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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夜市文化是現今台灣的一大特色，因為多元的文化造就了各式各樣不同的美

食，現在的台灣夜市已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娛樂，在夜市裡有豐富美味的小吃和

各式各樣有趣的童玩，周邊聚集的服飾店、百貨公司、地攤，以及各類餐飲，不

僅帶動了該區的發展，更因規模的擴大而形成「觀光夜市」，『中國新聞網2010

年調查表示，高達七成的外籍學生，認為臺灣夜市文化，最能代表臺灣的特色』

(註一)，可見夜市是外國友人認識台灣文化的最佳場所，夜市對台灣的重要性舉

足輕重，台灣因各式各樣的小吃而聞名，它所帶來的各地觀光客，造成的經濟利

益及社會經濟價值，是不容忽視的。再加上家裡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所以想要研

究夜市文化；夜市的永生不息帶來多少經濟效益及文化交流，更增加想研究夜市

的興趣。 

   

二、 研究目的 

 

（一） 夜市的興起：因早期農業發達交通卻不便的情況下，攤販開始聚集

在有眾多農民的地區，由小吃攤及民生用品的聚集轉變為夜市。 

 

（二） 台灣的知名夜市：介紹台灣前十名的夜市及其受歡迎的原因。 

 

（三） 夜市的優缺點：夜市的規模有小有大，雖然能帶來不少的經濟效益，

但也造成了周邊噪音汙染及髒亂的問題。 

 

（四） 夜市屹立不搖的原因及建議：吃喝玩樂是人生缺少不了的事情，而

夜市有五花八門、好吃又好玩的東西，形成讓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三、 研究方法 

 

  先擬定研究主題，確定研究方向及目的再加以分析，收集和分析資料及參考

歷屆文獻，訪問相關人事後進行統整，並提出建議及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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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步驟及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夜市的起源與發展 

 

  夜市從很早以前就已出現，西漢時，都城長安及洛陽、邯鄲、成都等大城市，

商業都已經很發達，不過，當時的官府對這些城市的夜市嚴加看管，開市和閉市

都規定具體的時間，東漢時，興起了「夜糴」，這是夜市的萌芽，唐代中期，農

業及工業逐漸發達(註二)，只有白天的買賣已無法負荷日益發達的狀況，於是夜

市正式出現在人民的生活中。 

 

  台灣最早的夜市出現在人口聚集的舊都市中心，以一開始小吃攤販的聚集演

變成現今的夜市，夜市源遠流長而又形形色色，舉凡吃的、穿的、用的、玩的，

都可在夜市尋找得到，臺灣夜市型態不一，或吃、穿、用集於一市，主要以小吃

居多，現今夜市已成為觀光產業，對於招攬觀光客，具有無窮魅力，台灣經濟長

期受困於勞力短缺的問題，在夜市生意提供了一個較一般工作機會更好的收入，

夜市攤販生意更提供了一個累積資本以供創業及階級流動的機會。 

 

二、現今台灣的知名夜市 

 

  以下是根據觀光局舉辦民眾上網投票後台灣前十名收歡迎並且最具特色的

夜市(註三)： 

 

表 2-1 臺灣十大夜市介紹表(註六) 

 

名

次 

夜市名稱 到達方式 特色 歷史 

一 高雄六合夜市 

 

位於六合二路 

捷運：從美麗島

六合夜市的聲名遠播，連國外來

的旅遊人士都知道高雄有這條入

1962 年行政院

批准成立「六

訂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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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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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下車，從 11 號

出口走出即可到

達六合夜市 

夜後就一直燈火通明的不夜街(註

四)，高雄人以熱情及特色小吃邁

開國際觀光的腳步，近幾年觀光

客更是來來往往，拿著各種旗子

帶領旅遊團的領隊成群結隊的前

進，也成了這裡獨特的風景。 

合夜市攤販臨

時集中場」。

(註七) 

二 台北市林夜市 位於臺北市士林

區 

捷運：從劍潭站

下車，從 1 號出

口走到對面便可

到達士林夜市 

士林夜市是臺北市範圍最大的夜

市，也是國外觀光客來台必到的

觀光夜市，士林夜市原是以小吃

與攤商而興起，迄今仍以此為

主，在士林夜市逛上一圈便能吃

到全台的美味小吃，種類繁多任

君挑選！ 

1909 年，設立

「士林市場」

一 直 發 展 至

今。 

三 台南花園夜市 

 

位於台南市北區 

公車：搭乘 0 左

路或 3 路公車並

步行 10 分鐘即

可到達 

花園夜市由於佔地相當廣大，裡

面有將近三、四百家的攤位，並

且貼心的將夜市話分為四大區

域，分別為流行服飾、美味小吃、

休閒娛樂、精品百貨，如果想逛

完整個花園夜市至少得花費兩個

小時以上的時間，假日更是人潮

眾多。 

始於 1999 年。 

四 宜蘭羅東夜市 位於宜蘭縣羅東

鎮民生路 

開車：可停在附

近三座停車場 

羅東觀光夜市是宜蘭地區夜晚最

受歡迎的去處之一，羅東夜市最

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整排整齊

的店面」，各自的餐桌則擺設在每

一個店家的前方，這種排列方式

在其他的夜市並不常見，在羅東

夜市一定要吃的名產是宜蘭的糕

渣，現今為國宴料理中的一道菜。 

於 1990 年代，

鎮公所對其進

行規劃。(註八) 

