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縣市 鄉鎮市區 夜市名稱 地址 營業時間

1 基隆市 中正區 八斗子夜市 北寧路217號旁空地
六、日

18：00-24：00

2 基隆市 仁愛區 愛四路夜市
愛四路（仁一路至仁三路

間）
17：00-凌晨3：00

3 基隆市 仁愛區 廟口 仁三路（愛三路至愛四路） 24小時

4 臺北市 松山區
饒河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松山區饒河街 17：00-24：00

5 臺北市 大安區
臨江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通化街

至基隆路口)
18：00-24：00

6 臺北市 中山區
遼寧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長安東

路至朱崙街口,近朱崙公園)
18：00-24：00

7 臺北市 中山區
雙城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雙城街

10巷、13巷至農安街口,近晴

光公園)

16：00-24：00

8 臺北市 萬華區
華西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 16：00-24：00

9 臺北市 萬華區
梧州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 16：00-24：00

10 臺北市 萬華區
廣州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 16：00-24：00

11 臺北市 萬華區
西昌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廣州

街至桂林路間）
18：00-24：00

12 臺北市 萬華區 艋舺夜市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西園路

一段至梧州街)
16：00-24：00



序號 縣市 鄉鎮市區 夜市名稱 地址 營業時間

13 臺北市 中正區
南機場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7

巷至315巷之易牙巷
5：00-24：00

14 臺北市 大同區
寧夏路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 18：00-24：00

15 臺北市 大同區
延三臨時攤販集

中場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

(民權西路至民族西路口)
18：00-24：00

16 臺北市 大同區
大龍街臨時攤販

集中場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民族西

路至酒泉路口)
18：00-24：00

大東路（大南路、大北路之

間）、大南路（大東路、小

西街之間）及大西路兩側

17：00-24：00

文林路基河路口至基河路近

士林市場前之人行道
17：00-24：00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01巷（

文林路、大東路之間）
17：00-24：00

士林市場1樓及地下1樓 16：00-24：00

18 臺北市 文山區 景美夜市 景美街及景文街103巷 17：00-24：00

19 臺北市 中正區 公館夜市 羅斯福路四段一帶 15：00-24：01

20 新北市 板橋區 板橋湳雅夜市 南雅東路1至87號、2至120號 16：00-24：00

21 新北市 樹林區 興仁夜市 樹林區保安街2段68號旁
三、五-日17：00-24：

00

17 臺北市 士林區 士林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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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北市 永和區 樂華觀光夜市

永平路1號至187號、2號至

194號(永和路及中山路間)、

永平路81巷1號至9號、2號至

10號及永和路135巷2、4號、

4號之1

16：00-24：00

23 新北市 新店區
安和國際觀光夜

市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2段121-

135號中間空地範圍

三、五-日17：00-24：

00

24 新北市 汐止區 觀光夜市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至

新興路之台鐵橋下

二-日

17：00-23：00

25 新北市 蘆洲區
蘆洲區廟口形象

商圈
新北市蘆洲區得勝街 15：00-23：00

26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觀光夜市 桃園區民生路549巷1號 16：00-23：00

27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壢觀光夜市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上 17：00-凌晨1：00

28 桃園市 八德區 興仁花園夜市 桃園市八德區長興路46號
二、五、六、日

17：00-凌晨1：00

29 桃園市 龍潭區 龍潭觀光夜市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上

六、日

17:00

~

24:00

30 新竹市 北區 樹林頭觀光夜市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二段與鐵

道路三段路口

三、五

17：00-24：00

31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英才觀光夜

市

苗栗市英才路與正發路交叉

口
每周三、五、六

32 臺中市 西屯區
逢甲觀光夜市攤

販集中區

西屯區文華路段兩側(逢甲大

學側門至福星路段)
16：00-凌晨1：00

33 臺中市 大甲區
大甲蔣公路觀光

夜市攤販集中區

大甲區蔣公路段兩側(自順天

路至信義路間路段)
16：0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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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臺中市 北屯區
昌平夜市攤販集

中區

北屯區昌平路一段南側(北平

路四段至東光市場東側)與北

平路四段兩側(柳陽西街至昌

平路一段)

17：00-凌晨2：00

35 臺中市 東區
旱溪夜市攤販集

中區

東區旱溪東路一段與振興路

口

二、四、五、六

18：00-24：00

36 臺中市 中區
中華路觀光夜市

攤販集中區

中區中華路一段、二段、公

園路、大誠街路段及西屯區

大鵬路與長安路二段

16：00-凌晨2：00

37 臺中市 北屯區
太原觀光夜市攤

販集中區

北屯區太原路三段與和順路

口

四-一

16：00-凌晨1：00

38 臺中市 南區
忠孝路觀光夜市

攤販集中區

南區忠孝路兩側(臺中路至國

光路段)
16：00-凌晨2：00

39 臺中市 南區
大慶夜市攤販集

中區

南區建國南路一段靠近東興

路路口
16：00-凌晨2：00

40 彰化縣 鹿港鎮
鹿港果菜市場附

設臨時夜市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南路28號

對面
五

41 彰化縣 田尾鄉 田尾夜市 彰化縣田尾鄉田平段936地號
六

17：00-24：00

42 南投縣 埔里鎮 魚市場夜市 埔里鎮南盛街88號 16：00-23：00

43 雲林縣 斗南鎮 斗南鎮中興夜市 雲林縣斗南鎮明昌中興段
六

17：00-23：00

44 雲林縣 古坑鄉 古坑夜市 雲林縣古坑鄉西平路64號
三

17：00-24：00

45 嘉義市
嘉義市文化路夜

市

自中正路口退縮十公尺處起

至垂楊路口退縮十公尺處

止。各路口紅線區除外

17：00-凌晨6：00

46 臺南市 永康區 中興里夜市 中華二路
一

16:3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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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臺南市 佳里區 佳里傳統夜市 忠仁里與平等街上
周四

