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

孔廟商圈

國華友愛商圈

站前商圈

金盆花衣飾
來杯咖啡吧
鮮自然_府前台銀門市
克林台包
二弄八號-臺南小客棧
我鹿背包輕旅
綠町抹茶專門店
阿慧天珠
巷弄席悅
薇萁雜貨舖
Dragon 立體剪紙
珍心制皂蒟蒻皂
綠皮開心果
手作椪糖
石獅下鮮果冰城
石獅下雞蛋糕
哈木家
克洛斯時尚髮型
林百貨
綠皮開心果
巷弄席悅
海神弄局
O卡桑 の 裸食代 (孔廟南門店)
七逃藝術·食堂
春芳號-南門店
仁愛眼鏡-南門店
迷客夏milkshop-南門店
尚品咖啡南門店
捲捲米sushi bar 美式壽司
王家庄狀元粿
金銀銅黑糖飲品專賣
好巷㇐弄
鮮自然_永樂門市
麵家宇味
Mini izzy 咖啡 -臺南民族店
魔法烘焙diy
玩家小西門
臺南大億麗緻酒店
URN cafe
昭和五五烘焙工作室
FU 包膜 手機維修
春陽茶事-臺南國華店
漫步佐敦-國華總店
馬可先生_中正門市
清心福全-府前店
101文具天堂府前店
小北百貨_金華店
果男Guo Man
阿里巴巴扭㇐下
搖滾地鐵
希望原創飾品
美術館門市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1段139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段111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段151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段218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段85巷2弄8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段371巷26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58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80號前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80號前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82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93號前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117-3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128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136號前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146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中街146號前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58巷20弄39號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8號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63號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38號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122巷36弄11號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97號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4號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43號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46-1號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94號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179-6號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路233之6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赤嵌街21號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300號
臺南市中西區正興街9號
臺南市中西區正興街73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12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62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150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218號2樓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段715巷21號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段660號
臺南市中西區臨安路㇐段97號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二段163巷5號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二段50-2號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二段121號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二段182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74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二段18號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二段229號
臺南市北區成功路526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59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04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08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48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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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前商圈

中正商圈

海安商圈

三星商圈

知事官邸
FOCUS百貨
QUEENSHOP
Ps國際美髮沙龍-臺南總店
現代鐘錶臺南民族店
迷客夏milkshop-民族店
VLENS-民族店
PS國際沙龍-民族旗艦店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MOLI專業3c包膜
鮮自然_民族門市
焙多芬
古玥茶棧-臺南店
球鞋澡堂
㇐手私藏世界紅茶-台南赤崁店
玉井之門水果乾專賣店
阿蔗赤崁店
寬窄巷子四川麻辣鍋
Largehair
破銅爛鐵-臺南興華店
小北百貨_西門店
小安的店-中山店
壹二茶堂
Bonny&Read
誠維眼鏡行
花見宇治抹茶甘味處
Raw Market肉麻吉鮮市集
大員囡仔手作銀飾金工坊
南方工具行
小資咖啡
食在有藝
品果原萃
新興五金百貨
拾參馬卡龍
承億輕旅-臺南館
鞄創革靴工作室
綠海足體養生館
The One
乃萍安全帽
小承良品烘焙房
Local樂客背包旅棧
懶日子桌遊餐廳
悠莉花店
喫茶小舖_臺南西門店
漫渡拾光手作茶飲專賣店-西門店
貓咪貓咪 #5 臺南新天地桌遊專櫃
茶湯會(臺南西門店)
曼都臺南店
WHY AND 1/2-台南西門店
餓，與先生全日餐館
美迪亞健康器材
8818比薩屋-健康店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6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82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97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25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29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40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76-9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84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16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34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90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205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207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222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25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73號
臺南市中西區青年路7號
臺南市中西區青年路46號
臺南市中西區興華街12-3號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7巷7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26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118號
臺南市中西區中正路222號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111號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222號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三段 (攤販)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段300號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95號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248號
臺南市中西區康樂街169號
臺南市中西區康樂街253號
臺南市南區觀光城50號
臺南市中西區正興街63號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309巷20號
臺南市中西區神農街74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386號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489號2樓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段282號
臺南市北區育德二路151號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二段259巷33號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二段313號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段703巷12之1號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段420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段558號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段658號8樓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段711號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58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102號 1樓
臺南市中西區健康路㇐段170巷18號
臺南市中西區健康路㇐段180號
臺南市中西區健康路㇐段1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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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商圈

