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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利用宜蘭大學有機農業發展中心所開發的「有機

電子商店」平台，為產學合作的台盛有機農場建置有特色的有機農產

品商務網站，透過網際網路的傳媒，利用網路行銷達成高利潤低成本

的生意，幫助台盛有機農場建立網際網路通路。  

  進ㄧ步利用「有機電子商店」平台的功能結合行銷策略，為農場

經營創造更佳利潤。而本平台主要系統功能為商品管理系統、訂單管

理系統、會員管理系統。利用這些管理系統功能配合不同的行銷策略

以創造更好的效果，預期效果為增加產品銷量、加深台盛有機農場形

象、提高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的認識，並做到更佳的顧客關係管理。 

 

關鍵字：有機農產品、網路行銷、顧客關係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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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緖論 

本章將呈現本研究主軸與大綱，本章內容分為四個小節：1. 1主要

為本研究的研究背景與動機，1. 2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1. 3 說明本研

究的研究流程，1. 4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1.5主要利用之有機電子

商店平台介紹。 

 

1. 1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全球吹起｢綠色消費｣風潮，食用有機農產品成時髦消費。

在全球環保意識抬頭下，有機農業強調無化學藥劑、使用有機肥料，

取之於自然，用之於天然，達到充分資源循環、永續利用。 

目前的台灣，有不少超市紛紛設立有機專區，囊括吃的、生活用

品等。大型企業如統一、台塑、永豐餘等集團也投入有機食品宅配服

務，專供中高收入族群，一年預計約有十五到二十億元的商機。 

隨著全球網路應用風潮的興起，造就全球上網者急遽增加，而今

日電子商務應用已漸成為企業提升公司形象、提供新產品資訊之新興

管道。然而現今電子商務及宅配送貨的興盛，網路行銷、訂貨、付款

與宅配送貨的便利，吸引許多健康養生環保的有機消費者與網路使用

者。因此，有機農場要提升市場競爭力，運用商務網站來開闢新行銷

通路，網路是經營策略發展要思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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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台灣的有機農產品產業，於知名入口網站搜尋引擎大部份

出現政府機關或各鄉、鎮、市級農會的網站，幾乎都在提供有機蔬果

的健康觀念，並無實質的有機農產品交易，沒有完善買賣機制的網站，

因此規劃讓網路上的有機農產品產業，產生不同的感覺，做出在網路

上有更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有機農產品網站服務。 

 

1. 2研究目的 

    基於前節的研究動機，於網路賣有機農產品的服務，讓需要買菜

卻很少出外的消費者在網路上也能購得有機蔬果，讓很少注重健康飲

食的消費者也能看到特色、專業的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評估目前網路上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的特色。 

2. 配合產學合作之台盛有機農場，利用「有機電子商店」平台，建置

有特色的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 

3. 規劃有機農產品的網路行銷策略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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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研究流程 

本研究，首先蒐集有關網路行銷與有機農產品相關的文獻後，擬

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之後規劃設計方向架構圖並進行製作，製作

完畢時在進行系統評估與改善。 

研究流程如圖 1-1： 

 
 
 
 
 
 
 
 
 
 
 
 
 
 
 
 
 
 
 
 
 
 
  
 
 

圖 1-1研究流程圖  

文獻蒐集 

系統評估與改善 

結論 

網頁測試修改 

擬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網站建置規劃與設計 

執行網路行銷策略建議 

市場調查與網路行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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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中的執行網路行銷，包含社群行銷、關鍵字行銷、網路排名、

病毒式信件行銷和異業結盟等。 

 

1. 4研究方法與設計 

如前節 1. 2 研究目的所述，本研究建置具有特色之有機農產品商

務網站。所運用的方法有以下二部份： 

(一)有機電子商務系統規劃程式設計 

    主要利用宜蘭大學有機農業發展中心所開發的「有機電子商店」

平台做為工具，建置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以利於取網路行銷與消費

者電子商務網站。 

(二)個案研究與網路問卷 

    針對現有大型企業有機事業網路行銷的蒐集數據與設計概念做成

參考個案研究，來了解此產業的競爭對手行銷手法。此外，本研究主

要以產學合作之台盛有機農場為主要研究對象，利用網路問卷蒐集與

了解有機蔬果消費者購買習性與滿意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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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有機電子商店平台 

  本研究所欲建置之商務平台，是租用宜蘭大學有機農業發展中心，

所開發的「有機電子商店」平台。「有機電子商店」平台著重在產業系

統資料庫的建置，並朝向 B2B2C 的經營，生產者、經銷商與零售業者

可直接在網路上交易，舉凡廣告、報價、訂購、銷售、付款等皆可經

由網際網路完成。由於上下游通路間資訊整合，將能快速地反應市場

需求、降低成本、提高服務，使交易之雙方同受其利，促進有機農產

品產業競爭力之提升。有機農產品產業電子商務網站並非完全取代現

行有機農產品的行銷通路，而是要讓行銷通路更具多元化，甚至能與

現行通路互補並發揮加乘效果。為強化有機農產品產業體質及增加競

爭力，以資訊科技結合供銷、物流、金流，發展有機食品電子商務。

為協助有機農業及有機食品業者對電子商務的深入瞭解，以滿足業者

對電子交易之需求。 

1. 系統功能包含會員系統、商品購物系統、訂單管理系統其中包

含金流及線上刷卡。支援 HTML 語法與其他多媒體檔案的上傳。 

    2. 平台瀏覽基本需求： 

作業系統(OS) Windows 98SE / ME / 2000 / XP 

中央處理器(CPU) Pentium 3 - 800MHz以上或同級AMD處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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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體(RAM)128 MB以上  

其他(Others)最佳瀏覽 IE 4.0以上 1024 * 768以上解析度最佳 

    3. 費用：一年平台的使用費用為新台幣 8000 元整。 

    4. 目前使用該平台廠商數量：至民國九十七年五月止共 3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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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彙整相關的有機農產品與網路行銷文獻 本章內容分為三小

