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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台南市傳統市場顧客群與消費型態分析－以水仙宮

市場為例 

 

摘要 

說到台南的菜市場，第一個想到的應該就是最「大」的－水仙宮市場。清

朝時水仙宮週邊已是南北雜貨集散中心，現今的市場於民國 74年因火災而重建。 

本研究以水仙宮市場作為研究場域，首先透過實地訪查調查水仙宮菜市場

的攤位類型，攤位數量以海鮮類最多，蔬果類次之。再來透過問卷調查得知，

顧客群的消費品項以蔬果類最多，海鮮類次之；居住地幾乎為台南人；消費年

資十年以上為最多；年齡層以 50~70 歲最多；交通方式以騎乘機車最多，交通

花費時間 10分鐘以內最多；採買動機以方便為最多；採買目的幾乎為家庭需求；

採買的頻率以兩三天一次為最多；當次消費金額以 500~1000元最多。 

比較假日與平日的消費型態，得知年齡層為 70歲以上多於平日進行採買；

採買頻率為一週一次者、消費年資一年以下(含第一次消費)的新顧客、採買金額

為 2000元以上者、消費動機為親友推薦者則多於假日進行採買。此外，也發現

年齡層 50~70歲的顧客群，其採買頻率較高，且當次消費金額較多。 

水仙宮市場歷史悠久，多忠實老顧客。從研究結果來看，如能妥善規劃機

車停車空間、平日辦理促銷吸引老顧客、假日辦理活動開發新客源，水仙宮市

場能成為更符合現代人需求的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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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今年暑假參加學校的夏日樂學營隊，其中一個課程是到水仙宮市場進行主

題調查，將平常食用的食材分成雞肉、豬肉、海鮮、蔬菜、水果、數學等主題，

到市場訪問攤位的老闆，完成小組的踏查報告。 

一般傳統的菜市場皆以水果或生鮮食品為主，但一進入水仙宮市場，發現

攤位的類型十分多元，不只有賣生鮮食材的，還有賣衣服的、賣熟食的、賣塑

膠餐具的、賣珠寶的......各式各樣的攤位都有，感覺都快變成百貨公司了。去水

仙宮市場時也順道訪問攤位老闆，對於水仙宮菜市場有了初步的認識，得知水

仙宮市場大約有 60年的歷史，以前人潮很多，但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很少人在家

煮食，導致採買食材的人潮越來越少。 

但光知道這些仍無法滿足求知的慾望，像是是否有人大老遠跑來，只為了

一睹水仙宮市場的風采；去水仙宮市場採買都是幾歲的人；水仙宮市場賣的什

麼東西最受歡迎；會不會有餐廳專門跑到水仙宮市場採買；有沒有人是水仙宮

市場的鐵粉等等，這些都無法在暑期營隊的活動中完成。 

基於此，本研究以水仙宮市場做為研究場域，調查水仙宮市場的攤位類型

分布及顧客群的消費型態分析。為了深入探究水仙宮菜市場的歷史、攤位分布

以及顧客群的消費型態，透過文獻閱讀、實地訪問、市場調查、資料分析等方

式來深入瞭解這座歷史悠久的菜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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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1. 研究水仙宮市場的歷史與變革。 

