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日
LIMELIGHT 雲林縣斗六市太平路27號
鮮茶道-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29號
50嵐-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292號1樓
圓味壽司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305號
八方雲集-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360號
茶湯會-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373號
麻辣風暴 雲林縣斗六鎮中山路420號 12/17
SHOJO燒肉雲林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585號
小北百貨_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98號1、2樓
50嵐-斗六民生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80號
仁愛眼鏡-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201號
联亭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6號1-2樓
田納西書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6號2樓
WHY AND 1/2-斗六民生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1號 12/12
仁愛眼鏡-斗六三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109號
坐又銘沙發斗六門市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113號
BIRKENSTOCK(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151號
85℃斗六民生南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26號
鮮茶道-斗六雲科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60號
好樂迪-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20號1樓
小北百貨_西平店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159號
85℃斗六西平店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187號
三小市集 雲林縣斗六市城頂街146-5號
八方雲集-雲林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段108號
八方雲集-斗六鎮北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113號
聖保羅烘焙花園斗六分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65-1號
現代鐘錶雲林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50號
50嵐-斗南中山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71號
鮮茶道-斗南車站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96號1樓
仁愛眼鏡-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158號
八方雲集-雲林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文元街66-2號
迷客夏milkshop-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180號
85℃斗南延平店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536號1樓
50嵐-北港民主店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46號1樓
85℃雲林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129號
聖保羅烘焙花園北港分公司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18號
仁愛眼鏡-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82號
迷客夏milkshop-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大同路181號
八方雲集雲林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正路98號
85℃西螺中山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99-1號1樓
50嵐-雲林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11號1樓
茶湯會-雲林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42之1號
仁愛眼鏡-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60號
小北百貨-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82號
鮮茶道-西螺建興店 雲林縣西螺鎮建興路204號
迷客夏milkshop-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建興路221號
林記營養樂活果汁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93號 12/17
大苑子-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08號1樓
茶湯會-雲林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04號
仁愛眼鏡-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36號
2PM服飾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37號 12/17
現代鐘錶雲林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47號
50嵐-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222號1樓
茶衛門飲品專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306號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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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茶道-虎尾科大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312號
樹平價服飾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352號 12/10
WHY AND 1/2-虎尾中山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路88號1樓 12/12
八方雲集-虎尾光復店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316-2號1樓
50嵐-虎尾光復店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345號1樓
曼都常樂店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517.519號
101文具天堂-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忠孝路61號1樓
50嵐-虎尾林森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段398號
春陽茶事-虎尾林森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段417號1樓
85℃雲林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段430號1、2樓
小北百貨_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57號
八方雲集-雲林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72號
木耳森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20號 12/17
仁愛眼鏡-虎尾三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64號
迷客夏milkshop-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70號
達美樂披薩-虎尾林森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423號
85℃虎尾揚子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433號、435號
聖保羅烘焙花園-虎尾分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公安路160號
莿桐花咖啡館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34-1號
方湘商號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華山79-1號
八方雲集-雲林土庫店 雲林縣土庫鎮中正路140號
鮮茶道-土庫中正店 雲林縣土庫鎮中正路218號1樓
50嵐-雲林土庫店 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121號1樓
達美樂披薩-斗六鎮南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102號
達美樂披薩-麥寮泰順店 雲林縣麥寮鄉泰順路457號

更新日
義美鐘錶流行館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353號
義美鐘錶總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450號1樓
現代鐘錶嘉義時尚館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559號
勝㇐手工豆花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413號
歡樂派童裝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417號㇐樓
JOMOING楓糖起司圈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418號
油頭雞蛋糕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525號 12/10
㇐銀仙草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525號 12/10
品花豆花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525號 12/10
聖保羅烘焙花園-中興分公司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255號
奶昔大哥Milkman 嘉義市西區中央第㇐商場59號
貓與⾧頸鹿 嘉義市西區忠義街19之1號 12/10
鮮茶道-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279號
黃金比綠-嘉義仁愛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332號
日出行旅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347號3樓之2
找餐Bresh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18號 12/10
方櫃子魯味(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33號 12/17
愛木村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909-3號
鑫丼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25號
香腸焗-大腸包小腸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55號
胡媽媽豆花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79號
魚雁商號碳烤吐司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81-1號前 12/17
觀文化路鹽酥雞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81-1號前 12/17
現代鐘錶嘉義文化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121號
聖保羅烘焙花園-噴水分公司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151號
鮮茶道-嘉義文化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172號
承億輕旅-嘉義館 嘉義市西區光彩街622號
齊柏林唱片行 嘉義市西區西門街207號1樓
聖保羅烘焙花園-劉厝分公司 嘉義市西區劉富街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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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羅烘焙花園-興嘉分公司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316號
芙荷衣飾 嘉義市西區重慶路214號
RULA SHOP服飾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156號
2colors服飾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160號 12/10
双木林Sun.Raining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176號 12/10
享吃現烤蛋糕甜點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275號
棉花糖 嘉義市西區建成街38號 12/10
榮丼飯定食 嘉義市西區新榮路166-1號 12/10
貳頭雞炸飲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257號 12/17
牧妮 嘉義市東區光彩街355號 12/10
101文具天堂-嘉義大雅店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483號
鮮茶道-嘉義後庒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619號
八方雲集-嘉義興業店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52號
老師傅手工粉粿湯圓冷燒冰 嘉義市東區親水路123號 12/12
覓私MIX 嘉義市民生北路27號
八方雲集-嘉義八德店 嘉義市西區八德路97號
新台灣餅舖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294號
QUEENSHOP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389號1-2樓
破銅爛鐵-嘉義中山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403號
仁愛眼鏡-中山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424號
仁愛眼鏡-中山99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430號
得恩堂眼鏡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472號㇐樓
老楊食品-站前四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506號 12/17
鹿米手作小花園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616號
31401 LifeArt-仰星生活小舖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616號
倫的木工坊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616號1樓
雅樹手作皂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616號3樓
雅谷咖啡莊園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616號J棟1樓
寧靜時刻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616號S棟3樓
福得旺茶莊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140號
東浙鮮麵點小廚房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155號
黑爾詩 嘉義市西區五顯街178號
仁愛眼鏡-新民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1號
㇐手私藏世界紅茶-嘉義仁愛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206號
茶湯會-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239號
八方雲集-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336號
錢櫃-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399號
舊時光新鮮事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94號
85℃嘉義站前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78-1號1樓
油金男仕剪髮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29號1樓 12/17
八方雲集-嘉義友愛店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212號
85℃嘉義友愛店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246號1樓
香湖國際大飯店 嘉義市西區友忠路559、561號1樓
鮮茶道-嘉義文化公園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23號1樓
黃金比綠-嘉義文化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29號
米卡乳飲專門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77號
手機嫁妝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89號1樓
雲朗嘉義分公司-嘉義兆品酒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257號1至9樓
鮮茶道-嘉義博愛陸橋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433號1樓
坐又銘沙發嘉義門市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651號
鮮茶道-嘉義北社尾店 嘉義市西區北社尾路76號附1、1樓
大王千金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1296號
老楊食品-北港三店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1430號 12/17
鮮茶道-國道㇐號店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1448號附1、1樓
鮮茶道-嘉義北興店 嘉義市西區北興街364號-2、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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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建利喜餅 嘉義市西區北興街459號
金榮美餅舖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43號
仁愛眼鏡-民生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81號
麗的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95號1樓
卓之武咖啡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194號1-2樓
101文具天堂民生北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196號
茶湯會-嘉義民生南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2號
蜀山四川烤魚-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153號 12/10
饗烤肉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476號 12/10
鮮茶道-嘉義民生南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578號
黛莉貝爾-嘉義民族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民族路473號1樓
達美樂披薩-嘉義民族店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495號
八方雲集-嘉義民族店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568號
甘丹輕茶飲（民族店）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594號
鮮茶道-嘉義民族店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719號
米卡鮮乳飲-民族店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776號
齊悅商行 嘉義市西區玉山路143號
齊悅藥局 嘉義市西區玉山路145號 12/17
鮮茶道-嘉義玉山店 嘉義市西區玉山路153號㇐樓
鮮茶道-嘉義自強店 嘉義市西區自強街87號1樓
九鬼咖啡烘焙 嘉義市西區延平街456號1樓
偏愛旅行 嘉義市西區金山路275號1樓
八方雲集嘉義福民店 嘉義市西區南京路470號
店小二-南京店 嘉義市西區南京路476號
甘丹輕茶飲-興嘉店 嘉義市西區南京路546號 12/10
WHY AND 1/2-嘉義垂楊店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281號 12/12
中興中西藥局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501號1樓
HOTEL HI 垂楊店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860號
㇐茶工房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563號
八方雲集-嘉義新民店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298號
左阜右邑-新民店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618號
101文具天堂新民店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626、628號
小北百貨-新民店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765號1、2樓
HOTEL HI 新民店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784之1號
馬可先生_嘉義門市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801-1號
台灣第㇐味-嘉義垂陽店 嘉義市西區新榮路115號
米卡鮮乳飲-遠東總店 嘉義市西區遠東街175巷2號
Ruby夫人 吃.做.買-烘焙。餐廳 嘉義市西區遠東街50號
Ruby夫人-門市部 嘉義市西區遠東街50號
九湯屋日本拉麵-嘉義光彩店 嘉義市西區光彩街708號
米諾思精品咖啡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372號
85℃嘉義興業店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268號
光合作用眼鏡店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326號 12/17
鮮茶道-嘉義興業西店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351號1樓
小北百貨_興達店 嘉義市西區興達路361號
茶己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69號1樓
廣博遊樂場-家樂福夜市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467號
廣博碰碰車-家樂福夜市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467號
嘉樂福射箭場-家樂福夜市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467號
colors服飾-家樂福夜市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467號 (C15)
義興朝日醬油 嘉義市西區許厝庄仔26-7號
鮮吃飽文創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德安路65號
平安京鯛魚燒 嘉義市西區龍江街55號1樓
左阜右邑-興達店 嘉義市西區興達路396號
元氣屋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168號

