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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飲食消費和飲食文化的趨勢是瞬息萬變、十分多元的。始於 1960 年代的「西
化」潮流是影響日本飲食多樣化的重要因子。時至今日，歐美的主流食物，如麵
包、肉類、蛋和乳製品，已經擴散到傳統食用米食、海鮮、燉煮料理及味增湯的
日本飲食文化中。
過去，日本人多於零售商店或超市購買魚貝類、肉類及蔬菜等食材，並在自家料
理和用餐(Kohnosu, 2004)。然而，隨著經濟成長的提升，食品服務業2(包含家庭式
餐館和速食店)開始蓬勃發展和迅速擴張。近幾年，取代自家料理的食品服務業，
例如提供飯糰和便當的便利商店以及超市或百貨公司的飲食選擇，也有顯著成長。
這樣的產業成長下，收入水準的提高、飲食消費的多樣化、婦女參與社會的普及，
以及核心家庭的趨勢等種種社會變遷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現象。
時代潮流促使現代消費者越來越要求食品的便利性，多食用零食和加工食品與家
常料理的熟食之類的外食。因應時代需求，食品服務以及取代家庭料理的食品產
業，例如家庭式餐館、連鎖居酒屋、超市和便利商店皆迅速發展，現今成為日本
的主要產業之一。低價趨勢、進口自由化、日圓升值及海外進口的原物料，都為
加工食品商和整體食品產業創造許多優勢(Fujino, 2007)。
此一社會環境的改變也為農業生產結構帶來劇變。其中一項巨變就是農產品需求
之擴充，尤其對於蔬菜的生產(供給)結構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食品服務業的蔬菜供
應方式目前已植入超市、百貨公司等的家庭料理取代通路。此一採購方式的轉變
不僅對生產和批發市場帶來很大的影響，對於其他周邊部門，亦有所變遷，使得
傳統供應機制完全無法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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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食品服務業定義為包含餐廳、速食店、酒吧等供應膳食的營業場所。

1

日本農業生產現況
日本農業所面臨的困難連年遞增。整體產業的變化如下：第一、農業生產者的沒
落與生產者顯著的高齡化。日本農業人口明顯地變化來自其人數的減少以及高齡
化。日本農林漁業部(JMAFF)關於農業人口及 65 歲以上老農所占比例的統計資料
(表 1)便能清楚地看出這些趨勢。1985 年至 2010 年的 25 年期間，日本農業人
口從 540 萬驟降至 260 萬人，減少了 51.9 %。同一時期內，
「高齡」農民 (65 歲以
上)人口則由 140 萬攀升至 160 萬。由此可知，老農的占比也正穩定增加中。不過，
相較於其他產業，農業高齡化問題是比較特別的。然而，日本整體出生率下降以
及人口老齡化將促使未來食品需求嚴重縮水。
第二、得利於倉儲、運輸技術的創新，食品全球化的發展進行得如火如荼。這樣
的趨勢促進廉價農產品的進口，而本土農產品的長期價格多停滯不前。第三、生
產環境的惡化。豪雨及長時間乾旱等異常氣候，以及猴子、野豬或其他野生動物
造成的環境破壞也持續擴大中，為農業生產者帶來損害。

表 1、日本農民人口和 65 歲或以上的農民人口(單位：千人)
年份
農民人口
65 歲以上老農人口(%)

1985
5,428

1990
4,819

1995
4,140

2000
3,891

2005
3,353

2010
2,606

1,443
(26.6)

1,597
(33.1)

1,800
(43.5)

2,058
(52.9)

1,951
(58.2)

1,605
(61.6)

