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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HANG TEN 男女休閒服飾

知名品牌服飾，商品精品專櫃化

，商品樣式多樣化、口碑好買氣

高。

2222520

3 無攤名 百貨

商品精品化，擺放整齊有致，商

品樣式種類多、品質好且價格合

理公道，深獲消費者好評。

0987096865

4
朵拉美皮包

飾品
女鞋、皮包

攤招美觀雅緻具特色，商品陳列

整齊店面環境明亮，給予消費者

良好的購物環境。

2225253

5 大象鞋館 女鞋

精品服飾專櫃化，口碑好服務

好、專業度高，定時推出商品特

價及多項售後服務。

2227262

6 尚美 女鞋

商品陳列整齊、標示清楚，攤位

環境乾淨衛生，給予消費者良好

的購物環境。

2260226

7.8 串之珠 女裝服飾

與知名品牌合作，商品精品化，

擺放整齊有致。商品樣式種類

多、品質好且價格合理公道。

2222366

12 億大服飾
休閒服飾、長

褲

女用精品服飾專櫃化，口碑好服

務好、專業度高。提供試穿，退

換貨等多項售後服務。

0928280888

13 億芳 女用服飾

女性服飾，商品精品專櫃化，商

品樣式多樣化、品質好且精緻

化。提供試穿退換貨等服務，口

碑好買氣高。

2225271

15 季隆 服飾.女裝

女性服飾，品質好且精緻化，創

造流行、新潮名裝，生意紅不

讓。

3351145 

17 和惠 上班制服、長褲

公司制服，剪裁合宜，舒適好

穿、價廉物美. 色澤高雅,魅力

十足. 適合大眾品牌服装。

2204926

           沙卡里巴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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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1 MRT SOUL 咖啡簡餐

環境雅緻、擺設新穎、商品美味

精緻、咖啡香氣飄溢、是網路高

人氣商家。

2987376

18 蛋胖了 土司 烤厚片土司 2235391

19 明新服飾 服飾女裝

女用精品服飾專櫃化，口碑好服

務好、專業度高，提供試穿，退

換貨等多項售後服務。

2599798

1901.1902.1

903.1904.20
泰林 服飾女裝

女用精品服飾、陳列整齊皆有清

楚的標示清楚，老闆親切介紹商

品特色，深獲消費者好評，買氣

高。

2287267

1401 翔勇服裝行
服飾女裝、洋

裝

精美女性服飾、洋裝，陳列整齊

皆有清楚的標示清楚，老闆親切

介紹商品特色，商品樣式多，服

務品質好。

2221126

1402 南昌服飾
服飾、女裝、

休閒服

各類高級精美服飾、女裝、休閒

服，商品樣式多、滿足消費者一

次購足需求。

2225866

21 沐恩 中國服飾

具中國古典風精美服飾、陳列整

齊皆有清楚的標示清楚，老闆親

切介紹商品特色專業度高，買氣

好。

0921220526

22 泰安行 休閒服飾

各類休閒服飾，商品樣式種類

多、品質好且價格合理公道，深

獲消費者好評。

2265185

23 良壹服裝行 女裝

女性服飾批發，品質好且精緻化

，商品樣式種類多、品質好且價

格合理公道，買氣高。

3559999

24 新建設服飾 女用女裝
女性服飾，品質好且精緻化，創

造流行、新潮名裝，買氣高。
263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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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1
名媛兒服裝

設計
修改服飾

客製化服務，老闆親切介紹，專

業度高，服務好，深受消費者

好評。

2221020

25 昌益 女裝(洋裝)

女性服飾批發，特色優雅洋裝，

商品樣式種類多、品質好且價格

合理公道，買氣高。

2243564

26 欣欣服飾行 服飾女裝

女性服飾批發，款式高雅，魅力

十足、款式新穎，深服消費者喜

愛。

0939724656

27 無攤名 修改服飾

專業客製化服務設計，老闆服務

親切，專業度高，深受消費者

好評。

0931907038

28 成功服裝行 服飾女裝
少女及少淑女精美服裝，時尚流

行、新潮名裝，人氣商店。
2212127

29 大員囡仔 手工銀飾

各類精美飾品，商家環境乾淨，

光線明亮，服務好，深受消費者

好評。

0982076097

30.31 廟口扭蛋
玩偶、禮品小

物

各類精美玩偶、禮品小物，商家

環境乾淨，光線明亮，提供消費

者多樣選擇。

0970259659

32
熊熊國度的

萬物

玩偶、禮品小

物

各類精美玩偶、禮品小物，商家

光線明亮，提供消費者多樣選

擇。

2911320

33 御集堂 茶壺、藝品

提供精美藝品及茶壺，老闆服務

親切，專業度高，提供消費者品

嚐服務，廣受消費者的喜愛評。

0929692208

34 琳達銀飾品 銀飾

各類精美銀飾品，商家光線明亮

，攤位具計設性，深受消費者

好評。

2212532

35 乃萍妝點舖 安全帽
提供各類安全帽，商品樣式種類

多、品質好且價格合理公道。
295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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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娃娃兵總動