2. 調查水仙宮市場的攤位類型分布資料。 

3. 調查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居住地、年齡層、交通方式、交通花費時

間、消費年資、頻率、動機、購買品項、消費金額、採買目的等。 

4. 比較不同時間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居住地、年齡層、交通方式、交

通花費時間、消費年資、頻率、動機、購買品項、消費金額、採買

目的等差異。 

5. 分析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年齡層與頻率之間的關聯性。 

6. 分析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年齡層與購買金額之間的關聯性。 

貳、文獻探討 

在台南市人心目中，水仙宮市場是數一數二大的市場，但大的不是規模，

而是心目中的分量，有一部份是因為水仙宮的繁華，因為地處五條港，市集沿

港廟發展，遂演化出「廟中有市，市中有廟」的人文景致。 

以下分成五個部分說明水仙宮市場的歷史與消費型態： 

一、水仙宮歷史 

水仙宮於康熙 54 年(西元 1715 年)由漳泉行郊合資設立，為了保佑海上平

安，貨物進出順利，主要奉祀一帝(夏禹)二王(寒奡、項羽)二大夫(屈原、伍子胥)，

當時水仙宮是府城的中樞地帶，街道縱橫、商郊林立，非常繁榮熱鬧。日治末

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為建防空地，拆除水仙宮的後、中兩殿，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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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廟裡古文物悉數拍賣，空留前殿。台灣光復後，民眾為了感懷昔日水仙尊王

的庇佑，合力重建而成今貌，現被列為市定三級古蹟。 

二、水仙宮市場歷史 

清朝時期府城與鹿耳門中間隔著台江內海，運輸主要靠水運，因此郊商們

共築五條港輸運，由古台南城池圖(圖一)可以看出水仙宮位於港邊，鄰近西門城

與五條港，且三郊辦事處設置於此，因而成為南北雜貨集散處，是府城的主要

貿易中心。然而隨著五條港泥沙淤積且無法有效疏濬，另一方面也因為安平港

開港，五條港的繁華慢慢走下坡，水仙宮前的熱鬧景象也不復見。 

 

圖一  《府城今昔》一書中清乾隆十七年(西元 1752年)城池圖 

日據時期由日本人於水仙宮廟的廟埕興建市場，其原名為「長樂市場」，是

歷史悠久的市場，而現今的水仙宮市場由台南市政府於民國 48年時設立，在民

國 74年因火災重建後重新啟用至今。現在的水仙宮市場，販賣的食材琳瑯滿目，

有海鮮類、蔬果類、熟食、肉類等，也因週邊的小吃攤位更顯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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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仙宮市場的攤位現況 

水仙宮市場的營業時間為上午 7時至 12時。透過台南市市場處的攤位分布

圖(圖二)可以知道攤販數總共有 130個，整個市場的結構呈梯形，透過這張圖也

可以知道各個攤位的編號。 

 

圖二  水仙宮公有零售市場攤位圖 

此外，由《台南過生活》(王美霞，2014)這本書籍的圖片(圖三)可以知道水

仙宮市場攤位類型主要為蔬果、海鮮。攤位類型統計如表一及圖四，以海鮮攤

位數最多，共有 39 攤佔 34%，其次為蔬果類有 24 攤佔 21%。此外也發現鄰近

神農街的那一排攤位大部分都為蔬果類攤位，服飾、飾品的攤位則集中於靠近

民群路的同一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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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台南過生活》一書中的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圖 

 

類型 海鮮 蔬果 肉類 丸類、火鍋料 麵食、飲料 服飾、飾品 

攤位數 39 24 23 15 3 10 

表一  《台南過生活》一書中的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統計表 

 

 

圖四  《台南過生活》一書中的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統計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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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民眾的市場消費習慣 

