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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市場是整座城市日常生活的縮影，想瞭解一座城市全貌或

其生活類型方式，市場是最快入手的觀察指標。藉由走訪一趟市場，

深入體會其文化特色、經濟水準、甚或道德程度等，都能從市場內

一一體會、顯現出來。 

本市計有 42處公有零售市場、31處民有零售市場，以及 19處

列管攤販集中區。利用傳統市場的升級、改造、形象包裝、行銷活

動之辦理等，打造傳統市場再生，亦得透過保留市場歷史建物的外

觀，打造新穎的市場內部設施，讓老舊市場更具競爭力，提供市場

再生與活化的新契機。 

貳、臺中市市場、攤販集中區現況 

一、 公有零售市場及建物興建年度： 

 公有零售市場 
建物興建年

度(民國) 
 公有零售市場 

建物興建年

度(民國) 

1 建國市場 105年 22 龍泉市場 77年 

2 
第一市場 

(1-3樓部分) 
79年 23 外埔市場 83年 

3 第二市場 約 6年 24 豐原第一市場 72年 

4 第三市場 約 21年 25 東勢第一市場 98年 

5 第五市場 約 27年 26 后里第一市場 73年 

6 合作市場 約 46年 27 后里第三市場 約 57年 

7 中央市場 66年 28 大雅第一市場 65年 

8 中德市場 76年 29 神岡市場 72年 

9 篤行市場 59年 30 沙鹿市場 70年 

10 一心市場 約 38年 31 清水第一市場 67年 

11 平等市場 約 47年 32 清水第二市場 84年 

12 中義市場 74年 33 梧棲第一市場 78年 

13 福安市場 85年 34 梧棲第二市場 87年 



2 
 

14 大進市場 80年 35 大甲第一市場 71年 

15 南屯市場 約 62年 36 大甲第二市場 99年 

16 小康市場 66年 37 大甲日南市場 約 45年 

17 東光市場 73年 38 大肚第一市場 約 61年 

18 東峰市場 80年 39 大肚追分市場 約 63年 

19 何厝市場 87年 40 烏日第一市場 66年 

20 后庄市場 72年 41 太平第一市場 86年 

21 大新市場 81年 42 霧峰第一市場 66年 

 

二、 列管民有市場及現況： 

 民有零售市場 現況  民有零售市場 現況 

1 東興市場 經營中 17 建新市場 停業 

2 向上市場 經營中 18 新高市場 停業 

3 水湳市場 經營中 19 大慶市場 停業 

4 西屯市場 經營中 20 永定市場 停業 

5 大智市場 經營中 21 三豐市場 停業 

6 復興市場 經營中 22 南陽市場 停業 

7 松竹市場 經營中 23 豐南市場 停業 

8 豐銘市場 經營中 24 光男大市場 停業 

9 忠信市場 經營中 25 后里合作市場 停業 

10 模範市場 經營中 26 大社市場 停業 

11 竹圍市場 經營中 27 社口市場 停業 

12 建昌市場 經營中 28 明忠市場 停業 

13 軍功市場 經營中 29 欣欣市場 停業 

14 今日市場 經營中 30 明興市場 停業 

15 頭家厝市場 經營中 31 大里民有零售市場 停業 

16 
太子霧峰第一

示範市場 
停業    

 

 

 

 