成大商圈

DR.HAIR醫髮店(醫頭髮店)
錢櫃-台南西門店
福樂屋
弘爺漢堡弘樹店
旅食市集台南永華店
明德雞土雞城
扶桑酒肆2.0
小北百貨_永華二店
尚品咖啡總公司
小北百貨_健康店
小北百貨_中華店
拾拿嗑吧美墨家庭料理
藏金_安平貓小巴
XDining艾克斯義式餐酒館
濠米西班牙廚房
哈果汁
吉茂專業庇護工場
鴻展大圖輸出中心
名家眼鏡行
名人坣素顏水煮料理
仁愛眼鏡-成大店
文寶房名品
就愛這鍋
新寶島運動廣場有限公司
采躍科技有限公司
仁愛眼鏡-北門店
漫步佐敦雞蛋仔-北門店
小安的店 - 北門店
日本橋資訊廣場(e01店)
日本橋資訊廣場-彩虹店
鮮自然_臺南車站門市
PS63名堂國際髮型
鮮茶道-成大育樂店
普洛格銀飾精品
DEESON銀飾
明耀健康中心
仁愛眼鏡-新東寧店
得恩堂眼鏡-東寧路店
茶湯會-臺南東寧店
㇐芳水果茶-臺南東寧店
卡拉思蜜商行
曼都東寧店
85°C台南東寧店
鮮茶道-東寧南紡店
Magiya 瑪佶亞精品
被愛咖啡
IRIS KIDS
Joe Bar Cafe
飛饗義法典藏料理
有戶人家
茶湯會-臺南⾧榮店
視分之㇐眼鏡社
米爾日韓飾品

臺南市中西區開山路52巷12號
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99號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13號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186號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路㇐段301號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路㇐段336號
臺南市中西區慶中街204號1樓
臺南市南區永華路㇐段57號
臺南市南區南門路341號
臺南市南區西門路㇐段382號
臺南市南區中華西路㇐段189號
臺南市南區府緯街100號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18巷17號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8號1樓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9之3號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3號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13號1樓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23號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33號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39號
臺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51號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2號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12號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60號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80號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82號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152號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182號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226號2樓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段252號2樓B區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二段2號
臺南市東區育樂街9號2樓
臺南市東區育樂街156-2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26-3號1樓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2-3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57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217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256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294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14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19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60號1樓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65號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84號1樓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西段3號
臺南市東區⾧榮路二段24巷29號
臺南市東區⾧榮路二段90號
臺南市東區⾧榮路二段108號
臺南市東區⾧榮路二段272號
臺南市東區⾧榮路三段30巷26號
臺南市東區⾧榮路三段32號
臺南市東區青年路269號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52巷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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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商圈

台南關帝廳周邊

台南夢時代周邊

台南文化中心周邊

北安路周邊

安平商圈

老虎堂臺南育樂店
櫻之亭
Waffle・旺福鬆餅鋪
101文具天堂勝利店
春陽茶事-臺南勝利店
㇐手私藏世界紅茶-台南勝利店
銅鑼
小豬滷味
派樂思茶飲
馬可先生_勝利門市
勝友書局
良辰吉食
凱吉斯比薩
毛房蔥柚鍋 冷藏肉專門
小北百貨_後甲店
八方雲集 (台南富農店)
鮮自然-富農門市
潮玩啤精釀啤酒專賣店
狸小路手作烘培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小北百貨_新東安店
漫渡拾光手作茶飲東安店
鮮自然_東安門市
八方雲集 (台南東安店)
臻品周式泡菜
上大早餐店
鮮自然-南紡凱旋門市
NoodleMix禮面作
85°C台南中華東店
恰凸恰泰式餐廳
小北百貨_大同店
小北百貨_新崇明店
拉波米內衣-崇明店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小北百貨_崇道店
豚將拉麵 崇德店
m2 coffee shop
馬可先生_崇學門市
菲樂優格
Watashi職人良飲
Garden Caf'e 花園咖啡
小北百貨_和緯店
二貓公寓烘焙坊
懶日子桌遊概念館
古堡民宿
阿麗花生軟糖
金華六㇐
樂吉波咖啡工務所
吉利號烏魚子
得意蝦餅
周氏豆花綠豆湯
銀戀上府館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177巷14號1樓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206巷8號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50-3號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63號1樓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68號1樓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76號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113號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119號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133號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175號1 樓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179號
臺南市北區勝利路210號
臺南市東區民族路㇐段70號
臺南市東區府東街148號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二段50、52號
臺南市東區富農街㇐段193號
臺南市東區富農街㇐段202號1樓
臺南市東區裕農路13號
臺南市東區裕學路12號
臺南市東區裕農路83號旁
臺南市東區東安路16號1樓
臺南市東區東安路19號
臺南市東區東安路45號
臺南市東區東安路123號1樓
臺南市東區東安路258號
臺南市東區東興路50號
臺南市東區凱旋路30號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55號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29號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387號
臺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103號1樓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268號1樓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333號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598號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15號1樓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771號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16號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259-8號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156號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714號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232巷17弄31號
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二段300號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593巷32號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155號1樓
臺南市安平區古堡街76巷1號
臺南市安平區古堡街51號
臺南市安平區古堡街51-4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97號之2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00巷12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123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137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北路1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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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商圈

