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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本部因考量傳統市場為我國重要之庶民民生物資供應中心，具有提供

農、畜產及農特產品零售通路及提供穩定物價之功能；同時又因傳統市場

攤商早期來自於社會救濟、拆遷安置之身分，又各自為獨立微型經營零售

個體；目前面對國內商業環境急速變遷，集團式賣場經營逐步蓬勃之際，

傳統市場之經營與發展亟需政府相關單位予以輔導與協助，一面穩定庶民

民生物資供應次而維護傳統市場之生存與發展。 

本部近年來對傳統市場的改善，在硬體方面 98 年度至 99 年度 

推動「改建傳統市場經營管理計畫」投入經費約 29 億元；軟體方面在 100

年度至 104 年度推動「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投入經費約 1.6 億元。

依據幾年的前揭計畫之推動，本部辦理「推動傳統市場攤商吸收營銷新知」、

「改善市集經營環境」、「帶動傳統市場發展榮景」、「塑造庶民認知政府深刻

體察民意」及「勾勒出傳統市場未來發展的願景」六項工作結果豐碩成果。 

傳統市場確實需要政府計畫(技術暨資源)的投入，從本部每年在輔導計

畫執行中，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爭相參與為民喉舌、甚或是在認證頒獎典禮

攤商受肯定的欣喜盛況，及各級地方政府戮力投入並陸續重視參與提升傳統

市場改善的努力工作(新北市、臺南市除自籌預算外，更進一步成立專責機

關配合推動)。顯見在商業環境快速變遷，而主要競爭對手的零售賣場如雨

後春筍般設立(全聯超市設點原則就是在傳統市場附近方圓 50 公尺內)，以

及各式零售商場不斷分食傳統市場商機之際，正是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

理 -市集品牌塑造暨競爭力提升計畫早日付諸實施的關鍵時刻，期順遂吻合

庶民生活需求及民意，展現政府施政績效最有力的一環。 

歷年政府投入之市集輔導經費，較諸其他計畫的支出應屬九牛一毛，

然而產出效益及影響卻是具深又弗遠。我國現有公有傳統市場 627 處，攤

位數 53,006 攤，代表著傳統市場之輔導與提升，至少將可帶動至少 5 萬個

以上家庭之穩定與發展，平均帶來近 17 萬 5 仟人的就業人口。因此，推

動本次計畫之執行，確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一）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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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貫徹行政院「改善庶民生活行動方案」。 

2. 以本部 100-104 年度「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對公有傳統零售

市集進行軟體輔導；與 98-99 年度「傳統零售市場更新改善計畫」之

傳統市場硬體整修成果為基礎，精進市集全方位改善，提供優質基層

商業環境。 

3. 配合「行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推動永續發展之理念與各項工作，

建置以綠色消費環境為目標之傳統零售市集，讓基層商業亦參與保護

環境之工作。 

（二）未來環境預測 

1.傳統市場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s 

1. 富人情味，銀髮族購物休閒的

響食天堂。 

2. 滿足家庭主婦步行購物之需

求。 

3. 租金優惠，經營成本低。 

4. 訂價策略機動。 

5. 位於商業中心、地理位置佳。

6. 生鮮食材品質佳，新鮮度足。

7. 可依需求數量彈性購買。 

8. 社區訊息交換中心。 

弱勢 Weaknesses 

1. 空間規劃、停車空間不足。 

2. 購物環境有待提升。 

3. 營業時間短且無彈性。 

4. 商品品項不足、無法一次購足。 

5. 陳列商品待加強。 

6. 攤位面積小，無經濟規模。 

7. 攤商缺乏現代化經營理念。 

8. 空攤影響整體經營績效。 

機會 Opportnuities 

1.政府輔導資源持續投入，購物休

閒的樂活市集效益隱然形成。 

2.攤商漸次具備改革共識。 

3.加入經營行列的攤商第二代年

青人明顯增加。 

威脅 Threats 

1.超市、量販店、便利商店瓜分客源。

2.流動攤販、黃昏市場競爭。 

3.網路購物日益便利，分食商機。 

4.家庭結構改變、職業婦女增多、外

食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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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傳統市場仍有大批忠誠度高之

消費者。 

5.消費者對在地食材之新鮮及環

保印象鮮明。 

6.食安危機促使消費者在家飲食

頻率增加。 

 

2.未來環境分析 

(1).國內綜合零售業強勢成長，傳統市場亟須創造生存價值 

傳統市場自設立以來，一直都是提供庶民消費民生必需品之場

域，也深受傳統市場消費者喜愛。但隨著經濟成長，國民所得提升，

民眾對購物環境之要求也越來越積極；因此，包括百貨公司、超級市

場、便利商店、量販店等各式各樣的新式賣場皆如雨後春筍般林立，

給予消費者購物有多元的選擇。同時，新式賣場挾帶財團的豐沛資金

以及健全的營運行銷推廣策略，讓傳統市場奮起直追。 

近年來，綜合零售業下的各個行業，百貨公司、超級市場、便利

商店及量販店其營業額皆有遞增；特別是超級市場，透過創新行銷手

段如創新廣告、大量展店及高檔商品店的引進等，為綜合零售業帶來

一波新的商機，其營業額成長率位居綜合零售業中各通路行業最高；

性質相仿的傳統市場，面對前揭競爭行業相繼展店及營收成長，其經

營的困頓確屢屢迫增。惟傳統市場既是提供庶民消費民生必需品而仍

有一群忠誠度高之消費者。政府有其必要維持其生存。而維持或生存

都必須要有因應策略。如何生存更甚至於復興，乃需依憑傳統市場特

有的濃厚人情味、在地食材新鮮供應及結合美食文化等特色並考慮消

費者需求隨著時代變遷而增添創意元素，塑造獨特、差異化市集，採

行市場區隔策略，期以打造傳統市場的品牌、鞏固客層，俾傳統市場

在零售業中得以屹立而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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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綜合商品零售業 93-102 年營業額            單位：億元

 
百貨公司 超級市場 便利商店 量販店 

其他綜合商

品零售業 

綜合商品 

零售業 

93 2,028 989 1,732 1,301 1,334 7,384

94 2,135 1,011 1,889 1,304 1,266 7,605

95 2,116 1,030 2,055 1,324 1,306 7,830

96 2,252 1,110 2,097 1,372 1,338 8,167

97 2,248 1,213 2,120 1,452 1,317 8,350

98 2,319 1,268 2,121 1,478 1,346 8,532

99 2,511 1,336 2,305 1,564 1,415 9,130

100 2,702 1,434 2,460 1,665 1,474 9,735

101 2,800 1,519 2,677 1,707 1,524 10,227

102 2,886 1,587 2,761 1,716 1,574 10,524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國內各業名目生產毛額、經濟部統計處商業經營動態 

 

(2).國人生活水準提高，傳統市場購物環境亟需相對因應 

傳統市場為庶民購買民生用品主要場所，以往受限地方政府籌措

經費的困難，無法在公共建築的生命周期中適時加以維護，任其建築

物外觀老舊，內部採光不足、通風不良、動線規劃不當、又無理貨區

及卸貨區等之設置，以致賣場給予消費者的刻版印象就是老舊、昏暗、

走道潮溼、採光不足、通風不良及髒亂等。而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在 98-99

年度，推動「傳統零售市場更新改善計畫」2 年實際執行約 29 億元，

全國共計執行 488 件公有傳統零售市集整（修）建、改（新）建等相

關工程補助（詳下表），針對市場環境的安全、衛生、整潔明亮進行改

善，而消費者對傳統零售賣場設施的要求就因為有前揭之 2 年傳統零

售市場更新改善計畫，使得對市場環境整潔明亮的滿意度也逐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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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綠色行銷潮流，掌握綠色商機 

傳統市場彙集豐富在地食材，在綠色行銷通路中已取得先機。隨

著環保意識抬頭，民眾對於環境保護之要求提高，因此在購物時，希

望業者能提供具環保概念之商品，因此在地商品、低碳商品、可回收

商品及可再利用商品等應運而生。根據天下雜誌 2010 年 5 月，針對台

灣民眾進行行動綠生活之調查結果指出：8 成民眾願意多付錢購買環保

98-99 年「傳統零售市場更新改善計畫」各縣市核定金額彙整表 
各縣市 工程件數（件） 補助各縣市核定金額（元） 

台中市 34 370,010,730
彰化縣 39 261,580,770
台南市 67 250,432,040
屏東縣 33 224,449,300
花蓮縣 18 224,582,090
高雄市 39 212,993,510
新北市 26 192,315,860
宜蘭縣 33 169,929,780
台北市 25 152,074,975
南投縣 24 151,589,090
雲林縣 29 143,039,280
新竹縣 26 93,337,570
嘉義縣 12 105,248,840
台東縣 21 68,431,000
桃園縣 14 66,989,390
連江縣 1 57,650,000
澎湖縣 7 51,711,280
新竹市 14 49,087,750
基隆市 9 24,364,000
苗栗縣 13 22,310,250
嘉義市 3 6,111,000
金門縣 1 2,521,000
合計 488 2,900,759,505

資料來源：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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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女性與 50 歲以上消費者特別重視環保；60％願多付 10％的費用

買環保商品；63％女性消費者在意產品包裝是否為環保材質，可否回

收；92.7％民眾優先考慮台灣蔬果（在地飲食）。由此可知台灣民眾在

購物時，已將環保之因素納入參考依據。經查傳統市場主要客層（50

歲以上女性消費者）特別重視環保問題，因此傳統市場應該朝綠色市

集發展，包括綠色建築、綠色商品及綠色消費等方向前進，以符合商

業潮流。 

(4).傳統市場E化將創造全新商機 

2000年以後，面對網路普及化，商業環境起伏有了很大變化，從

以往只有實體店面的銷售方式，增加虛擬網路交易，加上宅配業者的

配合送貨到家的服務加入，已漸為消費者所接受之零售販賣方式，其

營業額依據財團法人資訊策進會調查2013年約達7,673億元，且有日漸

增加之趨勢。因此很多零售業者轉戰虛擬網路市場。傳統市場面臨電

子零售時代的來臨，宜應做好因應措施，運用新興科技，進行市集的

宣傳與行銷，吸引年輕族群的消費者；同時提升市集運用新興科技經

營技術與商品服務水準，進入網路交易市場；針對市集導入ICT的概

念，將國內、外市集相關經營知識、經驗及技術，利用資訊系統傳承

下來，並透過通訊技術，做好對顧客關係的管理（CRM）及服務，整

合數位與實體兩個世界的客戶，才能具備競爭力，俾廣泛爭取商機。 

 (5).傳統市場注入新血，經營升級創新風華 

經由經濟部各項市集輔導與改造計畫之推動，傳統市場已逐漸擺

脫以往髒亂、陰暗、潮濕、通風不良之負面印象，取而代之的是整齊、

清潔、明亮、衛生、安全的正面呈現，如此的轉變已讓市場業者第二

代及有意創業之年輕族群對傳統市場之經營前景充滿信心；目前營運

較佳之傳統市場如臺北市南門市場、士東市場、木柵市場、永春市場、

桃園中壢興國市場、大園市場以及台南開元市場等都有為數不少之青

年第二代新血輪加入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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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年輕經營者進入，傳統市場正可導入新式現代經營理念、導

