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區 市場名稱 攤商名稱 攤號 商品品項 商品說明及特色 價格 聯絡電話 備註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珍味香燒臘店、珍

味雞肉店

A01、

A013
臘肉..油雞腿.紅燒肉..炸魚..鴨肉..鵝肉 台灣 時價 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阿雪肉舖
A02、

A03
鹹豬肉 香腸 火鍋肉片 台灣 秤重量計價 0982-163-816 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萬隆豬肉專賣店
A04 ~

A07

臘肉

香腸
台灣

臘肉 320 / 斤

香腸 180 / 斤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藝起來串臉社會企

業
A10 蜜香紅茶 台灣 原價600 ( 特價588)

0921-976-859

  line 訂購

@yjb0653I

 （最後一個字是

英文字母 I ）

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阿柱的魚鋪子
A14 ~

A16
烏魚子 鮑魚罐.魚皮.海參 台灣 時價 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寶珠豬肉店
A26 ~

A28

紹興原味香腸

紹興胡椒香腸.

高粱香腸

台灣

紹興原味香腸 200 / 斤

紹興胡椒香腸 200 / 斤

高粱香腸 280 / 斤

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佳美素食
A31 ~

A33

 佛跳牆

 素牛排

 素食小魚乾

 素羊肉

 素香腸

 素雞

 蓮子雞

 紅燒肉

 猴頭菇

 港式蘿蔔糕

台灣

 佛跳牆

 素牛排

 素食小魚乾

 素羊肉 160 / 斤

 素香腸 60 / 條

 素雞 個 / 60

 蓮子雞 500 / 甕

 紅燒肉 200 / 斤

 猴頭菇 380 / 斤

 港式蘿蔔糕 150 / 條

29808175 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映竹豬肉舖
A34 ~

A36

香腸

鹹豬肉

獅子頭

臘肉

台灣

香腸 170 / 斤

鹹豬肉 220 / 斤

獅子頭 180 / 盒

臘肉 220 / 斤

年節限定

※ 本表僅供參考，以攤商實際販售品項、規格、價格為準

112年新北公有市場年菜商品調查表(熟食年菜、即食包裝、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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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阿博的雞肉、阿琴

的雞肉

A37 ~

A39

醉雞

雞精

生 . 熟 雞肉 時價

台灣

醉雞 時價

 雞精 170 / 包

 生. 熟 雞肉 時價

0939-895-606 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桂村肉品鋪
A40 ~

A41

1/1 澳洲牛腱 特賣

 

1/8 無骨牛小排（美國）

      帶骨牛小排（美國）

      板腱牛排（美國）

      熟成沙朗（紐西蘭） 全館88折

1/10 ~ 過年  2件 95折   3件9折

澳洲

 美國

 紐西蘭

1/1 澳洲牛腱 特賣

 

 1/8 無骨牛小排（美國）

  帶骨牛小排（美國）

  板腱牛排（美國）

  熟成沙朗（紐西蘭） 全館88折

1/10  ~ 過年 2件 95折   3件9折

0920-492-190

 line 訂購

0920492190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仙品糖炒栗子 C001
免剝殼栗子

年節禮盒 6包組合 / 12包組合

市面上少有的

 很難買到的

 不一樣的拌手禮

年節禮盒    6包  組合  280 元

年節禮盒  12 包 組合  520 元

( 單包 50 元 )

0935-285-210 長期販售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圓圓圈鬆餅 D006 年節禮盒
16顆原味鬆餅+任選4種獨立包裝餡

料
299 0986-356-233 年節限定

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禾記小吃 D008

藥燉排骨

藥燉排骨套餐

港式脆皮臭豆腐

甜不辣

餛飩乾麵

藥燉排骨 - 純中藥熬煮數小時，冬

季最佳食補

藥燉排骨套餐 - 增加麵線/滷肉飯、

青菜

港式脆皮臭豆腐 - 外酥內軟，香而

不臭

甜不辣 - 點心或正餐的好選擇

餛飩乾麵 - 可湯麵 . 也可乾麵，可當

正餐或點心

藥燉排骨 - 80 元 / 份

藥燉排骨套餐 - 150 元 / 套

港式脆皮臭豆腐 -  60 元 / 份

甜不辣 -  55元 / 份

餛飩乾麵 -  65元 / 份

0988-767-763 長期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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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區 中央公有市場 ZEN IN·好食 B003 金凍齡奇亞籽

