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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地的傳統市場多位於熱鬧的市街，就近提供民眾

一處新鮮、方便、便宜的日常採買場所。「上菜市仔」買菜

兼閒話家常，曾經是每個家庭主婦每天例行的工作。惟隨著

國民所得逐漸提高與社會結構的轉變，連鎖超商、賣場相繼

興起，老舊擁擠的傳統市場相形之下顯得落伍，營業受到不

小衝擊，也連帶影響到場內攤商的生計。

然而，傳統市場仍有它獨特的魅力。走進市場，活蹦亂

跳的感覺、攤商親切的招呼、私房的料理建議，樣樣都將買

菜變成了一種樂趣，這就是台灣的「菜市仔文化」。為了改

善傳統市場的環境以提升競爭力，本部在98 - 99年度特別配

合振興經濟方案推出了「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以

協助市場改善「安全、衛生、整潔、明亮」的硬體設施。執

行上，由地方政府勘選轄內亟需改善的市場擬定計畫，報由

本部中部辦公室依程序履勘、審議、核定，再發交地方政府

施作。經過兩年的努力，全國615處公有市場共核定500件改

善計畫，金額近30億元。陸續完工後，各地的傳統市場可望

展現不同的風貌，提供民眾全新的購物感受。

愛上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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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長         
　　　　 謹識

民國 100 年 1 月

傳統市場改善工程由於牽涉到攤商的生計，必需事先妥

為協調，因此在實務上難度更高。本部中部辦公室為掌控工

程執行情形，特別成立專案辦公室，不斷的進行滾動式檢

討，也發掘了很多優良的施工範例。為讓這些寶貴的成果與

經驗俱能留傳下來，爰將之整理印行專輯。

付梓之際，特別要感謝行政院經建會、工程會、研考會

等機關的協助指導、各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的配合執行、

專家學者參與審議、本部中部辦公室沈前主任榮津的用心擘

畫，與黃主任文谷的策略領導。兩年來，相關的同仁秉持著

服務與奉獻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達成市場改善的階段性

任務，也為本部接續啟動的「樂活菜市仔競爭力提升計畫」

鋪路。在此均一併表達由衷的敬意與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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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市場曾在台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

隨著時代轉變，消費大眾對於環境品質的要求越來越高，傳統市

場的環境衛生條件，遂顯得不合時宜。為協助傳統市場改善內部

的購物環境，經濟部在98、99兩年度執行了「傳統零售市場更新

改善計畫」，結合建築、土木、消防、機電、結構等專家下鄉，

實地協助地方政府檢視轄內之傳統零售市場，輔導提報計畫進行

改善。

本計畫緣於「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之法源，因

此補助範圍須符合該條例第四條，以政府建設的公有市場為主。

兩年中，這套執行機制經過500件個案的實務檢驗，回饋修正，

運作順暢，故將之整理印行以供有關單位參酌。內容略述如下：

一、 計畫概述與執行過程：簡要說明計畫依據、補助對象、計畫

目標、內容及執行、管控等作業程序。

二、 補助案件核准情形：說明地方政府提報工程計畫件數、金額

及核定後實際執行件數、金額，並附上「統計表」呈現各縣

市受補助案件之類別、數量及受補助金額；「一覽表」詳列

各縣市及所轄鄉、鎮、市受補助之市場名稱、工程類別、計

畫期別及受補助金額。

三、 執行成果圖輯：依以下分類擷取具有代表性工項之整修前後

施作成果對照圖以展現執行成果：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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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方面：屋頂、機電、消防、供水等；

2. 衛生方面：通風、樓梯、攤台、地板、排水、廁所等；

3.  整潔明亮：入口意象、外觀、招牌、照明、雨遮、鐵捲

門、天花板等。 

四、 工項施作圖例：擷取重要工項，分安全、衛生、整潔明亮等

3大類，呈現施工設計圖及完工圖例。

五、附錄：臚列本計畫相關執行機制，包括；

（一） 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行政院核定計畫內容、

全文。

（二）申請計畫書件格式：本計畫相關申請書件格式。

（三）計畫審查流程圖：本計畫行政審查程序流程圖。

（四） 施工品項參考單價表：本計畫複審委員會通過，各施

工品項核定補助金額之標準。

（五）地方配合款標準：地方政府應分擔之配合款比例。

（六）督導流程圖：本計畫工程查核督導之流程圖。

（七） 工程施作剩餘款使用原則：市場工程發包之後如有剩

餘款，再運用或繳庫之報核規定。

（八）執行機關通訊錄：各受補助單位之連絡電話備洽詢。

為利爾後參與市場硬體改善的市場管理人員及專業人員參考

運用，本專輯有別於傳統以文字為主的呈現方式，而以較多的篇

幅選輯了改善前後的對比照片，俾利讀者感受本計畫的具體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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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概述

經濟部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研提「傳統

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分別經行政院於98年3月16日院臺經字第

0980011656號函核定及6月29日院臺經字第0980034644號函修正計畫，

在98、99兩年度共編列30.15億元（98年度20億元、99年度10.15億

元），以「中央主導、地方執行」方式，由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負

責計畫之審核、督導與管制，地方政府負責計畫之執行。

本計畫以建物較具危險性、衛生環境不佳、較能呈現整潔明亮風

貌、確能於年度內完工者，列為優先補助對象；如有「攤商及居民難

以形成共識且協調困難、土地使用分區不符、無土地所有權且未取得

所有權人之改建同意書」等情事者，則不列入補助對象。

補助經費以市場工程施工項目之相關費用為限，土地徵收費、地

上物補償費、用地有償撥用費等，均非補助經費之項目。

計畫目標設定分為以下兩個面向：

政策面部分：

1. 提供消費者安全、衛生、整潔明亮的購物環境。

2. 激勵攤商投資經營之意願。

3. 帶動公共建設，提供就業機會。

策略面部分：

1. 消除危險市場，維護公共安全。

2. 改善硬體設施，提升環境衛生。

3. 興建示範市場，建構舒適賣場。

計畫內容包含三大區塊：

1. 市場整修： 針對現有公有市場及攤販集中場進行現況調查及分

析，對有危險性、髒亂及衛生之虞之市場進行改

善。

二、計畫概述與執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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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場改建： 對老舊及危險市場卻仍具商機，且有原址改建之妥

適性、必要性者進行改建。

3. 市場新建： 依據整修、改建後預算額度，評估需求性與可行

性，訂定甄審原則辦理個案審查並專案報院核准。

對有消費需求，攤商願意進駐，且具商機之地點進

行市場之新建。

（二）執行過程

本計畫之執行，先由地方政府勘選轄內亟需改善的市場，提報

工程計畫申請補助。該工程計畫須融入以下概念以符合現代化市場需

求：

1.  建築物以地上1樓為原則，以開放空間、通道寬敞、動線流

暢、通風採光、排水良好、設施完善等作整體規劃設計。

2.  融入「綠色內涵」，朝環保、節能減碳概念，綠色工法、綠色

材料及綠色設計相關經費不得低於工程預算之10％。

3.  營造無障礙購物空間，設計無障礙設施（如無障礙斜坡道、身

心障礙公廁等），另為落實兩性平權，建立婦女親善環境，增

設女廁設施。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依據各縣市政府提報所轄鄉、鎮、市傳統

零售市場之整修、改建或新建計畫，進行現勘、複審、審議等程序，

完成工程計畫之核定。工程計畫核定後執行單位（鄉、鎮、市公所）

須按程序辦理納入預算、勞務發包採購、工程發包採購、施工、完工

驗收結算及請領補助款等程序。

執行過程中由經濟部建立管控機制，透過以下方式有效掌握並積

極推動工進：

1.  舉行全國性分區工程檢討會，由執行單位報告執行情形與遭遇

困難謀求解決。

2.  分轄區由專人專案逐案控管，每週舉辦內部檢討會，依工程預

定進度表檢討期程積極跟催。

3.  針對個案，赴地方協調鄉鎮市長，排除困難積極推動 。

4.  進度落後或遭遇重大困難者，列入異常管理，由單位主管直接

督導，並視需要安排建築師專業技師，赴工程現場檢討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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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補助案件核准情形

