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縣市 行政區 商家名稱 完整地址

1 高雄市 鳳山區 MAMAWAY-高雄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83號1樓
2 高雄市 左營區 MAMAWAY-左營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69號
3 高雄市 左營區 MOMA-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03號
4 高雄市 鳳山區 MOMA-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47號
5 高雄市 新興區 得恩堂眼鏡 五福二路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47之4號
6 高雄市 鳳山區 得恩堂眼鏡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56號
7 高雄市 岡山區 得恩堂眼鏡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98號
8 高雄市 苓雅區 得恩堂眼鏡 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49號
9 高雄市 苓雅區 得恩堂眼鏡 新光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6之1號1樓

10 高雄市 楠梓區 得恩堂眼鏡 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76號
11 高雄市 鳳山區 得恩堂眼鏡 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71號1樓
12 高雄市 苓雅區 得恩堂眼鏡 和平一路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32號
13 高雄市 三民區 菁英國際語言教育中心高雄校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11號
14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吉野家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
15 高雄市 小港區 得恩堂眼鏡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49號
16 高雄市 左營區 得恩堂眼鏡 自由路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31號
17 高雄市 新興區 M&G 美而堅健康鞋 高雄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41號
18 高雄市 新興區 1828王老吉涼水舖-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51號
19 高雄市 前金區 京華鑽石(高雄五福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33號
20 高雄市 三民區 京華鑽石(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40號
21 高雄市 三民區 京華鑽石(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49號
22 高雄市 鳳山區 京華鑽石(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9號
23 高雄市 三民區 adidas-鼎山家樂福暢貨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29號
24 高雄市 左營區 聯邦租車 左營營業所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352號
25 高雄市 苓雅區 香草集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1-7號
26 高雄市 左營區 香草集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190號
27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商巧福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5號
28 高雄市 前鎮區 MUJI 草衙道 自動販賣機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
29 高雄市 新興區 地球村高雄站前 學費 高雄市新興區新江里中山一路290號1-3樓
30 高雄市 新興區 地球村高雄站前 教材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1樓
31 高雄市 前金區 The Body Shop高雄五福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8號1F
32 高雄市 鳳山區 The Body Shop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38號1F
33 高雄市 新興區 清淨母語(新興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268-1號
34 高雄市 大寮區 BISON CAFE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813號
35 高雄市 小港區 采盟免稅商店 高雄國際機場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36 高雄市 前鎮區 NIKE 高雄家樂福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
37 高雄市 左營區 以琳書房高雄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0號
38 高雄市 新興區 伊莎貝爾-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52號
39 高雄市 新興區 皇樓-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36號
40 高雄市 左營區 TRAVELER 旅行者 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39號
41 高雄市 鳳山區 Emon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B1
42 高雄市 三民區 Emon 愛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356號
43 高雄市 鳳山區 Emon 鳳山家樂福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2樓
44 高雄市 鳳山區 Emon 高雄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91號B1商店街
45 高雄市 前鎮區 Emon 光華家福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157號1樓
46 高雄市 三民區 Emon 鼎山家樂福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
47 高雄市 鳳山區 Emon 高雄五甲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17號
48 高雄市 三民區 Emon 高雄中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87號
49 高雄市 苓雅區 Emon 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8號
50 高雄市 前金區 Gokube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40號1樓
51 高雄市 前金區 好樂迪-中華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1號
52 高雄市 三民區 好樂迪-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31號1F
53 高雄市 岡山區 好樂迪-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2號
54 高雄市 楠梓區 好樂迪-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路1號1F
55 高雄市 前金區 錢櫃-高雄新館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51號
56 高雄市 左營區 爭鮮外帶壽司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樓
57 高雄市 前金區 好樂迪-三多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號6樓
58 高雄市 新興區 ETUDE HOUSE_高雄新崛江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09號一樓
59 高雄市 前金區 老行家 高雄成功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92號1樓
60 高雄市 鹽埕區 clarechen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號
61 高雄市 鳳山區 康是美(COSMED)藥妝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54號1、2樓
62 高雄市 林園區 燦坤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5號1.2樓
63 高雄市 鹽埕區 敦煌書局 高雄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76-78號
