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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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1 早安漢堡 漢堡、三明治 108年3星名攤 0919-109045

店舖2 麻豆阿榮牛肉湯 牛肉湯 108年3星名攤 5990882

店舖3 思薇爾 曼黛瑪璉 內衣 百貨 5991654

店舖4 華大鮮花店 鮮花 106年3星名攤

5013357

https://zh-

tw.facebook.com/huadaflower/

店舖5 米農莊 碗粿、米糕 107年3星名攤 5998333

店舖6 林家早點 蔥抓餅 飲食 5998729

店舖7 林家早點 蔥抓餅 飲食 5990302

店舖8 新市飯糰 飯糰、奶茶 飲食 0956-835312

攤1 利吉金紙行 拜拜用品 106年2星名攤 0918-168055

攤2 利吉金紙行 拜拜用品 106年2星名攤 0931-750311

攤3 石觀音 芙蓉茶 食品 5896060

攤4 采邑精品服飾 服飾 百貨 5994435

攤5 喬河內河粉 越南料理 107年3星名攤 0932-706038

攤6 可愛兒童精品服飾 兒童服飾 百貨 5992058

攤7 新市蝦仁肉丸 肉丸 飲食 2903897

攤8 茂發羊肉舖 羊肉料理 飲食 0934-336557

攤9 茂發羊肉舖 羊肉料理 飲食 5012831

攤10 凱麗精品 服飾 百貨 2611069

攤11 素食這一家 素食餐點 飲食 0918-772568

攤12 素食 素食餐點 飲食 0937-363409

攤13 姐妹精品服飾 服飾 107年3星名攤 5993130

攤14 姐妹精品服飾 服飾 107年3星名攤 0912-214257

攤15 喬河內河粉 越南料理 107年3星名攤 0928-009157

攤16 喬河內河粉 越南料理 107年3星名攤 0928-009157

攤17 新市蝦仁肉丸 肉丸 飲食 5898025

攤18 秋美百貨行 女鞋 百貨 5995637

攤19 元盛號 豬肉 畜肉 5994855

           新市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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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20 喬河內河粉 越南料理 107年3星名攤
07-3656071

0921-558447

攤21 阿欣越式料理 越南料理 108年3星名攤 0921-019320

攤22 阿欣越式料理 越南料理 108年2星名攤 5013788

攤23 姐妹精品服飾 服飾 107年3星名攤 0932-769657

攤24 姐妹精品服飾 服飾 107年3星名攤 5996862

攤25 進成號 塑膠袋 百貨 0932-994194

攤26 元泰肉攤 豬肉 畜肉 5994116

攤27 順天號 豬肉 畜肉 0910-817229

攤28 榮吉號 豬肉 畜肉 5992761

攤29 元盛號 豬肉 畜肉 5994028

攤30 復元號 豬肉 畜肉 0933-269935

攤31 甜蜜蜜水果店 水果 106年2星名攤 0932-983680

攤32 甜蜜蜜水果店 水果 青果 5996638

攤33 昌記雜貨行 南北雜貨 食品 0956-007656

攤34 昌記雜貨行 南北雜貨 食品 0922-184756

攤35 美味素食 素食 飲食 5997082

攤36 美味素食 素食 飲食 5997082

攤37 元泰肉攤 豬肉 畜肉 5994116

攤38 美味素食 素食 飲食 0928-302131

攤39 茄萣海產 海產 水產 0937-676736

攤40 金元號 豬肉 畜肉 5994310

攤41 加工魚丸 魚丸 食品 5891577

攤42 創勝商號 豬肉 畜肉 0934-308628

攤43 珍好蔬菜 蔬菜 107年2星名攤 5013130

攤44 珍好蔬菜 蔬菜 蔬菜 5993637

攤45 珍好蔬菜 蔬菜 蔬菜 5992646

攤46 雞肉攤 油雞 食品 5992205

攤47 青山蔬菜 蔬菜 蔬菜 0972-95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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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48 秀鑾蔬菜 蔬菜 蔬菜 5993382

