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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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芳源號豬肉攤 豬肉 具有合格認證，肉質新鮮 生鮮豬肉/0937383238

七 演唱會蔬菜 生鮮蔬菜
多樣生鮮蔬菜，榮獲107

年樂活名攤2顆星
生鮮蔬菜/06-5951715

22 瑞成水果行 生鮮水果
多樣生鮮水果，提供禮盒

包裝
生鮮水果/0919160632

23 養樂多 養樂多、乳酸製品
提供多種乳製品，榮獲

107年樂活名攤1顆星
養樂多/0981670966

24 芳源號豬肉攤 豬肉
具有合格認證，肉質新

鮮、安全
生鮮豬肉/0937383238

27 宏福蔬菜攤 生鮮蔬菜
提供多樣蔬菜，價錢公道

合理
生鮮蔬菜/06-5955564

28

29

30

31

32 牛頭海產 漁產
當日產地直送，新鮮且價

錢公道
生鮮水產/0963289271

38 演唱會蔬菜 生鮮蔬菜
多樣生鮮蔬菜，榮獲107

年樂活名攤2顆星
生鮮蔬菜/06-5951715

40 內門烏山頂正山雞 雞肉類
具有合格屠宰證明，安全

可靠
合格雞肉/06-5965777

42 忠仔海產 生鮮海產類
當日漁產現地直送，價錢

公道
生鮮水產/0912122511

43 無 魚丸類
魚丸種類多，提供消費者

多樣選擇
新鮮魚丸類/06-5951747

44 阿拔蔬菜攤 生鮮蔬菜 提供多樣蔬菜，價錢合理 生鮮蔬菜/06-5951666

生鮮豬肉06-5960966

生鮮水產/06-5956126

 關廟公有零售市場         

水福海產 漁產

明源號豬肉攤 豬肉 具有合格認證，肉質鮮美

每日漁貨產地直送，新鮮

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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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廟公有零售市場         

45 方家火鍋料 魚丸類
魚丸種類多，提供消費者

多樣選擇
新鮮丸類/0937663065

46 馨香珍 肉鬆、魚鬆類 現場製作，味道手工獨特

現做肉鬆/0970882882；

宅配https://www.hsin-

hc.com/

47 宏智蔬菜攤 生鮮蔬菜
提供多樣蔬菜，價錢公道

合理
生鮮蔬菜/06-5957567

50 黃媽媽的扁食 餛飩、扁食
經營近30年，深獲消費者

好評
現做餛飩/06-5953562

51 宏福蔬菜攤 生鮮蔬菜
提供多樣蔬菜，價錢公道

合理
生鮮蔬菜/06-5957567

52

53

56 新豐花店 鮮花、花束 價錢公道，花樣種類多 鮮花多樣/0910799624

56之1 長榮行 雞鴨肉 美味可口，滷味小吃 滷味小吃/0972772282

57 美瑞珍號 餅乾、糖果類
多樣種類，是傳統商店的

回憶
多樣餅果/06-5952903

58 養樂多 養樂多、乳酸製品
提供多種乳製品，榮獲

107年樂活名攤1顆星
養樂多/06-5954671

59 文號食品 甜粿、麻糬 提供多樣傳統甜粿、麻糬 多樣甜粿/06-5955551

60

61

63 無 剉冰、冰品
傳統冰店，消炎解渴好地

方
古早味冰品/06-5951330

66 瑞成水果行 生鮮水果
多樣生鮮水果，提供禮盒

包裝
多樣水果/0919160632

生鮮蔬菜/06-5951666

生鮮蔬菜/06-5951951阿拔蔬菜攤 生鮮蔬菜 提供多樣蔬菜，價錢合理

提供多樣蔬菜，價錢合理生鮮蔬菜阿拔蔬菜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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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廟公有零售市場         

