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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削百

一、緣起

近年來由於國民生活水準的提升，消費者在

食的方面，不再只求吃得飽而要吃得好，吃出建

康，因此對農產品，尤其是高纖維、富含維生素

的蔬果取食量比例越來越高，相對的其衛生品質

也甚受關切與重視。農林廳為了使消費者吃得安

心，並維護其身體健康，近年來在植物保護工作
上，積極開發推廣各種非農藥防治技術，去日套袋、

黃色黏板、寄生蜂、↑生費洛蒙、病原生物等，以

避免或減少農藥的使用:加強辦理農民安全用藥

教育，舉辦各種作物病蟲害綜合防治示範、安全

用藥講習、印製各種安全用藥手冊、蔬菜病蟲害

綜合防治專輯、圍特產保護專輯等防治技術資料，

提供農友參考;在農產品之安全衛生品質管制方

面，則由農政單位及衛生單位，於全省設重要蔬

果產區普設蔬果農藥殘留化學檢驗站及生化快速

檢驗站，依據權責分別辦理由間即將採收、集貨

場、果菜市場、超級市場、傳統市場等各產銷階

段之農產品進行監測，遇不合規定產品則予以扣

留、銷憊及依法查處。藉由上述多項措施，已使

得本省農產品之農藥殘留監測合格率達九六%以

上，媲美歐美國家水準 。 農政單位為確保合法用

藥農民的權益， 並提高消費者選購信心，除加強

宣傳政府單位在農產品之安全衛生品質管制措施

與成果，使國人充分瞭解，產生信心外，並將安
全，優良農產品加以區隔，以免於偶發殘留事件

發生時，產生骨牌效應。有鑑於此，農林廳除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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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加強於電視、廣播電臺、報章雜誌等媒體，插

播廣告宣傳優良農產品、定期公告農產品安全檢

測結果，進而規劃設計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團團]標

章一種，並訂定[台灣省政府農林廳農產品安全用

藥吉園園標章核發使用要點J '作為接受申請及審

查管制之依撮，凡經輔導申請使用之蔬果產銷班，

其生產管理及安全用藥技術符合要點所訂，其產

品經檢測符合安全衛生標準'即予核發吉圓圓標

章。經由此項農產品安全用藥使用吉圓圓標章制

度的建立，並針對產品予以計畫性的品牌及產銷

輔導，將可引導優良產品區隔化、提供消費者多

一種選擇。

二、「吉園園」標章之意義

吉圈圈標章係本廳於民國八十二年委由所屬
機關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負責規劃，委請廣告

傳播公司設計完成，並由該所向中央標準局申請

專利，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完成註冊手續，標章註

冊號數000 七O 七八八。這個標章上二片綠色
葉片代表農業;三個圓圈(顏色不一)代表產品

符合國際問所強調之優良農業操作( 00吋

AgnculturaJ PraCtlce - OAP) 品質安全之三要素，
即經「輔導」、「檢驗」、「管制 J '標章之命名係以
優良農業操作英名縮寫GAP之音譯而來。

農林廳推動農產品安全用藥使用吉園園標章

認證制度，主要目的是希望提升本省農產品的競

爭力，建立農業新形象。目前我國即將加入國際

質易組織( WTO)' 開放自由市場後，國外農產
品陸續大量進口，消費者的選擇趨向多樣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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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將愈嚴格，而農產品品質安全與否，將是最

重要的消費導向。因此，藉由本項制度之推動，

除可達到優良農產品區隔化，使消費者對國產農

產品產生信心，對進口農產品之衝擊效應亦將大

為降低。

吉圓圓標章圖案

貳、 吉園闡標章推行現況

一、標章核發作業程序

吉圓圓標章之核發意義，主要是藉此表達標

章使用者其蔬果栽培保護技術達到國際問強調之

優良農業操作，所要求品質安全之三要素，即經

「輔導」、「檢驗」、「管制」。因此，工作輔導重點，

主要係針對生產者之保護技術提升，並配合對其
所生產產品加強監測，確保其蔬果病蟲草害防治

技術及產品品質均能符合要求，始准予接受申請

並經嚴格審慎初審、複審通過後，授權准予使用。

有關標章核發要點如次:

(一) 標章核發對象.以農林廳輔導設置之蔬菜、

水果產銷班、觀光果農團經營班及核准登記

之農場為限，並以使用於生鮮農產品為主。

(二) 標章之申請與核發:

l申請條件:

a 平時均能接受鄉、鎮、市公所農會、合作社場、

縣市政府、區農業改良場等有關單位植物保護

人員之防治技術指導。
b. 各班員應有最近三個月以上之病蟲草害防治紀

錄，續約者應有持續一年之紀錄 。

C. 各班員最近六個月內生產之農產品，經化學農
藥殘留檢驗合格。

2審核辦法:

