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3): 173 - 188 (2017)

- 173 -

以焦點團體訪談法探究傳統市場消費者對生鮮肉品資訊需求之研究
廖晏瑜 1、楊上禾 2*
摘 要 傳統市場是臺灣大多消費族群選購食物來源的主要場所，隨著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次數的增加使得消費者越來越
重視產品資訊。在傳統市場最明顯之例子為生鮮肉品資訊的缺乏，因此，傳統市場消費者對生鮮肉品資訊是否認為有
必要性的提供，則須進一步探討。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法之焦點團體訪談法，分別兩次總共邀集 22 位經常固定到傳
統市場購買肉品食材之消費者進行訪談與討論，結果顯示消費者購買生鮮肉品過程中仍以新鮮度為優先判斷，這解釋
為何國人喜愛溫體肉之原因。而肉品資訊需求在傳統市場中是存在的且有影響力，而消費者的資訊接受度仍須考量獲
得資訊便利性，且消費者對傳統市場肉品資訊種類已有產地到餐桌的期望。
關鍵詞：傳統市場、焦點團體訪談法、生鮮肉品、溫體肉、肉品資訊

Using Focus Group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Demand
of Fresh Meat Product Information for the Traditional
Market Consumers
Yen-Yu Liao1 and Shang-Ho Yang2*
ABSTRACT Traditional markets have been the major outlets of food sources for the majority of Taiwanese
consumers. Following the higher frequency of the incidents in recent food safety issues, Taiwanese consumers
gradually pay more attention on product information. The limitation of meat product information is an obvious
example in traditional markets. Therefore, a further study should be confirmed that whether traditional market
consumers think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approach by using the focus
group method to interview with those who have been to traditional markets in purchasing their daily food
sources for their family. A total of 22 regular customers of traditional markets were separate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the in-depth interview and discuss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onsumers still adopt the freshness
as their significant judgement when they purchase fresh meat at traditional market. This explains why
Taiwanese people love warm carcass meat. The demand of meat product information in traditional market still
exists and has potential influences. The acceptance of receiving product information should ensure whether it
is easy to approach. Meanwhile, the consumer expectation of the types of meat product information already
has the concept of farm to table.

Keywords：Traditional Market, Focus Group Method, Fresh Meat Product, Warm Carcass Meat, Meat Product
Information

一、 前言

臺灣戰後初期(約 1945 年後)社會與生活型態逐漸穩
定，早期國內飲食習慣與生活型態大多強調是否能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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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而現今飲食習慣多強調精緻性，進而注重安全性。早

屠體隨即送到市場供做販售且並尚未經過冷凍處理，因

期蔬果採收後處理技術不佳或冷藏(凍)運輸系統落後，消

此生鮮肉品可以是溫體肉或是生鮮冷藏肉 。儘管傳統市

費者為確保蔬果與漁畜產品之新鮮性，消費者幾乎每日

場現今已建立「國產生鮮豬肉追溯系統」
，消費者透過掃

會到傳統市場購買三餐所需食材，故早期零售市場通路

描QR-Code並輸入肉攤業者標示牌上的8位溯源碼，即

是以傳統市場為主，長期下來，傳統市場攤販逐漸與消費

可追查，但僅能得知宰殺日期或是豬隻來源地，反觀超級

族群建立長期的供需關係，而傳統市場攤販為鞏固長遠

市場有清楚標示肉品相關資訊，如：供應商、製造與有效

關係，提供新鮮多樣性蔬果與肉品為主要策略目標。

日期、豬隻來源地、保存方式、重量、流通履歷追蹤碼等

臺灣傳統市場依營運販賣時間可分為早市(大多從早

3

資訊。

上六點到十一點半)以及黃昏市場(大多從下午三點到八

本研究旨在探究傳統市場消費者在現有的購買習慣

點)，傳統市場的販賣者(俗稱攤販)大多是零售販賣商，有

下，是否對傳統市場生鮮肉品資訊有任何需求，鑒於家庭

少部分販賣者本身就是農民，販售自產蔬果。而大部分攤

主婦在家中飲食上具有主導力 ，而傳統市場消費族群大

販會為了自己客群，選擇較近的蔬果批發市場或拍賣市

多為家庭主婦，針對此一特定條件之受訪者，為減少訪查

場批購每日所需販售之蔬果與肉類，同時也會增加服務

過程產生的偏誤，並且增加本研究之貢獻與價值性，透過

特色以加深與消費者的關係。

質化研究法之焦點團體訪談法可以獲得更多傳統市場之

臺灣零售市場通路隨著人們日新月異的需求逐漸轉
型，尤其超級市場轉型愈趨多元化與精緻化以吸引更多
潛在消費族群

[30]

，然而傳統市場長年以來改變有限，尤其

[7]

經驗、看法或觀點

[9][8]

。本研究探討目的如下所述：

(一) 探討傳統市場消費者在決策購買生鮮肉品時，生鮮肉
品資訊所扮演影響力以及需求性是否存在。

環境衛生與整潔始終是傳統市場最大的垢病處。隨著國

(二) 探討傳統市場消費者在購買生鮮肉品時，有哪些相關

民所得的提升人們對於食材上的要求越加重視，新鮮度

資訊與購買決策相關。

與食用安全性是現今消費趨勢，根據過去研究發現有
87%消費者重視新鮮度，另外約有 43.7%消費者注重食
[4]

用安全性 。傳統市場擁有最大優勢就是持續提供新鮮多
樣化的蔬果與肉類，而食用安全性在傳統市場中則是經
常被挑戰的，尤其環境衛生與整潔因素經常與食用安全

二、 文獻探討
(一) 臺灣零售市場概況
零售(Retailing)是指將商品或服務直接銷售給末端
消費者的所有活動

[29]

