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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群特徵：老齡化、少子化、一人行趨勢明顯

日本是老齡化問題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據日本總務省2019年統計，日

本65歲以上人口達到3588萬，佔比達28.4%。而且，據預測，日本的老齡化

率將繼續攀升，到2036年，65歲以上人口將占到總人口的1/3，2065年這一

比例將達到38.4%，其中75歲以上老年人佔比將超過1/41。

少子化是日本社會另一個顯著特徵。聯合國人口統計數據顯示，人口在

4000萬以上的32個國家中，日本的兒童（14歲以下）比例最低，為12.0%2。

另據日本人口普查數據，生涯未婚率（到50歲時未結婚的人數佔比）在2015

年已經猛增至男性23.37%、女性14.06%，不婚族比例越來越多3。即便是已

婚族，社會生育意願也在明顯下降，家庭規模在不斷縮小，進一步加速了日本

老齡少子化進程4。



日本的“一人行”現象逐漸流行。 2019年日本的獨居人口比例高達

40%5，單在東京就有47.3%6的家庭住著形形色色的獨居人士⸺學生、

上班族等。要知道，曾幾何時，日本人習慣抱團，強調集體意識和與他

人融洽相處，沒有單獨行動的文化。十多年前，日本人甚至不好意思單

獨一人吃飯，顯得沒有朋友，以至於他們寧願在洗手間的隔間吃飯，即

“便所飯”現象。而現在，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擁抱“獨自一人”這件

事，比如一個吃飯、看電影、露營或旅行7。這甚至催生了奇葩的日本

“租借”服務，租賃一個人聊天。有的日本人會租30歲至70歲的男人，以

哥哥或叔叔的身份來傾聽工作上的勞累或者其他煩惱的傾訴，給予情感

支持8。



特殊的社會結構和人群特徵，也滋生出與眾不同的消費習慣與商機。老

齡化使得日本老年消費市場蘊藏巨大潛力，和健康、興趣有關的服飾、日用

品、食物等商品是商家掘金的重要賽道，比如保健品、拐杖、板凳、出行小

推車、登山服、垂釣工具等。

少子化則意味著日本的年輕人或年輕家庭沒有育兒方面的壓力，有更

多的零花錢空間，也更願意為自己消費、投資未來，比如家庭投影儀、

VR遊戲設備、工作學習資料、烘焙、DIY玩具等。

此外，“一人行”規模的擴大既推動了“一人份”商品的流行，例如小容量的水

壺、電飯煲、單人用的床品、小包裝食品等，也催生了滿足情感需求商品的需

要，希望所有的錢都為自己而花，追求生活方式的多樣化，比如溫馨的檯燈、陪

伴入睡的玩偶、與好友線上開黑的遊戲和動漫周邊等。



2.1.1
探析市場藍海：日本消費規模

由超市便利店轉向便捷的網購

日本的商業極其普及和繁華，幾乎每個城市都有一條主要的商店街，每

個村落都有便利店，融合零售、銀行、快遞等所有功能。但由於商品不夠新

穎、價格偏高等原因，商業街逐漸沒落衰退，而便利性更強、時間成本更低

的超市和便利店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百貨店，例如7-11迅速擴張。

日本人消費時對於商家服務水平要求很高。在大多線下商店，服務員對

於每一位顧客都有著超乎想像的熱情，比如鞋店試鞋子時，客人坐的位置比

較低，服務員甚至會採用跪著的姿勢，視線永遠低於客人。

繁忙的現代社會中，日本人對時間成本越發看重，便捷性對購物決策的

影響力變大。能夠快速瀏覽和購買的，絕對不願意花更多時間和精力跑出門

購物。瀏覽便捷、物流快、退換貨方便的網購將會更受青睞。但是日本消費

