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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疫後澳門推動發展夜間經濟

余渭恆

澳門經濟學會理事

一、前言

2020 年新冠疫情對澳門經濟和民生造成重大衝擊，疫情影響澳門旅客人次

博彩收入，加上配合特區政府防控疫情措施常態化，澳門今年的本地生產總值

必大幅下跌。隨著疫情日漸受控，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積極為疫後提振澳門經濟

建言獻策，有序恢復澳門經濟，開拓澳門經濟適度多元，都是當前澳門社會需

解決的問題。

隨著全球社會經濟發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傳統作息模式早已有

所改變，夜晚已成為城市人群消費的重要時段。近年來夜間經濟創造的經濟動

能開始受到全球各大城市政府的重視，蓬勃興起的夜間經濟意義重大，不僅能

拉長經濟活動時間，拉動本地居民的內需，延長外地旅客的停留時間，還能帶

動經濟發展，同時提高城市設施的綜合利用率，增加相關行業的就業崗位和創

業機會。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疫後積極推動夜間經濟將可以促進城市

消費和擴大增長點，並有助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本文將會以澳門疫後發展

的視角，探討推動發展夜間經濟的可能性及可行性。

二、夜間經濟的概述

（一）夜間經濟

Bianchini（1995）提出夜間經濟（night-time economy）一詞是泛指多種

行業在夜間的經濟活動行為，當中酒精和休閒只屬於其中一部分。Rober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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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r（2005）認為夜晚9點至凌晨5點缺少了各種休閒、娛樂和文化服務的多

樣化和高質量供給，發展夜間經濟正好是填補這個缺失。Shaw（2013）嘗試用

更廣闊視野去看待城市夜間（urban night），他強調夜間經濟是產生夜間城市

中心情感氛圍（affective atmospheres）的部分實踐。總的來說，夜間經濟的概

念起源於城市為改善城市中心區夜晚空巢現象提出的經濟學概念，夜間經濟一

般泛指下午6點至翌日上午6點以當地居民、工作群體和旅客為消費主體，以休

閒、購物、旅遊、餐飲、購物、運動、文化、藝術等為主要形式的現代城市消

費經濟。夜間經濟的核心是在時間和場景上延伸消費，針對不同人群的需求提

供多元選擇。夜間經濟各具特色，可以是本土化、接地氣的經濟集聚區；也可

以是國際化、時尚性的經濟集聚區。推動夜間經濟能實現城市的三大功能：第

一、優化多方面的需求，夜間經濟能延伸城市商務社交、購物消費、文化娛樂

的功能，讓夜間活動同樣得到供給，能進行與日間無異的經濟活動。第二、展

現豐富多彩生活的城市形象，夜間經濟是都市生活方式轉變而產生的一種經濟

與文化相交融的現象，它直觀地表現著一個城市的消費水平，映射著城市的文

化與活力，以其時尚、休閒的特色成為當今都市豐富多元生活的展現。第三、

打造亮麗的城市名片，不同城市構建具自身優勢和特點的夜間經濟活動行為，

讓城市向世界展現其獨有的城市夜間活力及經濟模式，並成為一張亮麗奪目的

城市名片。

圖1︰夜間經濟集聚區的分類和特點



90

（二）夜間經濟集聚區的分類和特點

按照業態內容豐富度和時間維度，嘗試將夜間經濟集聚區分為四類：

1、夜間延續型

以日間活動為主的服務行業向夜間延續，這類型業態內容較為單一，通常

是餐飲、購物、觀光等，主要是以延長營業時間為主，例如台灣夜市、大型商

場延長營業時間、博物館夜間開放等。

2、夜間專屬型

酒吧、歌廳、俱樂部、劇院、深夜食堂等專以夜間為主要活動時間的服務

行業，吸引特定人群，例如東京新宿歌舞伎町、香港蘭桂坊、曼谷紅燈區等。

3、24小時無休型

博彩娛樂場所、浴足按摩場所、24小時書店、24小時餐廳等沒有日與夜明

確分界的24小時服務行業。例如澳門博彩娛樂場、台北24小時誠品書店等。

4、綜合型

以城市夜景燈光和地標性建築為特色，結合餐飲、文化、娛樂、休閒、觀

光、表演、藝術等，形成綜合型夜間經濟集聚區，這類集聚區業態內容多元，

通常由當地政府統籌發展，滿足廣泛族群的消費需求，營造舒適休閒的商圈。

例如紐約時代廣場商圈、新加坡濱海灣、上海新天地等。

（三）夜間經濟發展要素

要有效推動城市夜間經濟發展，本文認為必須具備以下四大要素：

1、業態內容

指城市提供夜間經濟產品和服務的多樣性，包含文化、藝術、休閒及娛樂

活動設施的豐富度。夜間經濟產品和服務要注重差異化，以滿足不同族群在社

交休閒有不同的需求，有人喜歡熱鬧主題式強的酒吧、亦有人喜歡寧靜文藝氣

息為主的夜參觀等。另外，需考量城市的國際化程度，設計一套與其相稱的夜

間經濟產品和服務以滿足來自世界各地旅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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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支援