；而「零售市場」則是零售商與消費

[6]

性有直接的聯想，因此，許多傳統市場肉販商會在自己範

者之間的交易場所 。零售市場是由多個不同類別的零售

圍的肉攤管理上特別提升整潔與燈光明亮感，以增進消

商所組成，主要販售商品是以食品種類為主，日常用品為

費者的信任感。然而食用安全信任感牽涉到食物來源、栽

輔，在整個經濟體系裡，零售市場是扮演著連結生產、配

培或飼養方式之差異，而食物來源與生產或飼養方式則

銷與銷售的重要角色

不是菜販或肉販商就可以自行提供，因此，食用安全信任

統市場」
、
「超級市場」與「量販店」三種市場形態，「傳

感更牽涉到不同通路層級，如何將資訊從產地傳遞到餐

統市場」是由眾多不同攤商販賣多元產品聚集而成，彼此

桌，尤其資訊的內容非常多元，到底是全部的資訊都提供

獨立經營、相互競爭，消費者能藉由互相比價來決定交易

還是提供部份資訊，是否在傳統市場中提供所有資訊對

對象，使商品價格彼此能夠互相牽制，以避免市場中某些

消費者而言都是有用的，則應需進一步探討。

特定攤販壟斷市場，這是傳統市場獨有的經營型態 。傳

[16]

。國內零售市場大致可分為「傳

[1]

超級市場與量販店等現代零售通路幾乎都有提供產

統市場獨有特點如產品價格具有議價空間、多元化商品

品資訊給消費者，然而傳統市場在肉品選購上卻只能依

種類、攤商親切互動等特性，傳統市場攤商為了縮短與消

據肉販商之肉品知識與經驗，而消費者僅能依自身經驗

費者間的距離，有時能提供客製化商品以滿足不同消費

判斷肉品好壞，因此，消費者在傳統市場購買生鮮肉品仍

者需求，而傳統市場購物環境具有議價空間，使消費者在

有潛在疑慮。本研究在此所稱生鮮肉品，即是經屠宰後之

購買時擁有殺價快感，是一般大型零售市場所場所沒有

3

主要漁產品大多有經過冷凍程序，為減少意義上之模

糊，本文所稱之生鮮肉品並不包含漁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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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如圖 1 所示)，國內十年來所有肉類總供給量自 2005

。

根據傳統市場之經營與管理研究報告中指出，臺灣

年至 2015 年，肉類供給量從 174 萬噸逐漸成長了 183

生鮮豬肉在零售市場的主要販賣地點為：傳統市場、超級

萬噸，而豬肉與家禽肉分別並列國內肉類供給量第一與

[17]

。由於傳統市場給人的印象多半是環

第二位。單看個別肉品，豬肉供給量在 2015 年約為 88

境髒亂、動線規劃不良、硬體設備老舊等問題，近年來政

萬噸、家禽肉約為 80 萬噸，再者為牛肉供給量僅約有 11

府也積極推動傳統市場改建重劃，如經濟部商業司推動

萬噸以及羊肉 2.6 萬噸。這十年來家禽肉供應成長量提高

「傳統市場更新與改善五年計畫」
，冀以提升傳統市場競

約有 7.2 萬噸 ，然而豬肉在供給量的成長趨勢變化則是

市場以及量販店

[18]

爭力

。而「超級市場」在國內定義為從事以食品飲料為

[3]

些微下降約 1.1 萬噸，由此可見，消費者對於肉類偏好趨

主之綜合商品的零售市場，標榜著走道寬敞、貨物擺放整

勢有逐漸改變趨勢。

齊、少量多樣、替代性高等特性，商品定價屬中價位，目

(三) 生鮮肉品資訊需求與消費者行為
消費者能以生鮮肉品資訊標示作為是否選購的依

標市場鎖定都會區住宅商圈及鄉鎮住宅社區，與其他零
[30]

。而量販店結合超級市場與百貨

據，根據花蓮市農會所推動生鮮肉品標示內容包含：肉品

公司功能，發展歷史最短卻也成長速度最快，品項多且商

名稱、肉品重量、飼養地點、農戶姓名、驗證紀錄、QRCode

品齊全，食品雜貨定價屬低價位，平日營業時間超過 11

與物流中心之地址與網址為主要資訊 ；而美國超級市場

售業市場形成區隔化

[2]

4

個小時，經常以促銷形式吸引消費者前來 。在上述三種

之生鮮肉品標示則包含：肉品名稱、肉品部位、營養成分、

市場若僅對生鮮肉品之資訊標示做比較的話，則非常明

卡路里、瘦肥肉比、肉品使用注意事項與警語標示、烹煮

顯在傳統市場是比較缺乏的。

溫度建議、產地標示、保存期限、出廠日期、每單位價格、

(二) 國內生鮮肉品發展概況

總價格、總重量、條碼編號與適合烹煮方式的建議等 ，

5

國人肉類需求量高，若從肉類供給量之歷史資料來

可見現代肉品資訊的提供已經非常成熟並且多樣化。

臺灣肉類供給量(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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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臺灣肉類供給量(千公噸)
Fig. 1 The Amount of Meat Supply in Taiwan (Thousand Tons)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查詢。

4

此一資訊可從花蓮光豐地區農會網站取得：

http://www.ipeen.com.tw/comment/91333

5

國外肉品標示資訊可從 Food Politics 網站取得：

https://www.foodpolitics.com/wpcontent/uploads/Picture1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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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現代肉品區分種類也越來多樣化，例如：有無瘦肉精

