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 年度改進傳統市場經營管理
樂活菜市仔競爭力提升計畫執行績效
一、計畫目標甚具挑戰性及創意性，各目標均有具體明確量化值，並較去年度
成長
(一)依據地區特性導入市場業種示範模式，全面推動示範市集及攤鋪，建構
市場新風貌；輔導新生代樂活創業，激發市場改變革新。
(二)強化二手、特色創意市集經營觀念，以帶動二手資源有效再利用；推廣
綠色市集，落實市場節能減碳；培育傳統市集人力觀念素質帶動市集新
商機。
(三)本年度計畫以「傳統市集升級再造、行銷優質特色市集」為主要目標，
規劃輔導國內傳統市集及攤商的經營、管理、行銷等，都要符合「特色
化、在地化、優質化」的理念深耕，制定「特色輔導、創新經營」、「人
才育成、觀念培力」、「創新行銷、活絡商機」策略，分別積極推動，
目標甚具挑戰性及創意性。
(四)計畫目標辦理 42 處優良市集認證、115 攤市場名攤認證，目標值均較去
年度成長，其中優良市集認證較去年成長 40%(去年目標值 30 處)，市場
名攤認證較去年成長 15%(去年目標值 100 攤)。
二、推行認證制度，型塑示範性傳統市場，激發市集、攤商自發性學習改善：
輔導市集、攤商自願參加認證，在參與認證過程中了解本身優劣勢，參考
複審委員(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改善建議，自發性的改善，進而帶動市場升
級，甄選認證優良市集 63 處、樂活名攤 251 攤、優良二手或創意市集認
證 4 處、綠色市集認證 7 處，型塑示範性傳統市場，激發改變及革新，使
傳統市場質與量均能不斷再提升。
三、計畫執行具有創新性：本年度市集、攤鋪輔導以建立特色市集為目標，突
破以往傳統市集僅為「在地社區型市集」、缺乏外地消費及觀光吸引力的
刻板印象，輔導以當地獨風味之美食，突顯在地特色產品，佐以歷史文化
傳承要素之故事敘述，深化市集文化意，並結合傳統節慶活動、e 化行銷、
綠色環保觀念等，強化市場能見度，以大幅提升傳統市集的競爭力。由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推薦報名，遴選輔導之對象市場後，經由聘請之專家學
者診斷輔導，設定特色主題提報每一市集改善項目，共輔導 46 處特色市
集、369 攤、二手或創意市集 5 處、綠色市集 3 處，逐步實現具觀光、文
化、美食、趣味、創意、綠色等之多元市集，成功吸引更多的消費者及觀
光客。
四、協調直轄市、地方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公所)，提升管理執行效益：計畫
執行須直轄市、地方政府配合執行、管理，除加強協調、邀請參加計畫推
動說明會及期末檢討會外，並且舉辦「市場管理研習班」1 期(3 天)，共
46 人參訓，加強灌輸地方市場行政及管理人員經營管理理念，提高市場經
營管理績效，以及至各地方政府辦理「市場及攤商管理人員講習」，各縣
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承辦市場業務主管及市場業務承辦人員共 665 人參
加，經由專家學者的講授及學員間的互動經驗交流，以提升執行管理績效。
五、年度目標達成情形
(一)完成優良市場認證，辦理全國處優良市集通過認證
1.推動星級認證制度，依 102 年度優良市集認證計畫，分初選、複選、
決選三階段辦理，共 72 處市集通過初選，經聘請專家學者至現場評分
並經決選會議決議，共有 63 處市場通過認證，其中通過優良市集認證
較去年成長 46.5%(去年通過認證 43 處)。
2.藉由傳統市集甄選認證及優良市集表揚，建立全國優良市集示範標
竿，提供其他市集效仿學習，進而推廣現代化市集新風貌，帶動更多
的傳統市集成功轉型。
(二)完成市場名攤認證，甄選名攤、樂活菜市仔創業培訓
1.辦理樂活名攤認證，經初選、聘請專家學者至現場評分、並經決選會
議決議，共有 251 攤通過認證，較去年成長 59.9%(去年通過認證 157
攤)。
2.藉由傳統市集樂活名攤認證活動，提升傳統市集正面形象，行銷傳統
市集，彰顯市集改革的成果，推薦市集名攤之成功經驗，提供其他攤(鋪)
位學習效法。

3.進行電子、平面媒體行銷協助，大幅提高名攤知名度，帶動市集人氣。
經由星等認證機制，提供各攤商持續升級改善之目標，形成整體市集
良性發展。
4.創業培訓課程北區、中區、南區共計辦理 9 場次，培訓人數 565 人次，
藉由引進新創業者的活力與創意，帶動傳統市場產業的變革，助於提
升整體市場競爭能力。
(三)完成傳統市場閒置空間規劃二手市集、樂活菜市仔雜誌發行
為有效活化市集閒置空間、推動二手或創意商品再利用之交易模式，達
到空間、物品充分利用不浪費，本年度完成傳統市場閒置空間規劃二手
市集或創意市集 5 處，較去年成長 66.7%(去年完成 3 處)；樂活菜市仔雜
誌發行 4 期，較去年成長 33.3%(去年發行 3 期)。
六、創新傳統市集多元商機，扶助「庶民經濟」，提升攤商營業額
(一)輔導「攤商網路行銷」
1.透過專家、顧問團隊輔導，初期拜訪及網路行銷診斷共 61 家，參加
輔導與訓練共 32 家，完成商品上架共 24 家，提高攤商網路行銷技巧，
擴展行銷通路。
2.輔導完成後，持續派顧問進行後續行銷指導與成效訪談，藉以了解今
年度執行狀況，及未來善方向，經統計攤商於網路行銷輔導後的營業
額平均提升 9.5%，且輔導攤商更精進的使用於部落格或臉書的行銷操
作中。
(二)APP 行動商機
1.APP 整合市集資訊與行銷訊息，輕易傳達傳統市集最新活動訊息、市
集介紹、伴手禮、路徑導航等資訊到任何角落的使用者，服務行動族
群，提高市集活動參與及行銷力。
2.結合 LBS(Location-Based Services)導入適地性服務，可依要求定位
目前位置，提供路徑的規劃與行程，主要應用包括尋找鄰近市場資
訊、行人導航、區域廣告及產品訊息主動告知…等。
3.結合 GPS 衛星導航，服務更便民。