者對於服務水平和產品質量的要求不會放鬆，那些注重精緻包裝、保護消費

者隱私、有著親切客服體驗等服務一流的網購店鋪會更受眷顧。



龐大的線上網購市場規模正在持續增長

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2019年日本GDP為50,817.7億美元9。日

本電商規模龐大，且仍在持續增長中，2019年日本電子商務市場規模達

到19.3609萬億日元，2020年日本電商銷售總額預計將達到1,045.14億

美元，預計到2024年將達到1,264.2億美元10 。

日本B2C電子商務總營業額約為1,140億美元，在全球範圍內排名第

四，在亞太地區排名第二，僅次於中國12。實物商品的網上銷售增長8.1

％，達到10.0515萬億日元，首次突破10萬億日元13。由此可見，日本

電商市場潛力巨大，是一海之隔、近在咫尺的掘金藍海。



2.1.2
日本消費者畫像：比他們更懂他們

主力消費群分析

說起日本的主力消費群，就不得不提一個學界的“黃金組合”⸺Power 

Couple。 Power Couple指的是1000萬日元（約60萬人民幣）年收入的家庭，

比如丈夫年收入在600萬日元，並且妻子年收入在400萬日元。夫妻雙方實現了

一定程度上的財務自由，消費能力和消費慾望都高於其他消費者，屬於經濟上

和精神上富裕且有所追求的一類人。從衣食住行到休閒娛樂，他們將自己的感

受擺在第一位，消費力強勁14。由於在職場上位居中高層，又要渴望兼顧工作

和家庭的平衡，他們極其重視時間成本，願意用錢買時間，比如購買切好的

菜、掃地機器人、洗碗機等。此外，他們也會把消費重點放在對未來的投資

上，比如健身、美容、香薰治療等15。

年紀

居住地

生命歷程

職業

所屬部門

級別

價值觀

工作方式

40-49歲

關東地區

丁克一族（正式員工）、
職業媽媽（正式員工）

公司職員（正式員工）

研究開發部門

主任/股長/課長級別

積極派、小保守派

事業家庭兩手抓

50-59歲

關東地區

__

公務

管理部門

部長級別，
主任/股長/課長級別

積極派

事業家庭兩手抓



本另一大消費主力軍是中老年群體。年輕人初入職場，雖然能自給自足

但需要承擔高昂房租和生活壓力，消費反倒拮据一些。相較之下，日本中老

群體有大量的時間和金錢，且願意為自己消費。調查顯示，日本老年群體平

均家庭資產兩千三百五十六萬日元左右，大約100多萬人民幣，而收入三百

萬日元的老年家庭大概占到80%16。退休以後，他們的日常變成了旅行、散

步、慢跑等適老化改造。除了購買保險產品、股票債券等，他們開始為自己

的衰老做足準備，重視健康管理，培養興趣愛好和探索退休以後的生活。比

如60歲70歲以上的人非常注重飲食健康，不那麼重視價格，而日本卡拉OK

基本上都是面向老年人群，還有專為中老年女性的健身俱樂部等。可見，日

本老齡化帶來的“銀髮經濟”蘊藏著巨大的商業機會。



年齡層分析

17

青少年（16-19歲）：動漫、追星愛好多元，願為興趣買單

靠零用錢撐起愛好：根據日本青少年研究所的調查18，青少年每個月的

零用錢大約為10250日元左右。在零用錢範圍內，他們喜好購物有創意、能

代表個性的商品，包括服裝、飾品、文具用品、錢包、書籍等。

動漫、遊戲、追星族的年少瘋狂：他們尤其喜歡動漫、遊戲和追星，傾向

購買設計有特色、符合潮流並且價廉物美的產品，那些動漫IP和明星周邊、遊

戲、手辦、書籍漫畫、音樂CD等自然不會錯過。



青年人（20-29歲）：收入有限的網購專家，願意為個人成長消費

熱衷網絡購物：緊跟最前端的潮流趨勢，樂於接受最新的信息和生活方

式，根據株式會社 Kyash的調查報告，年輕人2020年的線上消費占到85%

以上19。