現在採買食材主要有傳統市場和超級市場兩大類型，有研究指出民眾在傳

統市場購物的因素包含距離較近、貨品齊全、服務較親切、較有人情味、產品

較新鮮等原因，且傳統市場的食材多是本土、在地、當季的食材，只要到市場

走一遭，便能知道季節盛產的食材是什麼。而消費顧客群的特徵，去傳統市場

購物的多為女性，婚姻狀態多為已婚，以 20-49歲為主要消費年齡層，且以居住

在附近的社區居民為主要消費顧客群。 

傳統市場的消費營業額在民國九十二年後大幅下降，主因是現代人較為忙

碌，三餐多是外食，或是直接於假日到大型賣場連同生活用品一起採買，只有

年紀比較大的長輩會去菜市場消費，造成傳統市場漸漸沒落。 

五、食育的重要性 

「食育」的是正確飲食觀念，要有正確的飲食觀念，才能吃得健康，擁有

健康的身體。有傳統市場為了推廣食育並擔任居民健康的守護者，會辦理市集

促銷活動或買菜知識課程，從食材的採買開始學習與食物有關之知識、認識在

地食材，而傳統市場更是食育養成的最佳環境。 

因此平常如果就養成到菜市場挑選生鮮蔬果、肉類、海鮮等食材回家煮食

的習慣，盡量減少購買外食，不僅可以知道當季有哪些新鮮食材，也能吃得更

安心，更能將食安疑慮降到最低，為自己的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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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圖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過程與方法 

 

 

 

 擬定問卷 

 

 實地探訪 

結果與討論 

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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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過程與方法 

1.文獻探討 

首先蒐集與水仙宮市場相關的書籍與網路資源，閱讀資料後再統整。並分

析水仙宮市場的攤位圖，瞭解市場的攤位概況。 

2.擬定問卷 

討論要向水仙宮市場顧客群調查的內容後擬定問卷，並印製問卷。 

3.實地探訪 

研究者們分兩組進行，一組記錄攤位類型並繪製簡易地圖，另一組則蒐集

顧客問卷資料，並擇平日、假日等不同時段探訪水仙宮市場，瞭解平日、假日

的市場顧客消費型態差異。 

4.資料統整與分析 

實地探訪後分兩組統整資料，一組統整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並繪製地圖，

另一組則先整理問卷資料，最後再將所得資料進行分析。 

三、問卷設計 

依據下列欲調查的內容，設計成問卷(如附件)。 

（1） 顧客居住地：了解是否有人大老遠跑來水仙宮。 

（2） 顧客年齡：了解來採買的顧客群年齡層。 

（3） 顧客的交通方式：了解顧客群的交通工具使用習慣。 

（4） 顧客的交通花費時間：了解顧客群是否住在附近。 

（5） 顧客消費年資：了解來採買的是老顧客還是新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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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顧客消費頻率：了解顧客多久來一次菜市場採買。 

（7） 顧客採買動機：了解顧客群為什麼會選擇水仙宮市場採買食材。 

（8） 顧客購買品項：了解水仙宮菜市場最有受歡迎的品項是什麼。 

（9） 顧客消費總金額：了解顧客群會在菜市場花費多少錢採買食材。 

（10） 顧客採買目的：了解顧客群來菜市場是為家庭需求還是工作需求。 

肆、結果與討論 

一、水仙宮市場的攤位類型分布資料 

將水仙宮市場的攤位分成海鮮類、肉類(豬肉與雞肉)、蔬果類、熟食類(可

直接食用)、服飾珠寶類、加工食品類(丸類、火鍋料、素料等)、其他類(未包含

在上述分類中的類別)及未設攤(目前未販賣)等八種類型，依實地探訪水仙宮市

場的調查結果如表二，攤位類型圓餅圖如下頁圖五。 

由此可知目前攤位總數仍為 130 攤，與台南市市場處所發布的資料相同；

目前所佔比例最高的是海鮮類攤位，共有 37攤佔 28%，其次則是蔬果類攤位，

共有 30攤佔 23%，資料與台南市市場處介紹水仙宮市場主要販售的是果菜、魚

蝦等商品吻合。 

 

 

類型 海鮮 肉類 蔬果 熟食 服飾.珠寶 加工食品 其他 未設攤 合計 

數量 37 19 30 5 11 18 3 7 130 

比例 28% 15% 23% 4% 8% 14% 2% 5% 100% 

表二  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數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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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分布圓餅圖 

 

