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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本研究依據 2017 年居家中高年齡族群餐食調查，並以便利性餐食需求高之

先驅消費長者族群為標的，深入探究其日常生活採買行為及飲食模式，探討特

定族群對於便利性調理食品的需求偏好、採買動機、商品想像，探究其行為背

後運作的邏輯及價值觀。研究發現，先驅消費長者的飲食偏好大幅影響其對於

便利性調理餐食的依賴程度，而不同性別角色、肩負的照顧身分、生理機能與

心理照顧需求、不同通路的想像會致使先驅消費長者族群對於便利性調理餐食

的需求取向差異。如能整合不同飲食傾向與需求偏好的長者觀點，便可以得知

現有便利性調理餐食的亮點與缺口。 

研究指出，健康營養、功能性、品質、提升滿足感、特殊飲食型態、知名

餐飲業產品、包裝、行銷策略、選擇性等 9個面向，是便利性調理銀髮餐食產品

的缺口與需求。如能有效發揮現有便利性調理餐食產品之優勢，並將現有缺點

轉變為產品研發之新契機，將有助於提升先驅消費長者族群對於便利性調理餐

食產品的消費動機。 

由於長者族群消費行為相較一般大眾而言較為保守、依循傳統，如能建立

他們對於該產品的認識與喜好，便會建立長期忠實的消費客戶，對於品牌發展

與產品週期都有穩定的支持系統。因此，本研究建議便利性調理餐食產品可以

依循提升產品信任感、提升產品品質、訴求功能取向、提供心靈滿足、提升包

裝友善性等 5個面向調整與修正，藉以改善現有市面上調理餐食產品不足之處，

轉變消費者對於便利性調理餐食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讓產品能更貼近消費者

端的需求，成為得以有效支援生活的不可或缺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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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引言 

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定義，當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該國總人口比例達

7%，稱為「高齡化社會」；14%稱為「高齡社會」；20%則為「超高齡社會」。

我國於 1993 年進入高齡化社會，內政部統計處 2017 年 12 月資料顯示，國內 65

歲以上法定老年人口佔全體台灣人口數比例高達 13.86%，已然趨近於高齡社

會。國發會更推估 2018 年我國將正式步入高齡社會，並將於八年後(2026 年)快

速迎接超高齡社會到來。 

隨著社會人口結構的轉變，加上經濟不景氣，使得年輕人背負沉重的經濟

負擔而不婚、不生，帶動逐年降低的生育率與攀高的扶老比。過往，因聘請國

內照護人力開銷大，台灣人民習於聘僱薪資水準較台灣低落的東南亞外籍移工

協助照護工作；然而隨著台灣經濟發展倒退，聘請人力變成家庭沉重的開銷，

加上東南亞經濟起飛，外籍移工較願意留在國內爭取新的工作與機會而較不願

意到台灣從事比起過往相對低薪的勞動工作。台灣政府雖然意識到邁入高齡的

社會型態需要有更多照護資源挹注而積極培育照護人力，但是因為照護者薪資

水準低落、社會觀感較差，且國民對於照護者的專業度不認識、不熟悉，即使

是專業的照護人力也容易流於被要求要整理所有家務的傭人角色，吃力又不討

好，即便政府提供許多資源輔導、補助相關就業機會，也無法吸引足夠的人力

願意投身此職業。由於台灣過往依賴的外籍移工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分工移轉流

失，又，政府發展的照護人力政策還待勞動薪資水準提升與社會觀念轉變始能

有效運作，再加上生活經濟壓力與傳統結婚生育觀念式微。未來，台灣的扶老

比將逐年攀高，如何在不依賴勞動力的情況下得以顧及人民的生活品質，將是

重要的發展趨勢，也是食品產業切入輔助的契機。 

因科技的發展、醫療的進步，帶動生活品質提升，高齡人口逐漸脫離「失

能」、「受照護」、「衰弱」的負面標籤，變得更有能動性；世界衛生組織亦不

再以疾病思維看待全球高齡化現象，力求開展以預防身心功能衰退為主的健康

照護體系。據智榮基金會的調查顯示，現在台灣中壯年民眾已跳脫出年齡的框

架，追求有意義且活躍的無齡人生；不再適用過往以死板的年齡定義高齡，僵

化人們對於生命的思考。有越來越多活在現代社會中的高齡者，抓緊時間追求

自我實現、自我成長與學習、知識傳承甚至重回職場成為高年級實習生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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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順應現代社會的生活節奏性，便開始期望減輕勞務工作的限制與約束。由

