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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系統應用於空間群聚之研究-以台中市新社區葡萄果園分布為例 

摘  要 

新社區的葡萄在台灣早享盛名，而當地的葡萄果農也因產業的共同性、

地理上的鄰近而聯繫在一起。本研究藉由實地的田野調查與當地葡萄果農

的深度訪談來探討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發展條件，進而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

平均最近鄰分析、點密度分析和環域分析，來分析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

特性，最後分析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群聚效益。 

    研究結果發現（1）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發展概況有：合適的風土氣候、

優良的種植技術、精緻的果園管理、多元化的經營。（2）新社區葡萄果園

共有 972 筆，其空間分佈呈現群聚分布的趨勢，主要聚集地為協成里附近

俗稱的八欉樹下和福興里的白毛台附近，協成里和福興里是新社區葡萄果

園密度最高的兩個里。葡萄果園分布最多的海拔為 400~500 公尺之間的一

級平坦坡，果園的坡向以東北、 北、西北向為主。(3)新社區域內的葡萄

果農透過技術的傳承，彼此合作、也彼此競爭，葡萄協會、台中農業改良

場、興大葡萄研究中心提供果農密切而且專業的技術輔導，政府推廣 DOC

課程協助果農行銷葡萄等，這些條件構成新社區葡萄果園空間群聚的基

礎。 

    據本研究結果，建議新社葡萄果農可以朝下列方向發展：(1) 推廣溫

室葡萄，穩定農民收益。(2) 建構新社葡萄的地區品牌形象，提高商品魅

力與競爭優勢 (3) 善用葡萄的多元價值，提升葡萄商機。(4) 政府相關部

門舉辦高品質葡萄的認知講座，提升消費者意識、農業意識（5）結合休閒

旅遊及產業文化，設立葡萄博物館。 

 

關鍵字：新社區葡萄、地理鄰近、空間群聚、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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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葡萄是台中主要農產品之一，根據民國 103年農業統計年報顯示，台

中市葡萄種植面積 560公頃僅次於彰化 1,366公頃，收穫量 19,783公噸也

僅次於彰化的 30, 862公噸，位居第二。而台中市葡萄產區主要集中在豐

原區、東勢區、新社區、石岡區、外埔區。其中新社區種植 343公頃，居

台中全市之冠，所以葡萄在新社區的栽培面積是很廣的，也是當地很重要

的農產品。此外新社區葡萄在 2006年台灣省「巨峰葡萄高峰會」上，從外

觀、果粉濃度與口感、糖度與酸味來評比，在參賽的 21鄉鎮中和信義鄉葡

萄均獲得團體獎冠軍，由此可知新社葡萄在國內葡萄產業界已漸漸脫穎而

出。 

近年來，樂活農業及酒莊的興起，增加本土葡萄加工需求，精緻農業

創造農村生機，也創造出高品質的果品產銷。巨峰葡萄是由日本傳入的外

來品種，可說是葡萄界裡最難呵護的品種，但在台中新社白毛台的產銷班

卻以純熟技術栽種培養，每年以 150多公噸產量外銷日本、新加坡、香港

等地，並榮登全省外銷葡萄第一名。除了其優越品質，順利取得外銷訂單，

還被獲選為航空國際線頭等艙所用的水果之一。新社葡萄除了享譽海外，

在國內為了供應消費者高品質的葡萄，市府農業局和新社區農會與白毛台

地區產銷班合作供應吉園圃標章巨峰葡萄，並於 2014年 1月 7日起在全聯

福利中心全國各生鮮超市上架，數量約 4萬盒，讓民眾隨時可以享受到高

品質的葡萄果品，並透過多元的展銷管道推廣台灣在地的優質農業。 

新社區葡萄栽培的面積很廣，根據新社區公所農業課所提供的資料顯

示，整個新社區栽培葡萄果園的農戶約有 372戶，如此多的種植農戶及其

品質的優越引發研究者想要探究是怎樣的條件和因素，造就新社區葡萄的

群聚現象，並使其產品享譽國外，成為外銷寵兒，並可創造出每公斤 400

元的高經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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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產業群在空間中的群聚現象(cluster )逐漸被關注。產業群聚的

概念被視為是一種國家與城市經濟體的新方式，而產業群聚發展也被認為

是促進地方發展及提升產業競爭的良方。產業群聚成員為了維持在當地社

群的地位，常會致力於建立互動關係，這種關係可良性地影響長期利益。

產業群之所以地理集中，是彼此鄰近有助於生產創新，讓產業群聚獲得好

處。正如 Lissoni(2001)提到，唯有透過知識社群與實務社群成員密切的互

動才能使內隱性極高的專業知識得以外顯，也始能加速區內廠商的知識分

享。 

Porter (1998)提到瞭解一個地方產業群聚狀態會對該經濟體的生產力

潛能以及未來發展限制，提供非常重要的洞察力，同儕壓力也會擴大產業

群聚內部競爭力，彼此嘗試超越其他對手。近來許多產業的群聚發展也逐

漸重視與地方既有產業群聚的連結，透過群聚分析，可以清楚區域群聚內

外部的連結，藉由區域的獨特性，瞭解生產環境的優劣勢，並藉此制訂出

好的政策。研究者初步探訪新社區葡萄果園，發現在產業群集的果園中，

果農在技術上的傳承抱有精益求精的精神，彼此也會互相支援。因此，本

研究藉由群聚分析，找出地區的策略優勢及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依據，並

以此為研究方向，期望能深入探討新社區葡萄果園群聚發展的原因。 

二、研究目的 

新社區葡萄從民國 50 年代發展至今已有 50 多年的歷史，新社區葡萄

產業如何在特定空間聚集的過程及該區域擁有的條件以及生產者在互賴、

互動中所衍生的產業活動或服務，果農之間如何經驗交流，如何銷售自家

的產品，在種植方式、品種不盡相同，如何塑造出新社區葡萄特有的產業

景觀，值得一一加以探究。根據先前的研究動機與背景方向，具體的研究

目的如下： 

1. 分析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發展條件。 

2. 分析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區位特性。 

3. 分析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群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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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摘要 

一、葡萄栽種的生長條件 

葡萄性喜夏季乾燥、通風良好且土壤酸性肥沃排水良好之地，因此一

般多在河川沿岸之山坡地能生產良好品質的葡萄。影響葡萄生長的環境因

素簡述如下： 

(一) 氣候條件 

1.溫度 

葡萄為喜溫性果樹。夏季溫度平均日溫 25°C ~28°C，夜溫 15°C以上，

且日溫超過 35°C的時間不可太長。栽培最適合的區域介於北緯和南緯 34

度至 49度之間，比其他落葉果樹有較為廣泛的適應性。 

2.光照 

葡萄屬喜光植物，台灣因夏季雨多而陰天時數長，或因棚面枝葉過多

重疊造成日造不良而影響果實的品質及容易使樹體發育不良（農委會，

2005）。葡萄藤於生長期約需要 1300-1500小時的日照。 

3.雨量 

   全年雨量的分布對葡萄植株的生長、產量、品質有很大的影響。春季

葡萄發芽時要充足，成熟時要乾燥。葡萄屬於嫌雨作物，雨量太多則日照

不足，光合作用受到限制，水分和氮素的吸收增加而容易引起枝葉徒長而

使花芽分化。一般認為年降雨量在 600~800毫米的地區最適宜發展葡萄。 

(二)地形條件 

1.坡向和坡度 

山坡比平地更適合葡萄生長，因為山坡上的角度可以使日照更充足。

高於四周平地的小坡不易結霜，最為合適。山坡也較易排水，葡萄藤才不

會浸於過濕的土壤。因此，在種植葡萄時應優先考慮坡度在 20-25度以下

的土地。北半球較涼爽的地區，面南的山坡日照較多也更為適合；較溫暖

的地區則為面北的山坡比較理想（葡萄-中文百科在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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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壤 