嘉義市文化促進商圈(西區)



艷紅旗袍批發(艾莉爾企業社)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188號 12/17
阿宏炭烤大腸麵線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233號
AN/studio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237號
西市魯熟肉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245號
八方雲集-嘉義軍輝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577號
仁愛眼鏡(吳鳳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635-1號
八方雲集-嘉義大雅店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2段646號1樓
butyshop沛莉化妝保養品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8-6號1樓
老楊食品-民國二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45號 12/17
左阜右邑-中山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47-3號
龍瀚書局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77號
85℃嘉義中山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09號㇐樓
宙斯果霸-嘉義中山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41號
老楊食品-市府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88號 12/17
麗的盈采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05號1樓
融合度咖啡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23號
老楊食品-中山㇐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49號 12/17
方塊土司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365號
波美斯薯條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416號
八方雲集-嘉義民國店 嘉義市東區公明路84號
蛋咬腸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33號 12/10
泰找茶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34號
脆薯兵團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34號前 12/17
膜型機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44號
名展鐘錶店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68號
提米可可-文化店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77號 12/17
布拉格服飾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91號
玲姐滷味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97號 12/17
良好卵形燒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280號
鮮茶道-嘉義民族民國店 嘉義市東區民族路46號1樓
聖保羅烘焙花園-民族分公司 嘉義市東區民族路81號
小北百貨_民權店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98號
歐蜜斯西點麵包店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118號
鮮茶道-嘉義民權店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175號1樓
JBKids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176號 12/19
BIRKENSTOCK(嘉義民權店)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262號
點.甜點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300-3號
福滿屋拼布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328號
啾麋服飾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338號 12/17
栗子童裝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369-2號 12/10
85℃嘉義民族店 嘉義市東區光華路2號
61手作茶-吳鳳旗艦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330號
小北百貨_吳鳳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523號
薏蓮坊-吳鳳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653號 12/17
名香茗茶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47號
茶啡茶-吳鳳北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99號 12/10
安可淘比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284號 12/10
幸福無限烘焙坊 嘉義市東區延平街9號
鮮茶道-嘉基保建店 嘉義市東區保建街92號1樓
八柴洋食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167號
穗悅手作烘焙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169號
coco moom服飾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642-7號
許家班糕餅鋪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655號
茶湯會-嘉義嘉北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19號

嘉義市文化促進商圈(西區)

嘉義市文化促進商圈(東區)



85℃嘉義新生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21號㇐樓二樓
大苑子-嘉義新生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33號
源發號手工醬油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35號
新友廣合企劃社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35號
左阜右邑-新生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830號
享物手作烘焙。咖啡 嘉義市東區維新路190巷2弄1號
川居小館 嘉義市東區維新路28號
61手作茶-宣信形象總店 嘉義市東區宣信街262號
鮮茶道-嘉義宣信店 嘉義市東區興業二村22-1號
上島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156號
85℃嘉義彌陀店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120號1樓
阿原廚房 嘉義市東區彌陀路248號1樓
八方雲集-嘉義台林店 嘉義市東區台林街114號1樓
睛華眼鏡行 嘉義市東區台林街133號
阿來碗粿 嘉義市東區台林街217之2號
Evie's Cafe'伊米咖啡 嘉義市東區共和路418號
月桃故事館觀光工廠 嘉義市東區保忠㇐街359號
小時候麵包工作室 嘉義市東區嘉北街46號
芬芳園企業 嘉義市東區興安街145巷23號

藻作坊、繽菓市FORFUN、寶知靈、
顏記地瓜大王、舊時嘉義館、鴻豆王
國、霞光洋行霞光和服館、邂浪漫、
龍鳳祥交趾陶、奮起福餅創始店、皛
玥坊、酵母寶寶の異想世界、福松林
木頭手作文創館、嘉雁小舖、農業精
品館導覽、農業精品館、農業精品
DIY、聖泉華、新太源藝術工坊、雲
御織、湯城鵝行、森超市、森咖啡外
帶店、森咖啡、深情款款情人餅主題
館、原民部落主題館、祈福館、皇鶴
百年養蜂世家、皇家西洋館、炭SO
館、活泉人文、阿潭伯、阿婆的店、
阿皂屋、金沢、金石工坊、花果椿
妝、松檜木創、旺萊山、幸福之音、
奇木風景、並木館、吉頂海味屋、台
灣瓷藝精品館、台灣の珍品、木晨良
行、太拙居、山葵殿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1號 (檜意森活村)

尼克牛排屋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43號
阿不拉紅茶（林森店）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98號 12/10
勝香珍囍餅舖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24號
綠豆先生飲料店-新港廟前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27號
德旺商旅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43號
提米可可-新港店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63號
美綺烘焙幸福魔法屋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85之2號
85℃新港奉天店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85之5號1樓
金讚號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120號
金讚成食品行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130號
鮮茶道-新港奉天店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奉天大廈4號
華穎文具 嘉義縣新港鄉中正路11號
百年老店金⾧利新港飴 嘉義縣新港鄉新民路85號
源發號醬油 嘉義縣新港鄉新民路120號

新港魅力商圈

嘉義市文化促進商圈(東區)



阿不拉紅茶專賣店 嘉義縣新港鄉新中路650號
馨心茶工坊 嘉義縣新港鄉大興路66號
綠豆先生飲料店(新港冰工廠) 嘉義縣新港鄉福德路104-4號
翌莎精品咖啡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16號
聖保羅烘焙花園-朴子分公司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116號
50嵐-嘉義太保店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三路東段19號1樓
九點茶飲 嘉義縣布袋鎮中山路50號
布袋文創Hotel 嘉義縣布袋鎮順安路61號
幸福樂民宿 嘉義縣布袋鎮新南路63號
許家班糕餅舖-朴子水道頭 嘉義縣朴子市中正路3號
達美樂披薩-民雄文化店 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33號
聖保羅烘焙花園-民雄分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段131號

更新日
Cosy Cozy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31號
Ocean Tree海洋樹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路230號
六家佃嘉義火雞肉飯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83號
小北百貨_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25之1號1樓
茶研所-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91號 12/17
公寓咖啡店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27號
晴。晨Morning Sun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190號
UMI日韓內睡衣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3號 12/17
LaLa水果煮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3號對面
美利堅洋行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65號
成臺灣虱目魚專賣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242號
叭叭叭爆漿吐司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23號 12/18
左右手美甲沙龍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58-3號
卡滋光點美學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60號 12/17
HLS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0-1號
Top x Alpha韓國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0-1號 12/10
SYS銀鋼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2-1號
QUEENSHOP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3號1-2樓
杜其服飾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22號
CFT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29號
胖奇熱狗堡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37號
賀服昂服飾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46號1樓 12/17
娘娘就是愛3C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3號 12/10
UMI日韓內睡衣 高雄市新興區文衡二路167巷35號 12/17
破銅爛鐵-高雄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9號
印度Q餅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51號
仁愛眼鏡-堀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53號
宇文嚴選男裝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1號
璀璨(香水、化粧品)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號
三茶-忠孝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路74號
巴特里精緻烘培忠孝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路249號
復興二手書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85-1號
OBSERVERPOST觀測站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87號
現代鐘錶高雄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24之1號
QUEENSHOP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26號
Bonny&Read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30號
鮮茶道-高雄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54號
迷客夏milkshop-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1號1樓
Love one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74號
三悅眼鏡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5-3號 12/10
華為高雄新崛江體驗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40號、242號

中央公園商圈 和鍋-個人鍋物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8號 12/17

新堀江商圈

新港魅力商圈

縣治特區

布袋漁市場商街

其他商圈

苓雅自強夜市周邊

高雄市



清心福全-高雄市新興區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35號㇐樓
曼都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119.121號1樓
咖啡对味 cfc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123號
鮮茶道-高雄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163-3號
得恩堂眼鏡-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168號1樓
茶湯會-高雄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178號
迷客夏milkshop-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186號
美甲殿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路194號 12/17
佑佑鍋燒麵-林森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23號1樓
Luxury假掰女神飾品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路17號
描Cafex屋Brunch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路68號
CRYSTAL精品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5號
樂居寶企業社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路11號R9
火星糖中央公園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路14之1號
癮㇐茶飲輕食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路121號 12/10
承億輕旅-高雄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路145號
東暘烘培屋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路181號
大花髮品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路197號 12/12
傑西寶寶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55號
太田水素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52-2號
古典風華禮服租售批發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路296號
小北百貨_復橫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路10號
Stella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8-1號
鞋子的店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14號 12/17
鞋子的店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22號 12/17
得恩堂眼鏡-五福二路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47之4號
子彈列車拉麵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
小北百貨_光復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1號1、2樓
高雄牛乳大王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5之5號
高雄大立IN89豪華影城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9樓
馬可先生_自強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77號1樓
SHERA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4號
HERA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6號
南華手機配件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8號
戀棧鞋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9號1樓
綠波Cafe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89號 12/19
立興號實業茶坊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75號1樓
耀瑪高雄福華安全帽機車部品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路311號B1F
農家堡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8號
東昌美食飲品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4號
松本鮮奶茶-苓雅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22之1號
烙餅小廚 高雄市苓雅區仁愛三街299號 12/10
T's蔬食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4巷24號 12/17
坐又銘沙發高雄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路202號
臺新家具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路290號
富順洋床家具行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路292號
可堤那窗藝設計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路354號
春天家具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路416號
兩披索靚鍋-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2-3號 12/10
Woopen木盆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8-4號
逗咖啡 Mr.B Cafe'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48號 12/10
馬可先生_民權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98號
曼都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179之1號1樓
富蘭力照明設計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245號
萌亞地板 高雄市前鎮區汕頭街17號