《金兔年》開運推薦「金凍齡奇亞

籽」以新鮮金桔為基底，

 搭配蘆薈、愛玉、奇亞籽，口感豐

富膳食纖維高，

 年節圍爐走春首選。原價$60，年

節期間「2杯/$99

金凍齡奇亞籽

 原價$60，年節期間「2杯 / $99」
0987-464-383 年節限定

三重區 光明公有市場 味聖素食
A51 ~

A53

十全大補湯 450 元

 玉潤蓮糕 400元

 北京素烤丫 440元

 獅子頭 400元

 御膳鮮羹 410元

 福壽全藥膳湯 450元

 蔗香東坡肉 450 元

 鳳眼果綠咖哩 450 元

 椒鹽素排 410 元

 蓮子鮮奶露 390 元

 猴菇扣筍 400 元

 炒三杯 400 元

 冬瓜豐 440 元

台灣

十全大補湯 450 元

 玉潤蓮糕 400元

 北京素烤丫 440元

 獅子頭 400元

 御膳鮮羹 410元

 福壽全藥膳湯 450元

 蔗香東坡肉 450 元

 鳳眼果綠咖哩 450 元

 椒鹽素排 410 元

 蓮子鮮奶露 390 元

 猴菇扣筍 400 元

 炒三杯 400 元

 冬瓜豐 440 元

29762611 年節限定

三重區 光明公有市場 雞肉專賣店 A60 甘庶雞及盬水雞 台灣 公的 隻 / 500元，母的 隻 / 450元 年節限定

中和區 民享公有市場 澎湖生鮮海產 A081 佛跳牆 台灣 380元 0935-085-828 年節限定

中和區 民享公有市場 澎湖生鮮海產 A081 烏魚子 台灣 1口吃烏魚子一包150元 0935-085-828 年節限定

中和區 民享公有市場 愛嬌姨粿担 A075 年糕.蘿蔔糕 新鮮現做 秤重量計價 0912-803-309 年節限定

中和區 民享公有市場 客佳味粿店 A118 年糕.蘿蔔糕 新鮮現做 秤重量計價 0918-789-008 年節限定

中和區 枋寮公有市場 加味食品 A002 麵條/紅龜粿/發粿/湯圓 傳統風味

麵條35/斤

紅龜粿35/個

發粿30/個

湯圓80/斤

0910-325-663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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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區 枋寮公有市場 永珍切麵店 A015 蘿蔔糕/芋頭糕/芋粿巧/草仔粿/湯圓 傳統風味

蘿蔔糕80/斤

芋頭糕70/斤

30芋粿巧30/片

草仔粿30/片湯圓80/斤

0921-809-090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中和區 枋寮公有市場 馥香雞 A039
煙燻雞

鹽水雞
經濟實惠

煙燻雞600/隻

鹽水雞600/隻
0922-508-766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中和區 枋寮公有市場 知音坊
A088/A0

89

油飯/蝦/客家小炒/涼拌蓮藕/涼拌木耳

等年節小菜
新鮮現做

油飯一份80

蝦500/斤

客家小炒400/斤

涼拌蓮藕240/斤

涼拌木耳240/斤

0935-178-118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中和區 枋寮公有市場 菜市仔咖啡 A066 咖啡禮盒 經濟實惠
濾掛包500/盒

咖啡豆500-1000/包(視豆種)
0931-309-435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臻旺食品原料行 104 烘培腰果 低溫烘烤 一盒200元 0922-681-949 長期販售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吳媽媽手工水餃 6 水餃
水餃看起來像元寶即財富的標語過

年元寶端上桌財富滿滿
200元 0971-166-692 長期販售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行天宮油飯 5

