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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攤販管理理論形成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攤販定義及種類 

 攤販按字義解釋，「攤」是將物品以手鋪物使開，「販」是買賣物品，攤販原意是

指將物品攤開放在地上作買賣之市井小民，在國內學者對攤販定義有採廣義及狹義解

譯，廣義者認為不論有照、無照、臨時、流動、固定者皆是；狹義認為攤販為小商品生

產交換者，是自僱勞力的個體，為市場生產或將產品或勞務在市場商品化之非正式經

濟，其所謂非正式攤販是旨在非法定的營業地區，不納稅，逃避主管機關監督考核，自

行擺設攤位營業，販賣勞務利益者，其經營方式以家庭勞動力為主，配合不在勞動法規

保護範圍內的僱傭關係；其所稱攤販特點有下列兩項： 

一、絕大部分為無照非法營業（在國家法令限制之外）。 

二、絕大部分為家庭勞力為主，包括每日在固定時間地點營業之固定攤販及不固定時間

地點營業之流動攤販，但不包括市場內營業之攤商。凡在公司行號或公民營市場以

外，不問其是否合法，不具店舖型態，言皆以固定、流動攤位或肩挑、手推或以機

動車輛從事銷售貨物或提供勞務，以賺取利益者。攤販在國際勞工組織稱為一種小

資本、低技術，一種不足資本累積形成，但不一定是低產出、低收入之經濟活動。 

 攤販定義如依據臺北市攤販管理規則第 3條定義為「本規則所稱之攤販，係指市

場以外之攤販」，單純的以市場營業地點為劃分依據，將市場外道路上營業者稱為攤販

（市場內營業者一般稱為攤商）。臺北市攤販管自治條例草案第 3條定義為「本自治條

例所稱攤販，指於戶外公共場所或公、私有土地，以肩挑負販、機動車輛或設攤營業者。

但銷售公益彩券、經政府機關邀請展售產品或市政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權責設攤營

業者，不在此限⋯⋯」。中央經濟部所訂「攤販條例草案」第 3條定義為「攤販係指於

戶外公共場所或公、私有土地，以肩挑負販、機動車輛或設攤營業者。但銷售公益彩券，

不在此限⋯⋯」。不論中央及地方條例草案將攤販定義為戶外公共場所或公、私有土地，

以肩挑負販、機動車輛或設攤營業者，但不包括銷售公益彩券者，已將機動車輛設攤營

業者視同攤販管理，將攤販定義擴大，不再僅限於肩挑負販設攤營業者。 

攤販之間最明顯之分別是其是否流動性，以固定及流動與否分為： 

一、固定攤販：在一定時間、地點販賣商品，有零星之各攤，大多位於巷口，亦有聚集

數百攤之攤販集中場。 

二、趕集式攤販：在一定場所、時間，從事商品販售者，此類攤販活動大都屬週期性，

此類攤販大部分為合法攤販，利用自備電源營業（亦有向住戶借用），有一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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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一周一次固定於同一地點。 

三、流動攤販：指沒有一固定地點、時間營業，因其流動性高管理不易，此種攤販亦為

不合法攤販。 

攤販下列營業型態多樣化，可反應出該地區特色： 

一、商品背在身上或拿在手上或提在籃子中，在各種公共場合，或沿街巡迴銷售，甚或

在有紅綠燈十字路口販售，此類攤販銷售種類不多，但皆以輕便為主，例如賣口香

糖、玉蘭花等；因數量少，攜帶方便，流動性高。 

二、商品放在籃子、紙箱、塑膠箱等容器中，陳列一固定地點販售，以輕便處理之食品，

例如水果、乾貨等。 

三、商品陳列走道上的布巾、塑膠布商銷售，此為典型地攤，警察來取締立刻將布巾、

塑膠布收起，機動性高，忠孝東路四段太平洋百貨公司附近攤販多屬之。 

四、商品放在手推車或腳踏車上沿街叫賣販售，通常以鄉土性特產為主，例如入夜後再

住宅區賣肉粽之攤販。 

五、商品放在攤架上，並具備攤棚及桌椅，做定點銷售，例如檳榔攤、水果攤，飲食攤，

此種攤販對市容及交通、衛生影響最大。 

六、商品擺放或懸在騎樓或人行道上銷售，例如販受書報雜誌、攝影作品等，在火車站

南陽街、重慶南路多屬之。 

七、商品放在機車或小貨車，或單一或成群結隊做流動性販售，亦稱為「機動攤販」此

類攤販因要購置機動車故成本高，但流動性亦高，是具有現代化設施及規模經營之

攤販，例如販售便當及咖啡、冷飲，此類攤販如有效管理，如營業結束後將攤車駛

離，將環境打掃清潔，對營業地點影響不大，如有效規劃改善一般攤販缺點，形成

地區特色（謝英俊，1998：11-12）。 

 攤販營業種類以飲食攤最多，其次為成衣、百貨攤販此類攤販大多在夜間營業，

例如華西街、饒河街夜市，是臺北市是著名之市民夜間逛街宵夜場所；白天營業攤販則

販售蔬菜及水果最多，有如一般菜市場（見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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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北市攤販營業種類 

通

俗

名

稱 

細   

類 

           目前攤販營業種類對照表 

 

 

生鮮

肉類 

畜肉、禽肉、猪肉、肉類、牛肉、獸肉、獸肉類、獸肉魚蝦、獸肉兼百貨、

猪肉商、肉、肉鋪香腸、猪腸、腸、牛肉、山產、家禽、雞鴨、雞、雞禽、

鴨、雞鴨肉、雞鴨魚、雞鴨魚肉、蔬菜魚雞鴨、雞魚肉菜、蛇肉、蛇 

生鮮

魚介

類 

魚蝦貝類、水產、生蚵、魚蝦、海鮮、魚類、魚肉、魚、生鮮魚貨、鮮魚、

魚攤、魚販、魚業、魚蝦、魚蝦貝類、魚介、蛤蜆、海產、魚蝦兼成衣、

魚蝦兼百貨、海產.雜貨 

生  

鮮蔬

菜 

蔬菜、蔬菜類、果菜、青菜、菜、菜業、賣菜、水果菜、蔬菜水果、蔬果、

果蔬、果菜類、果菜、果菜小麥草、果菜兼成衣、果菜兼百貨、竹筍、豆

芽、豆類 

生鮮

水果 

水果、水果店、水果類、甘蔗 

米糧 糧食、米 

花卉 花卉、鮮花、花、花類 

生

鮮

品 

檳榔 檳榔 

 

