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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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攤001 清心素食 飲食 商品以素食為食材，湯好味美料實在 現煮新鮮便宜的素食料理自助餐，每日9點前就售罄收攤。

附攤002 清心素食 飲食 商品以素食為食材，湯好味美料實在 現煮新鮮便宜的素食料理自助餐，每日10點前就售罄收攤。

附攤003 吳食品雜貨行 食品 各式食品雜貨一應俱全 各式雜貨、南北貨。

附攤004 吳食品雜貨行 食品 各式食品雜貨一應俱全 各式雜貨、南北貨。

附攤005 王食品雜貨行 食品 各式食品雜貨一應俱全 各式雜貨、南北貨。/(06)5743080

附攤006 王食品雜貨行 食品 各式食品雜貨一應俱全 各式雜貨、南北貨。/(06)5743080

附攤007 美味東坡肉 食品 美味東坡肉入口即化，香而不膩，瘦肉軟嫩入味，口感令人回味無窮 美味東坡肉精心獨門調味

附攤009 烤鴨專賣 飲食 香酥烤鴨，令人垂涎三尺 烤鴨專賣皮酥肉多汁

附攤010 傳統古早粿 飲食 販售各式古早味粿類，讓人不禁回憶起小時候 傳統工法製作古早味料理

附攤012 好鄰居五金百貨行 百貨 販售各式五金百貨，一應俱全 各式五金百貨。

附攤013 好鄰居五金百貨行 百貨 販售各式五金百貨，一應俱全 各式五金百貨。

附攤014 好鄰居五金百貨行 百貨 販售各式五金百貨，一應俱全 各式五金百貨。

附攤015 阿梅滷味 食品 嚴選新鮮食材，透過私房中藥滷包搭配純釀醬油的浸滷，奇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獨門醬汁製作各式滷味，還有隱藏版酸梅湯。/(06)5755650

附攤016 阿梅滷味 食品 嚴選新鮮食材，透過私房中藥滷包搭配純釀醬油的浸滷，奇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獨門醬汁製作各式滷味，還有隱藏版酸梅湯。/(06)5755651