品，因此，傳統市場在國內販售生鮮肉品中扮演著重要影

檢驗、有無使用抗生素、或是有無符合人道屠宰驗證等，

響力。

都是現階段消費者可能會想知道的肉品資訊，然而這些

近年來食品安全事件頻傳，使得消費者對食品安全
知覺風險提高，因而潛在影響消費者改變食材購買來源。

肉品資訊在國內傳統市場則是非常有限。
提供清楚可懂以及適當的產品資訊將能協助消費者

以生鮮肉品為例，若生鮮肉品購物場所能提供相對較多

作為購買決策之依據，過去學者研究發現產品資訊的提

資訊與感覺較安全衛生的環境，皆能潛在提升消費者持

供是可以正向影響購買行為，顯示消費者對於產品資訊

續且安心到固定店家購買生鮮肉品可能性。在肉品種類

[21][22][24][19][20]

需求是存在的

，然而產品資訊多寡並非表示

[31]

[23]

方面，臺灣市場普遍偏好豬肉，而其傳統市場豬肉又以溫

發現消費者僅

體肉居多，因此，傳統市場消費者似乎較偏好溫體豬肉。

對有認可機構與組織所提供之資訊有較高信任感，因此

然而世代轉變、飲食習慣更趨向安全與健康，且近年來又

傳統市場能適時提供有用的且可被信任的資訊或許能改

常發生食品安全等重大議題，皆有可能影響消費者改變

善民眾對食品安全的疑慮。

平常的消費場所以作為替代性購買 ，因此，生鮮肉品提

一定有正向的購買行為

，尤其有學者

[13]

全臺肉品種類之需求現況正在持續改變中，根據行
政院農業統計資料查詢，國人在 2015 年平均每人每年所
有肉品消費量約為 78.05 公斤，其中豬肉與家禽肉分別
是國人所攝取肉品總量中的第一名與第二名，每人平均
每年豬肉與家禽肉消費量分別為 37.56 公斤以及 34.25
[3]

公斤 (如圖 2 所示)。而近年來白肉佔總肉類消費量當中，

供資訊政策上，是否能提升消費者對傳統市場生鮮肉品
的信心以及安全信任感，則須進一步探討。

三、 研究方法與設計
(一) 研究方法
在過去研究中

[1][15][16]

，僅探討有關購物環境與生活

有較為明顯的成長趨勢，這應與國人越來越注重健康飲

型態、顧客滿意度與購買意願、消費狀況與顧客價值、抑

食以及飲食習慣的改變有關，因而逐漸多食用白肉以取

或比較超級市場與傳統市場客源之差異性等，針對傳統

[28]

市場生鮮肉品資訊需求則鮮少被探討，同時，這些研究也

[2]

都採以量化研究法。由於國內傳統市場之生鮮肉品資訊

代紅肉的需求，對雞肉等白肉的購買意願提升 。國內豬
肉流通販售管道中，傳統市場銷路約占約七成 ，可見國
內消費者仍大多仰賴傳統市場通路以購得國產生鮮肉

圖 2. 國人年平均肉類消費量(公斤/人)
Fig.2 Annual Average Meat Consumption Volume (Kilogram / Per Capita)
資料來源：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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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就非常缺乏，並且提供肉品資訊過程中是否真

政策(Country of Origin Labeling, COOL)後，消費者多

正被消費者所重視與採用，以及更信任傳統市場生鮮肉

一層資訊保障所挑選肉品的安全性

品的安全性，因某些議題較不易被量化解釋，針對本研究

場沒有肉品資訊，而在肉品安全上是如何判斷實須有待

[25][26][27]

，由於傳統市

議題的深度採用質性研究法有助於了解傳統市場消費者

確認；產品資訊的確能影響消費者的購買信心

的生活、行為、組織行為或互動關係等特殊社會情境、事

[22][21][24][19][20]

件、團體或互動以了解箇中議題內涵。

至肉品資訊在傳統市場的影響力為何，因此在訪談題項

質性研究法中的焦點團體訪談法是以「團體」訪問型

，而傳統市場肉品資訊是否有需求存在，甚

設計主要透過文獻探討以及涵蓋消費者對肉品購買流程，

式進行資料蒐集的方法，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設定若干

所可能會碰到的因素加以分類為四大主題，分別為「購買

個問題，在一位具有高度熟悉研究主題之主持者引導下，

食材習性」
、
「肉品來源與安全辨識」
、
「肉品資訊需求」及

透過團體訪問以蒐集訪談對象對特定現象或問題看法、

「肉品資訊影響力」等四大主題。

感覺、知識和經驗

[9][8][11]

，其適用先決條件為訪談參與者

針對每一主題之訪談題項皆總結於表 1 中，
「購買食

對研究之特定主題具有興趣或經驗，且願意以開放的態

材習性」主題是在於了解訪談參與者平時購買食材之地

[11]

