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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序 EDITOR’S LETTER

攤鋪優化品牌行銷　帶來人潮錢潮

111年度傳統市場與夜市攤鋪優化輔導名單出爐，獲選攤商在輔導團隊協助下，不僅參與優化輔導

工作坊的課程，學習有關品牌行銷、美學提升等主題課程外，改造期程現已緊鑼密鼓展開，攤主們紛

紛與設計團隊進行各種意見交流，並陸續簽約完成進行改造工程，期許這20家攤鋪的夢想藍圖完成

後，能夠以全新樣貌被顧客重新定義，品牌價值得以建立。

喝咖啡已成為國人的日常生活，從超商、超市到專門店，競爭極為激烈。同時，我們也發現許多年

輕人走進市集開咖啡攤，成為傳統市場裡的美麗風景。因此，本期企劃介紹幾家具有品牌特色的咖啡

甜點攤鋪，包括「110年傳統市集攤鋪位改造計畫」的小柒Z.O coffee馬祖市集咖啡，以及曾經榮獲

樂活名攤四星等級的優質攤商，像是：松鼠Bonbon、旺咖啡、阿曼咖啡等，希望藉由他們的故事讓

喜愛喝咖啡的族群走進市場，相遇在香醇氛圍中，感受傳統市場的樣貌，享受愜意的咖啡時光，進而

活絡市場經濟。

經濟部為因應疫情衝擊及端午節後的傳統市集淡季，於7月份舉辦「半價銅板購」行銷活動，以提

升傳統市集商機。全臺分別有傳統市場68處、列管夜市39處，合計107處傳統市集入選配合參與行

銷活動，整體業績成長24.4％，活動滿意度達90.8％，為市集帶來人潮與錢潮，民眾按讚好評不斷。

在此，感謝各縣市政府經發局、市集自治會、攤商等單位及人員的鼎力合作，讓這次的行銷活動圓滿

成功。

因疫情停辦一年的「優良市集暨樂活名攤評核」終於在今年重新啟動，今年的規則略有變動，我們

為避免評核資源重複浪費，如果已經報名當年度「地方自評」的市集或攤鋪，不再重複報名「中央評

核」，而以「地方自評」成績為主。評核計畫正進行中，預祝所有報名參與「2022臺灣五星集―優

良市集暨樂活名攤評核」的市場與攤商，都能如願以償。

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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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半價銅板購全臺搶搶滾

傳統市集推半價銅板購　
拉抬市集買氣　民眾好評不斷
不管疫情如何多變，受創攤商都殷切期盼著客人趕快回籠。為了將人潮重新帶回傳統市場及夜市，經濟部於7

月份舉辦傳統市集「半價銅板購」行銷活動，消費者只要在全臺指定107處傳統市場及夜市消費，即可用50

元加購價值至少100元優惠商品。

開
幕記者會當日，經濟部王

美花部長在臺南市長黃偉

哲等人陪同下，逛了臺南最大

的夜市―花園夜市，還品嘗多

攤小吃，王美花聽到臺南夜市價

格後，頻呼「好便宜喔」。她還

表示，在各地舉辦這個活動特別

有意義，尤其是COVID-19疫情

趨緩，鼓勵大家到夜市和市場消

費，增加人氣買氣。

本次活動預估逾20萬人次參

與，整體業績成長24.4％，整

體活動滿意度90.8％，達到吸

引人潮錢潮帶動市場、夜市經濟

之目的。感謝這些入選配合參與

行銷活動的傳統市場及列管夜市

所有執行人員的辛勞，本次活動

才能交出如此亮麗的成績單，而

我們獵取了許多民眾熱情參與的

寶貴鏡頭，以下就讓我們來回顧

一下各市集的活動盛況吧！

7 月全臺搶搶滾

經濟部長王美花在臺南市長
黃偉哲陪同下逛花園夜市，
逛的全是名攤，芭樂、滷
味、拉茶之外，還有麻糬！
（臺南市花園夜市）



5封面故事

經濟部林全能常務次長出席
臺北市艋舺夜市、華西街夜
市、梧州街夜市舉辦的聯合
記者會行銷活動並予以加油
打氣。（臺北市艋舺夜市）

天還亮著，華西街夜市就排起人龍，銅板購吸金喔！（臺北
市華西街觀光夜市）

摸彩，您的手氣好嗎？祝您抽中想要的好物！（基隆市愛四
路夜市）

宣傳奏效，吸引民眾一大清早排隊等著換購優惠商品。（花
蓮縣重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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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半價銅板購全臺搶搶滾

