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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氏團體對行銷諮詢願付價值

之研究一以品牌水果為例

顏如說了、黃炳茫*

摘要

關鍵詞:行銷諮詢、品牌水果、條件評估法

JEL 分類代號: Q13 ' Q26 

為因應加入 WTO 對水果產業所造成的衝擊，農政單位積極輔導農民團體辦理水果

品牌認證。然目前國產品牌水果的銷售比率依然不高，農民團體相對較缺乏行銷人才，

對於品牌水果的行銷可透過相關諮詢以拓展市場。農民團體經由行銷諮詢所產生的潛在

效益因無法量化，故可利用條件評估法求算。本研究以具有品牌水果之農民團體為研究

對象，估算農民團體對於現有行銷諮詢單位與未來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之願付價

值。結果發現農民團體對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之願付價值相當高，例如品牌水果

行銷諮詢專責單位幫助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一倍時，農民團體每年願付價值，將為現有

行銷諮詢單位願付價值的四倍，達 29991 元。

.國立中與大學應用經濟系碩士。

"國立中與大學應用經濟系副教授，通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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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團體對行銷諮詢願付價值

之研究一以品牌水果為例

顏如檢、黃炳文

主二- -主~-忌，
笠:、則吾

為因應加入 WTO 對水果產業所造成的衝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998 年起輔導建

立「國產優良品牌水果品質認證J '希望藉由品牌行銷能強化國產水果競爭力，建立產

品形象，減少因市場開放對水果產業所造成的衝擊。

雖然水果品牌的數目已逾五十個，但由於申請創設水果品牌的農民團體，較缺乏行

銷經驗，對於行銷通路的拓展較為有限;同時亦較缺乏專業的行銷人力，以致較不易從

事品牌經營及行銷方案的研擬與執行。因此，有關品牌水果的行銷問題，為農民團體深

感困頓之處。

近年來農政單位為增進消費者對國產品牌水果的認識，常舉辦品牌水果發表會，並

藉由報章雜誌刊載國產品牌水果專輯，將國產水果產地、品質、特色、選購要領、行銷

通路等作深入報導，然而依據「國產品牌水果之消費者認知研究」調查顯示(魯真與陳宏

易， 2000) ，購買品牌水果的消費者比率不高，由此調查觀之，農民團體對於品牌水果的

行銷似乎有所瓶頸。

農民團體為解決品牌水果的行銷問題，常藉由農政單位所開設的行銷課程以訓練其

人力，或向農業相關單位(如農業改良場或農業大專院校)尋求行銷諮詢。農民團體經由行

銷諮詢可產生相關的潛在效益，例如增加品牌水果銷售額、提升農民團體知識技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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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銷售的信心、降低產品滯銷風險、增加農民團體行銷能力等等，然其潛藏效益為何?

直言之，農業相關單位無償提供農民團體行銷諮詢服務，究竟創造多少效益?此外，假

若農政單位為加強行銷諮詢服務，將來成立相關的行銷諮詢專賣單位，農民團體為推展

其品牌水果，對於行銷諮詢專責單位之願付價值又為何?此等課題均值得予以探究。

有關諮詢方面的研究，國外文獻大多為醫療健康諮詢(如 Virtala and Virjo, 2005 ; 

Rosangela et 此， 2005) 、學校諮詢(Wimberley and Rubens, 2002 ; Gonzalez et 泣， 2004 ;賈

紅鶯， 1997) ，主要著重在諮詢模式、諮詢技巧、諮詢過程、諮詢人員特質等方面的探討，

少有將其應用在行銷諮詢提升知識技能、增進行銷能力等無形效益之評估。再者，國內

文獻雖然品牌水果的相關研究不少(如李皇照 '2001; 魯真與陳宏昌 '2000; 鍾乃光 '2003) , 

但對於行銷諮詢效益的評估，仍付闕如。故本研究將朝此方向進行探討。

品牌水果行銷諮詢潛在效益若能加以評估，將有助於農政單位在行銷諮詢管理策略

之擬定。再者，此行銷諮詢服務，亦可推展至其它相關品牌農產品的國內與國外行銷，

則其效益更加擴大。換言之，農政單位為協助農民團體從事品牌農產品行銷，投入諸多

人力，其行銷諮詢服務的效益大小，將為農政單位繼續投入與策略調整的重要基礎，故

此議題值得深入研究。

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農民團體採用行銷諮詢的潛在效益。評估行銷諮詢之

潛在效益即在衡量農民團體獲得諮詢效益後願意支付的報酬金額(willingness to pay , 

WTP) ，由於此潛在效益並無法從市場評價方法加以評估，故藉由條件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 CVM)來衡量。基此，本研究將在行銷諮詢服務的假設下，建立評估行

銷諮詢潛在效益之實證模型，利用條件評估法中的雙界二元選擇模型，來評估行銷諮詢

對農民團體之潛在效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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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品牌水果發展概況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998 年起輔導國產水果建立晶牌，目的即是讓國產水果以「品

牌是品質的保證，品質是品牌的後盾」的市場區隔策略來贏得消費者的支持，開創市場

競爭優勢，確保國產水果永續經營的基礎。同時， r生產安定、出貨安定、品質安定J

是品牌水果致勝的關鏈，為確保品牌水果的品質安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國產優

良品牌水果蔬菜品質認證作業須知」相關規定，於 1999 年 6 月 23 日公告實施，積極辦

理品牌水果之認證作業。

農委會於 1999 年 12 月 29 日舉辦「第一屆國產品牌水果品質認證授證典禮J '授予

南投縣水里鄉農會、台南縣南化鄉農會、高雄縣旗山鎮農會與燕巢鄉農會等四農民團體

品質認誰證書以來，迄今計有五十三個農民團體通過農委會品質認證並頒予晶質認證證

書及證牌，其中組織類型為農民團體系統者計有 47 個單位，台灣省青果運銷合作社有 3

個單位，台灣區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系統有 3 個單位，其中水果品項包括木瓜、芒果、洋

香瓜、茄枝、桶相、梨、甜瓜、番石榴、葡萄、葡萄抽、鳳梨、蓮霧、栗子、碰甜、甜

楠、釋迦等十六種水果，如表 l 。

近年來國產品牌水果在農政單位積極推廣下，使得部份品牌水果已受到肯定，其中

高雄縣燕巢鄉農會「燕之巢J 葉子、南投縣竹山鎮農會「紫蜜」葡萄、高雄縣岡山鎮農

會「岡山園」聾子、苗栗後龍鎮農會「清純」甜瓜、屏東縣林邊鄉農會「芙華蘿莎」蓮

霧等品牌水果的價格更高於一般水果價格之二倍之多，已有明顯價差效益。但根據訪查

(如表 l 所示)仍然有部份品牌水果價格低於一般水果，例如:青果社高雄分社「天香園」

鳳梨、台中縣太平市農會「大地之惠」蓊枝、屏東縣高樹鄉農會「大車路」鳳梨。男部

份品牌之價格和一般水果價格沒明顯價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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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知目前已有且農民團體真有一套優良的品牌行銷策略，應繼續維持其

既有之優勢，而尚未發揮品牌效益之農民團體應強化國產品牌水果行銷組織的管理效

率，活用行銷手法，增進消費者對品牌認知，開拓品牌知名度，以提升品牌水果銷售額。

表 l 晶牌水果概況

95 年 1 至 4 月 95 年 7 月的前

單位別 品牌名稱 水果晶頂晶牌水果約略行情 一般水果行情

(兀/公斤)1 (元/公斤)2

青果社台中分社 金甜園 梨 75 40.04 

嘉義縣新港鄉農會 心感讚美鮮 鳳梨 25 21.31 
台南縣南化鄉農會 南芝園 芒果 55 35.80 

南投縣水里鄉農會 黑紫玉 葡萄 65 44.76 
高雄縣燕巢鄉農會 燕之巢 栗子 175 42.33 

蕃石榴 20 16.18 

南投縣信義果菜合作社內茅埔 葡萄 55 44.76 

台南縣七股鄉農會 季季欣 洋香瓜 45 26.84 
台中縣豐原市農會 豐園 碰相 50 34.76 
台中縣石岡鄉農會 金碧 碰相 45 34.76 
高雄縣內門鄉農會 羅漢門 鳳梨 25 21.31 

