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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來喔來喔～尚青的菜～幾倍二十～三倍齁你係雜歐啦～看你甲米ㄌㄟ～腸阿宋～你

啦！」這樣的叫賣聲在傳統市場裡面如同波浪舞般，此起彼落的迴繞著，有些甚至戴著專業

的小蜜蜂，開心的招呼著人來人往的買家；「一個地方的市場是那個地區居民廚房的延伸，你

能看到當地的生活飲食習慣，那亦是經濟之外，另一個文化縮影」（楊路得，2018）這樣人情

滿滿的活躍市集以及買賣之間互動的熱鬧場景再加上琳瑯滿目的多樣食材及鮮食蔬果，就這

樣妝點著在地人所屬區域的生活日常。 

 

 對於傳統市場的購買需求，隨著生活形態及人口結構的改變，似乎已不再呈現媽媽口中

她的小時候那樣總是那麼人潮滿滿般的繁華熱鬧，取而代之的是能搭配著任何作息族群，且

方便迅速取得商品的超市文化。這不禁引起本研究小組的研究動機，本組組員因著非常喜歡

傳統市場的人情氛圍而經常伴隨媽媽前往，但是到了不同的市場，共通點都會發現到消費的

臉孔多半都是以阿姨叔叔那一輩的族群居多，想要了解真的是因為生活習慣的改變而有這樣

的現象嗎或是因為其他的原因而引起。以傳統市場為主要中心，探討不同年齡層對於傳統市

場的認知程度以及擬想如何讓更多的人走入傳統市場。 

 

二、研究目的 

 

 （一）了解傳統市場的定義及歷史沿革。 

 （二）了解國內外傳統市場的類型模式。 

 （三）對比國內新舊傳統市場的變革。 

 （四）分析民眾對於傳統市場的認知。 

 （五）探究市場職人對於市場文化推廣的想法。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資料蒐集法：藉由報紙期刊、網路媒體及圖書資源，統整國內外傳市資料。 

 （二）問卷分析法：針對三類年齡層作傳統市場的認知調查，並依數據分析研究結果。 

 （三）職人訪談法：了解傳統市場攤販對於傳市的現況認知並一同發想如何讓人群湧入。 

 

四、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圖一資料來源：本組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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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傳統市場的定義及歷史沿革 

 

 台灣的傳統市場最初的型態為攤販集中的一個場所，逐漸擴大後而形成了市場。到了日

治時期才開始有了顯著的規劃，而第一個公有市場─台南西市場（1905 年）在這時誕生，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政府則繼續沿用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並預留市場用地興建市場，租

給攤販使用。而到了近代，因為超市等便利商店的興起，又加上傳統市場因年代久遠而老舊

的建築設備，導致多數人紛紛投靠對於他們而言相對便利舒適的超市，造成了傳統市場客源

的流失，因此，經濟部在民國九十八年實施「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協助改善市場的

硬體設備及環境衛生，希望能夠藉由打造乾淨衛生的環境，來消除顧客卻步傳統市場的疑慮。 

 

二、國內外傳統市場的類型模式 

 

 時境變遷，科技發達的時代已來臨，傳統市場也因為現代生活型態、當地歷史人文等各

式元素，而衍生出了不同的類型樣貌來迎合大眾口味。本組將國內外傳統市場整理為露天攤

販傳統市場、室內傳統市場兩種類型，整理如下： 

 

 （一）露天攤販傳統市場 

 

表一：露天攤販傳統市場 

（表一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圖二圖三資料來源附註於文末）  

  

 （二）室內傳統市場 

 

 

市場名稱 市場介紹 市場圖片 

英國倫敦

波羅市場 

1、 1755 年創立，倫敦最古老也是規模最大的

市場。 

2、 CNN 評選世界十大必逛生鮮市場之一。 

3、 整個市場都設置遮陽棚，不用擔心下雨的

問題。 

4、 市場內異國料理小吃種類繁多，且可用信

用卡支付。 

圖二：波羅市場 

（圖二資料來源：Mini 韓的旅遊

生活） 

新竹竹東

中央市場 

1、 全台最大的客家傳統市場，市場內已有超

過 600 多攤的攤販聚集，並且還在持續擴

增中。 

2、 現有旅行社帶團至竹東市場內導覽觀光。 
圖三：竹東市場 

（圖三資料來源：好好玩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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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室內傳統市場 