附攤017 林氏海產 水產 各式活跳跳魚、蝦、蛤蜊等海產任君挑選 各式現撈水產。

附攤018 林氏海產 水產 各式活跳跳魚、蝦、蛤蜊等海產任君挑選 各式現撈水產。

附攤019 新鮮漁產 水產 專營各式新鮮漁產 各式現撈水產。

附攤020 江記熟食 食品 八寶丸、醃漬豬肉等各式熟食販售 八寶丸百吃不膩。

附攤021 高家水產 水產 各式活跳跳魚、蝦、蛤蜊等海產任君挑選 各式現撈水產。

附攤022 百元丸家 水產 新鮮手工現做各式丸類 各式炸物丸類

附攤023 美味油雞 食品 好吃美味的油雞、鹽水雞 油雞色澤晶瑩剔透。

附攤024 美雲海產 水產 各式活跳跳魚、蝦、蛤蜊等海產任君挑選 各式現撈水產，可預訂市場少有的飛魚。/(06)5744182

附攤025 好味麵食 飲食 各式麵類現點現做，讓人忍不住直流口水 傳統麵攤，現點現做。

附攤026 英娥粉圓 食品 手工粉圓、愛玉、仙草，清涼解膩 愛玉富彈性Q度。/(06)5746636

附攤027 阿清古早味 食品 每日堅持手工現做，古早味紅龜粿軟Q美味的老滋味，是玉井隱藏版美食 紅龜粿、塩粿。/(06)5746636

附攤028 阿清古早味 食品 每日堅持手工現做，古早味紅龜粿軟Q美味的老滋味，是玉井隱藏版美食 紅龜粿、塩粿。/(06)5746636

附攤029 萬佳香 食品 販售肉乾、肉鬆等肉製加工品 各式加工肉品。

附攤031 回春中藥 其他 專賣中藥材及中藥品等，是您養生食補最佳選擇 各式中藥及提供改善體質建議。

附攤032 回春中藥 其他 專賣中藥材及中藥品等，是您養生食補最佳選擇 各式中藥及提供改善體質建議。

附攤033 曹記炸物 食品 各式美味海鮮炸物一應俱全 各式水產油炸。

附攤034 曹記炸物 食品 各式美味海鮮炸物一應俱全 各式水產油炸。

附攤035 章哥脆皮烤鴨 禽肉 香酥烤鴨，令人垂涎三尺 烤鴨專賣。

附攤036 超鮮青果 青果 專售各式新鮮水果 季節性水果。

附攤037 超鮮青果 青果 專售各式新鮮水果 季節性水果。

附攤039 劉家古早味 食品 酥脆口感各式炸物，讓人回味無窮 各式炸物。

附攤040 英姐蔬菜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新鮮蔬菜。

附攤041 新鮮牛肉 畜肉 販售新鮮現宰的牛肉 新鮮牛肉。

附攤042 曾家蔬菜行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新鮮蔬菜。

附攤043 曾家蔬菜行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新鮮蔬菜。

附攤044 曾家蔬菜行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新鮮蔬菜。

附攤045 曾家蔬菜行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新鮮蔬菜。

附攤046 阿華賣菜 蔬菜 專售各式新鮮蔬菜 新鮮蔬菜。

附攤047 阿圓海產 水產 專營各式新鮮漁產 各式現撈水產。

附攤048 璉之月手作坊 食品 各式食品乾貨及南北貨一應俱全 可訂購芒果乾。/0982-645-565 Line ID：lien5565

附攤049 阿娥魚脯 食品 各式食品乾貨及南北貨一應俱全 各式魚脯、魚乾。/0982-645-565 Line ID：lien5565

附攤051 玉光素料 食品 販售多樣素食材料之專賣店 各式素食料理。/0928300273

附攤052 玉光素料 食品 販售多樣素食材料之專賣店 各式素食料理。/0928300274

附攤053 玉光素料 食品 販售多樣素食材料之專賣店 各式素食料理。/0928300275

附攤056 張家手工製麵館 農產加工 販售手工麵點及食品雜貨 手工水餃皮、麵條。/(06)5742625

附攤057 張家手工製麵館 農產加工 販售手工麵點及食品雜貨 手工水餃皮、麵條。/(06)5742626

附攤058 俊德雞蛋行 食品 販售各式蛋類，如雞蛋、鴨蛋 雞蛋、鴨蛋。

附攤063 阿香豆花 食品 老闆堅持使用優質黃豆，不加入化學調劑，製作出香甜滑嫩的豆花 古早味豆花

附攤064 姊妹水果攤 青果 專售各式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附攤065 姊妹水果攤 青果 專售各式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附攤066 姊妹水果攤 青果 專售各式當季水果 當季水果

附攤068 阿菊蔬菜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新鮮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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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攤069 陳記百貨行 百貨 販售布疋、棉被等服飾百貨店 棉被、窗簾。