節：2. 1是有機農業的認識，探討有機農業的定義、以及有機農業在國

內外的發展概況，以便對有機產業有基本認識。2. 2為有機農產品的行

銷管理方式，2. 3是介紹有機農產品網路行銷並探討網路有機行銷的定

義、經營管理與策略。 

 

2. 1有機農業 

鑒於慣行農業造成環境之污染及破壞、生態研壤、食物污染、土

壤破壞、等問題，故而提倡有機農業對生態環境可能變善如下： 

降低對環境污染並確保水源品質、農業廢棄物回收再生資源利

用、建立良好之耕作制、改進空氣品質、防止土壤沖蝕增加土壤滲透

力及保水力，有效防止土壤沖蝕。即為強調與生態共容的農業生產系

統(董時叡，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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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機農業定義 

目前大部分國家對有機農業(Organic Agriculture)歸結其是盡量使

用天然方式生產素材，不使用化學合成物，崇尚自然生產法則，強調

與生態共容的農業生產系統。而美國國家有機標準局(National Organic 

Standards Board)是將有機農業定義為「用以提昇和強化生物多樣性、

生物循環再生和土壤生物活動的生態生產系統」。而「有機」若以英文

來解釋「organic」，則有以下幾種生物學上的涵義：1.是物體與生俱來

的基礎構成物。2.代表生命體的特性或概念。3.是一種自然且循序的發

展過程。4.是一種由大自然的元素自然結合而呈現出的組織化現象。(盧

亞麗，2002) 

綜合以上的說法，有機農業大致可歸納如下： 

1. 盡量使用天然生產資材：充分利用各種作物殘株、禽畜廢

棄物、及農場內外其他各種未受污染之有機廢棄物和含有養分之礦

石類等製成堆肥，以改善土壤，同時供應作物所需養分。 

2. 不使用化學合成物：儘量循環利用農業生產資材，以符合

自然的方式生產避免傷害土壤、水資源及自然生態環境為原則。 

3. 崇尚自然生產法則：為防治有害病蟲、動物及雜草等，並

運用自然資源從事生產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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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調生態和諧共容：不管是有益的、有害的植物、動物、

昆蟲、鳥類等都能和平共存，以維持生態平衡，促使農業永續發展。 

5. 利用生物科技技術：為加強當前有機農業現代化高科技的

研究與運用，如選育肥料利用率的作物品種、研究替代化學製劑的

病蟲害及雜防治技術、開發有機質及生物肥料、加速軍用生物技術

抗病蟲育種及畜產廢棄物處理等方面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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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外有機農業的發展現況 

依據 2005/2006 年國際調查，澳大利亞是全球有機種植面積最大的

國家；而包含澳、紐之大洋洲有機種植面積占全球有機種植面積的

39%，領先歐洲的 21%及南美洲的 20%。有機種植面積占其總農地面

積之比率，則以列支敦斯登（Liechtenstein）最高，達 26.40%，而第二、

三名的奧地利和瑞士皆超過 10%，第四、五、六名的芬蘭、瑞典、義

大利也都超過 6%(陳淑恩，2006)。 

有機農法在歐、美、日國家已實施多年。歐洲推行有機農法的國

家包括德國、義大利、奧地利、瑞典、西班牙、法國、芬蘭、瑞士等。

最早提倡有機農法的國家是德國，在 1924 年即有人類學者倡導有機農

業運動，目前德國已約有 8000位有機農民(IFOAM，2000) 

美國有機農業開始於 1940 年，1947 年成立羅得爾有機農業研究中

心。到了 1970 年因環境污染及能源危機，開始受到普遍關心，而至 1973

加州有機農民即成立組織 CCOF(California Certified Organic Farmers)，

為有機產品訂標準，核發證明給按照標準從事耕作之農民(黃伯恩 

1997)。此外，美國國會亦於 1990 年通過「有機食品法」(The Organic 

Production Act, OFPA)，但因施行細則未完成，至 1997 年才實施，是最

早由政府制訂法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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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機 農 法 的 全 球 性 組 織 「 有 機 農 業 運 動 國 際 聯 盟 」

IFOAM(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Movement)，於

1972 年成立，其行政部門設於德國，已有 75個國家，530餘個有機農

業協會參加，此機構每兩年舉辦一次國際有機農業學術研討會，是全

球最重要的有機農業活動(黃伯恩，1997)。 

歐盟中的瑞典是近年有機食品成長快速的國家之一，2005 年有機

產品市場成長 40%（依不同統計資料則有 10%），其中有機肉品成長

94%，有機蔬菜成長 77%。在所有奶蛋消費中，有 5.2%是有機產品；

在所有蔬菜消費中，有機產品占 4.0%；在水果消費中，有機產品占

3.7%。在瑞典，有機產品行銷通路中，超市、量販店之通路占 70%，

為最大宗。目前有機產品認證只占有機產品之 7%，預計 2010 年達到

20%(陳淑恩，2006)。 

雖然有機農業隨著各國國情發展的不同，所使用的名稱或定義均

不盡相同，各種農法均以施用有機肥料及自然農業為原則，但執行之

嚴格程度不同，茲將各國實行有機農業之內容簡介如表 2-1： 

由表 2-1 可發現目前美國還是有使用少量的化學肥料及農藥來發展有

機農業，而英國、巴西、日本、台灣則完全不使用任何的化學物質實

行較嚴格的有機農法，其中法國、瑞士、德國、荷蘭、瑞典、丹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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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利亞使用生態生物原理，例如放置害蟲天敵來實行有機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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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各國實行有機農業之內容 

國別 有機農業之方式 內 容 
美國 採行 LISA、HESA或 SARD以少使用化學肥料及化學農藥之生態來綜合耕

作法經營，並須兼農業收益與農民發展。 
英國 施用 Howard-balfour農業

(有機農業) 
不使用化學肥料及化學農藥，以廄肥及堆肥來

維持地力，並採輪作制度和栽植深根性作物。

法國 採行 Lemair-Boucher農業
(生物性農業) 

