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

雞籠食品行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24號
雞籠海鮮樓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2號
樂時手工皂PLEMS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335號6樓之一
八方雲集（基隆中正店）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794號
COMEBUY基隆新海大店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820號
世紀蛋糕-信一店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2號
85℃基隆義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3號
北都大飯店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319號5樓
COMEBUY基隆新豐店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65號
威肯創意廚房－基隆祥豐總店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81號 11/19

世紀蛋糕-義一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28號
達美樂披薩 基隆義一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60號1樓
舫舫工作室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184號
八方雲集（基隆義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19號
DrinkStore（義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26號
寶興廣告有限公司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133之2號3樓
珍味香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61號一樓
曼都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75之1號
初韻-好韻茶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321號
八方雲集基隆仁二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10號
真鮮活海產手做料理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23號
牛丁次郎坊-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82號 11/19

DK-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23號 11/19

迷客夏milkshop-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80號1樓
85℃基隆孝一店 基隆市仁愛區孝一路26號
世紀蛋糕-愛一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一路28號
頂呱呱愛二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52號 12/10

曼都愛三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20號1樓
得恩堂眼鏡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35號1樓
小林髮廊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40號2樓
伯爵眼鏡行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67號
仁愛眼鏡（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87號
50嵐（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1號
BIRKENSTOCK（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25號 11/26

水園會館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177號3樓
綠竹園山薯農場 基隆市七堵區自強路147-1號
蔡技食品 基隆市七堵區福一街129號
85℃基隆長庚店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26號1樓
溫莎堡烘焙坊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54號 11/26

八方雲集（基隆大武崙店） 基隆市安樂區武嶺街91號

安樂國城商圈 八方雲集（基隆樂利三店）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110號

City Wash-基隆復興店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56號
City Wash-巴塞隆納社區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482號B1

更新日

吉野家 板橋三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8號1樓
仁愛眼鏡（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號
BIRKENSTOCK（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5號1樓 11/26

50嵐（板橋中山二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35號
85℃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6號1樓
新方行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315號
馬可先生_板橋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50號1樓
50嵐（台北縣總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59號
鬍鬚張_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19號

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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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

板橋府中商圈



食穀綠豆湯_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54號1樓
50嵐（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29號
兔子兔子早午餐專門店板橋府中 新北市板橋區公園街24號
破銅爛鐵（新北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公園路34巷26號 11/19

大陸眼鏡-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號1樓 11/19

85℃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6號1樓
吉野家 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
珍煮丹_板橋致理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1之 3 號 11/19

八方雲集（板橋致理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1之14號
50嵐（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79號
茶湯會新北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83號
仁愛眼鏡（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07號
頂呱呱-新埔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09號1F 12/10

50嵐（四川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202號
50嵐（亞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41號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28號
福璟直火咖啡豆專賣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1號
化饈火鍋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34巷20號
春芳號-板橋府中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60號
小北百貨_民族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192、194、198號
鬍鬚張_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49號
吉野家 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51號
麵包空間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53號
DK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57號 11/19

馬可先生_實踐門市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191號1樓
Kamie韓國服飾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4號 11/26

馥俐商旅II大廳櫃台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10號
馥俐商旅I大廳櫃台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36之5號
QBurger_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08號
101文具天堂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41號
85°C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18號
茶湯會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50號1樓
甘泉魚麵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78-1號1樓
八方雲集（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08巷18號（重慶國
得恩堂眼鏡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48號一樓
好樂迪-板後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106號B1-2F

JuicyJewel就是這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306號 11/26

50嵐（板橋莒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14號
老先覺板橋雙十店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4-4號
八方雲集（板橋翠華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一段31巷87弄9號 12/3

八方雲集（板橋三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8之1號 12/3

創意旅行社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02-22號 12/17

珍煮丹_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38號 12/3

曼都日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89號1樓 12/10

QBurger_板橋光復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420號 12/3

QBurger_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90巷12號 12/3

ZOLA走啦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79號 11/26

迷客夏milkshop-林口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85號
小北百貨-林口中正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225號及地下一層
小林髮廊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234號1樓
WHY AND 1/2-林口中正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267號 12/12

101文具天堂林口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351、353號
一芳-林口中正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98號（1樓）

City Wash-林口文化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205-3號

埔墘周邊

板橋府中商圈

板橋府中商圈

林口建成商圈



City Wash-林口竹林店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1-7號1樓
City Wash-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200-1號
小北百貨_林口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239、241號
BIRKENSTOCK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26號
麋鹿堂（淡水店） 新北巿淡水區公明街37巷8號1樓
哈味杏仁茶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75號 11/19

吉野家 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6號

50嵐-淡水捷運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捷運1號出口售
票機旁）

冰冰皇后 ICE QUEEN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80號
老虎堂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10號
聖威連銀飾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60號1樓
好樂迪-淡水店 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0號
仁愛眼鏡（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8號
八方雲集（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59號（捷運淡水站）
大苑子-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77號
50嵐（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10號
QBurger_淡水學府店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85號
八方雲集淡水學府店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04號

淡江大學周邊 曼都博愛店 新北市淡水區博愛街17號1樓 12/10

茶山房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76號 12/3

郭金山花生店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92號 12/10

廟前阿家的店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23號 12/10

COMEBUY深坑埔新店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94號

景美夜市周邊 50嵐（新店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23號

吉野家 新店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126號
鬍鬚張_新店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70號 12/17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新店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53號
馬可先生_坪林門市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44號1樓
曼都大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75號1樓 12/10

馥華大觀商務旅館 新北市新莊區大觀街60號
吉野家 新莊中正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85號
小北百貨_中正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6.38.40號1、2、3樓
普雷伊新莊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228號1樓 12/3

吉野家 新莊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6號之4

吉野家 新莊中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15號
鬍鬚張_新莊思源店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39號 12/17

八方雲集（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07號 12/3

吉野家 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17號
City Wash-新莊公園店（頂好）店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一路110號1樓
50嵐（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30號
50嵐（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37號
珍煮丹_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75號 12/3

曼都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22號 12/10

馬可先生_新莊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36號1樓
COMEBUY新莊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453號
老先覺-中和宜安店 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38-3號
小北百貨_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21號
吉野家 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6號
小北百貨_景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24、126號
馬可先生_永安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62號
吉野家 中和永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404號
吉野家 中和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55號
50嵐（南勢角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96-1號

林口建成商圈

新莊廟街商圈暨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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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華新街商圈



中和華新街商圈 小木屋鬆餅-中和興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95號

BIRKENSTOCK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94號

QBurger_中和興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69號 12/3

八方雲集（中和興南二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88號 12/3

御仙堂 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25之2號 12/17

八方雲集（中和興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19號 12/3

Qburger_中和景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175號1樓 12/3

自由溫室 新北市永和區水源街21巷2號 12/3

八方雲集（中和永貞店） 新北市中和區永貞路250號 12/3

中和新生街周邊 八方雲集（中和新生店）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52號 12/3

曼都永芳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329號1樓.2樓 12/10

八方雲集永和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18巷9號 12/3

曼都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25之1號 12/10

曼都永平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192號 12/10

喜樂時代影城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38號4樓 12/10

小林髮廊永正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479號1樓 12/17

BIRKENSTOCK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6號1樓
珍煮丹_永和頂溪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93號 12/3

八方雲集（永和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59號 12/3

珍煮丹_永和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07號 12/3

吉野家 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52號
96 創意蔬食 新北市永和區中興街96號 12/10

辣極麻辣鍋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3號 11/26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36-1號
50嵐（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44號
小北百貨_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號1、2樓
普雷伊永和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44之1號 12/3

吉野家 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7號
馬可先生_福和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23號1樓
小北百貨_福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52號1樓
50嵐（福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39號
吉野家 新店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55號
吉野家 三重徐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388-1號
大陸眼鏡-重五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46號 11/19

吉野家 三重五華二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282號1樓
小北百貨_三重自強店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73號1、2樓
City Wash-三重自強店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199號
八方雲集（三和夜市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63號 12/3

八方雲集（三重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13之1號 12/3

鬍鬚張_三重徐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11-1號 12/17

八方雲集（三重仁愛店）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99號 12/3

City Wash-三重仁愛店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407號
小北百貨_仁愛店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694.696號
馬可先生_三民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163-1號1樓
馬可先生_三重門市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28號1樓
達美樂披薩 三重中正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77號
吉野家 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05號
吉野家 三重龍門店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8號
小北百貨_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27號1樓
WHY AND 1/2-三峽民生店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47號 12/12

