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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球萵苣供應鏈加值整合策略之研究 1

陳勵勤 2

摘　　要

陳勵勤。2016。結球萵苣供應鏈加值整合策略之研究。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8：71-88。
經研究訪查及資料蒐集分析，整理出結球萵苣供應鏈加值方向，包括：1. 外銷規模仍有

成長空間，然缺乏品牌行銷，不利價值的提高；2. 產業之相關競爭者成員整合，可在外銷國

家市調、檢疫 ( 國際驗證 ).. 等，彼此互補合作先創造市場；3. 除貿易商外，國內業者的外

銷能力相當薄弱，有必要進一步提升；4. 就整體而言，擴大國內生產面積是可能的，萵苣外

銷日本及國內市場尚有空間；5. 自由貿易協定（FTA）影響大，亟需政府大力協助；6. 除傳

統市場外，大型連鎖超市、食材業者、團膳、餐廳已開始重視食品安全，且態勢相當明顯，

慣行農法之業者應掌握此一契機轉型從事驗證農產品的耕作，以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

7. 成功的務農業者，往往或多或少地採取企業化經營的理念，很明顯地，農企業在供應鏈的

運作上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現有技術： 目前多以 SWOT 分析產業優劣勢、機會及威脅來發展企業經營管理相關策

略。

創新內容： 本研究利用商業模式分析法來探討產業供應鏈 / 價值鏈間鏈結關係及加值策

略。

對產業影響： 提供產業供應鏈 / 價值鏈間鏈結關係之改善建議，以及未來加值策略研擬

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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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雖然活化農地政策鼓勵生產契作進口替代作物、具外銷潛力作物、地方特色農產品等，

但生產者仍以水稻為主要選擇，推測其因素為農民對栽種水稻技巧熟悉、土壤區域性、保障

收購制度、便利人力及農田管理…等等因素。而未種植其他作物主要原因可能為無法明確掌

握通路、生產技術不熟悉、獲利不穩定等，因此，本研究期望透過盤點農產業供應鏈，提升

農產品之集貨、物流、行銷等活動效率，以穩定生產獲利，協助促進農地的活化。

就政府推廣之契作作物或小地主大專業農等政策而言，均須擴大經營規模，經營面積擴

大後之管理模式均需調整，而供應鏈之管理即可能成為該項作物之加值或獲利因素。供應鏈

管理包括內部生產流程（生產技術與制度）、上游供應商、下游販運商乃至於顧客管理之整

體流程 (7)。另價值鏈分析，說明如何藉由整合組織的各項活動過程中，來獲得供應鏈或作業

流程之加值 (5)。而結球萵苣大佃農透過承租農地，以擴大經營規模提升投資效率。但承租農

地往往分散未集中，造成經營管理、記錄及採收上的難度，使價值鏈中生產管理（包括記錄、

驗證…等）的效率提升有限。

本計畫以結球萵苣為例，擬盤整產業供應鏈（價值鏈）及商業模式，並分析影響獲利之

相關因素，協助生產者加值活化休耕地之農產品供應鏈價值，有效率地進行農產品之集貨、

物流、行銷等活動，以協助促進休耕地的活化後，營運規模擴大後之管理。

文獻探討

1. 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曾經指出「現今企業的競爭，不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

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8)。當產業競爭相當激烈時，商業模式分析對企業有相當重要的

含意，透過商業模式的創新，企業有機會可以擺脫激烈的競爭，找到獨特的利基，創造

高於同業的績效。企業如果希望從高度同質的競爭中跳脫出來，商業模式的創新，對於

企業創造產品獨特的服務地位，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特別是對缺乏稀有科技的中小企