蕃石榴 18 16 .1 8 

嘉枝 80 54.53 

高雄縣杉林鄉農會 紅孩見 木瓜 65 32 .34 

青果中土高雄分社 天香閻 鳳梨 15* 21.3 1 

木瓜 70 32.34 

萬枝 85 54.53 
南投縣信義鄉農會 玉珠葡萄 葡萄 55 44.76 

屏東縣佳冬鄉農會 透紅佳人 蓮霧 130 51.33 

南投縣竹山鎮農會 紫蜜 葡萄 190 44.76 

宜蘭縣二星地區農會 二星上將梨 梨 100 40.0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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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品牌水果概況(續)

95 年 l 至 4 月 95 年 7 月的前

單位別 晶牌名稱 水果晶項品牌水果約臨行情 一般水果行情

(元/公斤)1 (元/公斤i
嘉義縣民雄鄉農會 酪雄香 鳳梨 25 21 .3 1 
台南市農會 古都府城瓣 洋香瓜 50 26.84 
屏東縣紡寮地區農會 綺羅香 蓮霧 120 51.33 

高雄縣岡山鎮農會 岡山園
蕃石榴 20 16.18 

葉子 130 42.33 
台中縣潭子鄉農會 欣燦 碰相 50 34.76 
晶雄縣大社鄉農會 綠圓綠 蕃石榴 30 16.18 
屏東縣潮州鎮農會 頂峰 蓮霧 85 51.33 
苗栗縣後龍鎮農會 清純 甜瓜 85 22.74 
南投縣國姓鄉農會 思原 碰相 55 34.76 
屏東縣按頂鄉農會 水姑娘 蓮霧 90 51.33 
屏東縣林邊鄉農會 芙華蘿莎 蓮霧 165 51.33 

台中縣太平市農會 大地之惠
蕩枝 40* 54.53 

梨 70 40.04 
台中縣大里市農會 大里大禮 第枝 65 54.53 
高雄縣大樹鄉農會 富來旺 蓊枝 70 54.53 
台南縣官田鄉農會 日豐 芒果 55 35.80 
屏東縣紡山地區農會 太陽果 芒果 80 35.80 
雲林縣古坑鄉農會 蜜相園 葡萄柚 20 15.05 

青果社新竹分社 錦華園 桶相 75 29 .40 
南投縣集集鎮農會 綠色集吉 葡萄 85 44.76 

台中縣和平鄉農會 果珍極品
梨 65 40.04 
甜楠 50 30.67 

台東縣太麻里農會 日昇晏
釋迦 80 52.90 
茄枝 70 54.53 

高雄縣六龜鄉農會 南果美眉 蓮霧 135 51.33 
台中縣新社鄉農會 虹溪水梨 梨 70 40.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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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晶牌水果概況(續)

95 年 l 至 4 月 95 年 7 月 15 前

單位別 晶牌名稱 水果晶頂品牌水果約脂行情 一般水果行情

(元/公斤)1 (元/公斤)2

苗栗縣卓蘭鎮農會 水果師 梨 65 40.04 

葡萄 55 44.76 

碰相 50 34.76 

台中市農會 大敬園 碰相 70 34.76 

雲林縣古坑果菜生產合顧保鮮 碰相 55 34.76 
作社

葡萄柚 35 15.05 

鳳梨 25 21.31 
番石榴 25 16.18 

台中縣霧峰鄉農會 靚自然 茄枝 40 54.53 

屏東縣高樹鄉農會 大車路 鳳梨 20* 21.31 

栗子 135 42.33 

雲林縣林內鄉農會 紅透台灣 木瓜 21* 32.34 

台南縣大內鄉農會 皇之果 木瓜 75 32.34 

高雄縣美濃鎮農會 月光山 木瓜 40 32.34 

屏東縣台灣省青果運銷二十一響 木瓜 80 32.34 
合作社屏東分社

雲林縣崙背鄉農會 滿園香 洋香瓜 35 26.84 

嘉義縣梅山鄉農會 黑度紅 蓮霧 170 51.33 

屏東縣南州鄉農會 鮮果奇緣 蓮霧 175 51.33 

台南縣玉井鄉農會 熱情小子 芒果 85 35.80 

屏東縣農會鹽埔辦事處山水美 葉子 115 42.33 

資料來源: 1 為本研究調查資料。

2 取自 h句://163.29.73.197/coop/ 。

*為低於一般水果行情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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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實證方法

本研究實證方法係採雙界二元選擇法，此乃為 Hanemann and Carson 於 1985 年提出

之概念。 Hanemann， Loomis and Kanninen( 1991)採用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比較單界及雙界二元選擇模型時，其研究結果顯示雙界二元選擇法較單

界二元選擇法具統計上之妓率，且雙界二元選擇所估計的 WTP 低於單界二元選擇法，

並明顯較單界二元選擇法有較小且狹窄的信賴區間，因此，本研究即以雙界二元選擇法

進行詢價。

雙界二元選擇的詢價方式係連續詢問受訪者兩次金額，若受訪者對於第一次詢問之

金額民回答「願意支付J '買IJ提高金額γ再詢問受訪者第二次的付費意願，此時，再〈

γ; 反之，若受訪者於第一次詢問之金額回答「不願意支付J '貝IJ第二次詢問的金額γ

將低於第一次的金額，即7;>甘心

在雙界二元選擇模型下，受訪者回答的情況會有四種組合如下: (1)兩次都「願意」

(2) 兩次都「不願意J ; (3)第一次「願意J '第二次「不願意J ; (4)第一次「不願意J ' 

第二次「願意J 。這些組合的機率依序可表示為 r/Y 、 pl7n 、 pyn 、 p"Y 。在受訪者追求效用極

大的假設下，上述結果的機率可分別表為下式:

第一種情況而言，受訪者兩次皆「回答願意支付」得知 7;" > 7; ，因此其機率為:

PIY(7; ，打')=Pr{月至 Max WAP and 7;" 三 Max WTP} 

= Pr{再三 Max WTPI 月11 三 Max WTP} Pr{咒11 三 Max WTP} 

= Pr{叮'三 Max WTP} 

=I-F{打，三 MaxWT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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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T/; 0) 、.. 
F 

-A 
J
.
、

因此，在γ 〉究與 Pr{0 ::::; Max WTP Iγ 三 Max WTP} == 1 成立下，可得到(1)式之結果。

第二種情況而言，受訪者兩次皆「回答不願意支付」得知 :γ 〈盯與

Pr{0d 三 MaxWTPI0 三 Max WTP} 訓，因而可得到下式:

pnn(0. 0 d
) = Pr{月> Max WTP and 0 d > Max WTP} = G(γ;θ) (2) 

第三種情況而言，受訪者第一次「願意J ·第二次「不願意J '可得到叮〉再以及

下式:

pyn呵， γ) = Pr{月三 M的 WTP 三 γ} = G(γ ;O)-G(你的 (3) 

第四種情況而言，受訪者第一次「不願意J '第二次「願意J '可得到γ<0與下

式:

pny (7;, T, d) = Pr{咒這 Max WTP 注 γ} =G(再 ;θ) -G(0d ; θ) (4) 

其中 'Max WTP 代表第 i 緝受訪者真正的最大願付數額，在第(1)與(2)式中，第二次出價

分別代表受訪者願付數額的下界(lower bound)與上界(upper bound) ;而在第(3)式與(4)式

中，第二次出價分別為受訪者願付數額的上界與下界。在給定 N{固的受訪者、 R 、?與

Rti 的條件下，第 t 個受訪者的對數概似函數(log-likelihood function)可表為下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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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nL = L{djY ln pY.刊r;，7;“) + dtn In pnn (7;, 7;d) + di阱1 In pyn (7;,7;") + dtY In pny (7;, 7;d)} (5) 

