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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藉由了解虱目魚的構造，加深認識對虱目魚的各部位的了解；並對

位於臺南市北門區的兩間無刺虱目魚工廠進行現地踏查與訪談，看到實際拔刺

工作的方法與工廠經營人員的講解；接著以網路發放問卷方式進行無刺虱目魚

的問卷調查，以分析一般民眾對於無刺虱目魚的認知和看法，作為後續推廣無

刺虱目魚的建議。 

對兩間無刺虱目魚工廠的訪談結果發現，兩間工廠針對無刺目魚的處理步

驟及作法大同小異，工場行銷販賣方式除了傳統的販賣方式之外，也有進行網

路，也發現到無刺虱目魚的拔刺技術源自於菲律賓；而對工廠來說，無刺虱目

魚雖然成本較高，但利潤也較好；對消費者來說，可以吃到更多的美味，是可

以創造雙贏的產品。問卷結果也得知雖然一般大眾對無刺虱目魚的了解和認知

較少，但大多不排斥接觸及嚐試無刺虱目魚的產品，對於無刺虱目魚的接受度

很高。 

若主管機關能夠輔導、整合相關資源及舉辦無刺虱目魚推廣活動，創造新

的觀光話題，不僅是對無刺虱目魚業者，甚至魚虱目魚養殖業者及飲食業者，

都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也能讓更多人輕鬆地品嘗到虱目魚的美味。 

 

壹、研究動機 
五年級上學期老師帶領我們去臺南北門及學甲參觀了虱目魚相關的戶外教

學課程；讓我們有機會進到虱目魚塭及無刺虱目魚工廠參觀到虱目魚的拔刺過

程，使我們了解無刺虱目魚製作的流程和設備；也同時了解到虱目魚從魚苗的

挑選，養殖及魚穫的收成到販賣過程，並體驗了快要失傳的耆老數魚歌和虱目

魚的養殖歷史。 

所以在參觀無刺虱目魚工廠後，我們到臺南沿海一帶探訪虱目魚拔刺的相

關產業，最後在北門區遇到虱目魚的拔刺達人，在了解無刺虱目魚的拔刺過程

及歷史緣由後，我們決定以「無刺虱目魚」作為研究的主題，探討從虱目魚構

造及營養成份到無刺虱目魚的製作和推廣，讓大家能更了解和臺南人息息相關

的虱目魚。 

 

貳、研究目的 
一、了解臺灣無刺虱目魚的源起 

二、了解虱目魚拔刺達人作業的方法 

三、了解無刺虱目魚店家的行銷方式 

四、了解一般民眾對於虱目魚及無刺虱目魚的看法 

五、藉由本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做為爭取無刺虱目魚之支持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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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一、虱目魚生長環境及背景 

虱目魚是溫水性魚類，分佈在亞熱帶或熱帶的海域。在東太平洋由南美

洲北部延伸到加州中南部都有牠的出沒，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尤其由臺灣

南部沿海一直穿過巴士海峽延伸到印度群島，其行蹤更為頻繁。所以除了臺

灣養殖此魚以外，菲律賓和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也有虱目魚養殖。 

 

二、虱目魚外型特徵 

體為長卵型而側扁，全身有不易掉落之銀白色小圓鱗。側線明確，腹面

圓且無稜鱗。口小，在兩顎及口蓋部無齒，眼有脂臉。肉多刺味美。尾鰭深

深分叉，體呈銀白色，背面灰棕色，體長四十公分左右，體重約二百至四百

克。在菜市場上，虱目魚一向神彩奕奕、銀白色的肌膚配上緊密之圓鱗更是

光艷照人，細長的身軀，在水中更是耀眼奪目；以專業的術語來說，牠上市

時一直都是在硬直期(Rigor Moritid)，常常從中間下凹頭尾向上彎，是獨一

無二的魚姿，換句話說，牠是在非常新鮮的狀態。 

 

三、虱目魚的興起 

虱目魚(學名 Chanos chanos)，全世界僅單獨的 1科 1種 。屬於熱帶及

亞熱帶水域的魚類，因能適應不同鹽度的棲息環境，加上是雜食性魚類使得

在紅樹林、瀉湖、大西洋、印度洋……等皆有其活動蹤跡。 

 