資料來源：JMAFF
註：本表的「農民」指大多以從事農業活動為職業的個人。

食品服務業產業趨勢與「外食」的消費趨勢
食品服務業產業趨勢
日本內政部通訊署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調查〉(圖 1)顯示，生鮮食品在食品消費中
所佔的比例從 1965 年的 48.4% 降至 2011 年的 27.5%。另一方面，熟食消費所
佔的比例則從 3.0% 增至 11.7%、外食比例由 7.2% 增至 17.8%。半世紀以來，
食品消費的趨勢產生明顯變化。日本國人對加工食品、食品服務和家庭料理替代
產業之仰賴有所增加，使得所謂的「外食消費」趨勢3日益遽增。的確，每個人可
能都有至餐廳、速食店、百貨公司、超市及便利商店購買餐點的經驗。在本節中，
我會從食品服務業及外食消費的角度檢視日本在過去幾年當中變化急遽的生活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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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外食消費的研究，請參閱 Kobayashi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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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食品消費支出的變化
資料來源：日本內政部通訊署
食品服務業及家庭料理替代產業趨勢
經濟快速發展和大眾強勁消費需求帶來的收入增長促使食品服務業產生戲劇化的
成長。創新的管理與食品採購方式是此一趨勢的驅動力。管理方面的目標為建立
標準化和程序化的通路管理制度，並透過統一的店面設計發展出一套連鎖模式。
食品採購方面，食品業者透過統一調配、
「中央廚房系統」4 和「規格標準制度」5
等方式建立大量且穩定生產的供應系統。
「中央廚房系統」和「規格標準制度」兩
項技術創新是食品產業工業化的墊腳石(Oda, 2004)。這樣的制度化使連鎖店販售的
熟食口味可以更一致，整個產業發展也日漸茁壯；零售店的擴張和食物成本的減
少促使銷售量大增。然而，隨著泡沫經濟時代的結束以及經濟成長的減緩，食品
服務業的市場也轉而呈現每下愈況的趨勢。個人所得的減少導致消費者開始避免
較昂貴的外食消費。同時，家庭料理替代產業的崛起，也威脅到食品服務業的生
存空間(圖 2)。家庭料理替代業提供的用餐形式，就是購買在外烹煮好的食品帶回
家享用，如外帶跟便當。拜品管技術進步之賜，一些前所未有的高品質食品也可
輕鬆地到超市、便利商店與百貨購買。此外，這些產品在口味上有一定水準，且
年年都有所改進。合理的價格讓此類簡單、方便的餐點越來越受消費者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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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廚房是一個能夠密集管理食材、烹煮和產品運送的設施。
這種進貨方式乃將產品的生成作業委託給特定製造者，給予製造者的「產品規格
表」明定原料種類和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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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家戶外食比例變化
資料來源：Japan food service industry general research center
外食消費習慣的變遷
外食比例由 1975 年的 28.4% 增至 2007 年達到 45.2% 的高峰，在此之後開始出
現緩緩減少的趨勢；2011 年外食比例為 44.1%。近期趨勢顯示外食比例相對減少，
而家庭料理替代產品的消費比重增加 (Kobayashi, 2006)。家庭料理替代產品消費
比重在 1975 年僅占 0.7%，但在 2011 年增至 8.9%。另一方面，食品服務產業
於 1997 年達到顛峰 (37.8%)，但從此開始 逐漸衰落 ，2011 年 的消費 比重為
35.2%。
在長期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食品服務業的比重呈現下降的趨勢，即便如此，外
食消費依舊保有很高的比重，簡化的家庭料理替代食品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預調理食品及便當的消費族群起初以收入普普的年輕人或家庭為主，但現在此類
商品的消費族群不斷擴張，甚至擴及老年人。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食品消
費的形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對外食商品的依賴性增加，使得產業不斷蓬勃
發展。造成這些改變的因子包括：(1) 婦女社會地位的提升、(2) 單身世代的普及
化、(3)食物採購地點及模式的改變以及(4)食品製造業的進步。除此之外，食品資
訊的提供與大眾傳播的無遠弗屆在過去幾年也對消費者產生重大影響。這些變遷
不僅對食品消費影響甚鉅，也同時改變了農業生產的方式，食品加工需求和食品
商業用途的增加尤其深刻地改變整體農業的生產環境。
蔬菜產銷現狀與革新
蔬菜生產現狀
長期以來，日本蔬菜的生產結構一直在改變；蔬菜產量持續減少，進口量持續增
加為此產業的特點。此一變化的主因如下 : 第一、國內蔬菜消費量正在減少，特
4