新化商圈

麻豆商圈

佳里商圈

亞力斯咖啡鮮茶
豆趣留聲咖啡
上漁町居酒屋
DoGa香酥脆椒
二牛牛肉湯
順利餅舖
鮮茶道-台南安平店
安平盧經堂厝
德陽艦營運展售中心
安平定情碼頭德陽艦園區
樹說
安平劍獅埕
安平老街楊叔叔酸梅湯
鮮自然_華平門市
曼都琦霖店
85℃臺南華平店
迷客夏milkshop-華平店
八方雲集-臺南華平店
捷妮芙鞋坊
捷妮芙鞋坊
鮮茶道-臺南華平店
茶湯會-臺南華平店
鑫興五金百貨生活館
吾宅親子溜滑梯民宿
耀瑪臺南安全帽騎士用品
楊哥楊嫂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八方雲集-臺南慶平店
加南㇐作
小北百貨_永華店
波雷克堤現烘咖啡豆台灣茶葉專賣店
迷客夏milkshop-新化店
仁愛眼鏡-新化店
鮮茶道-新化中山店
八方雲集-臺南新化店
所⾧茶葉蛋
鮮茶道-麻豆民權店
小北百貨_麻豆店
八方雲集-麻豆三民店
得恩堂眼鏡麻豆店
仁愛眼鏡-麻豆店
鮮自然_麻豆興中門市
黃金比綠-麻豆總店
八方雲集-臺南麻豆店
㇐芳水果茶-臺南麻豆店
85℃麻豆中華店
合口味肉品
清心福全-臺南市佳里區延平店
八方雲集-佳里延平店
85℃臺南佳里店
曼都-佳里店
仁愛眼鏡-佳里店
迷客夏milkshop-佳里文化店

臺南市安平區安北路384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143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482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56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70號
臺南市安南區安平路578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760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802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億路115號
臺南市安平區安億路121號
臺南市安平區州平二街12號
臺南市安平區延平街35號
臺南市安平區延平街93號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487號1樓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493號1樓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07號1F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15號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47號1樓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63號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65號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77號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605號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102號1樓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110號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285號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412號
臺南市安平區慶平路565號1樓
臺南市安平區運河路23巷23弄3號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811號1樓
臺南市安平區平通路509號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11號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15號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344號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406-1號
臺南市新化區忠孝路19號
臺南市麻豆區民權路10號
臺南市麻豆區忠孝路12之4號
臺南市麻豆區三民路9-11號1樓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22號1樓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11號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47號1樓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65-1號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228-1號
臺南市麻豆區中山路97號
臺南市麻豆區中華街16號１樓
臺南市麻豆區博愛路30號1樓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0號㇐樓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71號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12號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43號1樓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67號1樓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35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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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里商圈

新營商圈

下營商圈

善化商圈

鮮自然_佳里延平門市
專治口渴佳里店
得恩堂眼鏡佳里店
鮮茶道-佳里光復店
田野滴雞精
八方雲集-臺南佳里店
小北百貨_佳里店
茶湯會-臺南佳里店
鮮茶道-佳里新生店
大裕皮件行
國王家族kingsfamily
泰興肉脯店
達美樂披薩-佳里進學店
芝麻先生
黛莉貝爾-新營分店
鮮茶道-新營三民店
曼都新營店
馬可先生_新營門市
八方雲集-臺南新營店
坐又銘沙發新營門市
八方雲集-新營民治店
TEA'S原味 新營民治二店
仁愛眼鏡-新營慶昇店
仁愛眼鏡-新營店
85℃新營民權店
巴特里精緻烘培-新營門市
現代鐘錶臺南新營店
茶湯會-新營復興店
溫莎堡汽車旅館新營館
㇐芳水果茶-新營復興店
八方雲集-新營復興店
達美樂披薩-新營復興店
迷客夏milkshop-新營店
華味香
鮮茶道-下營中山店
海墘本家農創休閒園區
達美樂披薩-善化南科店
泰味食足
八方雲集-善化大成店
仁愛眼鏡-善化店
二牛牛肉湯-善化店
麥造
逸人文茶坊FAB1店
逸人文茶坊TAC店
綠綠小麥
手握幸福烘培坊
85℃善化中山店
迷客夏milkshop-善化店
小而大嬰兒房
鮮自然-善化中山門市
八方雲集-善化得森店
春陽茶事-臺南善化店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418號1樓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563號
臺南市佳里區光復路277號
臺南市佳里區光復路355號
臺南市佳里區四維二街189號
臺南市佳里區光復路373號
臺南市佳里區文化路185號
臺南市佳里區新生路108號
臺南市佳里區新生路282之1號
臺南市佳里區義民街234號
臺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2之8號
臺南市佳里區佳西路136號
臺南市佳里區進學路14號
臺南市佳里區博愛街60號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88號1樓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06-1號1樓
臺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21之3號1樓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41號1樓
臺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52號
臺南市新營區中正路136號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57-1號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153號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36號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38號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71號
臺南市新營區金華路二段180號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2號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18號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693巷40號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65號1樓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210號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392號
臺南市新營區府西路1號
臺南市新營區延平路29號
臺南市下營區中山路1段76號1樓
臺南市下營區中山路2段159號1樓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140號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266號
臺南市善化區大成路332號1樓
臺南市善化區中正路437號
臺南市善化區光復路49號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路㇐段3號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路㇐段3號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路㇐段3號
臺南市新市區環西路㇐段3號
臺南市善化區忠孝路28號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17號1樓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35號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42-1號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43之2號1樓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51-3號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57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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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商圈

