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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利用夾娃娃機推動在地文化的可行性～以新化老街為例 

摘要 

新化老街原本有數間巴洛克風格的日治時期建築，街上原本也有傳統店家，

但去年開始，原本是八十年歷史的惠生醫院，卻變成了夾娃娃機店。目前新化

老街就有 3間夾娃娃機店。 

雖然我們無法改變已經成為夾娃娃機店的老街面貌，但我們希望能讓業者

瞭解居民與遊客對新化老街上有夾娃娃機店的看法，於是我們設計線上與紙本

問卷，研究結果如下： 

一、大部分的人都認為新化老街上不適合放置夾娃娃機，目前老街上的夾娃娃

機也沒有融入在地文化特色，無法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二、大部分的人期待有融入在地特色的夾娃娃機內，能放置的物品是「小吊飾、

徽章」、「可愛玩偶」、「文具用品」、「名產兌換券」，最後是「電子產品包裝」、

「帽子圍巾袖套」、「創意紙雕」、「拼圖」。 

三、更有花錢動力者的特性傾向為：「12歲以下」有去過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的

新化區居民、「41～50歲」非新化區沒去過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者。此族群

期待有融入在地特色的夾娃娃機內，陳列「名產兌換券」、「小吊飾、徽章」、

「可愛玩偶」。 

四、夾娃娃機中，「名產兌換券」頗受更有花錢動力的青少年族群喜歡，有融入

在地特色的「文具用品」則有較多有花錢動力的壯年、老年族群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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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去年起，走在仿巴洛克式建築的新化老街上，竟然看到幾間夾娃娃機店，

這種「新潮」的感覺似乎跟原本質樸的老街有點格格不入。我們好奇這樣的設

施在外地觀光客和其他在地居民的眼裡，是否與我們有所不同？雖然我們不能

干涉屋主開設夾娃娃機店的自由，但能不能讓新化的在地文化也同時推廣呢？

有沒有一舉兩得的作法呢？針對這些問題，我們開始展開調查。 

二、 研究目的 

（一）瞭解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的現況。 

（二）探討觀光客對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的看法。 

（三）探討在地居民對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的看法。 

（四）藉由本研究向娃娃機業者提出建議改善的方向。 

貳、文獻探討 

一、什麼是夾娃娃機？ 

夾娃娃機的正式名稱是抓物機（claw crane），是一種大型的電子遊戲機，會

被叫做夾娃娃機是因為機台內大多放娃娃、布偶而得名（鄧伊如，2018）。操作

方法類似起重機，運用手動搖桿和電動爪子來取出透明櫥窗內的商品。夾娃娃

機是由 1890 年美國的糖果公司所設計，最初的構想是將工業產品挖掘機縮小化

（趙亮鈞，2018）。 



3 
 

二、新化老街的歷史 

「大目降」是新化的舊地名，早期有平埔族西拉雅族群居住，「大目降」在

平埔族中的語意為「山林之地」，大目降位於鹽水溪流域， 清朝時期稱為「大

目降」，有「大目降庄」劃歸臺南府（沈文台， 2002 ；張溪南，2007）。清乾

隆年間，在新化中正路形成大型街市（張溪南，2007）。「新化」這個名稱的由

來，是因為在日治時期大正九年（1920 年）立了新化郡（黃沼元，2015）。新化

老街位於中正路（西邊街）與中山路（南邊街）兩條老街，兩條路交會處稱為

「三角湧」，為昔日山區集貨買賣驛站，但中山路老街屋已在 1995 年的道路拓

寬工程中被拆除，僅餘中正路上的老街屋。由於老街兩旁的街屋建築年代相差

約 17 年，故有兩種建築風格並存（黃沼元，2015）。 

三、新化老街的建築特色 

新化老街建築日治時期的大正與昭和年代，老街街屋呈現兩種不同的風格。

西側是大正時期的巴洛克式建築，特色是立面浮雕裝飾繁複；東側是昭和時期

的現代主義式建築，特色是紅磚立面，講究整體對稱之美。（沈文台，2002）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於 2018年 11月確定研究方向與對象後，開始蒐集相關文獻，並藉

