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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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海產 蛤蟳蝦 現撈新鮮
新鮮蛤類/

0908151060

1006 月琴 活海產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海產/

0930306738

1007 月琴 活海產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海產/

0928678326

1008 港 鮮魚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漁貨/

0932831320

1009 陳添 鮮魚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漁貨/

0915573890

1010 阿月 魚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漁貨/

06-2553377

1011 隆 魚海產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漁貨/

07-6921548

1012 阿雄 鱈魚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漁貨/

06-2713054

1013 海鮮 活跳蝦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漁貨/

0932827330

1014 留 司目魚 現撈新鮮
魚肚、魚肉、魚皮/

0931862882

1015 阿予 鮮魚 現撈新鮮 0955221218

1016 阿昇 活海產 現撈新鮮 0920588201

1017 林 司目魚 現撈新鮮
魚肚、魚肉、魚皮/

0935311188

1019 銘 鱔魚.鰻 現撈新鮮 06-2617588

1020 呂 小卷 現撈新鮮
新鮮小卷/ 

06-2924527

1021 林 鮮魚 現撈新鮮 06-2651965

1022 忠 小卷蝦仁 現撈新鮮 06-2245079

1023 沙魚之家 沙魚肉 現撈新鮮
魚肚、魚肉、魚皮/

06-2916620

保安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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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國安 司目魚 現撈新鮮
魚肚、魚肉、魚皮/

06-2627390

1025 鮮魚專賣莊 鮮魚 現撈新鮮 06-2281576

1027 深海鮢過魚 鮢過魚 現撈新鮮 0919558895

1028 三明海產行 各式海產 現撈新鮮 06-2266915

1029 豐發魚漿 魚漿製品 現做
(06)2228508；

0973570638

1030 耀南海產行 各式海產 現撈新鮮
2223805；

029268858

1033 阿促魚攤 鮮魚 現撈新鮮
魚肚、魚肉、魚皮/

06-2636663

1034 阿固海魚 鮮魚 現撈新鮮
魚肚、魚肉、魚皮/

06-2960992

1035 聯芳鮮魚 鮮魚 現撈新鮮

鹽水金目鱸、龍虎斑、黑喉、

赤彰

0926337372

1036 鮮魚店 鮮魚 現撈新鮮
各式新鮮漁貨/

06-2637452

1037 日月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6-2642700

1039 保安阿醬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6-2917150

1040 旺 雞鴨肉專賣 現宰新鮮 06-2270438

1041 和穗水果店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水果/

06-2450687

1042 保安青果行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35759609

1043 俐美水果店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水果/

0960623342

1045 阿桃水果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水果/

07-6991593；

093335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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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 興中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6-2614803

1047 公仔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6-2615966

1048 山富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6-2618092

1049 阿昆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6-2611431

1050 天寶雞鴨店 雞鴨肉 現宰新鮮
(06)2963988；

0929209721

1051 玉華青果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水果/

06-2254610

1052 金葉水果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水果/

0909592151

1054 黑龍 蝦.鮮魚 現撈新鮮
鮭魚、午仔魚、鮢𩼣魚/

0917080755

1055 黑龍 蝦.鮮魚 現撈新鮮
鮭魚、午仔魚、鮢𩼣魚/

0917080755

1057 魚皮沙魚 沙魚肉 新鮮 06-2631472

1059 發雄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6-2694006

1060 新吉成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932700881

1061 永華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912762831

1062 春英青菜 蔬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7-6962750

1063 阿彪青菜 蔬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58961103

1064 康卡多花卉 鮮花 新鮮
各式花卉/

06-2617092

1065 阿三新鮮水果 水果 新鮮水果
各式新鮮水果/

0935529690

1066 阿子蔬菜鋪 水果 新鮮水果
各式新鮮水果/

06-223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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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 和吉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新鮮畜肉/

