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對城隍廟周邊店家的影響及其對策 

壹、 前言 

當知道要做與疫情相關的議題時，我們第一時間就決定往「食」發展，畢

竟食衣住行娛樂，食可是擺在第一個，與生命最息息相關。 

因此我們的研究動機，就是想了解這個受到疫情波及嚴重的產業，到底受

到了什麼樣的影響？產生什麼轉變？ 

在進行田野調查之前，我們先上網收集了一些資料，報導顯示「三級警戒

急凍餐飲業營收」2021 年 5月從原先 4月的 658億營收降至 502億，月減了

23.7%，其中餐館業年減了 30.8%的營收、飲料店業年減了 21.4%，外匯集團也

因學校停業而年減了 24.1%的收入。 

為什麼選擇城隍廟當作主要的研究地點呢？因為城隍廟對於新竹就是一個

品嚐美食的商圈，歷史悠久之餘，裡頭更充滿各式各樣的攤販，想吃甜、吃

鹹、吃香、喝辣，來到這裡都能一次滿足。但這波疫情導致人們完全無法上門

光顧，因此我們認為城隍廟應當是這疫情之下最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城隍廟被政府下令歇業，有沒有因為支撐不下去疫情

的考驗而倒閉的店家？如果沒有，他們是怎麼度過這段日子的？城隍廟管理委

員會在疫情下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有沒有使用外送平台作為疫情下的備用方

案？五倍券真的有幫助到這些店家嗎？這次疫情和 2003年的 SARS比有何異

同？這些都是我們想要了解的問題。 

因此我們的田野調查訪問了城隍廟小吃部管理委員會主委柳先生，也對城

隍廟商圈的 12間商家進行問卷調查，隨機訪問了當天在現場用餐的民眾六位，

詢問他們疫情以來對城隍廟的用餐態度與看法。 

以下內容將會呈現我們的訪問內容以及結果分析，並提出幫助城隍廟度過

疫情難關的解決辦法。 

 

貳、 管委會訪談及分析 

    城隍廟在台灣已有三百多年歷史，至今全台共有九十五間供奉城隍爺的宮

廟。而新竹城隍廟歷史悠久且與周邊商圈結合，變成一個不僅會有虔誠信徒參

拜，也會有饕客光顧特殊生活圈，而城隍廟管委會就是政府、廟方和商家間訊

息傳遞的媒介。 



新竹城隍廟組織成立約 40年，定期和商家收管理費和租金，而管委會的工

作可以分為以下兩項: 

(一) 商家和政府間的溝通橋樑 

舉例來說，像是去年獅子王事件爆發後，城隍廟周邊全部的攤販

皆被政府下令強制休業三天。而在勒令停業後的三天內，管委會依照

政府指示，快速進行環境消毒並開會商討如何應對接下來的疫情。 

此次事件因為環保局和衛生局的政策宣達過於突然，以致管委會

和商家們有些措手不及。而疫情間政府的資訊更新過於緩慢，導致管

委會下達通知的時間也會被壓縮，或是防疫規定朝夕令改，都會造成

政府及管委會間的衝突。好在彼此能透過互相體諒，了解疫情期間大

家的角色都不容易，因此可以再透過溝通協商後，做出對於兩方間最

大的利益考量。 

(二) 帶領城隍廟內部店家 

疫情三級警戒以來，新竹都城隍廟內部的小吃攤商全數暫停營

業，直到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在 7月 8日宣布 7月 13日起微解封。 

在確定可以開業後，管委會就發揮其功能，於 8日當天下午開會

討論，蒐集店家間的意見，迅速決定微解封後仍暫不開放不內用，以

外帶為主的營業方式。 

那以這次的疫情而言，對於城隍廟和政府間的溝通及政策的佈施，

我們有訪問到一些有趣的問題，主要分為三點而論： 

（1）疫情期間政府有委託城隍廟委員會的佈施有何？ 

答:那時政府同仁通知說因為獅子王來過，所以在半小時內要結

束營業，並進行全面消毒，當天損失兩三萬的食材費。以我們的

角色而言，政府的通知常常下達太慢了，讓我們有點錯愕。 

（2）疫情期間的角色衝突? 

