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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果商店 水果
營業時間：11:00~20:00

公休：全年無休

水果

TEL： (無網購、宅配)

213 賦三代 咖啡
營業時間：11:00~18:00

公休：每週二、三

美式咖啡

TEL：06- (無網購、宅配)

214 金連發 五金用品
營業時間：9:00~19:00

公休：無固定

用品雜貨鋪

TEL：06-2216-238 (無網購、宅配)

216 飛來嬤 日用品
營業時間：15:00~18:00

公休：無固定

雜貨店

TEL： (無網購、宅配)

218 永泰興 五金用品
營業時間：10:00~19:00

公休：每週日

販賣五金用品、磨刀

TEL： (無網購、宅配)

219 樂ROODO手創 手工包
營業時間：11:00~18:30

公休：每週一、四

純手工製作凡布包

TEL：06-2792-915 (無網購、宅配)

220 鳳商號 鳳梨冰茶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每週二、三

鳳梨冰茶

TEL：06-2232-498 (無網購、宅配)

223 甘草芭樂 新鮮手切芭樂

營業時間：(平日) 11:00~19:00

                 (假日) 10:00~20:00

公休：每週二

甘草芭樂

TEL： (無網購、宅配)

224 京都奈 創意手作包包
營業時間：11:00~18:30

公休：每週二

日本布茄織果物系列_手工包

TEL：0908-812-786 (宅配)

225 香香老師私房菜 銷魂古早飯
營業時間：9:00~售完為止

公休：每週一

銷魂排骨飯

TEL：06-2232-128 (無網購、宅配)

226 肉圓 蝦仁肉圓
營業時間：8:00~20:00

公休：全年無休

蝦仁肉圓

TEL： (無網購、宅配)

227 哞熹哞熹 飲品
營業時間：11:00~20:00

公休：全年無休

靜岡焙茶、南投日月潭紅茶、黑糖鮮奶

TEL：06-2237-213 (無網購、宅配)

228 鄭記𩵚魠魚焿 小吃
營業時間：8:00~19:00

公休：無固定

𩵚魠魚焿

TEL：06-2240-326(宅配)

230 Chun純薏仁 甜點
營業時間：11:00~18:00

公休：全年無休

抹茶湯圓、紅豆薏仁

TEL：06-2270-101 (無網購、宅配)

232 皇后本舖 日本雜貨
營業時間：13:00~20:00

公休：每週二、三

日本進口小品

TEL：06-2236-136 (網購、宅配)

233 誠舖 咖啡
營業時間：12:00~18:00

公休：每週一、二

莊園精品豆、手沖咖啡

TEL：0976-285-798 (無網購、宅配)

234 江水號 甜點
營業時間：12:00~21:00

公休：每週二

八寶剉冰

TEL：06-2258-494 (無網購、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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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春川堂 飲品.餅乾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無固定

檸檬美白茶、黑糖鳳梨茶、煎餅

TEL：0988-287-023 (無網購、宅配)

239 福榮意麵 小吃
營業時間：8:00~21:00

公休：全年無休

手工餛飩、意麵、辣油

TEL：06-2212-805 (宅配)

241 雪子睡衣 居家服飾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無固定

居家服、睡衣

TEL：(無網購、宅配)

242 阿香布莊 寵物雜貨
營業時間：12:00~17:00

公休：每周二

手作小物、寵物零食、專屬公仔..等

TEL：(宅配)

243 昌達 雜貨百貨
營業時間：11:00~17:00

公休：無固定

雜貨店

TEL：(無網購、宅配)

245 鮮魚湯 小吃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每週一、二

鮮魚湯、蛋燒烤肉飯

TEL：0981-272-430 (無網購、宅配)

246 杏本善 飲品
營業時間：12:00~19:00

公休：每周三

循古法製的手工杏仁茶

TEL：06-2239-591 (網購、宅配)

247 泥娃娃 服飾批發
營業時間：11:00~18:00

公休：無固定

各種洋裝、中國服、休閒服

TEL：(無網購、宅配)

249 炸雞洋行 小吃
營業時間：12:00~18:00

公休：週一、二

炸雞塊

TEL：0976-656-999 (無網購、宅配)

250 Abc美式燒烤車 食品
營業時間：12:00~20:00

公休：每週一

火烤漢堡

TEL：0905-588-793 (無網購、宅配)

251 甘心樂意 果乾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每週一

低溫烘焙不添加防腐劑的果乾

TEL：06-2233-908 (網購、宅配)

253 黑輪伯 小吃
營業時間：10:30~18:30

公休：無固定

碳烤黑輪

TEL：(無網購、宅配)

290 萬香 百貨
營業時間：14:00~19:00

公休：無固定

訂製服飾

TEL：

291.292 新南興 百貨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無固定

車縫物件、修改衣服、手作口罩

TEL：(宅配)

293.294 安正 百貨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無固定

訂製西服

TEL：(無網購、宅配)

295 零食鋪 雜貨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無固定

乾貨食品

TEL： (無網購、宅配)

297 大帥 百貨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每週日、一

布料零售、訂製西服

TEL： (無網購、宅配)

298 一統西服 百貨
營業時間：14:00~17:00

公休：每週日

布料零售

TEL：06-2286-473 (無網購、宅配)

299 阿子布莊 百貨
營業時間：11:00~18:00

公休：全年無休

布料零售

TEL： (無網購、宅配)

300 乃樺 百貨
營業時間：9:00~19:00

公休：全年無休

胚布零售、宗教布料零售

TEL：06-2265-123 (宅配)

06-2283-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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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欣欣皮鞋 百貨
營業時間：14:00~18:00

公休：無固定

各種鞋子

TEL： (宅配)

302 一統西服 百貨
營業時間：14:00~17:00

公休：每週日

布料零售

TEL：06-2286-473 (無網購、宅配)

303.304 萬龍西服 百貨
營業時間：10:00~19:00

公休：無固定

布料零售、訂製西服

TEL： (無網購、宅配)

305 大帥 百貨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週日、一

布料零售、訂製西服

TEL：06-2269-024 (無網購、宅配)

306.307 新雜貨舖 百貨
營業時間：11:00~19:00

公休：無固定

復古懷舊小物

TEL： (無網購)

308.309 錦龍西服 百貨
營業時間：14:00~19:00

公休：無固定

車縫物件、修改衣服

TEL： (無網購、宅配)

312.313 華哥爾 百貨
營業時間：9:00~20:00

公休：全年無休

化妝品

TEL： (網購)

314 百珍 西點
營業時間：9:00~20:00

公休：無固定

製作麵包

TEL：06-2223-300 (無網購、宅配)

9001 惠娥服飾 西點
營業時間：13:00~20:00

公休：無固定

休閒服裝

TEL：06-2211-166 (無網購、宅配)

9009 新高興 西點
營業時間：10:00~19:00

公休：無固定

車縫物件、修改衣服、手作口罩

TEL： (無網購、宅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