此重新看待高齡化現象，人口性質的轉變將變成社會發展的經濟動能而非負

擔，將有越來越多便利性商品與服務的需求，以減輕勞務負擔、提升關係建立

與生活品質，值得產業界有更積極的作為回應。 

因應台灣社會人口結構變化、照護勞動力不足，台灣各界亟需思考如何從

產業以及服務面向深入支撐社會維持良好運作機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高

齡化現象帶來一波新的產業發展可能。如何能抓緊此契機重新提升台灣的產業

動能，將不僅是面對台灣的內政，更是重要的外交手段。由於華人社會對於飲

食相當重視，自古便有「吃飯皇帝大」的諺語流傳至今，連問候都習慣用「吃飽

沒？」作為交流打招呼的方式，每天最煩惱的事就是「這餐要吃什麼？」，飲食

對於華人之重要性可見一班、滲透在整體生活型態之中。又，一日三餐，一天

之中接觸飲食相關庶務的時間相當長，如果擔任家中食物採買、製備者更是頻

繁。基於此，了解台灣長者怎麼取得食物、吃了什麼、在哪裡吃、如何吃等整

個飲食過程的感受便顯得相當重要；藉此認識長者在飲食過程中的想望、需

求，甚至是不便、不滿，產業界始能挖掘新的角色參與其中，以提升整體國人

的生活品質。特別是關注飲食需求的食品產業，如果能在餐食設計上讓長者使

用起來更營養友善與便利，不僅提升國人健康，亦能因應照顧人力缺口成為長

照發展的重要策略。 

本研究經消費者量化調查後，進而以便利性餐食求高之先驅消費長者族群

深入探究其日常生活採買行為及飲食模式，藉以了解該族群之飲食痛點與需

求，期待透過彙整消費者觀點供銀髮餐食產業界參照運用，以利開發新產品與

服務模式，共創台灣長者飲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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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調理食品定義及範圍 

依據林淑瑗等人於《食品加工》一書中指出，調理食品(Prepared food)可定義

為以農、畜或水產品為原料，經過適當之加工調理後予以包裝，並且置放於冷

藏(7℃以下)、冷凍(-18℃以下)或常溫下儲存及販售的食品。依產品型態區分出

三種類別，分別為：可即時食用(Ready To Eat)、經簡單覆熱即可食用(Ready To 

Heat)、經簡單烹調即可食用(Ready To Cook)等三類，消費者購買後經過簡單的

處理就可以食用之半即食性或即食性的食品。由此可見，調理食品可以廣泛定

義成即食性餐點或經過加熱及調理後即可食用之產品。 

本研究透過探究先驅消費長者日常生活中最常採買食物的通路、其在特定

通路中的採買行為及背後的動機，藉以觀察其對於調理食品的觀感與想望、亮

點與缺口。研究中涵蓋的通路類型可以區分為便利商店、超市、量販店等，以

下說明產品範圍。 

(一) 立即可食/開封即食產品(Ready To Eat) 

如罐頭、油雞腿等常溫/冷藏調理菜餚、提拉米蘇、沙拉、麵包等，本文後

續統一以立即可食(RTE)簡稱。 

(二) 覆熱/加熱即食產品(Ready To Heat) 

如水餃、蔥油餅、冷藏漢堡/粥品/鍋物/調理菜餚、冷凍炒飯/牛肉麵/羊肉爐/

牛肉卷/披薩/雞塊/包子/饅頭/麵、泡麵等，本文後續統一以覆熱即食(RTH)簡稱。 

(三) 配菜料理包(Ready To Cook) 

指已經經過前處理，含清洗、切好、配好菜色及調味料之產品，如生鮮截

切蔬菜、火鍋組合料理包等，本文後續統一以覆熱即食(RTC)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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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研究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延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進行