（一）98-99年度補助案件統計表  ⋯⋯⋯⋯   11

（二）98年度補助案件一覽表  ⋯⋯⋯⋯⋯   12

（三）99年度補助案件一覽表   ⋯⋯⋯⋯⋯   23

目前公有零售市場皆由地方政府負責經營管理，惟地方政府

因財政困難，無力整體維修，而攤商經濟能力有限，也難以獨立

改善。本計畫以全國各縣市區域內之公有零售市場及攤販集中場

為補助對象，由經濟部編列特別預算，協助地方政府有效進行傳

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實施之後，因符合地方需求，反應熱

烈，98、99 年度合計補助全國25縣市500件改善工程。



本計畫實施之後，因符合地方需求，反應熱烈，申請及核定情形略述

如下：

（一） 98年度申請件數、經費及核定情形

1. 市場整修工程：

　 申請補助354件、金額29億6,276萬3,588元，核定補助297件，其後自

行註銷者4件，實際執行290件整修工程，金額14億4,396萬0,029元。

2. 市場改建工程：

　 申請補助13件、金額8億7,703萬3,000元，核定補助9件，核定後自行

註銷1件，實際執行8件，金額4億2,940萬8,700元。

3. 市場新建工程：

　 申請補助11件、金額新台幣6億4,394萬元，審查後4件報行政院核

定、金額新台幣1億5,814萬元，以99年度經費執行。

（二） 99年度申請件數、經費及核定情形

1. 市場整修工程：

　 申請補助244件、金額17億8,875萬1,878元，核定補助199件，其後自

行註銷者5件，實際執行194件整修工程、金額7億684萬6仟元。

2. 市場改建工程：

　 申請補助5件、金額3億2,353萬3,000元，核定補助3件，實際執行3

件、金額1億677萬元。

3. 市場新建工程：

　 98年度核定並以99年度經費執行4件、金額1億5,814萬元。

　 99年度申請補助2件、金額1億4,025萬元，核定補助1件、金額2,752

萬元。

本計畫98、99年度合計補助全國25縣市500件改善工程，詳如後附補助

案件統計表、一覽表。

補助案件核准情形

10



類別

縣市別
整修 改建 新建

合計

（件）
補助金額

(千元)

臺北市 30 30 152,075 

高雄市 18 18 115,851 

基隆市 9 9 24,364 

新竹市 15 15 49,088 

臺中市 3 3 32,776 

嘉義市 3 3 6,205 

臺南市 22 1 23 93,583 

宜蘭縣 34 34 169,930 

臺北縣 27 2 29 192,316 

桃園縣 14 14 66,884 

新竹縣 25 25 93,338 

苗栗縣 13 13 22,310 

臺中縣 27 1 1 29 337,234 

南投縣 24 24 151,589 

彰化縣 40 1 1 42 261,581 

雲林縣 30 2 32 143,039 

嘉義縣 9 1 10 92,904 

臺南縣 40 1 41 151,824 

高雄縣 24 24 97,142 

屏東縣 30 2 32 224,449 

花蓮縣 18 1 19 224,366 

臺東縣 22 22 68,431 

澎湖縣 6 1 7 51,711 

金門縣 1 1 2,521 

連江縣 1 1 57,650 

合計 484 11 5 500 2,883,162 

（一）98-99年度「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補助案件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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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頭城鎮 頭城市場 整修 98-1 3,676.00 

宜蘭市 北館市場 整修 98-1 23,552.00 

宜蘭市 南館市場 整修 98-1 28,876.27 

宜蘭市 綠九市場 整修 98-1 6,848.25 

五結鄉 利澤市場 整修 98-1 1,428.30 

羅東鎮 第三市場 整修 98-1 28,989.20 

蘇澳鎮 新馬市場 整修 98-1 768.00 

冬山鄉 冬山市場 整修 98-1 1,490.00 

宜蘭市 南館市場 整修 98-2 11,407.00 

宜蘭市 綠九市場 整修 98-2 2,779.80 

宜蘭市 城隍市場 整修 98-2 3,068.83 

宜蘭市 北門市場 整修 98-2 4,216.46 

五結鄉 利澤市場 整修 98-2 620.00 

羅東鎮 第三市場 整修 98-2 5,780.00 

羅東鎮 民生市場 整修 98-2 7,279.67 

蘇澳鎮 蘇澳市場 整修 98-2 3,112.00 

冬山鄉 冬山市場 整修 98-2 926.00 

宜蘭市 北館市場 整修 98-3 5,164.00 

宜蘭市 南館市場 整修 98-3 4,706.00 

宜蘭市 綠九市場 整修 98-3 4,310.00 

宜蘭市 城隍市場 整修 98-3 1,442.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仁愛區 仁愛、博愛市場 整修 98-1 4,800.00 

信義區 信義市場 整修 98-2 416.00 

仁愛區 成功市場 整修 98-2 3,324.00 

（二）98年度補助案件一覽表

98年 / 宜蘭縣

98年 / 基隆市

註：1. 「期別」欄內「98-1」表98年度第1期補助案件，下同。
　　2. 縣市別仍以當年度（未改制）之行政區名稱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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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中山區 建國市場 整修 98-1 3,068.80 

中山區 晴光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1 2,701.60 

信義區 永吉市場 整修 98-1 3,707.60 

士林區 士東市場 整修 98-1 4,368.00 

萬華區 華西街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1 1,949.31 

中山區 晴光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2 2,210.40

北投區 北投市場 整修 98-2 6,722.99 

士林區 褔華廣場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2 2,164.26 

士林區 士東市場 整修 98-2 5,127.92 

大同區 雙連市場 整修 98-2 5,076.03 

信義區 光復市場 整修 98-2 6,986.24 

文山區 興隆市場 整修 98-2 19,228.83 

萬華區 華西街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2 2,382.49 

中正區 華山公有市場二樓 整修 98-3 10,609.00 

信義區 永春公有市場二樓 整修 98-3 3,622.00 

北投區 北投市場 整修 98-5 944.00 

中山區 晴光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5 1,299.00 

大同區 大龍市場 整修 98-6 480.00 

中山區 大直市場 整修 98-6 2,950.00 

萬華區 環南市場 整修 98-6 9,600.00 

大安區 成功市場 整修 98-6 6,884.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金山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13,319.00 

萬里鄉 萬里市場 整修 98-1 5,013.11 

林口鄉 林口市場 整修 98-1 1,068.16 

瑞芳鎮 九份市場 整修 98-1 714.00 

瑞芳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4,932.35 

三重市 中央市場 整修 98-1 13,400.00 

泰山鄉 泰山市場 整修 98-1 3,650.00 

新莊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22,598.54 

板橋市 湳興市場 整修 98-1 9,217.25 

中和市 枋寮市場 整修 98-1 1,380.00 

98年 / 台北市

98年 / 台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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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萬里鄉 萬里市場 整修 98-2 1,283.52 

林口鄉 林口市場 整修 98-2 444.28 

瑞芳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539.00 

板橋市 湳興市場 整修 98-2 3,017.00 

鶯歌鎮 鶯歌市場 整修 98-2 8,837.68 

雙溪鄉 雙溪市場 整修 98-2 1,080.97 

萬里鄉 萬里市場 整修 98-3 317.00 

新莊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9,685.00 

永和市 永安市場 整修 98-3 1,593.00 

淡水鎮 淡水中正市場 改建 98-1 57,000.00 

中和市 和平街攤販集中場 改建 98-1 9,00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新屋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2,993.45 

新屋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1,958.00 

中壢市 興國市場 整修 98-2 4,734.92 

八德市 大湳市場 整修 98-2 7,100.00 

八德市 八德市場 整修 98-2 3,895.02 

平鎮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6,20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新竹市 士林市場 整修 98-1 3,367.85 