64 高雄市 三民區 敦煌書局 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至善樓B1)
65 高雄市 鳳山區 大潤發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1樓
66 高雄市 鳳山區 大潤發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1樓
67 高雄市 岡山區 大愛感恩_岡山環保科技館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北路6號
68 高雄市 小港區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免稅店分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69 高雄市 前鎮區 BEING sport高雄夢時代館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6F
70 高雄市 三民區 BEING fit十全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83號1樓
71 高雄市 左營區 BEING spa巨蛋館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1樓
72 高雄市 左營區 BEING sport巨蛋館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1~4樓
73 高雄市 岡山區 東森寵物雲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01號
74 高雄市 岡山區 東森寵物雲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01號
75 高雄市 鳳山區 東森寵物雲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20號
76 高雄市 鳳山區 東森寵物雲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20號
77 高雄市 苓雅區 大學眼鏡高雄廣州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37-3號
78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學眼鏡高雄熱河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92號
79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學眼鏡高雄尖美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38號
80 高雄市 楠梓區 大學眼鏡高雄楠梓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39號
81 高雄市 左營區 大學眼鏡高雄崇德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94號
82 高雄市 仁武區 大學眼鏡高雄仁武門市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48號
83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學眼鏡高雄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30號
84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學眼鏡高雄南京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19號



85 高雄市 新興區 伊日好物駁二店 YIRI GOODS Pier-2 高雄市新興區大義街2-3號C9-14倉庫
86 高雄市 鳳山區 HAPPYHAIR(高雄青年)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57號
87 高雄市 苓雅區 葛瑪蘭客運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324號
88 高雄市 左營區 DK-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35號(多那之咖啡旁)
89 高雄市 苓雅區 DK-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28號(新光三越對面)
90 高雄市 三民區 DK-大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70號
91 高雄市 鳳山區 DK-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18號(第一銀行旁)
92 高雄市 楠梓區 雀王電動麻將桌_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17號
93 高雄市 苓雅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三多三路212號
94 高雄市 苓雅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三多三路212號
95 高雄市 前鎮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草衙二路381號
96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德行里博愛一路101號
97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德行里博愛一路101號
98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78、480號
99 高雄市 苓雅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建國一路268號

100 高雄市 橋頭區 寶島眼鏡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24號
101 高雄市 大寮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鳳屏一路434號1樓
102 高雄市 大寮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鳳屏一路434號1樓
103 高雄市 鳳山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新樂里大明路126號1樓
104 高雄市 大社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329號1樓
105 高雄市 前鎮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里瑞隆路559號
106 高雄市 仁武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5之8號1樓
107 高雄市 路竹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大社路55號1樓
108 高雄市 左營區 立冠隆左營華夏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13號
109 高雄市 前鎮區 MACANNA 高雄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3樓(藍鯨館)
110 高雄市 苓雅區 MACANNA 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52號
111 高雄市 左營區 MACANNA 左營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03號
112 高雄市 左營區 瓦城_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57-1號
113 高雄市 左營區 鮮茶道-左營大路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87號
114 高雄市 三民區 鮮茶道-鼎山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23號1F
115 高雄市 仁武區 鮮茶道-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13號
116 高雄市 前鎮區 Emon 高雄成功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2樓
117 高雄市 小港區 全國電子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93號
118 高雄市 鼓山區 媽媽魚_高雄裕誠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9-5號
119 高雄市 鼓山區 麥味登_高雄西子灣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56號
120 高雄市 新興區 破銅爛鐵(高雄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9號
121 高雄市 左營區 夏慕尼高雄博愛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號2樓
122 高雄市 左營區 莆田高雄自由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98號
123 高雄市 苓雅區 FIORINA 菲奧莉娜日本妝品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4F
124 高雄市 鼓山區 小三美日高雄裕誠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19號之一
125 高雄市 新興區 小三美日高雄新崛江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30號