四、虱目魚名稱來源 

「虱目魚(masame)」這個名稱是西拉雅的語言，《臺灣通史》中記載：「臺

南沿海事以蓄魚為業，其魚為麻薩末，番語也。」虱目魚之英文名為 Milkfish，

在菲律賓叫做 Bangus，在爪哇稱 IkanBandeng，在臺灣有時還叫麻虱魚。虱

目魚的另一種命名可能性，可能是來自日文的さば，跟臺語的發音相似，而

日文さば指的是鯖魚(又稱青花魚)，在臺灣都是製成一夜乾(臺灣魚販稱日本

鹹魚)或者加工成番茄汁魚罐頭，鯖魚和虱目魚外觀極為相似，但是鯖魚體型

略小約 30公分以下，虱目魚最大可達 70公分，因此可以想像日本殖民時代，

臺灣人將虱目魚和鯖魚混淆，給了一個さば的發音的臺語化名字，口誤至今。

至於傳說方面，有說當鄭成功到臺灣時，老百姓獻上虱目魚作為貢品，鄭成

功用濃濃的閩南語泉州腔問：「啥乜魚（什麼魚）？」，由於「啥乜」聽起來

音近「虱目」，百姓便以此為魚名。這說明在鄭成功時代，安平地方已經 有

人在養魚，也就是說臺灣的水產養殖至少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五、食物來源及習性 

專以青苔、有機垃圾等為食，故一般飼養於彰化至臺南一帶的蛤子池，

作為清除池內雜物之用，等到蛤子要收成前，先收費開放給民眾釣魚，釣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92%E8%8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9%E6%9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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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的就竭池而漁，通常會控制在秋天天冷之前收成。 

 

六、虱目魚經濟價值 

虱目魚肌肉中含有比其他魚類更多的鮮味成分，但即使虱目魚含有更多

的鮮味，因其背部肉附有許多細刺，所以使加工利用性上受到相當程度的限

制；虱目魚腹部肉因比背部肉含有更高脂肪、更多汁性滑嫩與少刺，「腹部肉」

因而常被單獨出售「求取高價」；至於「背部肉」則大多數被收購製作「魚煉

製品」，而不被餐廳或團膳業者青睞。 

 
七、虱目魚的產地 

因為虱目魚是生長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的魚種，而南部的氣溫比較溫熱，

所以環境上較適合虱目魚的生長，再加上南部地形也適合，所以非常多的虱

目魚養殖魚塭都在臺灣南部，尤其是集中在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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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架構 

 

研究動機 

文獻探討 

研究過程及方法 

結果與討論 

結論 

研究目的 

了解虱目 

魚構造 

無刺虱目魚工廠

現地踏查與訪談 

無刺虱目魚 

推廣及行銷 

虱目魚 

魚刺分佈 

無刺虱目魚工

廠訪談結果 

無刺虱目魚之問卷 

調查結果與討論 

無刺虱目 

魚處理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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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過程及方法  
一、了解虱目魚構造 

先從了解虱目魚身體架構及魚刺的分佈，加深認識對虱目魚的部位的了

解，有助於在後續的虱目魚訪問時以及和拔刺達人討論的時候，可更加清楚

討論的問題方向。 

 

二、無刺虱目魚工廠現地踏查與訪談 

本研究自 2017年 2月到 5月，我們實地訪問了北門區的甲店、乙店，比

較兩間工廠在拔魚刺的作業上的差異性。 

現地踏查方法為：1.約定參訪時間；2.開車依約前訪；3.參觀實際作業

狀況並記錄；4.與工廠主管訪談並記錄。 

 

三、了解一般民眾對於虱目魚及無刺虱目魚的看法之問卷調查 

(一)問卷發放狀況 

本研究使用網路方式進行問卷調查，從 2月初開始由 LINE及 FACE BOOK

發送網址連結，5月 30日截止開始進行統計分析。 

(二)問卷內容 

了解性別、年齡及職業的基本資料，再針對以虱目魚及無刺虱目魚的了

解及各種因素的重要性為何，以了解各層別的需求；並針對各自的喜好

進行調查，詳細問卷內容分析如附件。 

 

四、無刺虱目魚的推廣 

以電子郵件的方式寄信給臺南市政府相關單位、區公所、漁會等公家機

關，針對推廣無刺虱目魚提供我們小組討論後的建議；另請店家經由我們研

究後結果辦理推廣行銷方式。 

 

陸、結果與討論 
一、無刺虱目魚工廠訪談結果分析 

(一)我們實地去探訪了位於某地區的「甲店」的老闆娘和「乙店」的老闆，

有關無刺虱目魚拔刺實作內容摘述如下： 

問題：虱目魚切割處理的步驟? 

甲店：先打魚鱗，再從魚背剖開把內臟、

魚骨取出即可拔刺。 

乙店：先刮除魚鱗，再從背部由魚頭延

伸至魚尾，用刀切劃弧到魚的排泄孔剖

半，再去除內臟、切下背骨，挑出細刺

然後真空包裝後送入冷凍庫。  
無刺虱目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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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拔刺的步驟有哪些? 