收入有限的精明買手：儘管已經踏入社會、能夠自食其力了，但初入職

場的他們需要負擔昂貴的房租，因此消費以滿足剛需為主。再者，由於不信

任當前養老制度，他們更有省錢存錢意識，注重性價比、消費更精明，日常

飲食、用度和衣著都以節約、可反複利用為前提，比如包鞋用實用款、飲食

以速食為主、在打折季購買服飾等。

成長仍是關鍵詞：儘管眼下收入不足以支撐理想的生活，但他們重視精

神生活的消費，更願意為個人成長消費，願意為未來進行投資，比如會購買

對工作有幫助的學習資料。

中年人（30-49歲）：面子為先，樂於展現經濟實力和地位

買買買更有底氣：日本人的薪資隨著年齡逐漸增加，這一階段的他們大

部分已經事業有成，位於公司的中層甚至高層領導，具備一定經濟實力，願

意且有能力為更高品質的生活買單。

家庭消費成為大頭：成家立業之後，家庭消費佔據主導，涉及食品、教

育、交通通信、雜費和租房租金花費。讓家庭生活更美好是他們的追求，願

意添置電子設備，定期組織家庭旅遊等。

注重人情交際：他們常常會購買禮品送禮和回禮，用於上司、親戚、朋友



甚至街坊鄰居之間的人情交往，通常會購買點心、柴魚、海帶、當季水果等，

還會購買毛巾、項鍊、香水、錢包、領帶等。

老年人（50-69歲）：沒有什麼比健康更重要，培養興趣開啟第二人生

追求生活的便利舒適：因行動不方便，他們更加喜愛那些讓生活更加便捷

舒適的商品，比如外出使用的小推車、板凳、拐杖等生活用品。儘管已到晚

年，但他們關注時尚，希望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20。

沒有什麼比健康更重要：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讓身體更健康的商

品備受青睞，比如保健品、新鮮食材、健身服、瑜伽墊、休閒設備等。

終於有時間和金錢投入興趣愛好：他們有著豐厚的退休金，想要開啟第二

人生，比起物質富足更追求體驗的豐富，重視發展潛水、插畫、設計、短途旅

行等興趣愛好，通常會購買輕便旅行背包、旅行箱、垂釣設備、戶外鞋等。



性別分析

男性：理性直接，追求便利，偏向“斷捨離”

理性直接：男性網購的一大原因是價格比實體店便宜21。他們購物以確

實需要為主，需要什麼便買什麼，並且習慣在網上獲得諮詢信息、反复比較

之後，再決定購買哪家的產品。男性喜歡快速做出決定，而不考慮折扣或其

他誘惑22 。

強烈自我認同感：日本男性具有較強的自我認同感，即便是衝動購買，

也是購買偏實用的產品，較少關注對社會、環境、社區的影響。

傾向“斷捨離”：便利性是日本男性消費時的另一大考量點，再者，他們更

容易偏向“斷捨離”，即傾向於基於實際情況購買當下用得著的物品，例如夏天

買防暑降溫的產品，冬天買圍巾等。

興趣全靠愛支撐：日本男性一旦結婚，等同於一個人工資養活全家，最

大開銷在於房租上，而拋開日常開銷後零用錢在22000日元左右。興趣全靠

愛支撐，日本男性最想花費的排名前幾位分別是家電、電腦、電視、旅行、

投資等23 。

男性網購品類TOP5依次是家用電器/影音設備、雜誌/書籍、PC/相關

設備、酒店/旅遊預訂、日用品/家庭用品等24。

男：您在網上買什麼？

1 家用電器/影音設備

個

2 雜誌/書籍

3 PC/相關設備/軟件

四 酒店/旅行預定

個

五 日用品/家庭用品

31.8%

29.4%

27.0%

25.7%

25.3%



女：您在網上買什麼？

1 時裝（衣服,鞋子等）

個

2 化妝品和皮膚護理產品

3 日用品/家庭用品

四 食物（新鮮食物,米飯,油等）

個

五 酒店/旅行預定

39.3%

33.3%

32.2%

31.9%

22.6%

女性：衝動感性，囤貨達人，具有“聯想性”

