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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夜市顧客群消費型態與消費動機之研究－以台南花園夜市為例 

 

摘要 

夜市在台灣人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夜市最大的吸引力便是享受那邊走邊

品嚐美食、邊走邊與家人談天說地的樂趣。台南的花園夜市自 2003年起於現址

經營，曾於 2010年獲得觀光局台灣十大特色夜市，2013年為臉書打卡熱點第一

名。為了深入瞭解花園夜市顧客群，本研究以臺南花園夜市為研究場域，透過

文獻探討和實地問卷調查、專訪，瞭解顧客群的消費型態，並分析顧客群的消

費動機。 

研究結果得知花園夜市的消費顧客群中女性比男性略多；年齡層以 30歲以

下的年輕族群為主；近四成為非居住於台南市的觀光客，且多住宿於市區飯店；

多在飲食攤位消費；多使用機車前往夜市；多透過親友推薦方式得知花園夜市。

而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動機受個人特性、產品特性的影響，較不受情境特性

的影響。 

從研究結果中提出觀光夜市經營建議，可多規劃吸引年輕人的攤位與活

動，並推動市區飯店公共運輸方案。 

  

 

 

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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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暗咱相招來去，咱來去來去迺夜市……」閩南語詞曲作家鄭進一於 1991

年創作的〈迺夜市〉歌曲，生動的描述台灣人的庶民文化，夜市在台灣人心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夜市也是國外觀光客到台灣遊玩的首選景點，觀光局為了行

銷夜市，也曾辦理「2010年特色夜市選拔活動」。對於國中生而言，夜市是很棒

的夜生活場所，週末晚間與家人或同學相約逛夜市，更是讓人興奮又期待的活

動，逛夜市最大的吸引力便是享受那邊走邊品嚐美食、邊走邊與家人談天說地

的樂趣，逛完夜市不只讓人脾胃和心靈都得到滿足，也讓人感受到台灣人獨特

的風土民情及人情味。 

說到台南的夜市，首選便是台南著名的觀光聖地──花園夜市，它不僅榮

獲台灣十大特色夜市，更是 2013 年 Facebook 的台灣最熱門打卡點第一名，全

球排名第 12名。具有超高人氣的花園夜市每年吸引眾多人潮，占地約 3000 坪，

擁有約 400 攤類型多元的攤位，除了小吃，也有百貨、娛樂攤位，各攤位高高

掛起的廣告旗幟更成為許多顧客拍照打卡的背景。 

這些對夜市的認識燃起了我們的求知慾望，讓我們想要深入探討花園夜市

到底還有哪些我們未發掘的秘密？像是顧客除了台南人以外還有哪些地方來的

客人、顧客一次消費多少金額、顧客因為哪些原因來到花園夜市……，這些都

讓我們想要更深入探討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型態及消費動機。 

基於此，本研究以花園夜市做為研究場域，調查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型

態與消費動機，透過文獻閱讀、實地訪問、市場調查、資料分析等方式來深入

瞭解這座擁有超高人氣的觀光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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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歸納如下： 

1. 研究花園夜市的歷史與變革。 

2. 調查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型態。 

3. 分析花園夜市顧客群消費動機的影響因素。 

三、研究問題 

本研究的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1. 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型態為何？ 

1-1. 顧客群的性別分布為何？ 

1-2. 顧客群的年齡層分布為何？ 

1-3. 顧客群的居住縣市為何？ 

1-4. 顧客群的停留時間為何？ 

1-5. 顧客群的消費金額為何？ 

1-6. 顧客群的消費攤位類型為何？ 

1-7. 顧客群的交通手段為何？ 

1-8. 顧客群透過哪些管道得知花園夜市？ 

2. 影響花園夜市顧客群消費動機有哪些因素？ 

2-1. 顧客群的消費動機為何？ 

2-2. 顧客群消費時感到困擾的因素有哪些？ 

2-3. 影響顧客群選擇花園夜市的因素有哪些？ 



4 

2-4. 從眾效應是否會影響顧客群的消費動機？ 

2-5. 特定商品是否會影響顧客群的消費動機？ 

2-6. 交通因素是否會影響顧客群的消費動機？ 

2-7. 政府政策是否會影響顧客群的消費動機？ 

貳、文獻探討 

一、夜市的起源 

夜市之形成由來已久，由於早期農業社會交通不便、物資貧乏，村民多半

貧窮，消費能力較低導致固定式的商店稀少，日常生活所需之物資流通便以在

村落間流動陳售之臨時攤販為主。而村民往往因忙於勞動，少有休閒娛樂，商

品項目由單純的日常用品增加了飲食遊樂、藥品等各式各樣的攤位，逐漸成為

台灣民眾生活中之「小型嘉年華」，除了純粹買賣的商業功能之外，更提供民眾

休閒的方式。 

台灣早期的夜市多在廟宇周邊，人潮聚集處小吃便隨之聚集，例如台北華

西街夜市鄰近龍山寺；而古都台南更是夜市重鎮，例如民族路赤崁樓旁廣安宮

前的小吃攤，大天后宮、武廟附近也有不少攤商聚集。 

二、花園夜市概說 

1.基本資訊 

住址：台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 533號(和緯路三段路口) 

營業時間：每週四、六、日 晚間 6：00～深夜 1：00 (雨天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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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歷史沿革 