食品 

食品、肉鬆、醬菜、醬菜.雜貨、零食、麵包、西點麵包、臘肉、臘肉店、

滷味、滷菜、熟食、醬肉、成食、雜菜、什菜、糖果餅乾、糖果餅干、糖

果、糖果類、糖、餅乾、餅干、冰塊 

食  

品 

 

 

雜貨 

雜貨、雜貨食品、花生、花生水果、香煙、香煙糖果、香煙書報、香煙檳

榔、獎券香煙、菸、麵條、肉丸、年糕、豆腐、豆干、雞蛋、蛋、蛋類、

蛋兼成衣、肉食、魚丸、魚丸店、魚丸醬菜、蒜頭、茶葉大蒜精、茶、農

產品、農產、雜貨水果、什貨、糕.粿類、糕點、糕類、雜貨（餅）、芋糕、

年糕、粿食麻糬、粿、乾米粉、甘米粉、青草、香燭、金紙、香火、香紙、

香燭餅干 

成衣

被服

及布 

成衣、服飾、毛巾、布、布商、服裝、服飾成衣、百貨成衣、成衣鞋子、

百貨服飾、衣飾、衣服、內衣、寢具、蚊帳、棉被、地毯 

鞋類 鞋、膠鞋、鞋子、鞋.衣服、布鞋、皮鞋、靴類、木屐、拖鞋、鞋 

飾品

隨身

用品 

百貨、手工藝品、紀念品、皮包、皮件、日用品、百貨日用品、百貨水果、

裝飾品、飾品、帽子、藝品珠寶、襪子、紀念品、手工藝、手工藝品、手

工藝皮貨、皮革、皮帶、皮貨、皮件、皮箱、皮包 

五金 陶瓷五金、五金、煙具、瓶子、舊酒瓶、皿器、塑膠品、塑膠袋、磅秤 

電器

電腦 

 

錄音

帶類 

錄音帶、唱片 

化粧

用品 

化妝品、化妝品衣飾 

百  

貨 

藥品 草藥、藥材、藥、藥.日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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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俗

名

稱 

細   

類 

           目前攤販營業種類對照表 

 

運動

用品 

樂器、音樂、自行車、腳踏車 

玩具 玩具、皮球 

書報

雜誌 

書報、鋼筆、文具、圖書文具、文具書報、書類、書籍、書攤、圖書 

鐘錶 鐘錶、手錶、錶 

眼鏡 眼鏡 

首飾 首飾、藝品珠寶、珠寶、銀樓、飾金.銀樓 

儀器 體溫計、溫度計、望遠鏡、血壓計、體重計 

字畫 國畫 

 

玉器 玉器 

小吃

類 

飲食、麵食、麵、麵類、麵攤、豆花、素食、素菜、小吃、早點、燒餅、

油條、小籠包、包子、饅頭、粽子、肉粽、臭豆腐、烤蕃薯、魷魚、壽司、

煎餅、餅、餅類、烤雞肉、滷肉、香腸、燒臘、燒腊、燒腊食品、燒雞鴨、

燒雞、燒鴨、蛇店 

美  

食 

飲料

類 

小麥汁、冰、冰水、冰果、冷飲、熱飲、冷熱飲、飲料、飲料養樂多、果

汁、甘蔗汁、豆漿、 

修理

服務 

修鎖、修鞋、修皮鞋、修錶、鐘錶維修、修打火機、修鋼筆、修車、修自

行車、補鞋、修擦鞋、 

其他

服務 

刻印、擦鞋、擦皮鞋、織補、鎖鑰、鎖匙、相命、估衣、照像、刻印彩券、

傷骨科、拳師 

服  

務 

娛樂 彈珠台、電動玩具馬、獎券、彈珠類 

資料來源：臺北市市場管理處（93.12.31） 

第二節 攤販管理政策形成 

壹、問題分析 

          公共政策乃為解決政策問題而制定，而政策問題則來自被政府接納認為事關民眾

權益，必須納入政策議程的公共問題。所謂公共問題是指不特定的多數人覺得其希望

的價值、目標或情況，與實際獲得的價值、目標或情況之間存著明顯的差距，因此經

由各種方式，將其希望情況與實際情形縮短差距的要求，公諸大眾，爭取同情，引起

政府機關注意，並謀求解決的一種情況。「攤販問題」民眾希望攤販營業時按照規定

時間、地點營業，營業時遵守各項規定，營業結束後將攤架移走，不妨礙車輛通行，

保持環境衛生，這才是民眾心目中希望的攤販，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攤販營業不但

妨礙交通，公共衛生，且不斷擴大營業面積，影響住家安寧，因此民眾利用輿論與民

意代表之力量要求政府重視攤販所產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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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政策學者認為大多數政策問題具有（一）相依性（二）衝突性（三）主觀性

（四）人為性（五）動態性（時限性）（七）歷史性等特質。對政策問題之形成與解

決，提出其政策分析架構（見圖三）；從該圖中即可了解，政策分析過程係由五項政

策相關資訊－政策問題、備選方案、政策行動、政策結果及政策績效，以六項分析方

法－問題認定、預測、推介、監測、評估及實際推論所組成，彼此之間相輔相成，是

屬於一種變遷動態過程。任何一項公共問題形成後，行政機關並須遵循：問題診斷認

定、預測分析、提出備選方案、決策分析、採取政策行動、付諸執行、產出政策結果

之理性分析過程，進行規劃與執行，並於政策結果產出後，透過政策評估方式，以了

解該項公共問題是否圓滿解決或滿足市民需求。該理性分析過程之每一階段皆有一歸

到可資遵循如未能依此而行，勢必影響其結果。（蘇進雄，19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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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制定者，最感到困擾的是如何正確的解決問題，同一個問題由於瞭解及關