市場名稱 市場介紹 市場圖片 

匈牙利布

達佩斯中

央市場 

1、 建於 1897 年的哥德式建築，是布達佩斯最

大、歷史最久遠的市場。 

2、 外表酷似車站，市場內分為三個樓層，屋

頂挑高的設計顯得室內明亮寬敞。 

3、 設有換匯所方便旅客換錢。 

圖四：布達佩斯中央市場 

（圖四資料來源：PENGU） 

台中金典

第六市場 

1、 全台第一家設在百貨公司的傳統市場。 

2、 在有冷氣、地下停車場、手推車等現代設

備進駐下，依然保持著傳統市場的風貌。 

3、 擁有蔬果代切及代客料理的服務，讓你買

的新鮮，吃的也新鮮。 

 

圖五：第六市場 

（圖五資料來源：TRAVEL 

READY） 

（表二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圖四圖五資料來源附註於文末） 

 

 透過表一和表二的內容所示，無論是露天攤販市場或是室內市場這兩種不同型態的市場，

不分國內外，皆呈現出濃烈的當地人文氣息，「傳統市場反應了庶民的生活及在地人的飲食習

慣，他所涵蓋食材顏色、氣味及形狀，都呈現了這城市最真實的樣貌」（焦桐，2013）。 

 

三、對比國內新舊市場的變革 

 

 在現今這個世代，大眾的生活品質漸漸提高，再加上超市的興起，傳統市場的地位已逐

漸式微，為了改善這個現況，政府也開始協助各地市場改善周遭環境設施，希望能藉此幫助

市場挽回顧客的心。而本組將經改善後較為著名的市場資料整理出來，列表如下： 

 

表三：經改善後新舊市場的對比 

市場名稱 市場介紹 市場圖片 

台中 

建國 

市場 

舊

市 

1、 市場攤位小及通道狹窄、設備老舊髒

亂。 

2、 經 921 大地震後使市場建築物受損。 

3、 配合台中市都更計畫改新。 圖六：建國市場前身 

（圖六資料來源：公民行動影音記

錄資料庫） 

新

市 

1、 全國擁有最多停車場的公有市場，外

觀以巴洛克風格建造而成。 

2、 依種類分成五大區塊整齊排列，上方

皆有標示攤位編號加速顧客尋找。 

3、 請專人定期清潔市場，保持乾淨的購

物環境。 

圖七：建國市場現貌（圖七資料來

源：NINI AND BLUE 玩樂食記）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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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表 

新富 

町文 

化市 

場 

舊

市 

1、 於日治時期建成，因此市場內的商品

呈現出台日交融的面貌。 

2、 經二次大戰空襲的摧殘後，為了謀生

的攤販只好在外圍私設，導致客人流

失、分散不均，而逐漸沒落。 
圖八：新富町市場前身 

（圖八資料來源：新富町文市場） 

新

市 

1、 2006 年成為台北市的「市定古蹟」，不

僅改善了室內環境，外觀也保留了原

本的馬蹄型建築。 

2、 將空間規劃成餐桌學堂、咖啡廳、展

演空間等，將市場打造成文青市場風

格，期許吸引更多不同客群。 

圖九：新富町市場現貌 

（圖九資料來源：安可人生） 

台北 

南門 

市場 

舊

市 

1、 臺北歷史最悠長的公有傳統市場。 

2、 商品種類多，因最初臨近許多政府部

門和軍警單位，人口結構上多以外省

人為主，因此食材方面多以大陸方面

的口味居多。 

3、 大樓建築老舊，不符合現今耐震規定

而改建，改建期間移至南門中繼市場

營業。 

圖十：南門市場前身 

（圖十資料來源：鏡周刊） 

中

繼

市

場 

1、 擁有免費接駁車及停車場。 

2、 全面導入行動支付，不管是信用卡或

Apple Pay 都可使用，一樓也設有 ATM

提款機。 

3、 攤販皆使用玻璃櫥窗，乾淨又衛生。 
圖十一：南門中繼市場現貌 

（圖十一資料來源：TVBS 新聞網） 

（表三資料來源：本組自行整理）（圖六到圖十一資料來源附註於文末） 

 