業而言，商業模式創新更是取得獨特市場地位的有效方式 (9)。

2. 在經營模式（商業模式）的建構上，合作夥伴的找尋與每階段不同核心價值的建構具有

直接的關係，從自身資源開始盤點近一步找尋合作夥伴，而後朝向外部資源提升動態能

力，整個循環也因此構成該階段的核心競爭力。在小農發展自有品牌於導入期開著重的

是自身價值定位，以自身家庭與土地共好理念為出發點的小農，在生產理念上較容易取

得消費者共鳴，進入到成長期時，則透過集團式經營共同行成產銷體系，逐步擴增產業

基地，並與第三方認證單位取得認證逐漸提升品牌能見度，而後進入到成熟期，著重的

是跨領域的結合，透過細部的分工，以企業化經營的模式，提升產值，並透過成本細部

的換算，訂定最適於該生產模式的行銷方案，逐步踏實的累積起農民本身的品牌價值，

為本案歸結具備有友善耕種理念的小農在農民品牌建構的經營（商業）模式 (1)。

3. 商業模式圖（Business Model Canvas）從顧客端開始推想（圖 1），先瞭解目標客群之

需求，找到價值主張，串起與顧客間的關係，透過收益流可以為創業定價機制的基礎

概念，此時，透過資源、活動將價值主張及產品服務傳遞給客戶，並找到可以有效影

響整個商業模式的關鍵夥伴，當整個商業模式概念建立後，對於所需成本結構也會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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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越清楚。利用這樣的思考模式可以幫助創業者勾勒一個完整的商業模式，讓商品服

務與市場所需相符，幫助創業者更系統性、完整的思考，也能幫助高階主管強化現行

組織運作。商業模式圖的九個建構區塊：客戶分類（Customer Segment）、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通路（Channels）、客戶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營收來

源（Revenue Streams）等 5個為銷售循環。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核心資源（Key 
Resources）、關鍵業務（Key Activities）、重要夥伴（Key Partnership）、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為供應循環（Osterwalder，2012）(2)。

圖 1. 商業模式圖

Fig. 1. Business Model Canvas

4. Frederick（1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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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美國供應鏈協會（Supply Chain Council, SCC）對供應鏈下的定義為：「供應鏈係指從供

應商的供應商到顧客的顧客之間，所有對產品的生產與配銷之相關活動流程」，而上述

主要活動涉及企業上下游之合作競爭關係，可視之為供應鏈活動。供應鏈的四個驅動因

子：設施、存貨、運輸及資訊，這些驅動因子不只決定供應鏈於回應和效率的績效，同

時也決定跨供應鏈的策略適合性是否達成。設施是指供應網路中存貨儲存、組裝生產製

造場所，有生產場所和儲存場所兩種主要的型式；存貨是指供應鏈間所有原物料、在製

品及完成品；運輸是指承擔供應鏈中各點間的存貨搬運；資訊是指由供應鏈有關設施存

貨、運輸和顧客等原始資料及分析所組成 (7)。

6. 價值網（Value Net）是 Brandenburger 與 Nalebuff（2004）(3) 根據競合理論所提出之分析

模式如圖 14。價值網以垂直軸表示產業上下游，中心對象為本身，水平軸左右為競爭者

及互補者，以成為一五角形模型，最後角色與角色之間關係（即互動之箭頭）為雙向互

動。實質上，價值網模型與賽局理論（Game Theory）密切相關，如何由開闢新賽局觀點

重新思考競爭與合作角色，是價值網分析方法之主要立論點。在價值網之五角模型中，

互補者是站在與競爭者相反之角色，其中競爭者所提供之產品與本公司現有產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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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互補者所提供產品與本公司互補，其中「互補」即是當顧客買 A 時，也一定會買之 B
產品。例如購買電腦的客戶，也一定需要電腦軟體，因此電腦供應商即是電腦軟體供應

商之互補者，反之亦然。並提出所謂之 PARTS 模型，其中 P 為 Players（參賽者）、A
為 Added Values（附加價值）、R 為 Rules（規則）、T 為 Tactics（手段）、S 為 Scope（範

圍）等。經由 PARTS 等有系統之分析步驟，競爭與合作策略與經營模式均可一一展開。

最後，競爭與合作是產業競爭常態，如何由賽局觀點，區別不同競爭者與合作者角色，

擬定新遊戲規則甚至創立新賽局，並且最終能主導整體價值鏈之分佈，是所有參與賽局

之廠商所需仔細思量的。

研究方法
一、資料蒐集與產業分析

為了解結球萵苣產業目前發展概況，透過供應鏈分析模式，盤點結球萵苣產業，進

行產業供應鏈架構建置，彙整繪製農產品供應鏈。並透過產業資料蒐集、訪談及問卷，

進行結球萵苣產業分析。

二、商業模式建立與落差分析

利用商業模式架構，選取主要業者為研究個案，進行其供應鏈上、中、下游之現況

盤點、供應端與需求端問題分析，調查其銷售循環（客戶分類、價值主張、通路、客戶

關係、營收來源）及供應循環（價值主張、核心資源、關鍵業務、重要夥伴、成本結構），

完成個案商業模式圖。根據其願景與現況之落差，研擬建議個案可能之發展、加值策略。

三、通路業者訪談、主題工作坊結論研擬加值策略與產業價值網描繪

整理與分析供應鏈業者的訪談資料，及參考三個專家主題工作坊（如何有效整合生

產端、生鮮農產品如何加入大型連鎖超市、生鮮農產品如何打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具體