其中 'd戶、 dJ"，、 dfn 與 dy 分別為對應到(1)式至(4)式，受訪者所願意支付的機率。因

此，雙界二元選擇模型的最大概似估計量(θI且)即為對數概似函數 {ln L/) (θ/)) }對估計量 (θ)

求取一階條件之均衡解 θ lnLD(Ô)/ð(}=O' 同時，若對(1)式至(4)式的各不等式之前取自

然對數，將其改成(6)式至(9)式並不改變其機率，戶為自然對數有單調轉換的特質。故取

自然對數後，其概似函數依然為(5)式:

pYY(7;, 7;") = Pr{咒三 Max WTP and 7;"三 Max WTP} 

= Pr{7;至 InM，αxWTPI γ 三 InMαx WTP}Pr{叮三 InM，αxWTP}

= Pr{月" ::; In Max WTP} 

=1-F(打， ;θ) (6) 

pn刊7;，只d) = Pr{月 >lnM，αx WTP and 7;d > In Max WTP} = G(7;d ; θ) (7) 

pyn(咒，7;竹= Pr阿三 In Max WTP::; 7;d} = G(7;d; (}) - G(作的 (8) 

pny (7;， γ) = Pr問這 InMαxWTP 三月d} = G(作的一G(γ;θ) (9) 

其中 In WTP 可以表示為:

InWTP =Xjβ+σε， (1 0) 

ln WTP 是個別受訪者的願付價值，戶為解釋變數 Xj的參數 ， (T 為尺度參數 ， 8j為誤差項，

由於位置尺度模型屬於存活分析中的參數分析法 ， f:j 的分配會影響 WTP 分配，故必須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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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誤差項的分配型態，而常用的機率分配型態有對數常態分配 (Log-noraml

distribution) 、韋伯分配(Weibull distribution) 、伽瑪分自己(Gamma distribution)及對數羅吉士

分配(Log-Iogistic distribution)等。經由(1 0)式即可估計出各參數值，根據這些參數值便可

求得農民團體在面對不同情況下的願付價值。

肆、願付價值之試訪與樣本統計分析

為暸解行銷諮詢帶給農民團體在推行品牌水果業務時所產生之潛在效益，本研究採

用問卷調查方式收集相關資料。並將行銷諮詢單位分為兩類，其一為現行行銷諮詢單位，

此係指現有相關農業推廣單位所提供的服務;其二為行銷諮詢專實單位1 ，此係模擬假設

未來可能成立的單位，嘗試探討農民團體對此種單位的需求情形。

一、願付價格之試訪結果

試訪主要目的是要找出農民團體對於行銷諮詢效益所願意支付金額的出價分配，同

時檢視農民團體對問卷內容的接受程度，以做為正式問卷修改的依據。首先電訪 5 家顧

l 行銷諮詢專責單位:在調查問卷中，定義其服務可依據農民團體需求，幫助行銷制度

設計、指導、執行，行銷新知的引進、交流與推廣，經營者及員工的行銷教育訓練，

並規劃可行的解決方案，做提案、建議、支援、輔導等服務，不僅可提升品牌水果的

銷售額、市場佔有率，還可增加農民團體行銷知識技能、增進銷售的信心、安定生活、

降低產品滯銷風險、提供農民圍體與市場間的連結、增加農民團體行銷能力等功能。

其功能較為專業性與專責性，有別現行行銷諮詢方式之分散性(即分散於各單位)與附帶

性質(即相關單位的附帶工作)。

、
E
J

l l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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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公司瞭解目前諮詢服務收費價格，再電訪問個農民團體對於行銷諮詢的願付金額，依

照顧問公司和農民團體的價格，制定 10 組金額，此目的是要讓試訪的農民團體有個參考

價格可選擇，以避兔受訪者對評價物沒有實際經驗而無法給予答案。因此，試訪時，利

用這 10 組金額讓農民團體選擇諮詢願付金額。試訪期間為 95 年 4 月 3 日到 4 月 7 日共

五天，採用電訪的方式，試訪樣本數共 10 份，並將其出價金額列於表 2 和表 3 。

從表 2 和表 3 得知，農民團體每年的行銷諮詢願付金額從 0 元到 60000 元共 15 個級

距。根據 Alberini (1995)提出問卷最適金額選取方式，將問卷所求出的試訪金額由低到高

排列，刪除前後 10%的極端值，並選取第 20 、 40 、 60 及 80 百分位數做為第一階段詢價

金額，若受訪者在第一階段不願意支付該筆金額，貝IJ將第一階段的詢價金額降低一半，

做為第二階段詢價金額。反之，若受訪者第一階段願意支付該筆金額，則將第一階段的

詢價金額增加一半，做為第二階段詢價金額，且依據 Alberini (1995)認為在雙界二元詢價

方法上，若樣本數小於 240 '較建議將詢價金額分成 4-6 組，其中又以 4 組最具檢定力，

故本研究將詢價金額分成四組。

表 2 農民團體對現有行銷諮詢單位之願付金額次數分配

願付金額(年費) 對現有諮詢單位的出價次數

。 2 

5000 
2 • 

5500 

6000 2 家

6500 

7000 

8000 

總 計 10 

專為正式問卷上所採用的評價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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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農民團體對行銷諮詢專賣單位之願付盒額次數分配

願付金額(年費)
對晶牌水果竹銷諮詢 銷售額增加 50% 銷售額增加 100%
專責單位出價次數 的出價次數 的出價次數

。 2 2 2 
5500 

6000 

6500 2 • 
7000 2 • 
7500 

8000 

9000 

10000 2 • 
15000 

20000 2 • 2 • 
25000 

30000 2 率

45000 

60000 

總計 10 10 10 

率為正式問卷上所採用的評價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照上述原則，可將詢價金額由低到高分成 A 、 B 、 c 、 D 四組，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表 4 是農民團體對現有諮詢單位之願付金額，表 5 是農民團體對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

單位每年諮詢的願付金額，之後再把這四組詢價金額以隨機的方式平均分配到 53 個農民

團體，故有一組受訪金額為 14 份問卷，其餘三組金額皆 13 份問卷。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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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雙界二元選擇之評價金額.對現有行舖諮詢單位

願付金額(組別) 對現有諮詢單位的願付金額-年費

第一組(A)

第二組(B)

第三組(C)

5000 (250017500) 

5500 (2750/8250) 

6000 (3000/9000) 

第四組(0) 7000 (3500/10500) 

註:括弧外圍是第一次詢價金額，括弧內為第二次詢價金額，第二次詢價金額是依據第

一次回答而決定，若第一次回答不願意，買IJ第二次金額將減少(斜線前之金額) ;若

第一次回答願意，貝IJ第二次金額將增加(斜線後之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 雙界二元的評價金額一對晶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

願付金額(組別) 對行銷諮詢專賣單 銷售額增加 50% 銷售額增加 100%

位的願付金額.年賣 的願付金額 的願付金額

第一組(A) 5500 (2750/8250) 8000 (4000/12000) 10000(5000/15000) 

第二組(B) 6500 (3250/9750) 10000 (5000/15000) 20000 (1 0000/30000) 

第三組(c) 7000 (3500/10500) 15000 (7500/22500) 25000 (1 2500/37500) 

第四組(0) 7500 (3750/11250) 20000 (10000/30000) 30000 (1 5000/45000) 

註:括弧外圍是第一次詢價金額，括弧內為第二次詢價金額，第二次詢價金額是依據第

一次回答而決定，若第一次回答不願意，貝IJ第二次金額將減少(斜線前之金額) ;若

第一次回答願意，貝IJ第二次金額將增加(斜線後之金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調查樣本之敘述統計

