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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台南區果樹產銷班競爭力之研究
1
 

陳勵勤 2 

摘    要 

陳勵勤‧2008‧提升台南區果樹產銷班競爭力之研究。台南區農業改良場研究彙報51：

17-37。 

本研究以Porter之價值鏈為觀點，探討雲嘉南地區的果樹產銷班之價值鏈管理運作情形

與競爭優勢之關係。藉由統計方法的因素分析、集群分析、相關與迴歸分析來呈現變數之間

的關係或影響，提供產銷班運作及經營管理之參考。 

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之產銷班在價值鏈的管理活動執行程度與運作管理成果

(競爭優勢)方面，皆相當或大於總體樣本之平均，且2005年以後入選全國優良農業產銷班之

果樹班隊即屬於此集群。集群一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型之產品合格率及平均單價提高

比率均高於總體樣本，尤其平均單價提高比率遠高於另兩個集群。因此，本研究建議果樹產

銷班可依循集群三的運作管理方式，以提升競爭優勢；倘若追求高單價之果樹產銷班可以參

考集群一的運作管理。 

透過迴歸分析發現，在降低生產成本方面，有6項價值活動需有效管理。在提高產品的

平均單價方面，則需從4項價值活動著手。而單位面積產量增加則與其中5項管理活動有關。

提高產品合格率應在其中4項價值活動作好管理。 

關鍵字：價值鏈、產銷班、競爭優勢 

接受日期：2008年6月23 

 

前  言 

為了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政府取消許多國內農產品的貿

易保護措施，以符合WTO 開放市場原則。國內農產品市場面臨進口農產品在品質上及價格

上的挑戰，水果產業將為我國加入WTO 後受衝擊較大的產業之一(8)。自台灣加入世界貿易

組織後（WTO），國內農產品必須面對國外進口農產品的競爭，包括生產、通路及消費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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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進口農產品（尤其是水果類），多有明確的分級標準及產地品牌，常藉由密集的廣告及

促銷活動打開國內市場，造成國產農產品相當嚴重的競爭壓力(12)。 

根據農業委員會農業產銷班資訊網至2008年4月統計資料，台灣地區農業產銷班共有

6232班，班員人數約有11萬4千人；農作類產銷班計有5531班，面積約14萬7千公頃，班員人

數約10萬4千人，平均耕地面積為1.412公頃/人；果樹類平均面積1.55公頃/人。台灣農業個別

農民生產規模較小，加上部分農業產銷班有名無實沒有實際運作或班組織運作不善者(9)。台

灣農業為一弱勢產業，較不具競爭力，生產成本高，管理與行銷知識欠缺，加上有短視近利

及一窩蜂的情形，使得農產品產量與價格時常波動，因而加入WTO後對其的影響也最大。尤

其水果的消費具有替代性，且台南區主要果樹-柑橘（柳橙）類與芒果產期集中不易調節產

期，產銷較易失衡，影響所及，農業經營將會更加艱辛。為維護果農收益及農業永續發展，

唯有提升農業競爭力，增加農產品商品化及其附加價值，才能有效面對進口農產品競爭，確

保台灣農業生存發展空間。因此基層的農民組織或團體（果樹產銷班）如何藉由價值鏈的分

析來取得競爭優勢？以提升本身競爭力，並達永續經營之目標，實有深入探討之必要。 

Porter 提 出 競 爭 優 勢 的 兩 種 基 本 型 態 是 成 本 領 導 （ cost leadership ） 和 差 異 化

（differentiation），而競爭優勢來自於企業內部的產品設計、生產、行銷、運輸、支援作業

等多項獨立活動，各種不同活動的集合體，即用「價值鏈」表示，這些活動對於企業的相對

成本地位都有相當的貢獻，同時也是構成差異化的基礎(1)。農業產銷班是個運用資源面對市

場競爭、追求利潤與成長之企業體(7)。所以為提升農業產銷班之競爭力，達成提升農產品價

值鏈之目標，突顯本土農產品之價值，就必須做好價值鏈管理，加以規劃、執行與管理，尋

求最佳價值鏈，提升農產品加值作用與農業競爭優勢。 

 

目的與文獻探討 

研究目的 

農業產銷班為台灣農業最基層之農民組織，因此本研究欲透過分析目前果樹產銷班組織

架構與其價值鏈管理之內部運作情形，藉由調查訪問，以了解現今產銷班的組織架構與價值

鏈管理的運作方式，期能在產銷班現有的農產品價值鏈中，找出相關問題點，進而提出改善

之對策，以供果樹產銷班在價值鏈管理上的參考。因此本文的目的有： 

(一)探討果樹產銷班要如何運用價值鏈分析模式，來取得產銷班之競爭優勢。 

(二)探討果樹班運用價值鏈管理程度對其競爭優勢之影響。 

(三)探討果樹班的各個價值活動與其競爭優勢之相關程度。 

(四)比較果樹班群別間其價值活動執行程度與競爭優勢。 

文獻探討 

價值鏈定義與管理理論 

Frederick定義指出價值鏈的觀念，是在價值開發、傳遞過程中，從原料到消費者最終使

用的一整套連鎖活動。價值鏈包括：原料開採、加工處理；研究、開發活動；產品與服務之

設計、生產；產品組合、促銷與配銷；產品與服務結合成一套系統；訂價、顧客服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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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促銷、市場研究、運輸、信用融資、公共關係與宣傳等所有的支援功能(6)。 