大陸眼鏡-三峽店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23號 11/19

翠山房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79號 11/26

八方雲集（三峽和平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66號

韓國街商圈

三重碧華布街商圈

三重區徐匯中學周邊

中和四號公園周邊

興南夜市周邊

捷運南勢角站周邊

頂溪周邊

樂華夜市周邊

三峽三角湧商圈



三峽三角湧商圈 大苑子-三峽和平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101號1樓

珍煮丹_三峽北大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45號 12/3

曼都晶鑽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47號2樓 12/10

曼都三峽店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8號 12/10

鮮茶道-三峽文化店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20巷16號 12/3

鬍鬚張_三峽北大店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250號 12/17

City Wash-蘆洲九芎店 新北市蘆洲區九芎街71巷9弄2號
老先覺-蘆洲中原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16號
小北百貨_長安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37、139號
八方雲集（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75號 12/3

曼都金橋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98號3樓 12/10

吉野家 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15-4號
八方雲集（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299號 12/3

QBurger_樹林太順店 新北市樹林區太順街47號 12/3

八方雲集（樹林保安店）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142號 12/3

曼都富貴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30之2號1樓 12/10

鮮茶道-樹林秀泰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93號 12/3

八方雲集（瑞芳中正店） 新北市瑞芳區中正路87號 12/3

豐味肉羹
新北市瑞芳區民生街35巷2號（瑞芳美食廣
場8號攤位）

12/3

QBurger_瑞芳明燈店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114號 12/3

CHIPAO 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34號 11/19

清心福全-新北市瑞芳區九份店 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93-6號
50嵐（瑞芳店）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53號
九份豆花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4號 11/21

老友號休閒食品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4-4號 11/21

老珍香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3號 11/21

豆豆屋特產店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34號 11/21

藏寶軒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43號 11/21

台灣之寶-承園名茶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75號 11/21

花木蘭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79號 12/3

華宣名茶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05號 11/21

菓燈1889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14號1F 11/21

吾穀茶糧SIIDCHA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66號2F

九份星塵景觀餐廳 新北市瑞芳區坑尾巷37-1號 11/21

十分寮客棧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街108號 11/21

紅裡子民宿 新北市平溪區三坑15號 11/21

逍遙谷天燈工廠 新北市平溪區中華街29號 11/21

美玉天燈小站 新北市平溪區中華街31號 11/21

男子漢洋服 新北市平溪區中華街34號 11/21

怡如小吃店 新北市平溪區中華街60號 11/21

石底伴手菓舖 新北市平溪區公園街16號 11/21

福昌飲食站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6號 11/21

平溪天燈達人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28號 11/21

林高美雲布藝工作室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37號 11/21

林宏昌布莊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40號 11/21

溪谷休閒飲食小坊 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60-1號 11/21

成樺藝品舖 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二段342號 11/21

碳場咖啡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街50號 11/21

菁桐崇德素食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街85號 11/21

巧門西點蛋糕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街133號 11/21

安達窯-老街二館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21號 12/10

安達窯-旗艦店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54號 12/10

大春煉皂 新北市鶯歌區陶瓷街18號 12/10

瑞芳火車站周邊

樹林火車站周邊

樹林商店街

九份老街商圈

三峽商店街

平溪魅力商圈

菁桐商圈

蘆洲商圈

鶯歌商圈



八方雲集（鶯歌國慶店）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63號 12/3

曼都鶯歌店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66號1樓 12/10

八方雲集泰山中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六段462號 12/3

小北百貨_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128號
City Wash-泰山美福堡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142巷60號
hasock襪子娃娃專賣店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51號 12/10

美美飲食店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71號 12/10

石碇一粒粽 新北市石碇區石碇東街109之1號 12/10

TDL小品館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南路218號1樓
City Wash-三重中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56號
馬可先生_土城門市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61巷27號
吉野家 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59號
吉野家 汐止新台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37號
憶姿虹湯包-板橋亞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德興街6號1樓 11/26

小北百貨_長江店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二段245號1、2樓
小北百貨_雨農店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37號1樓
小北百貨_泰林店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200號 12/10

City Wash-新莊伊吉邦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七段486號
City Wash-五股五福店 新北市五股區五福路82號
City Wash-南加州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9-25號
City Wash-水世紀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217號
小紅魔美式炸雞 淡水區德州淡海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58-3號 12/10

更新日

Vivian造型國際美髮沙龍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41號2樓 11/19

頂呱呱-桃園站前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49號1樓 12/10

聖德科斯_桃園中山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99號 12/10

BIRKENSTOCK（桃園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36號1樓 11/26

得恩堂眼鏡中山路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83號1樓
曼都安柏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232號1樓
85℃桃園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04號
MOMA-市政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547號
達美樂披薩 桃園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046號
DK-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24號 11/19

HomeShop（桃園旗艦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3號
Be Loved專業美髮沙龍旗艦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4號4樓 11/21

春芳號-桃園ATT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47號
不要對我尖叫，桃園站前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48巷3號1樓 11/19

in89統領影城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6號3、5樓
仁愛眼鏡（桃園3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80號
85℃桃園北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25號1F

好樂迪-桃中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66號
101文具天堂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81、383號1樓
絟省通訊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88號 11/26

7號通訊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96號 11/26

迷客夏milkshop-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29號
春陽茶事-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36號1樓
茶湯會-桃園中正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56號
八方雲集（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02號
石得飽小吃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26號1樓
愛拉風手機生活館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27號1F 11/26

85°C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65號
錢櫃-桃園中華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3號
Queenia抗過敏飾品專賣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5號1樓
小林髮廊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30號2樓

其他商圈

輔大花園觀光夜市

鶯歌陶瓷街

桃園市

石碇商圈

桃園站前商圈

桃園站前商圈



85℃桃園中華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83號

雲朗桃園分公司-桃園翰品酒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107號地下3樓至地上

樓及9樓至19樓
茶湯會桃園民生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54號
叁和院 桃園春日店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618號2樓 11/19

普雷伊桃園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1樓112櫃 12/3

日本橋資訊廣場（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2號樓229櫃 11/26

霐道電腦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99號2樓 11/26

QLENS瞳妝 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44號1樓 11/26

Naga韓國精品服飾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50號 11/26

破銅爛鐵（桃園復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50號 11/19

小北百貨_復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283號1.2樓
八方雲集桃園復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359號
hibula奶茶創意飲品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94號 12/3

小木屋鬆餅（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899號
鬍鬚張_藝文特區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901號
小北百貨_北埔店 桃園市桃園區北埔路136號
木子早午餐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街190號
好粥道粥品專賣店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街421號 12/3

有食候。紅豆（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十街5號
破銅爛鐵（桃園旗艦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7號 11/19

85℃桃園經國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100號
珍煮丹_桃園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15號 11/19

清心福全-桃園市桃園區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56號
迷客夏milkshop-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58號
八方雲集桃園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70號
得恩堂眼鏡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74號1F

八方雲集（桃園中埔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70號
AlleyMay五月巷-桃園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一街17、19號 12/3

馬可先生_桃園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83號
吉野家 桃園成功店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1號
花草家花藝設計工坊 桃園市桃園區博愛路32號 12/17

小林髮廊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118號
達美樂披薩 中壢中山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45號

錢櫃-中壢中央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00號1至2樓中央東

路88號1至5樓
綿綿mimitea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18號 12/3

85℃中壢中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517號
吉野家 中壢中正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22號
曼都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82號2樓
仁愛眼鏡（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89號
迷客夏milkshop-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89號之2

瘋好殼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23號 11/26

日本橋資訊廣場（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389號 11/26

八方雲集中壢大崙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四段86號
Xctrl (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路77號 12/10

曲肯叔叔美式炸雞 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3號 12/3

破銅爛鐵（中壢和平店） 桃園市中壢區和平街24號 11/19

珍煮丹_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和平街25號1樓 11/19

一芳-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和平街56號
AlleyMay五月巷-中壢健行總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沙路41號 12/3

50嵐-中壢延平店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280號1樓
馬可先生_中壢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94號
Magic魔力經典茶飲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130號 12/3

藝文商圈

博愛商圈

中平商圈

桃園站前商圈



鹿點咖啡 桃園市中壢區建國北路15號1樓 12/10

老窩咖啡 健行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10號 11/19

健行手機行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118號 12/3

QLENS瞳妝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三和三街37號1樓
查理國王(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三和三街38號 12/17

