

不適於回答

合計

235
77.8

302
l∞

註:不適於回答表示受訪者已使用或購買

表 6)' 主要質疑的可能還是能否順利安全的取得

(二)產銷班員對網路?于銷態度

貨款，而即使透過電子郵局進行電子交易，仍有
六成受訪花農表示會措心，可見網路行銷的電子

花卉班員對網路行銷所抱持的態度呈現兩極

錢處理方式公信力仍不足 ， 這是未來推廣農產品

化心情，一方面是很想嘗試，但另一方面也有所

網路行銷時極需解決的議題。

顧慮。受訪者中有 八成曾聽過網路行銷的訊息，

而在問及如果有以產銷班為 主的網路行銷計

顯示一般花卉農民很閥，c，、各種可能的產品銷售管

畫，受訪者參與的意願為何，有高達 95% 者表示

道，即使對電子交 易的程序和內容不甚了解，也

有參與的意願，更有將近三成表示強烈的參與興

透過各種傳播途徑知悉。不過對於透過網路進行

趣，可見要推行網路行銷，農民心理面的反應是

交易，則有將近八成的人表連 7擔心的疑慮(見

相當樂觀的，只是行銷技術面 的問題仍有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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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綜而觀之，如從班員所擁有的資訊設備狀況

觀的。而網路的使用雖然目前在產銷班中並不是

來看產銷班員使用網路行銷的可能性，在硬體設

很普遍，大部份班員皆沒有帳號，但網路在花卉

備上和使用能力是相當不錯的。而在沒有使用電

經營上的用途受到絕大部份有使用者的肯定，尤

腦經驗的受訪者中，很大部份都表達了想要學習

其是在產品行情報導資訊系統的使用上。隨著網

操作和購買電腦的意願'因此就產銷班班員的資

際網路的快速發展，相信農業網路使用人口會急

訊設備使用能力和動機層面而言，對於網路行銷

速增加，網路行銷的前景也是看好的。

系統的建立在產銷班員的心理面來看，也是很樂
表 6

產銷班員對網路行銷態度

項目
知悉情況

人數
百分比

分

項

類

沒聽過

聽過

合計

57
18.9

245
81. 1

302
100

網路交易安全完全不搶心有些擔心非常擔心不了解

人數
百分比

67
22.2

197
65.2

36
11. 9

2
0.7

電子郵局安全完全不擔心有些擔心非常擔心不了解

人數
百分比

參與意願

人數
百分比

114
37.7
不願意

0.3

非常願意

合計

201
66 .5

86
28 .5

302
100

15
5.0

育程度和擔任職務明顯造成其具備條件的差異，
進一步比對在不同教育程度和職務的平均值，發

條件間的關連性，本研究將測量具備條件的各個

現教育程度較高以及擔任班幹部的受訪者，具備

指標分為資訊設備使用能力和對網路行銷態度兩

了較好的網路行銷實施條件，這可能和資訊設備

個層面，先就其下的指標做內在一致性信度檢定

的使用能力本就需要較好的教育訓練和技學素養

，結果前者在去除一與整體

有闕，而擔任幹部者常有接觸資訊系統和訓練的

相關係數較低的項目後，得 α 值為 .8643 '為一不

機會，也使其真備較佳條件。由於在「對網路行

錯的信度:而後者則四個指標的一致性信度 α

銷態度」的各個問項上的變異性太小，也就是態

=.5 319 '亦是可接受的信度值。為了簡化分析，

度同質性較高，使得許多自變項的差異效果無法

本研究將這兩層面包含的指標值予以加總成綜合

顯示出來，這是本研究未能事先防範的。

指標，並使用 MANOVA 的分析方法，了解各背

表 7 網路行銷具備條件影響因素分析

搶任職務
教育程度
人格特質

花卉別

花卉產值
其勞動
註﹒ 1

l∞

成的差異情況。由表 7 的結果可見花卉班員的教

為 7 解個人背景因素與班員所具備網路行銷

自變項

合計

景因素在此二層面形成的變量 (Vanate) 上所造

條件之因素探討

性別

302
l∞

302

7.3

願意考慮

(三)影響花卉產銷班員網路行銷其備

( Cronbach'sα 檢定)

22

165
54.6

合計

Wilk's
.9973
.9674
.9248
.9906
.9625
.9807
99 'i?