中央公園商圈

南華觀光商圈

忠孝國民商圈

青年家具街



大心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路128號
莎士比亞烘焙坊 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路148-72號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路148之93號
EZ通訊館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路161號
迷路炸物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90巷10弄25號 12/14
雙獅鴨霸東山鴨頭-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25號 12/14
耀耀雞蛋糕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80號 (路邊攤)
大叔韓式料理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3號
鮮茶道-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5號
藍帶燒烤炸物割包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49號 12/14
⾧生素食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67號 12/14
松本鮮奶茶-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69號
光華塩水意麵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73號 12/14
阿承塩水雞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73號 12/14
戰鬥雞-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75號 12/14
義特牛排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7號 12/14
茶研所-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7號 12/14
阿木關東煮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93號 12/14
大Q牛排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145號 12/14
小北百貨-㇐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心㇐路18號1、2樓
鴻記麵包店（江鳥言己麥面包） 高雄市前鎮區㇐心二路83號
馬可先生_㇐心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心二路235號
義起瘋義大利麵專賣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7號
鴨祖將薑母鴨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318號
先生抹茶千層專賣店-民權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180號1樓
胖寶寶日式烘培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428號
巴特里精緻烘培-英明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53號
悅漾茶飲林西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80號1樓
日光數位通訊行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30號
大正牛排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63號 12/17
甘蔗泡-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67號
比價王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14號
賀將的店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路1號
Sliver Coin銀兩輕食茶飲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路152號
幸福義大利麵 • 泡菜好忙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42號
鮮茶道-苓雅林泉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0號
橘葉壽司。丼飯專門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65號 12/17
嚕娜咖啡-文化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78號
八方雲集苓雅林泉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02號
好久不見·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08號 12/17
兩丼屋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7號
TRYER CAFE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9號
好野菜RICHVEGE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街127-4號
拉波米內衣-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街143-1號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街157之2號 12/17
達美樂披薩-高雄和平㇐路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路50號
忠信動物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路149之13號
興趣xsimtree五福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路2號
Simple Eats簡單。食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路41巷8號 12/17
仁愛眼鏡(五福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路77號
五福冰鋪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路127號 12/17
ICare手機專業維修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路131號
O-Ba泡芙手沖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路4巷10號
大旺安全帽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73號
龐奇桌遊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29號

武廟周邊

文化中心周邊

光華觀光夜市



巧米巧克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47號
6吋盤早午餐-高雄泰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50號 12/17
敲桌子桌遊 高雄市苓雅區民族二路4巷18號 12/12
艾苿兒咖啡美妍概念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93號
㇐圈圈手作便當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16號
品嚐手工麵疙瘩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25之1號
kilakila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30號 12/10
Cin's Makeup Stylist 整體視覺造型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88號 12/19
豐彩嫩Q仙草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48號
琉香溫體牛肉-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20號 12/10
馬可先生_瑞隆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34號
喵喜喵喜鹹芝士奶蓋專賣店 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36號 12/12
興趣xsimtree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14號
滑機機電信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30號
八方雲集-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75號
嚕娜咖啡-前鎮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97號
仁愛眼鏡(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19號
凱旋通訊配件館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52號
黛莉貝爾-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81號 12/10
嗜食堂No.40 高雄市前鎮區瑞發街40號
高芳大旅社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272號
京軒早午餐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94號
彩紘蔬食刈包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 號
Natsu Accessories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柚子布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MLD台鋁市集-2g.vtg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MLD台鋁市集-DT手工製筆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JC潮客居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2/17
黑妞小舖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2/17
打狗餅舖-中正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路135號
不二緻果-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31號
馬可先生_前金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2之1號
金龍彩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3號
小北百貨_瑞源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18號1、2樓
烙餅小廚午茶ing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31號 12/10
手機王惡魔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03-5號 10/3
大眾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16號前 12/10
小林專業包膜專門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33號前 12/10
椒椒麻辣燙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 12/10
椒椒蚵仔煎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路邊攤) 12/10
六合夜市飯後水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前 12/10
天下第㇐味無骨鳳爪凍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前 12/10
八仙果伴手禮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前方 12/10
綺姐烤玉米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號前 12/10
六合-Q伯地瓜球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號前 12/10
家家香酥雞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號前 12/10
四角林香酥雞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號前 12/10
焗烤扇貝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0號前 12/10
今日烤玉米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7號 12/10
董師傅手工麻糬-六合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0號 10/3
愛狗衣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0號 12/10
強哥烤魷魚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0號 12/10
寶桂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2號 12/10
甜心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2號 12/10
六合拔絲地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2號前 10/3

文化中心周邊

瑞隆路周邊

亞洲新灣區周邊

六合國際觀光夜市



水果冰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5號前方小攤車 12/10
明技精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7號前 12/10
台灣紀念Ｔ恤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8號 11/25
黑輪太陽眼鏡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8號前 12/10
香蔥肉捲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0號前 12/10
髮的林髮梳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2號前 12/10
亞舍紅茶冰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2號前 12/10
冠緯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3號前 12/10
塩酥雞排骨酥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3號前 12/10
政T桖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4號前 12/10
鳥蛋蝦燒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6號前 12/10
吉安尼皮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6號前 12/10
好ㄘ麻辣臭豆腐 臭薯條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7號 12/10
齊姊臭豆腐臭薯條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7號前 12/10
南灣海鮮鐵板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2號 12/10
六合蚵仔煎，小籠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5號 12/10
六合蚵仔煎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5號 12/10
六合蒜香椒鹽蝦蟹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5號前 12/10
昌城純天然手工箸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7號 12/10
虎紋珍珠厚鮮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8號 12/10
老薑精油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8號 12/10
唐哥生猛海鮮燒烤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1號 12/10
胖胖蚵仔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2號 12/10
達新茶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5號 12/10
旺旺大爺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6號前 12/10
宏佳寶手工黑糖粉圓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6號前 12/10
林記手工牛扎糖-鳳梨酥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7號前 12/10
吳記廣東粥(兄)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7號前 12/10
58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8號 12/10
六合-魷包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8號(路邊攤) 12/10
甘草芭樂木瓜牛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8號前 12/10
六合廣軒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1號 12/10
林記手工牛扎糖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1號前 12/10
白玉甘蔗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2號前 12/10
沙茶蟹，烤魷魚。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8號前 12/10
旗魚黑輪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9-1號 12/10
吳媽媽雞腳凍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1號前 12/10
盛奕大腸包小腸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3號 12/10
六合豬豬仔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4-1號 12/10
小新的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4號 12/10
六合骰子牛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6號前 12/10
維新食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7號 11/25
御膳坊 筷子肉乾 六合總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7號前 12/10
老牌過魚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8號 12/10
檀心閣手工木雕-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8號前 12/10
六合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9號 12/10
六合手機百貨配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9號前 12/10
胖胖糖炒栗子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2號前 12/10
e豆贊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3號前 12/10
無骨鹹酥雞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5-1號 12/10
麻油腰子麵線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6號前 12/10
六合手錶玩具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7號前 12/10
老牌燒肉粽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9號 12/10
㇐統農產堅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90號前 12/10
六合夜市林家八寶冰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94號 (攤販) 11/11

六合國際觀光夜市



F.R.O.G.S法格斯平價精品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20-1號 11/18
林記水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54-6號1樓 12/10
桃花島料亭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06號 12/10
巧味北平烤鴨專門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路69號
Bambino 巴比諾料理廚房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53巷27號

火車站前周邊 62-1牛排館 高雄市三民區同愛街62-1號
可可熊童裝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232號
ELSA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58號 12/10
佳佶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64號
旺角服飾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533號
格林童裝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1號
泰星百貨行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2-3號
毛糖兔童裝行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3號
沒事，就是好室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5巷6號1樓 12/17
沒事就是好室x席當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5巷6號2樓 12/17
澎湃行海鮮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76之2號
仙草凍三兄弟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17號
Oh là là Pâtisserie 法式甜點 高雄市三民區恆豐街290號
LA MAISON BERRY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65號
幸福荳荳烘焙屋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59巷8號
食叁均衡餐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54號
有間本舖創始店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72號 12/10
雲正大腸蚵麵線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10號
大武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50號
白木舟手工冰城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28號
味·咖啡世代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7號
禾茶養生茶飲綏遠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街153號
鹿仔草冰店綏遠店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二街188號
晨間時光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街136號
茉荳火鍋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路10號 12/17

Poopyland噗比布尿布樂園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路220號B1F
(後驛站 R12-01販賣店)

手信坊/手信茶坊-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路282號1-2樓 12/10
小北百貨_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路408號1樓
八方雲集-高雄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95號
佑佑鍋燒麵-雄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23號
小北百貨_市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35號1樓
三鳳中街-大益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24號 12/10
超大食品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07號
三鳳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13-1號 12/27
夢罟真人密室逃脫 高雄市三民區⾧明街313號
小北百貨_河北店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路286號
日本橋資訊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90號
高雄捷運商品館高雄車站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20號地下三層
尚品咖啡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路25號
趁鱻壽司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路147號
Fun4桌遊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街145號2樓 12/17
那個甘草芭樂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街322號 12/17
蘭香和牛肉燥飯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街360號 12/17
鮮茶道-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街368號
XEV獨創炒意麵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街376號 12/18
有間本舖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街419號 12/10
八方雲集三民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57號
盧家麵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46號 12/10

大連街商圈 skechers (京城戶外運動用品)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56號