 由上述整理列表可以得知，傳統市場依附著人群而生，攤販會為了符合民眾的生活需求

而多元化自己的進貨內容，但是擺市的場所卻是一個共用的大環境，數十年前剛聚集的新市

場，對比數十年後的現在，一定都會佈上歲月的痕跡，舉凡環境的髒亂和複雜的氣味等，甚

至可能都沒有整理清洗過腳下的地板。藉由政府的改造計畫，讓市場有了系統性的個人攤位，

佐以環境維護管制規範，讓食材的多元和新鮮再次變成映入眼簾的主角，並且提高傳統市場

的營運機能性，得以符合新時代的生活習慣。 

 

四、民眾對於傳統市場的認知度分析 

 

 本研究為探究傳統市場的主題，執行面向分兩層面；其一是設計題目並發放 200 份問卷，

研究範圍以中部地區為限，有效問卷 200 份，無效 0 份，有效率 100%。其二是邀請兩位有數

十年經驗的傳統市集小販，分析其對傳統市場的消費演變認知以及探究如何讓更多人走進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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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市場的方法。 

 

 （一）民眾對於傳統市場消費客群的認知 

 
      圖十二：客群侷限化 

從圖十二的分析可以看出，對於三個年齡階層

的受訪者來說，認為傳統市場消費客群有出現

侷限化的比例皆逾超過七成，分別有 74%、

80%以及 90%。其中 60 歲以上的有 90%，這

部分推估可能是因為此族群的人在經歷市場

消費文化的演變過程中，明顯認為年輕族群不

再踏入的現象明確。 

圖十三：客群侷限化的因素 

據左圖十三數據顯示，認為侷限化主因最高比

例皆落在硬體設備與環境衛生上分別有

51%、48%以及 55%；其次因素則落在外食比

例增加，分別有 30%、28%以及 25%。硬體設

備的部分不難推估係因為以現況來說，傳統市

場的通道狹窄，讓人群總是小心翼翼的擦肩而

過；又參雜著生鮮蔬食畜肉處理的水造成的地

板溼滑和依建築物而生的巷弄設計，可能影響

的停車問題。而外食比例的因素則是顯現了時

下人因衛生認知的建立及工作形態的長時步

調進而追求快速方便的飲食需求。 

 

 （二）民眾對於傳統市場主打強項滿意度 

圖十四：傳統市場食材新鮮滿意度 圖十五：傳統市場價格滿意度 

圖十六：傳統市場商品種類多元性滿意度 圖十七：傳統市場特色美食滿意度 

 

 從圖十四到圖十七的滿意度排列中，明顯可以看出在食材新鮮度、市場價格以及特色美

食的三個項度滿意調查上，三個年齡層超過五成以上都顯示滿意以上的比例居多。以 29 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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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受訪者在三個項度分析表現上為例，傳統市場食材新鮮滿意程度以上的比例達 75%

（37%+38%）；價格的部分則有 80%以上的滿意程度以上；市場特色美食的部分更是有著 92%

的滿意程度以上。以此類推其他兩個年齡層對於三個項度的表現。 

 

 排除掉市場硬體設備的不周全以及環境衛生的堪慮，在傳統市場這三大項度滿意上，顯

示出民眾的高度認同。這三個項度一直以來總是廣為口耳相傳的似乎是這樣，“傳統市場東

西食材便宜又新鮮、當日生鮮蔬食進貨的更是多數、傳統特色小吃現煮不隔夜且又道地、不

會坑殺消費者”；現下，本研究藉由調查分析確是如此。 

 