夏湘茶飲 桃園市中壢區大仁二街46號 12/17

Numbear13 cafe 桃園市中壢區大仁五街32號1樓 11/26

沐菓子冰室 桃園市中壢區大勇一街27號 12/3

炸雞學苑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182號 12/3

大苑子-中壢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32號1樓
茶湯會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39號
仁愛眼鏡（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43號
愛豐盛文創咖啡館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65巷63號
八方雲集（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76號
COMEBUY中壢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78號
50嵐-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日新路8號
紅茶洋行 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日新路112號 12/3

六扇門時尚湯鍋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210號 11/26

雅米Life幸福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421號 12/3

PLAN BEE小蜜蜂手工豆花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452號 12/17

Good Morning早安美芝城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459號 12/10

八方雲集中壢新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219號
小木屋鬆餅（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弘揚路14號1樓 12/3

朵拉早午餐 桃園市中壢區杭州路42號 12/3

愛寶舖童裝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55-1號
迷客夏milkshop-中原大學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66號
喫茶小舖_中壢實踐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86號1樓
EatToast（吃吐司）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91巷2號 12/3

上等兵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91巷21號 12/3

春陽茶事-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146號1樓
Black Daydream侍飲職人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225-14號 11/19

換手機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230號 12/3

金讚便當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253號
沐詞間MuzSpace 桃園市中壢區廣州路186號 12/3

Haowayi 私廚 漢堡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一街22號 12/3

THE PLUTO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二街42號 11/21

韓雞Bar-中壢海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五街38號
DK-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59號 11/19

曼都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64號1樓
BIRKENSTOCK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97號
50嵐-中壢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162號1樓
曼都影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189號1樓

85℃中壢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223號及元化路二段4

號1樓
再再之在 Cafe Here Again咖啡豆

專賣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二段36號 11/19

茶湯會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11號
迷客夏milkshop-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27號
一芳-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45號1樓
85℃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57號
大苑子-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95號1樓
八方雲集（中壢龍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308號

茶匠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154號 12/3

啵啵Chicken 品牌概念店 中壢總 桃園市中壢區五族二街25號 12/3

六和商圈

魅力金三角商圈

中原商圈

中平商圈

中壢青果商圈



喬多義大利麵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18號 12/3

鬼茶森林 桃園平鎮店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223號 11/21

火焰串燒炸烤工坊(民族店)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二段102號 12/10

小北百貨_廣明店 桃園市平鎮區廣明路67號1樓、地下1樓
時光幻鏡 桃園市中壢區義民路一段129號

小北百貨_中豐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二段157號及中豐路

225號
Casa Darts軟式飛鏢舖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366號 11/21

達美樂披薩 桃園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10號
85℃桃園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96號1樓
茶湯會八德介壽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37號
廣豐數位3C館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52號 11/26

50嵐-八德介壽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59號
八方雲集（桃園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03號
曼都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32號1樓
小林髮廊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986號1樓
墨數位通訊-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1009號 11/26

妞妞通訊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1027號 11/26

吉野家 桃園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48號1樓
小北百貨-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245號
City Wash-銀和店 桃園市八德區銀和路13號
迷客夏milkshop-廣福店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87號
大苑子-八德廣福店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89號1樓
得恩堂眼鏡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18號
迷客夏milkshop-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21號
一芳-大園廟口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45號
八方雲集（桃園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80號
小北百貨-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47號1、2樓
大苑子-桃園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北路52號1樓
茶湯會桃園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仁壽路39號
黃騰國際行銷 桃園市大溪區中正路46號
藝享茶 桃園市大溪區登龍路4號
City Wash-文七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七路95巷25號
早。泥早午餐 桃園市龜山區文昌一街47巷29號
City Wash-九揚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33巷3號
City Wash-文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202號
DK-林口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100號 11/19

小林髮廊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134號2樓
茶湯會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135號
逸軒咖啡（復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80號 11/26

50嵐-桃園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82號1樓
小林髮廊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84號1樓
花路手作飲-桃園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18號 12/3

春陽茶事-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17號
八方雲集（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7號
6989手作飲品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19號 11/26

曼都埔心店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路9號1樓
101文具天堂 埔心店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200號1樓
曼都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90號
仁愛眼鏡（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27號
得恩堂眼鏡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43號1樓
85℃龍潭中正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26號
鮮茶道-龍潭中正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480號
City Wash-中科石園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佳安段481號

老街溪商圈

大園商圈

八德觀光商圈

龍潭商圈（龍元宮商

圈）

龍潭商圈（龍元宮商

圈）

大溪形象商圈

楊梅四維商圈

捷運A8站商圈

中壢青果商圈



八方雲集（龍潭中豐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329號
富奕通訊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32號 11/26

50嵐-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61號1樓
春陽茶事-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21號
手機娛樂王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38號 11/26

85℃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48號
八方雲集（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89號
六扇門時尚湯鍋-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341號 11/26

茶湯會龍潭東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07號
一芳-桃園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28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東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35-1號
鮮茶道-龍潭東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68號
彩禾通信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92號 11/26

晨菲商務旅館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319號 11/26

莫平方輕飲食店 桃園市大園區大勇路33號1樓 12/3

有點黃 桃園市中壢區永信路211號 12/3

鮮Q茶飲 桃園市中壢區永信路211號1樓 12/3

微綠實驗室 Green Lab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六段138號 11/19

肉SANDWICH過嶺店 桃園市中壢區松信路8號 12/3

鵬馳通信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65號1樓 12/3

小北百貨_榮民店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28號 12/27

艾思哈特果茶小站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65巷52號 12/10

WS維速手機維修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二段128號 12/3

小紅魔美式炸雞 桃園青埔麻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北路二段172號 12/10

奉茗堂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三段154巷18號 12/3

小北百貨_忠孝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生三街182.186.188號
小北百貨_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95、97號
小北百貨_大有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620號
Natural剪髮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175號1樓 12/10

馬可先生_介壽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346號
Joker Smile Hair (民有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有三街481號1樓 12/10

鹿點咖啡 Luna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三段175號 12/10

三木sanmu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62號 12/3

杏福滿門 桃園市平鎮區復興街31號 12/3

小北百貨_龜山店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85號1樓
City Wash-Smart 外區店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692號
City Wash-Smart 內區店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698號
小紅魔美式炸雞 桃園觀音草漯阿

拉斯加店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242號 12/10

小紅魔美式炸雞 桃園大竹總部加

州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一街322號 12/10

City Wash-南順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順六街45號
達美樂披薩 南崁中正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191號
馬可先生_南崁門市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30號
鮮Q茶飲 總店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85號1樓 12/3

更新日

怡香園快餐 新竹市北區水田街168號 12/3

小北百貨_西大店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578號1、2、3樓
王子神谷日式厚鬆餅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128號 12/17

廟口鴨香飯-中山店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142號 12/17

85℃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39號1樓
廟口鴨香飯-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58號 12/17

睿華食堂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70號 12/17

50嵐-新竹中正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78號1樓

東門形象商圈

龍潭商圈（龍元宮商

圈）

東門形象商圈

其他商圈

新竹縣／新竹市



八方雲集（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346號
迷客夏milkshop-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352號
大碗公冰飲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394號 12/17

Ya pang 新竹市東區中正台二街74號 12/17

迷客夏milkshop-北門店 新竹市北區北門街53號
Rainmaker 造雨人服飾 新竹市北區西門街64號 12/19

手機城通訊行 新竹市北區光華北街61號
麵線吳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30號
伍的廚房餐廳 新竹市北區建興街23號
Circle-Circle正韓服飾 新竹市東區大成街9號1樓 12/3

WLT 新竹市東區大成街42號 12/3

Pretty wardrabe 新竹市東區大成街65號1樓 12/3

小美好-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文昌街91號 12/17

SSelect嚴選 新竹市東區文昌街115號
Zhu.handcrafted 新竹市東區文昌街122號 12/19

Wan總 新竹市東區文昌街中正台第4街148號 12/17

Ginkgo.kr 新竹市東區文昌街中正台第6街236號 12/17

BIRKENSTOCK 新竹市東區中正路21號
巴布爾尼乳酪蛋糕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328號
送青-新竹總店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213號 11/21

