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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20/7/1 3:00pm -4:10


主讲⼈：an O‘Neil 伊恩·奥奈尔；Henry Xiao 

参会者：Easyfind、吃⼩分队、众多商户⽼板 

记录⼈：Max/Jiaxin 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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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们准备好“重回”餐厅？

47%的⻝客愿意在有露台或户外座位的餐厅⽤餐


28%⾃从病毒开始更多地在⻋⾥就餐：5-25岁  (51%)，
25-40岁（45%)


此次调查从五⽉底到六⽉初，基于3000-4000位消费者样
本。47%的消费者愿意在餐厅吃饭，已经是⼀个相当⾼
的⽐例。对younger generation来说，他们认为⻋⾥更加
安全，年轻⼈更喜欢取了餐在⻋⾥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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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轻的⻝客有了新的⽤餐⽅式

不同年龄层的消费者培养出⾃⼰不同的习惯，5-25岁和
25-45岁的⼈会使⽤外卖软件。40/55岁以上的消费者对
科技产品不是很熟悉，会去餐厅点餐，或者去超市和⻝品
商店买，这种⽅式更加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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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就餐已经失去了⼀些⾃发动⼒

1. 由于新冠病毒，在餐厅⽤餐变得有了压⼒。消费者过
去通常是最后⼀刻的决定，现在需要更多的计划和跑
腿。 随着餐馆的挣扎，许多⻝客也试图避免使⽤第三
⽅外卖应⽤程序，尤其是在55-75岁的⼈们。


2. ⚠：现在，就餐不再是最后⼀刻的决定。由于疫情，
出⻔要考虑安全问题，戴⼝罩等防护措施，62%的⼈
表示吃饭必须提前计划，58%的⼈表示就餐压⼒更
⼤。⽬前，就餐变成理性消费，越来越远离冲动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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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消费者的仍然有意愿付出更多努⼒

1. 即使就餐需要花很多时间计划，50%的⼈还愿意为了
外出就餐采取额外措施。尤其是对有孩⼦的家庭，愿
意借机会出去带孩⼦出去转转，享受亲⼦时光。餐厅
可以针对带孩⼦的家庭客户可以做⼀些⽅案。


2. 对年轻客户来说，他们懂⾼科技和如何调研餐厅，如
何就餐对于他们没有太⼤区别。


3. 建议：⾯向公众的信息要简单清晰，菜单，营业时
间，保护措施之类的最好每天更新，即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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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沟通障碍在年轻⼀代中最为明显

对于习惯了实时获取信息的5-25岁和25-40岁的⼈来说，
他们最有可能认识到在获取餐馆最新信息⽅⾯的困难。 
餐馆应该在诸如开店状态，菜单更新和是否可以配送等领
域提供更多的交流。


⚠：“Overcommunicate 重复性的沟通” 很重要


餐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传达很重要，⽬前也很缺失。
52%（即使是5-25岁）的消费者不知道餐厅的状态，是
否关⻔，是否外卖。消费者也不知道怎么样能获得餐厅的
最及时信息。


⽬前由于第⼆波疫情，很多餐厅⼜要⾯临关闭。如果政府
⼜新的法令，餐厅要想办法告诉消费者（⽐如打印海报，
在⽹站上更新，公众号，客服号等）。重复沟通告诉消费
者餐厅的状态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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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费者主要是关注餐饮供应⽅是否能提供满意的防
护措施。年纪偏⼤的消费者表示担忧，希望了解⼯
作⼈员卫⽣问题，防护设备，运输过程，消毒等。


 

 

关于餐厅⻝物，您最⼤的痛点是什么？



2020-04

x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2020-04

x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客对餐厅经营者：感到同情

在新冠病毒期间，餐厅都很困难，⼤量媒体的报道使得⻝
客对餐厅更加宽容。消费者抱怨主要在 减少的菜单选
项，需要研究哪些餐厅开张，和排队等现象，但这些程度
都相当低。