126 高雄市 左營區 赤鬼炙燒牛排 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18號
127 高雄市 苓雅區 春水堂（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38號1樓
128 高雄市 三民區 春水堂（高雄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322號1樓
129 高雄市 新興區 鼎王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16號
130 高雄市 新興區 鼎王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16號
131 高雄市 左營區 鼎王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91號
132 高雄市 左營區 鼎王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91號
133 高雄市 苓雅區 無老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36號
134 高雄市 左營區 GARMIN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205號
135 高雄市 前金區 Trikeys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2F
136 高雄市 左營區 魚中魚-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40號
137 高雄市 三民區 魚中魚-民族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10號
138 高雄市 左營區 魚中魚-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70號
139 高雄市 苓雅區 茶湯會青年一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7號
140 高雄市 鳳山區 茶湯會五甲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14號
141 高雄市 左營區 茶湯會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65號
142 高雄市 左營區 有情門曾子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202號
143 高雄市 左營區 小馬租車 左營高鐵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623-2號(近高鐵左營站)
144 高雄市 小港區 小馬租車 高雄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32號(近高雄國際機場)
145 高雄市 小港區 小馬租車 高屏旅運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32號(近高雄國際機場)
146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大哥大員林靜修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10號
147 高雄市 岡山區 Nu-Pasta 岡山壽華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華路12號
148 高雄市 楠梓區 大苑子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8-19號
149 高雄市 新興區 現代高雄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24之1號
150 高雄市 前金區 金元家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3F
151 高雄市 苓雅區 冠壽司日本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164號
152 高雄市 鹽埕區 Bonjour！Bonheur 你好，幸福 手工天然果醬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153 高雄市 新興區 承億輕旅-高雄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45號
154 高雄市 茄萣區 台灣大哥大台南仁和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三段150號1樓
155 高雄市 苓雅區 T-Bike十鼓文化村站 高雄市苓雅區仁義街2-4號7樓
156 高雄市 楠梓區 億進寢具－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711號
157 高雄市 鳳山區 億進寢具－鳳林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272號
158 高雄市 三民區 億進寢具－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280號
159 高雄市 左營區 億進寢具－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060號
160 高雄市 鳳山區 億進寢具－瑞隆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隆東路11號
161 高雄市 岡山區 億進寢具－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425號
162 高雄市 湖內區 億進寢具－湖內店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205號
163 高雄市 仁武區 億進寢具－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85號
164 高雄市 三民區 億進寢具－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69號1樓
165 高雄市 楠梓區 億進寢具－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531號
166 高雄市 三民區 億進寢具－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635號
167 高雄市 鳳山區 NaNa精緻女鞋-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52號-1號
168 高雄市 鳳山區 NaNa精緻鞋-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09號
169 高雄市 三民區 NaNa精緻鞋-高雄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35號



170 高雄市 鳳山區 益發安全帽(高雄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68號
171 高雄市 三民區 女王美甲藝術沙龍-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58號
172 高雄市 岡山區 PG_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01-1號
173 高雄市 楠梓區 PG_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63號
174 高雄市 楠梓區 萬國通路(高雄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36號
175 高雄市 左營區 萬國通路(左營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F
176 高雄市 三民區 萬國通路(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9號
177 高雄市 左營區 所長茶葉蛋-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09號
178 高雄市 前鎮區 所長茶葉蛋-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04號
179 高雄市 鳳山區 馬可先生(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61號
180 高雄市 左營區 馬可先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0號
181 高雄市 前金區 馬可先生(前金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2號
182 高雄市 苓雅區 BH健身器材-高雄三多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4-2號
183 高雄市 小港區 馬可先生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33號
184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先生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
185 高雄市 苓雅區 馬可先生民權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98號
186 高雄市 苓雅區 馬可先生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01之8號1樓
187 高雄市 左營區 馬可先生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4號
188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先生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08-2號