建議，整理工作坊、產業分析、業者訪談等成果，研擬供應鏈之加值措施或策略。並運

用競合策略價值網分析，是描繪結球萵苣產業價值網。

研究結果
一、結球萵苣產業分析

(一) 產業定義與範疇

萵苣（Lactuca sativa L.）屬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原產於華南、臺灣、日本，

俗稱劍菜、鵝仔菜、媚仔菜。萵苣品種大致上可分為葉萵苣及嫩莖萵苣；而葉萵苣

則包含不結球萵苣和結球萵苣兩大類。嫩莖萵苣主要以中、南部於秋、冬季節栽培，

葉萵苣則一年四季皆可生產，結球萵苣則為秋冬冷涼季或夏季高冷地栽培。

一般而言，萵苣類屬冷涼蔬菜，喜好冷涼乾燥之氣候，忌高溫多濕，尤其包被

型結球萵苣對高溫多濕最為敏感。生育適溫不結球萵苣為 18 ～ 21℃，結球萵苣為

10 ～ 18℃，超過 28℃時結球不佳，若遇 30℃以上高溫則易產生分化花芽、抽苔等

現象。嫩莖萵苣成株耐寒力較弱，生育適溫在 16 ~ 20℃之間，日夜溫差大時莖部

較粗且貯藏物質較多，高溫長日下易促進花芽分化而抽苔。

萵苣屬於淺根性植株，耐旱及耐濕性皆不佳，主要根群分佈在表土 20 ～ 30 公

分內。故以疏鬆、通氣性良好、排水及保水力佳、富含有機質之砂質壤土至黏質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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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pH 值在 5.8 ～ 6.5 之間的土壤最為適當。而嫩莖萵苣之莖部肥大期及結球萵苣

之葉球肥大期其水份管理皆是關鍵。葉萵苣的不結球類從種植到採收僅需 30 ～ 40
天，結球類越冷生育期越長，栽種期 45 ～ 70 天不等；而嫩莖萵苣定植後 45 ～ 60
天即可採收。

萵苣品種若依形態上不同可區分為下列形態：

1. Crisp Head：又稱 iceberg type，為臺灣普遍栽培之結球萵苣，葉片卷合，球大，

耐貯運，以美國及歐洲南部為多。葉球約重 300 ～ 1,000g，外葉綠色且大，內葉

黃白色，葉緣有皺褶或波浪狀。

2. Butter Head：又稱 bibb or Boston lettuce，屬歐洲型，球型如甘藍。結球時葉片包

成一鬆軟的球狀，葉面全緣無缺刻，較光滑而有質感，葉肉嫩脆，品質柔嫩多汁，

不耐貯運，葉球重約 300 ～ 500g。一般在高溫下容易抽苔。

3. Cos or Romaine type：葉直立，緊密疊合如包心白菜，但葉片僅側面互相抱合，

臺灣近年才引進栽培，其特性為耐熱、耐運及耐病等。其下因葉片開張性不同，

又可分為 open type 及 self closing type。
4. leaf or leaf bunching lettuce：葉用萵苣，葉披針形，卵圓形，又分一般及皺葉兩種。