鹽水商圈
灣裡商圈

白河商圈

東山商圈

其他商圈

鮮茶道-善化中山店
識好茶-善化店
茶湯會-臺南善化店
咖啡平方-善化中山店
㇐芳水果茶-臺南善化店
新玉堂文具
茶園人文蔬食茶館
臺南幫-群創LCM
85°C群創LCM店
鮮茶道-鹽水朝琴店
八方雲集-臺南鹽水店
八方雲集-臺南灣裡店
寧蒙咖啡
雲萊山莊
雲峰亭咖啡館
霸味薑母鴨
八方雲集-臺南白河店
85℃臺南白河店
鮮茶道-白河中山店
英雅影像概念店
鮮茶道-東山中興店
斑花農田
葉雪創意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金金水族館
有㇐隻羊咖啡
小北百貨_文賢店
鮮汁霸
小北百貨_⾧榮店
台北口味地瓜球
小方舟串燒酒場
比薩茶坊
毛丼丼飯專門店
小北百貨_中華南店
毅師大腸麵線
台北口味地瓜球
拉波米內衣-中山店
小北百貨_新歸仁店
松本鮮奶茶-歸仁中山店
森勝興蛋糕喜餅
森勝興蛋糕喜餅
拉波米內衣-安南店
瑞亦思
小北百貨_安中店
小北百貨_科工店
小北百貨_永大店
小北百貨_復國店
O卡桑 の 裸食代(永康本舖)
榮昌甘記
米菓廚房
小北百貨_開元店
馬可先生_永康門市
85°C永康中華店
春記肉圓 (中華店)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433號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439號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447號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463號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466號1樓
臺南市善化區民族路165號
臺南市善化區民權路234號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八路12號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八路12號1樓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24號1樓
臺南區鹽水區朝琴路121號
臺南市南區灣裡路243號
臺南市南區明興路1151巷10-2號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129號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水火洞10-5號
臺南市白河區國泰路45號
臺南市白河區國泰路117號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1之25號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43號1樓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106號
臺南市東山區中興路88號
臺南市東山區忠孝街11號
臺南市北區大港街138號2樓
臺南市北區開元路333巷14-1號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16巷31弄3號
臺南市北區文賢路697號1樓
臺南市北區⾧榮路四段43號
臺南市北區⾧榮路五段363號1樓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段276號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59號
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86號
臺南市東區東榮街105號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113號1樓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189號
臺南市北區海安路三段533號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段593號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1號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160號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三段245號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段49號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段139號
臺南市安南區怡安路㇐段230號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77號
臺南市安南區科技公園大道15號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2段1078號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路278-1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125-1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850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六街193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70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106之3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路826號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2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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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商圈

巴特里精緻烘培-臺南中華門市
我炸你吃芋頭餅-大灣店
百卉集花坊
幸福timing
非茶不可-大灣店
DK-永康店
艋舺雞排崑大店
時代鐘錶流行館
711美髮工作室
森林鹿早午餐
小北百貨_崑大店
超吉大盛-台南崑山店
侑健
豆趣留聲咖啡
Color Sweet
新蒂美容
觀芯園
森勝興蛋糕喜餅
徐同學事業
咪克斯3C專業包膜
勝利文具行
歐兔嘉藥館
豆趣留聲咖啡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359號1樓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91巷1-5號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255號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257號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308號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703號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61號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98號
臺南市永康區大仁街85號
臺南市永康區大仁街87號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205號
臺南市永康區崑大路220號
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28號之1
臺南市永康區竹園㇐街51號5樓之㇐
臺南市永康區新行街125號4樓之6號
臺南市永康區民族路225號
臺南市麻豆區安西里安業223號
臺南市關廟區南雄路二段41號
臺南市新市區中華路66號
臺南市新市區仁愛街216號
臺南市仁德區德洋㇐街30巷19弄9號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段82-1號
臺南市善化區西拉雅大道4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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