別是年輕族群而言。第二、菜農高齡化與耕地面積減少等問題造成國內生產量大
減。此外，日幣升值與航空、海路等運輸技術的創新造成進口貨品價格的下跌也
是其中一個促使改變的因素。
圖 3 顯示 1998 年以來蔬菜種植面積與生產量的趨勢。由圖中可以看出，1998 年
的蔬菜耕地面積為 50 萬公頃，隨後耕地面積便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近幾年耕地
面積則並無顯著消長，2010 年的耕地面積約為 43 萬公頃。蔬菜產量從 1999 年
的 1390 萬噸降至 2010 年的 1117 萬噸，過去 10 年間的產量跌幅約為 20%。圖 4
顯示歷年進口的蔬菜量(包括加工品)。1985 年，日本由海外進口的蔬菜量為 28 萬
噸，但到了 1990 年便增至 95 萬噸，1995 年進口量為 185 萬噸，2000 年則達
到 224 萬噸。蔬菜進口量持續快速成長，於 2011 年達到 227 萬噸。
進口蔬菜絕大多數來自中國。中國一直以來都持續擴大對日本輸出的蔬菜量。而
2007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 月之間發生的中國冷凍食品中毒事件，撼動了日本
國內的消費市場。這次事件後，日本消費者開始對中國食品產生不信任感，中毒
事件產生的影響非常顯著。相較上年同期，2008 年 2 月由中國進口的蔬菜量跌
幅高達 40%。若以整年來看，2008 年的中國蔬菜進口量跌幅為 25%。

圖 3. 蔬菜耕地面積和產量變化
資料來源：JM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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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蔬菜(含加工食品)進口量的變化
資料來源：JMAFF

蔬菜銷售現狀
圖 5 為蔬菜生產銷售流程示意圖。圖中粗體箭頭的流向代表蔬菜運銷的過程 : 菜
農將蔬菜運至如農業合作社之類的集中運銷團體，商人至批發市場採購採購，再
將蔬菜陳列於商店、超市販售，消費者再到這些場所進行購買。就長期觀察而言，
批發市場的運銷量目前呈現減少的趨勢。即便如此，透過批發市場運銷的量仍佔
總體的 70％，因此，我們可以說蔬菜的運銷仍然主要透過批發市場進行，原因在
於批發市場可提供貨品集散功能，收集來自全國各地的多樣化農產品，將其批運
至客戶手中，並確實地收取貨款。
越來越多的菜農選擇將農產品直接供應給食品加工業者、中盤商、食用者、農業
生產合作社、餐廳等，而不透過批發市場進行運銷。近期較受到關注的手法為菜
農直接將蔬果給鄰近的直售單位。
也有中介農業合作社與加工部門將蔬菜直接輸運給餐廳業者的運銷模式。食品業
者與麵包店身為供應商，盡可能在尋找長期供應農產品的合作對象，希望所需的
食材能夠全年穩定供應。至於某些全年供應上有困難的蔬菜品種，業者也正積極
尋找解決辦法，例如利用自家網絡實施輪作。此外，若自然災害導致作物有所損
失，業者也可以透過批發市場或海外進口等管道採購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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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日本蔬菜產銷流程
資料來源：JALIC

