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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中市太平區乃「枇杷原鄉」
，但早年枇杷多委託行口商代售，農民易
受剝削，利潤微薄。故太平鄉農會從1990年起舉辦枇杷評鑑會和展售活動
以拓展直銷管道，2003年太平市公所舉辦首屆太平枇杷節，一舉打響太平
枇杷的名號，讓太平枇杷產業從傳統的農業生產走向觀光休閒化。
首屆太平枇杷節迄今已15年之久，為了突破活動內容過於龐雜等窠臼，
區公所和農會做出多項變革，並自2013年起開辦枇杷觀光巴士，企圖串聯
區內知名旅遊景點，共創產業觀光價值。本研究以「價值共創」理論分析
太平枇杷產業與枇杷節，研究成果如下：（一）太平枇杷節的最大效益在
於提高枇杷單價與直銷比例，以此維繫枇杷產業命脈；（二）枇杷行銷活
動依循Ramaswamy & Gouillart (2010) 提出的四大共創原則，故活動成果豐
碩，但枇杷觀光巴士仍由農會主導，無法體現價值共創精神，成效不如預
期；（三）枇杷產銷最大困境在於產季太短，若能改植更適合臺灣水土的
新品種，並配合國土計畫法之規定將區外保安林劃入農業發展地區，加上
太平枇杷節的宣傳行銷，太平枇杷產業必能永續發展。
關鍵詞：太平枇杷節、節慶活動、休閒農業、價值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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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緣起及目的
一、研究緣起
據臺中市太平區公所統計（2016）
，2015年太平區產量最多之前五大農
作物分別為龍眼、荔枝、竹筍、枇杷、香蕉，本區可謂是重要的「水果之
鄉」
。而枇杷的栽種面積與產量雖不是第一位，但因單價高，年產值居各項
農產品之冠，故成為區公所積極推廣行銷之農作物1。
雖然枇杷的經濟價值高，但過去多委託行口商代售（廖春鳳，1990），
農民易受剝削，而頭汴坑地區乃枇杷原鄉，太平市公所遂於2003年舉辦首
屆「太平枇杷節」
，不但解決枇杷產銷問題，更成功打響太平為「枇杷原鄉」
的美名。但本活動的實際知名度如何？是否有效創造觀光人潮？
太平枇杷節迄今已15年，固有活動模式陷入僵局。是故，2013年起農
會與旅行社合作推出「枇杷觀光巴士」
，串聯區內其他休閒農業；區公所則
聘請地方社團的創作講師，開設枇杷藝術教室，相關業者、社團與公所是
否創造出更大的觀光效益，甚至活化地方產業，值得進一步分析探討。
由於枇杷的產季短（集中在每年的3、4月）
，使太平枇杷節僅能維持一
個月，後續關注度難以持續。然而，太平尚有龍眼、荔枝、竹筍等農產品，
其產季在枇杷之後，且公所和農會亦舉辦過「荔枝竹筍嘉年華」等活動，
若能與太平枇杷節有效串聯，合併為「太平農產觀光季」
，或可轉化枇杷產
季短的缺點，亦能增加太平觀光產業的曝光率。
上述困境與轉變若以「價值共創」
（Value Co-Creation）的觀點來詮釋，
更能一窺其面貌。諸如枇杷觀光巴士的實際效益如何，能否與其他業者、
地方社團發揮共創效果？而太平的其他農特產是否具備加入這個共創體系
的條件？這些問題都以太平枇杷節這個節慶活動為經，其他休閒農業為緯，
根植於農業轉型的發展脈絡之中，圍繞著價值共創理論展開，由此指出本
研究的命題－「太平枇杷節的過去與未來」
。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從太平枇杷產業的發展與轉型切入，欲瞭解太平枇杷節的時空
變遷、發展困境與未來展望，並嘗試以價值共創理論分析節慶活動在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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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農委會農產品產地價格查報系統，2015 年太平區農會的枇杷平均價格為 225 元/公斤，估算產值約
375784 萬元，龍眼平均價格為 30 元/公斤，估算產值為 350429 萬元，造訪日期 2016/11/14。
1

發展中產生的共創效益，以做為其他縣市規劃節慶活動之參考。
基於上述背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究太平枇杷產業從傳統農業生產至觀光休閒化的發展歷程。
（二）研究太平枇杷節的實際效益、發展瓶頸與因應之道。
（三）探討枇杷觀光巴士對太平整體觀光產業的實際效益。
（四）分析太平枇杷節的價值共創歷程與成果。
貳、文獻探討
一、臺灣枇杷產業發展
臺灣枇杷栽培的可考歷史可追溯至日治時期，當時栽植的均是臺灣在
來種，但其風味不佳，日人虎里三郎便自日本引進果粒大且多汁的茂木種
與田中種，在太平頭汴坑的磨仔墩種植。戰後枇杷種苗逐漸擴散至中北部
山區，太平遂成為「枇杷原鄉」
（白棟樑，1998；黃豊昌，2005；廖瑞銘，
2006；許彩梁，2010）。
圖 1 為 1953 年至 2015 年臺灣枇杷種植面積與產量變化圖，依據前人
研究（廖春鳳，1990；林嘉興、張林仁，1994；白棟樑，1998；許彩梁，2010；
林芳渝，2013）及 Vernon (1966) 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Theory of Product Life
Cycle）
，經本研究整理並修正後，將臺灣的枇杷產業發展歷程分為四個時期：
導入期（1953-1963 年）、成長期（1963-1974 年）、成熟期（1974-1987 年）
與衰退再回溫期（1987 年迄今）
，而枇杷產業轉型的關鍵在於後兩個階段，
以下簡述之。
（一）成熟期（1974-1987 年）
1970 年代國人飲食習慣改變，攝取蔬果類之意願提高，且枇杷為「果
子頭」
，得以在各類水果上市前供應，價格持續升高。此外，因臺灣的枇杷
產期早於日本和中國，可在該兩國產季前外銷出口，農民在雙重影響下相
繼種植，進入枇杷栽培的成熟期。
然而，1970 年代後期臺灣逐步邁入工業化社會，都會區高薪工作吸引
農村居民移入，
（原）臺中縣的枇杷栽培面積雖然仍居全臺之首，卻也在逐
步減少2，尤以太平鄉最具代表性。1960-1970 年代初期是頭汴坑枇杷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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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與 1976 年農業統計年報：1975 年臺中縣枇杷種植面積達 1832.3 公頃，占全臺比例約 71.7％，
至 1981 年種植面積減少為 1,220.45 公頃，占全臺比例僅剩 53.3％。
2

的全盛時期，至 1970 年代後期枇杷園卻開始被廢除。一方面是因為工業化
導致農村勞力外流；另一方面，受到氣候暖化的影響，海拔高度約 100-150
公尺的頭汴坑枇杷其風味欠佳（許彩梁，2010）
，而原居深山的東汴里因交
通革新使易達性提高，於是太平枇杷產業便轉往東汴里發展。
（二）衰退再回溫期（1987 年迄今）
1980 年代後期臺灣的枇杷種植面積大幅減少，進入衰退期，主要原因
有二－勞力成本提高與替代性產品出現。枇杷為勞力密集之經濟果樹，1988
年種植每公頃枇杷所需的人工時數高達 3,845.7 小時，但此時期枇杷價格與
工資上漲幅度不成比例，當工資上漲幅度達 30-40 倍時，枇杷價格卻僅上漲
3 倍（廖春鳳，1990），如此懸殊的差距當然導致枇杷產業的衰退。
另一方面，隨著其他果樹的產期調節技術成熟，枇杷失去競爭優勢，
農民紛紛改種其他果樹。但為了維持「枇杷原鄉」的美名於不墜，太平鄉
農會於 1991 年舉辦枇杷評鑑會與展售活動，徹底打響太平枇杷的名號（吳
盛海，1994）
，就此開啟太平枇杷節的序幕，帶動產業轉向觀光休閒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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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枇杷種植面積與產量變化圖（1953-2015），本研究繪製3
資料來源：1953-2010 年出自 2010 年農業統計要覽，2011-2015 年出自 2015 年農業統計要覽