2017 年居家中高年齡族群餐食調查，並透過質性研究的方式深入探討特定族群

對於便利性調理食品的需求偏好、採買動機、商品想像，探究其行為背後運作

的邏輯及價值觀。 

2017年居家中高年齡族群餐食調查針對大台北地區 800位 50至 80歲消費者

進行餐食習慣及消費行為調查，透過量化研究進行居家長者飲食生活型態及消

費行為探勘。研究顯示，台灣多數居家長者以菜市場做為主要採購通路的傳統

生活模式，將生鮮農畜水產食材作為主要食材，並多為在家煮食自理；然因受

到個人經濟能力、家庭結構、煮食習慣偏好等因素影響，形成了飲食偏好差

異，使得對於餐食有著不同見解與需求，大致可以區分為五種飲食族群：首

先，為注意體態容貌、健康及養生且經常運動的「健康活力族」；其次，是願意

花錢購買便利、外食的「樂齡外食族」；再者，為對自備餐食與控制餐食營養攝

取感到困擾的「自煮困擾族」；其四，為在乎食物美味的「美味導向族」；最後，

為外購餐食需求度高且在意餐食美味程度卻擔心營養攝取不均的「平價美味外食

族」(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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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五種居家長者飲食族群 

 

Cluster 1 

健康活力族 

Cluster 2 

樂齡外食族 

Cluster 3 

自煮困擾族 

Cluster 4 

美味導向族 

Cluster 5 

平價美味外食族 

N= 10.3% 20.6% 14.4% 22.4% 32.4% 

基本資料 ‧ 年紀最輕；女
性比例高 

‧ 活動量高 

‧ 健康 /牙齒狀

況最佳 

‧ 年紀輕；男女
比例均衡 

‧ 活動量低 

‧ 健康 /牙齒狀

況較好 

‧ 年紀長；女性
比例略高 

‧ 已退休比例高 

‧ 健康 /牙齒狀

況較多 

‧ 年紀輕；男性
比例略多 

‧ 活動量低 

‧ 健康 /牙齒狀

況較差 

‧ 年紀輕；男性
比例略多 

‧ 活動量最高 

‧ 健康 /牙齒狀

況較好  

餐食使用 

習慣 

‧ 在家煮在家吃 

‧ 自備:外食= 

65%:35% 

‧ 餐食自備 

‧ 買外食在外吃 

‧ 自備:外食= 

37%:63% 

‧ 子女親人午餐
共餐 /較少獨

自晚餐 

‧ 午餐配偶、晚
餐子女親人備

餐 

‧ 在家煮在家吃 

‧ 自備:外食= 

81%:19% 

‧ 較少與配偶共
進晚餐 

‧ 午餐配偶、晚
餐子女親人備

餐/餐食自備 

‧ 買外食在外吃 

‧ 自備:外食= 

56%:44% 

‧ 獨自早餐 /配

偶、子女親人

晚餐共餐 

‧ 配偶、子女/親

人三餐備餐 

‧ 買外食在外吃 

‧ 自備:外食= 

46%:54% 

‧ 較少與配偶共
進晚餐 

‧ 午餐配偶備餐 

通路之使用

經驗 

‧ 菜市場>量販

店>超市>便利

商店 

‧ 網購、電話購
物、便利商店

預購經驗 

‧ 宅配到府 

 ‧ 菜市場>量販

店>雜貨店>便

利商店 

‧ 超市>便利商

店 

‧ 菜市場>超市>

雜貨店 

‧ 有網購、電話
購物、便利商

店預購經驗 

資料來源：2017年居家中高年齡族群餐食調查，食品所整理。 
 

平價美味外食族在整體調查人口中占比 32.4%，為人口占比最多的族群；他

們在乎食物是否美味，認為餐食要顧及營養相當不容易，又因自備餐食費時費

力而較偏好向外購買，三餐餐食的外買程度(含買外食在外吃及買外食在家吃)達

53.6%，高於其他分群。其中，比起去市場購買常溫肉品，他們購買冷藏肉品達

26%，較其他分群高；並且對於宅配服務、電話訂購、網路訂購等服務模式有高

度興趣；再加上，此族群有 26.3%的消費者曾經在便利商店具預購的經驗，去便

利商店的頻率平均一週高達 3.43次(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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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平價美味外食族飲食輪廓摘要 

