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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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 麗珠花坊 花卉 美麗花卉 各式花卉/2919333

1003 麗珠花坊 花卉 節令必備 各式花卉/2656086

1004 成美服飾 服飾 美觀衣飾 各式女裝/2922019

1005 秀鳳服飾 服飾 美觀衣飾 各式女裝/0913011200

1006 包包翡翠手鐲 飾品與女性用品 兼賣生活小物
各式飾品及用品

/0933348728

1007 無 內衣、棉襪、女性用品 專賣內衣
各式女性用品

/0918232208

1008 魏媽媽菜行 蔬菜 新鮮蔬菜
各式新鮮蔬菜

/0953297536

1009 張家麵店 水餃皮、白麵 每日供應 新鮮手工麵條/2374242

1010 旺旺商行 生活雜貨 多樣雜貨 各式雜貨/0919630739

1011 蔬菜專賣 蔬菜 專賣蔬菜 各式新鮮蔬菜/2314913

1012 方家菜行 蔬菜 蔬菜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19857470

1013 王家菜行 蔬菜 蔬菜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13527688

1014 王家菜行 蔬菜 蔬菜新鮮
各式新鮮蔬菜

/0953205818

1015 無 蔬菜 兼營雜貨 各式新鮮蔬菜/6152590

1016 無 雜貨 物品多樣 各式雜貨/0977109296

1017 金水果行 青果 兼賣點心 新鮮水果/0917829664

1018 潘記 早點 現做吐司早點 各式現做早點/2315137

開元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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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無 服飾 美觀衣飾 流行服飾/0937696977

1020 阿好菜行 蔬菜 品項多元 各式新鮮蔬菜//3318936

1021 新翔花坊 花卉 節令必備 各式花卉/2352020

1023 見笑水果行 青果 大顆好吃 新鮮水果/0933350737

1024 見笑水果行 青果 送禮自用兩相宜 新鮮水果/0933350737

1025 綺麗服飾 服飾及女性褲襪 精選品味 流行女裝/0988192467

1027 見笑水果行 青果 美觀大方 新鮮水果/0933350737

1028 伊媚兒精品服飾 服飾及生活小物 流行衣著 各式童裝/0934288382

1030 無 蔬菜 新鮮蔬菜 新鮮蔬菜/0929193583

1031 無 碗粿 便宜又好吃 碗粿/0912988376

1032 蘇水果行 燕巢芭樂 品質保證 各式蔬果/0921283380

1033 蘇水果行 生活食品 常見食品 各類食品/0923257570

1034 美文童衣 服飾 種類多元 各式童裝/0928696229

1035 劉鎮菜行 白蘿蔔、地瓜葉等 自種蔬菜 新鮮蔬菜/2761135

1036 無 生活百貨 兼賣大眾飲品 各式百貨/2340536

1038 無 蔬菜 新鮮蔬菜 新鮮蔬菜/2727890

1039 無 養樂多 好喝飲品 養樂多/0932869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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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友美服飾 服飾 女性衣飾 各式女裝/2595952

1041 黃家肉酥肉脯 肉酥肉脯 現烤現賣 現炒肉鬆/0905394385

1042 宗水果行 青果 美觀多樣 各式水果/5983042

1043 張媽媽臭豆腐 豆腐、豆漿等豆製品 童叟無欺 新鮮豆製品/2349005

1044 禾穗子手染衣 服飾 獨具美感 手作服飾/0910824555

1045 松井堂國藥號 中藥、藥皂 老字號中藥行 各式中藥材/2381150

1046 國哥炸雞 各式炸物 多樣口味 炸雞/0915839167

1047 陳水果行 青果 現榨果汁 各式水果/2368618

1048 玉壽司 葷素壽司 現場製作 現做壽司/2360730

1049 新發香香舖 金紙、祭祀用品 老字號、貨源足 各式金香/2471232

1050 可佳銀樓 金飾 金飾專賣
各式金銀飾品

/0933296473

1051 葉記小吃 經濟小吃 經濟實惠味道好 各式現做餐點/2381391

1052 無 專業修鞋 技藝超群 專業修鞋/0956337775

1053 頑皮家族 服飾 流行服飾 流行服飾/2363888

1054 開元城銀樓 金飾 專賣金飾 各式金銀飾品/2093047

1055 天天香 麵包糕點壽桃 每日現作出爐 各式麵包糕點/2346840

1056 姿伶精品 服飾 精品服飾 流行女裝/091165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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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無 各式輕食 新鮮現做，咖啡飄香 咖啡及輕食/0987500359