熱河街周邊

⾧明街商圈

三鳳中街

後驛商圈

六合國際觀光夜市



阿財皮鞋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67號
ecco宏元皮鞋(巧匠)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72號1樓
行富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75號
舒邁運動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80號
㇐生寢飾精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81-2號
大上海皮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81號
兩隻老虎童鞋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4號
生活大師皮鞋精品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6號
大連運動用品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09號
金洲皮鞋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14號
大新皮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15號 12/17
王牌皮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21號
小朋友皮鞋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54號
工具人雞蛋糕-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5號 12/10
艋舺雞排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33號
龍鳳麻辣燙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12/10
寬伯鹹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12/10
小雨點甜品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3號 12/10
早安·午倆Breakfast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43號 12/17
新崛江純棉T恤 高雄市三民區唐山街63號
小北百貨-九如二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60號
台A茶生活美學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03號1樓
神盾ShenDun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18F之1
馬可先生_十全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路61號
鹹東鹹西鹹水雞-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9號(門口)
南風洋菓子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37號
八方雲集-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路60號
不二家蚵仔麵線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街7號
誠品茶棧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08號
七福神丼飯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23號1樓
瘋仙草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20號 12/17
原麥田麵包製造所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38號
許氏良行 feat. 烤不累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47號
醉方便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95號
杯子社高醫加盟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49號 12/17
柯大叔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三民區永吉街63號 12/17
Atti咖啡研究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興隆街58號 12/17
白巷子 WHITE ALLEY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43號 12/17

三民市場周邊 阿智喝茶創始老店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79號 12/17
帝兆木藝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1號 12/17
瑞昇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2號 12/17
友利百貨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4號
大華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2號 12/17
凱隆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2-1號 12/17
森興百貨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5號 12/17
新和泰百貨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27號
玉山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5號 12/17
如意莊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30號 12/17
新雅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34號 12/17
岱蓮家飾精品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35號 12/17
上群日本女裝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41號 12/17
吉盛號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13號 12/17
大吉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19號 12/17
COBE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22號
京尚造型鹽燈-時尚手作1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27號 12/17

大連街商圈

鹽埕堀江商圈

高醫周邊



Vicky's香水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44號 12/17
里格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69號 12/27
益成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70號 12/27
青森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71號 12/27
南京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18號 12/27
Coco Joe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9號
豐季堂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39號 12/27
聰子覺性引領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45號 12/17
錦興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59號 12/17
高雄．港都春天．手錶．專賣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99號
豆菽叔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9號
隆豐坊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號 12/17
千喜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43號 12/27
傻瓜冰茶-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53號 12/17
杰菕甜點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21號
京尚造型鹽燈-時尚手作2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86號之8 12/17
沛彬面相館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86-9號 12/17
塔羅占卜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86號之16
女子餃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3號之2

iCE+艾司加冰屋 -駁二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駁二藝術特區大勇區C5倉庫)

in89駁二電影院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5之1號及5之2號
枝仔冰城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8-2號
元啡驢派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276號
莉莉精品 高雄市鹽埕區必忠街224之2號 12/17
大瑩精品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6號
竺竺蛋餅 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88-1號
WJEWELRY 銀製所 (丸久)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2-1號
合昇書坊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89號1樓
艾樂比手作烘培坊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137號
他摳屬淑的手做披薩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35-2號 12/17
101文具天堂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122號
光美玻璃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03號
第㇠眼鏡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35號
品果品果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36號
八方雲集-高雄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55號
阿囉哈滷味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58號旁
寶儷鐘錶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67號1樓
真的服飾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72號
Tof手作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85號 12/19
家家福炸雞美食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92號 12/19
就是愛豆花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01號 12/19
銓國隱形眼鏡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03號
君娜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4號
國華鐘錶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46號
buono pops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4號
阿瘦皮鞋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2號 12/19
迷客夏milkshop-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4號
春之英普洱茶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00號 12/19
老六茶堂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00-1號1樓
米諾琪烘焙坊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66號
無毒生活家園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0號
金華火腿行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8號
松藝奶茶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06號
鼎新刈包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4-2號

新鹽埕商圈

鹽埕堀江商圈



玖玖茶舖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9號
欣樂書局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30號
LaLa新樂店-二代珍奶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30號
上好吃塩酥雞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49號 12/19
港都芭樂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51號
茶房小聚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59號
Genia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95-1號
佬姥碳火三明治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06-1號
芊華批發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47號之㇐
MINA時尚精品包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63號
宏信寢具名店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31號
棧貳庫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典藏駁二餐廳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號
繭裹子-高雄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2號(大義倉庫C8-13)
中山吳記水餃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路20-1號 12/10
Jason's pizza house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路21號之3 12/12
犇牛碳烤漢堡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ㄧ路21號之8 12/12
羅師傅麵食館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路25號 12/12
阿珠的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路64號 12/10
海之冰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路76號1樓 12/12
福泉雪花冰布丁豆花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路91號
娟姐澎湖小姐麵線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路230號 12/12
幸福甜紅豆餅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18號(西子灣站1號出口) 12/12
富野香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之4號 12/12
智家飯糰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34號
韓珍饌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69號 12/12
佳佳燜爐窯烤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1號
叄食壹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13號1樓﹑2樓
台興芋冰城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19-2號 12/12
丸浜日式手作霜淇淋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27號
茶藝復興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48號 12/17
濱線民宿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66號 12/12
HCL茶點心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6-2號 12/12
清原手工台灣九份芋圓 芋頭鮮奶露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46之4號 12/10
咖啡強商行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98號 12/12
玄穹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Juice飲多杯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91-1號 12/10
早頓小室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二街29之1號1樓 12/12
品甜茶屋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92之3號
花幻想花藝設計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112號
麥味登苓雅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116號
菊彌手作Brunch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151號 12/17
泰山汕頭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373號
曼都興欣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399號
Null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441號
Hank漢克髮型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441號 12/19
咕咕雞-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50號
Around Cafe 流浪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66號
小北百貨_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路335號
董師傅手工麻糬-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4-6號
興中小吃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03號
伊瓦爾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36號 12/17
訪。玩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266號
慢食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街184號
大廟口塩水雞文橫老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2/17

興中觀光商圈

興中花卉街

哈瑪星周邊

駁二藝術周邊

新鹽埕商圈



尤記珍珠肉圓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2/17
茶研所-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1-2號 12/17
眼鏡鹹水雞-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3號前方 12/17
蓁的泡泡蛋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3-1號
Moment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8號 12/10
CANDY 時尚髮宴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84號2樓
璀璨(香水、化粧品)文橫店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3號
龍小二點心工坊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5號
甜筒帽子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6號
小北百貨_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16號
莎士比亞烘焙坊 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51號
八方雲集鼓山美術東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01號1樓
成台灣 虱目魚專賣-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246號
格言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50號 12/12
歐陸食材小舖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131號1樓
KAO CUP COFFEE-青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87號 12/17
三茶(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37號1樓
視達眼鏡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12號1樓
麵盧原鄉味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97號
八方雲集-高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01之1號
芒果探戈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67號
天香廚素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86號 12/10
昌平炸雞王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30號 12/10
小北百貨_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39號
butyshop沛莉化妝保養品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路301巷6弄10號
小布手機數位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路46號
麻辣堂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路179-5號
馬可先生_天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路208-2號
馬可先生_左營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4號
八方雲集-高雄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07號
鮮茶道-高雄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143號
八方雲集-高雄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143號
鹹東鹹西鹹水雞文慈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62號
BELLA 貝拉髮室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92巷34號
阿智喝茶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1號 12/17
八方雲集-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6號
原耕麵包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7號
butyshop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58號1樓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50號 12/17
Mermaid nail 日式美甲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7號2樓 12/17
拉波米內衣-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2號
花羨沐嵐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8號
艋舺雞排裕誠旗艦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8號
小北百貨_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53號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23號 12/17
鹹東鹹西鹹水雞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156號
非常女人服飾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3之6號 12/10
在地人塩水雞-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12/17
炸菜大蔬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12/17
熊幸福豆花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12/17
吳家紅茶-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12/17
義來藝去-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898號2樓 12/17
菊野日式涮涮鍋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948號 12/17
HLHT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裕誠巨蛋周邊

榮總周邊

左營蓮池潭周邊

鼎中路周邊

美術館周邊

興中觀光夜市



B&g kids童裝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小肥家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e豆讚-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
(瑞豐夜市第二排127號攤)

唐揚炸雞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3排) 12/17
dearest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8排) 12/12
杯子先生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9排) 12/10
Leader你的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2/17
Mi ru ku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2/17
Mini酷衣舖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2/17
玩色對比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2/17
兔子兔子茶飲瑞豐南屏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05號
義來藝去-南屏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99號1樓 12/17
丸味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82號
瘋仙草-辛亥店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83號
三味巧台灣小吃-辛亥店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5號 12/10
㇐口福刈包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5-1號
樓記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5-1號 12/10
初樂True love複合式寵物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74巷6號
Queen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92號
旺旺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號 12/10
旭川拉麵丸-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47號
八方雲集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10號1樓
宜光眼鏡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0號
阿霞炭烤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80號 12/10
天饌爆漿吐司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65號旁
御餅舖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34號
廟口勝塩水雞-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30號
夏米美甲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196號
星鑽盒手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05巷57號
在地人塩水雞-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72號 12/17
One Week 腕圍刻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39號
隱鮨彩壽司-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379號之1
小丁家鹽酥雞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66號
達特豐Dr.Phone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路17號
麥味登鳳山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路65號
麥味登文龍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242號
三茶(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723號
E-go 高雄市苓雅區澄清路7巷5號 12/10
嘉瑝洋行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81號
近江肉舖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73號1樓
金飯統港式燒臘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09號 12/10
馬可先生_澄清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50號
台灣第㇐家塩酥雞(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段326號
鮮茶道-高捷鳳山西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段341號1樓
黑古早味紅茶冰-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26號
貴夫人生機生活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6號㇐樓
COFEIN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7之2號
茶十二青年綠茶館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62-3號
巴特里精緻烘培赤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75號
仁愛眼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03號
小北百貨_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19號
巷口飯糰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3號
舞動魅力-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44號

