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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報告 
i)行政摘要 
 

廣東海洋大學作爲申請機構，於2019年初向漁業提升基金提交要求資助

該項目，並在同年6月獲得批准，項目推行期為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12月
31日,其後延期至2020年6月30日完成。項目為達到基金所訂要求：協助漁業

作業轉型，促進漁業相關行業的機遇。本項目獲批一筆總額不多於港幣

271,000的自主款項，以進行有關工作。 
 

本項目的目的是構建從漁船到市民（B2C，Business to Customer）的本

地海鮮銷售新模式，打通“從海洋到餐桌的組後1公里”，打造“Produced in 
Hong Kong”的海鮮產地產地品牌，提升本港捕撈業競爭力，拓展多元化的漁

業銷售管道，形成開放競價、市民直供、社區直達的新型海鮮供應模式，提

高漁民收入，並促進香港海洋捕撈業的可持續發展。 
 
本項目的研究内容為：培訓漁民以海鮮速遞手機程式，以香港仔漁港為

試行營運，並針對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改進和完善相關系統；並將經驗總

結，為項目推廣至本港其他地區提供參考。 
 
經過近一年的努力，項目團隊已完成培訓漁民使用“港新鮮”手機應用程

式並開展營運活動、完成《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

海鮮B2C新模式計劃研究報告》。經基金會同意後，將研究結果公開，以供

其他市民參考，從而拓展多元化的銷售模式。 
 

ii)項目名稱及概要 
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海鮮 B2C 新模式計劃。

承接上一期項目，培訓漁民使用“港新鮮”應用程式，以香港仔漁港為試點，

試行營運，並針對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改進和完善相關系統；並將經驗總

結，為項目推廣至本港其他地區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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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項目完成時間表（與擬議的工作計劃比較） 
 
 

項目目標 預計完

成時間 
實際完

成時間 概況 實際進度 備註 

1 上線應用手機程式原型及作

業系統，培訓漁民兄弟使用

流動手機程式，以香港仔為

試點，配合社交媒體宣傳線

上營運兩個月，配合海鮮的

稱量、包裝、配送和支付等

營運過程，並針對過程中發

現的問題改進和完善相關系

統。 

2019.7 - 
2019.8 

2019.11-
2020.1 

無法如期開展原因：

1.為使項目更好落地

開展，經過與漁會溝

通，需對原定預算作

出修改；2.與漁會簽

訂合作協議的行政手

續比較複雜；3.公開

招聘人員需根據修改

後的預算重新招聘 

依據反饋信息，

廣東海洋大學對

港新鮮 APP 的代

碼 進 行 細 節 微

調，聘用中轉站

工作人員，加速

APP 的香港本地

化。 

 

2 繼續應用手機程式原型及作

業系統，以香港仔漁港為線

下交收海鮮地點，試行營運

四個月，配合海鮮的稱量、

包裝、配送和支付等營運過

程，並針對過程中發現的問

題改進和完善相關系統。 

2019.9 - 
2019.12 

2020.3-
2020.6 

無法如期開展原因：

受於疫情影響，各方

面工作難以按計劃進

行，相關營運活動需

要延後開展。 

組織開展港新鮮

APP 的 體 驗 活

動，對商品進行

銷售，製作紙質

宣傳材料宣傳，

進入常態化營運

階段。 

 

3 

向基金管理委員會提交完成

報告。 
2019.12 2021.4 

無法如期開展原因：

受疫情影響相關工作

順延 

撰寫完成報告並

提交會計師事務

所 進 行 項 目 核

數，出具審計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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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内容概要： 
1-1）由於上一期項目有所延遲，導致本項目順延開展。 
1-2）12 月份項目組成員赴港進行培訓和試營運，校方依據反饋信息，对“港
新鲜”APP进行細節修改，加速“港新鲜”APP的香港本地化工作。 
2-1）受於疫情影響，各方面工作難以按計劃進行，相關營運活動需要延後開

展。 
2-2）對 12 位漁民開展“港新鮮”APP 賣家版培訓，幫助他們搭建店鋪，為漁

民提供商品銷售服務。 
2-3）製作紙質宣傳材料宣傳，吸引更多市民成為“港新鮮”APP的買家。 
2-4）組織開展“港新鮮”APP 的體驗活動，引入多位漁民作為賣家發佈漁獲信