花園夜市歷史雖不如其他台灣夜市悠久，卻在短時間發展成今日的規模，

成為台南與台灣最知名的夜市之一。 

1983 年 9 月，臺南市中心的民族路夜市遭市府以環境因素為由禁止設攤營

業後，促成臺南市郊區流動型夜市的發展。花園夜市於 1995年創立，最初坐落

於北區育德路與文成二街旁空地，招牌上的全名為鄭子寮花園夜市，租約到期

後曾一度歇業，原業主承租海安路與和緯路口公 19公園預定地，2005年起搬遷

於現址以花園夜市之名重新開幕。挾著面積充足攤位眾多，以及提供免費停車

位，不但造成攤販集體回流，更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為臺南市最大的夜市。 

  2010年花園夜市榮獲觀光局十大特色夜市評審推薦獎；2013年花園夜市

的發展到達巔峰，不僅在台打卡熱度居冠，同時也成為全球熱門打卡地點的第

12名；2015年也在 TVBS 發起的「心目中最受歡迎的夜市」網路票選中得冠。

這些都讓花園夜市成為臺南最具指標性的夜市。 

3.經營環境 

花園夜市為流動夜市，一週內僅四、六、日營業，平日則作為停車場使用。

除夜市用地外，另規劃 2000餘坪的停車場，供機、汽車停靠，並雇請保全於營

業時間管理停車場交通，是吸引人潮的一大特點。 

攤位方面佔地 3000坪，約近 400家攤位，目前規模為臺南市之冠。為了留

住觀光客並拉長停留時間，攤位分成三大區域，除了飲食區外，也設置百貨區、

娛樂區，讓夜市更豐富、多元，俯視導覽圖如圖 1。而攤位為了更吸引顧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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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在攤販上方豎起高高的商家廣告旗幟，旗海飄揚亦構成一大特色。 

 

圖 1   花園夜市俯視導覽圖 

4.經營策略 

花園夜市的經營取向為觀光夜市，經營者希望不只吸引到外地觀光客，更

希望住在外地的台南人回家鄉時也會想到花園夜市來走走逛逛。花園夜市也盡

全力維護周邊環境，於夜市周邊的人行道加設路燈與植栽；全力配合政府的環

保節能減碳政策，參加市政府環保局舉辦的環保夜市競賽，努力減少攤商使用

一次性餐具與保麗龍製品；配合市政府推動雙語政策，於夜市廣播中增設英語

廣播，也邀請攤商加設英文看板。此外也結合政府單位辦理比賽與活動，增加

夜市的知名度，更將收入捐贈復康巴士做公益。 

三、消費動機 

動機是促使消費者想要去購買一項特定產品或服務的因素，而影響消費動

機的主要因素有： 

1.消費者個人特性：個人的過去經驗、人格特質、需求、知覺、態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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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性別、教育程度、生活水準等都會影響購買動機，而年輕型的消費者經常

游移不定。 

2.產品特性：購買該產品可以獲得威望、地位、渴望、快樂、功能等。 

3.情境特性：購買時的情境與消費者所處的情境等皆會影響消費動機。 

本研究中所指稱的消費動機，則是指花園夜市顧客群為滿足個人需求而消

費之因素，包含消費者個人特性(性別、年齡)、產品特性(特定商品)、情境特

性(從眾效應、交通手段、政府政策)。 

四、從眾效應 

從眾消費行為是指消費者在現實生活中，受團體(社會)的購買行為、評價

與意圖所影響，進而改變自身對產品的評價、購買意圖和消費行為。即人們常

根據多數人的選擇做決定，也可能因為多數人的選擇而改變自己原本的決定，

而跟從大眾之思想或行為。當很多人一蜂窩跑去看某個東西，自己原本不感興

趣，但又擔心無法加入大家的話題，於是也是趕流行跑去看，從眾效應就是類

似這種「想跟別人一樣」的經驗或想法，這也被稱為「羊群效應」，因為在羊群

中，只要有幾隻羊動起來，其他的羊就會跟著走。 

陳鉦達、謝安田(2009)的研究指出，女性的規範性從眾傾向明顯較男性為

高；而消費者的教育程度愈高，從眾消費傾向較低。而有研究亦指出青少年團

體也容易受從眾效應影響。因此本研究探討從眾效應是否會影響花園夜市顧客

群的消費動機，及具從眾消費傾向顧客的性別與年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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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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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過程與方法 

1.文獻探討 

首先蒐集與花園夜市相關的書籍與網路資源，閱讀資料後再統整。訪問花

園夜市相關人員，了解花園夜市的經營概況。 

2.擬定問卷 

討論要向花園夜市顧客群調查的內容後擬定問卷，並編製雲端問卷。 

3.實地探訪 

研究者們擇平日(週四)、假日(週六、日)、晚間(19:00～21:00)、深夜(21:00

～23:00)等不同時段探訪花園夜市，以逛夜市的民眾為研究對象，蒐集有效問

卷資料共 80份。 

4.資料統整與分析 

實地探訪後整理問卷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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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型態 

（1） 顧客群的性別：瞭解逛夜市顧客群的性別有沒有差異。 

（2） 顧客群的年齡層：瞭解逛夜市顧客群的年齡是否較為年輕。 

（3） 顧客群的居住縣市：瞭解是否有人大老遠跑來夜市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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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顧客群的停留時間：瞭解逛夜市顧客群會在夜市停留多久。 

（5） 顧客群的消費金額：瞭解逛夜市顧客群每次的消費金額。 

（6） 顧客群的消費攤位類型：瞭解逛夜市顧客群多消費哪些品項。 

（7） 顧客群的交通手段：瞭解逛夜市顧客群以哪一種交通手段抵達。 

（8） 顧客群的得知管道：瞭解逛夜市顧客群如何得知花園夜市。 

2.分析影響花園夜市顧客群消費動機的因素 

（1） 顧客群的消費動機：瞭解逛夜市顧客群前往消費的動機。 

（2） 顧客群消費時困擾因素：瞭解逛夜市顧客群有沒有困擾之處。 

（3） 影響顧客群選擇的因素：瞭解哪些因素會影響顧客群選擇花園夜市。 

（4） 從眾效應對消費動機的影響：瞭解從眾效應對顧客群消費的影響。 

（5） 特定商品對消費動機的影響：瞭解特定商品對顧客群消費的影響。 

（6） 交通因素對消費動機的影響：瞭解交通因素對顧客群消費的影響。 

（7） 政府政策對消費動機的影響：瞭解政府政策對顧客群消費的影響。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蒐集觀光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型態與消費動機，於週