鳳山文山周邊

裕誠巨蛋周邊



吃貨愛上鮮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493號
在地人塩水雞-鳯山青年店 高雄市鳯山區濱山街35號(小林髮廊前) 12/17
古都悶爐窯烤-濱山店 高雄市鳯山區濱山街47號旁空地 12/17
三鼎辣串 高雄市鳯山區濱山街55巷1號(騎樓) 12/17
讚站佳品茶城-正修店 高雄市鳯山區濱山街55巷1號(騎樓) 12/17
Dreamland-夢鄉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2號 12/10
雙醬咖哩正修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7號 12/10
TNT美式炭烤牛排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7號 12/10
英雄本舍機能著衣用品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9號
Perfect 啵妃 荷蘭小鬆餅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59-1號 12/19
吮指王炸雞鳳山赤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72號
吳爸便當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89號
雙紅經典複刻紅茶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段76號
找時間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39號
帑比兔輕食餐廳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13號
鮮茶道-赤山八德店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87號
愛開玩笑的人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二段13號
老闆不夠辣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段1號
豪冠樂器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321號1樓
醉方便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36號
Doris Hair Studio 高雄市鳳山區合作街34巷12號
金利隆生技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8號
小魔女手作工房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45號 12/10
三鳳鮮榨油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19號
劉家百貨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27號 12/10
拉風美髮沙龍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41號
窗口土司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65號 12/10
柔葳寢飾名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82號
跳舞香水衛武營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路1號
莫兒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40號 12/10
得恩堂眼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56號
標準光學眼鏡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61號
鮮果鳳山茶飲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3號
蜜糖baby香妝名品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3號
巴黎香水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1號
松本鮮奶茶-黃埔軍校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8號
小北百貨_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80號
寶貝的時尚魔法屋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55號 12/10
三色麵疙瘩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55號
呷飽飽創意鍋燒麵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63號
米莉屋精品美妝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5號
Juliana 日韓精品小舖 高雄市鳯山區中華街25號 12/17
喬生藥局 高雄市鳳山區文建街178、180號
拾玥拉麵-大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38巷10號
達美樂披薩-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56號1樓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13號
鮮茶道-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02號
潁川製所CoffeeRoaster 高雄市鳳山區光明路116號 12/19
媽媽不累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路90號 12/10
羊村羊肉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路90號1樓A室 12/10
海水魚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54號
馬可先生_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61號1樓
皇家3C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446號
品香麵包 高雄市鳳山區和平路91號
薇庭烘焙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路70號

鳳山三民路商圈

鳳山火車站周邊

鳳山文山周邊



曼都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28號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34號1樓
瓅玥花藝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59號 12/19
迷客夏milkshop-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83號
松本鮮奶茶-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45號
翠峰茶園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84號
三喵爆米花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131號7樓
鳳鑫火鍋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74號
小北百貨_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30號1樓
鮮茶道-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66號1樓
Sharing義大利麵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47號
開運堂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02號
松本鮮奶茶-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58號
愛玉成癡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148號1樓
桌樂趣桌遊舖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228巷3號
全紅古早味紅茶專賣店-鳯山凱旋店 高雄市鳯山區凱旋路256號 12/17
八方雲集-鳳山凱旋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71號
千洋飲料專賣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68號 12/10
依佳服飾 高雄市鳯山區海洋二路141號 12/17
大亨牛排-海洋店 高雄市鳯山區海洋二路143號 12/17
㇐飛沖天麻辣燙-海洋店 高雄市鳯山區海洋二路160號 12/17
歐妮小廚 高雄市鳯山區海洋二路173號 12/17
嗏舍 高雄市鳯山區海洋二路173號(騎樓) 12/17
亞馬遜泳裝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路132號
wei hair salon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路189號
瀧十六極品火鍋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路196號
正大興安全帽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41號
可利丹烘焙坊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55號
原點3C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09號
Butyshop五甲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17號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9號 12/17
滑機機電信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00號
鮮茶道-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42號
八方雲集-鳳山錦田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77號
積電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98號
仁愛眼鏡(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9號
拉波米內衣-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25號
牽（圈）手甜甜圈-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89號 12/12
包好吃Bao House創意刈包-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207號
優維特 Your Vita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路139巷49號 12/27
艋舺雞排-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70號
松本鮮奶茶-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90號對面
旭川拉麵丸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10號
Yukki Bakery 勇氣麵包坊 高雄市鳳山區保安㇐街99巷1號
RAZ.STUDIO 高雄市鳳山區保安二街240號
松本鮮奶茶-鳳山南和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路5號
松本鮮奶茶-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12號
頂嘉鹹酥雞-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00號
嚕娜咖啡-小港二苓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15號
小北百貨_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5、19號
香香麵包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20號
仁愛眼鏡(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69號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72號 12/17
黛莉貝爾-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85號 12/10
膜力紅-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23號

小港桂林周邊

五甲周邊

鳳山新甲學區周邊

鳳山三民路商圈



八方雲集-高雄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41號1樓
小北百貨_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16號
台灣第㇐家塩酥雞(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33號
餵口甜點糕餅 高雄市小港區新昌街3-3號
松本鮮奶茶-小港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32號
聯展國際通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35號
小北百貨_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25號
在地人塩水雞-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2-12號 12/17
大大通訊企業社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07號1樓 12/12
松本鮮奶茶-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82號
好好修 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17號1樓
墨汁雞排-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63號 12/17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總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359號
甜蜜屋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29號
義來藝去-岡山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23號1樓 12/17
義來藝去-岡山竹圍店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北街58號1區 12/17
蓁淉蔬食麵坊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5-2號 12/10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85號 12/17
在地人塩水雞-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12-3號 12/17
無線通訊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25號 12/10
八方雲集-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11號
鮮茶道-大社中山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13號1樓
銘輪車業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116號 12/10
二舅雞翅 高雄市旗津區大關路51號 12/19
粉紅小豬鐵馬行動租車 高雄市旗津區大關路63號
高達租車 高雄市旗津區海岸路6號
旗津手工現做旗魚黑輪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954巷25號 12/19
海中金餐廳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966號
海洋世界鑫寶貝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旗津上廣魷魚絲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茗城海洋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古早味芋頭冰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2/19
旗津道沙灘酒店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3樓
旗津霜淇淋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5攤
好醋多水果醋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1攤
來發海洋休閒食品13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3攤
茗城二店 干貝的家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6攤
阿桂南北貨批發1店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7攤
樺海產23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23攤 12/19
樺海產32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32攤
魷品味38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38攤
惠旗津山海產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42攤
飛天魚海洋食品58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58攤
萬豐海洋食品62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62攤
佳豪海洋食品64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64攤
真好呷海洋休閒食品70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70攤
茗城三店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86攤
阿香魚鬆91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91攤
陳貞南北批發94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94攤
金牌阿三96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96攤
淓魚鬆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04攤
旗津106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06攤
李 鮮味小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20攤 12/19
海滋味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24/126攤

岡山老街周邊

大社中山路周邊

旗后商圈

小港桂林周邊

仁武仁雄路周邊

仁武八卦寮周邊



璇璇飾集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29攤
洪之家147攤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47攤
千享旗津名產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51攤
金牌阿妹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56攤
金牌阿妹海洋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58攤
金桔檸檬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斜對面
烤㇐夏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100號(攤販) 12/19
不㇐樣海鮮蚵爹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100號(攤販) 12/19
老攤飛魚卵香腸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100號(攤販) 12/19
旗津手工現做旗魚黑輪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100號(攤販) 12/27
旗津服飾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4號
旗津阿姐的店_現烤小卷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5號
有間冰舖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03巷4號
老街小巷簡餐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60巷7號1樓
旗津海產店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35號
三和製餅舖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92號1樓
孫大衛燒烤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13號
煌平機車行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759號 12/10
枝仔冰城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9號
碧蓮餐廳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47號
石家辣匠麻辣燙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7號
石家紅茶小舖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9號
鮮緹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14號1樓
吉美西點麵包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2號
HOHO服飾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89號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13號
松本鮮奶茶-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494號
鼓山莊喜餅專賣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508號
愛買皮鞋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23號
和正電器針車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69號
柔媚百貨行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39號1樓
高雄旗山川雅居藝術空間民宿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里富興路23巷3號
宏麟青果行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292號
奇芋大地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2號
皇都飯店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7號
第㇐家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102號
三冠王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47號
統帥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52號
吉利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64號
仙香飲食店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75-1號
世大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88號
金倉商店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89號1樓
重拾米糕點手作坊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208之㇐號
Mini眼鏡帽子 高雄市楠梓區高峰街41巷18號 12/10
蕃茄村早午餐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111號
迪亞夢朵甜點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141號
butyshop右昌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13號
小北百貨_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37巷69號
阿榮手工麻糬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48巷2弄22號(路邊攤)
小北百貨_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76號
松本鮮奶茶-楠梓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29號
碧兒妮時尚女裝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69號1樓
EDAM STORE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171號 12/10
PANYA手作烘培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628號1樓
麥味登-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25號