由以下方式蒐集資料： 

（一）實地踏查： 

本組研究的範圍為新化老街上的三間夾娃娃機店，分別是「娃娃聯萌」、「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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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萌主」、「好運來娃娃坊」。本組到新化老街上的三間夾娃娃機店進行實地訪查

與問卷調查，並在某學校進行線上問卷調查。以下是研究流程圖。 

 

（二）問卷調查 

本組設計完問卷後，於 2019 年 5 月 11 日、5 月 19 日於新化老街上針對遊

客發放紙本問卷，並於 5 月 16～31 日間進行網路版電子問卷的發放與回收。問

卷回收後用 Excel 進行資料分析。（圖 3-2 為街頭發放問卷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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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一）問卷編制：問卷分為街頭遊客的紙本問卷、線上問卷。內容依據研究目

的分成「基本資料」、「用娃娃機推廣在地文化」二部分。二種問卷有二題

不同，線上問卷在「基本資料」追問在地居民在新化居住的時間，「用娃娃

機推廣在地文化」的最後一題，詢問「您願意花多少錢玩融入當地特色的

夾娃娃機」。紙本問卷在「用娃娃機推廣在地文化」的最後一題，詢問遊

客「您認為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的機臺或店的外觀要如何改裝，最能融

入當地特色」。 

（二）計分方法：問卷共 11題，1題複選，10題單選，漏答或將單選題寫成複

選，視為無效問卷。 

肆、結果與討論 

一、實地踏查 

本組實地考察，發現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店內多陳設動漫公仔、3C 產品。

本組將此三間夾娃娃機店「娃娃聯萌」、「娃娃萌主」、「好運來娃娃坊」的位置

繪製成地圖（圖 4-1），以及店內機台陳設商品與店舖外觀的照片（圖 4-2）。其

中，「好運來娃娃坊」是利用原建物「惠生醫院」所建（圖 4-2-1，本照片為 2017

年 2 月由指導老師帶領學長們踏查所攝）。惠生醫院原是日治時期租給南部第一

位女婦科醫師柯明點開設的「新化診所」，1937 年改為屋主的兒子林金銘開業的

「惠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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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調查，全數問卷 755 份，其中，電子問卷 632 份，紙本問卷 123

份，無效紙本問卷 9 份，回收率 100%。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生 357 人，女生 398 人。 

 

2.身分別：12 歲以下 170 人；13～20 歲 56 人；21～30 歲 54 人；31～40 歲 

158 人；41～50 歲 224 人；51 歲以上 9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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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住地：新化區 311 人，非新化區 444 人。 

4. 新化區在地居民當中，居住 1 年以下 6 人；1～3 年 9 人；4～6 年 18 人；

7 年以上 278 人。 

（二）運用夾娃娃機推廣在地名勝古蹟： 

1.您是否曾玩過夾娃娃機？ 

多數受訪者都有玩過夾娃娃機（78%），新化區（34%）和非新化區（45%）

的受訪者皆有玩過。 

 

2. 目前新化老街上有三間夾娃娃機店，請問您曾經去過其中任何一間嗎？ 

多數受訪者都沒去過（73%），新化區居民有去過的比例佔新化區居民的 43%，

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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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覺得如果夾娃娃機的外觀和機臺內陳列的商品有融入當地的文化特色， 

您是否會更有花錢動力？ 

多數受訪者都更有花錢動力（占 52%，表 4-5）。如果以居住地和是否去過

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的條件進行比較（表 4-6），以「新化區有去過新化老街夾

娃娃機店」的比例（64%）、「非新化區沒去過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的比例（56%）

最高，顯示此二者更有花錢動力。值得注意的是，「新化區沒去過夾娃娃機店」

者，較無花錢動力（66%）。我們更深入分析這些「更有花錢動力」者（表 4-6-1），

發現「41～50 歲」的比例最高（29%），其次是 12 歲以下（23%）與 31～40 歲

（22%）；非新化區且沒去過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者，則以41～50歲居多（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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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覺得目前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店，是否有融入老街的文化特色？（非

新化區和新化區有去過老街夾娃娃機店者） 

多數受訪者都認為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店，沒有融入老街的文化特色，

有 75%。 

 