依照生物學、生態學原理來經營農業。 

瑞士 採行生物性農業 依照生物學、生態學原理來經營農業。 
德國 採行 Biologischer Anbau(生

物性農業)Intergrieter 
Landban(綜合農業) 

依照生物學、生態學原理來經營農業。 

比利

時 
採行 Organic 
Bio-Agriculture(生物性農
業) 

主張保持「土壤－植物－動物－土壤」循環之

完整性農業。 

荷蘭 生物性農業、整合性農業 依照生物學、生態學原理來經營農業。 
瑞典 生物動態性農業 依照生物學、生態學原理來經營農業。 
丹麥 生物動態性農業 依照生物學、生態學原理來經營農業。 
挪威 生物動態性農業 依照生物學、生態學原理來經營農業。 
澳大

利亞 
亞生物動態性農業 依照生物學、生態學原理來經營農業。 

巴西 自然農法 依照日本所推行的自然農法原則，進行較嚴格

的有機農業。 
日本 自然農法 完全不使用化學肥料與化學農藥，而採行輪作

制度及使用自然農藥的農法。 
台灣 有機農法及準有機農法 依照完全不使用化學肥料與化學農藥之準則生

產農作物之有機農法，及準用少許化學肥料(主
要為有機肥)及化學農藥之準有機生產模式經
營農業。 

中國

大陸 
施行中國式的生態農法 遵循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原理來進行及約經營

管理的一種綜合農業生產體。 
(謝順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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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現況 

台灣有機農法的發展，已有十餘年的歷史。初期於 1986 年行政院

農委會邀請台灣大學、中興大學等相關的專業學者來評估在台灣的地

理環境之下，實行「有機農法」的可行性如何，而評估的結果，認定

在技術上是可行的。故 1988 年由農林廳、中華農學會、中華土壤學會、

中華植物保護學會與台中區農業改良場共同舉辦大型的有機農法研討

會，之後即陸續舉辦有機農法相關之研討會。1989 年成立了「有機農

業可行性觀察試驗計畫」，由中興大學土壤系主持，台南區、高雄區農

業改良場等單位執行。在 1990 年由民間一群關懷自然生態與環境公害

的人士，結合日本MOA(Mokich Okada Association)國際本部成立「財

團法人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金會」，推動 MOA自然農法，即以不使用

化學肥料及農藥的耕作方式來維護自然生態，漸漸地MOA成為台灣有

機農業協助及認證之重要民間機構；其他有機農業的相關機構還包括

「宜蘭縣有機農業協會」、於 1993 年成立之「中華永續農業協會」(CSSA)

及 1999 年 9月成立之「中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COAA)。 

政府於 1994 年開始全省的有機農業示範推廣計畫之規劃，1995 年積極

推動水稻、果樹、蔬菜及茶葉等四項有機栽培，在 1996 年時正式落實

有機農業示範、推廣工作，直至 1997 年全組推行有機栽培面積計有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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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其中有機蔬菜佔有 42公頃。而顧名思義，以有機農法生產的蔬

菜即稱為「有機蔬菜」，現今投入有機蔬菜栽培的面積有逐漸增加的趨

勢，台灣北、中、南皆有栽培有機蔬菜的農場，實為一項重要的非加

工有機農產品(黃璋如，1998) 。 

    在台灣，農委會及農林廳認為有機農業一詞，定義大致歸結為一

個盡量使用天然生產素材，完全不使用化學合成物，崇尚自然生產法

則，並建議可使用綠肥、天然礦石及回歸利用有機廢棄物來供給養分，

並強調與生態共容的農業生產系統，如使用輪作、間作或天然誘敵、

生物製劑來防除雜草及病蟲害發生(謝順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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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有機農產品行銷管理 

本節針對有機農產品目標市場行銷管理上的行銷組合 4P-產品

（product）策略、通路（place）策略、訂價（price）策略、促銷（promotion）

策略等，加以說明如下。 

1.產品策略 

有機農產品之產品策略應強調有機農產品之特色，以為產品區

隔。誠如第一節對有機農產品之定義，有機農產品之生產有別於一般

農業生產，有機農業生產是不採用化學肥料和化學藥劑，並且在嚴格

控制水源及土壤下，使農產品在安全無污染的自然環境中成長。有機

農業生產使用有機肥料，有機農產品可以貼上農委會等相關單位核准

的有機農產品標章(黃璋如，1998)。 

2.通路策略 

台灣有機農產品之行銷通路在 2000 年前後，有相當的改變。在早

期發展時，有機農產品之行銷通路多與一般農產品採相似行銷通路；

生產者有一半以上是透過產銷班共同運銷、售與運銷商、或由生產者

直接在集貨（零售）市場銷售。而生產者透過有機專賣店、超市之直

銷占二成，消費者到有機農場直接購買或生產者、宅配者，各占約一

成。在 2000 年後，有機農場品的成長趨緩，連鎖有機專賣店取代有機



 - 17 -

專賣單店，有機物流中心之宅配至機關、餐廳、消費者，大幅提高，

而有機農產品之網路線上購物亦穩定成長。同時，消費者共同購買的

通路型態，亦改為消費合作社之通路組織型態。 

3.訂價策略 

研究中指出有機農產品若以有機農產品的名義出售，農民多能以

比較高的價錢售出，若以一般農產品的名義出售，則農民出售的價格

就與一般農產品價格相同。依據(吳明峰，2005)的研究，有機蔬果的品

質比有機蔬果的價格更能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故有機蔬果之訂價

策略並不需要強調價格便宜，而需將重點放在品質的提升上。依據陳

麗婷的研究，消費者對有機小白菜及有機胡蘿蔔願付價值比一般農產

品平均價格高 90%以上。故有機農產品若有明確的產品差異，則存在

價格貼水（price premium），確實可以採取高於一般農產品訂價的策略。 

4.促銷策略 

一般有機農產品多以其產品特色吸引消費者，故在降價促銷上的

努力比較少，效果也比較不顯著。反之若能加強有機農產品之公共報

導，與有機農產品相關之民間團體共同舉辦活動，則有機農產品之推

廣促銷效果將大增(黃璋如，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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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有機農產品網路行銷 