醉元蹄一包150元、櫻花蝦油飯一盒180

元、手工港式蘿蔔糕一包100元（真空

包）、鹹豬肉一斤280（真空包）

年菜

醉元蹄一包150元、櫻花蝦油飯一盒

180元、手工港式蘿蔔糕一包100元

（真空包）、鹹豬肉一斤280（真空

包）

0970-564-569 年節限定/需預訂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鵝卡桑上等鵝肉 7

鹹水全鵝含頭腳翅$1800（7斤以上鵝隻

烹煮）、鹹水半隻鵝含腳、翅$900（7

斤以上鵝隻烹煮）、

地方美食

鹹水全鵝含頭腳翅$1800（7斤以上

鵝隻烹煮）、鹹水半隻鵝含腳、翅

$900（7斤以上鵝隻烹煮）、

0920-906-393 年節限定/需預訂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阿弘肉鋪 73 鹹豬肉一斤$300、高粱香腸一斤$180 在地美食、新鮮美味
鹹豬肉一斤$300、高粱香腸一斤

$180
0903-314-333 長期販售/需預訂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今旺魯肉食堂 14
白菜滷 1kg$200元(約3-4人份

筍絲控肉     $500元(約3-4人份
每日現做，限量販售

白菜滷 1kg$200元

筍絲控肉     $500元
0900-146-879

年節限定/需預訂/自

行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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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芝芝杏仁茶室 18

年節伴手禮：手工牛嘎方塊酥、蜜汁櫻

花蝦花生、古早味芝麻荖、蜜汁腰果、

落花生

手工限量、傳統美食、紅外線烘焙

腰果

年節伴手禮：手工牛嘎方塊酥100/

包、蜜汁櫻花蝦花生180/包、古早

味芝麻荖60/包、蜜汁腰果200/包、

落花生

0910-065-791

年節期間現場取貨/非

年節期間須預訂現場

取貨或宅配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三本味職人。手

作。料理
3

頂級佛跳牆$1280元/附不鏽鋼鍋

紅燒蹄膀500元/份

手工獅子頭380元/包

紹興冰釀醉雞腿320元/隻

紹興老酒醉鮮蝦350元/包

職人限定！品質堅持

頂級佛跳牆$1280元/附不鏽鋼鍋

紅燒蹄膀500元/份

手工獅子頭380元/包

紹興冰釀醉雞腿320元/隻

紹興老酒醉鮮蝦350元/包

0932-316-109
年節限定/需預訂/自

行取貨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魚寶貝私房小舖 51 鮮凍鮮甜干貝 $300/包  1000g
超大，每顆都有50元硬幣大小、鮮

甜味美
1000g / $300 / 包 0903-070-580

長期販售 / 年節期間

量大需預訂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魚寶貝私房小舖 51
禾家香鮮肉小湯包  $200/包  1500g（

約30g*50顆+-2～3顆）

禾家香 諧音 閤家平安，小湯包象徵

元寶湯水財水滾滾來！
1500g(約30g*50顆) / $200 / 包 0903-070-580

長期販售 / 年節期間

量大需預訂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魚寶貝私房小舖 51

精選超值八件年菜組 (5~6人份) 價格

$2350/。

1.干貝佛跳牆1包(1050g/包)

2.海鮮干貝羹1包(1050g/包)

3.人蔘雞湯1包(2200g/包(固形物

1200g)

4.富貴金磚東坡肉1包(450g±10%/包)

5.福滿翠玉獅子頭1盒(450g±10%/盒)

6.紹興醉蝦1盒(500g±10%/12支/盒)

7.黃金鯧魚1尾(500~600g/包)

8.豬肋排2包(370g/包)

和家人團圓的年夜飯，是全世界最

美味的菜‼一組直寄免運費

精選超值八件年菜組 (5~6人份) /

組。$2350
0903-070-580

年節限定/需預訂/即

日起～11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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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魚寶貝私房小舖 51

豪華饗宴十一件年菜組 (8~10人份)價格

2999/組

1.干貝佛跳牆x1 (1050g/包)

2.海鮮干貝羹x1 (1050g/包)

3.人蔘雞湯(全雞)x1 (2200g/包(固形物

1200g)

4.萬巒豬腳(附獨門醬包)x1 (1500g±

5%/包)