四、週六晚間不同時段至花園夜市隨機抽訪 80 名顧客，共蒐集到 80 份有效資

料。分析問卷資料如下： 

一、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型態 

1.顧客群的性別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女性佔 56%、男性佔 44%，如圖 2，可知花園夜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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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顧客群女性比男性略多。 

 

圖 2 顧客群性別圓餅圖 

2.顧客群的年齡層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18歲以下(含)佔 15%、19~25歲佔 37 %，26~30歲

佔 16%、31~35歲佔 10%、36~40歲佔 7%、41~45歲佔 6%、46~50歲佔 3%、51~55

歲佔 3%、55歲以上佔 3%。由圖 3可知前往花園夜市的消費顧客群以 30歲以下

的年輕族群為主。 

 

圖 3  顧客群年齡層圓餅圖 

3.顧客群的居住縣市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居住在台南市佔 59%、居住在北部地區佔 15%、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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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中部地區佔 14%、居住在南部地區(非台南市)佔 10%、居住在東部地區佔 1%、

居住在離島地區佔 1%。由圖 4可知消費顧客群約四成為外縣市觀光客。 

 

圖 4  顧客群居住縣市圓餅圖 

未居住於台南市的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住宿市區飯店佔 68%、住親友家

佔 21%、當天往返佔 11%，由圖 5可知外縣市消費顧客群中高達七成住宿於市區

飯店。經問卷內容得知飯店位置多位於台南市中西區、北區，距離花園夜市不

遠。 

 

圖 5 外縣市顧客群住宿地點圓餅圖 

4.顧客群的停留時間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停留時間 30分鐘以下(含)佔 22%、停留時間 3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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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1 小時佔 34%、停留時間 1 小時~1 小時半佔 29%、停留時間 1 小時半~2 小時

佔 9%、停留時間 2 小時~2 小時半佔 5%、停留時間 2 小時半~3 小時佔 1%，沒有

停留 3小時以上的顧客。由圖 6可知消費顧客群多在花園夜市停留 1小時以內。 

 

圖 6  顧客群停留時間圓餅圖 

 

5.顧客群的消費金額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消費金額 100 元以下佔 4%、消費金額 101~500 元

佔 54%、消費金額 500~1000 元佔 37%、消費金額 1000~1500 元佔 4%、消費金額

1500以上佔 1%。由圖 7可知顧客群消費金額多在 500元以內。 

 

圖 7  顧客群消費金額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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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顧客群的消費攤位類型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有在飲食類攤位消費有 76人、有在百貨類攤位消

費有 8人、有在娛樂攤位消費有 9人。由圖 8可知顧客群多在飲食攤位消費。 

 

圖 8  顧客群消費類型長條圖 

7.顧客群的交通手段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使用機車佔 54%、使用機車(租借)佔 9%、使用轎

車(私人)佔 20%、使用轎車(租借)佔 4%、搭乘計程車佔 6%、使用腳踏車佔 2%、

步行佔 4%、搭乘公車佔 1%，沒有人使用公共自行車 T-Bike。由圖 9 可知顧客

群多使用機車前往花園夜市，僅約一成三顧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圖 9  顧客群交通手段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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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顧客群得知花園夜市管道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中，因親友推薦而知道花園夜市佔 45%、路過得知花園

夜市佔 30%、因網友分享而知道花園夜市佔 15%、因電視新聞而知道花園夜市佔

6%、因報章雜誌而知道花園夜市佔 4%。由圖 10 可知消費顧客群多透過親友推

薦方式得知花園夜市，約四分之一透過新聞媒體得知花園夜市。 

 

圖 10  顧客群得知花園夜市管道圓餅圖 

二、花園夜市顧客群消費動機的影響因素 

1.顧客群的消費動機 

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群的消費動機中，打發時間有 40人、買特定的東西有 24

人、觀光有 30人、名氣響亮有 7人、網友推薦有 7人、親友推薦有 4人、老顧

客有 6 人、住附近有 14 人。由圖 11 可知顧客群的消費動機是多是打發時間，

其次為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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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顧客群消費動機長條圖 

2.顧客群消費時感到困擾的因素 

花園夜市顧客群在消費時感到困擾的因素中，因沒有可直達的大眾運輸工

具而困擾佔 7%、因停車位難尋而困擾佔 21%、因夜市動線標示不清楚而困擾佔

6%、因不具台南特色而困擾佔 1%、因飲食衛生與地面清潔不佳而困擾佔 6%、因

人潮多而困擾佔 3%、沒有困擾佔 56%。由圖 12可知顧客群多半沒有困擾，但有

兩成的顧客因停車位難尋而困擾。 

 

圖 12  顧客群困擾因素圓餅圖 

3.影響顧客群選擇花園夜市的因素 

影響顧客群選擇花園夜市的因素中，交通利便性有 43人、天氣好壞有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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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度有 24人、政府政策有 2人、攤位類型有 23人、消費金額有 11人、環保

措施有 5 人、人潮多寡有 16 人。由圖 13 可知，交通便利性是影響顧客群選擇

花園夜市的主要原因，而政府政策與環保措施較不影響。 

 

