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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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1 月天女服飾 各式工作家居服 老人家看店很親切 06-581-5112

店2 品香海苔飯捲 各式口味飯捲 3星名攤輕食健康 06-581-7069

店3 意大虹茶品店 手作茶飲 清涼冷飲衛生 06-581-6783

店4 甜在心紅豆餅 各式口味紅豆餅 物美價廉排隊美食 06-5838187

店5 早安大家好 早餐漢堡店 便利可口衛生 06-581-8151

店6 林家麵食 豆菜麵 獨家醬料實在美味 06-583-9698

店7 早午餐 現煮麵肉燥飯等 親切美味 06-583-1054

店8 良玉號 賣豬肉 每日現宰新鮮運送到貨 0975-087-353

店9 新美香 各種新鮮蔬菜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75-087-353

店10 上玉火鍋料 冷凍火鍋料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6-583-1054

店11 福興號冰店 各式剉冰 百年老店親自製作獨家 0936-379-395

店12 華園花苑 花卉 流行插花款式值得品味 06-583-3839

店13 穩土魠魚羹 土魠魚羹麵 好吃的店歡迎光臨 06-583-1054

店14 阿玲素材 素食類麵粉製品 健康素食品好加個讚 0919-786-533

店15 經絡舒壓調理館 美容美體養身館
師傅精湛手法保健一級

棒
06-581-7828

店16 手工水餃店 現包水餃 好口味的水餃物美價廉 0938-466-888

店17 蘭紅百貨行 流行服飾 跟上流行腳步美麗無限 06-583-5648

店18 瑞源食品行 各式調味罐頭食品
供居家及廠商必備之調

味品
06-581-7851

店19 阿青的店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批發到貨鮮鮮

鮮
0931-905-136

店20 不動明王 健康養身食品 商家提供資訊注重養生 0927-508-099

店21 如億花藝設計 花卉 流行插花款式值得品味 0913-18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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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22 無 流行服飾 跟上流行腳步美麗無限 0916-255-989

店23
養樂多善化經銷

商
養樂多牛奶等

有小時候的回憶好喝健

康
0929-596-121

店24 世季水果行 新鮮水果
每日新鮮批發到貨鮮鮮

鮮
0919-559-935

店25 采依精品服飾店 流行服飾 跟上流行腳步美麗無限 0937-362-868

攤1 老得師 早餐飯麵等 肉燥飯羹麵等早餐 0912-989-089

攤2 老得師 早餐飯麵等 肉燥飯羹麵等早餐 0921-508-258

攤3 丫珍三牲專賣店 雞、魚、豬肉等炸物 拜拜用牲禮祭品等 06-583-9477

攤4 尚興號 豬肉 每日現宰新鮮運送到貨 0933-344-590

攤7 無 賣雞肉 每日現宰新鮮運送到貨 0920-420-352

攤9 萬佳香 香腸肉製品
各式豬肉製品香腸自製

衛生口碑好
0929-718-279

攤10 阿美素食 素食料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963-117-603

攤11 蔣記魚丸店 魚丸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933-336-409

攤12 蔣記火鍋料 魚丸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6-581-7487

攤13 無 魚類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6-581-7098

攤14 阿珍美食 三牲 手工製作料好衛生 0912-121-879

攤15 李家美食 各式港式粿品 手工製作料好衛生 0921-518-017

攤16 尚興號 豬肉 每日現宰新鮮運送到貨 0933-344-590

攤17 川嫂文蛤 扁食 手工製作料好衛生 06-581-6246

攤18 尚興號 賣豬肉 每日現宰新鮮運送到貨 0933-344-590

攤19 生鮮肉品 賣豬肉 每日現宰新鮮運送到貨 06-581-6877

攤20 里長的店 各類炸丸 手工製作料好衛生 0972-37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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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21 曾家菜園 各式新鮮蔬菜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6-583-6910

攤22 曾家菜園 各式新鮮蔬菜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21-319-161

攤24 雄仔海產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18-220-559

攤25 雄仔海產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63-113-655

攤26 雄仔海產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35-997-128

攤27 阿草雞肉攤 賣雞肉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11-654-901

攤29 隆興海產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6-722-8396

攤30 隆興海產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13-752-839

攤31 理長牲禮魚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10-309-567

攤32 隆興海產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6-722-8396

攤34 丫珍三牲專賣店 雞、魚、豬肉等炸物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982-061-777

攤35 阿霞雞肉 賣雞肉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6-570-3228

攤36 阿霞雞肉 賣雞肉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6-570-3228

攤37 黑人小菜 各式配菜熟食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6-592-0050

攤38 黑人小菜 各式配菜熟食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6-592-2333

攤39 福心小舖 古早味醬菜料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6-583-9698

攤40 肉脯坤 各式豬肉製品香腸
各式豬肉製品香腸自製

衛生口碑好
06-581-8112

攤46 布袋海產 賣新鮮魚貨 每日新鮮運送到貨 0920-086-101

攤47 哈魯娃 魚丸 各式料品衛生安全 0917-87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