息，對商品進行銷售，並收集營運當中發現的問題加以改進。 
 
iv)活動結果及概要（連同照片） 
本階段活動結果，已在上文 iii)部份的第 1 及 2 項詳細描述。以下為主要會議

及活動的照片以作紀錄： 
 
１）2019 年 12 月 5 日-6 日項目組成員來港交流和試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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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9 年 12 月 5 日-6 日項目組成員對多位漁民開展賣家版培訓 

 
 
3）2019 年 12 月組建群與香港漁民代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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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 6 月宣傳單張設計 

 
 
5）2020 年 6 月中轉站常態化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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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0 年 6 月開展“港新鮮”APP體驗活動 

   
 
7）2020 年 6 月 13 日疫情期間項目組成員視頻會議，討論項目開展問題 

 
 
8）2020 年 6 月 28 日項目組成員視頻會議討論結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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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根據擬議項目的目的及影響（效益）評估項目成果 
項目已完成《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海鮮 B2C

新模式計劃研究報告》及幻燈片；完成對香港漁船及海鮮買家的需求和用戶

習慣調研報告一份，根據買賣雙方的實際調研結果以及使用建議，對“港新

鮮”APP 作出部分細節調整，以便用戶使用。廣東海洋大學作爲申請機構，

已根據項目要求，引入 12 位漁民賣家，建立基於漁船直銷的海鮮銷售平臺，

通過開展營運活動，吸引多位市民作為買家用戶，完成交易流程並改進相關

系統，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系統記錄賣家註冊人數為 15 人、買家註冊人

數為 20人、成交宗數為 1宗、交易金額為 100HKD，未能達到收支平衡的項目

預期，其原因有如下幾點：1、受疫情影響，本階段宣傳只是小規模宣傳，

起到的效果有限；2、疫情期間內地員工無法赴港，嚴重影響漁民出海工

作，漁民優先選擇原有銷售渠道，該平台漁獲數量得不到保障；3、運營能

力有待增強，各環節之間協調還需磨合；4、程式設計方面：送貨上門環節

還沒能完善，買家購買商品後通常需要傾向於到中轉站取貨。項目實施過程

及相關研究結果已在《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海鮮

B2C 新模式計劃研究報告》中說明，可公開研究結果以供參考，借鑒項目實

施過程中的經驗和規避過程中的不足。通過網上銷售平台，採用“點對點”

直銷形式，突出“新鮮”的特點，協助漁民建立新型銷售模式，一定程度上

能提高本港海洋捕撈業的競爭力。 
 

vi)總結及願景 
歷時半年多的《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海鮮 B2C 新

模式計劃》，經過線上線下與漁民的交流以及與相關人士交流意見。由於疫

情帶來的無法避免的影響，給項目營運帶來極大的困難。在各方的努力及協

調下，項目得以營運起來。根據項目開展的情況，發現仍存在一些不足之

處，如漁民對“港新鮮”賣家版的操作熟練程度和中轉站工作人員業務能力有

待加強等。針對存在的不足，未來對於項目的繼續營運，我們期待引入第三

方專業營運團隊來提升營運的整體效率。此外，聯合周邊酒樓食肆配合“港
新鮮”平台銷售漁獲，實現銷售與海鮮加工結合的使用場景，提升“港新鮮”的
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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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項目的財政狀況，並附上將予付還開支的收據正本1 
 