牛丁次郎坊-新竹概念店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251號 11/21

仁愛眼鏡（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31號
迷客夏milkshop-民族店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33-13號
塊樂美式炸雞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33-20號 12/3

青虎食堂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33-22號 12/3

吉野家 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651號
日本橋資訊廣場（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200號1樓 11/26

豹豹獵茶-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368號 11/19

三家工坊 新竹市東區南門街53號 12/17

鹿可咖啡 新竹市東區南門街96號 11/21

隨禾米豆咖啡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09號
50嵐-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13號
吉野家 新竹林森店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3號
鯛可頌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48號1樓 11/19

羅妹妹襪子店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84號 12/17

50嵐-新竹林森店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40號一樓
福星咖啡 新竹市東區武昌街11號1樓
蘇記大腸包小腸 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武昌街82號 12/17

馬可先生_新竹門市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97號
破銅爛鐵（新竹信義店） 新竹市東區信義街86號 11/19

HitZ 新竹市東區勝利路53號1樓 12/3

廟口鴨香飯-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信路391號 12/17

搖滾披薩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05號
迷客夏milkshop-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98號
馬友友印度廚房-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412號
喫飽早午餐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二街一段186號1樓
拉亞漢堡-竹北大漾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南路3號
曼都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巿縣政九路27號
小北百貨_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58、60號
八方雲集（新竹關東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57號 12/3

珍煮丹_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210號一樓 12/3

QBurger_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37號 12/3

八方雲集（新竹關新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39號 12/3

仁愛眼鏡（關東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465號 12/3

東門形象商圈

竹科園區周邊

竹北光明商圈



鮮茶道-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440號1樓 12/3

八方雲集（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730號 12/3

東家麵食 新竹市東區金山八街62號一樓 11/26

亘記滷味工坊 新竹市東區金山九街30號1樓 12/17

阿力鹹酥雞 新竹市東區金山十一街92號 12/3

公寓鹹酥雞 新竹市東區金山十六街3號一樓 12/17

曼朵精品烘焙坊 新竹市東區埔頂二路16號 12/19

八方雲集新竹建中店 新竹市東區建中路57號 12/3

六扇門時尚湯鍋-新竹建功店 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64號 12/17

竹東鎮火車站形象商 八方雲集（竹東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33號

City Wash-湖口富您旺店 新竹縣湖口鄉榮光一路178巷19號
小北百貨_大庄店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18號
美味特調鹹水雞-大庄店 新竹市香山區香北路143之1號 12/17

更新日

曼都苗栗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595號
鮮茶道-苗栗中栗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596號
達美樂披薩 中山至公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597.599號
BIRKENSTOCK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474號
85℃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05號
八方雲集（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11號
茶湯會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25號
曼都興苗店 苗栗縣苗栗巿中正路1056號
喫茶小舖_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069號1樓
50嵐-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077號
City Wash-苗栗中正直營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218巷25號
85℃苗栗府東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東路91號
50嵐-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86-2號1樓
茶湯會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12號
迷客夏milkshop-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48號
喫茶小舖_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66號1樓
八方雲集（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71號
六扇門時尚湯鍋-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77號 11/26

101文具天堂巨蛋店 苗栗縣苗栗民族路142號
DK-苗栗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855號 11/19

仁愛眼鏡（苗栗店） 苗栗縣苗栗市光復路17號
旺宏通訊廣場 苗栗縣竹南鎮中山路99號 11/26

艾蜜莉生技美學 苗栗縣竹南鎮立達街71號1樓
茶湯會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27號
50嵐-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33號1樓
仁愛眼鏡（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36號
迷客夏milkshop-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39號
85℃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72號
一芳-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76號
達美樂披薩 竹南民治店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55號
八方雲集（竹南延平店） 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158之9號
得恩堂眼鏡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8號1樓
手機客行動通訊館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77號 11/26

喫茶小舖_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18號1樓
鮮茶道-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39號
普羅蛋糕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71號
曼都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華東街71號一樓

苗栗縣竹南鎮龍鳳商 喫茶小舖_竹南龍山店 苗栗縣竹南鎮龍山路一段160號1樓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商圈 小北百貨_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1號

苗栗市南苗商圈

苗栗縣竹南商圈

其他商圈

苗栗縣

苗栗市市政中心商圈

竹科園區周邊

竹科園區周邊



茶湯會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43號1樓

85℃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76號
史達通訊行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148號 11/26

鮮茶道-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155號1樓
好樂迪-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169號
迷客夏milkshop-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186號
六扇門時尚湯鍋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236號 11/26

喫茶小舖_頭份信義店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113號1樓
圆石禪飲_頭份信義店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118號
50嵐-頭份仁愛店 苗栗縣頭份市仁愛路103號1樓
八方雲集（苗栗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路101號
85℃頭份中央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央路400號1樓
喫茶小舖_頭份尚順店 苗栗縣頭份市尚順路60號

水美街商圈 联亭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忠孝一路73號

通霄站前周邊 喫茶小舖_通霄店 苗栗縣通霄鎮中正路59號1樓 12/3

張記小館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9-10號 12/3

八方雲集苗栗銅鑼店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32號1樓
喫茶小舖_銅鑼店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63號1樓
雙峰草堂 苗栗縣銅鑼鄉雙峰路86-1號
响銅鑼客棧 苗栗縣銅鑼鄉雙峰路文園巷86-2號

苗栗縣南庄鄉十三間老

街
蕭記黑糖糕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100號 12/3

黃金傳說窯烤麵包 苗栗縣南庄鄉中山路77號2樓 12/3

自然菤手作霜淇淋 苗栗縣南庄鄉民生街25號 12/3

桂花格格 苗栗縣南庄鄉文化路7號 12/17

傳奇桂花釀 苗栗縣南庄鄉文化路8-3號 12/17

南庄鑽石畫DIY數字油畫 苗栗縣南庄鄉文化路8-7號 12/3

京廣桂花手工蛋捲 苗栗縣南庄郷文化路10號 12/3

伊加伊日式手作蛋捲專賣店 苗栗縣南庄鄉文化路12號 12/3

桂滿庭 苗栗縣南庄鄉文化路15-1號 12/3

江記花蜜 苗栗縣南庄鄉文化路15號 12/3

遇見桂花 苗栗縣南庄鄉中正路1巷2號 12/3

神農塩草 苗栗縣南庄鄉中正路1巷2號 12/3

漢滿樓 苗栗縣南庄鄉中正路6巷12號 12/3

有美的店 苗栗縣南庄鄉中正路34號 12/3

哈哈哈 苗栗縣南庄鄉中正路36號 12/3

歐禮亞咖啡（T3店） 苗栗縣竹南科學園區科中路12號
歐禮亞咖啡（T2店） 苗栗縣竹南科學園區科學路160號

更新日

大苑子-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25之3號1樓
派瑞德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35號 12/3

派瑞德巷口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39號 12/3

富發牌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55號 12/3

天機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2號 12/3

大阪拓海家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3號 12/3

丸勝咖哩洋食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5號 12/3

福芳號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6號 12/3

Pizza Running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6號 12/3

老虎堂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6號
青蛙來了Frogcoming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6號-2 12/3

愛說話眼鏡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00號 12/3

IMPRESSION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16巷1號 12/12

Tk薩克斯風台中一中旗艦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16巷28號 12/3

尚順廣場商店街

銅鑼好客商圈

其他商圈

臺中市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

商圈

桂花巷商圈

一中街商圈

南庄山城花園品牌商

圈



PUKA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16巷5號 12/3

犬肯燒（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18號 12/3

蘋果特務 Repair Agent -台中現場

維修中心-霆科數位科技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20號 12/3

COCOS星球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22號 12/3

原品童衣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6-18號 12/3

Rahaa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6-22號 12/3

glamour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6-28號 12/3

Girl Secrets 益民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8-19號 12/3

LOVEY Fashion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8-21號 12/3

醜乳酪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0號2樓 12/3

鑽石美甲美睫美容坊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6-36號 12/10

型男部屋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8號2樓 12/3

大人物男仕理髮廳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50-27號 12/3

Lapin巴黎兔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65-1號 12/3

春陽茶事-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71號1樓
珍煮丹_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75號一樓
茶湯會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213號
MyEar耳機專門店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239號2樓 12/3

IC Hair Design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54巷4號2樓 12/3

蘋果工匠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58號 12/3

酷皮脆 燒肉潛艇堡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62號 12/3

82mm Cafe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66號 12/3

power chord music shop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81號 12/3