水仙宮市場的攤位分布地圖則繪製如下頁圖六，此地圖包含圖例、比例尺、

方位等地圖基本要素，透過不同色彩來呈現攤位類型，於攤位中標示攤位編號，

特色攤位則以星號註記，特色攤位包含販賣青草茶的青草、有機蔬菜、海參、

烏魚子、雞肉攤等。比例尺的測量則透過研究者的平均步長為基準進行計算。 

觀察圖六地圖可知，水仙宮市場的整體輪廓非長方形，而是呈現梯形，神

農街旁的攤位則慢慢縮小內推。蔬果類的攤位多聚集在海安路、神農街旁；海

鮮類的攤位多分布在市場中央；水仙宮市場販賣的肉類攤位只有四攤是雞肉

攤，其餘的肉類都是豬肉攤；販賣熟食及加工食品的攤位數量不多，散佈在市

場各處。 

水仙宮的顧客們只要透過此張地圖，便能輕鬆掌握各攤位販賣的類型，輕

鬆完成採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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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分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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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居住地、年齡層、交通方式、交通花費時間、消費

年資、頻率、動機、購買品項、消費金額、採買目的 

本研究至水仙宮市場實地隨機訪問消費顧客，共蒐集到 59份資料。分析全

部 59份的顧客問卷資料如下： 

1.居住地 

由圖七可知水仙宮市場消費者的居住地，有 95%都是台南人，其中訪問到

非台南人的消費者則分別來自新竹、香港和大陸。 

 

圖七  全部消費者居住地統計圓餅圖 

2.年齡層 

由圖八可知來水仙宮菜市場的消費者年齡層比例分布，以 50~70 歲的顧客

為最多，佔 44%。而 30~70 歲的顧客佔 81%，顯示較少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或

70歲以上老人家到水仙宮市場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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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全部消費者年齡層統計圓餅圖 

3.交通方式 

由圖九可知消費者的交通方式，騎機車來採買的消費者佔 74%，而搭公車

只佔 2%。 

 

圖九  全部消費者交通方式統計圓餅圖 

4.交通花費時間 

由圖十可知消費者來菜市場需要花多少時間，有 65%的顧客費時 10分鐘內

可到達。此資料也與文獻呈現的資料相同，傳統市場的消費對象多為居住在附

近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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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全部消費者交通花費時間統計圓餅圖 

5.消費年資 

由圖十一可知顧客至水仙宮採買的年資，已經採買十年以上的老顧客佔最

多，高達 73%，因此水仙宮市場極有開發新客源的潛力。 

 

圖十一  全部消費者消費年資統計圓餅圖 

6.消費頻率 

由圖十二可知消費者至水仙宮市場採買的頻率，以兩三天採買一次最多，

佔 27%，其次為每天採買的消費者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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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全部消費者消費頻率統計圓餅圖 

7.動機 

由圖十三可知消費者至水仙宮市場採買的動機，因方便而來的最多，佔

44%，其次為市場名氣，佔 24%。 

 

圖十三  全部消費者消費動機統計圓餅圖 

8.購買品項 

由圖十四可知到水仙宮市場採買的消費者，購買蔬果類的人最多，佔 36%；

其次為購買海鮮類的消費者，佔 29%。購買蔬果類、海鮮類的顧客則佔 65%，

推測可能與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以蔬果、海鮮為主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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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全部消費者購買品項統計圓餅圖 

9.消費金額 

由圖十五可得知消費者到水仙宮市場當次的花費金額，花費 500~1000元的

最多，佔 41%，其次為花費 500 元以下者佔 30%。推測可能與採買頻率有關，

因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的顧客多為兩三天一次或每天，因次單次的消費金額不

高。 

 

圖十五  全部消費者消費金額統計圓餅圖 

10.採買目的 

由圖十六可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的顧客，有 97%是因家庭需求而來的，

幾乎沒有顧客是因工作需求前來採買。結果與文獻內容相符，傳統市場的消費

顧客以居住在附近的居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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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全部消費者採買目的統計圓餅圖 