栽培葡萄之土壤範圍很廣，從砂質土到黏質壤土都有人栽培，但以壤

土和細砂質壤土最好（謝慶芳，1988），根據謝慶芳指出土壤酸鹼度最適

值在 6.5～8.0之間，pH在 6.5左右時對所有養分的有效性接近最高，因此

肥效會最高。 

二、產業群聚 

（一）產業群聚的意涵 

產業群聚(industry cluster) 的理論發展，始於聚集經濟理論。產業

群聚因某區域具備廠商在生產上所需的要件，進而吸引廠商在空間上聚集

的現象。產業透過此種組織方式獲取新的互補的技術、從互補資產和利用

知識的聯盟中獲得利益、降低交易成本、克服市場障礙、取得經濟合作效

益、分散創新風險(吳濟華、李亭林、陳協勝、何柏正，2012)。Porter 認

為，產業群聚對地方發展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產業群聚存在其空間中

可促進其他相關產業發展、吸引外來投資、提高就業率與提升人力資源水

準等等，也助於提升整體國家經濟成長之成效。 

（二）產業群聚的型態 

「產業群聚」的形成會促使產業間形成互助關係，為了爭取顧客和保

留顧客，各種激烈的競爭也會衍然而生，多重競爭和強烈誘因的出現常常

會加強產業群聚間的競爭強度。在廠商追求極大利潤的前提下，會尋求成

本最小的生產方式，其中透廠商間垂直或水平的連結，以降低交易成本、

提高利潤的群聚模式，在經濟體中十分常見，這樣的現象便是「產業群聚」

（簡毓寧，2004）。產業群聚(industry clustering)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

Marshall（1920）的研究，Marshall將群聚的型態分為三種： 

1.「水平群聚」(horizontal clustering)- 一種同業競爭關係 

是指產業內某些部門的聚集現象，也就是由同一個產業裡的廠商所組

成，這些廠商使用相同的技術、勞工、或相同的資源，彼此存在一種相互

競爭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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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垂直群聚」(vertical clustering)-一種異業合作關係 

是指生產鏈中價值創造的鄰近步驟所形成的群聚，如將生產過程中所

有供應商連結成一仳鄰成群的網絡。由上、下游的供應商、或是買賣方的

廠商所共同組成。這些相關產業在共有區位上形成供應鏈(supply chain)，

將生產階段與銷售過程做整合的聯結，以促進產業的專業化。 

3. 「對角群聚」(diagonal clustering)-互補關係 

是指具有互補或共生性小企業(complementary symbiotic firms)的集

中,以增加生產產品的價值與獨特性，例如在旅遊地提供活動、餐飲與住宿

的店家間，為提升旅遊產品的價值，彼此之間所形成的慣性連結（Michael，

2003： 133-145）。     

產業群聚具有競爭優勢，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空間距離上的接近、

知識的共享以及互補成為群聚現象出現的因素。本研究利用地理資訊系統，

繪製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分布地點，並找出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群聚位置，分

析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區位特性，定位新社區葡萄果園群聚的空間分佈狀態。

利用GIS圖所呈現的是產業群聚內，葡萄果園的空間分布狀態，主要是凸顯

群聚內葡萄果園在空間中集中的行為。 

三、相關研究 

（一）葡萄產業相關研究 

陳秀芬（1985）以擴散模式研究1960年至1983年間彰化平原鮮食葡萄栽培的

擴散過程，推論出空間經濟組織、自然條件限制等地區因素及社經資源、人格特

質、溝通行為等個人因素同時影響葡萄栽培的擴散。 

林月金（2001）台灣鮮食葡萄之產銷研究中指出由於台灣鮮食葡萄產期調節

成功，加以技術進步品質提升結果，而售價也能維持上漲趨勢。面對進口果品的

強大競爭壓力，除積極研發葡萄新品種並朝高品質發展，以滿足消費者對果品多

樣性與精緻化的要求外，尤應加強行銷，積極建立國產品牌 並拓展國內外市場。 

李采玲（2013）以大村葡萄為例研究地方農產品的壟斷地租。「大村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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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受制於水果的特性，又疏於強調產地獨特性，尚未具備壟斷價格。不過，農

民得以直銷葡萄而獲得高於以往的利潤。若透過壟斷性宣稱的操作，能協助農產

品脫離低價的困境，並提高農家的收益。 

（二）產業群聚的相關研究 

Lai et al. (2014) 研究產業群聚的知識管理在創新表現上的效應，研究發

現創新活動創造環境知識的交流以致於產品的開發，創新增強了雙方成員的交流

與互動，從而觸發對知識的需求，也形成知識管理和創新活動可共享的關係。在

全球競爭參與工業的壓力下，群聚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關鍵。通過產業群聚，

群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降低成本、獲取共同的供應商，培養專業的工作團

隊，增強競爭力，此外地理上的接近積極影響企業的創新表現。 

Chen,Lin,Chang ＆Liu(2009)研究台灣自行車產業的科技創新和產業群聚，

探討他們如何在群聚的影響下，找出競爭的優勢。研究發現產業群聚有利於台灣

自行車產業的創新。產業群聚的成員能夠頻繁和快捷的做訊息交流，自行車製造

商和自行車組件之間提供了許多相互合作的機會，增加整體議價的能力，也降低

上下游公司的運輸時間和成本，這使得技術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創新

尤為明顯。產業群聚帶來的訊息共享、技術推廣、標準化和自行車部件模塊化，

從而增加台灣自行車產業的競爭優勢。 

四、GIS空間分析 

空間分析主要是結合空間要素納入分析的考量，因此資料通常是以鄉、

鎮空間單元彙整各項變數，提供空間分析時所需要的屬性與空間資訊（顏

麗恩，2010）。GIS空間分析可以顯現某ㄧ地理現象的影響範圍和群聚現象。

本研究擬運用GIS空間分析的概念，分別以點、線為中心，探討新社區葡萄

果園栽種的空間區位特性與群聚型態。 

（一）平均最近鄰分析（average  neareast  neigh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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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最近鄰分析是對於「點」形式資料的距離統計，以提供點的群聚

程度指數。若計算分析結果Z值〉1，則資料分布型態是屬於分散的; 若計

算分析結果Z值〈1，則資料分布型態是屬於群聚的; 若計算分析結果Z值接

近1，則資料分布型態是屬於隨機的（ESRI，2015）。 

（二）環域分析(Buffer Analysis) 

環域是指距離一空間物件某一指定距離內的區域，包括對點、線、面

三種形式的運算，亦即為某一物件的影響範圍（周天穎，2008），也指一定

寬度的帶狀區域。在地理資訊系統中指出環域分析是指當我們要表示某一

地理現象時，想顯現出該種地理現象的影響範圍。 

（三）點密度分析(Point Density Analysis) 

點密度分析是利用空間資料數值化在網格座標上，依序掃描每個網格

與固定範圍中（neighborhood）的點位數量，或乘上權重值，以作為每個

網格中的值，完成點密度圖會以連續型的網格值，展現點資料的分布型態。

此分析法使用時機在於原始資料係為點資料，利用計算其附近的點數總和，

將點的密度呈現連續的分布，使人容易從圖層判別聚集的地區（顏麗恩，

2010）。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概念與架構 

本研究探討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群聚，以深度訪談和實際的田野調

查了解葡萄在新社區的種植緣起、分布和群聚現象。本研究藉由實地田野

調查與當地葡萄果農的深度訪談取得第一手資料，與經由文獻探討來聚焦

新社葡萄果園分布的區位特色。之後再利用地理資訊系統的平均最近鄰分

析、點密度分析、環域分析、坡度分析、高度分析和坡向分析，來了解新

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群聚型態。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新社葡萄經營