圖 13  影響顧客群消費因素長條圖 

4.從眾效應對消費動機的影響 

花園夜市顧客群中會因為排隊人潮眾多被吸引而排隊購買佔 37%，不會因此

而排隊購買佔 63%。由圖 14可知花園夜市顧客群較無從眾消費傾向。 

 

圖 14  從眾效應的影響圓餅圖 

分析具從眾消費傾向的顧客群，發現女性佔 60%、男性佔 40%，如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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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具從眾消費傾向顧客的性別圓餅圖 

分析具從眾消費傾向的顧客群，發現 18歲以下佔 10%、19~25歲佔 40%、26~30

歲佔 14%、31~35歲佔 13%、41~45歲佔 13%、46~50歲佔 3%，如圖 16。 

 

圖 16  具從眾消費傾向顧客的年齡層圓餅圖 

分析具從眾消費傾向的顧客群中，因從眾效應而購買的品項多為飲食攤

位，如臭豆腐、烤肉串、雞排、滷味、沙威瑪等小吃。 

由此可知，花園夜市具從眾消費傾向顧客群中，以女性、25 歲以下的年輕

族群居多，符合文獻提及女性的規範性從眾傾向較高；而消費品項多為小吃。 

5.特定商品對消費動機的影響 

花園夜市顧客群中，為了買特定的商品而來的顧客群佔 47%、不會的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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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7。由此可知近五成的顧客會受特定商品影響消費動機。 

 

圖 17  特定商品的影響圓餅圖 

分析會購買特定品項的顧客群中，購買的品項多為飲食攤位，如臭豆腐、

烤肉串、沙威瑪等小吃，購買百貨類的則為衣服、飾品。 

 

圖 18  顧客群特定商品購買品項長條圖 

6.交通因素對消費動機的影響 

花園夜市顧客群中，認為前往花園夜市交通便利佔 84%、交通不方便佔 16%。

由圖 19可知，超過八成顧客群認為交通便利，不影響消費動機。而認為交通不

便的顧客群中，原因多為停車位難尋、直達公車太少、與住宿地點太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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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交通因素的影響圓餅圖 

7.政府政策對消費動機的影響 

花園夜市積極配合政府單位辦理雙語廣播、環保夜市、寫生比賽、攝影比

賽等，顧客群中會因此而消費者佔 34%、不會者佔 66%。由圖 20 可知顧客群會

因政府政策而至花園夜市消費人較少。 

 

圖 20  政府政策的影響圓餅圖 

伍、結論 

一、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型態 

花園夜市的消費顧客群中女性比男性略多；年齡層以 30歲以下的年輕族群

為主；近四成為非居住於台南市的觀光客，且多住宿於市區飯店；多在夜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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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1 小時以內；消費金額多在 500 元以內；多在飲食攤位消費；多使用機車前

往夜市，僅約一成三顧客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多透過親友推薦方式得知花園夜

市。 

二、花園夜市顧客群消費動機的影響因素 

顧客群的消費動機是多是打發時間，其次為觀光；交通便利性是影響顧客

群選擇花園夜市的主要原因，超過八成顧客認為交通便利，但有兩成的顧客因

停車位難尋而困擾。花園夜市顧客群較無從眾消費傾向，而具從眾消費傾向顧

客群中，以女性、25 歲以下的年輕族群居多，消費品項多為小吃。近五成的顧

客會受特定商品影響消費動機，購買品項多為小吃；因政府政策而至花園夜市

消費顧客較少。 

由此可知，花園夜市顧客群的消費動機受個人特性、產品特性的影響，較

不受情境特性的影響。 

陸、建議 

一、規劃吸引年輕人的攤位與活動 

研究結果顯示，花園夜市顧客群女性比男性略多，消費金額多低於 500 元，

年齡層以 19~30 歲為主，消費品項以飲食攤位為主，動機多為打發時間，且近

五成透過親友推薦得知花園夜市。建議觀光夜市的經營可以多符合年輕人的需

求，例如設置台南小吃專區，以親民的價格吸引顧客；多運用親友圈的力量於

網路上宣傳，透過年輕人經常接觸的網路媒體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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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動市區飯店公共運輸方案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顧客群中有四成為非居住於台南市的觀光客，且多住

宿於市區飯店；而前往花園夜市的顧客中利用大眾運輸工具僅佔一成三，且有

近兩成對停車位難尋感到困擾。建議觀光夜市可與市區飯店結盟推出市區飯店

觀光夜市接駁巴士，定點接送顧客往返；或推動騎乘公共自行車優惠方案，凡

騎乘公共自行車前往夜市消費可獲得消費折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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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調查問卷 

觀光夜市顧客群消費型態問卷 

您好: 

         花園夜市是南部地區指標性的觀光夜市，每年吸引的人潮眾多。本問

卷目的在了解前來花園夜市消費顧客的消費型態，探討觀光夜市經營的層面。

本問卷填的基本資料不會公開，請安心填寫。您的意見對我們對我們非常重要，

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 

 

1.您的性別: 

          ☐男         ☐女 

2.您的年齡: 

        ☐18歲以下(含) ☐19~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1~55歲 ☐55歲以上 

3.您的居住縣市:  

        ☐台南市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不含台南市) ☐東部地

區  

        ☐離島地區 ☐其他 

 3-2.非居住在台南市的顧客，今晚的住宿地在哪裡？（飯店名稱或區域皆可）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您(預計)在花園夜市停留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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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鐘以下(含) ☐31分鐘~1小時 ☐1小時~1小時半 ☐1小時半~2小時 

   ☐2小時~2小時半  ☐2小時半~3小時 ☐3小時以上 

5. 您(預計)的消費金額: 

   ☐100元以下(含) ☐101~500元 ☐500~1000元 ☐1000~1500元  ☐1500元

以上           

6.您為什麼來花園夜市消費?  