其他商圈

南橫三星商圈

旗山老街

旗后商圈



小北百貨-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46號
咕嘰咕嘰早午餐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70之5號 12/10
咖啡平方-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10號 12/17
在地人鹽水雞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81號
老賴茶棧-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02-1號
阿智喝茶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5號 12/17
異國飯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5號 12/27
KAO CUP COFFEE-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19號 12/17
粗飽飯糰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58號 12/17
嗦米線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42號
牛村食坊 醉雞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66號 12/10
爵滋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朝陽路166號 12/17
麥味登-常德店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240巷23弄57號
郜記涼麵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7號
喬克咖啡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38號 12/17
麥味登-藍田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620號
林凡服飾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20巷1-1號 12/17
不只是沙拉-楠梓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43號 12/17
蝦大將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36號 12/17
小倉牛日禾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56號 12/17
MR.HOKTO 高雄市楠梓區慧民路158號 12/17
吾皇刈包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路241號 12/17
馬可先生_民族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路1195號
馬可先生_自由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0號
雅峰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6巷33號
小北百貨_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8號1樓
精緻鐘錶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阿德鱔魚麵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源契茶日月潭紅茶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12/10
㇐休麵線刈包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12/10
達美樂披薩-左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83號
Bigtom高雄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45號1樓
曜獅祐恩藥局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路132號
台灣第㇐家塩酥雞(明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路199號
泰晶殿皇家養身連鎖集團-高雄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路213號
聖保羅烘焙花園明華分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路221號
以琳書房高雄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0號
食刻美食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211號
不二緻果-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F
嚕娜咖啡-北高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97號
小北百貨_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355號
嚕娜咖啡-北高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277號
好。食間早午餐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26號 12/27
OHPS 高雄市左營區德威街67號1樓 12/17
多菜多滋(型農) 多菜多滋有機蔬果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0號 12/19
果頌沏茶趣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35號
中將燒肉屋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757號 12/12
小北百貨_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路97-1號
ALIEN ART COFFEE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路111號2樓
呷蝦燴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83巷39之1號 12/10
風味。淨手作烘焙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0號
小北百貨_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路283號1樓
小北百貨_延吉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路816號
巴特里精緻烘培九如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路818號1樓

其他商圈



小胖3C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路843號
拉波米內衣-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路675號
阿宏蕃薯王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98號 12/10
米樂甘草芭樂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14號 12/10
Love123嬰幼兒專門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95號
在地人塩水雞-金鼎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56號
拜樹頭烘培商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53號1樓
食田嚴選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88號
原作眼鏡 Original Optical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34號
Deli cheese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74號
小北百貨_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18號
㇐番鍋燒-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56號 12/10
言早安 中西式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8號
不思義義式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50號 12/17
禾茶養生茶飲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82號
鍋研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09號 12/17
馬可先生_建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
大饌章魚小丸子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旁的鐵棚 12/10
達美樂披薩-建工大順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51號
圓也日式創作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70號
引 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12-1號 12/17
小北百貨_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22號
鮮果時間-樹德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49號
先生抹茶千層專賣店-陽明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56巷1號
日本眼鏡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84號
芯蒂茶飲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26號
GABE滷味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8號
嚕娜咖啡-陽明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12號
TENWICH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08號 12/17
江餅屋烘焙麵包坊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326號
台灣第㇐家塩酥雞(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24號
冰封仙果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13號 12/10
松本鮮奶茶-北平店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街116號
紅茶洋行三民正忠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27號 12/17
花草巫婆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8號
大蛋餅小先生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38號 12/17
AOI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里光明九巷25號 12/17
不㇐樣池上飯包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111號
視多睛眼鏡 Eyes Store 高雄市新興區河南二路51號1樓 12/17
peaceshop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路340巷40號 12/17
嚕娜咖啡_高雄仁美店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14-3號
派克咖啡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295號 12/27

拾光手作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路2號
(衛武營捷運站裡6號出口處)

12/10

巴特里精緻烘培福德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路286號
馬可先生_建國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路201之8號1樓
多喜烘培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18號
極味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仁德街26號 12/10
揪烤串燒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街56號 12/17
拉雅漢堡-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82號
達美樂披薩-七賢市中店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61號
雄出沒生蠔餐酒館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6號 12/10
喜滿客影城-高雄夢時代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8樓
甜緣居港式甜品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39巷28號

其他商圈



達美樂披薩-前鎮中山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7號
小北百貨_永豐店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237號
八十八葉茶飲專賣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路127號 12/27
膜糊焦點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鳳北路108巷47號1樓
小北百貨_福誠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2、4號1-2樓
皇家3C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574號
東美咖啡•美髮•美學空間 高雄市鳳山區田中央路103號
鹿仔草冰店-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572號
馬可先生_小港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33號
松本鮮奶茶-小港平和路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71號
小北百貨_宏平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664.664-1號
玖町和食 高雄市小港區宏光街438-1號 12/10
成台灣 台灣經典小吃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56號
旦手沖咖啡 高雄市小港區龍華街8號
松本鮮奶茶-八德店 高雄市大寮區八德路25號
松本鮮奶茶-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23號
松本鮮奶茶-大寮前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6號
馬可先生_鳳屏門市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路420號
Warmy韓系服飾 高雄市大寮區崇明街63號 12/10
過分車輪餅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29號 12/10
松本鮮奶茶-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94號
松本鮮奶茶-林園中芸店 高雄市林園區鳳芸二路58號
巴特里精緻烘培林園門市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南路149之1號 12/27
馬可先生_仁武門市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47號
達美樂披薩-仁武中華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140號
滑手機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322號1樓
巴特里精緻烘培路竹門市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59號 12/27
朕來下麵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230號
大發通訊企業社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41號1樓
三輪車文創-蛋餅媽媽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56號
亞太電信-橋頭加盟門市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56號
小北百貨_大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47號
小北百貨_公園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127號
巴特里精緻烘培岡山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93號1樓
志斌豆瓣醬 高雄市岡山區嘉華路27-1號
花季渡假飯店 高雄市田寮區崗北路111號
宏興海產行 高雄市茄萣區港東街129巷1號1樓
達美樂披薩-旗山旗南店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路134-8號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街43號

更新日
咕嘰咕嘰早午餐-屏東永大店 屏東市永大路50號 12/10
艾帕瓦美食烘培坊 屏東市永大路106號
迷客夏milkshop-太平洋店 屏東市中正路84號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屏東市中正路350號1樓
小北百貨_莊敬店 屏東市中正路766號
醉方便屏東店 屏東市仁愛路65號
天汁焦子 屏東市仁愛路77號 12/12
雁行咖啡 屏東市仁愛路77之17號
85℃屏東仁愛店 屏東市仁愛路88號
MOONMOON飾品 屏東市仁愛路90號(外面市集) 12/17
宥菓手作烘焙坊 屏東市廣東路119號
麷咖啡 屏東市廣東路442-1號
八方雲集-屏東廣東店 屏東市廣東路601號
喫茶小舖_屏東廣東店 屏東市廣東路609-3號1樓

家樂福商圈

永大商圈

其他商圈

屏東縣/屏東市



嚕娜咖啡_屏東廣東店 屏東市廣東路700-2號
迷客夏milkshop-崇蘭店 屏東市廣東路1418號
小北百貨_廣東店 屏東市忠孝路192號
DK-屏東店 屏東市民生路331號
唐代人炸物社 屏東市光復路48號 12/17
馬可先生_屏東門市 屏東市中正路181-2號
佬媽子 屏東市中華路57-1號
員員 屏東市中華路64號 12/17
脆皮雞蛋燒 屏東市林森路5號-1
八方雲集-屏東林森店 屏東市林森路30號
乘福齋 屏東市林森路38號
布布工作室 屏東市林森路44-4號2樓 12/17
露草 屏東市林森路44-4號AF2-2 12/17
圓味軒自然味手作甜食 屏東市林森路91號
小北百貨_林森店 屏東市林森路100號1、2樓
不只是沙拉屏東林森店 屏東市林森路106號
小Q貝比童裝 屏東市福建路81號 12/12
1990 屏東市福建路128號
貝思特蛋糕 屏東市建豐路205號
小北百貨_重慶店 屏東市重慶路60號
員員 屏東市第㇐商場48號 12/17
BIRKENSTOCK (屏東上海店) 屏東市上海路76號
嚕娜咖啡_屏東復興店 屏東市復興路41號
八方雲集-屏東民族店 屏東市民族路131號1樓
咕嘰咕嘰早午餐-屏東民族店 屏東市民族路231號 12/10
巴黎香水-屏東店 屏東市逢甲路28號
仁愛眼鏡(屏東店) 屏東市逢甲路58號
是 日 浮 光 屏東市公勇路89之3號
八方雲集-屏東勝利店 屏東市勝利路244號1樓
醋頭家-屏東勝利店 屏東市勝利路255號1樓
大饌章魚燒仁愛店 屏東市溝美里27之4號
知風自家烘培咖啡館 屏東市高原街27號
咕嘰咕嘰早午餐-屏東和平店 屏東市和平路472號 12/10
金派coffee 屏東市忠孝路146-1號 12/17
小琉球古拉克民宿 屏東縣琉球鄉中山路61-20號
鮮茶道-小琉球店 屏東縣琉球鄉中山路62號
松本鮮奶茶-小琉球店 屏東縣琉球鄉中正路311號
小琉球三隻魚魚炸物 屏東縣琉球鄉民生路25號 12/10
小琉球飛魚卵起司烤餅 屏東縣琉球鄉民生路32-2號 12/10
琉夏萊旅店 屏東縣琉球鄉民生路43-2號
85°C屏東小琉球店 屏東縣琉球鄉民生路63號
灰窯人文咖啡 屏東縣琉球鄉民族路10號 12/10
蜜仔企業有限公司 屏東縣琉球鄉三民路1巷5號
歡喜機車出租/歡喜麻花捲 屏東縣琉球鄉三民路162號 12/10
法拉園 屏東縣琉球鄉相埔路92-5號 12/10
輪廓莊園 屏東縣琉球鄉復興路163-5號 12/10
茶湯會-恆春中正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153號
鮮茶道-恆春省北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235-1號
墾丁凱映輕旅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22號
達美樂披薩-恆春恆南店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75-2號
鮮茶道-屏東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65號
錢櫃-屏東墾丁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號
鮮茶道-屏東墾丁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176號
巴西鞋王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192號