(1)第一次申請者

a. 初審:由各產銷班所轄鄉鎮輔導單位公所(農
會、合作社場 ) 、協助產銷班備齊病蟲草害防

治紀錄及化學農藥殘留檢驗合格通知書，送由

區農業改良場辦理初審，初審通過者即召開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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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未通過初審者，由鄉鎮輔導單位輔導該班

就其初審意見檢討改進後再行送審。
b. 複審:由農林廳、各縣市政府、藥試戶丹、區農

業改良場會同辦理，審核通過者，由各縣市政

府與產銷班簽訂約定書。未通過者由鄉鎮輔導

單位輔導該班就其複審意見檢討改進後再行送

審 。

(2)續約者
已駭准使用「吉圓圓」標章產銷班，於標章

使用期滿前備齊全班班員全年之病蟲草害防治紀

錄及續約申請審核書等資料，由輔導單位公所、

農會或合作社場，送請轄區農業改良場審查，審

查結果通知縣市政府、農林廳及申請輔導單位。

審查通過時，由區農業改良場填妥續約申請審核

表(并向申請文件函送縣市政府辦理續約手續。

3簽訂約定書:

由縣市政府與產銷班或農場簽訂，使用期限

一年。鄉鎮公所、農會或合作社場擔任見證人。

4標章核發、管制:

( 1 )編訂吉團團產銷班代表號
為掌控吉圓圓標章流向，利於品質管制追蹤

及班員動向，縣市政府於簽訂約定書時即給予該

產銷班吉圓圓代號，此代號可供產銷班自行印製

包裝袋時作為標章流水號供辨識。

(2) 核發
審查通過之產銷班，應檢附標章使用申領核

發表，向縣市政府辦理吉圓圓標章領取手續 。 每

次以分發三個月或一期生產量所需為原則，前次

核發之標章如有剩餘，則自當次申請數量扣除:

如係困生產增加，原申請標章不敷使用應提出真

體證明資料以憑補發。另使用過之標章不得重覆

使用。本標章之標籤補助以三年為限，三年以上
請自行印製或逕印於包裝袋(箱)上，印製前依

法應向省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及縣市政府報准。
(3)管制

各吉圓圓產銷班應詳實填報標章使用情形一

覽表，每三個月一次併同隔次標章申領書送縣市

政府，以供標車下次核發參考 。 另吉圈圈產銷班

使用本標章之包裝袋(箱) ，應載明姓名、地址、
電話及吉團圓代號等資料，以利追蹤管制及查核。

(三)處罰

使用本標章之所有班員需嚴格遵守「農林廳

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團團」標車核發使用要點」

之規定，倘有違反，依「農藥使用管理辦法」、「商
標法」、「違反使用要點有關規定處理原則」及「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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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使用約定書」處理，予以依法處理並暫停或取

消使用本標章“

(四)吉圓圓產品安全品質管制

為確保本產品之品質安全衛生，有關產品品

質安全管制方面，依農林廳權貴，以田間即將採

收及集貨場、包裝場已包裝完畢之產品辦理抽驗
管制，由各相關單位按下列工作分配辦理。

J.怯發標車之縣市政府，每月以抽籤方式抽查縣

市內三分之一吉圓圓產銷班，於其集貨場、包

裝場各抽取一件樣品，全省每月抽驗五十班五

十件。
2 抽驗工作由縣市政府會同鄉鎮公所(農會、台

作社場)辦理。

3. 樣品送所轄化學檢驗站辦理，其檢驗結果依標
章核發要點各項規定辦理。

二、標章授權使用現況

吉圓圓標章目前核發使用情形，截至八十七

年八月止，在蔬菜方面，各縣市政府計已授權231
個蔬菜產銷班使用，以各縣市申請使用狀況，雲

林縣475.23公頃佔22.8%為最多，高雄縣354.7公頃
佔17%次之，詳如(表一)各縣市吉圍闡蔬果產銷

班班數、耕地面積、農戶數一覽表。核發使用吉

圓圓標章全年蔬菜種植面積合計12， 192公頃，佔全

省蔬菜種植面積 176，774公頃之7% :全年產量

228，293公噸， 11占全省蔬菜產量2，034， 120公噸之
II % : 蔬菜種類以葉菜類為主1 1，243公頃伽2.22% ' 
瓜菜類615.8 公頃佔 5.05% '很莖類 146公頃佔