5.黃金鯧魚x1 (500~600g/包)

6.紹興醉蝦x1 (500g±10%/12支/盒)

7.飛魚卵香腸*1 (600g/10條/包)

8.熟凍鮑魚x1 (550g/包(18粒)

9.豬肋排*3 (370g/包)

10.鮪魚菲力*3 (250g±15g/包)

11.草莓雪天使*1 (350g/10個/包)

過年就是要澎湃年菜團圓吃好料啊

～澎湃年菜讓圍爐更有年味！

一組直寄免運費

豪華饗宴十一件年菜組 (8~10人份)/

組  $2999
0903-070-580

年節限定/需預訂/即

日起～112/01/05

五股區 五股公有市場
小確幸大職人食驗

室
21

1.(crown)2023誰當國王-國王遊戲手工

禮盒

2.(crown)全麥迷你國王派3入+達克瓦

茲金元寶3入

採低卡配方全手工製作

專業麵包師傅堅持手工現做

1. 法國新年的傳統甜點國王派，製

作費時繁複

傳統習俗吃到瓷偶者可享受成「一

日國王」

2.法國新年的傳統甜點國王派，象

徵分享團圓

而現代如果禮盒內吃到唯一杏仁粒

的人，也象徵可以幸運一整年。

A.經典杏仁椰霜醬/檸檬杏仁椰霜醬

/可可杏仁椰霜醬/抹茶杏仁椰霜醬

B.香草葡萄乳酪醬/蘭姆葡萄乳酪醬/

草莓莓果乳酪醬/蘋果肉桂乳酪醬

1.$600。2.$600 0973-012-971
年節限定/需預訂/自

行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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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 永安公有市場 阿見師 A018

佛跳牆2000/甕

人蔘雞400/隻

醉雞440/斤

鯛魚米糕/時價

鰱魚頭420/斤

紅燒蹄髈400/個

台灣

當日現做

五星名攤

佛跳牆2000/甕

人蔘雞400/隻

醉雞440/斤

鯛魚米糕/時價

鰱魚頭420/斤

紅燒蹄髈400/個

0972-183-535 年節限定

永和區 永安公有市場 三合食品 A112

炸魚頭350/個

蒲燒鰻400/包

烏魚子即食包300/包

煙燻花枝500/包

炸魚頭350/個

蒲燒鰻400/包

烏魚子即食包300/包

煙燻花枝500/包

0927-890-079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永和區 永安公有市場 三合食品 A112 佛跳牆300~1500/甕 300~1500/一甕 0927-890-079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永和區 永安公有市場 永安包子店 A091

八寶飯190/個

紫米八寶飯240/個

棗饅頭130/個

八寶芋泥250/個

純芋泥210/個

八寶飯190/個

紫米八寶飯240/個

棗饅頭130/個

八寶芋泥250/個

純芋泥210/個

0922-793-749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永和區 溪洲公有市場 福州伯春捲皮 A011
佛跳牆、炸魚、蹄髈

辣椒包肉
台灣

佛跳牆：1000～2500的都有

炸魚：時價(每條均上500元）

蹄髈：1斤230

辣椒包肉：1條30元

0932-004-521 年節限定

汐止區 秀豐公有市場 德記燒雞 A-041
佛跳牆(2500cc)/ 三牲（雞肉、豬肉、

魚）鹹水鴨,鵝2000cc. ,,,,,,,,,,,,,,,,肉

台灣

當日現做

佛跳牆850-1200/甕

果凍雞680/隻

醉、油雞腿280/支

涼拌菜/時價

炸魚250/1尾

滷蹄膀240/斤/蘿蔔糕100/斤

0937-186-763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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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區 秀豐公有市場 好雞庄 A-065
干貝佛跳牆+筍絲蹄膀+三牲(雞.豬.魚)

套件組合
當日現作/美味佳餚/ 即食享受 0987-107-137 年節限定(自取)

汐止區 秀豐公有市場 魯牛作坊 A-067

牛肉／牛肚／牛筋／牛腸

牛肉乾／各式小菜

真空包裝／除夕拼盤

連續兩屆經濟部評選五星名攤

新北好市金讚獎

２０１８年優勝滷味

２０１７年新北市場好味道

中央社報導在地３０年牛滷味專賣

老店

牛三寶 A組合  880元 (牛三寶切片真

空)