二、休閒農業
（一）太平區的休閒農業與觀光資源

3

1953-1962 年為收穫面積。
3

太平區的觀光資源眾多，歷年枇杷觀光巴士所串聯的資源如圖 2 所示。

圖 2 太平區重要休閒農業與觀光資源分布圖，本研究繪製
（二）相關研究回顧與探討
I. 太平區觀光休閒產業的相關研究
回顧相關研究論文，本研究據此歸納出除了交通不便，太平區的觀光
休閒產業尚有四大問題（林育良，2006；曾馨賢，2006；柯文珍，2008）：
1. 太平擁有優質的農產品、秀麗的自然景觀與悠久的文化古蹟，卻欠
缺整體觀光發展政策與行銷方案，故有業者建議能推出套裝行程。
2. 「農特產品」與「自然景觀」是太平最值得保存與推廣的觀光資源，
建議未來可朝產業觀光、生態教育與健康休閒這三個方向發展。
3. 產業文化節慶活動有其必要性，兼具「增加當地農特產銷售管道」
與「觀光推廣的成效」，然目前的節慶活動與產業發展、居民生活
的連結不深。
4. 「2003 車籠埔荔枝嘉年華親子登山健行活動」已初現農產品與觀光
景點一併行銷的端倪，但能與之進行價值共創的景點或業者不多。
4

上述問題即為本研究的主軸，枇杷觀光巴士是否能有效串聯太平區的
休閒農業與觀光資源，共創太平區的觀光旅遊價值，頗值得探究。
Ⅱ. 休閒農業的相關研究
回顧臺中市其他地區休閒農業的研究可知，楊炳輝（2006）、黃東盛
（2007）、羅文正（2009）等人都提出策略聯盟或套裝行程等建議，為本
研究的價值共創理論提供著力點。蔡勝佳（2001）則以（原）臺南縣農會
策略聯盟為案例，提出農業休閒旅遊異業結盟行銷流程圖，據此可將太平
枇杷節與枇杷觀光巴士的產業結盟形式以圖 3 具體呈現。
由上述文獻回顧可知策略聯盟已是休閒農業的發展趨勢，但並無實際
研究成果，且以價值共創觀點探討休閒農業或節慶活動亦屬新興領域，而
本研究正好彌補相關論述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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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太平枇杷節與枇杷觀光巴士之異業結盟行銷流程圖，本研究繪製
資料來源：改繪並增補自蔡勝佳（2001），頁 34

三、產業文化節慶活動
（一）傳統節慶與現代節慶
王伯仁（2008）指出「現代新節慶」不具備全國一致的「共時性」，
5

且只對舉辦地區有意義，而「產業文化節慶」乃是各地政府為了推銷地方
特產所創造的「活動」，故屬之。
根據前人論述（Getz，1991；Jago，1997；Jackson，1997；Goldblatt，
2002；Allen et al.，2008；吳淑女，1999；葉碧華，1999；游瑛妙，1999）
及太平枇杷節的宗旨，本研究將「產業文化節慶活動」定義為「為了推廣
地方特產並提高旅遊知名度，在經費挹注下於常規生活外選擇特定時間和
地點所舉辦的公開慶典活動」。
（二）臺灣現代節慶活動的發展
1970 年代後期臺灣從農業社會步入工商業社會，農村傳統文化因資本
主義入侵而日益萎縮。爰此，1991 年政府提出「富麗農村」與「一縣市一
特色、一鄉鎮一特產」等計畫，希望藉此振興地方產業（陳伯州、簡如邠，
2004），農村「產業」的未來露出一道曙光。
接著，1994 年文建會以「社區總體營造」促使「產業文化化，文化產
業化」。於是 1995 年的全國文藝季將「產業文化」訂為主題之一，（原）
臺南縣政府推出「走馬瀨之春」，把休閒農業推上檯面，農村「文化」躍
升為主角（黃美傳，2001；陳伯州、簡如邠，2004）。
此外，文建會補助各縣市舉辦「國際小型展演活動」，於是宜蘭童玩
節應運而生，此乃「文化產業化」之典範。與此同時，以地方產業為根基
的白河蓮花節也隨之綻放，成為「產業文化化」的代表（黃美傳，2001；
吳鄭重、王伯仁，2011）。在此背景下浮現一連串產業文化節慶活動，太
平枇杷節也在這個脈絡中正式亮相。
（三）太平枇杷節的相關研究探討
以太平枇杷節為主題的學術論文都於 2010 年發表，可提供本研究太平
枇杷節早期的發展輪廓，及連續舉辦 7-8 年後所面臨之困境，如表 1。
知名度不足、活動陷入窠臼正是本研究一開始的提問，而發展套裝旅
遊行程亦是前人研究所提出的因應對策，故農會於 2013 年推出枇杷觀光巴
士。若能確實發揮效益，不僅可提高知名度，亦能深化產業與文化意涵。
另一方面，產季過短的問題若能與其他農產品串聯，興許能創造出更宏大
的觀光價值，而這一連串的異業結合可透過「價值共創」的觀點切入。
綜觀臺灣目前的產業文化節慶活動，雖然都由政府公部門主導，但地
方社團與社區民眾的力量不容忽視（黃美傳，2001；邱淑玲，2005；俞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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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2006；丁誌魰、陳彥霖，2008）。近年的活動亦納入地方社團，是否
代表公所與農會願意讓更多創意加入這個共創體系，以上現象值得本研究
深入探討。
表 1 太平枇杷節的發展困境與研究建議（2010 年以前）
層面

描述
山區交通不便，不僅影響農產品行銷，也降低遊客至太平旅遊意願
其他產地的枇杷魚目混珠，影響太平枇杷的品質和信譽
廣告、宣傳與行銷手法不足，知名度難以進一步擴大

發展困境 活動內容大同小異、缺乏新意，35.4％的遊客表示活動越辦越差
活動內容太過繁雜，與枇杷產業、文化的連結不深
其他地方競相舉辦產業文化節慶，使客源分散
枇杷產季太短，無法以枇杷為主題做長期的活動規劃
增設接駁車，連接活動地點和枇杷產地
研究建議

強調枇杷文化與太平其他文化特色，吸引非原先目標市場的消費者
結合太平的景觀與休閒農業資源，發展套裝旅遊行程
加入地方社團群策群力，才有永續經營的可能
整理自汪芝宜（2010）、江思涵（2010）、黃志浩（2010）