Porter於「競爭優勢」提出「價值鏈(Value chain)」觀念。指出價值鏈呈現的總體價值，

是由各種「價值活動」和利潤加總構成；並且認為每個企業都是由產品設計、生產、行銷、

運輸、支援作業等多項獨立的價值活動所匯集，即為「價值鏈」，而價值鏈是使企業瞭解競

爭優勢的分析方法(1)。所以價值鏈是企業、組織競爭優勢的主要來源(1,15,16)，是企業在進行各

項價值創造活動之間的鏈結，以獲取企業在成本優勢及差異化優勢的競爭力來源的各項活動

價值所在的分析方式(1)。 

Porter認為企業的競爭優勢來自企業個體及企業環境(15)。企業個體是從企業的各項價值活

動來探討企業競爭力的來源(1)。而企業環境則從產業結構與國家或地區的觀點來探討企業競

爭力的來源(2,4)。所謂「價值」指顧客願意接受的價格乘上銷售量，即企業的總收益。當收益

大於成本支出時即為價值之創造。而「鏈」是指彼此對成本與價值皆有重大影響而互相依存

的活動或企業。若為企業內價值活動的組成則稱之為「價值鏈」；若為上游供應商、企業與

下游顧客組成，則稱之為「價值系統」或「產業價值鏈」(1)。 

Porter認為企業競爭優勢的來源是低成本及差異化(1)。差異化產生，來自價值活動的投

入，也因而產生成本。價值活動包含基本活動（生產、行銷、運輸、和售後服務..等活動）、

支援活動（包括採購、技術發展、人力資源）及基本設施。每項價值活動，都可能影響最終

產品的成本與差異化，故活動與活動間具有交互作用。因此企業競爭優勢的來源，需藉由無

形的鏈結來協調各基本活動及支援活動，並以整條鏈之成本及差異的最佳化來作為協調之依

據。 

價值鏈分析模式 

Porter 提出價值鏈分析模式，主要是說明企業如何藉由整合組織的各項活動過程中，來

獲得競爭優勢。透過各式活動，如向供應商採購、工廠生產產品、進行銷售、物流配送等活

動，來為顧客提供產品和服務，換言之即為顧客創造價值。Porter 將企業各項營運活動歸納

為主要活動及輔助性活動兩大類，如圖 1 所示(1)。提供企業分析內部活動的效率與資訊系統

企業的基本設施（活動） 

人力資源管理 

技術發展 

採購 

進料
後勤 

生產
作業 

出貨
後勤 

行銷與
銷售 

服務 

利 

潤 

利 

潤 

輔
助
活
動 

主要活動 

圖 1.價值鏈分析模式 

Fig1.The analysis model of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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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程度的一個概念架構，作為分析企業的競爭優勢，稱為價值鏈。價值鏈之主要活動及輔

助活動，茲分析如下： 

1.主要活動（primary activities） 

（1）進料後勤：與點收、儲存與分配物料有關，如原物料管理、庫存控制等。 

（2）生產作業：與將投入轉變為最終產品形式有關，如生產製程、包裝等。 

（3）出貨後勤：與產品集中、儲存及配送有關，如成品倉儲、訂單與進度安排。 

（4）行銷與銷售：與提供客戶購買產品的理由、客戶購買等活動有關，例如：廣告、促銷、

報價、通路選擇、通路關係、定價等。 

（5）服務：與提供服務以增加或維持產品價值有關，例如：訓練、產品調整等。 

2.輔助活動（support activities） 

（1）採購：指的是企業價值鏈所需投入的採購功能，而非採購投入本身。 

（2）技術發展：可能是專業知識、作業程序或生產設備的操作技術等，但大致可分為「改

善產品」和「改善製程」二種。 

（3）人力資源管理：人力資源管理由人員招募、雇用、培訓、發展、和各種員工福利津貼

等活動所組成。 

（4）企業基本設施：包含一般與品質管理、企劃、財務、會計、法務、政府關係等。企業

基本設施通常支援整個價值鏈，且常被看成是間接費用，卻可能成為競爭優勢的有力

來源。以農民團體為例，和農政主管機關維持並增進現有關係的能力，可能就是形成

競爭優勢的最重要活動(張嘉惠，2000)。 

競爭優勢 

Murdick, Moor and Richard認為組織、企業之競爭優勢，指經由一般企業策略，在產品設

計、品質、財務、品牌忠誠度、信用、運輸、包裝等比競爭者更具獨特性且優越，因位於相

對較佳競爭地位而產生所謂的「競爭優勢」(14)。 

Porter認為競爭優勢乃是企業於競爭市場中影響績效的重心，源自為客戶所創造的價值
(4)。Porter提出企業持續的兩個基本競爭優勢仍為差異化和成本優勢，亦即比競爭對手更擅長

因應產業五種競爭力的結果；也是企業成敗的重要關鍵(1)。Porter認為競爭優勢指企業能有效

地運用資源，且獲得比競爭對手更高的績效，因此企業擁有的資源即是競爭優勢的基礎，當

企業利潤率高於產業平均水準時，即具有競爭優勢；而當它能維持高利潤率長達數年之久

時，稱其具有持久性競爭優勢(1)。 

Porter引述價值的來源或活動是建構競爭優勢的基礎，經由雙方所認定的價值視為競爭

優勢的來源(4)。Porter提出「一般性策略」之看法，並指出低成本及差異化兩項競爭優勢的原

則，競爭優勢是每一種策略的核心，企業須要有果斷的決策才能達到爭取優勢的目的(2)。Porter

認為競爭優勢源自組織為客戶所創造的價值，來自組織內的產品設計、生產、行銷、支援作

業等各項活動。這些活動對企業相對成本的地位有著相當的貢獻，也是構成差異化的基礎。

價值活動是相互依存的系統，經鏈結創造競爭優勢的方式有兩種，「最佳化」和「協調」。

鏈結間之個別活動間須權衡取捨，如當企業採用較高成本的產品設計時，可能降低服務成

本，所以要取得競爭優勢，必須反映鏈結所產生的最佳效果(1)。 

Hill and Jones提出競爭優勢的四基石為：效率、品質、創新及顧客回應，存在於任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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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產品或服務。這四個因素是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重要元素，且之間都有著高度的關聯性。