網路行銷利用網際網路做為傳播交易訊息的媒介，業者與用戶

只要透過網站與網頁的技術與特性，便能彼此直接互動，更能完成

許多傳統行銷方式做不到的功能。 

(一)網路行銷定義 

網際網路可說是一種功能最強大的行銷工具，它同時兼具通

路、促銷，電子交易、互動顧客服務，以及市場資訊收集分析多種

功能。網路行銷為行銷人帶來一種全新銷售領域，最重要是他沒有

時間的限制，主動權完全在使用者手中(劉文良，2004)。(Chaffey et 

al，2000)認為狹義的網路行銷(Internet Marketing)，是運用網際網

路及相關的數位科技來達成行銷目的與支援現代化行銷；較為廣義

的名詞是電子化行銷(e-marketing)，泛指運用任何科技來達到行銷

目的。 

(二)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經營管理與策略 

商務網站主要可分成兩個方向進探討，包含「企業與企業之間

(Business to Business)」的商業自動化和「企業與個人之間(Business 

to Customers)」的網路行銷(欒斌、羅凱揚，1999)。本文所研究的

購物網站對象是屬於企業對個人的銷售模式，亦即網站的銷售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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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一般大眾，任何人只要有購買意願，皆可上網從事交易。 

1.商務網站之經營管理 

在幅員遼闊的網際網路中，如果要在眾多的網路商店中脫穎而

出，實在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因此網站的經營管理就成為極為重要

的課題，根據(經濟部商業司，1997)所提供之資訊，要經營一家成

功的電子商店並掌握住市場的利基，以下的八個條件必須齊備：(1)

明顯的市場區隔；(2)整體的商店規劃與商品包裝；(3)合理的售價；

(4)安全方便的付款方法；(5)便捷可靠的配送管道；(6)退貨不麻煩；

(7)良好的售後服務；(8)與客戶學習關係的經營。就這些條件而言，

對網站整體的經營成效皆具有其重要的影響程度，不過以「明顯的

市場區隔」條件為首要重點，如果網站的經營業者不知本身的目標

市場為何，將大幅地降低行銷努力的成果，所以唯有先找出潛在顧

客，才能達到最大的效益。至於市場區隔的方法有很多，可能需視

企業本身的產品特性而定。 

2.商務網站之經營策略實施重點 

目前經營業者仍多半處於虧損的狀態，而多數的業者認為「消

費者還未習慣」與「整體環境還未成熟」是目前所遭遇的困難所在，

至於經營商務網站的成功因素最重要的兩點為「建立公司良好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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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及產品的優良品牌形象」與「在網路上銷售適當的產品」，因此

企業應隨時對於實施的成效進行評估其效益，並檢討與改進，以避

免投入的心力因後續的追蹤輔導不足，而流於形式上的實施而已，

同時企業也要隨時觀察競爭對手與潛在市場改變的動態，以採行適

當的因應方案。當我們沉迷電子商務所能帶來的好處時，應該思考

電子商務對本身所能提供的價值為何(張英宏，1997)。 

目前在商務網站經營層面上，最困難之處是物流的部份，如何以

最快速且低成本的方式將物品送至消費者的手上，成為當前極受矚目

的課題，因此不可諱言的，未來誰能將物流做的好，誰就能取得高度

的競爭優勢。當人們著重在強化物流效率同時，似乎也應重視市場區

隔的顧客特性分析，(Gelormine，1996)就認為電子商務主要障礙是上

網人數不多，且多非潛在顧客、顧客運用資訊科技之能力尚嫌不足及

缺乏對網路使用者需求之行銷相關資訊等。由此觀之，唯有知已知彼，

方能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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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章將説明本研究主要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本章內容分為四個

小節：3. 1主要為說明有機電子商務系統規劃程式設計，3. 2 說明主要

研究對象，3. 3 說明個案研究，3. 4 說明網路問卷設計。 

 

3. 1有機電子商務系統規劃程式設計 

  電子商務系統建置：利用宜蘭大學有機農業發展中心所開發的「有

機電子商店」平台做為工具，此目的乃是以平台建設專業有機蔬果商

務網站，強大的程式支援加上網路行銷，行銷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

讓消費者能瀏覽網站上的商品、資訊。 

應用工具運用： 

  除了「有機電子商店」平台現有的功能外，本研究小組並利用網

站設計美工軟體 PhotoImpact、Photoshop 和 Flash 8 與程式軟體

Frontpage 和 Dreamweaver，將網站前台以簡單樸素的風格結合動態程

式設計，以視覺感官影響消費者第一印象，是消費者流連本網站。 

系統架構： 

 有機電子商店平台前端頁面程式(如圖 3-1)： 

1. 商品管理機制：包含購物車、訂單、商品管理、商品搜尋系統、 

              促銷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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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員機制：會員系統、會員階級建立、會員資料管理。 

3. 其他機制：論壇系統、意見提供、問卷系統、投票系統、 

              電子報系統、天氣預報。 

 有機電子商店平台後台管理頁面系統(如圖 3-2)： 

1. 商品管理系統：商品庫存維護、新增商品明細、商品促銷建立、 

       商品明細報表總覽。 

2. 會員管理系統：會員資料管理、會員資料清單、會員族群分析。 

3. 訂單管理系統：訂單總覽報表、訂單明細報表、訂單處理作業、 

       訂單列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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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車 