者未來發展的參考（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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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架構圖 

 

二、資料蒐集 

 (一)文獻蒐集 

本研究從台中縣統計要覽，台灣農產品調查報告、農業統計年報和農

糧統計中的等資料中得知葡萄在全台的分布及成長概況，並透過內政部國

土測繪中心初步找出果園的定位標示，還參閱相關研究，如：(1)產業群聚

研究(2)台灣農業經濟發展研究 (3)透過新社鄉誌了解新社區自然環境、人

文背景等資料(4)葡萄栽培與葡萄產業發展研究(5)葡萄的相關書籍、論文、

期刊、雜誌等(6)台中農業改良場所出版的葡萄相關刊物，期望能透過相關

文獻、政府相關統計資料的研讀過程中進行分析、比對，並藉由這兩類資

Porter群聚概念 

GIS空間分析 

(平均最近鄰分析) 

 (點密度分析) 

(環域分析)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發展條件 

 一、合適的風土氣候 

二、優良的種植技術 

三、精緻的果園管理 

四、多元化的經營 

 

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群聚效益 

一、水平群聚的分析 

二、垂直群聚的分析 

 三、對角群聚的分析 

 

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區位特性 

  一、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群聚 

二、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分布 

 (一)、新社區葡萄果園之坡度分析 

 (二)、新社區葡萄果園之高度分析 

 (三)、新社區葡萄果園之坡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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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互佐證、補足，以增加研究資料的飽和度。 

(二)田野調查 

    研究者拜訪葡萄產銷班的班長，取得新社果農栽培葡萄果園的地段地

號和種植年代等基本資料，並依據地段地號經由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的圖

資查詢初步找出新社葡萄果園的位置定位，藉以瞭解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分

布與群聚的現象。研究者再積極詢問葡萄果農有關葡萄的栽種知識和管理

行銷等問題，並至葡萄園觀摩其工作情形，以了解葡萄的生長過程，藉以

比較出文獻資料和現實操作環境的差異性。 

(三)深度訪談 

本研究深度訪談台灣葡萄發展協會理事長、農政推廣單位人員和 8 位

葡萄產銷班班長、葡萄果農等共 15人，訪談對象涵蓋不同層面，以促進充

分的了解，從中了解新社區葡萄發展面貌，取得相關產業資訊以分析產業

的成長性，並與文獻資料比對，以獲取客觀的言論資料。 

三、資料分析-GIS空間分析 

本研究利用地理資訊系統中的環域分析(Buffer  Analysis)、平均最

近鄰分析（average  neareast  neighbor）和點密度分析(point  density  

analysis)，找出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群聚位置，分析新社區葡萄果園群聚的

區位特性，定位新社區葡萄果園群聚的空間分布與群聚效益。 

                         第四節  研究區域 

根據 103 年農業統計年報調查顯示，新社區的葡萄種植不論是種植面

積或是產量（圖 1-2）都居台中市之冠，本研究選擇新社區作為研究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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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民國 103年台中市各區葡萄種植面積、產量分布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一、地理位置 

新社區位於台中市中部偏東的山城地區，轄區內有 13個里(圖 1-3)，

以福興里面積 21.5825平方公里最為廣闊，中興里 0.55平方公里最小。中

心位置約於東經 120.4度，北緯 24.2度，俯瞰本區地形成長條形，地勢隨

大甲溪的流向由較高之東南向往西北傾斜，東南半部地勢全屬山區，西半

部則為丘陵，地形相當複雜。 

 

 

 

 

         

          1-3 台中市新社區行政區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自然環境  

（一）地形  

新社區主要由十三個獨特的河階地形構成，位於大甲溪左岸之廣闊台

地面，稱新社段丘群（林朝棨，1999）。最上位階達 570～720公尺，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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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約 60 平方公里，大致為南北長 10 公里，東西寬為 6 公里，橫跨現今新

社鄉、石岡鄉及豐原市。大甲溪原為東西向河川，從天冷以下，突然轉為

南北流，此乃因蓬萊造山運動致使河川轉向，且河流下切侵蝕能力增強，

持續的內外營力作用形成現今大甲溪西側的河階群，統稱為「新社河階群」

（圖 1-4），為台灣罕見的河流地形。 

 

 

 

 

 

           

圖 1-4台中市新社區之河階地形圖（林朝棨，1999）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氣候 

新社極北點在北緯24度17分20秒，極南點在北緯24度05分，全區屬於

副熱帶季風氣候。本區位於本省中部山城地區，氣候與氣溫良好，可稱冬

暖夏涼的氣候（廖隆仁，1998）。依據新社種苗改良繁殖場（2010-2014）

的統計資料顯示，新社區一月份平均溫度為14.4℃，七、八月之平均溫度

約為26.6℃，年均塭21.4℃，平均溫差高達7.7℃以上。 

（三）水文 

大甲溪流經新社東部，是新社區與東勢區的界河，也是新社區主要飲

用水及農田灌溉唯一的水源。新社區河川除大甲溪外，尚有阿寸溪、抽藤

坑溪、麻竹坑溪、食水嵙溪、七分坑溪、茄冬寮溪、烏筆坑溪、桂竹林坑

溪、矮山坑溪等九條溪流(圖1-5)，但這九條溪流皆短促，平時水量有限。

另外境內還有成立於民國21年的『白冷圳』，全長16.6公里，引用大甲溪的

溪水，翻山越嶺，是遠東最長的虹吸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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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5 新社區水系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四)土壤 

新社土壤主要為砂質壤土、紅棕壤土、黃壤土。砂質土壤沿著大甲溪

分布，從月湖里經下水底至馬鞍寮一線；在高溫多雨、乾濕季節明顯的氣

候條件下，平坦安定的台地容易生成紅壤土。紅棕土壤分布於崑山、馬力

埔、新二村、新三村的階地。少數較平緩安定的坡度因有滲透水的淋洗，

土壤發育良好多生成黃壤土，黃壤土分布在水井村、新四村、新五村、新

六村、東興村、中和村的丘陵地台地，全區屬於酸性土壤（廖隆仁，1998）。               

三、人文環境 

（一）人口 

本區居民組成多元，但人口仍以客家人為主。民國45年，政府實施陽

明山計畫，是近代最大宗的集體移民計畫，本鄉因而增加約四分之一的人

口。當時此舉不但增加了本鄉的人口、提供充足的勞動力，也使本鄉呈現

多樣的文化特色（張聖翎，2006）。新社人口組成以中壯年為主，近年來休

閒觀光產業盛行，人潮湧入的結果，帶動了多項產業發展，也創造許多就

業機會，使得年輕人得以留在家鄉發展謀生(林美月，2011)。 

（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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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向來主要產業以農業為主，傳統農業及農特產品，主要以盛產

巨峰葡萄、枇杷、高接梨的水果之區，夏季蔬菜名聞全台，香菇、苦瓜、

角瓜、花卉、甜蜜桃等都是這裡的農特產品。民國60年之後，在稻田轉作

政策、市場利潤高低與農業改良技術等因素的影響下，作物種類逐步轉變

為水果、蔬菜、香菇花卉等，種類極為豐富。 

（三）交通路線 

新社區地處偏僻山區，素有中部的後花園之美譽，主要聯外道路有中129

線、台21線、及中92線。中129線北接本市石岡區與東勢區，經本區中正、

新社、大南、永源、中興等各里，南至臺中市；台21線則由天冷經本區福

興里通往南投縣國姓鄉；中92線則由本區中正里至石岡區，為通往豐原之

一便捷道路。區內聯絡道路大致成網狀分佈，其中以中93線、中95線、中

97線、中98線及中99線等道路為主體，貫連各村落，並以線道及產業道路

交織聯絡構成便利的交通網路。(圖1-6)  

