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地區 名 稱 範圍路段、場址

1 板橋區-1
後菜園街、宮口街及文昌街

攤集區
後菜園街、宮口街及文昌街

2 板橋區-2 福德街攤集區 福德街5號至55號、2號至38號
3 板橋區-3 銘傳街攤集區 銘傳街1-5號至19號、20-1號至36號

4 板橋區-4 興隆攤集區
中山路2段176巷25弄7至1號；民享街110-294；中山路2

段90巷
5 板橋區-5 八德攤集區 莒光路200巷1號至35號、6號至38號
6 板橋區-6 湳興市場外攤 中興路、新興路
7 板橋區-7 僑中一街攤集區 僑中一街124巷口至102巷3弄21號
8 板橋區-8 大觀路攤集區 大觀路2段148巷86號至龍興街73巷口
9 板橋區-9 海山攤集區 長安街138巷1弄11至79號、10至290號

10 板橋區-10 華德攤集區
四川路二段47巷2弄2號至8弄16號、47巷1號至11號、99

巷35弄22號至10號、35弄9至13號

11 板橋區-11 國泰攤集區
國泰街77至105號、66至108號，75巷2弄前段、76巷2至

34號1至23號，92巷2至28號

12 板橋區-12 百壽攤集區
文化路一段188巷5弄9至17號、7弄11至45號、14至42號

，9弄21至39號、68至126號
13 板橋區-13 青翠攤集區 民治街52巷11至19號、20至56號，96巷1至27號、2至28
14 板橋區-14 新埔攤集區 文化路一段435巷7至71號、10至78號，民有街13至3號

15 板橋區-15 幸福攤集區
1. 幸福路17至49號、20至58號

2. 漢生西路89巷1弄1至27號、2至28號
16 板橋區-16 民權攤集區 民權路202巷1至27號、2至28號
17 板橋區-17 港德攤集區 中正路236巷1至67號、2至96號

18 板橋區-18
新翠攤集區

(朝陽市場)

四維路269巷39至49號、42至54號，279巷41至49號、40

至50號，289巷1至2號、44至45號

19 板橋區-19 民享街攤集區
民享街110號至56號、111號至55號，中山路二段90巷1號

至41號、2號至42號
20 板橋區-20 新陽攤集區 四維路269巷64號至90號、61號至89號
21 板橋區-21 江寧路攤集區 江寧路3段23號至129-3號、40號至68號
22 板橋區-22 重慶路290巷攤集區 重慶路290巷3號至11-4號、2號至50號
23 板橋區-23 國慶攤集區 國慶路149巷5至45號、6至46號
24 板橋區-24 裕民街夜市 裕民街1號至147號、2號至134號

25 板橋區-25 莒光路夜市
莒光路8號～60號、45-67號，以及39巷口(1攤)、40巷、

28巷口(1攤)、莊敬路167-175號、莊敬路上右側：莒光路
26 板橋區-26 板橋湳雅夜市 南雅東路1至87號、2至120號
27 板橋區-27 新興夜市 新興路9至59、22至72號

28 三重區-1 中央北路集合攤販 中央北路、長壽街 (三和攤集區) 早市
29 三重區-2 力行路集合性攤販 力行路1段 2:00-5:00批發 7:00-13:00零售
30 三重區-3 菜寮攤集區 重陽公園周圍
31 三重區-4 永德臨時攤集區 永德街
32 三重區-5 幸福攤集區 三和路四段181巷
33 三重區-6 集美街攤集區 環河南路221巷
34 三重區-7 大同南路攤集區 大同南路
35 三重區-8 龍門攤集區 公園街、仁昌街、仁興街

36 三重區-9 水流公攤集區
仁勇街(集勇街至永安北路二段路段)、永安北路二段(重陽公

園至仁安街路段)
37 三重區-10 仁政街 仁愛街366巷、仁政街98-200號
38 三重區-11 長壽西街 長壽西街(正義北路與文化北路之間路段)

39 三重區-12 文化北路攤集區
文化北路35-89號、144-194號、自強路60-69號、長壽西

街1-5號、長壽街1-2號
40 三重區-13 三和夜市 中央北路、長壽街 (三和攤集區) 早市

新北市列管集合攤販名冊

板橋區-27處

三重區-13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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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和區-1 錦昌攤集區 圓通路335巷
42 中和區-2 文元攤集區 員山路148巷44弄
43 中和區-3 福美市場 莊敬路33巷
44 中和區-4 華新民有市場外攤 華新街30巷

