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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一、MSC認證簡介:  

 

    MSC 海洋管理委員會(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 於 1997年成立於英國

倫敦，乃獨立的非營利組織，為海洋漁業的永續利用建立一套標準，透過生態標

章讓消費者提升永續的意識，藉由消費者的力量使零售業者、海鮮業者提供更多

永續海鮮產品，達到對生產者有約束，用來解決過漁問題並達到永續經營，並藉

由永續漁業的認證來鼓勵好的漁業管理，而使其他漁業有誘因改變，轉而也選擇

永續經營方式，例如:諾魯協定簽署國（Parties to the Nauru Agreement, PNA）

為帛琉、密克羅尼西亞、巴布亞紐幾內亞、諾魯、馬紹爾、吉里巴斯、索羅門群

島與吐瓦魯八個太平洋論壇漁業局的成員所組成的一個區域性組織，全球捕獲的

鮪魚，有四分之一以上來自這些國家所控制的海域，PNA 採取 MSC認證來提高產

品的價格和維持環境永續經營。MSC認證有三大原則:魚群的永續(確保魚類生態

族群的永續)、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及有效漁業管理制度，以下以三種角度探討

多方對 MSC認證的態度: 

1.保育者角度: (綠色和平保育組織、TRAFFIC保育組織) 

    以保育者的角度來看，MSC認證是有其必要性的，且各國政府都該盡力去獲

得這項認證，PNA為了得到 MSC的生態標章，島國們極力的將重點放在永續漁業

的經營，也推動許多新的管理方式，希望能夠獲得生態標章的認證，為了要獲得

認證所做的許多改變，都是可以改善目前海洋的狀況的管理措施，也是較能永續

經營漁業的方式，對台灣消費者來說，他們並不知道鮪魚罐頭還有生態認證，更

不會了解若持續的過度捕撈鮪魚，會對於鮪魚的生態、海洋的生態造成怎樣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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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機，宣導 MSC認證的好處、重要性、給予獎勵和補助，可以讓台灣的漁業文

化，可以增添永續發展的管理及實行。 

 

2.管理者角度: (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漁業署) 

(1)台灣一般消費者對於生態認證永續漁法的重要性還不夠了解。 

(2)除非是食品有害健康，台灣消費者並不接受價格落差太大，健康與價格是首

選條件。 

    在這種條件下若要滿足業者願意去實行MSC認證勢必要有大量的資金輔佐，

這樣的成本實在太高，若又要提升消費者對於生態認證的接受度，我們將必須從

消費者的價值觀開始改變，這種消費習慣絕非一朝一日就能完成，而在這緩衝期

間業者還是只能從事非 MSC認證的鮪魚罐頭生產。我們會考慮先向民眾們推廣生

態永續生產方式的好處，慢慢一步一步去改變他們選擇購買食品時的考慮因素，

不然對於成本來說，實在不考慮現在就推廣支持任何價差過大的生態認證食品。 

 

3.經營者+業者角度:  

             (業者:台灣鮪延繩釣協會、鮪魚公會、華偉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營者: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銘達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在取得認證的過程中，需要各種登錄手續和證明，繁瑣的評估過程和費用的

繳納往往讓業者望之卻步，雖然 MSC認證可以為業者或經營者帶來好處，加上在

台灣絕大部份消費者對現煮的水產品食物比較喜好，MSC 認證是對台灣所進口的

歐洲或日本罐頭食品或是未來 MSC認證的他種類別食品有影響，生態認證或環保

標章的產品是給特殊消費者群為對象，而這些對象往往都是高消費族群，因為它

的原料來源是經篩選而來，經過加工再配上運輸及運銷系統，本身成本估計是比

一般產品要高出 40%以上，總結來說，整體上台灣業者和經營者對採取 MSC的意

願是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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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鮪魚罐頭價格比較: 

1.美國鮪魚罐頭價格比較: 

    MSC認證鮪魚罐頭 $1.17/oz 

    一般鮪魚罐頭    $0.54/oz  

2.高雄鮪魚罐頭市場價格: 

好媽媽牌      平均 45元(35~55元) 

