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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女人的店 服飾 專營流行服飾 0929153372

A2 泰山活海產 專營海鮮魚類 現撈海產新鮮魚類 (06)3303718

A3 佳美珠寶銀樓 金飾、精品配件 可現場買賣 (06)2304126

A4 中元公神位 無 無 (06)2626711

A5 佳昇唱片行 專營CD 老歌新曲直營 (06)2393094

A6 郭怡荌服飾精品 服飾 專營舞台用服飾 (06)2300806

A7 無 肉圓 餡實在，味道獨特 0987324557

A8 沛霖的店 服飾 專營流行服飾 0988856077

A9 沛霖的店 服飾 專營流行服飾 (06)2301612

A10 寶美工作室 修改衣褲 各式衣褲皆可修改 0933345307

A11 寶美工作室 修改衣褲 各式衣褲皆可修改 0933345307

A12 櫻桃百貨 各式百貨服飾 復古服飾、老商品
(06)3301579；

0912763257

A13 無 粉腸、黑白切 二代經營，四十年傳承 (06)2396498

A14 衣衫服飾專賣店 服飾 專營流行服飾 (06)2300542

A15 阿惠南北貨 香菇罐頭製品 兼營辦桌各類用品 (06)2303932

A16 阿惠南北貨 香菇罐頭製品 兼營辦桌各類用品 (06)2303925

A17 千大鐘表行 鐘錶 各類鐘錶修理 0913098082

A18 豐益藝品 藝術品 兼營茶葉 0912122690

A19 阿章鞋舖 鞋類 老式拖鞋有得找 0928227204

A20 麗華魚丸店 火鍋料 現貨買賣，新鮮料實在 0937696503

A21 棠貴精品名店 女用皮包、服飾、鞋 專營餅乾、糕品 0937884586

A22 無 女用皮包、服飾、鞋 專營餅乾、糕品 (06)2302182

A23 海味芳 鍋燒意麵 口味佳 (06)3308509

A24 鳳凰精品店 天然水晶、瑪瑙 價錢實在公道 (06)2301594

A25 尚美精品屋 各式配件吊飾 件多任君挑選
(06)2306790；

0910581721

A26 穎佳美天然水晶 天然水晶、瑪瑙 兼營服飾 (06)2304726

A27 上格精品屋 港貨、日本貨 兼營香菇、服飾
(06)2393899；

0932874935

A28 精品童裝 各式童裝 價錢實在 (06)2300854

A29 精品童裝 各式童裝 價錢實在 0937340767

A30 彩彤坊 服飾 偏中國風 0928693163

A31 無 春捲 節日現製春捲皮 (06)2307198

A32 無 火鍋料 價錢公道 097060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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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無 素食火鍋料 專營素食各式料理品
2302806；