 

             

 

 

 

               

               

圖 1-6 台中市新社區交通路線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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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發展概況 

根據前述文獻提及葡萄生產環境，以及本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第

二章提出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發展概況。 

 第一節 合適的風土氣候 

一、日夜溫差大，葡萄生長的合適環境 

  新社處於海拔 450公尺以上地區，全年日夜溫差最高可達 9.7°C，日夜

溫差大正是適合葡萄生長的絕佳環境，因為白天葡萄有足夠的日照，進行

光合作用，攝取足夠的養份，這些養份因夜間氣溫低，而得以儲存不會流

失，故足以供應果實所需。 

  值得一提的是，區內白毛台地區位處山區，海拔約 650 公尺，終年氣

候涼爽且經常雲霧裊繞，白天陽光充足、夜晚溫度低，孕育出白毛台葡萄

豐美的滋味與口感。 

二、大甲溪充足的水源提供白冷圳優質的灌溉水 

    大甲溪為主要飲用水及農田灌溉的河川，灌溉水源充足，新社鄉最

重要的灌溉用水「白冷圳」亦引自於此。新社因為大多是河階地形，灌溉

取水不容易。白冷圳的興建提供新社葡萄最佳的灌溉用水，因此，白

冷圳是新社台地能孕育出優良農產品的「生命之水」,也是提升新社農業發

展極大的功臣。          

三、土質肥沃的酸性砂質壤土 

葡萄對土壤的適應性很強，最喜歡生長在土質肥沃的砂質壤土。新社

大都屬於酸性的砂質土壤，排水性佳，農民施用有機肥料，並且落實疏、

套袋工作，生產的葡萄品質卓越。新社白毛台土壤的酸鹼值是微酸，因此

種出來的巨峰葡萄，獨特的甜中帶微酸外，還有濃郁的葡萄香味，和其它

地區生產的巨峰葡萄有明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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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優良的種植技術 

一、引育適合台灣氣候環境的品種 

臺灣地屬亞熱帶氣候，在臺灣，葡萄的種植面積約為 3,200 公頃，大

部分是巨峰的品種，為全球栽培該品種最多的國家。臺灣的栽培品種除了

極少數的鮮食用義大利及喜樂品種為歐洲種之外，其餘皆為歐美雜交四倍

體的巨峰品種，該等品種在長高溫且高濕之環境下均能有較穩定的植株生

育及果實生產。1960 年初，新社開始引進了巨峰品種，隨著試種的成功，

農民紛紛加入栽種的行列，新社白毛台上有少數果園也栽種貝利 A(Muscat 

Bailey A)，此品種主要作為釀酒用。 

二、利用產期調節技術，打破葡萄休眠，創造經濟效益 

台灣處於亞熱帶至熱帶地區，原不適合純歐洲葡萄品種的生長，但靠

著農民催芽劑催芽以及針對修剪部位、時期、方法、新梢生育調節及施肥

等技術，不斷地修正改進，發展出台灣獨特的亞熱帶地區一年二收及一年

三收等產期調節栽培模式，使栽培面積逐漸擴大，奠定台灣葡萄產業基礎。 

 

第三節  精緻的果園管理 

一、草生管理栽培 

全台有機葡萄之示範園有 5公頃設置在臺中縣新社鄉白毛台，屬於大

甲溪上游南岸山坡地，果園全部採行草生栽培。農業是永續發展的事業，

農民不願意對農地有所傷害，大都使用草生栽培法，堅持不使用除草劑，

使用除草劑容易殺死蚯蚓使土壤硬化和鹽化，結果期使用則會使果實著色

不良，糖度降低，天然風味消失。草生栽培的土壤（照片 2-1），肥料不容

易流失，土壤微生菌還可以保持，地利才可以維持並可以減少化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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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2-1 草生栽培的土壤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 

 

二、高品質的經營理念 

    品質好的葡萄在於葡萄的養分，為了讓甜度與色澤足夠，果農們

將 80 顆疏成 40 顆，讓每顆果實都營養飽滿。同儕壓力會擴大產業群

聚內部的競爭壓力，每個果農希望以精緻的技術，品質能超越他人。        

（一）整枝修剪 

整枝是將葡萄植株的枝條固定在一空間使其維持固定的樹形。修

剪是根據整枝型式剪短或剪除部分枝條。兩者配合可以使每年果實和

枝葉生長獲得理想的生育空間，並穩定產量和果實的品質（照片

2-2）。 

 

 

 

 

               照片 2-2 整枝修剪後的葡萄藤架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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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催芽整穗 

葡萄花穗過長時花朵數多會延長整個花穗開花時間（照片 2-3），

所以在開花前整穗減少花穗的梗數，使開花期每朵花都能得到充分養

分，並能縮短開花時間，減少落花，塑造出良好的穗型。 

           

 

 

 

                       

照片 2-3 整穗後的花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三）疏果 

控制葡萄產出良好品質的方式就是產量不能太多，這樣才能讓所

有的葡萄全數轉色(轉黑)轉甜。為了品質好，農民必須不斷的疏果，

才能讓每顆葡萄都擁有營養飽滿的甜度與色澤。以養分觀點而言，疏

果後每果穗約 13 段枝梗，全穂果粒數在 40 粒左右（照片 2-4），成

熟期平均粒重 10 公克，每穗約 400 公克。 

 

 

 

            

 

照片 2-4疏果後的葡萄果串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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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疏穗 

疏穗是為了剪除果穗控制產量，以維持健壯的樹勢以達永續經營的方

法。疏穗時期通常與疏果同時進行，依棚架上枝條密度及結果枝長短調整

果穗數，於疏果時發現果穗過多時，先剪除結果枝葉數不足之果穗，在硬

核期至軟化期套袋時強勢生長枝連帶果穗同時剪除，同時間增加棚架的光

照量，促進果實的著色。 

（五）套袋 

套袋（照片 2-5）是為了保護果實避免因淋雨而罹病害、裂果，因曬太

陽而發生日傷、因噴藥而殘留藥斑或傷及果粉（照片 2-6）、因袋內空氣乾

燥而提高果實品質，並能防止蟲、蜂及鳥為害之目的，如此葡萄本身擁有

的果酸和果香才能自然的保存，並大幅提高鮮食葡萄的商品價值。 

 

 

 

 

     照片 2-5葡萄套袋            照片 2-6葡萄成熟時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三、優質安全葡萄的栽培模式 

新社葡萄品質管制十分嚴格，每顆葡萄的表皮都有果粉，證明沒有農

藥殘留，享譽國際，品質深受日本人的信賴。 

（一）土壤環境的調整 

   目前在大安溪與大甲溪兩水系的葡萄園，以酸性土壤較多，果實生長

期容易發生缺鎂症狀，影響果粒後期肥大與品質，所以栽培時期必須每年

施用有機質和石灰改良土質，將土壤之酸鹼度逐步提升才能維持正常產量

與品質。土壤 PH值 6.0-7.0是葡萄根域活力最佳的生長範圍，如果土壤 PH

值偏低（太酸）則應利用石灰資材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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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化的施肥 

合理化施肥係指依果園營養診斷及土壤肥力分析，提出合宜的土壤及

施肥管理 (葉文彬，2011)。施用過多肥料不僅會造成土壤鹽化及硬化，且

肥料的效果不能顯現，也會汙染水源，影響環境生態。新社農民藉由合理

化的施肥技術來維持葡萄高收益，並達到環境零汙染。        

（三）安全用藥 

病蟲害防治農藥殘留檢驗合格，以安全健康為訴求，創造其葡萄的獨

特性，增加葡萄的附加價值。新社部分地區果農（如：白毛台）加入台北

「瑠公農業產銷基金」輔導的安心蔬果供應體系，運用比政府吉園圃標準

更嚴格的農藥施用方式，確保到消費者手中的水果絕對沒有農藥殘留。 

 

