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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line、fb等)

A01 六甲果菜行 蔬菜 專賣蔬菜 06-6983285

A02 麗雲豆菜麵 飲食 專賣豆菜麵 0985-564-462

A03 亮儒女裝 百貨 專賣女裝 0963-467-508

A04 王裕堡 花卉 專賣花卉 (06) 698-5139

A05 王裕堡 花卉 專賣花卉 (06) 698-5139

A06 劉玉秀 蔬果 專賣蔬果 (06) 698-4134

A07 陳憲明 水產 專賣 (06) 698-7714

A08 蘇明珠 飲食 專賣湯圓 0952-351-603

A09 陳昭榮 飲食 專賣湯圓 0952-351-603

A10 洪黃秋英 飲食 專賣豆菜麵 0935-413-371

A11 洪嘉祥 飲食 專賣豆菜麵 0935-413-371

A12 林陳阿月 飲食 專賣自助餐 0975-851-857

A13 洪偉耀 飲食 專賣狗尾魚羹 0978-001-569

A14 洪嘉隆 飲食 專賣狗尾魚羹 0978-001-569

A15 何芃綾 飲食 專賣清粥小菜 0987-580-716

A16 郭雪瑜 花卉 專賣花卉 (06) 698-5139

A17 蔡阿薇 百貨 專營修改衣服 0910-658-424

A18 蔡阿薇 百貨 專營修改衣服 0910-658-424

A19 陳明宏 飲食 專營飲食 0937-359-345

A20 陳明宏 飲食 專營飲食 0937-359-345

A21 黃采潓 飲品 專賣飲料 0912-421645

A22 陳明聰 飲食 專營飲食 0921-299-241

A23 郭麗錦 飲品 專賣飲料 0919-757850

A24 洪寶如 飲食 專營飲食 06-6982880

A25 方楓茹 其他 專營修改衣服 0987-607-598

A26 劉蔡枝珍 飲食 專營自助餐 (06) 698-4471

A27 簡麗卿 飲食 專營自助餐 0975-851-857

A28 簡麗華 飲食 專營自助餐 0975-851-857

A29 沈耀珍 百貨 專營百貨 0975-851-857

六甲公有零售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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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 鐘惠卿 百貨 專營百貨 0956-901396

A31 張國祥 其他 專營齒模 0928-164560

A32 毛燕輝 其他 專營塑膠袋 06-6987333

A33 何芃綾 飲食 專賣清粥小菜 0987-580-716

A34 黃中信 飲食 專營飲食 0921-557597

A35 黃中信 飲食 專營飲食 0921-557597

B01 三義號 畜肉 專營畜肉 0921-622870

B02 黃吳美玉 食品 專營滷味 0955-877066

B03 朱恒峰 畜肉 專營畜肉 0970-605579

B04 翁勝茂 食品 專營滷味 0933-599263

B05 沈秀美 食品 專營滷味 0933-599263

B06 六六商號 畜肉 專營畜肉 06-6982704

B07 六六商號 畜肉 專營畜肉 06-6982704

B08 田賜川 畜肉 專營畜肉 (06) 698-7935

B09 田秀玲 畜肉 專營畜肉 (06) 698-7935

B10 陳妙慧 食品 專營饅頭 0919-797-286

B11 吳秀鑾 食品 專營水餃 0972-027-097

B12 黃文志 畜肉 專營畜肉 0928-715-027

B13 李錦田 畜肉 專營畜肉 0989-031137

B14 張陳美枝 畜肉 專營畜肉 0936-363-538

C01 曾寶賢 水產 專營水產 0988-366-197

C02 沈家的店 食品 專營食品 0920-172658

C03 沈清忠 食品 專營食品 06-6983381

C04 陳胡金月 食品 專營食品 0965-665272

C05 楊黃盞 食品 專營食品 0989-004907

C06 李鴻明 畜肉 專營畜肉 0921-021369

C07 黃瓊瑩 禽肉 專營畜肉 0939-780-470

C08 吳王素增 水產 專營水產 0989-176-003

C09 李進元 水產 專營水產 0936-99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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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 蔡邱水里 禽肉 專營禽肉 0921-596-017

C11 張崑全 蔬菜 專營蔬菜 0919-583-425

C12 謝鎰鎌 蔬菜 專營蔬菜 0936-244-339

C13 邱秋容 禽肉 專營禽肉 0958-957118

C14 河南商號 水產 專營水產 06-6981370

C15 陳淑美 飲食 專營飲食 0911-889-634

C16 吳政憲 水產 專營水產 06-6981370

C17 黃郁晴 飲食 專營飲食 0911-889-634

C18 吳政憲 水產 專營水產 06-6981370

C19 黃耀慶 飲食 專營飲食 0936-388503

C20 沈金輝 食品 專營魚丸 0937-496-161

C21 張蔡鳳琴 禽肉 專營禽肉 (06) 698-3328

C22 美霞水產 水產 專營水產 0937-303748

C23 阿純 禽肉 專營禽肉 06-6981799

C24 貴花滷味 滷味 專營滷味 06-6981142

D01 黃全豐素食 素食 專營素食 0929-607-768

D02 秀霞水果攤 青果 專營水果 06-6989161

D03 秀霞水果攤 青果 專營水果 0922-092805

D04 永貴熟食 青果 專營熟食 (06) 698-8023

D05 六甲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0-746160

D06 六甲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0-746160

D07 六甲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0-746160

D08 六甲尤滷味 飲食 專營滷味 0953-291-002

D09 六甲熱炒 飲食 專營熱炒 0922-212955

D10 六甲熱炒 飲食 專營熱炒 0912-192794

D11 全豐素食 食品 專營素食 0929-607-768

D12 德軒素食 食品 專營素食加工 0987-738-710

D13 德軒素食 食品 專營素食加工 0987-738-710

D14 蘇素食專賣 食品 專營素食加工 0987-73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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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 古早味醬菜 食品 專營素食加工 0987-738-710