入 ICT 的概念，提升傳統市場多元的經營技術與知識，予傳統市場儘

速脫胎換骨，迎接各式賣場帶來之衝擊與挑戰，再創渠風華。 

（三）問題評析 

綜觀全國之傳統市場經營我們可以發現，傳統市場因發展背景變

遷、經營者投入趨緩、硬體建設規劃過時及商業環境競爭等因素，造

成今日消費力道裹足不前之營運困境，如再深究其傳統市場所面臨之

困境，主要原因可以發現如下： 

1. 內部因素 

(1) 經營效率不彰 

市場進駐營業之攤商早期約略來自公共工程拆遷戶或社福機構救

濟對象，普遍教育程度不高，加上以往傳統守舊觀念致使年輕人投入

意願低落，現代化經營理念難以灌注及經營素質無法提升。目前大多

數市場營業人年齡多為 40 歲以上（82％以上），教育程度為高中（含）

以下居多（94％以上），再加上前昔進入市場營業者不論公共工程拆遷

戶或社福機構救濟對象其安置機制皆規範為一戶僅能配一攤，攤位營

生又各自為政(人人都是老闆)，意見更是難臻整合；同時一戶一攤政策

或法制也對攤位經營或發展造成限制或困境；復緣於市場內營業品項

(侷限生鮮蔬果魚肉)有限，經營規模小、差異性不大，不僅彼此競爭，

竟形成發展瓶頸、致攤商經營效率不彰。 

(2) 應變能力不夠 

隨著時代演變，商業競爭日益劇烈，國內、外大型財團挾其豐沛的

人力、物力、財力，紛紛推出各類型態之賣場或商店，一時之間，大

賣場、量販店、生鮮超市、便利商店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反觀傳

統市場依然不動如山，不知隨著現代人之生活型態或消費行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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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之營業作為或方式或策略，一昧以「老人工」心態姑且擺攤、販

售等不思變通態度經營，除已難滿足現代人消費需求外，確也成就生

鮮超市、量販店甚或是便利商店崛起的空間。以現代人忙碌的生活步

調、加上日益重視生活品質及多元需求的面向而言，傳統市場除政府

應在資源及技術面的投入之外，傳統市場自身的自理組織宜應擔負起

市場改革及經理人的角色重任，全力配合政府推出的輔導策略，積極

強化本身之服務內涵、熱忱與品質，始可繼續維持傳統市場榮景及在

競爭激烈的零售業中永續發展。 

(3) 改革決心(動力)不足 

接續以上分析因素，皆是造成市場攤商營運不彰、低迷不振之原

因。然而，由於市場攤商大多步入中、老年，缺乏改革動力以及自行

調整或改善空間有限，只是固守攤位，苦等機會的姑且擺攤、販售；

市場內如有年紀稍輕攤商，雖有突破現況改革的思惟想法，亦因侷限

輩分，難以發聲。市場內復以常見派系林立，各擁己方意見不能整合，

亦是改革決心(動力)不足的關鍵原因。 

(4) 自理組織組織力鬆散 

自理組織本是推動市場營運或改革進步的關鍵重要組織，幹部成員

在法令與人情間協調運作，堪稱市集成功的靈魂人物；惟現今多數市

集自治會由於功能與定位不清楚(未辦理法人登記僅是湊數聯誼性

質)，同時常把自治會本身應辦事項推委予市場管理員；另在人人都是

個體戶的老闆中，傳統市場裡自治會代表雖是經由攤商推舉出來，但

卻無法實際代表攤商的意見；又常見自治會代表對自治會的投入度不

夠，使得自治會有名無實，無法發揮應有功能；最後亦受限自理組織

組成份子程度參差不齊、與外界接觸又不多，缺乏資訊交流與互動；

總結的結果對市場營運、改革與更新就難予發揮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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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部因素 

(1) 硬體維護不佳 

傳統市場大多存在有硬體規劃不當之問題，諸如動線、採光不佳、

排水系統及通風不良、攤台未依業種特性規劃或設置等，硬體規劃不

當將連帶影響市場營生，進而影響攤商進駐意願，消費者對此自是裹

足不前，生意不佳致生空攤情形嚴重，年復一年惡性循環不息。 

經查我國傳統市場建物使用年限大多已達 30 年以上，甚至有年代

更久遠者，市場內之照明、通風、排水及其相關公共設施、建物外觀

等大多年久失修老舊，造成市場內營業賣場環境不佳，同時又因攤商

經營能力低落或主管機關為經費所囿，無力進行維護及修繕，服務品

質逐年降低，造成消費者視到傳統市場購物為畏途，市場營業自然日

漸式微。 

(2) 攤販問題不能解決 

流動攤販不僅為都市景觀之瘤，更是破壞市場生態的原凶。流動攤

販逐利而居，最初大都麕集或依附在營業情況良好之市場週遭，佔據

市場入口黃金動線，加上流動攤販因其營業項目與市場項目雷同，同

時以其低廉價格及便利性以及國人愛貪小便宜之心理，往往俎殺了傳

統市場商機。久而久之，市場內攤商因無法忍受業績低迷，也遷離市

場，當起流動攤販，加速市場內空攤形成，如此惡性循環，也更加劇

傳統市場之沒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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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一）目標說明 

隨著國人消費習慣改變，基層商業環境也逐步變化中，原本為國人

最重要之日常民生用品採購地點之傳統市場，受超級市場、量販店等新

式賣場衝擊，營運狀況逐步下降。傳統市場為求永續發展，應以嶄新經

營思維出發，面對其他零售業競爭對手分食業績之情況，提出經營策略

應對，同時必須團結一致，改變為人詬病之經營劣勢，以求長久發展。 

依市集發展現況區分為「品牌市集」及「樂活市集」；「品牌市集」

將著重媒體宣傳與推廣，「樂活市集」則著重市集環境之提升。為塑造

各市集長遠發展特色，奠定各市集發展基礎與未來走向，將區分各市集

之定位，分別為「觀光市集」、「社區市集」、「創意市集」、「綠色市集」

等，各市集依其發展現況如整體賣場環境、特色經營、營運現況、顧客

服務等狀況之不同，給予不同之輔導內容，以朝品牌市集方向邁進。 

「觀光市集」、「社區市集」、「創意市集」、「綠色市集」定義說明如

下：「觀光市集」具觀光內涵及價值，可吸引觀光旅次消費者前來消費；

「社區市集」與當地社區互動強烈，可成為社區中心；「創意市集」不

限制於販售傳統商品，可提供多元之商品內容及服務，開創傳統市場的

經營新局面；「綠色市集」提供綠色商品、落實綠色經營理念以及具有

環保、節能減碳之具體做為，展現傳統市場新風貌。 

本計畫中心概念為：為型塑傳統市場差異化及特色化以提高附加價

值，亟須積極提升市集營運環境，並發揚市集營運優勢如「新鮮、舒適、

人情味及價格策略」，並透過將各自獨立運作的傳統市場， 整合成一品

牌形象，透過本計畫推動及專業團隊輔導，達成環境提升並賦予品牌內

涵，讓参與本計畫之傳統市場在賣場環境、賣場內涵、商品品質皆可達

到一定水平，此階段即為品牌塑造；另外透過現代化行銷工具與媒體宣

傳策略進行整體宣傳、行銷推廣等作為，充分與消費者溝通並讓消費者

體會、認同市集轉型；藉由引導年輕族群走入市場為重要目標，復興傳

統市場風貌，讓老市場展現新氣象，此即謂之:品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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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針對低度使用之傳統市場，將提供專業評估與建議，協助地

方政府擬訂市集發展方向，並由地方政府進行初步輔導工作，或協助進

行退場機制研議。 

 

圖一:市集分類 

分類/ 

層級 
觀光型 社區型 創意型 綠色型 

品牌 

市集 

品牌 

觀光市集 

品牌 

社區市集 

品牌 

創意市集 

品牌 

綠色市集 

樂活 

市集 

樂活 

觀光市集 

樂活 

社區市集 

樂活 

創意市集 

樂活 

綠色市集 

低度使 

用市集 
研議轉型輔導或退場機制 

 

本計畫預計達成目標說明如下： 

1.塑造品牌意象，創造特色、行銷市集。 

2.提升市集經營環境、強化樂活市集經營優勢。 

3.培育基層商業經營人才，市集永續發展。 

4.協助攤商運用新式科技，推廣市集、提升營運。 

5.打造品牌觀光市集，結合市集購物與休閒旅遊，開創傳統市場新形象。 

6.打造品牌社區市集，讓傳統市場成為社區中心，重塑傳統市場新地位。 

7.打造品牌創意市集，塑造傳統市場多元型態，建立傳統市場新風格。 

8.打造品牌綠色市集，響應綠能環保推廣在地食材，迎接傳統市場新生活。 

9.解決低度使用市集問題，擬定發展方向，積極改善以提升市集運作效能。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為有效達成計畫目標仍有賴法規制度、地方政府、民意機關、市場

經營業者與自理組織及其他相關機關之配合，提升市集經營管理，使傳

統市場升級，齊心協力建構市集品牌。 

1.法規制度之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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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售市場管理條例」已於 96 年 6 月 8 日經立法院三讀通過並公

布實施，並授權由各地方政府依「地方制度法」之規定自主訂定相關

子法及視符合市場機能的方式來規劃設置、管理，為各地傳統市場管

理規章提高適用性。「零售市場管理條例」三讀通過迄今業歷經七年，

宜應重新進行檢視並視傳統市場發展現況予以檢討、修訂。 

2.相關機關與地方政府的協助 

未來傳統市場之發展將涉及土地、建物、交通、警政、消防、環

保、衛生、稅賦等問題，非僅單一機關所能解決，尤賴中央政府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的督導協助，如農委會、衛生福利部、環境保護署等

輔予具體做法，以協助發展提升傳統市場競爭力；及各級地方政府共

同投入資源，重視市集發展，緊密溝通、相互配合執行方能有成。 

又民意機關負有監督政府施政及推動各項建設之職責，並為地方

主要民意管道。因此，應經由充分溝通、協調，增進對市集升級必要

性之認同並爭取支持，對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理，全面升級為「品牌

市集」，將有偌大助益。 

3.年輕經營族群加入與業者改革企圖心 

經營業者與自理組織之輔導與管理，除仰賴政府訂定策略與規劃

執行外，同時應加強啟發經營業者自覺並引導其參與改造，方可帶動

市集經營發展之契機。因此，培養經營業者與自理組織產生改革共識，

加強改革動力，引導年輕一代族群加入市集經營行列，注入新的營銷

理念，方可創造傳統市場嶄新之經營面貌。 

4.消費大眾市集新形象的導正 

傳統市場經過經濟部近年來之輔導，除多數老舊硬體已獲改善，

市景氛圍已呈現出不同於以往的新風貌。因此，亟須改變消費者對傳

統市場環境不佳的不良印象，同時加強宣導政府輔導政策，呈現市集

新形象引導消費者支持傳統市場，購買在地食材，減低食物運送里程

及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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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表一 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一、政策行銷與輔

導認證 

 

1.市集法規研議 

 

 

 

 

 

2.輔導認證評比 

 

 

 

 

 