^

F 估計值
.3 817
2.350所
3刃 30內料

Pow巴r

.12
.68
.96

Effect Size
回∞3

.016
.038

回 6614

.62

∞5

1.8057
.9167

.68
.37

.019

.11

.00'7.

.'7.?'i 1

.01 。

M=125 蚣. F=12叭. p= 118 (符合變異數間質性預設機定)
Pι05. •• P< 01. '''p毛∞ l
3 共變數包含年齡 、 經營面積和經營年數三 個變項

Box'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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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時應特別依重的。農政訓練教育機構應特

伍、結論與建議

別針對這一群組農民實施專業密集訓練，並輔

導其成為種子教官，以教導班裡其他的成員，

PC Home 網站 (http:/www.pchome.com.tw)民國

將可使訓練成效更為突出。

87 年 9 月 22 日報導，郵局將採用優利系統與微
軟公司共同開發的電子金融商務系統，在該年十

4 . 本研究較屬於探索性研究，在研究範團和行銷

月十日正式推出網路商城，提供客戶上網消費、

具備條件測量上仍有許多不足之處，這是將來

直接付款的服務[líliJ 0 此一訊息很明顯地昭示了

類似的研究所應加強的 ， 尤其對於那些不顧接

網路行銷的發展將是急速跳躍的，農產品如果無

觸電腦 、 不顧參與網路行銷的班員，更應深入

法跟上這渡潮流，將淪為任其他行業宰割之不利

7 解其困難和態度，以便農政輔導機構在訂立

地位，尤其產銷班組織面對其他大型農企業的競

訓練計劃時，有更全面周詳的考量 。

爭，更應努力建立其行銷系統 ， 以增加其產業競

爭力 。

附件一、本研究各相關概念之測

本研究發現台灣中部地區花卉產銷班員具有

量及操作性定義:

的網路行銷條件大致上是不錯的，而資訊設備的

擁有量和使用能力雖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但是

(一)