   ☐打發時間      ☐為了買特定的東西     ☐觀光    ☐名氣響亮 

   ☐網友推薦      ☐親友推薦             ☐老顧客  ☐住附近  

7.影響您選擇花園夜市的因素有那些? 

  ☐交通的方便性   ☐天氣好壞    ☐知名度    ☐政府政策    

  ☐攤位類型       ☐消費金額    ☐環保措施(減少使用一次性餐具) 

  ☐人潮多寡 

8.當您在逛夜市時，會因攤位排隊人潮眾多被吸引,而去排隊購買嗎? 

        ☐會         ☐不會 

 8-2.請問您因排隊人潮眾多而被吸引購買的攤位是什麼商品？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是透過什麼管道知道花園夜市的?  

    ☐網友分享 ☐電視新聞 ☐報章雜誌☐路過得知 ☐親友推薦               

    ☐其他_____________ 

10.花園夜市曾經與政府單位合作寫生比賽、攝影比賽、詞曲創作表演晚會、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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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環保夜市等活動，這些與政府單位合作的活動是否會增加您至花園夜市消費

的意願呢？ 

        ☐會         ☐不會 

11.您是透過什麼交通工具來到這的?  

    ☐轎車(租借)   ☐機車   ☐機車(租借) ☐計程車   ☐腳踏車(私人)  

    ☐步行    ☐T-BIKE   ☐公車   ☐轎車(私人) 

12.您覺得前往花園夜市的交通方便嗎? 

        ☐方便         ☐不方便 

 12-2.不方便的地方在哪裡？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您會為了買特定的商品而來到這嗎?  

        ☐會         ☐不會 

 13-2.請問您特地來花園夜市購買的商品是什麼？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您來到花園夜市最常至哪些類型的攤位消費？（可複選） 

☐飲食（小吃、水果、飲料……） 

☐百貨（服飾、手機配件、民生用品、炊事用品、化妝品……） 

☐娛樂（夾娃娃、麻將、打彈珠，射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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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訪問逐字稿 

答：至於你剛剛說的那個交通問題，以交通問題來講的話，以台灣來做夜市的，

花園夜市我們的停車場有第一停車場第二停車場還有周邊有一些腹地也有私人

的收費停車場，以台灣來講我們的停車場比例是比別人的多了，所以說我們的

人潮為什麼會吸引到全台的民眾。還是說返鄉的民眾想要來逛夜市，因為就是

有位置可以停，因為我們有第一停車場和第二停車場是免費的停車場，所以說

以你逛夜市你們大概了解的型態，就是說以停車場我們有保全人員的管理，四

周圍我們也都因該會看到，入口就有保全人員的管理，還有我們周邊的交通管

理，我們都一直以來盡心盡力的維護得很好。因該講說至於你說車流量多的時

候，當然多少會有擁擠的現象，可是我們都在這方面都盡量地加強。比如說我

們在過年過節 逢年過節的時候，我們也都有特別的用交通號誌跟交通局做配合

做宣導，使外鄉的遊客他們會來知道有多了停車場，我們以前都會去借周邊的

有些空地可以運用的，我們借來就是來作為疏導交通的停車的地方。 

問:那你們現在所謂第一 第二的免費停車場大約可以停放多少台車輛,停車的

總數大概是? 

答:應該是因為是流動量所以說有的是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所以說 就是一直在輪剛大約應該可以容納在三四百輛的汽車左右 

那當然機車我們就是也有機車停車的地方停放的地方 

問:那像周邊那些停車場都是他們私人經營的跟花園夜市沒有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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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 那是私人的土地 所以說私人的經營的 

問:那你們會不會跟他們有一些接觸或是有什麼樣的合作? 

答:私人停車場是他們設的私人停車場他們本身在收費 跟花園夜市本身是沒有

關係的 

還有你剛剛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你從外面看表面看當然是吃的東西多 

 飲食的東西會比較多  因為每一個人進去就是一定要有美食小吃  那有美食

小吃那你一定要有  光剛開始我們經營夜市的時候  我們的比例是百貨區一定

要比飲食區多 

怎麼說哩 因為你逛美食區之後你用餐 你不可能一直在飲食區 你一定要有一

個地方可以走 

然後要購買 以前是百貨區我們是 一般最流行最時尚的東西都會在我們的百貨

區 

遊客來就是可以逛 慢慢逛 走夜市有可能可以走兩三個小時逛不完 因為他吃

飽了 吃飽了就是要逛 那逛完了是不是也想要再去吃點東西 就是會再回來飲

食區 所以說一個夜市要形成必須要有 

他們是相輔相成的  就是說一定要有百貨區 一定要有遊樂區 這個場合 有一

些客人 民眾才會留得住 你不可能來這裡吃東西 吃一吃就離開了 那這個場合

就是不會吸引人 一般年輕族群也是 他們想來逛 帶朋友來逛就是要有一兩個

小時 兩三個小時來逛花園夜市 

就是要有這種樂趣阿 所以說如果你全部不做只做飲食區 那就不會有人潮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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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吸引客人了 所以說我們這裡是做到觀光 就是做到國外全球 包括連國

外的客人都會想要來逛的地方 

問:那請問一下現在花園夜市整個的區域 就是剛剛顧問講的有百貨區  飲食區 

跟娛樂區 還有什麼其他的區域嗎? 

答:大致上就是這三種區域當然是種類非常多 

問:那請問這三種區域目前的比例 攤位的比例 跟佔地的比例大概是? 