愛零嘴 B組合 1280元 (三寶切片真

空*1+牛肉乾+花生)

肉多多 C組合 1580元 (三寶切片真

空*1+牛肉乾+花生+牛肉切片)

除夕當日自取拼盤680元/880元

/1280元(需3天前預訂)

整顆真空包裝牛滷味(依實際重量計

價)

0932-038-014

(老闆)

0932-924-815

(老闆娘)

線上訂購

Line搜尋「魯牛

作坊

年節限定

限量銷售

預購從速

汐止區 忠厚公有市場 阿德燒雞 A102

佛跳牆(2500cc)/ 三牲（雞肉、豬肉、

魚）鹹水鴨,鵝2000cc.

,,,,,,,,,,,,,,,,肉

台灣/當日現做/冷凍加熱即食/真材

實料

佛跳牆850-1200/甕

果凍雞680/隻

醉、油雞腿280/支

涼拌菜/時價

炸魚250/1尾

滷蹄膀240/斤/港式蘿蔔糕100/斤

0910-924-700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汐止區 忠厚公有市場 水妹灶腳黃金泡菜 A083 黃金泡菜 手工製作 200元 0953-217-918 長期販售/需預訂

汐止區 金龍公有市場 阿蘭鹹水雞 A79 佛跳牆 約900元 0937-429-417
(現場取貨)

年節限定

汐止區 金龍公有市場 阿蘭鹹水雞 A79 祭拜三牲(炸魚、烤全雞、三層肉) 台灣豬肉/當日現做 約1080元 0937-429-417
(現場取貨)

年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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汐止區 金龍公有市場 阿蘭鹹水雞 A79 烤軟絲 新鮮美味 約400元 0937-429-417
(現場取貨)

年節限定

汐止區 金龍公有市場 阿蘭鹹水雞 A79 各式小菜 當日現做 每盤100起 0937-429-417
(現場取貨)

長期販售

板橋區 後埔公有市場 泰德食品行 A009 肉鬆 台灣當日現做 220/斤 0910-309-496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後埔公有市場 泰德食品行 A009 肉乾 台灣 300/斤 0910-309-496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後埔公有市場 泰德食品行 A009 肉條 台灣 320/斤 0910-309-496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佛跳牆 台灣 300元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人蔘烏骨雞 台灣 380元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烏魚子 台灣 2000元/4兩以上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日本生食干貝 北海道 1350元/2S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日本生食干貝 北海道 1250元/3S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魚翅羹 台灣 300元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熟白蝦(31/35） 馬來西亞 600元/1200g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熟白蝦(26/30) 馬來西亞 700元/1000g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白蝦活凍(21/25) 泰國 360元/600g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白蝦活凍(31/35) 泰國 280元/600g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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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日本生食干貝(2S) 北海道 1350元/1公斤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湳興公有市場 林月嬌 A143 日本生食干貝(3S) 北海道 1250元/1公斤 0972-045-672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板橋區 黃石中繼市場 黑美人 A025 炸魚 現炸新鮮魚 350～450元/1條 0988-537-939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板橋區 黃石中繼市場 阿明海鮮 A001 魚翅組 台灣 1200/1組 0922-466-567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板橋區 黃石中繼市場 阿明海鮮 A001 鐵鍋佛跳牆 台灣 900/一甕 0922-466-567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板橋區 黃石中繼市場  秀美醉G腿 A039 佛跳牆 台灣 大的550 小的 350 0966-920-081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板橋區 黃石中繼市場  秀美醉G腿 A039 醉雞 台灣 醉雞腿 一隻300 0966-920-081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板橋區 黃石中繼市場 阿芬水果 A035 蘋果 日本 1000元/8粒 0921-964-273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需預訂

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尹食堂 A20
 佛跳牆

 羊肉爐

 佛跳牆:台灣,料多味美,價格實在.

 羊肉爐:澳洲,溫補(不躁熱).

 佛跳牆:鐵鍋$499.

