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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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大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26-177-782

2 瑞大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26-177-783

3 無 百貨 賣衣服 0921-217-101

4 無 百貨 賣衣服 0958-186-588

5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6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7 阿成手工麵點 食品
賣老麵饅頭、春捲皮、

麵條

8 阿成手工麵點 食品
賣老麵饅頭、春捲皮、

麵條

9 吳家牛肉 畜肉 賣生鮮牛肉 FB:東菜市吳家牛肉舖

10 尚佳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37-360-990

11 無 食品 賣中藥材 0936-372-086

12 京發鮮活食鋪 畜肉 賣生鮮豬肉

13 京發鮮活食鋪 畜肉 賣生鮮豬肉

14 鄭家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15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16 阿輝海鮮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25729

17 平泰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114929

18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32-876-421

19 潘家豬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19-633-979

20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27812

東菜市公有零售市場

FB:東菜市場 進發肉舖

FB:東菜市場 進發肉舖

FB:東菜市場 鄭家肉舖

FB:東菜市 阿成手工麵點（製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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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菜市公有零售市場

21 和璋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58-728-502

22 馮家牛肉 畜肉 賣生鮮牛肉 0929-092-373

23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114921

24 阿玉雞肉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6-2218379

25 玉光行進口食品 食品 賣日式雜貨 0932-770-399

26 玉光行進口食品 食品 賣日式雜貨 0988-346-166

27 阿祥海產 水產 賣生鮮海鮮 0932-843-450

28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26-177-782

29 義豐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33-669-889

30 義豐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33-669-889

31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230752

32 無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6-2218379

33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7-6989306

06-2294419

34 日新香肉舖行 食品 賣肉乾  肉鬆 0935-381-899

35 日新香肉舖行 食品 賣肉乾  肉鬆 0958-118-731

36 王家雞肉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6-2246733

37 無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976-677-538

38 阿成手工麵點 食品
賣老麵饅頭、春捲皮、

麵條
FB:東菜市 阿成手工麵點（製麵所）

39 無 百貨 修改及訂製內衣
(06)2647930；

0910647930

40 無 百貨 賣衣服 0981-44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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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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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511264

42 無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6-2583281

43 阿戀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53-037-010

44 宥城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32-869-273

45 宥城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15-670-090

46 無 食品 賣火鍋料 0910-741-655

47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974756

48 芬蘭魚丸 食品 賣火鍋料 FB:芬蘭魚丸

49 福祥魚舖 食品 賣火鍋料 06-2613861

50 無 食品 賣火鍋料
06-2633997；

0983-348-582

51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63-010-166

52 無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956-007-170

53 無 青果 賣水果 0956-007-170

54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10-328-978

55 安氏魚仔店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43890

56 米蘭皮鞋 百貨 賣鞋子 皮包 06-2592326

57 大東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292779

58 無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6-2522931

59
吳媽媽自然農法

蔬果站
蔬菜 賣生鮮蔬菜 FB:吳媽媽自然農法蔬果站

60 劉記煙燻滷味 飲食 賣煙燻滷味 0921-2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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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無 其他
賣甜不拉，黑輪，魯丸

魚丸 魚翅羹
0932-830-057

62 無 食品 賣冷凍食品
06-2759113

0988-334-099

63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801916

64 阿美海產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90966

65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 雜貨 06-2588517

66 澤泰雜貨店 食品 賣乾料雜貨 06-2279788

67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72695

68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21-666-386

69 無 百貨 賣衣服 精品 0921-513-090

70 美加精品 百貨 賣化妝品 0929-463-197

71 無 食品 賣麵食 06-3505721

72 無 食品 賣蛋類 06-2110888

73 無 百貨 賣衣服 0928-771-862

74
佳蓉@店精品服

飾
百貨 賣衣服  雜物 0919-255-563

75 無 百貨 賣衣服 0919-892-199

76 無 百貨 賣服飾精品 06-2271513

77 阿珠@店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260317

78 無 其他 賣袋子 雜物 0955-359-202

79 無 其他 賣袋子 雜物 06-22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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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菜市公有零售市場

80 日日香肉舖 飲食

賣古早味香腸.東坡肉.