45 中和區-5 勝利攤集區

新生街31號、新生街264號、新生街242巷1弄7號、新生街

220巷1弄12-15號、新生街220巷15弄11-12號、新生街

220巷1-17號、新生街220巷2-12號、新生街276號、新生

街242巷、新生街220巷、員山路148巷29號
46 中和區-6 福和民有市場外攤 中山路二段3巷22弄
47 中和區-7 民德攤集場 民德路189巷與國光街107巷口
48 中和區-8 華泰攤集區 景安路79巷19弄、保健路10巷
49 中和區-9 景新攤集區 景新街383巷
50 中和區-10 安樂市場 安樂路37巷
51 中和區-11 大勇街攤集區 大勇街29巷
52 中和區-12 連城路265巷攤集區 連城路265巷
53 中和區-13 和平街攤集場外攤 和平街76巷往北至景安路止
54 中和區-14 民安街夜市(單號) 民安街員山路交叉口至民安街25巷不含民安街31至45號
55 中和區-15 民安街夜市(雙號) 民安街員山路交叉口至積穗國中

56 永和區-1 永安市場外攤 安樂路、永和路、永貞路、自由街一帶
57 永和區-2 溪洲市場外攤 勵行街67-117號、48-110號及復興街1巷
58 永和區-3 竹林攤集區 竹林路225巷至福和路76巷
59 永和區-4 民治攤集區 民治街52至100號 民族街43巷至81巷
60 永和區-5 六合攤集區 得和路374巷及四維街103巷

61 永和區-6 勵行街攤集區
勵行街(永和路2段至復興街路段)

及勵行街28巷
62 永和區-7 智光黃昏攤集區 民享街、智光街、民光街一帶

63 永和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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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新莊區-1 豐年街攤集區(早市) 新莊路502、591、595號，豐年街1至55-9號、2至106號
65 新莊區-2 西盛街攤集區(早市) 西盛街169號至387巷
66 新莊區-3 裕民街攤集區 裕民街口至72巷
67 新莊區-4 聯邦攤集區 復興路一段33巷、47巷及泰順街等
68 新莊區-5 中港一二三街攤集區 中港一二三街
69 新莊區-6 鳳凰城攤集區(早市) 四維路125巷至186巷

70 新莊區-7 宏泰攤集區
自強街、自治街、自重街、自立街、自信街靠南側、中華路

二段(自治街與自信街之間)
71 新莊區-8 四維攤集區 四維路119巷、四維路107號至125號(含對面)
72 新莊區-9 維德攤集區 成德路(四維路119巷至187巷中間路段)
73 新莊區-10 新興街攤集區 新興街48巷至43巷
74 新莊區-11 豐年街攤集區(黃昏) 新莊路502、591、595號，豐年街1至55-9號、2至106號
75 新莊區-12 西盛街攤集區(黃昏) 西盛街169號至387巷
76 新莊區-13 鳳凰城攤集區(黃昏) 四維路125巷至186巷
77 新莊區-14 中美攤集場 中華路一段186號
78 新莊區-15 美秀攤集場 中華路一段186號

79 新店區-1 大坪林攤集區 北新路三段52號至寶安街26號
80 新店區-2 惠國攤集區 中正路76巷口至德正街27巷
81 新店區-3 建國攤集場 建國路(建國路50巷至博愛路25巷)
82 新店區-4 仁愛攤集區 建國路（中正路262巷至建國路19巷）

新莊區-15處

新店區-10處

中和區-15處

永和區-8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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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新店區-5 碧潭市場外攤
新店路159號至文中路交會處、文中路至北宜路交會、國校

路至21號
84 新店區-6 建國路攤集區 建國路1號至95號、2號至88號
85 新店區-7 中正路攤集區 中正路220~348號
86 新店區-8 立青攤集場 安康路2段380號
87 新店區-9 明德攤集區 建國路107巷~123巷(及部分巷道)
88 新店區-10 民族路攤集區 民族路71~105號及建國路91~131號