政策問題 

POLICY 

PROBLEMS

政策績效 
POLICY 

PERFORMANC

政策備選方案 
POLICY 

ALTERNATIVES 

政策結果 
POLICY 

OUTCOMES 

政策行動 
POLICY 

ACTIONS 

問題認定 
Problem 

Structurin

實際推動

epractical
inference

預測

Forecasting 

評估 
Evaluation

監測 
Monitoring 

推介 
Recommencation 

圖 2-3政策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轉引自柯三吉（1993，6），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論

叢，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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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程度不同，解決的方式也不同。攤販問題對政策的制定者，包含下列幾個概念：攤

販問題如何產生、它何以被民眾關切為問題、那些人認為它是一問題、執行政策的人

對政策本身有何意見、對解決問題所需預算多少。對現存攤販問題是否隱含著較大或

較深的問題（如利益團體壓力）隱藏其中，如果有，如何對攤販問題解決。對攤販問

題的理解，在直覺上顯然隱含著可解決的特定範圍，例如攤販問題可與失業問題來界

定，解決失業問題亦可解決攤販問題，當失業人口增加時，街道上的攤販數目必然增

加。 

臺大教授陳德禹（1994：5）在其所著「問題分析與決策」敘述問題解決的過程

中，曾謂必須對複雜的現實情況與過程加以不斷詮釋及界定，經現存問題去發現解決

辦法。問題發生與解決充滿了各種不同的變數，因此依照問題界定所需的各個變數，

此變數量可以在定義中加以確定，也可以不確定，如此問題界定是開放的。依照每一

變數的嚴謹性，問題變數本身是可以是已知，也可以是未知或者說是可以計量。一般

的問題界定，就可依這兩種方法加以分類。將以上兩種區別問題的方法加以整合，而

成四個基本問題型態： 

一、單純問題：指問題本身能被全然了解，而可以用有限的變數加以界定。一個問題被

視為單純，與解決問題的辦法之難易度沒有關係。單純問題的界定重點，不在於是否

夠精明，而是變數量的限定與變數質的可計量性。 

二、混合問題：是對問題的部分而非全然地了解，它使用不特定的，而可以計量的變數

來界定；亦即是由二個或多個單純問題所組成，但尚有不確定部分。 

三、複雜問題：看來像單純問題，其實不然，其界定由特定的變數量，但是變數不可計

量的比可計量的為多。 

四、共變問題：是所有問題中，最不嚴謹的，它的界定靠著非特殊的變數量，以及不可

計量的變數量。 

    事實上揭四型問題代表四個嚴謹的程度，從十分嚴謹的單純問題，到最不嚴謹的

共變問題。攤販問題按照上面的分類也可被界定為四個基本型態，而每一個不同型

態，可以有以下定義： 

一、視為單純問題：攤販問題與失業問題相同。 

二、視為混合問題：攤販在道路上營業，因此解決交通問題必須解決攤販問題；另外攤

販問題與環境，衛生問題亦相關連。 

三、視為複雜問題：攤販問題影響市民生活品質，臺北市邁向 21 世紀國際化大都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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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力。 

四、視為共變問題：攤販問題亦可指為利益團體與公權力及現行法規的挑戰。 

問題界定，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部分，政策的擬訂者要強迫自己去界定問題以便擬

訂出合宜的解決問題方法。針對不同問題去擬訂不同策略，否則政策無法執行或執行

後無法解決問題。例如堅持興建公有市場或攤販臨時集中場安置攤販是解決攤販問題

的方法，視攤販問題是單純交通及失業問題（攤販集中營業以避免影響交通），而不

考慮其他變數，執行結果攤販進入市場營業後，市場為又產生一批新攤販包圍市場，

市場內攤商被市場外攤販搶走生意，又跑到市場外當攤販，不但沒有解決攤販問題，

反而產生更多的攤販問題；又必須浪費更多的社會資源（包括人力，物力，金錢）解

決新增加之攤販問題。（陳德禹，1995：5）。因此，對問題產生原因及背景，必須詳

細評估，擬定可行之解決問題方法，才能解決問題。 

貳、攤販管理政策理論 

臺北市正邁向國際化大都，在街道上到處都可以看到攤販營業，受到輿論指責，

道路是公共財，被攤販佔據營業，不繳稅及使用費，衛道人士以「使用者」付費原則，

要求政府對攤販收取使用費，訂定「臺北市攤販場地費及管理費徵收要點」，送市議

會審議，但市議會認為攤販為弱勢族群，為何要收費，而將「臺北市攤販場地費及管

理費徵收要點」退回市政府。要對攤販收取費用，首先要對道路上營業之攤販合法化，

合法化攤販由政府登列姓名，地址等基本資料，於是攤販可以在將原本在提供行人道

路營業，(甚至可封閉道路)，但事實上依據調查攤販大都是青壯人士，本可投入其他

行業，但攤販回獲利較快且多，使攤販無轉業意願，政府在制定攤販政策時，究竟是

要將攤販取締，或就地合法納入管理，如果依照市議員認知攤販為弱勢族群，如果予

以取締，是否合乎政府施政本意。如果就地合法化，無非是剝奪一般市民行的權利，

是否合乎公平正義原則。 

臺北市政府以往為解決道路上之攤販問題，興建公有零售市場安置道路上之攤

販，但一處公有零售市場興建，土地及建築成本動輒上億，市場興建完成後道路上攤

販進入市場營業後，原安置攤販地點又產生一批新攤販取代原有攤販，道路上攤販不

必繳租金及稅捐（市場內攤商要繳租金及稅捐），市場內攤商販售物品比道路上攤販

價格要高，消費者向攤販購物，市場內攤商營業無法與道路上攤販相比；又遷出市場

在道路上設攤，市場內空攤日增，造成政府投資浪費。因此，目前市政府之政策，不

再興建市場安置，而將道路商攤販規劃整理，有秩序營業，不准新攤販增加。這種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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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公有零售市場之政策，即為不作為之政策。政府制定政策並擬定計畫，政府計畫