0903659200

1068 足牛肉 牛肉 現宰新鮮
新鮮牛肉/

0920009210

1069 阿丁 雞肉 現宰新鮮
新鮮禽肉/

06-2921099

1070 萬成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0929107560

1071 阿發豬肉鋪 豬肉 現宰新鮮 06-2651869

1073 素全青菜 蔬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6-2304033

1074 鳳梨美 蔬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19160793

1077 蚵蛤蜆專賣 蚵蜆蛤 現撈新鮮
新鮮蚵蛤蜆/

0925678228

1079 雞蛋專賣 雞蛋 新鮮
各式蛋品/

0929121696

1080 鹽魚 鹽魚 古早味 06-2615342

1081 東港香 櫻花蝦油魚子 古早味
櫻花蝦、火燒蝦乾、中蝦/

0929338561

1082 一力小鮮肉丸 肉丸 現做新鮮

芹菜肉丸、芋頭肉丸、香菇肉

丸、九層塔肉丸/

0938296928

1083 金龍の雞鴨 雞鴨肉 現宰新鮮
新鮮雞鴨禽肉/

f0956768632

1084 足牛肉 牛肉 現宰新鮮
新鮮牛肉/

0935111280

1085 足牛肉 牛肉 現宰新鮮
新鮮牛肉/

926665080

1086 葉玖發黑輪店 黑輪 現做美味

各式手工魚餃、魚冊、燕餃、

蛋餃/

0903791616/ 街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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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 養生食品 麥.人參粉等 營養
(06)2954331；

0989622807

1088 滿滿魚圓 魚丸.豆製品 手工現做 0921545018

1089 吉 魚圓 傳統美味 06-2646117

1090 武宏 豬肉 現宰新鮮 (06)2200456

1091 富源肉舖 豬肉 現宰新鮮 06-2255315

1092 鳳凰雞鴨 雞鴨肉 現宰新鮮 06-2910636

1093 黑珍珠 玉米 新鮮 06-2979446

1094 秀蘭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水果/

0912011777

1095 阿興 蔬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11718679

1096 南投養生菇類 菇類 新鮮 0925026991

1097 順源行 雜貨 樣式多

各式堅果、日式糖果餅乾、上

禾佳醬油

06-2285379

1098 盛祥行 雜貨 樣式多 06-2277978

1099 無 豬肉 新鮮現宰

新鮮畜肉/

(06)2970788；

0956768632

1100 祖德肉舖 豬肉 新鮮現宰
新鮮畜肉/

06-2643818

1101 和記肉舖 豬肉 新鮮現宰
新鮮畜肉/

06-2651391

1102 保安水果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水果/

06-2246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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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青麗青菜店 蔬菜 新鮮

韭菜、枸杞葉、紅鳳菜、包心

白菜/

0908731977

Line: @hrp7279x

1104 玉井美 水果 新鮮
各式新鮮水果/

0978996265

1105 秋霞蔬菜行 蔬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6-2832259；

0921511892

1106 銀中肉舖 豬肉 新鮮現宰
新鮮畜肉/

0930923547

1107 天弘牛肉 牛肉 新鮮現宰 06-2230057

1109 草地果菜 蔬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58102885

1112 進壽果菜 蔬果 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87315091

1113 香菇蒜頭 雜貨 種類多 06-2562793

1114 阿慧 雜貨 種類多 2554236

1115 新金成 雜貨 種類多 06-2971991

1116 舜富商行 雜貨 種類多
各式蛋品/

0910829886

1117 來來成 雜貨 種類多
各式雜貨、麵條/

0910831195

1118 無 禮盒水果 客製化 0928355677

1119 水勝蔬菜 蔬菜 新鮮 0912179179

1120 正 燕巢芭樂 新鮮
珍珠芭樂、紅心芭樂

0929277557

1121 蘭 禮盒水果 客製化 093698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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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 春子花店 鮮花 新鮮種類多
桔梗、玫瑰/

