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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肉品市場因應未來經營多元化
業務之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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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預計在符合政府法規下將尋求肉品市場在未來可以發揮的業務，並增加其營收。
本文希望透過與有意願接受訪談之肉品市場的深度訪談，找出肉品市場現有問題、運用
TRIZ 創新理論發展解決策略並製成問卷給全臺各地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填寫，並將訪談問卷
進行灰關聯（GRE）分析，藉由分析結果找出解決策略並提供給農會作為未來經營多元化業
務的參考。透過分析，本文發現肉品市場內部主管認為加強員工內部訓練及鼓勵員工進修最
為重要。而依照不同地區之肉品市場內部主管的意見進行分析，發現中部及北部主管認為加
強員工內部訓練並鼓勵員工進修為為重要；南部主管認為應加強肉品推廣；東部及離島主管
認為改變肉品拍賣流程最為重要。

（關鍵語：肉品市場、灰關聯分析、TRIZ 創新理論、多元化業務、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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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發展，消費者除了對商品市場的要求越來越高之外，同樣的，對於控管民生肉
品經濟價量穩定的肉品市場，也需要做出改變。為了協助肉品市場找出未來經營多元化業
務的方向及策略，本文透過 TRIZ 創新原則來找出肉品市場現有問題並發展策略並製成問卷
後，給全臺各地區的肉品市場內部中高階主管填寫，並利用收集的問卷進行灰關聯分析，找
出肉品市場經營未來多元化業務的關鍵策略因素，並對肉品市場經營多元化業務給出建議。

材料與方法
一、材料
為找出肉品市場因應經營未來多元化業務策略，所使用的理論及分析方法如下：
1.TRIZ 創新理論
又稱「創新發明問題解決理論」，TRIZ 創新理論一共有 40 條，詳細的 40 條創新原
則與其說明請參照期刊「The TRIZ Journal」（https://triz-journal.com/40-inventive-principlestriz-applied-finance/），以歸納的方法將新穎的想法及問題作具體整理，其目的為突破障礙、
解決衝突，跳脫侷限思考，導引產品以系統性的方法朝正確的方向創新。廖伍清（2017）運
用 TRIZ 創新理論，確認個案大學場地經營管理困難問題，並提供明確可執行的短、中、長
期的改善計畫。王嘉惠（2017）運用 TRIZ 創新理論的技術矛盾、物理矛盾、質場分析等方
法，透過局部改善方式，找出改善校園草皮的最佳解決方案。Dourson（2004）從研究 TRIZ
創新原則與矛盾矩陣的過程中，研究出如何將 40 條創新原則運用於金融領域上。Lee et al.
（2013）將 TRIZ 40 條創新原則應用於利用食品追溯系統解決臺灣水產品的運營問題的策
略擬定上。Gazem et al.（2018）利用 TRIZ 創新原則的系統性和創造性來發掘方法並解決問
題。
2. 灰關聯分析（GRE）
灰關聯分析法（GRE）主要來自於鄧聚龍教授於 1982 年提出的灰色系統理論，該理
論針對系統模型的不明確性及資訊部完整性之下，進行關於系統的關聯分析（relational
analysis）及模型的建構（model construction）等。灰關聯分析適合用於樣本數少且模型不完
整的資料分析，其特性為著重於處理小樣本不確定的問題，相對於傳統的統計手法，其研究
目標大不相同（鄧聚龍，2000）。灰關聯分析的基本理論為依據實際的問題，找出最理想的
方案對應效果評價向量，並將利用分析結果之灰關聯係數的大小來確定最佳的決策方案及其
排序（羅黨，劉思峰，2005）。下述為灰關聯係數分析公式：

【min：極小值，max：極大值，oi（k）：求出數據（均值化）】
Liu et al.（2019）在其著作的期刊中提到關鍵因素指的是對企業的成功有所作用的因素，
而關鍵因素法是透過分析找出可以「使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後，從這些關鍵因素來確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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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需求並進行相關規劃。