支出項目 

單價 

（港

元） 

數

量 

預計費用 

（港元） 

截至進度

報告的報

告期末為

止的開支 

（港元） 

現報告

期內的

購買數

量 

現報告期內

的開支（港

元） 

截至完成報

告期末為止

的總開支 

（港元） 

收據編號 

1.項目副理

（全職）費

用工資 

4,000/
月 6 24,000  6 22,301.52 22,301.52 

Z04496、Z02768、
Z04348、Z08065、
Z03157、Z00055、
Z00767、Z03436、

Z03543 

2.交通 1,200 12 14,400  

2 11,165.37 11,165.37 Z07252、Z00130 3.酒店 
800/晚

/間 12 9,600  

4.餐費 
200/日

/人 36 7,200  

5.租用碼頭

費用 
5,000 4 20,000  1 4900.00 4900.00 HK0001 

6.租賃往返

小艇費用 
40/次 500 20,000  0 0 0  

7.購買設備

材料 
19,400 1 19,400  0 0 0  

8.開展活動

費用 
19,400 1 19,400  0 0 0  

9.聘請臨時

工作人員

（1人） 

50,000 1 50,000  1 12,042.82 12,042.82 Z03959 

10.活動期

間招聘人員 

80/小
時 150 12,000  18 892.06 892.06 Z03959 

11.漁會聯

絡人兼職費

用（楊上

進） 

200/小
時 200 40,000  200 40,142.73 40,142.73 

Z00767、Z03436、
Z00008、Z03993 

12.香港項

目副理（兼

職）費用 

200/小
時 150 30,000  150 30,403.66 30,403.66 

Z03157、Z00767、
Z00008、Z03993 

 
1 按國家稅務要求，所有發票及收據的原件按國家規定，必需儲存於校內特定的資料室內以待有關部門隨時

檢查，故此只能在各報告向基金會提供副本，如有需要可派員到來查驗正本。 

चꔣ괿ාࢩܻੂכ牧揘硰制丆ጱ托ఘ犋֢ل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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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明 
 

本人特此向漁業提升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包含增補基金在內的相關基金的

督導委員會作出以下不可撤回的聲明：本完成報告已就涉及的所有由第三方

擁有的數據及資料適當地列明了相關的資料來源，而本機構已就使用及公開

發布此等數據及資料獲得所需的授權。 

本報告內所表達的任何意見、結果、結論或建議，不一定反映漁業提升

基金或基金信託人的立場。 

 
日期：2021 年 5 月 4 日 



 

 

 

 

 

附件 
基於資料料保密原因，附件1-6 的詳情不作公開



 

 

 

 

 

附件 7 
第二期項目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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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 

銷售本港捕撈海鮮 B2C新模式計劃 

 

 
 

研 

究 

報 

告 

書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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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目工作小組成員 

項目負責人：廣東海洋大學 顏雲榕 

廣東海洋大學團隊：顏雲榕、郭曉雲、王峰、宋鄭

芳、招春旭、易木榮、李波、鄧裕堅、易曉英、邱星

宇、陽秀芬、周倍合、許增傑、邱康文 

項目統籌：楊上進、郭金水、李文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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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承接上一期項目《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海鮮

B2C 新模式計劃》，開發並交付“港新鮮”手機應用程式後，項目組

成員根據上一期項目調研結果及與經過與漁會的充分溝通，對入駐商

家進行篩選，對其培訓使用“港新鮮”手機應用程式，以香港仔碼頭

為試點，對該項目試行運營，開展相關宣傳和體驗活動，並針對運營

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改進和完善相關系統，構建以手機應用程式為平

台的B2C海鮮直銷模式。本項目旨在充分發揮“Produced in Hong Kong”

的香港本地海鮮品牌價值，縮短海鮮供應的銷售程序和時間，提升海

鮮的鮮度和品質，促進本港捕撈業的競爭力；建立可追溯產地、捕撈

漁船、生產時間的本港海鮮供應平台，改革現有的海鮮銷售模式，形

成開放競價、市民直供、社區直達的新型海鮮供應模式，提高漁民收

入，並促進香港海洋捕撈業的可持續發展。 

2 香港仔捕撈業概況 

2.1 捕撈類型概況 

上一期項目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仔捕撈類型有延繩釣（佔比 45%）、

圍網（佔比 20%）、單拖（佔比 15%）、刺網（佔比 10%）、手釣（佔

比 5%）、雙拖（佔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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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香港仔漁船捕撈類型分佈情況 