衝動感性：日本女性會因為產品廣告、連帶推銷或者朋友推薦，產生衝動

性消費。即使價格很高，將近一半的女性願意衝動消費，順從自己的感受和慾

望20。

囤貨達人：在7、8月份折扣季，和每年1月份因過年福袋的折扣期，女性

往往會進入的瘋狂囤貨模式。網購時，她們非常重視支持“積分返還”25。

更關注社會消費：相比男性，女性更關注社會消費，關注身處的環境、社會

和社區，購物時會看有機、生態、手工製造等標籤26。

購物有“聯想性”：在日常購物中，實用性依然是日本女性消費的一大考量

點，但是購買時往往具有“聯想性”和“連帶性”，例如購買煮鍋時會連帶著購買

鍋、湯勺、防燙手套、圍裙甚至蛋糕模具等廚房用具。

願意自我投資和自我獎勵：60%的女性表示近三年來，對自我投資的消

費額增加了，尤其是單身女性，近70%女性願意在“獎勵消費”上花錢27。

當然，有家庭的日本女性購物時會節儉而理性，計劃購物的特徵明顯，

網購時會關心配送服務等細節。年輕女性對流行度敏感，網購時更加註重信

用卡信息安全以及是否方便退換貨28。

女性網購品類TOP5依次是時裝、化妝品和皮膚護理產品、日用品/家庭

用品、食物等29。



按網購習慣分析

注重隱私安全：日本人尤其在意個人數據安全和隱私安全30，強調對消費

者隱私安全的重視是贏得他們信任的關鍵。

追求購物體驗：日本人在實體店購物時，就很講究一對一、細緻入微的人

性化服務，他們將購物視為消遣、解壓的一種方式，在消遣的過程中產生信任

感，這種信任直接影響他們最終是否購買。網購時購物體驗同樣重要，這種體

驗雖然不是面對面直接的，但卻來自商品的介紹、客服、是否支持積分等點滴

細節。

具有真實感的商品描述：日本人傾向於購買看得見、摸得著的商品，從充

滿想像空間的商品照片，到細節充實的商品使用描述，精心的圖文及視頻介

紹，這些都可以讓日本人心理上“看見”和“觸摸”，增強下單購買的機率。

享受網購便利：促使日本人網購的幾大因素包括：可以在自己喜歡的時間

段購物、品類全、能夠積分、不必外出、易於比較產品和價格31。而且，網購

的優點在疫情期間被放大，正在被越來越多人接受且選擇。



“夜貓子”式的精明買手：60％的消費者習慣在晚上19:00到23:00瀏覽電

商網站。日本人對網絡有著些許的不信任，對於1萬日元以上的高價產品，

37.2%的消費者會選擇先在線下實體店看過後進行網購，20.2%的消費者在

網絡上蒐集信息後直接網購。除了價格，他們會關注網友評論和產品照片。女

性比男性更關注產品照片，72％的女性會檢查“產品照片”，男性只有52％32。



按消費地域分析

作為世界發達國家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日本存在的一個顯

著問題是其人口分佈極不平衡，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面積總

和在日本國土總面積中佔比僅10% 左右，但卻集中了全國50% 以上的

人口33。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隨著產業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人口集聚所