甲店：先用剪刀從魚背剪開，再用刀子從

魚背畫線把兩邊剖開，就可以開始拔刺，

甲店是從尾巴拔到頭。 

乙店：使用剪刀把尾巴和魚背劃一刀，

使用刀子把肚子剖開，在中間就好，不

能割太下面，拔肚子周圍的魚刺，乙店

從頭拔到尾巴。 
 

無刺虱目魚處理 

 

無刺虱目魚處理 

問題：虱目魚整隻拔刺時平均需耗時多

久時間? 

甲店及乙店無刺虱目魚: 

生手 20分，熟手 6分。 

 

甲店訪談 

問題：虱目魚每一根魚刺形狀有不一樣

嗎? 

甲店及乙店無刺虱目魚: 

有不一樣，有直的也有分叉的，虱

目魚每個部位排列都不一樣。 

 

乙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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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您為何知道這個拔刺技術？（是

從故鄉學的，還是到臺灣才知道）最早

是哪裡學來的技術? 

乙店: 

拔刺起源於菲律賓，拔刺的技術是14

年前專程請菲律賓人來臺灣傳授拔刺技

巧。但菲律賓由於拔刺的魚種較多，漁村

公司只針對虱目魚進行拔刺，經過長時間

虱目魚拔刺技巧的鑽研加以已改良，臺灣

的技術已經比當初菲律賓人所傳授的技術

更好了，拔刺的速度也更快了。 

甲店: 

甲店的老闆娘拔刺技術是在臺灣和朋

友學的。可見臺灣慢慢的在拔刺技巧上也

已經走出一條路了，不必在請菲律賓人來

臺灣進行技術指導了。 

 
乙店訪談 

 
甲店訪談 

問題：除你們特有的拔刺方法外，是否

有其他挑刺方式嗎?（網路上有阿基師

簡易拔刺方式） 

乙店: 

沒有，網路上有某位名廚師的簡易拔刺

方式，只有把大刺去掉，但是還是會有小刺。 
 

乙店訪談 

問題：虱目魚拔刺技術是否可外傳他

人?並藉由傳授他人而推廣虱目魚拔刺

技術，使更多人了解虱目魚整隻的美

味，是否可行? 

甲店: 

可以，現在這區域拔刺技術有甲店、

乙店在做，外面還有一些從這些工廠學到

其技術而在外面代工的師父，所以拔刺技

術是可以外傳的。虱目魚整隻拔刺後方便

大家食用，甚至連一根刺都沒有，大人、

老人、小孩都不怕被魚刺刺到，更可品嚐

到整隻虱目魚的美味，所以這項技術應該

多多推廣。 

 

甲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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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內容兩店家作法大多一致，目前訪談得到的結論，是大約在十幾年

前，由菲律賓傳過來的拔刺技術，在經過這幾年本土拔刺業者的努力及

改良，目前臺灣的拔刺技術已經超越菲律賓，成為其他東南亞地區學習

的對象。 

(三)經過訪談後，乙店是從 14年前請來的菲律賓拔刺專家來做拔刺的學習

對象，而甲店的老闆娘雖說是印尼人，但拔刺技術卻是和臺灣的朋友學

習拔刺技術。二次重點是在說虱目魚拔刺技術可外傳他人，並藉由傳授

他人而推廣虱目魚拔刺技術，使更多人了解虱目魚整隻的美味。 

(四)由於虱目魚的多刺，一般消費者僅會想買魚肚，所以無法整隻賣出，扣

除魚肚剩餘部分，往往經加工後做成其他食品，成本價格分散較不易計

算；反觀整隻無刺虱目魚雖費時及費力，所以人工成本較高，但是可以

賣到更好的價格，價格精算後較符合成本，另一要項主要是讓消費者可

以吃到整隻的魚的美味，所以整隻拔刺的成本較划算。 

 

二、虱目魚魚刺分佈 

虱目魚重頭到尾切開後，有 45根刺，各兩邊，

靠魚肚的刺有 49根刺，同樣也各兩邊，有一邊的刺，

有 4個部分，最外圍的有 12根刺，接著是第 2個外

圍覺靠上的刺有 22根刺，總共是 222根刺。 

問題：虱目魚因拔刺後，整隻的產量銷

售有比未拔刺虱目魚魚肚及魚身來的

大嗎?可以推廣整隻虱目魚肚嗎? 