新竹市 中央市場 整修 98-1 9,900.00 

新竹市 東門市場 整修 98-1 4,821.85 

新竹市 龍山市場 整修 98-1 4,790.00 

新竹市 花園街集中場 整修 98-1 4,500.00 

新竹市 東門市場 整修 98-2 465.05 

新竹市 花園街集中場 整修 98-2 2,192.00 

98年 / 桃園縣

98年 / 新竹市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新豐鄉 新庄子市場 整修 98-1 5,571.5 

98年 / 新竹縣

14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湖口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1,909.06 

竹北市 竹北市場 整修 98-1 5,006.15 

新埔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2,284.15 

關西鎮 關西市場 整修 98-1 595.24 

芎林鄉 芎林市場 整修 98-1 2,072.30 

竹東鎮 商華市場 整修 98-1 1,899.80 

新豐鄉 新庄子市場 整修 98-2 5,180.00 

關西鎮 關西市場 整修 98-2 7,605.94 

芎林鄉 芎林市場 整修 98-2 1,400.75 

竹東鎮 商華市場 整修 98-2 600.00 

竹東鎮 中央市場 整修 98-2 13,113.68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頭份鎮 頭份市場 整修 98-1 2,753.00

三灣鄉 三灣市場 整修 98-1 690.30

苗栗市 北苗市場 整修 98-1 720.00

苗栗市 高架橋商場 整修 98-1 284.50

苑裡鎮 苑裡市場 整修 98-1 6,253.00

三義鄉 三義市場 整修 98-1 357.00

大湖鄉 大湖市場 整修 98-1 262.00

竹南鎮 中興市場 整修 98-2 3,236.00

苗栗市 北苗市場 整修 98-2 1,401.25

大湖鄉 大湖市場 整修 98-2 195.2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大甲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8,330.00 

外埔鄉 外埔市場 整修 98-1 3,531.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台中市 何厝、中德及東義超市 整修 98-1 13,426.25 

98年 / 苗栗縣

98年 / 台中縣

98年 / 台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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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清水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15,555.82 

清水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8-1 9,570.30 

神岡鄉 神岡市場 整修 98-1 5,850.00 

豐原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13,025.94 

梧棲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9,737.00 

沙鹿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5,858.00 

大雅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3,444.42 

龍井鄉 龍泉市場 整修 98-1 5,990.00 

大肚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7,400.00 

太平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2,647.00 

霧峰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3,472.00 

大雅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442.00 

龍井鄉 龍泉市場 整修 98-2 1,000.00 

清水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10,575.00 

沙鹿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1,923.00 

大甲鎮 第二市場 改建 98-1 121,998.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伸港鄉 伸港市場 整修 98-1 1,060.30 

線西鄉 線西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1 4,270.00 

鹿港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425.50 

彰化市 民權市場 整修 98-1 8,054.60 

花壇鄉 花壇市場 整修 98-1 7,797.85 

芳苑鄉 仁愛市場 整修 98-1 4,332.60 

二林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13,000.00 

溪湖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9,442.80 

員林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9,149.63 

田中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8-1 4,700.00 

田中鎮 簡易攤販 整修 98-1 550.00 

大城鄉 大城市場 整修 98-1 923.91 

竹塘鄉 竹塘市場 整修 98-1 1,235.10 

溪州鄉 溪州市場 整修 98-1 4,465.45 

二水鄉 二水市場 整修 98-1 4,286.05 

線西鄉 線西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2 1,283.00 

花壇鄉 花壇市場 整修 98-2 3,116.38 

98年 / 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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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草屯鎮 草屯市場 整修 98-1 1,523.75 

南投市 南投市場 整修 98-1 21,940.00 

南投市 南陽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1 2,703.54 

名間鄉 名間市場 整修 98-1 1,008.55 

水里鄉 水里市場 整修 98-1 4,096.30 

埔里鎮 第三市場 整修 98-1 7,528.80 

埔里鎮 兒十二鐵架市場 整修 98-1 8,431.34 

魚池鄉 魚池市場 整修 98-1 5,540.00 

魚池鄉 魚池市場 整修 98-2 2,605.00 

南投市 南投市場 整修 98-3 8,913.00 

南投市 光華(第一)市場 整修 98-3 11,714.00 

竹山鎮 中山市場 整修 98-2 226.81 

埔里鎮 第三市場 整修 98-2 1,300.00 

埔里鎮 第三市場 整修 98-4 9,688.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四湖鄉 四湖市場 整修 98-1 3,400.00 

崙背鄉 崙背市場 整修 98-1 5,828.00 

大埤鄉 大埤市場 整修 98-1 1,451.88 

斗南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8-1 483.00 

斗南鎮 中興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1 2,310.00 

斗六市 雲林溪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1 3,581.10 

斗六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2,831.10 

98年 / 南投縣

98年 / 雲林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溪州鄉 溪州市場 整修 98-2 160.00 

鹿港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26,158.00 

二林鎮 二林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3 4,531.00 

員林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2,675.00 

員林鎮 第一暨第四市場 整修 98-3 10,907.00 

田中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500.00 

員林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5 2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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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嘉義市 港坪市場 整修 98-1 2,50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複審金額 (仟元)
安南區 土城市場 整修 98-2 3,033.50 

北區 鴨母寮市場 整修 98-2 1,648.94 

中西區 沙卡里巴市場 整修 98-2 2,538.00 

中西區 第一小康市場 整修 98-2 885.38 

中西區 永樂市場 整修 98-2 3,193.00 

中西區 復興市場 整修 98-2 4,841.28 

東區 崇德市場 整修 98-2 9,534.00 

東區 虎尾寮市場 整修 98-2 4,807.03 

南區 新興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2 594.2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後壁鄉 菁寮市場 整修 98-1 327.75 

鹽水鎮 鹽水市場 整修 98-1 2,218.35 

新營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2,408.10 

98年 / 嘉義市

98年 / 台南市

98年 / 台南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斗六市 第二市場 整修 98-1 5,794.85 

林內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1,973.93 

古坑鄉 東和市場 整修 98-1 2,288.50 

古坑鄉 永光市場 整修 98-1 1,943.00 

崙背鄉 崙背市場 整修 98-2 5,600.00 

大埤鄉 大埤市場 整修 98-2 2,061.10 

斗南鎮 中興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2 7,560.00 

莿桐鄉 莿桐市場 整修 98-2 2,185.66 

斗六市 雲林溪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2 2,361.21 

斗六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1,136.95 

斗六市 第二市場 整修 98-2 1,120.00 

大埤鄉 大埤市場 整修 98-4 6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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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左營區 果貿市場15處 整修 98-1 10,784.00 

左營區 龍華市場 整修 98-1 7,741.40 

鼓山區 鼓山第一市場 整修 98-1 9,507.52 

98年 / 高雄市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新營市 第三市場 整修 98-1 4,928.20 

下營鄉 中營市場 整修 98-1 1,389.92 

六甲鄉 市七市場 整修 98-1 6,000.40 

楠西鄉 楠西市場 整修 98-1 1,701.00 

麻豆鎮 市五市場 整修 98-1 836.00 

善化鄉 善化市場 整修 98-1 6,962.35 

西港鄉 西港市場 整修 98-1 7,371.96 

西港鄉 後營市場 整修 98-1 1,555.61 

玉井鄉 玉井市場 整修 98-1 4,200.70 

山上鄉 山上市場 整修 98-1 1,345.00 

新市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7,049.05 

新化鎮 新化市場 整修 98-1 4,131.07 

左鎮鄉 左鎮市場 整修 98-1 2,120.15 

關廟鄉 關廟市場 整修 98-1 2,078.05 

歸仁鄉 市一市場 整修 98-1 2,980.85 

仁德鄉 中洲市場 整修 98-1 2,839.35 

白河鎮 白河市場 整修 98-2 1,000.00 

新營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5,957.00 

新營市 第三市場 整修 98-2 2,150.00 

北門鄉 北門市場 整修 98-2 1,605.32 

東山鄉 東山市場 整修 98-2 8,459.50 

大內鄉 大內市場 整修 98-2 6,191.38 

永康市 永康市場 整修 98-2 372.20 

仁德鄉 市一市場 整修 98-2 870.00 

善化鄉 善化市場 整修 98-3 5,738.00 

大內鄉 大內市場 整修 98-3 1,415.00 

新市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1,695.00 

歸仁鄉 市一市場 整修 98-3 438.75 

仁德鄉 市一市場 整修 98-4 7,580.00 

學甲鎮 學甲市場 改建 98-1 26,87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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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屏東市 北區市場 整修 98-1 16,661.09 