7-Box太平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84號 12/3

7-Box屈臣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2-3號 12/3

艾維信3c配件專賣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2之3號1樓 12/3

通達3C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4巷4號 12/3

派瑞德轉角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14號1F 12/3

尖端電子精品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19-1號 12/3

傳達通訊行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19號之2 12/3

破銅爛鐵（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36-3號 11/19

京美眼鏡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84號 12/3

Hair City 髮城沙龍 中友概念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92巷4號 12/3

CREALIVE DEPT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01巷10號 12/3

coco cookie可可庫奇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01巷7號 12/3

樂魔派Lomopie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10-17號 12/3

真田騎士用品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12-1號 12/3

綺麗花坊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22號 12/3

鹿森林花坊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42-1號 12/3

張燈結廬主題燒烤bar 台中市北區大德街93號2樓 12/3

101文具天堂 中華店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16號
時間旅人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21號 11/26

時間旅人 設計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21號 11/26

馬可先生_五權門市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182號
溫度季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500巷5弄7號 12/3

諾諾索義式料理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500巷6弄9號 12/3

Hi Hippo台水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3弄32-1號 12/3

Hi Hippo工作室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5弄5號 12/3

塔木德酒店（一中館）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22號 12/3

joyroom_機樂堂_太平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22號1樓 12/3

Bonny&Read（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44號1樓 12/17

V-smile微笑美牙館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75巷28-2號 12/3

Hi Hippo75巷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75巷9-1號 12/3

一中街商圈

一中街商圈



自強時計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89-1號 12/3

喫茶小舖一中太平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93號

喫茶小舖一中太平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93號

芝加哥時尚丹寧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01號 12/3

喫茶小舖永興店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07號
弘爺漢堡（絕配店） 台中市北區成功路463號 12/17

月光寶盒 台中市中區育才街4號 12/12

上和園滷味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4號1樓 12/3

886+1手機配件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8之3號 12/3

佐貓貓龍貓共和國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5號1樓 12/3

雙魚2次方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8號 12/3

答案茶Answer Tea 台灣一號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36號 12/3

統元豆花 一中育才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42號 12/3

CHIHC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46-6號 12/3

喫茶小舖一中育才北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48號
Bonbons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56號 12/3

勝騰手機殼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65號 12/3

米蘭站 中友旗艦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70-1號 12/3

KT House生活館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94號1樓 12/3

NEXTION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100號 12/3

联亭雙十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2-1號 12/3

矽麗特眼鏡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8號 12/3

7-Box育才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14號 12/3

Avant 潮流精品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1樓 12/3

REINA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3樓 12/3

Chica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3樓D28專櫃 12/3

NaDeam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4樓 12/3

Girl Secrets 一中二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4樓 12/3

巴士63二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7號1樓 12/3

巴士63一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7號1樓 12/3

金享綠豆沙牛奶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43號對面 12/3

咖啡深藏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65號1樓 12/12

喫茶小舖健行店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38號
波波食堂bubble house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44-1號 12/3

麻娘子麻辣燙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46號 12/3

川閣 極鮮蜆鍋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56號 12/3

joyroom_機樂堂_水利店 台中市北區尊賢街7號 12/3

挺妳x工作室 台中市北區進德路18號 12/3

挺妳x工作室 精武店 台中市北區精武路320號 12/3

喫茶小舖興進店 台中市北區興進路74號
Fay Fay Nail&Eyelash 台中市北區錦中街6-1號 12/10

咖哩事典 台中錦南店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33號 12/3

多波啦啦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15-1號 12/3

地芋添糖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28-3號 12/3

Amigo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35-7號 12/3

CANVAS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35-9號 12/3

zezes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35號 12/3

CHEDi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53號 12/3

peacock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76號 12/3

雅培米提法式烘培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83號 12/3

KAIMALE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112號 12/3

Deer Cafe 迷鹿咖啡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1巷2號 12/3

泳裝の世界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11號 12/3

MyEar耳機專門店 雙十店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47-4號 12/3

一中街商圈

一中街商圈



旺達好食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164號 12/12

吳記牛肉麵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209號 12/12

二鍋頭老滷鴨頭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210號 12/12

月牙泉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239號 12/12

花日子 台中市北區篤行路316巷2號 12/17

小庭找茶台中第二市場店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二段81號
時代中西畫材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三段45號 12/3

弘爺漢堡（大誠店） 台中市中區大誠街29-1號 12/17

日本橋資訊廣場（台中店）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42號 11/26

逸安資訊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43號1樓
寶祥資訊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45號
筑蒂資訊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49巷11之2號1樓
東大電腦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49巷22號
小北百貨_新成功店 台中市中區中華路一段44、46、48、52號
櫟社 台中市中區市府路150號
覓郵咖啡 台中市中區光復路14號
谷芳樂音響社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24號1樓
八方雲集（台中柳川店）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180號
馬可先生_台中門市 台中市東區台中路151-1號1樓
小木屋鬆餅-台中家商 台中市東區和平街50號
水澤MIZUSAWA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77號 12/3

通溢貿易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91號
宏信大藥局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96號1樓
吉野家 台中龍心店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138號
名帥大飯店 台中市中區光復路58號
意文大飯店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160號
City Wash-台中成功店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341號
元明商店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41號
曼都台中店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67號
迷客夏milkshop-自由店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101號1樓
錢櫃-台中自由店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111號
手指FingerArt 台中市中區綠川西街99號
台灣太陽餅博物館 台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145號
路得行旅-台中站前館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123號9-12F-1

喫茶小舖繼光店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71號
勃根地桌遊休閒大忠店 台中市西區大忠街21號
圓環咖啡 台中市西區大和路73號 12/17

九湯屋 日本拉麵 （中美店）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244號 12/17

SMILE CAFE 台中市西區中華路一段19號 12/3

繭裹子-台中綠光店 台中市西區中興街83號 12/3

鬍子茶PLUS台中勤美店 台中市西區中興街148號
VACANZA勤美門市 台中市西區中興街171號
小北百貨_五權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1之27號
弘爺漢堡（寶貝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之196號 12/17

殼老爹-西區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五街105號
元濱大叔-滷味專家（台中總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五街140號1樓
森下樹 台中市西區五權八街113號 11/21

莉莉馬槤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三街101號
對了出發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四街13巷14號
美passionwork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四街45號
飪荇咖啡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27-2號 12/3

kakuka HANDMADE 台中市西區民生北路127號 12/17

花日子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8巷（審計新村） 12/17

呆呆動物繪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8巷（審計新村） 12/17

繼光商圈

自由路商圈

電子街商圈

一中街商圈

一中街商圈

美術園道商圈



元濱大叔-滷味專家（審計新村店）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8巷4弄8號
早安廚房 民生店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424號 12/10

GNR HAIR SALON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225巷13號 12/10

光亮車業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40-8號
日本橋資訊廣場（英才店）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08號B1B08櫃 11/26

洋房髮廊 台中市西區存中街159號 12/12

Korea House 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2號 12/17

麗的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91號1樓
玩咖職人咖哩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17巷3號
迷客夏milkshop-勤美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31號1樓
50嵐-美村一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41號1樓
APPLE BAR蘋果快速維修吧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50號
翰良企業社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24號 11/21

好樂迪-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72號
CANDY'S cheesecake&coffee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354號 11/26

APPLE 8 蘋果專業維修中心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364號 12/17

美術藥局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567號
喫茶小舖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48號
50嵐-國美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62-1號
曼都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794號1.2樓 11/19

弘爺漢堡(熊大店)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54號 12/17

阪燒屋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101號 12/17

小丑咖啡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221號
馬妞花生大腸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72號 12/10

小北百貨水湳店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西二街29號1、2、3F

MI MI NA CAF’E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733號
馬可先生_中清門市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828號
101文具天堂 中清店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387、389、391號
靚圓媛 台中市北區天津路二段133號 11/26

糖園天津店 台中市北區天津路二段155號
喫茶小舖北平二店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25-5號
喫茶小舖民權店 台中市北區民權路474號
City Wash-台中歐夏蕾店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380號
City Wash-台中進化店 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57號
LIFE A+ 健康水煮 台中市北區青島路三段210號 12/3

喫茶小舖漢口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69號
小北百貨_健行店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835號
馬可先生_崇德門市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511號

小北百貨_天津店 台中市北屯區天津路三段108號

Butyshop 沛莉化妝保養品 台中市北屯區北祥街6號
喫茶小舖北屯太原店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174號
曼都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99-5號1樓
米可烘焙坊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105之12號 12/10