乙店: 

因為方便食用又安全所以產量銷

售有比未拔刺來的大。去刺後消費者接

受度高，所以可以推廣。  
甲店訪談 

問題：請問整隻拔刺完後的虱目魚和只

拔魚肚，其他部位另外處理的虱目魚，

哪個成本考量較划算? 

乙店: 

拔刺和沒拔刺的原料成本都一樣，

整隻拔刺因為費時費力所以人工成本

較高，但是可以賣到更好的價格，主要

是讓消費者吃到整隻的魚。而相較之

下，只拔魚肚刺的部分速度較快，但由

於虱目魚的多刺，一般消費者僅會想買

魚肚，所以無法整隻賣出，所以整隻拔

刺的成本較划算。 

 
乙店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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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公 服務業 軍 家管 商 教 農 其他 總計

女性人數 28 10 67 4 55 37 23 1 75 300

1～20 2 2 40 44

21～30 5 14 1 3 7 30

31～40 14 4 21 2 23 21 7 19 111

41～50 8 6 24 1 25 14 14 1 9 102

51～60 1 5 4 2 12

61歲以上 1 1

男性人數 76 5 27 54 2 22 16 3 33 238

1～20 1 10 11

21～30 2 3 1 3 1 4 14

31～40 32 9 21 6 5 3 4 80

41～50 34 4 14 29 2 12 8 14 117

51～60 7 1 1 2 1 1 1 14

61歲以上 1 1 2

總計 104 15 94 58 57 59 39 4 108 538

年齡

年齡

三、無刺虱目魚處理步驟 

(一)先取魚肚(整尾去鱗勿剖肚)，每一種魚身體兩側都有魚腺(用來感測週

遭環境的腺體)，在魚肚和魚肉的中央，由頭延伸至尾部的一條線，用

刀向魚肚方向 45度角從頭劃切劃弧到魚的排泄孔(兩面都一樣)，如此

便可順利避開腹刺取下無刺魚肚並去除內臟。 

(二)片下魚肉，由魚背下刀 ，刀貼順著魚主骨片切(兩面皆一樣)。 

(三)刮取魚肉，魚皮面向下肉朝上，拿鐵製較薄的湯匙，由頭向尾方向刮(不

要一次刮到底)，便可把魚肉乾淨刮下，魚刺會連在魚皮上，刮完魚肉

後再用刀來把刺與皮片分開。 

(四)拔除魚刺，延續(二)以後，同樣的魚皮面向下肉朝上，用刀由尾部在肉

與皮交接處下刀，刀貼魚皮片分魚肉即可，分好後魚肉翻面(片掉魚皮

面朝上)，用手從魚頭方向望尾部摸尋，可摸到魚刺，拿乾淨的尖嘴鉗，

夾住露出的魚刺尖端拔取，如此即可一一拔下其羽狀細刺。 

 

 
四、無刺虱目魚之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一)問卷填寫層別分析 

本次問卷開放填寫時間 4個月，問卷填寫的族群分佈是一份問卷是否有

效的最主要因素，本次共計填寫 538份，各性別與年齡層及職業的填寫

人數如下表： 

各行各業之問卷調查資料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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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別分析 

女性填寫人數 300人約占 56%，男性填寫 238人約占 44%人，以這樣的

男女人數分佈比例差異在 10%以內，顯示男女分佈比例是有代表性的。 

2.年齡分析 

20歲以下填寫人數 55人占約 10%，21~30歲填寫人數 44人約佔 8%，31~40

歲填寫人數 191人占約 35%，41~50歲填寫人數 219人占約 41%，51~60

歲填寫人數 26人占約 5%，以相對較會購買魚類相關產品的 21~50歲約

占 84%的比例，問卷所得到的結果較符合一般民眾的真實狀況。 

3.職業 

職業歸類在其他的填寫人數 108人約占 20%最多，分析結果為約有 55人

約占 10%是年齡在 20歲以下的學生，故扣除後職業為其他的實際比例約

10%；另外比例最大的是工業約占 19%以及服務業的 17%，這與目前社會

上的職業分佈是相符的。 

4.問卷層別分析小結 

本次填寫問卷的性別、年齡、職業來看，其分佈的比例是符合一般大眾

的實際狀況，問卷填寫結果是可信任的。 

 

 

 

 

 

 

 

 

