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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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YdesBETTY 服飾 流行女裝服飾 0929-501823

2 卿的小舖 香水
悅人的氣味、香

氣久

(06)2044803

0921-370117

3 阿梅海產粥 海產粥
味美價美好口人

口弓
0983-192057

5 阿櫻自助餐 自助餐

6 阿櫻自助餐 自助餐

7 阿櫻自助餐 自助餐

8 顏菊枝蔬菜舖 蔬菜
菜色新鮮、二代

經營
0989-692029

9 不二家精緻生活館 服飾 精美服飾 0936-255618

10 手工水餃 水餃及麵製品 葷素麵製食品 (06)5955900

11 素食健康素麵館 素食早餐
本店採天然調味

料
(06)3124788

12 無 飾品、綿被 天然馬瑙首飾 0912-107921

13 無 空攤 空攤 0932-462686

15 誠泉魚丸舖 魚丸 純手工專業製造 0919-649733

16 梁心魚舖 魚類
家族經營養殖漁

業
0956-972078

17 健康美食 泡菜 美味可口小菜 0963-204321

18 崇德服飾 女裝 服裝飾品美感 0910-300441

19 優質生活百貨 生活百貨 精美優質百貨 0955-537286

20 映孜服飾 服飾女裝 特色服飾 0972-798811

21 小霏飾品童裝 各類當季可愛的童裝 商品種類齊全 0921-560380

阿媽的拿手菜

                 虎尾寮公有零售市場         

0987-193193

0987-605833

0933-09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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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尾寮公有零售市場         

22 薪泉雜貨行

23 薪泉雜貨行

25 薪泉雜貨行

26 小花園 服飾、包包 各式百貨 (06)3318699

27 童年的回憶 服飾百貨 精美優質童裝 0928-162988

28 精緻飾品 服飾百貨 精緻飾品 0989-221082

29 無 服飾百貨 女裝服飾 0926-602389

30 阿城新鮮蔬菜 蔬菜 0930-707186

31 阿聰澎湖深海魚

32 阿聰澎湖深海魚

33 海產財仔

35 海產財仔

36 虱目魚 魚類 水產專買店 (07)6905252

37 新喜珍肉舖 豬肉 合格黑豬肉 0937-005331

38 小惠姐 清涼飲品 蒜頭及飲品 0918-832261

39 無 素食 各式食品 (06)2472925

40 無 按摩 舒筋活血 (06)3311502

41 溫心 水餃 現做手工餃 0929-460744

42 無 女裝 各式女裝 0963-360367

各項五穀雜糧、南北

貨

夫妻檔經營，日

常用品

(06)2369926

(06)2713819

(06)3366036

(06)2517537

0932-983061

0958-247065

魚類
新鮮魚種、物美

價廉

(06)2685785

0937-309296

七股鹽水虱目魚

等
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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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尾寮公有零售市場         

43 高山青有機蔬菜 有機蔬菜
強調有機健康食

品
(06)2872088

45 明樹水果行 新鮮水果
當季水果，4星名

攤

0933-675638

https://www.faceboo

k.com/A0933675638/

47 金紙專買店 拜拜金紙
敬神禮佛,誠心誠

意
(06)2381421

48 燕巢阿忠水果 水果 香甜水果 0928-771346

49 志成號 各式豬肉
冷凍櫃設備，肉

品衛生
0916-781061

50 豆萌活力芽漿輕食 早餐 健康養生早餐店 0982-363608

51 玉井跑山雞 生熟雞肉 色、香、味俱全 0929-536077

52 美濃新鮮蔬菜 新鮮蔬菜
產地來源自家農

田種植
0982-652893

53 優鮮健康早餐 

55 優鮮健康早餐 

56 誠甫食品 食品雜貨 各種飲料糖果 (06)2671068

57 燕巢阿忠水果  水果 水果種類眾多 0912-127246

58 章哥號 新鮮豬肉 各式豬肉商品 (06)2519139

59 香香 小菜 飲品及小菜 0987-557287

60 臺南永發霸王雞

61 臺南永發霸王雞

62 臺南永發霸王雞 霸王雞雞精，新鮮禽肉 合格屠宰證明

0956-359113

https://www.faceboo

k.com/Lin08220111/

0916-828912

0912-983707

0933-091341

0915-011530

各類養生饅頭
強調健康飲食的

觀念

四星樂活名攤，

獨門茶葉蔗糖燻

雞得獎

各式料理熟食雞肉

http://tnma.tainan.gov.tw/Store.aspx?Cond=324229b8-2410-4961-93a3-c1770f071b91
http://tnma.tainan.gov.tw/Store.aspx?Cond=324229b8-2410-4961-93a3-c1770f071b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