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攤號 攤名 販售商品 店家簡述

★訂購聯絡資訊

(主打特色商品/

電話、line、fb等)

A1 佳里魚翅羹 米糕、魚翅羹 思鄉遊子魂牽夢縈的傳統好滋味 魚翅羹/06-7222643

A2 優質百貨 帽子手套、 專售生活用品 襪子、雨傘/06-7229200

A3 日式火鍋 火鍋食材 火鍋料理食材等任君挑選 06-7224308

A4 滷味 豬肉料理 滷味、腣膀、涼拌菜 06-7224308

A5 包子福 肉圓 佳里在地的傳統好滋味 06-7211730

A6 阿婆賣菜 自家水果、蔬菜 無毒自種時蔬水果 0916086727

A7 虱目魚粥 粥品 每日現做限量供應 06-7227163

A8 尚青美食小鋪 熟食 依季節販售時下流行點心 06-7229915

A9 佐記客家仙草 冷熱飲 限量供應傳統客家風味 0988026631

A10 陳記水果店 水果 供應當令水果 當令水果/06-7224403

A11 新鮮油雞 熟食雞肉 美味雞肉好料理 油雞/7232352

A12 佳里米苔目 米苔目、碗稞 美味魚肉海鮮搭配現做米食迸出南部海線好滋味 米苔目/06-7227343

A13 鯤鯓海鮮 魚、蝦、小卷 每日親自採買漁港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226430

A14 輝哥水果行 水果 供應當令及進口水果 水果/06-7222932

A15 亞琪的店 服飾 婆婆媽媽愛買必逛的服飾店 服飾/0937305883

A16 魚丸家族 魚、海鮮丸 火鍋黨的最愛 各式火鍋料/06-7227486

A18 阿瑋疏菜 自家蔬菜 無毒自種時蔬 無毒食蔬/0919438591

A19 阿如土魠魚羹 土魠魚羹 每日現醃現炸土魠配麵配飯的好料理 土魠魚羹/06-7227898

A20 美食春捲 春捲 非吃不可的好滋味，清明時節總是排滿了人 春捲/0926931925

A21 秀樓家 古早味油飯 專售油飯、大腸、大鍋菜 彌月油飯等/06-7228504

A23 雜貨店 日用品、五金 專售日常生活五金 0919178757

A24 雜貨店 日用品、五金 專售日常生活五金 0932889395

A25 雜貨店 日用品、五金 專售日常生活五金 06-7211520

A26 黃記烘培 大餅及手工餅 傳統大餅濃濃的古早味勾起舌尖的懷舊記憶 06-7220314

A27 尤記快炒 米粉、麵食、肉燥飯 台式銅板美食 炒米粉/06-7210866

A28 各式百貨 生活用品、五金 專售生活五金 06-7223247

A29 各式百貨 生活用品、五金 專售生活五金 0937309410

A30 安仔雞肉舖 熟食 當日新鮮好食材製作鹽水雞、油雞、烤雞、滷味等各式熟食販售 年節拜拜各式熟雞肉/06-7227843

A31 安仔雞肉舖 熟食 當日新鮮好食材製作鹽水雞、油雞、烤雞、滷味等各式熟食販售 年節拜拜各式熟雞肉/0937627151

A32 周家豬血湯 炒麵、豬血湯 農業時代親民的點心攤歷經70年代仍依舊不改變的滋味 豬血湯/06-7221312

25 什錦百貨 生活日用品 專售家庭五金 06-7216949

26 什錦百貨 生活日用品 專售家庭五金 06-7228231

27 什錦百貨 生活日用品 專售家庭五金 06-7228231

28 清馨 齋 炒麵、炒麵、當歸湯 專售素食料理 06-7223793

29 各式美食 不固定美食 不固定美食料理 06-7228146

30 佳真服飾店 服飾 愛買一族必逛的服飾店 服飾/06-7227026

31 志銘蔬菜 時蔬 供應當令時蔬 當令時蔬/06-7229009

32 志銘蔬菜 時蔬 供應當令時蔬 當令時蔬/06-7230415

33 清馨齋 素食 供應健康時蔬及什錦素菜料理 素食料理/0929218196

34 清馨齋 素食 供應健康時蔬及什錦素菜料理 素食料理/0989030510

35 虱目魚丸 海鮮加工品 每日現做魚丸 虱目魚丸/0910680981

36 鮮蝦海產日式火鍋 鮮蝦海產日式火鍋 專售鮮蝦海產日式火鍋 06-722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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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邱記海產 鮮魚及海鮮加工品 供應現撈魚貨、海鮮加工品 海鮮/0921021091