 

 

 

3.創新提案評比 

 

 

 

 

 

 

 

 

 

1.因應時代變遷及消費市場轉變，需隨時檢討市集

法規之妥適性，並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地方政府

進行零售市場管理條例子法及攤販自治條例之訂

定事宜。每年至少辦理 1 場次市集法規研議會

議，五年合計 5 場次。 

 

2.分別以縣市政府及傳統市場為單位，辦理輔導認

證評比，了解各縣市政府對市集輔導工作之投入

程度與效益，以鼓勵縣市政府投入市集輔導資源

與人力，提升傳統市場發展；以及傳統市場受輔

導後之效益呈現。評選結束後，依評選成績給予

得獎單位及相關人員表揚及獎勵，並針對成績優

異者進行媒體宣傳表揚工作。每年度辦理 1 次，

五年合計 5 場次。 

 

3.為鼓勵傳統市場自主運作，踴躍提出在地性創意

發想，建立由下而上的自主經營動能，本計畫將

設計每年舉辦創新提案評比。各地市集自治會依

據地方市集在地特色，提出服務工作、行銷活動、

推廣活動等之企劃書，由委辦單位召集專家、學

者及中央與地方之主管機關共同審查評比。經獲

選之市集企劃書，將由輔導團隊協同市集辦理，

並於活動完成後檢視活動成效。每年度經費以 150

萬元為限。(每場 30 萬元，共計 5 處市集)五年共

計辦理 25 處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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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4.全國市集調查 

 

 

 

 

 

 

5.品牌市集學苑 

 

 

 

 

 

 

 

 

 

6.全方位媒體宣傳 

 

 

 

 

 

 

7.全國性民眾参與展示

活動 

 

4.透過公文系統轉發調查資料及現場消費者調查等

方式，針對全國各傳統市集進行市集現況、市集

營運狀況、攤商基本資料、攤位營運現況、消費

者消費行為等進行調查。調查成果將印製成冊，

發送各相關單位，預計印製 600 本，每年度辦理

一次。五年預計印製 3,000 本。 

 

5.與大專院校或職訓單位結合辦理市集人才培訓課

程，針對傳統市場業者或有意願之市場營業者辦

理長期之訓練課程，為傳統市場培訓人才。課程

內容著重攤商經營理念提升與經營新知及法規深

化，藉以吸引原有攤商加入，提升市集經營理念，

並導引年輕族群加入傳統市場創業，為傳統市場

注入新血，每年度相關課程時數需達 20 小時以

上、至少 600 人次參與，5 年共計 3,000 人次以上

參與。 

 

6.系統性安排媒體宣傳計畫，透過電視、報紙或雜

誌、記者會等宣傳傳統市場的品牌形象，吸引消

費者注意傳統市場並願意至傳統市場消費。報導

方式以深入專題報導呈現，以達宣傳效果，媒體

的選擇則需以具有專業形象之知名主流媒體為

主，每年度需達 6 則報導。5 年共計 30 則。 

 

7.結合國內大型食品或旅遊展覽或於百貨公司辦理

全國性傳統市場民眾参與展示活動，每年度預計

辦理 1 場次。展示活動除邀請市集名攤設攤展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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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8.快樂ㄟ菜市仔雜誌 

 

 

 

 

 

 

 

9.市集品牌月推廣活動

 

 

 

 

 

 

10.創意性議題推廣活

動 

 

 

 

之外，也將進行市集形象展示，透過場地佈置、

活動規劃與辦理，吸引民眾對傳統市場之了解與

注意，進而吸引民眾至傳統市場消費。本活動並

可搭配辦理市集相關頒獎、研討會議等活動，讓

市集從業人員可以運用本次活動，達到互動、交

流之目的。五年共計 5 場次。 

 

8.持續製作、發行市集專屬雜誌，豐富雜誌內容，

強化雜誌的專業性與功能性，加強消費者導向意

向以提升與消費者之互動；此外，運用本雜誌進

行市集攤商之經營理念提升，運用國內、外之成

功經營案例，成為攤商學習範本，每年發行 3 期，

每期發行 2,000 本，總計 6,000 本。五年共計 30,000

本，並提供電子書等數位版本俾利下載流通。 

 

9.針對固定節日如端午節、中元節或中秋節等辦理

全體輔導市集之議題推廣活動，搭配場地佈置、

文宣宣傳、消費者回饋辦法等工作，以及藉由全

省串聯辦理之活動吸引民眾對傳統市場之注意，

並吸引民眾至市集消費。每年度辦理 1 場次品牌

月推廣活動。五年共計 5 場次。 

 

10.運用新興之媒體、具創意性之議題活動辦理、或

推廣傳統市場之新式服務等，改變傳統市場在消

費者心中既定之刻板印象，吸引民眾對傳統市場

之注意，進而引導民眾至市集消費。每年度辦理

1 場次議題推廣活動。五年共計 5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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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11.政策宣導及配合事

項 

 

11.配合主辦單位指示，辦理相關政策宣導工作，如

政策說明會、相關政策宣導；以及辦理物價監測、

市集現勘訪視等配合事項。 

二、推動雲端市集 1.雲端市集資訊整合平

台 

 

 

 

 

 

 

 

2.市集雲協同行銷輔導

 

 

 

 

 

 

 

 

3.提升攤商網路行銷能

力 

 

 

 

1.持續維護全國傳統市場資料庫與樂活市集整合資

訊平台，豐富網站內容，導入更多豐富單元，並

協助攤商辦理網路宣傳及推廣工作：打造雲端市

集網站專業形象，並讓雲端市集網站國際化；進

行改版與增加網路園丁功能，導入 SEO(搜尋引擎

最佳化)搜尋優化，並提高網路活潑度與使用者滿

意度；持續辦理網路活動與加強行動族群，以擴

大雲端市集網站使用族群。 

 

2.輔導市集透過傳統市場雲端協同行銷空間進行網

路廣宣，透過 WEB 技術建構示範市集雲為市集

專屬入口平台，結合地方特色、遊程服務等相關

特色，協助市集客製化設計，並提升自主經營管

理能力，整合市集雲資訊協同行銷，計畫輔導示

範市集 5 年共 10 處，提升市集網際網路專屬形象

與訊息發布空間、活動展示空間並透過整合行銷

推廣全國傳統市場。 

 

3.協助、教育攤商運用網路行銷及網路相關資源，

提升市集及攤舖位之知名度並行銷商品、拓展通

路，以達到提升攤商網路行銷技巧、擴大消費族

群之目的。每年 20 攤，5年共 100 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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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4.網路行銷推廣活動 

 

 

 

 

5.雲端數位學習平台 

 

4.擴大行銷「雲端巿集」平台知名度，辦理網路行

銷活動，整合輔導績效與展現市集經營活力，讓

大家熟悉並了解政府於推廣、輔導、經營傳統巿

集的豐富成果。每年辦理 1 場次網路行銷活動。

 

5.結合雲端市集網站提供線上學習課程，讓現有市

集經營者、攤商以及潛在經營者擺脫時間與空間

的限制，透過雲端數位學習網方便快速學習，增

進學習效益並提升市集攤商經營理念。 

三、形塑品牌市集 1.建置與推廣品牌市集

 

 

 

 

 

 

2.民眾服務設施 

 

 

 

 

 

 

 

 

 

1.將品牌市集之定位依立地條件及發展程度區分

為：「觀光型」、「社區型」、「創意型」、「綠色型」

等四類。透過專家學者所組成之顧問輔導團，實

際到點診斷、輔導與改善，協助制定品牌市集之

發展定位，並給予明確聚焦之輔導工作。同時，

搭配相關媒體宣傳與推廣工作推廣品牌市集。 

 

2.針對發展品牌市集所需之設備、設施進行檢視，

如觀光型市集之共食區、雙語指示標誌、顧客服

務中心、導覽資訊、手推車、網站；社區型市集

之顧客休憩區、兒童遊樂區、顧客服務中心、市

集活動區；創意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顧客服務

中心、專業業種專區；綠色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

顧客服務中心、綠色商品專區、垃圾處理區、資

源回收、太陽能裝置、省電燈具、環境綠美化、

節水裝置、購物袋、手推車等，並依欲發展之品

牌市集主題進行添購或建置，以提升市集經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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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3.品牌市集氛圍營造 

 

 

 

 

 

 

 

 

4.品牌市集教育訓練 

 

 

 

 

 

 

5.科技運用 

 

 

 

 

 

 

次、帶動市集向上發展，並可成為全國其他市集

發展之學習模範。每一年度預計輔導 6 處品牌市

集，五年合計輔導 30 處。 

 

3.依據地方特色及市集發展方向，設計品牌市集專

屬 LOGO，並以市集 LOGO 為基礎，發展市集氛

圍營造設施，如萬國旗、羅馬旗、攤商制服(攤裙)、

入口意象、精神堡壘等，以豐富傳統市場賣場空

間氣氛，營造良好購物環境，給予消費者不同以

往之購物感受，進而提升市集營運績效。每一年

度預計辦理 6 處品牌市集氛圍營造工作，五年合

計輔導 30 處。 

 

4.針對自治會幹部及攤商辦理品牌市集相關教育訓

練，以了解品牌市集內涵、市集管理、服務提升、

市集營運、市集法規等知識，除課堂課程外，亦

可結合優良市集或優良產業之觀摩活動，以豐富

訓練內容，擴大訓練效益及成果。每一年度預計

辦理 18 場次訓練課程，五年合計辦理 90 場次。

 

5.教導攤商新式科技工具，如網路、社群網站、ICT

等數位工具以運用來行銷市場，強化與年輕消費

族群之互動；此外也可運用於管理市集及攤商，

以增進管理效率；最後，針對消費者也可導入

CRM 的管理概念，增加對消費族群的了解，以持

續維護良好的顧客關係。每處輔導市集每年需辦

理 1 次科技運用工作，每年合計 6 次，五年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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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6.媒體宣傳 

 

 

 

 

 

7.品牌市集推廣活動 

 

 

 

 

 

 

 

 

 

 

8.網路宣傳推廣 

 

 

 

 

 

 

為 30 次。 

6.可運用報紙、網路進行媒體宣傳，吸引民眾對傳

統市場之注意，擴大傳統市場之消費客層，並吸

引民眾至市集消費。每處輔導市集每年需辦理 2

次媒體宣傳工作，每年合計 12 次，五年合計為

60 次。 

 

7.辦理符合市集主題之行銷推廣活動，強化市集形

象之宣傳，推廣市集特色商品及服務，以增進市

集與消費者之互動，並吸引民眾至市集消費。帶

動市集營運績效。或辦理社區推廣活動或結合社

區共同推廣產業、旅遊等，以強化市集與所在社

區之連結，增進市集與所在社區消費者之彼此認

同。並可將社區特色產品、產業、旅遊資訊導入

市集內，進行策略聯盟，以達相互帶動與提升之

效果。每處輔導市集每年需辦理 1 次行銷推廣工

作，每年合計 6 場次，五年合計為 30 次。 

 