如創新就能夠提昇效率、品質及顧客回應。較佳的效率使企業能降低成本，好的品質使企業

能得到較高的價格並降低成本，更好的顧客回應使其能收取較高的價格，而創新更能帶來較

高的價格和更低的單位成本。結合這四個因素，可為企業創造更高利潤並且創造出低成本或

差異化的優勢(13)。 

「農業產銷班設立暨輔導辦法」對農業產銷班運作的評鑑內容 

評鑑內容包含產銷班的運作、經營、管理..等，是政府機關評鑑產銷班運作良好與否的

準則，所以本研究也將其納入研究架構及問卷內容設計之參考。「農業產銷班設立暨輔導辦

法」第十二、十三條規定農業產銷班的評鑑事宜，總分120分，評鑑內容如下： 

（一）基本的組織運作（35分） 

1.班公約的制訂(是否詳實完整、符合班的經營需求)  5分 

2.班場所及佈置  5分 

3.班會及紀錄  5分 

4.班會的平均出席率（應查對班會簽到簿） 5分 

5.組織學習（以有調訓公文或照片或結業證明為準） 10分 

6.資訊的提供與交流（產地、產期、產量、價格及特定季節或通路、產銷成本結構等資訊及

分析） 5分 

（二）組織功能的運用與績效（55分） 

1.產銷設備（施）共同利用  8分 

2.產銷資材共同採購 11分 

3.產品共同分級選別 8分 

4.產品共同銷售 8分 

5.產品共同計價（若「產品共同銷售」零分，即不計分） 8分 

6.經費的籌措與運用（應查對帳簿） 10分 

7.以「班」名義協助或參與社區活動、學校鄉土教育活動…等（應舉證） 2分 

（三）經營管理績效（22分） 

1.營運規劃（書面年度生產計畫及中長期發展計畫） 3分 

2.現場管理技巧的應用（配合產銷作業，將空間環境加以合理規劃，防止人為錯誤，確保產

品品質，營造舒適工作環境，依現場實際管理措施計分） 4分 

3.財務管理（財務帳簿或報表定期公佈、財務報表詳實程度及是否作為經營決策依據） 3分 

4.管理資訊化（使用電腦設備及一般文書處理、記帳軟體進行班務、財務管理） 3分 

5.品質認証（取得相關產品標章或品保認証） 6分 

6.特殊績效（應舉證） 3分 

（四）政策配合度（8分） 

1.接受政府補助計畫的執行情形（以補助經費的執行率、期中是否曾變更計畫、設施購置後

的使用率等計分） 3分 

2.參與相關產品展示、展售會的配合度（以全程參與之次數計分，每次1分） 3分 

3.與輔導單位的配合度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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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Porter認為企業或組織可藉由價值鏈分析模式，分析、整合組織的各項活動，以取得競

爭優勢。而農業產銷班是追求利潤與成長之企業體(7)。因此本研究運用Porter之價值鏈分析模

式為基礎架構及定義，並參考產銷班評鑑內容之各項運作活動及相關學者觀點，將各項價值

活動歸類於價值鏈分析模式的進料活動、生產活動、出貨活動、行銷與銷售活動及服務活動

等五項主要活動與企業基本設施（活動）、人力資源管理、技術發展及採購等四項輔助活動

中，以便試著了解產銷班各項價值活動之分佈情形。 

Porter認為企業的兩個基本競爭優勢為差異化和成本優勢(1)。Hill and Jones提出競爭優勢

的四基石為：效率、品質、創新及顧客回應的觀點(13)。企業或組織可藉由價值鏈分析模式中

各項價值活動的持續改善，取得較佳的效率來降低成本、更佳的品質而有較高價格並降低成

本、更好的顧客回應使能取得較高價格、創新帶來較高價格和更低的成本，進而建立屬於自

己之低成本及差異化的競爭優勢。因此產銷班各項價值活動問項著重於效率、品質、創新、

顧客回應及持續改善之觀點，而反映於產銷班之生產成本、產品單價、產品合格率、產量等

各項低成本及差異化的競爭優勢指標上，以檢視產銷班價值鏈中之各項價值活動執行程度的

高低。 

 

研究方法 

研究範圍 

本研究在對果樹產銷班價值鏈的管理上作調查分析，以擬定競爭優勢策略，可供果樹產

銷班在做價值鏈管理之參考。台南區農業改良場轄區（雲嘉南五縣市）主要果樹-柑橘（柳

橙）類與芒果每到盛產季節，產量往往過盛，市場價格過低，不符生產成本。故本研究以此

區為研究範圍，其中的果樹產銷班班長或幹部則為研究對象，調查果樹類產銷班價值鏈管理

的運作情形。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擬以Porter價值鏈及價值活動之觀點為主(1)，探討產銷班班長特性及班運作管理特

性、基本條件、分類等與競爭優勢之關聯性。Porter指出價值鏈是由產品設計、生產、行銷、

運輸、支援作業等各獨立的價值活動所匯集，價值鏈是使企業瞭解競爭優勢的分析方法及企

業競爭優勢主要來源。價值鏈管理可改善傳統策略缺乏整合性架構的缺失，使各項價值活動

之間進行鏈結，以獲取企業在成本及差異化優勢的競爭力來源的各項價值活動所在的分析方

式(1,15)。 

因此，在操作變項中，有關產銷班班長特性包括其教育程度、專業背景、領導統御方式；

產銷班基本特性則包含班之產業類別、成立時間、班員人數及班經營面積；產銷班運作管理

特性（產銷班之價值活動）包括產銷班生產管理與共同作業管理、產銷規劃與行銷（銷售）

管理、顧客價值管理、組織管理與其基礎關係管理等四個構面。 

產銷班之各項運作管理活動再依其特性歸類於Porter之價值鏈(1)的價值活動變項中，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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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成本優勢及差異化的競爭優勢來源為哪些價值活動。至於反應變項則以較低的生產成本、

較佳的平均單價、較佳的產品合格率、較高的產量或低成本、差異化、焦點化作為產銷班是

否具競爭優勢之指標（如圖2）。 

 

依據本研究之目的及研究架構，提出下列的研究假設： 

假設1：不同產銷班班長特性會影響對價值鏈的運用與管理。 

假設2：不同產銷班基本特性會影響對價值鏈的運用與管理。 

假設3：不同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會影響對價值鏈的運用。 

假設4：不同集群與產銷班班長特性有相關。 

假設5：不同集群與產銷班基本特性有相關。 

變項操作性定義說明 

產銷班班長特性之操作變項 

1.教育程度：指產銷班班長的正規教育程度，區分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學專及研究所以上，

競爭優勢 
低成本 
差異化 
焦點化 

較低的生產成本 
較佳的平均單價 
較佳的產品合格率 
較高的產量

主要價值活動

進料後勤 
生產作業 
出貨後勤 
行銷與銷售 
服務活動

輔助價值活動 

企業基本設施 
人力資源 
技術發展 
採購 

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活動)

