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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鉴於秋茂对於台湾「农产安全把关制度」之亲身经历及对大陆地

区相关制度之观察及科研，虽都有好的规划理念，但消费者实际对於

「政策」、「认证」、「制度」及「标章」等是一知半解，例如台湾的「吉

园圃」、「产销履历」及「有机认证」等，大陆地区的「无公害」、「绿

色」及「有机认证」标章等。农产品上的「认证标章」对消费者而言，

是无意义的，是无感的，是无价值的，甚至，出现的另外一种声音是，

这个认证可信吗?贴了一张认证贴纸，我就要多花购买，又是什麽骗

钱的花招呢? 

相对的，生产者对於复杂性管制制度(采样、检测、查巡、记录

及建档等) 的认可配合程度，系由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反馈而决定，毕

竟，该制度建立是具有自愿性、多付出性及被受监控稽核性等特质，

因此消费者能否真正认知制度的诉求及认同制度的严谨性，是制度推

动的成败关键。 

就目前台湾最为广普的「农产品产销履历」制度，推动上的最大

困难，在於消费者多误以为只是单纯生产纪录的公开，并不明白其中

还有著严谨的风险管控制度，因此产销履历的产品在市场上并没有显

著价差，致使农民在辛苦符合规范同时，无法享受与付出对等的代价。

加上前一代的「吉园圃」标章的造假事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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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度更是加深。 

相同的问题一样存在大陆地区，甚致更加严重，农民不但没有配

合建立制度诱因，另更缺乏一个可以公平以品质鉴价的透明公开平台，

例如台湾的蔬果拍卖市场。辛苦的代价，甚至生计，被操控在某些商

人手中，自然不可能多花心力及成本申请符合制度认证，更别说有动

力想产出品质更佳的农产品。 

但，其实食安问题严重的大环境里，「安全蔬果」是被「渴望」

的，就大陆整体提升的经济、消费能力及环保健康意识而言，更多的

付出，换得更安全的食品，是消费者愿意，也正在期待的。 

为了安住消费者的心，信任农产品的安全性及价质性，进而让消

费力影响农民，对安全蔬果积极生产和制度的自愿性建立，甚至高端

品质的量出等正向农产循环。「秋茂合作社」以过去「农产整合」、「质

量分级」及「策略运销」等经验，提出此「精品农产分级行销策略」，

短期首创引用「奢华精品」的农产运销策略，中期导入透明公开的「农

产分级拍卖」销售机制，及「合作社整合功能提升」分级理货，让精

品普及化，长期促使优质产销默契正向，广设「安心精品食材专卖平

台」，增加农产国际能见度，甚至大步走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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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规划 

短期:「奢华精品」农产品牌建立，并由政府单位主力推广 

此为一「抛砖引玉」策略，由政府单位主导创立一安全健康LOGO，。

强化落实现有的把关机制，让特级蔬果，由政府单位以「奢华精品」

的高价档次行销手法推广。因为「精品」+「政府」+「高价」，证明

政府有能力种植辅导，有能力为安全把关，安定生产者的心。由此短

期策略，快速让产销二者对政府制度的配合与信任。 

中期:「农产分级拍卖销售平台」建立，「合作社整合功能提

升」分级理货，让精品普及化 

各县市设立官方「农产拍卖市场」，各地合作社整合功能提升，

由合作社掌握市场，避免供需失衡。农产品质及规格由人执行把关，

共同建立信任品牌。农产品质与价格对应化、公开化、透明化、安全

化及合理化，生产者迹可循。农产安全制度规范鲜明宊显，更受重视，

获取更高应得奖励代价，使安全制度更完善且落实，精品阳普及化。 

长期:广设「安心精品食材专卖平台」，云端飞送，宏扬国际 

这是一个「化被动为主动」行销策略，经短中期经营酝酿，消费

者心里渐可以对具有安全规范标章的食品(有机认证、绿色认证等)