5.如果想要讓新化老街更吸引人、有在地特色，請問您覺得新化老街上的夾

娃娃機，應陳列何種具有在地古蹟建築特色的商品？（可複選 5 個） 

多數人喜歡小吊飾、徽章（17%），其他依次是小玩偶（16%），文具用品（12%），

名產兌換券、御守皆為 11%，最少人喜歡的是拼圖（7%）。由於「更有花錢動力

者」將會是潛在的消費者，因此我們深入分析此一族群。值得注意的是，「更有

花錢動力者」的「13～20 歲」喜歡的物品依序是「名產兌換券」（16%）、「可愛

玩偶」（15%）、「小吊飾徽章」（13%）。「21～30 歲」喜歡的物品依序是「小吊飾

徽章」（16%）、「名產兌換券」（14%）、「可愛玩偶」和「創意紙雕」都是（12%）。

「51 歲以上」依序是「小吊飾徽章」（19%）、「可愛玩偶」（16%）、「文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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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果新化老街上沒有夾娃娃機店，而是只有販賣具有老街特色的商品，您

是否覺得較符合老街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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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大都覺得老街沒有夾娃娃機，而是只有販賣老街特色商品，較符合

老街特色（80%）。 

 

  7.您覺得名勝古蹟內的夾娃娃機，是否會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 

受訪者大都認為古蹟內的夾娃娃機無法促進當地經濟發展（66%），但特別

的是，「新化區有去過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者，覺得能促進當地發展，佔該項

目受訪者的 60%（表 4-10）。進一步分析此族群（表 4-11），發現此族群當中，

以 12 歲以下最多（77%）。 

 

 

8.您願意花多少錢玩融入當地特色的夾娃娃機？ 

此題為電子問卷的問題。如表 4-12，大多數受訪者只願意花「39 元以下」

玩有融入在地特色的夾娃娃機（59%），最少人願意花「91 元以上」（11%）。但

新化區有去過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者，願花「40～90 元」與「39 元以下」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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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佔該族群的最高，皆為 39%，此結果與「更有花錢動力者」的族群類似，「40

～90 元」也是最高（44%，表 4-13）。深入分析「更有花錢動力者」，發現 12 歲

以下、21~3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都較能願意花 40~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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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您認為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的機臺或店的外觀要如何改裝，最能融入當

地特色？ 

此題屬紙本問卷。如表 4-14，大部分遊客還是認為老街上的夾娃娃機店能

融入新化老街的特色（93%），形式是機臺能塗上新化老街的專屬 Logo（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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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廣方案設計 

問卷統計之後，我們發現，加入了在地的特色商品，會更有花錢動力的受

訪者當中，較多人喜歡小吊飾、徽章和小玩偶，其次是文具用品和名產兌換券。

我們希望遊客在玩新化老街的夾娃娃機時也可以感受到新化老街的特色。 

因為經費以及技術不足，因此我們沒有做帽子，不過，我們的理念是利用

徽章上的竹筍、鳳梨、番薯的圖案當成是帽子上的圖案。以下是本組製作時的

留影（圖 4-6），以及全部 DIY 作品的合照（圖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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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夾娃娃機添加特色商品之說明 

1.可愛玩偶  

由於許多的夾娃娃機無在地特色商品，且大部分都是小玩偶，因此我們決

定用擁有的特色玩偶來推廣新化老街。而新化在地特產是番薯、竹筍、鳳梨，

以下是我們所設計的玩偶。（圖 4-7） 

 

2.小吊飾、徽章 

我們覺得吊飾以及徽章可以方便的攜帶在身上，能夠吸引很多人的到來， 

以下是我們所設計的商品。（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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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御守（以全部受試者為主） 

以全部受訪者的統計結果來看，最喜歡的第三名是御守，所以我們設計了

愛情、安全、財富的御守，以下是我們設計的產品。（圖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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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拼圖 

為了讓觀光客了解新化的名產，因此我們切割了廢紙箱，做了有關新化名

產的拼圖，如：地瓜的造型拼圖。（圖 4-10） 

 

5.吉祥物造型文具 

為了讓觀光客更能瞭解新化特產，我們將新化特產設計成可愛的吉祥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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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裝飾文具，如：文具吊飾、文具包裝，讓文具的外觀更吸睛。（圖 4-11）

 