 羊肉爐:一套$399(鍋底+半斤羊肉)
0931-122-006 年節限定

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阿明海鮮 A001 魚翅組 台灣 1200/1組 0922466567 長期販售

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康氏集團 A21

 宜蘭鴨賞 $150/包(5.8兩)

 宜蘭香菇丸 $150/包 (一斤$220)

 宜蘭芋頭丸 $150/包 (一斤$220)

 宜蘭貢丸 $150/包 (一斤$180)

 宜蘭員山丸 $150/包 (一斤$180)

 宜蘭膽肝$380/斤

 宜蘭醬油肝$380/斤

 東港黑輪$160/斤

 非基改豆包$140/斤

 非基改豆腸$140/斤

 宜蘭鴨賞:軟嫩不死鹹

 宜蘭香菇丸,芋頭丸,貢丸,員山丸:產

地製作,有認證.

 宜蘭膽肝,醬油肝:產地製作甘醇香.

 東港黑輪:產地台灣,實在好味道.

 非基改豆包,改豆腸:產地台灣,實在

好味道.

 宜蘭鴨賞 $150/包(5.8兩)

 宜蘭香菇丸 $150/包 (一斤$220)

 宜蘭芋頭丸 $150/包 (一斤$220)

 宜蘭貢丸 $150/包 (一斤$180)

 宜蘭員山丸 $150/包 (一斤$180)

 宜蘭膽肝$380/斤

 宜蘭醬油肝$380/斤

 東港黑輪$160/斤

 非基改豆包$140/斤

 非基改豆腸$140/斤

0931-122-006
冬令限定/長期販售/

部份商品需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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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大王食品/小阿姨

手做食坊
A06/A05

  佛跳牆$1180元

  五柳枝魚$450元

  富貴筍絲蹄膀$480元

  干貝櫻花蝦油飯$380元

  煙燻豬肋排$350元

  富貴雙方$320元

  砂鍋魚頭$450元

  黃金蟲草烏雞湯$480元

台灣/嚴選年菜

  佛跳牆$1180元

  五柳枝魚$450元

  富貴筍絲蹄膀$480元

  干貝櫻花蝦油飯$380元

  煙燻豬肋排$350元

  富貴雙方$320元

  砂鍋魚頭$450元

  黃金蟲草烏雞湯$480元

0925-028-333 季節限定

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大王食品/小阿姨

手做食坊
A06/A05

  手工獅子頭$300元

  梅干扣肉$300元

  涼拌海蜇皮$200元

  上海考麩$200元

  手工蝦捲$150元

台灣

  手工獅子頭$300元

  梅干扣肉$300元

  涼拌海蜇皮$200元

  上海考麩$200元

  手工蝦捲$150元

0925-028-333 長期販售

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雞雞叫 A09
 鹿茸烏骨雞

 北海道干貝

 鹿茸烏骨雞:台灣

 北海道干貝:日本生食級

 鹿茸烏骨雞:$380/包.

 北海道干貝:$790/盒.
0926-161-291 期間限定

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幸福水果行 A11/A12 水果禮盒
台灣小農,進口,應有盡有,歡迎親自挑

選
經美禮盒:6入/9入,約$700~1200. 0926-161-291 長期販售

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金水黑豬肉 A18/A19

火鍋肉片:100/盒

香腸$190/斤

鹹豬肉:$290/斤

台灣

火鍋肉片:100/盒

香腸$190/斤

鹹豬肉:$290/斤

0932-650-289 期間限定/長期販售

林口區 東勢公有市場 鄉下酒糟黑豬肉 A34/A35

豬腳$680/2斤裝(附保冷袋)

蹄膀筍絲$600/組(附保冷袋)

香腸(蒜味,辣味)$170/斤

台灣溫體,現宰,黑毛豬

豬腳$680/2斤裝(附保冷袋)

蹄膀筍絲$600/組(附保冷袋)

