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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雲莊-士林旗艦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24號3樓 12/3

MOMA-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10-3號
汪汪喵喵館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24號1樓 12/10

Norns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33、35號
茶湯會士林中正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36號1樓
50嵐（士林捷運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38號
TEATOP士林捷運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40號
美珍香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73號
Meijin眼鏡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78號
曼都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15號2樓
聖德科斯_士林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6號 12/10

DreamWalker夢行家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525號1樓
50嵐（士林文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91號
Smart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98號
雨傘王 台北士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67號
Grandmom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92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11號
髮首 旗艦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32號
相機王-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37號
YOJA由甲智能美甲-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404巷9號4樓
達美樂披薩 士林文昌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50號
LULU House 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16巷1號
晶片鑰匙 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16巷1號1樓 12/10

馬可先生_士林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40號
SUBWAY士林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55巷22號1樓
無盡紋身 Endless Tattoo 台北市士林區大北路29號
老虎堂大北店 台北市士林區大北路38號
詩錡美學苑 台北市士林區大西路11號1樓
小Ken先生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3-6號1樓 12/17

FB食尚曼谷泰式創意料理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54號
maru maru 台北市士林區大東路72號
有間3C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16號
Yebo Home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22號
頂點服飾店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8號1樓
牛魔王牛排-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83號 12/3

HomeShop（大南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110號
NEW NEW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124號
米凱修義式料理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236號
閃咖啡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288號1樓
QBurger_士林大南店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15號1樓
Argent安爵銀飾 台北市士林區小北街17號
樂芙軟式可麗餅 台北市士林區小北街1號1樓
珍煮丹_士林小西店 台北市士林區小西街32號
大苑子-士林文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2號
清心福全-台北市士林區陽明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2號
魚池貳壹（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4號
BIRKENSTOCK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9號
士林八芝蘭涼麵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16號
宙斯果霸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42號1樓
Ext2hairdesign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36號
收藏天地（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01號
茶湯會士林基河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02號
清心福全-台北市士林區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22號

臺北市

士林捷運站周邊

士林觀光夜市商圈



以琳書房士林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28號 12/3

瘋殼子-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德路1號
曼都利晶店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69號
聖德科斯_士東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91巷3號 12/10

50嵐（士東店）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99號
MOMA-士東店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25號
CAFFERUE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35巷2號 12/10

WANTMORECOFFEE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43-2號 12/12

一芳-天母德行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150之1號1樓
達美樂披薩 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270號
Green&Safe真食物專賣店 士東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425號之1

草山金工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57號 12/10

奇諾義大利披薩屋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59號 12/10

喬治皮鞋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84號 12/12

沃田旅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27號
天母國王烘焙 roi du pain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58號1樓
刁tea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5號-1 12/12

大長龍手作美食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9巷14號1樓 12/17

Snail蝸牛歐義餐廳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60號 12/17

利豐本舖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3號1樓之58 12/12

曼都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5巷1號1樓
大苑子-台北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11號
衣博士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13巷1-2號 12/12

聖德科斯_天母門市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28號 12/10

八方雲集（天玉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44號
BIRKENSTOCK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81號
基信國際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8巷27-3號 12/12

YOCOFFEE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28號 12/10

原味錄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50巷20之9號1樓 12/10

茶韻普洱茶事業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50巷20-10號 12/12

朝鮮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50巷27號 12/12

多摩食堂-日式料理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50巷2號1樓 12/12

梁社漢排骨忠誠店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78號
高麗味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54巷1號1樓

Eatplus玩食家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54巷7號1樓 11/21

香檳蕾絲訂製婚紗（台北店）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72巷2號
普雷伊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2號1樓 12/3

QBurger_士林德行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109號
50嵐（德行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60號
臻品服飾精品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76號 12/17

小彎荳服飾精品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1號 12/17

葵鮨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2-1號 12/12

貝果早餐店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5號 12/17

八方雲集（天母蘭雅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9巷65號
皇家比薩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2之1號 12/10

八方雲集（德東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35號
麗的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37號一樓
85℃天母德行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41號1樓
曼都彩虹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39號1樓
85℃士林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31號
50嵐（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35號
八方雲集（士林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62號
鬍鬚張_台北承德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66號

承德路中古汽車商圈

天母商圈

士林觀光夜市商圈



繭裹子-華山展覽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華山創意

園區中4C）
12/3

普雷伊八德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43巷28號1樓 12/3

茶湯會台北八德一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82巷9弄19號
日本橋資訊廣場（八德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82巷14號1樓 11/26

普雷伊地下街58小舖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58櫃 12/3

普雷伊地下街旗艦店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77櫃 12/3

普雷伊地下街玩具王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85櫃 12/3

日本橋資訊廣場（光華店）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 11/26

SUBWAY光華商場店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1樓 （光

華數位新天地一樓美食廣場B06櫃位）
普雷伊光華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57-58 12/3

50嵐（捷運善導寺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1號 11/19

吉野家 忠孝東路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74號
咖啡廳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33號 11/26

50嵐（杭州店）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95號
馬友友印度廚房-蔬食餐廳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一段38號 11/19

文薈國際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北路一段48號8樓
邵媽食堂光華店（涼麵日式拉麵

專賣）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6-11號

50嵐（濟南店）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52-3號1樓
NICEGREEN臨沂東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54-3號
將軍養生麵館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32號1樓
PaPa Pasta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46巷26號
馬可先生_大直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5號1樓
聖德科斯_大直北安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86號 12/10

韓菓子衣著HanGoods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16之4號1樓
嗑餃子 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16之5號1樓
八方雲集北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5之2號
清玉（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2號之4號
胖老爹 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5-5號
一直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41號1樓
茶室比亞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71之1號
50嵐（大直北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71-3號
曼都晶華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75-3號一樓
得恩堂眼鏡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80號
迷客夏milkshop-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2-3號
大陸眼鏡-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00號 11/19

北安集品（北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08巷4弄7號1樓
大直足體養生館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08巷5弄7號1樓
馬友友印度廚房-大直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30巷8號 11/19

夫妻韓式辣年糕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52號 11/19

八方雲集（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70巷7號
DELOIN德朗火鍋（明水店）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598號
東風饌麻辣燙專賣 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46號 12/3

50/45 Winehaus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78號
阿良本家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80號
蘭庭府靜心SPA會館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5巷6號
蝦啤活蝦料理seafood燒烤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77號
叁和院 大直形象店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路299號2樓 11/19

大稻埕商圈 鬍鬚張_台北民權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43號

QBurger_大同大龍店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150號
甲翊機車行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30號1F