6. 名產兌換券 

為了吸引更多觀光客來老街，我們設計了名產兌換券，提供民眾兌換當地

名產，如:地瓜片、土鳳梨、竹筍等。（圖 4-12） 

 

（二）讓夾娃娃機店增添新化老街建築故事 

問卷統計得到的結果是遊客期盼夾娃娃機機臺能塗上新化老街的專屬 Logo，

我們認為此 Logo 的設計理念仍會有部分是將老街建築特色延伸，因此我們手繪

老街建物圖樣（圖 4-14、圖 4-14-1），與附上健生堂藥房的以此當作其他設計專

家的建議。「回春堂」原設於 1892 年的新化市場內，到了 1957 年搬於現在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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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曹婷婷，2015）。店內仍有不少早期的文物，如：大藥櫃（圖 4-15，本照

片為 2017 年 2 月由指導老師帶領學長們踏查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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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大部分受訪者，無論是在地居民或遊客，都認為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

店，沒有融入在地文化特色。 

（二）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新化老街不適合放置夾娃娃機。 

（三）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夾娃娃機無法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使結果與「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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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花多少錢玩有融入當地特色的夾娃娃機」項目的統計結果相互應，他

們的接受範圍只願意在 39 元以下的花費。 

（四）大部分受訪者期待有融入在地特色的夾娃娃機內，能放置的物品依序是

「小吊飾、徽章」、「可愛玩偶」、「文具用品」、「名產兌換券」，最後是「電

子產品包裝」、「帽子圍巾袖套」、「創意紙雕」、「拼圖」。 

（五）更有花錢動力者的特性傾向為：「12 歲以下」有去過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

的新化區居民、「41～50 歲」非新化區沒去過新化老街夾娃娃機店者。此族

群期待有融入在地特色的夾娃娃機內，陳列「名產兌換券」、「小吊飾、徽

章」、「可愛玩偶」。 

（六）夾娃娃機中，「名產兌換券」頗受更有花錢動力的青少年族群喜歡，有融

入在地特色的「文具用品」則有較多有花錢動力的壯年、老年族群喜歡。 

二、建議 

（一）可以設立線上夾娃娃機，讓更多人可以從玩娃娃機當中，獲得樂趣，以

及更深入瞭解新化老街。 

（二）由於遊客問卷結果發現，遊客喜歡將新化古蹟建築與在地特色，融入新

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的機台與待夾商品，因此建議可以放置地圖或導覽簡

介在夾娃娃機店內，供遊客參考。 

陸、研究心得 

組員 1：最辛苦的是發問卷，不僅要頂著大太陽發問卷，還要誠心去接納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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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不好的人，但是隨著報告漸漸的完成，我便覺得一切的辛苦都得到了回報。 

組員 2：在這次的獨立研究中， 我覺得最辛苦的地方是在武德殿發問卷的

時候，因為要頂著大太陽發問卷又要被蚊子咬，讓神感到很煩，但隨著報告逐

漸完成，我漸漸地得到成就感。 

組員 3：在預備研究之前，我和另一位同學去深度拍照，在告一段落時，差

點被車撞，令人心驚膽跳，這事讓我畢生難忘，但是最後的研究有了收穫，感

到非常欣慰。 

組員 4：在做這個研究當中，需要在地居民與遊客填寫問卷，我要感謝所有

協助我們完成研究的人，像是線上問卷，竟然有高達六百多份的回應，讓我們

有更多資料可以分析。 

組員 5：在這次研究中，我覺得核對資料和輸入公式很痛苦，因為有組員輸

入錯誤，幸好我們及時發現，並改正資料。 

組員 6：我覺得這份研究當中，最困難的是製作拼圖，因為我的手不巧，差

點把整個作品割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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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化老街研究問卷調查(線上問卷版) 

您好： 

     我們是○○國小五年級資優班的學生，目前我們要調查研究民眾對於新化

老街上眾多夾娃娃機的看法，這沒有標準答案，對於您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

請放心填答。請您將您認為最符合想法的選項，在□內打 V。請注意：灰色區塊

的題目為複選題。 

感謝您的協助！ 

 

                                   ○○國小  

                                   學生：○○○、○○○、○○○  敬上 

                                   指導老師：○○○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 

  □12歲以下 □13～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3.居住地：□新化區  □非新化區 