3 
 

三、 列管攤販集中區及核准日期 

 攤販集中區 核准日期  攤販集中區 核准日期 

 道路型  路外型 

1 民意街文創市集 
106.11.01至

112.10.31止 
1 旱溪夜市 

106.12.01至

112.11.30止 

2 華美市集 
106.11.01至

112.10.31止 
2 太原觀光夜市 

107.08.15至

113.03.03止 

3 逢甲觀光夜市 
107.01.01至

112.12.31止 
3 大慶夜市 

108.08.05至

113.09.30止 

4 
大甲蔣公路觀光

夜市 

107.02.01至

113.01.31止 
4 干城環保市集 

108.09.17至

114.1.31止 

5 中華路觀光夜市 
107.06.01至

113.05.31止 
5 太原早鳥市集 

108.12.10至

113.3.31止 

6 昌平夜市 
107.06.01至

113.05.31止 
6 清水五權夜市 

109.07.14至

115.7.13止 

7 忠孝路觀光夜市 
107.10.01至

113.09.30止 
7 捷運夜市 

111.06.26至

117.03.25止 

8 梨山水果 
107.11.01至

113.10.31止 
8 鹿峰夜市 

111.02.16至

117.02.15止 

9 金谷市集 
108.01.01至

113.12.31止 
   

10 長億夜市 
109.06.01至

115.05.31止 
   

11 明道花園城 
110.05.10至

116.05.09止 
   

參、市場改善與活絡 

一、 老舊市場翻新改建升級（含公、民有市場、攤販集中區） 

(一) 公有零售市場 

為提供市民朋友更好的消費體驗，近年持續投入經費強化

市場建物耐震能力，重視安全、照明、通風及漏水問題，並辦

理老舊電梯汰換及廁所整修，改善市場環境品質，帶給民眾更

舒適安心的消費空間。 

市場翻新改建內容涵蓋建物耐震能力補強、防疫設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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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市場電梯汰換、市場公廁整修，以及市場綠能屋頂等。 

1、 建物耐震能力補強 

為提升公有老舊市場建物耐震能力，全面檢視本市於民

國 88年底前建造的公有市場，並於 108年詳細評估完成本市

42處公有市場、共 131棟建築物耐震能力的作業。 

108 年向經濟部爭取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 2,693

萬 4,000 元，加上市府撥款 1,311 萬 3,000 元，共計 4,004

萬 7,000 元，於 109 年至 110 年已完成小康、后里第一、梧

棲第二、篤行及合作等 5處公有市場耐震補強工程。 

去(110)年度再度爭取中央補助款 1,876 萬 1,000 元及

市府配合款 331 萬 765 元，加上市府自行編列預算 2,800 萬

元，計 5,007萬 1,765元，於本(111)年辦理潭子、清水第二、

外埔、烏日、中德及東義市場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其中清水

第二市場已完工，餘均刻正執行中。 

後續市府將持續評估其他市場耐震能力補強計畫，積極

推動老舊市場建物耐震能力補強，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2、 防疫設施改善工程 

積極向經濟部爭取特別預算計 5,269 萬 9,000 元，辦理

市場防疫設施改善，藉由地坪改善、排水溝修繕、電路管線

整理、烤漆板汰換、通風設備更換、牆面油漆及採光照明等

設施改善作業，全面加強公有市場安全品質、環境衛生及整

潔明亮，提升公有市場使用安全性，期許提供更優質的消費

環境。 

109年至 111年已完成大甲第二、東光、第三、中義、豐

原第一、太平、霧峰、清水第一、后里第一、一心、梧棲第

一、大肚、烏日、后里第三、福安、建國、神岡、東勢、大

雅、篤行及第五市場等 21處公有市場之設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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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場電梯汰換 