帶來的經濟效益就越大，各類設施的多樣化程度、現代化生活質量和消

費水平及購買力也會相應提升。

一線城市人群：包括東京、大阪、名古屋、橫濱等地區，各種新商品廣

告信息層出不窮，服裝、日用品類更新頻繁，他們願意為添加生活趣味而購

買商品。2019年，主要城市大都市區的家庭每月在線總支出總計超過1.6萬

日元35。

二線城市人群：包括神戶、廣島、京都、福岡、仙台等地區，儘管離一線

城市不遠，但信息往往落後一步。在折扣季，購買產品的人群居多。2019年，

中型城市的家庭每月在線支出約為12400日元36。

偏遠地區人群：平時購物以剛需、網購為主，而節假日會去一線城市

旅遊購物。 2019年，在較小的城市中，當年的家庭每月在線總支出超過

11000日元37。



按照收入結構

根據日本中央基本工資審議小型委員會統計得出，目前日本人的平均

月收入是304，300日元，男性的月收入是335，500日元，女性的月收

入是246，100日元。按照年齡層次來劃分，日本人民從20歲開始月工資

收入開始增長，最高額出現在50-54歲之間為372，500元，隨後開始隨

年齡增長而遞減。

根據日本人均收入結構顯示，高資產階層：年收入超過800萬日元或

純金融資產超過2000萬日元，這部分人群佔日本人全體的20%；中產階

級：年收超過300萬日元，且低於800萬日元，這部分人群佔日本人全體

的60%；低資產階層：年收入低於300萬日元或純金融資產低於300萬日

元，這部分人群佔日本人全體的20% 38。

總體而言，日本中高產階層佔日本人全體的比例高達80%，這樣的薪

酬體系支撐著日本人強勁的購買力，以及他們對極致產品和極致服務體驗

的追求。



2.2.1消費觀念
日本消費者對不同品類的消費主張

對於日常所需的食品、日用品等商品，日本人會根據每月收入製定固定

的支出計劃。此外，他們願意為愛好類（例如戶外露營、體育運動）、娛樂

類（例如電影、卡拉OK）和服裝類買單，一般會在每月收入盈餘中，根據本

身的消費實力和想法以及需要的優先程度安排支出的比例。

戶外類：注重設計感、時尚感和多用性，其中家庭型的產品更受歡迎，比

如可容納一家人的戶外帳篷、便攜的露營烤肉、休閒騎行的自行車、登山所需

的產品、出海釣魚的工具、冬天滑雪的設備等。

服裝類：講究可搭配性、融合性和簡約實用，比如可以一年四季穿著的

牛仔褲、能夠擋風防雨的風衣外套、明星同款服飾、簡約但是質量上乘的白

T等。

護膚品類：注重個人體驗感和包裝簡潔，不輕易更換品牌，傾向選擇長

期習慣性使用的產品，例如Three、Ipsa、Shiro等外包裝簡潔的品牌很受歡

迎，另外有網站推薦第一、排名第一等類似推廣標誌的產品也會受到追捧。



配飾類：對於有經濟實力的人群而言，追求大牌，講究持久性和低調的設

計，例如愛馬仕飾品、Mikimoto珍珠等。對於上班族來說，價美物廉更受歡

迎，例如商場內飾品專櫃緊跟時尚潮流，但售價僅在2000-5000日元左右。

家居用品：注重收納的實用性、素材的環保性，追求經久耐用款，能夠為家

庭帶來趣味性或觀賞性的家居類產品同樣受到青睞，例如好看的書燈、掛毯，簡

潔的收納盒，木製的時鐘、紙巾盒等。

家具用品：一般採用實體店和線上並行的方式購買，前往實體店實際看過

後通過線上購買，例如床、櫃子等。尤其講究舒適度的座椅他們仍會選擇線下

購買，而收納櫃、鞋櫃、衣帽架等不太注重舒適度的產品則直接網購。

消耗品類：實用與否和、是否有效是購買消耗品的第一要素，另外，性價比

也是購買此類商品的一大參考，例如洗髮水、簡易拖把、廚房用紙、廁所香薰機

等常規消耗品。



2.2.2
2020新冠疫情對日本消費觀念的長期影響