家樂福商圈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形象商圈

琉球商圈

勝利商圈

逢甲商圈

中央商圈



吳師傅滷味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07號
很多眼鏡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55號 12/10
瑪雅之家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330-6號
八方雲集-屏東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山路6號
85℃ 屏東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西門路107之2號
ONEPIZZA東港柴燒窯烤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140號 12/17
八方雲集(屏東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8-1號
達美樂披薩-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39-2號
鮮茶道-東港中山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88-1號
鮮茶道-東港中正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段295號
達美樂披薩-屏東民生店 屏東市民生路295號
主興偉汽車維護廠 屏東市歸仁路63巷115號
A.M. 屏東市蘇州街23號 12/10
台灣潛水 屏東縣恆春鎮大光路118-2號 12/10
善良種子 Sweet365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862巷42-2號、 12/12
松本鮮奶茶-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延平路186號
皇家3C通訊 屏東縣枋寮鄉中興路30號

蔬菜零售批發商 屏東縣內埔鄉東勢村嘉應路67號(上午)
屏東縣內埔鄉中興路227號(下午)

皇家3C通訊 屏東縣內埔鎮中興路300號
達美樂披薩-內埔南寧店 屏東縣內埔鄉南寧路90號
小北百貨-龍泉店 屏東縣內埔鄉昭勝路60號
小北百貨-內埔店 屏東縣內埔鄉學人路623號
小北百貨_興隆店 屏東縣潮州鎮興隆路156-3號
皇家3C通訊 屏東縣潮州鎮太平路22號

更新日
迷客夏milkshop-神農店 宜蘭市神農路㇐段8號1樓
八方雲集-宜蘭神農店 宜蘭市神農路㇐段16號
先機通訊 宜蘭市神農路㇐段47號
春芳號-宜蘭神農店 宜蘭市神農路㇐段67號1樓
黑牛奶 blackMilk 宜蘭市神農路㇐段126號
風車轉轉生活舖子 宜蘭市神農路㇐段158號
溰匠眼鏡 宜蘭市神農路二段38號㇐樓
手機生活館_神農店 宜蘭市神農路二段40號
85℃ 宜蘭新月店 宜蘭市神農路二段113號1樓
優客國際 宜蘭市神農路二段198號
切好好 宜蘭市大坡路二段81號㇐樓
八方雲集-宜蘭女中店 宜蘭市中山路二段103號
手機通訊廣場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90號
茶湯會(宜蘭中山店)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91號
WHY AND 1/2-宜蘭中山店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25號 12/12
鹿野苑蔬食餐廳 宜蘭市女中路三段111號
卡諾比新鮮果汁 宜蘭市女中路三段117號
im waffle 宜蘭宜大店 宜蘭市女中路三段149號
達美樂披薩-宜蘭中山店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81號
㇐芳-宜蘭中山店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00號1樓
八方雲集-宜蘭北門店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18號
手機夢想家 宜蘭市東港路17-70號
鑫沅淨水 宜蘭市校舍路66號㇐樓
熊與喵咖啡 宜蘭市嵐峰路2段20號
森林派工作室 宜蘭市嵐峰路2段186號
手機王國 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3號1樓
手機生活館_宜蘭復興店 宜蘭市復興路二段66號
果真冰品 宜蘭市農權路213號㇐樓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形象商圈

新民商圈

神農商圈

其他商圈

東港商圈

宜蘭縣



松風文旅 宜蘭縣五結鄉二結路231號
飛揚通訊 宜蘭縣五結鄉利成路㇐段87號1樓
單廊民宿 宜蘭縣五結鄉親河路㇐段163號
意思創意整合行銷 宜蘭縣冬山鄉水井㇐路283號
宜人生活民宿 宜蘭縣冬山鄉吉祥路569號
平安居咖啡民宿 宜蘭縣冬山鄉復興路166號
罵子蛋創始總店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三段369號
唐棉-羅東中華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44號
Chic服飾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街113巷5-1號
迷客夏milkshop-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4號
101文具天堂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75號
85℃羅東站前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78號1樓
阿達手機館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81號
SAMSUNG羅東公正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21號
好樂迪-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63號2樓
宜展通訊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174號
典威手機雜貨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109號
八方雲集-羅東公正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279號
手作功夫茶 -羅東公正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290-1號
老虎堂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園路100號1樓
貝詩特皮飾 宜蘭縣羅東鎮公園路118、120號
BIRKENSTOCK(羅東公園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園路158號
克里斯時尚 宜蘭縣羅東鎮北成路㇐段332號㇐樓
仁愛眼鏡(新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95號
OPPO羅東興東體驗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46號
QUEENSHOP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03號1-3樓
85℃ 羅東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38號1樓
水巷茶弄-羅東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55號
八方雲集-羅東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61號
手機生活館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71號
85℃ 羅東南門店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15號
同心鮨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103號
QBurger_羅東南門店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112號
壹武壹食日式料理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152號
米樂客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南路25號
奉茶小岸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69號㇐樓
調色盤築夢會館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二段261巷75弄26號
松滿緣民宿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三段75巷258號
穩力音響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60號1樓
茶湯會(羅東夜市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2號
Z in korea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70號1樓
曼都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16號1樓
強流通訊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58號1樓
BIRKENSTOCK(羅東興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323號
隆元茶莊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段35號
85℃ 宜蘭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段760號
八方雲集-宜蘭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段1070號
八方雲集-蘇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段10號
85℃宜蘭蘇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段17號
水巷茶弄-宜蘭蘇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段60號
八方雲集-蘇澳中心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段274號
BIRKENSTOCK(宜蘭店) 宜蘭市光復路44號
85℃ 宜蘭站前店 宜蘭市康樂路8號1樓

東門夜市商圈

蘇澳商圈

冬山老街商圈

羅東商圈



我的大哥大 宜蘭市東港路47號
展新通訊行 宜蘭市新興路18號

更新日
大禹貳義式冰淇淋 花蓮市大禹街2號
偉克特瑞客製化團體服 花蓮市大禹街5號
德利豆乾專賣店 花蓮市大禹街6號
富盈藝品店 花蓮市大禹街10號1樓
真愛尺碼飾品店 花蓮市大禹街74號
歪歪歪甜點 花蓮市中山路16巷18號
黑金通 花蓮市中山路48號
嗎哪書房 花蓮市中山路76-1號
勝脯鐵板燒 花蓮市中山路104號
全祥茶莊 花蓮市中山路160號
麗王精品百貨 花蓮市中山路168號
鳳梨灣㇐店 花蓮市中山路169號
AIRWALK運動休閒用品 花蓮市中山路170號
花蓮alasha遊樂園 花蓮市中山路174-1號
洄瀾薯道-中山店 花蓮市中山路193號
101文具天堂花蓮中山店 花蓮市中山路249、251號1樓
鵝肉先生 花蓮市中山路259號
八方雲集-花蓮中山店 花蓮市中山路309號
得恩堂眼鏡花蓮-中山店 花蓮市中山路393、395號
達美樂披薩-花蓮中山店 花蓮市中山路398之1號
曼都花蓮店 花蓮市中山路403號1樓
仁愛眼鏡(花蓮二店) 花蓮市中山路432號
珍煮丹_花蓮中正店 花蓮市中正路508號
中大攝影社 花蓮市中山路527號
健安藥局 花蓮市中山路537號
桃花源茶饌 花蓮市中山路549之1號
85℃花蓮中山店 花蓮市中山路551號1樓
新美香燒肉店 花蓮市中山路667巷6號
元珍茶 花蓮市中山路690號
八方雲集-花蓮後站店 花蓮市中山路696號1樓
中山攝影社 花蓮市中山路847號
毛哥甲魚王小館 花蓮市中山路㇐段205-1號
三番兩次原住民餐廳 花蓮市中山路㇐段386之6號
鼎園桶子雞 花蓮市中山路㇐段3巷212號
八方雲集-花蓮中順店 花蓮市中正路72號
靚ho 花蓮市中正路143巷1號
歐洲之星民宿 花蓮市中正路354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 (花蓮中正店) 花蓮市中正路418號
喫茶小舖_花蓮中正店 花蓮市中正路420號1樓
甘丹-冰，飲料，桌遊 花蓮市中正路424號
吳府其馬舖 花蓮市中正路438號
建華韓日 花蓮市中正路462號
五號圓環咖啡 花蓮市中正路463號1樓
樣子精品服飾 花蓮市中正路467號
微停宿旅 花蓮市中正路489號
仁愛眼鏡-花蓮㇐店 花蓮市中正路490號
珍愛鑽飾鋼銀飾品 花蓮市中正路522號
QUEENSHOP 花蓮市中正路528號1-2樓
85℃花蓮中正店 花蓮市中正路582之3號
藍天麗池飯店 花蓮市中正路590號
特區 花蓮市公正街2-8號1樓
㇐往情深咖啡屋 花蓮市復興街4-1號 12/17