2001 玉素肉舖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0936653397

2004 無 各式床被單 專賣床被單 各式床被單/2349871

2006 石川肉舖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2821737

2007 無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2366787

2009 台灣蒜頭 蒜頭、蒜頭酥 只賣蒜頭、蒜頭王 專賣蒜頭/0912702713

2011 阿梅魯味 各式滷味 聞香下馬 特色滷味/2340966

2012 鳳火鍋料 各式火鍋料 種類豐富 各式火鍋料/0956357966

2013 蟬深海魚 鮭魚、土魠魚等 新鮮海產 新鮮海產/2376420

2014 淨心素食 各式素料 現炸油豆腐 各式素料/0988276836

2015 榮福魚丸店 各式魚丸 魚丸專賣 手工魚丸/2615947

2016 光榮肉舖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2339679

2017 阿香小菜 各式現煮菜餚 好吃不必等 各式小菜/2015831

2018 阿香小菜 美味料理 一吃成主顧 各式小菜/2753760

2019 佳香味手工水餃 手工水餃 每日現包、蝦仁新鮮 手工水餃/3026595

2020 阿英肉舖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2320652

2021 秋蕊海產 水產 新鮮販賣 新鮮海產/250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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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阿惠海產 水產 新鮮漁貨 新鮮海產/2599334

2023 德勝海產 水產 魚貨新鮮 新鮮海產/2350879

2024 德勝海產 水產 魚貨新鮮 新鮮海產/2350879

2025 農林 雜貨 品項多元 各式雜貨/2369841

2026 農林 生活雜貨 生活必須 各式雜貨/2369841

2027 農林 食品 應有盡有 各式雜貨/2369841

2028 銘賢五金 生活用具 生活必須 五金百貨/2376810

2029 明賢五金 五金刀具 品項豐富 五金百貨/3357717

2030 榮輝海產 水產 精挑細選漁貨 新鮮海產/0910742912

2031 榮輝海產 水產 現撈現買 新鮮海產/0910742912

2032 良宏肉舖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2723791

2033 歸仁楊家綠竹筍 竹筍 當季限賣 當季新鮮竹筍/2323791

2034 麗秀肉舖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2598950

2035 貢丸 多年傳承 各式手工丸類/2740088

2036 黑輪、肉乾 獨家秘方 各式手工丸類/2740088

2037 秀玉海產 水產 新鮮魚貨 新鮮海產/2745155

2038 美伶海產 水產 魚貨新鮮 新鮮海產/2378826

李家傳承50年手工貢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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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 永發海產 水產 專賣蛤唎 新鮮海產/2627641

2040 無 烤雞、禽肉 香氣四溢 生及熟雞肉/2383802

2042 素美新鮮魚貨 水產 新鮮直送 新鮮海產/2325083

2043 素美新鮮魚貨 水產 新鮮直送 新鮮海產/2325083

2044 榮泰海產 水產 新鮮販賣 新鮮海產/0928715637

2045 榮泰海產 水產 新鮮販賣 新鮮海產/0928715637

2046 無 烤雞、禽肉 香氣四溢 生及熟雞肉/2699159

2047 無 烤雞、禽肉 香氣四溢 生及熟雞肉/2383802

2048 阿貴的店 肉乾、香腸 美味肉乾 各式肉乾/2532793

2049 無 水產 新鮮販賣 新鮮海產/2567569

2050 玉珠豬肉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2287842

2052 無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2327643

2054 隆億肉舖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0927419987

2055 芭樂、水果 芭樂 各式新鮮水果 芭樂/2300634

2060 鳳火鍋料 各式火鍋料 每日製作 各式火鍋料/0920036375

2062 路竹素/肉粽 素/肉粽 遠近馳名 粽子/(07)6972839

2063 月英手工水餃 水餃 手工製作 手工水餃/2368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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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6 阿美素食 素食料理 料好實在 素食料理/2021878

2067 阿美素食 素食點心 懷念好滋味 素食料理/2021878

2069 林永成野林土雞 禽肉 新鮮禽肉 生鮮雞肉/0921672439

2070 三福、小中福內衣 女性內衣褲 種類多樣 各式女用內衣褲/2011145

2071 小美肉舖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0979660209

2074
發粿、紅龜粿、鹹

粿、潤餅皮

發粿、紅龜粿、鹹粿、

潤餅皮
古早味點心

各式傳統點心

/0928678485

2075 蓮枝牛肉 牛肉 新鮮牛肉 生鮮牛肉/2362688

2079 阿葉素食 素食料理 現炒現賣 素食料理/0985351170

2080 無 畜肉 新鮮豬肉 新鮮豬肉/0958077826

2081 無 手工藝品 手工製作 各式飾品/0911991731

2082 月英飯丸 飯糰早點 每日現做 飯糰/2351965

2083 天天香 麵包、壽桃 每日現做 各式麵包及糕點/2346840

2084 天天香 糕點 每日現做 各式麵包及糕點/2346840

2098 華興百貨 百貨 各式雜貨 各式百貨/0932716491

2099 淨心素食 各式素料 現炸油豆腐 各式素料/2004221

2100 時尚精品服飾 服飾 時尚有型
各式精品服飾

/0938987165

2101 農林 各式雜貨 雜貨專賣 各式雜貨/236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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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一慶素食 各式素食 素食專賣 素食料理/2360940

2103 銘賢五金 生活五金 應有盡有 各式五金百貨/2378612

2104 無 百貨 各式百貨 各式百貨/0917981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