紅鷹牌        平均 47.5元(36~59元) 

台糖牌        平均 58元(53~63元) 

遠洋牌        平均 53元(43~63元) 

愛之味 鮪魚片     65元 

新宜興 鮪魚片     48元 

平均價格約 50元  /罐頭重量以 150~185公克為主 

     

    在比較過各家的鮪魚罐頭之後，我們發現鮪魚罐頭每個品牌的價錢相差不大，

罐頭上的罐頭介紹，較重於強調百分之百使用鮪魚肉，不摻雜其他魚種，由此可

以看出台灣鮪魚罐頭宣傳的重點在於產品的內容物是否真材實料，並沒有任何一

個牌子提到捕魚的魚法是否對海洋環境友善。 

    若單從罐頭成分只有鮪魚的「鮪魚片罐頭」來看，每個牌子的價錢不一，但

我們發現最便宜的新宜牌鮪魚片，在家樂福愛河店中，已經沒有現貨，我們只能

看到等待補貨的牌子。若單純由以上的觀察來看，我們可以推測，消費者在購買

鮪魚罐頭大多是從鮪魚罐頭的價錢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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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動機與目的: 

    MSC 生態認證在國外已行之有年，但在台灣卻沒有看到相關商品，因此想知

道 MSC在台灣是否可推行，以高雄地區目前民眾購買鮪魚罐頭的習慣與未來可接

受的漲幅範圍來探討 MSC在台灣外來的接受度。 

 

參、文本分析—以澳洲為案例: 

案例來源: 

http://www.squid.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431

&Itemid=160 

1.保育者角度: 

    對海鮮食品有全球公信力的認證為海洋管理委員會(MSC)，在 2000年就已經

通過澳洲的西澳岩龍蝦漁業認證，讓澳洲龍蝦漁業成為世界第一個具有生態認證

的漁業，而後澳洲又陸續取得澳洲裘氏鰐頭冰魚漁業認證。紐西蘭也有申請 MSC

的漁業，於 2011年已有了美露鱈漁業及紐西蘭福氣魚漁業的認證，直到今日 2014

年，日本、中國大陸、新加坡也有認證的漁業。前幾日海洋管理委員會則表示，

截止 2013年 9月全球 MSC認證海產品銷售額達到 45億美元，並在過去 4年裡

MSC的銷售額增漲了五倍。由此可知，全球的保育意識提升，有越來越多的人願

意去買有認證過的海鮮產品，一方面是因為挑選時已有品質以及衛生安全的保障，

一方面是促進保育。 

 

2.管理者角度: 

    紐澳及亞太地區漁業生產者對海洋管理理事會（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MSC）永續漁業認證計畫之興趣正快速成長，此現象反映近來消費者更

加關注水產品生產及其對海洋環境之衝擊。負責上述國家及地區業務的 MSC雪梨

辦公室表示，澳洲及其他亞太地區漁業生產者提出的先前評估（pre-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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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件數在過去兩年大幅上升，越來越多漁業生產者認為，MSC認證係向國內外

消費者證明重要機會，認為其等之水產品符合經認可的永續生產實踐，餐廳和零

售業者也用 MSC認證作行銷，因為他們知道某些消費者願意為永續水產品支付額

外費用。 

    雖然澳洲的漁業管理做得很好，但在世界各地，承諾購買經第三方認證之永

續水產品的消費者越來越多，澳洲有許多管理良好的漁業，MSC認證將有助這些

漁業證明其管理正確良好，並在快速成長的永續認證水產品全球市場上取得平等

競爭的立足點，藉由瞭解各國推動海洋生態標章制度的現況，強化臺灣與海洋生

態標章制度接軌與準備工作。 

 

3.經營者+業者角度: 

    由於澳洲漁業產量低，但是價值高，出口的產品大部分為蝦類、龍蝦、鮑魚，

所以產業者的角度來看，這些原本已經高單價的產品，若再經過 MSC的包裝會變

得更有價值，而且會食用這些產品的人大部分都是具有一定的經濟地位的人，對

他們來說購買提倡生態認證的產品是一種社會責任，況且澳洲國家整體的經濟條

件原先就比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國家還要好，自然而然對於環境的保育也勢必更重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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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 