有機電子商店平台前端頁面 

訂單系統 商品管理系統

商品搜尋系統促銷作業系統 

會員機制 

會員系統 

會員階級建立 

會員資料管理

其他機制 

論壇系統 

意見提供 

問卷系統 

投票系統 電子報系統 

圖 3-1  有機電子商店平台前端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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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管理系統 

有機電子商店平台後台管理頁面 

 
1. 商品庫存維護 
2. 新增商品明細 
3. 商品促銷建立 
4. 商品明細報表總覽 

會員管理系統 

1. 會員資料管理 

2. 會員資料清單 

3. 會員族群分析 

訂單管理系統 

1. 訂單總覽報表 
2. 訂單明細報表 
3. 訂單處理作業 
4. 訂單列印作業 
 

圖 3-2  有機電子商店平台後台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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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研究對象 

以產學合作之台盛農場為主要研究對象。 

   台盛農場從民國八十七年起生產有機農產品，每天由保鮮專車配

送至全省兩百家生鮮超市，包括惠康超市、愛買量販店、大樂百貨、

北縣農會超市、新光三越(桃園店、南西店)、大潤發量販店等。 

 
 

農場位置 彰化縣永靖鄉 
負責人 詹仁詮 

成立過程 經台中區改良場有機農業栽培班

受訓畢業，永靖鄉農會輔導成立 
農場面積 十公頃 
輔導單位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 
驗證單位 台灣有機農業生產協會 

栽培環境 溫室設施：八公頃 
露天栽培：二公頃 

行銷通路 生鮮超市 
運送方式 冷藏運送 

 

3. 3個案研究 

    比較台盛農場與台灣現有大型企業有機事業電子商務行銷網站，

主要以永豐餘、台塑、統一，三大集團為參考個案研究資料蒐集對象。 

 

永豐餘： 

  網站風格給人淡雅且輕鬆的感覺，首頁注重於形象架設，網站美

表 3-1  台盛農場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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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擁有多樣性的元素，擁有圖片動畫影片等多媒體來輔助。但在本身

網站的系統上，該網站採取「靜態式頁面」的方式來架設，本身並無

資料庫和消費者的互動之系統，此外網站多為推薦商品形象為優先，

未注意到其他資訊傳遞的重要性，使消費者在瀏覽網站無法立即取得

網站商品資訊。在產品訂購面要先加入會員，十分煩瑣且複雜會使消

費者購買意願下降。 

台塑： 

    設計風格簡單樸素，缺乏多媒體美工充實網站略顯單調乏味，網

站資料有條有理清楚可見。網站首頁放置最新消息方便消費者瀏覽。

購物方面有購物系統但使用的是訂單化的設計，造成消費者無從得知

產品最新狀況再決定是否購買，只能從網站中知道當月產有哪些蔬菜

來進行購買。 

統一： 

  網站設計風格傾向於簡單明瞭，購物明細一目瞭然，方便消費者

找尋自己滿意的商品，購物系統採用購物車的設計，點選採買後填寫

訂單來完成購物，但購物需滿一千才有免運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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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網路問卷設計 

利用網路問卷主要進行網路行銷規劃與了解消費者行為。 

設計之方向如下： 

 

(一) 消費者個人基本資料： 

(二) 滿意度調查： 

1. 選購與實用台盛有機蔬菜的經驗 

2. 對台盛網站的使用經驗 

(三) 對於台盛產品／服務／網站的其他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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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網站建置成果 
  本章主要說明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建置的平台展示與說明。4. 1介

紹首頁版面，4. 2會員系統註冊流程與後台展示，4. 3購物車基本功能

介紹，4. 4商品管理系統基本操作，及 4. 5訂單系統展示。 

 

4. 1首頁介紹與前台展示 

  為增加消費者能瀏覽本站時間，主要設計的網站動線。網站頁面

主要分為四大區塊，網站橫幅的區域為 A 區，左邊選項為 B 區，中間

動畫項目為 C區，右邊部分為 D區(如圖 4-1、4-2)。 

 

 A 區主要選項為連結網站的論壇、會員操作的基本功能、資訊跑馬

燈與站內商品搜尋器 (如圖 4-1至 4-3)。 

 B 區主要連結選項為生產介紹、經營理念、商品購買、訂購方式、

聯絡方式、意見提供與問卷調查(如圖 4-4)。 

 C 區主要使用動畫展示農場本身特色的內容，是中間的重點區塊 

 D 區放置會員系統、訂閱電子報與投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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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首頁上方 

 

圖 4-2首頁下方 



 

 
 

- 30 -

 

 

 

 

 

 

 

 

 

圖 4-3商品搜尋頁面 

 

圖 4-4問卷調查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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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會員系統 

  本節主要介紹會員系統前台註冊流程與後台管理的操作展示。圖

4-5是會員註冊流程。會員資料管理介面如圖 4-6，可修改會員基本資

料，並可針對會員帳號、電子郵件等自設條件來查詢會員資料或產生

該資料報表(如圖 4-7、4-8、4-9)。 

 

 

圖 4-5會員註冊流程 

 

 

 

 

加入會員 確認註冊條款 填寫會員基本資料 

註冊成功 

顯示重複內容 

未重複 

資料重複 

 

 
註冊資料 

重複性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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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會員資料管理 

 

 

 

 

 

 

 

 

 

圖 4-7製作會員資料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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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會員資料報表結果 

 

 

 

 

 

 

 

 

圖 4-9會員族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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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購物車 

  可供使用者瀏覽商品，獲取商品資訊。且可讓客人選購多樣商品

後在一次做計算結帳的動作。購物流程如圖 4-10。商品資訊(如圖 4-11)

商品簡介、價格、商品小圖展示。商品詳細資料(如圖 4-12)主要詳細介

紹商品成分、產地、產品大圖展示。 

 

 

圖 4-10購物流程 

 

挑選商品 加入購物車 

確認數量 

完成訂購 結帳 選擇付款方式 

選擇運費 填寫收件資料 

繼續購物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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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商品資訊 

 

圖 4-12商品詳細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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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商品管理 