四、價值共創理論
（一）價值共創的概念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Prahalad & Ramaswamy (2000)認為顧客並無意於
直接接受企業所製造的經驗，取而代之的是形塑個人體驗，於是顧客成為
價值體系的共創者（Cocreator）。是故，共創經驗成為價值的基礎，消費
者與企業透過互動形塑出以個人為中心的價值共創(Prahalad & Ramaswamy,
2004a)。為了讓這個體系運作順利，需要有一個「樞紐公司／單位」4（Nodal
Firm）來協調眾位參與者，並建立交流管道，由此形成一個「經驗網絡」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b)。
（二）共創方法論
以太平枇杷節系列活動而言，公所、農會、農民、遊客、休閒產業業
4

價值共創原是管理學理論，故 Nodal Firm 通常直譯為「樞紐公司」，但本研究應用在行銷與觀光領域，
將其譯成「樞紐單位」較恰當，下文一律以「樞紐單位」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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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地方社團都是活動的「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Ramaswamy &
Gouillart (2010) 便歸納出將所有利害關係人囊括在內的四大共創原則－利
誘、尊重、互動與支援。為了兼顧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利益，Ramaswamy &
Gouillart (2010) 提出基於共創法則的流程設計（圖 4），可為太平枇杷節的
價值共創歷程提供立論基礎。
Step1

Step2

• 確認流程中
會接觸到的
所有利害關
係人，包括
員工、顧客
、供應商、
批發商與社
區等

Step4

Step3

• 了解並畫出
所有利害關
係人目前的
互動情形

• 組織工作坊
，讓利害關
係人分享經
驗，藉此思
考改善經驗
的方法

• 建立平臺以
履行促進新
互動型態的
構想，並讓
利害關係人
持續對話，
發想出更多
創意

圖 4 基於共創法則的流程設計
資料來源：改繪自 Ramaswamy & Gouillart (2010), p.102
如此新穎的共創流程會產生哪些成果或效益，Johnson et al. (2008)提出
的「四格商業模式」或可一窺其面貌（圖 5）。

關鍵資源

顧客
價值主張

利潤公式

關鍵流程
圖 5 四格商業模式
資料來源：改繪自 Johnson et al. (2008),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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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研究回顧與探討
價值共創原是管理學理論，將其應用在觀光休閒領域較少，可見曾宇
良（2008）和王永豪（2015）的研究。但前者強調大型企業作為領頭羊的
主導力量，後者探討的客家桐花祭則有中央政府的資金補助，皆未能以此
驗證一般性的節慶活動。
另外，王姿婷（2011）以價值共創與地方資本觀點探討宜蘭冬山河三
十年的發展，亦特別指出宜蘭縣政府以「樞紐單位」的角色整合各項資源
與參與者，這點和太平區公所與農會的主導地位雷同，給本研究提供相當
有價值的切入視角。農業轉型方面，甘愷琪（2014）針對臺南新化甘藷產
銷班瓜瓜園的研究，著重於瓜瓜園與農民的共創歷程，讓本研究在探討公
所、農會與農民的共創效益時，有具體可依循的輪廓。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結合 Johnson et al. (2008) 的「四格商業模式」與王姿婷（2011）對地
方經營的觀點，發展出如下的研究結構（圖 6）。
關鍵資源
• 資源提供者
• 投入資源

利害關係人
的價值主張

共創成果

• 關鍵需求
• 解決提案

關鍵流程
• 共創歷程
• 規則與默契

圖 6 研究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資料來源：改繪自 Johnson et al. (2008), p.62、王姿婷（2011），頁 30
Holttinen (2013) 指涉的「價值主張」是企業為顧客所做的「提案」，
根源於顧客有所「需求」。因此，本研究將價值主張區分為「關鍵需求」
與「解決提案」，並將關注視角擴大到所有利害關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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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共創觀點須了解所有利害關係人的「關鍵資源」，故本研究將探
討哪些「資源提供者」投入什麼「資源」。為了實踐這套價值主張，眾人
構思出太平枇杷節系列活動，而活動流程、遊戲規則及合作默契皆關乎成
敗，因此將關鍵流程切割成「共創歷程」及「規則與默契」。
企業的經營成效通常是由利潤決定，但價值共創理論所探討的「價值」
範疇遠超過物質層面。據此，本研究將利潤公式修正為「共創成果」，以
描繪利害關係人所獲得的種種成就。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質化研究
Strauss & Corbin (1990) 指出質化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適用在過
去研究較少接觸的現象，或以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較難取得的
深入訊息。由於本研究將分析太平枇杷節與休閒農業如何透過枇杷觀光巴
士產生價值共創，以探詢太平枇杷節的未來可能性，屬於較新穎的研究領
域。另外，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情形無法進行量化統計。更有甚者，每個節
慶活動與相關產業的共創成果大相逕庭，難以選取大量樣本推論出價值共
創的平均值。爰此，本研究將採用質化研究進行分析和討論。
（二）取徑方式－個案研究法
質性研究有多種取徑方式，Yin (2009) 特別指出個案研究（Case Study）
不僅直面當前發生的事件，且須在真實情境中方可進行探究，此其和歷史
研究法與實驗法在本質上之差異。由於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情形無法將其切
割出個別變數進行分析，加上這些交互作用無法被研究者進行任何操控，
僅能在真實活動情境中觀察。另外，為了具體呈現利害關係人的互動情形，
研究者還須針對特定參與者進行深度訪談。綜上所述，個案研究法是最適
合本研究的取徑方式。
（三）資料蒐集－深度訪談、文獻資料與檔案紀錄
Yin (2009 : 107) 指出「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可讓受訪者針
對特定情境提出自己的見解，甚至將這些見解發展成後續研究的基礎。由
於本研究想探究各個利害關係人的真實想法，並發掘活動瓶頸與因應之道，
故適宜採用深度訪談法進行初級資料的蒐集。但是太平枇杷產業與系列活
動的歷史悠久，且歷年產銷資料也非一般人所能記誦，故須透過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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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檔案紀錄以彌補初級資料之不足，並與其交互驗證。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個案
研究個案的實體範疇界定為「太平枇杷產業、枇杷節與相關的利害關
係人」，時間範疇以 2016 年的太平枇杷節為主，但在次級資料蒐集上盡可
能蒐羅歷年來的文獻資料與檔案紀錄，與初級資料相互印證。
（二）訪談類型
王文科（2002）、陳向明（2002）依據研究者對訪談的控制程度，將
訪談類型分為三類，而目前多數研究有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趨勢。此種形式通常有一個引導訪談方向的大綱，但實際的訪
談流程與提問順序可視情況機動調整，亦允許受訪者直抒己見，故可蒐集
到較深入的資料與重要觀點，使資料較易比較分析。由於本研究需了解利
害關係人的真實想法，須有概略性的訪談大綱作引導，以蒐集到可解釋分
析的資料，故本研究將採取半結構式訪談進行初級資料的蒐集。
（三）訪談對象
本研究訪談對象區分為主辦單位、農民與休閒產業業者三大面向，先
以電話與受訪者聯繫，說明研究方向與訪談要點，取得同意後與其面對面
訪談，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從 45 分鐘至 1.5 個小時不等，如表 2 所示。
太平區農會目前有 9 個枇杷產銷班，其中以第 6 班的栽種面積最廣。
本研究採用非機率抽樣中的滾雪球抽樣法選擇欲訪談的農民，先與研究者
參加觀光巴士時認識的阮先生聯繫，由他推薦班長簡先生，再請簡先生推
薦積極參與枇杷節活動的其他農民，即林副班長和柯班長，此種方法比隨
機抽樣所選定的農民更能剖析枇杷節樣貌。
（四）訪談大綱
根據前述研究目的，訪談大綱區分為產業發展、價值共創與其他層面。
（五）資料分析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除了同步手寫紀錄外，亦會在徵詢受訪者同意後
採取全程錄音5，事後再整理成逐字稿，分析太平枇杷產業的轉型歷程與太