尖葉萵苣－耐寒性，品質佳；皺葉萵苣－耐寒且耐熱，可周年栽培，產量高。

5. stem lettuce：嫩莖萵苣，又稱 Chinese lettuce，為東方特有之消費形態，尤其在中

國大陸及臺灣。1938 年自美引進之品種仍為主要栽培品種，萵苣花芽分化後，莖

部抽長，在開花之前採收，可用於生食或加工處理。

常見之品種，嫩莖萵苣有帥透、陛下、掛絲紅；葉萵苣有屬於不結球萵苣之本

地白萵（改良白萵）、本地青萵、大尖葉萵、小尖葉萵、美國白萵和皺葉萵苣以及

屬於結球萵苣類之包被型（Crisp Head 型，美國型品種）、抱合型（Butter Head 型，

歐洲型品種）等。臺灣地區萵苣栽種適期如表 1。

表 1. 臺灣地區萵苣栽種適期

Table 1. Suitable planting period for lettuce in Taiwan

萵苣類型 播種期

南部 中部 北部 高冷地

嫩莖萵苣 食用葉部 週年皆可栽培生產 －

食用莖部 9 ～ 2 月中旬 9 ～ 2 月 8 ～ 2 月 3 ～ 8 月

不結球萵苣 9 ～ 2 月 9 ～ 3 月 8 ～ 3 月 3 ～ 9 月

結球萵苣 10 ～ 2 月中旬 10 ～ 2 月 10 ～ 2 月 3 ～ 9 月

葉萵苣 本省週年皆可栽植，以四月上旬至八月下旬栽培為適，北部

栽培較多。

(二) 市場的主要區隔與產品

結球萵苣產品在市面上主要以「原菜」及「組合沙拉」兩種型式呈現，而主要

以生菜沙拉食用，大部分（包含外銷日本及內銷）結球萵苣採收後，先進入截切加

工處理場後，再將食材分送至餐廳，供調理成生食使用；或組合成生菜沙拉鮮食盒，

直接於連鎖便利商店、超市、賣場販售。另外部分會經烹調熟食使用。隨著國人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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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西化，生菜沙拉鮮食不僅時髦，又有健康概念，這可從沙拉吧的風行得知 (14)。

(三) 產銷現況（產業發展沿革及市場、產業趨勢分析）

從表 2 來看，臺灣萵苣類蔬菜 92 ～ 104 年種植面積為 2,814 ～ 3,081 公頃，大

多種植生產於雲林縣，92~104 年雲林縣種植面積為 2,004 ～ 2,418 公頃，約占全省

70～80％。其中結球萵苣主要產區在雲林縣麥寮鄉、崙背鄉、二崙鄉、褒忠鄉等地，

種植面積約 600 多公頃，產量約 23,000 公噸，盛產期為每年 11 月至翌年 3 月。

表 2. 全省及雲林縣萵苣種植面積與產量

Table 2. Acreage and production of lettuce in Taiwan

全省 雲林縣

年度 種植面積 /
公頃

每公頃收量 /
公斤

收量 / 公噸 年度 種植面積 /
公頃

每公頃收量 /
公斤

收量 / 公噸

92 2,814 16,729 47,073 92 2,004 17,650 35,377
93 3,177 15,530 49,223 93 2,204 16,469 36,300
94 2,914 14,858 43,182 94 2,056 15,577 31,902
95 2,585 15,064 38,940 95 1,732 15,723 27,240
96 3,035 14,156 42,936 96 2,217 14,274 31,646
97 3,305 13,808 45,609 97 2,524 13,846 34,948
98 3,250 14,716 47,825 98 2,523 14,850 37,459
99 3,266 16,028 52,350 99 2,489 16,618 41,365

100 3,454 20,245 69,930 100 2,710 21,931 59,428
101 3,600 19,716 70,975 101 2,929 21,139 61,913
102 2,987 18,191 54,334 102 2,263 19,721 44,628
103 3,172 17,645 55,968 103 2,527 18,631 47,082
104 3,081 17,128 52,773 104 2,418 17,994 43,516

由於萵苣類屬冷涼蔬菜，喜好冷涼乾燥之氣候，忌高溫多濕，尤其包被型結球

萵苣對高溫多濕最為敏感。臺灣國內冬季裹作氣侯條件適宜結球萵苣生產，加上真

空預冷處理後運輸、外銷，產品到貨品質較佳，品質及價格非常具有國際競爭力。

目前臺灣冬季裹作之結球萵苣外銷主要市場為日本，約總外銷量 70 ～ 80％以上～

如圖 2），102 年外銷日本量甚至佔外銷總量 87％，其次為南韓、新加坡，此時因

日本國內冬季無法生產結球萵苣，臺灣因地理及技術優勢正好補足日本市場之供給

缺口，近幾年結球萵苣外銷量大幅成長，主要原因是日本市場之需求增加，因此未

來應更加注意日本市場變化或資訊蒐集。104 年外銷南韓的結球萵苣約 2,100 公噸，

比 103 年成長一倍，後續成長是否可以期待，仍需觀察與努力。

臺灣每年結球萵苣的流通量（圖 3），100 年時約 31,000 公噸，其中進口

12,594 公噸、出口 4,565 公噸、拍賣市場 3,017 公噸，另約有 10,800 公噸進入國內

截切加工廠或直接交易；102 年約 37,500 公噸，其中進口 14,519 公噸、出口 10,383
公噸、拍賣市場 3,096 公噸，另約有 9,500 公噸進入國內截切加工廠或直接交易；