八方雲集（酒泉店）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71號

大直商圈

大光華商圈

大龍峒商圈



甲蟲仙生製革室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31巷30號1F

85℃台北民族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55號
鼎及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87巷9號
佳裕香冒菜涼皮 台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223-1號
瘋殼子-圓山店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9-1號
八方雲集（大同圓山店）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37號
大陸眼鏡-酒泉店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74號1樓 11/19

迷客夏milkshop-圓山店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19號1F

OUTDOORZ我不在家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30號1樓 11/26

圈圈眼鏡 - oo eyewear(庫倫店) 台北市大同區庫倫街11號 12/12

達美樂披薩 重慶北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3號
瀧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191巷14號1F

50嵐（重慶酒泉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51號
吉野家 重北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59號
馬可先生_重慶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00號
小林髮廊小僖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9號 12/3

鬍鬚張_台北重慶店 台北市士林區重慶北路四段146號
逗Dollspa台北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6號8樓 11/26

日日裝茶南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8號 11/26

dejavü store 服飾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8巷6弄6號2樓
好我 so that's me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8巷8-2號
QUEENSHOP 南西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3巷5-3號
小日子商号赤峰店 台北市大同區赤峰街22號
酒留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56巷2號1樓
得恩堂眼鏡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57之1號1樓
璽印篆刻藝術中心 -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84號 12/3

It'scoffee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05巷4號
曼都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21巷10之1

MaCSoYo築夢韓食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21巷15號
EZSPACE中山本館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26巷12-1號
蘊譜精品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26巷16號1 12/3

吾妹關東煮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40巷2-2號1

Grasa Vogue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40巷2-1號
老虎堂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40巷9號
Deesco coffee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40巷13號
Crazy mama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40巷14號
阿宗麵線餐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40巷17號 12/10

安達窯（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1巷11號之1

KlassiC.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6巷9號
afad南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20巷6-1號
YOJA由甲智能美甲-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22號2樓
1+1TOGETHER REPUBLIC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26巷10之1號
SIANG.APATO-台北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26巷14號
MOMA-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2號
AN Burger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6巷17號
mine mine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6巷34號
根職人 日本料理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9巷14-1號 12/12

椰兄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2巷38-2號
法布蕾手工皮坊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2巷42號
一番屋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5巷33號
Overeasy Coffee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9巷51號
艾米旅店大廳櫃台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5巷2弄3號
HW Lounge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89號1樓 11/19

Lily美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37巷11號1

中山捷運站周邊

大龍峒商圈



Homeshop（中山旗艦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1號一樓

瑄花春樹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2巷12號B1

八方雲集（南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2巷15號
50嵐（南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2巷3號
Norns 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3號2樓
VACANZA捷運中山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6號
MOMA-南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52號
澤山珈琲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9巷41弄5號
Phone Pizza瘋披薩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9巷48號
吉野家 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5號
小林髮廊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88號之2號2樓 12/3

曼都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24之1號
85℃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6號
MOMA-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55號
得恩堂眼鏡長春路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83之3號
水巷茶弄-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68號
錢櫃-台北南京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3號
米雅貝拉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60號6樓
MOMA-南京二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6號
曼都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98號3樓
頂呱呱-建國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7號 12/10

鶴田屋南京分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09巷3號1樓
THECAFFEINE咖啡癮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31號1樓
寶來眼鏡-W館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67號
VACANZA南西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6巷29號
Starry Hair Design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50巷25號
廣方圓茗茶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2巷7號
嘎哩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6巷29號 

Aakii coffee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28巷36號 

馬可先生_雙連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46號
Al Dente 義大利麵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19巷2弄29號
加嘟蘭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40巷13號 11/19

All Beauty 台北市中山區天津街51-3號
八方雲集（天津店） 台北市中山區天津街62號
50嵐（林森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93號
頂呱呱-六條通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05號 12/10

俐仕商旅大廳櫃台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07巷16號
茗窖茶莊中山一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54號
頂呱呱-林森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81號 12/10

橘子工坊（林森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02號1樓
Sugar Shock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09之1號
灃渥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381號 11/21

省都攝影數位影像舘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08號1樓
麗恩藥局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75-5號 12/3

LCYA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133巷47號 12/17

吉野家 天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8-3號
呷滴JiaDee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45之2號2樓
青崧養生會館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61號 12/3

飛行家旅行社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25號11樓
雲彩軒（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31巷2號
Melvita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50號
蜜威特-永康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50號1樓

2gether 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83巷4號

APPLE 203 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83巷22號

條通商圈

晶華酒店、欣欣百貨

周邊

中山捷運站周邊

中山北路婚紗商圈

晴光商圈



頂呱呱-大同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54-1號 12/10

吉野家 民權西路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62號
923-就愛傘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70巷25號
查理安甜點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7巷14號
NAMI串燒BAR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一段58巷3號
八方雲集（林森北直營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71號
大呼過癮 林森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584號
迷客夏milkshop-農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2號
梁社漢排骨飯（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3-1號 12/3

Escapeholics 密室逃脫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9號B1

50嵐（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2-2號
MINA 時尚精品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4-2號1樓
八方雲集（農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2號
麥味登北市農安松江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31號
足寶精緻養生會館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3號
清玉台北雙城店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5號
JIATE 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6-1號
八方雲集（雙城直營店）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6號
果實咖啡堂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巷7號
V’s 美甲美睫紋繡美學沙龍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巷18號
Taste Cafe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43巷16號 12/3

千手養生會所 台北市中山區撫順街10號 12/3

Yi cafe ' 台北美食 台北市中山區撫順街21-1號 12/3

火鍋106粵式豬肚煲鍋（吉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8號 11/19

吉野家 吉林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6號
蜜蘋果涮涮鍋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83號
50嵐（吉林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85號1樓
85℃台北吉林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01號
台北馥華商旅 松江館 台北市中山區一江街3號
喜樂咖哩 台北市中山區一江街47號
50嵐（四平店）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40號1樓
沐白小農（中山四平店）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50號1號 11/26

幸福堂（台北四平店）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64-1號
IsaacToast&Coffee（中山伊通

店）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87號

高三孝碳烤吐司-伊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114號1樓
達美樂披薩 民生吉林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66號1樓
火鍋世家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75號
曼都伊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52巷2號1樓 11/19

泰旺佛具精品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59巷2號3樓 11/19

薇朵莉亞舒體美療館尹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63號2樓 11/26

50嵐（伊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66-2號
迷客夏milkshop-伊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68-3號
洋白兔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87巷10之1號 11/19