11.小結 

從問卷資料可以得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的顧客群居住地高達 95%為台

南人；消費年資則以十年以上為最多；年齡層則以 50~70歲最多，30~50歲次之；

購買品項以蔬果類最多，海鮮類次之；交通方式以騎乘機車最多，交通花費時

間以 10分鐘以內最多；採買動機則以方便為最多；採買目的則高達 97%為家庭

需求；採買的頻率則以兩三天一次為最多；當次消費金額則以 500~1000元為最

多。 

由此資料分析顧客群多來自於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且多為老顧客。 

三、不同時間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居住地、年齡層、交通方式、交通花費時

間、消費年資、頻率、動機、購買品項、消費金額、採買目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至水仙宮市場實地隨機訪問消費顧客，共蒐集到 59份資料，其中 31

份為平日、29份為假日。分析顧客問卷資料如下： 

1.假日和平日居住地差異分析 

由圖十七可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的顧客，在居住地方面，假日、平日沒

有太大差異，仍以台南人為主。 



 

19 

  

圖十七  不同時間消費者居住地統計圓餅圖 

2.假日和平日年齡差異分析 

由圖十八得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的顧客年齡分布，不論假日

或平日都是以 50~70歲的人居多，分別佔 42%、46%，但 70歲以上的顧客在假

日和平日則有較大差異，分別為 10%和 4%，得知 70 歲以上的顧客多在假日到

水仙宮市場採買。 

  

  圖十八  不同時間消費者年齡統計圓餅圖 

3.交通方式差異分析 

由圖十九得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顧客的交通方式，不論假日

平日都是以機車為主，分別佔 71%和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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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九  不同時間消費者交通方式統計圓餅圖 

4.交通花費時間差異分析 

由圖二十可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顧客的交通花費時間，不論

假日、平日最多的都是十分鐘以內可以到達，都佔 64%，差異不大。 

  

  圖二十  不同時間消費者交通花費時間統計圓餅圖 

5.假日和平日消費年資差異分析 

由圖二十一得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顧客的消費年資，不論假

日或平日，多是消費年資十年以上的老顧客，分別佔 71%和 75%，但是消費年

資一年以下(含第一次消費)的新顧客在假日佔 26%，平日只佔 7%，由此可知假

日會有較多新顧客來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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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一  不同時間消費者消費年資統計圓餅圖 

6.假日和平日頻率差異分析 

由圖二十二可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顧客的頻率，假日最多的

是一週一次佔 32%，但平日一週去一次的人卻只有 18%；而平日最多的是兩三

天去一次佔 36%，假日兩三天去一次的人卻只有 19%。因此，若顧客一週只去

一次時多在假日前往市場。 

  

  圖二十二  不同時間消費者消費頻率統計圓餅圖 

7.假日和平日動機差異分析 

由圖二十三可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顧客的動機，無論假日或

平日，大多數顧客均以方便為主要原因，分別佔 39%和 50%，但因親友推薦而

去的，假日有 22%，平日卻只有 7%，相差了 15%。因此由親友推薦前往水仙宮

市場採買的則多在假日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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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三  不同時間消費者消費動機統計圓餅圖 

8.假日和平日購買品項差異分析 

由圖二十四可得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顧客的購買品項，無論

假日或平日，購買最多的類別都是蔬果類，分別佔了 41%和 31%，其次均為海

鮮類，分別佔了 29%和 28%，無太大差異。 

  

  圖二十四  不同時間消費者購買品項統計圓餅圖 

9.假日和平日消費金額差異分析 

由圖二十五可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顧客當次的消費金額，無

論假日或平日佔最高比例的都是 500~1000元，分別為 36%和 46%，而假日花費

達 2000元以上的顧客，則較平日多 6%，分別為 13%和 7%。推測原因應與採買

頻率有關，假日採買頻率以一週一次所佔比例最多，相對的花費金額較高的比

例也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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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五  不同時間消費者消費金額統計圓餅圖 

10.假日和平日採買目的差異分析 

由圖二十六可知假日、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顧客的採買目的，假日全

部 100%都是因家庭需求而來的，而平日就僅 93%因家庭需求而來。 

  