第四節 多元化的經營 

一、拓展外銷  

新社白毛台的冬季葡萄因品質優良，口感深受沒有生產冬季葡萄的日

本人所喜愛，外銷日本已有 20餘年的歷史(近年才開放內銷)（照片 2-7）。

但因日本檢疫嚴格，能外銷到日本的葡萄都有一定的水平，糖度要18度Brix

左右，顆粒 12公克重，著色良好，果粉有 70％的完整度。經營至今，幾乎

每年葡萄產季一到就銷售一空。由於葡萄不耐久放，所以在輸送上更需要

注意與小心，所以農民還購買冷藏車(照片 2-8)與冷藏設備，就是要確保消

費者在拿到產品時，有最鮮甜的葡萄可以品味  

          

 

 

 

照片 2-7葡萄外銷供果園               照片 2-8葡萄冷藏車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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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展內銷 

（一）產地直銷 

新社白毛台葡萄因量少質精，所以大多都透過產地直銷，直接賣給消

費者，例如宅配或消費者自己開車上山採購，其他區域如大南、協成等里

也有果農採精緻路線，將收成的葡萄利用產地直銷的方式銷售出去。 

（二）全聯福利中心 

高品質葡萄得以在社區型超市-全聯販售，就是希望提供消費者有機會

得以品嚐到最高品質的臺灣葡萄，並藉以拓展新社地區優質葡萄行銷通路，

增加農民之收入。新社區農會目前 3 成產地直銷、7 成國內通路，2014 年

起更與全聯社、裕毛屋等連鎖超市簽約販售。             

（三）販運商 

葡萄種植面積較大，產量較多的地區如大南、協成八欉樹下一帶，部

分因為果園人力不足，另一原因是產量大，為保有葡萄新鮮度，所以會委

由販賣商，就是當地俗稱的行口來收購。 

三、多元化的銷售管道 

（一）展售場拓展客源 

果農會到各地展售中心或市集銷售其所種植的葡萄，將自己用心栽培

的高品質水果推銷出去。      

（二）推展國際市場 

 新社白毛台的高品質葡萄受到東南亞國際市場的歡迎，農民藉此開拓

外銷市場，也參加香港展售會等國際展銷(照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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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2-9葡萄果農參加香港展售會所設計的禮盒標章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 

（三）網站、電台介紹推銷    

農民透過政府舉辦的 DOC課程，學會架設網站、設計網頁行銷自己所

種植的葡萄。新社農會為了打響新社白毛台葡萄的知名度，更透過電台廣

告行銷白毛台的優質葡萄，提升消費者的注意。    

（四）Line、簡訊 

    產地直銷的果農平時會建立客戶的網絡資料，在接近產期時會先透過

Line或簡訊通知老客戶何時可以訂購葡萄，順利的將葡萄銷售出去。         

（五）開放觀光果園，提供採果樂趣 

     現代人喜歡體驗農趣，所以有的果農會將自己的葡萄園設計成為觀光

果園，讓消費者實際到果園邊吃邊採，體驗採果的樂趣。                      

  綜合上述，目前新社地區葡萄的運銷模式如圖 2-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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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新社區葡萄產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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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區位特性 

第一節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群聚 

一、平均最近鄰分析 

  根據新社區公所農業課 2014 年所提供的資料，新社區共有 372 戶種

植葡萄的農戶（表 3-1），葡萄果園地號多達 972筆，分布於新社區各處（圖

3-1～圖 3-13）。其中以協成村的八欉樹下和福興村白毛台為葡萄果園分布

最密集之處（圖 3-14）。 

表 3-1新社區葡萄果園各里分布表  

里別 

中

正

里 

崑

山

里 

新

社

里 

月

湖

里 

復

盛

里 

大

南

里 

永

源

里 

慶

西

里 

協 

成 

里 

東

興

里 

中

興

里 

中

和

里 

福 

興 

里 

葡萄果園

個數 
37 49 11 80 83 57 39 34 415 25 6 4 132 

占全部之

百分比 
3% 5% 1% 8% 8% 6% 4% 3% 43% 3% 1% 1% 14% 

資料來源：新社區公所農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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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中正里 圖 3-2崑山里 圖 3-3新社里 圖 3-4 月湖里 

 

 

 

 

   

圖 3-5復盛里 圖 3-6大南里 圖 3-7永源里 圖 3-8 慶西里 

 

 

 

 

   

圖 3-9協成里 圖 3-10東興里 圖 3-11中興里 圖 3-12 中和里 

  

圖 3-13福興里 圖 3-14新社區全部葡萄果園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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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最近鄰分析（average  neareast  neighbor）是對於「點」形式

資料的距離統計，以提供點的群聚程度指數。若計算分析結果 Z值〉1，則

資料分布型態是屬於分散的; 若計算分析結果 Z值〈1，則資料分布型態是

屬於群聚的; 若計算分析結果 Z 值接近 1，則資料分布型態是屬於隨機的

（ESRI，2014）以平均最近鄰分析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分布型態，如圖

3-15 所示。計算分析結果 Z 值〈1（Z 值為-58.81），顯示新社區葡萄果園

的空間分佈呈現群聚分布的趨勢。 

 

 

 

 

 

 

 

圖 3-15 新社區葡萄果園平均最近鄰分析-群聚型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點密度分析 

新社葡萄果園有群聚分布的現象，本研究利用點密度分析（搜尋半徑

為 500公尺，網格值為 300300平方公尺）將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分布

群聚型態分為三個等級，圖中顏色深淺代表葡萄果園群聚密度的高低。點

密度值越高，代表該區域的葡萄果園群聚程度越高（圖 3-16）。點密度值

0~50.00 為葡萄果園分布較為稀疏的地區; 點密度值 50.00~150.00 為葡萄

果園群聚程度次集中的地區; 點密度值 150.00~301.76 為葡萄果園點密度

最為集中的地區。新社區葡萄果園以協成里的八欉樹下附近密度最高，點

密度值在 150.00~301.76 之間，點密度值次之的 50.00~150.00 ，除了協

成里以外還有福星里的白毛台附近，復盛里和月湖里附近，其他區域的葡

萄果園空間分布則較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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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新社區葡萄果園點密度分析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以平均最近鄰分析新社區葡萄果園栽種的空間分布型態，計算結果 Z

值〈1，顯示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分布呈現群聚分佈的趨勢。新社區葡萄

果園以協成里的八欉樹下附近密度最高，點密度值在 150.00~301.76之間，

點密度值次之的 50.00~150.00 ，除了協成里以外還有福星里的白毛台附近，

復盛里和月湖里附近，其他區域的葡萄果園空間分布則較為分散。 

第二節 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分布-坡度分析                                                                                                                                                                         

  新社區共有 972個葡萄果園，新社區葡萄果園大都位於坡度＜5度的一

級坡，尤其集中在大南、月湖、水底寮等河階面附近（圖 3-17）。根據圖

3-18～圖 3-21新社區的葡萄果園分布在一級坡的平坦面上有 665個(68.4

％) ，位於二級坡的有199個 (20.4％)，位於三級坡的有100個 (10.2％)，

位於四級坡的只有8個 (20.4％)，而這8個都是位在福星里的白毛台附近。

葡萄因較耐乾旱，可以在相對不大範圍内發育根系，所以比其它果樹更適

宜在坡地上栽培，然而坡度越大水土流失越嚴重，因此，在種植葡萄時應

優先考慮坡度在 20-25度以下的土地。（葡萄中文百科在線，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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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新社葡萄果園空間分布之坡度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圖 3-18 新社區葡萄果園