日日裝茶 伊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97之1號1樓
綠豆蒜啥咪伊通總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106巷6-1號1樓
小林髮廊六福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127號2樓 12/3

A.t日常美學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78巷6之1號
BIRKENSTOCK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00巷12號
北哥酌坊 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33巷18號1樓
滿堂紅麻辣鍋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85號2樓
錢櫃-台北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99號 12/12

芝食Food&Knowledge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59巷6號1樓
拉菲樂私房酵母烘焙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73號 11/21

吉林路美食

晴光商圈

四平陽光商圈

四平陽光商圈



一齊享食間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77號
香蕉 芭樂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83-1號 今日商行
芮薇荷夢幻森林spa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97巷16號1樓
赤哥汕頭火鍋-台北松江總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13巷2號
誠亞國際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28號4號402室
毛青茶室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5號 12/3

SUBWAY松江南京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51號1樓
萌視得眼鏡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23號1樓
北哥酌坊 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89號1樓
上飲Drinker（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402號之1

50嵐（長春店）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76號
QBurger_中山民族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252巷9號
50嵐（合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11號
Dream Bake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2號
DK-博愛店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91號 11/19

聖德科斯_博愛衡陽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46號 12/10

台北市沅陵商店街 DK-沅陵店 台北市中正區沅陵街5號 11/19

文昌家具商圈 創意思維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62巷5號1樓

師大夜市生炒花枝焿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39巷11號
老天天粉圓冰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39巷9號
師園蒜味鹽酥雞（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39號18號旁
BoBa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3號
燈籠滷味（師大創始總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3號
木木口 茶果飲專賣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5-2號
豐水舖 天然飲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5-2號
迷客夏milkshop-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5-2號
仁愛眼鏡（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55號
曼都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87號2樓
健業藥妝館-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92巷1號 12/3

龍角手作茶台北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8-1號
手機急診室-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9號1樓
50嵐（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37號
聖德科斯_師大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泰順街15號 12/10

曼都信美店 台北市大安區泰順街18號1樓
ShowBeauty 台北市大安區泰順街26巷51之1號
印渡風情印度餐廳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13巷26號 12/3

Macho Tacos瑪丘墨式餅舖 師

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15號

古俬選品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24之2號
50嵐（復興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82號
Surpass眼鏡 台北市大安區龍泉街41號
達美樂披薩 台大辛亥店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一段56號
達美樂披薩 杭州南路店 台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83號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南昌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65號
Good Food You 主廚的祕密食

材庫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二段189號

嘉興手機通訊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53-3號
Doly 台北市中正區廈門街23-2號
馬可先生_斯福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號
甘蔗の媽媽(台北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30號1樓 12/10

雨傘王 台北汀州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31號
聯強電信聯盟 力天科技 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38號1樓
狂愛咖哩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64號
何太守港式菠蘿包專賣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67號1樓

民族濱江汽車

北門相機街

四平陽光商圈

臺大公館商圈

臺大公館商圈

龍泉商圈



首爾之星韓食屋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68號
貓大福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68號2樓
研膜工業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85號
Lucy's 公館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65號
TIMEOUT公館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73號 12/10

亞潮潛水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75號1樓
松町和風小舖 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165號1樓
My Beauty 時尚美甲&睫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225號
柏雲茶莊 台北市中正區思源街6號1樓 12/3

八方雲集（新生仁愛店）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22之3號1樓
羊毛與花咖啡（溫州店）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60巷1號
日日裝茶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吉野家 古亭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79號
W Infinity Hair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83-2號2樓
新視界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91號1樓
ST Music Shop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67號1樓
人文數位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181號
米特薩克斯風專門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10巷8弄7號
三個傻瓜公館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8號 12/3

KPM HAIR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244巷2之1號
Norns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284巷9號
首都烘焙餐廳-新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璽愛私餚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316巷8弄3-1

號3樓
頑固拉麵石板燒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316巷8弄3之
吉野家 台大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6號
美珍香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6-1號
雨傘王 台北公館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50號
破銅爛鐵（台北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52巷1號 11/19

Ma C So Yo 韓式料理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52巷6號
小日子商号 公館一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52巷16弄13

采晶極緻美學 公館旗艦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78巷1弄1號1

HomeShop（公館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80號1樓
仁愛眼鏡（公館2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86號
淘客美式漢堡 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24號
迷客夏milkshop-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32號
頂呱呱-公館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34號 12/10

JM_PLUS 加煒電子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34號3樓
京阪豚骨拉麵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36巷6弄6號
買咖啡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36巷號6弄
The common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38號3樓
季丼屋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50號1樓
桌兔子桌上遊戲休閒空間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62號5樓之2

BIRKENSTOCK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66號 12/17

USAY 手機配件館（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2巷2號B棟1樓
Florame 法恩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2巷3號
繭裹子- 永康家夥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2巷3號1樓
小林髮廊瑄庭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巷1號2樓 12/17

宮尛茶鋪GMTea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巷12號
東海萊姆園（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巷14號
茶敬茶 Tea to Tea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巷16號
雲彩軒（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巷22、24號
來好 LAI HAO Taiwan Gift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11號
收藏天地（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1之1號

永康商圈

臺大公館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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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ilk 顧氏刺繡（台北永康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5號1樓
喫飯食堂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8巷5號
BIRKENSTOCK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8巷6號1樓 12/17

千翔食品（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9號
不二堂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0-5號
繭裹子-永康輕衫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0巷2號1樓 12/3

M BEAUTÉ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0巷10號
康橋精品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3巷2之1號
可夫萊堅果之家-永康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3巷5號1樓
Bobii Frutii 珍珠水果特調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3巷8號
50嵐（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4巷2號
小龍女眼鏡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4巷2號
晧雅日本生活百貨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4巷6號
橙荳工坊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5-8號
芋頭大王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5之4號
來好 LAI HAO Taiwan Gift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30-2號
羊毛與花咖啡（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37巷12號
藏喜・西藏手工藏香專賣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1巷23號
三漫茶院落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1巷27號
必嚕Beelu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5-2號
一抹甜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49號
小日子商号 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51-1號
金來商旅 台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71號
吉野家 東門店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9號
著咖啡 Draw coffee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5號
Golden咖啡茶飲（金山信義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8號
鬍鬚張_台北東門店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8號
清心福全-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27-1號
麗采蝶茶館（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31巷19號
Tim's fantasy world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101巷8號
幸福可可 Lovely Cocoa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20-1號
飛比樂寵物（金華店）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28-1號
和茗甘味處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21號1樓
安達窯（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17號
帕帕拉夏藝文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21號
JB漢堡店 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1巷6號
學校咖啡館Ecole cafe 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1巷6號
青田七六 台北市大安區青田街7巷6號
雙珠鮮奶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24號1樓
TWO SHOTS COFFEE（東門