5

9 位受訪者中，8 位同意全程錄音，剩餘的 1 位當場以文字紀錄獲得資料，並在當天根據訪談內容彙整
成訪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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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枇杷節的價值共創模式，並對未來發展方向提出建議。然而，以價值共
創理論探討農業轉型與節慶活動仍屬新興領域，若未能瞭解供給者（即主
辦單位、農民與休閒產業業者）所提供的產品特性，則難以探詢消費者的
個人經驗，故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皆為供給者面向，並請受訪者說明與遊客
的互動經驗，無法一一徵詢遊客的個人感受，此乃研究限制。
表 2 訪談人員一覽表
面向 編號 受訪者

職稱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太平區農會

2016/08/18 約 35 分鐘

推廣部主任

2016/08/21

訪談地點
太平區農會

A1

廖先生

A2

黃小姐

B1

阮先生

產銷班第 6 班班員

2016/07/18 約 1.2 小時

B2

簡先生

產銷班第 6 班班長

2016/07/25

約 1 小時

簡先生住處

B3

林先生 產銷班第 6 班副班長 2016/07/26 約 50 分鐘

林先生果園

B4

柯先生

柯先生住處

休閒

C1

何小姐 春天旅行社業務經理 2016/06/22 約 45 分鐘 春天旅行社會議室

產業

C2

吳先生 福石園生態園區經理 2016/07/14 約 1.3 小時

福石園生態園區

業者

C3

馬先生 磨仔墩故事島負責人 2016/07/17 約 45 分鐘

磨仔墩故事島

主辦
單位

農民

太平區公所
農業與建設課視導

產銷班第 2 班班長

約 1 小時

2016/08/25 約 1.5 小時

2016/07/26 約 50 分鐘

推廣部辦公室
太平區公所
農建課辦公室
阮先生住處

肆、分析結果及研究發現
一、太平枇杷節的源起
（一）太平枇杷節辦理前的枇杷產業概況
廖春鳳（1990）指出 1980 年代太平的枇杷農多半委託給行口商代售或
售予販運商，受限於交通問題而無力自行運送至市場銷售。由於缺乏銷售
管道，農民生計聽憑行口商操控，使枇杷價格偏低，每臺斤售價僅約 40 元
（廖春鳳，1990），受訪農民皆有所表示：
「我民國 70 年退伍，當初去的時候一斤枇杷才 30 幾塊，當時那邊
的枇杷已經快要荒廢掉了……價格隨便他們開，因為沒有銷售管道，
只能賣給行口商。」（B2）
有鑒於農民種植枇杷的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太平區農會推廣部的廖
主任遂在農民請託下開始辦理枇杷評鑑與行銷活動，不僅替太平枇杷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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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隨之而來的買氣更是重大成效。據林月金（2005）於 2003 年所做
的調查，當年太平市有 32.9％的枇杷直銷消費者，但鄰近的新社鄉僅有 8.8
％，可見農會與產銷班推廣有成，也促使公所開展太平枇杷節的系列活動。
（二）太平枇杷節的契機
2003 年太平市長江連福先生欲參選立委，遂創辦首屆太平枇杷節。迨
他順利上馬後，新任太平市長余文欽先生與農會關係良好，故 2006 年起枇
杷評鑑會與太平枇杷節便合璧連珠，將太平「枇杷原鄉」的名號徹底打響：
「農會很早就開始做枇杷評鑑，……因為前市長余文欽先生和農會
關係不錯，所以 2006 年起就一起合辦。」（A2）
由於許多產業文化節慶活動的主辦單位同時有地方政府與農／漁會，
雙方能否誠心結合，共同為地方產業付出往往是節慶活動永續發展的關鍵，
白河蓮花節和官田菱角節即因兩者無法同心同德而走下坡（黃美傳，2001；
邱淑玲，2005）。由是觀之，太平區由於公所和農會的關係甚佳，雙方能
以地方產業為本而通力合作，有助於太平枇杷產業的宣傳。
（三）太平枇杷節辦理後的枇杷產業概況
表 3 2013 年太平枇杷節活動前後枇杷產值與產量比較表
每公頃平均產量