限量優惠商品，果然受到婆婆媽媽們的喜愛！（臺中市第三
市場）

一、二、三、四、
五，5個銅板就夠
了！！（臺中市建
國市場）

綿延無盡的路隊，
這時候需要交通路
障來幫忙了。 （臺
中市大甲蔣公路觀
光夜市）

半價購組合套餐，讚讚讚！！（彰化縣社頭芭樂夜市）好像是過年排隊領紅包，真好！！（臺南市隆田市場）

半價銅板購＋吃貨玩樂金！！雙重優惠超吸引人啊～（臺中
市旱溪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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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願以償！（高雄市大社青雲宮夜市）

拔得頭籌！（臺東市觀光夜市） 臺北來的4位同學手氣真好，竟然分別抽中A、B、C、D四
款套餐，吃遍全夜市啦！！（臺東市觀光夜市）

高雄的鄉親們有夠捧場啦，排隊的人龍長到看不到尾端。
（高雄市哈囉市場）

大清早，金湖市場門口擠滿換購的民眾
且大排長龍！（金門縣金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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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快樂　  菜市仔

111年度攤鋪優化輔導案例賞析

地茶―鳳姊杏仁茶　來自臺南的好滋味
選定輔導攤商已於8月起陸續進行優化輔導執行，預計於9月至11月陸續以嶄新的面貌與大家見面。目前，改

造期程已緊鑼密鼓展開，期間除透過line群組頻繁溝通、工作坊展示第一階段設計圖樣並交換意見外，也經由

多次的實地訪查、測量，一再檢視並弭平攤商需求與專家回饋之落差，終於達成共識。因此，我們擇一案例，

從改造前到溝通、設計提案至完成等一連串過程，作完整性報導。

2016年，田老闆夫妻從媽

媽（岳母）手中承接起

傳統豆煮杏仁茶攤，仍堅持最初

滋味與口感，以純杏仁豆與臺灣

米的古法配方，熬煮出一貫的好

味道。

田老闆眼神堅定地表示，雖然

傳統豆煮杏仁茶，費工費力，但

手煮，讓茶湯口感濃厚，豆香清

甜，這就是傳統豆煮杏仁茶的特

色所在！我們秉持二十多年來的

初衷，繼續在臺南夜市提供深受

遊客、返鄉遊子們喜愛的臺南最

道地的杏仁茶。

0927-892-241 
臺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533號
（臺南花園夜市第二十二排44號）
地茶―鳳姊杏仁茶

週四、週六、週日17:00至24:00

BOX攤商資訊

田老闆在改造完成後的攤鋪位陳列茶品，準備迎接第一批顧客。

在高溫40～ 50℃環境下熬煮而成的傳統豆煮杏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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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風味醞釀　從在地種植開始

由於田老闆本身具有二級茶品師資格，早在定

居臺南前就已經是一位為臺灣茶農、茶廠、品牌

作嫁的茶品開發與媒合者，為推動長存於臺南

的臺灣茶飲，認為臺南也應該有屬於當地在地

的既有茶飲味道，接棒2年後正式成立商號，以

「地茶」為名，與嘉義阿里山茶區；南投玉山茶

區、松柏嶺茶區、魚池茶區；新北三峽茶區、

坪林茶區等地的百年老茶廠∕茶農（註1），以及

南投當地龍眼木炭焙青農（註2）合作，推廣販售

100％臺灣精品茶葉冷泡茶。

註1：�南投如發製茶廠、三峽戴記茶坊、坪林白青長茶

廠等百年字號老茶廠

註2：南投松柏嶺「行火者炭焙」

以「地茶」為名的舊攤鋪，以及當時的商品陳列。

與嘉義、南投、三峽、
坪林等在地百年老茶
廠、茶農、青農合作，
推廣販售100％臺灣精
品茶葉冷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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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快樂　  菜市仔

立足傳統　設計翻轉創新意象

田老闆更進一步表示，地茶的價值觀是：傳統

的意義應該是一直努力讓它活著！因此，經過田

老闆與設計師多次溝通討論，「地茶」的標準字

終於定稿，茶壺的壺嘴和杯子的意象，象形文字

呈現奉茶的感覺。鳳姊杏仁茶的毛筆字也不知寫

了多少遍，從桌上滿滿的手稿、認真研究包裝設

計的態度，我們可以看到兩位職人的堅持，為

了讓改造後的形象攤車在茫茫夜市人海中獨樹一

格，且更凸顯出臺灣茶的專業性地位。

設計師以毛筆字寫出地茶、鳳姊杏仁茶、俠鳳烏龍、黑豆茶……等品牌及商品名，字字珠璣，過程嚴選。

經過打樣與不斷嘗
試包裝方式，設計
物終於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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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品質　軟硬體絲毫不馬虎