紅燒蹄膀.滷豬腳.拜拜

三牲

FB:日日香東菜市總店

81 萬香餅舖 飲食 賣壽桃及拜拜供品 FB:萬香餅舖

82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224595

83 無 百貨 賣衣服 06-2373173

84 文文服飾 百貨 賣衣服 0931-935-746

85 佳佳服飾 百貨 賣衣服   精品 06-2261953

86 阿桂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208406

87 金助水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208406

88 東市素食館 飲食 素食自助餐 0972-832-387

89 無 其他 賣內衣 06-2831343

90 東市內衣 其他 賣雜貨 0956-401-507

91 無 食品 賣豆花 紅豆湯 06-2890230

92 無 百貨 賣衣服  精品 06-2374577

93 東市素食館 飲食 素食自助餐 0910-769-133

94 無 其他 賣雜貨 0933-669-352

95 無 百貨 賣雜貨 06-2377256

96 無 食品 賣餅乾 06-2697261

97 無 食品 賣餅乾 06-2697261

98 無 食品 賣餅乾 06-2697261

99 無 飲食 自助餐 0920-837-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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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無 飲食 自助餐 06-2675305

101 無 飲食 自助餐 06-2923767

102 無 飲食 自助餐 06-2373173

103 無 食品 賣黑輪 0910-697-177

104 無 青果 賣水果 0956-112-112

105 無 食品 賣甜不拉，黑輪，魯丸 06-2111381

106 無 食品 賣甜不拉，黑輪，魯丸 06-2111381

107 無 其他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29-906-699

108 無 其他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588517

109 無 其他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3505098

110 無 其他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78815

111 無 其他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13-979-541

112 無 百貨 賣衣服 06-3354946

113 無 百貨 賣衣服 06-2310819

114 無 百貨 賣衣服 0919-799-375

115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13-561-687

116 吳家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31-935-758

117 無 食品 賣肉乾 滷味 06-2219523

118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219520

119 無 百貨 賣衣服  雜物 06-2216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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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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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無 飲食 賣泡菜 醃製品 06-2284117

121 無 其它 賣水果及雜貨 06-2523035

122 無 食品 賣素食 0927-164-977

123 無 青果 賣水果 0913-630-158

124 無 其他 修改衣服
06-2142279；

0921-280-988

125 無 飲食 賣飲品 06-2142279

126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812210

127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266383

128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17-776-086

129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6-2241046

130 無 其他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油

漆
06-2243374

131 無 飲食 賣飯 06-2762915

132 無 其他 賣豆花  紅豆湯 0926-740-791

133 劉家雞肉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7-6991037

134 無 百貨 賣內衣 0936-813-903

135
東市場素食專賣

店
飲食 賣素料 06-2369822

136 無 其他 賣早餐及雜物 06-2212181

137 無 飲食 賣油飯 06-3024689

138 無 其他 賣油飯 06-2896660

139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38-80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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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22-993-775

141 無 食品 賣零食 餅乾糖果 06-2231287

142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86-583-568

143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6-2686616

144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75-175-912

145 無 食品 賣堅果製品 06-2370677

146 無 食品 賣堅果製品 06-2088986

147 無 百貨 修改衣服 06-2238616

148 無 其他 賣飲品 0982-227-520

149 阿粉姨紅茶牛乳 其他 賣飲品 FB:阿粉姨紅茶牛乳

150 無 飲食 賣油飯 0956-029-979

151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27-966-856

152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38-782-004

153 無 食品
賣現炒堅果、堅果糖、

五穀雜糧
06-2295916

154 無 食品 賣堅果製品 06-2709677

155 無 百貨 賣衣服  雜物 06-2132265

156 無 其他 賣油飯  芋丸 0920-310-322

157 無 飲食 賣油飯  芋丸 0929-026-400

158 無 食品 賣油飯  芋丸 0961-251-068

159 無 食品 賣油飯  芋丸 06-205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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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無 飲食 賣油飯  芋丸 06-2708785