生產管理與共同作業管理 
產銷規劃與行銷管理 
顧客價值管理 
組織管理與基礎關係 

班長特性 

教育程度 
專業背景 
領導統御方式 

價值鏈之各項價值活動 
各項
管理
活動
歸類 

圖 2.研究架構圖 
Fig2.Research framework 

班基本特性 

產業類別 
成立時間 
班員人數 
班經營面積 

因素、集群分析 

集  群 

假設 1 
假設 2 

假設3

假設 5假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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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類別性變項。 

2.專業背景：指產銷班班長的之經歷身分，如營農、從商、從工、公教及其他等背景，為類

別性變項。 

3.領導統御方式：指產銷班班長領導班運作與班決策或決議時方式，是屬於個人（班長或某

個班員一人獨斷）、小組領導及民主班會（所有班員）形式及其他，為類別性變項。 

產銷班基本特性之操作變項 

1.產業類別：指產銷班的作物類別，區分木瓜、芒果、鳳梨、文旦及柚類、柳橙及柑類、其

他，為類別性變項。 

2.成立時間：指產銷班成立時間的長短，為連續性變項。 

3.班員人數：指產銷班班成員人數之多寡，為連續性變項。 

4.班經營面積：指產銷班經營面積之大小，為連續性變項。 

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活動）之操作變項 

1.生產管理與共同作業管理 

指產銷班機械設備維護由專人負責程度、機械設備共同使用程度、生產資材設備共同採

購程度、產品分級依共同標準或由專人執行程度、產品共同集貨與現場規劃管理程度、資材

倉儲庫存管理情形、供應商資材送貨方式及配合程度、生產管理共同或互助作業程度、生產

資材進貨檢驗情形、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產品倉儲情形、以班為共同窗口銷售程

度、資材採購與管理的資訊化程度、產品運送過程及時間的情形與標準化作業記錄及資訊化

程度，設計15題問題。 

2.產銷規劃與行銷（銷售）管理 

包括產銷班市場通路多元化、因應通路市場設計不同包裝紙箱、針對消費者市場研究、

蒐集市場相關資訊及研究、行銷管理資訊網路化、依市場資訊定生產計畫、廣告促銷或參與

展售會情形及全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等，設計8題問題。 

3.顧客價值管理 

包括產銷班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之設置、產品農藥殘留檢測證

明文件之設置、服務電話之設置及態度與品牌建立及名聲信譽等，共設計5題問題。 

4.組織管理與基礎關係管理 

指產銷班人才招募情形、產銷班向心力、與農政單位之配合度、班研習訓練情形及配合

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等，共設計5題問題。 

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之各項價值活動（設計問項）是參考產銷班評鑑內容之各項運作活

動及文獻探討之相關學者觀點，為一連續性變項，其執行情形的衡量方式，採用五點李克特

尺度（Likert Scale）與予評分，依其實際執行程度的高低，分極佳、稍佳、普通、稍差、極

差等五種，再分別給予5、4、3、2、1分，做為該產銷班在該項價值活動之執行程度的指標。 

價值活動變項部分 

本研究參考相關文獻學者之觀點，將各項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歸類為價值鏈中的各項價

值活動，如圖3。將產銷班運作管理之各項特性歸類至Porter的價值鏈分析模式(1)當中，依據

其運作管理之各項特性的調查資料，並運用價值鏈分析模式來分析產銷班的競爭優勢。 

反應變項：競爭優勢 

1.低成本：指產銷班農產品生產成本與農政單位調查之生產成本做比較之百分比，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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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者為負值，而較高者則為正值，為一連續性變項。 

2.差異化：班農產品平均單價（售價）與台北拍賣市場平均單價比較之百分比，為一連續性

變項；另產量的高低為與農業年報之比較百分比，為一連續性變項。 

3.焦點化：產品特級品或合格率之百分比的高低，為一連續性變項。 

 

資料收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初級資料，資料來源有兩個部分，主要以產銷班問卷為

主，次級資料收集為輔。所使用分析方法如下： 

信度（Reliability）與效度（Validity） 

一般調查問卷之α值若低於0.7表示相當不適當，0.8左右是可接受範圍，0.9表示測量結

果是穩定、適當的(5)。本研究回收問卷資料作信度分析，得知「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活

企業基

本設施 

人力資

源管理 

技術

發展 

採購 

進料後勤 生產作業 出貨後勤 行銷與銷售 服務 

利 

潤 

利 

潤 

生產資材進

貨處理檢

驗. 

倉儲庫存管

理控制. 

市場研究. 

生產計畫. 

設備操作維

護. 

共同或互助

作業. 

機械設備共

同使用. 

資材運送

情形. 

資材管理

資訊化. 

集貨與現場

規劃管理. 

共同分級標

準確實. 

因應通路包

裝. 

產品倉儲. 

產品運送情

形. 

廣告促銷. 

市場或通路

的拓展. 

共同銷售. 

市場及消費

者調查. 

服務電話

與態度. 

產品滿意

回函. 

產品農藥

殘留檢測

證明書. 

品質管理系統

及資訊化. 

配合研究單位

試驗. 

行銷管理資

訊化. 

因通路設計

包裝紙箱. 

生產資材及

設備共同採

購. 

班員招募. 

研習訓練. 

班向心力.

班員招募. 

研習訓練. 

班向心力.

研習訓

練. 

產品說

明書或

服務卡. 

產銷班與農政單位的配合度.   品牌的建立與信譽. 
產銷班全國性的得獎紀錄及名氣. 