問卷調查期間為 95 年 4 月 26 日到 5 月 9 日為止，調查對象係為全部 53 家有申請水

果品牌的農民團體，採電話訪問方式，共計 53 份有效問卷，其中問卷 A 共 14 份、問卷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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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共 13 份、問卷 C 共 13 份、問卷 D 共 13 份。以下針對 53 份問卷資料，進行敘述性統

計分析。

(一)農民團體對外尋求諮詢的態度

在農民圓體是否曾考慮向外界提出諮詢這方面，有 37 個單位(69.81%)曾想對外尋求

諮詢· 16 個單位(30.19%)沒考慮過提出諮詢，因為大部份的農民團體不知道向何單位尋

求行銷諮詢輔導。就對於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是否有諮詢意願來說，有 50 個單位

(94.34%)會有諮詢意願'只有 3 個單位(5.66%)無諮詢意願'顯示農民團體對於品牌水果

的行銷，確有諮詢的意願。

表 6 農民團體對外尋求諮詢態度次數分配表

問 頂 選頂 次數 百分比

是否曾考慮向外界提出諮詢 是 37 69.81 
以解決品牌水果行銷問題 否 16 30.19 
較偏好何種諮詢對象 政府單位 45 84.91 

學術機構 39 73 .58 
相關業者 37 69.81 
顧問公司 8 15.09 

對於行銷諮詢單位 諮詢費用 49 92 .45 
主要重視何因素 諮詢專家能力 53 100 

諮詢專家服務態度 44 83.02 
諮詢單位設備 38 71.70 
諮詢單位交通便利性 15 28.30 

若未來成立品牌水果行銷 是 50 94 .34 
行銷諮詢專責單位，是否會有諮詢意願否 3 5.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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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銷諮詢經驗

就諮詢經驗來說，有 22 個單位(4 1.5 1%)有諮詢經驗， 31 個單位(58.49%)無諮詢經驗。

以諮詢時間來說 '2-3 小時比例最高(50%)'其次依序為 1-2 小時(27.27%) 、 3-4 小時(1 3.64%)

與 4 小時以上(9.09%) 。對於諮詢結果是否滿意方面，有 12 個單位(54.55%)認為滿意， 10 

個單位(45 .45%)認為不滿意，表示農民團體對目前的諮詢單位還算可接受，但仍有多數農

民團體認為現有的農業輔導單位較重視農事或技術面，對於行銷較無注重。品牌水果銷

售額情形， 0-20 萬為最多(26.42%) , 100-120 萬(1.89%) 、 120-140 萬(1.89%) 、 140-160 萬

(1 .89%)與 160-180 萬(1.89%)最少，此意涵品牌水果的銷售額偏低，似乎仍有再改善的空

間。

表 7 行銷諮詢經驗次數分配表

問 I員 選 I頁 次 數 百分比(%)

是否曾為了品牌水果的 河巨司三 22 4 1.51 
行銷問題而有諮詢經驗 否 31 58 .49 
諮詢項目 品牌包裝設計 19 86.36 

品牌價格制定

。 。
通路拓展 16 72.73 
廣告製作及推廣 16 72.73 
展售會場規劃 6 27.27 
網路行銷 17 77.27 
市場開發 12 54.55 
品牌市場區隔 8 36.36 
品牌定位 5 22.73 
行銷人才的培育 14 63.64 

平均每次諮詢時間 l 小時以內 。 。
1-2 小時 6 27.27 

2-3 小時 11 50.00 

3-4 小時 3 13.64 

4 小時以上 2 9.09 

(1 6) 



農業經濟半年刊， 81 期，民國 96 年 6 月 -137-

表 7 行舖諮詢經驗次數分配表(續)

問 I頁 選 I頁 次 數 百分比(%)

對於諮詢結果是否滿意 是 12 54 .55 
否 10 45 .45 

品牌水果銷售額 0-20 萬 14 26 .42 

20-40 萬 10 18.87 

40-60 萬 9 16.98 

60-80 萬 8 15.09 

80-100 萬 2 3.77 

100-120 萬 1.89 

120-140 萬 1.89 

140-160 萬 1.89 

160-180 萬 1.89 

180 萬以上 6 1 1.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行銷諮詢效益認知之因素與集群分析

農民團體對於行銷諮詢效益的認知不同，可能會影響其願付價值的高低。為瞭解農
\ 

民團體對行銷諮詢效益認知的不同類型，將就受訪者對行銷諮詢效益認知間卷2的反應，

進行因素分析，再將農民團體區分為幾個不同類型。關於農民團體對於行銷諮詢殼益的

認知，經由檢定樣本資料後， KMO(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當性量數)值為 0.699 '表

示調查的資料具有適確性。另外 8artlett 球型檢定的結果， p 值為 0.000 真顯著水準，表

示變數間有相關性，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2 諮詢效益認知的問項如表 8 所示，含括可計效益(如增加銷售額)及無形效益(如提升行

銷專業知識)等共計 14 項。

(I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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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主成份法進行因素分析，表 8 為因素分析之結果，萃取特徵值大於 1 之

因素有三個，其解釋變異達 77.078% '代表此三個共同因素對全體變數已具有相當的解

釋能力，各因素分別命名如下:

(一)因素一: r行銷效益」

構成此一因素構面有六個項目，依照因素負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 r獲得行銷新

構想、新觀念及新方法」、「幫助資源有效運用」、「瞭解並運用更多行銷技能」、「提

升行銷專業知識」、「獲得客觀、獨立的判斷與建議」、「解決銷售問題」六個項目，

為行銷策略運用與解決行銷問題，故命名為「行銷效益」

(二)因素二: r心理效益J

構成第二個因素構面有四個項目，依照因素負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獲得具體

解決方案」、「增進農會間的交流」、「增進銷售時的信心」、「增進農民對農會的信

任感」。此一因素主要和心理層面相關，故命名為「心理效益」

(三)因素三: r經濟效益」

構成第三個因素構面有四個項目，依照因素負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增升農民

所得」、「降低生產成本」、「增加晶牌水果銷售額」、「提升品牌水果市場佔有率」

此一因素皆與經濟相關，所以命名為「經濟效益」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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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農民間體對行銷諮詢效益認知之因素分析

項目 萃取因素

行銷效益 心理效益 經濟效益

獲得行銷新構想、新觀念及新方法 0.845 

幫助資源有效運用 0.812 

暸解並運用更多行銷技能 0.811 
提升行銷專業知識 0.777 

獲得客觀、獨立的判斷與建議 0.719 
解決銷售問題 0.701 

獲得其體解決方案 0.746 

增進農會間的交流 0.736 
增進銷售時的信心 0.640 

增進農民對農會的信任感 0.628 

增升農民所得 0.883 

降低生產成本 0.827 
增加品牌水果銷售額 0.791 
提升品牌水果市場佔有率 0.601 

特徵值 8.347 1.4 12 1.033 

累積解釋變異(%) 31.996 62.663 77.07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因素分析結果，再以華德法決定集群數目，其次以非層次集群方法進行第

二階段的集群分析。由表 9 顯示在凝聚 2 個集群至 l 個集群時，係數增加的幅度最大，

因此集群數為 2 組較適合。第二階段則利用 K-Means 方法，算出各集群中的人數，第一

集群有 26 個，第二集群有 27 個。集群一的農民團體認為諮詢可增加品牌水果銷售額、

佔有率、提升農民所得等經濟因素的分數(如表 9 所示)皆高於提升行銷知識技能與心理層

面因素，可知集群一認為諮詢較能提升經濟所得，故將集群一命名為:所得導向型。集

群二則認為諮詢較能提升其行銷知識技能與心理層面，故集群二命名為:行銷導向型。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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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行銷諮詢效益認知分群比較

行銷諮詢效益認知題項 集群一平均分數 集群二平均分數
增加品牌水果銷售額 4.08 
提升品牌水果市場佔有率 4.00 

增升農民所得 4.04 

降低生產成本 4.04 
提升行銷專業知識 4.00 
了解並連用更多行銷技能 3.74 
獲得行銷新構想、新觀念、新構想 3.77 
幫助資源有效連用 3.92 
獲得客觀、獨立的判斷與建議 3.67 
解決銷售問題 4.00 
獲得具體解決方案 3.96 
增進銷售時的信心 3.90 
增進農會間的交流 3.96 
增進農民對農會的信任感 2.77 