(二)無刺虱目魚普及度分析 

1.聽過無刺虱目魚相關產品或資訊的人數 328人約占 61% ；沒聽過相關資

訊的人數 210人約占 39%，因此有 6成以上的人知道或聽過無刺虱目魚。 

2.吃過無刺虱目魚人數有 279人約占 52%；沒吃過無刺虱目魚的人 259人

約占 48%，與是否聽過無刺虱目魚的比例相連結，顯示除了原本沒聽過

就會沒吃過無刺虱目魚的 39%人之外，聽過無刺虱目魚的人之中有 11%

的人沒吃過無刺虱目魚相關產品。 

3.無刺虱目魚普及度分析小結 

以問卷得到的結果來看約有一半的人聽過並吃過無刺虱目魚，顯示有一

半的人沒聽過無刺虱目魚的產品，這對於我們想推廣無刺虱目魚來說，

會有很大的動力，因為有一半比例的人口可以推廣。 

 

(三)無刺虱目魚嘗鮮度分析 

1.願意嘗試接觸無刺虱目魚產品的人，也就是願意嘗鮮的人有 507人約占

94%；沒有意願嚐試的人有 31人約占 6%，這樣的結果顯示大部分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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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的話，都會有意願去嘗試接觸無刺虱目魚產品。 

2.分析結果：約有一半的人聽過並吃過無刺虱目魚，顯示有一半的人沒聽

過無刺虱目魚的產品，這對於我們想推廣無刺虱目魚來說，會有很大的

動力；但就人們的了解，整隻魚都是無刺的 35%，只有虱目魚肚的部分

50%，因此，約四成認為整隻虱目魚都是無刺的，對於我們推廣行銷方

面有很大的助益。 

無刺虱目魚了解程度的圓形圖統計表 

 
 

 

 

 

 

 

 

(四)無刺虱目魚了解度分析 

1.認為無刺虱目魚是一整隻魚的有 187人約占 35%；認為無刺虱目魚只有

魚肚的部分有 269人約占 50%；沒概念的有 82人約占 15%，這顯示了一

般大眾對於無刺虱目魚是一整隻的了解度是嚴重不足的。 

2.分析結果：大多數的人對於市場上販賣的無刺虱目魚的印象是虱目魚肚

的無刺部分，在這方面有可能造成誤解，但是經調查發現約有 2/3比例

的人對無刺虱目魚相關活動或課程有參加的意願，且大部分的人都願意

嘗試無刺虱目魚產品。這顯示目前缺乏相關的推廣活動，若大量投入資

源舉辦活動應該會有一定的成效。 

(五)無刺虱目魚相關課程或活動參與意願分析 

1.無刺虱目魚活動願意參加的人數 349人約占 64%；不願意參加的人數 192

人約占 36%，這顯示了若有相關的活動約有一半以上的人會去參加，會

吸引人潮參加也會對附近的商家增加經濟效益。 

2.無刺虱目魚課程願意參加的人數 306人約占 57%；不願意參加的人數 232

人約占 43%，這顯示了若舉辦無刺虱目魚相關課程會有一半以上的人參

加。 

參與無刺虱目魚課程及活動的圓形圖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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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無刺虱目魚購買意願分析 

無刺虱目魚願意購買的人數 463人約占 86%；不願意購買的人數 75人

約占 14%，這顯示大部分的人都會想要購買無刺虱目魚產品。 

(七)無刺虱目魚推廣可行性分析 

1.認為無刺虱目魚推廣是可行的有 506人約占 94%；認為無刺虱目魚推廣

是不可行的有 32人約占 6%%，這顯示了對於無刺虱目魚的推廣的成功

率或成效是很高的。 

2.分析結果：大多數人對無刺虱目魚推廣的方案認同，有可能是好奇感、

新鮮感等原因驅使下，而提高其購買意願；另一種原因是讓大家在想吃

整隻虱目魚時，不會因為魚刺過多而造成食用時不方便，如果可以為無

刺虱目魚的推廣增加更多人氣，擴大消費市場，也因此整隻虱目魚的價

格因故降低價格，對於消費者是最樂見的。選擇沒有魚刺的虱目魚；少

數人對無刺虱目魚推廣的方案不認同，有可能是因為虱目魚的吃法多

元，甚至經過加工處理後，不需考慮到魚刺多的問題……等。 

無刺虱目魚購買及推廣參與的圓形圖統計表 

 

 

 

 

 

 

 

 

 