屏東市 東區市場 整修 98-1 14,694.36 

屏東市 中央市場第一商場 整修 98-1 3,816.05 

屏東市 中央市場第二商場 整修 98-1 2,897.43 

屏東市 中央市場第四商場 整修 98-1 1,600.00 

麟洛鄉 麟洛市場 整修 98-1 1,285.26 

內埔鄉 內埔市場 整修 98-1 4,856.00 

萬丹鄉 萬丹市場 整修 98-1 1,914.18 

竹田鄉 竹田市場 整修 98-1 2,963.09 

萬巒鄉 萬巒市場 整修 98-1 8,200.00 

98年 / 屏東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甲仙鄉 甲仙市場 整修 98-1 1,722.00 

六龜鄉 六龜市場 整修 98-1 2,304.00 

永安鄉 永安市場 整修 98-1 2,000.00 

彌陀鄉 彌陀市場 整修 98-1 1,214.00 

梓官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3,773.00 

橋頭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8,222.00 

鳳山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26,449.00 

鳳山市 第二市場 整修 98-1 8,230.00 

甲仙鄉 甲仙市場 整修 98-2 230.40 

六龜鄉 六龜市場 整修 98-2 327.60 

岡山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8-2 884.00 

橋頭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5,330.00 

鳳山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3,723.02 

橋頭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9,094.00 

98年 / 高雄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鹽埕區 鹽埕第一市場 整修 98-1 10,117.72 

苓雅區 中華市場 整修 98-1 6,612.46 

苓雅區 苓雅第一市場 整修 98-1 13,764.39 

左營區 龍華市場 整修 98-3 5,554.00 

新興區 新興第二市場 整修 98-6 10,4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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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玉里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28,722.09 

豐濱鄉 豐濱市場 整修 98-1 1,209.00 

吉安鄉 仁里市場 整修 98-1 1,600.00 

吉安鄉 北昌市場 整修 98-1 1,766.00 

吉安鄉 慶豐市場 整修 98-1 690.00 

鳳林鎮 中華市場 整修 98-1 2,995.00 

鳳林鎮 中正市場 整修 98-1 614.00 

富里鄉 富里市場 整修 98-1 5,904.00 

花蓮市 中華市場 整修 98-2 1,950.00 

花蓮市 復興市場 整修 98-2 3,600.00 

花蓮市 重慶市場 改建 98-1 135,000.00 

98年 / 花蓮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成功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6,023.00 

池上鄉 池上市場 整修 98-1 9,417.00 

關山鎮 關山市場 整修 98-1 6,944.00 

鹿野鄉 鹿野攤販集中場 整修 98-1 2,600.00 

台東市 中央市場 整修 98-1 7,428.00 

台東市 大同市場 整修 98-1 1,824.00 

台東市 開封市場 整修 98-1 825.00 

綠島鄉 綠島市場 整修 98-1 2,156.00 

98年 / 台東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東港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8-1 3,525.90 

南州鄉 南州市場 整修 98-1 6,740.15 

枋寮鄉 水底寮建興市場 整修 98-1 6,584.22 

枋寮鄉 北勢寮市場 整修 98-1 6,779.60 

恆春鎮 恆春市場 整修 98-1 13,012.25 

東港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8-2 5,300.00 

恆春鎮 恆春市場 整修 98-2 4,435.72 

屏東市 中央市場第二商場 整修 98-3 2,620.00 

屏東市 中央市場第三商場 改建 98-1 25,500.00 

潮州鎮 第一市場 改建 98-1 47,7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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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西嶼鄉 池東市場 整修 98-1 3,443.10

馬公市 北辰市場 整修 98-1 20,535.98

馬公市 文澳市場 整修 98-1 3,250.00

七美鄉 七美市場 整修 98-1 1,320.20

白沙鄉 吉貝攤販集中場 改建 98-1 6,250.00

98年 / 澎湖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太麻里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8-1 7,521.00 

大武鄉 尚武市場 整修 98-1 1,795.00 

成功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2 945.00 

台東市 中央市場 整修 98-2 2,890.00 

台東市 開封市場 整修 98-2 384.00 

成功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8-3 1,151.00 

台東市 中央市場 整修 98-3 1,8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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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宜蘭市 城隍大樓攤販集中場 整修 99-1 181.00 

宜蘭市 北館市場 整修 99-1 1,084.00 

宜蘭市 南館市場 整修 99-1 433.00 

宜蘭市 北門市場 整修 99-1 289.00 

五結鄉 利澤市場 整修 99-1 401.00 

羅東鎮 第三市場 整修 99-1 3,383.00 

羅東鎮 民生市場 整修 99-1 1,643.00 

宜蘭市 北館市場 整修 99-2 2,413.00 

宜蘭市 南館市場 整修 99-2 2,929.00 

宜蘭市 北門市場 整修 99-2 952.00 

宜蘭市 綠九市場 整修 99-2 1,340.00 

羅東鎮 民生市場 整修 99-2 1,915.00 

冬山鄉 冬山市場 整修 99-2 2,15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中正區 祥豐市場 整修 99-1 1,350.00 

中正區 調和市場 整修 99-1 2,384.00 

仁愛區 明德攤販集中場 整修 99-1 2,801.00 

仁愛區 仁愛、博愛市場 整修 99-1 4,059.00 

仁愛區 仁愛、博愛市場 整修 99-2 2,130.00 

仁愛區 成功市場 整修 99-2 3,10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中正/萬華/文山區 幸安、直興、木新、大龍市場 整修 99-1 1,360.00 

大安區 信維市場 整修 99-1 1,216.00 

南港區 成德市場 整修 99-1 22,326.00 

大同區 大龍市場 整修 99-2 1,232.00 

大同區 自強市場 整修 99-2 872.00 

中山區 松江市場 整修 99-2 679.00 

中正區 幸安市場 整修 99-2 1,712.00 

99年 / 宜蘭縣

99年 / 基隆市

99年 / 台北市

（三）99年度補助案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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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瑞芳鎮 第一暨九份市場 整修 99-1 5,086.00 

三重市 重新、中央、光明市場 整修 99-1 1,824.00 

新莊市 新莊市場 整修 99-1 6,204.00 

板橋市 黃石市場 整修 99-1 1,173.00 

雙溪鄉 雙溪鄉市場 整修 99-1 923.00 

瑞芳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1,084.00 

三重市 重新市場 整修 99-2 2,188.00 

板橋市 湳興市場 整修 99-2 5,744.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中正區 南門市場 整修 99-2 13,175.00 

文山區 木新市場 整修 99-2 1,206.00 

99年 / 台北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大園鄉 大園市場 整修 99-1 6,432.00 

楊梅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522.00 

中壢市 興國市場 整修 99-1 3,325.00 

中壢市 中壢市觀光夜市 整修 99-1 2,677.00 

龍潭鄉 龍潭市場 整修 99-1 2,113.00 

龍潭鄉 龍潭市場 整修 99-2 2,390.00 

中壢市 興國市場 整修 99-2 21,500.00 

大園鄉 大園市場 整修 99-3 1,044.00 

99年 / 桃園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北區 北門市場 整修 99-1 1,000.00 

