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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服務與商圈政策 
Commercial Services & Commercial District Policies 



臺北市商業處 

【願景】 

建構友善樂活特色 

優質商業城市 

【使命】 

促進商業永續發展 

提升市民生活品質 

【核心價值】 
正直誠信、開放共享、創新卓越 
公平公益、永續發展、團結合作 

一、臺北市商業處－使命、願景、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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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現況分析 

臺北， 
是怎樣的 

           城市？ 



1個服務型的城市 

就業結構 

總人口 2,698,591人 
(至105年8月底) 

  

各產業就業人口占比 

一級產業0.3% 
二級產業19.2% 
三級產業80.5% 
(至105年上半年) 

  

產業結構 

公司商業登記家數 231,584家 
(至105年9月份) 

  

各產業登記家數占比 

一級產業1.16% 
二級產業23.30% 
三級產業75.54% 
(至105年9月份) 

註1：一級產業－農林漁牧業、二級產業－工業、三級產業－服務業 

二、臺北市現況分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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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就業結構)、臺北市商業處(產業結構) 



商圈匯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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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分區   商圈名稱 行政分區  商圈名稱  

北投區 
1.新北投溫泉商圈  2.行義路溫泉美食商圈 
3.石牌捷運站商圈 萬華區 

27.艋舺商圈                   28.西門町商圈 
29.和平西路鳥街 

士林區 
4.士林捷運站商圈  5.士林觀光夜市商圈 
6.天母商圈              7.天母SOGO商圈 
8.承德路中古汽車商圈 

中正區 

30.愛國東路婚紗街       31.沅陵商圈 
32.中華路影音街           33.北門相機街 
34.重南書街                   35.南昌家具街 
36.八德商圈                   37.臺大公館商圈 

大同區 

9.朝陽服飾材料街  10.大稻埕商圈 
11.後車站商圈        12.華陰街商圈 
13.大龍峒商圈       
14.臺北大橋頭延三商圈 
15.寧夏商圈            16.圓山商圈 

中山區 

38.晴光商圈                   39.四平陽光商圈 
40.中山北愛幸福商圈 
41.中山北路晶華欣欣商圈 
42.條通商圈                   43.中山捷運徒步區 
44.吉林路美食商圈       45.美麗華商圈 
46.中山國中捷運站商圈 
47.民族濱江汽車商圈   48.大直商圈 

南港區 17.南港路汽車商圈 松山區 49.民權水族商圈 50.南京復興捷運站商圈 

內湖區 
18.東湖商圈            19.湖光商圈 
20.內湖量販店商圈 
21.內湖737商圈     22.西湖商圈 

文山區 
51.景美商圈          
52.貓空茶情商圈 
53.萬芳醫院捷運站商圈 

信義區 
23.吳興商圈            24.五分埔服飾商圈 
25.信義計畫區百貨商圈 
26.永春捷運站商圈 

大安區 

54.頂好SOGO商圈        55.永康商圈 
56.建國南路藝品古玩街 
57.龍泉商圈                    58.通化商圈 
59.延吉美食商圈 

二、臺北市現況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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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同步的城市 

優勢 
1.交通、網路等基礎建設完善 

2.首都行政資源豐沛 

3.人口密度及素質高 

4.商業活動繁榮 

威脅 
1.國際政經情勢動盪 

2.國內外城市競爭激烈 

3.國內重大政策未定案 
     (如兩岸、能源等) 

4.社會族群、行業別的對立氛圍 

機會 
1.市府積極推動商業發展政策 

2.市府提供優質快速登記服務 

3.多元文化有助於觀光發展 

4.人才匯集有利文創發展 

劣勢 
1.部分產業式微待轉型 

2.部分商圈老化需再造 

3. 多元業別管理不易 

      (特種行業、新興產業如自助倉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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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現況分析3 



臺北 
  商圈發展 

        4支箭 

7 

三、商圈發展政策 



臺北市商圈發展政策 

臺北市商業發展政策願景 

建構友善樂活特色優質商業城市 

Bottom-up 

商圈協會 

學研機構 

產業公會 

地方組織 

商圈自治自理 

共存共榮/住商和諧 

改善商圈環境 

環境安全/適法適地 
便捷登記服務 

Top-down 

顧問智庫 

資源補助 

輔導團隊 

臺北市政府 

產業升級創新 

創業空間/青年返鄉/ 

人才培育 

地方組織強化 

適性輔導/友善商圈 

 