 而比較特別的是在商品多元性的部分，有相當一半的比例是落在還好，29 歲以下有 44%、

30-59 歲有 39%、60 歲以上 73%；相較各個年齡層的滿意程度以上比例，不相上下。推估其原

因可能係因為現下傳統市場的主力消費群上，依照圖十二數據分析推估，消費族群多半以婆

婆媽媽為主要，在商品的主打上，會以此族群的需求為主力；對於民眾的認知觀感上，多元

性係在符合這族群需求的多元性。 

 

 （三）民眾對於傳統市場內涵呈現的認知 

圖十八：傳統市場展現了濃厚

的人文氣息 

圖十九：傳統市場提升了商品

買賣的溫度 

圖二十：傳統市場是台灣文化

的表現 

 

 本研究將此三項作一綜合分析比較。在針對傳統市場內涵呈現的調查數據上，皆有著逾

八成多比例的受訪者都是認為符合程度以上，舉 30-59 歲以上的年齡層來看，在濃厚的人文

氣息上有 80%的受訪者認為符合程度以上；在提升買賣商品的溫度上，有 85%的符合程度以

上；在在地文化的表現上，有 75%的符合程度以上。其他年齡層以此類推分析呈現。 

 

 據此數據本研究推擬傳統市場亙古以來總是依附著人的生活而生，與其說是各家商品鼎

力的市集小販聚集地，不如說是對自家商品有著極高信心的供應商。買賣過程中那所伴隨的

熱情問候以及料理烹調方式的教導，對比各式價格條碼以及 QR CODE 取代一切的連鎖生鮮超

市，真的讓人感到買賣是溫暖的。雖然沒有紙本列印的產銷履歷，但是傳統市場裡，是看的

見新鮮大比拼，更是鞏固老顧客的絕佳資本。而這樣一來一往間的互動，甚至是和有著相同

目的的消費者一同聚在一起挑選的感覺，著實感到生活是有溫度的，也呈現了台灣純樸熱情

的在地文化。 

 

五、質性訪談 

 

 本研究為了更客觀了解傳統市場出現客群侷限化的問題，除了透過問卷分析消費者的想

法之外，也實際到建國市場走一遭，邀請 2 位在舊型傳統市場及經政府改善後的建國市場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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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市過的攤販來進行訪談，藉由攤販們十多年來的經驗，以不同角度來解析問題的所在，並

發想推廣方向。本研究整理列表如下： 

 

表四：質性訪談對象一之內容詳表 

訪談時間 110／2／28 訪談對象年資 擺市經驗 15 年 

 

訪
談
內
容 

1、 請問您在舊市及建國市場的客源分別以什麼為主？ 

A：兩者都是以餐廳業者及家庭主婦居多。 

2、 請問您認為現在傳統市場出現的客群侷限化現象是因為什麼原因？ 

A：現在很多人都為了追求方便快速而選擇吃外食，沒有較多時間自己下廚

烹飪，像這些族群就會較少接觸到傳統市場這一塊。 

3、 請問您認為建國市場改造後與之前的傳統市場有什麼差異性？ 

A：差別很大，整體變得較有秩序了，衛生方面也有很大提升，在增設停車

場後也有吸引到更多的人來消費。 

4、 身為市場人，請問您認為市場在台灣代表著什麼意涵？ 

A：市場對於我們來說就像一個大家庭一般，所有的民生所需都可以在市場

中解決，民以食為天，包括拜拜或是辦桌，很多總鋪師都會來到市場挑貨，

台灣的風俗民情都濃縮在這座市場之中。 

5、 請問您覺得想要讓更多客源走入市場，可以如何做？ 

A：其實建國市場從民國 60 幾年就開始了，只要是住在台中市的民眾應該

都知道，也都會來支持，但如果是想要發展到外縣市，因為畢竟路途遙遠，

還是要靠媒體來多多宣傳，因為現在的人都是靠手機、新聞等來取得資訊。 

 