答:曾經跟市政府秘書長起衝突。那時我們主委開會討論後決定

只留一個門出入，以方便量體溫實聯制。 

營業第二天政府來視察時認為不需要封門，僅以個別店家實

聯制即可，然而隔天又改口說還是統一實聯制比較好，讓我們的

工讀生都白請了，朝夕令改的規範市政府可以加強的地方。 

（3）以城隍廟主委及攤家兩個身分而言，您認為這次政府的處理 

效率如何？ 



答:普遍而已，我們的店家和主委都認為這次政府的應變措施普

遍而已實屬不錯，雖然說還是有些地方待改進，但以安全和周全

的角度而言，已經不錯了。 

參、 店家調查 

(一) 調查母體 

我們以城隍廟周邊店家做為訪談對象，包含了:元祖林、風城食堂、香

香美食、阿富滷肉飯、冬瓜仙草絲、菜記肉圓、梅花雞蛋糕、周家燒麻

糬、天香清素食、連家阿婆二店、芋泥球、王記蚵仔煎，等 12 間店。 

 

(二) 選擇在城隍廟進行田野的原因如下： 

(1) 新竹在地知名旅遊商圈。 

(2) 遭受疫情重創，三級警戒期間被迫停止營業。 

(3) 距離清大近，田野調查相對方便。 

 

(三) 我們預期店家面臨困境與選擇： 

(1) 政府突然勒令停業，店家會抱怨、不願意配合。 

(2) 有些店家會承受不住虧損，永久停業。 

(3) 為了增加客源，與外送平台合作的店家會增加。 

(4) 店家會因配合防疫措施需增加成本，選擇延後開放內用。 

(5) 五倍券對店家助益小，因五倍券無法找零，店家可能不願意收。 

(6) 紓困金紓困效果不顯著。 

 

(四) 城隍廟內外部店家之差異 

城隍廟內部因受到管委會管理，在三級警戒期間均統一休店，而未受

到管委會管理之店家則自行決定是否休店，我們將內外部店家分開進行討

論。 

(1) 管委會管理下攤販： 

包含元祖林、風城食堂、香香美食、阿富滷肉飯、菜記肉圓、天香

清素食、連家阿婆二店、王記蚵仔煎。 

雖然管委會內的攤販被迫強制停業兩個半月，但因為多數內部店家

都屬於百年老店，具都有一定的資本。因此對他們來說停業兩個多月都

算是能購負擔時長，而之前也有因為天花板整修而停業的例子，所以沒

有出現因為疫情導致任何店家倒閉。而為解封後沒有推出推銷策略的原



（表一）城隍廟店家在疫情下的影響調查表 

因是因為老店有一定的品牌和口碑，顧客只要在疫情穩定後就會慢慢自

動回流。不需要額外的活動來刺激消費。 

 

(2)管委會管理外攤販： 

包含冬瓜仙草絲、梅花雞蛋糕、周家燒麻糬、芋泥球。 

管委會管理外的攤販因為沒有被強迫停業，所以大多只有停業一

周左右就恢復營業。不過由於外部店家口碑及品牌不如內部店家，且

疫情嚴峻，因此收入受到較大的影響。有些店家會選擇不定時休店或

與外送平台合作以利開源節流。 

(五) 表單內容及結果分析 

 

(1) 店齡： 

這次訪問的店家中，有三間是百年老店，四間店齡超過 70

年，其他則開店時間在 15~30 年之間。店齡較長的店均屬城隍廟

內部，與廟方有很長時間的合作，而周邊店家及少數內部店家也

都有超過十年的歷史，代表城隍廟周邊結構相當穩定。 

 

(2) 休店時長： 

您的店名 店齡 三級緊戒期間休

店多久? 

解封後第一個

月的虧損 

疫情間內維持生意的方法有哪些? 

元祖林 100年 75天 無回答 休店 

風城食堂 75年 90天 6-7成 休店 

香香美食 100年 90天 6-7成 休店 

阿富滷肉飯 30年 90天 無回答 休店 

蔡記肉圓 75年 120天 3-4成 休店 

天香清素食 100年 90天 5 成 休店 

連家阿婆二店 75年 75天 5 成 休店 

王記蚵仔煎 70年 90天 3-4成 休店 

冬瓜仙草絲 15年 10天 無回答 與外送平台合作及打折。 

梅花雞蛋糕 10年 3天 8-9成 無調整。 

周家燒麻糬 20年 90天 無回答 休店 

芋泥球 20年 15天 8-9成 想與外送合作，但因抽成太多而

放棄。 



店家休店時長兩極化是因為城隍廟內外部的規定有所不同，

城隍廟內部的店家受到管委會管理，統一依政府規定在三級緊戒

全面休店，城隍廟外部之店家則未受到強制休店之規定規範，因

此大多只有一周左右的店休。 

 

(3) 解封第一個月的虧損： 

有給予答覆的店家中，解封後第一個月的月虧損大多落在五

成以上，梅花雞蛋糕跟芋泥求更高達 8~9成。其中也有虧損相對

少的店家，如蔡記肉圓與王記蚵仔煎只虧損了 3~4成。儘管虧損

的程度有落差，解封後店家多少都會虧損，可能與剛解封，民眾

多仍有疑慮，客人回流速度慢有關。 

 