1.20% '果菜類的6.4公頃佔1.28% '豆菜類3 1.2公頃

佔0.25% 。水果方面，計已授權予361個水果產銷

班使用，面積達5.696.3公頃，以臺中縣 1 ，857公頃

最多，垂南縣:773.9公頃次之 。

農林廳為因應吉圓圓產品之大量上市，自八

十四年度起即逐年規劃，透過電視、廣播電臺、

報章雜誌等大軍傳播媒體宣傳吉圓圓標章，期使

消費者廣為認知標章圖案、代表之意義，另亦於

全省各大都會區辦理吉團圓產品展示、展售會，

促進與消費者雙向交流。

三、遭遇困難及問題

經由各項措施的推行，目前吉團團產品已建

立其銷售地位，在水果方面，承銷商均要求果農

須具有標章使用資格並張貼標章方予承購，且其

售價普遍高於一般水果。而蔬菜方面，目前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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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都會區之超市較普遍，為滿足消費者之需求，

加強吉圍間標章產品行銷通路之輔導，做好消費

者與吉團圓班員之間的橋樑，輔以導產銷班採子

母包裝 ， 暢通產品銷售管道，使消費者與生產者

互蒙其利。農林廳深感安全用藥吉圍闡標章制度

之推動，係農業發展策略 「提升農業競爭力，建

立農業新形象」之一項重要工作，惟需有產、銷

整體性之規直到與推動，方能竟其功。因此，本廳

從八十七年度起進行產銷輔導業務整合 ， 將輔導

生產吉團回蔬果及行銷吉圓圓蔬果等工作，整合

為一整體性計畫，以加速推動 。

參、 推動蔬菜安全用藥示範區

一、意義與目的

「蔬菜安全用藥示範區」乃係推動吉團圓標
章制度理念的攝展，以鄉鎮為單位，設置「安全

用藥區 J '經由健全農民組織，並在正確技術指導

下，以農菩薩正確、安全使用為重點，實施合理之

病蟲害防治，所生產之產品均符合安全衛生之品

質要求，並具備達到使用吉圍間標章之資格，加

速吉圈圈標章全面使用，建立卿鎮優良品牌形象

及產地信譽，讓消費大眾易於辨識。

二、推動，情形

(一)辦理鄉鎮、面積

蔬菜安全用藥區示範計畫，自八十七年度開
始實施，第一年首先選定以生產短期性黨菜類為

主之宜蘭縣三星鄉，桃園縣桃圍市、新竹縣竹北

市，彰化縣北斗鎮、溪湖鎮，雲林縣二椅鄉、崙

背鄉、西螺鎮，嘉義縣新港鄉，台南縣官回鄉，

高雄縣彌陀鄉、梓官鄉，花蓮縣吉安鄉等十三個

鄉鎮辦理，計有 224 個產銷班，總面積 2，472 公

頃 。八十八年度執行鄉鎮增加桃園縣八德市計 14
鄉鎮，計有 233 個產銷班，總面積 2.697 公頃。

(二)工作組織及責任直規劃

本計畫涉及眾多菜農，成敗之關鍵端賴相關

人員之相互合作與密切配合，除由本廳及試驗場

所組成「規劃小組」、「技術小組」外，並在鄉鎮
組成「執行小組 J' 以落實推動計畫各項工作。
J.計重規劃小組:由農林廳農經科、特產科、運

掰斗、植保科、農藥所、農試所、各區農業改

良場、縣政府農業局等被員組成，並由農林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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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廳長擔任召集人，負責計畫之規劃、研擬、

督導及成果評估。

2. 技術小組:由農試所，農藥所、中興大學及各

有關試驗場所等專家學者組成，負責提供示範

區內各栽培菜類全期作之病蟲害防治技術方

法、防治層，供各產銷班班員參考應用。

3 . 工作執行小組:各示範鄉鎮分別設置，由鄉鎮

(市)農會總幹事、推廣股股長、主辦人及產

銷班班主匙串且成並邀公所參與。農會總幹事擔任

召集人，辦理計畫各項工作，解決或反映工作

執行遭遇之困難問題目

(三)辦理工作項目

1.發起自律運動，簽訂產銷班員安全用藥自律

公約。

2. 病虫害防治技術及農藥安全使用教育。

3. 辦理病虫害田間防治工作。

(1)利用性費洛蒙全面誘殺夜蛾頡害虫。

(2) 推薦優良防治藥劑，補助輔導共同購置，

實施田間病虫害防治:男指導各產銷班員

積寫防治紀錄。

4.農藥殘留監測:

為管制農藥殘留，確保安全區蔬菜安全

品質，於採收前或集貨、包裝階段，辦理農藥
殘留檢驗。

5古圓圓標章之核發

由各鄉鎮農會主動清查各產銷班，凡全班

班員已經抽驗合格並備齊用藥紀錄者，由農會

主動檢齊防治紀錄送請區農業改良場及縣政府

審查，核准使用 「吉園園」標章。

6。吉圓圓產品行銷通路輔導

三、工作檢討

本項計畫可謂為農政單位在改善農業生產策

略上，創新性之整體性計畫，經由事前審慎規劃，

從蔬菜生產至行銷上在行政及技術等兩方面，結

合產、銷輔導單位通力合作全力推動，已建立良

好之體系 。 工作推行至今一年餘，對改善農民用

藥習慣，確保蔬菜品質安全衛生，有顯著之成殼，

十三個執行鄉鎮中桃園、三星並可宣布為安全區，

餘十一個鄉鎮，限於產銷班組織尚未將該鄉鎮百

分之百的農友納入 ，仍未達成計畫全程目標。因

此，八十八年度亟待加強之工作，首重農友組織

之加強，以便納入計量輔導辨理，另有賴全體計

畫工作人員繼續努力 v 竭力克服各項困難，密切

配合加強橫縱之連繫'盔、可達成計畫目標。

肆、 加強吉園園標章經濟誘因

一、吉園園標章蔬菜?于銷現況與問題

吉圓圓標章蔬菜經農林廳推動多年，但廣大

的消費大眾並尚未能完全認知吉園園標室主所代表

的意義與價值，就算有所認知，也未能知曉銷售

據點或很便利的採購，這當然牽涉到品牌建立及

行銷通路等問題。畢竟吉圓圓產品是為消費者而

生產的，並非為生產者自己的需要而生產，在市

場上如不能形成產品區隔，即不能凸顯其產品價

值，換言之，生產者的努力不能得到相對的回饋，

消費大眾也無從選擇;在此情況下，推動產銷班

申請使用吉園圍標車之工作難免事倍功半，對建

立健康、衛生、安全之生產體系是一大阻礙。

綜觀吉圓圓標章蔬菜行銷現況，就其通路而

言，不外乎仍以傳統的果菜批發市場或由販運商

自行赴產地採購為主，少部分則直銷超市、大消

費戶(消費者組織). .﹒等或由生產者於傳統

零售市場自設銷售據點;不論經由批發市場交易

或販運商採購均仍採傳統紙箱大包裝，雖包裝紙
箱外觀標示有吉圓圓標章，但內裝產品並未小包

裝及標示，與一般產品無異，經承銷人分貨後，
在零售末端已無標示存在，零售業者無法錄予訴

求消費者，一般消費大眾亦無從認知所謂吉圓圓

標車產品，無法加以區別及選擇，因此在價格形

成的過程中，吉圓圓標章產品與一般產品一樣，

不能由價格的差異顯示其價值;至於直接銷售到

零售階段各業態業者的部分，雖已採小包裝並標

示，但零售據點規模小銷售數量有限，如未配合

強有力的宣傳廣告或促銷活動，消費者的認知仍

有限且侷限於少數特定的消費群。

因此，吉圍圈標章蔬菜行銷目前最大的問題

是其產品還未讀消費大泉廣為認知及分辨，樂意

以較高的價格並便利採購，其間包裝與標示、通

路的選擇﹒宜傳廣告促銷都是關鍵。

二、策略規劃

要給吉圓圓標章更多經濟誘因，在現今商業

掛帥的行銷時代，必需有行銷活動為工具，才能

使農產品商品化，因此，策略規劃的工作非常重

要，宜就其SW01加以分析，訂定策略目標，擬訂

行銷策略，並據以展開各項行串街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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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吉圓圓標章更多經濟誘因-加強吉圓圓標章蔬菜建立品牌及行銷通路

(一) SWOT分析
l外部環境機會

( 1 )消費趨勢
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國人對生活品

質及生態環境益趨重視，表現在農產品的消

費上即以健康、衛生、安全為導向，吉圍圖
標章產品符合此趨勢 ω

(2) 市場結構:

零售階段現代化，零售業態多樣化，都

是利基之所在，直銷通路的市場規模和成

長率均有很大的空間。
2.外部環境威脅

( 1 )通路劣勢:
通路之間的競爭及零售通路的連鎖

化、大型化，物流的興起，使得農業生

產者處於不利的交易條件。

(2) 潛在競爭:

面對產業內現有競爭或潛在進入

者，且通路垂直合作益形緊密，而農業

生產者水平合作不足。

3.內部條件優勢

產品具獲得政府認證之「吉圈圈」標章，

其所代表的健康、衛生、安全特性，為最大之
競爭優勢，另外，能獲得「吉圓圓」標章授權

之產銷班，一般而言，在其組織運作、班員素

質及向心力、領導人(班長)能力方面較真優

勢。

4.內部條件劣勢

農產品品質不易掌握，個別產量有限，運

銷規模小，議價能力低，行銷能力如分級、包

裝、配送、銷售力、宣傳、促銷、資訊、研發

等均有所不足，作業成本高。

(二)策略目標

最終目標就是給吉圍間標車更多經濟誘

因，使其產品獲得更多利益，讓消費者有更多、

更好的選擇，以為建立健康 、衛生、安全之生產
體系的基礎，創造生產者與消費者雙贏的局面。

l就消費者而言:

讓消費大眾知曉吉圓圓標章之意義及內

涵，認知其價值， 樂於採購，並能便利的購買，

滿足其吃出健康的消費需求。

2就生產者而言:

使生產者獲得更多的利益，樂於在吉圍圖

標章規範下生產，擴大吉圓圓標章生產規模。

(三)1于音帶責略

根據SWOT分析及策略目標，擬訂「加強吉園

園標章蔬菜建立品牌及行銷通路計畫」辦理，針

對產品、通路、宣傳促銷等方面規劃行銷策略，

策略構想如下，其行串衛西動並於以下各節詳述:

l產品策略

(1)產品多樣化策略

(2) 品質策略

(3) 建立品牌策略(產品區隔策略)

2.通路策略

(1)建立通路策略

(2) 選擇通路策略

(3) 拓展通路策略

3宣傳促銷策略

(1)通路宣傳策略

(2) 廣告宣傳策略

(3)促銷策略

三、產品策略

產品策略以建立品牌為主，首先要以消費者

(承銷人、零售業者)需求為導向，使產品多樣

化，另外產品的特性、品質、分級包裝非常重要，

均為建立品牌的基本條件，並尚須配合各項宣傳

廣告促銷活動;有關產品方面之策略概述如下:

(一)產品多樣化策略:

產品種類要包括葉菜類、花果菜類、根莖菜

額等，但就已撞得吉園國標章之蔬菜產銷班現況

而言，仍以葉菜穎、花果菜類為主，產品多樣化

同時也表示涵蓋主要的蔬菜產區，其目的在使業

者及消費大眾有多樣化的選擇，滿足其對產品組

合的需求，因此本計畫先初步選定吉園園蔬菜產

銷班 142班(如附表二) ，除符合上述產品多樣

化之原則外，這些產銷班大都也是蔬菜安全用藥

示範區或蔬菜生產專業區的產銷班，推動過程中

再逐步納入其他產銷班 ， 希望能於短期內將所有

吉團團蔬菜產銷致血肉入辦理。

(二)品質策略:

品質策略可分兩方面來談， 一方面為全面提

昇品質，產銷班除於吉圓圓標章規範下生產以外，

更應致力於改進栽培管理以提昇產品品質，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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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要使品質一致化，農產品因品質參差不齊，唯

有依現有標準予以分級包裝，使不同品質產品能

有區隔，並使同等級產品品質一致，方能使業者

便於承銷，在交易過程中形成應有的價格。

(三)建立品牌策略:

現行供應批發市場之吉圈圈標章蔬菜採紙箱

大包裝，內裝產品並未標示，貨品分散至零售末

端即無從區隔與分辨已如前述，要解決此一問題

並進一步建立吉團圓標章品牌，甚至建立地區性

(單位)個別品牌，宜從下列各方面著手:

l內外子母包裝:

( 1 ) 外包裝採紙箱方式為之，每箱以不超過 1

5公斤為原則，包裝紙箱規格及版面重新

設計，使在市場上形成區隔。

(2) 內包裝採小包裝形式，採塑膠袋、結束帶、

托盤方式為之，每把(袋)以不超300

公克為原則。

(3) 初期選定花胡瓜、苦瓜、番茄、甜椒、甜
碗豆、學人瓜苗、小白菜、青江白菜、格

藍、本島萬言等十種蔬菜試辦，再逐步全

面推廣至各種類蔬菜。

2標示:
標示出貨單位名稱、品名、等級、重量外，

並明顯標示吉圓圓標章及產地(出貨單位)自有

標誌:內但裝除標示吉團圓標車外，並標示出貨

單位名稱、地址、電話等。

3.品管:

產銷班或農民團體人員嚴格品質管制，檢查

內外包裝是否符合規定，標示是否清楚，品質是

否符合標準'蓋上檢查合格章戮後方予出貨。

4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包括赴產地宣導溝通及技術指導、

產地出貨作業規定、市場拍賣人員講習、市場配

合作業事項(理貨、拍賣)、承銷人宣導、產地與

市場資訊雙向回饋、上市記者會等等。

四、通路策略 :

包括建立現有通路資料、選擇通路及拓展通路

等，概要如下:
(一)建立通路策略 :