总体乐观：⻝客对餐饮经营者普遍表示同情。22%的消
费者不满是因为菜单被删减。不过60%-70%的⼈不会觉
得⽬前餐厅的经营⽅式给他们带来了很⼤的不便。


⽬前主要不满的地⽅：沟通，外送，⾃取，菜单，防疫措
施，营业时间等餐厅的信息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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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多不介意新的安全防疫措施

 


在餐厅必须戴⼝罩                                                   13%


在家中对外卖包装进⾏消毒                                     13%


取餐拥挤/难以在取餐时保持安全距离                      12%


需要在家⾥重新装盘⻝物                                         11%


⻝物包装不正确/不安全（渗漏，难以消毒等）         8%


整体来看消费者态度很积极，⽀持餐饮经营者⼯作，如果
能把list上的⼩问题解决，消费者会和餐饮经营者站在统
⼀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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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订购相对来说⽐较轻松

1. 总体⽽⾔，⻝客对他们的“点击订餐”体验感到满意，很
少抱怨。 25-40岁和有孩⼦的家庭要严格⼀些，问题往
往集中在订餐成本，送餐和错误订单上。


2. 消费者⽹上订餐的不满主要来源于，订餐平台的额外订
餐费。调查表明，年轻⼈更没有耐⼼，希望⽹上的服务
⻢上点⻢上来，对送餐时⻓和菜品是否送错⽐较在意。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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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装会带来⼀些⻛险，⽽不是消
除⻛险

1. 尽管⻝品包装被社会认为⾄少具有⼀定的⻛险，但三分
之⼀的⼈并不把它看做“⻝品危险”。 有趣的是，在新冠
病毒期间表达的恐惧程度最低的5-25岁⻘年，与⽼⼀辈
相⽐，更有可能将所有类型的⻝品包装视为“⻛险太
⼤”。


2. 补充：⻝品包装消费者⽬前⼼态⽭盾。社会舆论宣传表
示⻝品包装上有病毒。事实上，消费者不太担⼼⻝品包
装上有病毒，反⽽担⼼⻝品本身。数据表示，消费者并
不清楚对⻝品包装有什么恐惧，由于对专业领域缺乏知
识，消费者想法⽐较⽭盾。


3. 对餐厅的建议，关于⼀次性包装，可以先问消费者是否
需要。如果需要可以提供⼀次性餐具，不需要直接给
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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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不仅仅期望最基本的安全

1. 与早期的Datassential得到的结论相⼀致，当谈到外卖⻝
品的安全时，消费者只想知道员⼯的健康状况以及穿戴
防护⽤具的情况。 特殊包装，包括使⽤消毒湿⼱之类的
策略，并不是必须的，但是可以在区分餐厅时做加分
项。


2. 作为餐厅从业者，需要遵守最基本的措施，烹饪和送货
的⼈有没有防护措施。越来越多⼈注重密封条，即在包
装袋上贴个⼩封条。这⼀点对餐饮从业者很好做到，可
以提⾼⻝物在消费者⼼中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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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会保持对外卖的预防⾏为

对于外卖采取额外预防措施的⻝客，将继续消毒外卖并使⽤
⾃⼰的器⽫装盘。 对⻝物进⾏加热和避免制作并不是什么
⼤问题，近⼀半的⼈从未感到需要采取这些步骤。 5-25岁
和25-40岁最有可能全⾯停⽌减少⻛险的措施。


补充：很多消费者对于外卖⼀直有预防措施，65%消费者
⽤⾃⼰的餐具，55%消费者会⽤⾃⼰的盘⼦和杯⼦。


建议；餐厅没有必要直接把纸⼱和⼀次性餐具直接提供给消
费者，⼀半以上消费者拿到了不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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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味品最好根据要求提供

1. 55-75岁的⼈⽐其他⼈更喜欢把调味品放在柜台后⾯，
因为这些调味品不太可能被处理。


2. 补充：⼀半以上的⼈希望在餐厅桌上的调料品是独⽴包
装的，⽽不是⼤瓶的，他们不想和其他⼈共⽤酱料。尤
其是对于中⽼年消费者，会增加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那
么独⽴⼩包装的调料包是更加安全的好选择