189 高雄市 前金區 馬可先生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77號1樓
190 高雄市 大寮區 馬可先生鳳屏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20號
191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先生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50號
192 高雄市 仁武區 馬可先生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47號
193 高雄市 前鎮區 馬可先生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35號
194 高雄市 前鎮區 馬可先生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34號
195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先生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61號
196 高雄市 左營區 馬可先生民族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195號
197 高雄市 新興區 烏弄中正復興 高雄市新興區高雄巿復興一路70-1號
198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95號
199 高雄市 新興區 姵禎挽臉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147巷13號
200 高雄市 新興區 雞霸豪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2號前
201 高雄市 新興區 Dolly Classic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31號
202 高雄市 新興區 榤式薰薰厚片咕咕排-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21號
203 高雄市 新興區 有春地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80號
204 高雄市 新興區 卡滋左右手美甲畫廊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58-3號
205 高雄市 新興區 Hannah nail design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5-3號2樓
206 高雄市 新興區 豬小妹手工鹹豬肉刈包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ㄧ路52號
207 高雄市 前鎮區 peace shop x 口艸田本舖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208 高雄市 新興區 生活中的好味道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3巷18號
209 高雄市 新興區 草莓糖葫蘆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90號
210 高雄市 新興區 旗魚黑輪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9-1號
211 高雄市 苓雅區 昱瑞汽修行 高雄市苓雅區河南路12號
212 高雄市 新興區 BEST潮牌服飾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4號3樓
213 高雄市 新興區 Arosa 仁愛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74號
214 高雄市 新興區 Doraemon Fish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42號5樓
215 高雄市 鼓山區 白色戀人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柴山大路91-1號
216 高雄市 新興區 瑞秋餃子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23-6號
217 高雄市 新興區 昌平炸雞王 新興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30號
218 高雄市 新興區 麵食Mavetu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37之2號
219 高雄市 新興區 MIGA 保養 高雄市新興區華榮路322巷2號2F
220 高雄市 新興區 396 Sun KYU RO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27號
221 高雄市 新興區 OBSERVER POST觀測站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87號2樓
222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二聖二路241號2樓
223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二聖二路241號2樓
224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復興三路114―1號5樓
225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復興三路114號5樓
226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一心二路33號5樓
227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一心二路33號5樓
228 高雄市 新興區 藕家(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11之1號
229 高雄市 新興區 nice.yo手作健康優格-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95號
230 高雄市 新興區 窗口土司(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96號
231 高雄市 新興區 覓食基地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01號
232 高雄市 新興區 VIVISPA七賢福華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B1F
233 高雄市 新興區 耀瑪高雄福華安全帽機車部品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B1F
234 高雄市 新興區 耀瑪高雄福華安全帽機車部品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B1F(福華飯店)
235 高雄市 新興區 巨霖通信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458號
236 高雄市 新興區 加窖酒藏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469號2樓之4
237 高雄市 新興區 拿破崙手工西服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530號
238 高雄市 新興區 拿破倫手工西服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530號
239 高雄市 新興區 高統專業隔熱紙汽車百貨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117號
240 高雄市 新興區 富士精緻洗車坊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172號
241 高雄市 新興區 紅茶洋行-新興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203號
242 高雄市 新興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211號
243 高雄市 新興區 麥味登 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212號1樓
244 高雄市 新興區 光陽-正生機車行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231號
245 高雄市 新興區 赫綵設計學院(八德學院)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332號8樓
246 高雄市 新興區 禾豐3C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401號
247 高雄市 新興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新興區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15號
248 高雄市 新興區 歐拉法式牛排館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25號1樓
249 高雄市 新興區 美綸美煥寧靜屋X手作雞蛋糕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29-1號
250 高雄市 鹽埕區 一緣素食食堂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2號
251 高雄市 新興區 洗頭殿-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76號
252 高雄市 新興區 良林皮件行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137號