 (八)無刺虱目魚的推廣方式分析 

1.對於推廣方式期望舉辦試吃大會有 204人約占 38%；認為以電視廣告方

式的有 107人約占 20%；認為用網路宣傳方式較佳的有 221人約占 41%；

認為用傳統報紙廣況較佳的有 4人約占 1%，這顯示了以目前網路資訊

發達的時代，以網路方式進行推廣的接受度獲成效是最大的，另外因為

無視虱目魚產品是食品類，舉辦試吃大會讓民眾直接感受到食物的美味

也是大家很認同的方式。 

2.分析結果：由於科技及傳媒的進步，大多數人認為網路宣傳的方式最

好，現代人對於網路之方便性、需求性也較高，所以網路通路行銷為最

佳選擇。有些人喜歡試吃大會的宣傳方式，可能是因為可以品嚐到無刺

虱目魚不同的口味、透過了解無刺虱目魚的處理方式、拔刺方式等，具

有一定吸引力；另外對無刺虱目魚有不一樣的選擇知的方式，少數人選

擇電視廣告，優點是大家在觀看電視時可以一下了解無刺虱目魚製作過

程，但缺點是廣告行銷成本太高，以至於經營者花費不符成本效益而不

願意投資，所以運用網路行銷勢必能將無刺虱目魚製作過程及烹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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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給社會大眾。 

推廣無刺虱目魚的圓形圖統計表 

 

     

 

 

 

 

 

 

 

 

(九)問卷滿意度調查統計結果 

1.虱目魚及無刺虱目魚的滿意度平均值調查表 

 

 

 

 

 

※分析結果：由滿意度調查結果來看，虱目魚組的平均滿意度都比無刺虱

目魚組高，這和我們小組原本預設的結果相反。在購買方便性、新鮮度

及料理滿意度中，虱目魚和無刺虱目魚平均值都差了 0.73，而人們在

食用方便性中，虱目魚和無刺虱目魚平均值差了 1.14，這項數據在滿

意度調查表中，是差最多的一題，但在廚餘處理方便性中，虱目魚以及

無刺虱目魚平均值卻只差了 0.31。滿意度調查表這項數據告訴了我們，

食用方便性這題每位人們想的有兩派方法，但在廚餘處理方便性中，人

們大致上所想的沒有太大的差距。 

2.虱目魚及無刺虱目魚的滿意度標準差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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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在料理滿意度中，虱目魚和無刺虱目魚標準差差了 0.83，

這項數據在滿意度調查表中，是差最多的一題，而民眾在廚餘處理方便

性中，虱目魚以及無刺虱目魚標準差卻只差了 0.38，標準差愈小，表

示資料值集中於平均數附近，標準差愈大，表示資料值愈分散。因此，

我們發現滿意度的標準差，在各項目的表現上無刺虱目魚組都比較高，

也就是說無刺虱目魚組的滿意度分歧比較大，這可能是造成無刺虱目魚

的滿意度較差的原因。 

3.滿意度調查表資料統計 

 

 

 

 

 
 

 

※分析結果：我們分析了各項目的次數，發現在無刺虱目魚組的項目中，

無相關活動經驗的次數都佔了很大的比例，這是造成無刺虱目魚的滿意

度較差的原因，也顯示了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知道有無刺虱目魚的產品在

販賣，更不用說去買或者吃過。 

4.滿意度調查表去除無此活動或經驗各項滿意度平均值資料統計 

 

 

 

 

 

※分析結果：從表上可以看出虱目魚和無刺虱目魚數值較相近，我們也發

現在排除無此活動或經驗的部份後，除了購買的方便性之外，其他項目

的平均滿意度都比虱目魚組高，尤其在食材處理、食用及廚餘處理的方

便性幾項都有明顯的差異，這部分在實際上也是無刺虱目魚的強項。 

五、建議市政府、漁會等公務門採納行銷推廣方案 

(一)我們提出了幾個有關無刺虱目魚推廣方案，且將內容寄信去市政府相關

滿意度項目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無此活動或經驗

虱目魚購買方便性 63 211 176 9 1 76

無刺虱目魚購買方便性 53 142 146 18 4 173

虱目魚新鮮度 85 249 120 4 2 76

無刺虱目魚新鮮度 73 188 91 4 1 179

虱目魚的售價 49 140 246 19 5 77

無刺虱目魚的售價 44 115 177 17 3 180

虱目魚食材處理方便性 63 197 173 13 4 86

無刺虱目魚食材處理方便性 86 172 100 3 4 171

虱目魚食用方便性用 67 190 190 21 6 62

無刺虱目魚食用方便性用 93 183 100 2 2 156

虱目魚料理滿意度 191 190 112 9 5 29

無刺虱目魚料理滿意度 198 146 35 3 0 154

虱目魚廚餘處裡方便性 51 155 203 25 3 99

無刺虱目魚廚餘處裡方便性 79 150 123 3 2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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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漁會、區公所，但未獲得任何回應，所以此研究遇到困境。 