3. ⚠李锦记现在会免费提供⼀次性调料，⼤家可以注册领
取。


4. 李锦记餐饮圈-服务号 (ID: LKKUSA_FSV)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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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

对新冠病毒的担忧已从⾼峰下降到接近病毒开始的早期


补充：截⽌六⽉，⼤家的担忧开始回到新冠爆发的早期状
态。但是现在第⼆波⼜有趋势，很多城市和商户⼜被要求关
闭，疫情的状况每周都在变化，没有定数。


避免外出就餐已从其⾼峰期开始逐渐减弱


越来越多的餐厅开始开放堂⻝，但截⾄6⽉9⽇，避免外出
就餐的⼈依然保持稳定。美国⼈越是习惯于再次拥有堂⻝的
选择，回避率就越有可能下降。


补充：总的来说，消费者中避免外出就餐的⽐例在下降，⼈
们逐渐降低防备，但是还有47%消费者绝对避免外出吃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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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忧

1. 对健康的关注仍然是重中之重，但对经济的担忧⼀直在
加剧


2. 补充：在⼈们的担忧中，⼈们对健康危机的担忧占
54%，但对经济危机的担忧也在上升，从4⽉份30%多
到接近50%，⽐例仍就很有可能继续上升。不过⽬前，
公共健康还是主要担忧。


3. 随着美国进⼀步重新开⼯，越来越多的⼈会外出，回到
⼯作和学习岗位


4. 补充：调查显示，30%的⼈没有恢复⼯作，30%的⼈远
程⼯作，25%恢复⼯作状态，越来越多⼈回到⼯作岗
位。但第⼆波疫情来袭，很多⼈可能还是选择呆在家
⾥，去离家近的餐厅⼯作，服务于居⺠区的餐厅会更有
优势。对于服务于⼯作区的餐厅，未来短期内将不会有
⼤批⼯作的⼈回到餐厅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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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的接受程度不⼀定等同于他们的
开⼼程度

1. 美国⼈已经习惯了这种“新常态”，并且在某些⽅⾯，现
在甚⾄已经是⾃然的第⼆种⽣活⽅式了。消费者对如何
安全巡视环境更有信⼼，也习惯了新冠病毒时期购物所
必需的额外步骤。当消费者离开家时，会不假思索地带
着⼝罩和消毒剂，以及⻋钥匙，但仅仅因为消费者已经
开始接受这种⽣活⽅式，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感到⾼
兴。


2. ⻝客很⾼兴再次在餐厅⽤餐，了解新的预防措施的重要
性，并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他们也将第⼀个告诉您，
看到戴着⾯具的服务⽣并遵守社交疏离措施并不能完全
让他们完全达到精神上的放松。餐馆可以通过寻找新的
⽅式来提升令⼈惊奇和愉悦的“体验”，从⽽克服新冠病
毒的挑战，⽽不仅仅是专注于运营问题和安全措施。


3. 补充：顾客愿意计划就餐，但接受程度不等于开⼼程
度。餐厅需要增加⼀些调动情绪营造氛围的体验，让消
费者有回到餐厅的冲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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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在快速适应新的社会常态以
及新的⽣活⽅式17

1. 82%的⼈表示： 我知道要采取哪些预防措施以及如何
在疫情下保证⾃⼰的安全


2. 60%的⼈表示： 病毒期间的安全措施成为了第⼆种常
态  


3. 补充：不管是受到调查的哪个族裔的⼈，⼤家都适应了
后疫情时代出⻔需要带防护措施，⽬前已经成为新常
态。


4. 随着恐惧的减少，⼈们的警惕性也在下降


5. 当消费者重新回到社会时，对新冠病毒预防措施⼗分重
要，但⼈们正在放松警惕。 在病毒流⾏初期和⾼峰期，
三分之⼆的美国⼈最为⼩⼼。 ⾃商家重新开放以来，只
有三分之⼀保持以往或变得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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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经济复苏的机会持更为乐观
的态度18

⼤约⼀半的美国⼈认为经济将会反弹，最坏的情况是⼩幅衰
退，最好的情况时⽐病毒流⾏前强。 略超过三分之⼀的⼈认
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他们认为这预示着经济衰退或更糟。 
并不吃惊的是，⼈们对经济的乐观与对第⼆轮新冠病毒的严
重程度的预期有关。