  圖二十六  不同時間消費者採買目的統計圓餅圖 

11.小結 

由上述資料分析得知，假日與平日顧客群的消費型態，年齡層為 70歲以上

顧客多於平日進行採買；採買頻率為一週一次者多於假日進行採買；採買金額

為 2000元以上者多於假日進行採買；消費動機為親友推薦者則多於假日進行採

買；消費年資一年以下(含第一次消費)的新顧客多於假日進行採買。 

四、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年齡層與頻率之間的關聯性 

為了解不同年齡層的顧客到水仙宮市場消費的頻率是否有差異，依據問卷

資料中的年齡層與頻率，繪製群組長條圖如圖二十七，得知兩三天去一次的消



 

24 

費者有 16個，其中就有 9個是 50~70歲的人；而每天去的人中，也有超過一半

的人為 50~70歲；一週去一次的人有 15個，其中有 8個是 30~50歲的人，比 30

歲以下的人多 8個。因此採買頻率較高的顧客，年齡層 50~70歲多於 30~50 歲；

採買頻率低的顧客，年齡層 30~50歲多於 50~70歲。 

 

圖二十七  顧客群的年齡層與頻率群組長條圖 

五、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年齡層與購買金額之間的關聯性 

為了解不同年齡層的顧客到水仙宮市場消費的金額是否有差異，依據問卷

資料中的年齡層與消費金額，繪製群組長條圖如圖二十八，可知 30 歲以下和

30~50歲的顧客，都花費 2000元以內，而 70歲以上的顧客，花費又更少，都在

1000 元以內，但 50~70 歲的 26 個顧客之中，就有 6 個花超過 2000 元。因此年

齡層 50~70歲的顧客消費金額較高，年齡層 50歲以下的顧客消費金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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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八  顧客群的年齡層與消費金額群組長條圖 

伍、結論 

透過這次的研究，可以更了解水仙宮市場的歷史、文化和水仙宮的關聯性。

早期水仙宮附近是台南的主要貿易中心，但因為五條港港道泥沙淤積而漸漸沒

落。日據時期由日本人於水仙宮廟的廟埕興建市場，歷史悠久，而市政府於民

國 48年創建水仙宮市場後，現也因為民眾消費型態改變，導致現在的光景不如

以前興盛。 

水仙宮市場攤位類型與消費型態分析結論如下： 

一、水仙宮市場攤位分布 

海鮮類最多，佔 28%；其次為蔬果類，佔 23%。 

二、顧客群的消費型態分析 

1. 居住地：有 95%為臺南人。 

2. 年齡層：50~70歲的顧客最多，佔 44%；30~50歲的顧客次多，佔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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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方式：騎機車的人最多，佔 74%；其次為開車的人，佔 12%。 

4. 交通花費時間：65%為 10 分鐘內可到達；其次為花 11~20 分鐘可到達

的，佔 22%。 

5. 消費年資：大多數是採買十年以上的老顧客，佔 73%；採買年資一年跟

五年的顧客次多，各佔 10%。 

6. 消費頻率：最多的是兩三天來一次佔 27%；其次為一週一次，佔 26%。 

7. 消費動機：44%的消費者都是因方便；其次為因市場名氣而來的消費

者，佔 24%。 

8. 購買品項：採買蔬果類的人居多，佔了 36%；其次為海鮮類，佔 29%。 

9. 消費金額：比例最多的是 500~1000 元，佔了 41%；其次為消費 500 元

以下，佔 30%。 

10. 採買目的：有 97%是因家庭需求而來的，3%為工作需求。 

三、假日與平日顧客群的消費型態差異分析 

1. 消費頻率：假日最多的是一週一次有 32%，但平日一週去一次的人卻只

有 18%；而平日最多的是兩三天去一次的人有 36%，假日兩三天去一次

的人卻只有 19%。 

2. 消費動機：無論假日或平日，大多數顧客的消費動機仍以方便為主，分

別佔 39%和 50%，但因親友推薦而去的，假日有 22%，平日只有 7%。 

3. 小結：年齡層為 70 歲以上顧客多於平日進行採買；採買頻率為一週一

次者多於假日進行採買；採買金額為 2000 元以上者多於假日進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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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消費動機為親友推薦者則多於假日進行採買；消費一年以下(含第