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10號

頂呱呱-永康(信義)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76號 12/10

青絲胡同髮藝名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80號2樓
山林水草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222號
BIRKENSTOCK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三段196號 12/17

鬍鬚張_台北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4號
SUBWAY大安捷運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30巷5號
以馬忤斯全食物Emmaus美味關

係廚房
台北市大安區潮州街178號

saibabaethnique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1-1號 12/3

Neko Cafe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7巷7號1樓
Bao gift 成家家居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8號
La design cafe 設計師的咖啡館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9巷13號
珠穆朗瑪精品店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16巷1號

永康商圈

永康商圈



松薇PINE&ROSE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28-1號
Green&Safe真食物專賣店 東門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58號2樓
莎堤亞印度料理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95號2樓
GrowLife 靠過來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60巷18號之
北安集品（寧波店） 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27號
花生俱樂部PeanutClub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9巷16號1樓
DK-頂好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42號 11/19

春陽茶事-忠孝復興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42號1樓
十三月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51巷3號
Maclove麥克愛愛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51巷49號
薇朵莉亞舒體美療館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65號4樓 11/26

煙斗服裝LIUKOO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77號 東區地下

街 23號店鋪

八方雲集（東區捷運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77號地下樓31之

1號店舖
明洞餐酒館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80號B1 12/10

KLARA玩美集合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83巷7號
少小白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69巷1號
果然好合天然果乾茶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72號 12/3

達美樂披薩 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76巷13號
Mootiquestyle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98-2號
迷客夏milkshop-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13號
50嵐（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25號
康青龍台北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36號1樓
大陸眼鏡-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41號1樓 11/19

MAGADOCoffee-仁醫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8巷28號
兒女是寶 敦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12巷9弄1號
LaPureSpa敦南信義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22巷46號1樓
法蘭騎士 Farron Knight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51巷30號 12/3

珍煮丹_台北國泰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0巷15號1樓
八方雲集（仁愛國泰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0巷20弄1號
感丼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0巷20弄1號
Green&ampSafe真食物專賣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16號之2

必買站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45巷4弄26號 12/10

食芋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45巷5弄7號 12/10

畝士茶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89-2號 12/10

兒女是寶 仁愛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416號1樓
PetSpot寵點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429號
原點烘焙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22巷11號
冠天下SPA舒療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四段102號地下一
金荷林 台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四段136-5號1樓
火鍋106粵式豬肚煲鍋（光復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40巷5號 11/19

貳食柒食堂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40巷27號
金鳳錦燒鵝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40巷29號
B612Restaurant&Bar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60巷51號
天淳津品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38號
Sugar Miss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4號
La Beauté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51號
賦茶CHANTEAZ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322號1樓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光復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00號
八方雲集（光復二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04號
聖德科斯_新光復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12號 12/10

MATERIAL GIRL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34號2樓
黑潮市集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92巷6號 12/10

永康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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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TAPASSMOKEHOUSE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1巷19號 12/10

歐克法咖啡 安敦店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29號 11/19

FoundHair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49巷19號.21號 12/10

NICEGREEN安和店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95號
曼都安和店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108號2樓
咖樂烘豆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68-16號
50嵐（忠孝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72-4號
高麗味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10號1樓

川丼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14號1樓
Macho Tacos瑪丘墨式餅舖 延

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26巷3號

珍煮丹_台北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3號1樓
大陸眼鏡-大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5-1號1樓 11/19

季丼屋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7巷2號
LIKE17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3-2號1樓 12/10

FutiFudi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3-10號
歐克法咖啡 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3-11號 11/19

康青龍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3之4號
好好hair salon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60巷5之3號1樓
閑茗樓 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61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63-1號
水巷茶弄-台北忠孝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76號
林家高元牛肉麵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39之1號
紅橘子精緻早午餐-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59-2號1樓
八方雲集（忠孝三直營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12號
美珍香 忠孝一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2號 11/19

錢櫃-台北SOGO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2號
COMEBUY忠孝SOGO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49巷8號
MOMA-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57號
美珍香 忠孝二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75號 11/19

北安集品（永春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91號
叁和院 忠孝旗艦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01巷14號 11/19

逗Dollspa台北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12號5樓-8 11/26

馬友友印度清真餐廳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46巷1號2樓 11/19

小林髮廊慨唸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47巷1號2樓 12/3

東區美睫企業社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55號11樓 11/21

頂呱呱-忠孝東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75之1號 12/10

HomeShop（忠孝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81巷2號
VACANZA忠孝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81巷8號

快易修手機維修站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05巷7弄1號

地下樓
11/19

goodforit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05巷26弄5

號之3
奇蹟皮飾精品名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18號 12/10

梁社漢排骨飯（忠孝東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27弄4 12/3

太平洋鮮活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27弄16

號B1
216時尚女王童裝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29號A

IZUMI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29號F

美麗人生連鎖藥局-長虹藥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63號1

八方雲集（忠孝敦化直營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23巷43號
阿性情趣用品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23巷57號
逗Dollspa台北明曜旗艦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31號10樓 11/26

MOMA-忠孝二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31號

東區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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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林髮廊新榕店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63號2樓 12/17

MOMA-復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3-1號

故意海鮮鍋物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5弄13

號1樓
50嵐（SOGO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23-3號
頃吃法式軟糖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22巷6號1樓
兔子兔子茶飲忠孝復興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35巷19號
NICEGREEN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53號
頂呱呱-忠孝復興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80號 12/10

聖德科斯_復興東豐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61-2號 12/10

希朵花藝設計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79巷30弄3

號1樓
THREELEAFSTEA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95巷15號
MODPOLY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295巷16號1

瑞秋行 YUI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380號1樓 12/10

吉野家 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4號
BIRKENSTOCK（足之門）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1巷1號 11/26

Lost and found it 失物招領咖啡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1巷6號2樓 12/3

plain-me 台北敦南直營旗艦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1巷18號 11/26

QUEENSHOP 敦南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1巷24號
VACANZA敦南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1巷39號
GROOVYSTORE!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1巷62號1

KlassiC-東區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87巷38號1

樓（捷運忠孝敦化站2號ZARA出口,屯京

拉麵旁）
amai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87巷40號
Sun Day渡假概念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87巷63號
錢櫃-台北敦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05號2F