通路包括果菜批發市場(產地及消費地市

場)、販運商赴產地採購、直銷零售階段各業態業

者(如超市、量販店﹒等)、直銷大消費戶、

甚至農民團體(產銷班)自設零售據點等，吉圓

圓標章蔬菜行銷通路亦不脫離此範疇，有必要建

立其全年行銷通路與運銷數量資料，以及直銷零
售據點之資料，俾作進一步瞭解與分析，以為輔

導拓聽車路及宣傳廣告之基礎。

(二)選擇通路策略:

輔導農民團體(產銷班)以共同(合作)運

銷方式出貨為最基礎的工作，在此前提下其行銷

通路有如下之選擇:

l消費地批發市場: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馬主，高雄及省內大消

費地批發市場為輔。

2直銷通路:

( 1 ) 各業態零售業者:如超市、量販店、

生鮮處理配送中心、物流中心﹒

等。

(2) 大消費戶:如國軍副食、學校午餐、
機關團體團膳、消費者組織﹒. .等。

(3) 社區直銷或消費者訂購、網路超市等。

產地團體可根據其本身行銷條件，如

產品特性、運銷規模、行銷作業能力

等選擇單一通路，或選擇多重通路採

密集式行銷;但一般而言，以蔬菜產

品特性及現行農民團體(產銷班)行

銷規模，初期採單一通路為宜，尤其

是與現有通路建立穩定的供銷關係，

確保市場佔有率，並致力於建立品牌

及組織形象，個有餘力再選擇多重通

路。

(三〉 拓展通路策略:

在農產品的行銷過程中，通路並不是掌握在

生產者手中，所謂「掌握通路就是贏家 J '生產者
在通路競爭中事實上是居於劣勢，欲拓展通路須

有相當程度的行銷努力，可以下述策略拓展通路，

尋求利基市場，尤其是直銷通路如現代化賣場、

消費者組織、消費者訂購、網路超市等有很大的

拓展空間。

1.產地水平合作(策略聯盟)及產品搭配。

2. 聯合開發利用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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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吉國間標車更多經濟誘因，加強古國國標章蔬菜建立品牌及行銷通路

3. 採差異化策略，發展產品品質差異化、行銷服

務差異化，塑造獨特組織形象，化被動為主動。

4 加強與通路間協議或翼約，甚至發展為產地代

工。

5. 聯合成立物流配送中心。

五、宣傳促銷策略:

宣傳促銷讓略目的在使業者及消費大眾廣為

認知並便利採購，茲分為通路宣傳黨略、廣告宣

傳策略及促銷策略，概述如下:

(一〉 通路宣傳策略

l批發市場(承銷人)宣傳方面:

( I ) 邀請承銷人代表全程參與計畫推動過程。

(2) 舉辦承銷人說明會。

(3) 製作吉圓圓標章標示牌供承銷人及其下游
零批(售)業者於販售場所憊掛 。

(4) 舉辦吉團團標章蔬菜內外子母包裝上市成
果發表會。

2.零售通路宣傳方面:

( I ) 由各農民團體及產銷班協調其直銷對象定

期辦理調製、品嚐、促銷等宣傳活動。

(2) 農會超市由各區域中心規直到辦理聯合促銷
活動。

(3)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所屬超市加強吉圓圓標
章蔬菜銷售，並辦理廣告宣傳促銷。

(二) 廣告宣傳策略:

1.舉辦吉團圓標章蔬菜內外子母包裝上市記者
會。

2. 製作宣傳短片於電子媒體各種農業宣導節目

播映。

3. 製作廣告短片或平面廣告於電子媒體、平面

媒體播映及刊登。

4. 製作廣告單張 (一面為宣傳吉團圓標章，一

面為各零售據點資料一店名、地址、電話一

覽表)以夾報或其他方式分送消費大眾(家

戶)。

(三) 促銷策略:

1.農委會及農林廳舉辦之「國產品牌農產品大
展」及相關農產品展售會均設置吉圓圓專區

廣為促銷宣傳，並舉辦DIY調製活動。

2. 規直到辦理吉圓圓標章產品特艘，以加強促銷

宣傳 3

伍、結語

現在是講求顧客第一的行銷時代，其中最重

要的一個觀念是消費者導向及顧客滿意，農產品

是民生必需品，更應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要務:

隨著經濟發展及國民所得的提高，最近幾年國人
對生活品質及生態環境盆瞳重視，表現在農產品

的消費上即以健康、衛生、安全為導向 ， 為迎合

消費者的需求之，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也要跟著調

整，以維持或提昇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建

立健康、衛生、安全的農產品生產體系，變成為
非常重要的課題。

基於此一理念，農林廳近年來積極推動「植
物疫情監測體系 J 、「防制蔬果殘留農藥整體措

施」、「蔬菜安全用藥示範區計畫」等措施，而「加
強吉圓圓標章蔬菜建立品牌及行銷通路計畫」即

為其中重要的一環，期創造生產者與消費者雙廳

的局面，不但要使生產者以生產及供應健康、衛

生、安全之農產品為榮，更重要的是讓消費大眾

有更多、更好的選擇，共謀其利。

農林廳推動吉園園標輩有年，也初真成效，
這是團隊努力的成果，但是產品的行銷更為重要，

如何使吉團團標章產品讓消費大眾廣為認知，樂

於採購，並對辛勞付出的生產者有所誘因，擴大
吉團團標章規模，是現階段重要的工作，希望經

由生產、植保、行銷各方面的配合，使本項工作

持續不斷的進行，為吾人所衷心期盼﹒也是共同

努力的目標。

參考文獻:

方世榮譯， (1 995) , r行銷管理學 j , Phlhp Kotler 原
著: Marketmg Manageme肘 ，第/\版，東華書
局。

「台灣省農產品安全用藥，吉圓圓標章工作手

冊J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1998. 
「吉圓圓蔬菜產銷班產品行銷情形調查表 J' 台灣

省政府農林廳，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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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士， (1 997) , í 農民團體辦理果菜直銷之策略 所 b

研究 J '碩士論文，中興大學農產運銷研究

一各縣市吉圓圓蔬菜、水果產銷班班數、農戶數及生產面積一覽表

縣巾別 作 物 別 產銷班數 辦理面積(公頃) 農 戶 數

宜蘭縣 蔬菜 18 22577 354 
水果 4 85.70 49 

臺北縣 蔬菜 28 90.34 336 
水果 4 89.70 53 

桃園縣 蔬菜 19 70.44 201 
水果 。 。 。

新↑情系 蔬菜 7 90.39 86 
水果 10 187.80 110 

苗栗縣 蔬菜 3 33.05 19 
水果 41 425.∞ 389 

台中縣 蔬菜 II 82.45 92 
水果 106 1 ，857.∞ 1,450 

南投縣 蔬菜 6 85.87 58 
水果 34 449.30 552 

彰化縣 蔬菜 8 78.17 1101 
水果 39 393 .30 513 

雲林縣 蔬菜 60 475.253 7301 
水果 2 21.70 141 

嘉義縣 蔬菜 4 1 1.∞ 36 
水果 6 182.20 1071 

臺南縣 蔬菜 8 162.∞ 159 
水果 49 773.90 530 

高雄縣 蔬菜 28 354.70 451 
水果 23 474.80 379 

屏東縣 蔬菜 14 70.10 118 
水果 30 398.50 3541 

臺東縣 蔬菜 。 。 。
水果 6 186.20 107 

花蓮縣 蔬菜 15 352.65 297 
水果 3 83.20 47 

臺中市 蔬菜 。 。 。
水果 2 65.40 90 

臺南巾 蔬菜 2.50 8 
水果 2 2260 33 

局雄市 蔬菜 1.80 4 
水果 。 。 。

~~t 蔬菜 231 2、085.3 1 3、ü59
水果 361 5,696.30 4,777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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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加強吉圓圓標章蔬菜建立品牌及行銷通路計畫產銷班一覽表

縣 別 鄉鎮市別 班 別 備 註

桃園縣 桃園市 百益精緻蔬菜產銷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1 2 班) 中誠精緻蔬菜產銷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精緻蔬菜產銷班第 2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精緻蔬菜產銷班第 5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設施蔬菜產銷經營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平鎮市 精緻蔬菜產銷班
新屋鄉 蔬菜產銷班

中壢市 設施蔬菜產銷經營班第 1 班

設施蔬菜產銷經營班第 2班

八德市 蔬菜產銷第 1 班

新竹縣 茄萃蔬菜產銷班第 3班

(6 班) 蔬菜產銷第2班

竹北市 奇美產銷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專業區

新港蔬菜產銷第 8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專業區

東興蔬菜共同經營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中隘蕃茄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苗栗縣 峨帽鄉 湖光蔬菜產銷第 1 班

(2 班) 新埔鄉 巨埔區段蔬菜共同經營班

台中縣 南庄鄉 蔬菜產銷第 2班

(6 班) 後龍鎮 國鈺農場
豐原市 三村里蔬菜產銷經營班

大雅鄉 員林蔬菜產銷班

新社鄉 長崎蔬菜產銷班 蔬菜專業區

大肚鄉 礦溪村蔬菜產銷班

南投縣 東勢鎮 蔬菜產銷第 1 班

(4 班) 大里市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水里鄉 永豐蔬菜產銷班

興隆蔬菜產銷班

彰化縣 上安蔬菜產銷班

( 8 班) 民和蔬菜第 2班
彰化市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蔬菜專業區

溪湖鎮 蔬菜產銷班第 26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第 27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二水 鄉 大園村蔬菜產銷班