為保障使用市場電梯人員之生命財產安全，除每月定期

安排進場維護保養升降設備外，更啟動市場電梯汰換工程計

畫。新電梯除增設行動不便者相關設施，如操作盤、扶手、

點字、語音報樓及指標等友善設施外，更增設地震感知系統，

地震發生時，電梯會自動停靠至最近樓層並開門讓搭乘人員

逃生，也重新裝修電梯外牆面、增設防撞條，提供民眾嶄新

明亮、安全的友善購物環境。 

108 年起至 110 年投入 2,800 萬元經費進行市場老舊電

梯汰換工程，業已完成沙鹿、清水第一、豐原第一、烏日、

大甲第一、太平、小康等 7處市場之電梯汰換；本(111)年度

亦已完成清水第二市場電梯汰換之設計，刻正辦理施工廠商

招標案，投入經費為 400萬元。 

4、 市場公廁整修 

本市多處公有零售市場公廁業已老舊，為改善廁所環境，

107年至 110年投入 2,411萬元完成霧峰、第一、清水第一、

一心、太平、豐原第一、大肚、烏日、福安、中義等 10處公

有零售市場廁所整修，並全面開放使用；本(111)年度投入

600萬元辦理沙鹿公有零售市場廁所整修，預定年底前完工。 

整修後之公廁，各廁間皆增設扶手供行動不便者使用，

並提供隨身物品放置區域及衣物吊掛空間、垃圾桶，更在蹲

式便器旁貼心製作「小腳丫」標示，供民眾蹲在正確位置如

廁，以維護公廁環境清潔。 

5、 市場綠能屋頂 

為活化市場空間及發展綠電，本局積極推廣市場綠能屋

頂，持續評估辦理公有市場太陽能設備安裝，現階段已有 21

處市場完成簽約，目前已於龍泉、東勢、后里第一、清水第

二、梧棲第一、太平、小康、福安等 8 處公有市場完成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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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利用太陽能發電提供綠色能源，達到節

能減碳目的，同時藉由安裝工程，改善屋頂漏水問題，提供

消費者舒適購物環境。 

 

 

 

 

 

 

 

 

 

 

 

 

 

 

 

(二) 民有零售市場 

因考量民有市場之土地所有權屬私人所有，本局目前主要

協助市場進行環境消毒作業，而市場整建部分，原則仍回歸由

市場自治組織或土地所有權人自行辦理。 

至於民有市場設施改善補助部分，本局將針對市場公共區

域，例如公廁、公共通道或入口意象等審慎評估改善維修之可

行性，並積極爭取 112年追加預算辦理，以輔導協助民有市場

營造更友善的消費環境。 

 

 

圖一  清水第二市場耐震能力

補強工程開工典禮 

圖二  后里第一市場擴柱耐震

補強 

圖三  小康市場老舊電梯汰換 圖四  中義市場公廁改善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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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攤販集中區 

為改善並提供消費者更友善的消費環境，本局 108 年至

110 年每年投入 900 萬元預算，積極協助攤販集中區進行各項

軟、硬體建設改善。其中硬體方面，包括設置入口意象及形象

燈箱、更新監視系統及廣播設備、劃設整齊線、遮陽簾汰舊換

新、補助煎烤油炸類攤商設置油煙處理設備及協助列管夜市環

境清潔維護等。 

軟體方面，則包括輔導夜市建置行動支付系統、購置額溫

器、口罩等防疫設備，並辦理攤販集中區行銷宣傳系列活動，

每年亦輔導攤販集中區參加經濟部優良市集及樂活名攤評核，

透過逐年參加方式，階段性改善攤販集中區營業環境，鼓勵攤

商精益求精、追求成長，一同打造國際級觀光市集新風貌。 

 

 

 

 

 

 

 

 

圖五  向上民有零售市場環境消毒作業 

圖六  攤集區形象招牌設置及

遮陽簾汰舊換新 

圖七  攤集區跑馬設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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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科改制市場處 