應包括：長程目標及近程目的，而政策是計畫的重要成分，政府的重要活動，即為公

共政策，陳水扁市長任內擬定之「攤販輔導方案」，為攤販政策一種，分為長期計畫

與短期計畫，為攤販政策一種。公共政策係指牽涉到大量人力、資源的政府決策，或

關係到許多人利益的政府決策。公共政策是政府對整個社會的價值做權威性的分配。

這裡所指的「價值」，包括：社會上一般人認為有價值，想得到的有形或無形的東西，

如權力、財富、技能、知識、安全與聲望等（周曼琳，2002：26）興建公有零售市場

成本上億，安置道路上之攤販，平均每位安置攤販成本約 100 萬元
8，在道路上興建

攤販集中場（道路原規劃目的共行人通行），阻礙車與行人通行，在經濟學上稱為外

部成本，涉及社會資源重分配，而攤販為無本生意，這種社會資源重分配，須訴諸民

意。 

公共政策的執行在確保大多數市民的利益，公務員所要求的，是一種簡單可操作

的公共利益的表達，可使他們在合法及理性的思維上做出合乎道德的抉擇，本研究中

認為這一概念可應用哲學家羅爾斯(John Rawls)所提出正義理論來加以闡述，羅爾斯

認為公共利益可以下列兩項原則應用，「(1)每個人皆有平等權利享有與他人類似之最

大範圍的基本自由權；(2)社會與經濟不平等的狀況，是由於其符合以下兩個條件：

第一，可合理預期它符合每個人的利益；第二，這類不平等伴隨著地位與職務開放給

所有人。」但此原則以第一原則位階較高，第二原則必需符合第一原則，此兩項原則

必須導向以下的結論：「財富、權威和社會機會的不平等」是只有當它們對每個人提

出補償，特別是社會上最貧困的成員，如此才稱得上是正義。這些原則不認為某些人

的困苦可因總體更大的善而獲得抵銷，而將此制度正當化。這樣的制度或許有益，但

犧牲某些人使其他人更加富裕的作法不算正義。（轉引自蕭全政等,2003：786） 

攤販管理工作如將攤販視為弱勢族群，政府給予補助必須制度化，法制化，但因

而使其他人受到損失，不算公平正義，但亦要對相對受到損失之人予以合理補償，才

算正義。 

攤販管理政策不是「糧食代卷」(management ain’t food stamps)，當此政策

推行並不是推動攤販之福利政策，而是在解決攤販在整個社會中產生之問題，而將損

害減至最底，攤販被視為「都市之瘤」，市民又愛又恨，愈年輕之公務員在政府組織

中階級愈低，在公共政策擬訂時，愈能將公平正義理念放入擬訂政策中，但政策決定

                                                 
8民國 78 年市政府在北投興建吉利市場安置尊賢街一百位攤販，每位攤販安置成本約為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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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往往是高層公務人員(政務人員)，考慮議會或利益團體壓力，不能將公平正義之

理念融入決策中；但決策者在進行決定時想想自己的決策，會對市民帶來什麼好處或

受到什麼傷害，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叁、民意在政策制定過程的角色 

貝斯特（Best）將政策制定過程劃分成四個階段。第一是問題的認知和接受階段；

第二是政策方案與決定標準之界定階段；第三是決定階段；第四是執行決策階段。並

探討民意在這四階段所扮演的角色，及強調民意是否有影響力。對於影響力之多寡，

貝斯特（Best）認為須視各種影響因素之動員互動的結果而定，且針對不同之政策又

各有不同政策又各有不同的影響結果，也就是說貝斯特（Best）是從權變的角度來看

此問題，並未肯定地說明民意具何影響力。 

貝斯特（Best）認為民意在第一階段所扮演的主要功能，是提出一些問題以促使

決策注意，並指出其重要之主張，是種要求議程設置的功能，扮演著需求和促其發生

的角色。第二階段：政府在從事政策方案之設計時，應了解人民所提供的資訊和民意

的動向，於從事方案標準之衡量時，除須考慮技術及經濟可行性外，尤要考慮政治可

行性，即民意的支持度，而此難免會出現各種不同民意競爭現象。故民意在此階段不

僅扮演引導與支持角色，亦扮演競爭之角色。第三階段：政府面對所存在的問題，若

僅停留在政策方案之設計與衡量，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故民意雖可能尚存在衝突與競

爭，但均希望且會壓迫政府去作決定，制定解決問題的方案，俾使採取行動。在此階

段，民意實扮演著競爭與壓迫的角色。第四階段：政府制定了政策而付諸執行時，特

定人民是其執行的標的團體，民意乃扮演著順從角色。但人民順從有兩種情形，一是

正面支持的順從，除支持外，尚有為該政策作宣導、説明之功能；一是負面支持的順

從，除抵制或反對外，尚有要求修正政策之功能。（周曼琳，2002：27） 

要探討民意是如何影響公共政策，及具有多少影響力等問題，就不可不瞭解民意

的特質。因民意性質是難於瞭解與掌握的，影響民意特質之因素甚多，經整理歸納，

約可分為四類：首先不論是透過何種管道而流通於社會的資訊，對人民而言，多少有

些真、偽難辦之情事，而有些資訊是經壟斷或捏造的結果，有些本質上是複雜專業的，

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均使人民難於理解其正確性。因此，當人民根據其所穫取的資訊，

從而形成其態度和意見時，常因難於辨其真、偽，或時有修正、矛盾資訊之產生，使

民意每出現變動、矛盾、冷漠的特質。不過，在假設資訊不變情況下，當人民之經驗

或信仰愈長期地持續或愈根深蒂固，則其意見之變動現象就愈趨降低。反之，對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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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問題，因無很強的主觀，則其意見即易於變動。換言之，民意對一些問題在短期間