差異特色突顯 

亮點發展/業態轉型 

優化補助機制 

績優補助/分級分流 

商圈示範合作 

聯合提案/觀摩交流 

導入科技應用 

網商拓展/虛實整合 

塑造店家品牌 

店家改造/產品包裝 

商業永續發展 

公益回饋/社會企業 

A.型塑臺北城市風貌 

 D.重視世代傳承發展 B.建構適法安全環境 

C.提高商業附加價值 

•以生活圈為概念 
•透過溝通達成共識 
•活絡商業機能與人
文生態及自然環境
平衡 

•城市自明性 
•生活幸福感 
•市民認同感 

三、商圈發展政策－4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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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A：型塑臺北城市風貌 

連結特色產業與特性商圈，推動獨具臺北城市生活風貌之友善樂活商業
服務，並適性發展各個生活圈之特色風貌與商業模式 

透過傳統元素的深化，保存
具有文化與在地特色的傳統
產業與生活聚落 

鼓勵成熟型大商圈帶動小商
圈共同成長，使商圈間建立
完整鏈結共同擴散成長。 

 

1. 差異特色突顯 
2. 優化補助機制 
3. 商圈示範合作 

施政原則：生活連結原則 

策略方案 

策略指標：加強商圈團體交流、輔導特色商圈發展、推廣本市美食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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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圈發展政策－第1箭 



策略B：建構適法安全環境 

藉由建立相關自治機制，凝聚地方共識，加強商圈消費環境安全友善及店
家與居民間權利義務關係，進而打造一個和諧、宜居、宜商之公共環境 

透過登記流程簡化及電子化便捷登記服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完善商品標示及消費爭議調解機制，確保市民權益 

 

建立良善溝通基礎，凝聚地方
共識 

街區環境及公共設施改善 
1. 商圈自治自理 
2. 改善商圈環境 

施政原則：自主參與原則 

策略方案 

策略指標：加強商圈住商交流、提升公司與商業登記服務品質、促進八大行業安全、商品標示
合格及消費爭議申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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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圈發展政策－第2箭 



策略C：提高商業附加價值 

建立技術運用能力，進行行銷輔導，強化店家競爭力，轉型創造新生命力，
型塑品牌核心價值，提高商業行為所創造之價值 

施政原則：價值創造原則 

策略方案 

 
 
導入科技工具的運用，發掘商
業創新契機，打造在地價值體
驗 

導入創意元素進駐商圈，營造
商圈店家品牌特色 

推動社會企業概念，落實企業
責任 

 
 

1. 導入科技應用 
2. 塑造店家品牌 
3. 商業永續發展 

 

策略指標：推動店家運用科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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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圈發展政策－第3箭 



策略D：重視世代傳承發展 

提供多元空間舞台及建立誘因機制，吸引具創意及創業企圖的年輕人進入
臺北，並引導年輕人返回臺北就業、創業或接班經營老店，為本市產業注
入更多發展之活力 

融合新創事業與在地組織之精
神 

地方組織傳承及更新 

1. 產業升級創新 
2. 地方組織強化 

施政原則：世代對話原則 

策略方案 

策略指標：提升商圈店家輔導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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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圈發展政策－第4箭 



我們正 

             努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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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執行 



●加強與企業或產業團體交流 

執行情形 

●辦理與企業或產業團體交流，以瞭解本市工商企業及商圈團體想法，並協助處理   
    面臨問題。 
●105年度辦理3場本局與商圈團體座談會，分別為1月15日、4月28日及7月27日， 
    並於10月11日辦理市長與商圈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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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執行1 

與本市商圈產業聯合會及各商圈交流會議 



●促成特色產業升級轉型 
時尚產業 

以時裝週概念行銷本市時尚設計產業，透過辦理設計師選拔、
時尚秀及參與臺北魅力展，目前已遴選10位設計師，9月19
日辦理決賽暨動態時尚秀，以提高設計師知名度，帶動本市
設計產業發展。 

