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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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神農素菜料 素菜料 衛生便宜 0933-336-322

32 無 魚海產批發 種類齊全 0930-867-096

33 黄金雞 雞生肉 價格公道 0936-396-160

34 明見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0918-918-272

35 無 養樂多 價格公道 0929-055-706

36 文君深海魚 海魚 生鮮便宜 0928-355-577

37 尚鮮蔬果行 蔬菜 種類齊全 0922-823-111

38 蟹建利海產 海產 生鮮便宜 0922-823-111

39 無 旗魚丸 生鮮便宜 2616323

40 無 水果 貨色齊全 0933-671-789

41 阿成 香腸熟肉 生鮮便宜 2214465

42 名泉日式豆腐 豆漿豆花豆腐 生鮮便宜 0985-203-972

43 魚阿榮海產 海產 價格公道 0938-411-329

44 進安 海產 價格公道 0938-411-329

45 山坪純土雞 土雞 生鮮便宜 0955-911-617

46 芳冷凍食品 水餃冷凍食品 生鮮便宜 0932-786-884

47 無 蝦蟹烏魚子海產 價格公道 0936-396-160

48-1 無 蚵蝦蛤 價格公道 2612301

48-2 澎湖海產 海產 生鮮便宜 2238605

49 澎湖海產 海產 生鮮便宜 2238605

50 無 魚丸豆乾油豆腐 生鮮便宜 2263785

51-1 富美火鍋料 火鍋料 生鮮便宜 0927-370-221

51-2 無 自產蔬菜 生鮮便宜 0929-459-436

52-1 無 青菜批發 貨色齊全 0933-297-119

52-2 富美火鍋料 火鍋料 生鮮便宜 0927-370-221

53-1 無 菜 貨色齊全 0973-031-312

53-2 無 青菜批發 貨色齊全 0933-297-119

54 阿香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2289091

55 阿香豬肉鋪 阿香豬肉鋪 價格公道 2289091

56 黄家虱目魚 虱目魚 價格公道 2251309

          水仙宮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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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阿娟魚丸 魚丸 生鮮便宜 2216659

58 巨農有機農場蔬果 蔬果 生鮮便宜

59 阿賢虱目魚 魚 生鮮便宜 0963-587-301

60 友津海產 魚 生鮮便宜 0938-915-629

61 全家福海產 海產 種類齊全 2203668

62 全家福海產 海產 種類齊全 2203668

63 阿英雞肉 雞肉 生鮮便宜 2203668

64 宏泰豬肉鋪 豬肉 生鮮便宜 2265319

65 無 紅蟳 價格公道 2228771

66 無 魚海產 種類齊全 2285835

67 林蘇阿碧 虱目魚 價格公道 0921-565-791

68 無 關廟冷荀子 價格公道 2269488

69 蔡家魚餃 魚餃 生鮮便宜 2250727

70 秀蘭商行 塑膠袋 價格公道 2241164

71 阿義蔬菜 蔬菜 生鮮便宜 2114749

72 阿惠蔬菜 蔬菜 種類齊全 2269488

73 大益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2225302

74 古早味封肉 豬肉 價格公道 0973-210-979

75 無 虱目魚 價格公道 0912-762-990

76 無 冷筍麻筍 生鮮便宜 0935-427-418

77 富山生魚片 生魚片 生鮮便宜 2225304

78 富山生魚片 生魚片 生鮮便宜 2225304

79 阿輝海產 海產 價格公道 0932-715-318

80 無 蛤眞空包裝 價格公道 2239262

81 澎湖海產 海產 價格公道 0932-866-655

82 澎湖海產 海產 價格公道 0932-866-655

83 無 蔬菜 貨色齊全 0932-813-738

84 大成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0919-557-599

85 正海烏魚子 烏魚子 價格公道 2201107

86 無 衣服 價格公道 0932-83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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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無 珠寶 價格公道 0916-381-627