答:一般像我們這樣的是百貨區是最多的 再來是飲食區 再來才是娛樂區 就是

百貨區大於飲食區大於娛樂區  以一般來規劃是這樣的規劃最正確的 

我們以前就看一些場 都是飲食區比較多 因為那時候百貨區 

像今年百貨區是比較 像現代都是被網路取代 所以說在百貨區這一方面沒有以

前這麼好做 

以前沒有網路的時候真的 百貨區真的是很好做的 

因為你必須要去因為你必須要去夜市購買或是百貨公司 實體商店去購買 

因為夜市他們省下來的店租人事費用 就可以便宜一兩成給客人 所以他的消費

當然就是會選擇在夜市購買 那現在當然是時代會變 一直在改變 所以現在就

是有人可以不出門 就可以購買東西了 都不用去逛 那百貨區根本衣服那些在

網路上都可以買到的 所以說也會慢慢地被取代了  

問:請問那跟其他夜市不同的經營方式 有甚麼不同? 

答:像我們在 99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參與十大夜市的比賽 

問:全台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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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 上台北 獎盃要不要給你們看一下 去十大夜市比賽 因為那個是很難得

的 剛開始的時候就帶著攤商去台北做比賽  

問:是大概在幾年的時候? 

答:這是九十九年 我們就又得獎 十大夜市選拔 我們攤商呀 

問:所以是帶跟攤商一起去現場? 

答:對 是在現場 就是台灣省有十家夜市 那時候是我們國家舉辦的 我們那天

早上  那一天我們幾乎整天沒有睡 因為還要準備東西 然後一大早要到台北做

準備 又要搬一堆東西上去 怕東西宅配會不會有誤 所以我們就提早到 這是我

們現場有去擺的阿美芭樂這是他們現場做  

問:那您是怎麼篩選這些攤位跟您一起去的? 

答:因為那時候也不能太多攤位 所以那時候因為我們比較健康養生 所以我們

會推我們台南的水果  

問:您還記得那時候有甚麼攤位跟您一起上去台北? 

答:就是阿美芭樂 然後我帶主任上去 

問:所以阿美芭樂是我們這裡在地的攤商嗎? 

答:對 在地的 那時候 我們在打夜市知名度 阿美芭樂每一個人來都一定要找

他的芭樂 他的水果每一種都很好吃 所以我們把他綜合成什麼水果都有 而且

現場也沒甚麼人帶水果 所以說我們就選擇帶水果 那我們那天水果也真的是消

得很好 也很多人捧場  

問:那我們攤位有甚麼是特色 台南才有的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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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很多就是採取我們台南的 一些道地的美食小吃 我們台南的美食小吃是最

多的最豐富的 所以幾乎 別的地方有我們這裡都有 別的地方沒有的我們這裡

也都有  有一些都是先會在花園夜市先擺 

問:那別的地方沒有而我們這裡有的是有哪些? 

答:比如說現在他一直在改變一些東西現場的東西 你們應該有逛過吧 我們裡

面有很多很好吃的 都是他們一直在改變 以前沒有的攤位 現在裡面有多了很

多 以前沒有的東西 因為我以前有做過介紹 就是每一攤每一攤跟他們一些宣

傳 現在攤商都已經到了第二代了 有的甚至到第三代了 有的都 6 7 80歲了 第

二代也都 4 50歲了 現在第三代都出來了 其實做夜市是還蠻辛苦的 因為大家

在睡覺休息的時間 他們在做生意阿拚經濟阿 收攤收完後也都三更半夜了 有

時候真的整個晚上 有時候甚至真的要到了早上 才能休息 這些做夜市的辛酸 

一般人沒有做過夜市的 是沒辦法體會想像的到  

問:那您有當初幫那些攤商做的宣傳資料還有可以參考的嗎? 

答:那時候都有拍照 可是拍照 幫攤商像這個都有做宣傳阿 比如說我們都有登

報  

像這個是打卡第一名的時候 全台第一名 全世界第十二名 這個都還有紀錄 全

球最熱門的打卡 這張是全球的第十二名 他有統計  

問:那你們宣傳主要都是 發在哪一部分? 

答:我們的宣傳 以前都是做 就是我們一直在提升 我們的夜市跟別人是不一樣

的 感受到這個夜市的氛圍 很想要來 很想要介紹朋友找朋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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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也有看到環保的部分 合作公益的部分 那你們的經營理念是什麼?為什麼

會讓夜市? 

答:因為我想 在夜市人潮多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就是周邊更要去維護 包

括我們的環境衛生 還有我們的里民 跟鄰近學校去做互動 看有甚麼需要的話 

可以互相配合的或是可以去做回饋的我們都盡力去做 像有一個我們環保節能

減碳比賽 我去參加我們夜市的環保節能 那個是環保署舉辦的 我們也獲得了

優等獎 這個很可貴的 像這個是捐贈復康巴士 像這一個他就是他們 有台北下

來的 他們要考核 就是有台北下來的委員 有兩三個委員下來 然後我們做的比

賽就是配合我們那個衛生局有 我們在現場有啟動一個八大政策 八大政策就一

個配合政府去做的 然後之後才做這個 節能減碳比賽 這個是我們環保局的局

長  

問:那您推動這個政策請攤商配合會不會有甚麼困難?因為這樣可能就是 例如:

少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答:做這些就是我們一定要去實施 一次性的保麗龍還有一次性的竹筷子 我們

就是盡量不要用 減少我們的垃圾量 這是因為人多 那時候如果沒有實施的話  

會製造垃圾 然後這樣實施以來 你看現在我們用的筷子 一般我們一次性的比

較少了 還有保麗龍 現在外面買東西也沒有看到保麗龍了 所以說就是 那次實

施的時候就是最後一次 不能再買保麗龍了 就是用完之後你要去用比較環保的

東西代替了  

問:那攤商你們在篩選的時候會不會跟他們說我們這邊的政策是這樣他們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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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還是說? 