2.2 不同捕撈方式常見漁獲種類概況 

由表 2-1 可知,下艇（延繩釣）常見漁獲物種有白䱛、釘公、七星

𩶘、火點、紅鮪、大斑石鱸、細鱗、黑𩶘、白花䱛等；圍網常見漁獲

物種有七點黃魚、黃紋蝦𩼰、小杜仲、雞蛋䱛、本港魷魚、大眼𩼰、

花鮫、魷魚仔、蝦𩼰、日本𩼰、黃花等；單拖常見漁獲物種有本港魷

魚、沙帶魚、日本𩼰、鮫魚、墨魚、正種馬𩵼等；刺網常見漁獲物種

有泥鯭、墨魚、七星𩶘、細鱗、黃花、二棘扯𣄃𩶘、撻沙、馬𩵼仔、

正種馬𩵼等；手釣常見漁獲物種有齊尾芝麻斑、釘公、細鱗、石狗公、

石釘、白花䱛；雙拖常見漁獲物種有黑䱽、青鱗、沙帶魚、白䱛等。 

表 2-1 不同捕撈方式常見魚獲物種類統計 
下艇 圍網 單拖 刺網 手釣 雙拖 

白䱛 七點黃魚 本港魷魚 泥鯭 齊尾芝麻斑 黑䱽 

釘公 黃紋蝦𩼰 沙帶魚 墨魚 釘公 青鱗 

七星𩶘 小杜仲 日本𩼰 七星𩶘 細鱗 沙帶魚 

火點 雞蛋䱛 鮫魚 細鱗 石狗公 白䱛 

紅鮪 本港魷魚 墨魚 黃花 石釘 白䱽 

大斑石鱸 大眼𩼰  正種馬𩵼 二棘扯𣄃𩶘 白花䱛 鮫魚 

細鱗 花鮫  撻沙  紅衫 

黑𩶘 魷魚仔  馬𩵼仔   

白花䱛 蝦𩼰  正種馬𩵼   

 日本𩼰     

 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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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不同捕撈方式漁獲產量概況 

香港仔海域不同捕撈類型日均漁獲產量如表表 2-2所示，下艇（延

繩釣）春季日均漁獲產量為 90 斤，夏季為 575 斤，秋季為 625 斤，

冬季為 65 斤，全年日均漁獲產量為 68.75 斤，季節間差異不大；圍網

春季日均漁獲產量為 725 斤，夏季為 6900 斤，秋季為 1227.5 斤，冬

季為 1250 斤，全年日均漁獲產量為 2525.63 斤，春季產量最少，夏季

最多；單拖春季日均漁獲產量為 1191.7 斤，夏季為 65 斤，秋季為

1206.7 斤，冬季為 475 斤，全年日均漁獲產量為 734.60 斤，夏季漁獲

產量顯著比其餘 3 個季節少；刺網春季日均漁獲產量為 225 斤，夏季

為 150 斤，秋季為 150，冬季為 215 斤，全年日均漁會產量為 185.00

斤，季節間差異不大。 

表 2-2 不同漁獲方式日均漁獲產量（斤） 

捕撈方式 春 夏 秋 冬 平均 

下艇 90 57.5 62.5 65 68.75  
圍網 725 6900 1227.5 1250 2525.63  
單拖 1191.7 65 1206.7 475 734.60  
刺網 225 150 150 215 185.00  

2.4 不同捕撈方式漁獲存活比例概況 

根據對香港仔漁民的抽樣調查結果，不同捕撈方式漁獲存活比例

如圖 2-2 所示，下艇（延繩釣）所得漁獲的活魚比例為 58.10%，圍網

所得漁獲的活魚比例為 3.33%，單拖所得漁獲的活魚比例為 3.33%，

雙拖所得漁獲基本為死魚，刺網所得漁獲的活魚比例為 50.00%，手

釣所得漁獲的活魚比例為 100%。調研所得 6 種捕撈方式中，手釣、

下艇（延繩釣）和刺網的漁獲活魚比例較高；圍網、單拖、雙拖所得

漁獲基本上為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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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不同捕撈方式漁獲存活比例 

2.5 不同捕撈方式作業時間概況 

單拖的作業時間段均為上午 5 點到晚上 8 點，下網次數為 3 到 4

次，下網時間間隔為 3.5 到 4 小時；漁獲捕撈上來後分好類打包裝銷

售給魚欄或批發商，交貨時間一般為下午 1 到 2 點。 

下艇（延繩釣）的作業時間段一般為下午出發（時間不固定，下

午 2 點、3 點、4 點、5 點、6 點都有），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回來（回

來的時間分別為 7 點、5 點、6 點、5 點、9 點），作業時間一般為 12

到 15 小時；下網次數也沒有固定次數，從 1 次到 4 次不等，多為 2

到 4 次，下網時間間隔也不固定，從一直下沒有間隔，到 4 小時都有，

波動比較大。漁獲捕撈上來後立即冰鮮，不需要分類保鮮。其銷售管

道一般為批發商，交貨時間主要分兩個時間段，分別為上午 5到 8點、

下午 3 到 4 點。 

刺網的作業時間段為早上 6 點到晚上 8 點，作業時長大概為 14

小時，下一次網，漁獲捕撈上來後交由魚欄，不用自己分類。交貨時

間一般為中午 12 點。 

手釣的作業時間段為早上 8 點到下午 5 點，作業時長大概為 9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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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銷售管道一般為附近的街坊，銷售時間一般為下午 5 點左右。 