商品管理介面如圖 4-13。新增商品內含商品編號、商品名稱、售價、

簡單和詳細的說明。 

商品編號：可為商品取一編號，以方便日後管理。 

商品名稱：該項目會顯示在商品分類項目下，欄位輸入中英文皆可。 

售    價：輸入商品的價格，會顯示在該商品的售價欄位。 

簡單說明：僅純文字說明。用於介紹商品大概內容。顯示於商品瀏覽。 

詳細說明：點擊商品顯示的詳細資訊。支援 HTML 語法或純文字編輯。 

 

 

 

 

 

 

 

 

 

圖 4-13新增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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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訂單系統 

  可查詢或下載訂單明細表及針對單一會員的所有交易記錄，系統

可依會員帳號、送貨方式、物流狀態等自設條件查詢。訂單處理、總

覽與列印如圖 4-14至 4-19。 

 
 

 

 

 

 

 

 

 

圖 4-14訂單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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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訂單總覽 

 

圖 4-16訂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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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訂單處理作業 

 

圖 4-18訂單明細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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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訂單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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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資料統計分析與行銷規劃 
  本章將説明本研究實際經營之後的各項資料統計分析與行銷規

劃， 5. 1主要規劃有機農產品行銷策略，5. 2規劃服務之行銷策略，

5. 3 說明價格與促銷之行銷策略，5. 4通路行銷策略，5. 5個案 4P比較。 

 

5. 1有機農產品行銷策略 

  台盛有機農場產品策略的設計，主要會因為產品很多樣化、產品

的附加價值高，訴諸健康養生且不會破壞環境，容易吸引網路上的養

生族群消費者，再配合網站動線規劃便能提高產品銷量。 

  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利用網站整體動線，引導消費者購買台盛有

機農產品的蔬菜，把當季主打蔬菜或是受消費者買賣數量最多的蔬

菜，放置於最有影響力的區域，間接增加影響產品銷量，以動線影響

產品的販賣數量。如：(表 5-1)有機葉菜類排行榜青江菜與有機根莖類

甜玉米，將其置於該分類購物頁面最有影響力之區域，使其達到該分

類排行榜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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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產品排行榜 

有機葉菜類排行榜  銷售數量（包） 有機根莖類排行榜  銷售數量（包）

青江菜 719 甜玉米 535

油菜 245 苜蓿芽 268

茼萵菜 204 彩色甜椒 148

小白菜 193 豌豆苗 142

地瓜葉 136 結頭菜 115

A 菜 128 青椒 101

格蘭菜 114 小黃瓜 87

菠菜 100 紅蘿蔔 79

空心菜 74

 

5. 2服務行銷策略 

  開設網路商店，必須要能提供消費者購買物品充分的資訊，滿足

消費者需求，才能期望顧客下單購買，定期更新資訊內容、配合特價

等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並瞭解上網者的特性，才能設計出適合市場需

求的網站，為企業的行銷策略加分。 

主要服務行銷策略如下： 

  1.購買週期結合行銷：主要利用會員定期消費次數，掌握會員的購買 

 時間，利用訂單總覽報表(表 5-2) ，可用以分析會員購買週期，設 

 計出會員方案，利用電子報以健康養生為主題宣傳主打商品，以置 

 入式行銷手法提醒會員，回到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購物影響消費者， 

 使消費者感到貼心的行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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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為首次購買的消費者很貼心的服務，於首次 

 購物得以不必加入會員即可購物，毋須經過複雜的會員程序，即可 

  享用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的鮮美蔬菜。因為有大量消費者屬於非會 

  員購物，利用訂單總覽報表(表 5-2) 追蹤非會員訂單所留下的資 

  料，在非會員的訂單上會有其聯絡資料，方便於追蹤訂單，便可以 

  利用訂單資料結合問卷寄發 e-mail 給非會員，使非會員提供台盛有 

  機農產品網站須改善的地方，令非會員覺得貼心加入會員，掌握其 

  社群屬性增加網站的銷售額。 

  3.問卷(附錄一)結合訂單資料發送給消費者，利用問卷掌握消費者對 

  於有機農產品的需求和網站的優缺點，進而分析目標顧客族群的購 

  物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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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訂單總覽報表 

台盛有機農

場  
                   

訂單總覽報

表 
                   

訂單編號 訂單日期 訂單金額 總金額 目前狀態 付款方式 中文姓名 電子郵件 聯絡地址 電話號碼 代收狀態 

UG08040001 2008/3/28 320 420 已結案 貨到付款 康何粲 GN1934243@YAHOO.COM.TW 台中市忠勇路 158 號 0989-307-034 已付費 

UG08040007 2008/4/04 65 165 已結案 貨到付款 康何粲 GN1934243@YAHOO.COM.TW 台中市忠勇路 158 號 0989-307-034 已付費 

UG08040015 2008/4/11 32 132 已結案 貨到付款 康何粲 GN1934243@YAHOO.COM.TW 台中市忠勇路 158 號 0989-307-034 已付費 

UG08040005 2008/4/11 32 132 已結案 ATM 付款 佳慧 k0568z@yahoo.com.tw 台北縣三重市環河南路 253 號 0224-653-736 已付費 

UG08040006 2008/4/11 215 315 已結案 貨到付款 林怡雯 elvack@hotmail.com 台中市南屯區建功路 107 號 6F 0919-002-465 已付費 

UG08040008 2008/4/11 169 269 已結案 貨到付款 吳幸臻 2628102@yahoo.com.tw 台中市嶺東路 100 號 04-36001115 已付費 

UG08040009 2008/4/11 32 132 已結案 貨到付款 
yu-cheng 

chen 
eeleven449@hotmail.com 台北市風勢路 180 號 0256-126-285 已付費 

UG08040010 2008/4/11 64 164 已結案 貨到付款 賴弘大 honda75316@yahoo.com.tw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路 109 號