在優化輔導階段，經濟部聘請專家顧問訪視，

期透過歸納攤鋪的優劣勢，在改造攤位的視覺

形象及風格等外觀上，同時進行軟硬體同步提

升。因此，設計師也親自到招牌工廠溝通與監

工，甚至連安裝都親力親為，就是不希望品質上

有任何差錯，在團隊的努力下，終於在本年度攤

鋪位評核前完成艱鉅的改造工程。

田老闆找一天不出攤，特地架起空攤，與設計師討論想要
如何美化攤招及POP，並現場丈量規格尺寸。

製作期間有師傅們的細心製作，出貨前還有大家的仔細檢
查，新招牌終於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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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快樂　  菜市仔

歡迎光臨花園夜市的頂級茶攤

在更換現有攤位招牌樣貌之後，讓招牌和現有

攤位在視覺上更加融合，給顧客的印象是整體的

品牌辨識度更高了。針對攤位上舊有的POP識

別牌，變更設計後，不僅美觀，同時讓客人更容

易看清楚商品名稱及售價。此外，在攤位陳列方

面，製作攤位道具及重新安排擺設方式，讓顧客

購買流程更加順暢便利。

「地茶」現為臺南夜市首攤同時擁有全產品

產險、食安檢驗登錄、宅配外送服務、B2B銷

售、異業結盟銷售、專業茶品開發、行動及信用

卡支付等條件之店家。

未來，期待「地茶」能夠成為夜市攤商轉型升

級的典範，以本身的經驗分享，協助其他攤商營

運改善。

從產品、陳列延伸到攤位外觀，使形象完整串聯。

清新視覺拉近
與消費者的距
離，成為花園
夜市裡的頂級
茶攤。

攤鋪優化輔導
後，陳列整齊
劃一，POP識
別清晰，提升
整體親和力。

更換招牌及新的POP之後，整個攤位煥然一新，旗幟和暖
簾上色就大功告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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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介壽獅子市場

小柒Z.O coffee馬祖市集咖啡
馬祖陳年高粱與醇厚咖啡的完美相遇

濃
濃戰地風情的馬祖南竿島

上，清晨五點就熱鬧滾滾

的傳統介壽獅子市場裡，在市場

一隅，有一家小小的、風格獨特

清新的攤鋪，販售的手沖馬祖陳 

高咖啡與旁邊攤商香味四溢的鼎

邊糊、現炸熱騰騰的蠣餅似乎有

些不協調，但卻意外的美味絕

配，就是馬祖唯一自家烘焙咖啡

豆的「小柒Z.O coffee馬祖市集

咖啡」。

馬祖傳統市場內，
獨樹一格帶有清新
風格的「小柒Z.O 
coffee馬祖市集咖
啡」。

專注於手沖咖啡，成就一杯酸、甜、
醇、香多層次風味的馬祖陳高咖啡。

攤主邱思奇是典型的馬祖青年，兜兜
轉轉，最後選擇回到家鄉創業。

邱思奇

0912-279-383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81號
（馬祖介壽獅子市場2樓）
https://zocoffee.net/
早上7:30至11:30

BOX攤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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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PECIAL PLAN 咖啡飄香菜市仔