內會產生曲折異動之現象，但對另些問題其變動率則非常低。其次，從民意是否積極

表現出來看，具有顯性與隱性，當人民積極透過某些管道表現出來，則是顯性意見；

反之，未將意見表顯出來為隱性意見。第三，民意具有共識和衝突性，當多數人民對

某些問題的觀點持有相近或幾乎一致的看法，則可視為具有共識性的民意。第四，民

意具有理性及非理性特質。對某些問題，有些人民之意見是經過深思熟慮方形成，謂

之理性民意，有些民意則受主觀偏見或缺乏民意具有下受外在情緒或不正確資訊之影

響而形成，謂之非理性民意。因民意具有上述之特質，政府在制定政策時，為掌握確

實民意，則以民意調查來掌握民意。 

在大眾高度参與及政權正規運作之民主國家，政府從事政策之制定，是無法不考

慮民意之動向的，民意調查嚴格說來，以上提出的四種民意對公共政策決策形成影響

的途徑較具菁英特性，也就是說只能反映社會裡中上階層的民意，不見得能充分表達

全體民眾的看法，如果要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要透過民意調查。而社會科學學者之

所以利用科學化的精確方法測量民眾意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彌補民意不確定性的

特質。民意調查提供科學化的管道來反應眾人對公共議題的「立場」，其結果可供政

府據以制定政策，除了這項事前的評估工作，尚可藉由「滿意度」的調查來瞭解政策

實施後民眾對施政表現的反應，由民眾來評估政策方向的正確性、合理性、是否符合

期望、能否解決問題等，把調查結果用來做為追求進步、甚至修改既定決策的憑據。

如果民意調查機構都能做到去除政治色彩、力求中立，以民意調查來獲知民意，其代

表性應最充足。（周曼琳，2002：29-30） 

攤販問題，長久以來影響市民生活作息，及市容、交通，衛道人士希望政府強力

取締，但一般市民卻喜愛向攤販購物，常有市民向報社投書，希望市政府取締自家門

前攤販，在民主國家每位攤販都掌握一張選票，如果連同攤販家屬，選票更多，因此

當市政府強力取締時，民意代表又出面表示關切，認為攤販為弱勢團體，希望市政府

在道路上劃定範圍，允許攤販定時定點營業，每當市政府在道路上規劃攤販集中場安

置攤販時，攤販集中場道路兩側住戶店家強烈反對在自家門前規劃攤販集中場，政策

又迫停擺，如果在人潮稀少地區規劃攤販集中場安置攤販，因無生意，攤販亦無意願

前往營業9
。陳水扁市長上任後採「市民主義」一切施政要以民意為依規，在臺北市

                                                 
9民國 71 年市政府計劃在公館圓環附近民族國中後牆向到規劃攤販集中場，安置東南亞戲院前攤販，但

攤販均不願前望該集中場營業，因為沒有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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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處攤販集中區對附近住戶做問捲調查，以作為規劃攤販集中場之依據，馬英九市

長亦指使規劃攤販集中場及整修攤販集中場時要附近住戶参與，多聽聽住戶意見，於

修正臺北市攤販管理規則為臺北市攤販管理自治條例時，曾舉辦四次公聽會，聽取民

眾意見，在自治條例草案中增列規劃攤販集中場要組成小組審查，小組成員要包括附

近住戶；不論民意調查或公聽會、社區及市民参與，在政策形成之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但以民意調查最能掌握民意。 

 肆、外部經濟理論基礎 

人類社會是典型的群體生活模式，在這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充滿了各種互動文換

關係，這些關係分為有形及無形，有形的諸如物權的移轉如生產物品、提供買賣交易

等，無形的如情感的溝通等等，這些共同建構出整個社會的脈動。事實上這些互動關

係所隱含的便是各取所需的經濟行為。例如水泥工廠的老板召募員工開挖山坡地生產

水泥，再將之販售於市場上以獲取利潤，常人捐款給慈善機構，以求取福保等等，皆

有其自利的動機在內。 

在本研究中，如以廠商行為為探討分析依據，一般而言廠商乃根據其產品在市場

的價格溪定其給量，價格高其供給量便大，市場價格低則減少市場供應量，因此形成

市場供給曲線，若以二度空間座標圖來表示市場依需情形話，圖一中縱軸以 p表示市

場價格，向上價格為止，橫軸以 Q表示市場產品交易量，向右交易量為止，圖中的 S

線即為廠商的供給曲線，消費者在面對商品時同樣以其價格決定其購買數量，價格低

購買量多，價格高其購買量則少，因此構成市場的需求曲線，圖中的 D即為消費的需

求曲線。當 S與 D兩條線相交時便決定了均衡的市場價格 P0 及市場交易 Q0。 

 
圖 2-4 ：市場供給需求均衡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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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廠商的供給曲線時，必需注意到其位置的高低取決於該廠商生產該產品的

成本，迢些包含工資、原料費用。廠房機具折舊費用、管理費等倘使廠商的成本己充

分反應所在生產過程中之成本則圖中均衡點 E0 點即為市場的柏拉圖最適境界

（pareto efficiency），此時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效率達到最高，任何一方要提升其

效用的同時必須透過降低對方的效用使可能完成，沒有多餘的空間來汲取額外的利

益，此正是一般社會所追求的目標。 

在探討攤販的經濟活動時，必需討論所謂的外部經濟理論，即市場裡交易的雙方

在議價的過程中，對於影響第三者的效果並未計入整個交易體係中，即市場中亞當史

蜜斯(Adam Smith)所說的看不見的手(an invisible hand)價格機能，在市場的運作

遛程中所無法納入考量的部分。例如前面提到的水泥工廠，他在計算成本時並沒有將

工廠排放黑煙、破壞生態環境的成本納入考量，因此其計算的成本偏低，這一例的外

部經濟所指的是外部不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cs)或程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當然並不是所有的外部經濟都是負面不利的，例如鄰家花園種滿美豔香撲的

花卉，讓你每天心曠神怡、生活品質提升、工作活力十足，但你不需支付任何費用或

提供肥料助長花卉生長，你鄰居所應得的利益不足，這就是所謂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ics)或稱外部利益(external benefits)。從上面的分析中不難比較發現，本