补充：对第⼆轮新冠的到来，⼤家仍要持谨慎的态度。

随着饭店的重新开启，年轻⼈会⼤概率最先去餐厅堂⻝


在过去的⼀个⽉中，将近⼀半的消费者都在点外卖，⽆论是
汽⻋外带还是直接去餐厅。 但是随着堂⻝开始重新开放，Z
世代(5-25岁），千禧⼀代（25-40岁）和有孩⼦的家庭中有
三分之⼀的⼈在⽼⼀辈之前在餐厅进餐。


补充：六⽉调研印证了，年轻⼈，包含Z世代和千禧⼀代更愿
意在重新开放之后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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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会为⽤餐⽽做出牺牲，即使这样
做会影响⽤餐体验 

⻝客将安全预防措施视为⼀把双刃剑。 他们了解⾃⼰的重
要性，甚⾄赞赏这是回到餐馆的⼀种⽅式，但与此同时，他
们也感到在外吃饭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样⼦。 在⼈们想要“逃
离”的时期，防护装备和社会隔离不断提醒⼈们这种⼤流⾏
病，并使⼈们难以社交。 


⼈们愿意为了去堂⻝做⼀些牺牲。72%的消费者表示会作
出让步，为了⽀持喜欢的餐厅，78%的消费者表示餐厅的
各种隔离措施虽然会降低他们的就餐体验，但也是对他们安
全负责的表现。


餐馆仍然是⼀个亮点


尽管在病毒流⾏期间，获取餐厅⻝物存在⼀些挑战，但餐厅
仍然可以给⻝客好的感受。 堂⻝能够帮助⻝客与社区建⽴
联系，让⻝客想起美好的时光。但⾃4⽉份以来，这种情绪
已下降了5%，这可能是由于新的强制性预防措施所致。


餐厅除了必要防护措施，餐厅本身是⼀个让消费者能和社会
和朋友和社区建⽴联系的地⽅，餐厅是家的⼀部分延续，是
消费者美好⽣活的部分。餐厅需要给消费者温暖的家的感
觉，可以提供⼈性化的服务，更好的菜单，有新意的菜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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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感受感知⾃我

餐馆的重新开业可以为⼀些厌倦新冠病毒，寻求正常⽣活美

国⼈提供⼀个避⻛港。 不仅可以让⻝客暂时摆脱对病毒的
困扰，⽽且还是⼀种善待⾃⼰的⽅式，既可以提供美味的⻝

物，⼜可以让⻝客感到与社区重新建⽴了联系。


补充：62%的⼈觉得餐厅就餐是让他们摆脱病毒困扰的⽅
式，56%的⼈觉得在餐厅就餐让他们回到正常的⽣活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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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住的点

与潜在的消费者和客⼈进⾏不断的沟通-开放吗？ 时间是否
不同？ 有哪些新规定？因为政府命令的不断下达，环境的
变化，随时需要和消费者保持沟通 

轻松⼀点-外出就餐对于如今的消费者来说是更⼤的挑战。 
可以通过个⼈防护和消毒程序来消除恐惧。

重新思考流程–外卖中，询问客⼈是否需要餐⼱纸或塑料餐
具，⽽不是⾃动提供，这样可以⼤⼤降低这⽅⾯的成本；询

问客⼈是否需要单独提供⼩包装酱汁和调味品，还是直接放

在⻝物上；外卖/外送的⻝品封条是否可以像“贴纸”⼀样简
单，这样让消费者感到安全。

如果可以开设堂⻝，请利⽤好室外空间！

餐厅需要不断沟通，要不断告诉消费者餐厅的状态，营业时

间，提供菜单等 

消费者愿意为堂⻝付出额外的努⼒。与此同时，餐厅也需要

消除消费者就餐恐惧，提供⼝罩⼿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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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记住的点