89 土城區-1 學府攤集區 學府路1段228巷、256巷，裕民路136巷
90 土城區-2 和平路攤集區 和平路、農豐街
91 土城區-3 延吉街攤集區 延吉街（明德路至金城路兩側）
92 土城區-4 瑞憶攤集區 廣明街23-96巷
93 土城區-5 日新街攤集區 中央路一段184巷、日新街9巷
94 土城區-6 清水(明德)黃昏攤集場 明德路1段240巷
95 土城區-7 頂福黃昏攤集場 中央路4段125巷進入右轉165巷口

96 樹林區-1 日新街臨時攤販 日新街167至121號、122至168號
97 樹林區-2 博愛街攤集區 博愛街（保安街一段至博愛一街）

98 樹林區-3 龍興街攤集區
龍興街16-52號、15-55號、龍興街13巷、31巷及塔寮溪上

面的橋上至一半
99 樹林區-4 保安街1段16,20巷攤集區 保安街1段16、20巷

100 樹林區-5 彭厝黃昏攤集場 國凱街、太平路交叉口
101 樹林區-6 樹林夜市 博愛街（保安街一段至鎮前街97巷）
102 樹林區-7 興仁夜市 樹林區保安街2段68號旁

103 三峽區-1 三峽市場外攤 民生街121-261、民權街1-38
104 三峽區-2 和平街、信義街攤集區 和平街、信義街
105 三峽區-3 愛國路攤集區 愛國路與中華路與復興路間
106 三峽區-4 三峽黃昏攤集場 介壽路一段6號

107 鶯歌區 鶯歌建國攤集區
中正一路68號至建國路96號、建國路71號到115號、建國

路106號到信義街117號、建國108號至和平街40號

108 淡水區-1 竹圍攤販區 民族路17巷至29巷
109 淡水區-2 民族路29巷攤集區 民族路29巷
110 淡水區-3 清水街；中山路129巷攤集 清水街1-57號、2-122號、中山路95巷及129巷、中正路8

111 淡水區-4
大忠街黃昏攤集區(三友黃昏

市場)
大忠街65號

112 淡水區-5 沙崙夜市 淡水區沙崙路181巷6弄
113 淡水區-6 淡水英專夜市 英專路1-97號.2-106號

114 瑞芳區-1 中正路攤集區 中正路與民生街
115 瑞芳區-2 民生街集合攤販 民生街(瑞芳美食廣場及瑞芳火車站區間)

116 五股區-1 成州攤集區 五股區凌雲路一段80巷左右巷弄口
117 五股區-2 五福黃昏攤集場 五福路口

118 泰山區-1 福泰街攤集區 福泰街

119 泰山區-2 中央攤集區

民國街10-52號，21-33號、中央路5巷1號、中央路5巷2-6

號、中央路14巷3號號及8號、新民路14巷(全)、明治路2段

359巷19號21號27號、明志路2段359巷24號

鶯歌區-1處

五股區-2處

泰山區-2處

淡水區-6處

瑞芳區-2處

土城區-7處

樹林區-7處

三峽區-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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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林口區-1 林口市場外攤 林口路
121 林口區-2 林口夜市 中山路旁，佳林路與竹林路之間

122 汐止區-1 中正市場外攤
中正路42-247號、信義路5-21號、公園路1-23號、民生街

1號至光明街28號
123 汐止區-2 民族六街攤集區 民族六街18號至民族六街4巷2號
124 汐止區-3 橫科市場 汐止力行街1號到57號
125 汐止區-4 樟樹灣夜市 樟樹二路120號對面18公尺處空地

126 蘆洲區-1 蘆洲水流公
重陽二街、重陽街、永安北路2段56巷~76巷雙號側、集賢

路221巷
127 蘆洲區-2 廟口形象商圈早市 成功路、得勝街
128 蘆洲區-3 中央路攤集區 中山二路70號至中央路8號
129 蘆洲區-4 蘆洲黃昏攤集區 中華街2號至中華街6巷56號
130 蘆洲區-5 蘆洲信義路攤集區 信義路224號-306號、信義路273號-365號
131 蘆洲區-6 廟口形象商圈夜市 成功路、得勝街

132 三芝區 中山路攤集區 三芝區育英街及中山路1段

汐止區-4處

蘆洲區-6處

三芝區-1處

林口區-2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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