研究所討論的攤販問題由於其妨礙交通、製造環境污染及衛生問題、免營業租金稅金

等因素，自應屬探討外部成本的範疇。 

 對於具有外部成本的廠商而言，其生產成本必低於實際成本，在圖二中，具有外

部成本的廠商其生產每一單位產品的實際成本即邊際社會成本（marginal social 

cost,MSC），顯然高於其內部會計成本 S。在透過市場機能的運作，廠商的會計成本

供給曲線 S與市場的需求曲線 D共同決定價格為 P0及交易量為 Q0的市場均衡點 E0。

由於市場中存在外部成本，因此最有效率的資源配置應由充分反應社會全體成本(包

含會計成本及外部成本)的邊際社會成本線 MSC 與需求線相交的均衡點 E*所決定。由

此可以發現滿足柏拉圖效率的市場價格應為 P*，高於未納入外部成本的價格 P0，最

有效率的市場交易量為 Q*，低於未納入外部成本的交易量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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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外部成本下供給需求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很顯然的具有外部成本的產業，其市場價格應該是較高的，而其產量則應偏低，

這樣始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原則。目前政府相關單位的攤販管理政策很顯然未將其特

有的外部成本透過內部化的過程，使攤販業者的實際營業成本充分反應其應負的社會

責任，因此可從實際狀況中發現攤販所販售的物品價格低於一般市面商品價格，攤販

數則不斷的增加。本研究即根據這個理論基礎，希望透過政策的設計，儘量使攤販營

業時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再透過市場看不見的手之運作，使我們社會的攤販數量減少

或至少能改善其營業品質，進而創造一個完美的生活環境。 

攤販營業的外部成本是促使其可以輕易的加入市場營業並以較低的價格吸引顧

客之主因，因此所導致的現象是社會上充斥著流動攤販，且攤販在營業時並經常造成

環境污染、整潔衛生問題、阻礙交通、及以不公平競爭排擠正常商家的營業。很顯然

的要擬定有效的攤販管理政策，期使抑制攤販數量的成長並進而減少攤販數量，同時

逐漸的消減攤販對生活環境品質的影響，這些外部經濟因素是必要納入考量才能有效

率的達成政策目標。 

   從上述可以瞭解到，外部成本的內部化是使經濟社會資源配置效率達到最適的不

二法門。外部成本所涉及到的問題即是公共財的問題，例如攤販利用巷道、騎樓、人

行道營業造成車輛行人行的障礙，任意丟棄廢棄物排放廢水、油煙而影響環境衛生

等，這些都是公共財被侵權的例子。公共財是指當人們在使用該項產品的同時，無法

排除他人的使用，因此在自利的動機下，沒有人願意提供及維護該項財貨。攤販所涉

及的營業環境包括道路、空氣、水、寧靜整潔的生活環境等等，都是典型的公共財。

由於無人願意提供及維護，形成人人都有使用權但都不願管理的三不管地帶，政府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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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由是而生。這一部分是屬於政治學的範圍，在此不去討論。政府資源有限、