香腸(蒜味,辣味)$170/斤

0915-100-776 年節限定

金山區 第一公有市場 富品家 A50

蘿蔔糕

芋頭糕

小紅龜粿

原味年糕

紅豆年糕

鹹年糕

桂花年糕

純米磨漿、當日現做、口感紮實綿

密、實材實料、濁水溪米、芋頭糕

原料為大甲芋頭

一條160元

一條180元

六顆160元

一條150元

一條150元

一條180元

一條180元

0937-985-680

02-24082157

年糕為年節限定，其

餘均為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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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一條通食品 110 佛跳牆 大顆烏蔘干貝15種多種有名食材 約1220元/1盒 0917-643-822 年節限定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香港烤雞 125 祭拝用炸魚 當日現做 約350元/1隻 0955-240-281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香港烤雞 125
祭拜三牲(炸魚、烤全雞、烤半斤三層

肉)
台灣豬肉/當日現做 約1400元/1 組 0955-240-281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品香 179 紅燒肉 台灣豬肉/當日現做 約380元/1斤 0928-888-609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品香 179 海蜇皮 當日現做 約150元/300g 0928-888-610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品香 179 龍鳳腿 台灣豬肉 約135元/5枝 0928-888-611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品香 180 香腸
大小腸都一樣價/台灣豬肉/當日現

做
約400元/1斤 0928-888-611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布袋水產 170 烏魚子 新鮮美味 約600元/1組 0919-347-669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布袋水產 171 干貝 新鮮美味 約400元/(市價1袋8顆) 0919-347-669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高大上 200 開心果
殼薄肉多，顆顆新鮮、飽滿，果仁

酥脆香甜
約350元/1包 0986-316-073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高大上 200 瓜子
精選大顆葵瓜子，濃郁焦糖煮製入

味
約150元/450G 0986-316-073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高大上 200 核桃 特級焦糖紙皮核桃 約460元/300G 0986-316-073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高大上 200 養生綜合果仁

內含~腰果，核桃，杏仁果

 腰果酥，南瓜子，葡萄乾，蔓越莓

乾

約300元330g 0986-316-073 長期販售

泰山區 泰山公有市場 阿發海產 175 綜合日本火鍋料 各式高級火鍋料 約300元/1斤 0920-146-300 長期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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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區 中央公有市場 牛牛到極品食集 B012
佛跳牆 、烏骨雞湯 、日本生食級干貝

(S) 生食級

       台灣、日本/冷凍加熱即食/真材

實料

佛跳牆         $400/2kg裝

烏骨雞湯      $450/2kg裝

日本干貝  $410/包/200g裝

0918-110-727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新店區 中央公有市場 長榮工坊 B006 鄧記港式臘味蘿蔔糕 台灣/ 不含防腐劑 450元/1組約3斤 0939-605-039 年節限定/需預訂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全味香肉鬆店 1B011 純肉鬆、海苔肉鬆、嬰兒肉鬆(細) 嚴選台灣豬肉，每日新鮮現炒。 200元/600g
02-2936111

0987-964-181
長期販售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全味香肉鬆店 1B011 豬肉乾、黑芝麻杏仁豬肉乾
嚴選台灣豬肉，經過高溫烘烤，一

口咬下香味滿足。
320-420元/600g

02-2936111

0987-964-181
長期販售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全味香肉鬆店 1B011 黑芝麻鱈魚香絲

嚴選深海鱈魚片，左上黑芝麻，經

過慢火烘烤，芝麻甜味香氣濃郁，

讓你一次滿足

340元/600g
02-2936111

0987-964-181
長期販售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巨佳食品 1B014 蜜汁豬肉乾
使用台灣豬肉，鹹甜適中的傳統美

味肉乾
200元/大包 100元/小包

02-29921333

0921-965-329
長期販售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巨佳食品 1B014 牛肉乾
使勇澳洲牛肉，中藥香氣四溢的滷

牛肉以熱氣乾燥後保存。
200元/大包 100元/小包

02-29921333

0921-965-329
長期販售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巨佳食品 1B014 豬肉鬆
使用台灣豬肉，以高溫烘焙炒香，

脫去水分使之酥脆可口。
200元/大包 100元/小包

02-29921333

0921-965-329
長期販售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新味香 1B022
堅果系列、肉乾、肉絲、肉鬆、牛肉