斜槓青年努力喚起「來喔」

攤主邱思奇是在地的馬祖青年，畢業後留在

臺灣發展，做過業務員，開過火鍋店，兜兜轉

轉，最後選擇回到家鄉創業。一開始在市場內

擺攤賣咖啡，初期，咖啡對馬祖人來說，接受

度不高，且早市營業時間不長，邱思奇當起斜

槓青年，最高紀錄一人身兼四份工作。

「Z.O」攤名就是馬祖母語「來喔」的諧音，

攤主用年輕人的創意思維，一步一步扎實經

營，近年來，每到旅遊旺季，攤鋪上坐滿遊客

吃著傳統閩東早餐，品嘗手沖咖啡的香醇回

甘，再眺望遠方海天一線，別有一番風味。現

在的「小柒Z.O coffee馬祖市集咖啡」是人氣

咖啡攤景點，品牌已逐漸穩定扎根。

酒與咖啡碰撞出美妙的火花

來到「小柒Z.O coffee馬祖市集咖啡」點上

一杯手沖馬祖陳高咖啡，甘醇微苦卻一點也不

會有澀味，後韻是淡淡的高粱香氣。而每天限

量供應的馬酒冰釀咖啡，聞起來帶有馬祖高粱

香氣，喝起來冰涼消暑，且零酒精成分，不用

擔心有酒駕問題，是店內人氣飲品。此外，一

邊優閒地品嘗咖啡，一邊與當地導遊經驗豐富

的攤主閒聊，也是一種樂趣喔！

這裡除了販售手沖、冷萃咖啡，也推出馬祖

特色伴手禮「Hi!KAJU咖酒」罐裝氣泡咖啡禮

盒組，以醇美的咖啡融合馬祖陳年高粱，喝

起來有咖啡的層次醇厚，也不失馬祖高粱的

淡雅、香韻風味，就連產品名都藏著巧思，

「Hi!KAJU」是馬祖話「喝太少」的意思，「Hi!」向

遊客熱情打招呼，更是來自大「海」那端的禮物。

濾掛式咖啡包攜帶
方便，手沖一杯屬 
於自己的美好風
味。

「小柒Z.O coffee馬
祖市集咖啡」是馬
祖唯一自家烘焙咖
啡豆的咖啡攤。

富有濃濃戰地風情
的產品，絕對是最
佳馬祖伴手禮。

榮獲百大伴手禮的
「HI!KAJU咖酒禮
盒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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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華山市場

松鼠Bonbon
甜點佐咖啡　享受幸福美好時光

松
鼠Bonbon源起於攤主對

烘焙點心的興趣，由於過 

往工作的業務需要，常赴歐洲， 

洽公之餘對各地飲食文化稍有涉

獵；在因緣際會之下，便於華山

市場開了一間甜點小鋪。因為華

山市場二樓美食廣場兼具觀光與

輕旅遊的早餐飲食文化特色，聚

客與集客效應很快就達到口碑行

銷。

MARK
(02) 2392-8179 
臺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08號（臺北華山市場2樓8號櫃）
松鼠Bonbon
早上7:00至下午3:00（每週一公休）

BOX攤商資訊

店鋪形象與商品陳列皆由店主精心規劃與設計。

暱稱「天使之鈴」的職人可麗露為本
店三寶之一，深受消費者喜愛。

一點也不簡單的精品級台鳳二號手工
鳳梨酥。

咖啡與招牌甜點碰撞出幸福的美味火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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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PECIAL PLAN 咖啡飄香菜市仔

鎮店三寶贏得人心

黃澄澄的甜點鋪子、潔淨的開 

放式廚房，呈現每日新鮮出爐、 

樸實經典的手工甜點。可麗露、 

瑪德蓮、英式鬆餅是本店三寶： 

可麗露暱稱「天使之鈴」，源自

法國波爾多的甜點工藝代表，外

皮焦香酥脆、內裡Q軟香甜。瑪

德蓮為法國國民甜點代表，結合

臺灣在地金桔檸檬，充滿令人驚

豔的味蕾探險。英式鬆餅是英國

下午茶必備點心，屬雋永經典的

好味道。還有精品級的台鳳二號

手工鳳梨酥亦值得推薦。

在享受甜點的同時，當然少不

了咖啡，這兒的咖啡價格平易

近人，嚴選新鮮咖啡豆高溫萃

取，在表面自然形成濃郁的油

脂，香味獨特的黑咖啡與甜點一

同享用，堪稱絕配。

商品陳列井然有序

另一個看點是店鋪形象與商品

陳列，頗有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

之勢，小巧櫥窗常因應節慶主題

變換背景陳列，整潔有序，於

2019年獲樂活名攤五星榮耀肯

定。

攤主Mark指出，近年來，無

論是麵包或是甜點，臺灣選手都

是世界冠軍的常客。所以技藝不

是太大問題，倒是經營與管理需

要學習，多出去觀摩是很好的

方式，例如國外有很多「Daily 

Shop」，只要將商品主題帶入，

都是不錯的設攤模式。希望未來

有機會，我們的政府也能夠帶

著攤商出去看看外面的攤鋪經

營，學習海外經驗，在專業上不

斷升級。

店內同時推薦
其他優質商品
給顧客。

老闆檢視可麗
露出爐的狀
況，就像檢查
寶寶是否健康
一樣。

松鼠Bonbon
也推出禮盒以
饗消費者需
求。

獲獎不斷的松
鼠Bonbon擄
獲消費者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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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士東市場

JJder’ Coffee & Tea
咖啡茶飲美食　時尚的咖啡交流平台

JJder’ Coffee & Tea的合夥人Miixia累積多年與

咖啡相關的資源與知識後，將JJder’ Coffee & 

Tea發展成為一個交流平台，跟客人一起喝咖啡、

聊咖啡，透過體驗、教育、探索、開發，與互動過

程中交流情感，是經營中最快樂的一部分。

盧誌耀

0900-165-456 
臺北市士東路100號（臺北士東市場52、53號攤）
jjdercoffee
早上8:00至下午5:00（每週一公休）

BOX攤商資訊

Miixia將JJder’ Coffee & Tea
發展成為一個交流平台。

店內的招牌茶飲―少女心。 以優質的橄欖油自製健康又美味的手工餅乾、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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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PECIAL PLAN 咖啡飄香菜市仔