位於平坦地一級坡的分

布圖(0-5%) 

 

 

 

 

 

  

圖 3-19新社區葡萄果園位

於二級坡的分布圖

(5-15%) 

圖3-20新社區葡萄果園位

於三級坡的分布圖

(15-30%) 

圖 3-21 新社區葡萄果園

位於四級坡的分布圖

(30-40%)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新社區葡萄果園主要分布在一級坡的平坦面，因

為一級坡的平坦面有利於運輸。而且果園離住家近好管理，加上葡萄產值

高，可防小偷偷竊。而且一級緩坡受風力較弱，通風好，對葡萄種植的影

響較少，反之急坡受風力強，對葡萄的生長會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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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新社葡萄果園之空間分布-高度分析 

表3-3呈現新社區葡萄果園高度、圖3-22～圖3-28亦顯示空間分析圖。

可知葡萄果園主要分布在海拔 400~500公尺之間，占全部葡萄果園的 50%。 

表 3-3新社區葡萄果園高度分析 

海拔高度 葡萄果園數量 占全部之百分比 

300～400公尺 129 13.2％ 

400～500公尺 493 50.7％ 

500～600公尺 256 26.3％ 

600～700公尺 49 5％ 

700～800公尺 39 4％ 

800~900公尺 6 0.6％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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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新社區葡萄果園空間分布

之高度分析        

 

圖 3-23 新社葡萄

果園的空間分布

（高度 300公尺

～400公尺） 

圖 3-24 新社區葡

萄果園的空間分

布（高度 400公尺

～500公尺） 

 

 

 

 

 

 

   

圖 3-25 新社區

葡萄果園的空間

分布（高度 500

公尺～600公尺） 

圖 3-26 新社區

葡萄果園的空間

分布（高度 600

公尺～700公

尺） 

圖 3-27 新社區葡

萄果園的空間分

布（高度 700公尺

～800公尺） 

圖 3-28 新社區葡

萄果園的空間分

布（高度 800公尺

～900公尺）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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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區葡萄果園分布的海拔高度介於 300～900公尺之間，其中大部分

果園都分佈於海拔 400～500公尺左右，占全部果園分佈的 50％左右。之所

以集中在此高度是因為這裡是新社人口最密集之處，其中果園分布密集區

有協成、大南、永源等里，這裡的交通運輸方便，其中有 129市道、中 96

縣道、中 98縣道通過，葡萄產季時不管是遊客上山採購或是行口收售販賣

到各地，交通都很便利。 

  第四節 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分布-坡向分析 

表 3-4以及圖 3-29～圖 3-32顯示葡萄果園之坡向分析。新社葡萄果園

的坡向分布大都以東北、北、西北坡向的背陽坡向為主。大甲溪原為東西

向河川，但從天冷以下，因為蓬萊造山運動致使河川轉向，經龍安吊橋附

近開始轉往北流，成為南北流向。新社地勢隨著大甲溪的流向由較高的東

南往西北方向傾斜，新社葡萄果園大都分佈在大甲溪西側的河階地，大甲

溪提供白冷圳充足的水源可以灌溉葡萄園，而新社葡萄果園的坡向也和新

社此特殊地形有關。此外根據「葡萄-中文百科在線」（2015），北半球較

涼爽的地區，面南的山坡日照較多也更為適合種葡萄；但較溫暖的地區則

為面北的山坡比較理想，臺灣緯度是位在比較溫暖的北半球，所以此分析，

葡萄果園的坡向在台灣是以北向坡向較為適合。。 

表 3-4新社區葡萄果園坡向分析 

坡向 葡萄園個數 
占全部的百分

比 

東北、北、西北坡向 629 64.7％ 

東、西坡向 319 32.8％ 

東南、南、西南坡向 24 2.5％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31 
 

 

  

圖 3-29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坡向分析 圖 3-30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坡向分析

(東北、 北 、西北坡向) 

 

 

 

 

 

 

 

 

圖 3-31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坡向分析

(東、西坡向) 

圖 3-32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坡向分析

(東南、 南 、西南坡向) 

以上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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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群聚效益 

                   第一節  水平群聚的分析 

「水平群聚」是指性質相似的小廠因為位在同一個地理區位，所以小

廠彼此之間是競爭者，他們使用相同的生產資源，並銷售相同的產品。葡

萄果農和果園在空間上的接近並互相支援是很重要的，新社區葡萄果園的

水平群聚說明如下。 

一、地理的鄰近性 

（一）台灣優質葡萄供果農戶 

農糧署為順應消費者對品質及衛生安全之需求，自民國 94年開始推動

葡萄優質安全管理體系，經葡萄技術服務團積極輔導，新社區 196 戶符合

安全、衛生基準，其外觀、糖酸度、色澤的優質葡萄果園標準，亦即「優

質葡萄品質基本需求」。新社區再按頂級、特級、優級等分級標準進行分

級，以「台灣優質葡萄」之共同品牌行銷（照片 4-1）。 

 

 

 

 

照片 4-1  臺灣優質葡萄供果農戶的包裝盒 

               資料來源：葡萄協會，2015。 

（二）產銷班(農業專業訓練班) 

新社區有關葡萄的產銷班共有 18個，產銷班可以強化農業經營體質、

提升農業競爭能力、整合農業產銷組織（照片 4-2）。大多數的葡萄果農都

有加入產銷班，產銷班成員彼此想法較有共識也會互相合作、分享、競爭，

尤其以承接葡萄園的年輕果農更為明顯。加入產銷班，葡萄種苗的取得也

可透過班員間的給予及提供種植資訊的協助。產銷班平均每 1-2個月聚會

一次，分享重要資訊，諸如防疫及政府的政策宣導等，有時候也會激發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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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想法。產銷班的班員因為鄰近或熟悉會彼此合作，所以群聚關聯性較強。 

    

   

 

 

 

照片 4-2  新社葡萄產銷班被評為優良農業產銷班的獎狀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二、知識的共享 

（一）家業的傳承 

新社果農的葡萄種植多始於父親甚至祖父母輩（照片 4-3），有著血緣

關係上的傳承，基礎和種植經驗都很完善，再加上為了分擔父親的辛勞或

是體驗到在外工作不易，以及葡萄近來的產值也不錯，所以接手成為葡萄

果農，永續經營傳承的家業，並加以發揚光大。 

 

 

 

 

照片 4-3日本昭和天皇頒發的優秀賞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二）技術的交流  

新社葡萄果園聚集密度高，果農之間透過自家種植的傳承脈絡，在技

術上常會互相切磋、支援，作經驗的交流，提升葡萄種植的品質，此舉慢

慢讓內隱性極高的專業知識得以外顯，加速果農之間對於栽種技術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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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三）換工人力，相互支援 

換工是指農產品在其生產過程中，瞬間需要大量的人力一起施作，如

此經濟作物才能在同一時間開花結果，收成時才能統一採收。因為這樣的

需要而在農業社會發展出換工制度。尤其葡萄抹藥發芽和採收是換工最盛

行的時段（陳岳峰，2006）。由於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新社區農村人口外流，

導致人工不好請，大部分農民會採用換工制度來解決勞力不足的問題。 

（四）共同採購農業資材，壓低成本 

    在地採購優於遠距採購，交易成本低，溝通方便，又能減少修改的成

本。所以有的產銷班會視農民的需要，從農具、農藥、農業資材（照片 4-4）、

包裝紙材等大家一起大批採購以降低成本。   

 

 

 

 