2013 年辦理枇杷節後

2002 年辦理枇杷節前

5,000 斤6

9,200 斤

中盤商

太平區

95 元／斤

50 元／斤

收購價格

外鄉鎮區

65 元／斤

50 元／斤

中盤商收購數量與比例

312,500 斤（25％）

1,840,000 斤（80％）

中盤商收購總金額（＊）

29,687,500 元

92,000,000 元

產地直銷價格

135 元／斤

80 元／斤

產地直銷數量與比例

937,500 斤（75％）

460,000 斤（20％）

產地直銷總金額（＊＊）

126,562,500 元

36,800,000 元

枇杷總收益（＊＋＊＊）

156,250,000 元

128,800,000 元

農友增加收益（＃）

27,450,000 元

周邊產業增加收益（＃＃）

100,000,000 元

增加總收益（＃＋＃＃）

127,450,000 元

資料來源：2013 年太平枇杷節系列活動資料彙集冊
6

取本區管理良好之枇杷園面積約 250 公頃計算之，2013 年收成受天候影響產量減少約 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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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太平區公所和農會合作默契，不僅讓太平枇杷的直銷比重從 2002
年的 20％攀升至 2013 年的 75％，產地直銷價格提升至 135 元／斤，明顯
高於鄰近的鄉鎮區（太平區公所，2013）（表 3）。
由此觀之，直銷比例增加與價格提高是太平枇杷節最顯著的兩大效益，
因此成為連年舉辦且未曾中斷的產業文化節慶活動，甚至是現今消費者採
購枇杷的指標，可見本活動已是極具代表的「地標節慶」
（Hallmark Events）。
二、太平枇杷節的發展歷程與現況
（一）枇杷行銷與觀光發展
I. 觀光效益
2013 年太平枇杷節的周邊產業增加收益達 1 億元（表 3），這包括相
關的觀光產業與活動場地的周圍商家，可見太平枇杷節所創造的觀光遊憩
效益驚人，符合游瑛妙（1999：12）指出節慶活動有「觀光開發及增加觀
光收益」的功能，更能佐證節慶活動與休閒產業的共創效益。農友們對於
太平枇杷節的觀光效益多半持肯定的態度，例如阮先生就表示：
「利用假日辦枇杷節，人潮才會進來，像枇杷觀光巴士也是帶到很
多景點旅遊，像磨仔墩……等。」（B1）
Ⅱ. 近期突破
前人研究指出活動名目雖然越來越多，卻引發「活動內容太過繁雜，
與枇杷產業、文化的連結不深」（黃志浩，2010：83）等批評聲浪，於是
公所構思出「枇杷買就抽集點送」活動。遊客若想蒐集限量的枇杷娃娃公
仔，須持集點地圖至「枇杷農友攤位或頭汴坑休閒農業區店家」消費滿 500
元取得紅色章戳，這些商家多半位於市道 136 線，旅客深入山區消費不但
帶動枇杷銷售，亦能活絡頭汴坑休閒農業區，可謂一舉兩得：
「設在長龍路沿線（市道 136 線）的商家，既能讓民眾走進產區，
也能推廣頭汴坑休閒農業區的店家。」（A2）
農會為了因應前述瓶頸則推出枇杷觀光巴士，這項活動不僅讓遊客了
解枇杷的種植過程，又推動觀光旅遊，確實吸引到外縣市的遊客參加，並
兼具食農教育的成效，一舉數得：
「因為要帶動臺灣各地區的人來到我們太平的旅遊景點，像古農莊、
老樟樹……。第一站就是去吃枇杷，因為現在年輕人知道枇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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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看過枇杷的生長過程。」（B2）
「我們就透過枇杷觀光巴士召集外地的人，……到田間時候我們會
跟他介紹枇杷是怎麼處理、怎麼套袋、怎麼採收，讓他們親身地體
驗枇杷是怎樣的管理，也是一個教育，寓教於樂。」（A1）
（二）社區營造
游瑛妙（1999：12）指出節慶活動有「社區營造與凝聚力」的功能，
由於太平枇杷節創造的觀光效益不凡，許多社區都希望活動能在當地辦理，
例如樹孝商圈就主動加入這個共創體系。另外，公所也與地方社團合作「枇
杷藝術教室」，連結民間力量與社區發展，凝聚社區向心力。以 2016 年為
例，愛無礙協會製作枇杷造型皮革鑰匙圈，大地藝術工坊讓遊客彩繪枇杷
造型零錢包，皆能提升居民與遊客的藝術涵養。
（三）環保與政令宣傳
太平枇杷節開辦初期即進行資源回收的環保宣導，有鑑於推行成效良
好，加上枇杷節已成例行性，故許多行政單位都希望能搭上順風車，借助
活動人潮增加宣導效果，公所與農會也希望藉此活絡場面，雙方一拍即合：
「警政、稅務等行政機關是因為他們有宣導壓力，但自己辦活動太
麻煩，就來搭我們的活動，所以活動前他們就會主動洽詢。但我們
會要求他們配合活動時間，不能在宣導完或贈品發完就走人。」
（A2）
三、太平枇杷節的發展瓶頸與因應對策
本研究針對現況進一步訪談發現，太平枇杷節目前仍有三大面向的發
展瓶頸（表 4），據此分析太平枇杷節現行的發展困境與因應對策。
表 4 當前太平枇杷節的發展瓶頸
面向

發展瓶頸
枇杷產銷現況之限制（產期太短、產量太少……等）

產業

枇杷產業與農村發展問題
區外保安林的土地利用問題

宣傳
其他

廣告、宣傳與行銷手法不足，知名度難以進一步擴大
臺 74 線與國道 6 號通車後，往來市道 136 線的遊客反而減少
太平缺乏知名景點，對外地遊客的吸引力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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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面向
I. 枇杷產銷現況之限制
i. 產期與產量問題
太平的枇杷產地集中在東汴地區，故產季較其他地區集中，清明節後的
產量大幅減少，實際產期僅約一個月，導致宣傳期一過，產期也接近尾聲。
更有甚者，由於枇杷對氣候的敏感度高，產量和產期受其影響甚鉅，而這
個現象在近幾年卻愈發嚴峻。
ii. 全球暖化，氣候變遷
臺中市的氣溫有逐漸升高的趨勢， 1911-1940 年的年均溫為 22.3℃（陳
國川，2001），至 1981-2010 年攀升至 23.6℃。此現象不但讓太平的枇杷產
區從頭汴坑轉移到海拔較高的東汴里，也讓枇杷品質不穩定，產期更難預
估，氣候暖化已被農民和農會認定為舉辦太平枇杷節的最大瓶頸：
「這麼多年來，其實瓶頸不能算有，最主要還是氣候的問題、品質
的問題、產期的問題。」（A1）
「說實在也是氣候的問題。尤其枇杷最敏感了，這幾年氣候越來越
高，可能以後枇杷也不好。」（B4）
ⅲ. 因應對策
a. 太平農產觀光季
本研究起初欲將荔枝竹筍嘉年華等活動加以串聯成「太平農產觀光季」，
以改善枇杷產季太短的困境，但荔枝與龍眼的產季並非無縫銜接在枇杷之
後（圖 7），一旦出現空窗期，行銷活動就會斷炊，此策略似乎不可行。
月份

活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採果趣
枇杷

蜂蜜
荔枝
龍眼
皇帝筍

麻竹筍
香蕉

圖 7 太平區主要農產品產季時間表
資料來源：改繪自「頭汴坑休閒農業區 http://q.emmm.tw/?ptype=f2ck」，造訪日期 2016/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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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品種改良
太平為臺灣最早經濟栽培枇杷的地區，其樹齡也最年長，根據林月金
（2005）於 2001-2003 年所做的調查，太平區有 52.5％的枇杷樹在 30 年以
上，推算至今，多數果樹的樹齡已超過 45 年。隨著氣候暖化，茂木種的枇
杷已越來越難適應太平的地理環境，將部分屆齡的枇杷樹改植其他品種，
不失為解決之道：
「除非改良場能改良出適合種在沒那麼冷的地方、較不怕熱的品種，
目前有一位施昭彰博士正在改良。」（B1）
農業試驗所的施昭彰博士致力於優質枇杷的育種研究，目前已育成「金
鑲白玉」、「晶璽」及「玉出露」等新品種，產期皆比茂木種早（施昭彰，
2008；施昭彰，2013）
。若太平區未來能推廣這些新品種，不僅可克服枇杷
產季太短難以行銷的缺點，還能搶得果品上市的先機，提高農民收益。
Ⅱ. 枇杷產業與農村發展問題
i. 農業勞力老化
太平枇杷產銷班的班員平均年齡高達 62.9 歲，就連農民聘僱的工人亦
屬中高齡人口，部分較陡峭的果園甚至有廢耕的趨勢：
「都是 6、70 歲，種了幾十年，也沒什麼年輕人，出現一個斷層。……
工人都是和我們差不多年齡的人，所以有時候很難找人，有人不種
枇杷也是因為這樣，因為工人也是很大的問題。」（B1）
ii. 因應對策
由於枇杷是勞力密集的果樹，如何簡化田間作業流程無疑是關鍵，而
施博士培育的新品種不須疏果，可大幅減少工作時數（謝秀娟，2003）。
由是觀之，品種改良不但可改善產季太短的問題，還能降低田間作業的勞
力支出，再加上太平枇杷節的宣傳行銷，兩者適以相成，則吸引年輕農友
加入，活絡枇杷產業指日可待。
Ⅲ. 區外保安林的土地利用問題
i. 區外保安林的由來與變遷
太平區約有 10％的枇杷種在區外保安林，大湖桶枇杷專業區有許多農
戶就座落在此。而這塊「1403 號保安林」屬於「水源涵養保安林」，原是
為了興建建民水庫所劃設，集集大地震後便撤銷該計畫，目前歸林務局管
轄，要求農民依據「森林法」落實退耕還林，影響農民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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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因應對策
由於枇杷是太平最具代表性的農特產，臺中市政府也相當重視此議題。
2015 年市政府委託逢甲大學進行「太平區設置枇杷專區可行性規劃」，該
規劃建議保留枇杷種植，依森林法解編保安林，再劃設枇杷專區。此外，
依「國土計畫法」規定，未來全國土地將劃分成四大功能分區，而太平枇
杷產區完全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的劃設原則，故何欣純立委等人建議將本區
從保安林地劃出，歸入農業發展地區7、8，讓土地利用合法化。事實上，臺
中市政府計畫將本區劃設為「山城果品產區」，足以論證這塊區外保安林
的未來歸屬（臺中市政府，2017）。
（二）宣傳面向
I. 太平枇杷節的知名度
從實際訪談可知，農會與部分農民認為太平枇杷節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公所與其他業者卻不置可否：
「大家就會知道你們太平三月不是要辦枇杷季了嗎，……人家會說
喔你們太平的枇杷很有名，這就是我們的效益。」（A1）
「在太平還有中部地區、跟網路上，不會輸給他們（指東港黑鮪魚
文化觀光季、白河蓮花節）。」（B2）
「知名度不怎麼樣，而且受限於經費，我們的新聞版面不多。」
（A2）
「大概有那個知名度在，但是沒有那麼強烈，可能廣告沒有打得非
常大，臺中人可能比較會知道，如果要跨縣市就會比較少。」（C1）
Ⅱ. 因應策略
廖主任指出太平枇杷節屬於鄉鎮市層級的活動，宣傳經費不多，只能
透過 DM 夾報、廣播等方式，使宣傳力度有限。然而，許多青年族群不一
定會接觸報紙或廣播，但網路卻不可或缺，若公所和農會能多加利用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網站，從枇杷季前一、兩個月就發布相關訊息，
替正式活動暖身，便可提高太平枇杷節的受關注程度，承辦枇杷觀光巴士
的春天旅行社何經理便提出建議：
「可能在前一個月，然後不管是部落客、還是網路上的宣傳蠻重要
的，……如果想抓一些年輕族群，那可能要靠另一個方式去。」
（C1）