人力的不足及取締攤販技術上的困難，再加民族特性，因此攤販可以有恃無恐的濫用

公共財。 

面對有關外部成本的課題時，最首要工作便是對於公共財的歸屬重新定義，即是

明確其財產權，或則限定其使用目的。公共財所涵括的財產權雖然形式上由政府所

管，但由於政府管理技術上先天的困難，實質上還是屬於民眾共同所有，例如生態環

境，此乃屬於公有財產權。我們在本研究所要談的是私有財產權，指明確歸屬後可以

交換買賣的財產。倘使我們能對攤販營業所涉及的公共財明確定義其所有權，不論是

歸屬於住戶，社區自治組織或以法律之課稅、罰鍰、規費規範，則攤販在使用到任何

公共財時必有明確的所有人向其議價，充分落實使用者付費的原則，則攤販的營業行

為必然無外部成本存在，社會資源配置之效率必達到最高。事實上有關外部成本財產

權的定義及歸屬是需要成本的，即所謂的交易成本，例如透過法律的制定、當事人的

協商等等，都是需要花費資源的。假使該項成本占總效益的比例極低，則依據經濟學

中的寇斯定理(Coase Theorem)可以確定的是，在交易成本不存在或極微的社會中，

財產權的歸屬可以使交易後的效率達到柏拉圖最適境界，其中該項財產權由何方所有

並不影響最後的資源配置結果。由此可知在設計攤販管理政策時，若能將攤販對於交

通、環境、租稅等領域的影響明確的歸屬於特定的團體或個人，則透過市場機能的運

作，必能達成其政策目標。 

伍、攤販管理政策方案評估 

任何公共政策之制定必需要考慮現實環境，對於外在條件之限制加以評估考量，

使可以落實為可行的的方案。這些應加以評估的外在條件，包含有法規限制、文化環

境、社會制度、民風習俗等等多種領域、而攤販管理政策的擬定，同樣亦需評估現存

社會結構中的各個要素，在此對於本研究所提供的各項政策建議，其可行於否，應從

下列各種角度評估。 

一、民意是否支持 

政府行事是以依法行政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各項政策之施行，其背後必需有法

律典章制度的配合才可行。對於攤販營業所加諸的各項營業條件限制，同樣是要以法

令規定之、然以現今民主政治的運作，攤販這項行業團體一直是民意代表所關心的對

象，且另一方面在一般民眾的傳統觀念中，從事攤販業者多屬生活艱困之弱勢團體，

因對於攤販之管理若過於嚴苛，則政府的政策必招致非議。因此有關攤販外部成本內



 32

部化的各項政策設計、若得不到民意的支持，則必事倍功半、而當務之急是為透過輿

論及教育等宣導，使民眾正確的瞭解攤販在社會上對於生活品質的影響，進而將民意

導向支持政策的一方。 

二、攤販相關租稅課徵成本效益是否合理 

在財政學上租稅的課徵必需符合「公平性」、「普遍性」等原則使可行，而對於攤

販課徵各項租稅的政策是否符合這項原則，是有待商確的。首先，各區段、地點、種

類攤販租稅稅率之計算是否合理、是否能對所有社會上的攤販課徵等問題，是值得進

一步探討。而對於攤販各項租稅的收入是否比為課徵該項租稅所投入的人力物力資源

之成本來得高，更需加以衡量。倘使成本分析的效果為負面的，則透過租稅來將攤販

營業時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之政策，則有必要再予以斟酌。 

三、政府執行人力資源是否足夠 

由於攤販無所不在且為數眾多，應比要使攤販管理政策能有效的執行，則必需投

入相當的人力，然當今政府組織強調的是有效率、效能的，行政院亦宣示精減人力的

政策，因此未來是否能如願的投入充足的執行人力，是有待思量的。 

四、攤販管之政策優先地位為何 

一個社會的組成是多樣的，它是由各個面集合而成。在一個多樣化的社會中，其

所延生的社會問題必然是龐雜眾多的。政府的角色在面對多種問題時，必然是以全方

位的角度為主。由於政府的資源有限，因此施政就有其先後次序，而攤販問題只不過

是眾多社會問題中的一環、執政者如何對攤販問題定位，將決定是否能落實是項有關

之政策。（何相慶，1996：2-8） 

第三節 文獻回顧 

  攤販，一直是政府最困擾的問題，其影響所及是既廣泛又複雜，妨礙交通，影響市

容，製造噪音，逃漏稅等在臺北市愈來愈嚴重，因此，攤販問題在現在都市中式經濟問

題也是社會問題，有人主張與其全部取締，不如將其發展為地方特色，由於其複雜性極

嚴重性，近來已引起各方注意，因此研究問題不同，研究學者亦不同，本研究参考文獻

簡述如下： 

一、臺北市攤販集中場之區位問題之研究（紀俊臣與徐貴雀 臺北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1986） 

 目前臺北市攤販問題的作法犯了一個通病，大家希望以一個單一政策徹底而迅

速的將攤販問題解決，但是經由過去幾年的經驗來看，這皆單一政策之實施效果必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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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要解決攤販問題除了要有勇氣及決心外，還必須有智慧，否則即使決策與命令多

如牛毛，亦是徒增執行單位之困擾，圖損政府之威信而已。攤販尚須解決之問題有 

（一）攤販之課稅策略。 

（二）攤販之管理策略。 

（三）攤販之社會策略。 

（四）攤販管理之立法等。 

而最重要是在考量這些問題之前必須先確定賦予攤販何種地位，欲成之政策目標

為何，以作為問題研究與策略之依據。如此在目標確定下，所研擬之解決方案方能有

系統、相輔相成，而不至百密一疏、功虧一簣，澈底解決懸案已久之攤販問題。本研

究對此文獻有關攤販之管理策略與立法之建言多所参考。 

二、臺北市攤販管理之研究（臺北市政府研考會委託國立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研究  

1984） 

  攤販雖影響市容交通，但也有保留傳統文化提供市民生活所需及消之正面功能。

攤販之存在基於部分民眾之需要，如果社會根本不需要攤販，既使吾人不加以管制，

攤販亦會自動消失。因此，不宜也難以全面禁絕。 

   雖然如此，臺北市攤販蔓延，以超出市民所需。而其產生之負面作用，以達多

數人難以忍受之地步，因此非大量抑制與嚴加管理不可，因此我們認為較合理之攤販

管理政策是「在照顧市民需求下，盡量抑制攤販數目，誘導轉業，對於核准之攤販，

亦應有效管制，發揮正面功能」。亦即對於目前正規市場體系無法提供之產品，在不

影響環境及社會等問題之情況下，允許成為市場體系之一部分，集中管理，以發揮應

有功能；反之則嚴加取締，配合輔導，使其消滅於無形。 

   因此，攤販管理政策應具有選擇性，階段性、輔導性與整體性。選擇性是攤販

之營業種類限制在具有文化鄉土色彩，市場體系無法提供者，及負面效果者。從事攤

販之資格亦應限制，年輕力壯者應導入較具有實質生產例行業。階段性是嚴加取締與

誘導轉業之過程中，為顧及轉業之時間性非一蹴即可，在照顧攤販扶養人口生計的原

則下，貫徹取締與重罰之前應有緩衝時間，以減少民怨。輔導性是對攤販之轉業，或

經營應在技術上或財力上，對需要協助者應給予實質之協助。整體性則是管理攤販之

有關措施，必須整體配合，全面推動，才能發揮預期效果，否則任何一環節有所缺失，

將難遏止攤販之繼續蔓延。本研究對此文獻有關攤販之管理輔導建言多所参考。 

三、夜市在臺灣社會的地位（余舜德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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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市被視為攤販的一種，所有調查都將夜市攤販與與其他種類攤販混在一起討