蔬菜生產與食品服務業合作的前景
與食品服務業者契作的好處
契作主要以作物重量為交易基準，菜農可直接與截切蔬菜經銷商、食品供應商或
餐廳業者建立契作關係，優點是在農作過程可以不受某些市場要求的限制。原本
強調產品優點(例如賣相佳等)的耕作方式，轉變為重量導向的模式。而且連市場上
本來無法交易、非標準農產品的作物表皮也能作為契作標的。契作的交易價格通
常每半年或一年協定一次，因此比較不受反常氣候導致價格波動影響。
另一方面，契作的一項艱難挑戰是約定供應的品項不容許出現不足的情況。契作
的廠商的需求為「固定時間以約定好的價格取得品質穩定的固定貨量」
，因此溝通
變得非常重要。生產者必須在約定的交貨期限內，以事先約定好的價格如數交付
產品。然而，農業的特色在於容易受到自然環境及氣候變化的影響，因此其生產
相當不穩定。因此，目前契作農民們會預先耕種比平常高出 1.5 倍的作物量，以
防發生短缺導致產量不足的風險。即便如此，短缺的情形一旦出現，菜農必須自
行至批發市場或其他類似場所購買作物且自行運送，以補足缺數。
近幾年，食品加工業者與餐飲及食品服務業開始發展出新型的合作關係。許多食
品加工業者(如截切蔬菜商)和綠果批發及其他批發商合作，並以代工的模式供應蔬
果給餐廳。因此我們也創立了一個新的經營體，負責向零售業者及餐飲經銷商銷
售產品(Oda, 2004)。在這樣的關係下，我們銷售了許多符合餐飲或食品供應業者需
求的單項截切蔬菜。不過近幾年來，輕易烹飪的綜合食材組合的市場需求也日益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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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食品服務業的永續合作
許多如截切蔬菜商的食材加工業者同時也經營綠果批發和批發業務。然而，由於
近年來截切蔬菜的需求不斷增長，越來越多業者積極擴大加工設施以及加工品項
的種類。另一方面，無法有效因應大量市場需求、未來將面臨歇業的業者，現階
段依然能夠穩定經營。過去幾年餐飲業的新發展，將會大幅影響專攻截切蔬菜的
食品加工業。
截切蔬菜商面臨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因應不斷增加的市場需求，以及如何回應市
場對產品多樣性的需求。為了滿足市場需求，業者大量生產的截切蔬菜必須符合
一致的標準。為達到此一目的，業者必須確保全年能夠獲得一定的量及一定水準
的蔬菜供應。然而，在目前市場過度需求的情況下，可以想見，找到穩定的蔬菜
貨源本身就是一個難題。因此，為了取得穩定的蔬菜原料，加工廠必須從現在開
始建立多方網絡，包含同行及其他領域的業者。農業不僅嚴重受限於氣候等自然
環境因素，而且也存在著許多無法預期的因素，例如難以預料是否可以如期取得
一定貨量。因此，為了能夠確保穩定的貨量，有效應變作物短缺等緊急狀況，很
重要的一點是相關業者與菜農或農場約定契作時應規避風險，建立安全的供應網
絡。
因此，在與食品業者、餐飲業者及其他如農協等相關單位合作時，和菜農及關係
人(如生產經理人)建立網絡可以有效降低風險。為了避免短缺的風險，和截切蔬菜
商合作的食品相關業者通常同時會購買多項產品。另外，為避免菜價高漲所造成
的短缺風險，許多業者也仰賴海外進口的蔬菜。
另一個避免風險的對策就是利用日本南北的耕地進行輪作；目前也正在建立相關
的資訊網絡。加工業者及餐飲業者有時會直接派遣關係人至生產地，或是與當地
農產品經理人攜手合作，以便有效地取得蔬果的相關資訊。在這樣的模式下，保
證金交易是一個重要的交易方式，業者必須和地方關係人培養長期的信任感，以
確保蔬菜來源並維持中長期前景看好的夥伴關係。若可以建立值得信賴的產地合
作，將會減少產地突發意外或事故帶來的風險。與菜農、餐飲業者、餐廳及農產