圖 3.產銷班各項價值活動之運作 

Fig3.The value chain activity of fruit P and M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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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33題問項的Cronbach＇s α值為0.9619，可知本量表問項具有相當高程度的一致性、穩

定性及可信度。 

 

表1.KMO與Bartlett檢定 

Table1.KMO and Bartlett tests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量數 0.916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2612.094 

 自由度  528 

 顯著性  0.000 

KMO值0.7以上表示尚可進行因素分析，0.8以上表示適合進行因素分析，而0.9以上表示

極為適合進行因素分析(3)。本研究在進行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特性）之因素萃取因子時，

KMO值檢定結果（詳表1）為0.916，表示極為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本研究即利用因素分析方法歸納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並將其轉換或萃取成數個具有意

義之因素或構面。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 

本研究利用集群分析將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分群，依據相對距離之遠近加以分類及歸類

為不同集群，以便找出它們之間存在的規律性。 

變異數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變異數分析用於操作變項與數值性的反應變項間的關係之分析。本研究利用變異數分析

來判斷產銷班基本特性及班長特性與運作管理活動是否有顯著差異。 

卡方分析（Chi-square test） 

卡方檢定適用於類別變項或次序變項間變數關係的討論，因以細格次數來進行交叉比

較，又稱為交叉分析。本研究即利用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以檢定不同集群對產銷班基

本特性及班長特性之間的關係。 

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多元迴歸分析可用來了解產銷班運作管理之各項價值活動的操作變項與競爭優勢之反

應變項間之相關及因果關係，進而探討產銷班運作管理之各項價值活動對競爭優勢之整體解

釋力及各操作變項之影響力大小。 

 

研究結果 

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特性）之因素與群別 

果樹產銷班管理活動因素分析 

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項目計33題，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進行因素萃取，以最大變異數（Varimax）直交轉軸方式進行轉軸，特徵值大於1為因素選取

標準，最後共選出4個因素。將33題問項歸納為四個構面，其累積總解釋量為60.441％。表2

為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特性）項目的因素命名、因素構面內容、特徵值、因素負荷量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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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變異量之詳細說明。 

表2.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特性）因素分析結果 

Table2.The factor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ctivity of fruit P and M teams 

因素名稱 因素問項 
因素負荷

量 
特徵值 

解釋變異

量% 

分級依共同標準或由專人執行程度 0.708

以班為共同窗口銷售程度 0.690

機械設備共同使用程度 0.671

產品共同集貨與現場規劃管理程度 0.663

機械設備維護由專人負責程度 0.648

產品倉儲（冷藏與調節）情形 0.579

標準化作業程度、記錄及資訊化程度 0.540

因素一、共同

作業與管理 

生產管理之共同或互助作業程度 0.519

15.176 45.988 

班人才招募情形 0.718

生產資材進貨檢驗情形 0.685

生產資材設備共同採購程度 0.660

資材倉儲庫存管理情形 0.600

產銷班向心力 0.562

資材採購與管理的資訊化程度 0.552

配合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 0.539

供應商資材送貨方式及配合程度 0.531

與農政單位之配合度 0.527

班研習訓練情形 0.485

因 素 二 、 組

織、進料與基

礎關係管理 

產品農藥殘留檢測證明文件之設置 0.392

1.648 4.994 

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 0.734

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之設置 0.647

針對消費者、市場研究程度 0.641

行銷管理資訊網路化程度 0.633

全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 0.615

服務電話之設置及態度的情形 0.579

品牌建立及名聲、信譽 0.542

廣告、促銷、參與展售會情形 0.487

因素三、行銷

與 顧 客 價 值

管理 

蒐集市場相關資訊及研究程度 0.472

1.612 4.883 

產品運送工具、過程及時間的情形 0.749

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 0.724

市場、通路多元化程度 0.669

因應通路市場設計不同包裝紙箱程度 0.600

因素四、產銷

規 劃 與 通 路

管理 

依市場資訊定生產計畫程度 0.465

1.510 4.576 

累積總變異量   6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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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產銷班集群概況 

依據因素分析所得之「共同作業與管理」、「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行銷與

顧客價值管理」、「產銷規劃與通路管理」等四個因素，以K平均數集群法作集群分析，找

出明顯的區隔作為分群之依據，共分為三群，並依據各集群所含因素將其加以命名（表3）。 

集群一、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型：此集群之果樹產銷班最重視組織、進料與基礎

關係管理，為0.76840，其次為產銷規劃與通路管理0.50504。因此命名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

管理型，班數有18班。 

集群二、共同作業與管理型：此集群之果樹產銷班對共同作業與管理最為重視，為

0.51939。故將其命名為共同作業與管理型，計有34班。 

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此集群之果樹產銷班最為重視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

為0.65681。因此命名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共計61班。雲嘉南地區2005年以後入選全國優

良農業產銷班之果樹班隊，都位於此集群中。 

表 3.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特性）集群表 

Table3.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management activity of fruit P and M teams 

  集群一 集群二 集群三  

   因素名稱 
組織、進料與基礎關

係管理型 

共同作業與管理

型 

行銷與顧客價值

管理型 
總班數 

因素一、共同作業與管理 -1.34138 0.51939** 0.10632 

因素二、組織、進料與基

礎關係管理 
0.76840** -0.73756 0.18436 

因素三、行銷與顧客價值

管理 
-0.81893 -0.74483 0.65681** 

因素四、產銷規劃與通路

管理 
0.50504* 0.00949 -0.15432 

集群班數 18 34 61 113 

註：**為最重視之因素；*次要之因素。  

 

集群區隔與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特性）執行程度之分析 

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之執行程度，運作較良好前6項，以產銷班向心力(4.08)最高，

次高是與農政單位之配合度(4.05)，其後依序為：產品運送工具、過程及時間(配合宅急便或

自行運送程度) (3.89)、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3.87)、供應商資材送貨方式及配合程度

(3.75)、配合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3.62)。在運作執行較差的6項，分別是產品倉儲（冷藏

與調節）情形(2.53)、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設置(2.58)、產品滿意回函卡設置(2.62)、行銷管理

資訊網路化程度(2.63)、全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2.73)、以班為共同窗口銷售程度(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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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集群區隔在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特性(活動)執行程度之分析 
Table4.The degree of implementation of management activity on fruit P and M teams of different 

cluster. 