(二)雖然說我們有寄去臺南市政府相關部門、漁會、區公所，但卻沒得到回

信，因此我們又打電話到市政府相關部門、漁會、區公所，但也沒得到

一個正確的回應，但打去區公所時，我們有問他一些虱目魚的問題，而

且區公所也給予甲店和乙店的連絡資訊。 

 

柒、結論  
一、無刺虱目魚拔刺技術源自菲律賓引進臺灣 

(一)無刺虱目魚是從菲律賓傳過來的，有的是自己到菲律賓學拔刺技術，有

的是請東南亞的人來教拔刺技術。 

(二)有些人會將從菲律賓傳過來的拔刺技術加以改良，使拔刺技術更加精

進。 

(三)因此，每個人拔刺技術所用的方法都不一樣，並且都個有其優缺點。 

 

二、拔刺達人的拔刺技術：先取魚肚、片下魚肉、刮取魚肉、拔除魚刺 

(一)先取魚肚(整尾去鱗勿剖肚)，每一種魚身體兩側都有魚腺(用來感測週

遭環境的腺體)，在魚肚和魚肉的中央，由頭延伸至尾部的一條線，用

刀向魚肚方向 45度角從頭劃切劃弧到魚的排泄孔(兩面都一樣)，如此

便可順利避開腹刺取下無刺魚肚並去除內臟。 

(二)片下魚肉，由魚背下刀 ，刀貼順著魚主骨片切(兩面皆一樣)。 

(三)刮取魚肉，魚皮面向下肉朝上，拿鐵製較薄的湯匙，由頭向尾方向刮(不

要一次刮到底)，便可把魚肉乾淨刮下，魚刺會連在魚皮上，刮完魚肉

後再用刀來把刺與皮片分開。 

(四)拔除魚刺，延續二以後，同樣的魚皮面向下肉朝上，用刀由尾部在肉與

皮交接處下刀，刀貼魚皮片分魚肉即可，分好後魚肉翻面(片掉魚皮面

朝上)，用手從魚頭方向望尾部摸尋，可摸到魚刺，拿乾淨的尖嘴鉗，

夾住露出的魚刺尖端拔取，如此即可一一拔下其羽狀細刺。 

 

三、「無刺虱目魚」店家的行銷方式可分為現場購買、網路購買、傳統店家直

銷及社群網站行銷 

(一)「甲店」可用現場購買、網路購買、傳統店家直銷。 

(二)「乙店」可用現場購買、網路購買、傳統店家直銷、社群網站行銷。 

(三)現場購買:在「甲店」或「乙店」當地購買的就叫做現場購買。 

(四)網路購買:在社群網站上預訂，就叫做網路購買。 

(五)傳統店家直銷:「甲店」或「乙店」直接賣給有關無刺虱目魚的餐廳、

菜市場店家。 

(六)社群網站行銷:在社群網站用一個網頁，用一些自己店家所賣的東西，

也可說是網路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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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多數的人對於市場上販賣的無刺虱目魚的印象是虱目魚肚的無刺部

分，只有 1/3比例的人對無刺虱目魚是一整隻虱目魚有初步的概念，但

是約有 2/3比例的人對無刺虱目魚相關活動或課程有參加的意願，顯示

目前缺乏相關的推廣活動，若大量投入資源舉辦活動應該會有一定的成

效。 

(八)經調查統計後，大多數人認為網路宣傳的方式最好，由於現代人對於網

路之方便性、需求性也較高，所以網路通路行銷為最佳選擇。 

 

四、消費者期望心態及消費市場之建立 

(一)大多數人對於整隻無刺虱目魚抱持很大好奇及期望，為了讓大家在想吃

整隻虱目魚時，不會因為魚刺過多而造成食用時不方便，如果可以為無

刺虱目魚的推廣增加更多人氣，讓更多人接受新穎的食用方式，達到人

人想吃整隻無刺虱目魚，讓市場上有更多人投注心力於無刺虱目魚製作

及販賣上，即為滿足消費者需求，而擴大消費市場，也因此整隻虱目魚

的價格因故薄利多銷，對於消費者是最樂見的。 

(二)隨著消費資訊多元化，消費者的喜好變化快速，對消費者需求及偏好掌

握日益困難，整隻無刺虱目魚團購及與大型量販店等通路合作促銷，並

結合地方資源辦理產業文化活動，以及獎勵消費地，拓展無刺虱目魚外

銷市場，將獲的廣大的成效。 

 