                 照片 4-4 農業資材-噴藥車、搬運車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 

（五）貨源互通有無，拓展銷售管道 

    產業群聚內的小廠使用相同的生產資源並銷售相同的產品，彼此是競

爭者也是合作者。新社葡萄果農有時遇到大量的訂貨單，但採收量不足時，

產銷班內的班員就可以互相支援，如此不僅可以減少產品元件的運輸成本

也可以提升果農間的收益。    

（六）共同建立認證機制，增加競爭力 

    隨著消費者消費意識的抬頭，新社的葡萄也致力於品質控管，推展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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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圃，申請產銷履歷讓消費者可以更安心的購買葡萄。新社區農民採用三

種認證機制。 

1. 吉園圃會規定用農藥、肥料品質管制十分嚴格的標準 

農產品農藥殘留是食品安全最重要的環節之ㄧ，但因農藥殘留無法由

外觀辨別，因此政府推動「吉園圃」安全蔬果標章（照片 4-5）。期透過農

政單位輔導，教育農民安全用藥，申請審查並使用吉園圃標章行銷產品，

以建立消費者信心，形成市場區隔，提升國產蔬果競爭力。標章樣式如下：  

 

 

 

 

                          照片 4-5吉園圃標章                          

資料來源：吉園圃安全蔬果資訊網(2016)。 

2.建立產銷履歷 

葡萄產銷履歷係依據葡萄良好農業規範進行各項管理工作，從果園環

境、果園的土壤、使用的灌溉水都經過檢測，而栽培管理過程使用的肥料

及病蟲害防治用的藥劑都使用經過檢驗及試驗，其使用濃度及安全採收期

限都必須符合相關的規定，此外採收前45天即應進行套袋以確保產品清潔

及安全。新社區農民除生產環境及過程外，並注重包裝及運輸過程之衛生

及安全，包裝場所、資材及果品貯藏環境也都符合規範。 

3.加入 ISO9001 

ISO 9001是國際標準組織(ISO)發佈的一項品質管理系統標準，其闡述

一個組織要做好品質管理應該達到的基本要求。當一個組織依 ISO 9001管

理系統之模式來運行，即形成一個完整的管理系統。新社區葡萄農民積極

加入 ISO 9001認證。 

（七）自創品牌、建立品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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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同業創立自有品牌，共同推廣在地產業，增加競爭優勢 

自創品牌（照片 4-6），能提高消費者購買的意願，建立品牌效應。 

                          照片 4-6  自創品牌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2.利用口碑行銷，建立起自己的顧客群 

為了不被盤商控制價格，新社葡萄果農也走自產自銷，尤其是白毛台

區域，因產量不多，很多顧客都是老主顧。果農抱著讓客人吃不到會想念，

堅持高品質，所以產季一到，顧客直接將車開上山，直奔到果農家採買。    

三、多元的經營 

（一）葡萄客製化、拓展銷售網路 

   有的葡萄園可以依照消費者的需求，製作卡片，傳達送禮人的心意。有

的特別為消費者製作葡萄禮盒，拓展銷售網路。    

（二）副產品的開發、多元產銷 

    葡萄除了可以鮮食之外，還可以做成葡萄酒（照片 4-7）、果醋、葡萄

露等副產品，讓採收下來的一些淘汰品可以再物盡其用，滿足消費者的多

元需求並增加額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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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4-7葡萄釀成的葡萄酒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三）葡萄園開放觀光，安排採果體驗 

    有的葡萄園會開放參觀，並安排採果體驗，讓消費者對於葡萄的生產

過程有更多的了解（照片 4-8）。葡萄園為主體，開放遊客到果園採果，能

節省能力採收葡萄，並且葡萄賣的單價也較好，但通常遊客採果的過程較

不愛惜，故此種型態較少。  

  

照片 4-8新峰農場的採果體驗 

                 資料來源：新峰農場提供，2016。    

綜合分析，本研究發現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群聚型態以水平群聚最為普

遍，果農間主要以地理上的鄰近、知識的共享及多元的經營形成明顯的水

平群聚（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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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新社區葡萄果園的水平群聚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第二節  垂直群聚的分析 

「垂直群聚」指相關產業在共有區位上形成供應鏈(supply chain)，

將生產階段與銷售過程做整合的聯結，以促進產業的專業化。葡萄產業的

垂直群聚大多是與葡萄果農有密切往來的外部協助如農會、台中農業改良

場、葡萄協會、國立中興大學葡萄中心等知識提供單位，以及有上下游關

係的商家，例如貨運行、中盤商等，新社葡萄的垂直群聚有： 

一、外部的協助 

台灣為炎熱多雨的環境，原本不利作為葡萄生長的環境，但新社區葡

萄農戶經由改良場、學術單位及農民的研發，使得台灣的葡萄不僅內銷，

更向外發展做外銷。   

（一）農會 

農會跟果農的互動緊密，果農可以跟農會購買肥料、農藥，農會也會

協助輔導、推廣技術提供資訊。 

（二）台中農業改良場 

台中農改場座落在彰化縣的大村鄉，對新社區農戶輔導品種改良、栽

培管理技術、生物科技、農業機械、土壤與植物營養、植物保護等試驗工

作，亦常宣導農業政策、技術推廣、農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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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葡萄協會 

為了讓努力耕耘的農民收益穩定，國立中興大學楊耀祥教授於 100年

號召優質果園合格農戶及運銷業者等成立非營利性質之「台灣葡萄協會」

(Taiwan Grape Association ,TGA)。該協會透過各項栽培技術研習、產銷

輔導、有效增進新社葡萄農戶的經營知識與技能。              

（四）國立中興大學葡萄中心 

葡萄中心位於台中市霧峰區，主要工作是宣導整枝修剪技術，木的選

用及肥培管理等方式改進葡萄的品質。健康種苗的生產，利用莖頂培養技

術生產葡萄無病毒的健康苗，提供園地進行研究工作並與農業改良場合作

訓練農業推廣人員及有關推廣工作。新社區農戶也經常前往獲取資訊。 

二、 盤商（行口） 

當葡萄果園種植面積較大，葡萄產量較多的果農，因葡萄鮮食保鮮期

有限，農民無暇做網路行銷或自產自銷，一般農民還是會選擇依循傳統模

式交由大盤商來收購，也就是所謂的販子，透過他們將自己的葡萄販售到

各商場或市集。    

三、 新社數位機會中心課程 

新社DOC課程(2014)設置於新社區福興里福民國民小學內（照片4-9），

為增加社區產業能見度及提升社區資訊應用機會，學校於 99年申請行政院

推動的『創造偏鄉數位機會』乙案，於校內設立『新社數位機會中心』，

學校也將數位機會服務社區，提升社區的資訊素養與能力，以機會帶動社

區的改變與繁榮。資訊課程和社區產業結合，教導果農拍攝專業照片，增

添產品賣相，架設部落格，利用網路行銷水果，建立自己的網購與客戶名

單等。並曾透過網路平台辦理露營活動，將本地的產業及生態之美向外行

銷，對於產業行銷相當有助益(台中市教育報導第四期，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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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9 DOC課程的上課地~新社白毛台福民國小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垂直群聚如圖 4-2，顯示了新社區葡萄農戶精緻化的

垂直群聚。 

 

 

 

 

 

 

 

     

 

                   圖 4-2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垂直群聚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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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角群聚的分析 