除了咖啡還有其他料理

從咖啡出發，店內除了義式、

虹吸、手沖咖啡、咖啡豆、耳掛

包外，這些年還延伸出豐富多元

的產品，包括以優質的橄欖油

自製健康又美味的手工餅乾、

麵包；以及令人驚豔的特調少女

心茶、漢方 芽茶；還有客製化

的牛、雞、豬、海鮮、蔬食等餐

餚，這些料理的食材來自市場裡

的優質攤商，員工使用透析咖啡

來清洗肉類，讓透析咖啡融出肉

品裡的雜質，再使用巴莎米可

醋葡萄，取代傳統的醬油膏、

糖、味精，以獨特的工法，無大

火料理來製作出噴香滷味。要如

何將這麼多有特色的產品帶回

家，儲值方案是消費者共同的期

待，從1000元起跳，店內的飲

品與食品任您選擇。

另一方面，店內選用鹼性水來

泡咖啡，精挑的咖啡豆與鹼性水

撞擊後，會隨著溫度改變，產生

7至11種自然的風味，隨著每

回啜飲，鼻腔中會堆疊出不一樣

的香氣，吞嚥後喉頭湧上的韻味

筆墨難以形容。

變裝活動擴大客群

週六制服日，JJder’ Coffee &  

Tea更規劃活潑的變裝活動，員

工曾變裝為《愛麗絲夢遊仙境》

中的角色，也曾以水手服造型粉 

墨登場，小朋友看了相當喜愛。 

此外，週末假日另有隱藏版全能

咖啡師神手駐店，罕見的精品咖

啡等候您的蒞臨。多年來的用心

經營，除受到消費者青睞外，也

連年獲得樂活名攤殊榮肯定。

滷汁中也加入咖啡。

歡迎使用LINE PAY。隱藏版全能咖啡師神手駐店也是攤鋪
的重要活動。

鹼性水沖泡的咖啡香味層次感不同。

多次獲得榮譽，攤主用心經營備受肯定。

週六變妝活動，吸引大人帶小朋友逛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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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建國市場

阿曼咖啡
清晨期待咖啡香

匯
聚南北二路人們的建國市

場，是中部最大的傳統市

場。從凌晨開始，這兒便人聲鼎

沸，熱鬧非凡。阿曼咖啡的老闆

溫先生看準市場潛在需求，並秉

持著多年來對於咖啡的熱情、愛

好與堅持，進駐此地營業，為攤

商、採購人員及消費者，提供美

味的咖啡，也讓人們能夠短暫的

休息，感受那屬於咖啡的快樂與

美好。

注重品質　烘豆自己來

談到經營理念，溫先生強調，

所有的豆子一定要自己烘焙，品

質絕不能馬虎，要讓人們在武

市裡，也能喝到優雅咖啡廳裡

的好味道。咖啡豆品項多元，老

闆會依豆性及特色進行烘焙，例

如：透過淺焙表現出果香，中焙

凸顯出堅果與花生類甜感，至於

炭焙味與煙燻味，則運用深焙來

呈現。

這種自我不斷要求、親力親為

的精神，也顯現在店內的設計物

中，舉凡LOGO、海報等，均

應用過往從事平面設計及餐飲行

銷所累積的專業。終於在2019

年獲得樂活名攤四星榮譽肯定。

溫先生

0908-955-600 
臺中市建成路500號（臺中建國市場A169攤，
五號入口及一號電梯間）

早上5:00至中午12:00（每週一公休）

BOX攤商資訊

老闆自行設計的店招。 店內設計布置皆由老闆一手包辦。 每天清晨5點開始為市場攤商準備咖
啡。

阿曼咖啡用心服務是市場攤商的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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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PECIAL PLAN 咖啡飄香菜市仔

各式特色黑咖啡　等您來

品嘗

目前店內有8種咖啡、15種茶 

飲，其中以印尼、巴西、宏都拉

斯綜合豆搭配出完美比例的冰黑

咖啡，為特色產品，入口後微微

回甘，並帶點巧克力味。另一款

由臺灣咖啡師研發，用新鮮檸檬

汁、二砂糖及冰黑咖啡調製，口

感相當獨特的西西里檸檬冰咖

啡，也是店內招牌。在茶飲方

面，來自海拔1,600公尺，好山

好水無汙染茶園的蜜香紅茶，葉

質肥厚，無農藥認證，是老闆希

望與更多消費者分享的優質飲品。

而疫情期間推出「買一送一」

的活動，包括莊園等級的單品

豆，及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產地的

咖啡豆，都會不定期更新。

您若是到建國市場踅菜市仔，

千萬記得來阿曼咖啡點一杯咖啡

外帶，市場旁邊設有許願樹休憩

區供民眾休息納涼許願喔！

蜜香紅茶也是老闆希望與消費者分享
的優質飲品。

巧妙地將榮耀與商品融合在店內設計
中。

除烘焙過程注重品質，製作時也要檢
視豆子的狀況。

疫情期間推出咖啡豆「買一送一」活
動。

外帶咖啡到許願樹休憩區許個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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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第二市場

