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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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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年因疫情影響，實體通路的銷售受衝擊，

多數零售企業積極整備線上與線下全通路，

以彈性應對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變化。相較於一般

文、圖 林
| 恒生、彭士芳︵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所︶、

謝明惠︵漁業署市場行銷科︶

為掌握消費者對國內養殖水產品在電商通路之消

費行為與偏好，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實施國

內消費者消費行為及偏好分析，本文將針對養殖

水產品消費客群進行剖析，期能對養殖產業之電

商通路布局與產品定位之參考。

養殖水產品
線上消費客群
消費行為及偏好分析

▍現場實地拍攝產地及產品。

2

1｜產銷履歷水產品可安全追溯源頭。
2｜貼有水產品的QR Code，讓消費者可查詢到產品及生產
者資訊。

生活用品，生鮮產品透過網路通路銷售之門檻更
高。生產者端需投入包裝、冷凍技術、檢驗成本
及冷鏈物流業者的配合；在消費者端則因產品需

然 會 透 過 網 路 購買養 殖 水產品的 消費 者族

要冷凍保存，導致收貨時間及地點受限，形成購

群，主要為 3 0 - 49 歲的 女性，其中七成生活於臺

物的門檻。

北、新北、桃園、臺中及高雄等都會區，並以有小孩
的核心家庭為主。其養殖水產品月消費金額略高

如今，隨著國內主要電子商務平台加強經營

於整體，以養殖魚類為例，月消費額約 3,800 元。

生鮮品銷售，小農品牌、產地直送的商業型態行
之有年，以及機車外送等宅配經濟等最後一哩路

水產品的購買偏好因素大幅受通路選擇影

的物流服務漸趨完備，生鮮產品的網購市場成長

響，以魚類的購買偏好調查結果為例，整體而

可期。

言，消費者偏好「本地生產」（ 64.9% ）及「有
加工處理」（ 60.8% ），其餘偏好因素不及四

臺灣養殖水產消費者購買通路與偏好

成。然而，經常網購魚類水產品的消費者族群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實施國內消費者調

中，最主要的偏好為「有加工處理」，並有超過

查，於 2020 年 11 月針對全國地區 1,252 位 20 歲以

五成偏好「真空密封包裝」、「清楚包裝標示」

上養殖水產品消費者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消費

及「產銷履歷標章」，且「冷凍水產品」及「有

者最常購買養殖水產品的通路為「傳統市場」

品牌」之偏好亦明顯高於整體消費者。可見網購

（77.0%），其次依序為「超級市場」（55.0%）

客群對檢驗標章的認知度與認同較高，且明確標

及「量販店」（ 40.7% ）。另一方面，會透過網

示、冷凍保存和有品牌的產品在網購水產市場更

路通路購買養殖水產品的消費者佔整體比例之

可獲得消費者信賴，提高消費意願。目前已可見

9.1%，其中可細分為品牌網站、電子商務平台、

生鮮冷凍水產品業者在網購市場透過品牌行銷，

網路直播平台及Facebook等線上通路。

建立市場差異化與消費者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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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

具品牌之養殖水產品可望鞏固消費者信賴

選擇，並讓消費者試煮、試吃感受其品質。

本調查發現，已有接近七成之養殖水產消費者
曾購買過有品牌的水產品，其中以教育程度為研究

產銷履歷標章提高消費者願付價格

所以上、家庭月收入10萬以上及烹煮頻率達每月15

產銷履歷溯源作為提高購買意願之最大的誘因

天以上的族群比例較高；以通路而言，網購族群購

外，亦能讓消費者願意付出較高價格購買。根據調

買過有品牌水產品的比例則高達93.9%。

查，整體而言約七成的消費者願為有產履標章的水
產品付出更高價格，平均願付高於一般水產品一成

整體而言，購買主因為「衛生安全具有保
障」，其次為「優惠活動」、「有取得產銷履歷」

五的金額。其中， 60 歲以上、退休者及家庭收入較
高者願付金額更高。

和「包裝標示符合法律規範」。可見品牌的建立可
提高消費者對衛生安全之信賴，適時的優惠活動也

21.7%

願付價格提高比例

16.8%

可鞏固消費者對品牌產品的支持。

19.0%

19.1%
▍品牌的建立可提高消費者對衛生安全的信賴。

進一步 詢問「品 牌」水產 品 所 帶 來 之 印象，可
發現消費者將「衛生安全」、「較高品質」及「新鮮」
等印象與之連結，可見國內養殖水產業者之品牌經
營成果。此外，調查結果亦指出超過七成五的消費