37-1 冠評海產 鮮魚及海鮮加工品 供應現撈魚貨 06-7212343

38 陳記新蔬 時蔬 專售當令時蔬 06-5932543

39 李記肉燥飯 熟食 各式便當菜 06-7233359

40 清粥小菜 素食 清炒健康時蔬、素菜料理 清粥小菜/06-7233359

41 青年食品 時蔬、加工食品 大宗進口及當地時蔬、即時料理等任君挑選 年節各式食品及蔬菜/0933374096

42 青年肉蔬 蔬菜、禽畜肉、海產 玲瑯滿目的肉蔬、海產及即時料理等任君挑選 年節各式食品及蔬菜/06-7226298

43 日式火鍋料 火鍋食材 各式火鍋料理食材及現做餛飩 水餃及餛飩/06-7234713

44 漚汪西瓜綿 醃製食材 虱目魚、蛋料理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 西瓜綿/06-7212687

44-1 蔬菜 時蔬 供應當令時蔬 時蔬/06-7940331

45 春天米食坊 蔬菜、青草茶 自家溫室種植的蔬菜、茶飲等任君挑選 有機蔬菜/06-7836908

46 食全食美 熟食 各式下飯菜 各式熟食/0926399060

47 海鮮攤 鮮魚、海鮮 供應生蚵、海蝦、鮮魚 海鮮/06-7228189

48 蘇記麻糬 年糕、麻糬 傳承4代的市場名攤，麻糬、菜頭粿、九層糕都是消費者心頭的好滋味 古早味麻糬/06-7225365

49 無刺虱目魚 鮮魚 供應挑刺虱目魚肚 無刺虱目魚/06-7222431

50 明龍海產 鮮魚及海鮮加工品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920998

51 阿琴海產 鮮魚及海鮮加工品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222961

52 阿琴海產 鮮魚及海鮮加工品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225625

53 黑山牌食品 畜肉、海產加工品 4星名攤專售畜肉、海產加工品年節的贈人 肉乾、香腸/0913112879

54 明月熟食 熟食 各式便當菜 各式熟食/0937061951

55 徐記食品 畜肉、鮮魚及海鮮 牛羊肉、鮮蚵貝類等任君挑選 鮮蚵貝類/0930067288

56 慶泰雞肉鋪 禽肉 烏骨雞、土雞 土雞肉/06-7221925

57 蓁海產 鮮魚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217579

58 鳳珠鮮魚 鮮魚 專售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214907

59 柯記乾貨 香菇及白木耳 各式南北貨等任君挑選 香菇/06-7231963

60 秋蘭鮮魚 鮮魚 專售海釣、箱網魚貨 現撈魚貨/06-7226565

61 陳記鮮雞 禽肉 電宰烏骨雞、土雞、放山雞 雞肉/0928798877

62 陳記滷味 豬肉、豆類加工料理 滷味、腣膀、涼拌菜 魯蹄膀/06-7228531

63 保生中藥房 中藥 依時節調製各式補中益氣的藥膳包 防蚊中藥包06-7226757

64 阿達鮮魚攤 鮮魚 專售箱網魚貨 現撈魚貨/06-7233349

65 翁土雞、山雞          禽肉 當天電宰土雞、放山雞 雞肉/06-7226288

66 吳記海產 鮮魚 專售秋刀魚、虱目魚 現撈魚貨/0933500764

67 金記鮮魚攤 鮮魚 專售養殖魚貨 現撈魚貨/0929615235

68 美蘭鮮魚 鮮魚 專售海釣、箱網魚貨 現撈魚貨/06-7952877

69 阿貴無刺虱目魚 鮮魚 挑刺虱目魚肚、魚皮 無刺虱目魚/06-7230805

70 保生中藥房 中藥 依時節調製各式補中益氣的藥膳包  防蚊中藥包/06-7226757

71 邱記虱目魚、海產 鮮魚及海鮮 專售虱目魚、海產 無刺虱目魚/06-7237538

72 邱記虱目魚、海產 鮮魚及海鮮 專售虱目魚、海產 無刺虱目魚/0955050008