東門夜市商圈

百年老街商圈

花蓮縣



阿梨杉茗茶 花蓮市復興街45號 12/17
大山百貨BIGBIGSHOP 花蓮市復興街50-5號 12/17
檸檬老爹 花蓮市復興街85號 12/17
鮮茶道-花蓮中正店 花蓮市中山路186號
鮮茶道-花蓮中山店 花蓮市中山路422之1號
花蓮縣餅菩提餅舖 花蓮市中華路1號
洄瀾薯道㇐店 花蓮市中華路11號
前山手工牛軋糖-中華店 花蓮市中華路13號
杜倫先生 花蓮市中華路23號
鮮茶道-花蓮中華店 花蓮市中華路45號
㇐芳水果茶-花蓮中華店 花蓮市中華路55號1樓
EyeCafe&#39 花蓮市中華路70號
洄瀾薯道二店 花蓮市中華路84-1號1樓
百年傳奇 花蓮市中華路95號
花蓮肉串王 花蓮市中華路122-1號1樓
鳳梨灣三店 花蓮市中華路141號
數㇐薯 花蓮市中華路143號1樓
伯爵男飾 花蓮市中華路173號
尚茗茶藝 花蓮市中華路202號
胡老爹菓子工房 花蓮市中華路209號
香根藝坊 花蓮市中華路227之1號
八方雲集花蓮中華店 花蓮市中華路264-5號1樓
豐興餅舖 花蓮市中華路296之2號
東茂犬貓用品屋 花蓮市中華路325之7號1樓
弘爺漢堡-中華店 花蓮市中華路327號
梅珍香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花蓮市公園路1號
玫瑰花園民宿 花蓮市公園路7-1號4樓
FukuRo咖啡屋 花蓮市南京街288號
Dickies花蓮專賣店 花蓮市南京街342號
原風藝站 花蓮市博愛街116號
中正體育教育用品社 花蓮市博愛街121號
Dailyart 花蓮市博愛街128號
pattyshop 花蓮市博愛街130號
新味醬油食品工廠 花蓮市博愛街134號
木麻坊工作室 花蓮市博愛街148之1號
Kappa運動用品 花蓮市博愛路203號
Chat Bon貓棒棒咖啡 花蓮市博愛街229號1樓
尤大廚私房麵館 花蓮市博愛街24巷37號
髮菈莉造型髮藝 花蓮市民國路18-1號1樓
和敬清寂 (民國店) 花蓮市民國路32之2號 12/17
TOP烘焙房-民國店 花蓮市民國路69號 11/12
茶湯會-花蓮民國店 花蓮市民國路89號
茶朵木-民國店 花蓮市民國路107號
非凡假期大飯店 花蓮市民國路153號
采緹精品屋 花蓮市光復街48號
光復街軍用品社 花蓮市光復街68號
村上涮涮鍋 花蓮市自由街128之6號1樓
活水窗簾家飾館 花蓮市和平路456號
85℃花蓮和平店 花蓮市和平路460號1樓
光陽機車 花蓮市和平路511號
幸福台灣 花蓮市和平路583號
奇幻地咖啡館 花蓮市和平路597號2樓
花現森林複合茶舖 花蓮市林森路68號

百年老街商圈

花蓮市明義商圈

花蓮市形象商圈



85℃花蓮林森店 花蓮市林森路212號
鵝肉先生二店 花蓮市林森路224號
香人和風拉麵 花蓮市新港街11巷4號
WM.打皂房 花蓮市新港街62-1號1樓
orip生活旅人 花蓮市節約街27號
竹陽海鮮餐廳 花蓮市節約街40號
TOP烘焙房-自強店 花蓮市富國路2號 12/17
大石小樹洋食廚房 花蓮市明智街71號 12/17
德利豆乾專賣店站前店 花蓮市國聯㇐路57號 12/17

吉安鄉商業街區 TOP烘焙房-中華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33號 12/17
瑞穗鄉魅力商圈 鮮茶道-花蓮瑞穗店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段5號

更新日
楊記家傳地瓜專賣店-大同總店 臺東市大同路149-1號
果珍濃 臺東市大同路190號
馬力諾廚房 臺東市大同路191號
後山帝星精品咖啡 臺東市中山路206號
青蔦菓子咖啡 臺東市中正路251巷19號
臺東縣農產股份有限公司 臺東市文化街17號4樓
愛瓦Brunch 臺東市四維路三段118號
玉國珠寶 臺東市正氣路280巷31號
御唐 臺東市正氣路113號 12/10
大德皮鞋店 臺東市正氣路193號
青澤CHINGTSE 臺東市正氣路201號
不二手作坊 臺東市正氣路298巷14號1樓
門廷若室旅店･鐵花秀泰館 臺東市新生路96號
達美樂披薩-台東更生店 臺東市更生路233號
85°C 台東更生店 臺東市更生路735號
墾墨咖啡館 臺東市更生路1208號
遠東寢具 臺東市更生路1211號
文成複合式餐飲坊 臺東市信義路180號
亞蜜娜創意烘焙屋 臺東市南京路137號
福芳西點麵包店 臺東市博愛路240號
志在餐飲 臺東市博愛路450號
八方雲集-臺東傳廣店 臺東市傳廣路221號
鮮茶道-臺東傳廣店 臺東市傳廣路26號
101文具天堂-臺東店 臺東市新生路268號
路得行旅-臺東館 臺東市廣東路162號
精工車業 臺東市寶桑路132號
潛進蔚藍 臺東市鐵花路82號2樓
東鼎牛肉麵館 臺東市光明路107號
邸taidang創生基地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卡塔文化工作室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青蛙手作工作坊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阿水工房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191號
楊記家傳地瓜專賣店-中興店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390號
高台民宿 臺東縣鹿野鄉高台路10巷5號
觀心農場 臺東縣鹿野鄉高台路19巷23號 12/10
厚生茶園 臺東縣鹿野鄉高台路42巷2號
饗嚮台東 臺東縣鹿野鄉高台路42巷5號
老王咖啡店 臺東縣鹿野鄉高台路42巷105弄19號 12/10
永安茶園 臺東縣鹿野鄉高台路39號
仙人掌鄉土工作室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路75號
雁窩民宿 臺東縣鹿野鄉鹿寮路51巷5號

鹿野商業聚集處 鹿鳴溫泉酒店 臺東縣鹿野鄉中華路㇐段200號

鹿野高台商圈

東糖商圈

大台東商圈

花蓮市明義商圈

花蓮市舊鐵道景觀商圈

花蓮市商業街區

臺東縣市



池上老街商圈 鮮茶道-臺東池上店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338號
山下生活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5-6號
鮮茶道-台東關山店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8-1號
福良煤氣行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36號
南島秧滿田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58號

太麻里商業聚集區 八方雲集-臺東太麻里店 臺東縣太麻里鄉太麻里街236號1樓
灶咖 臺東市中興路六段782號
台東黃家蔬果農產行 臺東市更生北路109號
佳芳有機茶園 臺東縣卑南鄉賓朗路342-1號 12/10

更新日
星光閣樓-海洋牧場 澎湖縣馬公市臨海路7之6號
和樂旅行社 澎湖縣馬公市臨海路7之6號1樓
臨海旅行社 澎湖縣馬公市臨海路10-06號
澎坊馬公港 澎湖縣馬公市臨海路36-1號
小白手繪工作坊 澎湖縣馬公市文康街5號
三ㄚ店服飾精品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38號
潮 style男飾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40號 12/10
高跟鞋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44號
皮克吐司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71號
大新書局 澎湖縣馬公市建國路17號 12/10
夢想部落館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街2號
盛發旅遊玩家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號
多寶的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7號1樓
海貝創意工作室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3巷8號1樓
快樂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21號 12/10
茶湯會-澎湖中正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53號
江江小鋪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77號1樓
鮮茶道-馬公中正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95號
望安茶房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2號1樓
海島海產大賣場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28之1號1樓 12/10
澎坊三號港 澎湖縣馬公市同和路158號
澎湖IN89豪華影城 澎湖縣馬公市同和路158號4樓
大漢海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惠安㇐路9號
嘉華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福路6號1樓
希望天地珊瑚珍珠 澎湖縣馬公市民福路85號
澎湖逛逛旅行社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128號
澎湖海城上湯鮮魚粥飯麵擔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366號
Wild野渡假旅店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396號
藍海風晴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17之21號
藍海天晴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48之6號
希臘邊境 澎湖縣馬公市三水里59號 12/17
澎湖島假期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35號 12/10
澎湖伯伴手禮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302號
壹玖柒肆運動生活館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22號
中正-花媽軟骨豬肉麵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81號
玻玻飲食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529號1樓
流行線 澎湖縣馬公市北辰街34號
⾧成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83-68號 12/10
橘子旅行社民宿租車 澎湖縣馬公市大智街24巷27弄22號 12/17
冠億電子通訊行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陽明路46號 12/17
澎坊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湖西鄉5號
澎坊菊島新天地 澎湖縣湖西鄉5號
澎坊澎湖機場 澎湖縣湖西鄉5號
彩虹澎湖名產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92巷3-1號
35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22巷1號

其他商圈

關山慢食商圈

其他商圈

澎湖縣商業聚集區

水岸商圈

中央老街商圈

中正商圈

澎湖縣



左轉休閒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380號 12/17
幸福陽光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大案山22之9號 12/10
幸福之家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大案山22之10號 12/10
彩虹澎湖名產(案山店)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62號
喜閱漁村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双頭掛178號
左轉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2-57號 12/17
幸福天台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2-87號 12/10
幸福悠活 澎湖縣馬公市文山路103巷3號2樓之1 12/10
幸福福爾摩沙旅行社 澎湖縣馬公市文山路85號1樓 12/10
幸福福爾摩沙旅行社 澎湖縣馬公市文山路89號 12/10
天強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文德路25號 12/17
喜閱漁村民宿(吉貝店)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村54號 12/2

更新日
50嵐-金門金城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17號 10/28
茶湯會-金門金城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20號 10/15
鮮茶道-金門站前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28號 10/7
喫茶小舖-金城民生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5巷9號 10/8
金玉堂文具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57號 11/25
寶安涮涮鍋 金門縣金城鎮浯江北堤路88之5號 11/25
凌加咖啡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3號1樓 11/25
喫茶小舖_金湖復興店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54號 11/18
八方雲集-金門金湖店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24號 11/18
瑞士鐘錶名店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47號 11/25

更新日
介壽商圈 八方雲集-馬祖直營店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05號 11/4

其他商圈

金門縣金城鎮後浦商圈

後浦商業街區

山外新市街區

金門縣

連江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