8.建置(社群)網站，提供消費者便利的資訊整合服

務，以符合時代消費趨勢，同時鼓勵具特色之市

集業者一併進行網路宣傳推廣作業。此外，將同

步訓練市集幹部及業者自行維運、管理網路平

台，以期網路宣傳推廣工作能永續發展。每處輔

導市集每年需辦理 1 次網路宣傳推廣工作，每年

合計 6 場次，五年合計為 30 次。 

四、樂活市集優質

環境提升 

1.基礎環境維護 

 

1.市集應對基礎營運環境如天花板、牆面、地板、

水溝、走道、整齊線、停車空間、理貨區、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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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2.市集空間重整運用 

 

 

 

 

 

 

 

 

 

 

3.樂活市集氛圍營造 

 

 

 

 

 

 

4.樂活市集教育訓練 

 

處理區、廁所等保持一定程度之清潔與維護，以

符合樂活市集「新鮮、舒適、人情味」之中心思

想，給予消費者市集正面印象，以提升市集經營

層次、帶動市集向上發展，並以發展成為品牌市

集為目標。每一年度預計輔導 30 處樂活市集，五

年合計輔導 150 處。 

 

2.與地方政府合作，共同針對市集空間進行重整運

用之討論、規畫及調整，藉以活絡市集營運空間

與氣氛，以帶動市集之長遠發展。市集空間重整

運用應與市集主題符合，如觀光型市集之共食

區、休憩區；社區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兒童遊

樂區；創意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顧客服務中心、

專業業種專區；綠色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顧客

服務中心、綠色商品專區、垃圾處理區等。每一

年度辦理 30 處閒置空間活化，五年合計活化 150

處閒置空間。 

 

3.依據地方特色及市集發展方向，設計市集專屬

LOGO，並以市集 LOGO 為基礎，發展市集氛圍

營造設施，如萬國旗、羅馬旗、攤商制服(攤裙)、

入口意象、精神堡壘等，以豐富傳統市場賣場空

間氣氛，營造良好購物環境，給予消費者不同以

往之購物感受，進而提升市集營運績效。 

 

4.針對自治會幹部及攤商辦理樂活市集相關教育訓

練，以了解樂活市集內涵、市集管理、服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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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5.樂活市集推廣活動 

 

 

 

 

 

 

 

 

 

 

6.地方資源導入 

市集營運、市集法規等知識，除課堂課程外，亦

可結合優良市集或優良產業之觀摩活動，以豐富

訓練內容，擴大訓練效益及成果。每一年度預計

辦理 60 場次訓練課程，五年合計辦理 300 場次。

 

5.辦理符合市集主題之行銷推廣活動，強化市集形

象之宣傳，推廣市集特色商品及服務，以增進市

集與消費者之互動，並吸引民眾至市集消費，帶

動市集營運績效。或辦理社區推廣活動或結合社

區共同推廣產業、旅遊等，以強化市集與所在社

區之連結，增進市集與所在社區消費者之彼此認

同。並可將社區特色產品、產業、旅遊資訊導入

市集內，進行策略聯盟，以達相互帶動與提升之

效果。每處輔導市集每年需辦理 1 次行銷推廣工

作，每年共 30 場次，五年合計為 150 場次。 

 

6.積極與地方政府溝通，並引導地方政府資源與本

計畫結合，擴大計畫效益，創造樂活市集更大之

貢獻，也讓攤商感受中央、地方政府對市集改革

之投入與用心。 

五、攤商轉型輔導

暨樂活名攤加

值 

1.攤商轉型輔導 

 

 

 

 

 

 

1.針對市集原有攤商有意轉型經營符合樂活市集品

項者，或協助引進符合樂活市集主題之攤商，進

行轉型輔導，共同打造樂活名攤。輔導工作將邀

請專家學者、輔導團隊共同進行，並將協助轉型

攤商或新進駐者儘速適應市集生態，並協助進行

包括市場分析、產品定位、價格設定、營運管理、

顧客服務、食品安全衛生管理、陳列技巧等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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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2.樂活名攤加值 

 

 

 

 

 

 

3.特色攤位引進或建置

 

 

 

 

 

 

 

 

4.特色攤位專業輔導 

 

經驗，以降低創業的風險。藉此提升攤位經營層

次，進而帶動市集整體發展。每一年度辦理 45

攤，五年合計 225 攤。 

 

2.針對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獲得認證之樂活

名攤，給予加值輔導，如營運空間改造、商品包

裝、電子商務行銷、人員形象改造等，協助提升

經營層次，打造更高層次與標準之樂活名攤，藉

以提升市集營運水準並帶動其他攤商改革動力。

每年建置 45 攤，五年合計為 225 攤。 

 

3.引進符合市集主題之特色攤位，以塑造市集之整

體氛圍。或挑選市集內具改革意願與企圖心之業

者，以攤商第二代或年輕族群為佳，發掘攤位與

產品特色，針對攤位營運空間進行改造，打造符

合市集主題之特色攤位，期待藉由特色攤位之建

置，可以帶動市集活絡氣氛，提升市集營運亮點

及形象；並藉此帶動更多有意願於市集內營業之

業者進駐。每年建置 30 攤，五年合計為 150 攤。

 

4.針對参與樂活名攤加值及特色攤位計畫者給予攤

商客制化之專業輔導，以建立特色攤位，並塑造

樂活市集之整體氛圍。每年辦理 45 攤特色攤位專

業輔導，五年合計為 225 攤。 

六、低度使用市集

輔導 

1.低度使用市集評估 

 

 

1.針對市集出租率低於 50％以下，且營運狀況不佳

之市集，邀集專家、學者會同地方政府人員進行

現勘、評估，並提供後續發展建議，協助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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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績效指標 評估標準 

 

2.市集轉型輔導 

 

 

 

 

 

3.退場機制研議 

 

府確認市集發展方向。 

2.針對低度使用市集評估結果，若仍有市集功能

者，由專家、學者協助提出具體可行之改善計畫

書。並由地方政府進行初步輔導工作，以利後續

提報本部進行樂活市集輔導或市集進行其他方向

使用。 

 

3.針對低度使用市集評估結果，若已無市集功能

者，由本部協助、地方政府辦理退場機制研議，

並持續辦理相關攤商安置及土地再利用事宜。 

 

三、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 

1.法規制度 

依「地方制度法」之規定，傳統市場其許可、設立及管理由地方

政府分別依職權自行決定；且地方民選首長有其施政理念及地方民意

機關有其自主權，當可就地方實情、需求，因地制宜制定自治法規，

必要時由中央協助。 

鑑於傳統市場用地在各地方大部分位於都市計畫之市場用地，其

土地、建物及設備等產權，在直轄市、省轄縣（市）分別歸直轄市、

縣（市）政府；在縣轄鄉（鎮、市）歸鄉（鎮、市）公所，多屬公有

財，為因應經營及有效管理，經濟部訂定「零售市場管理條例」，主要

係參酌「台灣省零售市場管理規則」、「高雄市零售市場管理自治條例」

與「台北市零售市場管理規則」等相關規定，並衡酌各縣（市）政府

管理實務，訂定原則性統一之規範，對於因地制宜事項，仍授權由各

地方主管機關訂之。惟實務上各地方政府對授權部分之立法進度受限

地方生態實屬緩慢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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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統零售市場更新改善計畫 

傳統零售市集為民眾購買民生用品主要場所，以往因地方政府經

費有限，無法適時加以維護，導致其建築物外觀老舊，內部缺乏採光、

通風、動線規劃、理貨區及卸貨區等之設立，以致賣場給消費者為老

舊、昏暗、通道潮溼及髒亂等之印象。而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在 98-99

年度，推動「傳統零售市場更新改善計畫」2 年實際執行近 30 億元，

全國共執行 488 件公有傳統零售市集整（修）建、改（新）建等相關

工程補助計畫，已針對市集環境如安全、衛生、整潔明亮部分進行改

善，但消費者對賣場設施要求之提高，市集環境須不斷更新，才能滿

足消費者的需求。 

 

3.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 

為加速傳統市場更新與改善，自民國 100-104 年經濟部推動「樂活

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運用共逾 240 處市集、1,700 攤位参與之優

良市集認證，建構傳統市場新風貌；近 200 處示範市集及 1,600 攤位輔

導，導入示範模式；辦理市集創業計畫，輔導第二代攤商及引導攤商

轉型升級；結合共 15 處之二手市集或創意市集，活化市集空間；輔導

共 12 處綠色市集，建立綠色消費環境示範標竿；培養近 2,500 名市集

經營管理人才，提升市集經營理念，藉由上述完整的推動機制，提振

傳統市場業者經營改革動力，自主性的改善經營環境，並透過組織化

的輔導，使得傳統市場面對新式賣場不斷崛起的競爭環境裡，持續保

有競爭優勢，並依循現代商業發展趨勢，維持傳統市場永續發展之願

景。 

 

（二）執行檢討 

傳統市場之輔導與管理，有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通力配合，並且

能長期性與持續性的工作推動，近年來，透過「傳統零售市場更新改善

計畫」及「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雖已完成階段性目標，但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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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國人消費多元的習性等，如何維持傳統市場的功

能及優勢，建構優質市場風貌，讓傳統市場能永續發展，誠為重要。 

面對日益競爭之現代商業環境，財團集中化經營之新式賣場林立，

傳統市場之更新與改善工作除刻不容緩外更不能中斷，同時更應積極發

展策略計畫，導入現代化營運工具與技術、創新經營觀念，才能永續維

持傳統市場之競爭優勢，提供國人優質、舒適、在地化及具人情味的傳

統購物空間。對過去執行成效，展望檢討如下： 

1.持續研修以完備傳統市場管理法規 

（1） 零售市場管理條例雖然立法通過公布施行，但為推動相關改善業

務，仍須協助地方政府依「地方制度法」之規定，儘速自行制定

零售市場之輔導管理相關自治法規。在尚未制定或尚未擬定之縣

市政府，經濟部將持續以行政指導方式協助，俾完備法制。 

（2） 市場用地、建物涉及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多目標使用辦法及建築法規等法令規定，為符合未來市場發展需

求，建議上述法規亦應予以配合檢討。 

（3） 民間參與市場公共建設及傳統市場聯合（共同）經營等規章，對

空攤整頓、閒置空間再利用及活化轉型等有益，可避免市場惡

化、提高市場使用率及增加財政收入等明顯效益，從而在用於鼓

勵方面宜再予強化。 

2.優良市場認證措施已達階段目標 

「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透過優良市集與名攤認證及表揚

之方式，建立全國傳統市場自主改善之模式，帶動全國傳統市場經營

層次之提升，已達到相當明顯之效益，經輔導、認證後之市集不論在

市集場內、外環境、自理組織運作、特色經營、顧客經營、新科技運

用等方面皆呈現出不同於以往之綜效。如此為攤商自發性之改善行

為，有利市集永續長久發展。 

下一階段之市集輔導計畫重點將著重於延續樂活市集計畫之優質

成果，並把「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之陳現成果，透過系統化

之包裝、宣傳、行銷，讓全國消費者對傳統市場有全新之印象及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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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傳統市場面對競爭激烈之商業環境，也能保持強大之競爭力，持