附攤070 陳記百貨行 百貨 販售布疋、棉被等服飾百貨店 棉被、窗簾。

附攤071 黃記服飾行 百貨 各式男裝、女裝，一應俱全 百元服飾。

附攤072 黃記服飾行 百貨 各式男裝、女裝，一應俱全 百元服飾。

附攤073 黃記服飾行 百貨 各式男裝、女裝，一應俱全 百元服飾。

附攤074 香酥炸物專賣 食品 酥脆口感各式炸物，讓人回味無窮 各式油炸料理。

附攤075 香酥炸物專賣 食品 酥脆口感各式炸物，讓人回味無窮 各式油炸料理。

附攤076 手工水餃 食品 每日新鮮手工現包水餃 現做水餃。

附攤077 現做碗粿 飲食 親切的服務及堅持每日清晨現做的碗粿，提供客人一天活力來源 現做碗粿。

附攤078 李記早點 飲食 手工製作包子、饅頭，當地人的早餐店 手工饅頭。

附攤079 新鮮蔬菜行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各式蔬菜。

附攤080 新鮮蔬菜行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各式蔬菜。

附攤081 劉媽媽小吃 蔬菜 蚵仔煎、蝸牛肉 蚵仔煎。

附攤082 阿誠水果 青果 專售各式新鮮蔬菜水果 各式蔬果。

附攤083 阿誠水果 青果 專售各式新鮮蔬菜水果 各式蔬果。

附攤084 亮君菇菇行 蔬菜 玲瑯滿目的菇類任君挑選 各式菇類

附攤085 亮君菇菇行 蔬菜 玲瑯滿目的菇類任君挑選 各式菇類

附攤089 勝利蔬菜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各式蔬菜。

附攤091 阿道菜攤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各式蔬菜。

附攤092 阿道菜攤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各式蔬菜。

附攤093 阿道菜攤 蔬菜 玲瑯滿目的蔬菜任君挑選 各式蔬菜。

附攤094 美蘭早點 飲食 現磨豆漿及油條等各式中式早餐提供選擇 現磨豆漿。

附攤095 卡哇伊童裝行 百貨 各式平價童裝販售 各式童裝。

附攤096 卡哇伊童裝行 百貨 各式平價童裝販售 各式童裝。

附攤097 卡哇伊童裝行 百貨 各式平價童裝販售 各式童裝。

附攤098 卡哇伊童裝行 百貨 各式平價童裝販售 各式童裝。

附攤099 現泡飲料 飲食 販售新鮮現泡手搖飲料 手搖飲料。

附攤102 麵羹、傳統涼麵 飲食 販售傳統麵羹及涼麵，並提供座位區供消費者品嘗美食 大腸麵線。

附攤103 麵羹、傳統涼麵 飲食 販售傳統麵羹及涼麵，並提供座位區供消費者品嘗美食 大腸麵線。

附攤105 阿葉服飾行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成人服飾。

附攤106 阿葉服飾行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成人服飾。

附攤108 唱片行 其他 販售經典台語歌手之CD及唱片 懷舊唱片。

附攤110 平價女裝服飾專賣 百貨 年輕仕女服裝販售 平價女裝。

附攤111 平價女裝服飾專賣 百貨 年輕仕女服裝販售 平價女裝。

附攤112 平價服飾專賣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平價成人服飾。

附攤113 平價服飾專賣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平價成人服飾。

附攤114 平價服飾專賣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平價成人服飾。

附攤115 平價服飾專賣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平價成人服飾。

附攤116 平價服飾專賣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平價成人服飾。

附攤117 平價服飾專賣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平價成人服飾。

附攤118 平價服飾專賣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平價成人服飾。

附攤119 小麗服飾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平價服飾。

附攤120 小麗服飾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平價服飾。

附攤121 Ying內著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平價內衣、服飾。/臉書：Ying內著 

附攤122 Ying內著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平價內衣、服飾。/臉書：Ying內著 