。本研究透過焦點團

點、每週次數、市場時間、消費金額、有無特別偏好以及

體訪談法針對所設定探討的議題進行訪談，透過焦點團

在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之間是否有哪些特點是喜歡或不

體訪談情境與訪談參與者進行互動討論，其主要目的在

喜歡的；
「肉品來源與安全辨識」主題主要是了解肉品種

蒐集消費者之傳統市場購買的經驗、資訊與釐清議題，以

類、來源、如何判斷安全以及判斷安全肉品的技巧有哪些；

彙整出較為適用的肉品資訊提供方式。

而「肉品資訊需求」主題則是在於了解訪談參與者對於肉

(二) 受邀請之訪談參與者與訪談題項設計

品資訊的提供是否認為是有必要、哪些肉品資訊是期望

度與他人談論個人的意見與感想

為使所邀請訪談參與者之背景與本研究所設定條件

未來會提供的、以及曾經注意過哪些資訊標示；最後「肉

符合，本研究招募條件必須年滿 21 歲，最近半年內曾到

品資訊影響力」主題旨在確認肉品資訊在消費者購買過

傳統市場採買過生鮮肉品，同時也需超過 3 年的經驗是

程中是否有影響力，例如：包膜包裝模式、架上資訊、以

家中食物的準備者，不限性別，並於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產

及若對傳統統市場肉品有所疑慮時，是否會改變購買場

業管理研究所會議室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由於焦點團體

所、傳統市場肉品優點、以及對傳統市場的建議。而以上

訪談法的過程至少耗上 90 分鐘，為了補償受邀訪談者的

問題設計時亦與英國學者 Dr. Diogo Souza Monteiro

時間成本，所受邀之訪談者皆會收到本研究之新台幣

與新加坡學者 Dr. Mei-Yen Chan 經過兩個月時間共同

6

7

8

$500 元的酬勞 ，以表感謝之意，同時也期望藉此提升

討論設計，以盡可能減少問題設計上的偏誤。

訪談過程中能更自主的發言。本研究採用兩次不同場次

(三) 訪談參與者之人口統計

的焦點團體訪談，第一場次 10 位以及第二場次 12 位，

其訪談參與者之背景因素可能潛在與自身之購買決

總共邀集 22 位訪談參與者，透過相同訪談問題設定，藉

策有任何關連性，為建立訪談參與者之基本人口統計資

以確認所獲得訪談結果是否有何前後差異。所受邀訪談

料，故採用簡易問卷調查法，以了解訪談參與者之性別、

參與者皆是常去台中市大里區內新市場以及東區建國市

年齡、學歷、職業、個人平均月收入、居住地區類型、婚

場之消費者，而兩次訪談時間平均大約耗時將近兩小時。

姻狀況、家中成員數等基本人口統計變數。因此，本研究

為透過焦點團體訪談法了解消費者對傳統市場肉品

在進行焦點團體訪談前先提供一份簡易問卷，請訪談參

資訊之需求性，針對是否有意採用肉品資訊則必須了解

與者以匿名方式填答，方能完整呈現訪談參與者之基本

消費者之消費與飲食習性

6

[5][10]

；自美國頒布原產地標示

本研究獲得科技部補助計畫支持，針對傳統市場資訊

背景資料。

Development。

需求加以探討。

8

7

加坡校區中的 Food and Rural Development。

Dr. Diogo Souza Monteiro 任教於 Newcastle

University 英國校區中的 Food and Rural

Dr. Mei-Yen Chan 任教於 Newcastle University 新

- 178 -

廖晏瑜、楊上禾：以焦點團體訪談法探究傳統市場消費者對生鮮肉品資訊需求之研究

四、 研究結果

部分消費者會依不同市場來分配每週的食材花費，然有
些消費者會依購買需求來分配購買來源的市場，在傳統
市場所購買產品多以蔬菜與肉類為主。食材購買上的偏

(一) 基本統計資料分析
為了解訪談參與者對於傳統市場之生鮮肉品購買習

好普遍會以新鮮度以及當季蔬果為主要購買偏好，服務、

慣以及肉品資訊需求，本研究在 2016 年 9 月完成焦點

熟識店家以及挑選家人喜歡食材，並且肉品不會挑便宜

團體訪談之討論與紀錄工作，總共 22 位訪談參與者皆是

的買皆是為了家人所做的決定。

常去台中市大里區內新市場以及東區建國市場，而參與

若是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相較，其各有各的優缺點，

訪談的人口統計概況皆呈現於表 2。在性別比例上以女性

以肉品來說，傳統市場的優勢便是消費者普遍偏好溫體

居多，男性僅一位有參與訪談討論，而此一情況亦符合實

肉

際傳統市場消費族群多以女性為主。而參與者年齡則是

並且認為溫體肉的口感較佳，反而對超級市場的肉品有

以 29-61 歲之間為主，而其學歷分布以大學畢業占最多

較不新鮮的疑慮，因為不確定是何時進的貨。參與受訪者

數(大約五成)，其次為高中以下之學歷；而在職業分布上

提到判斷新鮮度從蛤蠣就可分辨出，因此小部分受訪者

服務業與軍公教為相對多數；在個人平均月收入普遍介

認為超市標示資訊是不錯的

於$20,001~$60,000 元(至少超過七成)，居住地區以市

級市場肉品的烹煮比較便利，因為不大需要再做清洗。

區佔最多數，婚姻狀況則是已婚者居多(超過八成五)，最

2. 肉品來源與安全辨識

後受訪者之家中成員數至少 4 位以上的家庭結構佔最多

[13][14]

，由於受訪者可以直接看到生鮮肉品是直接現切，

[21][22][29]