而 104 年約 39,500 公噸，其中進口 16,011 公噸、出口 11,308 公噸、拍賣市場 3,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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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另約有 8,900 公噸進入國內截切加工廠或直接交易。顯示國內市場需求量穩

定，變動不大，100 年國內需求約 26,400 公噸、102 年約 27,100 公噸、104 年約

28,100 公噸。國內結球萵苣的 100 ～ 102 年流通量會有大幅成長，全仰賴日本市場

的發展，出口日本市場平均每年成長增加將近 3,000 公噸。103 ～ 104 年外銷日本

減少，但南韓市場 104 年比 103 年增加約 1,100 公噸，所以總外銷量持平，因此未

來結球萵苣外銷要持續成長，除持續維持日本市場的優勢外，南韓也是重點國家之

一，另也需拓展接近熱帶地區或冬季時溫帶國家的市場。

圖 2. 臺灣 99 ～ 104 年各外銷市場量

Fig. 2. Export volume of Taiwan lettuce on each export market (99 ~ 104)

圖 3. 臺灣每年結球萵苣的流通量

Fig. 3. Lettuce quantity in circulation in Taiwan (93 ~ 104)

若以結球萵苣 98 ～ 104 年流通產值來看（圖 4），進口價值由 98 年 1 億 4,431
萬元成長為 104 年的 2 億 646 萬元，緩步成長。另國內拍賣市場也維持穩定，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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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 5,013 萬元、101 年 5,258 萬元、104 年 6,216 萬元。但外銷結球萵苣價值自 98
年來，即有大幅成長之變化，98 ～ 102 年平均每年出口增加 4,000 多萬元，尤其

100 ～ 102 年平均每年外銷成長增加 8,000 多萬元，103 ～ 104 年持平，未有成長，

可能因外銷單價稍微降低的關係。

在 98 ～ 104 年結球萵苣單價方面（圖 5），外銷單價約為 25.2 ～ 31 元 /kg，
拍賣市場單價約為 15 ～ 19 元 /kg，進口單價在 10.5 ～ 12.9 元 /kg 之間，三種方式

之平均單價穩定，變化起伏不大。但外銷價格明顯比內銷拍賣價格高出許多，每公

斤約多 6.2 ～ 12 元，外銷結球萵苣收益相對穩定許多。

圖 4. 臺灣 93 ～ 104 年結球萵苣的流通產值

Fig. 4. Lettuce circulation Value in Taiwan (93 ~ 104)

圖 5. 臺灣 93 ～ 104 年結球萵苣單價

Fig. 5. Lettuce price in Taiwan (93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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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市場之結球萵苣的進出口數量，正好呈現互補之情形（圖 6 及圖 7），

在每年的 12 月至隔年 4 月為出口期，5 月～ 11 月則為結球萵苣的進口期。臺灣為

亞熱帶地區，每年冬季（11 月至翌年 3 月）氣候冷涼乾燥，最適合結球萵苣生長，

而此時溫帶地區（如日本）的冬季，蔬菜無法生產，臺灣正好補足溫帶地區無法生

產結球萵苣的缺口，造就了近年來外銷至日本的結球萵苣成長。

圖 6. 103 ～ 104 結球萵苣各月流通量

Fig. 6. Monthly amount of lettuce in circulation in Taiwan (103 ~ 104)

圖 7. 103 ～ 104 年結球萵苣各月單價

Fig. 7. Monthly price of lettuce in Taiwan (103 ~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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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產業組織分析

產業集中度方面，國內生產之結球萵苣多數外銷，且以日本市場為主，大約

每年外銷日本約 700 多個貨櫃，103 ～ 104 年當季其中以三大生產管理單位約外銷

650 多櫃（分別為 450、80 ～ 100、80 ～ 100），約佔外銷日本市場 90％，外銷結

球萵苣多以「原菜」型式進入日本國內截切加工廠為主。

產品（或企業定位）的差異化程度上，目前各生產單位之結球萵苣幾乎沒有任

何差異，皆以「原菜」型式流通於市場及外銷。因此有生產單位欲以 GLOBALGAP
及 ISO22000 國際驗證來建立品質與安全之差異化，企圖建立結球萵苣產業進入門