(4) 疫情間店家維持生意的經營方法： 

疫情中有營業的店家非常少，在我們訪問的店家中有三家，

分別是冬瓜仙草絲、梅花雞蛋糕跟芋泥球。營業店家中只有冬瓜

仙草絲冬瓜仙草絲有與外送平台合作以及打折促銷；梅花雞蛋糕

沒有調整營業方式；芋泥球本來也想和外送平台合作以增加客

源，但是考慮到外送平台抽成過高而放棄。跟外送平台合作在我

們意料之內，然而外送平台的抽成卻也成為店家決定與之合作的

阻礙之一。 

您的店名 疫情前平常

來店的人均

消費為何？ 

疫情後開放

內用的人均

消費為何？ 

解封至今，

生意恢復了

約幾成? 

當初政府開放內

用時，您是否選

擇馬上開放? 

選擇不馬上開放內

用的原因? 

元祖林 100-200元 100-200元 7~9成 是 x 

風城食堂 200元 100元 完全恢復 是 x 

香香美食 80-100元 80元 完全恢復 是 x 

阿富滷肉飯 100元 90元 1~3成 否 仍有安全疑慮, 限制

太多, 位置太小 

蔡記肉圓 200-300元 200-300 7~9成 是 x 

天香清素食 100元 80元 4~6成 是 x 

連家阿婆二店 110元 60元 4~6成 是 x 

王記蚵仔煎 未回答 未回答 4~6成 否 隔板太貴、限制太

多和人手不足。 



（表二）城隍廟店家在疫情下的影響調查表單 

冬瓜仙草絲 500元 400元 1~3成 無內用 x 

梅花雞蛋糕 60-90元 30-60元 7~9成 無內用 x 

周家燒麻糬 50元 50元 7~9成 無內用 x 

芋泥球 未回答 未回答 7~9成 無內用 x 

 

 

 （圖一）疫情前後人均消費比較圖 出處：研究者自行統計做圖 

(5) 疫情前後顧客的消費能力： 

我們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在疫情的影響下，大多數人的收入

多少都會受到影響。我們好奇會不會因此消費者的消費能力，結

果也如上圖所示，十分明顯的可以發現疫情前大家的消費金額多

少會大於疫情後的消費金額，代表疫情真的有影響消費能力。 

 

(6) 生意恢復情形： 

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分布較廣，店家生意恢復的情形並不一

致。推測可能是店家本身的品牌與口碑所造成的差異，老字號的

店家客源穩定且豐富，顧客回流較快。 

 

(7) 政府開放內用後店家的決定： 

在有內用座位的店家中，有六家店選擇馬上開放內用，兩家

店選擇暫不開放。 

不馬上開放的店家有阿富滷肉飯跟王記蚵仔煎，阿富滷肉飯

表示他們對於疫情仍有疑慮，加上政府限制太多，內用座位區太



出處：研究者自行統計做圖 出處：研究者自行統計做圖 

小防疫效果差等理由，因此決定不馬上開放。王記蚵仔煎則認為

購置隔板太貴，人手不足難以確實防疫，且與阿富滷肉飯一樣，

認為政府限制太多，決定暫緩開放內用。 

(六) 店家如何應變 

在數個月的疫情摧殘下，城隍廟商圈是如何做出應對以及改變的呢？  

(1) 購買防疫工具 

在微解封後，出乎我們意料的許多店家都選擇直接開店，雖

然購買防疫工具(例：隔板、酒精等等)會增加營業成本，但大多

數店家都有身為百年老店的信心，認為只要能營業就能把錢賺回

來，所以大多數的店家都有在遵守政府的規範下開店營業。 

(2) 商品推銷策略 

出乎意料的是在商品推銷策略的這方面，大部分的店家沒有

因為疫情特別跟外送平台合作，一開始有合作的就持續合作，沒

有的維持沒有。他們覺得不需要特別跟外送平台合作，老顧客自

然而然地會回流，而且大多數店家也沒有推出會活動，只有極少

數店家原本有打算跟外送平台合作以打折方式促進消費，但最後

也都抽成過高而不了了之。 

肆、 顧客分析 

我們設計了三個問題，隨機對城隍廟周邊商圈的客人進行訪問。 

(一) 疫情解封後會不會不敢來城隍廟用餐？ 

(二) 疫情解封後會不會增加外帶意願？ 

(三) 對於城隍廟的防疫滿意度？ 

 

 

 

 

 

 

 

 