北區 中央商場 整修 99-1 7,717.00 

北區 南寮市場 整修 99-1 1,118.00 

東區 關東市場 整修 99-1 1,319.00 

北區 中央商場 整修 99-2 679.00 

東區 龍山市場綜合大樓 整修 99-2 700.00 

東區 花園街觀光夜市 整修 99-2 5,500.00 

東區 竹蓮市場 整修 99-2 1,018.00 

99年 /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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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新豐鄉 新庄子市場 整修 99-1 1,385.00 

竹北市 竹北臨時攤販集中區 整修 99-1 1,203.00 

竹北市 仁義市場 整修 99-1 5,769.00 

竹北市 新社市場 整修 99-1 714.00 

新埔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3,053.00 

竹東鎮 商華市場 整修 99-1 2,227.00 

新豐鄉 新庄子市場 整修 99-2 2,825.00 

竹北市 竹北臨時攤販集中區 整修 99-2 202.00 

竹北市 竹北市場 整修 99-2 809.00 

竹北市 仁義市場 整修 99-2 9,645.00 

竹東鎮 中央市場 整修 99-2 13,701.00 

湖口鄉 湖口市場 整修 99-3 1,600.00 

芎林鄉 芎林市場 整修 99-3 2,833.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苗栗市 北苗市場 整修 99-2 2,270.00 

三義鄉 三義市場 整修 99-2 1,199.00 

南庄鄉 南庄市場 整修 99-3 2,689.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期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中/西/北屯/南屯區 第一、第五、東光、大進市場 整修 99-1 13,595.00 

中區 第二市場 整修 99-2 4,193.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外埔鄉 外埔市場 整修 99-1 446.00 

清水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6,763.00 

清水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9-1 3,457.00 

神岡鄉 神岡市場 整修 99-1 2,054.00 

沙鹿鎮 沙鹿市場 整修 99-1 435.00 

龍井鄉 龍泉市場 整修 99-1 554.00 

99年 / 苗栗縣

99年 / 台中市

99年 / 台中縣

99年 / 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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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線西鄉 線西鄉臨時攤販集中場 整修 99-1 589.00 

和美鎮 和美市場 整修 99-1 1,390.00 

鹿港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8,455.00 

二林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14,957.00 

溪湖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4,178.00 

員林鎮 第一暨第四市場 整修 99-1 19,034.00 

伸港鄉 伸港市場 整修 99-2 1,595.00 

和美鎮 和美市場 整修 99-2 3,947.00 

彰化市 華陽市場 整修 99-2 2,554.00 

彰化市 民權市場 整修 99-2 5,234.00 

彰化市 南門市場 整修 99-2 11,879.00 

二林鎮 二林攤販集中場 整修 99-2 3,985.00 

北斗鎮 北斗市場 整修 99-2 3,669.00 

田中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980.00 

溪州鄉 溪州市場 整修 99-2 3,782.00 

彰化市 民生市場 整修 99-3 2,842.00 

埔心鄉 埔心鄉市場  改建 99-1 28,000.00 

大村鄉 大村市場  新建 99-1 21,00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霧峰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3,260.00 

大肚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2,289.00 

大甲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4,679.00 

霧峰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2,876.00 

豐原市 市六市場  新建 99-1 80,00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名間鄉 名間市場 整修 99-1 292.00 

魚池鄉 魚池市場 整修 99-1 1,372.00 

南投市 光華(第一)市場 整修 99-2 9,865.00 

南投市 光榮(第三)市場 整修 99-2 16,124.00 

南投市 南投市場 整修 99-2 2,590.00 

名間鄉 名間市場 整修 99-2 1,523.00 

99年 / 彰化縣

99年 /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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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西區 西市場 整修 99-2 700.00 

東區 東市場 整修 99-2 2,911.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集集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2,098.00 

水里鄉 水里市場 整修 99-2 14,111.00 

埔里鎮 兒十二鐵架市場 整修 99-2 3,049.00 

埔里鎮 第三市場 整修 99-2 12,81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義竹鄉 義竹市場 整修 99-1 2,138.00 

六腳鄉 蒜頭市場 整修 99-2 1,350.00 

水上鄉 水上市場 整修 99-2 3,611.00 

義竹鄉 義竹攤販集中場 整修 99-2 11,437.00 

布袋鎮 興中市場  新建 99-1 27,520.00 

99年 / 嘉義市

99年 / 嘉義縣

99年 /雲林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四湖鄉 四湖市場 整修 99-1 3,157.00 

虎尾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7,336.00 

斗南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9-1 3,048.00 

斗南鎮 中興攤販臨時集中區 整修 99-1 5,850.00 

莿桐鄉 莿桐市場 整修 99-1 3,453.00 

斗六市 雲林溪攤販臨時集中場 整修 99-1 1,816.00 

斗六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1,753.00 

斗六市 第二市場 整修 99-1 466.00 

古坑鄉 東和市場 整修 99-1 1,055.00 

古坑鄉 永光市場 整修 99-1 1,050.00 

莿桐鄉 莿桐市場 整修 99-2 2,371.00 

褒忠鄉 褒忠市場  新建 99-1 18,480.00 

土庫鎮 市三市場  新建 99-1 38,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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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安南區 和順市場 整修 99-1 1,320.00 

北區 開元市場 整修 99-1 12,712.00 

中西區 東菜市市場 整修 99-1 723.00 

中西區 保安市場 整修 99-1 963.00 

安平區 安平市場 整修 99-1 3,668.00 

安南區 本淵寮市場 整修 99-2 2,874.00 

北區 開元市場 整修 99-2 2,012.00 

中西區 水仙宮市場 整修 99-2 3,609.00 

中西區 第一小康市場 整修 99-2 5,202.00 

中西區 西門市場 整修 99-2 1,637.00 

安平區 安平市場 整修 99-2 1,708.00 

東區 虎尾寮市場 整修 99-2 3,287.00 

南區 文華市場 整修 99-2 1,673.00 

安南區 土城市場 改建 99-1 21,120.00 

99年 / 台南市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新營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602.00 

六甲鄉 市七市場 整修 99-1 5,323.00 

大內鄉 大內市場 整修 99-1 1,644.00 

玉井鄉 玉井市場 整修 99-1 602.00 

山上鄉 山上市場 整修 99-1 1,420.00 

官田鄉 隆田臨時攤販集中場 整修 99-2 840.00 

西港鄉 後營市場 整修 99-2 1,102.00 

新市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6,907.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左營區 龍華市場 整修 99-1 2,268.00 

鼓山區 鼓山第一市場 整修 99-1 1,961.00 

苓雅區 中華市場 整修 99-1 3,471.00 

苓雅區 苓雅第一市場 整修 99-1 3,049.00 

左營區 龍華市場 整修 99-2 3,264.00 

99年 / 台南縣

99年 / 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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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屏東市 中央市場第二商場 整修 99-1 3,517.00 

麟洛鄉 麟洛市場 整修 99-1 4,987.00 

南州鄉 南州市場 整修 99-1 421.00 

枋寮鄉 北勢寮市場 整修 99-1 1,387.00 

枋寮鄉 水底寮市場 整修 99-1 2,810.00 

恆春鎮 恆春市場 整修 99-1 1,949.00 

屏東市 北區市場 整修 99-2 1,160.00 

屏東市 西區市場 整修 99-2 22,029.00 

萬巒鄉 萬巒市場 整修 99-2 1,010.00 

竹田鄉 竹田市場 整修 99-2 783.00 

潮州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2,074.00 

竹田鄉 竹田市場 整修 99-3 436.00 

99年 / 屏東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六龜鄉 六龜市場 整修 99-1 522.00 

旗山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477.00 

梓官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7,635.00 

橋頭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1,203.00 

鳳山市 第一市場 整修 99-1 5,210.00 

旗山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984.00 

岡山鎮 第二市場 整修 99-2 663.00 

梓官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786.00 

大樹鄉 大樹市場 整修 99-2 5,203.00 

彌陀鄉 彌陀市場 整修 99-3 89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三民區 三民第一市場 整修 99-2 3,424.00 