METO LASH台北日式無感接睫

毛專門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25號B2F-10 11/26

幸福張頂級手作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33巷46號
Emzzie Shop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33巷41號1

禾漾SPA會館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52巷13號1

亞新蘭花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95巷22號1

八方雲集（敦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63巷49號
50嵐（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19號
邵媽涼麵-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50號
達美樂披薩 和平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81號
八方雲集（信義世貿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號
甘泉魚麵世貿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7巷3號
水巷茶弄-台北吳興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28號
MOMA-吳興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0巷3號
甘泉魚麵北醫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0巷9號
八方雲集（北醫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31號
邵媽食堂吳興店（涼麵、丼飯、

日式拉麵專賣）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69巷28號

小林髮廊榮裕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84巷24弄1之1號 12/17

八方雲集（松仁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87號
MOMA-松智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
A LIVING LABB 台北市信義區信安街56號
50嵐（世貿店）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07-3號
達美樂披薩 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30號
馬可先生_莊敬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38號
迷客夏milkshop-北醫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19號

東區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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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業藥妝館-北醫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37號
大苑子-台北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43號1樓
聖德科斯_莊敬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82號 12/10

50嵐（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2號1樓
三顧茅廬台北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10號1樓
85℃台北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16號
馬可先生_光復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45號
達美樂披薩 松高店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41號
馬友友印度廚房-基隆路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50-5號 11/19

泓順展會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 11/19

小林髮廊松仁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51號 12/17

微風松高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6號 11/21

微風南山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7號 11/21

撈王火鍋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12號9樓 11/26

VACANZA信義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
Jamba Juice （信義威秀）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1樓
Krispy Kreme （松壽）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1樓
Bonny&Read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1樓
兔子兔子茶飲信義威秀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2樓
健身工廠信義廠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2號4樓 11/21

台灣第一味-台北市府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3號1樓
微風信義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68號 11/21

吉野家 台北市府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155號
馬可先生_忠孝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59號1樓

聞山咖啡有貓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372巷27弄73

之1號
12/3

聖德科斯_永春站門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394號 12/10

曼都松高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22號2樓
紅不讓3C手機平板配件館永春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31之2號
得恩堂眼鏡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91號
貝克街饒河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信路10號1樓
達美樂披薩 松信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信路156號
小林髮廊上葳店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77號 12/17

Tartine 唐緹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21巷2號1樓 11/26

迷客夏milkshop-虎林店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25號
朕沏茶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61號1樓 12/12

HERZMOMENT笛瑟甜點工坊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202巷66號
好冰 Snow Ice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63巷1號
元樂維實業社 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77號
老先覺中坡店 台北市信義區中坡南路28號
永吉三十米苔目冰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20號
曼都松隆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21號
鮮茶道-北市永吉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78弄2號1樓
85℃台北永吉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69號
八方雲集（永吉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78巷21號
梁社漢排骨飯（永吉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82號 12/3

吉野家 東興店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45號1樓
柏儀寶石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315-3號1樓
三統漢菓子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315-5號
QBurger_信義一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65巷2號
曼都長青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08號
茶湯會台北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31號
DrinkStore（信義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47之1號1樓
50嵐（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57號

信義計畫區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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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苑子-信義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627號
好樂迪-松隆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27號B1、1樓
八方雲集（五分埔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41號
鬍鬚張_台北永吉店 台北市南港區永吉路533號
阿福號 三明治專門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7巷6弄12號1

達美樂披薩 內湖園區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109號1樓
玩笑實驗室 WanXiao Lab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136號
黑美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31號
紐爾茶苑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73號
吉野家 內湖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1號
JIATE 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3號
首爾陶鍋之家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8弄2號
MURMUR碎碎唸飲品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15號
喜越藥局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59弄7號
IN-IDEALIFE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2號
七菓菓物飲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2號1

迷客夏milkshop-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8號
瑪瑪麵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8-1號 11/19

一齊丼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8弄9號
城市漢堡（台北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8弄11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台北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9弄5號
三姐美食坊-西湖市場78攤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2樓78號
小約翰手工披薩（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2樓79攤
李家韓國食堂이가 한국요리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2樓98攤
台灣冰工廠-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59弄2號
鳥泥飲室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1弄1號 12/19

韓國料理裴老師家常飯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2弄4號
我們咖哩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4弄10號
嚮家涼水鋪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4弄20號
二姊甜不辣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4弄27號
八方雲集（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4弄4號
十五號美容美甲概念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4弄16號3 11/26

西湖雞腿王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18弄1號 12/10

此刻 at the close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39巷7號
桌遊糖果城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59巷7號1F

馬可先生_內湖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61號
AMBER EATS 安柏廚房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67號
小廚櫃素食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87巷3弄8號1

益昇修手機維修工作室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95號
濟州豆腐鍋之家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97號
烘焙者咖啡-總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05號1樓
一心豪飲（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1巷10-1號
Notch咖啡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1巷10號
康青龍_內科園區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1巷3號
上飲Drinker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3號
糖奶奶 台北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3號
捌波茶坊 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23號
兩點（手作茶飲十車輪餅）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25號
糖絲胡同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33號
老秈味石磨腸粉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37巷4弄3號1

Hearty哈媞手作三明治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591巷15弄1號
Spica手作太空飲品（麗山研究

中心）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591巷15弄1號

內湖捷安特-世明車行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597號

五分埔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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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清湶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615號
CHILLAX beer bar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667巷9號
尋味食堂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7之1號 12/10

客美多咖啡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1之2號1樓
達人麵館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9巷7號
春芳號-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9巷9號
DooR Hair 美學生活進行式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46號
吉野家 內湖港墘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27號
COMEBUY台北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7號
曼都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25號
八方雲集內湖一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73號
達美樂披薩 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255號
邵媽食堂江南店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87號
城市烘焙坊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137號
DIME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6號
八方雲集（內湖麗山店）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15號
牛頭豚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62號
泰回味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62-4號
火鍋106粵式豬肚煲鍋（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19號 11/19

DELOIN德朗火鍋（瑞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10號
阿寶師小吃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49號
八方雲集（民權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76號
50嵐（瑞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4號
茗舖冷飲店民權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4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瑞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00號
豬窩窩咖啡廚房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3巷20弄9

初見早午餐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23巷20弄15 11/19

泰皇傳統曼谷料理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296巷5號1樓
BIRKENSTOCK 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DELOIN德朗火鍋（行善店）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391號
ChildrenKing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81巷12號4樓
吉野家 內湖湖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171號
瑞翔運動精品-成功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三段179號
小北百貨_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262號1樓
DrinkStore（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7巷1號1樓
老先覺台北東湖店（二代升級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7巷15號
頂呱呱-東湖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24號 12/10