二、方法
本研究實地訪查了 12 個臺灣比較重要的肉品市場，並與肉品市場的主要業務負責人，
如：總經理或主任，拜會並請教肉品市場目前經營的狀況、遇到的問題及未來的展望。經由
與他們訪談，整理出來他們肉品市場遇到的可能問題，並利用 TRIZ 創新原則發展肉品市場
因應未來經營多元化業務策略，TRIZ 是一種結構性的創新發明問題解決的理論，利用 TRIZ
可以有邏輯性的發展策略並了解其概念。本文共運用了 11 條 TRIZ 創新原則，分別是：分
離、局部品質、合併、預先作用、逆轉、週期性動作、連續有用動作、回饋、替換機械系
統、同質性以及參數變化，並利用 11 條創新原則發展出 18 條肉品市場經營多元化業務的方
法，並製成問卷給全臺各地區的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填寫後，運用灰關聯分析尋找最佳策略以
因應肉品市場未來經營多元化業務的方向。詳如下表 1，表 1 由左至右依序為 TRIZ 創新原
則的序號、名稱、解釋與產生的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問項。
表 1.

TRIZ 創新原則解釋及發展出的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策略問項一覽表

Table 1. List of TRIZ innovation principles and developed mea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business
strategy questions
TRIZ 創新原則

解釋

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問項

序號

名稱

第2條

分離

從一個物體中除去不想要的功能

第3條

局部
品質

改變一個物體的環境使功能達到最 肉品市場內部環境改善
適使用狀態

第5條

合併

1. 合併物體、作業或功能，使其在 將肉品利用遠端連線進行拍賣
同一時間點一起作用
成立肉品市場自營的物流中心，肉
2. 將相同或相關的物體、作業或功 品分切後可以直接運送至零售攤位
能實體進行連接或合併
拍賣後的豬隻給肉品市場自己屠宰

拍賣後的豬隻外包給外面廠商屠宰

與在地農民或農民團體合作進行食
材推廣
成立品牌
第 10 條

預先
作用

預先執行有用的行動到系統中

肉品市場內部的設備、耗材等利用
共同詢價的方式降低成本

第 13 條

逆轉

反轉物體、系統或程序

肉品市場合資成立廢棄物處理場降
低廢棄物處理成本

第 19 條

週期性 執行有規律且週期性的動作以維持 定期舉辦肉品市場認證食材推廣相
動作 穩定的效果
關活動
定期培訓中高階主管

第 20 條
第 23 條

連續有 持續不斷的給予物體一定的刺激以 加強員工內部訓練及鼓勵進修
用動作 維持或強化作用
回饋

導入回饋以改善製程或作用或是改 肉品市場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並
變其影響力
進行導覽解說
肉品市場開放實習名額給相關科系
的學生

252

表 1.

中國畜牧學會會誌

第四十八卷

第三期

TRIZ 創新原則解釋及發展出的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策略問項一覽表（續）

Table 1. List of TRIZ innovation principles and developed meat market diversification business
strategy questions (continued)
TRIZ 創新原則
解
釋
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問項
序 號 名 稱
第 28 條 替換機 使用新的方式或系統取代現有的作 引進區塊鏈的概念將豬隻在網路進
械系統 業方式
行拍賣
第 33 條 同質性 運用相同性質的材料或是同一性質 於肉品市場內部成立餐廳讓民眾品
的材料，開發新業務
嚐經過肉品市場認證的在地食材
開發加工品進行銷售（如洗髮精、
肉鬆、香腸等）
第 35 條 參數變化 改變原本的動作或是狀態
肉品市場金流改用行動支付，直接
從銀行帳戶扣款

結

果

一、問卷發放及收集情況
本文利用 TRIZ 創新原則發展出 18 條肉品市場經營多元化業務的方法，並利用李克特 5
點尺度將其製成問卷，分成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即非常不同意五個級距。問卷發
放對象為全臺 23 處肉品市場中高階主管，發放方式為每處發放 5 份問卷，共發放 105 份問
卷，問卷收集時間為 2018 年 8 月至 10 月，共 回收 90 份 有效問卷，有 效問卷回收率為
85.71%。