产生信任及放心，以「蔬果箱」概念，扩广为「云端放心精品食材」

飞你家经营模式，再者，「放心精品食材」被受注目，宏提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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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說明 

短期:「奢华精品」农产品牌建立，并由政府单位主力推广 

此为一「抛砖引玉」策略，由政府单位主导创立一安全健康 LOGO，

例如绿色 A级或 AA级。强化落实现在的农药、肥料及品质分级等把

关机制，让特级蔬果，在政府严格把关(检验、测试，认证等)之下，

有著绿色 A级身份(LOGO、标章，包装等)，再由政府单位以「奢华精

品」的高价档次行销手法推广。 

因为「精品」在广大的市场里(大中国甚至国际性)，才有市场能

见度，因为「精品」+「政府」证明政府有能力为安全把关，安定消

费者的心，因为「精品」+「政府」+「高价」，证明政府有能力种植

辅导，安定生产者的心。由此短期策略，快速让产销二者对政府制度

的配合与信任。 

什麽是「奢华品牌」? 

简单来说，他解决的不是你的「需要」，而是你的「想要」。要成

为奢华品牌，重点不在於「贵死人」，而在你的品牌必须要「渴望」。

消费者看待奢华品牌的心理是如何?对於真正的使用者来说，他不希

望他用的产品到处泛滥，必须尊贵、独特、有质感，才显得出自己与

众不同的唯我独尊，简单讲就是「稀有」。相对的，生产者的心态也

是一样，物以稀为贵，名气高了，自然商品价植也会随之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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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相反的心理是，大家必须得要识货，并懂得赞汉惊呼，投以羡

慕眼神的崇拜。如果少了这个眼神、这个渴望，柬西再贵、再稀有，

你就只是孤芳自赏，没价值感。这就是为什奢华品牌的消费者，希望

只有我有(稀有)，但最好大家都懂(普及)的心理。 

就大陆民众对於蔬果饮食而言，在大陆政府大力支持，全力推动

下，全国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水涨船高。对於食安问题更为

重视，安全及优良食品的选择意识逐渐深化，价格已不再是购买的第

一考量，如何让他吃的放心才是最重要的。而这种「渴望」打哪来?

来自想要但要不到。 

精品农产行销理由 

「奢华精品农产品牌」建立，产量必然稀少，就像一个手工皮包，

需要经由大师工艺，长时间醞釀而得，代表著「稀有」及「品质」。「品

质」满足了大家想要的渴望，「稀有」代表著只有少数人能得。 

「想要」打哪来?来自「知道」但「得不到」的行销手法，快速

让产销二者农产品质的改观，对政府的制度更愿接受、配合与信任。

并由政府单位主力推广，就是满足行销目的的，「知道」打哪来?就来

自广为告知的「行销」策略。先引导人民接受，政府是有能力做到的，

绿色食品的把关制度规范是建全可落实的，进而接续中期规划，让「奢

华精品」平价化、广普化，政府的辅导把关下，精品就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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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精品品牌案例 

 85℃的成就，来自於「五星级饗宴，平价化体验，物超所值」，

仅以一杯精品咖啡，成就 85℃整个国际化的企业。想一尝 85℃的甜

品咖啡，对一般小老百性而言，是需要付出比一般较高的中等价钱来

满足，但让人放心的是，85℃的品牌形象，就代表著将享用著物超所

值的高级享受，进入一种另人身心灵都放松的美食饗宴。 

 在期经营理念里，从原料到产品，样样都精品，严选把关，样样

都惊艳，回味无穷。他的作法保有了「稀有」及「品质」，让产品说

话，广为相传的「想要」及「知道」，最后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得到」。 

 



8/17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编制 2018.05 

85℃精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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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农产分级拍卖销售平台」建立，「合作社整合功能提

升」分级理货，让精品普及化 

各县市设立官方「农产拍卖市场」，各地合作社整合功能提升，

统一种植技术辅导、资材采购、设备供享及人力调配等降低生产成本。

销售由合作社时程安排、集货、进磅、筛选、清洗、选别、包装及出

货。 

屏柬柠檬合作社集货分级厂 

 