，而且也有人認為超

由於傳統市場消費者的購買習性是多以傳統市場為

數(至少八成以上)。

主，因此，在本主題下的受訪者大多是到傳統市場購買平

而此次受訪者之烹飪與購買食材習慣也一併調查與蒐

時所需的肉品食材，在肉品來源選購主要以五花肉、大骨

集，如表 3 所示，本研究之訪談受訪者平均一週在家開

肉、里肌肉、排骨、魚肉、梅花肉、松坂肉、全雞、雞肉、

伙次數至少 3 次以上約 86%，而平均一週購買食材次數

鴨肉等肉類，可見傳統市場生鮮肉品對民眾之食材來源

的頻率在 1 至 2 次約 46%，3 至 6 次也大約是 45%，顯

占有重要性，反而少部分冷凍冷藏肉類會在超級市場或

示大部分受訪者每週購買食材頻率至少三次以上偏多，

大賣場購買。由於傳統市場沒有肉品資訊提供，在肉品安

而此一現象也與每週開伙次數的頻率相當。大部分受訪

全性判斷上第一批與第二批受訪者一致採用相同的判斷

者的住家皆離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約在一公里內的距

方式，就是依照肉品的色澤、觸摸、氣味、彈性以及攤商

離，顯示受訪者在購買食材時，傳統市場並非唯一選擇，

周遭環境為主動式判斷，而被動式判斷方法如找固定熟

而此一現象也大致與都會消費者所面對的購買情境相

識攤商以及找自認為信用佳之攤商作為要挑選自己肉品

似。

的先要條件，因此，在肉品資訊不完整情況下，訪談受訪

(二) 焦點團體訪談法之研究結果分析

者僅能依靠自己辨識能力以確保生鮮肉品是新鮮的。

為了將訪談受訪者之「購買食材習性」
、
「肉品來源與

也因此當提到肉品的安全食用上，經過自己的判斷

安全辨識」
、
「肉品資訊需求」及「肉品資訊影響力」簡要

與挑選後，雖然有訪談參與者覺得安全性不足，但仍有大

分析與完整呈現，本研究將對每一主題所討論之題項與

部分參與者認為是安全食用的，顯示傳統市場生鮮肉品

回答彙整表 4 與表 5，同時在彙整過程中標示第一批與

的安全信心上仍有進步空間。因此，傳統市場生鮮肉品資

第二批之訪談結果加以分類。

訊的缺乏導致消費者目前僅能透過色澤氣味、學習其他

1. 購買食材習性主題

判別方式、抑或採用政府所認證的 CAS 等檢驗標章，如

在購買食材習性中可發現，訪談參與者對傳統市場

產銷履歷、檢驗或檢疫合格章等，有趣的地方是消費者大

的依賴性是還蠻高的，尤其所有訪談參與者對食材購買

多是會找信任的攤販購買，若是有問題的話，就不會再到

地點皆以傳統市場居多

[13] [14]，

而到傳統市場購物時間早

同一家攤商購買，這也凸顯消費者在此一買賣流程中屬

市與黃昏市場的頻率各半，每週到傳統市場的次數大多

於弱勢，因為有問題的肉品仍無法被保障消費者的權益。

是 1-3 次。而所造訪的是離家較近的傳統市場，雖僅少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65(3): 173 - 188 (2017)
表 1. 焦點團體訪談主題與題項
Table 1. The Topics and Question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
購買食材習性主題
Q1:

您是如何購買一週所需之食材？(地點、時間、次數)

Q2:

您會如何選擇食材的購買場所？是否會依不同場所來分配花費？

Q3:

食材購買上有無特別偏好？

Q4:

就同一樣食材比較，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有哪些特點是您喜歡或不喜歡？請舉例
肉品來源與安全辨識主題

Q1:

有哪些肉品種類與肉品部位是您經常購買的？通常會在哪裡購買？

Q2:

在傳統市場你會如何挑你要的肉品？你會如何判斷？

Q3:

你是否認為你剛所提到的肉品是安全的呢？

Q4:

買肉時有哪些“眉角 ”能幫助你確認所買的肉是安全的或是“真”食材?

z

肉品資訊需求主題
Q1:

購買肉品時，有那些資訊是必要的？

Q2:

哪些肉品資訊，是你期望未來會有的？

Q3:

可曾注意過產品上的資訊標示？你會如何使用產品資訊？
肉品資訊影響力主題

Q1:
Q2:

您是否相信肉販商提供的資訊？
您是否認同傳統市場的肉品資訊較欠缺？如果採超級市場的包膜包裝方式，會提高購
買接受度嗎？

Q3:

如果肉販商改以架上資訊代替包裝資訊，您的看法是否認為可行？

Q4:

您認為在傳統市場購買肉品的最大優點為何？

Q5:

當傳統市場的肉品有疑慮時，你會如何改變購買行為？

Q6:

對於國內傳統市場之建議？

z

眉角：是用台語發音，眉角就是撇步、竅門、技巧、方法的意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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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參與訪談樣本之人口統計概況
Table 2. Summary of Focus Group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 Statistics
變項
性別

年齡

學歷

職業

個人平均月收入

居住地區類型

婚姻狀況

家中成員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男性

1

4.5%

女性

21

95.5%

18-28 歲

1

4.5%

29-39 歲

6

27.3%

40-50 歲

7

31.8%

51-61 歲

7

31.8%

62-72 歲

1

4.5%

73 歲以上

0

0%

高中以下

8

36.4%

大學

11

50%

研究所以上

3

13.6%

軍公教

5

22.7%

學生

0

0%

家管

3

13.6%

服務業

6

27.3%

製造業

2

9.1%

自由業

2

9.1%

其他

4

18.2%

20,000 元以下

4

18.2%

20,001~-40,000 元

10

45.5%

40,001~60,000 元

6

27.3%

60,001~80,000 元

2

9.1%

市區

17

77.3%

郊區

2

9.1%

鄉鎮

3

13.6%

其他

0

0%

未婚

3

13.6%

已婚

19

86.4%

2位

1

4.5%

3位

3

13.6%

4位

9

40.9%

5 位以上

9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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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訪談樣本之烹飪與購買食材習慣統計概況
Table 3. Summary of Cooking and Grocery Shopping Behavior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1-2 次