2020新冠疫情，改變了全球人的生活方式，日本雖然不是這場戰“疫”中

受災最嚴重的國家，但日本政府要求避免非緊急非必要外出，經濟活動和消

費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疫情可能是短期的，但是這場2020年的最重

大事件，卻在方方面面影響了日本消費者的行為和觀念，其中不乏一些可能

延續下去的長期影響。



消費個性化：向興趣消費、享受人生轉變

疫情期間被迫居家隔離，日本人的生活消費方式不斷朝著“居家享受

型”消費生活方式產生轉變。人們通過線上方式與人“見面”，也開始通過在

線方式，培養自己的愛好，充實居家生活，比如觀看影視、在線娛樂和學

習、專注兒童教育、做飯與烘焙DIY等39。

追求線上體驗感：線上體驗感強的活動變成日常

疫情期間，日本人發現了線上酒會、遠程辦公等新的玩法。此外，不少夫

婦重新切身體會到了家庭親情的重要性，家庭音響、家庭投影儀、Switch等產

品讓家庭生活更豐富。這些線上體驗感強的活動，讓人感受到人與人連接的溫

情與快樂，能夠促進“連接”感的商品越來越受歡迎。

健康意識加強：環保型戶外休閒增加

健康不再是中老年群體才關注的話題，更多的日本人意識到健康的重

要性。 6月解禁後，離東京市區僅一個小時路程高尾山的登山遊玩人數明

顯增加，富士山下露營的查詢人次也增加了。相應地，可以在自家附近休

閒運動的自行車、體育用品和戶外用品的消費將進一步擴大。



2.3消費行為特點

2.3.1 如何觸達日本消費者？請了解他們的網絡媒介使用習慣

即便到了互聯網如此盛行的2020年，在媒體接觸習慣上，日本成年人仍

然會花費56.0％的總媒體時間在電視機等傳統媒體上，在手機電腦等數字媒

體上花費的時間佔44.0％40。他們覺得傳統媒體在廣告和新聞上更具有可信

度與真實性，51%的消費者通過傳統媒體了解產品後，會選擇在手機端進行

購買41。因此，雜誌電視等傳統媒體的站外推廣對於電商賣家來說是一個不

錯的選擇。

對於年輕人來說，手機是及時獲取信息的重要方式，通過瀏覽手機APP

產生購買行為會更輕鬆便捷。日本20-50歲的群體最喜歡從手機端購物。

50%的日本人通常是從電腦、電視、雜誌得知某產品，最後在手機端下

單。 44%的人會在實體店內見過產品，然後在手機端購買。 42%的日本人

會直接在手機上通過關鍵詞搜索購買產品42。



2.3.2
如何讓付款更順暢？你得懂他們的支付偏好

2019年日本ICT研究所《2019年移動和非現金支付市場趨勢調查報

告》顯示，現金和信用卡是日本人最喜歡的支付方式，將掃碼支付、移動

電子錢、卡式電子錢、借記卡等支付方式遠遠甩開43。2019年10月起，日

本消費稅由8%提高到10%，日本政府發布一系列舉措中包括一項⸺對非

現金支付進行“積分返還”，提振消費的同時也推進無現金支付的飛躍發

展。

《2019年移動和非現金支付市場趨勢調查報告》顯示，日本網購首選支

付方式依次是信用卡59.5%、Konbini16.6%、賬單收據11.6%、電子貨幣

4.7%等。



日本20歲以上的成年人每人平均擁有2.6張信用卡。據SINO調查顯示，

Visa在信用卡類型支付市場的佔比最高，為42.3%；其次是Mastercard，市

場佔比36.6%；日本本土信用卡組織JCB在本國的市場佔比為18.8%44。

Konbini是日本非常流行的一種便利店支付方式，Amazon、Stream甚

至日本航空等都支持Konbini支付，用戶網上下單後可以去Lawson、Family

Mart、Sunkus、MiniStop、7-Eleven等便利店完成支付。

此外，日本的IC卡等不但可用於用於搭乘電車和巴士，還可用於在車站