二、灰關聯分析結果
（一）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多元化業務看法之灰關聯分析
根據灰關聯分析結果所萃取出的關鍵因素如下表 2 所示，共有 6 項。表示肉品市場內部
主管認為在多元化業務當中，應該先從這 6 項業務開始著手進行推廣，並且可以從這 6 項因
素發現，肉品市場內部主管所重視的業務都是從改變企業本身營運的部分為主，而其他像是
與在地農民合作、將業務外包、進行推廣活動、引入新科技等業務較不是肉品市場內部主管
現階段的發展重點。表 2 內容左而右依序為關鍵因素、灰關聯分析之係數與其排序。
表 2.

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多元化業務看法之灰關聯分析

Table 2.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ternal supervisors' perceptions of diversified businesses in
the meat market
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關鍵因素
14. 加強員工內部訓練及鼓勵進修
16. 肉品市場內部環境改善
18. 肉品市場金流改用行動支付，直接從銀行帳戶扣款
17. 成立品牌
1. 肉品市場內部的設備、耗材等利用共同詢價的方式降低成本
4. 肉品市場合資成立廢棄物處理場降低廢棄物處理成本

灰關聯係數
0.819
0.807
0.765
0.724
0.697
0.687

灰關聯序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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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地區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於多元化業務看法之灰關聯分析
將問卷依填答者所在的區域，分為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離島四個區域進行灰關聯
分析（詳如表 3），以研究不同區域的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於屠體拍賣的推廣，首要解決的
問題看法有所差異。根據灰關聯分析的結果，將灰關聯系數值由高而低排序，所萃取出的關
鍵因素，並且可以發現：
北部及中部的肉品市場內部主管看法較為一致，其認為最重要的業務為加強員工內部訓
練及鼓勵進修，並認為肉品市場之金流應該改為行動支付，且同樣認為肉品市場應該成立品
牌來進行行銷。而在南部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則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為定期舉辦肉品市場認
證食材推廣的相關活動，其次為開放實習名額給相關科系的學生。至於東部及離島的肉品市
場，因為所屬地區屬於較偏遠的地區，因此內部主管認為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為引進區塊鏈的
概念將豬隻在網路進行拍賣，其次為定期舉辦肉品市場認證食材推廣相關活動。
透過分析也發現，四大地區的內部主管們都認為『肉品市場金流改用行動支付，直接從
銀行帳戶扣款』這個業務為關鍵因素，也反映出當前肉品市場的金流支付方式可能需要進行
改善及調整。
表 3.

不同地區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多元化業務看法之灰關聯分析

Table 3.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supervisors of the meat market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diversified business
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關鍵因素
北
部
肉
品
市
場

序

14. 加強員工內部訓練及鼓勵進修

0.762

1

16. 肉品市場內部環境改善

0.714

2

9. 拍賣後的豬隻外包給外面廠商屠宰

0.707

3

18. 肉品市場金流改用行動支付，直接從銀行帳戶扣款

0.690

4

17. 成立品牌

0.669

5

8. 拍賣後的豬隻給肉品市場自己屠宰

0.668

6

0.881

1

0.824

2

0.810

3

0.800

4

0.753

5

12. 定期舉辦肉品市場認證食材推廣相關活動

0.821

1

11. 肉品市場開放實習名額給相關科系的學生

0.796

2

16. 肉品市場內部環境改善

0.744

3

18. 肉品市場金流改用行動支付，直接從銀行帳戶扣款

0.730

4

3. 開發加工品進行銷售（如洗髮精、肉鬆、香腸等）

0.729

5

14. 加強員工內部訓練及鼓勵進修

0.724

6

14. 加強員工內部訓練及鼓勵進修
中
部 15. 定期培訓中高階主管
肉
18. 肉品市場金流改用行動支付，直接從銀行帳戶扣款
品
市 17. 成立品牌
場
1. 肉品市場內部的設備、耗材等利用共同詢價的方式降低成本
南
部
肉
品
市
場