4.上架 Goole Play，搜尋「樂活市集」、「吃遍菜市仔」美食資訊即可
免費下載安裝，增加使用便利性，擴大曝光率。
(三)網路增建「市集伴手禮」專區
1.俗諺有云：「千里送鵝毛，物輕情意重」，伴手的禮品是出門到外地
時，為親友購買具當地特色的產品，增進之間情感聯繫，「市集伴手
禮」專區以認證名攤為主，提供民眾多元特色商品，可廣宣名攤特色
商品，增加名攤認證吸引力。
2.串聯「市集走透透」讓市集、名攤、商品同步曝光，並結合 APP 拓展
傳統市集網路客源及行動族群客源。
七、配合行政院農委會推動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減少人民及活禽間持續交
叉感染，降低感染禽流感病毒的風險
(一)為因應中國大陸 H7N9 流感疫情，以及 102 年 4 月 24 日我國確認首例境
外移入 H7N9 流感病例，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102 年 5 月 14 日正式公告，
自 102 年 5 月 17 日起實施全面性禁宰活禽政策（特殊情形除外：自宅內
屠宰雞鴨鵝供食用、山地原住民鄉及離島經列管者，得免於屠宰場內屠
宰）。
(二)本辦公室為零售市場中央主管機關，配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禁宰活禽公
告，考量政策實施後，原有傳統市場合法列管活禽攤商（1,051 攤）面臨
生計及轉型壓力，爰研提「傳統零售市場禁止活禽屠宰政策列管活禽攤
商轉型補助金實施要點」，奉行政院同意辦理。
(三)於本辦公室網站建置「禽流感專區」，提供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 Q&A、
102 年傳統零售市場禁止活禽屠宰政策列管活禽攤商轉型補助金實施要
點等相關訊息，供大眾瀏覽。
(四)轉型補助措施針對原有傳統市場合法列管活禽攤商（1,051 攤）切結願意
配合政策者，提供每攤新台幣 10 萬元轉型補助金（經費估算為 1 億 510
萬元）。
(五)本辦公室奉行政院同意辦理轉型補助措施，立即展開作業，案經限期申
請（102 年 5 月 7 日至 5 月 16 日）、地方政府清查-審查、本部書面審

查-核定、地方政府轉發補助金等程序，共補助 860 位攤商，轉型補助金
共計 8,600 萬元，占實際宰殺 920 攤商數之 93.48%。
(六)經本辦公室與地方政府市管單位加強宣導，請領轉型補助金之攤商中願
意配合政策自行移除脫毛機者有 97.8%（脫毛機屬私人財產，未移除者
均已不再使用），有效降低再宰殺活禽機會。
(七)經本辦公室轉型輔導後，原列管活禽攤商已成功轉型販賣合格禽肉者達
85.5%（餘為自行轉業、停業或退租等），截至目前傳統市場內已無宰殺
活禽之情事，市場整體環境衛生獲得改善，大幅降低禽流感流行風險，
政策執行成效良好。
八、受益或服務對象滿意調查：
就 102 年度相關受益或服務對象進行滿意度調查，針對各對象參與計畫之
瞭解程度、輔導滿意度等進行問卷調查，共回收 482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482 份，滿意以上之比例占受訪人數 82.32%。
(一) 計畫服務對象：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輔導市集、輔導攤。
(二) 調查日期：102/11/10~102/11/25。
(三) 調查單位：計畫專管中心(智策整合行銷有限公司)4.受訪人數：482
人(縣市-13；公所-50；輔導市集-89；輔導示範攤-330)5.受訪人員
選取方式：針對本年度接受計畫資源輔導之相關對象，包含輔導市
集、攤鋪及其所屬公所、縣市政府單位，發放問卷進行調查及回收。
(四) 滿意以上比例佔受訪人數比例：
1. 縣市政府 100%、鄉鎮市公所 82%、輔導市集 80.7％、輔導示範攤
71.8％。
2. 計畫服務對象整體滿意以上比例佔受訪人數比例 83.6%。
九、消費者滿意度：
就對傳統市集環境與空間的觀感、購物的觀感，進行填寫問卷調查，共
回收 3,137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137 份，滿意以上之比例占受訪人數
71.8%。
(一)計畫問卷填寫對象：接受 102 年計畫輔導之市場、攤集區，共 54 處
市集之現場消費者。

(二)調查日期：102/11/10~102/11/25。
(三)調查單位：計畫專管中心(智策整合行銷有限公司)
(四)受訪人數：3,137 人
(五)受訪人員選取方式：針對 102 年度計畫輔導之市場、攤集區進行消
費者滿意度問卷調查及回收，每一市集於主要通道早上 08：00 至
10：00 間，採隨機抽樣方式，每市集 60 名。
(六)消費者整體滿意以上之比例占受訪人數 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