指政府對於城市夜間經濟活動管理規劃提出針對性、前瞻性的政策，政府

需要收集夜間經濟相關數據，根據數據為夜間經濟活動制定科學性決策。

3、運營推廣

指城市在運營夜間經濟活動的成本和能力，以及推廣宣傳力度和效果。城

市需明確夜間經濟發展，建立其獨有特色的品牌形象，並善用新媒體、平台進

行針對夜遊族群的推廣。

4、基建配套

指城市的夜間安全、衛生、照明、交通等基礎建設的配合，需要政府統籌

管理，協調公共資源，並與交通、消防、治安、醫療等部門合作，構建夜間環

境友善城市。

三、澳門夜間經濟發展的可行路徑

本文試從上述夜間經濟發展四大要素剖析澳門夜間經濟發展的可行性，並

參考借鑒部份國際知名大城市發展夜間經濟的經驗，探索出澳門夜間經濟發展

的可行路徑。

（一）業態內容

一直以來，澳門夜間經濟始終以24小時無休型的博彩娛樂場所為主，2019

年博彩業佔澳門GDP的一半以上，遠超其他行業，尤其博彩行為大多數發生在

夜間。縱使澳門自有賭場以來一直是個“不夜城”，但業態內容相對單一，亦

欠缺整體規劃。隨著賭權開放以來，澳門博彩旅遊業發展已有一定成熟度，換

言之，澳門夜間經濟也具備一定的基礎；除了“博彩”以外，亦增添了不少其

他元素，尤其位於路氹金光大道區域，各大博企經過十幾年來不斷升級完善，

已建立了一站式、內容豐富的博彩娛樂綜合體，金光綜藝館、新濠影匯綜藝館

等一些大型場地疫情前定期舉辦演唱會、文化藝術表演等活動，還有眾多星級

餐廳、酒吧、購物中心，為旅客和本地居民提供多姿多彩的夜間娛樂活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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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單靠依賴博企的硬件而構建的夜間經濟業態還是不夠全面性，未能滿足和

回應不同層次需求的旅客和本地居民。

有鑒於新冠疫情對整個澳門經濟帶來嚴重衝擊，發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刻

不容緩，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需提供多元化的夜間旅遊產品及服務以

回應當前的旅遊訴求。豐富澳門夜間經濟業態內容可從以下三大類著手，包括

餐飲酒吧、文藝體驗和運動休閒。

餐飲酒吧往往佔一個城市夜間經濟的重大份額，餐飲酒吧文化在外國相

當盛行，像倫敦、紐約這些國際大都會，精彩的夜生活總是離不開美食和美

酒。近年在內地興起“深夜食堂”，形成了一道有香味的城市夜色風景線，特

色餐飲商戶營業到深夜，滿足人們吃夜宵、夜間聚會的餐飲消費需求。酒吧、

KTV、俱樂部等以夜間活動為主要業務的場所也蓬勃發展，成為更具社交屬性

的休閒娛樂方式。雖然澳門也有不少餐廳和酒吧，但分佈相對零散，而“食宵

夜”店鋪一般開在澳門半島人口稠密的住宅區，路氹區相對缺乏“食宵夜”的

地方，如能把大排檔、深夜食堂、特色餐廳、酒吧等整合起來，形成在地夜生

活美食集中地，做出獨有特色以吸引旅客及居民慕名而來，相信餐飲酒吧服務

帶來的夜間經濟效益會比現時要高。這類夜生活餐飲酒吧區，如內地有成都九

眼橋、廣州沿江路、上海衡山路等，都是全國著名的酒吧區。

文藝體驗是近年夜間經濟具潛力的發展項目，夜間經濟和城市文化氛圍有

密切的關聯，例如美國紐約市，擁有眾多美術館、博物館、百老匯劇院、藝術

表演空間等，這些文化藝術機構是構成紐約夜間經濟行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積

極融入夜間元素，開發為夜間經濟重要區域。文化藝術行業在2018年為紐約創

造了18,300個直接工作崗位，8.04億美元的工資和31億美元的直接經濟產出。自

古以來，澳門作為中西文化的交流地，是具有近代意義的中西文化交匯橋樑，

這城市含有深度的文化藝術底蘊，未來可思考以文化藝術為契機去打造城市特

色的差異化、多元化的夜間文藝活動，推出夜遊博物館、文藝表演、深度夜間

旅遊、夜間書店、特色體驗等，要注意的是澳門不一定要舉辦“高大上”的項

目，也可以舉辦一些針對小眾興趣展現澳門地方文化特色的體驗活動，打造體

驗式、互動式特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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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休閒也是構建夜間經濟的重要一環，積極發展夜間健康養生運動，鼓