0952343465

1124 俐美水果 水果 新鮮 06-2206420

1126 正 燕巢芭樂 新鮮
珍珠芭樂、紅心芭樂/

0929277557

1129 榮森製麵 麵 種類多 06-2271207

1131 甜蜜糖果屋 糖果 新鮮 0932708389

1132 德泰製麵 麵 種類多 06-2653015

1133 溫田食品行 雜貨 種類多
(06)2616854；

0929732155

1134 沈家麵店 麵 種類多 06-2638741

1135 歸仁竹筍 竹筍 新鮮 06-2309627

1137 無 豆製品 種類多 0920079870

1138 永南興餅舖 古早餅 古早味 06-2649236

1139 良友麵包 麵包 種類多 0952526359

1140 保安魚丸 魚丸 新鮮現做 06-2254902

1141 阿鍈魚圓店 魚圓 新鮮現做 06-2647028

1142 燕巢牛奶芭 芭樂 新鮮
0930112909；

07-6153178

1143 碧雲水果 水果 新鮮 06-2618448

1144 邱 玉米菱角 新鮮 096306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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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關廟 筍鳳梨 新鮮
關廟竹筍、鳳梨/

0910830465

1149 順天 蔬菜 新鮮 0937675922

2150 其峯百貨 百貨 種類多 06-2633707

2162 阿秀的店 服飾 種類多 06-2806488

2168 無 咖啡冰沙 美味 0953077309

2173 美 燻雞鴨 美味 0952220089

2174 阿芳 香腸 美味
香腸、肉乾、肉酥、肉條/

0979378605

2177 無 熟食小菜 種類多 0928714161

2179 無 素食 種類多味佳 0920079870

2180 廣東上好油雞城 熟食雞肉 古早味 0985995854

2181 廣東上好油雞城 熟食雞肉 古早味

油雞、燻雞、鹽水雞、脆皮燒

肉/

0956838873

2182 滿佳香 肉乾等 古早味
肉酥、肉脯、魷魚絲/

0921566347

2189 第一家食品 熟食小菜 種類多味佳 0905110825

2194 無 熟食小菜 種類多味佳 0926959739

2198 秀美 百貨五金 種類齊全 06-2236209

2199 招運圓滿 百貨 種類齊全
0929717827；

06-251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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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美英 百貨五金 種類齊全
0927888327；

06-2285725

2201 無 珠寶設計加工 樣式多款 0936988721

2202 伊登鞋坊 鞋 樣式多款 0929654496

2204 第一家食品 熟食小菜 種類多味佳 06-2740406

2206 阿財伯 粿 古早味 06-2201579

2207 小惠 水餃.扁食 新鮮現包 0929238929

2208 亞春 油雞.小菜 種類多味佳 0929827634

2209 保安素食 春捲 新鮮現做 0926870093

2210 阿華 粿 古早味 0981112924

2211 月琴 大腸粉腸 古早味 0958670699

2212 食品批發 春捲涼麵壽司大腸 種類多味佳 06-2254818

2215 金麗姬 百貨 種類齊全 0915316356

2216 淑靜 玉器百貨 種類齊全 0936849135

2217 慶美 飾品 種類齊全
項鍊、手鍊、手繩/

0928771890

2220 阿秀的店 服飾 種類齊全 06-2618380

2221 保安愛玉專賣 愛玉.仙草等 古早味 06-2275530

2222 五大香腸店 香腸 古早味 06-262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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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芬 水餃.餛飩 新鮮現包 0932702295

2225 宗錦服飾行 服飾 種類齊全 06-2637256

2229 雅友服飾店 服飾 種類齊全 0968939779

2230 金龍燻雞 雞肉.小菜 種類多味佳

鴨翅、燻雞、燻鴨/

06-2615980

Line pay、街口支付

2231 保安春捲 春捲 新鮮現做 0988187516

2232 有錢真好 小菜 種類多味佳 0920079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