在花卉農的，心理面對於資訊化和網路行銷都是很

性別:分為男、女二項;年齡:以虛歲計算

積極的，因此要建立花卉的網路行銷系統應是大

(年)經營年數:指實際從事花卉經營的年數，

有可為的。以下謹提出個人的幾項建議:
l

班員背景因素

擔任職務 : 分為班長、副班長、書記、會計、組

電腦或網路恐懼仍是目前推動網路行銷所亟需

長 、 班員 、 其他等七項，教育程度:分為國小以

解決的問題，因此花卉班員電腦和網路使用能

下、國(初)中 、 高中(職)、專科、大學以上

力的培養應是目前最重要工作，只要農民具有

畢業五組;花卉產值:指班員平均一年在花卉生

使用網路的能力，要推動網路行銷將不致有大

產上的產值，分為 50 萬以下、 51~100 萬、 101~150

困難。農政輔導單位對於產銷班資訊化的經費

萬、 151~2∞萬、 201~站0 萬、 251~300 萬、 301~350

補助應重於人力素質的訓練，而不是設備的購

萬、 351~4∞萬、 401~450 萬、的 1~500 萬和 501

買，只要農民具有使用網路能力和使用電子行

萬以上共計 11 個收入群組;人格特質:分為內向、

銷的動機，其本身購買設備的經費絕對不是問

外向 ‘ 居中三類經營面積:指個人經營各類花

題 。

卉的總面積(公頃)經營花卉別 : 單品?為切花、
盆花和苗團三個類別 。

2 . 對於網路行銷 ， 絕大部分農民都只有模糊的概
念，不了解其運作的程序和與傳統行銷的不同

(二)網路行銷具備條件

之處，這是將來在推廣時得特別加強的。而交

1.電腦設備和訓練

易安全的問題，似乎是大多數花卉農民的疑

(1)使用電腦經驗:指過去二年內的接觸經驗，

慮，這是在設計農產品網路行銷時應特別在資

分為從來都沒有、有過幾次和常常三種情況。

訊專業技術上注意，而且應充分和農民做講過

(2) 參加相關訓練經驗:指過去幾年中參加電腦

者 。

或網路使用的訓練或講習次數，分為從來沒
有 、 1~2 次、 3~5 次和 6 次以上四類。電腦設

3 . 在產銷班中擔任幹部者，尤其是班長和會計，

備擁有情況，指個人電腦和其周邊設備的種

以及教育程度較高的班員，是最多機會接觸電

頓和總數量 。

腦和接受資訊化訓練的，也應是將來推動網路

2.

主觀電腦操作條件認知 : 本部份由 10 個題目

以 L t kert

Scal es 構成一小型量衰

， 包含個人對

lfilil 此一行銷系統採優利系統 (Umsys) 和微軟共同開發「電子

電腦軟硬體操作維修的能力認知，以及周遭

( EFC ' Electromc Fman C1 al Commerce)' 這是第
Wmdows N'T上的電子商務系統，網

環境在操作上的支接情況，班 員依題目陳述

金融商務系統 J

一套建霞在開放的 M1Crosoft

就極同意、同意、不同意、極不同意擇一作

路喬家和消費者在進行網路上的交易買賣時，可干IJ用金融機總
Ji供的付款問道 (Payment

Gateway)

答，並分別給予 4 、 3 、 2 、 l 分 ，分數愈高表

，直鑽在 lntemet 上進行時

吸支付的動作﹒由於直 接轉帳付款牽涉劃支付人的金融帳號，

條件愈好。

因此資料的安全保密使用 的是目前全球公認安全等級最高的「公
鋪安全機制 J ( 的bhc

Key

lnfrastructu間 'P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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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腦和網路學習使用意向:包括問受訪者是否

(1)我對電腦操作的基本概念相當缺乏。

曾想、學習電腦、購買電腦、學習網路操作和申

(2) 我可以應付使用電腦應用軟體時所需的操作知

識。

請或購買網路順號，答項有從來沒有、偶而、
常常和不知道四項。

(3) 我對電腦硬體相關零組件及概念非常熟悉。
(4) 當電腦發生問題時，我可以自己排除問題。
(5) 我在工作或日常生活中有較多的電腦使用機

5. 對網路行銷態度
(1)網路行銷知悉J情況，分為沒聽過和聽過。

會。

(2)網路行銷安全疑慮，包括對網路交易和電子郵

(6) 因為工作忙碌，所以沒有時間使用電腦。

局的安全顧慮，分為完全不擔心、有些擔心、

(7)當我有電腦相關問題時，有人可以詢問或幫我

非常措心和不了解四種情況。

解決。

(3) 加入網路行銷意願，分為不願意、願意考慮

(8) 產銷班或家中，有訂購電腦相關書籍、雜誌可

供參考。

和非常願意三個回答。

(9) 我有足夠的預算以購買新的電腦設備。

(1 0)