美食產業 

1.臺北老味道 
為推廣臺北之城市美食意象，邀請民眾尋找懷念老滋味，被
推薦的餐廳數量達121家，後續將由專業評審團評審，讓傳
統的味道得以延續與擴展。另推出「慢食講座」及「品食論
壇」等，協助本市餐飲業者成長發展，建立餐飲品牌標竿。 
 

2.美食店家再造 
今年度持續針對本市餐飲業有再造潛力之業者，甄選5家優選
店家及4家精緻店家，進行再造輔導，以期重新架構店家核心
價值、料理精神及細緻之創意設計思維，建立本市餐飲美食
品牌標竿。 

15 

四、政策執行2 



●公司、商業登記輕鬆辦 

執行情形 

●持續推動悠遊卡繳費、QR code掃描查詢案件進度等科技運用服務， 
    提升為民服務效率，以悠遊卡為例，悠遊卡繳費比例已提升至27%，較 
    去年上升9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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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執行3 



●建構便捷安全商貿環境 
執行方式 

●商業查察 
    為維護消費者及合法業者權益、健全本市商業活動， 
    105年9月止執行商業查察2,180家次。 
 
 
●特定行業聯合檢查 
    每年執行1次電子遊戲場業、資訊休閒業及2次八大 
    行業之營業場所聯合檢查，對不符規定者依法處罰或 
    持續列管複查至改善為止。 
 
 
●修正法令強化特定行業管理 
    臺北市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 
    特種咖啡茶室管理自治條例 
 
 

四、政策執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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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商圈店家輔導服務 
補助提振本市商圈產業 

105年共補助20個商圈產業，截至9月止計有10案完成統計，創造總營業額5.8億
元及總來客數86萬人。 

推動商圈活化(貓空、五分埔、大龍峒) 

透過商圈特色營造及行銷活動推廣，並印製特色文宣如3,000份貓空漫遊旅行護照
及大龍峒商圈中英日文地圖，介紹各式主題遊程及搭配店家優惠，帶動消費人潮
及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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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橋頭延三商圈台北米食文化節 貓空商圈七夕導覽及封茶活動 

四、政策執行5 

八德商圈VR體驗活動 



●臺北遊逛便利支付 
執行方式 

「臺北市商圈便利支付聯合推廣先導計畫」，以結合
網路通訊、POS系統(銷售點管理系統)與小額支付工具
(例如悠遊卡)之服務系統，提供本市北投、西門、公館、
圓山、天母、永康、晴光及台北地下街等8個商圈近
170家店家參與。 

預期成效 

1. 採用悠遊卡為小額支付工具、引入第三方支付與
行動支付工具與商圈合作，以增加交易頻率。 

2. 透過本案的引入示範，引發業者對升級資訊、通
訊服務系統之需求，帶動資通訊相關產業商機。 

3. 引入悠遊卡、第三方支付、行動支付等工具進入
商圈店家，協助店家小額商品與中高價位商品之
銷售需求。另透過示範商圈與共同行銷方式建立
學習範例，使店家與消費者習慣現代化支付工具，
提供便民措施促進消費意願。 

市長出席台北生活祭活動示範使用悠遊卡購物 

市長與商圈產業聯合會理事長合影 

市長出示使用歐付寶購物手機頁面 

19 

四、政策執行6 



           我們會 

              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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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的臺北、臺北的未來 



強化產業交流暨便捷商業環境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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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首長與本市企業、產業及商圈團體座談，以瞭解市政建 

    言，並協助處理面臨問題。 

●提供便捷登記程序及安全商業環境，以促進本市商業活動。 

五、未來的臺北、臺北的未來1 

105.3.26 市長與百貨賣場產業座談會 提供便捷登記服務 



商圈輔導及城市美食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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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多元行銷活動、提升店家便利支付功能，並透過友善   

    店家推廣，形塑本市商圈友善樂活環境。 

●以嘉年華及節慶行銷型塑臺北獨特城市意象，展現多元商 

    圈特色，並同時活絡商圈在地經濟。 

●結合民間協會協力，打造本市美食產業品牌優質形象，行 

    銷本市美食餐廳、推廣臺北美食文化。 

 

五、未來的臺北、臺北的未來2 

愛國東路婚紗街i閨蜜婚紗活動 慢食講座 



     讓臺北 
         更友善 
             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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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的臺北、臺北的未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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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的臺北、臺北的未來5 

臺北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