北 斗 鎮 蔬菜產銷班第 9班 安全用樂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第 10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大 村 鄉 加錫村蔬菜產銷班

大 城 鄉 蔬菜產銷班第 10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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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別 鄉鎮市別 班 別 備 註

雲林縣 一崙鄉 永定合作農場第 1 班

(22 班) 庄西蔬菜產銷班第 1班
台西鄉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崙背鄉 苦瓜產銷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苦瓜產銷第 2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苦瓜產銷第 3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甜碗豆產銷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甜碗豆產銷第 2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甜胡豆產銷第 3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番茄產銷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番茄產銷第 2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阿勸蔬菜產銷第 1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羅厝蔬菜產銷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第 1 班

西螺鎮 蔬菜產銷班第 1 6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專業區

下浦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蔬菜專業區

下浦蔬菜產銷班第 2班 蔬菜專業區

下滴蔬菜產銷班第 3班 蔬菜專業區

下楠蔬菜產銷班第4班 蔬菜專業區

下浦蔬菜產銷班第 5班 蔬菜專業區

前桐螂 義和村蔬菜產銷班 蔬菜專業區

褒忠鄉 新湖段蔬菜產銷第 1 班

嘉義縣 新港鄉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 4 JJl) 蔬菜專業區

蔬菜產銷班第 5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專業區

中庄蔬菜產銷第 3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共和區段共同經營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台南縣 學申鎮 蔬菜產銷班第 1 1 班

( 9 班) 官回鄉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第 2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第 3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第4班 安全用藥示範直

蔬菜產銷班第 5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官回菱角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湖山菱角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東西庄菱角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高雄縣 大 樹 鄉 大坑蔬菜產銷班

(21 班) 梓 官 鄉 蔬菜產銷班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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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別 鄉鎮市別 班 別 備 註

蔬菜產銷班 2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4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6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7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8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9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 10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 1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旗山鎮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美濃鎮 美濃果菜生產合作社蔬菜產

銷班第 1 班

美濃果菜生產合作社蔬菜產

銷班第 2班

美濃果菜生產合作社蔬菜產

銷班第 3班

大社鄉 蔬菜絲瓜產銷共同運銷第 1 班

杉林鄉 絲瓜產銷班

彌陀鄉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第 2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第 5班 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產銷班第 6班 全用藥示範區

屏東縣 里港鄉 福興蔬菜產銷經營班

(13班) 三蔬菜產銷經營班 蔬菜專業區

蔬菜產銷班第 3班

蔬菜產銷班第 9班 蔬菜專業區

新圍鄉 南龍村蔬菜產銷第 1 班 蔬菜專業區

南龍村蔬菜產銷第 2班 蔬菜專業區

烏龍蔬菜產銷班 蔬菜專業區

鹽埔鄉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蔬菜產銷班第7班
鹽埔合作社蔬菜班

屏東市 玉成里蔬菜產銷班

娛頂鄉 苦瓜產銷經營班

紡山鄉 山蘇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蔬菜專業區

花蓮縣 瑞穗鄉 苦瓜產銷班第 1 班 蔬菜專業區

(14 班) 苦瓜產銷班第 2班 蔬菜專業區

蔬菜產銷班第 3班 蔬菜專業區

花蓮市 蔬菜產銷第 1 班
吉安鄉 龍鬚菜產銷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蔬菜專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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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別 鄉鎮市別 班 別 備 註

吉安蔬菜產銷班第4班 安全用藥/]\範區

吉安蔬菜產銷班第 6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吉安蔬菜產銷班第 8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主菜產銷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花胡瓜產銷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甜椒產銷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番茄產銷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富里鄉 學田區段共同經營產銷第 2班

鳳林鎮 南平里蔬菜產銷班 蔬菜專業區

宜蘭縣 三星鄉 蔥蒜第 1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1 3 班) 蔥蒜第 2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蔥蒜第 3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蔥蒜第4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蔥蒜第 5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蔥蒜第6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蔥蒜第7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蔥蒜第 8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蔥蒜第9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蔥蒜第 1 0 班 安全用藥示範區
員山鄉 主菜產銷第 1 班

蔬菜產銷第 2班

羅東鎮 番茄產銷班

台北縣 三芝鄉 斐白筍蔬菜產銷第 1 班

( 8 班) 斐白筍蔬菜產銷第 2班

安白筍蔬菜產銷第 3班

斐自筍蔬菜產銷第4班

斐自筍蔬菜產銷第 5班

斐自筍蔬菜產銷第 6班

蘆洲鄉 蔬菜產銷班第 1 班

蔬菜產銷班第 2班

捕、計 14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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