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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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東虱目魚粥 粥品、湯品、肉燥飯 40年的老店，美味可口 06-6332598

3 無 冬瓜茶、檸檬汁 40年的老店

4 美利達永成自行車 自行車 販售知名品牌自行車 06-6325093

6、7 永大銀樓 金飾 保留傳統銀樓的人情味 06-6323372

8 無 柳丁汁 柳丁汁新鮮美味

9 祥福皮件 皮件、旅行箱 服務好、價錢公道 06-6324349

10 無 水果 水果品質佳、價格公道

14 德江記 文物藝品 種類多，價錢公道 06-6324349

15 品美鞋行 鞋類 30年老店，第三代經營 06-6327409

16 鄭家豆簽粳 豆簽粳 傳統好滋味 豆簽粳50元

17 富美布行 布 60年老店，第三代經營

18 無 服飾 新開幕，服務佳

19、20 金豐盛銀樓 金飾 保留傳統銀樓的人情味 金飾

21 雲朵寢飾 寢具 販賣的寢具舒適美觀 06-6359988

22 金成五金行 拖把、掃把 40年老店，信用可靠 06-6322800

23 金玉昌銀樓 金飾 保留傳統銀樓的人情味 金飾

24 金興百貨行 衣服、百貨、日常用品 60年老店，用心對待每一位顧客 06-6326121

25 無 服飾 式樣多，跟上時代流行

26 全美百貨行 童裝 40多年老店，販賣的童裝可愛又流行 06-6322935

27 金再興銀樓 30多年老店老字號 06-6323907

28 無 美髮 老闆技術佳 0928-786438

29 無 羊肉湯 20年老店，美味好滋味 羊肉湯

30 無 襪子 56年老店 襪子

31 姿比服飾 女裝 式樣多，流行又時尚

32 信美針車行 修理針車 60年老店，技術佳，信用讚 06-6322857

33 無 蔬菜 提供新鮮蔬菜

34 美倫百貨 美倫時裝 服飾流行又時尚 06-6322570

35 無 蔬菜 提供新鮮蔬菜

36 義榮商行 雜貨 30年老店，貨真價實 06-6359811

37 無 日本服飾 服飾流行、時尚 日本服飾

38 長興窗簾 窗簾 式樣多，價格實惠

39 琳群服飾 女裝 提供流行時尚的優質女裝 06-6322752

41 無 蚊帳 品質優良

42 無 女裝 跟上時代流行潮流

43 春益蔘藥行 中藥 20年老店，貨真價實 06-6328123

44、45 無 服飾 提供流行時尚的服飾

46 無 服飾 服飾流行又時尚 06-6330408

48 倈來童裝美容 童裝、美容 美容技術專業，服務熱誠

49 無 修改衣服 技術佳，20多年老店 06-6353497

50 無 女裝 服飾流行、時尚 06-6322177

51、52 金進興銀樓 金飾 50年老店，信用佳 06-632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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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無 帽子 提供美麗又流行的帽子 06-6358362