253 高雄市 新興區 七里香茶飲(大同店)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147號
254 高雄市 新興區 烏弄中山大同店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154號



255 高雄市 新興區 卜卜優坊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96之3號
256 高雄市 新興區 R.E手沖泰奶南台店 高雄市新興區大明里5鄰南臺路39號
257 高雄市 新興區 麗和商行-安庵抹茶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9號
258 高雄市 新興區 赫綵設計學院(高雄學院)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58-1號1樓
259 高雄市 新興區 美麗島營業所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B1穿堂層
260 高雄市 新興區 癮茶房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1號1樓
261 高雄市 新興區 凱一通訊科技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之6號1樓
262 高雄市 新興區 火星糖 中央公園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4之1號
263 高雄市 新興區 聖仕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53號地下一層
264 高雄市 新興區 圭賢韓語補習班 高雄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62號9樓
265 高雄市 新興區 南星藥局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73號
266 高雄市 新興區 荷俚特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2-1號1樓
267 高雄市 新興區 R10 環保文旅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40號11樓
268 高雄市 新興區 聊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40號6樓之6
269 高雄市 新興區 嘉裕 - 中山旗艦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46號
270 高雄市 新興區 鑫韋布莊-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6號1樓
271 高雄市 新興區 飛揚運動用品(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5號
272 高雄市 新興區 水美人小屋(展覽場)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4號
273 高雄市 新興區 貝殼窩港都青年旅舍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548號
274 高雄市 新興區 麻吉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558號
275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中山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6號1樓
276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中山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6號1樓
277 高雄市 新興區 invincible卡牌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3路45號8樓之3
278 高雄市 左營區 衣舒水衫 高雄市左營區和光街148號
279 高雄市 新興區 悠閱漫畫王書坊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220號
280 高雄市 新興區 三希典藏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242號
281 高雄市 新興區 喜佳高雄生活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10號1樓
282 高雄市 前鎮區 樂活數據科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2號4樓之1
283 高雄市 新興區 和雲-高雄中正站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28號
284 高雄市 新興區 太田水素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52-2號
285 高雄市 新興區 GLAD Taxi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55號28樓
286 高雄市 左營區 Dachen Sports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02號
287 高雄市 新興區 興趣xsimtree 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73號
288 高雄市 新興區 藏賦翡翠設計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96號
289 高雄市 新興區 懿品股份有限公司中正分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66號
290 高雄市 新興區 味芝坊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70號
291 高雄市 新興區 黑盒子創意手作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232號1樓
292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驛站新堀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2路262號
293 高雄市 新興區 EGO STORE 衣購家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路185號
294 高雄市 新興區 全方位運動戶外館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路84之1號1樓
295 高雄市 新興區 全方位運動戶外館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路84號
296 高雄市 新興區 大通照相器材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47-1號
297 高雄市 新興區 寶島鐘錶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49號
298 高雄市 新興區 尚品咖啡(高雄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4號
299 高雄市 新興區 正典皮件-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53-1號
300 高雄市 新興區 BG SHOP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61號1-2樓
301 高雄市 新興區 金品運動廣場-五福四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71號
302 高雄市 新興區 金品運動廣場-五福六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73號
303 高雄市 新興區 金品運動廣場-五福二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75號
304 高雄市 新興區 德芯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76號
305 高雄市 新興區 BIRKENSTOCK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77號
306 高雄市 新興區 福泛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78號
307 高雄市 新興區 金品運動廣場-五福總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89號
308 高雄市 新興區 大統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
309 高雄市 新興區 OWNDAYS-大統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
310 高雄市 新興區 三悅眼鏡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5-3號
311 高雄市 新興區 新樂園串燒屋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7號
312 高雄市 新興區 金鶴串場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9號
313 高雄市 新興區 享溫馨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65號
314 高雄市 新興區 陽光小舖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31號
315 高雄市 新興區 3heclub銘仁棠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38號2樓