答:我們要去宣傳 我們在現場都一定要做宣傳 去輔導 

問:所以攤家也多半可以配合? 

答:對 一般都可以配合 當然是有少數 那少數我們就是要去溝通 說你在這個

現場會影響到其他人 我們要實施對他們是好的 都有加分的 所以請他們務必

配合 而且我們又是要做一個觀光夜市 一個全球性的 讓外客來看了感覺會不

同 像我們分配那個都是做 等於說第一個配合的 配合度說 當然是我們去說 

像這個雙語 我們那時候都在做宣傳 廣播 我們那時候每天都會廣播  

問:所以有英語的廣播? 

答:對 但那是之前了 可是之後很像沒有再實施了 就沒有再繼續了 那時候就

是每天用 有八句 讓攤商讓遊客聽  

問:所以是搭配市政府的活動? 

答:對 那時候市府賴清德的時代 那時候有在推雙語 他們也是有廣播八句 我

們就把它綠起來 一天就這樣播播播聽聽聽 你如果雙語的話 一般外國客戶來 

他會感覺比較親切 至少講兩句他聽得懂的 他要買什麼東西 他知道他要的東

西可以溝通 還是說他要的甚麼佐料 有以較親切   

問:那這個政策現在沒有了 所以就跟著沒有了嗎? 

答:現在市政府 好像在這個區塊 可能就是沒有在推 沒有積極在推 一般我們

現在像 現在這一代的都差不多 是雙語了 學的東西 也都 像現在都要上英文

課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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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我們這邊外國的觀光客多嗎? 

答:也是蠻多的喔 可是一些觀光客他都有一些我們的台灣人帶的導遊  

問:那你們周邊這些 像海安路現在不是有好幾間飯店 你們會跟他們有合作的

方案嗎? 

答:我們以前就有跟我們台南市的觀光飯店合作 就是我們會有做一本書 讓他

們去 讓客人閱覽 那現在 因為有了網路 現在甚麼網路上就可以搜尋到 所以

說不需要去看 只要手機搜尋就有了 你到任何地方 都一樣啊 來花園夜市你要

哪一攤哪一攤 裡面就要顯示了  

問:那那個網頁是你們有自己經營還是說是 一般 Google? 

答:我們那時候十幾年前有經營過 有經營過一段時間 但那時候想說很像效果

不是特別好 那時候就有幾百攤參與 後來網路上自動搜尋都有了 所以就不需

要了 

問:所以就是用其他顧客的食記 或者是網路上的評價? 

答:對 所以說網紅 花園夜市是最紅的 不需要再網紅了 像我上次那個  

問:外面說你們都沒有在繳稅 那請問? 

答:其實我們是最守規矩的 以夜市來講我們是最守規矩的 因為我們是正派經

營 所以我們一律都是照申報 我們沒有說不繳稅 而且繳稅還是我們繳第一 就

是說以前沒有在開發票 我們現在都 在 104年就開始在實施說 你連夜事都要去

開發票 那他們會誤解 說那是不是我們來買東西就有發票 我們不是百貨公司 

所以說不可能 不可能買高麗菜買什麼不可能去拿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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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攤商的部分 不可能給消費者發票 他們會誤認為是他們買東西就有 比如

說你路邊攤買東西不可能給你發票 因為他課稅的是不同 是有 課稅是課我們 

不是課攤家 但攤家繳稅 也當然是也都要繳 但繳稅不是針對於個別攤家 不是

針對於每一攤每一攤 所以說消費者要去購買東西當然是沒有發票 因為有的東

西才幾十塊 甚至有二十塊三十塊一隻十塊 那個不可能去開發票 所以說他們

會去誤解說 沒有開發票就是逃漏稅 他不曉得這是國家規定的 我們也是按照

國家規定繳稅 就是該申報的要去申報 

問:那這個部分啊 是你們跟攤家要跟 你們這邊付給國家的稅金這之間是不是

有管理費的問題?就是你們會跟攤家在收取管理費的時候 是有包含這個稅金

嗎? 

答:管理費這是有一個制度 因為夜市來講他不是一個生產公司 所以說管理現

場也有我們管理現場的人員在現場 所以我們在現場管理人員 管得是現場的安

全 交通 包括秩序 我們做得不是在現場 我們不是在現場的做的事情 包括說 

我們去做行銷 還是說一些比賽 那個跟攤商是沒有 是他們不曉得的 有一些他

們報章媒體刊登除來 或是說有實際我們在現場辦活動 或者是說辦記者會 他

們會路過才知道其實他們攤商 他們是來做生意 他們不會去了解或是管理公司

你要做甚麼  甚麼樣的活動或是比賽甚麼的 因為比賽 像節能減碳他有一些根

本沒有用油炸的 因為油炸的要有集油煙器 就是要排煙 現在管理就是比較嚴

格 就是說要有排油煙器 以前用油他沒有 我們 104年就開始實施了 就是食用

油要有回收要有 QR Code可以掃 知道你食用油的來源 這樣比較安全比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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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在 104年 我們那時候做節能減碳的那個比賽就已經在實施了 別家夜

市還沒開始我們就有開始在做這個區塊了 你們想要聊解的是不是大致上說 交

通 環境 顧客 遊客 還有消費 還有甚麼嗎? 

問:有打算要發展接駁車嗎? 

答:接駁車喔 倒不需要 因為是一般逛夜市的人潮 都是從各不同地方來的 我

們那個 交通是夜市的時間就有我們的公車到達我們的夜市了  

問:那公車路線是從火車站那邊來的嗎?還是? 