威霸鍋物 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105之12號 12/10

糖園總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127號
喫茶小舖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196號
50嵐-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10號1樓
大苑子-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94號
八方雲集（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98號
仁愛眼鏡（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00-1號
茶湯會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26號
85℃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54號
喫茶小舖昌平二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2-32號
樂拾早餐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457號

天津路服飾商圈

美術園道商圈

美術園道商圈

昌平皮鞋商圈



小北百貨_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73-1號

小北百貨-旅順店 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351號
ㄎㄎ冰果室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二路一段185號1樓 12/10

MARGERY（服飾 咖啡） 台中市北屯區梅川東路四段91號1樓 12/10

加品牛肉麵館 台中市北屯區熱河路二段156號 12/12

陽光炒飯家族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45號 12/12

悅舞工坊 台中市北區青島路三段176號2樓 12/10

八方雲集（台中東文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42-6號
八方雲集（台中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71號
喫茶小舖_大坑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二段35號1樓
喫茶小舖_大墩二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239號1樓 12/12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697號
啾啾精品童裝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197號
喫茶小舖公益二店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154號
香 現烤工坊（公益店）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539號 12/10

吃茶三千 台灣概念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英街607號 11/19

初本粥舖（東興店）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59號一樓 12/3

曼都東興店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136號 11/19

元手壽司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152號1樓 11/26

仁愛眼鏡（東興店）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284號
阿官火鍋（大隆店）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2號 11/26

千田眼鏡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10號1樓
高堤兒皮件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57號1樓 11/26

花日子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 12/17

香檳蕾絲訂製婚紗（台中店） 台中市西屯區惠中路一段138號
馬可先生_大墩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73號
小北百貨_永福店 台中市西屯區永福路168號
享拾光早午餐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51號
元濱大叔-滷味專家（米平方商場
M2）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68號

牛堡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3巷62弄47號 12/3

8鍋臭臭鍋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臺灣大道五段3巷30弄12號 12/12

東海蓮心冰雞爪凍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巷1號 12/17

Babyfly美學沙龍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巷2號 12/12

SOIS BELLE 美睫（東海一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巷2號 12/12

SOIS BELLE 美睫（東海二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巷2號2樓 12/12

花現鳥地方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巷10號 12/12

東海龍門客棧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巷19號 12/12

掌門人 雞蛋糕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3巷3-1號 12/12

星特冰品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3巷3號 12/12

ONLY唯衣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5巷5號之2 12/12

笑生咖啡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9巷10號 12/12

喫茶小舖東海新興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0號
黑潮coffeelization （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4巷巷口 12/12

黑潮coffeelization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22巷7號 12/12

豆子燒肉便當事務所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27巷16號 12/12

Fish cafe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27巷8號 12/12

金桔服飾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40-12號 12/12

倆茶詞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53-1號 12/12

衣櫃少這件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1號 12/12

誠食堂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46-1號 12/12

喫茶小舖_國際店 台中市龍井區國際街151號1樓
Violacé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132-1號 12/12

喫茶小舖東海遊園南店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68號

大隆路商圈

大坑商圈

台中崇德文心周邊

東海藝術街商圈

昌平皮鞋商圈



ALIVE飛鏢Bar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19巷18號
Look Me 女裝精品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63-1號 12/10

City Wash-台中龍井藝術店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98號
50嵐-東勢中山店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51號1樓
大苑子-東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94號1樓
50嵐-東勢豐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18號
天水堂書店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61號
85℃台中東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334號1樓
膜力紅逢甲旗艦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1號 12/3

北回木瓜牛奶逢甲總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9-10號 12/3

ET鹽水雞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2號 12/10

鮮茶道-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6號1樓 12/3

輕時代飲品製作所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20巷28弄3號 12/3

VACANZA逢甲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33號
叉泡咪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1號D5 12/10

斑馬線義式廚房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7巷5號 12/12

玩美肌鑰（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50巷25號 12/3

LOVE PEACE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62巷16號 12/3

逢甲大大手機配件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72巷14號 12/3

鮮茶道-逢甲文華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85號 12/3

恐龍電玩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97號1樓 12/3

漢堡超人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233號 12/3

Ivory tower 貓咪咖啡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上石北五巷14號 12/12

未央 musicafé 咖啡．音樂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上石南八巷42號 12/12

喫茶小舖西屯總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0-3號
蓋好吃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63-3號 12/12

川牛木石亭 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97號 12/3

朵依小舖積木專賣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9之5號 12/12

逢甲眼鏡行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68之9號1樓 12/3

華初食堂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4號 12/10

武林茶-逢甲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91號
喫茶小舖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4號 11/21

Goddess美睫美甲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72巷2-1號 12/3

力軒屋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88號 12/12

小緻機車出租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89號 12/3

123木頭喵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277巷27-8號 12/3

八方雲集（台中逢大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38號 12/3

喫茶小舖青海店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5號
Dr.A 3C維修中心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335號 12/3

VEGAS菁品衣著 女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9-14號 12/3

VEGAS菁品衣著 逢甲二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9-16號 12/3

甄豬丸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3-9號2樓B17 12/10

金享綠豆沙牛奶 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9巷1號 12/3

VEGAS菁品衣著 逢甲一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9巷17-5號 12/3

逢甲咪菟寵物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9巷17-9號1樓 12/12

VEGAS菁品衣著 旗艦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0巷6-1號 12/3

里可3C配件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6號 12/3

LECO里可服飾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6號 12/3

杰克眼鏡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66號 11/19

SELFIE BY JARET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87號1樓 11/19

D.W.J.K.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03號1樓 11/19

怪物維修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20號 12/3

Goodshot Archery Supply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53巷33號

東勢形象商圈

逢甲商圈

東海藝術街商圈

東海藝術街商圈



聯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7號 12/3

鬍子茶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9號 12/3

中美租車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190號 12/3

Pizza Running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30號 12/3

迷客夏milkshop-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32號1樓

喫茶小舖福星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317號

仁愛眼鏡（福星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332號

老虎堂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334號1樓

野士麥德烤雞蛋糕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27號一樓 12/3

大判燒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31號一樓 12/3

米蘭站 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36號1樓 12/3

Corner 服飾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61巷3-1號 12/3

BIRKENSTOCK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20號

Dellebakery可麗露專賣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35號 12/3

喫茶小舖福星二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86號

曼都福星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93號一樓 11/19

無飲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13之2號1樓

阿性情趣用品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33號 11/21

寶慶麻辣狀元麵食館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85號 12/3

白昼夢餐館 台中市西屯區寶慶街30巷22號 12/12

小北百貨_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25號

好日子健康餐盒 台中市西屯區玉門路370巷8號 12/12

厚的蛋餅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22號 12/17

阿官火鍋(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之79號 12/10

和原日式家庭料理(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265號 12/10

黑潮coffeelization (市集)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279號中科手作市 12/12

八方雲集西屯國安店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57號 12/3

白阿尼動漫玩具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28巷35號1樓 12/3

小北百貨_漢口店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06號
敝姓鍋台中旗艦店 台中市西屯區精明路21號
喫茶小舖精誠店 台中市西屯區精誠路105-5號
清香小舖 台中市西區太原路一段204號
吉野家 台中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65號
自己做烘焙聚樂部（台中精明店） 台中市西區精明一街88號
松本鮮奶茶 （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59號
奧莉薇義式冰淇淋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26-8號
小北百貨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87號
詠昶文具行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99號
弘爺漢堡（喔嗨唷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246-3號
联亭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338號
kenfood啃食物 台中市西區華美街546號
忍茶 台中市西區博館三街37號
小北百貨_大順店 台中市豐原區大順街133號
City Wash-豐原西勢店 台中市豐原區大明路247號
City Wash-台中豐原水源店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546號
联亭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3號2樓
City Wash-豐原田心店 台中市豐原區田心路二段156號
武林茶-台中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500號1樓
台中in89豪華影城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500號5樓
太上草本堂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250號 12/10
一手私藏世界紅茶（豐原廟東
店）

台中市豐原區博愛街29號
曼都豐信店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84號
迷客夏milkshop-廟東店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07號1樓

精明一街商圈

豐原廟東復興商圈

逢甲商圈

逢甲商圈

中科周邊



麗的信義店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67號1樓
City Wash-台中圓環北店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北路一段226-1號

