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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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早味各式飯

類
自助餐

菜色多樣、美味可口 、香飘

四溢、色香味俱全。
0910848522/自助餐

2
樂河馬精品童

裝
童裝

專售童、裝親子裝，嚴選兒童

用品，提供試穿服務。
0937349572/童裝

3 婷婷服飾 精品服飾
專賣女性服飾，高貴典雅、款

式新穎，深服消費者喜愛。
0939082270/服飾

4 麗芬精品
珠寶飾品、

手飾

各類精品珠寶飾品，款式新

穎、樣式多、服務品質好。
2132620/精品

5 依紅服飾 精品服飾

女性精美服飾，價格公道，優

美時尚，老闆親切，深獲好

評。

0981945827/女性精美服

飾

6 Q又香肉粽 肉粽

招牌肉粽經過細火、慢燉香Q

彈牙、.高級享受、極品風

味、令人.ㄧ嚐再嚐、.念念不

忘。

0955969306/肉粽

7 秀美服飾 精品服飾
精品女裝服飾，款式新穎，優

美時尚。
0915728689/女裝

8 恩熙的韓貨 精品服飾

榮獲3星評鑑，正韓女性精品

服飾，高貴典雅、款式新穎，

深服顧客喜愛。

0988519719/韓系服飾/FB

直接搜尋：

恩熙的韓貨

9 依秀精品服飾 精品服飾
榮獲3星評鑑，女性精品服飾

，舒適好穿，提供試穿服務。
2644071/女裝

10 丹弗霓內衣
精品內衣服

飾

女性精品內衣，剪裁合宜，舒

適好穿、價廉物美，買氣高。

2651597/女性內衣/FB直

接搜尋：

丹弗霓內衣

11 歐日精品服飾 精品服飾

高級進口精品服飾，高貴典

雅、款式新穎，提供試穿服務

及換貨服務。

0983218118/精品服飾/FB

直接搜尋：

歐日精品服飾

12 東昇童裝行 童裝

高級童裝，款式多樣、舒適好

穿、滿足媽媽們價廉物美需

求。

0921019168/童裝

                  金華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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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天天美服飾 精品服飾

客製化專業服裝搭配設計服務

，專業度高，服務好，有忠實

的顧客群。

2634653/精品服飾

14 成美美商行 精品服飾
各式精品百貨，樣式多、服務

品質好，深受消費者喜愛。
0933606108/精品服飾

15 佳伶童裝 精品百貨

各式百貨商品、陳列整齊皆有

清楚的標示清楚，老闆親切介

紹商品特色，提供消費者多重

選擇。

2682002/童裝

16 時尚精品 精品百貨

精品服飾百貨，商品種類多，

老闆親切介紹商品特色，深獲

顧客好評。

2656905/精品

17 大誠精品百貨
精品百貨服

飾、飾品

百貨精品服飾，款式新穎、樣

式多、服務品質好，深受消費

者喜愛。

0937624172/百貨行

18 貴族服飾
精品服飾百

貨

各式精品百貨，樣式多、服務

品質好，好逛又好買。
2505038/女裝

19
登順農業品

專賣店
各式百貨 

種類齊全，選擇多樣性，物美

價廉，價格公道。
2654035/南北貨

20 志昇商號 雜貨百貨

各式百貨商品、陳列整齊標示

清楚，商品多有特色，提供消

費者多重選擇。

2633406/廚房百貨

21 佳味鹹粿水餃 水餃

招牌水餃、香Q滑嫩、.滑溜順

口、料多實在，口感十足、老

少咸宜.。

 0933355596/水餃

22 冠宇商店 雜貨百貨 

各式精品百貨，樣式多、服務

品質好，深受消費者一致好評

推薦。

2587875/精品百貨

23 小黑狗童裝 雜貨百貨
款式新穎，選擇多樣性，深受

顧客喜愛。
2622939/童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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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明新商號 餅乾、雜貨

各式各樣的餅乾、雜貨，清爽

可口、香軟酥脆、商品乾淨衛

生，滿足消費者挑剔的味蕾。

2648109/各式零食

25.26 小公主服飾 精品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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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9576246/女性服飾