族群描述(人口占比：32.4%) 

 性別：男 50.4%vs.女 49.6% 

 年齡：50~64 歲 66.3%，平均年齡：61.03 歲 

 教育程度：專科 18.3%、大學 9% 

 家庭收支：大致夠用 63.1% 

 可支配所得：NT$22,842/月 

 工作狀況：未退休 53.2%、退休 44.8%、退

休擔任義工 1% 

 健康狀況：很好 31.3% 

 牙齒咬合能力：完全沒有問題 36.2%、還算

沒有問題 32.3% 

 自己是備餐者：72.2% 

 每天平均烹調時間：1.48 小時 

 使用保健食品：71.8%/22.74 次/月 

 身體活動量：高 16.8%，適度 53% 

三餐飲食習慣 

餐食來源類別：A.在家煮在家吃  B.買外食在家吃  C.買外食在外吃  D.家中食物在外吃 

 ㄧ週三餐餐食來源 A：B：C：D ＝ 51.5%：5.4%：31.3%：1.1% 

 主要為自備(A+D)：46.4%、主要為外買(B+C)：53.6%  

 共餐者：獨自晚餐 31.1% 

 備餐者：配偶午餐 45.8% 

 買外食在家吃之食物來源：較常自己/家人外出購回 

 買外食之平均花費：早餐 NT$70、午餐 NT$103、晚餐 NT$122(早餐/午餐較高) 

餐食購買通路 

 蛋品：散裝蛋 58.2%、包裝洗選蛋 34.8% 

 肉品：傳統市場溫體肉品 65.5%、冷藏肉品 26% 

 三餐食材購買通路(Top 5)：菜市場/菜販 88%、超市 55.4%、傳統雜貨店 52%、量販店 50%、

有機/生機飲食店 14.8% 

 社區提供共餐活動：有 9.2%、沒有 44.8%、不知道 46% 

 有網購經驗：16.5% 

 有電話購物經驗：9.2% 

 便利商店預購經驗/頻率：26.3%/3.43 

 餐食管道購買意願：宅配服務 72%、電話訂購 69.2%、網路訂購 40.2% 

族群/飲食特徵(特徵顯著程度由上而下遞減) 

 維持社交生活、在意外食的美味及價格 

 我認為自備餐相當費時費力 

 我認為日常飲食要達到營養均衡並不容易 

 三餐愈來愈常買外面的食物回家吃，減少開伙 

 三餐愈來愈常到外面吃 

 若食物不好吃，即使有益健康，也不想吃 

 同類型商品，無論什麼品牌，我偏好選購最便宜的 

 常和朋友聚會 

資料來源：2017年居家中高年齡族群餐食調查，食品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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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來看，平價美味外食族對外需求有發展基礎，且因人口占比最多、隱