316 高雄市 新興區 Church Store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54號1樓
317 高雄市 新興區 Evlin衣夫人選物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57號
318 高雄市 新興區 Top x Alpha 韓國服飾 (仁智3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58號
319 高雄市 新興區 三分球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59號1樓
320 高雄市 新興區 奧斯卡雷射數位影城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87號
321 高雄市 新興區 綺色佳精品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90號
322 高雄市 新興區 LAKING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94號
323 高雄市 新興區 D&P perfumum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4號一樓
324 高雄市 新興區 維達單車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230號1樓
325 高雄市 新興區 解憂好食商行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二街16號
326 高雄市 新興區 滿 馬鈴薯豬骨湯 高雄市新興區仁聲里仁愛一街90號1樓
327 高雄市 新興區 手機王惡魔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03-5號
328 高雄市 新興區 銓辰通訊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07號
329 高雄市 新興區 全亞洲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5號
330 高雄市 新興區 ARZ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36號1F
331 高雄市 新興區 麵屋高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37號
332 高雄市 新興區 髮絲特假髮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68號1樓
333 高雄市 新興區 曼都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71、173號
334 高雄市 新興區 MAGE WRAP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79號
335 高雄市 新興區 星行旅/星旅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82號
336 高雄市 新興區 Lin Gabi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20號
337 高雄市 新興區 嫩嫩燒肉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39號1樓
338 高雄市 新興區 陸之貳早午餐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44號
339 高雄市 新興區 小叻剎南洋美食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2號



340 高雄市 新興區 L A Y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25巷29號1樓
341 高雄市 新興區 水巷茶弄-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7-2號
342 高雄市 新興區 水巷茶弄-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7-2號
343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六合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7-5號
344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六合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7-5號
345 高雄市 新興區 蕎咖啡Kyou cafe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9號
346 高雄市 新興區 三華大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92號
347 高雄市 新興區 G'zox 日本頂級汽車美容 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93號1樓
348 高雄市 新興區 美麗島有家旅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0號10樓
349 高雄市 新興區 靉嗨文旅-美麗島館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0號10樓
350 高雄市 新興區 靉嗨文旅-站前館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0號7樓
351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香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9號
352 高雄市 新興區 台南口味擔仔麵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8號
353 高雄市 新興區 富貴糕點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0號
354 高雄市 新興區 王牌傳統豆花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0號
355 高雄市 新興區 長壽本舖長崎蜂蜜蛋糕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20號
356 高雄市 新興區 醫療保健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38號
357 高雄市 新興區 訪咖啡From Coffee-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78號
358 高雄市 新興區 九鼎牛肉麵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72號
359 高雄市 新興區 展晟數位彩色輸出中心(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99.101號
360 高雄市 新興區 吉娃娃商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58號10樓
361 高雄市 新興區 美麗島庭園旅宿 高雄市新興區六和一路158號4樓
362 高雄市 新興區 異國麵坊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2號
363 高雄市 新興區 薄荷美學髮型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52巷2號
364 高雄市 新興區 Top x Alpha 韓國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0-1號
365 高雄市 新興區 QUEEN SHOP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3號
366 高雄市 新興區 金品運動廣場-文化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87號
367 高雄市 新興區 帆布帆X-INGCHI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87號
368 高雄市 新興區 FiftyPercent(高雄文化一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一段75號1,2,3樓
369 高雄市 新興區 弘大入口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2路127巷9號
370 高雄市 新興區 BLING LOVE 服飾殿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5巷6號
371 高雄市 新興區 MICHINO DINER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21巷32號1樓
372 高雄市 新興區 卡滋LaLa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23號1樓
373 高雄市 新興區 赤軍寶飾_堀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35號
374 高雄市 新興區 SOLE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38號
375 高雄市 新興區 CHUN33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29號
376 高雄市 新興區 Overlord Skateboards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37號
377 高雄市 新興區 賀服昂服飾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46號1樓