旺咖啡 ONE coffee
咖香醇傳萬里　啡美味興百世

旺
咖啡的創辦人Allen，原先

是位狂熱的咖啡愛好者，

常常四處追尋心中那杯強烈濃郁

的完美咖啡，當他品嘗愈多，反

而更感到失落，於是便興起了自

行創業的念頭。終於在2013年

創立旺咖啡，並於2016年搬遷

至第二市場，經營至今。

咖啡香醇　環境美氣氛佳

旺咖啡嶄新的美式裝潢，將文

化及視覺上的改變帶進傳統市場

裡，如重金營造的綠色海浪網美

牆、獨具特色的插畫及可愛又頗

具巧思的LOGO，吸引了許多

人的目光。

Allen
(04) 2223-4688 
臺中市中區三民路二段85號（臺中第
二市場1-11號攤，近三民路入口）
ONE咖啡
早上8:00至下午5:00（每週一公休）

BOX攤商資訊

耳掛包的圖案特別，十分受到消費者
喜愛。

顧客喜歡在綠色海浪網美牆拍照留念。（旺咖啡提供）

鎮店之寶頂級義式咖啡機與客人的杯子。

旺咖啡店內牆面裝飾。 熟客必點的招牌旺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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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SPECIAL PLAN 咖啡飄香菜市仔

來到這裡，一定要嘗嘗招牌旺

咖啡，精選多種產地的阿拉比卡

豆，透過拿捏比例，讓咖啡口

感層次多元，另外搭配微糖甜

度及獨特奶香，三者以最佳比例

搭配，更能鎖住氣味，令人口齒

芬芳。而中淺焙的黑咖啡及拿鐵

等，也是店裡的招牌。至於手沖

單品部分，包括耶加雪菲、肯

亞、盧安達、藝妓咖啡等，都

有各自的愛好者。另一方面，

您也可以透過電話或是FB粉絲

專頁，預訂純手工烘焙的咖啡

豆，以及耳掛式隨身包。當您等

待咖啡製作時，也別忘了欣賞店

內的義式頂級咖啡機，這二台鎮

店之寶，平時在外面可是不容易

看到喔。

香傳萬里　服務不分遠近

即使連年獲得樂活名攤三星

及四星肯定，旺咖啡仍持續不

斷精進，開拓服務面向，例如

可使用台灣pay、街口支付，並

參與Café Coin職人咖啡通行聯

盟等。旺咖啡始終秉持著穩字

訣，踏實經營。無論是在地的攤

商與居民，慕名而來的臺灣觀光

客，乃至於遠道而來的日本、

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的遊

客，Allen都是用心交陪，讓客

人品嘗到各種經典的好味道。

隨著咖啡消費人口增加，咖啡

文化亦逐漸改變，屬於咖啡的精

緻內涵也逐漸受到重視，若您有 

機會經過臺中第二市場，別忘了

來旺咖啡點杯傳說中的私房特

調，並與Allen交流，咖啡直衝

腦門的獨特風味、咖啡文化的奧

妙必定令您印象深刻、獲益良

多。

Allen正在為客人調製外帶招牌咖啡。

響應政策，店內也提供行動支付服務。

連年獲樂活名攤榮譽肯定。

協助臺中衛生局推動無糖新運動。

歡迎來旺咖啡吧檯區喝咖啡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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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市場與夜市攤鋪優化輔導工作坊
品牌行銷力創意加值　工作坊圓滿完成

為
強化後疫情時代傳統市場與夜市攤商競爭

力，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選定5處市場與夜

市共20家攤鋪，協助進行形象改造及經營管理

提升，並於今年7月在全臺北、中、南、東分別

舉辦5場次優化輔導工作坊。邀請專家顧問授

課，且廣邀傳統市場及夜市攤商朋友們參與學

習，共同努力提升市場及夜市經營品質。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主任郭坤明表示，傳統市場