二、用娃娃機推廣在地文化 

1.您是否曾經玩過夾娃娃機？(單選) □有  □無 

2.您覺得如果夾娃娃機的外觀和機臺內陳列的商品有融入當地的文化特色， 您

是否會更有花錢的動力？□是     □否 

 

3.目前新化老街上有三間夾娃娃機店，請問您曾經去過其中任何一間嗎？ 

  □是     □否(請跳答第 5題) 

4.您覺得目前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店，是否有融入老街的文化特色？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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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果想要讓新化老街更吸引人、有在地特色，請問您覺得新化老街上的夾娃

娃機，應陳列何種具有在地古蹟建築特色的商品？ (可複選 5個) 

  □(1)將新化名產做成可愛的小玩偶 

  □(2)做成新化老街特色小吊飾、小徽章 

  □(3)做成新化老街特色帽子、圍巾、袖套 

  □(4)新化老街名產兌換券 

  □(5)做成古蹟的創意紙雕 

  □(6)古蹟特色御守 

  □(7)古蹟特色拼圖 

  □(8) 古蹟特色的文具用品 

  □(9)3C電子產品包裝印有新化老街建築 

6.如果新化老街上沒有夾娃娃機店，而是只有販賣具有老街特色的商品，您是

否覺得較符合老街特色？ 

□是     □否 

7.您覺得名勝古蹟內的夾娃娃機，是否會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 

□是     □否 

8.您願意花多少錢玩融入當地特色的夾娃娃機？ 

   □30元以下（含）□40~50元  □1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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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化老街研究問卷調查(街頭紙本問卷版) 

您好： 

     我們是○○國小五年級資優班的學生，目前我們要調查研究民眾對於新化

老街上眾多夾娃娃機的看法，這沒有標準答案，對於您的個人資料絕對保密，

請放心填答。請您將您認為最符合想法的選項，在□內打 V。請注意：灰色區塊

的題目為複選題。 

感謝您的協助！ 

 

                                   ○○國小  

                                   學生：○○○、○○○、○○○  敬上 

                                   指導老師：○○○ 

 

一、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 

  □12歲以下 □13～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 歲以上 

3.居住地：□新化區  □非新化區 

二、用娃娃機推廣在地文化 

1.您是否曾經玩過夾娃娃機？(單選)  

  □有  □無 

2.您覺得如果夾娃娃機的外觀和機臺內陳列的商品有融入當地的文化特色， 您

是否會更有花錢的動力？(單選) 

  □是     □否 

3.目前新化老街上有三間夾娃娃機店，請問您曾經去過其中任何一間嗎？ 

  □是     □否(請跳答第 5題) 

 

※ 背面尚有題目！請翻面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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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覺得目前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店，是否有融入老街的文化特色？ 

  □是     □否 

5.如果想要讓新化老街更吸引人、有在地特色，請問您覺得新化老街上的夾娃

娃機，應陳列何種具有在地古蹟建築特色的商品？ (可複選 5個) 

  □(1)將新化名產做成可愛的小玩偶 

  □(2)做成新化老街特色小吊飾、小徽章 

  □(3)做成新化老街特色帽子、圍巾、袖套 

  □(4)新化老街名產兌換券 

  □(5)做成古蹟的創意紙雕 

  □(6)古蹟特色御守 

  □(7)古蹟特色拼圖 

  □(8) 古蹟特色的文具用品 

  □(9)3C電子產品包裝印有新化老街建築 

6.如果新化老街上沒有夾娃娃機店，而是只有販賣具有老街特色的商品，您是

否覺得較符合老街特色？ 

□是     □否 

7.您覺得名勝古蹟內的夾娃娃機，是否會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 

□是     □否 

8.您認為新化老街上的夾娃娃機的機臺或店的外觀要如何改裝，最能融入當地特

色？ (單選) 

  □機臺上塗上新化老街的專屬 Logo                                

  □機臺外貼上新化老街的古蹟照片海報 

  □機臺旁邊設置新化老街建築的立牌    

  □店外掛上新化老街的專屬特色布條 

  □我覺得沒必要改裝 

謝謝您的協助與作答，祝您順心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