87-2 無 珠寶 價格公道 0936-676-336

88 無 菜 價格公道 0933-396-048

89 依樂服飾 衣服 價格公道 0952-380-976

90-1 無 菜 價格公道 3529110

90-2 無 豬肉 價格公道 2530742

91 無 肉粽 價格公道 0921-282-225

92 無 水果 貨色齊全 0929-969-530

93 于珊百貨 百貨 貨色齊全 2202927

94 于珊百貨 百貨 貨色齊全 2202927

95 魚明蝦海產 蝦海產 生鮮便宜 002-229-311

96 蘇家海產 魚 生鮮便宜 0938-802-068

97 蘇家海產 魚 生鮮便宜 0938-802-068

99 寶牛肉品 牛肉 價格公道 0926-665-080

100 國進海產 魚海產 貨色齊全 2227409

101 無 雞肉鋪 生鮮便宜 2208659

102 三郎豬肉鋪 豬肉 生鮮便宜 2208659

103 無 羅蔔粿 衛生便宜 0929-668-785

104 無 蜆蛤 衛生便宜 2242173

105-1 無 菜 生鮮便宜 2219019

105-2 無 菜 生鮮便宜 2219019

106 麗華 菜 生鮮便宜 2219019

107 甘蔗雞 雞肉 價格公道 0985-054-355

108 清旺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2209509

109 秋進深海鮪魚 魚 價格公道 2282465

110 双喜火鍋料 火鍋料 生鮮便宜 2212719

111 海埔雞肉 雞肉 價格公道 0965-092-758

112 無 蝦仁 生鮮便宜 2286646

113 無 冷荀海產 生鮮便宜 0918-009-392

114 無 烤肉捲 生鮮便宜 264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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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無 古早關廟粿 衛生便宜 0919-116-511

116 杜氏蝦捲 蝦捲 衛生便宜 2286814

117 天福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2216114

118 柏翰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0928-772-077

119 永福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0928-772-077

120 無 魚海產 貨色齊全 0915-960-355

121 無 蔬菜 生鮮便宜 0933-297-119

122 阿雲蔬菜 蔬菜 生鮮便宜 0933-298-133

123 阿麗醬菜 醬菜 衛生便宜 0919-855-333

124 益利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2256488

125 火鍋料阿暖 火鍋料 價格公道 2293514

126 無 豬肉 價格公道 0928-772-077

127 無 沙魚皮 衛生便宜 2216225

128 無 益虱目魚 生鮮便宜 0919-116-511

129-1 無 益虱目魚 生鮮便宜 0919-116-511

129-2 趙家粉腸大腸 粉腸大腸 衛生便宜 002-278-243

130-1 無 飲料 衛生便宜 0985-286-125

130-2 譚記海带豆干 海带豆干 衛生便宜 0937-340-925

131 豪記果汁 果汁 衛生便宜 0972-017-810

132 富麗精品屋 百貨 貨色齊全

133 無 美甲 貨色齊全 0966-196-866

134 達也濱漁場 海產 貨色齊全 2226623

135 阿寶服飾 阿寶服飾 貨色齊全 0910-738-472

136 無 冷凍土魠 衛生便宜 0932-988-017

137 無 蝦仁 衛生便宜 0921-673-821

138 阿鴻海產 海產 價格公道 0927-763-618

139 永安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0933-614-047

140 杜馬青草 青草 價格公道 0961-073-118

141-1 無 水薑蒜頭 衛生便宜 0961-073-118

141-2 無 魚丸 衛生便宜 0987-968-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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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1 宏茂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2595031

142-2 黃家麵線 麵線 價格公道 0919-853-353

143 宏茂豬肉鋪 豬肉 價格公道 2595031

144 無 食品雜貨 貨色齊全 2285403

145-1 阿惠蔬菜 菜 種類齊全 2269488

145-2 瓊芳豬肉 豬肉 價格公道 0908-210-185

146-1 阿美珠寶 珠寶 貨色齊全 2412489

146-2 無 熟肉 衛生便宜 2251388

147-1 阿良水果 水果 貨色齊全 22513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