檻，並且或可取得外銷其他國家之門票。

企業的多角化程度、垂直整合程度與產業價值鏈分析（上下游分工關聯），結

球萵苣產業垂直整合程度如圖 8（萵苣（結球萵苣）產業供應鏈）所示，整合較完

整的僅從農民、土地…至採收、集貨包裝，部分生產管理單位往下整合至截切加工

或鮮食沙拉組合生產，更下游的物流、貿易、行銷或通路尚未有垂直整合，至於往

上的創新研發如：種苗、資材…等，也尚未發展。

圖 8. 萵苣（結球萵苣）產業供應鏈（產業價值鏈上下游分工關聯圖）

Fig. 8. Supply chain of lettuce industry

萵苣（結球萵苣）產業供應鏈說明：

1. 供應端：契作種植生產面積約 600 ha ～ 700 ha，其中三大生產管理單位約契作

500 多 ha，且佔外銷日本量約 90％。契作生產農戶負責生產管理，包括定植、灌

溉、施肥、除草…等田間管理，病蟲害防治與採收由契約主（個案 / 管理單位）

負責雇工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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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契約主（個案 / 管理單位）：負責病蟲害防治、採收、集貨、包裝、預冷與採後

處理、行銷、安排生產排程…等，其他如：訂單接洽、物流安排與市場風險承擔。

3. 物流：103 ～ 104 年當季產量 45％外銷，經貿易商進日本加工市場、韓國、新加

坡…等，及部分進大陸市場。55％內銷，經加工廠、行口商、蔬菜配銷公司、拍

賣市場、截切調理包裝場，進入餐飲速食店、早餐店、食材業者、一般市場、便

利商店、賣場超市…等。

4. 顧客：接近消費者之販賣為連鎖餐飲店、速食店、早餐店、食材業者、一般市場、

賣場超市或便利商店…等。

從「微笑曲線」(6) 來看（圖 9），結球萵苣生產管理業者位於產業價值鏈中間

之生產及加工活動部分，附加價值最低，因此部分業者正往品牌及行銷推廣等活動

邁進，另也可往檢疫（國際驗證）、市調方向加值，冀能提高產品附加價值。

圖 9. 微笑曲線圖

Fig. 9. Smiling Curve

(五) 生產模式

結球萵苣屬於結球之葉菜類，因此較不易長期冷藏，通常採收後先以真空預冷

後，貯藏冷藏庫，再裝櫃外銷，冷藏最久僅 1 個月。其生產流程如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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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生產排程分批種植

與貿易商接單（外銷）及訂定契約

訂定計畫生產排程及與農戶 / 產銷班契作

分批採收並分級（由合作社場統一採收）

集貨及真空預冷

年度分析與檢討

1. 配合貿易商出貨外銷

2. 國內速食店截切處理廠

3. 國內生菜沙拉調理包裝廠

4. 內銷（拍賣、行口、食材配送商…等）

冷藏

田間管理作業（部分作業由合作社場統一作業）

合作社場或企業

圖 10. 結球萵苣產銷作業流程圖

Fig. 10.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processes for lettuce

(六) 內部及外部環境（SWOT）分析

項目 內部及外部環境（SWOT）分析

優勢

機會

A. 溫帶地區日本冬季氣候嚴寒致無法生產結球萵苣，需仰賴國外進口以供

應市場所需，此時臺灣氣候適合生產，品質相對穩定，且價格具競爭力。

B. 除冬季時之日本市場外，距臺灣近（地理優勢）之溫帶地區其他國家（如

南韓、大陸小眾或目標市場）的市場，另外，接近熱帶地區市場（無法

生產結球萵苣）也可拓展。

C. 在速食及生機飲食的推波助瀾下，結球萵苣未來發展之可能性無可限量。

劣勢

威脅

A. 目前外銷市場較集中於日本市場（佔外銷量 80％以上），考量未來若臺

灣在日本市場的地位被取代，應如何應對。

B. 另或有其他競爭者加入（與臺灣同緯度之大陸地區，也有相對之地理優

勢，為潛在競爭者）。

C. 國內其他產業生產者的競爭或大型企業的進入。

D. 產業中其他參賽者扮演不同角色加入競爭，如物流業者（互補者）、種

子業者（供應者）、貿易商（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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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業模式分析