餐厅可以询问消费者是否需要⼀次性餐具，降低成本。就餐

酱料等也最好提供⼀次性的，避免交叉感染，⽐如使⽤李锦

记。 

为了确保⻝物的密封性和安全性，餐厅可以在⻝品包装上提

供封条。 

对于开放堂⻝的餐厅，⼈们愿意使⽤室外空间，餐厅可以好

好利⽤室外就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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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1. What are the barriers for restaurants to get online order 
system started, in response to the need for remote 
ordering? 餐厅实现线上点餐的障碍是什么？


第三⽅平台的费⽤是主要障碍。如果不想⼊驻第三⽅平台，

餐厅可以安排⼈接电话，记录订单，这是最快的，或者⾃⼰

做个⼩⽹站来接单。

第三⽅平台的好处，有更多流量，可以让消费者看到餐厅。

⾃建平台上虽然没有额外的收费，但是流量不够，需要餐厅

⼀直宣称，⼀直导流，才能产⽣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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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2. Is there any data that shows the % of restaurants have 
their own website with online order capability? Thanks! 有
没有数据调查显示⼤家都开始做外卖后，有多少⽐例的商家

通过外卖是可以达到之前的收⼊⽔平的呢？


Dataessential⽬前没有。但Yelp有⼀些这⽅⾯的数据，主要
是Yelp有点单的接⼝。


3. Regarding the issue of communication barriers, have 
you learned on which channels it is more effective to 
publish the most updated news? Is Social media really 
important?关于沟通障碍的问题，你们有了解到在什么渠道
发布⾃⼰最更新的消息⽐较有效吗？Social media是不是很
重要？


这个要看情况。如果你的社交媒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者，好

好利⽤社交媒体很重要。但如果没有很多follower，开始重
建会很幸苦。可以利⽤美⻝博主等来宣传餐厅。

⽹站是餐厅的⻔⾯，需要好好维护⽹站，⽹站也是很好的持

续更新信息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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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4. Is there any data survey showing that after everyone 
starts to take out food, what percentage of merchants can 
reach the previous income level through takeout?

有没有数据调查显示⼤家都开始做外卖后，有多少⽐例的商

家通过外卖是可以达到之前的收⼊⽔平的呢？


⽬前由于刚开始恢复，第⼆波疫情⼜起，暂时没有相关数

据。


5. The governer of California annouced that all restaurants 
closed for dine-in, do you think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dining out in general, even for 
our take-out and delivery business

加州要重新关dining，pick up会被影响吗？


Dining和pick up是两件事情，dining关闭应该不会影响pick 
up。Dining涉及的更多是封闭的，安全等问题。之前pick 
up也⼀直在做，应该不会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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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6. What operation suggestions do you have for 
restaurants if we don't exactly know when the dine-in 
closing will be finished? Especially for new restaurants 
which have the technologies and marketing problems.在
⽬前不知道堂⻝禁令合适结束的情况下，对餐厅有什么建议

呢？尤其是对新的，技术和市场营销都不成熟的餐厅？


建议绕过dining的流程，把餐厅变成delivery only的餐厅，
可以通过第三⽅来实现。餐厅要尽量节省⼈⼒，物资的成

本，在现阶段做好dilivery是最建议的。


22



2020-04

x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2020-04

x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Q&A

7. do you think the outdoor patio dining become the 
magic key to get back on track and become the future 
dining style, (summer time) North America is cold in winter 
time 户外就餐是否是扭转餐厅经营的法宝，并且是未来的
新的就餐趋势，尤其北美冬天很冷？


户外就餐可能不是⼀个扭转局⾯的法宝，但是是⼀个很好的

和顾客交流的⽅式，告诉⼈们餐厅已经重开并且在活跃的运

营，是⼀种餐厅的实体性的⼴告，吸引消费者就餐。所以强

⼒推荐有条件的餐厅来做户外就餐。

⽆法确定这是否成为未来就餐趋势，对于北美的很多城

市，，尤其靠背⾯的，冬天太冷，没法在户外就餐，这时候

delivery⼜成为餐厅唯⼀可以选择的⽅式了。


22



关注餐考消息，获取更多⾏业内部资讯

餐考消息⼩助⼿

餐考消息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