鹽埕區 鹽埕示範市場 整修 99-2 6,856.00 

苓雅區 國民市場 整修 99-2 8,416.00 

旗津區 旗后觀光市場 整修 99-2 7,882.00 

新興區 六合觀光夜市 整修 99-4 776.00 

99年 / 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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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花蓮市 復興市場 整修 99-1 14,863.00 

花蓮市 中華市場 整修 99-1 8,126.00 

吉安鄉 仁里市場 整修 99-1 757.00 

鳳林鎮 中華市場 整修 99-1 838.00 

花蓮市 復興市場 整修 99-2 5,079.00 

花蓮市 中華市場 整修 99-2 2,765.00 

鳳林鎮 中華市場 整修 99-2 3,778.00 

光復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4,110.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池上鄉 池上市場 整修 99-1 464.00 

關山鄉 關山市場 整修 99-1 1,403.00 

台東市 中央市場 整修 99-1 982.00 

成功鎮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3,460.00 

台東市 中央市場 整修 99-2 3,187.00 

綠島鄉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3,144.00 

太麻里 第一市場 整修 99-2 2,000.00 

99年 / 台東縣

99年 / 花蓮縣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西嶼鄉 公共造產外垵市場 整修 99-1 3,393.00 

馬公市 北辰市場 整修 99-1 13,519.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金湖鎮 金湖市場 整修 99-3 2,521.00 

鄉鎮市區 市場名稱 類別 期別 補助金額 (仟元)
南竿鄉 介壽獅子市場  改建 99-2 57,650.00 

99年 / 澎湖縣

99年 / 金門縣

99年 / 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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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成果圖輯

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在執行上常遭遇許多不利因素影

響工程進度（如地方政府納入預算延宕以致影響後續發包施工、

施工中攤商抗爭、工程項目多、施作難度高、工程設計變更造成

停工、申請建造執照過程冗長等），幸賴中央與地方政府積極協

調配合與有效管控，終於在工程施作完成後獲致相當卓著的績

效，而能讓各地的傳統市場展現嶄新風貌，提供民眾更便利舒適

的購物環境。

市場改善工程項目眾多，為利爾後地方政

府的市場管理人員參考運用，本專輯選輯較具

代表性的改善前後對比照片，提供讀者感受本

計畫的具體成效。

（一）安全  ⋯⋯⋯⋯⋯⋯⋯⋯⋯⋯⋯⋯⋯   32

（二）衛生  ⋯⋯⋯⋯⋯⋯⋯⋯⋯⋯⋯⋯⋯   58

（三）整潔明亮  ⋯⋯⋯⋯⋯⋯⋯⋯⋯⋯⋯   94



32

台北市永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一）安全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33

安全

台北市福華廣場攤販集中場屋頂

工程項目：隔熱整修工程

台北市建國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34

台北縣金山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桃園縣八德市大湳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35

安全

新竹市中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新竹市東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隔熱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36

新竹縣竹北市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太子樓工程

新竹縣新豐鄉新庄子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37

安全

台中市中德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台中市何厝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38

台中市東義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漏工程

台中縣大肚鄉大肚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39

安全

台中縣梧棲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隔熱整修工程

台中縣豐原市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0

彰化縣芳苑鄉仁愛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彰化縣田中鎮第二攤集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1

安全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彰化縣線西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2

雲林縣大埤鄉大埤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3

安全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南縣新營市新營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漏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4

台南縣關廟鄉關廟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台南縣永康市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5

安全

台南縣永康市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高雄市左營區龍華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隔熱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6

高雄縣永安鄉永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整修工程

高雄縣梓官鄉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7

安全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水隔熱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8

台東縣鹿野鄉鹿野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屋頂整修工程

澎湖縣馬公市北辰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防熱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49

安全

宜蘭縣蘇澳鎮新馬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發電機整修工程

台北縣新莊市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電力設備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0

台中縣神岡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電錶箱整修工程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機電設施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1

安全

高雄縣彌陀鄉彌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電氣室整修工程

高雄縣彌陀鄉彌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電氣室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2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機電設備改善整修工程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機電設備更新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3

安全

花蓮縣富里鄉富里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機電設備改善整修工程

宜蘭縣五結鄉利澤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線路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4

台北縣新莊市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集線槽整修工程

台南縣善化鎮善化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集線槽施作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5

安全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供電管線路整修工程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集線槽更新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6

嘉義市港坪大樓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消防設備改善工程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消防設備改善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7

安全

台中縣沙鹿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水塔整修工程

花蓮縣仁里鄉仁里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鋼構除金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8

宜蘭縣宜蘭市北館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整修工程

宜蘭縣頭城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鋪位區工程

（二）衛生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59

衛生

宜蘭縣羅東鎮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工程

宜蘭縣宜蘭市綠九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舖位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0

台北縣三重市中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整修工程

台北縣金山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1

衛生

桃園縣中壢市興國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廣告整修工程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位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2

台南縣山上鄉山上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整修工程

高雄市鼓山區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3

衛生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整修工程

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更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4

花蓮縣仁里鄉仁里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整修工程

台東縣關山鎮關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5

衛生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宜蘭縣宜蘭市南館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中庭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6

宜蘭縣宜蘭市城隍大樓市場

工程項目：頂樓地坪整修工程

宜蘭縣羅東鎮民生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止滑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7

衛生

基隆市成功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台北市光復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冷凍櫃區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8

台北市雙連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及排水溝整修工程

台北縣林口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69

衛生

台北縣鶯歌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新竹市龍山大樓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0

新竹縣新埔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走道地坪整修工程

新竹縣新豐鄉新庄子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走道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1

衛生

苗栗縣苑裡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止滑地磚整修工程

台中縣大肚鄉大肚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A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2

台中縣清水鎮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彰化縣花壇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3

衛生

彰化縣溪湖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耐磨地坪整修工程

彰化縣線西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4

雲林縣斗南鎮中興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攤位區地坪整修工程

雲林縣四湖鄉四湖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5

衛生

雲林縣莿桐鄉莿桐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嘉義縣 子市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6

台南縣左鎮鄉左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更新整修工程

台南縣東山鄉東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更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7

衛生

台南縣新營市新營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台南縣新營市新營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中庭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8

高雄市苓雅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水溝及地坪整修工程

高雄市鼓山區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79

衛生

屏東縣枋寮鄉水底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0

台東縣池上鄉池上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台東縣鹿野鄉鹿野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1

衛生

台東縣綠島鄉綠島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地坪整修工程

台北縣泰山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2

台北縣萬里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整修工程

新竹市士林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更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3

衛生

新竹縣新埔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水溝蓋整修工程

彰化縣彰化市民權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4

彰化縣田中鎮田中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整修工程

彰化縣伸港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水溝蓋更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5

衛生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工程

台南市復興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水溝防水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6

高雄縣永安鄉永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整修工程

屏東縣東港鎮東港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7

衛生

澎湖縣西嶼鄉池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排水溝整修工程

台北市永春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廁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8

台北市華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二樓廁所工程

新竹縣新埔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廁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89

衛生

彰化縣大城鄉中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廁所整修工程

彰化縣員林鎮員林第一暨第四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廁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90

雲林縣斗南鎮中興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公廁整修工程

嘉義縣竹崎鄉竹崎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廁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91

衛生

台北市華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二樓整修工程

高雄市左營區龍華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垃圾儲藏室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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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北投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空調箱更新整修工程

台北縣瑞芳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新增通風設備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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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花蓮縣花蓮市復興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通風設備改善整修工程

宜蘭縣羅東鎮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樓梯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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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義竹鄉義竹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照明設備整修工程

台南縣玉井鄉玉井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採光罩整修工程

（三）整潔明亮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95

整潔
明亮

台南縣鹽水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採光罩工程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採光罩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96

花蓮縣鳳林鎮中華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屋頂採光整修工程

澎湖縣馬公市文澳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燈具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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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台北市晴光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遮雨棚更新整修工程

台北市華西街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遮雨棚更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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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板橋市湳興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雨遮整修工程