品經理人建立良好關係固然十分重要，但與產業外人士的交流也不可輕忽。這在
未來會變得更加重要。
日本農協(JA)的新角色
農企業開始展露頭角
日本近期的農企業在發展上有許多驚人的突破。這些農企業除了耕作以外，也將
生產活動延伸至其他產業，包括農產品產銷(如貨品集中與行銷)、物流服務、食品
加工及郵購和網購。這類農企業的形成促使本文作者著手研究農企業的經營實務。
更具體而言，本文意圖先提出一個理論架構來分析農企業的經營，再由個案研究
闡明農企業的發展過程及基本特質。
過去，日本農場經營的相關研究多著重於農場經營者(農場主人或管理者)的管理能
力，較少觸及農場的企業經營。以創新作為中心要素的企業化被認為是經濟發展
的主要驅動力，但不同研究者對於企業化有不同的定義(如創新面、市場建立面、
企業創立和管理面)，因此過去研究也用不同角度探討此議題。舉例而言，在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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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農企業的經營與農場管理人的才幹、組織能力、相關政策與措施、制
度架構及政府等課題是一體的。在日本，私人募資、顧問服務及人際資源管理都
遠不如多數歐洲國家及少數美洲國家，試圖企業化經營的農場管理人將會面臨許
多挑戰，必須採用替代方案，如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建立網絡。農企業經營的研究
非常不足，正因為如此，農場管理的研究更應該就此課題深入調查，才能提供新
興農企業更好的支援。
「六次產業化」 與日本農協 (JA)
「六次產業化」(Rokuji-sangyo-ka)描述的是一級、二級與三級產業的融合。1 + 2 +
3 或 1 x 2 x 3 都等於六；這也是「六次」這個名詞的由來。
首先我會稍微介紹「六次產業化」構想在日本農業及食品業出現的背景。日本農
場與鄉下地區面臨的可怕問題之一就是農村收入及農村經濟的衰退。由於消費者
需求愈趨多樣化，零售業自然處心積慮地發展新產品，增加對於上游業者的影響
和控制，使得上游的初級產業必須承受產品降價的問題。下游行業可能因此享受
更大的附加價值，但關鍵的問題在於初級生產者(如農民)幾乎被排除在獲利結構之
外。全球化的競爭更放大了產品價格萎縮的壓力。人口老化及人口流失也使鄉下
地區失去經濟活力。
為解決此一問題，
「六次產業化」計畫意圖協助上游初級的生產者及農民結合多元
產業領域，達到增加收益的目的。如此一來，生產者可以行銷自己的農作物、控
制價格、獲取傳統上由下游業者收取的附加價值，藉此增加收入，並對地方經濟
有所貢獻。
「六次產業化」有不同的經營方式，但最直接的作法就是生產者自行加
工自家作物、自己銷售給消費者。經由此一經營模式，農民可以獲取更多附加價
值。另一種模式則是與其他產業(如加工及零售)業者共同合作。
作者過去的研究發現，
「六次產業化」有著多元的發展模式。而上述的第一種方式
是部分農民理想的典型經營模式，顯現「六次產業化」可以透過加工的外包來實
行。上述第二種方式比較全面性，即農民自行將農產品加工，再直接銷售給面對
消費者的零售商。隨著事業蒸蒸日上、銷售量攀升，通常也相對地需要更多產品
供應。因此，一些自行加工及行銷農作物的生產者，也會與其他耕作者建立合作
網絡。而最後一種經營模式較為複雜，整合了更多服務導向的業務，像是葡萄園
複合提供餐廳、咖啡館或婚禮的服務。
日本的農業食品價值鏈中，日本的農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JA)在小農產品與下游
產業關係建立的過程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然而，現在農協也同樣面臨產品低
價的問題。