雙拖一般早上 5 點出發，下 2 次網，每次下網間隔 6 小時，漁獲

捕撈上來後即時保鮮，交貨給批發商，交貨時間一般為早上 6到 7點。 

圍網一般下午出發（3 點和 5 點都有），到第二天早上回來（4 點

到 7 點），作業時長為 11 到 16 小時，下網次數從 5 到 8 次不等，下

網時間間隔從 30 分鐘到 1 小時，漁獲捕撈上來後即時保鮮，有的分

好類再交給批發商，交貨時間為早上 4 點到 6 點不等。 

3“港新鮮”相關系統改進工作 

在香港漁民青年會的幫助下，依據以上調研結果，經過與漁民代

表交流意見，參考此前分析的項目運營設想並結合項目實際情況。擬

選取存活率較高的捕撈方式（手釣、刺網和延繩釣）所得的漁獲用於

“港新鮮”平台銷售，突出“新鮮”的主題，並針對以上幾種捕撈方

式的主要捕撈種類、產量、出海作業時間等特點，選取部分較容易存

活的常見捕撈種類進行銷售。此外，結合漁民試運營實操感受和運營

期間買家反映的問題，對“港新鮮”應用程式相關系統開展了以下改

進工作。 

3.1 硬件平台的變遷 

由於 2019 年下半年香港局勢緊張，深圳與香港之間的通信受到

了限制。由深圳阿里雲提供的服務器業務以及短信驗證等業務無法正

常開展。隨後，我方租用了香港的本地服務器業務以及短信驗證服務，

確保了“港新鮮”應用程式的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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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賣家版 APP 的調整 

① 商品單位的調整。最初“港新鮮”應用程式採用“kg”作為商

品單位，隨後，在香港漁民青年會的幫助下，與漁民座談交流，獲知

“kg”單位太大，不適合一些小的漁獲物銷售，然後，參考“本地魚

菜直送”手機應用程式，採用“g”作為漁獲銷售單位。後續，在無法

赴港交流的形式下，以微信的方式與漁民後續開展了多次溝通，了解

到漁民實際銷售往往以斤、兩作為計量單位，當漁獲較小時採用多條

打包的方式；在船上搖晃，無法精準稱重，因此海鮮魚品重量一般由

漁民根據經驗估算所得，並不十分準確。經過多次交流溝通，最終漁

獲物的商品單位調整為“條數”與“斤”和“兩”的組合。 

           
②商品的上架、下架與商品編輯的操作調整。起初，商品的頂層

業務是商品類型的編輯與刪除，而商品的上架、下架屬於商品編輯頁

面的子功能；隨後，經與漁民交流後，發現商品類型隨季節規律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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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在實際業需求中，商品的上架和下架屬於日常業務；最終，將商

品上架和下架操作上升到上一級頁面；此外，中轉站工作人員可以通

過預先設置的方式為漁民完成整個季度的所有商品類型編輯工作，無

需漁民進行常見魚類的商品編輯，僅僅需要針對極少數出現的高價值

商品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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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商品名稱的自動生成。最初，商品的名稱是通過漁民進行手工

輸入完成；隨後，經過與漁民交流，了解到在海上漁船進行文字輸入

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最終，在商品新增的操作中，漁民不需要手

工輸入，並與已有的商品名稱進行比較與歸一，減少漁民的操作。其

中，商品名稱由魚類名稱、重量規格、以及價格這三者自動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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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轉站端的調整 

①與漁民約定取貨時間的業務簡化。最初，中轉站的取貨時間是

由漁船的出港與入港時間決定，每日的取貨時間無規律可循，完全有

漁民與中轉站進行臨時約定；隨後，在與漁民反復交流中獲知“雖然

不同漁船的作業時間不同，但是同一艘船的返港時間是比較規律的”；

考慮到減少業務流程，決定盡可能去固話中轉站與漁民的取貨時間，

解除取貨時間與漁船返港以及漁船出港的負責耦合關係；最終，由中

轉站與漁民約定每日大約 2 個小時的固定取貨時間，無需漁民每日設

置進港與出港時間；此外，允許臨時調整取貨時間，由漁民通過電話

與中轉站臨時約定其它時間。 

 
②漁民操作的代辦業務。最初，漁民的操作與中轉站的業務是相

互獨立的。中轉站的主要任務是銷售環節的中轉物流與貨款代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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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漁民的文化程度不高，軟件操作需要較多的指導。基於以上考