乾、肉紙、魷魚絲、魷魚片等禮盒
台灣手工製作、物美價廉。 300-700元/盒

02-9665025

0933-054-175
長期販售/需預訂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特莉莎手作坊 2A067 胚芽米蛋捲禮盒
榮獲2022新北嚴選特色商品，

100%胚芽米製作，無麵粉。
200元/盒 0972-509-989 年節限定/需預訂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魚之鄉 2A049

(兔來運轉組)澳洲金色海洋熟龍蝦1隻、

龍虎石斑魚1尾、日本生食干貝1盒、日

本巨蟹棒1包、美味鮑魚1包、波士頓龍

蝦1隻

加熱即食、附保冷袋

  (#)收單至1/15截止        黑貓宅配

最後出貨日1/12

 我司宅配最後出貨日1/20

 門市自取最後取貨日1/21

年節特價3260元/組 0939-235-020 年節限定/需預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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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魚之鄉 2A049

(福兔迎祥組)富貴雙方1包、芋泥鴨油飯

1盒、滋補人蔘雞1包、墨西哥風味鮑魚

1包、佛跳牆1鍋、魚子蝦燒賣1盒、龍

虎石斑魚1尾、卡士達銅鑼燒1盒、櫻花

嫩子排1包、澎湃大蹄膀1包

加熱即食、附保冷袋

  (#)收單至1/15截止        黑貓宅配

最後出貨日1/12

 我司宅配最後出貨日1/20

 門市自取最後取貨日1/21

年節特價2660元/組 0939-235-020 年節限定/需預訂

新莊區 第一公有市場 魚之鄉 2A049

(玉兔迎春組)橙汁排骨1盒、易牙居奶黃

流沙包1盒、美味港式蘿蔔糕1條、滿漢

虎蹄鮑1盒、櫻花嫩子排1包、佛跳牆1

鍋、杏片松葉蟹1盒、滋補人蔘雞1包

加熱即食、附保冷袋

  (#)收單至1/15截止        黑貓宅配

最後出貨日1/12

 我司宅配最後出貨日1/20

 門市自取最後取貨日1/21

年節特價1880元/組 0939-235-020 年節限定/需預訂

樹林區 保安公有市場 宜蘭傳統米食
12-01-1-

A023

原味年糕/紅豆年糕/黒糖年糕/鹹年糕

蘿蔔糕/芋頭糕/港式蘿蔔糕/發糕

產品全程古法製作，傳統點心吃過

會念念不忘。

原味年糕110/斤

鹹年糕120/斤

紅豆年糕120/斤

黑糖年糕120/斤

蘿蔔糕(傳統)80/斤

港式蘿蔔糕80/斤

芋頭糕80/斤

發糕30

0928-281-438 長期販售/年節限定

瑞芳區 第一公有市場 聯盛雞肉店 A055 佛跳牆 當日現做 500元、950元、1500元
02-24972406

0933-517-185

年節限定/需預訂/自

行取貨

鶯歌區 鶯歌美食廣場 微甜小賣所 A016 金玉滿堂-金吉糖餅 金吉糖餅 1盒250元 0926-382-455 年節限定/需預訂

鶯歌區 鶯歌美食廣場 去哪咖啡
A017、

19

年節禮盒

先說【#非常限量】耳掛咖啡包

#非常限量#20入掛耳咖啡包

➡️老闆親自調配配方豆

➡️全精品咖啡

➡️100%阿拉比卡豆種

➡️售價888

➡️原產地：曼特寧 巴西 哥斯大黎

加

➡️風味：草本 焦糖 堅果 果酸柔和

優雅 醇厚度佳

1盒888元(20包) 0966-669-857 年節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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鶯歌區 鶯歌美食廣場 回到餐桌 A011 手工蛋捲禮盒 手工製作 1盒260元 0975-010-795 即日起-112/1/01/08

鶯歌區 鶯歌美食廣場 回到餐桌 A011

佛跳牆一份650元、櫻花蝦米糕一盒380

元、紹興醉雞腿一隻380元、鹹豬肉1斤

320元、富貴雙方1組350元

年菜 320元-650元/每項 0975-010-795 即日起-112/0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