67 馨香珍 肉鬆、魚鬆類 現場製作，味道手工獨特

現做肉鬆/0970882882；

宅配https://www.hsin-

hc.com/

68 無 滷肉、煎魚類 提供消費者早餐需求 新鮮熟食/06-5951291

69 無 魚丸類
魚丸種類多，提供消費者

多樣選擇
生鮮丸類/06-5951747

70 阿俊肉燥飯 便當類
提供傳統熟食，供消費者

早、午用餐
傳統熟食/0920855798

71 無 烤雞 合格認證，價錢親民 美味烤雞/0980730306

72

73

74 阿理紅龜 糕餅類 提供多樣傳統糕餅小點心 傳統糕餅/06-5952829

75 阿園正放山雞 雞肉類
合格認證，肉質鮮美、安

全
生鮮雞肉/07-6951177

76

77

78 馨香珍 肉鬆、魚鬆類 現場製作，味道手工獨特

現做肉鬆/0970882882；

宅配https://www.hsin-

hc.com/

79 無 滷肉、煎魚類 提供消費者早餐需求 新鮮熟食/06-5951291

80 無 魚丸類
魚丸種類多，提供消費者

多樣選擇
生鮮丸類/06-5951747

81 阿俊肉燥飯 便當
提供傳統熟食，供消費者

早、午用餐
傳統熟食/0920855798

82 無 烤雞 合格認證，價錢親民 美味烤雞/0987301517

83

84

多樣水果/0919160632

傳統餅果/06-5954370

傳統餅果/06-5954370

瑞成水果行 生鮮水果
多樣生鮮水果，提供禮盒

包裝

阿琴蛋糕店 餅乾、糖果類
多樣種類，是傳統商店的

回憶

阿琴蛋糕店 餅乾、糖果類
多樣種類，是傳統商店的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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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廟公有零售市場         

85 阿理紅龜 糕餅類 提供多樣傳統糕餅小點心 傳統糕餅/06-5952829

86

87

88

89 秀枝豬肉攤 豬肉類
具有合格認證，產地當日

直送
生鮮豬肉/07-6968378

90

91

92

93

94

95

96 順隆小吃 豆菜麵類 傳統美食點心 傳統美食/06-5967720

97

98

99

100 秀枝豬肉攤 豬肉類
具有合格認證，產地當日

直送
生鮮豬肉/0980263565

101

102

103

104

105 乙旺魯麵 關廟魯麵、土魠魚羹
網路名攤，榮獲108年樂

活名攤2顆星
網路名攤/0932770883

106

107

關廟名攤/0932770883

多樣素食/06-5955990

傳統美食/06-5952997

多樣熟食/06-5951837

多樣粿類/0933142010

多樣素食/06-5955990

傳統冰品/0972621566

新鮮羊肉/06-5954250

克義小吃 煎粿類
多樣粿類，提供消費者選

擇

乙旺魯麵 關廟魯麵、土魠羹
網路名攤，榮獲108年樂

活名攤1顆星

西方速食軒 素食類
提供多樣素食自助餐，價

錢相當親民

剉冰黃專賣店 剉冰、冰品類
傳統冰店，消炎解渴好地

方

阿男飯店 便當類
提供傳統熟食，供消費者

早、午用餐

一新羊肉 生鮮羊肉

具有合格認證，產地當日

直送，是當地消費者最愛

，網路名攤

西方速食軒 素食類
提供多樣素食自助餐，價

錢便公道

義美號 提供傳統道地美食土魠魚羹、鱔魚意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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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15