答:對 他有 0路我有點忘記了 現在很少人問了 

問:所以現在的人 都基本上會自己移動到花園夜市來? 

答:他有0左 0右 就是一個走左邊 一個走右邊 大致上就是半個小時有一班 也

還蠻方便的 但坐公車的人是比較少 大部分是像這種年齡才會去坐吧 像比較

高年級的 

問:那觀光客都怎麼移動到花園夜市? 

答:觀光客就 從各不同地方來的啊 因為我們 

問:所以他們通常都自己開車嗎? 

答:對 以我們夜市來講的話 我們這裡的外地來的會比較多 像剛剛弟弟也有提

到說 我們這裡的消費族群 也應該有三分之二都是年輕族群 然後三分之一才

是就家庭 年紀比較大的帶家族出來的 所以一般逛夜市你要吸引年輕族群就是

裡面也要有一些年輕人做生意 像我們百貨區都是年輕人在做生意啊  

問:所以本身勞版的年齡層就比較接近客群的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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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 以前在百貨區 我看他們一些打工的大學生也蠻多的 因為他們自己認為

說他們有能力去創業 也會比較自由 所以說他們會比較想在夜市做生意 應該

年輕人比較容易可以適應 可以比較快 如果老年人去做夜市的生意 以前沒有

做過 現在要去做夜市生意會比較困難  

問：所以百貨區的部分 老闆都比較年輕一點？ 

答：是現在第一代的好像沒有幾個 都是第二代第三代 因為夜市的流動量很快 

又很大 

問：是指攤位的流動量？ 

答：對 這裡生意可以生存的話 可能會再繼續 就是也有一些東西也一直在改變

阿 有一些也一直在沒落 我們也要改變阿 甚至於做夜市的人 做到一半 他也

不想做了 他想要做其他行業 所以說以夜市來講流動量算大  

問:那他們在租用攤位的時候有沒有說一定要租多久還是說你們有不同方式可

以做? 

答:以攤商跟公司的話 我們都是半年 最少要租半年 那攤商在跟有二房東三房

東 那就是他們自己去承租 有的都一個月 因為要一天的那個是不好承租  

問:那篩選攤位的條件? 

答:那是剛開始我們 88年那時候 那時候就有做篩選 要進來夜市擺攤 要實際上

有在做生意 你們在哪邊做 我們都會實際去他們的現場看 因為不能講說你不

會做生意 沒有做過生意 你想進來擺攤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在做生意 一定要

有經驗 然後就是你做的生意合不合乎正常  像有些鄉下的攤販 要來這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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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沒辦法生存 因為你在這裡競爭 所以說你競爭之下你強的就上來 你生意

不好的就被淘汰了 就是以這樣的方式 下去經營 現在也是阿 現在你夜市也有

生意很好的 有的人生意不好 都會有淘汰的現象 

問:那他們是屬於自然淘汰還是你們會有輔導? 

答:剛開始我們是有去篩選 但那是剛開始 後來我們 那是剛開始 剛開始你一

定要去做篩選 你要確實地在做篩選 但後來就是讓它們自然的淘汰 自然的淘

汰是最正確的 就是群眾的 強的就是消費好的就是強的 弱的就自然做不到生

意就淘汰了  

問:請問花園夜市的營業日是四六日 當初是怎麼決定的? 

答:剛開始在育德路是四日 然後營業了一年多吧 我記得隔壁又有一場 他叫合

德 他說他們要經營三六 那時候我們就在想說 ㄟ那我們四日 他三六 都擋在

我們的前一天 那我們在攤商怎麼生活 我們的攤商 前一天都被擋住了 要怎麼

生活 我們那時候才決定說 那我們在加一天 所以再加禮拜六 那加禮拜六的時

候 那時候也遇到很多 瓶頸問題 可我們不得不要這樣做 瓶頸 問題就是說對

方有來嗆來嗆聲 叫我們不能做 我又想說 都是要生存 攤商你不能  你要給攤

商做生意一定要這麼做啊不然兩天都被搶在前面做 生意就在隔壁而已 對攤商

也不好交代 所以說那時候就再多加一天 不然以夜市的型態都兩天而已 後來

我們做了之後 大東才 那塊地我們有去看 那塊地就是我們感覺比較是市區生

意 比較小 但我們的方向就是要停車方便可以吸引到外地的  

問:所以你們一開始的經營取向就是外地的觀光型的 外地人可以來的夜市?就



附件-16 

不是在地的顧客? 

答:對 就是你要做到說全球性的觀光 你必須要去帶動到 帶動到這是你現場阿 

還有周邊阿停車都是要去考慮到的  

問:那像攤位管理例如租金那些的? 

答: 我剛剛有說 我們管理是現場管理 當然是會有一些現場管理的規定 規定

我們會在六個月的 我們有一個 

問:所以是六個月簽一次?還是? 

答:是六個月 我們沒有簽約 我們就是給他權力而已 我們的規定有很多 就是

裡面 其實也沒有很多 這個遵守就好了 注意事項這些 這個管理都是我們跟攤

商溝通 我們 

問:你們從育德路搬來這裡多久了? 

答:十三四年了,在育德路十四年，在育德路六年，那邊八十四年到九十四年，

然後誒，九十四年搬到這邊也有，應該...有 20年了。 

答：像我們那時候我們做這個洗手間 然後我們那時候還有留流動廁所，還在旁

邊，後來後來有做一個 

答：你看像這個是那時候票選第一的，然後就配合台南市政府觀光局，他們那

時候一二十個人，都在頂樓拍空拍，就是整個下午都在上面空拍，這人欸我是

在這個，我跟局長在一起用手機螢幕點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