含的市場需求量大，本研究推論判定平價美味外食族在所有分群中為對於便利

性餐食需求程度最高的族群，欲深入探討此族群的飲食觀念及採買行為模式，

從中找出合適的飲食需求與服務模式，以利廠商參照投入發展，切入商機較大

的先驅消費族群以拉動台灣銀髮餐食產業活絡開展。因此，本研究參照 2017 年

居家中高年齡族群餐食調查報告中對於該族群的輪廓特徵敘述，進一步析離出

此族群長者個人特質與飲食採買偏好等特徵(如表 3)；依循這些特徵配合過濾問

卷篩選出目標中高齡長者延伸進行質性研究(見附錄一)。 
 

表 3  15位平價美味外食族長者特質 

50-64歲準銀髮族特質 

1. 行動能力良好，可自由行動 

2. 認為自備餐食費時費力，對於便利性餐食有高度需求。例如：立即可食的菜餚、調

理包、冷藏(凍)調理食品、罐頭食品、速食麵 

3. 比起去傳統市場，更偏好去超市、賣場購物 

4. 有網購/電話購物/便利商店預購經驗；或是目前對於網購/電話購物/便利商店有高度

興趣 

5. 覺得食物好吃很重要，若食物不好吃，即使有益健康也不想吃 

6. 牙齒咀嚼能力良好 

7. 曾經對於準備長者的餐食感到相當困擾 

65-80歲銀髮族特質 

1. 行動能力良好，可自由行動 

2. 認為自備餐食費時費力，對於便利性餐食有高度需求。例如：立即可食的菜餚、調

理包、冷藏(凍)調理食品、罐頭食品、速食麵 

3. 比起去傳統市場，更偏好去超市、賣場購物 

4. 有網購/電話購物/便利商店預購經驗；或是目前對於網購/電話購物/便利商店預購具

有高度興趣 

5. 覺得食物好吃很重要，若食物不好吃，即使有益健康也不想吃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食品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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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英國政府用戶研究團隊(2015)指出，根據過往的經驗以及研究顯示，如

目前不清楚目標用戶有哪些分群，又欲釐清分群的方式，則可以從 8個人開始做

研究，過程中將能逐漸釐清不同用戶的分群與模式；若對於招募的用戶已有明確

的分群，則每個群體至少要找 4 個人，始能較完整地理解用戶。Nielsen Norman 

Group (2000)則於研究中指出，欲在有限的資源下做出最符合經濟效益的研究，

若研究群體尚未有明確的分群下，所需研究人數只需要達 5人；如有兩個群體，

則一個群體測試 3至 4人；而測試三個或以上的群體，則一個群體達 3人便可以

找出 85%的易用性(usability)問題；研究樣本數隨著分群降低之因是即便群體性

質不一致，所遭遇的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易用性問題仍會有重疊的部分，便可以

補足需求圖像。即，根據經驗與研究指出，一個群體如能招募 4人進行質性研究

便足以描繪該族群大致的圖像。 

本研究雖已選定平價美味外食族長者作為核心目標對象，即使選定 4至 5位

用戶便可以了解行為模式與分群的差異，然為了讓研究成果更嚴謹呈現，便經

由過濾問卷篩選出 15 位目標中高齡長者參與質性研究，進行文化探針、脈絡洞

察與深度訪談，蒐集彙整後導入人物誌，並從中具體分析此族群長者之代表人

特質、飲食地圖、未滿足飲食需求及飲食相關情境分析，以釐清便利性餐食及

服務的市場商機。在此 15 位中高齡長者中，以法定年齡作為區分方式有 6 位是

準銀髮族、9位是銀髮族；以性別配比來看，有 7位男性與 8位女性。 

(二) 研究設計 

本研究應用服務設計領域中的顧客脈絡洞察，以文化探針搭配質性深度訪

談，欲釐清先驅消費族群對於便利性調理餐食目前的應用、需求、想望，消費

行為及背後的動機。研究流程見圖1，首先由2017年居家中高年齡族群餐食調查

的平價美味外食族中釐清該消費族群特質，並將相關特質彙整成過濾問卷，篩

選出有意願參與質性研究之先驅消費長者，提供文化探針進行通路嗜好與食品

採買行為探索，初步認識哪些食品是先驅消費長者習慣購買、哪些食品是他們

想購買，卻基於各種原因不常購買或是不會購買(見附錄二)，並於大台北地區約

定進行採買體驗與深度訪談。採買體驗時，研究人員與先驅消費長者相約在長

者最熟悉的採買通路，透過陪同採買的過程中觀察長者的採購行為模式，並在

過程中提問了解其採買動機與觀念；採購完畢後，研究人員透過討論文化探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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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了解長者在不同通路的消費行為差異，追問其對於便利性調理餐食產

品的想法與想像，以及認識長者一日的生活狀態與輪廓，加強對於長者的生活

脈絡所構築出的行為模式具更深刻認識。透過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的方式完成

行為塑模，並以互動模型標示出影響及購買便利性調理餐食產品的人、事、

物，以清晰呈現先驅消費長者消費行為背後的動機與價值觀。 

 

 

資料來源：本研究調查，食品所整理。 

圖 1  質性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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