灰關聯係數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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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區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多元化業務看法之灰關聯分析（續）

Table 3.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supervisors of the meat market in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diversified business (continued)
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關鍵因素
東
部
及
離
島
肉
品
市
場

灰關聯係數 排

序

6. 引進區塊鏈的概念將豬隻在網路進行拍賣

0.890

1

12. 定期舉辦肉品市場認證食材推廣相關活動

0.884

2

10. 肉品市場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並進行導覽解說

0.807

3

7. 成立肉品市場自營的物流中心，肉品分切後可以直接運送至零
售攤位

0.797

4

2. 於肉品市場內部成立餐廳讓民眾品嚐經過肉品市場認證的在地
食材

0.760

5

18. 肉品市場金流改用行動支付，直接從銀行帳戶扣款

0.651

6

討

論

本文透過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來了解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多元化業務的看法，並利用灰
關聯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及對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的建議如下：

一、全臺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於多元化業務之結論
全臺肉品市場內部主管認為在多元化業務當中應先從加強員工內部訓練及鼓勵進修，透
過員工訓練及進修，加強員工自身的專業能力及對企業的向心力之外，外界現有的商業運作
模式以及未來可能的業務發展也需要在教育訓練中加以闡述說明及討論，並進行肉品市場內
部環境改善以及調整肉品市場金流而後進行成立品牌。此外肉品市場內部的設備、耗材及廢
棄物處理也可以利用詢價及合資的方式來降低成本。

二、不同地區肉品市場內部主管對多元化業務的看法
北部和中部的看法較為一致，認為最重要的業務為加強員工內部訓練及鼓勵進修，並認
為肉品市場之金流應該改為行動支付，但應該也要先多討論其推動的步驟，兩地區主管也認
為肉品市場應該成立品牌來進行行銷，但是品牌要推動的好，除了產品要具有特色之外，肉
品市場的流程與經營方式也需要具備特色，否則品牌推動是不容易的。因此在員工內部訓練
時，這部分需要加重其份量。南部則認為應該先加強推廣，東部及離島則希望先改善肉品拍
賣流程，並希望能進行網路拍賣。

三、對於肉品市場多元化業務的建議：
（一）在冷凍及冷藏倉儲中應該利用現代化的管理方式來進行管理，除節省人力成本之外亦
可增加利用的效率，並且應成立肉品供應物流中心。
（二）全臺多元化業務推廣應該因地制宜，針對不同地區之肉品市場特性來加強該地區之多
元化業務推廣。
（三）肉品市場可以考慮聯合周邊業者或肉品市場之間合作成立品牌來推廣其豬肉、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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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副產品，將可以增加肉品市場在一般民眾購買時的印象與其產品的曝光。
（四）肉品市場廢棄物處理的部分，可以與業者合作利用現代生物科技或新的環保技術來節
省成本，甚至可以研發出回收再利用的產品。具體而言，也就是肉品市場可以集資，來自己
成立廢棄物處理場。如此一來，可以降低廢棄物處理的費用，而且是有機會可以解決同業肉
品市場廢棄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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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was to find the future business areas for the wholesale hog market.
The research steps used in this paper were: first, to interview the top managers in wholesale hog
markets; secondly, to find key problems in the wholesale hog market; third, to develop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key problems by using TRIZ; fourthly, to design a questionnaire based on the
strategies we developed for the wholesale hog markets. At least, we use GRA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key strategies for wholesale hog market managers as refer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internal director of the meat market believes that it is most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internal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supervisors of the meat market in
different regions,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nagers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regions believed that
it wa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internal training; the southern managers believed that more meat
promotion should be made, while the eastern and outlying island managers believed that the meat
eating habits was changed. Auction wa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and fair transaction process.
(Key Words: Meat Market, GRE analysis, TRIZ Innovation Theory, Diversified Business, Depth
Inter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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