續永續發展。 

3.持續運用新興科技，協助傳統市場開發商機 

傳統市場應保持與年輕消費族群溝通之語言及工具，善用新興科

技之便利性進行行銷、推廣傳統市場優良之商品並提升市集之正面形

象，同時運用新興科技協助市集進行攤商及消費者關係管理。這是傳

統市場無法迴避的時代潮流，市集業者應有此體認，後續推動之計畫

係將持續協助市集業者結合新興科技運用，讓傳統市場招徠年輕消費

族群消費，擴大利基。 

原「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運用網路科技，已初步達成下

列目標： 

（1） 於樂活市集平台建置市集資訊轉發社群工具，提高樂活市集資訊

擴散，強化社群行銷，讓市集資訊加乘擴散，另外因轉發社群工

具與活動訊息結合，提高民眾活動參與度，並讓網友透過網站與

社群工具的互相交流，增加網站知名度，提高網站點閱率。 

（2） 教育知識專區，提供各項市集相關知識，讓使用者能透過網路了

解更多的傳統市場相關資訊，在設計方面將使用彈性化的分類設

計，讓未來的知識蒐集不會受限於目前的架構。 

（3） 建立互動式翻頁文章顯示機制，也於平台上建立互動式翻頁文章

單元及管理區，並於首頁增加互動式翻頁文章連結按鈕，便利瀏

覽者直接點閱，此功能將提高瀏覽者刊物文章閱讀便利性及提升

樂活市集網站親和力，另外也廣宣刊物文章，讓更多網友直接接

觸傳統市場資訊，降低因為下載檔案而發生的電腦環境問題。目

前為止已建立基本功能並完成 8 冊刊物，後續將不斷擴充中。 

（4） 完成網站服務滿意度調查表單及完成管理區統計報表，讓管理者

掌握瀏覽者對於樂活市集平台觀感，強化瀏覽者網路服務，提供

樂活市集平台日後改善依據參考，並於後台提供數據報表，提供

管理者參考。 

（5） 樂活市集網站點閱率統計，103 年 11 月份為止，年度瀏覽單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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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14 萬人次以上，網友較喜歡的單元分別依次為刊物文章單

元、攤商資料單元、市集資料單元。平台的點閱率有越來越高的

趨勢，代表樂活市集平台的知名度與瀏覽人數越來越多，除了各

長官與工作團隊的廣宣，也是網站維運團隊在搜尋關鍵字優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SEO)的成果，這也讓傳統市場的

相關資訊被更多網友關心，在網路上也更容易可以藉由樂活市集

平台而得到更多的相關知識。 

（6） 配合行政院「政府資料開放推動策略」，落實政府資料開放政策，

依據「經濟部及所屬機關(構)102 年政府資料開放推動計畫」規

劃樂活市集資料開放作業，目前開放資料為「優良市集」、「綠色

市集」、「認證名攤」等三項資料集。 

（7） 配合政府政策提供配合措施如建立禽流感專區、行政院網際網路

升級(IPv6)、配合經濟部網站攻擊演練。 

（8） 建立大量資料審核備份機制，提升網站資料穩定性，無縫銜接認

證資料，避免資料空窗期，由集中時間大量審核可提高資料審核

效率，建立新舊資料切換模式，避免資料庫發生錯誤。由資料庫

直接提供對應資料，非由程式判斷，提升運作效率。大量資料審

核備份機制維運配合認證頒獎典禮，於 10 月 30~11 月 18 日期間

啟動完成。 

（9） 建置樂活市集 APP 平台開發（Android 版本及 IOS 版本一式），並

完成 APP 上架(Google Play 及 IOS Store)，建立相關資訊上線

及離線查詢(市集走透透、優良市集、認證名攤、市集伴手禮)，

便利行動族群，主動提供使用者附近市集活動訊息，提高市集活

動參與及行銷力度，結合 LBS 適地化，提供附近市集資訊，使用

者獲得更適切的在地訊息，結合 GPS 路徑規劃，提供使用者導航

資訊，另外也主動設計印製樂活市集 APP 廣宣行銷 DM 來行銷此

APP。 

（10） 共完成 68 家攤商網路行銷輔導(商品上架)；經過初期拜訪及網

路行銷診斷，導入攤網路行銷概念並鼓勵攤商參與輔導與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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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攤商網路行銷技巧，並持續進行後續的行銷指導與關懷。 

另檢討前一計畫，展望本計畫，仍有下列應注意事項： 

（1） 樂活市集平台雖然功能與資訊齊全，但仍然需要各團隊的協力推

廣，並透過舉辦網路行銷活動，活絡傳統市場網路訊息，利用實

體活動與虛擬網路的結合，提高網友與民眾參與度。 

（2） 樂活市集平台主要以傳統市場及認證攤商資訊提供為主，建議提

供更多元的資訊服務，讓樂活市集平台更有加值效果。 

（3） 於攤商輔導的後續訪談中也收集了攤商對於本計畫的未來期

望，建議未來多鼓勵攤商多接觸電腦及網路，並開辦適合市場攤

商的電腦基礎課程，另外也鼓勵攤商下一代經營者培養網路行銷

概念與方法，透過網路行銷，讓下一代看到傳統市場的未來，而

願意接棒，在輔導規劃方面，希望有更多經驗分享的案例課程，

讓攤商更容易體驗網路行銷的魅力。 

（4） 許多傳統市場期望踏入網路行銷的行列，但是缺乏經驗與有效的

行銷操作，建議未來可針對傳統市場進行客製化之網路行銷輔

導，建立網路品牌及口碑等輔導，將在地化的傳統市場行銷到全

國。 

4.綠色消費是時代潮流，也是傳統市場發展之利基 

「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特別針對綠色市集予以輔導，預

計完成 15 處綠色示範市集之輔導成果。傳統市場由於販售在地食材，

可縮減食物運送里程及碳足跡、同時販售過程中，減低過度包裝，符

合綠色消費之概念；再加上綠色市集輔導過程中，鼓勵市集進行包括

垃圾分類、資源回收、發送環保購物袋、自購購物袋優惠、使用節能(水)

燈具(設備)、裝設太陽能光電板以及環境綠化等工作，傳統市場在綠色

消費已有良好之成果陳現。本計畫將延續此成果，同時加強綠色市集

之輔導比重，讓傳統市場成為綠色消費的重鎮，為環境保護盡一份心

力。 

5.強化與社區之連結，傳統市場與社區共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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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市場除了提供社區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生活用品之外亦是基本

生活所需的消費場域，又是社區商業中心之所在。從而傳統市場之發

展與所在社區有密不可分之關係。隨著時代變遷與都市發展，傳統市

場與社區之關連似乎不若以往緊密，但傳統市場不可能脫離社區而獨

自發展確是事實，本計畫將透過與社區共同推廣商業或旅遊等工作事

項，將傳統市場與社區緊密結合，同時，強化社區中心之精神，讓市

集與社區都能彼此認同，共存共榮。 

6.強化行銷推廣及媒體宣傳，推廣傳統市場內在之美 

「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於五年計畫期間內，計劃完成 199

處示範市集、1,612 攤示範攤之輔導，透過示範市集、示範攤之輔導，

可發掘或創造市集或攤舖位特色，帶動市集發展，提供國內其他市集

學習之模範。惟因受限於經費問題，市集特色、攤位特色無法大量且

有系統的透過大眾媒體傳播給消費者，也因此仍有為數不少之民眾無

法知曉傳統市場之轉變，仍停留在早期對傳統市場的印象而卻步，阻

礙了傳統市場招徠消費族群之功能目的。 

因此本計畫將著重於傳統市場品牌化，透過市集品牌建立與推

廣，傳遞傳統市場內在之美，吸引廣大消費族群進入傳統市場消費，

讓傳統市場可以永續發展。 

7.傳統市場發展亟需中央政府專案性經費 

全國公有傳統市場計有 627 處，攤位數達 53,006 攤，且多為社會

基層民眾所經營，堪稱庶民經濟之最佳代表，但面對連鎖式經營之現

代化賣場，顯得壓力重重；又傳統市場之存在，對於穩定民生物資供

應、基層商業發展、抑制中高年齡失業人口、確保民生消費、增進社

會繁榮進步均確有其功能與必要性。且在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理計畫

之推動，旨在推動市集環境之整頓改善、建立制度性規範、拓展電子

商務、營造市集新風貌。辦理工作事項固屬繁多，惟深具可行性、指

標性、代表性與示範性之意義，為善用原有成果資源，擬訂本中程計

畫，殷切期盼為穩定民生基石，能予挹注並支持專案性經費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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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行策略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本計畫主要以公有零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區為對象，以塑造傳統市場

品牌形象及提升市集經營環境為首要目的，並藉此發揚市集特色及招徠

消費族群。計畫面向橫跨傳統市場品牌化、品牌形象推廣、市集營運環

境提升、建構傳統市場網路資訊及宣傳平台、強化民眾服務措施、市集

特色氛圍營造，打造觀光市集、綠色市集、特色市集、社區市集等。操

作上，採取典範學習、效益擴散為主要策略；執行上，則是以輔導、訓

練、行銷、推廣為主要方法。計畫推動期程及策略如下： 

 

品牌塑造期 

以傳統市場品牌化而言，定義品牌內涵為首要課題，要求全體受

輔導之市集皆以達成「新鮮、舒適、人情味」之品牌內涵為首要工作

重點，由專家學者依市集發展現況區分傳統市場定位，共分為「品牌

市集」、「樂活市集」，各給以不同內容之輔導工作，並要求受輔導市集

持續向上提升，以成為具示範與學習效益之現代化傳統市場，並成為

推廣之典範。 

將傳統市場區分為「觀光型」、「社區型」、「創意型」、「綠色型」

等四類市集，並依其發展類型，強化特色輔導，補強不足設施並強化

特色氛圍，加強教育訓練與科技運用，善用媒體宣傳與加強行銷推廣

並與社區共存共榮，將傳統市場之美傳播至更多消費者心中，以招徠

傳統市場消費族群，奠定市集永續發展之基礎。 

 

品牌推廣期 

運用主流媒體及市集專屬雜誌宣傳傳統市場特色，擴大市集能見

度，持續吸引民眾重視傳統市場並願意前往消費；透過市集品牌展示

活動及固定節日之議題推廣活動，帶動人潮，主動接觸消費者，讓消

費者感受傳統市場之轉變，進而願意了解及關注傳統市場，吸引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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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年齡層之消費者走進傳統市場，傳統市場的美與好，要讓更多人

知道。 

 

辦理創意議題推廣，提供消費者新式服務；同時藉由資訊通訊科

技(ICT)及 3W(即網站(Web)、無線（Wireless）及寬頻（Wideband）等)

觀念與手法的 e 化觀念，建構傳統市場雲端網路平台，開發商機。並

藉由網站內容規畫與推廣活動辦理，了解年輕族群購物意向，找回年

輕消費群。透過網站可將市集完整資訊、特色商品、優惠資訊、區域

旅遊串聯等資訊公布，藉著行動通信技術，讓資訊隨著消費者移動，

真正做到繁榮地方經濟。 

 