五 台中逢甲夜市 位於台中市西屯

區 

客運：台中客運

135 或仁友客運

22、125 至逢甲

大學站便可抵達 

逢甲夜市的消費以「俗擱大碗」

為最吸引各路愛好夜市的民眾，

若遇假日其人潮更是讓逢甲夜市

主幹道塞得水泄不通，逢甲夜市

中有一座旗艦專區主題夜市文華

路 69 號，是將舊建築物改造成為

百貨商場的裝潢，總共擁有 160

多個攤位，分 A、B、C、D、E、

F 等區，販賣商品的種類相當多

1963 年逢甲工

商學院（逢甲

大學前身），

帶來 2 萬餘人

學生的人潮，

讓學校週邊的

文華路開始發

展成夜市。(註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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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值得大家去造訪。 

 

六 基隆廟口夜市 基隆市仁愛區 

火車：搭乘火車

於基隆火車站下

車後由前站出

站，循忠一路直

走步行約 100 公

尺 

基隆廟口經過數十年的演變，不

僅每個攤位都有按順序編號，且

有統一的招牌，因具許多知名的

特色小吃及外語標示統一製作

中、英、日文招牌，在 2010 年交

通部觀光局被票選為「最友善」

的夜市，歷史悠久並且有統一的

規劃管理，使基隆廟口成為基隆

的代名詞。 

據當地耆老的

記錄，廟口小

吃的歷史可追

溯到日治時代

末期。 

七 嘉義文化夜市 位於嘉義市東區

文化路 

火車：距離嘉義

火車站步行約 15

分便可抵達 

嘉義最繁華熱鬧的街道，沿路有

各式各樣的商店，文化路白天為

一般車道，晚上則成為行人徒步

專用道，曾獲選為台灣十大夜

市、嘉義新八景之一，林立的在

地小吃，也充斥著遊戲店、服飾

店、飾品小物攤位等等，種類多

選擇性也多，是很好逛的地方，

如果有時間來，建議可以慢慢

逛，不僅僅只有一條街可以逛，

附近也都相當熱鬧。 

始於 1995 年。 

八 台北饒河夜市 位於台北市松山

區 

捷運：至後山埤

站，出 4 號出口

往永吉路方向步

行轉松山路，過

車站天橋後即可

抵達 

規模廣大，街道兩側整排全是店

面，再加上道路中間的兩排攤

位，還是有消費者走道空間，全

長約為 600 公尺，是台北是數一數

二受歡迎的觀光夜市，更是台北

市第二座成立的觀光夜市，每逢

周末假日饒河夜市總是人山人

海。 

於 1987年成立

觀光夜市。 

九 台北寧夏夜市 位於臺北市大同

區寧夏路 

捷運：雙連站下

車路程約 550 公

尺，步行 8 分鐘

可抵達寧夏夜市

的民生西路入口 

台北最古老的街道，最具歷史性

並兼具古色古香特色，從傳統小

吃、地方小吃到特色小吃通通一

概俱全，寧夏夜市其中的傳統臺

灣小吃，充分展現大稻埕的古早

風味，攤販亦多為經營數十年的

老字號，且皆有其獨特風味。 

寧夏夜市緣起

最早可從日治

時期說起。 

十 高雄鳳山中華 位於高雄市三民 三鳳中街是有名的南北乾貨批發 民 國 四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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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區三鳳中街 

公車：搭乘 88、

93、205、218、

245 於三鳳中街

下車 

中心，和台北的迪化街同享盛

名，在南部，講到年貨大街，非

三鳳中街莫屬，有良好的排水系

統、遮雨棚、採光罩，更有精美

一致的招牌，街道也舖上漂亮的

花崗岩而且還能塑造整體的商圈

形象，並進而提昇消費品質，使

三鳳中街成為兼具文化傳承與觀

光價值的商業街區。 

年。 

   

 

三、夜市的優缺點 

  

  夜市帶來的經濟效益非常的龐大，但卻也造成了附近民眾生活上的困擾，本

組將夜市所帶來的優點與缺點並加以分析，如下表 1-1。 

 

（表１－２） 夜市優缺點分析表 

 

優點 缺點 

1. 吸引外國旅客來台觀光，間接為台

灣帶來經濟利益 

2. 增加民眾購買食物及民生用品的

便利性 

3. 提供工作機會並減少失業人口 

4. 價格便宜容易帶動買氣 

5. 通常出現在人口聚集地，交通方

便，通常附近會設置公車及捷運站 

1. 晚上因夜市在住家附近的噪音擾

人無法入睡 

2. 因夜市造成的髒亂及垃圾 

3. 夜市附近交通阻塞、汽機車隨便停

放 

4. 夜市食品的衛生及品質令人擔憂 

5. 部分夜市有黑道份子涉入、管制 

 