瑞翔運動精品-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26號
朴食堂日式料理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33巷3號
手機急診室-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35號
得恩堂眼鏡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43巷1號1樓
水巷茶弄-內湖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58巷10弄1-1號
迷客夏milkshop-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88號
仁愛眼鏡（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92號
大發素食材料行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06巷3號
有間魚湯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13巷5弄19號
打邊爐_頂級涮涮鍋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13巷25號
金海利製香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19巷49弄26號1樓
The Art Of Po-Wen Tattoo 紋身

藝術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13巷49弄72號

夢幻珊瑚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13巷70弄3-1號
曼都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24號2樓
50嵐（東湖二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49號
花暖簾日式料理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6巷1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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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嵐（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48號

心樂園鮮果茶飲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52號
圈圈眼鏡-OOeyewear-（東湖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71號
MOMA-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82號
曼都明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83號2樓
明治唯心-手作碳烤吐司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89巷10號1樓
歐麥烘焙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89巷12弄16號
食分樂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217巷11號
達美樂披薩 東湖康樂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16號
喆日-合江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52號1樓
初心者咖啡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88巷6號1樓
好樂迪-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19號、19-3

85℃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8之8號
曼都吉林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174號 11/19

八方雲集（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42號
啟美藥師藥局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82號 11/26

小林髮廊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47號1樓2樓 12/3

迷客夏milkshop-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53號
澐裳服飾精品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70號
曼都風采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74號 11/19

大吉利生活百貨館 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86號 12/3

麻辣庄小火鍋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426巷1之3號
聖德科斯_復興朱崙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50號 12/10

慶州館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62號1樓之2 11/19

米雅貝拉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80號六樓
米雅貝拉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290號七樓之1

上城糕餅小舖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70號1樓
LaPureSpa復興花房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80巷11號1樓
Full of Beans 充滿豆豆咖啡館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1巷9-6號 11/19

Cafe Bar咖啡霸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00巷10號
睿盈行茶館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137巷1號 11/19

果染茶飲實驗室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05號
達美樂披薩 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62號
保明隱形眼睛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63號 12/3

大陸眼鏡-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87號1樓 11/19

八方雲集（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88之1及288之2號
馬可先生_龍江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00號1樓
安琪廚房 台北市中正區龍江路336號四樓 11/26

酷加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42巷23號
鮮食炸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48號
林家當歸鴨肉麵飯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6號1樓
八方雲集（濱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9號
C.SHOP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65號
馬友友印度廚房-民生東路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03號
幕間一鍋炙燒火鍋專賣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07巷2號
楽夫鍋物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3巷12號1

就是蝴蝶 Le Monde Entier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3巷25弄4

一芳-台北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66號
三良品茶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77號
小林髮廊榮星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27號1樓 12/3

韓華園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47號1樓
創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60巷7號 12/3

南蠻堂（民權概念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70-1號 12/3

東湖哈拉影城周邊

中山國中捷運站周邊



Vanille班尼拉香草歐廚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06巷15弄2

號1樓
初初看三明治專賣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60巷19弄1

Wi-Ho!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40-9號（松山機

場）
火鍋106粵式豬肚煲鍋（南京總

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2號 11/19

小林髮廊力緻店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45號1樓 12/3

99號幸福甜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99號 12/3

印盒子廚房 台北市松山區興安街180號 12/10

ABOUT COFFEE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56巷28弄19

號1樓
11/26

逗Dollspa台北南京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69巷6號6樓 11/26

微風南京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B2-

4F）
11/21

Dobby手工甜品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33巷8弄30

吉野家 南二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74號
吉野家 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1號
嘉鑫麵包 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2號
子元壽司˙割烹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3巷7弄7號 11/19

東風饌麻辣燙専賣 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3巷25弄15 12/3

吾米食肆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3巷25弄17 12/3

麥味登北市民生敦化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7號
小林髮廊明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86號1樓 12/3

50嵐（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04號
Green&Safe真食物專賣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10號
鬍鬚張_台北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29號
黑館共享空間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30號2樓
曼都敦化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47號2樓
大陸眼鏡-民東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18號 11/19

50嵐（北寧店）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76號 11/19

喜劇製甜所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94號1樓
聖德科斯_復興長春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79號 12/10

g.taipei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13巷36號1樓
PROTEST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31號7樓
聖德科斯_復興錦州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64號 12/10

小林髮廊總督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4巷43號 12/17

Simple+Hotel敦北館大廳櫃台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4巷52號
老撈麻辣鍋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4巷53號
寶師傅私房牛肉麵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65巷7號 12/10

Miss V Bakery（敦北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22巷6號1樓 11/26

八方雲集（敦北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22巷35號
TIMEOUT慶城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2號一樓 12/10

讚岐本家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21-1號 11/19

GabyFirstXG1Coffee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24號 11/19

八方雲集（三民店）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13巷27號
喜滿客影城-台北京華城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138號B1

附近 by plain-me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69巷3弄10號 12/3

麗的富錦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81號
聖德科斯_新民生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13號 12/10

小林髮廊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25號2樓 12/3

麗的東京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27號2樓
MOMA-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39號
茶湯會台北民生東五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97之2號

中山國中捷運站周邊

南京復興捷運站周邊

民生社區周邊



雞啃夠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52號

葡皇西点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97號1樓
101文具天堂台北松山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99號地下層
IAcaptain國際機長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03巷34號1樓 11/19

麗的南京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05-1號
85℃台北光復北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67號
小林髮廊金緻店 台北市松山區新東街1巷1號1樓 12/3

綠帶純植物烘焙 台北市松山區延壽街171號1樓
達美樂披薩 健康店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212號
曼都信星店 台北市松山區新中街31號1樓 11/19

民權水族聚集區 曼都東星店 台北巿松山區新東街41號1樓

達美樂披薩 昆陽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236號
頂呱呱-昆陽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392號 12/10

吉野家 昆陽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42號
50嵐（昆陽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52號
嘉鑫麵包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54號
喜樂時代影城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299號11~14

瘋殼子-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380號
50嵐（南港園區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16號
小林眼鏡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二段97號7樓
50嵐（昆陽遠東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1號
湯姆漢堡 台北市南港區興中路28巷19號 12/17