新竹市中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雨遮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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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新竹縣新埔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雨庇整修工程

南投縣南投市南陽臨時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遮陽網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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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永春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增設伸縮拉門整修工程

台中縣龍井鄉鎮龍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鐵捲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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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防颱鐵門工程

台東縣池上鄉池上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鐵捲門更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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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宜蘭市北館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天花板整修工程

宜蘭縣蘇澳鎮蘇澳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天花板粉刷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103

整潔
明亮

台北市興隆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天花板整修工程

新竹縣竹北市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天花板油漆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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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新豐鄉新庄子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油漆整修工程

雲林縣古坑鄉東和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天花板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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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台南縣玉井鄉玉井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天花板整修工程

台南縣關廟鄉關廟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天花板油漆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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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關山鎮關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輕鋼架天花板整修工程

澎湖縣西嶼鄉池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粉刷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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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台北市晴光西昌街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遮燈柱整修工程

台中市何厝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圍景觀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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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南投市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入口意象整修工程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溪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LED跑馬燈施作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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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高雄市苓雅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入口整修工程

高雄縣岡山鎮第二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入口意象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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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梓官鄉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入口意象整修工程

台北市興隆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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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台北縣三重市中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整修工程

台北縣萬里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觀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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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新豐鄉新庄子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整修工程

新竹縣穹林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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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台中縣神岡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整修工程

台中縣梧棲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更新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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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南投市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花牆整修工程

台南縣東山鄉東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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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屏東縣恆春鎮恆春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更新整修工程

花蓮縣鳳林鎮中華公有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粉刷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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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綠島鄉綠島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牆更新整修工程

基隆市信義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廣告招牌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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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台北縣林口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統一攤招整修工程

台中市中德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招牌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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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大甲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招牌字體工程

台中縣大甲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廣告招牌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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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台中縣清水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店鋪招牌整修

台中縣清水鎮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牆面字幕機整修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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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龍井鄉龍泉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招牌整修工程

雲林縣斗六市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招鐵架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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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嘉義縣六腳鄉蒜頭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外招牌整修工程

台南縣新市鄉新市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招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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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縣新營市新營第一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招整修工程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攤招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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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屏東縣枋寮鄉水底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統一攤招整修工程

台北市士東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油漆粉刷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124

新竹市花園街攤販集中場

工程項目：燈具整修工程

彰化縣田中鎮公有零售市場

工程項目：窗戶整修工程

整修前 整修後

整修前 整修後



五、工項施作圖例

（一）安全  ⋯⋯⋯⋯⋯⋯⋯⋯⋯⋯⋯⋯⋯ 126

（二）衛生  ⋯⋯⋯⋯⋯⋯⋯⋯⋯⋯⋯⋯⋯ 128

（三）整潔明亮  ⋯⋯⋯⋯⋯⋯⋯⋯⋯⋯⋯ 147

在市場改善工程眾多項目中，本專輯另選出較具代表性的

工程項目，將其施工設計圖及完工照片彙整，提供市場管理

人員及市場硬體改善規劃設計人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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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屋頂（太子樓）

施工設計圖

 太子樓屋頂＋鏤空頂板鐵網架通風性佳

 空間桁架＋透明採光罩：增加自然採光，

節省能源。

挑高設計＋無動力排風扇：

兼具通風及採光效果。

（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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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2. 集線槽

格柵式烤漆集線槽，結合照明設備，整齊劃一。不 鋼包覆型集線槽，槽體封閉，不易有電線

走火之虞。

鋁材包覆型集線槽，槽體封閉，不易有電線

走火之虞。

 鋁合金集線槽，採明架式設計，易於收納管線。

各市場因應不同需求，規劃各式集線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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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攤台

施工設計圖

攤台表面包覆不 鋼鈑，耐髒污且易清洗，

底層鋪設PVC墊能延長使用年限。

攤台高度適中約70CM – 100CM，便於顧客選

購商品，並可依業種不同量身設計攤台高度及階

數。施工設計圖

倒3cm 圓角
攤檯面包覆ST銅板

（1.5mm. 毛絲面）

內側及地面1:3
水泥整體粉光

12cm RC. WALL

外側貼馬賽克

（2.3～2.5cm）

鋁板門

（附鎖.  顏色另訂）

ST檯面（1.5mm. 毛絲面）

ST收邊（1.5mm. 毛絲面）

倒5mm圓角

貼馬賽克（2.3～2.5cm. 樣式另訂）

G. L

（二）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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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2. 活動式攤台

施工設計圖

攤台造型簡單實用，粉刷亮紅色漆，

吸引目光焦點。

攤台高度大小適中，裝設滑輪移動方便，

空間可靈活調整運用。

施工設計圖

面刷水泥漆

六分板

加強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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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蔬果類攤台

施工設計圖

 商品排列美觀：整齊的陳列、清楚的標示，

消費者買的安心。

攤台高度適中約70CM – 100CM，便於顧客選

購商品，並可依業種不同量身設計攤台高度及階

數。施工設計圖

不鏽鋼台面（t=1.5mm 毛絲面）

倒3cm 圓角

面貼馬賽克

不鏽鋼台面（t=1.5mm 毛絲面）

倒5mm 圓角

不鏽鋼台面（t=1.5mm 毛絲面）

面貼馬賽克

倒5mm 圓角

鋁門附鎖



131

衛生

4. 雜貨類攤台

施工設計圖

1.不鏽鋼面層易清洗使用年數長，耐髒污且堅固

耐用2.攤台底座面貼磁磚，色彩統一，整體觀感

佳。

  1.攤台內設排水暗管，清洗時水滴不外流。2.攤台

高度大小適中約80CM – 100CM，消費者便於選

購。施工設計圖

攤位廣告招牌

牆面貼磁磚搭配馬賽克

攤台 / 不鏽鋼毛絲面包覆

攤台底座面貼磁磚

面貼磁磚

面貼磁磚

鋁門

210kg / cm2 PC

內側地面
1:3 水泥整體粉光

不鏽鋼台面（t = 1.5mm 毛絲面）

PVC 墊
ø 13 @15

ø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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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海產類攤台

施工設計圖

不 鋼面層易清洗使用年數長，耐髒污且堅固耐

用。

 1.攤台內設排水暗管，清洗時水滴不外流。2.攤台

高度大小適中約80CM – 100CM，消費者便於選

購。施工設計圖

貼馬賽克（2.3～2.5cm. 樣式另訂）

倒5mm圓角

ST檯面（1.5mm. 毛絲面）

ST收邊（1.5mm. 毛絲面）

G. L

ST檯面（1.5mm. 毛絲面）

G. L

PVC墊

清水模

鋁板門（附鎖.  顏色另訂）

貼馬賽克（2.3～2.5cm）

內側及地面1:3
水泥整體粉光

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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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6. 美食街攤台

施工設計圖

攤招美觀性佳：鋁擠型彩色面板燈箱，

醒目且美觀大方。

 1.工作檯檯面施作不鏽鋼包覆，易清洗且耐久性

佳。2.櫃檯檯面施作美耐板包覆，美觀大方。 
施工設計圖

攤位招牌字體

木心板，面貼面美耐板（門扇）

抗倍轉板

木心板，面噴彈性質感藝術塗料

木心板，面貼燒面鋼琴烤漆不鏽鋼
（鏡面鋼琴烤漆）

木心板，面貼不鏽鋼板（#304 毛絲）

檯面板

頂板

抽屜側板

中隔板

底板

鋁合金固定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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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接縫地坪

98-99年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
執行成果彙編

 無接縫PVC地坪易維修保養且造價便宜。

無接縫PVC地坪重量輕，可減輕整體結構荷重。

設計示意圖

設計示意圖

自平水泥

地板膠

PC層

PVC無縫透心地毯

ø 4mm PVC準條無縫焊接處

焊熱刺溝
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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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8. 花崗石止滑地坪