7
8

研究者參加 2016/08/26 的「優質水果集團產區設置與輔導措施說明會」所記錄。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42837，造訪日期 2016/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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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若本身資源無法增加，則異業結盟無疑替太平枇杷節投射
一道曙光。臺中市是知名的「糕餅之都」
，若能推動太平枇杷與臺中的糕餅
業者異業結合，必能如虎添翼。例如將「臺中糕餅文化節」提早至 3 月初，
並推出枇杷糕、枇杷餅等新穎美食，興許能藉由臺中糕餅與大甲媽祖的陣
勢拉抬太平枇杷節的名氣。若主辦單位來年能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提
出計畫，太平枇杷節將不再孤軍奮戰。
這項理念亦被納入《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之中，該計畫指出「垂
直整合產業鏈及水平整合周邊景點，異業合作多元行銷，提升農業旅遊品
質及增加遊客到訪率，加值農業收益」
（臺中市政府，2017：5-22）
，可見異
業結盟已是農業旅遊的發展趨勢。
（三）其他面向
本研究起初認為臺 74 線通車後有利於遊客往來太平區，但實際訪談後
發現，臺 74 線與國道 3 號、國道 6 號串聯後，遊客可逕直去南投旅遊，使
市道 136 線的人潮減少，目前多半是自行車與重機騎士會往來這條路。
臺灣近年來因運動與環保風氣抬頭，騎自行車的人數與日俱增，各縣
市亦積極規劃自行車道，甚至與其他縣市串聯成環島自行車網，136 線就是
極佳的選擇。是故，公所可在枇杷節期間舉辦 136 線的自行車或路跑活動，
終點選在蝙蝠洞等地，並舉辦會師典禮暨枇杷饗宴，沿途可設置枇杷造型
路燈與指標，打造太平「枇杷原鄉」的旅遊意象。
宗教
旅遊
線
生態
旅遊線
時尚
旅遊線

圖 8 臺中市六大旅遊路線示意圖
改繪自《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臺中市政府，2017），頁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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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將目光擴展到大臺中地區，《臺中市區域計畫（草案）》將本
區與霧峰、大里等區規劃為「人文臺中旅遊線」
（圖 8）
，其中的亮點活動包
括「太平枇杷節」
。該計畫指出未來將繼續延伸 136 線的自行車道，打造串
聯中彰投苗的自行車道路網（臺中市政府，2017），這項策略有利於太平
山區的觀光發展，促使更多遊客參與太平枇杷節盛會。
四、太平枇杷節的價值共創歷程與成果
（一）枇杷行銷活動的價值共創歷程與成果
枇杷行銷活動的利害關係人包括公所、農會（及其轄下的產銷班、家
政班和四健會）、農民、遊客、地方社團、樹孝商圈與其他行政單位，本
段即針對他們的共創要素與歷程進行分析。
I. 利害關係人的價值主張
太平枇杷節系列活動起源於農民和農會希望開拓枇杷的直銷管道，遊
客想吃到優質美味的枇杷，公所有政績壓力，地方社團與樹孝商圈想打響
人氣，而其他行政單位欲便宜行事，這些關鍵需求經由枇杷行銷活動這項
提案得以滿足，促使這些利害關係人開展價值共創活動。
Ⅱ. 關鍵資源
本活動最重要的資源當屬農民生產的枇杷，但公所和農會所出的人力
與人脈、相關單位提供的場地、上級指導單位提供的經費……等資源亦缺
一不可，本研究根據資源提供者與投入資源製成表 5。
表 5 枇杷行銷活動的關鍵資源
資源提供者

投入資源
1 編列預算與計畫執行
○

公所

2 協調國中、國小與地方社團人力
○
3 提供坪林森林公園、太平運動場（往年）、新平國小等場地
○

農會
農民
農委會臺中區
農業改良場

1 調集產銷班班長以蒐集農民意見
○
2 協調家政班與四健會人力
○
1 優質美味的枇杷
○
2 活動日期、活動地點等建議
○

提供農民用藥資訊、病蟲害防治等技術指導，以生產優質枇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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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農業局
農委會農糧署

活動經費

地方社團

舉辦藝文活動以活絡場面

樹孝商圈

舉辦購物活動以活絡場面

其他行政單位 有獎徵答、互動遊戲等活動
遊客

人潮與買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Ⅲ. 關鍵流程
i. 共創歷程
本研究根據 Ramaswamy & Gouillart (2010) 提出的四大共創原則，將枇
杷行銷活動從發想到實施的共創歷程繪成圖 9。
Step1

Step2

• 公所和農會
確認流程中
會接觸到的
所有利害關
係人，包括
農民、遊客
、地方社團
、樹孝商圈
與其他行政
單位

Step3

• 公所和農會
了解農民、
遊客、地方
社團、樹孝
商圈與其他
行政單位的
關鍵需求，
並掌握彼此
的互動情形

• 公所透過里
長蒐集里民
意見，農會
調集產銷班
班長討論，
再召開數次
籌備會讓利
害關係人分
享經驗，希
望讓活動內
容更加完備

Step4
• 建立平臺（
太平枇杷節
）以滿足所
有利害關係
人的關鍵需
求，並履行
籌備會發展
出的構想，
最後讓利害
關係人持續
交流，發想
出更多創意

圖 9 枇杷行銷活動的共創歷程，本研究繪製
ii. 規則與默契
枇杷行銷活動的主軸是農民的枇杷攤位，而農民經過多年的教育與輔
導，具有「品質第一」的栽種理念。但是因為枇杷產量不夠多，有時候活
動還不到中午就售罄，引發民眾抱怨。此時公所和農會就是農民與消費者
的橋樑，提供購買資訊給消費者，這種默契亦是太平枇杷節得以延續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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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量。前段提及公所和農會也歡迎其他行政單位與商家搭便車，但會要
求他們須留到活動散場，不得提早收攤，且嚴格禁止營利行為，以免產生
消費糾紛，破壞太平枇杷節的名譽。
據此，本研究將枇杷行銷活動中各個利害關係人的關係網絡繪成圖 10，
從中更能看出他們在此共創歷程中扮演何種角色與互動模式。
合作