(一) 本市市場業務 

99年 12月 25日縣市合併之時，考量臺中市腹地廣大及原

市場管理科人力不足，原臺中縣公有市場暫時委由當地區公所

代管市場攤販業務 1 年，101 年則回歸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市場

管理科管理至今。 

本局市場管理科轄管場域，包含公有零售市場 42 處、市

場出租 36 處、市場用地出租(含 BOT)7 處、民有零售市場 31

處、列管攤販集中區 19 處等；管理之業務含括公有市場攤鋪

位管理、財產管理(委外經營)、硬體維護修繕、公共安全及消

防設備維護、市場及攤集區行銷與促銷活動、民有市場管理、

列管攤販集中區管理、配合本府都發局辦理違反都市計畫法之

非法市集稽查等。市場業務龐大且貼近市民生活，亦迭有人民

陳情檢舉等爭議事項，業務繁雜。 

(二) 研議成立市場處 

囿於市場管理科人力缺乏，轄管區域卻涵蓋全市 29 個行

政區，往往僅能重點督導，較難深入專心處理各項業務，故於

107 年 4 月 1 日先行達成短期目標，由原僅設置兩個股，新增

一股後，成立了第三股。 

而本市 42 處公有零售市場及 6 處公有民營超市之中，除

建國、大甲第二及東勢第一市場等三處為 88 年 12 月 31 日之

後興建，餘皆為 88 年 12 月 31 日前興建之建物，茲考量市場

建物耐震、強化、公安、消防及設施修繕等安全管理需要，本

局市場管理科目前辦理工程相關業務員額編制僅 2名技士，及

晉用 1名工程背景行政助理，鑑於日益龐大之工程業務，中期

目標將比照其他四都(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研議

成立第四股(工程股)；而目前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等三都

皆已成立獨立機關市場處，擬參酌其顯著之管理成效，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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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情況，研議本市成立市場處之可行性。 

三、 第三市場百周年慶計畫 

本（111）年適逢第三公有零售市場 100 週年，預計辦理一

系列行銷活動以歡慶百年慶，亦為百年慶活動預為準備，規劃進

行市場硬體升級，再造另一個百年風華，故積極爭取追加預算進

行軟硬體工程。希冀第三市場不僅是主婦買菜之處，也能成為年

輕人的新興景點，更讓市場攤商營收增加，帶動地方商機： 

(一) 第三市場百年慶系列主題行銷活動 

透過「111年度臺中市傳統市場暨名攤名產行銷計畫」，預

計於年底辦理長達一個月之一系列主題行銷活動，包含歡慶行

銷活動、探索名攤遊程小旅行，以及市場促銷活動等。藉由設

計操作多元主題行銷活動，宣傳第三市場百年風華、形塑市場

新形象、提升第三市場歷史悠久知名度，並發掘其觀光潛力。 

1、 歡慶行銷活動兩場次 

以議題、故事行銷，或規劃以第三市場特色產品、攤商

食材、建築特色，或歷史故事背景等辦理行銷活動，推廣第

三市場名攤名產，並邀集市場特色攤商，或曾榮獲樂活名攤

星等之攤商於活動現場設攤，拉近與消費者之距離，提升其

遊逛市場之誘因，並藉由辦理諸如美食料理競賽、包水餃大

賽、或搓湯圓比賽等項目，結合「消費滿額贈點數」、「完成

指令贈抵用券」、「銅板促銷特賣會」及「摸彩抽獎」等橋段

提升市場營業額，另活動現場將邀請見證了第三市場百年歷

史的百年人瑞及幼童，象徵第三市場之傳承，以宣傳百周年

慶。 

2、 探索名攤遊程小旅行六場次 

以第三市場的歷史百年文化做為遊程基礎，設計兩條市

場觀光環帶路線，如「歷史經典探索」、「舌尖上的美食探尋」

等，並邀請在地深耕之導覽老師全程導覽，以徒步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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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民眾參加。各條路線皆包含走訪、介紹第三市場重點攤