合作社统一分级理货优势 

由合作社统一整合生产者，掌握市场趋势，分区安排种植及采收

时程，避免同一时间供货过盛，压低价格。农产货品品质(特、优、

良)及规格(大、中、小)由合作社训练专人执行，由合作社把关，共

同建立信任品牌。个体户的特级货品再好，没有大品牌也称不了精

品。 

共享农耕设备、资材、专业技术及市场，例如一台清洗式选果机，



10/17  台湾秋茂果菜生产合作社 编制 2018.05 

初期投资成本颇高，且使用频率甚低，若能以合作社身份采购，单一

人投资成本就不成压力，机器的使用频率价值也材能提高。 

统一由合作社，聘请学者专家教授最新专业栽培技能，统一采购

严选有肥料农药等资材，甚至设有专业技术顾问等，在降低采购成本

外，更可保障农业永续，不让劣质肥料伤害土壤，不让错误用农药赔

了收成，同时，合作社每一成员均有保障收成，大家的品质也都一致，

合作社的精品品牌也就愈受大众注目，收入都然宊破增加。 

 

秋茂合作社分级行销品牌策略 

 

精品级(见箱如精品) 

1.依客户需求标准，由合作社统一分

级、理货及运送，即「客制化精品」，

见白箱即见秋茂品质，客户安心。 

2.依地区需求标准，由合作社统一分

级高级货色，於各地拍卖市场，建立

品牌及信用，承销者不需再验货，即

直接競标抢货。 

3.精品货色受承销者信任后，由合作

社直接供货给固定客户，省去競标抢

货、运输及拍卖市场管理费用。 

 

分选级(合作社把关，见箱见品质) 

1.依拍卖市场标准，由合作统一分级

(特、优、良)、理货(大、中、小)，

确保品质统一，规格统一。 

2.承销人开箱见单箱货品，即见整批

货品，省事且无压力，快速競标抢货

不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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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级(个体户自行分装，品质不稳) 
1.公共版本纸箱，无自我品牌建立，易发生

生产者有鱼目混珠。 

2.个体户依自已标准分装，常因未了解拍卖

市场标准、该等货品量不足及私心贪念等，

货品品质不一，承销人承担相当高的销售风

险，生产者易被承销人或消费者列入永不录

用黑名单。 

 

官方农产分级拍卖销售平台优势 

1. 生产者有地方销售，可更放心踏实生产，无需担心通路问题。 

2. 承销者有地方批货，经营面向更广，更节省人力物力，农产

普及度增个。 

3. 以价制量，以质制价，平衡农产供需，避免单项作物过量开

发，销售困难，生产者血本无归。 

4. 农产品质与价格对应化、公开化、透明化、安全化及合理化，

生产者将有迹可循，辛苦有应得合理代价，利益不再仅落於

某些人群。 

5. 农产品质好坏有所标准依据，方能修正及提升种植技术，对

应性的价格，促使产业正向进步化，更有动力投入更安全及

高品质的农产生产。 

6. 拍卖前的安全把关为食安先设一道防火牆，问题产品不流入

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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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产安全制度规范之农产品，可被鲜明宊显，更受重视，获

取更高应得奖励代价，使安全制度更加完善且落实。 

8. 生产者更有动力生产高品质产品，生产者增加收入，消费者

更能吃到好蔬果，正向关系下，精品蔬果更普及。 

 
农产品批发(拍卖)市场交易行情站 

 

产品交易价量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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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拍卖官方分级标准 

  
分析标准 

特級:同一品種，成熟適度，果形完整，色澤優良，無病蟲害及其他

傷害。 

優級:同一品種，成熟尚適度，果形尚完整，色澤良好，無嚴重病蟲

害及其他傷害。 

良級:品質次於優級品，但有商品價值者。 

规格标准(果重：公克)  

大（L）：80以上 中 （M）：60~80   小（S）：未達 60 

容器種類：紙箱(單位：公厘，外徑) 