在家裡或產銷班中，我隨時都可以使用電

附件二:樣本特性描述

腦。

3 班員操作網路能力

在攘本戶 302 人中年齡平均為 40.06 .集中於

(1)網路帳號申請:分為有、沒有兩種。

29-45 歲間。栽培總面積平均為1.1 080 公頃，最

(2) 網路使用經驗:分為有、沒有兩種情況。

大為 32.0 公頃。平均經營花卉年數約為 6.720 年。

(3)使用電傳視訊經驗:分為從來沒有、很少慣

在性別的分佈上，男性估了絕大多數 (86 .4駒，也

用、每個禮拜都使用和幾乎每天都使用四種

正確呈現出台灣花卉經營上男性絕對多數的事

情況。

實。

(4) 使用 www 經驗:分為從來沒有、很少使用、
每個禮都使用和幾乎每天都使用四種情況。
附表 1

樣本背景特性分佈表

經營種類

切花

人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53
17 .5

人格特質較外向

人數
E分比

86
28.7

16
5.3

其他

1.0

書記會計

18
6.0

教育程度小學以下

百分比

苗圍

班長副班長

50
16.6

通

盆花

230
76.7

百分比
職稱

招

34
11 .3

20
6.6

國初中高中職

66
21. 9
較內向

的

51

19.9

16回 9

計一陣

外

合一技

背學閃至堂

146
48 .3

組長

1.7
專科

29
9.6

班員其他

165
54.6

10 302
3.3 100

大學或以上

8
2.6

合計

合計

302
1∞

居中

合計

191
63.2

302
100

註:@表複選題的計算結果

大致而言，可看出樣本花卉農中以種植切花

的農民，這可能主要與花卉需要的技術層面和資

者佔最大比例，盆花次之，明顯地反映7現今花

本投入較高，需要較深厚的教育訓練有關。本研

卉經營型憊的趨勢。樣本中所有訪得的產銷班皆

究嘗試讓受訪者自己形容其個性為外向或內向，

訪問 7 班長， 而 其他幹部佔了約四分之一，另外

結果有五分之一的花卉農 表示自己屬於較外向

約有一半是一般班員，可說涵概了產銷班所有職

者，不到兩成表示自己是較 內 向的，而認為個性

務的人員。在教 育程度的分佈上，專科、大學以

中庸者估了多數。

上者估了 12% .以高中職畢業者佔最多數，大致

就樣本戶每年在花卉生產的產值來看. 50 萬

上可看出經營花 卉之農民的教育水準要高於一般

以下的約佔了三成，為較多數的群組，次為 51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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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萬者，約估了四分之一，而 10 卜的0 萬等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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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Ability of Flo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Group Members in Utilizing Electronic
Marketing in Tai wan.
Shih-jui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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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甘oruc markeung , enher W1 th reg缸d 10 agncultural produce or not , emerges as a prosperous marketJ.n g channel along wnh
the rapl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electromc commerce throughout the world. 11ns study IS to e且plore the feas1blilty of applymg
electromc m位ketJ.ng techruque W1thm current f1 0ncultural Produc t1on and Marketmg Groups III Truwan. 甘1e perce1ved mformatJ on
technology ab1hty possessed to uWlze electroruc markenng channel by the members IS exarruned , and the lßfluennal factors 紅E
scru t1 mzed thereafter
To measure the possess!O n of electroruc marketmg abÙ1句， th巴 ownershlp of Iß fonnat lO n t巴chnology dev1ces , Ißformat !O n
utlhzat1 0n ab山旬， and the att1 tudes loward electromc marke t1 ng are employed respecn vely Personal mterv1ew IS conducted and 302
flonculture farmers were mterv1ewed after all. It IS found that the m句 onty of respondents possess sat1 sfymg mfonnauon technology
dev1ces , utJ.iJ zatlO n ab1llty , and wllltngness to Jom electromc markeung However, computer ar1X1 ety and phob1a IS stùl prevalent
缸nong the respondents Wh1Ch could defer theu adopuon of electromc markmg techruque to some extentη1e respondents' concern
about electroruc 甘ansactJ.on secunty deserves more attentlO n. As a whole、 thls study hlghllghts that the floncultural Producuon 如d
Marketlllg Group members present g∞d ab !h ty and deme to Jom the electroruc marketmg system , partlcularly those W1 th h1gher
educanon level and group poslt1 on.

Keyword Electro D1 c

Commer 閃，

Electroßlc Marke tI ng , Flonculture

-6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