161 無 飲食 賣油飯  芋丸 0910-767-980

162 洪莊乃水餃 食品 賣水餃  扁食  芭樂 0952-329-552

163 洪莊乃水餃 食品 賣水餃  扁食  芭樂 06-2501320

164 無 青果 賣水果 0937-649-359

165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263211

166 無 飲食 賣麵食 06-2377247

167 無 飲食 賣麵食 0929-089-519

168 無 百貨 賣衣服 06-2091503

169 宏大豬肉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372798

170 宏大豬肉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218136

171 青年美食 飲食 賣早餐 06-2757225

172 青年美食 飲食 賣早餐 0933-349-278

173 無 青果 賣水果 0955-185-996

174 無 百貨 賣布料 0936-807-019

175 無 百貨 賣布料 0975-175-912

176 無 百貨 賣布料 06-2231287

177 無 百貨 賣布料 0988-056-772

178 無 百貨 賣布料 0912-602-710

179 無 百貨 賣布料 06-267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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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無 百貨 賣布料  修改衣服 0910-871-119

181 無 百貨 賣布料 0958-691-026

182 私之家 水產 賣生鮮壽司  生魚片 06-2690468

183 無 飲食 賣麵 0953-411-733

184 無 百貨 賣精品 06-2832270

185 無 百貨 賣雜貨 0932-716-117

186 蓉蓉服飾 百貨 賣衣服 0937-494-987

187 阿花虱目魚 水產 賣虱目魚 0931-730-471

188 YY精品 百貨 賣服裝 精品 0933-666-807

189
群玉精品服飾百

貨行
百貨 賣服裝 精品 06-2080059

190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21-673-778

191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6-2006766；

0911-639-669

192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6-2354498

193 無 其他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25-891-968

194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33-398-000

195 無 其他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6-2224755

196 無 其他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6-2224755

197 蘇家鱔魚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85-822-121

198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302805

199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635-5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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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永和商店 食品 賣乾料雜貨 06-2230570

201 嘉瑛內衣 百貨 賣內衣 06-2683097

202 東市雄 其他 賣火鍋料 水餃 06-2923229

203 盈盈服飾 百貨 賣衣服 精品 06-2609932

0203-1 府南成鹹水雞 禽肉
賣鹽水雞、豬血湯、肉

粽
06-2618933

204 阿琴西瓜 青果 賣水果 06-2113355

205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 0931-311-095

206 阿生兄果汁站 食品 賣果汁、玉米、水果 06-2220116

207 佳蓉服飾 百貨 賣服裝 精品 06-2097685

208 阿貴 食品 賣養樂多 0912-547-374

209 佳伶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33-275-441

210 無 青果 賣水果 0935-170-345

211 日春水果 青果 賣水果 06-2619377

212 阿娥水果 青果 賣水果 0937-570-376

213 無 其他 賣衣服及雜貨 0937-347-464

214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6-2678205

215 秀惠 農產加工品 賣蒜頭  麻油 06-5935457

216 無 百貨 賣雜貨用品 06-5960839

217 無 青果 賣水果 0929-590-227

218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61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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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5956787

220 無 飲食 賣麵 06-2453582

221 無 飲食 賣麵 0912-121-158

222 無 青果 賣水果 0903-052-231

223 無 其他 賣麵 06-5743149

224 無 其他 賣麵 06-5743149

225 無 青果 賣水果 0976-684-967

226 孟姿海產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220795

227 阿真春捲 飲食 賣春捲  炒飯 0919-787-822

228 無 食品 賣春捲皮 0988-581-057

229 無 其他 賣雜物 0926-817-064

230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18-513-963

231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255302

232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14280

233 無 飲食 賣麵 0922-779-338

234 無 飲食 賣麵 0928-607-452

235 吳洪美雀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978857

236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蔡 06-2617852

237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37-667-361

238 無 食品 賣水餃  扁食 06-223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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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無 青果 賣水果 06-2371946