與夜市是庶民美食天堂、大眾生活補給站，隨著

社會快速變遷以及新冠疫情的衝擊，傳統市場與

夜市要不斷地調整創新，才能在後疫情時代脫穎

而出！

新北市

品牌設計，為品牌說出好故事

本次工作坊邀請到然也空間藝術設計的趙宏榮

與楊菀秦兩位總監擔任講師，主題為「品牌設計

是在做什麼？」同時，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莊惠吉

視察蒞臨現場致詞嘉勉。莊視察表示，經濟部從

去年開始有5個年度推動攤鋪位改造，今年汐止

觀光夜市有4個攤鋪位入選，本次工作坊請設計

師來分享攤鋪位改造理念，希望在座老闆們多多

學習，今年沒選上以後還有機會，大家加油！

111年度傳統市場與夜市攤鋪

優化輔導入選名單

縣市 市集名稱 攤鋪名

新北市 汐止觀光夜市

大自然冰品飲料

東山鴨頭

老爹的餃

食考房

花蓮縣 重慶市場

鼎吉大腸鮮蚵麵線

阿金鴨肉油飯

賀田養生菇菇

角龍漁行

臺東縣 中央市場

韋達雞鴨

東振利豆腐店

隆盛商號

和美蚊帳行

臺中市 建國市場

新隆發醬園

丸日商行

華哥水產

銘香肉脯行（明軒商行）

臺南市 花園夜市

膜來膜去

新疆孜然烤肉串

無敵Banana
地茶—鳳姊杏仁茶

※以縣市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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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快樂　  菜市仔

花蓮縣

美學提升案例分享

工作坊於花蓮縣重慶市場舉辦，希望

扶持二代青年、創業或有意轉型的攤

商，依照攤鋪的屬性、營運空間，進行

全方面的優化輔導。我們邀請更多的市

場頭家一起來參加工作坊，除了「美學

提升案例分享」，也從根源說起，什麼

是品牌？如何強化品牌意象來創造商

機？希望所有攤鋪商來到這裡都可以收

穫滿滿，將這些概念、想法運用在自己

的攤鋪經營上。

臺東縣

「佳味魚丸行」輔導改造案例

分享

在臺東縣「攤鋪優化輔導工作坊」與

會嘉賓包括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洪淑美秘

書、鄭廷仰承辦人員；擔任工作坊講師

的東朔廣告呂其恩設計師；中央市場自

治會會長邱騰緯、臺東市公所所長宋文

財等。

本次受輔導攤商對於選用在地設計師

十分滿意，而呂其恩設計師也不吝分享

110年佳味魚丸行的輔導改造過程，從

現況評估到改善規劃，鉅細靡遺地向在

座與會者說明，也就今年度輔導攤商提

出規劃設計並一對一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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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好生意，從美學提升開始

於臺中市舉辦的工作坊貴賓雲集，除了主辦單

位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洪國爵科長、張婉娣視察

外，還有主講師簡單生活創意研究室楊富智總監

與臺中市政府經發局蔡永福科長、建國市場自治

會蔡鈴欽會長，以及攤商30餘人，共襄盛舉，

把整個會議室擠得水洩不通。

見到如此盛況，洪國爵科長於致詞時表示，市

場評核去年因疫情停辦，今年恢復辦理，報名也

很踴躍，看到今天大家熱烈出席，可見臺中市場

非常活躍而且用心，除了感謝，也預祝各位收穫

滿滿。

楊富智總監指出，品牌是很硬的學問，因此用

案例分享品牌，看看別人是怎麼用品牌思維、設

計思維來改造他們的攤位，學習別人，讓自己的

攤位升級。

臺南市

設計翻轉，創造價值

炎炎夏日，優化輔導工作坊活動列車終站來

到臺南市，劉虹枝總監以「市場改造　品牌轉

型」為題，跟大家說明，品牌是告訴別人「我是

誰」，品牌就是要有型，品牌是需要經營跟塑形

的。進而告訴攤商什麼是品牌價值？如何「把

10元的東西，溢價到25元」？而我們這次的

任務，就是協助攤商，讓品牌深植在消費者心

中，讓消費者感受物有所值。希望能夠透過設計

翻轉，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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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快樂　  菜市仔

台灣市博會―行動市集好食光
全臺市場、夜市特色商品及美食大集結

為
了推廣全臺各地市場、夜市特色商品及美食，

經濟部在9月17日、18日舉辦「2022台灣市

博會―行動市集好食光」活動，把全臺各地特色美

食、商品集結於總統府前北廣場，活動全場都可使用

行動支付方便消費，經濟部次長林全能也親臨現場致

詞，並頒發7月份全臺100多個市場及夜市熱鬧推出的

「半價銅板購」行銷活動的感謝狀給參與的攤商，也邀

請所有民眾一起來體驗各地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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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參與的市集包括北臺灣臺北南門市場、士