10K-1 
0921-595-601 已付費 

UG08040011 2008/4/11 2,167 2,467 已結案 貨到付款 李小蝶 elladan16888@yahoo.com.tw金門金沙鎮山后 85 號 0931-062-661 已付費 

掌握會員購買週期 非會員訂單聯絡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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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價格與促銷行銷策略 

  網路商店沒有高額的店租成本，使用者對商品售價可能會有  

更低的期待，再加上台灣通路密集，競爭激烈，賣的東西若不夠優惠，

吸引力有限。 

  其中我們又可利用社群關係來做行銷策略，社群由於是眾多的人

所組成且相互影響，自然也都兼有著複雜的可能性，但是基本上社群

可以說是人性中分享與認同的具體展現，所以正面的可能性以及效益

還是值得有志於經營社群的人投注其中的。 

  無論是實體還是線上的，社群都能滿足一些情感上的基本需要，

在社群裡建立商業行為，事實上是社群額外的好處。若我們能針對擁

有特定共同主題的社群，提供其所需的商業行為服務，無疑能達成群

聚的消費行為是非常可觀的。 

  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主要鎖定的社群以職業分類為主，主要是

利用會員資料分析會員的職業，設計出對於各項職業的優惠，吸引同

樣職業社群的消費者，在網路或傳統人際關係影響同樣社群的消費

者，購買有機農產品。如：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會員資料(表 5-4)，可

掌握會員的職業，利用職業社群規劃行銷方案，達到增加台盛有機農

產品網站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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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會員資料 

 
 
 
 
 
 
 
 
 
 
 

台盛有機農場   

會員資料清單   

會員代號 中文姓名 電子郵件 聯絡地址 職  業

919917 何明哲 ming_che_ho@hotmail.com  學生

954j008 吳幸臻 2628102@yahoo.com.tw  學生

ahue108 李佳蓉 tmjjooee8@gmail.com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

路 237號 
學生

chonho911 蕙馨 vickywawa@yahoo.com.tw  軍公教

cowbei2004 蘇信羽 x95190@hotmail.com  軍公教

cutejoy7588 JOY cutejoy7588@yahoo.com.tw
台中市建功路 107

號 6F之 7 
軍公教

fd09125545 李鐘琦 H2OOH2O@YAHOO.COM.TW  軍公教

gn1934243 康何粲 gn1934243@YAHOO.COM.TW  軍公教

gocity9988 李恩來 gocity9988@YAHOO.COM.TW  軍公教

gyy6688 卓沛慈 gyy6688@YAHOO.COM.TW  軍公教

HONDA 賴弘大 honda75316@yahoo.com.tw  其他

icbb55 楊珮琦 icbb55@hotmail.com
台中市南區南屯路

一段 305巷 8號 

傳播/公關/廣

告/行銷

elladan 李小蝶 elladan16888@yahoo.com.tw
金門金沙鎮山後 85

號 

傳播/公關/廣

告/行銷

canianhsiao 蕭勇信 
canianhsiao@gmail.com 台北市農安街 26

號 5 樓之 3 

傳播/公關/廣

告/行銷

以會員職業做社群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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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通路行銷策略 

  台盛有機農場傳統通路採量販店、宅配等多元通路，主要供應北

中南市場。因其傳統通路發達所以本研究便利用台盛農場傳統通路優

勢，而在網路通路上需結合社群行銷設立據點通路，以方便配送創造

新的商機。 

 

5. 5有機購物網站之 4P比較 

  本研究將各個同類型的有機購物平台網站，包括統一有機、永豐

餘、台塑以及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所做的比較，如(表 5-5)。 

  本研究觀察各個購物平台網站之特色與優點，首頁以 Flash展示農

場的各種美麗風景、農用器具與農夫們辛苦栽種的ㄧ面，展現出台盛

的精神。於產品購物面各項商品ㄧ目瞭然，讓消費者使用本網站能夠

輕鬆並快速的購物，是我們有別於其他有機農產品網站上最大的特性

以及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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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各有機購物網站之行銷 4P比較表 

 

 產品策略 價格策略 通路策略 促銷策略 
統一 產品種類最多，以資料

詳細清楚的方式來增

加購買意願，就有機蔬

菜類來說，每日都有安

全品質健康檢測，生鮮

商品均有專人每日做

檢測 

採高價定價策

略 
超商、量販、加

盟、宅配等多元

通路，主要供應

北中南市場 

配合店舖促銷

活動 

台塑 產品特色使用回收廚

餘來發展有機農業，塑

造台塑健康、環保的概

念  

採平價定價策

略 
超商、量販、加

盟、宅配等多元

通路，主要供應

北中南市場 

配合店舖促銷

活動 

永豐餘 通過認證的有機產品
為主，結合許多地區的

產品販售。自然食材包

含豐富的各項蔬菜、

肉、水產、豆、蛋、米

麵、水果 

採高價定價策

略 
網路宅配主要

供應北中南三

區 

文宣看板促銷 

台盛 專營有機農產品，強調

使用自然耕種法。不使

用化學有害物質的化

學肥料。蟲害方面採用

進水休耕，收割後除草

方面使用鵝群來覓食

雜草 

採大眾化定價

策略，靈活變化

通路採量販

店、宅配等多元

通路，主要供應

北中南市場 

開放農場參觀 

         資料來源：統一、台塑、永豐餘與台盛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 

                            本研究整理分析 

 
 
 
 
 



 

 
 

- 49 -

第六章 結論與未來展望  

本章將呈現本研究結論與未來展望，本章內容分為兩個小節：6. 1

為結論，6. 2為未來展望與建議。 

 