地方
社團

動員

藝文
活動

公所

徵詢

樞紐
單位

其他行
政單位

產銷班
班長

枇
杷

農民
動員

徵詢

餐飲
美食

農會

遊客

枇
有獎徵答 杷
互動遊戲 行
銷
活
動

購物
活動

家政班
四健會

動員

樹孝
社區

合作
合作

圖 10 枇杷行銷活動的關係網絡圖，本研究繪製
Ⅳ. 共創成果
本段從利害關係人的角度切入，說明枇杷行銷活動的共創成果（表 6）。
最後，本研究將枇杷行銷活動的各項要素繪製成價值共創架構圖（圖 11）。
表 6 枇杷行銷活動的共創成果
利害關係人

共創成果

公所

太平區公所以活動成效為政績，提高公務機關形象

農會

提高地方農特產價值，樹立農會以農民為本的形象

農民

枇杷的直銷比例增加且價格提高，收益顯著增加

地方社團

擴展名氣並吸納潛在客戶

樹孝商圈

拓展商機並吸納潛在客戶

其他行政單位 提高宣傳效率，並減少民眾對行政單位的誤解
遊客

直接購得質優味美的枇杷，並獲得休閒遊憩之樂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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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資源

利害關係人
的價值主張

• 資源提供者：表5
• 投入資源：表5

• 關鍵需求：公所
和農會有政績壓
力，農民和消費
者希望擁有直接
銷售枇杷的管道
，其他利害關係
人想開展知名度
• 解決提案：
枇杷行銷活動

共創成果：
表6

關鍵流程
• 共創歷程：圖9
• 規則與默契：農民注重枇杷
品質、公所和農會做為遊客
與農民的橋樑、其他利害關
係人不得有營利行為

圖 11 枇杷行銷活動的價值共創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二）枇杷觀光巴士的價值共創歷程與成果
枇杷觀光巴士的樞紐單位僅剩農會，再委由春天旅行社承辦，協辦單
位包括福石園、磨仔墩及區公所管理的古農莊，本段將詳細剖析。
I. 利害關係人的價值主張
遊客的關鍵需求是想遊覽枇杷產區，而休閒產業業者希望增加旅遊人
潮，農會亦想積極輔導相關業者，這些關鍵需求可透過枇杷觀光巴士這項
提案被滿足，於是催生出此項價值共創活動。
Ⅱ. 關鍵資源
本活動的資源種類繁多，但多數資源都深根於太平的地方特色，如此
連結方能打造極具在地化的旅遊行程，本研究據此製成表 7。
表 7 枇杷觀光巴士的關鍵資源
資源提供者
農會
春天旅行社
臺中市農業局
農委會農糧署
農民
公所及

投入資源
1 編列預算與計畫執行
○
2 協調休閒產業業者，並規劃套裝行程
○

承辦整項活動，包含遊覽車和導遊
活動經費
枇杷產區導覽，並解說田間工作等知識，提供枇杷試吃
1 區公所人文課負責古農莊導覽解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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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農莊文物館展示上千件農業社會的古文物
古農莊文物館 ○

福石園

1 數十種動植物生態與荷花池美景
○

2 客家藍染 DIY 活動
生態教育園區 ○
1 臺灣經濟栽培枇杷的發源地，目前仍植有臺灣山枇杷
○

磨仔墩故事島

2 品嚐蜂蜜水
○
3 曲流地形實景
○
4 與生態環境融合的遊樂設施
○

蘆薈園

蘆薈風味餐飲

遊客

人潮與買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Ⅲ. 關鍵流程
i. 共創歷程
本研究根據前述的四大共創原則，將枇杷觀光巴士從發想到實施的共
創歷程繪成圖 12，並將明顯欠缺的步驟以虛線框框標註。
Step1

Step2

• 農會確認流
程中會接觸
到的所有利
害關係人，
包括農民、
遊客、春天
旅行社、福
石園生態教
育園區、磨
仔墩故事島
、古農莊文
物館及公所

Step3

• 農會了解農
民、遊客、
春天旅行社
、福石園生
態教育園區
、磨仔墩故
事島、古農
莊文物館及
公所的關鍵
需求，但對
彼此的互動
不完全瞭解

• 農會和農民
的互動較頻
繁密切，和
其他利害關
係人偏向單
向交流，亦
未組織工作
坊或籌備會
讓眾人直接
分享經驗

圖 12 枇杷觀光巴士的共創歷程，本研究繪製
ii. 規則與默契
24

Step4
• 建立平臺（
枇杷觀光巴
士）以滿足
所有利害關
係人的關鍵
需求，但眾
人無法直接
交流，亦欠
缺明確的反
饋機制，使
活動無法屢
屢創新

枇杷觀光巴士的共創歷程還不夠成熟，行程路線和活動內容都由農會
訂定，多數利害關係人只能聽從農會指示，並未形成明確的規章制度。據
此，本研究將各個利害關係人的關係網絡繪成圖 13，特別注意的是農會對
春天旅行社、公所人文課、福石園及磨仔墩皆為單向箭頭。
協調

春天
旅行社

導遊

聘僱

福石園
沿途
導覽

委託
產銷班
班長

樞紐
農會
單位
徵詢
協調

公所
人文課

農民

枇杷栽培知識
枇杷

動員

農村
文物

遊客
品嚐
蜂蜜水

古農莊
文物館

管理

枇
客家藍染 杷
觀
DIY
光
巴
士
磨仔墩
故事島

協調

圖 13 枇杷觀光巴士的關係網絡圖，本研究繪製
Ⅳ. 共創成果
本研究從各個利害關係人的角度切入，說明枇杷觀光巴士的共創成果，
如表 8 所示。最後，本研究將枇杷觀光巴士的各項要素繪製成價值共創架
構圖（圖 14），以明晰該共創活動的來龍去脈與欠缺之處。
表 8 枇杷觀光巴士的共創成果
利害關係人

共創成果

農會

促進頭汴坑休閒農業區發展，吸引非太平區的遊客，積極輔導相關業者

農民

直銷枇杷，但銷售量有限

公所

增加古農莊文物館知名度，並樹立公務機關積極推廣文化活動之形象

春天旅行社

提高公司知名度並吸納潛在客戶

福石園生態園區 增加曝光率並創造回頭客
磨仔墩故事島
遊客

主要客群為團體旅客，但有採納觀光巴士的遊客建議推出散客套餐
直接購得質優味美的枇杷，瞭解枇杷栽培知識，並遊賞山林風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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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
的價值主張
• 關鍵需求：農會
想推廣頭汴坑休
閒農業區，業者
欲提高自身曝光
率，遊客希望體
驗鄉村美景並品
嚐枇杷
• 解決提案：
枇杷觀光巴士

關鍵資源
• 資源提供者：表7
• 投入資源：表7

共創成果：
表8
關鍵流程
• 共創歷程：圖12
• 規則與默契：農會與農民仰
賴長年培養的默契和情誼，
但農會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尚
未建立可確切依循的規則