116 乙旺魯麵 關廟魯麵、土魠魚羹
網路名攤，榮獲108年樂

活名攤2顆星
網路名攤/0932770883

117

118

126 阿昌海產 生鮮魚類 生鮮魚貨，當日產地直送 生鮮水產/0932988164

127 美濃粄條專賣店 麵食類
價錢親民，麵食類均當日

處理，現場烹煮
新鮮麵食/06-5955772

128 知己 關廟意麵類
麵食類均當日處理，現場

烹煮
知名意麵/06-5958286

129 美濃粄條專賣店 麵食類
價錢親民，麵食類均當日

處理，現場烹煮
新鮮麵食/06-5955772

130 永興傳統打鐵店 磨刀、傳統鐵製器具
銷售傳統鐵製器具，歷史

悠遠，遠近馳名
知名鐵器/0937570044

131 方家火鍋料 魚丸類
提供傳統熟食，供消費者

早、午用餐
新鮮丸類/0937663065

132 永興傳統打鐵店 磨刀、傳統鐵製器具
銷售傳統鐵製器具，歷史

悠遠，遠近馳名
知名鐵器/0937570044

133 方家火鍋料 魚丸類
魚丸種類多，提供消費者

多樣選擇
新鮮丸類/0937663065

134

135

136 阿琴蛋糕店 餅乾、糖果類
多樣種類，是傳統商店的

回憶
傳統餅果/06-5954370

137 無 菜苗種子 提供多樣菜苗種子 菜苗種子/06-5951458

多樣熟食/06-5951837

新鮮麵食/06-5955772

知名鐵器/0937570044永興傳統打鐵店 磨刀、傳統鐵製器具
銷售傳統鐵製器具，歷史

悠遠，遠近馳名

美濃粄條專賣店 麵食類
價錢親民，麵食類均當日

處理，現場烹煮

阿男飯店 便當類
提供傳統熟食，供消費者

早、午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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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廟公有零售市場         

138 新豐花店 鮮花、花束 價錢公道，花樣種類多 鮮花多樣/0910799624

139 無 菜苗種子 提供多樣菜苗種子 菜苗種子/06-5951458

140 馨香珍 肉鬆、魚鬆類 現場製作，味道手工獨特

現做肉鬆/0970882882；

宅配https://www.hsin-

hc.com/

141 阿男飯店 便當類
提供傳統熟食，供消費者

早、午用餐
多樣熟食/06-5951837

142 馨香珍 肉鬆、魚鬆類 現場製作，味道手工獨特

現做肉鬆/0970882882；

宅配https://www.hsin-

hc.com/

143 阿男飯店 便當類
提供傳統熟食，供消費者

早、午用餐
多樣熟食/06-5951837

144

145

146 養樂多 養樂多、乳酸製品
提供多種乳製品，水榮獲

107年樂活名攤1顆星
養樂多/0981670966

147 阿男飯店 便當類
提供傳統熟食，供消費者

早、午用餐
多樣熟食/06-5951837

148 宏明餅乾糖果 餅乾、糖果類
多樣種類，是傳統商店的

回憶
多樣餅糖/06-5952385

149 豐文堂 文具、玩具類
提供多樣文具品，價錢便

宜
多樣文具品/06-5956212

150 宏明餅乾糖果 餅乾、糖果類
多樣種類，是傳統商店的

回憶
多樣餅糖/06-5952385

151 豐文堂 文具、玩具類
提供多樣文具品，價錢便

宜
多樣文具品/06-5956212

152 益祥號 肉鬆、魚鬆 現場製作，味道手工獨特 手工肉鬆/06-2302600

現做肉鬆/0970882882；

宅配https://www.hsin-

hc.com/

馨香珍 肉鬆、魚鬆類 現場製作，味道手工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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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廟公有零售市場         

153 信誠什貨店 雜貨類
提供多樣日常生活所需物

品
多樣日常物品/06-5954373

154 益祥號 肉鬆、魚鬆 現場製作，味道手工獨特 手工肉鬆/06-2302600

155 信誠什貨店 雜貨類
提供多樣日常生活所需物

品
多樣日常物品/06-5954373

156

157

159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多樣五金品/06-5952058

多樣藥材/06-5955850

道地小吃/06-5955966阿環小吃 浮水魚羹、炒飯、麵 傳統道地小吃美食

興美堂 中藥房
提供傳統中藥藥材，品項

多種

合作五金店 五金類 多樣五金用品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