鋪位，亦搭配市場特色攤位設計任務關卡遊戲，或創意美食

品嚐行程，此外，將帶領參與者走訪週邊特色商店或知名景

點，串起一條都市遊程廊道，充實參與者整體行程之瞭解度，

及提升遊程之知性及趣味，使第三市場的舊歷史、新文化特

質深植人心。 

3、 市場促銷活動六日 

於系列主題行銷活動期間，辦理為期六個活動日之市場

商品消費促銷優惠活動。結合市場攤商辦理如早鳥大特賣、

消費滿額優惠、限時搶購，或於第三市場打卡送摸彩券等優

惠，以及摸彩抽獎活動，以增加第三市場曝光度。藉由消費

人潮增加，提升市場好吃好玩好買形象，並促進攤商營業額，

宣傳第三市場不僅是買菜的天堂，更是民眾挖寶、探知文化

之處。 

(二) 第三市場工程改善及輔導優化 

第三市場建立時間甚早，建物經年累月使用，並受環境因

素影響，多處斑駁或顯老舊，適逢 100週年，基於市場硬體需

求，在議會支持下，成功爭取追加預算 1,170萬元，預計投入

公共工程改善及攤位輔導優化，希冀於年底系列主題活動辦理

之初，得已呈現全新樣貌，帶給民眾耳目一新感受。 

1、 工程改善： 

經專業評估意見，並檢視實際需求，預計執行項目如：

市場臨台中路部分，沿街立面外牆及騎樓整修、窗戶更換；

臨台中路及和平街之店鋪招牌更換；和平街及民意街部分遮

陽網汰舊換新；市場內攤位區部分天花板油漆及鋼架清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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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輔導優化： 

輔導優化第三市場攤位及公共區域軟硬體設施，如主題

形象佈置、提升攤位美學設計以符百年慶氛圍，利用設計及

美化造景，凸顯市場特色；依攤位屬性及營運空間進行規劃

打造，並優化攤招、攤裙及燈具等，以及佈置各方向指標，

翻新市場攤位及公共空間全新觀感之視覺感受，同時保留攤

位特色，以迎向下一個百年風華。 

(三) 預期效益 

1、 活絡周邊：藉由第三市場百年慶一系列行銷活動，將過去市

區繁榮樣貌重新呈現，並永續傳承百年歷史文化。透過新、

舊文化衝擊，使旅客駐留，並吸引具有創業夢想的年輕人進

駐，為傳統市場及週邊注入新活力。 

2、 空間美化改善：針對第三市場進行空間美化改善，活絡市集

營運空間及氣氛，帶動市集之長遠發展。透過對於市場空間

之美化運用，導入不同販售之經營型態，塑造傳統市場美學

風格，除了可以豐富傳統市場外，亦進一步美化老舊空間，

也為原有之傳統市場注入經營活水。 

3、 提升購物環境品質：以行銷活動增加購物人潮、利用工程改

善及攤位優化改造，持續加強改善市場購物環境品質，改變

市民對傳統市場的刻板印象，廣招更多消費族群進入市場休

憩與消費。 

圖八  沿台中路店鋪立面(整修前) 圖九  沿台中路店鋪立面(整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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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媒體宣傳：以新媒體操作作為第三市場百年慶宣傳策略主

軸，搭配節慶話題性行銷，結合本局各大活動資源，透過各

類媒體及平台，將活動訊息行銷廣宣，以加乘方式打破地域

性的限制，使全台各地民眾皆有機會獲知訊息，並前來臺中

參與活動。 

5、 增加攤商營收經濟：預估帶動第三市場及周邊攤商創造逾二

成之銷售額。期許透過活動讓民眾對於市場有更深一層認識，

同時也透過行銷、促銷、遊戲、及多元推廣等活動，在快速

變遷的社會中為傳統市場提升整體營運量能。 

肆、結語 

近年，全臺各行各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甚鉅，市府為落實

臺中拚經濟願景，打造本市成為經濟蓬勃的觀光盛會城市，加強活

絡疫後時代之經濟發展，因此，如何帶領本市傳統市場突圍，再創

新一番榮景，係現下亟需面對之課題。 

本市公有零售市場共 42處、民有市場 31處、列管之攤販集中

區 19 處，更有多處委外市場，場域甚多，皆有賴各場域自治會、

管理委員會自發性行銷宣傳、配合政府政策外，市府更致力加強輔

導，以協助其發展。 

而傳統市場在台灣民眾的生活文化中，往往具有鮮明的意象與

記憶，它是連結親子關係的一道橋樑，是懷念記憶中古老味道的心

靈寄託，亦是串起城鄉發展演變的一個紀錄。儘管近年量販店、超

市、超商及外送業者大量興起，傳統市場於本市民眾心中，仍有一

席之地，本局將持續以各式行銷活動、工程改善、輔導優化等，協

助市場現代化或尋找新的定位與發展新形象，以提供市民及觀光客

更好之市場購物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