      (圖二)會不會不敢來城隍廟用餐？  (圖三)疫情解封後會不會增加外帶意願？ 

 



 

(圖四)顧客滿意度調查 出處：研究者自行統計做圖 

從圖一、二可知，城隍廟的顧客在三級警戒剛解除時，還是會有不少顧

慮，因此減少造訪城隍廟意願，若真的有親自前來也是以外帶為主。 

表一顯示民眾對於城隍廟防疫措施的滿意度平均為 7分(1到 10 分)，有中

上的成績，且疫情期間城隍廟也未有群聚等事件發生，因此城隍廟的防疫表現

算是相當不錯。 

 

伍、 結論 

(一) 政府突然勒令停業，店家會抱怨、不願意配合? 

所有店家對於政府防疫政策的配合度都很高，不管是城隍廟委員

會第一時間快速傳達政府的命令，抑或是店家回復營業後各自準備的

酒精、體溫計、隔板等防疫道具，都能顯示出店家對於防疫的重視程

度，且沒有店家抱有僥倖心態，想要節省防疫成本而不落實防疫措

施。 

(二) 有些店家會承受不住虧損，永久停業? 

有些店家為了節省防疫成本，選擇到政令較鬆綁後才恢復營業。

不過對於可能有店家倒閉的情形，我們實際調查的結果與當初想像的

有些許落差，不管是在城隍廟內部由管委會管理或是在外部自營的店

家，完全沒有店家倒閉可能的因素有以下兩點: 

(1) 特殊的商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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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廟先天的地緣優勢、老字號招牌和店家資本雄厚，是支

撐著這些店家的根本原因。 

資本雄厚讓店家可以支撐較久的停業，而地緣優勢及老字號

招牌則讓店家有信心人流可以快速恢復。因此城隍廟商圈的店家

不如我們當初的預期，並沒有因營業額赤字而倒閉。 

(2) 價值更高的店面使用權 

城隍廟內部的店面寸土寸金，想要在這繁華的商圈開業相當

不容易，每個店面使用權都價值不斐，雖然需要繳納店租給廟

方，但基本上不會有人放棄猶如金雞母的店面。 

(三) 為了增加客源，與外送平台合作的店家會增加? 

至於城隍廟店家對外送平台的態度，並沒有因為這次（2021年 5

月到 8月）的疫情而改變，畢竟這不是第一次爆發疫情，所以店家們

大多選擇與上次疫情爆發時相同的應對方式，先前沒有使用外送平台

者，在這次疫情期間也沒有去尋求合作。 

(四) 五倍券對店家助益小? 

關於政府發放的五倍券，由於不能找零的性質，加上有些商家害

怕收到仿製的假券，因此並不是所有店家都樂於使用五倍券，可見其

成效有限。 

(五) 紓困金紓困效果不顯著? 

紓困金由於牽扯到報稅及員工勞保等問題，並非所有店家都有紓

困金可以領，且金額對於店家也不算大數目，因此對城隍廟商家來說

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陸、 強化城隍廟人與人的連結 

即便現有的城隍廟已經是一個很完整的觀光商圈，而且也有能力在解封後

兩個月內恢復與群眾之間的連結，但我們仍想要提出一些建議，幫助城隍廟變

得更好，增加人與人的連結。 

我們知道，現今社會已被網路主宰，任何產業的行銷都要透過網路來達

成，然而，我們認為城隍廟在這一塊做的努力還有很多成長空間，例如當初我

們在聯絡城隍廟時，官方網站上的電子郵件信箱和 facebook 粉絲專頁都無人回

應，而且官網上的內容也是許久未有更新，粉絲專頁也僅有張貼廟方相關的內

容。 



未來若是能在網路上推銷城隍廟的美食，甚至架起網路訂購的網站，我想

這不僅能增加生意來源，也能在疫情停業時，店家仍然有生意可以做。 

即便城隍廟是香火鼎盛、客源眾多的地方，現階段根本無須倚靠網路做行

銷，但我們仍舊認為網路行銷是現在社會的大趨勢，尤其在疫情趨使下，網路

的地位就顯得突發重要，若現在不跟上潮流的話，在過 10年、20年，或許客

流量真的會被其他店家給超越。我們衷心期盼新竹在地美食「城隍廟美食商

圈」能變得越來越好，也期盼他們能夠度過疫情的艱難，繼續為我們提供美味

佳餚。 

 

 

柒、 參考資料 

三級警戒急凍餐飲業營收，加速外送及宅配減緩衝擊 經濟部統計處 

https://www.moea.gov.tw/Mns/dos/bulletin/Bulletin.aspx?kind=9&html=1&men

u_id=18808&bull_id=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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