0909069307

B1 文星蔬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1244

B2 無 生鮮海產 現撈活海產 (06)2307831

B3 阿網蔬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0604

B4 新日豐美食 熟食雞肉滷味 冰後更好吃 0919636221

B5 蔬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0740

B6 蔬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0740

B7 許蔬菜商店果汁共和國 蔬菜 辦桌現打果汁 0935433702

B8 許蔬菜商店果汁共和國 蔬菜 辦桌現打果汁 0917696828

B9 泰山活海產 專營海鮮魚類 現撈海產新鮮魚類
(06)2301279；

0955539128

B10 春美春捲 春捲 節日現製春捲皮 (06)2307198

B11 農產品 水果 自產自銷 (06)2307021

B12 蔬菜買賣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1942

B13 陳媽廟古早味 各式辦桌菜古早味 真空包裝，粉腸味美 (06)2396519

B14 方魚丸日本火鍋料 各式火鍋料 價錢公道 0937663065

B15 正美華山土雞肉 生鮮雞肉 生鮮跑山雞 (06)3386388

B16 阿正商行 生鮮雞肉 生鮮跑山雞 0928373691

B17 欉仔鮮魚攤 海產類 價錢公道 0911370460

B23 阿娣糖果餅乾 糖果.餅乾 價錢公道 (06)2304029

B25 素貞女裝 女裝 多種樣式可供選擇 (06)3315130

B26 寶美蔬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4208

C1 阿玉果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0604

C2 黑人海產 生鮮海產 現撈活海產 (06)2307831

C3 徐。水果批發 水果 兼營生熟菱角 (06)2304909

C4 無 人蔘雞 口味獨特 0929334608

C5 治霖道地小攤 冰品 二代經營自創九層糕，Q軟 0956170112

C6 治霖道地小攤 冰品 二代經營自創九層糕，Q軟 (06)2307743

C7 阿菊商號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3302

C8 無 各式囍餅、蛋糕 古早味囍餅專營 0931269750

C9 萬味囍餅蛋糕 各式囍餅、蛋糕 古早味囍餅專營
(06)3307222；

0981092085

C10 芋頭、蒜頭、地瓜 芋頭、蒜頭、地瓜 芋頭酥軟 (06)2302248

C11 陳。羊肉、牛肉 生羊肉、生牛肉 溫體羊肉專賣 (07)777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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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 篡味 生鮮雞肉、熟食雞肉 有網路行銷 (06)2395456

C13 無 生鮮雞肉、熟食雞肉 有網路行銷 (06)2392329

C14 行哥古早味封肉 封肉專賣 美味可口 (06)3307695

C15 行哥古早味封肉 封肉專賣 美味可口 0932702162

C17 無刺虱目魚 現殺虱目魚 無刺虱目魚安心食用
2398833；

0960129123

C18 無刺虱目魚 現殺虱目魚 無刺虱目魚安心食用 0916174679

C21 真甜味水果攤 水果 價錢公道 (07)6164327

C22 高濱鹽水吳郭魚 現殺活吳郭魚 價錢公道 0933334460

C23 蒜頭 蒜頭 台灣產蒜頭 (06)2726852

C24 阿華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1536

C27 無 藝術品 兼營茶葉 0912122690

D1 珠。茄萣 生鮮海產 價錢公道 (06)2304238

D2 祥益肉鬆專賣店 肉鬆、肉乾 現製，價錢公道 0961192068

D3 阿菊商號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3302；

0958378379

D4 順六無刺虱目魚專賣店 現殺虱目魚 無刺虱目魚安心食用 0937696503

D5 賣魚明 生鮮海產 價錢公道 (06)3305164

D6 徐家自產農產品 釋迦 自產自銷 (06)2394759

D7 鱻燒 現烤豬肉、鮮魚 新鮮肉品、當日現烤 (06)3305164

D8 劉紅面鴨、正土雞 生鮮鴨肉、雞肉 價錢公道 0936359348

D9 賣魚財仔 生鮮活海產 現撈魚貨 (06)2306903

D10 賣魚財仔 生鮮活海產 現撈魚貨 (06)2305018

D11 賣菜阿珠 蔬菜 價錢公道 (06)2302781

D12 鴨肉美仔 生鮮雞肉 價錢公道 (06)3300308

D13 銪德商行
各式山產、海產、干

貝
各式南北貨買賣 (06)2716832

D14 紅龜全仔 各式糕餅 新鮮現製五十年傳承
(06)2304913；

0935477775

D15 阿賢火鍋料 火鍋料 價錢公道 (06)2301351

D17 惠琪皮飾、服飾 服飾、皮飾 各式流行皮飾、服飾 (06)3302322

E1 阿枝鮮魚攤 生鮮海產 價錢公道 (06)2303062

E2 冠伶精品 皮夾、手套 價錢公道 (06)2308359

E3 玉米 生、熟玉米 自產自銷 (06)2306485

E4 謝家 竹筍、水果 自產自銷 (06)2392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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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 自製台灣蘆筍 蘆筍 自產自銷
(07)6314371；