1.組織、進料

與基礎關係

管理型 

2.共同作業

與管理型 

3.行銷與顧

客價值管

理型 

總體 

樣本 集  群  

 

      項  目 平均

得分

順

序 

平均

得分

順

序 

平均

得分

順

序 

平均 

得分 

順

序 

產品分級依共同標準或專人執行 2.28 26 3.38 6** 3.52 20 3.28 18 

以班為共同窗口銷售程度 1.83 27* 2.82 24 3.18 31* 2.86 28* 

機械設備共同使用程度 1.83 27* 3.00 14 3.52 20 3.10 25 

產品共同集貨與現場規劃管理 2.39 23 3.26 7 3.61 18 3.31 17 

機械設備維護由專人負責程度 2.33 24 3.21 9 3.38 27 3.16 22 

產品倉儲（冷藏與調節）情形 1.56 31* 2.56 27 2.80 33* 2.53 33* 

標準化作業、記錄及資訊化程度 2.33 24 2.94 19 3.49 22 3.14 23 

生產管理之共同或互助作業程度 3.11 13 3.12 10 3.67 14 3.42 14 

班人才招募情形 3.72 5** 3.00 14 3.79 12 3.55 8 

生產資材進貨檢驗情形 3.56 8 2.97 16 3.82 8 3.50 11 

生產資材設備共同採購程度 3.61 7 3.26 7 3.66 16 3.53 9 

資材倉儲庫存管理情形 2.83 20 2.85 23 3.57 19 3.23 21 

產銷班向心力 4.22 2** 3.88 3** 4.18 2** 4.08 1** 

資材採購與管理的資訊化程度 2.72 21 2.68 26 3.49 22 3.12 24 

配合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 3.50 10 2.97 16 4.02 3** 3.62 6** 

供應商資材送貨方式及配合程度 3.56 8 3.62 4** 3.90 5** 3.75 5** 

與農政單位之配合度 4.33 1** 3.44 5** 4.33 1** 4.05 2** 

班研習訓練情形 3.83 4** 3.09 11 3.82 8 3.59 7 

產品農藥殘留檢測證明文件設置 2.94 17 3.03 13 3.92 4** 3.50 11 

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 1.54 33* 2.00 32* 3.30 28* 2.62 31* 

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之設置 1.67 30* 1.91 33* 3.21 30* 2.58 32* 

針對消費者、市場研究程度 2.94 17 2.26 31* 3.46 24 3.02 26 

行銷管理資訊網路化程度 1.56 31* 2.35 28* 3.10 32* 2.63 30* 

全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 1.72 29* 2.32 30* 3.23 29* 2.73 29* 

服務電話之設置及態度的情形 2.94 17 2.88 22 3.82 8 3.39 15 

品牌建立及名聲、信譽 3.00 16 2.97 16 3.84 7 3.44 13 

廣告、促銷、參與展售會情形 2.56 22 2.35 28* 3.46 24 2.98 27 

蒐集市場相關資訊及研究程度 3.11 13 2.74 25 3.66 16 3.27 19 

產品運送工具、過程及時間情形 4.17 3** 4.03 1** 3.74 13 3.89 3** 

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 3.72 5** 3.91 2** 3.89 6** 3.87 4** 

市場、通路多元化程度 3.17 12 2.94 19 3.46 24 3.26 20 

因應通路市場設計不同包裝紙箱 3.44 11 3.06 12 3.82 8 3.53 9 

依市場資訊定生產計畫程度 3.06 15 2.94 19 3.67 14 3.35 16 

註：**為執行程度佳之前6項；*為執行程度差之前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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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為各集群在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執行程度的比較。集群一組織、進料與基礎關

係管理型，在「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構面之與農政單位之配合度（4.33）、產銷班向

心力（4.22）及「產銷規劃與通路管理」構面之產品運送工具、過程及時間(配合宅急便或自

行運送程度)（4.17）等活動執行程度較佳。而執行程度較差之活動，包括「行銷與顧客價值

管理」構面之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1.54）、行銷管理資訊網路化程度（1.56），「共同作業

與管理」構面之產品倉儲（冷藏與調節）情形（1.56）。 

集群二共同作業與管理型，於「產銷規劃與通路管理」構面之產品運送工具、過程及時

間情形（4.03）、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3.91）及「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構

面之產銷班向心力（3.88）等活動執行較為良好。而在「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構面之產品

說明書或服務卡之設置（1.91）、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2.00）及針對消費者、市場研究程

度（2.26）等活動的執行較差。 

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2005年以後入選全國優良農業產銷班之果樹班隊即屬此

集群。在「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構面之與農政單位之配合度（4.33）、產銷班向心力

（4.22）及配合研究單位試驗研究情形（4.02）等各項價值活動執行程度較佳。執行較差之

活動有產品倉儲（冷藏與調節）情形（2.80）、行銷管理資訊網路化程度（3.10）、以班為共

同窗口銷售程度（3.18）等。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之各項活動平均得分都在3.1以上

（除了產品倉儲），且皆大於總體樣本之平均得分，可說此群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執行

程度較佳。 

集群區隔與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成果之分析 

集群區隔在果樹產銷班農產品之生產成本降低百分比、平均單價高於市場百分比、每公

頃產量高於全省平均百分比及產品合格百分比之分析，詳如表5。其中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

值管理型除了每公頃產量增加比率及產品合格率稍低於總體樣本外（幾無差距），生產成本

降低比率及平均單價提高比率均高於總體樣本。集群一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型之產品

合格率及平均單價提高比率均高於總體樣本，尤其平均單價提高比率最高，但其生產成本也

最高，每公頃產量增加比率則最低。 
 

表 5.集群區隔在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成果之分析 

Table5.The result of management activity on fruit P and M teams of different cluster 

群  別 
1.組織、進料與基礎

關係管理型 

2.共同作業與管

理型 

3.行銷與顧客價

值管理型 

總體 

樣本 

生產成本降低百分比 4.79 -6.81 -12.18 -8.07 

平均單價高於市場百分比 19.40 -12.89 6.07 2.60 

產量高於全省平均百分比 39.70 62.19 52.53 53.13 

產品合格率百分比 72.94 67.48 69.29 6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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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集群之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執行程度歸納之分析 

集群ㄧ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型之運作管理活動，平均得分在3.5以上者計有10項，

價值鏈分析模式即如圖4所示。集群二共同作業與管理型之運作管理活動平均得分在3.5者，

只有4項，價值鏈分析模式如圖5。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之運作管理活動平均得分在

3.5者，歸類至Porter的價值鏈分析模式(1)當中，即如圖6，計有21項管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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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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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集群一之價值鏈 