總平均 3.85 

註:採李克特五等量表，得分 1 至 5 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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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證分析

一、農民團體願付價值次數分配與實證模型設定

(一)模擬情況及其願付價值次數分配

由於行銷諮詢為農民團體所帶來的經濟效益無法由市場財評價法評估，故本研究使

用問卷調查方式，讓農民團體以願付價值的方式來表示。其中對現有行銷諮詢單位的願

付價值，係以曾有諮詢經驗的 22 個農民團體為對象;而對模擬的行銷諮詢專賣單位，係

以 53 個有申請品牌水果的農民團體為調查對象，以瞭解其潛在效益。

本研究設定四種假設性市場的評估問題，以詢問農民團體的支付價值，若農民團體

願意支付第一次受訪金額，則將受訪金額增加一半;反之，貝IJ將受訪金額降低一半。情

況 Al 為農民團體對於現有行銷諮詢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情況 81 為農民團體對於品牌

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然其對品牌水果銷售額的影響不明確;情況也

為農民團體對於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幫助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50%每年的願付價

值;情況的為農民團體對於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幫助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100%

每年願附價值。表 10 至 13 依序為四種情況之願付價值次數分配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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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農民團體對於現有行錯諮詢單位之願付價值次數分配，年費

願付價值 l 分配次數 yy2 YN3 Ny4 NN5 

5000[2500/7500] 6 3 2 。
(1 00) (50) (33.33) (1 6.67) (0) 

5500[2750/8250] 6 2 2 

(1 00) (16.67) (33.33) (33.33) (1 6.67) 

6000[3000/9000] 5 2 

(1 00) (40) (30) (30) (30) 

7000[350011 0500] 5 。 2 2 

(1 00) (0) (20) (40) (40) 

註:1.表示詢價金額，第一個數字為第一次詢價金額。第二個數字為第二次詢價金額，

即第一次不願意支付，則第二次詢價金額將減少(斜線前之金額)。第三個數字為第

二次詢價金額，即第一次願意支付，貝IJ第二次詢價金額將增加(斜線後之金額)。例

5000[2500/7500]表示第一次詢問 5000 是否願意支付，若不願意支付則詢問 2500

是否願意支付。第一次詢問 5000 是否願意支付，若願意則繼續詢問 7500 是否願

意支付。

2. 表示兩次都願意支付的次數。

3. 表示第一次回答願意，第二次回答不願意的次數。

4. 表示第一次回答不願意，第二次回答願意的次數。

5. 表示兩次都不願意支付的次數。

( )表示回答願意或不願意佔該組金額次數之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 



農業經濟半年刊， 81 期，民國 96 年 6 月 一 143-

表 11 農民團體對於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之願付價值次數分配-年費

願付價值 1 分配次數 yy2 YN3 Ny4 NN5 

5500[2750/8250] 14 8 3 2 

(1 00) (57.14) (7.14) (2 1.43) (14.29) 

6500[3250/9750] 13 4 3 4 2 

(1 00) (30.77) (23.08) (30.77) (1 5.37) 

7000[3500/10500] 13 6 2 4 

(1 00) (46.15) (1 5.37) (30.77) (7.71) 

7500[3750/11250] 13 4 3 4 2 

(100) (30.77) (23.08) (30.77) (15 .37) 

註:1.同表 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2 行銷諮詢專貴單位幫助自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50%之願付價值次數分配.年貴

願付價值 l 分配次數 yy2 YN3 Ny4 NN5 

8000[4000/12000] 14 8 2 2 2 

(1 00) (57 .1 3) (1 4.29) (1 4.29) (1 4.29) 

10000[5000/15000] 13 5 4 2 2 

(1 00) (38 .49) (30.77) (1 5.37) (15.37) 

15000[7500/22500] 13 7 2 3 

(1 00) (53.85) (15.37) (23.08) (7.7) 

20000[10000/30000] 13 6 3 2 2 

(1 00) (46.15) (23.11) (15.37) (1 5.37) 

註:1.同表 1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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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行銷諮詢專賣單位幫助晶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100%之願付價值次數分自己-年賣

願付價值 1 分配次數 Y尸 YN3 Nt NN5 

10000[5000/15000] 14 6 

(1 00) (42.86) 

20000[ 1 0000/30000] 13 4 

(1 00) (30.77) 

25000[12500/37500] 13 5 

(1 00) (38 .49) (30.77) 

30000[15000/45000] 13 5 

(1 00) (38 .49) 

註:1.同表 1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實證模型設定與變數說明

4 2 

(28.56) (1 4.29) 

5 2 

(38 .49) (15 .37) 

4 3 

(23.08) (7.66) 

3 3 

(23.08) (23.08) 

2 

(1 4.29) 

2 

(15 .37) 

2 

(1 5.35) 

本研究在設定農民團體對行銷諮詢願付價值之實證模型時，參考相關文獻(如 Barner，

2005 ;李俊鴻， 2005)' 考量影響願付價值的因素可歸納為:是否曾考慮向外界尋求諮詢、

諮詢平均時數、對於諮詢結果是否滿意、行銷諮詢經驗、品牌水果年銷售額、農民團體

每年舉辦展售會的次數、行銷諮詢效益認知集群等。

依據前述實證方法，本研究將農民團體對行銷諮詢願付價值之實誰模型設定為下列

四式:

In WTPl = f(consult, time, satisfy, sale, display, cluster) (11) 

In WTP2 = f(consult, experience, satisfy, sale, display, cluster) (1 2) 

In WTP3 = f(consult, experience, satis秒， sale, display, cluster) (13) 

In WTP4 = f(consult, experience, satisfy, sale, display, cluster) (1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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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WTPI 為農民團體對現有諮詢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取對數 ; InWTP2 為農民團體每

年對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願付價值取對數 ; InWTP3 為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50% ' 

農民團體每年的願付價值取對數 ; InWTP4 為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100% '農民團體每年

的願付價值取對數。(1 1)式係表示對現有諮詢單位的願付價值函數，而(12)﹒(1 4)係表示對

模擬的行銷諮詢專責單位的願付價值函數，由於缺乏農民團體對模擬情況的諮詢時數，

放改以「行銷諮詢經驗(experience)J 替代(1 1)式之「諮詢時數(time)J '其餘各變數在四

個函數中均設為相同，期能暸解各變數在各情況中影響願付價值的差異。

consult 為是否曾考慮向外界提出諮詢的虛擬變數，曾考慮為 1 '不曾考慮為 0' 有考

慮者，預期其願付價值較高，故此變數預期符號為正。 experience 為是否有諮詢經驗，有

經驗為 l' 沒有經驗為 0' 由於諮詢經驗的評價有正面與負面，放此變數預期符號不一定，

視情況而定。 time 為諮詢時數，諮詢時數愈長，預期願付價值愈高。 satisfy 為對於諮詢

結果是否滿意的虛擬變數，滿意為 1 '不滿意為 0' 若諮詢結果滿意，預期其願付價值愈

高。 sale 為品牌水果年銷售額，若銷售額愈高，預期其願付較高的價值來諮詢。 display

為農民團體每年舉辦展售會的次數，因其涉及農民團體行銷經驗累積，故預期符號不一

定。 cluster 為行銷諮詢效益認知集群虛擬變數，認為行銷諮詢效益較能提升品牌水果銷

售額或增加農民團體與農民所得等「所得導向」集群為 1 '認為行銷諮詢能幫助行銷知識

技能等「行銷導向」集群為 0' 各集群的願付價值高低，視實況而定。站將各變數定義與

說明列示於表 14 '根據上述變數資料，運用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行銷諮詢願付價值之實

證分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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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變數名稱與說明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被解釋變數

ln WTPl 農民團體對現有諮詢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取對數

lnWTP3 農民團體每年對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願付價值

取對數

lnWTP4 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50% '農民團體對品牌水果專賣

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取對數

lnWTP5 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100% '農民團體對品牌水果行銷

諮詢專責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取對數

解釋變數

consult 虛擬變數，曾考慮向外界尋求諮詢者為 1 '不曾考慮提

出諮詢為 0

time 諮詢時數

expenence 虛擬變數，有行銷諮詢經驗者為 1 '無經驗者為 0

satisfy 虛擬變數，對於諮詢結果滿意者為 1 '不滿煮者為 0

預期符號

+ 

+ 
? 