員

玩偶、禮品小

物

各類精美玩偶、禮品小物，樣式

種類多，提供消費者多樣選擇。
2956698

42.43 無攤名 皮包

各式精美皮包，陳列整齊、標示

清楚，老闆親切介紹商品特色，

商品樣式多，服務品質好。

0912958719

44.45 愛夏子 日式大阪燒

日系商品，乾淨衛生，色香味俱

全，擺放整齊，健康又美味，高

人氣商家。

0983383357

46.50 世達服裝 女用服飾

女性服飾批發，品質好且精緻化

，商品樣式種類多、品質好且價

格合理公道，買氣高。

2233239

102.103.48.

49.52.53.56

.60

阿財點心
各式熟食、香

腸熟肉、蝦埢

榮獲經濟部2星等名攤，歷經四

代的傳承，其中香腸熟肉的獨特

風味令顧客ㄧ嚐再嚐.念念不忘

，並曾獲各大媒體之爭相報導。

2246673

106.107.57 榮盛點心 米糕、魚丸湯

榮盛米糕榮獲經濟部2星等名攤

，飄香超過一甲子的美味米糕，

已是台南人念念不忘的好滋味，

並且曾被指定為國宴菜色，也算

是相當具有台灣之代表性美食。

2209545

100.101.104

.108
瑩樺服裝 女用服飾

女用精品服飾批發、陳列整齊皆

有清楚的標示清楚，老闆親切介

紹商品特色，深獲消費者好評。

2212596

98.99.94.95

.96.97.
凱虹服裝

女用服飾、長

褲

女性服飾、長褲批發，剪裁合宜

，舒適好穿、價廉物美.  適合

大眾品味且選擇性多。

2818896

187.105.184

.186
福明服飾 女用服飾、長褲

女性服飾、長褲批發，剪裁合宜

，舒適好穿、價廉物美.  是優

良商家，買氣高。

0933666637

54.58 大億 女用服飾
女性服飾批發，高貴典雅、款式

新穎，深服消費者喜愛。
228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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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2.63 嘉宏服飾行 旗袍、中國服

具中國古典風精美服飾、展現典

雅高貴風情，老闆服務親切，介

紹商品特色專業度高，擁有許多

忠實顧客。

2265093

66.67 麗秋 修改服飾

專業性及客製化服務，專業度高

，老闆服務親切，深受消費者好

評。

0978785099

64.65.68.69

.71.72.75.7

6

飯桌 飯食

菜色多樣、美味可口 、香飘四

溢、色香味俱全、用餐人潮多，

人氣紅不讓。

3589182

70.286 新美行 女用長褲
女性長褲批發，剪裁合宜，舒適

好穿、價廉物美，買氣高。
2522288

73.77 正豪 女用服飾
女性服飾批發，款式新穎，舒適

好穿，深服消費者喜愛。
0919965498

285.286.289

.74
宏益

上班制服、長

褲

公司制服、長褲批發，剪裁合宜

，舒適好穿、時尚舒適. 符合大

眾喜愛的服装。

2215196

110.114.115 正新服裝行 女用服飾、長褲
女用服飾、長褲批發，柔美剪裁

，物美價廉、式樣多，買氣高。
2370319

111.112.116 統元服裝行
女用服飾、長

褲

女性服飾、長褲批發，價格公道

，優美時尚，老闆親切，服務品

質好。

3116777

164.165.169

.170
專治口渴 飲料

榮獲經濟部2星等名攤，本店茶

品都是新鮮當天現煮，每天現調

各式飲品，風味雅致.甘醇回香.

回味無窮，是網路推薦人氣名店

，老闆有時建議喝無糖或微糖，

代表茶很新鮮及老闆做生意的實

在。

0955540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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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77.178

.179.180.17

2.173.174.1

75.

赤崁
棺材板、各式

快炒熟食

赤崁點心店創立於民國26年，已

是超過一甲子的名店，老闆許六

一是棺材板的創始者，原本是用

西式酥盒加上雞肝等中式配料做

成的，稱為「雞肝板」，但後來

由於形狀貌似棺材板，因而成為

雞肝板的新代名詞，也因為它的

名稱太特殊，在好吃又有趣的特

色下，於是越來越有名氣，現今

則是成為台南的代表小吃之一，

亦是許多觀光客前往沙卡里巴朝

聖的名店之一。

2333825

192.193.194

.195.227.22

8.229.