City Wash-台中環東店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129號

春陽茶事&ndash豐原復興店 台中市豐原區復興路35號
凱盛手機配件-KS3C 台中市豐原區復興路64號
BIRKENSTOCK 台中市豐原區復興路67號
八方雲集（台中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93號
小院子廚房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122號 12/10

藍鯨手作 台中市霧峰區民生路158巷10號 12/12

喫茶小舖霧峰樹仁店 台中市霧峰區樹仁路56-3號1樓
樂好市（仁茶店） 台中市霧峰區樹仁路62號 12/17

联亭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振興街28號
小北百貨_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40、42號
101文具天堂 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新政路88號2樓、90號2樓
達美樂披薩-大甲順天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8號 12/3

得恩堂眼鏡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41號
大苑子-大甲順天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68號1樓
DK-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89號 11/19

50嵐-大甲順天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96號
迷客夏milkshop-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育德路13號
萬全馨食品行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38號
八方雲集（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40號
喫茶小舖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55號
50嵐-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90號1樓
WHY AND 1/2-大甲鎮瀾店 台中市大甲區鎮瀾街181號 12/12

联亭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535號
馬可先生_中興門市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99號
八方雲集（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308-12號
WHY AND 1/2-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238號 12/12

古玥茶棧-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09巷1號
85°C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15號
101文具天堂 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22號
八方雲集（大里內新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61號
仁愛眼鏡（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71號
U-girl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82號
50嵐-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86之13號1樓
喫茶小舖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92-2號
麗的麗友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22號
好樂迪-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46-5號
仁愛眼鏡（大里慶昇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488號
小北百貨_仁化店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466號
極享滷意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10號
嗜飲茶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40號 12/17

小北百貨-東榮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6號
喫茶小舖大里東榮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18號
八方雲集（大里國光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213號 12/3

鮮茶道-大買家國光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710號 12/3

夯ㄧ鍋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440號 12/17

喫茶小舖中山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88號
富發牌（太平門市）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277號
御茶道 台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一段189號
八方雲集（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8號
大苑子-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53號1樓
喫茶小舖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61號

大里中興商圈

豐原廟東復興商圈

豐原廟東復興商圈

霧峰樹仁路商圈

大甲鎮瀾觀光商圈

太平樹孝商圈



迷客夏milkshop-太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65號1樓

小北百貨_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72、272-1號
安妮公主花園有限公司（安妮公
主花園）

台中市新社區中興街223號

森森好王子有限公司（森之王子
景觀民宿餐廳）

台中市新社區井南街28號

好菇小吃店（百菇莊）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2-1號
境醇商行（布拉姆田莊）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3之30號
菇之味食品有限公司（菇菇部
屋）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189之1號
菇神餐飲有限公司（菇神）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287號
香菇之家農產行（香菇之家） 台中市新社區興中街241號
85°C新社興安 台中市新社區興安路22號
小北百貨_大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二段28、30號
清一色牛肉麵 (修平店)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二路88號 12/10

小雞找茶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二路100-2號 12/12

凍頂安順茶葉 台中市大里區科技路一號c121 11/21

早點見面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六街15號 12/12

唯享時刻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六街17號 12/12

友財手作早午餐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38號 12/12

吮指王（勤益科大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15南巷3號 12/12

鴻創資訊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ㄧ段17-1號 12/3

City Wash-台中潭子店 台中市潭子區興華一路485號
巴黎流 台中市北屯區太順五街123號
City Wash-友達台中店 台中市西屯區科雅路2號
吉野家 台中永福店 台中市西屯區永福路122號
新蓮心廣場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67-1號 12/17

阿木家私房麵 台中市西屯區惠來路一段157號 12/10

小北百貨_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171號
Mapper Cafe 台中市南屯區中臺路24-12號 12/17

花日子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289號 12/17

馬可先生_黎明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1036號
露露女人的夢幻衣櫥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89號1F

品嚐幸福 台中市東區大勇街91號 12/17

雲采角落咖啡廳 台中市東區立德街65號 12/10

林智炒麵麵包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145號 12/17

弘爺漢堡（以勒嗎哪店) 台中市南區南陽街81號 12/17

桌緣桌遊館：邊緣人也能打桌遊 台中市南區南門路37號 12/3

千金鼎鍋物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355號 12/3

津川咖哩廚房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13-17號 11/19

弘爺漢堡(工學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112號1樓 12/10

胖老爹-南區興大店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12號 12/10

小北百貨_忠明店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1110號
弘爺漢堡（辰華店）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53-6號 12/17

更新日

麗的三民店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45號1樓
曼都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259號1樓 11/19

清一色牛肉麵 彰師店 彰化縣彰化市力行路71號 12/10

握茶亭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03號 12/10

麗的彰二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20號2樓
桃源戶外（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72號 11/26

鮮果飲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557號 12/17

85℃彰化中民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民街93號1樓
50嵐-彰化中華西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西路508號1樓
白色方塊工作室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一段50號

其他商圈

彰化縣

新社商圈

太平樹孝商圈

彰化市商業街區



喫茶小舖_彰化永安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154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永安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286號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287號1樓
仁愛眼鏡（彰化一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473號
圓味壽司彰化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537號
迷客夏milkshop-旭光店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273號1樓
85℃彰化彰基店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331號1樓
85℃彰化自強店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27號1F

桃源戶外（彰化金馬店）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二段371號 11/26

85℃彰化金馬店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三段784號1樓
八方雲集（彰化南郭店）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187號
喫茶小舖_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28號1樓
50嵐-彰化大竹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89號1樓
85℃彰化大竹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199號
八方雲集彰化台鳳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三段329號
50嵐-彰化華山店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16號
好樂迪-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22號2F 12/12

John手作蔬食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78號
麗的彰一店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191號1樓2樓
曼都華陽店 彰化縣彰化市博愛街82號 11/19

唯克咖啡輕食（彰化辭修店） 彰化縣彰化市辭修路245號 12/10

八方雲集（彰化實踐店）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146號
喫茶小舖_彰化師大店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210號
85℃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400號1F

麗的伊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07號
八方雲集（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65號
圓石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69號1樓
殼老爹-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81號
鮮茶道-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98號
喫茶小舖_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612號1樓
八方雲集（彰化長興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50號
COMEBUY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48號
馬可先生_彰化門市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73,75號
一芳水果茶-彰化站前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31號
50嵐-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50號1樓
八方雲集（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588號
小北百貨_彰中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01、603號
85℃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79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站前店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15號
得恩堂眼鏡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17號1樓
珍煮丹_彰化站前店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19號1樓 11/19

一手私藏世界紅茶（彰化和平店）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16號
85℃彰化和平店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30號1樓
達美樂披薩 南瑤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65號
達美樂披薩 彰化師大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984、986號
85℃彰化師大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220號1樓
BIRKENSTOCK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81號 12/17

氣球工房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236號
联亭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472號
BIRKENSTOCK 彰化縣彰化市永福街76號 12/17

WHY AND 1/2-彰化孔門店 彰化縣彰化市孔門路6號 12/12

85℃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205號
麗的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293號1樓
小北百貨-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455號1樓

大埔商圈

員林市商業街區

小西商圈

永樂商圈

彰化市商業街區

彰化市商業街區



曼都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482號 11/19

八方雲集（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二段63號

迷客夏milkshop-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二段185號

迷客夏milkshop-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88號
達美樂披薩 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108號
50嵐-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243號1樓
坐又銘沙發彰化門市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552號
八方雲集（員林三民店） 彰化縣員林市民東街285號
唯克咖啡輕食（員林成功店） 彰化縣員林市成功東路172之1 12/10

八方雲集員林員農店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385號1樓
宸品居港式茶餐廳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二段516號 11/19

仁愛眼鏡（新生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261號
八方雲集（員林育英店） 彰化縣員林市育英路119號
85℃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惠明街268號1樓
85℃員林萬年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街22號
茶湯會員林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29號
圓味壽司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45號
唯克咖啡輕食（員林站前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55-2號 12/10

85℃員林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57號
八方雲集（員林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60號
唯克咖啡輕食（員林總店） 彰化縣員林靜修東路87號 12/10

麗的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55號1樓
50嵐-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07號1樓
鮮茶道-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44號1樓
茶湯會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80號
得恩堂眼鏡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385號
仁愛眼鏡（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516號
BIRKENSTOCK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261號
八方雲集（員林南昌店）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89號
50嵐-員林大道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338號1樓
联亭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794號
水巷茶弄-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821號
好樂迪-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836號1-7F