品牌成熟期 

積極解決部分傳統市場因經營績效不彰，或是攤位承租人因素，

或是缺乏整體經營管理觀念，致使市場出現有未營業的空攤，或是未

使用的閒置空間或樓層，阻礙市集發展與進步，為發揮市集最大綜效，

將以消費者需求為出發點，妥善活化市集空間，建置如顧客休憩區、

兒童遊樂區、顧客服務中心等空間，藉以活絡市集營運與氣氛；此外，

為提升市集經營績效，將建置或引進特色攤位，期待藉由特色攤位之

進駐或出現，可以豐富市集經營內容(品項)及服務提升，擴大市集消費

族群，為傳統市場創造經營新風貌。 

藉由分階段塑造，將「樂活市集」推向「品牌市集」，建立傳統市

場新形象，並塑造全國各市集之學習典範，並讓市集輔導之效益能迅

速擴散。同時強化政策溝通及社會參與工作，傳統市場發展首重庶民

需求，本計畫規劃每年邀集地方縣市政府召開政策推動說明會、年終

檢討會，融合地方多元聲音與意見；另一方面引導市集攤商參與，培

養在地經營人才，強化在地組織，厚植市集規劃、經營、領導、提案

等能力，以規劃及執行具發展特色之新世代市集，並進行漸進式修正，

縮短政策美意與受益對象間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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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計畫架構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包括： 

1.政策行銷與輔導認證 

(1)市集法規研議 

(2)輔導認證評比 

(3)創新提案評比 

(4)全國市集調查 

(5)品牌市集學苑 

(6)全方位媒體宣傳 

(7)民眾参與展示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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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快樂ㄟ菜市仔雜誌 

(9)市集品牌月推廣活動 

(10)創意性議題推廣活動 

(11)政策宣導及配合事項 

 

2.推動雲端市集 

(1)雲端市集資訊整合平台 

(2)市集雲協同行銷空間 

(3)提升攤商網路行銷能力 

(4)網路行銷推廣活動 

(5)雲端數位學習平台 

 

3.形塑品牌市集 

(1)建置與推廣品牌市集 

(2)民眾服務設施 

(3)品牌市集氛圍營造 

(4)品牌市集教育訓練 

(5)科技運用 

(6)媒體宣傳 

(7)品牌市集推廣活動 

(8)網路宣傳推廣 

 

4.樂活市集優質環境提升 

(1)基礎環境維護 

(2)市集空間重整運用 

(3)樂活市集氛圍營造 

(4)樂活市集教育訓練 

(5)樂活市集推廣活動 

(6)地方資源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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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攤商轉型輔導暨樂活名攤加值 

(1)攤商轉型輔導 

(2)樂活名攤加值 

(3)特色攤位引進或建置 

(4)特色攤位專業輔導 

 

6.低度使用市集輔導 

(1)低度使用市集評估 

(2)市集轉型輔導 

(3)退場機制研議 

 

本計畫延續「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辦理「樂活市集優質環境

提升」，持續針對樂活市集進行環境改造與輔導，同時搭配「攤商轉型輔導

暨樂活名攤加值」，建立示範攤位，營造市集亮點，提升樂活市集之經營層

次，使其有機會提升為品牌市集；另外針對已營運良好之市集，進行「形塑

品牌市集」輔導工作，建立傳統市場之品牌形象，導入「品牌行銷」概念，

為傳統市場創造創新價值與永續發展基礎，同時複製市集與攤舖成功經營學

習機制，致力於形塑民生消費平台精緻化，達成供需雙贏。 

本計畫同時辦理「政策行銷與輔導認證」、「推動雲端市集」等工作，

搭配樂活市集及品牌市集輔導工作一併推動，強化市集輔導工作成效並擴大

與推廣本計畫之輔導成果，除受輔導市集外，更期待透過行銷作為強化示

範、觀摩功能，讓未接受輔導之市集也能藉由自我學習複製成功經驗，點線

連結成面，提升我國傳統市場之經營層次，帶動市集全面發展。同時透過媒

體宣傳與行銷推廣，傳遞傳統市場轉變之訊息，協助傳統市場營運成長、帶

動市集永續經營。 

最後，辦理「低度使用市集輔導」，協助低度使用市集轉型並提升為樂

活市集，或建議其退場。計畫工作關聯表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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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計畫工作關聯表 

 

市集品牌塑造暨競爭力提升計畫 

形塑品牌市集(6 處) 
 

(1)建置與推廣品牌市集 

(2)民眾服務設施 

(3)品牌市集氛圍營造 

(4)品牌市集教育訓練 

(5)科技運用 

(6)媒體宣傳 

(7)品牌市集推廣活動 

(8)網路宣傳推廣 

樂活市集 

優質環境提升(30 處) 

(1)基礎環境維護 

(2)市集空間重整運用 

(3)樂活市集氛圍營造 

(4)樂活市集教育訓練 

(5)樂活市集推廣活動 

(6)地方資源導入 

低度使用市集輔導 

(6 處) 
(1)低度使用市集評估 

(2)市集轉型輔導 

(3)退場機制研議 

攤商轉型輔導暨樂活名攤加值 
(150 攤) 

(1)攤商轉型輔導 

(2)樂活名攤加值 

(3)特色攤位引進或建置 

(4)特色攤位專業輔導 

推動雲端市集 

(1)雲端市集資訊整合平台

(2)市集雲協同行銷空間 

(3)提升攤商網路行銷能

力 

(4)網路行銷推廣活動 

(5)雲端數位學習平台 

退場 

未接受
輔導 
市集 

政策行銷與輔導認證 

(1)市集法規研議 

(2)輔導認證評比 

(3)創新提案評比 

(4)全國市集調查 

(5)品牌市集學苑 

(6)全方位媒體宣傳 

(7)民眾参與展示活動 

(8)快樂ㄟ菜市仔雜誌 

(9)市集品牌月推廣活動 

(10)創意性議題推廣活動 

(11)政策宣導及配合事項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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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期（年）執行策略 

本計畫分期(年)執行策略如表二。 

表二 分期（年）執行策略表 

期別／年度 執行策略 

品牌塑造期 

（105~106 年）

1. 設定品牌市集內涵，透過計畫推動，輔導市集達到目標。 

2. 依市集現況區分市集發展層次，並依此給予專業輔導內容。 

3. 辦理全國市集調查，了解市集發展現況，做為市集輔導依據。 

4. 辦理輔導認證評比，讓地方政府融入市集輔導行列並導入市集輔

導資源。 

5. 進行市集法規研議，持續修正及檢討。 

6. 辦理品牌市集學苑，提升攤商經營理念。 

7. 推動雲端市集，運用網路擴大市集消費族群。 

8. 辦理觀光型市集輔導，依市集發展現況給予專業輔導內容，打造

樂活觀光市集。 

9. 辦理社區型市集輔導，依市集發展現況給予專業輔導內容，打造

樂活社區市集。 

10. 辦理創意型市集輔導，依市集發展現況給予專業輔導內容，打造

樂活創意市集。 

11. 辦理綠色型市集輔導，依市集發展現況給予專業輔導內容，打造

樂活綠色市集。 

12. 運用創新提案評比工作，鼓勵市集自主運作。 

13. 辦理全方位媒體宣傳工作，傳播市集特色並吸引消費者目光。 

14. 辦理市集品牌月活動，主動出擊，直接面對消費者，宣傳市集特

色。 

15. 發行市集專屬雜誌，豐富市集經營層次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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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推廣期 

（107~108 年）

1. 持續強化雲端市集，運用網路擴大市集消費族群。 

2. 持續運用創新提案評比工作，鼓勵市集自主運作。 

3. 持續辦理全方位媒體宣傳工作，傳播市集特色並吸引消費者目光。

4. 持續辦理市集品牌月活動，主動出擊，直接面對消費者，宣傳市

集特色。 

5. 建置品牌觀光市集，強化民眾服務設施與氛圍營造。 

6. 建置品牌社區市集，強化民眾服務設施與氛圍營造。 

7. 建置品牌創意市集，強化民眾服務設施與氛圍營造。 

8. 建置品牌綠色市集，強化民眾服務設施與氛圍營造。 

9. 建置特色攤位，活絡市集營運。 

10. 強化品牌觀光市集媒體宣傳與網路推廣，擴大消費族群。 

11. 強化品牌社區市集媒體宣傳與網路推廣，擴大消費族群。 

12. 強化品牌創意市集媒體宣傳與網路推廣，擴大消費族群。 

13. 強化品牌綠色市集媒體宣傳與網路推廣，擴大消費族群。 

品牌成熟期 

（109 年） 

1. 整合全方位媒體宣傳工作，呈現計畫成效能見度。 

2. 串聯辦理市集品牌月活動，強化活動內容，宣傳市集特色。 

3. 彙整及考核商品服務品牌化成果，研訂傳統市場未來發展策略，

與國內整體經濟產業並進。 

4. 推動國際參與，融合市場在地特色文化，擴大市場目標顧客群與

視野，建立交流平台。 

5. 建立市集、名攤診斷與輔導模組化，強化計畫知識經驗外溢與複

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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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行步驟（方法）與分工 

1、執行步驟（方法） 

(1)政策行銷與輔導認證 

A.市集法規研議 

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地方政府進行零售市場管理條例子法及攤販

自治條例之訂定事宜。每年至少辦理 1 場次市集法規研議會議。 

B.輔導認證評比 

分別以縣市政府及傳統市場為單位，辦理輔導認證評比，了解各

縣市政府對市集輔導工作之投入程度與效益，以鼓勵縣市政府投入市

集輔導資源與人力，提升傳統市場發展；以及傳統市場受輔導後之效

益呈現。評選結束後，依評選成績給予得獎單位及相關人員表揚及獎

勵，並針對成績優異者進行媒體宣傳表揚工作。每年度辦理 1 次。 

C.創新提案評比 

為鼓勵傳統市場自主運作，踴躍提出在地性創意發想，建立由下

而上的自主經營動能，本計畫將設計每年舉辦創新提案評比 1 場。各

地市集自治會依據地方市集在地特色，提出服務工作、行銷活動、推

廣活動等之企劃書，由委辦單位召集專家、學者及中央與地方之主管

機關共同審查評比。經獲選之市集企劃書，將由輔導團隊協同市集辦

理，並於活動完成後檢視活動成效。每年度經費以 150 萬元為限。(每

場 30 萬元，共計 5 處市集)五年共計辦理 25 處市集。 

D.全國市集調查 

透過公文系統轉發調查資料及現場消費者調查等方式，針對全國

各傳統進行市集現況、市集營運狀況、攤商基本資料、攤位營運現況、

消費者消費行為等進行調查。調查成果將印製成冊，發送各相關單

位，如縣市政府、學校、學者等，預計印製 600 本，每年度辦理一次。 

E.品牌市集學苑 

與大專院校或職訓單位結合辦理市集人才培訓課程，針對傳統市

場業者或有意願之市場營業者辦理長期之訓練課程，為傳統市場培訓

人才。課程內容著重攤商經營理念提升與經營新知及法規深化，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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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原有攤商加入，提升市集經營理念，並導引年輕族群加入傳統市