論，除了少數「觀光夜市」外，大部分業實置身於相當奇怪的處境---它們理論上皆

非法，但長期以來又被「容許」存在，且分佈島上的各角落。這說明夜市是個充滿矛

盾與對立的地方。 

  夜市一方面被看成臺灣最具代表性本土文化，是外國朋友來臺灣旅遊訪問最具有

體驗文化特色的地方；從這個觀點來看，在民族文化日漸消失的今日，夜市是一種政

府與民間應該戮力保存的文化經濟活動。，另一方面在強烈的現代化思潮之下，夜市

這種以攤販為主的經濟型態，又被視為臺灣社會中不應該繼續存在的落後現象，為製

造亂象的「都是之瘤」。夜市代表了以下三種不同空間： 

（一）夜市象徵臺灣殘存之傳統文化。 

（二）夜市是文化系統中的邊緣空間。 

（三）夜市是非正式經濟盛行的地方。 

夜市在核心/邊陲、正式/非正式、合法/非法之兩邊定位，其結果顯示夜市處境。

夜市也告訴我們，那些被斥為社會邊緣，不入流項目，並不表示它們不受人喜愛；當

夜市在文化空間系統中被劃歸為邊陲的同時，它在象徵層次所表現的意義反而變得益

加顯著。本研究對此文獻有關攤販對社會之影響多所参考。 

四、臺北地區攤販之空間研究（謝英俊 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1997） 

  歷史悠久的攤販業，原本是小資本的街頭商販，也是在國家規約外非正式經濟中

一環，本當在正式經濟成長的潮流中逐漸消失，但是臺灣地區在經歷了快速的工業

化、都市化之後，攤販數量不但沒有減少，反而快速地在各大都市間如洪流般的蔓延，

並且成為「都市之瘤」，對都市的環境、、交通商業秩序等，產生了重大之衝擊，尤

其臺北地區尤甚。所以近年來的政策，或各方面研究朝「減少攤販」，及「消滅攤販」

之目標進行，但卻未能奏效，考其原因，一方面市民重對攤販自有高度之需求與支持，

故此得以生生不息；另外則是對攤販問題認識不足，以致未能將其導入正途。 

該研究下列幾個重要課題 

 （一）臺北市都會區內攤販群體之形成背景及其空間分布之特色，按期核 心區、內環

區、中環區及外環區等四大區位研究。 

（二）各攤販群之組成及類型。 

（三）攤販業者之空間活動與知覺。 

（四）消費者之活動空間與知覺，以及居民商家之知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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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攤販之衝擊與對策。 

    經研究結果發現各攤販群有其亂中有序，記各類型之攤販群各有其地理特色，饒

富地理特色。若能針對各地實地之需求，配合附近地理環境，導其形成富有特殊風味

之攤販群，則或可成為人之所愛，而不再成「瘤」。本研究對此文獻有關攤販之形成

原因多所参考。 

五、從臺北市夜市區間與定位探討夜市營運與管理政策之研究（王振霄 臺北市市場管

理處員工自行研究  2003  ） 

夜市」即攤販在街道聚集夜間營業結市之「攤販集中場」，臺北市攤販最早出現

地點，係滿清時代沿淡水河邊龍山寺附近（昔稱艋舺）及基隆河沿岸慈祐宮附近（昔

稱錫口），日據時代控制較嚴，攤販在道路設攤情形較少，臺灣光復後，政府遷臺，

臺北市成為臨時首都，外來移民增加，在街道設攤情形日益嚴重，某些特定場所特別

容易攤販聚集（例如廟宇，攤販以廟宇為中心輻射出去），這些聚集成市攤販群，最

初僅在白天營業，隨著臺北市民夜間活動增加，夜間亦有攤販聚集營業，逐漸行成市

民所稱之「夜市」。 

  民國 91年臺北市長及市議員選舉時，市長及市議員候選人紛至各夜市拜票，並

當場許諾夜市環境改善及規劃等支票；原本小市民消費場所，陳水扁總統亦陪外國元

首至夜市品嚐美食，夜市不但是政黨及候選人選舉時爭取選票之場所，並已成為國家

元首招待外賓品嚐臺灣美食場所。該研究對臺北市各夜市從區間及定位，探討臺北市

各夜市發展策略，並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夜市攤販營業及政策配合情形，針對研究

結果提出發現與建議。臺北市各夜市可依所在行政區不同，規劃為不同特色之主題夜

市，例如華西街觀光夜市可規劃為美食夜市，西昌街夜市規劃為成衣夜市，饒河街觀

光夜市可規劃為百貨夜市，景美夜市可劃定專區販售文山區包種茶，不同主題夜市代

表不同特色及當地文化，有助於發展觀光事業。 

  夜市規劃配合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推動之地區環境改造計畫，做整體規劃，

發展當地觀光事業，例如目前進行之寧夏路夜市規劃案，廣州街徒步區規劃案均採整

體規劃，寧夏路夜市與圓環同時規劃，廣州街徒步區規劃案包括華西街、廣州街、梧

州街、西昌街一併規劃並結合青草巷，規劃有特色之觀光產業，將來延三夜市、南機

場夜市、士林夜市亦需併當地環境改造，才能顯出當地環境特色。 

 臺北市夜市主管機關為臺北市市場管理處，但對違規攤販無告罰取締權責，依據

臺北市攤販管理規則第四條之規定，警察局、環保局、衛生局、財政局亦有違規告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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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營業稅課徵之權責，應主動配合市場管理處對夜市管理工作推動。 

配合中央政府觀光客倍增計畫及臺北市政府發展觀光產業計畫，每年擇日舉辦

「夜市週」的活動，這項活動如同嘉年華節慶，夜市攤販可於「夜市週」活動期間辦

理促銷，宣傳夜市特色及美食，抓住觀光客的心，同時可活絡附近商圈經濟。本研究

對此文獻有關攤販之管理輔導建言多所参考。 

六、臺北市攤販管理績效之研究（蘇進雄 私立淡江大學管理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6） 

臺北市政府攤販管理政策面檢討如下： 

（一）臺北市攤販管理政策常因行政首長之理念迴意而導致政策搖擺不定，缺乏有

效的政策規劃及民意模糊不定等影響，使攤販管理工作難以落實而降低管理績

效。 

（二）臺北市攤販管理政策之制訂，往往有操之過急之現象，且未能貫澈「理性分析

過程」，以及匯集管道為暢通，導致政策執行之偏差，造成攤販以討價還價、

抗拒或規避等方式而與公權力鬥爭，而影響執行績效。 

（三）未來攤販存廢應透過公民投票，由當地區（里）民決定，如同意繼續存在，

宜由政府，社區居民或攤販三方面同步規劃嚴格管理；反之則由政府強力取

締。本研究對此文獻有關攤販管理輔導政策之制定建言多所参考。 

從以上文獻回顧，雖然各研究著作有不同研究主題，本研究對其建言多所参考， 

各研究著作均有下列共同建議： 

一、攤販已影響到臺北市市容、交通，市政府應重視此問題。 

二、攤販不是靠取締可以解決之市政問題。 

三、攤販政策制定時，應多了解民意及輿論之意見。 

四、攤販應集中管理，各攤販及中場應有特色。 

五、管理攤販應法制化，訂定適切之法規。 

本研究對上述各研究文獻之意見多所研析，作為攤販問題及解決對策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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