(一) 產業商業模式現況分析（圖 11）
銷售循環部分：

1. 經營理念（品質、差異化）→價值主張（產銷履歷）→連結管道（報導、口碑、

生菜文化活動）→顧客（外銷、加工廠（速食業、超商）、食材配銷商、行口商）

→收入（農產品本身）。

2. 經營理念（不增產、降低不穩定配比）→顧客關係（良好規則篩選下游端）→顧

客（加工廠（速食業、超商）、食材配銷商、行口商）

3. 經營理念（分級理貨、加工截切）→價值主張（穩定供貨源）→連結管道（業務

推展）→顧客（外銷日本、大陸）→收入（農產品本身、蔬菜盒）→經營理念（品

質差異化）。

4. 價值主張（蔬菜盒調配加工）→連結管道（毛遂自薦）→顧客（加工廠（速食業、

超商）、賣場、食材配銷商、行口商）→顧客關係（協助開發新產品）→經營理

念（研發新產品）→價值主張（蔬菜盒調配加工）。

供應循環部分：

1. 關鍵夥伴（契作農戶）→核心資產（田間技術知識、在地優勢）→夥伴關係（固

定收購價、關係建立已久）→支出（契作成本、生產運輸成本）→關鍵活動（產

銷計畫、生產管控）。

2. 經營理念（研發新產品）→關鍵活動（產銷計畫、蔬菜截切及研發）→關鍵夥伴

（契作農戶）→夥伴關係（固定收購價）→支出（契作成本、加工成本、損耗成

本）→價值主張（蔬菜盒調配加工）→核心資產（技術知識、專業截切廠）→關

鍵活動（原料統籌）。

圖 11. 產業商業模式現況分析

Fig. 11. Industry business model analysis for presen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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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未來可能發展、加值商業模式分析（圖 12）
銷售循環部分（未來可加值策略）：

1. 收入（農產品本身）→經營理念（改善廠房 ISO22000 標準）→達到經營理念（品

質差異化）。

2. 經營理念（不增產、降低不穩定配比）→顧客關係（良好規則篩選下游端）→顧

客（外銷大陸大陸小眾或目標市場、食材配銷商）。

供應循環部分（未來可加值策略）：

1. 價值主張（GLOBALGAP）→關鍵活動（臺糖租地、大面積相連或鄰近活化休耕

地） →關鍵活動（產銷計畫、生產管控）→關鍵夥伴（契作農戶）→價值主張（穩

定供貨源）。

2. 經營理念（改善廠房 ISO22000 標準）→關鍵活動（投資包裝設備）→支出（投

資本業設備成本）→經營理念（墊高產業進入門檻）。

圖 12. 產業未來商業模式分析

Fig. 12. Industry business model analysis for the future

三、供應鏈未來可能加值及產業價值網分析

結球萵苣供應鏈可能加值策略（圖 13），包含供應端生產面、物流集貨配送與消

費端：

1. 加強品質、設備，以達國際驗證標準。 
2. 機械採收，強化安全、效率。 
3. 臺糖租地、大面積相連或鄰近活化休耕地，強化管理。 
4. 穩定契作供應鏈，確定耕作制度（水稻輪作），穩定品質。 
5. 與食材配銷商建立夥伴關係，以提高產品價值

6. 市場調查（大陸、溫帶國家）。 
7. 積極開拓除日本以外之市場（大陸小眾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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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結球萵苣供應鏈可能加值策略

Fig. 13. The possible value added strategies for lettuce supply chain

從競合策略觀點來看，結球萵苣產業價值網如圖 14。各生產者（競爭者）在分產

業大餅時才是競爭，在創造產業大餅時，可以互補或是合作。若再配合微笑曲線來看，

結球萵苣產業之相關競爭者成員，可以在產業價值鏈中附加價值高的方向合作加值，如

外銷國家市調、檢疫（國際驗證）…等，冀能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彼此互補合作先加值

創造產業更大的餅。

顧客：

貿易商、外銷國家、賣場超市、

超商、連鎖速食業者、食材配

銷商、行口拍賣、早餐業者

供應商：

種苗及資材業者、代耕業者、設

施設備業者（集貨冷藏 )、契作

農戶及土地…

競爭者：

其他結球萵苣生產者、其他

作物生產者……

結球萵苣

潛在競爭者：

貿易商、物流冷藏業者、

截切加工包裝廠、賣場

超市超商、連鎖速食業

者、代耕業者、契作農

戶及土地…

潛在互補者：

其他作物 / 結球萵苣生產

者、貿易商…

互補者：

物流冷藏業者、截切加工包

裝廠…

圖 14. 結球萵苣產業價值網

Fig. 14. The industry Value Network for lettuce

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產業分析、供應鏈及商業模式現況分析，整理出結球萵苣供應鏈加值方向如下：