四、訪談結果 

 

組員的父親在夜市工作多年，特別訪問他讓大家了解夜市擺攤的難處、挫折

及樂趣 

 

問 1：請問您叫甚麼名字？ 

答 1：林坤祥。 

問２：請問今年幾歲？ 

答２：４０歲，已經接觸夜市方面的工作 27 年 

問３：你的職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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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３：夜市叫賣，在青年夜市、後勁夜市、勞工夜市均有擺攤，若有熱鬧的檔期

(例：左營萬年季、東港迎王船、高雄愛河燈會、楠梓籮筐會、橋頭花田

囍事、台中新社花園古堡、高雄天公廟慶生、屏東萬金聖母節、台南新營

太子宮…等有天數限制的地方活動) 

問４：您從事這份工作幾年？ 

答４：１３歲開始在夜市幫家裡賣布鞋，當了一年叫賣的學徒就去自己開創一片

天，從事叫賣工作１７年。 

問５：當初怎麼接觸這項工作的？ 

答５：在大社夜市看到叫賣攤引發濃厚興趣，於是問老闆能不能跟著他學習，老

闆很開心有青年想傳承，於是就這樣做到現在。 

問６：這份工作最辛苦的地方是？ 

答６：進貨或擺攤，叫賣的時候無法休息並且需要久站及一直說話，對喉嚨的傷

害很大，遇到下雨的時候要馬上撐雨傘，不然貨品淋濕後可能會壞掉甚至

賠錢，所以必須要靠天吃飯，如果遇到梅雨季也有可能整整一個月都沒有

收入，碰到熱鬧的檔期會睡的很少，一整天都需要做生意，除了吃飯上廁

所幾乎沒有時間休息，農曆過年到元宵節結束前通常是一年中最忙的時

候。 

問７：曾經遇到什麼挫折呢？ 

答７：經濟不景氣時生意非常差，食衣住行育樂，樂之所以被排在最後是因為前

者都更加重要，所以在不景氣時大家會掏錢去滿足前者選擇放下後者，這

時候我需要拿出無比的耐心去跟客人慢慢磨，賣出一個算一個。 

問８：這份工作有趣的地方是？ 

答８：每天都能跟不同的客人互動、聊天，也因為做生意交到許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喜歡夜市的人情味也習慣這份工作。 

問９：堅持下去的動力是？ 

答９：經濟的壓力，家庭的壓力，錢是永遠都賺不夠很快就會花完的物品，不管

風吹雨打也要去夜市看看，有沒有機會能擺攤賺錢，做的是信用，賣出去

的東西都有保固，只怕客人找不到我們，也能鞏固老顧客。 

問１０：您覺得夜市未來的發展將會如何？ 

答１０：邁向國際觀光發展，夜市的攤販也必須多少學一些基本的英文或是其他

語言，不求好但至少不能雞同鴨講，適者生存不事者淘汰。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發現夜市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比我們想像中的都還要大，不僅帶動的本

國經濟，也吸引了不少國外的觀光客來台消費，不論是小孩、青少年、中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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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都無法拒絕夜市的魅力，而台灣的特色小吃更是夜市裡不可或缺的一門文

化，許多人也嘗試自己到夜市去謀生發展自己的專長及興趣，間接減少了失業的

問題，夜市的攤販幾乎都有固定的攤位，除了展現熱情與友善更要有獨特的創

意，更要注意品質的問題。 

   

  夜市的評價非常兩極，夜市發跡於地方，保有傳統小吃文化，無法否認的是，

它占據馬路，妨礙交通，製造髒亂，影響市容，被批評者視為「都市之瘤」(註

五)，如果台灣的夜晚缺少的夜市這項特別的文化，所帶來的經濟衝擊是無法想

像的，夜市所代表的文化不只是傳統的延續，他所呈現的是不同的利益團體基於

本身的利益及價值觀相互影響的結果，因為帶來的利益大於利弊，所以夜市目前

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台灣出現。 

 

二、建議 

 

(一)交通問題 

   

  一般民眾大約以搭乘捷運或騎乘汽機車的方式到達夜市，交通雖然方便卻常

常因為附近缺少停車位及人潮眾多而造成交通阻塞，建議夜市設置接駁車，並且

快速且有效的來回承載遊客，及開闢附近的空地規劃出停車場，並雇人指揮交通。 

 

(二)流動廁所 

 

  因夜市是固定的場所，在夜市裡必須設置方便且明亮的公共廁所，出口及入

口的地方都需設置，並每隔一小時就清掃一次，讓廁所不會髒亂不堪、臭味沖天。 

 

(三)衛生品質 

   

  現在的黑心油品及商品眾多，建議攤販應檢驗自己的商品並將檢驗報告張貼

在明顯的地方讓民眾吃得安心，更要不定時派人去檢驗或抽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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