Fig4.The value chain of Clus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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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集群二之價值鏈 

Fig5.The value chain of Clus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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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樹產銷班基本特性及班長特性與運作管理活動之概況 

班基本特性與運作管理活動之變異數分析 

果樹產銷班基本特性對運作管理活動之執行程度達顯著差異情形，詳如表6。在班產品

類別方面，對班研習訓練情形（0.014）、機械設備管理由專人負責程度（0.005）、生產管理

之共同或互助作業程度（0.031）等3項活動之執行程度達顯著差異。而班成立時間方面，則

對產銷班向心力（0.020）、配合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0.039）等活動之執行程度達顯著

差異。在班員人數方面，則對機械設備共同使用程度（0.007）、共同集貨與現場規劃管理程

度（0.017）之執行程度達顯著差異。至於班經營面積上則對產品倉儲情形（0.033）、產品滿

意回函卡設置（0.04）、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設置（0.039）之執行程度達顯著差異。 

 

企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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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之價值鏈 

Fig6.The value chain of Clus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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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果樹產銷班基本特性對運作管理活動之 ANOVA 檢定 

Table6.The ANOVA on basic property for management activity of fruit P and M teams 

項    目 F 檢定 顯著性 

果樹產銷班產品類別   

對班研習訓練情形 3.021 0.014* 

對機械設備管理由專人負責程度 3.581 0.005* 

對生產管理之共同或互助作業程度 2.559 0.031* 

果樹產銷班成立時間   

對產銷班向心力 3.410 0.020* 

對配合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 2.886 0.039* 

果樹產銷班班員人數   

對機械設備共同使用程度 4.251 0.007* 

對共同集貨與現場規劃管理程度 3.566 0.017* 

果樹產銷班經營面積   

對產品倉儲情形 3.009 0.033* 

對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 2.857 0.040* 

對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之設置 2.886 0.039* 

註：*表示在 0.05 水準上的平均差異很顯著   

班長特性與運作管理活動之變異數分析 

果樹產銷班班長特性對運作管理活動之執行程度達顯著差異情形，詳如表7。在班長教

育程度方面，對資材倉儲管理情形（0.020）、以班為共同窗口的程度（0.043）等之執行程度

達顯著差異。而班長從農前背景方面，則對供應資材送貨方式（0.024）之執行程度達顯著差

異。在班長領導與決策方式上，則對資材倉儲管理情形（0.018）、產品倉儲情形（0.038）之

執行程度達顯著差異。 

集群對果樹產銷班基本特性及班長特性之概況 

表8及表9顯示，集群與果樹產銷班班長特性（教育程度、從農前背景、領導班運作與決

策方式）及班基本特性（產品類別、班成立時間、班員人數、班經營面積）均無顯著相關。 

表 7.果樹產銷班長特性對運作管理活動之 ANOVA 檢定 

Table7.The ANOVA on leader property for management activity of fruit P and M teams 

項    目 F 檢定 顯著性 

果樹產銷班班長教育程度   

對資材倉儲管理情形 4.047 0.020* 

對以班為共同窗口的程度 3.238 0.043* 

果樹產銷班班長從農前背景   

對供應資材送貨方式 3.265 0.024* 

果樹產銷班班長領導班運作與決策方式   

對資材倉儲管理情形 4.173 0.018* 

對產品倉儲情形 3.382 0.038* 

註：*表示在 0.05 水準上的平均差異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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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集群對果樹產銷班班長特性之獨立性檢定 

Table8.The chi-square tests on different cluster for leader property of fruit P and M teams 

項    目 χ2 檢定 自由度 顯著性 

班長教育程度 6.100 4 0.912 

班長從農前背景 3.288 6 0.772 

班長領導班運作與決策方式 4.355 4 0.360 

註：*表示在 0.05 水準上有顯著相關   

表 9.集群對果樹產銷班基本特性之獨立性檢定 

Table9.The chi-square tests on different cluster for basic property of fruit P and M teams 

項    目 χ2 檢定 自由度 顯著性 

產銷班產品類別 16.107 10 0.097 

產銷班成立時間 6.155 6 0.406 

產銷班班員人數 6.475 6 0.372 

產銷班經營面積 4.462 6 0.614 

註：*表示在 0.05 水準上有顯著相關   

 

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與成果（競爭優勢）之相關與影響 

運作管理活動與生產成本降低百分比之相關性 

生產管理之共同或互助作業程度（X1）、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X2）、市場通路多

元化程度（X3）、資材倉儲庫存管理情形（X4）、班研習訓練情形（X5）、機械設備共同

使用程度（X6）、機械設備維護由專人負責程度（X7）、因應通路市場設計不同包裝紙箱

程度（X8）、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之設置（X9）等9項對生產成本降低（Y1）的解釋量為20.1%

（R平方=0.201）。X3、X4、X5對Y1為正向影響，其中X3、X4有顯著影響；X1、X2、X6、

X7、X8、X9對Y1為負向影響，其中X1有顯著影響。負向影響之變項可幫助降低生產成本。

迴歸式1為： 

Y1=6.622-13.514X1-3.757X2+12.292 X3+12.287 X4+6.899X5 

-2.240X6-4.986X7-7.968X8-5.089X9 ---迴歸式1 

運作管理活動與平均單價高於市場百分比之相關性 

班研習訓練情形（X1）、生產管理之共同或互助作業（X2）、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

裝程度（X3）、配合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X4）、資材倉儲庫存管理情形（X5）等5項

對平均單價提高（Y2）的解釋量為20.6%（R平方=0.206）。X1、X3、X4、X5對Y2為正向影

響，其中X1有顯著影響；X2對Y2為負向影響，且具有顯著影響。正向影響之變項可幫助提

高農產品平均單價。迴歸式2為： 

Y2=-78.214+22.759X1-24.890X2+9.844 X3+6.444 X4+6.586X5 ---迴歸式2 

運作管理活動與每公頃產量增加百分比之相關性 

班人才招募（X1）、產品分級依共同標準或由專人執行程度（X2）、產品依通路市場

分別包裝程度（X3）、產品倉儲情形（X4）、廣告促銷及參與展售會情形（X5）、產品說

明書或服務卡之設置（X6）、機械設備共同使用（X7）、全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X8）等8