攤49 布袋海產 海產 水產 0934-018252

攤50 佳佳香食品 肉干 食品 0920-360889

攤51 銀池海產 海產 水產 5992980

攤52 三姊妹海產 海產 水產 5995904

攤53 碧金雞鴨 禽肉 食品 5971737

攤54 阿壽海產 海產 102年1星名攤 0928-029310

攤55 介銘海產 海產 水產 5013567

攤56 萬佳香 香腸肉干 食品
0920-908723

5812304

攤57 金興中藥行 中藥 其他 5984433

攤58 旺蓮蔬菜 蔬菜 蔬菜 0920-215162

攤59 文貞魚丸攤 魚丸貢丸 食品
5993453

0932-803543

攤60 成志蔬菜 蔬菜 蔬菜 5993453

攤61 建泰生鮮雞鴨 禽肉 食品 5996737

攤62 建泰生鮮雞鴨 禽肉 禽肉 0919-785710

攤63 建村海產 海產 水產 0938-083965

攤64 吳郭魚 海產 水產 2589016

攤65 新鮮豬肉 豬肉 畜肉 0970-990991

攤66 地方美食 食品 食品 5992919

攤67 阿美 禽肉 禽肉 5994855

攤68 萬佳香 香腸肉干 108年3星名攤 5817170

攤69 摸摸頭寵物零食 寵物食品 5993134

攤70 摸摸頭寵物零食 寵物食品 5995134

攤71 火鍋總店 火鍋料理 食品 0933-673854

攤72 品鮮泡菜 桶子雞 食品 0925-088896

攤73 七股虱目魚 虱目魚 水產 0929-369316

攤74 阿和跑山雞 禽肉 禽肉 0928-973965

攤75 郭家碳烤雞鴨 禽肉 飲食 0927-12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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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76 郭家碳烤雞鴨 禽肉 禽肉 5996985

攤77 里港餛飩水餃 餛飩水餃 食品 0953-689639

攤78 無 香菇油雞 食品 0933-297533

攤79 阿燕生鮮雞鴨滷味 禽肉 108年4星名攤 0905-261676

攤80 阿燕生鮮雞鴨滷味 滷味食品 108年4星名攤 0934-198175

攤81 現撈漁貨海產 海產 水產 5997545

攤82 現撈漁貨海產 海產 水產 0937-609562

攤83 僑盈百貨行 百貨 百貨 0956-061293

攤84 阿華 魚丸 食品 2337295

攤85 新合興子雜貨 南北雜貨 食品 0910-224622

攤86 紅豆餅香菇南北貨 南北雜貨 106年3星名攤
0929-977133

5013286

攤87 小熊水果店 水果 107年2星名攤

5996103

https://www.facebook.com/pag

es/category/Shopping---

Retail/%E5%B0%8F%E7%86%8A%E6

%B0%B4%E6%9E%9C-

%E6%96%B0%E5%B8%82%E5%B8%82%

E5%A0%B487%E8%99%9F%E6%94%A4

-258774507663409/

攤88 玉環 服飾 百貨
5995146

0936-409737

攤89 美鳳有約 東坡肉 食品 0932-827348

攤90 阿燕生鮮雞鴨滷味 禽肉 飲食 5993314

攤92 現撈漁貨海產 海產 食品 5995364

攤93 僑盈百貨行 百貨 百貨 5993442

攤94 僑盈百貨行 百貨 百貨 0934-295283

攤95 可口美蔬菜舖 蔬菜 蔬菜 5992809

攤96 可口美蔬菜舖 蔬菜 蔬菜 5992809

攤97 東石海產 蚵 水產 0956-164627

攤98 冰品仙草 八寶冰 飲食
0918576128

5992500

攤99 阿鳳服飾店 服飾 百貨 589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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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100 阿鳳服飾店 服飾 百貨 5996092

攤101 莫妮卡精品服飾 服飾 百貨 0929-081917

攤102 茂園水果 水果 108年3星名攤

5011431

https://www.facebook.com/%E8

%8C%82%E5%9C%92%E6%B0%B4%E6%

9E%9C-113744826662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