施工設計圖

 地坪配合中間走道排水，整體視覺觀感

大為提升。

花崗石鋪面地坪具止滑效果且耐用。

施工設計圖

ST集水槽
兩側以1:2水泥砂漿粉平

30CM排水溝

活動蓋 花崗石鋪面70%（20×40×3.  青斗石荔面）

花崗石鋪面30%（20×40×3.  彰浦黑燒面）

貼15×15岩面

止滑石英地磚

花崗石鋪面

水泥漿
1:3水泥拌合料
點焊鋼絲網（15×15cm 網目. ø 4 mm）
原有PC地坪打除.地面整平

30 cm RC 排水溝

PVC排水管
210kg / cm2  PC

抿1分宜蘭石收邊

（依現況）
ST集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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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止滑地磚

視覺觀感佳：使用拼花地磚，增加市場美觀性。

 中間走道鋪設止滑地磚，分隔處及利用抿石子收

邊，使地磚完整且增加美觀效果。

設計示意圖

設計示意圖

止滑石英磚（整磚 / 菱形貼）綠色

止滑石英磚（磁磚加工）白色

止滑石英磚（磁磚加工）粉色

止滑石英磚（整磚 / 菱形貼）白色

地磚拼花

抿石子

水溝蓋

止滑地磚（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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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10. 排水溝

施工設計圖

 水溝蓋板下方設計不 鋼洩水孔板，溝渠不阻。

 採用與地板同色系活動水溝蓋板，

提升整體美觀。
施工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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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鋼格柵板水溝蓋使用年限長且易清洗。

水溝蓋板下方設計不鏽鋼洩水孔板，

溝渠不阻塞。

設計示意圖

設計示意圖

ST＋花崗石活動蓋ST蓋板 ST蓋板

焊接固定

排水管

PC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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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施工設計圖

不 鋼蓋板具備活動孔，水溝易清洗

不產生異味。

不 鋼材質耐髒污，使用年限長。

施工設計圖

不鏽鋼水溝蓋

止滑地磚（馬賽克—素色）

止滑地磚（馬賽克—跳色）

止滑地磚（馬賽克—素色）

不鏽鋼水溝蓋 不鏽鋼水溝蓋

洩水方向 洩水方向



140

不 鋼蓋板具備活動孔，水溝易清洗不產生異味。

不 鋼材質耐髒污，使用年限長。

設計示意圖

設計示意圖

內框

ST外框座

ST花紋銅板

ST把手

黏著劑

固定筋

洩水溝槽 洩水溝槽

ST活動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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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施工設計圖

不 鋼蓋板具備活動孔，水溝易清洗

不產生異味。

溝蓋與地板色系相近，整體觀感佳。

施工設計圖

不鏽鋼水溝蓋

止滑地磚（馬賽克—素色）

止滑地磚（馬賽克—跳色）

止滑地磚（馬賽克—素色）

不鏽鋼水溝蓋 不鏽鋼水溝蓋

洩水方向 洩水方向

2000 PSI PC

預埋角鋼框架

40×60×11 cm   U型水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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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廁所

洗手台與牆面接合面施作PU防水層，地板乾爽不

濕滑。

採用強化塑合板隔間，清潔容易且耐久性佳。

設計示意圖

設計示意圖

原有磁磚打除 水泥砂漿粉光

PU防水層 不垂流型

面貼石英磚

廁所熱固性

樹脂板隔間

原有磁磚打除 1:3水泥砂漿粉光

PU防水層 不垂流型

止滑鏡面石英磚

強化塑合板小便斗隔屏

明鏡

原有磁磚打除 水泥砂漿粉光

PU防水層 不垂流型

面貼石英磚

原有磁磚打除 1:3水泥砂漿粉光

PU防水層 不垂流型

止滑鏡面石英磚

廁所強化塑合板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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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施工設計圖

水溝蓋板下方設計不鏽鋼洩水孔板，溝渠不阻。

採用與地板同色系活動水溝蓋板，

提升整體美觀。
施工設計圖

平釘天花板刷水混漆

面貼5mm明鏡磨斜邊

造型面盒

人造大理石台面

收納櫃 / 六分板面貼木皮染色

壁面面貼岩面磚

感應式沖水器 / 崁入牆面

腰帶貼馬賽克

隔間熱固性樹脂板

落地型小便斗

平釘天花板刷水泥漆

壁面貼岩面磚

隔間熱固性樹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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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廁所壁面施作抿石子，表面耐髒污且易清洗。

2.洗手台與牆面接合處施作PU防水層，不易滲

水。

 採用熱固性樹脂板隔間，清洗容易且耐久性佳。

設計示意圖

設計示意圖

平釘天花板刷水混漆

面貼5mm明鏡磨斜邊

造型面盒

人造大理石台面

收納櫃 / 六分板面貼木皮染色

壁面面貼岩面磚

感應式沖水器 / 崁入牆面

腰帶貼馬賽克

隔間熱固性樹脂板

落地型小便斗

平釘天花板刷水泥漆

壁面貼岩面磚

隔間熱固性樹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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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

12. 共食區

施工設計圖

 共食區建議以暖色系為主色調，呈現整潔

明亮之感。

防火建材裝潢可兼具美觀及安全之效果。

施工設計圖

木作水泥纖維板

表面貼美耐板

防火強化纖維板

表面貼茶色鏡

熱固性樹脂板

表面貼美耐板

檯面板

頂板

活動隔板

中隔板

底板

調整腳

踢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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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通風設備

 負壓式排風扇利用對流原理迅速排出市場

之熱氣。

 無動力排風扇通風效果佳且節省電費支出。

 亦可於市場結構上方增設小型風機組促進

空氣對流。

 馬達式風機組可迅速排出市場異味亦有消防

排煙效果。

各市場因應不同需求，規劃各式通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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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1. 造型天花板

1.視覺感佳，與共食區整體設計。2.造型特別，用

色新穎具現代感；波浪式設計。

 1.造價便宜且容易保養，採用玻璃纖維材質。2.通
風佳，節省空調費用支出。

設計示意圖

設計示意圖

2分螺桿，固定於RC底板

不鏽鋼自攻螺絲

螺孔使用無收縮批土填塞
AB膠填縫補平

防火纖維強化板表面批土噴環保

水泥漆一底二度

（三）整潔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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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浮雕天花板

施工設計圖

 1.節能省電，亮色系簡單大方，節省電費支出。

2.具吸音隔熱功能，且抗潮耐久不變形。

提升整體市場觀感，半明架方塊圓型浮雕面板。

施工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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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3. 企口鋁天花板

 施工便利：企口鋁頂板材質施工簡單且耐久性

佳。

 1.整潔明亮觀感佳：輕鋼架明架式裝潢易於收納

管線。2.內崁式T5燈管美觀大方且可節省電費支

出

設計示意圖

設計示意圖

企口鋁天花板

T5輕鋼架燈

輕鋼架明架天花板 / 鍍鋅骨架，面覆蓋纖板

需符合消防規定

T5輕鋼架燈

空調出風 / 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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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入口意象

 入口意象用色活潑，突顯市場入口並將鎮徽

融入設計。

 入口明顯造型特殊，凸顯市場入口。

入口意象用色活潑，突顯市場入口並將市徽

融入設計。

木質結合壓克力看板突顯入口，內容豐富具

吸引力。

各市場自行發揮創意，設計符合當地需求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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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潔
明亮

車擋結合入口意象，凸顯設計者巧思

且廣告效果佳。

 都會型市場入口意象：造型新穎，

建物本身具指標性。

 大圖輸出廣告貼圖凸顯入口，內容豐富

吸引消費人潮。

指示市場入口明確，造型簡潔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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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攤台招牌

壓克力板招牌；造價低廉且造型簡單大方。

 壓克力燈箱招牌：以顏色區分販售商品，

消費者一目瞭然。

 壓克力板招牌，造價低廉且造型簡單大方。

壓克力燈箱招牌，攤招與照明設備一體設計，

美觀又實用。

各市場自行設計不同型式攤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