  長：400  寬：350  高：300  淨重：10公斤 

釋義(一般果菜之分級包裝) 

 同一品種：按其固有品種之植物性徵相同者。 

 成熟適度：已充分發育至該品種固有之大小及採收熟度者。 

 果形完整：外觀無變形、畸形，具有該品種固有形狀特性者。 

 株形完整：植株無斷裂、破葉，具有該品種固有形狀特性者。 

 色澤優良：著色優良，外觀清潔，具有該品種固有顏色者。 

 色澤良好：著色良好，外觀清潔，具有該品種固有顏色者。 

 果面光滑：果實表面無粗糙、皺縮、凹凸、腫塊等缺陷，表皮光亮且細緻

者。 

 質幼嫩：質地細嫩，無軟化、萎凋及皺縮情形者。 

 果穗完整：果穗均勻，無脫粒者。 

 質地堅實：果實受輕微指壓，無鬆軟感覺者。 

 病蟲害及其他傷害：因病害、蟲害或栽培、採收、收穫後處理及流通過程

等造成之腐爛、傷疤、水傷、裂痕、擦傷、壓傷…等，影響外觀及品質者。 

 淨重：扣除紙箱及所有襯墊物後之產品重量。 

 包裝規格：紙箱長、寬、高為紙箱之外徑。 

 統一編碼：即產銷供應鏈追溯號碼，為便於臺灣地區農產品產銷供應鏈資

訊連結，農糧署依據蔬果品名代號表制定統一編碼。 

 品名代號：以 103年度臺北農產運銷公司發行之果菜品名電腦語音代碼表

為依據，其中有▲代表照片圖例之品項（品種）。 

特

级 

优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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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广设「安心精品食材专卖平台」，云端飞送，宏扬国际 

这是一个「化被动为主动」行销策略，经短中期精品、分级及安

全规范证策略经营酝酿之下，消费者心里渐可以对具有安全规范标章

的食品(有机认证、绿色认证等)产生信任及放心，无论此时的农产商

品价格高低与否，均已被视为「精品」看待。当然，因商贸关系，此

时在各家超商门市，消费者都不难买到此等「放心精品蔬果」，但毕

竟仍有其他摸不清的商品存在，该如何选择?该如何买的健康安全又

实惠?真会让人伤透脑筋。 

何不让我们来，透过集中、把关、严选及整合等，将这些好米、

蔬菜、水果、畜产、渔产及深加工品等，放在一家专卖店里，消费者

走进店里的每个角落都很「放心」。配合网路通讯世代的微信、云端

及电商等，结合发达的物流系统穿针引线，以「蔬果箱」概念，扩广

为「云端放心精品食材」飞你家经营模式，有鱼有肉有蔬菜水果，还

可搭点健康零食，可再与营养师配合组织菜色，可再将与五星大厨创

新食谱，吃的是当季最新鲜蔬果，高贵而不贵。在这渐忙录的社会里，

由这「专卖店」安排好一个家庭的三餐，而且是安全又健康的三餐，

开创这「忙录经济」为家庭主妇减少了压力，同时也增加了更多幸福

感，安全健康食材主动到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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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毒的家线上概念站(云端购物平台)，严选各式精品品牌 

 

 

 
有机蔬菜箱(云端购物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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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品牌猪肉商品(云端购物平台) 

 

放眼世界，全球人类均对安全健康蔬果，因需求而渴望，那里有

好柬西必设立渠导引入，例如日果哈蜜瓜，曾被喻为「全世界最好的

水果」，各国争相进口入国，当然，价格一定不便宜，被赞汉不知是

水果还是宝石。所以，只要是「放心精品食材」绝对有宏扬国际之实

力，例如四川苍溪红心猕猴桃，只产於四川特殊土壤气侯，特殊红心

外型，营养价质极高、容易有机栽培，易储存易运输等，形象鲜明，

绝对是个国际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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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夕张哈蜜瓜 

 

 
红心猕猴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