周邊設施購物，而且全國通用。代表性的交通卡為JR東日本發行的Suica，關

東地方私營鐵道、巴士企業發行的PASMO，西日本的ICOCA和SUGOCA等。

除此以外，日本還有多種多樣的支付方式，比如PayPay可以在大型超

市、便利店以及各地的中小店鋪中使用。通信應用LINE提供支付服務LINE

Pay，可以在大型便利店、藥妝店、家電量販店以及ZOZOTOWN等網站使

用。大型手機運營商也開展手機支付的服務，NTT Docomo推出了“d払い

（d支付）”、KDDI則推出“au PAY”，可併入每月的手機話費中支付。

日本網購首選支付方式

信用卡

Konbini

帳單收據

電子貨幣

銀行轉帳

其他



綜合性購物網站，日亞在日本消費者的口碑評價

亞馬遜日本站作為當地排名第一的電商網站，每月訪問量超過5億次

45。亞馬遜不僅銷量第一，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高。在日經BP 

consult- ing實施的基於品牌友好性、便利性、卓越性以及革新性四個維度

的日本品牌價值調查中，消費者選出的消費品B2C“最有價值品牌”中，亞馬

遜位於第一46。

另據跨境眼調查顯示，疫情之下亞馬遜成為83.64%日本消費者的購物

主要渠道，遙遙領先其他平台47。

亞馬遜商品種類齊全，送貨速度又快，無論是居家
小物件還是零食，我都會選擇在亞馬遜購買。剛好
最近需要在家辦公，我買了一把椅子，十分好用。

日本90後消費者（女）5年Prime會員

日本90後消費者（男）5年Prime會員

我用亞馬遜5年了，由於生活在京東圈外，我更傾
向在家鍛煉，最近在亞馬遜上買了很多運動品。
亞馬遜大件家具配送也很方便，我買過桌子和家用座椅。

日本70後消費者（男）10年Prime會員

我是使用亞馬遜10年的忠實用戶，這幾年在中國
工作，在日亞購物更頻繁。我最常買旅行收納用品。亞
馬遜頁面設計簡潔明了，我一眼就能找到想要的東西。
下單

現階段,你會在哪些渠道購物？



2.3.3
談复購率前，你需要了解日本消費者不同品類的購物週期

日本每年有兩次大型打折季，一次是7、8月份夏季折扣，通常會低至1

折-3折，商品以服飾類為主。第二次為每年年底冬季折扣，會配合新年推出

福袋，福袋藏著的商品包括電子類、家電類、服飾類、珠寶類、護膚品類等

各大品類。另外，每年的各類節日也是日本人買禮物的普遍時刻，例如情人

節準備巧克力、糖果、小禮物等，還有七夕、中秋、男孩節、女兒節、聖誕

節等各種節日往往需要準備的禮物和家內佈置。

戶外類：磨損較快的常備工具磨幾乎每個月都需要更新，例如登山使用

的繩子一旦有磨損便會更換，而衝鋒衣、可壓縮羽絨服、登山打底褲等服飾

類通常在折扣季或者換季的時候才購買，燒烤用具、帳篷等相對昂貴的戶外

用品一般會在實際出行前一次性購買完備，直到徹底用壞為止。

服裝類：折扣季是購買服飾類產品的最佳時期，日本錯季購買少，基本

以上新購買和折扣季大肆採購為主。當然，春秋風衣、各類T卹、牛仔褲、

長裙等常規單品是每年必買的品類。



護膚品類：基本以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為周期進行購買，很少有人會在徹

底使用完一個護膚品後再去購買，購買時通常會受到網絡推薦、朋友口碑、

電視廣告影響或出於嚐鮮心理。護膚品連帶銷售明顯，店員一般會推薦配套

使用的產品推薦給消費者。

配飾類：考慮長期使用的可能性，一般會購買多個備用，使用頻率很低

但願意花很多錢購買高品質的，一般在參加聚會活動，或者特別的紀念日、

生日、開學、畢業、結婚等活動時使用。