D16 蘇素食專賣 食品 專營素食加工 0987-738-710

D17 蘇英淳 食品 專營素食加工 0987-738-710

D18 包豬婆 畜肉 專營畜肉 0928-716-529

D19 永寶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0-746626

D20 永寶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0-746626

D21 永寶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0-746626

D22 閎勝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1-749-116

D23 盧郁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1-749-116

D24 袁麗如 飲食 專營素食 0911-187658

D25 蔡佳真 飲食 專營飲食 0927-350-221

D26 鄭陳碧绣 蔬菜 專營蔬菜 0929-264-343

D27 鄭陳碧绣 蔬菜 專營蔬菜 0929-264-343

D28 陳天送 粿仔 專營粿仔 0930-286-020

D29 柴運娟 食品 專營雜貨 0912-738297

D30 郭俊良 飲食 專營飲食 0927-350221

E01 陳林不纏 美髮 專營美髮 06-6989547

E02 林建瑋 水產 專營水產 0933-625373

E03 陳榮陸 百貨 專營女裝 06-6983164

E04 陳德成 飲食 專營飲食 0916-069-500

E05 陳明聰 飲食 專營飲食 0921-299-241

E06 黃錦溢 飲品 專賣飲料 0912-421645

E07 陳明宏 飲食 專營飲食 0937-359345

E08 謝永鈴 飲食 專營飲食 06-6987088

E09 莊天億 飲食 專營飲食 06-6983587

E10 黃來發 飲食 專營飲食 0937-614877

E11 慈雲素食 飲食 專營素食 0927-350221

E12 慶誠五金行 百貨 專營五金 0937-303617

E13 陳胡珠 其他 專營青草 (06) 698-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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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4 黃秀珍 百貨 專營糖果餅乾 06-6985440

E15 陳林明笑 百貨 專營百貨 06-6980125

E16 陳盈伶 百貨 專營百貨 0935-412027

E17 建承商號 百貨 專營雜貨 06-6983833

E18 顏良裕 百貨 專營雜貨 (06) 698-6580

E19 許芳齊 百貨 專營女裝 0985-189224

E20 林張桃 畜肉 專營畜肉 06-6983736

E21 陳和南 食品 專營食品 06-6982020

E22 蕭美珍 食品 專營蔬菜 06-6990648

E23 郭秀卿 畜肉 專營畜肉 0929815158

E24 毛昭仁 百貨 專營女裝 0958-670369

E25 陳鄭阿仁 百貨 專營女裝 06-6988675

E26 江李秀英 青果 專營水果 0985-064-462

E27 潘柔庭 食品 專營冷凍食品 0986-636-728

E28 蔡文祺 百貨 專營雜貨 (06) 698-2065

E29 謝錦月 食品 專營雜貨 0928-327693

E30 黃蔡秀霞 飲食 專營自助餐 0911-884-376

E31 陳淑娟 青果 專營水果 0933-363-790

E32 閎勝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1-749116

E33 閎勝菓菜行 蔬菜 專營蔬菜 0911-749116

E34 謝永鈴 飲食 專營飲食 06-6987088

E35 郭淑幼 飲食 專營飲食 0927350221

E36 莊天億 飲食 專營飲食 06-6983587

E37 黃郭素汝 飲食 專營豆花 06-6982411

E38 陳佳玉 飲食 專營飲食 06-6982640

E39 慈雲素食 飲食 專營素食 0927350221

E40 林清江 其他 專營金紙 0929-026463

E41 林清江 其他 專營金紙 0929-026463

E42 陳胡珠 其他 專營青草 06-698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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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3 玉津齋料行 其他 專營中藥 06-6983297

E44 許黃美霞 食品 專營雜貨 0912-738297

E45 蕭金美 木瓜 專賣水果 0981-233-052

E46 陳盈伶 百貨 專營百貨 0935-412027

E47 建承商號 百貨 專營雜貨 06-6983833

E18 顏良裕 百貨 專營雜貨 (06) 698-6580

E49 陳獻志 青果 專營水果 06-6982020

E50 林木成 畜肉 專營畜肉 06-6983736

E51 陳建忠 禽肉 專營熟食 0907-275995

E52 陳岩榮勤 食品 專營食品 06-6982020

E53 王進雄 花卉 專營花卉 0928-705-708

E54 王裕堡 花卉 專營花卉 0928-705-708

E55 黃渝翔 百貨 專營百貨 0927-750-683

E56 陳淑貞 百貨 專營冷凍食品 06-6986580

E57 林清江 其他 專營金紙 0929-026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