慮，在中轉站 APP 中擴展所有的漁民操作業務，及漁民的大多數操

作可以在中轉站 APP 中代為完成，其唯一的區別是後台操作記錄的

操作人不同。這一功能意味著漁民可以通過語音溝通實現所有業務的

操作，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中轉站無需與漁民近距離接觸，通過電話直

接提供遠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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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增加手機通知提示功能。由於漁民與中轉站不會隨時隨刻關注

APP 的信息，有時有買家下單等需要及時收到的通知，單單憑 APP 裡

面的通知提示還不夠，需要有手機響鈴通知並且在手機通知欄可收到

信息推送。 

 
 

④增加一鍵撥打電話功能。經香港運營方建議，中轉站在 APP 端

可以點擊買家與漁民電話，可以一鍵撥打電話，免去輸入電話號碼的

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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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簡化紙質版訂單內容。訂單頁面，顯示複製按鈕，點擊後按以

下格式複製內容到手機剪貼板： 

魚類 × 斤數 
漁民 XXX 
買家 XXX 
訂單號 

⑥提供現場結算訂單功能。與香港運營現場進行訂單結算，收到

現金。 

⑦訂單頁面顯示優化。針對意見撥打的買家和店鋪聯繫方式換成

藍色字體加黑，區別其他不可操作的地方，便於查看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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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買家版 APP 的調整 

①增加商品列表的數量提示功能 

②首頁增加商品與店鋪的推薦 

 
 

③商品有貨與無貨狀態顯示。在商品分類頁，有貨的分類標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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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顯示高亮，沒有貨額分類標題顯示灰色。 

 
 

④當用戶未登錄時，提交訂單時出現的提示：“請重新登錄”。修

改為：提示時長增加，並自動跳轉到登錄賬號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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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購買商品推薦的商品（已下架），提示：“當前 WX 已刪除”、

“未找到當前 APP 信息”。修改為：“此商品已下架”。 

3.5 後台 PC 端軟件的調整 

①增強後台日誌記錄功能 

②增強後台管理統計功能 

3.6 軟件下載速度的提升 

用內地與香港的網絡測試，下載速度在 10-100 kb/s 左右，經過提

升軟件運營服務器的寬帶，速度已提升至 500-600 kb/s。 

 
 

4 總結與展望 

歷時半年多的《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

海鮮 B2C 新模式計劃》，經過線上線下與漁民的交流以及與相關人士

交流意見，在遭遇疫情影響的巨大影響下，校方時刻關注香港運營方

的進展，並在無法赴港的情況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務與支持，力求

把疫情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更低。由於疫情帶來的無法避免的影響，給

項目運營帶來極大的困難，相關漁民開始營業時間不明朗，中轉站工

作人員的招聘也成問題，原定的推廣運營活動的時間一再推遲。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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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運營方的努力協調下，項目得以在香港仔運營起來。截止 6 月

30 日，共有 15 名漁民入駐“港新鮮”賣家版，20 名買家註冊買家版，

成交量為 1 單。項目組根據買家和賣家的使用反饋，對相關系統進行

了改進。根據項目開展的實際情況，中轉站工作人員、漁民賣家以及

香港項目副理和校方項目組成員的溝通和反饋，本項目運營過程中仍

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比如漁民對“港新鮮”賣家版的操作熟練程度不

夠，給平台上架漁獲提供了一定的難度；中轉站對業務流程的把控能

力有待加強，漁民有相當一部分工作量需由中轉站代為完成，這給中

轉站的工作量增大了難度。當漁民賣家店鋪和交易訂單多起來的時候，

如何做好協調各位漁民的漁獲交收、信息發佈、訂單溝通等工作，對

中轉站來說是一個挑戰；買家版的操作便捷性還有待提高；PC 端後

台管理人員需與中轉站及時溝通訂單處理和上架貨物等環節。針對以

上存在的不足，未來對於項目的繼續運營，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展望： 

（1）需要有專業技術維護團隊對軟件進行維護升級，能夠及時

對軟件使用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修復，以保證軟件的正常運行； 

（2）引入第三方專業運營團隊，完善在線支付和物流渠道，提

升整個業務流程不同環節之間的協調效率； 

（3）提升買家版 APP 的使用體驗，提高其使用便捷性； 

（4）擴大入駐的漁民數量，使平台上架銷售的漁獲常態化，盡

可能避免無魚上架的局面； 

（5）加大宣傳力度，受疫情影響，本階段運營只是小規模宣傳，

起到的效果有限； 

（6）聯合周邊酒樓食肆，配合“港新鮮”平台漁獲銷售，使平台

達到銷售-加工的情景，提升“港新鮮”的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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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