家居用品類：具備較強的季節性特徵，根據春夏秋冬季節變化循環購買

和整理使用家居用品，比如床單枕套、鞋盒收納、廁所清潔類香薰等。

消耗品類：幾乎每週都在添置更換消耗品，一般在使用完畢半個月前提

前備好更新的產品，例如洗潔精、廚房用紙、驅蟲劑等。

動漫周邊類：幾乎是每個月都會產生購買行為，甚至更為頻繁。只要動

漫出了新的周邊或者各類活動，都會出手購買，而且願意花錢。



2.3.4
如何提高轉化？不妨使用消費者最愛的積分和優惠券

在互聯網的巨大衝擊下，日本線下商場依然屹立不倒，部分原因在於商

場的優惠活動和貼心的服務，以及發達完善的積分制度。究其原因，積分可

以抵扣現金，換購禮物、包裝袋等。再者，日本的積分文化滲透到衣食住行

的各個行業，銀行、商場、航空、便利店等都有對應甚至互通的積分系統，

比較有名的積分卡包括便利店羅森的Ponta卡、全家的FamilyMart卡、藥妝

店的HAC卡、航空公司JAL與ANA的里程卡等48。



積分文化為何滲透如此之深？一方面，商家希望通過積分體系的蠅頭小

利留住更多回頭客，另一方面，日本人喜歡在眼前獲得積分的安心感，與店

員的交流，以及認證踏實、一點點不斷積累積分的“小小的幸福感”。況且，

有的積分卡從幾十年前就已經存在了，而日本人傾向於“保持不變”和“維持現

狀”，尤其是對於中老年群體來說49。

76.4%的日本消費者都會使用積分購買商品或兌換電子貨幣50。亞馬

遜日本站特別啟動了忠誠度計劃⸺亞馬遜賣家積分計劃（Amazon 

Points），為商品引流的同時，可以吸引日本消費者，有效刺激購買意

願，提升買家忠誠度。亞馬遜賣家在提供商品附贈積分後，成交率增加了

約1.1倍51。

此外，日本人格外喜歡使用優惠券，甚至會把不使用優惠券的行為視作

一種浪費。日本人的皮夾裡除了錢，就是大疊的優惠券。哪怕是在約會場景

下，他們也會先拿出一疊優惠券，查詢當日優惠信息後再決定聚餐的餐廳。

即使是身價過億的日本人桐谷廣人，也依然精確計算並使用每一張優惠券。

日本日本區麥當勞App最主要的功能就是電子優惠券，也因此下載量常穩居

日本App榜單高位。



2.3.5
2020疫情對日本消費行為的長期影響

日本總務省5日公佈的調查報告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旅遊入境未開

放期間，酒店、餐飲、個人小店倒下一大片，而線上支付、外賣卻實現了急

速擴張和增長，在亞馬遜、yahoo等網站上購物的人次和消費金額也攀升了

一個新高度。向線上的消費轉移或將成為一個長期趨勢。

電子支付習慣的養成：疫情促進日本人從“現金主義”開始擁抱“移動支付”。

據日本民調公司MMD研究所調查顯示，73.6%的人減少了現金的使用，78.9%

的人選擇增加使用二維碼的移動支付，65.3%的人選擇增加了刷卡式移動支付

52。

線上購買生鮮的習慣性培養：日本人大都在住所附近超市購買生鮮蔬

菜水果，疫情期間日本亞馬遜聯合了多個地區的農場，提供新鮮的、搭配

好的整箱蔬菜。比起線下購買需要自行搬運，他們第一次嘗試網購蔬菜後

發現，新鮮程度並不低於超市，因此復購率會與日俱增。

線下市集轉為線上：日本最大的雜貨類市集蚤之市每年都會在各地舉

辦四次，目前也因為疫情關係轉移到線上，通過網站更新內容和庫存，每

天都會推薦不同的明星產品。相比於前往線下逛市集，線上反而是能夠更

好的看清產品，更容易“拼手速”搶到心儀的產品，再者，對於設計師而言

推廣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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