傑代
便當、炒飯、

麵食

商品乾淨衛生，色香味俱全，擺

放整齊，健康又美味，口碑好。
2506318

196.197.198 長流服飾裝行 女用休閒服飾

女性休閒服飾批發，輕盈、柔

和、大方的款式,能展示出人個

的風格。

2364390

201.293.200

.290.292.29

3.298.300.

惠成行
女用休閒服

飾、長褲類

女性休閒服飾、長褲批發，款式

新穎，優美時尚，深受消費者喜

愛。

2225818

205 無攤名 咖啡烘焙
咖啡香味.香氣四溢.甘醇回香.

是網購名店.
3129800

208 銘宏服裝廠
男用襯衫、西

褲

男用襯衫、西褲批發，男士精品

服飾，一展男士风采， 摩登精

品,全新感受,服務好。

2232838

209.210.211 祥竹服裝行
女用服飾、洋

裝

女用精品服飾洋裝批發，老闆親

切介紹商品特色，深獲消費者好

評。

2202788

212.213.214 金明成銀樓
金飾、銀飾、

玉珮

各類精美飾品，商家環境乾淨，

光線明亮，樣式多，深受消費者

好評。

222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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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16.217

.218
龍源百貨 男用服飾、鞋類

男用服飾、鞋類批發，款式新穎

，選擇多樣性，深受顧客喜愛。
2251765

80 Hao Bar生壕 烤生壕
口齒留香、垂涎三尺，色味俱

佳、  令人回味無窮。
0972317566

221.222.223 樺俐百貨
鞋類、精品、

服飾

女性鞋類、精品、服飾批發，高

貴典雅、款式新穎，深服顧客喜

愛。

0972317335

190.230 福大 修改衣服
客製修改服裝服務，專業度高，

服務好，有忠實的顧客群。
2288633

234.235.236

.237
伊倫百貨

女用服飾、包

包

女用服飾、包包批發，款式新穎

，優美時尚，深受消費者喜愛。
2622292

240.241.242 明成 女用服飾

女用精品服飾批發，款式新穎，

老闆親切介紹商品特色，深獲消

費者好評。

2264944

243.244.245

.
元組派派對 防水包包

女用包包批發，款式新穎、樣式

多、服務品質好，深受消費者喜

愛。

2257755

249.250.251 無攤名 西式早餐
美味可口、健康養生，能满足各

种消費者口味。
2113468

252 米蘭時尚髮型 美髮院
提供專業客製化設計服務，專業

度高，深受消費者 好評。
2285647

287.295 明美服裝行
媽媽晚禮服、

旗袍、服飾

晚禮服、旗袍、服飾批發，提供

專業客製化設計服務，擁有廣大

消費群。

0921279983

296
振南號服飾

行
學生服

學生制服批發，樣式多、服務品

質好，深受消費者喜愛。
229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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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277.281 東龍服裝行
女用服飾、牛

仔褲

女性服飾、牛仔褲批發，價格公

道，優美時尚，老闆親切，服務

品質好。

2225818

301.302 新復成服裝
男用襯衫、褲

子

男用服飾、褲子批發，款式新穎

，選擇多樣性，深受男性顧客喜

愛。

2228627

305 南大服飾
女用服飾、長

褲

女用服飾、長褲批發，剪裁合宜

，舒適好穿、價廉物美，買氣

高。

2234796

307.308 巧鴻服飾批發女用服飾、長褲
女用服飾、長褲批發，大方的款

式,能展示出人個的風格。
0928418978

309.311 名禮大船 女用鞋
女用鞋批發，款式新穎，選擇多

樣性，服務好，價格公道。
2301028

310.312 秀苑服飾行 女用服飾
女性服飾批發，款式新穎，舒適

好穿，深服消費者喜愛。
2366706

82.83 阿川粉圓 冷飲品

特製粉圓香Q滑嫩、滑溜順口、

口感十足、老少咸宜、冰涼徹

底.消費人潮多，人氣紅不讓。

0918309430

84.85
熊貓手作炸

物店
日式炸肉餅

清爽可口、香軟酥脆、商品乾淨

衛生，色香味俱全，健康又美

味。

0937944965

275.276.279 興泰服裝行 長褲、女服

女用服飾、長褲批發，剪裁合宜

，舒適好穿、價廉物美，買氣

高。

2143160

280 秀春行 女用服飾
女性服飾批發，款式新穎，舒適

好穿，深服消費者喜愛。
2505822

2001.2101 宏大服裝 女用服飾
女用精品服飾批發，老闆親切介

紹商品特色，深獲顧客好評。
227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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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欣女貝爾 少女服飾
少女精美服裝，時尚流行、新潮

名裝，人氣商店。
0932708777

3002 無攤名
手工飾品、帽

子、圍巾

各式精美手工飾品、帽子、圍巾

，陳列整齊、商品樣式多，服務

品質好。

2501018

74.7001 無攤名 雞蛋糕 香氣四溢、鬆軟綿密 09121769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