迷客夏milkshop-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3號
台北馥華商旅-南港館大廳櫃臺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23號
COMEBUY台北建國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34號
喆日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61號1樓
金窗 手造便當 台北市大同區太原路48巷3號
85℃台北長安店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5號1樓
SUBWAY中山捷運店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52-1號B1 A15室
水巷茶弄-台北長安店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26號
南蠻堂（長安店）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31號1樓
曼都長安店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51號2樓
大稻埕魯肉飯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20巷17號
鬧鬧卡片桌遊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20巷18弄2號 12/3

PiGe x Tool Guy工具人皮革五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20巷18弄6號1樓 12/3

八方雲集（承德店）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4號
50嵐（承德店）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20號
爾凱美甲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68號4樓 12/3

爾芙美甲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68號4樓
DK-市民店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地下街出口Y9

獨樂清酒食堂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1號2樓 12/10

50嵐（重慶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84號
芙稻菓室 台北市大同區民樂街68號1樓
玄米御握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66巷3號 12/3

聖德科斯_雙連站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69號 12/10

迷客夏milkshop-雙連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44號
SofiaAccessories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一段22號6樓之9

龜記茗品-南西店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8巷6之2號
Partout帕朵專業美髮沙龍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5巷8之1號1樓
真的好美設計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5巷14號2樓 12/3

岩筆模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75號 12/10

許博軒設計事物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79號 12/10

八方雲集（大同華亭店）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6號
花生騷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3號 12/10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

建國南路藝品古玩

後車站商圈

民生社區周邊

南港車站CITYLINK

周邊

迪化街商圈



迪茶鋪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0號

雲彩軒（迪化店）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72巷16號
良品嚴選計畫 | 開飯食堂 南門市

場美食體驗店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98號

度小月迪化店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12號1-3樓 12/10

竹木造咖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61號1樓 12/3

樂芙莉 Lovely 手工貼身內著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86號
繭裹子-稻埕輕衫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95號 12/3

豐味果品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9號
大盜陳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73號2樓 12/10

稻舍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329號 12/10

清真肆集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347號 12/10

八方雲集（台北大稻埕店） 台北市大同區歸綏街233號
錢櫃-台北新館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5號1樓
錢櫃-台北會所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5號12樓
一號倉庫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46號3樓 12/3

御星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46號3樓 11/19

賀木堂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83號1樓 11/26

八方雲集（延平南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22號
50嵐（小南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34號
珍煮丹_北車開封店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11號
DrinkStore（北車開封店）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13號1樓
50嵐（開封店）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9號
頂呱呱-館前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8號 12/10

tphone（忠孝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10號2樓
曼都城中店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18號2樓
吉野家 南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40號
瓷禧茶坊 南昌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84號
頂呱呱-南昌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3號 12/10

微風台北車站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3號（B1F-2F） 11/21

老虎堂站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號1樓
鮮茶道-北市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4號
春紀本家＿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4號 11/21

5鄉地義式餐廳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3號2樓
小林髮廊僑屋店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5號2樓之3 12/17

初韻好韻茶台北站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1-2號
一芳-北車信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3-1號
50嵐（信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3號1樓
八方雲集（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5之3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5-5號
水巷茶弄-台北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5之7號
喆日-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24號1樓
仁愛眼鏡（許昌店）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30號
凡非亞spa美顏會館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18號4樓 11/26

好樂迪-館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34號
海倫咖啡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2號1樓
吉野家 館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59號
台灣吉野家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59號2樓
SUBWAY忠孝中山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3號

煙斗服裝LIUKOO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B1 128

號店鋪
北安集品（凱薩站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38號
布田花生糖 台北凱撒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38號

南昌家具街

重南書街商圈

迪化街商圈

中華路影音商圈

南陽商圈



瘋殼子-台北車站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9號（M5出

口）

50嵐-北車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9號（南港線

台北車站7號販賣店）

煙斗服裝LIUKOO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之1號 6號

店鋪
SUBWAY忠孝重慶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98號1樓
手機急診室-站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12號2樓
八方雲集（台北懷寧店）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24號
巨擘書局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36號二樓 11/19

悅暉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0號10樓之6

叙美行旅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94號
叙美精品旅店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11號

通化夜市 鮮茶道-北市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59號1樓

貓咪貓咪#1 台北雙連桌遊派對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71巷8號
優達刻印配鎖行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109號
小林髮廊幸福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143號2樓 12/3

小林髮廊福滿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05號 12/3

台北城大飯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72號 12/3

華陰街商圈 煙斗服裝LIUKOO 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195號

華陰街商圈 嗣竣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217號

圓山商圈 馬可先生_承德門市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72號1樓

小北百貨_寧夏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11號
50嵐（寧夏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47號
鬍鬚張_美食文化館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收藏天地（寧夏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8號
保記傳統小籠包（創始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3號
台北橋頭林家鯊魚煙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號
大橋頭大腸煎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號前
延三素食臭豆腐麵線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0號
祥記純糖麻糬（延三夜市）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2號
延三仙草奶凍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6號（18巷
阿欉大橋頭肉粽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9-1號
大鼎肉焿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9-2號前
延三碳烤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9-3號前
麻辣鹹水雞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9-5號前
延三蚵仔煎魷魚焿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1號前
台北橋頭筒仔米糕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2-8號
台北橋頭刈包四神湯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4號前
大橋頭延三蒸餃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5-2號
豆花嫂（延三夜市）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5-2號
汕頭牛肉羊肉炒麵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5-3號前
海產虱目魚腹（延三夜市）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5號前
麻油雞（延三夜市）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9號
丐幫滷味延三分舵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32-1號1樓
大橋頭陽春麵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32-1號前
延三大橋頭大腸麵線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36號前
大橋頭潤餅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38號前
汕頭老牌四神湯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0號前
周胖子鮮果汁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0號前
延平鐵板燒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1號前
阿珠壽司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3-1號前
老殿羊肉爐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7號
延三鐵板炒飯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7號前

寧夏夜市商圈

朝陽服飾材料街

重南書街商圈

臺北大橋頭延三商圈



鮮茶道-北市延三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7之1號 12/10

台灣本土羊肉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2號前
帝一好生猛快炒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5號
口福魯肉飯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6號前
台南鱔魚意麵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9-1號
茶湯會台北延三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9號
阿春粥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9號
橋頭壽司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9號之1

粥師傅廣東粥（延三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64號
大橋頭魯肉飯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64-1號1樓
延三油飯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68號前
新營人牛肉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80號
廟口厚切牛排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95號
歐陽麵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19號
牛爺爺生炒沙茶牛肉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21號1樓
炒飯專家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21號前
生魚片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46號
老程麵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52號
50嵐（昌吉店）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35號

愛國東路婚紗街 Ivy Bride 艾葳精品婚紗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42號1樓