圖 14 枇杷觀光巴士的價值共創架構圖，本研究繪製
（五）未來發展建議
本研究根據訪談內容和研究者親自參與活動的心得，提出未來發展建
議，讓枇杷觀光巴士充分發揮帶動太平區休閒產業的成效。
i. 關鍵流程
農會應仿效枇杷行銷活動的籌備流程，邀請枇杷觀光巴士的各個利害
關係人參與籌備會，並聽取其建議，落實「尊重」與「互動」，建立流暢
的反饋機制。
ii. 活動內容
本活動既名為「枇杷觀光巴士」，若內容能更聚焦在枇杷產業，必有
利於維持太平枇杷產業的知名度，亦能呼應「活動內容與枇杷產業連結不
深」的缺失。以研究者參加的經驗，在枇杷產區只能聽農民講解，試吃枇
杷後就趕往下一個景點，無法體驗採果之樂，相當可惜。
然而，若事前請農民挑選出成熟度較高的枇杷果穗，並現場解說摘取
技巧，再讓遊客品嚐自己親手採下的枇杷，如此一來不但可滿足遊客體驗
田園生活的樂趣，亦能減少枇杷外觀受損導致賣不出去的損失，讓枇杷觀
光巴士名副其實。
另一方面，或許可考慮針對不同客群，設計出差異化行程。例如針對
年輕族群可推出「深度體驗踏查之旅」，著重在福石園和磨仔墩的生態講
解與實地考察，而小資文青可主打「文藝手作 DIY 之旅」，讓他們在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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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進行較繁複的藍染活動，至於親子旅客就以「古早味童趣之旅」為號召，
給他們在磨仔墩和古農莊充分的遊樂時間。但無論哪條路線都納入枇杷產
區的導覽和採果，如此調整不僅能深化本活動的文化底蘊，還能吸引不同
客群，真正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共創效益。
伍、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枇杷產業在臺灣的發展歷程，特別是近期太平區公所和農會的宣傳行
銷，可說是臺灣農業發展與轉型的縮影，以下分述之。
（一）太平枇杷產業的發展與轉型歷程
早期太平的枇杷多半委託行口商代售，農民利潤微薄，至 1970 年代後
期，臺灣轉型為工商業社會，工資大幅提高，農民紛紛棄農轉工，臺灣的
枇杷產業進入衰退期。為了重振「枇杷原鄉」的美名，農會與公所舉辦太
平枇杷節系列活動打響太平枇杷的名氣，不僅替農民開拓直銷管道，更使
太平的枇杷產業從傳統農業生產邁向觀光化。
（二）太平枇杷節的實際效益、發展瓶頸與因應之道
直銷比例增加與單價提高是太平枇杷節最顯著的兩大效益，由此維繫
枇杷產業命脈。但隨著活動內容日益繁複，前人研究指出「活動內容太過
繁雜，與枇杷產業、文化的連結不深」等問題。為此，公所和農會去蕪存
菁，目前以枇杷行銷與觀光發展為主軸，輔以社區營造、環保與政令宣傳，
並透過「買就抽集點送」和「枇杷觀光巴士」強化與枇杷產業之連結，使
太平枇杷節成為名副其實的「地標節慶」。
（三）枇杷觀光巴士的實際效益
枇杷觀光巴士不但載著遊客深入枇杷園、品嚐枇杷，還走訪太平知名
的觀光景點，其所創造的觀光效益值得深究。然訪談發現，本活動雖然吸
引不少非太平區的遊客，但對業者的實質幫助有限，僅提高福石園的曝光
率，並替春天旅行社開拓在臺中的知名度。枇杷觀光巴士的立意良善，但
活動成效不如預期，若進一步分析其價值共創歷程，便可看出其中端倪。
（四）太平枇杷節的價值共創歷程與成果
本研究以 Johnson et al. (2008) 提出的四格商業模式為藍本，並結合王
姿婷（2011）對地方經營的觀點發展出研究架構，以此分析枇杷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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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枇杷觀光巴士兩個價值共創活動。由於枇杷行銷活動的「樞紐單位」公
所和農會非常「尊重」諸位利害關係人的想法，給予充分「互動」交流的
平臺，使本活動的共創成果愈發豐碩。相較之下，枇杷觀光巴士的活動流
程幾乎由農會主導，未能充分「尊重」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意見，亦缺乏讓
他們雙向「互動」的平臺，無法切磋出其他創意，使共創成果難以開展。
（五）太平枇杷產業的困境與因應對策
本研究發現枇杷產業最大困境在於產銷現況之限制，由於枇杷產季短，
宣傳行銷不易進行，近年來更因氣候變遷，使產期和產量更難預估，也因
此形成太平枇杷節的最大瓶頸。另外，本區有部分土地位於區外保安林，
在林務局退農還林的政策下，農友面對土地隨時會被收回的窘境。有鑑於
此，推動枇杷老欉改植更適合臺灣風土環境的新品種，並將區外保安林解
編，依「國土計畫法」之規定劃入農業發展地區乃是最可行的解決途徑。
二、政策建議
本研究以價值共創理論為架構，分析枇杷行銷活動與枇杷觀光巴士兩
個共創活動，由此發現價值共創的精神確實能有效活絡地方產業，以下就
政策方面提出建議。
（一）確保樞紐單位之初衷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a) 指出，為了讓價值共創體系順利運作，
需要一個樞紐單位來協調各個利害關係人，對產業文化節慶活動而言，活
動的主辦方即是樞紐單位，如本研究中的太平區公所和農會。這兩個單位
皆能以農民和消費者需求為本，以振興枇杷產業為念，共同擘劃太平枇杷
節系列活動，創造各個利害關係人都因此受惠的多贏局面。是故，本研究
認為主辦單位須先釐清籌辦「產業」文化節慶活動之初衷為何，切勿為了
「製造」政績而「創造」活動，或是為了推動觀光發展而隨意找名目「發
明」活動，如此不僅勞民傷財，亦對地方產業無益。
（二）落實四大共創原則
對應 Ramaswamy & Gouillart (2010) 提出四大共創原則，相較於枇杷行
銷活動，枇杷觀光巴士仍由農會主導，缺乏讓利害關係人直接互動的管道，
農會也未採納他們的建議，使歷年的活動行程大同小異，受益業者不多。
因此，本研究建議太平區農會或其他活動的樞紐單位務必邀集所有利害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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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人參與籌備會議，且讓他們多向往來交流，畢竟價值共創的精神就在於
「個人經驗」，唯有融入眾多的「個人經驗」，才能收穫甜美的果實。
（三）結合其他特色產業
價值共創的關鍵精神即是「共」創，若能盡可能地「利誘」更多利害
關係人加入共創體系，方可發揮更大效益，甚至突破原本的發展瓶頸。以
太平枇杷節為例，如果能結合臺中的糕餅產業，與「臺中糕餅文化節」進
行共創活動，因為兩者皆是臺中頗具代表性的特色產業，強強聯手定能體
現產業觀光的共創價值。
（四）創新宣傳行銷管道
太平枇杷節的預算不多，僅能依靠廣播電臺和夾報 DM，使宣傳效果有
限。但公所和農會若能善加利用 Facebook、Instagram 等社群網站，長年經
營太平枇杷節的粉絲專頁，傳播太平枇杷節的活動訊息，便可克服經費不
足的窘境。由於公務人員的固有思維容易忽略這些低成本但高效益的行銷
管道，使活動成效有限，相當可惜。是故，本研究建議主辦單位未來加強
網路宣傳力道，結合網友的力量發揮新時代的共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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