+ 
sale 品牌水果年銷售額(民國 94 年) + 
display 農民團體一年參與舉辦展售會的次數(民國 94 年) ? 

cluster 虛擬變數，認為行銷諮詢效益能提升經濟之所得導向型 ? 
集群為 1 '認為行銷諮詢效益能幫助行銷策略運用之行

銷導向型集群為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位置尺度模型之評價函數估測與起始金額偏誤檢定

在雙界二元選擇法下，適用位置尺度模型(location-scale model)來估測農民團體對行

銷諮詢願付價值的評價函數。因位置尺度模型屬於存活分析中的參數估計法，每個受訪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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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願付價值之機率函數分配型態可假設為 Log-normal 分配、 Weibull 分配、一般化 Gamma

分配，並以這三種分配來進行實證模型估計，之後再對三種情況的每個分配做配適度檢

定，以決定出何種分配較適合於本文的實證研究，最後再利用迴歸分析，檢定願付價值

是否受到起始金額設定的影響。本研究以 SAS 套裝軟體中的存活姐歸分析，求算在不同

評價函數下的估計參數和行銷諮詢中位數願付價值之平均數。

(一)位置尺度之估計結果

經由位置尺度模型之估計結果(如表 15 至表 18)顯示，這三種分配的 Log-likelihood

值都很接近，採概似比率檢定法(Log-likelihood ratio test ' LR)對此三種分配進行檢定，各

情況下的分配對於願付價值都具有高的解釋能力，但為決定何種分配最適合本研究，仍

需要起始金額偏誤及配適度檢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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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 行銷諮詢在情況 Al 之評價函數估計結果

函數分配型態

變數名稱 Log-normal Weibull Gamma 

constant 6.3 61 6.558 6.376 
(0.001)叫 (0.000)*" (0.000)'" 

consult 0.3 11 0.345 0.331 

(0 .46) (0.382) (0.73) 

time 0.188 0.205 0.157 

(0 .1 15) (0.113) (0.338) 

satisfy 0.022 0.028 0.022 

(0 .476) (0 .438) (0.32) 

sale 0.1 37 0.122 0.126 

(0.056) (0.101) (0.225) 

display 0.023 0.026 0.022 

(0.086)' (0.143) (0.062). 

cluster 0.246 0.231 0.271 

(0.104) (0.18) (0.059)." 

Log-likelihood 10.461 11.526 9.18 
Restricted 

18.619 20.064 16.714 
Log-likelihood 

Log-likelihood 16.316 17.076 15.068 
Ratio 

樣本數 18 

註:1.各估計係數下括弧內之數值為 p-value ' ，.，表示該係數在 1%顯著水準下顯著。

表示該係數在 5%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該係數在 10%顯著水準下顯著。

2. Log-likelihood Ratio = (一2) * (Restricted Log-likelihood - Log-likelihood) , 

;(- = (6,0.95) = 12.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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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行銷諮詢在情況 81 之評價函數估計結果

函數分配型態

變數名稱 Log-normal Weibull Gamma 

constant 4.562 4.29 4.071 
(0.002)*** (0.002)*** (0.044)" 

consult 0.1 21 0.066 0.263 
(0.391) (0.614) (0 .1 19) 

expenence 0.012 0.051 0.081 

(0.93) (0.695) (0.614) 
satisf扯 0.225 0.221 0.313 

(0.199) (0.199) (0.17) 
sale 0.335 0.365 0.3 16 

(0.002)*** (0.00 1)*** (0.03 1)" 
display 一0.03 -0.031 -0.021 

(0 .1 42) (0.141) (0.329) 
cIuster 0.221 0 .1 88 0.352 

(0.138) (0.199) (0.018)" 

Log-likelihood 42.907 44.327 40 .477 
Restricted 
Log-likelihood 50.043 51.763 46.663 

Log-likelihood 14.272 14.872 12.672 
Ratio 

樣本數 46 

註:同表 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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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行銷諮詢在情況 B2 之評價函數估計結果

函數分配型態

變數名稱 Log-normal Weibull Gamma 

constant 3.04 2.64 3.915 

(0.065)* (0.152) (0.005)*** 

consult 一0.097 一0.145 一0.023

(0.605) (0.521) (0.868) 

expenence -0.329 一0.332 一0.424

(0.03)** (0.036)** (0.003)*** 

satisfy 0.224 0.203 0.308 

(0 .2 17) (0.317) (0.169) 

sale 0.525 0.569 0.423 

(0.000)*** (0.000)*** (0.000)*** 

display 0.006 0.005 0.002 

(0.757) (0.802) (0.877) 

c1uster 一0.068 -0.008 一0 .1 45

(0.664) (0.96) (0.269) 

Log一likelihood 37.436 39.748 33.533 

Restricted 49.749 50.064 46 .424 
Log-likelihood 

Log-Iikelihood 24.625 20.632 25.782 

Ratio 

樣本數 46 

註:同表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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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行銷諮詢在情況 83 之評價函數估計結果

函數分配型態

變數名稱 Log-normal Weibull Gamma 

constant 3.894 3.770 4.910 

(0.006)' (0.005)' (0.00 1)' 

consult 0.088 0.112 一0.052

(0.567) (0 .457) (0.639) 

expenence 一0.369 一0.270 -0.629 

(0.008)'" (0.039)" (0.000)'" 

satisf扯 0.038 0.039 0.140 

(0.816) (0.806) (0 .409) 

sale 0.485 0.498 0.393 

(0.006)'" (0.001)'" (0.001)叫

display 0.003 0.006 一0.006

(0.767) (0.601) (0 .492) 

cluster -0.129 一0.154 0.018 

(0.363) (0.273) (0.857) 

Log-likelihood 43.035 43 .431 4 1.1 89 

Restricted 57.94 59 .45 56.055 
Log-Iikelihood 

Log-Iikelihood 29.81 32.038 29.732 

Ratio 

樣本數 46 

註:同表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起始金額偏誤檢定

因 CVM 問卷起始金額是由「試調結果」而來，為了檢驗願付價值是否受到起始金

額的影響， Thayer (1981)把最終願付價值(WTP)當應變數，起始金額(BID)當自變數進行簡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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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線性迴歸，本研究亦使用此方法來進行起始金額偏誤檢定，姐歸模型如下:

WTP= 戶。 +β'I. BID + ε

Ho: β1=0 

H1 : β1 ;é O 

(1 4) 

其中， β。與 βl 是待估計之係數， f:是誤差項。欲探討是否存在起始金額偏誤，必須檢定 βl

是否為零，若拒絕虛無假設，貝IJ表示有充份證據顯示 β'1 ;é 0 '存在起始金額偏誤;反之

則不存在起始金額偏誤。

由表 19 至表 22 可知，在 5%顯著水準下，皆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起始金額不影響

最終願付價值，故本研究不存在起始金額偏誤。由於本研究的正式問卷受訪金額是依試

調結果而來，金額選取方面是根據 Alberini( 1995)所提出的問卷金額選取方式，故能降低

起始金額偏誤的發生。

表 19 情況 A1 之起始點偏誤檢定

變數名稱
評價函數的機率分配型態

Log-normal 分配 Weibull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配

截距項 2003.968 5202.895 6008.78 

(1 .487) (1.252) (1.664) 

起始金額 。.166 0.336 0.088 

(0.242) (0.4 76) (0.144) 