北安集品（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164號
仁愛眼鏡（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62號
吉野家 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79號
MOMA-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81號
涵川食坊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99巷51號 11/19

一芳-台北和碩店 台北市北投區立功街76號B1

米卡滋早餐店 台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261號 11/19

曼都東華店 台北巿北投區東華街一段532號 11/19

世紀蛋糕 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552號
馬可先生_石牌門市 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二段6號1樓
50嵐（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一路23號1樓
COMEBUY北投裕民店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一路30號
迷客夏milkshop-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一路40巷33號
好樂迪-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六路128號
朕就是要嚐粉 台北市北投區七星街2號
GONNI 台北市北投區七星街2-7號
賀食堂 台北市北投區大同街355號 11/19

好藝時光.BeitouTimes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727號
三二行館 Villa32 台北市北投區中山路32號
吉野家 北投中央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50號
北投老爺酒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號6樓
山水樂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0巷6號
曼都亞爵店 台北巿北投區中和街26號1.2樓
SUBWAY新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1號1樓
八方雲集（北投中和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18號
85℃北投中和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35號
AWWWSELECTSHOP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68號19樓之3

華欣機車行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80-4號
玉食堂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88號
三口食系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98巷5弄1-2號
一品排骨酥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85號
嘉麟車業行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86號
元氣果子店 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80巷60弄26號

50嵐（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號

石牌捷運商圈

新北投溫泉商圈

臺北大橋頭延三商圈

新北投溫泉商圈



Dog洗澎澎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72巷63號
達美樂披薩 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98號
大陸眼鏡-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32-9號1樓 11/19

卡通巴士玩具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38號2樓
AVILA艾薇菈鑽石-北投金敬順

珠寶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43號

蔡家紅茶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146-2號
大苑子-北投光明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00號
鬍鬚張_北投光明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0號
蜜兒名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8號
頂呱呱-新北投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8-2號 12/10

馥村咖啡專賣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0號
泉都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0號
吉野家 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3之1號
水美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4號
嘉賓閣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30號
春乃家洋食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32號
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36號
金都精緻溫泉飯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40號
水都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83號
大地酒店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1號
倆人旅店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11號
春天酒店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18號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30號
北投亞太飯店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31號
少帥禪園-台北北投張學良幽禁

舊居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34號

MATA家屋荷豐家屋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銀光巷1號
慧薗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銀光巷22號
麗之湯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銀光巷4之2號
鳳凰閣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天主巷1號
山樂溫泉 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17號
COMEBUY台北衡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85之1號
馬可先生_西門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130號1樓
AnAn Mou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14巷4號
老虎堂西門中華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22號
蜂之鄉西門町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58號 12/10

八方雲集（萬華南機場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303巷15號
PAR.T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內江街55巷24號1樓 12/10

TIMEOUT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號 12/10

陳爸手工皂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號
BeingLife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號 （西門紅樓）
一級排骨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27巷11號地下樓 12/10

鮮茶道-西門町成都店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35-0號
貓咪貓咪#3台北西門桌遊小舖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2樓之56.57 11/19

50嵐（西寧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48-4號
破銅爛鐵（台北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50巷5號 11/19

老虎堂西門西寧南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50巷15號
春陽茶事-台北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50巷9號1樓
好樂迪-西寧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62號
普雷伊萬年二店 台北市中正區西寧南路70號4樓之4 12/3

普雷伊西門概念館 台北市中正區西寧南路70號4樓之16 12/3

BIRKENSTOCK（新宿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72-1號3樓3室 11/26

VACANZA成都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76-2號

新北投溫泉商圈

西門町商圈

西門町商圈



BIRKENSTOCK（西寧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88-1號1樓 11/26

茗窖茶莊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3號
頂呱呱-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92-2號 12/10

plain-me 台北西門直營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96巷26號 12/3

小林髮廊薩店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26號2樓 12/3

牛軋堂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34-2號 11/19

雨傘王 台北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82巷2弄2號
初曼咖啡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83-8號
IN89豪華數位影城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89號
鮮茶道-台北武昌店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100號
媽咪雞蛋仔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118-1號
收藏天地（峨眉店）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5號1樓
曼都吉祥店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239號2樓
二和珍烘培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308號 12/10

聖德科斯_長沙門市 台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104號 12/10

收藏天地（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號1樓
魚池貳壹（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18號
85℃台北漢口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4之35號1樓
八方雲集（萬華漢口直營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6號
goodforit 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74巷6號一樓
嗄嗄叫精品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35-7號
C.L.M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35-21號 12/10

絕色影城-西門町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52號10樓
TDL小品館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53號
迷客夏milkshop-西門町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26號
50嵐（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36號
85℃台北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51號1樓
丹居青旅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54號
小林髮廊亞庭店 台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34號 12/17

瘋殼子-龍山寺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153號
手機急診室-萬華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166號
吉野家 西園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14之2號
達美樂披薩 萬華西園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183號
梁社漢排骨飯（萬華西園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16號 12/3

布田花生糖東園創始店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38號
吉野家 桂林店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4樓
小北百貨_康定店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338號1樓
小王清湯瓜仔肉 台北市萬華區華西街17-4號 11/21

凝視咖啡 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32號 12/10

一芳-萬華龍山寺店 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38號
大苑子-台北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94號
吉野家 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99號
曼都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99號2樓 11/19

八方雲集（景美景文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23號
元山五金衡器行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53號 11/19

聞山咖啡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19號 12/3

曼都景興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39-1號
八方雲集（景興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35號
八方雲集（萬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30之2號
FixTED蘋果維修工作室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163號1樓
聖德科斯_景美站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10號 12/10

奕同科技-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85-6號1樓A

羴一羴食堂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313號
好樂迪-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403號1F.2F

景美夜市周邊

艋舺商圈

西門町商圈



City Wash-忠順店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一段54號
達美樂披薩 景美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233號
聖德科斯_萬芳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4號 12/10

頂呱呱-萬芳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67號 12/10

DK-萬芳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80號 11/19

MOMA-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86號
吉野家 萬芳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94號
迷客夏milkshop-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2巷2弄3號
蔡家黑糖珍珠鮮奶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4號-1號 12/17

85℃萬芳醫院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23-3號
台茶一號_文山興隆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45號
達美樂披薩 木柵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36號
City Wash-北市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11-3號
八方雲集（政大店）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47號1樓
明池豆花店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56號 12/3

吉野家 政大店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103號

其他商圈 馬可先生_木柵門市 台北市文山區恆光街21號

貓空商圈

萬芳醫院捷運站周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