採用以下兩種方法: 

1.專家學者訪談調查：以鮪魚罐頭生態認證為基礎，向不同領域的專家提出問題，

並請教對於相關案例的看法與意見。 

2.消費者問卷調查：以會購買鮪魚罐頭的消費族群做意見調查，以幾個簡單的小

問題組成，收集受訪者的意見、感受及反應。 

 

 

 

伍、研究限制: 

    在向消費者訪問時，經常遇到對方不願意受訪或是對於 MSC生態認證不太了

解誤認為是有機認證，要幫助消費者釐清專有名詞變成我們必須先做的事，而又

因為台灣人普遍對於海洋資源生態系不了解，所以不太清楚生態之間的互相影響

程度，又或是消費者較常接觸到有關海洋生態的訊息絕大多數為保育團體所提出

的，是故可能會影響他們做理性的判斷。再者，台灣的鮪漁業現今還沒有採行

MSC認證的案例，亞洲人和歐美人對於鮪魚罐頭的需求又不相同，參考歐美資料

的同時有必須兼顧到不同民俗風情，缺少前人的研究也是造成研究上較困難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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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結果與討論: 

高雄市場調查分析結果: (樣本數 30人) 

問題 1:請問一個月大概購買幾罐鮪魚罐頭？ 

小於 1罐 15人                           

  2~3罐  7人 

  4~6罐  8人 

 

<小結>:會購買鮪魚罐頭的人，一半的人購買數量不多，約二成七的人每個月購

買超過 4罐，可以說台灣高雄地區的消費者並不常吃鮪魚罐頭 

 

 

問題 2:如果鮪魚罐頭跟有機蔬菜一樣有生態認證，但價格貴兩倍你會願意購買

嗎? 

會 11人   不會 19人 

 

<小結>:66%的人不願意購買，代表還有努力去推廣生態認證的空間。 

〜1 

50% 
2~3 
23% 

4~6 
27% 

一個月平均購買罐頭數 

37% 

63% 

認證過鮪魚價格購買率 

會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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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那價格漲幅在多少以內您願意購買？ 

小於 5%   3人 

5~10%     4人 

10~20%    7人 

20%~100%  5人 

兩倍價   11人 

 

<小結>:價格漲幅若在兩成以內，則原本不願購買的消費者中有 73.7%的人願意

購買。由此可知還是以價格優先考慮。 

綜合以上三題，我們可知消費者主要還是以價格為優先考量，就算有生態認證對

主要族群還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總結>: 

    在現今國際漁業競爭中，陸續有更多競爭者的加入競爭有限的漁場資源，島

國擁有大片的經濟海域使得地位更加重要。現今鮪魚罐頭大多銷往歐美市場，歐

美的消費者對於環境保育概念較為成熟，MSC認證標示此製造鮪魚罐頭的原料來

源，認證標誌經過具有公信力的機關認證後，加上政府或是環保團體的廣告宣導，

0 

2 

4 

6 

8 

小於

5% 

5~10
% 

10~20
%     

20%~
100% 

人數 3 4 7 5   

人
數
 

漲幅大小與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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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於購買具有 MSC認證的鮪魚罐頭的意願會大大提升，雖然價格相較於沒

有認證標章的鮪魚罐頭來得貴，但是民眾有購買意願表示此產品具有市場競爭力，

但在亞洲市場，MSC認證的鮪魚罐頭較不具有市場競爭力，一是因為此種鮪魚罐

頭的價格較高，民眾認為購買對環境有益的產品並不是首要選擇，二是亞洲的飲

食習慣上並不是以罐頭類等加工產品為主，生鮮食品的市場獲益會大於罐頭產品，

因此產品與市場的性質相符是很重要的。在台灣的高雄地區，消費者的消費習慣

仍是以價格為優先考量，以澳洲案例來看，環保意識逐漸高漲，消費者對於優先

選擇有生態認證產品的現象愈來愈普遍，相信以台灣近日對於環保意識以及國土

的保護意識來說，這種支持生態永續的行為會漸漸在台灣遍地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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