註:括號內為 t 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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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情況 B1 之起始點偏誤儉定

變數名稱
評價函數的機率分配型態

Log-normal 分配 Weibull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配

截距項 13216.62 11726.7 13288.09 

(5.334) (5.955) (4.623) 
起始金額 一0.589 一0.334 一0.676

(一1.58) (一1.1 28) (-1.564) 

註:括號內為 t 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1 情況 B2 之起始點偏誤檢定

變數名稱
評價函數的機率分配型態

Log-normal 分配 Weibull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配

截距項 5083 .4 17 5933.175 3726.236 

(1.68) (1 .797) (1.226) 

起始金額 0.291 0.3 15 0.34 

(0.956) (0.559) (1.1 56) 

註:括號內為 t 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2 情況 B3 之起始點偏誤檢定

變數名稱
評價函數的機率分配型態

Log-normal 分配 Weibull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自己

截距項 18803.25 16724.05 19144.45 

(4.852) (2.559) (5 .474) 

起始金額 0.572 0.799 0.526 

( 1.298) (0.734) (0.36) 

註:括號內為 t 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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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銷諮詢願付價值函數之配適度檢定

我們以一般化 Gamma 分配做為 Log-normal 分配和 WeibuII 分配的對立假設，主要是

因為一般化 Gamma 分配未受到任何形狀參數或尺度參數限制之分配，且 Log-normal 分

配和 Weibull 分配皆為一般化 Gamma 分配的特例。故本研究將以一般化 Gamma 分配作

為對立假設(H]) , Log-normal 分配和 Weibull 分配作為虛無假設(Ho) ， 利用概似比檢定法

求出較能代表農民團體願付價值評價函數的統計分配。

由表 23 顯示，情況 Al 的估計函數分配型態檢定發現，在 5%顯著水準下，拒絕 Weibull

分配，但無法拒絕 Log-normal 分配，若進一步將拒絕域縮小在 1%顯著水準下，也具有

相同結果，故情況 Al 的願付價值函數可以 Log-normal 分配代表之。同樣的結果也出現

在情況的(表 26) 。

在情況 Bl(表 24) 、 B2(表 25)的函數分配型態檢定可知，一般化 Gamma 分配在 5%與

1%顯著水準下，皆拒絕虛無假設，顯示此兩種情況的願付價值函數可以一般化 Gamma

分配代表之。

表 23 行銷諮詢在情況 AI 之估計函數分配型態撿定

假設建立 評價函數之機率分配型態

虛無假設(Ho) Log-normal 分配 WeibuII 分配

對立假設(H]) 一般化 Gamma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配
nu au R5l 

A
U
A
U
A
υ
 

:. M

吋
吋

U仙
準
準

山
水
水

含
著
著

-
M顯
顯

無法拒絕

無法拒絕

7

絕
絕

6

拒
拒

iìì : Log-Iikelihood Ratio = (一2) * (Restricted Log-Iikelihood-Log-Iikelihood)- l = (d, 1 一

α) 0 d為虛無假設中限制式之個數， α 為顯著水準。 l(1，O.95) = 3.84 ' l (1,O.99) = 

6.63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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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行錯諮詢在情況 81 之估計函數分配型態檢定

假設建立 評價函數之機率分配型態

虛無假設(Ho) Log-normal 分配 Weibull 分配

對立假設(H1 ) 一般化 Gamma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配

理

。
整

a-3ll-417 R

叭
叭
一
卉

-
d
o
o

一
刻

α

一
一

=
-
3
2

L
H
-

司
J
b

•• 

"
糾
結
峙
中
一
表
源

圳
亦
亦
一
同
來

吵
著
著
一

.• 

斗

μ

顯
顯
一
註
劃

6.76 

拒絕

拒絕

10.2 

拒絕

拒絕

表 25 行銷諮詢在情況 82 之估計函數分配型態檢定

假設建立 評價函數之機率分配型態

虛無假設(的)

對立假設(H1 )

Log-likelihood Ratio 

顯著水準= 0.05 

顯著水準= 0.01 

註:同表 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Log-normal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自己

6.65 

拒絕

拒絕

Weibull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配

7.28 

拒絕

拒絕

表 26 行舖諮詢在情況 83 之估計函數分配型態愴定

假設建立 評價函數之機率分配型態

虛無假設(Ho) Log-normal 分配 Weibull 分配

對立假設(H1 ) 一般化 Gamma 分配 一般化 Gamma 分配

Log-Iikelihood Ratio 3.77 

無法拒絕

無法拒絕

6.79 

顯著水準= 0.05 

顯著水準= 0.01 

註:同表 2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拒絕

拒絕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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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鎖諮詢願付價值之影響因素

根據位置尺度模型、配適度檢定和起始金額偏誤檢定，可知 Log-normaI 分配可代表

情況 AI 、的的機率分配型態，一般化 Gamma 分配可代表情況 81 、凹的機率分配，且

四種情況皆通過起始金額偏誤檢定，代表本研究的起始金額不影響最終願付價值。

由情況 Al 的 Log-normaI 分配估計結果(表 15)發現，品牌水果年銷售額的係數為正

且於 10%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品牌水果年銷售額愈高，農民團體愈有能力且願意為行

銷諮詢付費，故對於目前諮詢單位之願付價值亦愈高。在舉辦展售會次數方面，係數為

正且於 10%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農民團體舉辦展售會次數愈多，則對於目前諮詢單位

願付價值愈高，主要是農民團體了解行銷的重要性，希望多舉辦展售會以達到推廣作用，

提高知名度，但展售會過程或規劃上可能會產生行銷問題，故農民團體對於行銷諮詢願

付價個亦較高。

情況 81 的一般化 Gamma 分配估計結果可知(表 16) ，品牌水果年銷售額的係數為正

且於 5%顯著水準下顯著，表示品牌水果銷售額愈高，農民團體對於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

責單位之願付價值愈高。集群變數的係數為正且具有 5%的顯著性，表示認為行銷諮詢能

提升經濟所得的集群對於諮詢願付價值較高，此概因集群一的農民團體較重視實質上的

幫助，希望藉由諮詢能提升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農民與農民團體所得，改善生活水準，

故其願付價值較高。

由情況凹的一般化 Gamma 分配估計結果可知(表 17) ，諮詢經驗變數的係數為負且

具有 1%的顯著性，代表有諮詢經驗者，對於未來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願付價值較

低，概可能農民團體對於現有的諮詢單位不真信心，故對於未來的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

責單位也同樣不抱持太高希望，因此有諮詢經驗者其願付價值較低，因此，未來的品牌

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必需打破傳統諮詢方式，專鬥針對品牌水果行銷，致力為農民團

體解決銷售問題，才能一改農民團體對於農業行銷諮詢體系之刻板印象。品牌水果年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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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額變數的係數為正且具有 1%的顯著性，表示品牌水果銷售額愈高，農民團體對於未來

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之願付價值愈高。

由情況的的 Log-normal 分配估計結果可知(表 18) ，諮詢經驗變數的係數為負且具

有 1%的顯著性，代表有諮詢經驗者，對於未來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願付價值較

低。品牌水果年銷售額變數的係數為正且其有 1%的顯著性，表示品牌水果銷售額愈高，

農民團體對於未來行銷諮詢專賣單位之願付價值愈高。

三、行銷諮詢願付價值之估計結果

根據配適度結果得知， Log-normal 分配是代表農民團體在情況 Al 、情況的的較佳

機率分配型態。一般化 Gamma 分配是代表農民團體在情況 BI 、凹的較佳機率分配型態。

而在話詢效益願付價值的估計方面。 Hanemann et al. (1991)認為，中位數法較平均數法不

易受到樣本極端值的影響，故本研究採用此定義，即存活分析中所衡量的統計量值是個

別受訪者評價函數之中位數，中位數願付數額即為下式:

Ymediαn = InWTp, (1 5) 