6. 1結論 

農業在人類發展史中，是不可或缺的。現代醫學發展進步，各國

都面臨高齡化的社會趨勢，越來越多人注重環保概念以及養生的道

理，而不使用農藥、能讓自然平衡並永續發展的有機農業就此誕生，

隨著時代進步，網際網路購物的成熟，大家開始透過網路來了解有機

農產品的資訊並購買有機農產品，因此我們透過台盛有機農場結合「有

機電子商店」平台，藉由產學合作架設網站，希望透過此網站讓更多

人藉由網站得到更多有效資訊。也可以藉由此網站的購物功能達成方

便、快速並輕鬆的購物。 

本系統藉由網路網路作為媒介，讓每個使用者可以不因時間地點

的限制，得以隨時隨地搜尋此有機農產品網站，本站內容除了可以讓

使用者了解各種農產品的特性、常識，使用者還可以使用購物的功能

訂購所需要的有機農產品，取代傳統必須外出購物並挑選蔬菜的麻

煩，使用者也能隨時查詢訂單狀況，掌握每個環節的步驟，在家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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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 

本研究觀察各有機農產品商務網站之特色與優點，首頁以 Flash展

示農場的各種美麗風景、農用器具與農夫們辛苦栽種的ㄧ面，展現出

台盛的精神。於產品購物面各項商品ㄧ目瞭然，讓消費者使用本網站

能夠輕鬆並快速的購物，是我們有別於其他有機農產品網站上最大的

特性以及差異。 

 

6. 2未來展望與建議 

1. 形象頁面方面：網路的發展已經將以往較多圖片資訊的網站內

容，發展成網路線上虛擬實境，而本網站也期待在未來透過這樣的技

術帶給消費者新鮮以及身歷其境的感受，舉例來說，以往消費者都只

能看著農場的照片憑空去想像農場佈置及蔬菜分布，但在虛擬實境

下，我們可透過較實際的 360 度環繞攝影技術，讓使用者自己體驗身

歷其境的感受，並結合商品購物車，使用者可以走到想購買的蔬菜所

在園區購買，充滿購物的樂趣。 

 

2. 網頁功能方面：希望未來可以朝向近幾年發展成熟的熱門項

目，例如：天氣預報功能、強化社群功能、加快有機蔬菜知識與新聞

的更新速度、提升網站美工、強化金流穩定度，使更多的使用者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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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站來得到更多有機蔬菜的知識，也讓回流客感受到本站進步與

提升，達到每ㄧ位使用者的期望。 

3. 行銷方面：(1)會員折扣：由於網路行銷需要相當數量的會員資

料，所以網站使用者如果能加入會員，並留下基本資料，對於日後的

行銷幫助效益將相當可觀，因此建議網站可推行加入會員便享有期間

購物的折扣優惠，或是本次購買免運費的服務。(2)折扣條碼：對於回

流客，可在農場出貨時的包裝，附上購物型錄、蔬菜食譜以及優惠條

碼，在網站上輸入條碼，皆可享受折扣優惠如此ㄧ來，既不用擔心優

惠卷被濫發濫用的可能性，也可確保消費者購買第一次後，下次要再

購買還是會先想到本站的特性。(3)折扣問卷：定期推出問卷讓消費者

填寫問卷後便可享折扣，並接受折扣累積，讓使用者填表後能累積到

下次購物時使用，讓使用者覺得服務貼心並在下次購物時能再回流購

買。(4)網站系統結合產品履歷：產品履歷就是「追蹤有機農產品的生

產至末端銷售完成的履歷過程」，從生產端起即加強各階段消費者所需

之履歷情報的蒐集，讓消費者能對購買之產品產生信賴，當食品發生

問題時亦能迅速即時處理，回收成品或追溯責任，為農場到餐桌產生

出緊密相扣的連結，讓有機農產品的安全路徑更有跡可循，並讓消費

者對我們的產品更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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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台盛有機農產品網站的問卷：  

 

有機蔬菜滿意度調查 

親愛的顧客： 

  本問卷結果僅供內部參考，您的意見及所有的資料僅作整體分析，不做個別

資料使用，請放心填答。您的寶貴意見是我們成長進步的最佳動力！ 

　 　 　 　 　 　 　 　 　 　 　 　 　  　  台盛有機農場 

敬啟 

 

I. 個人基本資料 

 

1. 性別: 男   女 

 

2. 年齡: 20 歲或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3. 教育程度: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及以上 

 

4. 飲食習慣: 葷食  素食 ( 全素 或 蛋奶素)  葷素皆有 

 

5.家庭平均月收入: $30,000 以下       $30,001-$50,000 

$50,001-$70,000     $70,001-$90,000 

$90,001-$110,000     $110,000 以上 

 

6. 職業: 家庭主婦  軍公教  商管理　 製造業　 資訊業   

　    　 自由業    退休  　 其他行業 

 

7. 家庭人口數(包含成人與小孩):  1 個 (即自己)  2-3 個  4-5 個   

                               6-7 個          8 個以上 

 

8. 請問您平常在哪裡購買有機蔬菜: 有機專賣店  超級市場 

                                 有機農場    網路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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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針對下列問題，請 回答您對台盛產品的滿意度程度 

 

選購與食用台盛有機蔬菜的經驗 
     

 

III. 對於台盛產品/服務/網站的其他建議事項 

 

 

 

 

 非
常
不
滿
意 

不 

滿 

意 

尚 

 

可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品項有多樣化的選擇    

2.價格的合理性    

3.蔬菜的清潔、衛生狀況    

4.蔬菜的營養價值    

5.蔬菜的口感    

6.蔬菜的外觀新鮮度    

7.蔬菜的包裝    

8.蔬菜的營養成分說明、標示    

9.有機認證標章的公信度    

10.購買台盛產品通路的便利性    

11.通路商舉辦產品促銷活動    

12.商品有專區陳列    

13.對台盛品牌的形象    

14.提供有機農產品的相關資訊    

15.您對台盛有機蔬菜的品質整體滿意度    

      

對台盛網站的使用經驗      

16.網站頁面設計很清晰、易瀏覽    

17.網站的介面很容易操作    

18.網站介面間的連結性    

19.網站功能的便利性    

20.網站提供產品與相關資訊符合你的需求    



 

 
 

- 56 -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