林夜市、艋舺夜市、新北泰山市場、汐止觀光夜

市，還有中臺灣的臺中第二市場、逢甲夜市、忠

孝路觀光夜市、南投草屯市場以及南臺灣嘉義西

市場、臺南鄭仔寮花園夜市、高雄龍華市場，東

臺灣也有宜蘭東門夜市、花蓮中華市場，更有離

島連江縣介壽獅子市場也來共襄盛舉。

林全能次長致詞表示，過去受疫情影響，我們

市場與夜市的生意都有受到一些程度的衝擊，為

了協助攤商老闆們，經濟部陸陸續續推出許多措

施。在疫情較困難的期間，先是改善防疫軟硬體

設施，保障攤商及消費民眾健康，後續推出「線

上菜市仔．夜市仔」網站進一步提振買氣。隨著

疫情逐漸好轉，經濟部也開始推出實體活動，希

望能夠讓民眾找回逛市場和夜市的感覺，提升各

地市集的買氣。這次來到總統府前參與的市場、

夜市超過40處，合計有80攤，為大家帶來各地

美食及商品，北、中、南、東還有離島都有攤商

老闆一起共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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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快樂　  菜市仔

本次活動現場除了有特色美食及商品外，還有

玻璃屋體驗區、傳統市集展示及政策宣導區兩個

展區，記錄並介紹這些市集幹部、攤商老闆過去

跟著經濟部一起努力的成果。林次長致詞後，在

郭坤明主任陪同下一一走訪活動現場攤商，給大

家加油打氣，並讚揚不管是傳統市集或夜市都具

有多元特色，一路看過去，每個攤位都具有特色

及活力。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主任郭坤明則指出，本次活

動2日參與人數約計4,932人次到場參與，把嚴

肅總統府前廣場渲染得熱鬧滾滾；在攤商營收方

面，80處攤商營業額合計共288萬元；傳統市

集自理組織及攤商之平均活動滿意度達90%，

這場為大家創造「價值提升」的活動，在眾人的

努力下圓滿完成。



2022臺灣五星集

優良市集暨樂活名攤評核計畫

藉由評選出示範標竿市集及名攤，激勵市集、攤商持續自我提升改善，更進一步達成市集創
新翻轉的目標。

中央評核 地方自評

四、五星市集及名攤由

經濟部中辦辦理評核

一、二、三星市集及名攤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辦理評核

優良市集評核項目及權重

05

環境與衛生

自理組織

特色經營

顧客服務

政府參與

 場外環境
 場內整齊衛生
 攤位管理

 組織營運管理
 組織運作績效

 顧客經營 

  直轄市、縣（市）
政府對市集軟體及

硬體投入資源

 市場氛圍營造
 加值服務
 創新服務
 社會責任
 導入美學設計

30%

20%

34%

8%

8%

01

02

03

04

★ 環境與衛生至少須達到比重60％（即18分）標準
★ 自理組織得分至少須達到比重60％（即12分）標準 
★ 三星以上優良市集基本要件：
　  設有休憩區
　  設有平面配置圖
　  設有客服中心
　  設有公秤（夜市免）
　   自理組織幹部中有45歲以下年輕攤商加入
　   具有統一識別，如制服、背心、圍裙、帽子等

其他條件

市集評核星等



（廣告）

樂活名攤評核項目及權重

★ 三星以上基本要件：
　  確有商品 /價格標示
　  具有食品遮罩
　  推廣減塑之作為
　  進行故事行銷或電子商務
★ 五星飲食攤基本要件：
　  地方衛生主管機關人員會同確認應具備資料 

★經濟部推薦的市集優良攤商 (paper)

★政府市集行銷活動推廣的重點

★邀請首長頒獎表揚

★面臨競爭自我改善提升的方式

★獲星級名攤建議給予攤租減免

其他條件 參與評核優勢

名攤評核星等

飲食∕熟食類

生鮮∕食材類

百貨∕雜貨∕花卉∕其他類

商品特色40％
商品品質15％
陳列標價10％
商品具獨特性15％

攤位特色30％
攤位設計15％
攤位環境15％

服務特色30％
攤商形象15％
創新翻轉15％

商品特色40％
商品品質15％
陳列標價10％
商品具獨特性15％

攤位特色30％
攤位設計15％
攤位環境15％

服務特色30％
攤商形象15％
創新翻轉15％

商品特色30％
商品品質10％
陳列標價10％
商品具獨特性10％

攤位特色20％
攤位設計10％
攤位環境10％

服務特色50％
攤商形象30％
創新翻轉20％

111年度傳統市場與夜市創新翻轉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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