73 邱記軟骨鯽魚 鮮魚 專門飼養販售軟骨鯽魚 現撈魚貨/06-7225998

74 江河水產 鮮魚 專售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872880

75 阿華現撈鮮魚 鮮魚 專售當日海釣魚貨 現撈魚貨/0933374252

76 美雲海味 海產 親自挑選各式鮮魚、海鮮加工品販售 現撈魚貨/06-7210359

77 廣霖滷味 畜禽肉、豆類加工料理 滷味、豬蹄、烤雞等滷製品飄香半世紀 烤雞、鴨/0912727650

78 七股鹽水虱目魚 鮮魚 批發、零售虱目魚 無刺虱目魚/06-7230760

79 蔡記各式海鮮 鮮魚 專售海釣、魚遠洋貨 現撈魚貨/06-7231292

80 各種海產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6371267

81 ㄚ玲魚蝦專賣店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871360



82 金都鮮魚攤 海產 現撈海產鮮魚批發 現撈魚貨/06-7224558

83 佳奕佳佳香場 肉酥、肉鬆、香腸 販售肉酥、肉鬆、香腸  肉乾、香腸/06-7224196

84 仁和香烤臘中心 熟禽肉 販售烤雞、蜜汁雞、四物雞等熟食 烤雞/06-7225216

85 素華海產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235212

86 中和鮮魚 吳郭魚、草魚 專賣吳郭魚、草魚 現撈魚貨/06-7213506

87 各種海魚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921297873

88 草魚專賣 草魚 專售當日草魚 現撈魚貨/06-7224520

89 鹽水吳郭魚 吳郭魚、草魚 專售當日吳郭魚 現撈魚貨/06-7226380

90 90號分享鋪 手工皂 DIY手工香皂、分享平臺 06-7216786

91 玉蘭海產專賣店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932818503

92 新鮮海產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937618826

93 新鮮海產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229680

94 新鮮雞肉 禽肉 鮮雞肉販賣 雞肉/0975136972

95 秋桂虱目魚 虱目魚 販售當日虱目魚 現撈魚貨/06-7227921

96 秋玉虱目魚 虱目魚 販售當日虱目魚 現撈魚貨/06-7941871

97 生鮮海產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955050008

98        雜貨 雞蛋 販售雞蛋、餅乾、茶葉等……. 0918524102

99 新鮮蔬菜 蔬菜 各式各樣蔬菜 蔬菜/0955050008

100 新鮮魚貨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6-7221189

101 101海鮮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928798680

102 阿龍虱目魚批發 虱目魚 販售當日虱目魚 現撈魚貨/06-7220195

103 阿仁鮮魚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 現撈魚貨/0921508940

104 銘哥無刺虱目魚專賣店 虱目魚 保持虱目魚的鮮美堅持手工拔刺，提供當日產地鮮魚 無刺虱目魚/0921258310

105 陳家肉粽、菜粽 肉粽、菜粽 專賣肉粽、菜粽 肉粽/06-7223057

106 鯽魚草蝦白蝦 鯽魚草蝦白蝦 專賣鯽魚草蝦白蝦 蝦子/06-7221585