場創業，為傳統市場注入新血，每年度相關課程時數需達 20 小時以

上。 

F.全方位媒體宣傳 

透過電視、報紙或雜誌宣傳傳統市場的品牌形象，吸引消費者注

意傳統市場並願意至傳統市場消費。報導方式以深入之專題報導呈

現，以達宣傳效果，媒體的選擇以具有專業形象之知名主流媒體為

主，每年度需達 6 則報導。 

G.民眾参與展示活動 

結合國內大型食品或旅遊展覽或於百貨公司辦理傳統市場民眾

参與展示活動，每年度辦理 1 場次。展示活動除邀請市集名攤設攤展

售之外，也將進行市集形象展示，透過場地佈置、活動規畫與辦理，

吸引民眾對傳統市場之了解與注意，進而吸引民眾至傳統市場消費。

本活動並可搭配辦理市集相關頒獎、研討會議等活動，讓市集從業人

員可以運用本次活動，達到互動、交流之目的。 

H.快樂ㄟ菜市仔雜誌 

持續製作、發行市集專屬雜誌，豐富雜誌內容，強化雜誌的專業

性與功能性，並加強與消費者之互動，藉以吸引一般民眾對傳統市場

之關注；此外，運用本雜誌進行市集攤商之經營理念提升，運用國內、

外之成功經營案例，成為攤商學習範本，每年發行 3期，每期發行 2,000

本，總計 6,000 本，並配合電子書與網路載體等多元管道發行。 

I.市集品牌月推廣活動 

針對固定節日如端午節、中元節、中秋節辦理全體輔導市集之議

題推廣活動，搭配市集場地佈置、文宣宣傳、消費者回饋辦法等工作，

以及藉由全省串聯辦理之活動吸引媒體報導及民眾對傳統市場之注

意，並吸引民眾至市集消費。每年度辦理 1 場次大型議題推廣活動。 

J.創意性議題推廣活動 

運用新興之媒體，如 APP、社群網站；或具創意性之議題活動辦

理、或推廣傳統市場之新式服務等作為，吸引民眾對傳統市場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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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並改變傳統市場在消費者心中既定之刻板印象，進而引導民眾至

市集消費。每年度辦理 1 場次議題推廣活動。 

K.政策宣導與配合事項 

配合主辦單位指示，辦理相關政策宣導工作，如政策說明會、相

關政策宣導；以及辦理物價監測、市集現勘訪視等配合事項。 

 

(2)推動雲端市集 

A.雲端市集資訊整合平台 

持續維護全國傳統市場資料庫與樂活市集整合資訊平台，豐富網

站內容，導入更多豐富單元，並協助攤商辦理網路宣傳及推廣工作：

打造雲端市集網站專業形象，並讓雲端市集網站國際化；進行改版與

增加網路園丁功能，導入 SEO(搜尋引擎最佳化)搜尋優化，並提高網

路活潑度與使用者滿意度；持續辦理網路活動與加強行動族群，以擴

大網路市集使用族群。 

B.市集雲協同行銷輔導 

輔導市集透過傳統市場雲端協同行銷空間進行網路廣宣，透過

WEB 技術建構示範市集雲為市集專屬入口平台，結合地方特色、遊

程服務等相關特色，協助市集客製化設計，並提升自主經營管理能

力，整合市集雲資訊協同行銷，計畫輔導示範市集 5 年共 10 處，提

升市集網際網路專屬形象與訊息發布空間、活動展示空間並透過整合

行銷推廣全國傳統市場。 

C.提升攤商網路行銷能力 

協助、教育攤商運用網路行銷及網路相關資源，提升市集及攤舖

位之知名度並行銷商品、拓展通路，以達到提升攤商網路行銷技巧、

擴大消費族群之目的。每年 20 攤，5年共 100 攤。 

D.網路行銷推廣活動 

擴大行銷「雲端樂活巿集」平台知名度，辦理網路行銷活動，藉

由一連串活動的辦理，讓大家熟悉並了解政府於推廣、輔導、經營傳

統巿集的豐富成果。每年辦理 1 場次網路行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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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雲端數位學習平台 

結合雲端市集網站提供線上學習課程，讓現有市集經營者、攤商

以及有意願在傳統市場營業者無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透過雲端數位學

習網方便快速學習，增進學習效益並提升市集攤商經營理念。 

 

(3)形塑品牌市集 

A.建置與推廣品牌市集 

品牌市集之發展定位共計區分為：「觀光型」、「社區型」、「創意

型」、「綠色型」等四類。透過專家學者所組成之顧問輔導團，實際到

點診斷、輔導與改善，協助制定品牌市集之發展定位，並給予相關之

輔導工作。同時，搭配相關媒體宣傳與推廣工作推廣品牌市集。 

B.民眾服務設施 

針對發展品牌市集所需之設備、設施進行檢視，如觀光型市集之

共食區、雙語指示標誌、顧客服務中心、導覽資訊、手推車、網站；

社區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兒童遊樂區、顧客服務中心、市集活動區；

創意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顧客服務中心、專業業種專區；綠色型市

集之顧客休憩區、顧客服務中心、綠色商品專區、垃圾處理區、資源

回收、太陽能裝置、省電燈具、環境綠美化、節水裝置、購物袋、手

推車等，並依欲發展之品牌市集主題進行添購或建置，或可結合並導

入地方政府資源，以提升市集經營層次、帶動市集向上發展，並可成

為全國其他市集發展之學習模範。每一年度預計輔導 6 處品牌市集。 

C.品牌市集氛圍營造 

依據地方特色及市集發展方向，設計市集專屬 LOGO，並以市集

LOGO 為基礎，發展市集氛圍營造設施，如萬國旗、羅馬旗、攤商制

服(攤裙)、入口意象、精神堡壘等，或可結合並導入地方政府資源，

以豐富傳統市場賣場空間氣氛，營造良好購物環境，給予消費者不同

以往之購物感受，進而提升市集營運績效。每一年度預計辦理 6 處市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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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品牌市集教育訓練 

針對自治會幹部及攤商辦理品牌市集相關教育訓練，以了解品牌

市集內涵、市集管理、服務提升、市集營運及法規等知識，除課堂課

程外，亦可結合優良市集或優良產業之觀摩活動，以豐富訓練內容，

擴大訓練效益及成果。每一年度預計辦理 6 處市集共 18 場次訓練課

程。 

E.科技運用 

教導攤商善用新式科技工具，如網路、社群網站、ICT 等工具以

運用來行銷市集，強化與年輕消費族群之互動；此外也可運用於市集

及攤商之管理，增進管理效率；最後，針對消費者也可導入 CRM 的

管理概念，增加對消費族群的了解，並持續維護良好的顧客關係。每

處輔導市集每年需辦理 1 次科技運用工作，每年合計 6 次。 

F.媒體宣傳 

可運用報紙、網路、電子媒體進行媒體宣傳，吸引民眾對傳統市

場之注意，擴大傳統市場之消費客層，並吸引民眾至市集消費。每處

輔導市集每年需辦理 2 次媒體宣傳工作，每年合計 12 次。 

G.品牌市集推廣活動 

辦理符合品牌市集主題之行銷推廣活動，強化市集形象之宣傳，

推廣市集特色商品及服務，以增進市集與消費者之互動，並吸引民眾

至市集消費。帶動市集營運績效。或辦理社區推廣活動或結合社區共

同推廣產業、旅遊等，以強化市集與所在社區之連結，增進市集與所

在社區消費者之彼此認同。並可將社區特色產品、產業、旅遊資訊導

入市集內，進行策略聯盟，以達相互帶動與提升之效果。每處輔導市

集每年需辦理 1 次推廣工作，每年合計 6 場次。 

H.網路宣傳推廣 

建置(社群)網站，提供消費者便利的資訊整合服務，以符合時代

消費趨勢，同時鼓勵具特色之市集業者一併進行網路宣傳推廣作業。

此外，將同步訓練市集幹部及業者自行維運、管理網路平台，以期網

路宣傳推廣工作能永續發展。每處輔導市集每年需辦理 1 次網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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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工作，合計 6 次。 

(4)樂活市集優質環境提升 

A.基礎環境維護 

市集應對基礎營運環境如天花板、牆面、地板、水溝、走道、整

齊線、停車空間、理貨區、垃圾處理區、廁所等保持一定程度之清潔

與維護，以符合品牌市集「新鮮、舒適、人情味」之中心思想，給予

消費者市集正面印象，以提升市集經營層次、帶動市集向上發展，並

以發展成為亮點品牌市集為目標。由自治會制定環境維護管理辦法，

並要求全體攤商配合，以達到環境維護之目的。每一年度預計輔導 30

處樂活市集。 

B.市集空間重整運用 

與地方政府合作並導入資源，共同針對市集之空間進行重整運

用，藉以活絡市集營運空間與氣氛，以帶動市集之長遠發展。市集空

間重整運用應與市集主題符合，如觀光型市集之共食區、休憩區；社

區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兒童遊樂區；創意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顧

客服務中心、專業業種專區；綠色型市集之顧客休憩區、顧客服務中

心、綠色商品專區、垃圾處理區等。每一年度預計辦理 30 處閒置空

間活化。 

C.樂活市集氛圍營造 

依據地方特色及市集發展方向，設計市集專屬 LOGO，並以市集

LOGO 為基礎，發展市集氛圍營造設施，如萬國旗、羅馬旗、攤商制

服(攤裙)、入口意象、精神堡壘等，以豐富傳統市場賣場空間氣氛，

營造良好購物環境，給予消費者不同以往之購物感受，進而提升市集

營運績效，可適當導入地方政府資源。每一年度預計辦理 30 處市集。 

D.樂活市集教育訓練 

針對自治會幹部及攤商辦理教育訓練，以了解樂活市集內涵、市

集管理、服務提升、市集營運及法規等知識，除課堂課程外，亦可結

合優良市集或優良產業之觀摩活動，以豐富訓練內容，擴大訓練效益

及成果。每一年度預計辦理 60 場次訓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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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樂活市集推廣活動 

辦理符合樂活市集主題之行銷推廣活動，強化市集形象之宣傳，

推廣市集特色商品及服務，以增進市集與消費者之互動。召開青年對

話論壇，擬舉辦青年創意市集論壇，增加與民眾交流互動頻率，縮短

政策認知落差。辦理社區推廣活動或結合社區共同推廣產業、旅遊

等，以強化市集與所在社區之連結，增進市集與所在社區消費者之彼

此認同。並可將社區特色產品、產業、旅遊資訊導入市集內，進行策

略聯盟，以達相互帶動與提升之效果。每處輔導市集每年需辦理 1 次

行銷推廣工作，合計 30 次。 

F.地方資源導入 

積極與地方政府溝通，並引導地方政府資源與本計畫結合，擴大

計畫效益，創造樂活市集更大之改善效益，也讓攤商感受中央、地方

政府對市集改革之投入與用心。 

(5)攤商轉型輔導暨樂活名攤加值 

A.攤商轉型輔導 

針對市集原有攤商有意轉型經營符合樂活市集品項者，或協助引

進符合樂活市集主題之攤商，進行轉型輔導，共同打造活名攤。輔導

工作將邀請專家學者、輔導團隊共同進行，並將協助轉型攤商或新進

駐者儘速適應市集生態，並協助進行包括市場分析、產品定位、價格

設定、營運管理、顧客服務、食品安全衛生管理、陳列技巧等實務經

驗，以降低創業的風險。藉此提升攤位經營層次，進而帶動市集整體

發展。每一年度辦理 45 攤，五年合計 225 攤。 

B.樂活名攤加值 

針對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獲得認證之樂活名攤，給予加值

輔導，協助提升經營層次，打造更高層次與標準之樂活名攤，藉以提

升市集營運水準並帶動其他攤商改革動力。每年建置 45 攤，五年合

計為 225 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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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特色攤位引進或建置 