表五：質性訪談對象二之內容詳表 

訪談時間 110／3／1 訪談對象年資 擺市經驗 10 年 

訪
談
內
容 

1、 請問您在舊市及建國市場的客源分別以什麼為主？ 

A：舊市以家庭主婦為主，在建國市場就有了餐廳、自助餐等業者的結合。 

2、 請問您認為現在傳統市場出現的客群侷限化現象是因為什麼原因？ 

A：上班族的時間與市場營業時間是有衝突的，因為市場是從凌晨開始營

業到大概 10、12 點就會收了，就無法接到那些族群。 

3、 請問您認為建國市場改造後與之前的傳統市場有什麼差異性？ 

A：環境及交通方面都改善很多，像是之前的傳統市場很多都騎機車進去，

機車排放的廢氣導致市場內氣味不佳，而現在另設有停車場，大幅改善。 

4、 身為市場人，請問您認為市場在台灣代表著什麼意涵？ 

A：市場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往來富有台灣濃濃的人情味，除了這個之外，

市場中的食材也都來的比超市新鮮，攤販們每天早起都是為了能夠產地直

銷，讓顧客們可以獲取第一手的新鮮。 

5、 請問您覺得想要讓更多客源走入市場，可以如何做？ 

A：這是個很難的挑戰，因為現在像超市、costco 等賣場相對來說較為方便，

追求便利感的人就會選擇去超市採購，但我們也是有跟很多餐廳店家合

作，那如果可以請他們跟客人推廣我們的資訊，也是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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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訪談一寫真 

（圖二十一資料來源：本研究人員側拍） 

圖二十二：訪談二寫真 

（圖二十二資料來源：本研究人員側拍） 

圖二十三：訪談一錄音檔 QRCODE   圖二十四：訪談二錄音檔 QRCODE 

 （圖二十三資料來源：本研究人員錄音）  （圖二十四資料來源：本研究人員錄音） 

 

 實際走入建國市場一趟後，就能切身感受到與從前傳統市場判若雲泥的地方，整體的設

備及環境都得到了偌大的提升，是以往所不可比擬的，提到這點時攤販們都大大讚賞著這些

改變，而據攤販所言，經改善後的市場的確顧客量也有得到好轉，但主要的客群依舊還是家

庭主婦和餐廳業者為主。 

 

 訪問過程中，攤販們也總是與我們提到市場中人與人之間的溫情是超市等新興賣場所不

可替代的，「市場內的攤商像是從歲月中穿了出來，帶著歷史的深度，延續著現在與將來。」

（焦桐，2014），攤販們是一個大家庭興衰更迭的見證者，而我們的長輩們也曾沉浸在這熱鬧

的你來我往中。如何合力把這份樸實淳厚的人文精神傳承下去，在現在的速文化裡，顯得相

對的重要。 

 

叁、結論 

 

本研究統整文獻資料、數據分析和訪談結果，條列研究結論和研究建議，說明如下： 

 

一、研究結論 

 

 （一）傳統市場出現客群侷限化現象。 

 

  藉由市場攤販的訪談，可以得知，現在傳統市場的顧客大多還是以家庭主婦、婆婆

 媽媽們、還有餐廳進貨為主要客群，除了這些之外，會真正進到傳統市場逛街採購的其

 他客群少之又少，涵蓋上班族、年輕人、和親子家庭等。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現代人的

 生活作息已經跟以往大不相同，而市場的時間卻又大多都是以早上為主，時間上無法配

 合導致流失了更多顧客；而另一個原因則是隨著時境變遷，科技的進步帶給我們更多便

 利性，而漸漸地，人們的生活品質漸漸提高，而傳統市場的環境衛生已經逐漸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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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亂不堪的地板及水漬，食材的腥味及機車排放的汙氣等，是許多人疑慮的地方，而在

 這之外，交通也是現代人考量前去購物的一個要點，傳統市場多數都是一個個攤販聚集

 而成的，想當然並不會像超市一般有附屬停車場，這些種種問題都是誘導許多人對傳統

 市場卻步的原因。 

 

 （二）傳統市場除了特色美食這項賣點之外，還有其他「隱藏版優點」。 

 