31 麗貞雞鴨攤 雞鴨

CAS優良農產品認證，品質好

價格實在，肉質鮮美，全程低

溫保存，安全新鮮衛生。

0989056637/雞鴨

32 金霞肉舖 肉舖

老闆親切風趣，嚴選當日溫體

豬肉新鮮好味道，當日肉品當

日完銷，深受消費者一致好

評。

2934061/溫體豬肉

33.34 汎美花苑 鮮花

榮獲3星評核，老闆娘非常專

業，服務親切，花藝技術一流

，.對作品設計及包裝上的細

節十分注重，以客為尊，會一

直詢問顧客的需求，並提供專

業、熱忱、貼心的客製化的服

務。

0932800935/各式花卉

35 金華 百貨皮包

各類精美飾品皮包，攤位環境

乾淨，光線明亮，樣式多，深

受消費者好評。

2642114/服飾/FB直接搜

尋：

就是愛牛仔酷

36 順興雜貨 百貨服飾
各式百貨及精美，款式新穎，

選擇多樣性，深受顧客喜愛。
2922931/各式百貨

37 喬日 女裝
各式百貨 ，種類齊全，選擇

多樣性，物美價廉。
0933669089/各式百貨

38 襪子的店 各式襪類
各式襪類款式多樣、舒適好

穿、深受好評。
0932813663/各式襪類

40 深海魚 各式海產

各式新鮮魚類，老闆一直秉持

堅持品質、追求新鮮的高服務

品質。

0955609836/新鮮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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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華美精品屋
精美內衣服

飾

女性精美內衣服飾，商品輕

盈、柔和、多種款式可供選

擇。

0931463586/女性內衣

42.51 秀治水果 水果
健康水果，美味到家、新鲜水

果，美味领鲜。

2410311/當季水果/FB直

接搜尋：

秀治水果

43 超旺新鮮深海魚 各式海產
各式新鮮魚類，追求新鮮的高

服務品質。
2655990/各式鮮魚

44 正好火鍋
各式火鍋料

理

商品種類多，無論是魚餃、旗

魚焿、蝦捲、魚翅等各式各樣

應有儘有。

0932844969/火鍋料

45 養樂多 養樂多
養樂多老少咸宜、冰涼徹底、

吃的美味.又健康。
2620094/養樂多

46 瑞香 百貨服飾 專售外國百貨，價格親民。 0921230823/服飾

47 易順商行 化妝品
專售化妝品、保養品，種類繁

多應有盡有。
0919784616/化妝品

49 真珠寶精品 精品

百貨精品，款式新穎、樣式

多、服務品質好，深受消費者

喜愛。

0933355461/百貨精品

50 阿慧內衣 服飾

各類內著服飾批發，款式新穎

，優美時尚，深受消費者喜

愛。

2620045/女裝

52 萬里香肉脯舖 肉脯舖

商品乾淨衛生，色香味俱全，

擺放整齊，健康又美味，口碑

好。

2618708/肉脯

53 尚鮮行 各式海產

各式新鮮魚貨，每日現撈，堅

持品質、追求新鮮的高服務品

質。

0929140706/各式鮮魚

54 海產 各式海產

商品陳列整齊，保持肉品新鮮

度，商品標示清楚，環境清潔

乾淨明亮。

2636866/各式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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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家的蔬果園 蔬菜

自栽、自種、自賣的健康有機

蔬菜，健康美味，親切介紹商

品特色，態度親切，深獲消費

者好評。

0925038156/有機蔬菜/FB

直接搜尋：

家的蔬果園

57 安平魚蝦 生雞肉
品質好價格實在，肉質鮮美，

低溫保存，安全新鮮衛生。
2506793/雞肉

58 七股海產 各式海產

各式新鮮魚類，每日現撈，商

品陳列整齊，給予消費者多種

選擇。

2572736/各式鮮魚

59 安平陳海產 各式海鮮
海鮮種類齊全，提供消費者多

樣選擇。
2976597/各式鮮魚

61.62 流氓虱目魚 各式海產

商品肉質鮮甜柔軟，留下最美

味的魚肚替消費者做最貼心的

服務，提供真空包方便美味又

好料理。

2628677/各式鮮魚

63 張家大腸 大腸

特色手工大腸色香味俱全，令

顧客吃的津津有味、 回味無

窮。

2646535/手工大腸

64 大大童裝服飾 童裝

平價童裝，款式多樣、舒適好

穿、滿足媽媽們價廉物美需

求。

2631046/童裝

66.67 陽記豬肉舖 豬肉舖

商品乾淨衛生，色香味俱全，

擺放整齊，健康又美味，口碑

好。

0988739239/溫體豬

68 又香又Q珍珠玉米 玉米

Q軟有勁、濃郁香醇、特殊風

味、軟中帶Q，口感十足、獨

特風味。

2613585/玉米

69 金華麵包 麵包

香氣四溢、鬆軟又綿密、甜而

不膩，滿足消費者挑剔的味

蕾。

2645373/各式麵包

70 小芬珠寶 珠寶
各類精品珠寶飾品，款式新

穎、樣式多、服務品質好。

0921512448/精品珠寶/FB

直接搜尋：

小芬珠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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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2 佳欣服飾 精品服飾
各類服飾精品，款式新穎，優