57 無 修改衣服 修改技術專業，服務熱誠 06-6353939

58、59 道堅素食 素食餐點、飯、麵 美味可口 06-6333546 FB: 新營道堅素食

60 香蘭服飾 女裝 提供流行、時尚的女裝

63 無 修改衣服 修改技術佳 06-6370189

72、73 金利易銀樓 金飾 30年老店，信用佳，富傳統銀樓的人情味 金飾

75 旺盛鮮花店 花卉、花束 40多年老店 06-6356377

76、77 金泰昌銀樓 金飾 30年老店，信用佳，富傳統銀樓的人情味 06-6353812

80 佳佳布莊 布 提供各種精美的布料

81 佳允精品百貨 精品百貨 貨真價實

82 無 護膚、挽面 美容技術專業，服務熱誠

84 錦成布莊 布、毛巾 50多年老店 06-6322672

85 四坪半美式三明治 美式三明治 美味可口 06-6334502 FB: 四坪半美式三明治

86 無 電土、酒、修改衣服 60多年老店，第二代經營

87 市場咖啡 咖啡 美味可口 咖啡

91 李記麵條、餃皮 麵條、餃皮 用料實在 06-6358196

93 欣穎花坊 花束 提供美麗的花卉，帶來好心情

94 無 蔬菜 供應新鮮蔬菜

95 無 豬肉 經營10多年，貨真價實

97 無 魚 供應新鮮魚貨

98 無 肉鬆、香腸 美味可口

99 無 滷蛋、蛋、皮蛋 美味可口，貨真價實

100 無 豬肉 供應新鮮豬肉

101 無 魚 供應新鮮魚貨

102 無 滷豬肉 美味可口

103、104 無 素食食品(乾貨) 貨真價實

105 無 豬肉 供應新鮮豬肉

106 無 雞肉 供應新鮮雞肉

107 無 生香菇、菇類 供應新鮮菇類食材

108 無 蒜頭 供應新鮮蒜頭

110 無 麵條、蛋 供應麵條、蛋

111 無 素食食品(乾貨) 貨真價實，供應素食食材

112 無 魚漿、魚丸 供應美味海的滋味

113 無 麵包 供應美味麵包

114、115 無 雜貨 貨真價實 06-6324308

116 無 粉圓、紅豆 供應美味的食材 06-6357955

117 無 烤鴨 美味可口 06-6323017

118 無 水產 供應新鮮水產食材 06-6324789

119 無 水果 供應新鮮水果

120 無 豆腐、豆干 供應美味的食材 06-6331510

121 無 油飯 美味可口 06-6329610

122 無 水果 供應新鮮水果

123 無 南北貨 貨真價實

125 儷屋服飾 服飾 經營20多年，提供美麗又流行的服飾 06-6351934

127 永興整復館 整骨 老店



133 雜貨 貨真價實 06-6324388

134 慶安蔘藥行 中藥 貨真價實 06-6352777

135、136 無 雜貨、潤餅皮 貨真價實

153 無 豆腐 供應美味的食材 06-6333155

154 無 青蛙 供應美味的食材

155、156 無 女裝 服飾流行又時尚 06-6350439

171 無 蒜頭 供應新鮮蒜頭

174 無 塑膠袋 貨真價實

179、180 無 蔬菜 供應新鮮蔬菜 06-6322616

181、182 樺琍服飾 女裝 服飾流行又時尚 06-6350877

183 無 麵包 美味可口

195 無 塑膠袋 貨真價實

196、200 麗華美容院 美髮 技術佳 06-6321889

198、199 無 日本料理 提供美味可口的日式餐點 06-6320191

205、206 無 客家草仔粿、饅頭 美味可口

207 無 餛飩 美味可口 06-6329720

209、210 無 春捲 美味可口 06-6359815

216、217 錦鴻魚丸 魚丸 供應魚丸 06-6322665

219 無 糕點 美味可口 06-6321681

223 大友工藝社 刻印 技術佳 06-6355085

226 無 塑膠袋 貨真價實

239 大新鞋行 雨鞋、工作鞋、拖鞋 50多年老店，貨真價實 06-6327388

240、241 民友刻鎖店 開鎖、刻印 技術佳、服務熱誠 06-6354018

244 無 修改衣服、內衣製作 技術佳

250 茗虹護膚工作室 技術佳

251 無 修改衣服 技術佳

255、256 穆金霞美容坊 紋眉、美容 技術佳

259 無 服飾 服飾流行又時尚 衣服

260 伊柔專業護膚 紋眉、美容 40多年老店，技術佳

261 可毓手染服飾 手染服飾 服飾流行又時尚 手染服飾

263、264 向日葵服飾 服飾 服飾流行又時尚 06-6320503

265、266 新生百貨店 百貨 已經營20多年 06-6323858

269 金葉髮廊 美髮 技術佳

270 蒲公英咖啡 咖啡 提供美味可口咖啡 FB:蒲公英咖啡~Pupu Café

271 無 布 貨真價實

273、274 小辣椒精品服飾店 女裝 已經營20多年，提供美麗又流行的服飾

276 無 服飾 提供美麗、流行的服飾

277 帥哥康修理鞋子 修理鞋子 已經營20多年，技術佳。

279 無 蛋餅 美味可口   

280 無 豬肉 供應新鮮豬肉 06-6337409

282 無 鹽水雞 美味可口

283、284 無 飾品 貨真價實

285、286 無 蔬菜 供應新鮮蔬菜

288、289 三泰商號 牛肉 供應新鮮牛肉

290 碧雲商號 豬肉 供應新鮮豬肉 06-6324305



291 發利商號 豬肉 供應新鮮豬肉 06-6323986

293 無 水餃 美味可口

295 無 豆菜麵 美味可口 06-6356851

298 無 春捲 美味可口

301、302、303 無 大腸、煎粿 美味可口的傳統美食 06-6375628

304、305 荳蔻港韓精品服飾 服飾 服飾流行又時尚 港韓服飾

307、308 晴咩精品平價小舖 小飾品 供應流行時尚飾品 FB:晴咩精品小舖

313、314 無 鱔魚 供應美味的食材

316 無 鳥蛋、水產 供應美味的食材 06-6331590

317 無 水餃 美味可口

318、319 無 生魚片 美味可口

320、321 無 豬肉 供應新鮮豬肉

322 無 虱目魚、白蝦 供應美味的食材

324 無 飲料 貨真價實

325 無 飾品 供應流行、時尚的飾品

326 無 服飾 供應流行、時尚的服飾

327、328 港澳精品服飾 精品服飾 供應時尚的精品服飾

329 無 金紙 貨真價實

330 無 Q米堡 美味可口 FB:Q_米

333、334 無 雞肉 供應美味的食材

335、336 阿水豬肉攤 豬肉 供應美味的食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