3

13.6%

3-4 次

9

40.9%

5 次以上

10

45.5%

1-2 次

10

45.5%

平均一週

3-4 次

7

31.8%

購買食材次數

5-6 次

3

13.6%

7 次以上

2

9.1%

500 公尺內

8

36.4%

至少 1 公里內

9

40.9%

至少 2 公里內

3

13.6%

至少 3 公里內

1

4.5%

超過 3 公里

1

4.5%

500 公尺內

11

50%

至少 1 公里內

8

36.4%

至少 2 公里內

1

4.5%

至少 3 公里內

1

4.5%

超過 3 公里

1

4.5%

平均一週
在家開伙次數

離家最近的
傳統市場距離

離家最近的
超級市場距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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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購買食材習性以及肉品來源與安全辨識之總結
Table 4. Summary of Purchasing Food Behavior & Meat Source and Safety Check
購買食材習性主題
Q1:

您是如何購買一週所需之食材？ (如: 地點、時間、次數)。

第一批：地點以傳統市場偏多，採買時間大多是早上為主，購買次數大約一週有 2-3 次者居
多，但也些是一週一次或是一週則是 4-5 次。
第二批：以 5 點至 6 點半的黃昏傳統市場為居多，次數為 1-2 次者居多。
Q2:

您會如何選擇食材的購買場所？是否會依不同場所來分配花費？

第一批：肉品及蔬菜大多選擇傳統市場購買，會依購買需求分配購買來源的地點，花費上並
無特別的分配。
第二批：生鮮食材還是以傳統市場為主，便利與方便停車以及多樣性為主要選擇購買場所，
少部分人會依不同場所做花費分配，而其他人則不會。
Q3:

食材購買上有無特別偏好？

第一批：新鮮度、暫時冷藏服務、肉品不會挑便宜的買、蔬果當季為主。
第二批：依季節選擇、新鮮、熟識店家、依家人喜歡食材、料理方便優先。
Q4:

就同一樣食材比較，傳統市場與超級市場有哪些特點是您喜歡或不喜歡？請舉例。

第一批：超市烹煮便利性較多、喜歡超市標示資訊、傳統市場選可挑、量可拿捏、溫體現
宰、超市肉品的不確定何時進來。
第二批：傳統市場可立即判斷新鮮、溫體肉口感佳、超市較不新鮮(從蛤蠣就可辨出)、超級
市場方便性比較高(不大需要再做清洗)、超市保鮮較衛生。
肉品來源與安全辨識主題
Q1:

有哪些肉品種類與肉品部位是您經常購買的？通常會在哪裡購買？

第一批與第二批結果一致：肉品來源仍以傳統市場最多：有五花肉、大骨肉、里肌肉、排骨、
魚肉、梅花肉、松坂肉、全雞、雞肉、鴨肉。
Q2:

在傳統市場你會如何挑你要的肉品？你會如何判斷？

第一批與第二批大致相同：看肉品的色澤、觸摸、氣味、彈性以及攤商周遭環境，魚則是用摸
的居多，相信固定、熟識與信用佳的攤商。
Q3:

你是否認為你剛所提到的肉品是安全食用的呢？

第一批：有人覺得安全性不足，有人覺得肉品管制還不錯
第二批：大部分參訪者認為是安全食用的。
Q4:

z

買肉時有哪些“眉角 ”能幫助你確認所買的肉是安全的或是“真”食材？

第一批：色澤等個人經驗判斷、從電視節目學判別方式、請老闆現切或買大塊的自己切。
第二批：依色澤氣味判斷、留意有無 CAS 認證等檢驗標章(產銷履歷、檢驗或檢疫合格章等)、
找自己信任的攤販購買、若有問題就不會再回去買了。
z

眉角：是用台語發音，眉角就是撇步、竅門、技巧、方法的意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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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肉品資訊需求以及肉品資訊影響力之總結
Table 5. Summary of the Demand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Meat Product Information
肉品資訊需求主題
Q1:

購買肉品時，有那些資訊是必要的？

第一批：訪談參與者提到有無添加物的資訊需求。
第二批：會注意到是否為合格屠宰場所宰殺肉品、CAS 標章、合格檢驗標章、產地來源及認
證等。
Q2:

哪些肉品資訊，是你期望未來會有的？

第一批：各項合格驗證、產銷履歷、追溯資訊系統、抽驗與檢驗報告、屠宰時間。
第二批：生長激素、肉品來源、各項合格認證、飼養戶資訊、溯源系統等。
Q3:

可曾注意過產品上的資訊標示？你會如何使用產品資訊？

第一批：注意製造日期、保存期限、產地來源、建議烹飪方式。
第二批：使用 QR-Code、有效期限、產地與履歷等
肉品資訊影響力主題
Q1:

您是否相信肉販商提供的資訊？

第一批：大多會相信熟識攤商，但還是會依自己經驗判斷。
第二批：大致上會傾向相信。
Q2:

您是否認同傳統市場的肉品資訊較欠缺？如果採用類似超級市場的包膜包裝方式，會
提高購買接受度嗎？

第一批：訪談參與者一致認同傳統市場肉品資訊較欠缺，並一致認同包膜包裝方式造成許多
麻煩，接受度低，包裝還好，整潔程度比較重要。
第二批：在超級市場消費者大多可以接受包膜包裝方式且提升購買接受度，但在傳統市場則
是不會因此而增加購買意願。
Q3:

如果肉販商改以架上資訊代替包裝資訊，您的看法是否認為可行？

第一批：訪談參與者一致認為改以架上資訊是可行的，有資訊參考最好。
第二批：大部分訪談參與者覺得可行，但少部分參與者認為不可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佔掉攤
商太多時間準備。
Q4:

您認為在傳統市場購買肉品的最大優點為何？

第一批與第二批一致認為：量多、方便、新鮮度高、選擇性多、客製化程度。
Q5:

當傳統市場的肉品有疑慮時，你會如何改變購買行為？

第一批：大多數會少買或改買其他替代品項，甚至到超級市場購買。
第二批：大多數會轉往超級市場購買，或是改買其他品項。
Q6:

對於國內傳統市場之建議？

第一批與第二批一致認為環境衛生、潮濕、積水、以及詳細產品資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183 -

- 184 -

廖晏瑜、楊上禾：以焦點團體訪談法探究傳統市場消費者對生鮮肉品資訊需求之研究
比包膜包裝來得高，大部分訪談參與者會覺得架上資訊

3. 肉品資訊需求
從上述結果發現，傳統市場生鮮肉品在國內消費者

是可行的，因為有資訊參考最好，此一結果亦與前述發現

的每日食材來源是占有極大重要性，而在挑選生鮮肉品

[22][21][24][19][20]

上卻只能靠自身經驗判斷，頂多只能相信政府所認證的

與準備會佔掉肉販商的時間，因此少部分參與者認為不

檢驗，現今肉品資訊種類越趨多元，例如：人道屠宰、瘦

可行。

一致，僅有少部分參與者認為其資訊的提供

肉精檢驗、草飼牛、無籠放養雞、無抗生素飼料使用等，

而生鮮肉品在傳統市場購買的最大優點就是可以自

許多不同飼養方式與屠宰流程都是現今消費者希望能獲

行調配量的多寡、新鮮度高、選擇性多、以及客製化程度

得的資訊，因此在本主題主要了解訪談參與者對傳統市

而有更高的方便性等等優點，皆是吸引參與受訪者對傳

場生鮮肉品資訊需求是否存在。

統市場生鮮肉品的喜好。假使傳統市場生鮮肉品有疑慮

訪談結果顯示，參與者對有無添加物、合格屠宰場、

時，由於大多數參與訪談受訪者僅是一般消費者面對單

CAS 標章、合格檢驗章、來源及認證資訊是有需求的，顯

一肉販商，針對生鮮肉品問題，僅能少買或改買其他替代

示參與者對肉品安全性是注重的且認為是必要的，然而

品項，甚至轉往超級市場購買，其轉往其他市場購買原因

這些資訊僅有 CAS 標章、合格檢驗章是現階段能提供的，

可能是超級市場至少是可以負責任的單位/機構，所以這

其他資訊就完全缺乏。若以參與者之期望來看，參與者更

也算是傳統市場的致命傷，傳統市場的責任制一直是非

期望未來能提供各項合格認證、產銷履歷、追溯資訊系

常分散於各個肉販商，各自生意自己做。因此，從參與受

統、抽驗檢驗報告、屠宰時間、生長激素、以及飼養戶資

訪者的建議中發現，環境衛生、潮濕、積水以及詳細產品

訊等，可見訪談參與者非常注重整體流程的資訊，甚至有

資訊皆是受訪者建議提出改善的地方，這些建議也與各

無其他添加物或是飼養戶資訊都是希望所獲得的，此一

自生意自己做的現象有關聯，表示傳統市場內部的力量

結果與美國的原產地標示(COOL)相吻合，消費者期望有

是分散的，倘若一個負責任的市場能更全體性的遵守整

多一層保障所挑選肉品的安全性

[25][26][27]

。而就現有的產

潔規範以及環境整潔自制力，整體環境的改善與表現才

品資訊中，顯示參與受訪者會注意製造日期、保存與有效

能發揮最大化，因此，傳統市場實在有需要進一步整體改

期限、產地與履歷、建議烹飪方式以及 QR-Code，可見

善，不僅是針對某個攤商，而是所有整體攤商。

新鮮性是現階段消費者得須要確認的重點，同時產地來

綜合上述四大主題訪談過程中發現，其受訪參與者

源與履歷也是安全性的確認重點，這也表示這些資訊現

對傳統市場生鮮肉品資訊的需求性是存在的，並且生鮮

階段消費者對肉品資訊需求是較在意新鮮性與安全性的

肉品資訊之影響力亦能扮演重要角色，同時也是參與受

重點。

訪者的建議，而在肉品資訊種類當中，主要是有無添加

4. 肉品資訊影響力

物、合格檢驗標章與認證、產地來源、以及 CAS 標章的

如上述經確認受訪者對肉品資訊需求是存在的，然

提供，與受訪者之購買決策最相關，顯示傳統市場的安全

而在傳統市場提供生鮮肉品資訊仍存在許多挑戰，例如：

性仍是潛在疑慮。因此在參與受訪者中也指出環境衛生、

產品資訊提供形式以及受訪者之接受度等，因此「肉品資

潮濕、積水以及詳細產品資訊都是期望未來傳統市場能

訊影響力」主題主要探討資訊提供可能方式以及接受度

達到的。

如何等。

五、 結論與建議

假使肉品資訊單純由肉販商所提供的話，大多數受
訪者仍會相信熟識肉販商，即便如此，訪談參與者還是會

(一) 結論

依據自己經驗判斷生鮮肉品品質好壞。假使肉販商採用

傳統市場對消費者每日食材來源占非常大的重要

肉品包膜包裝方式，對超級市場消費者是大多可以接受

性，尤其在生鮮肉品是大部份消費者飲食習慣中不可或

的，但在傳統市場因為會造成許多麻煩，主要是需要的量

缺的選擇，經本研究經過焦點團體訪談法之討論與彙整

得到現場才能確定，預先包膜可能影響購買決策，因此，

結果，針對上述研究目的將進一步彙整子結論如下所示:

即便包膜包裝可以提升肉品資訊，包膜包裝接受度仍然

1. 肉品來源與安全辨識

很低。假使肉品資訊改以架上資訊提供的話，其接受程度

傳統市場消費者對食材來源新鮮性與安全性非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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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尤其傳統市場是全臺灣唯一可以買到溫體肉的來源，

者的需求，本研究提列下列幾點建議供相關單位參酌：

因此，為確保肉品為新鮮且距離屠宰時間不長之前提下，

1. 市場與肉攤管理面

選購溫體肉是消費者確保安全性最直接與有效的方式，
以傳統市場為首要選購場所並不意外。

市場環境整潔與衛生是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不斷出
現的字眼，甚至環境整潔與肉攤整潔都是消費者購買決

在選購過程中，消費者非常倚重個人選購經驗，例如:

策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建議相關單位可以引入社區、

看肉品色澤、觸摸、氣味、彈性等為主要判斷方式，次要

企業、甚至是政府力量來改造傳統市場的面貌，讓社會大

判斷安全性如相信熟識與固定攤商、以及留意有無政府

眾對傳統市場有新的看法，以增加消費者回流。此一結果

CAS 認證等檢驗標章，倘若肉品有任何瑕疵之處，消費

與近期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所舉辦的「市場小學計

者就不會再到同一攤位購買了。

畫 9」活動成果相似，活動內容中與宜家家居 IKEA 共同

2. 肉品資訊需求

合作，透過宜家家居 IKEA 幫忙台北市的新富市場內的店

傳統市場消費者對生鮮肉品資訊之需求性基本上是

家改裝，其成效讓大家瞬間對老舊的傳統市場有了新的

存在的，只是在傳統市場之生鮮肉品資訊是非常缺乏的，

意義，因此，只要方法對了，甚麼事情都有可能改變。

本研究發現傳統市場消費者不僅對檢驗標章、合格檢驗

2. 提升肉品資訊種類

標章、製造日期有興趣，甚至消費者已對產銷履歷、飼養

傳統市場消費者對於肉品資訊仍有需求，並且隨著

戶資訊、溯源資訊都有期望獲得，顯示傳統市場消費者已

科技與時代的演變，肉品資訊的需求更加多元，尤其現今

不像以往傳統消費模式只在意肉品本身，且更在意肉品

消費者愈加在意肉品來源或出處等生產履歷資訊，因此，

來源安全性等。

建議能依消費者期望提供更多肉品資訊。本研究發現傳

3. 肉品資訊影響力

統市場消費者主要需要三大類肉品資訊，如: 第一、檢驗

如上述發現傳統市場消費者對肉品資訊的需求是存

報告類；第二、產銷履歷類；第三、飼養戶資訊類。檢驗

在的，然而傳統市場肉品資訊仍是相對缺乏的，雖然肉品

報告類可大致包含各項合格驗證與相關認證、CAS 標章、

資訊提供方式的合理作業性與可信度是現階段的挑戰，

生長激素、有無添加物；產銷履歷類包含產地來源、追溯

但相較於包膜包裝肉品方式，肉攤平面整潔程度反而是

資訊系統、肉品來源；飼養戶資訊類主要為肉品來源之飼

來的比較重要，換句話說，肉品資訊影響力是排在肉攤整

養戶資訊，飼養戶資訊是在消費者和飼養戶之間的信任

潔度之後，沒有肉攤整潔，再多的肉品資訊都是無用的。

感建立。而此三大類的生鮮肉品資訊等於是串聯產地到

而肉品資料呈現方式中，又以肉攤平面的架上資訊

餐桌的概念，然而國內在生鮮肉品交易過程中，仍有許多

最具可行性，因為受訪者提到總比沒有任何資訊參考來

關卡與中間人尚未能將這些資訊串接起來，因此未來傳

的好。尤其本研究發現當消費者對所預計要購買的肉品

統市場生鮮肉品資訊該如何被傳遞仍須進一步探討。

有所疑慮時，顯示會改變購買策略，例如: 減少購買、改

3. 採用量化研究確認各肉品資訊影響力

買其他品項、甚至到超級市場購買，因此，雖然傳統市場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中的焦點團體訪談法，其

肉品資訊影響力沒有比肉攤抬面整潔程度來的重要，但

研究內容有對於傳統市場消費者對肉品資訊之需求已有

當每個肉攤都能達到消費者的滿意程度時，肉品資訊則

初步發現，然而本研究樣本仍未能充分代表全體消費者

是扮演重要角色，換句話說，傳遞資訊的方法透明且明

之看法，尤其各個肉品資訊種類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顯，是可能改變或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

力，建議未來研究者透過多樣本方式，採用量化研究加以

(二) 建議

解釋消費者對不同肉品資訊的影響力，以期能提供更多

由於本研究發現生鮮肉品資訊與傳統市場消費者行

精準數據給相關單位制訂有效政策。

為是有關聯性的，而傳統市場生鮮肉品資訊長期以來是
相對缺乏，為改善國內傳統市場發展能更貼近末端消費

9

相關資訊可參考自:

http://www.cityyeast.com/passion3_show.php?passi

on3type_id2=34&passion3_id=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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