五、建議無刺虱目魚店家採納行銷推廣方案 

(一)經調查統計後，大多數人認為網路宣傳的方式最好，由於現代人對於網

路之方便性、需求性也較高，所以網路通路行銷為最佳選擇。 

(二)市面上有許多虱目魚的小吃，只是有些可能是為未經過拔刺處理的，所

以可以推廣無刺虱目魚，因為沒有刺，可以不必擔心噎到或刺到，如:

餅乾等。可找一些配合遊戲的店家，消費者只要遊戲排行榜有在前十名

以內，就可到配合店家兌換獎勵，如:虱目魚餅乾等。 

(三)使用報紙廣告行銷，配合市府、公所及虱目魚活動增加曝光率，可運用

媒體擴大宣傳，藉機造成話題，達到報紙或電視宣傳為目的。Facebook

或 Google辦一個網站，裡面可以放無刺虱目魚的商品或店家資訊，可

以讓一般民眾和販售虱目魚的店家加入。 

(四)搜尋引擎行銷、搜尋關鍵字廣告，前者是免費廣告、後者是付費廣告，

把兩者結合起來達到最高宣傳的行銷手法，但由於我們算是小店家，跟

其他大公司的廣告相比，這個可能就會被比下去，所以關鍵字就需要走

偏門一些才可以達到宣傳效果。 

(五)運用社群網站直播、分享及串聯，辦理試吃大會及 DIY體驗課程等活

動，也可藉由活動公仔設計，結合節慶或魚貨盛產期辦理系列活動宣

傳，並集結地區資源擴大文宣及資訊傳播，有效發揮地方在地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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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問卷調查 

    您好，我們是南大附小六年級學生，正在研究無刺虱目魚（整隻虱目魚都

是無刺）的歷史及其行銷推廣，請您撥空填寫這份問卷，這些資料僅供本研究

統計使用，不會對外公開，請您按照實際狀況作答，感謝您的合作。 

性別：□男 □女 

年齡：□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歲以上 

職業：□工 □商 □農 □軍 □公 □教 □服務業 □家管 □其他 

1. 您是否有聽過無刺虱目魚（整隻魚都是無刺）？ □是 □否 □不知道 

2. 您是否吃過無刺虱目魚（整隻魚都是無刺）？ □是 □否  

3. 未來您想從事拔無刺虱目魚這份工作嗎？ □想 □不想 

4. 您如果有機會吃無刺虱目魚，您是否會吃？ □是 □否 

5. 如果有機會參加有關無刺虱目魚的活動，您是否會參加？□是 □否 

6. 如果無刺虱目魚可以與課程內容搭配延伸，您會不會去學習或教導? □會 □不會 

7. 您是否有看過無刺虱目魚的處理過程？ □是 □否 

8. 您覺得虱目魚和無刺虱目魚哪一種比較貴？□虱目魚 □無刺虱目魚 

9. 如果無刺虱目魚比較貴您會購買嗎？ □會 □不會 

10.如果您有機會接觸無刺虱目魚，您會想了解它嗎？ □會 □不會 

11.您覺得推廣無刺虱目魚是否可行？ □是 □否 

12.如果有機會了解無刺虱目魚的歷史，您會想了解嗎？ □是 □否 

13.請問無刺虱目魚的技術起源自哪裡？ □菲律賓 □中國 □日本 

14.請問無刺虱目魚在臺南的主要產地在哪裡？ □學甲 □安平 □北門  

15.您所認知的無刺虱目魚是如何？ 

□整隻魚都是無刺 □只有虱目魚肚的部分無刺 □沒概念 

16.您覺得要讓更多人知道無刺虱目魚，最好的方式是哪一種？（單選）  

□電視廣告 □報紙廣告 □網路宣傳 □試吃大會 

滿意度調查表 

題目 
非常滿意 

5 

滿意 

4 

普通 

3 

不滿意 

2 

非常 

不滿意 

1 

無此活動

或經驗 

0 

您對購買虱目魚

的便利性? 

      

您對購買無刺虱

目魚的便利性? 

      

您對買到的虱目

魚新鮮度? 

      

您對買到的無刺

虱目魚新鮮度? 

      



 

20 
 

您對虱目魚的售

價? 

      

您對無刺虱目魚

的售價? 

      

您對於虱目魚料

理的方便性? 

      

您對於無刺虱目

魚料理的方便性? 

      

您食用虱目魚料

理時的方便性? 

      

您食用無刺虱目

魚料理時的方便

性? 

      

您覺得虱目魚料

理好吃嗎？ 

      

您覺得無刺虱目

魚料理好吃嗎？ 

      

您對於虱目魚後

廚餘處理的方便

性? 

      

您對於無刺虱目

魚廚餘處理的方

便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