16:30-23:30

48 臺南市 新市區 新市傳統夜市 華興街與勝利街
日

16:00-22:00

49 臺南市 永康區 禹帝宮鹽行夜市 鹽行路、鹽洲一街
一

16:00-24:00

50 臺南市 仁德區 後壁厝夜市 德南路
三、六

16:30-23:30

51 臺南市 白河區 長安路夜市 光華路、長安路
二

16:00-23:30

52 臺南市 學甲區 學甲區傳統夜市
天水路、三民路、信義路、

新生路

三

15:00-24:00

53 臺南市 永康區 復華夜市 復國一路交復華三街口 二、五16:00-23:30

54 臺南市 安南區 樺谷夜市 安富街327號
日

16:00-23:30

55 臺南市 安南區 安中傳統夜市 安中路一段702巷
三、六

17:00-24:00

56 臺南市 六甲區 六甲夜市 復興街與建國街
五

16:00-23:30

57 臺南市 北區 鄭仔寮花園夜市
海安路三段與和緯路三段交

叉口

四、六、日

16:00-24:00

58 臺南市 官田區
臺南市官田區隆

田夜市
中山路一段、三民路

六

15:00-24:00

59 臺南市 白河區
臺南市白河區國

泰路夜市
國泰路

日

17:30-23:00

60 臺南市 鹽水區
臺南市鹽水區鹽

水夜市

月津武廟前廣場、金和路、

武廟路和北門路交界處、北

門路至蔦松路口交界處

三

17:00-23:30



序號 縣市 鄉鎮市區 夜市名稱 地址 營業時間

61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二路 新興區中山一路至自立路 17：00-凌晨2：00

62 高雄市 新興區 南華路 新興區中山三路至大同一路 17：00-凌晨2：00

63 高雄市 苓雅區 忠孝二路 苓雅區青年一路至苓雅一路 17：00-凌晨2：00

64 高雄市 苓雅區 興中路 苓雅區興中一路(文橫二路) 17：00-凌晨2：00

65 高雄市 苓雅區 光華二路
苓雅區光華二路(三多二路至

廣西路)
17：00-凌晨2：00

66 高雄市 苓雅區 自強三路
苓雅區自強三路(苓雅二路至

興中二路)
17：00-凌晨2：00

67 高雄市 苓雅區 林靖
苓雅區河南、河北、三多一

路
17：00-24：00

68 高雄市 三民區 喜峰街
三民區喜峰街(哈爾濱街至嫩

江街)
17：00-24：01

69 高雄市 三民區 三民街 三民區中華三路至自強一路 11：00-24：00

70 高雄市 前鎮區 前鎮加油站 前鎮區前鎮里擴建一路 17：00-凌晨2：00

71 高雄市 前鎮區 凱旋青年 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17：00-凌晨2：00

72 高雄市 鹽埕區
第四攤集場(鹽

埕街)
鹽埕區大公路至富野路 10：00-22：00

73 高雄市 茄萣區 興達港 茄萣區興達港大發路上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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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高雄市 梓官區 蚵仔寮
梓官區漁港一路、漁港二路

東側、港九街

例假日

10：00-19：00

75 高雄市 三民區
吉林夜市

美食街

三民區吉林街(十全一路至熱

河一街
15：00-凌晨1：00

76 屏東縣 屏東市 瑞光夜市 屏東市瑞光路三段136號 18：00-凌晨1：00

77 宜蘭縣 冬山鄉 清溝夜市 清溝路之光明路至永興路段 三

78 宜蘭縣 冬山鄉 冬山夜市 中華路至成興路段 六

79 宜蘭縣 羅東鎮 羅東觀光夜市 宜蘭羅東中山公園三周圍 10:00~24:00

80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市東門觀光

夜市
宜蘭市聖後街31號 16:00~24:00

81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東大門夜市 花蓮縣花蓮市重慶路572號 17：00-22：00

82 臺東縣 臺東市 台東觀光夜市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段
四、五、六

17：00-23：00

83 臺東縣 臺東市 四維夜市 台東縣台東市四維路段 每周日

84 金門縣 金沙鎮
2019高粱老街風

獅爺文化季
(暫訂)金沙戲院前廣場

10/19(10:00-20:00)

10/20(10:00-16:00)

85 金門縣 烈嶼鄉 芋頭節 東林複合式運動場 10/26(10:00-21:00)



序號 縣市 鄉鎮市區 夜市名稱 地址 營業時間

86 金門縣 金湖鎮 木棉道創意市集 新市里籃球場
10/26(11:00-19:00)

10/27(11:00-19:00)

87 金門縣 金城鎮 後浦16藝文特區 金城鎮莒光路112號 每日15:00-2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