本港捕撈海鮮B2C新模式計劃》完成報告

2020年6月

項目負責人：

廣東海洋大學

顏雲榕 教 授

項目顧問：

香港漁民青年會

楊上進 常務副主席



項目行政摘要1

提 綱

項目名稱及概要2

項目完成時間表3

完成結果及概要4

項目成果評議5

總結及願景6

2



構建從漁船到市民（ B2C ， Business to

Customer）的香港本地海鮮銷售新模式，打通“

從海洋到餐桌的最後1公里”，打造“Produced

in Hong Kong”的海鮮產地品牌，提升本港捕撈

業競爭力，拓展多元化的漁業銷售管道，形成開

放競價、市民直供、社區直達的新型海鮮供應模

式，提高漁民收入，並促進香港海洋捕撈業的可

持續發展。

項目行政摘要1
3



2.1 項目名稱

• 培训渔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海鮮B2C

新模式計劃

2.2 項目概要

• 承接上一期項目，培訓漁民使用“港新鮮”應用程式，以

香港仔漁為試點，試行營運，針對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改

進和完善相關系統。

• 將經驗總結，為項目推廣至本港其他地區提供參考。

項目名稱及概要2
4



2.3 成效評估

• 完成《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售本港捕撈海

鮮B2C新模式計劃研究報告》；

• 建立香港首個基於漁船直銷式的海鮮銷售平臺；

• 公開研究結果以供其他市民參考，從而拓展多元化的銷售

模式；

• 協助漁民建立新型銷售模式，提高本港海洋捕撈業的競爭

力，使整個行業受益。

項目名稱及概要（續）2
5



項目完成時間表3
6

工作計劃內容 原定日期 修改日期

1

上線應用手機程式原型及作業系統，培訓漁
民兄弟使用流動手機程式，以香港仔為試點，
配合社交媒體宣傳線上運營兩個月，配合海
鮮的稱量、包裝、配送和支付等運營過程，
並針對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改進和完善相關系
統。

2019.7 - 2019.8 2019.11-2020.1

2

繼續應用手機程式原型及作業系統，以香港
仔漁港為線下交收海鮮地點，試行運營四個
月，配合海鮮的稱量、包裝、配送和支付等
運營過程，並針對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改進和
完善相關系統。

2019.9 - 2019.12 2020.3-2020.6

3 向基金管理委員會提交完成報告。 2019.12 2020.6



完成結果及概要4

4.1 現場訪談及培訓試運營

4.2 調研問卷資料針對性整理（香港仔）

4.3 開展運營活動

4.4 APP相關系統改進

7



完成結果及概要
8

4

2019年12月，項目組成員來港現場訪談培訓

2019年12月，項目組成員來港開展試運營

4.1 現場訪談及培訓試運營



完成結果及概要
9

圖1 香港仔漁船捕撈類型分佈情況

4.2 調研問卷資料針對性整理（香港仔）

4



完成結果及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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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捕撈方式常見魚獲物種類統計

下艇 圍網 單拖 刺網 手釣 雙拖
白䱛 七點黃魚 本港魷魚 泥鯭 齊尾芝麻斑 黑䱽

釘公 黃紋蝦𩼰 沙帶魚 墨魚 釘公 青鱗

七星𩶘 小杜仲 日本𩼰 七星𩶘 細鱗 沙帶魚

火點 雞蛋䱛 鮫魚 細鱗 石狗公 白䱛

紅鮪 本港魷魚 墨魚 黃花 石釘 白䱽

大斑石鱸 大眼𩼰 正種馬𩵼 二棘扯𣄃𩶘 白花䱛 鮫魚

細鱗 花鮫 撻沙 紅衫
黑𩶘 魷魚仔 馬𩵼仔

白花䱛 蝦𩼰 正種馬𩵼

日本𩼰

黃花

4
4.2 調研問卷資料針對性整理（香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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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漁獲方式日均漁獲產量（斤）