喫茶小舖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55號
WHY AND 1/2-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106號1 樓 12/12

唯克咖啡輕食（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178號 12/10

元味甜品屋 彰化縣鹿港鎮三民路64號 12/3

鄭興珍餅舖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153號
WHY AND 1/2-鹿港中山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243號 12/12

悠境手作輕飲專賣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375號1樓
群山茶業行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475號周圍（攤販） 12/3

85℃鹿港中正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299號1樓
曼都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505、507號
85℃鹿港民族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53號1樓
仁愛眼鏡（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228號
迷客夏milkshop-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52號
小北百貨_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176-1、178號
101文具天堂 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221號
八方雲集（鹿港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262號
鮮茶道-鹿港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305號
85℃彰濱秀傳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八方雲集鹿港彰濱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一路5號
八方雲集（鹿港頂厝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一段279號
85℃鹿港鹿和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523.525號

北門商圈

林仔街商圈

鹿港廟口商圈

打石巷商圈

員林市商業街區

鹿港鎮商業街區



八方雲集（鹿港頂番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577號

喫茶小舖_頂番婆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596號

50嵐-頂番婆店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334號1樓
八方雲集北斗中華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56號
85℃北斗中華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123號
迷客夏milkshop-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35號
仁愛眼鏡（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259號
喫茶小舖_彰化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334號1樓
八方雲集（彰化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383號
50嵐-彰化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173號1號
尤加利花苑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386號
美加美玫瑰園 彰化縣田尾鄉公園路2段215巷40弄156號
綠海咖啡館 彰化縣田尾鄉公園路2段469號
神秘果的家/真桂自然農場 彰化縣田尾鄉民生路一段259號
松錳租車 彰化縣田尾鄉民族路一段107號
田尾歐風租車二店 彰化縣田尾鄉民族路一段156號
田尾歐風租車總店 彰化縣田尾鄉民族路一段287號
穗豐園藝資材行 彰化縣田尾鄉民族路一段330號
田尾世外桃源休閒農場 彰化縣田尾鄉民族路一段581號
綠果庭院 彰化縣田尾鄉張厝巷121號
八方雲集（彰化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62號
50嵐-彰化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98號
85℃彰化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斗中路一段106號

田中商圈 101文具天堂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280號一樓

台灣第一味-彰化二水店 彰化縣二水鄉光文路68號
八方雲集彰化二水店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三段740號
85℃彰化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37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47號
50嵐-彰化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188號

大村鄉商業街區 八方雲集大村大仁店 彰化縣大村鄉大仁路一段58號

85℃彰化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一段805號
唯克咖啡輕食（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瑚璉路217號 12/10

八方雲集（永靖瑚璉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239號
50嵐-彰化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364號1樓
50嵐-彰化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22號1樓
八方雲集（彰化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中華路522號
迷客夏milkshop-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328號
85℃彰化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419號
小北百貨_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信義路37號

秀水鄉商業街區 85℃彰化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一段117號

迷客夏milkshop-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永樂路2號
85℃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289號1樓
八方雲集（和美美寮店） 彰化縣和美鎮美寮路二段692號
仁愛眼鏡（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美寮路二段715號
麗的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五段338號
85℃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20號
圓味壽司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37號
50嵐-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74號、176號1

八方雲集和美彰草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草路二段469號
平順汽車修理廠 彰化縣和美鎮線東路二段516號 12/10

八方雲集（和美糖友店） 彰化縣和美鎮糖東二街2號
八方雲集（溪湖大溪店）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路二段348號
迷客夏milkshop-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街194號
85℃溪湖平和店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街153號

田中鎮商業街區

田尾商圈

二水商圈

二林鎮商業街區

永靖鄉商業街區

伸港鄉商業街區

和美鎮商業街區

溪湖鎮商業街區

北斗鎮商業街區

鹿港鎮商業街區

鹿港鎮商業街區



八方雲集彰化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臨382號

八方雲集溪湖湖北店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410號1樓

圓味壽司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31號

50嵐-溪湖彰水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47號
仁愛眼鏡（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400號
50嵐-彰化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一段214號
八方雲集（彰化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一段237號
唯克咖啡輕食（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路299號 12/10

85℃彰化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路400號
85℃彰化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373號1樓
迷客夏milkshop-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447號
50嵐-彰化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475號1樓
喫茶小舖_彰化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311號1樓
50嵐-芬園店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81號
八方雲集（彰化芬園店）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91號
85℃彰化芬園店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449號1樓
85℃彰化埔心店 彰化縣埔心鄉中正路一段296號1F

八方雲集（彰化埔心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465號

福興鄉商業街區 喫茶小舖_彰化福興店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五段55號1樓

埤頭鄉商業街區 八方雲集（彰化埤頭店）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607號

更新日
八方雲集（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12號
喫茶小舖_南投三和三店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67號1樓
八方雲集（南投民族店）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125號
迷客夏milkshop-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344號
小北百貨-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239號
喫茶小舖_南投復興店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273號
台茶一號_南投彰南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1066號
鮮茶道-南投彰南店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1112號
茶湯會南投彰南店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二段2號
101文具天堂 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祖祠路256號
八方雲集（埔里中山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72號
50嵐-埔里中山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153號1樓
得恩堂眼鏡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335號
85℃埔里中山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224號1F

BIRKENSTOCK（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581號 11/26

85℃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275-2號
八方雲集（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15號
曼都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83號1樓
50嵐-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84號1樓
茶湯會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89號
迷客夏milkshop-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99號1樓
台灣第一味-埔里南昌店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313號
八方雲集（南投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317號
八方雲集草屯太平店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56號
BIRKENSTOCK（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293號 11/26

茶湯會草屯中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209號
小北百貨-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210號
陽光九九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358號
曼都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52號
迷客夏milkshop-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75號1樓
台茶一號_草屯中正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46號1樓
喫茶小舖_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48號1樓
好樂迪-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59號

埔里鎮形象商圈

花壇鄉商業街區

芬園鄉商業街區

埔心鄉商業街區

南投縣

形象商圈

社頭鄉商業街區

草屯鎮形象商圈

溪湖鎮商業街區

溪湖鎮商業街區



50嵐-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69號
馬可先生_草屯門市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844號

联亭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283號

喫茶小舖_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446-1號
85℃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652號
初本粥舖（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895號 12/3

八方雲集（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905號
首澄/佐木 Shouchengzuomu概念 南投縣草屯鎮育英街176號 12/10

喫茶小舖草屯碧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南路8號
花錢-氣泡飲/手作茶飲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18號 12/10

仁愛眼鏡（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21號
85℃草屯中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59-1號
圓石草屯碧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79號1樓
奔騰自行車租賃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文化街11號
日之安熱壓吐司專賣店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文化街97號
日月酒莊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文化街107號
亞克好茶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文化街111號
食宿玩家民宿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59號
陽光森林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71號
聖豐號船舶企業社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71號
日月潭新日新船隊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104號
巴束蘭的店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108-1號
潭鮮美食料理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109號
綠世界休閒育樂有限公司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31號
古早味野菜餐廳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135號
綠湖遊艇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147號1樓
安心騎-日月潭自行車出租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149號1樓
南投縣日月潭水上觀光遊憩發展

協會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157號

沅居精品旅店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208號 12/3

日月潭愛之船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276號
湛岸沙蓮遊船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興路80號
水社海渡假民宿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16號
85℃日月潭水社店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32號

日月潭休閒育樂有限公司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秀水巷25-6、25-7、

25-8號
喫茶小舖魚池店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街303號
幸福日月潭水上活動體驗 南投縣魚池鄉頭社村和平巷39-2號
50嵐-南投集集店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11號1樓
85℃集集站前店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80號
八方雲集（南投集集店）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街11號
喫茶小舖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54號
85℃南投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路1-9號1樓
妖怪雜貨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2-3號
老松林餅舖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2-3號
集福客-茶生津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2-3號
久保田烘焙坊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2-3號
青山食堂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2-3號
孟宗山莊大飯店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3號
金台灣山莊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25-3號

其他商圈 凍頂安順茶葉（鹿谷店） 南投縣鹿谷鄉初鄉村中村巷7號 11/21

竹山商圈

松林町商圈

集集商圈

日月潭商圈

草屯鎮形象商圈

草屯鎮形象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