「對角群聚」是指具有互補或共生性小企業(complementary symbiotic 

firms)的集中,以增加生產產品的價值與獨特性，例如在旅遊地提供活動、

餐飲與住宿的店家間，為提升旅遊產品的價值，彼此之間所形成的慣性連

結。 

台灣的都市化，使得愈來愈多人嚮往著農村生活，體驗農村的生活氛

圍，更成了許多遊客的假日休閒之一。台中的後花園新社區，有許多農村

再生的體驗活動，除了香菇，這裡更有葡萄園，每年兩次的採收，農場提

供不同的採果體驗。對角群聚(圖4-3)在新社葡萄果園群聚中不是主要型態，

但卻讓群聚關係更顯豐富，透過花海節的觀光效益和民宿的推薦，提升新

社葡萄的價值性。新社葡萄的對角群聚有： 

一、新社花海 

新社花海節不只影響到新社區的休閒農業，也帶動了大山城地區的發

展，包括石岡、新社、東勢、太平、和平、大甲等6個農會共襄盛舉擺設攤

位，展售各鄉鎮優質的農特產品，遊客在賞花之餘還可品嚐、採購美食。

加上新社有種植葡萄能夠與農業做結合，歷年來在花海節活動上，碰巧剛

好是新社葡萄冬果採收的季節，所以也都有新社葡萄的展售攤位（照片

4-10），吸引消費者消費，此活動也可讓農民將新社葡萄的產業呈現出來，

也達到在地銷售的行銷手法。 

  

照片4-10 104年新社花海節裡的葡萄展售攤位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二、新社花田民宿採果樂~庭園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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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園式咖啡帶給人既溫馨又精緻的感覺。商戶用花花草草把庭園佈置

得美輪美奐、小而溫馨，讓客人至此可以無拘無束地放鬆心情。咖啡館的

旁邊就是一大片的葡萄園海（照片 4-11），前方是昆山、後方是八仙山，美

景盡收眼底，微微的風吹來，樓梯間的風車隨風轉動，坐在花田，喝杯下

午茶、品嚐新鮮蛋糕，品味精緻美食，也體驗山間的浪漫風情。 

照片 4-11 新社花田民宿旁的葡萄園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 

    新社葡萄果園的「對角群聚」不明顯，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對角群聚有

「新社花海」和「庭園咖啡」（圖 4-3）。歷年來在花海節活動上，碰巧剛好

是新社葡萄冬果採收的季節，所以也都有新社葡萄的展售攤位，吸引消費

者消費，此活動也可讓農民將新社葡萄的產業呈現出來，也達到在地銷售

的行銷手法。 

 

                      

 

 

 

圖 4-3新社區葡萄果園的對角群聚分析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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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訪查與資料收集的結果，歸納出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群聚效益

如圖 4-4所示： 

 

  

  

 

 

 

 

 

 

 

 

      

 

 

 

圖 4-4新社區葡萄果園之空間群聚效益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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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空間群聚一旦產生將會持續發展，新廠商為取得相關的資源也會不斷

加入聚集區，同時可以強化群聚區的知名度，亦形成更高度的競爭力來活

化產業。創意的來源可透過彼此的網絡相互學習，且可能因為產業群聚的

出現，帶動其他相關行業、市場交通等其他環境的發展。世代交替後的新

社葡萄果農，則有高學歷、年輕化的趨勢，他們在技術管理上，精益求精，

只問品質不求量產，甚至在通路的開拓及品牌的建立上，更是前人所不及。 

本研究歸納出以下三點結論: 

一、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發展概況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發展概況包含合適的風土氣候、優良的種植技術、

精緻的果園管理、多元化的經營。 

二、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區位特性 

新社區葡萄果園共有972筆，其空間分佈呈現群聚分布的趨勢，主要聚

集地為協成里附近俗稱的八欉樹下和福興里的白毛台附近，協成里和福興

里是新社區葡萄果園密度最高的兩個里。葡萄果園分布最多的海拔為

400~500公尺之間的一級平坦坡，此海拔高度是新社人口最密集之處，交通

運輸方便，葡萄產季時不管是遊客上山採購或是行口收售販賣到各地，交

通都很便利。另外此種植坡度也利於葡萄運輸及管理。果園的坡向以東北、 

北、西北向為主，這主要和新社的地勢和大甲溪流向有關 

三、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空間群聚效益 

新社區葡萄果園的群聚型態以水平群聚最為普遍，果園除有著地理上

的鄰近特性外，區域內的葡萄果農更透過技術的傳承與交流，彼此合作、

也彼此競爭，來達到知識共享的互補關係。葡萄協會、台中農業改良場、

興大葡萄研究中心提供果農密切而且專業的技術輔導，政府推廣DOC課程協

助果農行銷葡萄等，這些條件構成新社區葡萄果園空間群聚的基礎。新社

區葡萄果園的「對角群聚」雖不明顯， 但透過花海節的觀光效益和民宿的



45 
 

推薦，卻可將新社的葡萄產業呈現出來，提高新社葡萄的價值性。 

第二節 建議 

  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如下，做為政府相關部門以

及新社葡萄果農永續經營之參考： 

一、推廣溫室栽培葡萄，穩定農民收益 

    研究結果發現，巨峰葡萄較無法抵抗天然災害，如果遇到劇烈的天氣

變化，農民的心血可能會付諸流水，尤其遇到颱風期，根部容易泡水，導

致生長停滯。巨峰品種照顧上較費力，如果推廣溫室葡萄，配合防雨設施，

並且提高透光度，使耐用期延長，以減少風險，尤其是雨季更可增加工作

日數，如此可以穩定生產，減少風險，穩定農民收益。 

二、統整新社葡萄的地區品牌形象，提高商品魅力與競爭優勢 

    新社葡萄大都朝高品質專業種植發展，果農彼此之間互相合作且有技

術的交流，也都有自創的品牌，例如鮭魚葡萄、新峰葡萄、白毛台葡萄及

農會創立的虹溪葡萄。雖然新社區白毛台的高品質葡萄已有成功外銷東南

亞國家的經驗，但未廣及到新社區大部分的農民。如果政府相關單位能夠

協助將新社葡萄統整成地區品牌形象，讓消費者對新社葡萄有品質優良的

印象，並將產品商品化，行銷推廣至全台灣，或甚至國外，提高新社葡萄

的魅力，應可讓新社葡萄成為具有市場競爭優勢的農產品。 

三、善用葡萄的多元價值，提升葡萄商機 

    新社葡萄果農除了銷售鮮食葡萄，還會將葡萄做成葡萄酒、葡萄醋等

附加價值商品，本研究建議政府相關部門可輔導新社葡萄果農將葡萄酒的

酒精作成有機肥。因為葡萄的栽種過程中，土壤的有機化施肥是很重要的，

酒的酒精可以萃取 S-ABA來當作有機肥，促進發育，讓枝條變粗、短，花

穗長、粗，花也大，葡萄果實果肉細胞增加，結構強，不容易變軟，所以

葡萄酒的酒精是最佳的有機肥，值得善加利用。 

四、政府相關部門舉辦高品質葡萄的認知講座，提升消費者意識、農業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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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相關部門應協助塑造巨峰葡萄為優質農產品的形象，讓消費者建

立用高單價去消費受高品質的水果。此外也應該加強對農民輔導，讓果農

不要為了搶收賣得好價，提早採收而破壞葡萄的品質。葡萄採收時間要有

一定的規準，到採收期才可採收，建立農業意識。 

五、結合休閒旅遊及產業文化，設立葡萄博物館 

    彰化早年有葡萄公主的選拔，太平有枇杷節，舉凡當地有特色的農產

品，政府機關農政單位大都會舉辦相關的節慶活動來推銷當地的農產品。

新社葡萄的產量位居台中之冠，又是最早外銷日本的葡萄，所以如果能藉

由葡萄節的舉辦，透過各種宣傳、包裝來呈現新社葡萄的文化意象，並結

合休閒旅遊，設立葡萄博物館，以法國波爾多葡萄博物館為例，提供品酒、

葡萄種植技術導覽解說等休閒活動，以此提高新社葡萄的品質與價值，將

可為當地葡萄果農帶來更大的商機與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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