美時尚，深受消費者喜愛。
2654704/精品服飾

73 阿玉素食 素食
吃的美味、吃的健康、清爽不

黏膩.腸胃無負擔。
0987435721/素食

74 盬水雞 盬水雞

招牌盬水雞香氣四溢、Q軟又

綿密、滿足消費者挑剔的味

蕾。

0963227361/盬水雞

75 佳錞海鮮 海鮮

各式新鮮魚類，每日現撈，商

品陳列整齊，給予消費者多種

選擇。

0932869490/各式鮮魚

76 隆治水果 水果

健康水果，美味到家、新鲜水

果，美味领鲜、品味鲜果滋

味。

(07)6162856/當季水果

77 薽玉店鋪 素食

各式麵包、雜貨 ，種類齊全

，選擇多樣性，美味可口、物

美價廉。

0932869490/各式零食

78 天天來料理行 蔬菜

蔬菜種類多、陳列整齊皆有清

楚的標示、商品陳列整齊、標

示清楚，器具乾淨衛生。

2145881/當季蔬菜

79
全美花卉行

工作坊
鮮花

老闆娘服務親切，以客為尊，

提供專業.、熱忱、貼心的客

製化的服務。

2652243/各式花卉

80 福興水果行 水果

健康水果，美味到家、新鲜水

果，美味领鲜、品味鲜果滋

味。

2631216/當季水果

81 阿麗素食商行 素食
吃的美味、吃的健康、清爽不

黏膩.腸胃無負擔。
2614624/素食

82 金枝果菜商行 蔬菜
蔬菜種類多、陳列整齊皆有清

楚的標示、商品陳列整齊。
2961517/當季蔬菜

83 源記鮮魚 各式海產
各式新鮮魚類，追求新鮮的高

服務品質。
2653529/各式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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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艾妮美 雜貨
老闆隨著季節更動商品，讓消

費者可以吃到新鮮當季產品。
0919163822/女裝

85 得安 雜貨

商品種類多、陳列整齊皆有清

楚的標示、商品陳列整齊、標

示清楚。

0937368708/南北貨

86 豆豆濃 豆類製品

各式豆類商品，無論是豆漿、

豆腐、豆皮等皆當天製作應有

儘有，健康美味。

0916046802/豆漿

87 無攤名 雜貨
各式百貨雜貨，選擇多樣性，

深受顧客喜愛。
 0919758121/廚房百貨

88 喜樹蔬菜 蔬菜 商品陳列整齊、標示清楚。 0929393957/當季蔬菜

89 三姑魯味 魯味

甘醇味美、風味獨特、風味雅

致、新鮮自然，是老饕們的最

愛。

2631989/各式滷菜

90 金華水產 海產乾貨
各項海產乾貨，商品陳列整齊

，環境清潔乾淨明亮。
2631989/各式鮮魚

91 寶瑕蔬菜 素食食品
吃的美味、吃的健康、清爽不

黏膩.腸胃無負擔。
0921280475/素食

92 薰衣巢 精品服飾
精品女裝服飾，款式新穎，優

雅時尚。
2918171/女裝

93 阿美新鮮蔬菜 雜貨

蔬菜種類多、陳列整齊皆有清

楚的標示、商品陳列整齊、標

示清楚，器具乾淨衛生。

0912174672/蔬菜

94 春捲 春捲

客製化的服務、口齒留香、垂

涎三尺、色味俱佳、  令人回

味無窮。

0919116232/春捲

95 雲食品 火鍋料.冰品
各式火鍋料商品種類多，冰品

健康美味。
2616029/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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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助仔專賣 蔬菜