  說到逛傳統市場，我想大家都會想要進去嚐嚐當地的特色美食以及著名老店，「每個

 市場都有味好實在的小吃。走訪菜市場，總要媚俗地探訪一二回」（劉克襄，2012），

 美食讓人留連忘返，可除了美食小吃這項賣點之外，市場內也是有著其他「甜頭」的，

 例如說：傳統市場內的食材都是每天攤販們起大早去進貨的，這絕對比超市那冷冰冰的

 貨架上一個個提早包裝好的商品還要新鮮很多，而除了生鮮蔬果之外，市場內的熟食也

 大多都是頭家們大清早備料熬製而成的，包準你買到的都是燒騰騰的，除了新鮮現作以

 外，市場內販賣的商品價格也都非常親民，幾個銅板就可以打天下，是在外面無法享受

 到的優惠，如果你既想要省錢又想要買到鮮嫩多汁的食材，還想要吃到燒騰騰現做的熟

 食，那不妨來到傳統市場逛一趟絕對讓你收穫滿滿。 

 

 （三）傳統市場的濃濃人文氣息是我們應該傳承下去的。 

 

  每次在逛傳統市場的同時，耳邊總會響起「走過路過這次不要再錯過，阿嬸揪阿爸，

 樓上揪樓下，趕緊來買喔！」「最後最後，這批賣完就沒有啦！」等此起彼落的叫賣聲，

 雖然比不上超市一般悠靜自得的購物環境，但這一份熱鬧喧囂卻是最能夠體現出台灣味

 的地方，攤販與顧客之間愛恨情仇般的殺價也是其他地方所經歷不到的事物，而這些種

 種都是台灣的傳統市場這個大家庭的特點，因此，我們更不應該讓這份濃厚又真摯的人

 文精神斷送於此，應該讓傳統市場這份無價的文化寶藏繼續流傳下去。 

 

二、研究建議 

 

 （一）結合社交媒體宣傳，為傳統市場注入新活力。 

 

  時下這個世代，人人手機不離身，除了通話、拍照外，就連日常生活消息也皆可從

 中取得，人們已經習慣從社交網路上獲取訊息，因此我們建議可以多多善用此項趨勢，

 在市場內增設代表著當地文化特色的打卡景點，再藉此邀請知名網紅發文和拍攝影片來

 帶動流行，引起風潮。在宣傳的同時，多多推廣傳統市場除了家喻戶曉的美食老店外，

 也能將食材新鮮、親民價格、商品種類多元等隱藏版優點展現出來，增進大眾對於傳統

 市場的良好印象，使更多族群愛上這個裝載滿滿人文記憶的地方搖籃。 

 

 （二）「市」「餐」合作，標明產銷履歷，攜手保障食安健康。 

   

  通過實地訪談，本組據攤販們的口中得知許多餐廳業者是有和市場保持著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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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傳統市場食材的新鮮度除了深受婆婆媽媽們的喜愛及認同外，餐廳業者也是老主顧

 之一。本組建議，市場攤販們可以與店家們互助，請店家於售出的商品上標示產銷履歷，

 讓前去消費的顧客一目了然來源地，這樣非但可以添加其他顧客們對於此傳統市場的印

 象，讓大家在享用百味珍饈的同時，也吃的安心又健康。甚至也可以辦餐廳主廚料理大

 賽，食材皆為傳市所有，評審為民眾，開創話題性。 

 

 （三）市場硬體設備及環境衛生升級 2.0，吸引更多族群前往，維繫台灣在地情。 

   

  硬體設備和環境衛生如同市場的門面，唯有乾淨舒適安全的環境，才有辦法引入人

 潮。以親子客群為例，家長不需擔心又濕又滑的地板造成孩子的滑倒，也不需要擔心孩

 子看到血淋淋的屠宰現場；反之可以安心的牽著小手，帶領孩子認識各式食材的原始樣

 貌及特色，增長孩子的生活常識，並且能在一來一往的買賣間，分辨與速時代下機械式

 文化的區別，耳儒目染下，傳承維繫台灣在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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