240 無 飲食 賣麵 0932-843-252

241 無 飲食 賣麵 06-2646389

242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26-899-105

243 月霞麵攤 飲食 賣麵 06-2238433

244 蔡家自耕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37-342-246

245 蔡家自耕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621207

246
東門市場水果批

發
青果 賣水果 0970-232-121

247 新興雞肉鋪 禽肉 賣生鮮雞肉 0953-991-730

248 美華炸物 飲食 賣炸物 0927-985-596

249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21-299-637

250
鴻運紅大廚醬香

滷味
食品 滷味 06-2113355

251 阿湖伯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812210

252 鄭記 蔬菜 賣黑珍珠玉米、涼筍 0968-651-781

253 無 百貨 賣日常用品及雜貨 0910-737-030

254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002425

255 阿嘉香腸熟肉 食品 賣香腸熟肉 0920-655-766

256 無 百貨 賣精品 0979-559-922

257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41687

258 無 青果 賣生鮮蔬菜水果 0910-3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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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寶珠海產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75-118-204

260 美雲鮮魚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12-763-036

261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18-497-753

262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12-764-337

263 柔嫻鮮魚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37-319-977

264 無 食品 賣火鍋料 06-2358592

265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33-346-845

06-2509853

266 春德鮮魚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35-400-363

06-3582335

267 劉記廣東油雞 禽肉 賣熟食滷味油雞 06-2285863

268 阿蘭海產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37-366-471

269 尚佳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341648

270 尚佳肉舖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937-360-990

271 無 青果 賣水果等季節農產 06-5951263

272 靜惠乾物 食品 賣櫻花蝦等乾貨 0931-300-802

273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626127

274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472261

275 洪姊私房料理 飲食 賣熟食牛肉

276 洪姊私房料理 飲食 賣熟食牛肉

277 阿銘海產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928-301-081

278
阿美山海產/薑

黃專賣店
其他

賣山海產/薑黃/當季水

果
FB:阿美山海產/薑黃專賣店

FB:洪姊私房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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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 阿祥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729902

280 無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920-104-668

281 無 其他
賣山海產/薑黃/當季水

果
FB:阿美山海產/薑黃專賣店

282 阿菊清涼冰品 食品 賣飲品 06-2340551

283 徐涂阿鮮蔬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626543

284 無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909243

285 木火蔬果攤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385009

286 阿秀雜貨 其他 賣雞蛋 雜物 06-2258403

287 無 其他 賣魚丸 魚翅羹 06-2206162

288 無 食品 賣魚丸 魚翅羹 06-2919784

289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292779

290 明宗魚丸魚翅 食品
賣甜不拉，黑輪，魯丸

魚丸 魚翅羹
FB:明宗魚丸

291 無 畜肉 賣生鮮豬肉 06-2745189

292 阿燕壽司 食品 賣壽司 0933-612-328

293 英俊蔬菜 蔬菜 賣生鮮蔬菜 06-2625715

295 阿九水產 水產 賣生鮮魚貨海鮮 06-2241096

296 無 青果 賣水果
07-6162769

0912-030-302

297 無 百貨 賣雜貨 06-2598742

298 阿輝竹筍 蔬菜 賣生鮮當季蔬菜 06-2342320

299 阿蜜水果店 青果 賣水果 06-23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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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美玉炸物 飲食 炸物
0916-966-055

06-2830376

303 彰億行 農產加工品 蒜頭  麻油 06-2595762

304 彰億行 農產加工品 蒜頭  麻油 06-2563950

305 張式黑輪 食品 賣黑輪、甜不辣
06-2037631；

0987-210-263

306 無 百貨 賣生活用品 0930-032-077

309 美鳳油飯 飲食 油飯 FB:美鳳油飯

310 無 飲食 油飯 0933-612-116

63-1 無 百貨 賣雜貨 0953-120-241

71-1 無 食品 賣麵食 06-350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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