項對每公頃產量增加百分率(Y3)的解釋量為26.7%（R平方=0.267）。X1、X2、X3、X7、X8

對Y3為正向影響，其中X1有顯著影響；X4、X5、X6對Y3為負向影響，其中X6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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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影響之變項有助於提高單位面積之產量。迴歸式3為： 

  Y3=-87.632+30.503X1+11.093X2+15.988 X3-12.071 X4-14.600X5 

        -21.287X6+11.333X7+9.189 X8---迴歸式 3 

運作管理活動與產品合格率百分比之相關性 

班研習訓練情形（X1）、依市場資訊定生產計畫（X2）、產品分級之共同標準或專人

執行（X3）、產品倉儲情形（X4）、班向心力（X5）、全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X6）、行

銷管理資訊化（X7）、產品農藥殘留檢測證明文件之設置（X8）等8項對產品合格率(Y4)百

分比的解釋量為23.8%(R平方=0.238)。X1、X2、X3、X4對Y4為正向影響，其中X1、X2、X3

有顯著影響；X5、X6、X7、X8對Y4為負向影響，其中X5有顯著影響。正向影響之變項有助

於產銷班農產品合格率之提升。迴歸式4為： 

  Y4=-53.242+5.373X1+5.964X2+3.884X3+2.505X4-4.582X5 

        -2.451X6-3.123X7-2.431X8---迴歸式 4 
 

結論與建議 

三個集群的運作管理活動執行程度之比較 

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在價值鏈中之各項管理活動平均得分都在3.1以上（除了產

品倉儲），且皆大於總體樣本之平均得分，另外平均得分在3.5以上之管理活動計有21項，可

說此群果樹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執行程度較佳。執行程度最佳之前6項價值活動分別為「組

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構面之與農政單位之配合度、產銷班向心力、配合研究單位試驗

研究情形、產品農藥殘留檢測證明文件之設置及供應商資材送貨方式及配合程度，與「產銷

規劃與通路管理」構面之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2005年以後入選全國優良農業產銷

班之果樹班隊即屬於集群三行銷與顧客價值管理型。此集群除了每公頃產量增加比率及產品

合格率稍低於總體樣本外（幾無差距），生產成本降低比率及平均單價提高比率均高於總體

樣本。因此果樹產銷班可加強上述價值活動之運作管理，來取得競爭優勢，使得生產成本降

低，提高平均單價、產品合格率及單位面積產量。 

集群一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型在「組織、進料與基礎關係管理」構面之與農政單

位之配合度、產銷班向心力、班研習訓練情形及班人才招募情形，與「產銷規劃與通路管理」

構面之產品運送工具及過程和時間(配合宅急便或自行運送程度)、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

程度等6項活動執行程度較佳。集群一產品合格率及平均單價提高比率均高於總體樣本，尤

其平均單價提高比率遠高於另兩個集群，但其生產成本也最高，每公頃產量增加比率則最

低。因此建議追求高單價之果樹產銷班可以參考加強集群一之價值活動的運作管理。 

產銷班運作管理活動與成果（競爭優勢）之影響 

生產成本與生產管理之共同或互助作業程度、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市場通路多元化

程度、資材倉儲庫存管理情形、班研習訓練情形、機械設備共同使用程度、機械設備維護由

專人負責程度、因應通路市場設計不同包裝紙箱程度、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之設置等9項活

動有關。其中生產管理之共同或互助作業程度、產品滿意回函卡之設置、機械設備共同使用

程度、機械設備維護由專人負責程度、因應通路市場設計不同包裝紙箱程度、產品說明書或

服務卡之設置等6項，可幫助降低生產成本。 



臺南區農業改良場研究彙報第 51 號 
 

 

36

 

產品平均單價則與班研習訓練情形、生產管理之共同或互助作業、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

包裝程度、配合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資材倉儲庫存管理情形等5項價值活動相關。其

中班研習訓練情形、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配合研究單位之試驗研究情形、資材倉

儲庫存管理情形等4項價值活動可幫助提高農產品平均單價。 

單位面積產量上，則與班人才招募、產品分級依共同標準或由專人執行程度、產品依通

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產品倉儲情形、廣告促銷及參與展售會情形、產品說明書或服務卡之

設置、機械設備共同使用、全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等8項活動有關。其中班人才招募、產品

分級依共同標準或由專人執行程度、產品依通路市場分別包裝程度、機械設備共同使用、全

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等5項管理活動有助於提高單位面積產量。 

產品合格率與班研習訓練情形、依市場資訊定生產計畫、產品分級之共同標準或專人執

行、產品倉儲情形、班向心力、全國性得獎記錄及名氣、行銷管理資訊化、產品農藥殘留檢

測證明文件之設置等8項價值管理活動相關。其中班研習訓練情形、依市場資訊定生產計畫、

產品分級之共同標準或專人執行、產品倉儲情形等4項有助於產銷班農產品合格率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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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rovement of Competitiveness 

of Frui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eams in 

Tainan District 1 

Chen, L.C.2 

Summary 

Porter's value chain perspective is used in this study to discuss the value 
chain management practic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lations of fruit tre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eams (P and M teams) in Yunlin, Chiayi and Tainan 
district. For the managerial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hrough statistical methods 
of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Cluster 3, which is marketing and customer value management oriented, 
shows equal or higher degree of performance in the value chain management of 
activity implementation and result management (competitive superiority potential) 
than the average of all P and M teams. All P and M teams which were selected as 
excellent are belong to this cluster after 2005. Cluster 1, which is organization, 
inbound logistics and firm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oriented, shows higher 
degree of performance in the qualified and average price of products than the 
average of all P and M teams. Especially, Cluster 1 shows highest in the average 
price of products than other clusters. Therefore the managerial method of Cluster 
3 can be followed to enhance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the other P and M teams. 
Specially, Cluster 1 can be followed to enhance average price of products for the 
other P and M teams.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6 value activities that can help to lower 
production costs. The 4 value activities can help to raise the average price of 
products. The 5 value activities can increase production per area. Specially, the 4 
value activities can increase the rate of qualified products. 
Key words: value chain,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teams, competitive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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