引進符合市集主題之特色攤位，以塑造市集之整體氛圍。或挑選

市集內具改革意願與企圖心之業者，以攤商第二代或年輕族群為佳，

發掘攤位與產品特色，針對攤位營運空間進行改造，打造符合市集主

題之特色攤位，期待藉由特色攤位之建置，可以帶動市集活絡氣氛，

提升市集營運亮點及形象；並藉此帶動更多有意願於市集內營業之業

者進駐。每年建置 30 攤，五年合計為 150 攤。 

D.特色攤位專業輔導 

針對参與樂活名攤加值及特色攤位計畫者給予攤商客制化之專

業輔導，以建立特色攤位，並塑造樂活市集之整體氛圍。每年辦理 45

攤特色攤位專業輔導，五年合計為 225 攤。 

 

(6)低度使用市集輔導 

A.低度使用市集評估 

針對市集出租率低於 50％以下，且營運狀況不佳之市集，邀集專

家、學者會同地方政府人員進行現勘、評估，並提供後續發展建議，

協助地方政府確認市集發展方向。 

B.市集轉型輔導 

針對低度使用市集評估結果，若仍有市集功能者，由專家、學者

協助提出具體可行之改善計畫書。並由地方政府進行初步輔導工作，

以利後續提報本辦公室進行樂活市集輔導或市集進行其他方向使用。 

C.退場機制研議 

針對低度使用市集評估結果，若已無市集功能者，由中辦協助、

地方政府辦理退場機制研議，並持續辦理相關攤商安置及土地利用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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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工（如表三） 

表三 分工體系表 

主要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推動機關 執行單位 

一、政策行銷與

輔導認證 

1.市集法規研議 

2.輔導認證評比 

3.創新提案評比 

4.全國市集調查 

5.品牌市集學苑 

6.全方位媒體宣傳 

7.民眾参與展示活動 

8.快樂ㄟ菜市仔雜誌 

9.市集品牌月推廣活動 

10.創意性議題推廣活動 

11.政策宣導及配合事項 

經濟部 

交通部觀光局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農委會 

委辦單位 

二、推動雲端市

集 

1.雲端市集資訊整合平台 

2.市集雲協同行銷空間 

3.提升攤商網路行銷能力 

4.網路行銷推廣活動 

5.雲端數位學習平台 

經濟部 

科技部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委辦單位 

三、形塑品牌市

集 

1.建置與推廣品牌市集 

2.民眾服務設施 

3.品牌市集氛圍營造 

4.品牌市集教育訓練 

5.科技運用 

6.媒體宣傳 

7.品牌市集推廣活動 

8.網路宣傳推廣 

 

經濟部 

交通部觀光局 

衛生福利部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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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樂活市集優

質環境提升 

1.基礎環境維護 

2.市集空間重整運用 

3.樂活市集氛圍營造 

4.樂活市集教育訓練 

5.樂活市集推廣活動 

6.地方資源導入 

經濟部 

衛生福利部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委辦單位 

五、攤商轉型輔

導暨樂活名

攤加值 

1.攤商轉型輔導 

2.樂活名攤加值 

3.特色攤位引進或建置 

4.特色攤位專業輔導 

經濟部 

衛生福利部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委辦單位 

六、低度使用市

集輔導 

1.低度使用市集評估 

2.市集轉型輔導 

3.退場機制研議 

經濟部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

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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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水平、垂直合作圖

推動名攤品牌 

豐富觀光旅次

打造觀光市集 

衛生福利部 科技部 
經濟部 

中部辦公室
交通部觀光農業委員會 

鄉鎮市區 

公所

建構電子商務通路 

市集資訊雲端化

直轄市、縣市

政府

推動 

地產地消食材 

推廣安全農產

宣導 

食品添加物規範 

輔導自治會 

強化食品來源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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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自民國 105 年 1 月 1 日起至 109 年 12 月 31 日止。 

 

（二）所需資源說明 

1、人力資源 

鑑於本計畫各年度工作項目繁多，除委由各相關協會、團體及學術機

關等參與執行外，仍需專業人員負責監督、控管；所需人力需求部份，將

配合實際業務需要逐年檢討。亦需財團法人、學術單位、顧問公司及具備

管理專長社團等民間單位的協助配合，將予適當的宣導，俾利各單位充分

參與。 

2、財務需求 

本計畫執行經費分工 5 年 3 期實施，所需經費概估約需 2 億元（包含

委辦費 1 億 9613.5 萬元、業務費 386.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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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預期效果 

就實施策略區分，其預期效果為: 

1. 提升傳統市場品牌形象，強化傳統市場競爭力 

提升傳統市場「新鮮、舒適、人情味」之品牌形象，並透過系統

化之包裝、宣傳、行銷，讓全國消費者對傳統市場有全新之印象及感

受，讓傳統市場面對競爭激烈之商業環境，也能保持強大之競爭力與

經營優勢，抗衡新式連鎖賣場，同時更能永續發展。 

2. 改善市集營運環境，改變國人對傳統市場刻板印象 

傳統市場曾給消費者髒亂、陰暗、潮溼等不良印象，但隨著經濟

部近年來積極推動傳統市場更新與改善計畫，傳統市場購物環境已獲

得相當程度之改善，再加上經濟部積極推動市集認證計畫，促使市集

注重平日營運環境之維護；本計畫將延續並以上述計畫奠定之成果，

同時持續加強基礎環境維護、注入市集氛圍營造與增設民眾服務設

施，藉以改變國人對傳統市場的刻板印象，廣招更多消費族群進入傳

統市場休閒消費。 

3. 運用媒體宣傳與推廣活動，開發市集消費族群 

傳統市場之更新與改善已有逐步成果，以往受限於經費，未透過

媒體宣傳與推廣活動，讓民眾了解傳統市場之改變，進而吸引以往未

曾到傳統市場消費者改變消費習慣；本計畫特別強化媒體宣傳及主動

出擊辦理推廣活動，期待透過正面的媒體報導以及讓民眾體驗市集的

轉變，開發市集消費族群，提升市集營運績效。 

4. 辦理教育訓練課程，提升攤商經營能力與改革決心 

本計畫將辦理包括「品牌市集學苑」、「雲端數位學習平台」、「品

牌市集教育訓練」、「樂活市集教育訓練」等訓練課程，邀請專家、學

者及市集主管機關人員進行授課，提供攤商最新經營知識，灌輸攤商

相關營運觀念；除了可以提升攤商經營能力之外，更可以激發攤商改

革動力與決心，加速我國傳統市場之更新與改善。 

5. 運用網路科技行銷傳統市場，擴展市集消費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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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新興科技之便利性，行銷、推廣傳統市場優良商品並提升市

集之正面形象，同時運用新興科技亦能協助市集進行攤商及消費者關

係管理，讓傳統市場能吸引年輕消費族群，擴大利基與招徠消費族群。 

6. 打造品牌觀光市集，開創傳統市場新形象 

傳統市場具備豐富的在地食材、特色小吃與地方風情，具有豐富

的觀光潛力，而結合市集購物與當地休閒旅遊的行程，更能讓遊客了

解當地生活，同時也可為傳統市場開創新形象。 

7. 打造品牌社區市集，重塑傳統市場新地位 

傳統市場之發展與所在社區有密不可分之關係，傳統市場不可能

脫離社區而獨自發展，本計畫透過與社區共同推廣商業或旅遊等工作

事項，將傳統市場與社區緊密結合，同時，強化社區中心之精神，讓

市集能與社區彼此認同，互為共存共榮，重新找回傳統市場與社區之

關係與地位。 

8. 打造品牌創意市集，建立傳統市場新風格 

透過對於傳統市場空間之活化與運用，導入不同於一般生鮮食材

販售之經營型態，塑造傳統市場多元風格，除了可以豐富傳統市場外

亦進一步活化閒置空間，或為原有之傳統市場注入經營活水。 

9. 打造品牌綠色市集，迎接傳統市場新生活 

傳統市場由於販售在地食材，可縮減食物里程及碳足跡、同時販

售過程中，減低過度包裝，符合綠色消費之概念；再加上綠色市集輔

導進行包括垃圾分類、資源回收、發送環保購物袋、自購購物袋優惠、

使用節能(水)燈具(設備)、裝設太陽能光電板以及環境綠化等工作，傳

統市場在綠色消費已有良好之成果陳現。本計畫將延續此成果，同時

加強綠色市集之輔導占比，讓傳統市場成為綠色消費的重鎮，為環境

保護盡一份心力，並成為新的消費與生活型態。 

10. 打造特色攤位，創造特色活化營運 

藉由特色攤位引進或建置，打造符合市集主題之特色攤位，並可

帶動市集活絡氣氛，提升市集營運亮點及形象；並藉此帶動更多有意

願於市集內營業之業者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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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解決低度使用市集問題，積極改善以提升市集運作效能 

擬定低度使用市集發展方向，並與地方政府充分配合，積極解決

營運狀態不佳之傳統市場，使其找到適當之營運方向與發展定位，提

升全國市集之整體運作效能。 

 

（二）實施效益 

就執行步驟區分，五年計畫期間其實施效益為: 

1. 建立全國 627 處公有市場及攤販集中場之品牌形象，並透過輔導再造

與宣傳行銷，擴大傳統市場消費族群與永續發展之基礎。 

2. 強化輔導 180 處品牌市集及樂活市集，450 攤特色攤位、樂活名攤及

轉型攤位，活化營運空間與經營效率，強化顧客服務與賣場氛圍，提

升市集營運績效與經營特色。 

3. 辦理 5 次全國市集調查，了解市集發展及營運現況，持續融入輔導創

新思維以型塑市集現代化發展方向。 

4. 辦理 5 次縣市輔導評比，鼓勵縣市政府重視與投入市集輔導工作，加

速市集升級。 

5. 重視媒體宣傳效益與活動推廣成效，進行 90 則市集主題深入報導與

195場次大型宣傳推廣活動。 

6. 重視長期教育訓練工作，提升市集從業人員經營理念，共計培訓 1.47

萬人次攤商。 

7. 發行市集專屬雜誌，提供攤商學習範本與加強消費者互動，共計發行

3萬冊。 

8. 續經營市集網站，加強網路活動與行動族群，擴大網站使用族群。 

9. 積極提出解決方案，改善 30處低度使用市集。 

10. 透過媒體宣傳、行銷推廣及網路宣傳等方式展現市集新風貌，擴大消

費客群,市集來客數成長率預估為 5％，每年度預估可為每一輔導市集

增加 5,000人次消費者。 

11. 過品牌市集、樂活市集及特色攤位輔導，賦予傳統市場新的定位及形

象，同時持續改善市集環境及民眾服務設施，提供消費者良好、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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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購物環境。預估輔導後每處輔導市集平均年營業額可提升 7.5％，每

年度預估可為每一輔導市集增加 1,000萬元之消費金額。 

12. 改善市集環境及民眾服務設施，提供消費者良好、舒適之購物環境。

預計可吸引更多攤商進駐傳統市場營業，攤位出租率預估提升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