蔬菜種類多、陳列整齊皆有清

楚的標示、商品陳列整齊、標

示清楚，器具乾淨衛生。

0911626568/當季蔬菜

A2 無名攤 布包 各式布包種類多樣化。 2918171/手工製品

A3.A4.A5 明星牧場 牛肉
老闆一直秉持堅持品質、追求

新鮮的高服務品質。
2624505/牛肉

A6 茄南佛教用品
各式百貨用

品

商品陳列整齊、攤位環境明亮

，給予消費者良好的購物環

境。

0931829920/佛教用品

A7.A8.A9 紅恬水果坊 水果

健康水果，美味到家、新鲜水

果，美味领鲜、品味鲜果滋

味。

0987862097/當季水果

A10 揚新鮮魚丸 雜貨 商品陳列有清楚標示。 2654034/手工魚丸

A11 碳佐麻里 各類熟食
美味可口、極品風味、愛不釋

手，能满足各种消費者口味。
 0983345205/烤肉

A12 小婕伃內衣 內衣

女性精美內衣服飾，商品輕

盈、柔和、多種款式可供選

擇。

2613715/內衣

A13 美蓮鳳梨 鳳梨
風味獨特、鮮甜爽口、老少咸

宜、吃的美味.吃的健康.
5959411/鳳梨

A14 愛笑涼冰 涼水、中藥

商品陳列整齊、攤位環境明亮

，給予消費者良好的購物環

境。

3306498/洛神茶

A15 阿俊的店 生、熟雞肉

商品陳列整齊皆有清楚的標示

陳列整齊、標示清楚，器具乾

淨衛生。

0937349877/生、熟雞肉

A16 正南海產 各式海產

商品陳列整齊皆有清楚的標示

陳列整齊、標示清楚，器具乾

淨衛生。

2635579/各式鮮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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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A18 大胖虱目魚 虱目魚

肉質鮮甜柔軟，使用新鮮虱目

魚去骨去刺後，僅留下最美味

的魚肚，含豐富油脂與整片的

魚肉，一片一真空包方便美味

又好料理。

0929715725/虱目魚

A19 阿川黑珠珍玉米 玉米

Q軟有勁、濃郁香醇、特殊風

味、軟中帶Q，口感十足、獨

特風味。

2011135/玉米

A20 阿震鮮魚 各式海產

各式新鮮魚類，每日現撈，老

闆一直秉持堅持品質、追求新

鮮的高服務品質。

2971794/各式鮮魚

A21 日新雜貨 雜貨

各式雜貨物美價廉，款式新穎

，選擇多樣性，深受顧客喜

愛。

 0938186701/廚房百貨

A22 鱔魚青蛙 鱔魚青蛙
鱔魚新鮮現買現殺，商品種類

多，便利顧客搭配選購。
0928033178/鱔魚青蛙

A23 陳家手工水餃 水餃
美味可口、健康養生，能满足

各种消費者口味。
 2995591/水餃

A24.A25 阿財新鮮海產 各式海產

各式新鮮魚類，每日現撈，商

品種類多、陳列整齊皆有清楚

的標示。

2582961/各式鮮魚

A26 秀玉煎包 煎包
清爽可口、商品乾淨衛生，色

香味俱全，健康又美味。
2635186/煎包

A27 秀燕魯味 魯味
美味可口 、香飘四溢、色香

味俱全、人氣紅不讓。
2632817/魯味

A28 舶格精品服飾 精品服飾
精品女裝服飾，款式新穎，優

雅時尚。
2656905/精品服飾

A29 百珍春腸熟肉 春腸熟肉
美味可口 、香飘四溢、色香

味俱全。
0956884959/香腸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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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 煙燻類專賣舖 綜合熟食
美味可口、極品風味、愛不釋

手，能满足各种消費者口味。
2501835/綜合小菜

A32 鮮魚行 各式海產
各式新鮮魚類，追求新鮮的高

服務品質。
2918228/各式鮮魚

A33 各種粿類 紅龜
美味可口、極品風味、能满足

各种消費者口味。
2921353/粿

A34 食品 蔬菜.養樂多

多樣蔬菜，養樂多老少咸宜、

冰涼徹底、吃的美味.又健

康。

2561387/養樂多

A35 海產 漁貨
老闆堅持只賣當天捕撈漁貨，

讓客人吃到新鮮美味。
0915575615/各式鮮魚

A36 無名攤 越南食品

商品乾淨衛生，色香味俱全，

擺放整齊，健康又美味，口碑

好。

0983200433/越南菜

A37 添福豬肉舖 豬肉舖

新鮮衛生安全，各式肉品新鮮

Q彈，人氣梅花肉、松坂肉、

烤肉片讓人吃了還想再吃。

2267719/溫體豬肉

A38 雞肉.烤雞旗艦攤 雞肉
美味可口 、香飘四溢、色香

味俱全、人氣紅不讓。
 2631250/雞肉

A39 金華豬肉 豬肉舖
商品乾淨衛生，色香味俱全，

健康又美味。
0938911013/溫體豬肉

A40 張記烤雞 烤雞
口齒留香、垂涎三尺、色味俱

佳、  令人回味無窮。
2632131/烤雞

A41 明記蔬菜 蔬菜

蔬菜種類多、陳列整齊皆有清

楚的標示、商品陳列整齊、標

示清楚，器具乾淨衛生。

2644846/新鮮蔬菜

A42 開圓素食 素食 菜色多樣，素食者的好選擇。 0923911609/素食

A44 貴夫人服飾 精品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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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1671303/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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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 妮妮冰品 冰品

榮獲3星評鑑，商品乾淨衛生

，新鮮柳丁汁、仙草冰、八寶

冰，各項商品紅不讓。

0919869731/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