附攤123 平價服飾專賣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平價服飾。

附攤124 紙箱塑膠籃專賣 其他 販售各種不同尺寸之紙箱及塑膠籃 各式容器百貨。

附攤127 好味飲食部 食品 熱騰騰的飯、粥、麵類，是附近居民覓食的好選擇 各式小吃。

附攤128 素食便當專賣 飲食 素食、便當自助餐 各式素食料理。

附攤129 五金百貨專賣 百貨 五金百貨用品玲瑯滿目 各式五金百貨。

附攤130 五金百貨專賣 百貨 五金百貨用品玲瑯滿目 各式五金百貨。

攤005 金昌雜貨店 百貨 專門販售各式餅乾、糖果等零嘴 各式雜貨、懷舊零嘴。/(06)5741982

攤006 金昌雜貨店 百貨 專門販售各式餅乾、糖果等零嘴 各式雜貨、懷舊零嘴。/(06)5741983

攤008 金昌雜貨店 百貨 專門販售各式餅乾、糖果等零嘴 各式雜貨、懷舊零嘴。/(06)5741982

攤010 古早味羹、米粉、豬血湯 飲食 販售炒米粉、炒麵、豬血湯、魯麵等美味料理 炒米粉、豬血湯最佳組合。

攤011 古早味羹、米粉、豬血湯 飲食 販售炒米粉、炒麵、豬血湯、魯麵等美味料理 炒米粉、豬血湯最佳組合。

攤012 金昌印鎖店 百貨 專製各種高級門鎖、遙控器、手錶電池更換及各式印章製作 提供印章、鑰匙製作。/(06)5741982

攤013 金昌印鎖店 百貨 專製各種高級門鎖、遙控器、手錶電池更換及各式印章製作 提供印章、鑰匙製作。/(06)5741982

攤014 金昌印鎖店 百貨 專製各種高級門鎖、遙控器、手錶電池更換及各式印章製作 提供印章、鑰匙製作。/(06)5741982



攤015 無名自助餐 飲食 麵類、自助式配菜、虱目魚肚粥，是當地人推薦美食之一 自助餐。

攤019 阿蘭碗粿 飲食 專售小吃碗粿，堅持每日現作口感滑嫩 現做碗粿、塩粿。

攤023 薛雜貨店 百貨 專門販售各式餅乾、糖果、飲料等零嘴 各式雜貨、懷舊零嘴。

攤024 薛雜貨店 百貨 專門販售各式餅乾、糖果、飲料等零嘴 各式雜貨、懷舊零嘴。

攤025 裁縫店 百貨 提供專業修改衣服服務 提供服飾修改服務。

攤026 裁縫店 百貨 提供專業修改衣服服務 提供服飾修改服務。

攤028 裁縫店 百貨 提供專業修改衣服服務 提供服飾修改服務。

攤029 古早味粿 飲食 專售古早味粿品 現做碗粿、春捲。

攤030 金紙專賣 百貨 販售祭祀用之金紙 祭祀用金紙。

攤031 金紙專賣 百貨 販售祭祀用之金紙 祭祀用金紙。

攤033 雞蛋專賣 食品 販售雞蛋，如白殼蛋、紅殼蛋、土雞蛋等 雞蛋。

攤034 雞蛋專賣 食品 販售雞蛋，如白殼蛋、紅殼蛋、土雞蛋等 雞蛋。

攤035 薛雜貨店 百貨 專門販售各式餅乾、糖果、飲料等零嘴 各式雜貨、懷舊零嘴。

攤036 鹿陶洋 禽肉 販售煙燻雞、鹽水雞，肉質甜美可口 煙燻雞、鹽水雞。

攤037 鹿陶洋 禽肉 每日提供新鮮肉質、美味可口的雞肉販售 煙燻雞、鹽水雞。

攤038 明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0938-608-684

攤039 明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0938-608-685

攤040 食品 美味油飯 可口油飯。

攤041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42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43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44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45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46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47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48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51 裁縫店 百貨 提供專業修改衣服服務 提供修改服飾服務。

攤055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56 豬肉舖 畜肉 當日新鮮畜肉，親切服務依顧客需求切片剁碎 生鮮豬肉。