研究方法
本文以個案研究的方法闡述農協如何克服挑戰，成功在農民及食品服務業之間居
中協調；我們研究了兩個具體的案例。本研究的資料收集主要仰賴個案關鍵人物
的訪談，分析過程中也將焦點放在個案的形成過程。此外，我們也特別針對當地
政府及其他組織與農協的合作及提供的支持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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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用的個案為菜農組成的傳統農協。這些個案是特別挑選的，因為該農協生
產是當地農業的核心產品。我們透過理論架構分析 JA 在協調產業合作的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以 Kagono(1980)的組織理論作為研究基礎的前提下，我們可以看到
JA 的角色是在各業者間居中協調，促進各方參與，讓合作關係可以順利進行。這
樣的模式會隨著進程的不同而有所調整。我們在研究決策層級角色調整的時間進
程時，必須考慮以下三個階段：A. 初步審查階段(規劃階段)，此階段對於合作關
係的建立與否是很重要的。B. 具體事業方向及內容審查(具體審查階段)，包括具
體管理方法之擬定及最終成員的確定。C. 計畫的實行(最後階段)。

研究成果
日本農協組織概述
食品服務業正努力地尋找穩定的蔬菜原料貨源，也因此，必須與同業及其他產業
建立多元網絡。然而，農業的高階管理人和食品產業都沒有管理資源不足以形成
這樣的網絡，因此透過農協建立網絡的案例持續增加。近年來，農協和農企業與
餐廳業者的合作過程中也建立了降低風險的安全網，以穩定供貨。具體而言，農
協也與許多擁有穩定供貨技術的農企業建立關係，進而透過產區的管理降低因突
發事件或災害的風險。
個案：島原雲仙農業協同組合與紀之里農業協同組合
在規劃階段(A)，產品開發所需的時間通常比較長。管理者容易忽略不同季節需開
發不同產品的必要性，隨季節推出不同產品可增加產品開發的效率和大眾接受度。
與工商團體頻繁交流意見時，也會發現他們經常忘了將收穫期納入考量(到目前為
止已經有四五次這樣的經驗)。因此，除了在研討會交換意見以外，讓工商團體直
接到生產地現場培訓和實地考查以了解消費者需求，也都是促進團結精神的作法。
農協認為：「促進團結很重要，可消弭各方期望與目標的差異」。農協運用其累積
的工商、物流等方面的「專業」與「資訊」提供相關資源，並在會議中引領產品
發展的討論，以取得共識。
到了下一個階段，也就是計畫已訂定、需具體檢視計畫方向與內容的階段(B. 具體
審查階段)，農協可能會說：
「此時我們的主要目標在於讓雙方的發展擁有更多能量。
為此，我們會舉行關於產品原型的輔導說明，致力創造具體的銷售額，讓投入於
產品生產、開發的資源有所回報，同時也積極維持雙方的合作。此外，改善商品
原型的同時，亦需重新組織生產管理者與工商團體各自擁有的管理資源，並思考
是否還有進一步改善的作法。」會議進行的同時，雙方可以思考如何強化合作計
畫，並提出建議方案。
最後到了最終階段(C)，亦即管理業務具體執行的階段，農協可利用累積的人脈和
業務關係推動農工商的合作和商業化。身為服務提供者，我們也正在推動新措施，
致力創造對農工商合作友善的環境，例如引入標籤製作公司或介紹尚缺合作者的
銷售夥伴。因此，我們再次強調，農協的「專業知識 / 資訊」也可說是一種資源。
小結
從以上的案例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些啟示。農協在幫助業者調整計畫時注入許
多心力，特別是在上述三階段(初步規劃、具體審查及最終階段)的第一個時期。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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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表示，這是因為「與其說服不滿或抗拒農工商業合作計畫的業者，不如將心力
放在使合作計畫的參與者達到共識。如果你耐心地尋找解決方案，這樣後面的階
段也比較容易進行。」
為了能夠扮演稱職的角色，本文認為農協必須要有以下兩項特質：第一，須注意
哪些參與者可以提出哪些意見或功能。舉例而言，食品加工業者可開發客製化、
識別性強的產品，使用優質農產品、少量販售及研發新口味。在此過程中，產品
的口味、口感及包裝設計越來越成為業者的優勢來源。此外，雖然與工商業者合
作的生產業者規模不一，小至家庭企業，大至商業化企業，不過每個生產者的生
產原則及創新管理手法，都會成為「產品的故事」
。這些特色都對消費者極具吸引
力。
第二、統整農協可提供的各項資訊。農協絕對不可或缺的能力，就是有效回應生
產管理方及工商團體所注意到的各個細節，並且具備健全的人際網絡。然而，農
協必須提供的不僅是資訊或網絡，而是必須將這些專門知識與關係做整合性的呈
現，使得這些資源能夠適用於農業各領域的生產、加工與銷售。此外，必要時，
農協也有義務提供對農工商合作計畫有利的環境，包括介紹標籤製作公司及設置
銷售中心等服務，以利產品的商業化及銷售。

Industry
High product
development
capability

Branding
know-how

JA

High quality
Sustainable relationship

①Highlight the points
that can be evaluated
②Provide
various
information resources as
a package

Management
philosophy

Farmers
Construct collaboration that draws out the
strength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entity

圖 6. 建立農民和產業永續合作關係中 JA 所扮演的角色

結論
一般認為，農企業與工商業者合作是為了強化其管理實力。舉例而言，和具有專
業知識的銷售商合作在提高銷售或建立農產品品牌時可以降低開發新產品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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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此外，也不需要再去開發新技術或新的人際資源，而且也有產品生產、開
發相對較穩定的優點。因此，農企業與工商業者的合作能達到潛力無窮的成果，
不僅只於農民所預期的範圍內。
現今食品產業的價格競爭態勢下，農工商協力生產的量產產品通常無法展現其優
勢。這就是為什麼每個業者的特色與想法，以及如何將理念與決心反映在產品上，
是達成成功銷售的重要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農工商產業合作中「把自己的想
法、理念與決心轉化為商品的一部分」
，並彰顯農場管理的「獨特性」是中很重要。
基於以上各點，從事農工商產業合作時，各方業者需要注意以下幾點。農業生產
管理方面，為了使「理念」可融入商品的「人格特質」中，管理者必須擁有一套
清楚的管理哲學。另一方面，工商業者必須重新檢視其自家的加工技術或品牌經
營專業，再次確認他們所擁有的大量技術資本能夠運用在農工商產業的合作上。
到目前為止，極大化第二、第三產業累積的技術資本與資訊資源，幫助農民開發
更有吸引力的產品，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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