一次消費)的新顧客多於假日進行採買。 

四、水仙宮市場消費顧客群的年齡層與頻率之間的關聯性 

1. 兩三天去一次的消費者有 16個，其中就有 9個是 50~70歲的人。 

2. 一週去一次的人有 15個，其中有 8個是 30~50歲的人。 

3. 小結：採買頻率較高的顧客，年齡層 50~70歲多於 30~50歲；採買頻率

低的顧客，年齡層 30~50歲多於 50~70歲 

五、水仙宮市場消費顧客群的年齡層與購買金額之間的關聯性 

1. 30歲以下和 30~50歲的人，花費都在 2000元以內。 

2. 70歲以上的人，花費又更少，都在 1000元以內。 

3. 50~70歲的 26個顧客之中，就有 6個花費超過 2000元。 

4. 小結：年齡層 50~70 歲的顧客消費金額較高，年齡層 50 歲以下的顧客

消費金額較少，花費金額最少的則是 70歲以上的顧客。 

陸、建議 

一、規劃完善的機車停車空間 

研究結果顯示，水仙宮市場顧客群的交通方式以騎乘機車為大宗，而研究

者實際至水仙宮市場踏查後發現市場週邊巷道狹窄，顧客與攤位商家的機車在

民權路旁已經占用騎樓空間及部分路面空間，而部分顧客為貪圖方便，竟然將

機車騎乘進市場內，導致採買民眾需要不時閃躲機車，嚴重影響購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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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先於水仙宮市場週邊規畫足夠數量的機車停車位，再來可以加強宣導

請顧客將機車停至機車停車場，而不要占用騎樓、路旁或騎進市場內，讓前往

水仙宮市場採買的民眾得以有個安全的環境。 

二、辦理平日促銷活動吸引老顧客 

研究結果顯示，於平日前往水仙宮市場採買的顧客以 30~70 歲居住於附近

的老顧客為大宗，且消費金額 2000元以上的比例較低。因此如能於平日針對老

顧客辦理促銷活動，例如：消費滿千送摸彩卷、滿五百集點活動等等，刺激買

氣，如此一來平日老顧客回流機率與消費金額應可增加。 

三、辦理假日促銷活動開發新客群 

研究結果顯示，假日會有較多親友推薦、消費年資較低的新客戶前往採買，

而且一週採買一次的顧客也多在假日前往市場，相對得花費金額也較多超過

2000 元。因此如能於假日辦理促銷活動或開辦食材課程，讓初次前往採買的民

眾能獲得折價卷或吸取相關食材知識，如此一來假日應該開發新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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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訪問問卷 

訪問時間：    月    日  (    ):(    ) 

1. 哪裡人:是否住在台南市? 

  是     否(         市/縣) 

2. 交通方式和時間? 

開車   騎機車   腳踏車   步行   搭公車   其他(       ) 

 (       )分鐘 

3. 性別      男   女   其他(        ) 

4. 年齡      30以下  30~50  50~70  70以上 

5. 來這裡買東西多久了?    第一次  一年  五年 十年以上 

6. 來水仙宮市場的頻率 

    每天  兩三天一次  一週一次  二週一次  一個月一次   

    其他（     ） 

7. 來這裡買什麼? 

    蔬果類  海鮮類  肉類   熟食類       其他(      ) 

8. 消費總金額? 

    500以下  500~1000  1000~2000        2000以上 

9. 採買目的?       家庭需求  工作需求  其他(      ) 

10. 來此地購物的原因？ 

  親友推薦  網路推薦  剛好路過  老闆指定 市場名氣  

  其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