0922688030

E6 玉米 生、熟玉米 兼營活青蛙、鱔魚 (06)2309118

E7 無 竹筍.番茄 自產自銷 0926386626

E8 蚵仔嫂海鮮 生鮮蚵仔 來自產地、價錢便宜 (06)2305241

E9 美秀攤 生鮮魷魚 兼營冷凍牛肉 (06)2302711

E10 現烤鹹豬肉 熟豬肉、熟魚現烤 口味獨特 0933351066

E11 水餃皮 水餃、麵條 自製自銷 (06)2304775

E12 無 生鮮活海產 現撈魚貨 0912407071

F1 振興號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2308818

F2 日精蛋品專賣 生雞蛋、鴨蛋 合格雞場出售 (06)2302156

F3 華興號肉舖 生鮮豬肉 兼營自製烤肉片合格肉品 0929692801

F4 張家香食品屋 肉鬆肉乾 美味可口 (06)2301371

F5 張家香食品屋 肉鬆肉乾 美味可口 (06)2393384

F6 正保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3303038

F7 阿蕊黑豬肉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2300150

F8 仁愛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2306089

F9 三成號火鍋肉片 火鍋肉片 合格肉品兼營日本餅乾 0982772503

F10 欣欣鮮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3308929；

0933613858

F11 福興蜂蜜、女裝 女裝 兼營蜂蜜，自產自銷 0980634396

F12 美興號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926931501

F13 峰野生鮮魚 生鮮魚蝦 現撈魚貨 (06)3302169

F14 日春肉舖 有機蔬菜 價錢公道 0933333843

F15 雨若黑豬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3301885

F16 瑪莉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3301558

F17 阿溪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2304807

F18 阿溪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2304807

F20 和宗號肉舖 生鮮豬肉 合格肉品 (06)2393138

G1 宏霖健康系列 化粧品系列 各式香水專賣 (06)2301720

G5 宏霖健康系列 糖果餅乾 養生系列 (06)2303808

G2 霞記肉圓 肉圓 餡實在，味道獨特 (06)2305650

G3 汶朱米粉 米粉、油飯 現炒米粉 0972325897

G7 汶朱米粉 米粉、油飯 現炒米粉 093191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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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 銘記煎粿 煎粿 三十年傳承，二代經營 (06)2303808

G8 銘記煎粿 煎粿 三十年傳承，二代經營 (06)2305650

G6 霞記肉圓 肉圓 餡實在，味道獨特 (06)2303755

G9 精飾品專賣 不銹鋼鍋具 價錢公道 0982661071

G10 阿中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911650466

G11 阿中菜攤 蔬菜 價錢公道 0910744399

G12 明華軒素食品 素食火鍋料 專營素食各式料理品 0915023853

G13 李記魯麵 魯麵 二代經營，兼營辦桌
(06)3300605；

0926257253

G14 歐美日五金精品百貨 五金百貨 價錢公道 0956638639

G15 陳家鍋燒 鍋燒意麵.壽司 口味佳 0932706655

G16 謝家海產粥 海產粥、肉丸 六十年老店 (06)3305654

G17 謝家海產粥 海產粥、肉丸 六十年老店 (06)3305654

G18 明華軒素食品 素食火鍋料 專營素食各式料理品
(06)3300605；

0926257253

G19 阿明早餐 早餐各式餐點 二代經營，三十年傳承 (06)2304742

G20 阿明早餐 早餐各式餐點 二代經營，三十年傳承 (06)2304700

G21 阿明早餐 早餐各式餐點 二代經營，三十年傳承 (06)2304742

G22 阿明早餐 早餐各式餐點 二代經營，三十年傳承 (06)2304742

G23 有生粉腸專賣店 粉腸、黑白切 二代經營，四十年傳承 (06)2303190

G24 有生粉腸專賣店 粉腸、黑白切 二代經營，四十年傳承 (06)2305237

G25 施家羊肉 熟食羊肉.米粉 有宅配服務 (06)2305563

G26 施家羊肉 熟食羊肉.米粉 有宅配服務 (06)2305563

G30 施家羊肉 熟食羊肉.米粉 有宅配服務 (06)3306367

G31 施家羊肉 熟食羊肉.米粉 有宅配服務 0935346416

G27 精品童裝 各式童裝 價錢實在 (06)2305237

G28 有生粉腸專賣店 粉腸、黑白切 二代經營，四十年傳承 (06)2305563

G29 有生粉腸專賣店 粉腸、黑白切 二代經營，四十年傳承 (06)2305563

G32 普光素食早點 素食各式早點 口味多可供選擇 (06)2781379

G33 將軍現炒 現炒花生 口味佳 0916174679

G34 素食早點 魯麵、炒麵 口味佳
(06)2309926；

0973228805

G35 素食早點 魯麵、炒麵 口味佳
(06)2309926；

0973228805

G36 蔬果專賣 水果 價錢公道 (06)23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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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7 阿娥手工水餃 水餃 口味佳 0932702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