捕撈方式 春 夏 秋 冬 平均

下艇 90 57.5 62.5 65 68.75 

圍網 725 6900 1227.5 1250 2525.63 

單拖 1191.7 65 1206.7 475 734.60 

刺網 225 150 150 215 185.00 

完成結果及概要4
4.2 調研問卷資料針對性整理（香港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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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不同捕撈方式漁獲存活比例

4.2 調研問卷資料針對性整理（香港仔）

完成結果及概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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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漁獲方式日均漁獲產量（斤）

捕撈方式 作業時間

下艇 下午出發，翌日上午回來

圍網 下午出發，翌日上午回來

單拖 上午5時-晚上8時

刺網 上午6時-晚上8時

雙拖 上午5時-翌日上午7時

手釣 上午8時-下午5時

4.2 調研問卷資料針對性整理（香港仔）

完成結果及概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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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化運營及宣傳活動

完成結果及概要4
4.3 開展運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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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2019年下半年香港局勢緊張，深圳與

香港之間的通信受到了限制。由深圳阿里雲提

供的服務器業務以及短信驗證等業務無法正常

開展。隨後，我方租用了香港的本地服務器業

務以及短信驗證服務，確保了“港新鮮”應用

程式的正常運行。

4.4 APP相關系統改進

4.4.1 硬件平台的變遷

完成結果及概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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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商品單位的調整

② 商品的上下架與編輯操作調整

③ 商品名稱的自動生成

4.4 APP相關系統改進

4.4.2 賣家版APP調整

完成結果及概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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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簡化與漁民約定取貨時間業務

② 漁民操作的代辦業務

③ 增加手機通知提示功能

④ 增加一鍵撥打電話功能

4.4 APP相關系統改進

4.4.3 中轉站端的調整

完成結果及概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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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簡化紙質版訂單內容

⑥ 提供現場結算訂單功能

⑦ 訂單頁面顯示優化

4.4 APP相關系統改進

4.4.3 中轉站端的調整

完成結果及概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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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增加商品列表的數量提示功能

② 首頁增加商品與店鋪的推薦

③ 商品有貨與無貨狀態顯示更改。

④ 當用戶未登入而提交訂單時，修改為自動跳轉到
登入賬戶頁面。

⑤ 購買商品推薦的商品（已下架）修改提示。

完成結果及概要4
4.4 APP相關系統改進 4.4.4 買家版APP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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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增強後台日誌

記錄功能

② 增強後台管理

統計功能

4.4 APP相關系統改進 4.4.5 後台PC端的調整

完成結果及概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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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內地與香港的網絡測試，下載速度在10-100

kb/s左右，經過提升軟件運營服務器的寬帶，速度已

提升至500-600 kb/s。

完成結果及概要4
4.4 APP相關系統改進 4.4.6 下載速度的提升



• 根據申報書內容完成現場訪談、資料整理、

傳單設計、開展運營活動、改進相關系統等

全部內容；

• 提交《培訓漁民以流動電話應用程式支援銷

售本港捕撈海鮮B2C新模式計劃》完成報告。

項目成果評議5
22



6.1 總結

由於疫情的影響，給項目運營帶來極大的困難

，原定的推廣運營活動的時間一再推遲。經過線上

線下與漁民的交流以及與相關人士交流意見。最後

在香港運營方的努力協調下，項目得以在香港仔運

營起來。根據使用反饋，項目組對相關系統進行了

改進。並發現運營過程中的不足：漁民對“港新鮮

”的熟練度不夠；中轉站對業務流程的把控能力有

待加強；買家版的操作便捷性仍有待提高等。

總結及願景6
23



6.2 願景

針對以上不足，我們提出以下幾點展望：

① 需要專業技術團隊對軟件持續維護，保證軟件的正常運行；

② 引入第三方專業運營團隊，提升整個業務流程的協調效率；

③ 提升買家版APP的使用體驗，提高其使用便捷性；

④ 擴大入駐的漁民數量，使平台上架銷售的漁獲常態化；

⑤ 加大宣傳力度；

⑥ 聯合周邊酒樓食肆，配合“港新鮮”平台漁獲銷售，使平台

達到銷售-加工的情景，提升“港新鮮”的品牌價值。

總結及願景（續）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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