勵室內籃球館、健身房、瑜珈中心、滑冰場、保齡球館、桌球室、VR遊戲中心

等創新夜間服務方式，開展各類“輕時尚”的體育運動。過往居民常常詬病澳

門缺乏公共體育設施，但疫情對現屆澳門政府財政收入有所影響，比起花大筆

公帑去興建新的體育場館，政府應當按實際需求去優化現有體育設施，現階段

鼓勵在現有的設施上再利用，以倫敦為例，薩默塞特宮（Somerset House）是當

地最受歡迎的多用途公共場所， 這棟新古典主義建築既是政府大樓，又是學術

建築，同時也是音樂廳、時尚場所和美術館。在冬季的夜晚，它的溜冰場更可

變成舞池。善用這類能作多用途的公共場所，可節約用地成本，把場所的效能

發揮得淋漓盡致。澳門可適量開放一些高校、體育場的閒置空間供公眾使用，

博企的大型場館也可以在閒置時作多功能用途，如改成室內籃球館、滑冰場

等，由於疫情原因，“水舞台′暫時在休演，它的劇院水池也轉身變成了自由潛

水體驗的場所，可採用這種因地制宜、破舊立新的方式，善用空間資源去發展

夜間運動休閒產業。

（二）政策支援

推動提振夜間經濟需要政府政策配合參與，以倫敦市政府為例，2016年任

命“夜間沙皇”（Night Czar）的職位，所謂“夜間沙皇”是類似於其他城市的

“夜間市長”一職，是專門要實現倫敦作為24小時城市的願景，負責研究及建

議倫敦如何發展成為全球夜間經濟最領先城市，並推動倫敦夜間經濟發展和多

樣性。在2017年10月更成立了夜間經濟活動委員會（London Night Time Com-

mission），該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不同領域，具有相關豐富經驗知識，包括商

業、酒店、娛樂、交通、治安等方面。

澳門土地面積小，空間使用受到制約，發展夜間經濟要協調夜間經濟活動

區域和居民生活區域兩者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政府主導市場參與，要先從頂

層規劃入手，根據不同區域的環境和條件，做好功能定位，需要設立專業團隊

規劃管理夜間經濟活動，夜間經濟活動專責小組應由政府相關部門的主管人員

牽頭，涵蓋專家學者、商業、旅遊、娛樂、新媒體等方面，具有豐富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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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踐經驗的人才來擔任。專責小組應把所有新政策引入“夜間測試”以評估

其對澳門夜間文化、社會和經濟的影響。設立澳門夜間數據觀測站， 這個中央

數據中心收集數據包含經濟、運輸、基礎設施、安全和健康等，有助澳門制定

夜間策略並為決策提供依據。因應澳門居民還是旅客作為目標受眾來佈局，營

造居民和旅客滿意的夜間消費環境，釋放出澳門的夜間經濟效能。

（三）運營推廣

夜間經濟發展需要運營推廣，培育壯大本地品牌企業，加大對夜間經濟市

場主體的支持，推進本地中小企商業模式創新和業態升級。像內地消費者會從

線上平台等新媒體渠道獲取互動信息，傳統媒體電視、電台和紙媒等不再是消

費者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多利用新媒體、自媒體去加強品牌宣傳推廣，扶持

培育一批具有實力和影響力的“明星企業”及打造品牌產品及服務，營造濃厚

的夜間經濟氛圍。疫情防控期間也催生了澳門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場景多元

的線上夜間服務平台，推進夜間經濟場所、夜間消費模式往線上發展，有助夜

間經濟業者運營管理及推廣其自身業務。利用旅遊大數據技術，通過線上夜間

服務平台有針對性為本地居民、旅客推薦個性化、客製化的夜間活動導航，顧

及和滿足各類消費者的消費需求。

（四）基建配套

要完善夜間經濟功能，基建配套的配合是少不免的，延長公共交通運營

時間，以及加強夜間消費商業區域的照明、街景打造、指引標識，完善公共網

路、通訊、環境衛生等配套設施。優化夜間經濟集聚區及周邊的交通支援，延

長公共交通服務時間，增設具備時段性停車條件的周邊道路。另外政府應與治

安、消防、醫療等部門積極合作，在城市安全、預防犯罪、環境衛生做更多工

作。使澳門基建配套得以支持夜間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一個健康的夜間城市

有良好的照明系統、安全環境和完善公共交通系統，更有助居民和旅客建立強

烈的安全感和歸屬感，保證夜間活動消費者和工作者的出行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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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疫後澳門需要加快步伐提振經濟，夜間經濟發展有助澳門經濟活動時間拉

長，吸引旅客延長在澳的經濟活動時間，同時也能擴大本澳居民內需，釋放居

民的消費潛力。發展夜間經濟對於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亦大有幫助，通過餐

飲酒吧、文藝體驗、運動休閒、旅遊娛樂、夜間購物等活動，繁榮夜間經濟，

添增夜間紅利。同時，夜間經濟也為居民提供了更多創業、就業的機會，帶動

相關行業的成長，給中小企業提供更多商機，增強澳門經濟發展的新動力。澳

門需優化現有的夜間經濟活動和產品，並打造具有澳門特色的夜間經濟活動，

設置專業專責的團隊規劃管理澳門夜間經濟活動，以及完善基礎配套設施和公

共服務。主力發展綜合型集聚區將是夜間經濟集聚區的未來趨勢，進一步豐富

業態內容，實現產業空間集聚化發展，打造具標誌性、差異性的城市夜間生活

服務和產品，全方位激發澳門城市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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