結
球
萵
苣

消  

費  

者加強品質、設備，以達國
際驗證標準。
機械採收、強化安全、效
率。
臺糖租地、大面積相連或
鄰近活化休耕地，強化管
理。
穩定契作供應鏈，確定耕
作制度（水稻輪作），穩
定品質。

市場調查（大陸、溫帶
國家）。
積極開拓除日本以外之
市場（大陸小眾市場）。

與食材配銷商建

立夥伴關係，以

提高產品價值。

研 發 生 產 加 工 集貨配送 調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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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際行銷

結球萵苣已具有外銷日本的實績，而且日本市場仍有一些成長的空間；然大都以

無品牌的方式透過貿易商交給日本的商社；這樣的模式無法將臺灣高品質的產品與大

陸及東南亞的產品做有效的區隔。

至於大陸與美國市場則由於重視價格，以無品牌的方式銷售臺灣的農產品，將處

於不利的地位；未來也許可以考慮以品牌的方式進入這兩個地區，運用品牌差異化，

擺脫價格的糾纏。

除貿易商外，國內業者的外銷能力相當薄弱，有必要進一步提升。結球萵苣產業

之相關競爭者成員，可以考量在產業價值鏈中附加價值高的方向合作加值，如外銷國

家市調、檢疫（國際驗證）…等，彼此互補合作先加值創造產業更大的餅及提高產品

附加價值。

2. 國內市場

由於萵苣以外銷為主，國內市場應也有發展空間；在訪談中證實，媒體的力量相

當地大，許多業者的崛起與媒體的大幅報導有著絕對的關係；此外，定期舉辦活動（文

化活動、嘉年華活動、…）亦有相當的助力。

3. 擴大生產面積的可能性

借由市場拉動供給；如前所述，在外銷日本方面，結球萵苣尚有空間；當然其他

國家或地區（中國大陸、美國、東南亞、或其他國家）則在適當的行銷作為後，應可

擴大萵苣需求量。

4. 以計畫性生產降低農產品價格的波動，及加強土地整合

農產品價格波動大，為所有業者共同的痛；計畫性生產為大型農企業運用的重要

手段之一；然各大型農企業大都憑著自己對市場的瞭解、貿易商提供的預估訂單，估

計下一季需求量，進行計畫性生產；因此運用科學的方法，例如大數據（big data），

將氣候、其他國家、其它農產品價格的變動、…等等因素一併考量，應可提升計畫性

生產的效能。

拜訪的農民幾乎千篇一律的提到希望使用臺糖的土地，或大面積相連 / 鄰近活化

休耕地，以強化管理；雖然目前政府推動小地主大佃農的政策，也產生許多正面的效

益；然仍未能滿足大面積、企業化經營的需求，政府也許可以採取更積極施政措施來

協助。

5. 自由貿易協定（FTA）影響大，亟需政府協助

各國間陸續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我國的業者平白地比其他競爭者在我國最主要的

出口市場—日本，相對多出 6％的關稅，對臺灣的衝擊相當地大，政府與業者恐需立

即採取因應措施。

6. 通路食品安全的重視

除傳統市場外，大型連鎖超市、食材業者、團膳、餐廳已開始重視食品安全，有

助於提升農產品的附加價值；另可與食材配銷商建立夥伴關係，以提高產品價值。

大型連鎖超市（店）已開始提供安全性的生鮮食材，然由於吞吐量大，往往重視

價格波動，並有向前整合的趨勢，造成生產端與大型連鎖超市（店）的緊張關係；而

這種緊張關係在某些大型連鎖超市（店）更為明顯。

7. 企業化經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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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務農業者，往往採取企業化的經營，包括設備、機械效率提升及管理達國

際驗證標準…等；然深究其企業化的程度（與高科技產業相比），囿於老一輩留下來

的思維，往往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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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added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Lettuce Supply Chain1

Chen, L. C.2

Abstract
The value-added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lettuce supply chain include: build-up of a brand on the 

market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members, expanding of the export capacity expand the production 
area for export to Japan and domestic market, need government help to reduce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 food safety in the marketing channels, enterprise management philosophy.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The SWOT analysis is commonly used in indu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y.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A business model analysis is adopt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added strategies for the industry.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Discussion of possible value added strategies for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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