九edian 是個別農民團體的評價函數 ， WT，凡edian 是中位數願付價值，先求出 Y"叫“J 再

利用(15)式計算出行銷諮詢之中位數平均願付價值(WT，凡叫an) 。

由表 27 顯示四種情形下行銷諮詢願付價值之估計結果， AI 為農民團體對現有諮詢

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是 6973 .42 ; BI 為農民團體每年對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願付

價值是 8872.93 ;也為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50% '農民團體對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

位每年的願付價值是 21379.25 ;即為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100% '農民團體對品牌水果

行銷諮詢專責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是 2999 1.1 2 。基此，可知農民團體對於品牌水果行銷

諮詢專責單位之願付價值普遍高於現有諮詢單位之願付價值，顯示行銷諮詢專責單位預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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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將帶給農民團體的諮詢效益高於現有的諮詢單位。此外，當行銷諮詢專賣單位幫助品

牌水果銷售額增加一半時，農民團體的願付價值卻有三倍之多，而當行銷諮詢專責單位

幫助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一倍時，農民團體的願付價值有四倍之多，可知未來若能成立

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農民團體將願意支付更高的諮詢金額。

表 27 不同情況下行錯諮詢中位數願付價值平均數之估計結果

1情 況 平均值(單位:元)

Al :農民團體對現有諮詢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 6973 .42 

Bl :農民團體每年對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願付價值 8872.93 

B2 :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50% '農民團體對品牌水果 21379.25 

行銷諮詢專責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

B3 :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100% '農民團體對品牌水 2999 1.1 2 

果行銷諮詢專實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可得到以下結論:

(一)農民固體對農業行銷諮詢有需求，但目前並無專賈行銷諮詢單位可供諮詢。

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可知，有 69.81%的農民團體曾考慮向外界提出諮詢要求，可知

農民團體普遍需要行銷諮詢，但實際上只有 4 1.51%的農民團體有行銷諮詢經驗，其中對

於目前行銷諮詢單位滿意的只有 54.55% '顯示雖然目前已有負責推動執行農業行銷輔導

的單位，但在實際執行上卻對行銷無特別注重，較著重於農草或技術推廣，故農民團體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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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行銷困境也無專責行銷諮詢單位可供諮詢。

(二)農民團體尚未有具體行銷策蹈，使得晶牌水果銷售成長有限。

由電話訪問過程發現，農民團體並無一套完整行銷模式，通常到收成後才思考銷售

問題，以致於品牌水果價格只能由批發市場決定，無法發揮品牌效益。此外，農民團體

大多配合政策舉行活動或辦理政府所推動專案，極少考量本身情況擬定適合的行銷策

略，再加上缺乏行銷人才的情況下，以致於品牌水果銷售額一直無法提升。

(三)所得導向型的農民團體，在 81 情況下對專賣行鞘諮詢單位有較高的願付價值。

從集群分析結果可知，對於諮詢效益的認知，可分為二集群，分別是所得導向型之

集群及行銷導向型之集群。在 81 情況(有專責諮詢單位，但對銷售額影響不確定)下，發

現在設置行銷諮詢專責單位之集群變數是顯著影響行銷諮詢願付價值，所得導向型之集

群具有較高之願付價值，意涵為每個農民團體對於諮詢效益感受不間，故願付價值也有

明顯差異。

(四)品牌水果舖售額、諮詢經驗是影響行錯諮詢願付價值之重要因素。

農民團體的品牌水果銷售額愈高，對於行銷諮詢的願付價值亦愈高，表示品牌水果

銷售額愈高的農民團體有更高的意願與能力為行銷諮詢付出金額。有諮詢經驗者，對於

未來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願付價值較低，蓋因農民團體對於現有的諮詢單位滿意

度不高，故對於未來的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也同樣不抱持太高希望，因此有諮詢

經驗者其願付價值較低，此當為未來行銷諮詢單位亟需改善之處。

(五)預期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帶給農民團體之行銷諮詢效益高於現有諮詢體系。

在行銷諮詢效益部份，農民團體對現有諮詢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為 6973 .42 元;而對

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每年願付價值為 8872.93 元;當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幫

助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50% '農民圓體對行銷諮詢專責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為 21379.2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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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當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幫助品牌水果銷售額增加 100%' 農民團體對行銷諮詢

專賣單位每年的願付價值為 2999 1.1 2 元。由此可知，農民團體對於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

責單位之願付價值普遍高於現有諮詢單位之願付價值，顯示農民團體預期行銷諮詢專責

單位的諮詢效益高於現有的諮詢單位。未來若能成立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貝IJ對

於全台灣有品牌水果的農民團體所帶來的行銷諮詢效益相當高。再者，若將此專責行銷

諮詢服務，推展至其它相關品牌農產品的國內與國外行銷，貝IJ其效益相當可觀。

二、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就行銷諮詢效益的觀點，分別就農政單位、農民團體提出以下

的建議:

(一)對農政單位之建議

1.強化農業行銷輔導，積極成立晶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賣單位。

經由問卷調查可知，農民團體對於行銷諮詢輔導的需求是存在的，且願意為行銷專

業知識技能付費，亦期望能有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以助品牌水果業務執行，但

目前農業輔導單位大多著重農業生產技術，有關行銷諮詢的人力及推廣服務相對較少，

另企業界雖有很多行銷顧問公司，但支援農業行銷者卻少之又少，因此目前需要政府單

位或業界幫助成立品牌水果行銷諮詢專責單位，以整合各方面專業與資訊、培養農產品

行銷專業人才及提升品牌水果競爭力。

2. 加強輔導農民團體行銷能力。

目前農民團體的推廣活動受農政單位之輔導較多，亦即大多為被動的配合政府參加

展售展示活動，預算編列少，無法展現推廣之效果，故政府應扮演可|領者的角色，多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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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推廣活動，並比較進口水果和國產品牌水果之行銷策略，結合農業行銷專家，協助農

民團體在推行品牌水果上的運作。

(二)對農民團體之建議

1.應建構具體之行銷策峙。

農民團體應依據自身條件，選擇適當的行銷通路、目標市場、進而產品定位，擬定

短、中、長期目標與執行步驟，配合適當的教育訓練和諮詢輔導，使消費者對品牌水果

廣為認知和接受，進而吸引消費者購買。

2 積極舉辦晶牌水果行銷活動。

行銷策略應著重推廣面，品牌水果之推行不只要全力配合政府的輔導，農民團體更

應積極推廣，可多自行舉辦展售會或利用電視媒體廣告、平面廣告與增加宣傳活動，以

加深消費者對晶牌水果的認知。

3. 對產品品質要嚴格控管，以厚植晶牌水果行銷的基礎。

由問卷調查可發現，有些農民在分級包裝上做得不確實，故農民間體便要替品牌水

果品質嚴格把關，確實實行品牌水果分級與品質管制，因品牌水果主要強調品質保誼，

若有品質不穩定現象，會使消費者對品牌水果缺乏信心，降低購買意願。故農民團體應

嚴格要求生產品牌水果之農民，以確保品質，塑造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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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Willingness to Pay of 
Farmers' Organizations for Marketing 
Consultation 一- A Case of Brand F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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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Marketing consultation, 8rand fruit,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JEL Classification: Q13 , Q26 

To overcome the impacts of joining WTO on the fruit industries, the agricultural authority 

actively assists farmers' organizations to ce此ify brands for fruits. However, the sale ratio of 

brand 仕uits to whole market is still not high up to now. 8ecause farmers' organizations are 

lack of specialist for marketing, they could rely on the marketing consultation to expand the 

market of brand fruits. Since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marketing consultations provided for 

farmers' organizations can not be quantification, it could be evaluated by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The investigation target of this study is the farmers' organizations, those 

have owned fruit' brands. The result finds that the willingness to pay of farmers' organizations 

for marketing consultation is very high. For example, suppose the sales would increase 100% 

by the assistance of specialized marketing consultation institution, the willingness to pay for 

which would be more four times than that for present related institution. lt is equivalent to NT 

$ 2999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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