族群

全體
消費者

60歲
以上

退休
族群

家庭月收入
15萬以上

者相信其產品之安全性。因此，業者宜根據通路區

到安全無虞之基本要求，更需透過品牌特色及產品

分產品線，掌握客群偏好，以推出符合需求之產

優惠強化消費者忠誠度。

品，並節省相關成本。

者 願 意 為 有品 牌 的 養 殖 水產 品 付出較 高之價 格。

建立明確品牌形象以鞏固消費客群
另一方面，未購買過養殖水產品的消費者，主

▍消費者願對產銷履歷水產品願付價格。

因為習慣在傳統市場購買，且認為有品牌的水產品

網購消費者主要年紀落於30-49歲，且位於都會
區域，針對此類消費者，宜推出已經加工完成之產

綜上所述，由於消費者對養殖水產品的消費通

品，且符合家中老小食用需要，尺寸較多元的產品

路以傳統市場、超級市場等實體通路為主，網路通

較有機會符合各類烹煮方式；另一方面，重視產銷

價格較高。為提升購買具品牌的產品的意願，調查

另一方面，根據實體通路訪談調查結果，產銷

路的養殖水產品消費者不及一成。然而，網購消費

履歷的消費者以年長者及退休族群為多，為主打產

顯示「產銷履歷溯源」為最大誘因，其次為促銷優

履歷水產品佔百貨超市的整體水產品比例約二至三

者具備較高之品牌意識、產銷履歷標章認知以及較

銷履歷水產品之業者的潛在客群，故需如何降低此

惠、政府認證把關。此外，受訪者亦補充，更多元

成，價格確可拉高約一至二成。然而相反地，根據

高之願付價格，其消費潛力仍值得開發。當業者透

類消費者網購時的操作門檻，值得業者進一步規劃

方便的購買管道、降低運費門檻也將提高吸引力。

實體通路主管觀察，其消費者對於產銷履歷產品之

過網路通路銷售養殖水產品，首要克服的問題是增

思考。

在產品方面，除了強調「好吃、新鮮」以外，應說

認知並不完備，亦非購買的重要考慮因素，推測為

加消費者對養殖水產品的信賴，透過「產銷履歷標

明並區分各項產品特色，提供更多包裝大小和重量

實體賣場和量販店本身的品質把關，已足夠令消費

章」、「真空密封包裝」以及產品「標示清楚」達

77.0%

傳統市場

55.0%

超級市場

40.7%

量販店

19.4%

批發魚市場
向漁民買
流動攤販
品牌網站網路宅配
電子商務平台

10.6%
7.7%
6.7%
3.5%

31.6%

偏好有產銷履歷標章的
偏好價格便宜的

17.2%

偏好有真空密封包裝的

18.8%

偏好冷凍水產品
偏好冷藏水產品
偏好未包裝零散販售的

1.8%

偏好完整未處理的

其他

2.2%

偏好有品牌的

52.7%

15.9%
14.0%
9.6%
8.6%
9.6%
6.5%
6.3%
20.4%

▍養殖魚類之購買偏好因素。

75.3%

有優惠促銷活動
有取得產銷履歷
包裝標示清楚符合法律規範

30.8%

採用低溫運送保存較好

58.1%
53.8%
45.2%

62.6%
42.6%
41.0%
40.3%
38.8%
34.9%
33.4%
31.8%
28.0%

衛生安全具有保障

31.0%

25.4%

偏好有清楚食品包裝標示的

百貨公司

▍養殖水產品購買通路。

64.9%
61.3%
60.8%

偏好本地生產的
偏好有加工處理的

支持在地養殖漁業
較為新鮮
經過切片加工烹煮便利
有電商通路購買方便

整體消費者（n=1030）
網購消費者（n=93）

受品牌經營理念吸引
適合團體贈禮
其他

10.5%
5.0%
1.1%

▍消費者購買具品牌水產品之原因。

62.5%

有產銷履歷可以溯源

61.4%

有促銷優惠

55.7%

政府認證把關

46.6%

有投保產品責任險提升保障

39.2%

能夠清楚了解養殖過程

33.5%

有會員優惠

22.8%

提供料理方式的教學

18.8%

有社群溝通或分享平台

10.9%

有學者專家推薦
都不會提升購買意願

1.4%

其他

1.1%

▍提升消費者購買具品牌水產品之誘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