攤057 雞肉攤 禽肉 每日提供新鮮肉質、美味可口的雞肉販售 生鮮雞肉。

攤058 福來跑山雞 禽肉 販售雞肉，另提供美味烤雞供消費者選購 生鮮雞肉、煙燻雞。/(06)5742690

攤059 福來跑山雞 禽肉 販售雞肉，另提供美味烤雞供消費者選購 生鮮雞肉、煙燻雞。/(06)5742691

攤060 雞肉攤 禽肉 每日提供新鮮肉質、美味可口的雞肉販售 生鮮雞肉。

鋪001 精品首飾 百貨 各式高級首飾、項鍊販售 各式裝飾用品。

鋪002 吉寢具行 百貨 專售棉被、枕頭套等寢具用品 各式寢具。

鋪003 良心皮件行 百貨 販售各式高級皮件 各式皮件。

鋪004 福氣坐墊行 百貨 販售各式墊子，如腳踏墊、坐墊 各式坐墊。

鋪005 盛雅商號 食品 販售麵食、水餃皮、餛飩皮等食品雜貨 現做水餃皮、餛飩皮。

鋪006 阿鑾鞋坊 其他 琳瑯滿目的鞋子供消費者挑選 各式鞋類。

鋪007 興農供應中心 其他 專售興農牌農藥、肥料及種苗 販售興農牌農藥及提供作物診斷服務。/(06)5744059

鋪008 烘貝桑手作坊 食品 每日手工現做、新鮮美味的麵包 現做麵包。

鋪011 童 工作室 百貨 提供專業美髮設計服務 美髮服務。

鋪013 佳佳童裝行 百貨 專售各式女裝及童裝 各式童裝。

鋪016 安哥水煎包 飲食 每日手工現做煎餃、蔥肉包及煎包，是當地人極推的在地美食 現做水煎包。

鋪018 姐妹肉圓麵食館 飲食 由姐妹花經營，販售美味可口的麵食及肉圓 口感緻密的肉圓。

鋪020 慧鄉髮廊 其他 在地人髮型設計的美髮院 美髮服務。

鋪021 玉光素食館 飲食 提供美味可口素食料理供消費者選購，讓人直流口水的好味道 素食自助餐。

鋪024 吸引力衣服設計 食品 提供專業修改衣服服務 提供服飾修改服務。

鋪027 阿金五金百貨行 其他 販售鞋子及各式五金、清掃用品 各式五金百貨。

鋪028 金福利百貨行 百貨 販售國際大廠資生堂保養及美妝商品，提供消費者有品質的選擇 資生堂保養品、女性流行服飾。/(06)5742733

鋪029 鴻昌五金百貨行 百貨 五金、清潔及塑膠等日常生活用品一應俱全 各式五金百貨。

鋪030 順成百貨行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男女流行百元服飾。

鋪031 順成百貨行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男女流行百元服飾。

鋪032 永吉百貨 百貨 各式平價男女服飾任君挑選 各式男女流行百元服飾。

鋪034 早安美芝城玉井活力中正店 飲食 親切的服務及堅持每日現做的早點，提供客人一天活力來源 西式早餐。/(06)5742728

鋪035 美麗水果行 青果 專售各式新鮮水果及提供現打果汁 新鮮水果、果汁。

鋪036 好家綠豆湯 飲食 綠豆為主題的各式冷飲 綠豆湯。/(06)5746899 臉書：好家綠豆湯玉井店

鋪037 清涼一下 飲食 販售各大品牌飲料 各式包裝飲料。

鋪038 萊萊排骨飯 飲食 販售各式便當及滷菜等美味料理 美味可口排骨飯。



鋪045 玉富米舖 百貨 販售西螺米及家禽飼料 各式包裝米。/(06)5741417

鋪046 拯生中藥行 其他 專售漢方草本等珍貴藥材，是養身食補的好選擇 各式種類中藥。

鋪047 阿志水果行 青果 專售當季新鮮水果供消費者選購 新鮮當季水果。

鋪048 義隆農藥行 其他 零售各大廠牌農藥肥料，品質優良，價格公道 各大廠牌農藥販售及提供作物診斷服務。/(06)5749749

鋪049 義隆農藥行 其他 零售各大廠牌農藥肥料，品質優良，價格公道 各大廠牌農藥販售及提供作物診斷服務。/(06)5749749

鋪050 新生種苗行 其他 販售種苗、大型塑膠籃等植栽用品 各種果樹種苗。

鋪053 永安中藥房 食品 專售漢方草本等珍貴藥材，是養身食補的好選擇 各式種類中藥。

鋪054 新建興百貨行 百貨 販售各式服飾及化妝品 各式化妝品。

鋪055 玉玲鐘錶行 其他 販售各式鐘錶 各式鐘錶。/(06)5742637

鋪056 自在の素食 食品 自助式新鮮美味配菜供消費者自由搭配 素食自助餐、素食何首烏美味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