107 各式食品 食品 各式南北貨等任君挑選 06-7220640

108 各式食品 食品 各式南北貨等任君挑選 06-7212070

109 各式食品 食品 糖果、餅乾 糖果/06-7224448

110 百貨 生活日用品 專售生活用品 06-7225073

111 炸料美食 炸料美食 不固定美食料理 0919335315

112 美鴻扁食 扁食 扁食、菱角 餛飩/06-7221869

113 海天冷凍海產 冷凍海產 專售各式冷凍海產 0937616717

114 雅的玉舖 手鐲、手飾 專售玉飾品 玉飾/0916959253

115 各式百貨 生活日用品 各式南北貨等任君挑選 06-7228926

116 土雞蛋、皮蛋 蛋品 土雞蛋、皮蛋、福義軒餅乾 雞蛋/0937343880

117 各式百貨 生活日用品 各式南北貨等任君挑選 06-7220326

118 精品百貨 生活日用品 各式生活用品任君挑選 0976876808

119 蔡素食醬菜乾貨 素食醬菜乾貨 專售素食醬菜乾貨 各式乾貨/0932759503

120 道心素食 熟食 初一、十五茹素的好選擇炒麵、當歸湯、蔬食等各式熟食販售 素食料理/0928789265

121 道心素食 熟食 初一、十五茹素的好選擇炒麵、當歸湯、蔬食等各式熟食販售 素食料理/0932759514

122 儒興素食材料行 素食材料行 專賣素食材料行 素食食材0910746175

123 蔡素食醬菜乾貨 素食醬菜乾貨 專售素食醬菜乾貨 各式乾貨/0911883796

124 蔡素食醬菜乾貨 素食醬菜乾貨 專售素食醬菜乾貨 各式乾貨/06-7210666

125 裕大行 麵食乾貨 手製麵食批發 手工麵/0985198315

126 裕大行 麵食乾貨 手製麵食批發 手工麵/06-7222233

127 裕大行 麵食乾貨 手製麵食批發 手工麵/06-7223627

128 素霞麵攤 水餃，麵 水餃，麵零售 水餃/06-7224372

134 儒興素食材料行 素食材料行 專賣素食材料行 素食材料/06-7226385



135 蘭甘蔗、甘蔗汁 甘蔗、甘蔗汁 專售甘蔗、甘蔗汁 甘蔗/06-7227280

136 素食醬菜乾貨 素食醬菜乾貨 專售素食醬菜乾貨 各式乾貨/0911883224

137 裕大行 麵食乾貨 手製麵食批發 手工麵/06-7224950

138 地利種子行 種子 專售各類種子 種子/06-7228031

139 笑乁菜攤 蔬菜 各式各樣蔬菜任君選擇 蔬菜/06-7213621

140 笑乁菜攤 蔬菜 各式各樣蔬菜任君選擇 蔬菜/06-7228893

141 一笑花園 鮮花 販售花柱、花藍、盆花 鮮花/06-7221212

142 一笑花園 鮮花 販售花柱、花藍、盆花 鮮花/06-7228219

143 一祥商號 日用品 各式生活用品任君挑選 0926578169

144 金冠南北貨 日用品 各式生活用品任君挑選 06-7224837

145 土豆伯雜糧行 種子、土豆、綠豆 專售種子、土豆、綠豆等 雜糧/06-7222628

146 土豆伯雜糧行 種子、土豆、綠豆 專售種子、土豆、綠豆等 雜糧/0911650029

147 順吉五金商行 刀具研磨 刀具研磨販賣 磨刀/06-7230557

148 順吉五金商行 刀具研磨 刀具研磨販賣 磨刀06-7225329

149 水柳商號 日用品 各式生活用品任君挑選 0937616346

150 地利種子行 種子 專售各類種子 03-5633853

152 春捲皮 春捲皮 專售春捲皮 春捲皮/0919756995

153 豬肉品 畜肉 販售當日豬肉 豬肉/06-7225153

154 瑞泰號 畜肉 販售當日豬肉 豬肉/0982171819

156 阿貞七股活海產 海產 販售現撈海產 現撈魚貨/0982848839

157 阿宏肉鋪 畜肉 販售當日豬肉，批發 豬肉/0960749986

158 榮田商號 畜肉 販售當日豬肉，香腸 豬肉/06-7237017

159 豬肉品 畜肉 販售當日豬肉，批發 豬肉/7225576

160 啟芳號 畜肉 販售當日豬肉，香腸 豬肉/06-7217662

161 阿南鮮魚 海產 嚴選各式鮮魚海鮮販售
當天新鮮魚貨/0933373906 FB：阿

南鮮魚

162 野林土雞 禽肉、雞精 販售生產履歷品質把關的禽源，鮮雞、雞肉鬆、雞蛋、雞精等販售 新鮮雞肉/06-7262600 LINE：雞鮮

生
163 瑞益號 素食包子、饅頭 販售親手製作美味素食包子、饅頭 包子、饅頭/06-7213936

164 素食 飲食 各類素食客家小吃 素食客家小吃/06-7225531

165 瑞益號 素食包子、饅頭 販售親手製作美味素食包子、饅頭 包子、饅頭/06-7213936

166 阿貞七股活海產 海產 供應現撈魚貨任君選購 新鮮魚貨/0976038131

167 震發號 畜肉 販售當日生鮮豬肉，香腸 豬肉/0933374678

168 榮田商號 畜肉 販售當日豬肉，香腸 豬肉/06-7233397

169 新鮮蔬菜 蔬菜 各式各樣蔬菜任君選擇 蔬菜/0913201285

170 名輝商號 畜肉 販售當日生鮮豬肉 豬肉/0988538368

172 永全商號 畜肉 販售當日生鮮豬肉 豬肉/06-7220483

173 新鮮蔬菜 蔬菜 各式各樣蔬菜任君選擇 蔬菜/06-7228482

174 雞肉〈熟〉 禽肉 當日新鮮好食材製作鹽水雞、油雞、烤雞、滷味等各式熟食販售 烤雞/0932816347

176 復記行 雜貨店 各式南北貨等任君挑選 06-7225052

178 全勝五金行 刀具研磨 刀具研磨、刀具販售 磨刀/06-7229667

179 火鍋料、干貝、小卷 火鍋食材 販售各類火鍋食材任君選擇 火鍋料/06-7231545

180 ㄚ燕菜攤 蔬菜 各式各樣蔬菜任君選擇 蔬菜/0932818252

181 新鮮蔬菜 蔬菜 各式各樣蔬菜任君選擇 蔬菜/0921690485

182 豆漿、豆乾、豆腐 豆製品 販售親身製作各種美味豆製品 豆腐/0952591478

183              蔬菜 蔬菜 販售新鮮蔬菜、現包美味水餃 蔬菜/06-7223841

184 全勝五金行 五金 販售各類家用五金 06-7223630

185 豪媽香菇肉包 包子 販售肉包、白饅頭 香菇肉包/0968330251

188 全勝五金行 五金 販售各類家用五金 0925218558



189 新鮮水果攤 水果 販售各式各樣新鮮水果任君選購 水果/06-7220463

190 新鮮水果攤 水果 販售各式各樣新鮮水果任君選購 水果/06-7227358

191 新鮮水果攤 水果 販售各式各樣新鮮水果任君選購 水果/0919178796

192 剉冰、湯圓 冰品 販售清涼冰品、湯圓 剉冰、湯圓/0932759081

193 佳佳香腸 肉品加工 販售肉鬆、肉乾、肉絲等美味可口豬肉加工品 肉乾、肉鬆、香腸/0982085077

194 湖湖海產生魚片 海產 販售生鮮海魚、美味鮮生魚片 新鮮生魚片/06-7228318

195 隨緣素食 素食 可現吃外帶素食美味料理 素食料理/06-7225588

196 阿鐘蜆仔 蜆仔醃漬物 販售蜆仔醃漬物 06-7230900

197 英峰號 雜貨店 販售各類罐頭、山產 雜貨/06-7223023

198 英峰號 雜貨店 販售各類罐頭、山產 雜貨/06-7226738

201 糖果、餅乾 糖果、餅乾 販售各類糖果、餅乾任君選購 糖果、餅乾/06-7232621

202 英峰號 雜貨店 販售各類罐頭、山產 雜貨/06-7226738

205 糖果、餅乾 糖果、餅乾 販售各類糖果、餅乾任君選購 糖果、餅乾/06-7216339

207 吉利堂擇日舘 算命擇日 算命、婚、傷喜慶擇日 算命/06-7891900

209 古早味烤雞烤鴨 禽肉熟食 販售古早美味烤雞烤鴉 烤雞、烤鴨/06-7231895

210 古早味烤雞烤鴨 禽肉熟食 販售古早美味烤雞烤鴉 烤雞、烤鴨/0912176650

212 永照五金 五金 販售各式各樣家用五金 0911357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