378 高雄市 新興區 賀服昂服飾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46號1樓
379 高雄市 新興區 J.mark1982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7號
380 高雄市 新興區 MACU-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4號
381 高雄市 新興區 KENZI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9號
382 高雄市 新興區 功夫茶(新堀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50號1樓
383 高雄市 新興區 貝貝童裝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22號
384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胡子牛仔(崛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87號1樓
385 高雄市 新興區 吳家紅茶冰(玉竹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衡一路15-1號騎樓
386 高雄市 新興區 Ray 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衡二路143巷12號
387 高雄市 新興區 雲端精緻旅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路18號
388 高雄市 新興區 好感良物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路47號1樓
389 高雄市 新興區 濃厚鋪青草茶(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橫路16號
390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民生光華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3號
391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民生光華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3號
392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民權民生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56號1樓
393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民權民生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56號1樓
394 高雄市 新興區 阿瑪啡咖啡-民生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5號
395 高雄市 新興區 JIT唯高雄民生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85號1樓
396 高雄市 新興區 My Glasses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0號1樓
397 高雄市 新興區 福利機車行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16號
398 高雄市 新興區 哥倫比亞莊園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56號14樓之7
399 高雄市 新興區 樂麗景旅遊創意服務商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56號23樓-6
400 高雄市 新興區 MUCHENESS 酪上號 高雄市新興區民有街38號
401 高雄市 新興區 UCA hair 新田旗艦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27號
402 高雄市 新興區 UCA hair 自由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27號
403 高雄市 新興區 UCA hair 一心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27號
404 高雄市 新興區 LAB hair 民享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27號
405 高雄市 新興區 LAB hair 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27號
406 高雄市 新興區 MARJORIE-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80號
407 高雄市 新興區 八月86號髮型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86號
408 高雄市 新興區 可可莉可-民享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97號
409 高雄市 新興區 英莩旅行社 高雄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2路95號18樓A室
410 高雄市 新興區 成長照明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150號
411 高雄市 新興區 季洋莊園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65-1號1樓
412 高雄市 新興區 大芳的早餐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71號1樓
413 高雄市 新興區 Cupfe Box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79號1樓
414 高雄市 新興區 極渴高雄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251號21樓之1
415 高雄市 新興區 圓石高雄中山店(外送)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8號
416 高雄市 左營區 圓石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3號
417 高雄市 左營區 圓石高雄富國店(外送)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3號
418 高雄市 楠梓區 圓石高雄建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38號
419 高雄市 楠梓區 圓石高雄建楠店(外送)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38號
420 高雄市 前鎮區 圓石高雄文橫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86號
421 高雄市 鼓山區 圓石高雄駁二店(外送)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7號
422 高雄市 鼓山區 圓石駁二店(POS)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7號
423 高雄市 新興區 Doobiest Store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24號
424 高雄市 新興區 i女生衣著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2街16號



425 高雄市 新興區 Zoo Toys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1號
426 高雄市 新興區 JIN SELECT SHOP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3號
427 高雄市 新興區 jokester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29號
428 高雄市 新興區 jokester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29號
429 高雄市 新興區 赫米國際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5-1號
430 高雄市 新興區 法舒妃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5-3號1樓
431 高雄市 新興區 ANNSTIDIO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7號
432 高雄市 新興區 鞋子的店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22號
433 高雄市 新興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崛江經銷店)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1號
434 高雄市 新興區 MOMO帽飾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24號
435 高雄市 新興區 指美眉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42號
436 高雄市 新興區 十八味台灣涼茶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三街3號
437 高雄市 新興區 沾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三街3號2樓
438 高雄市 新興區 李卿洋行 高雄市新興區玉衡里文橫一路17號
439 高雄市 新興區 E-KIN Hair Salon 高雄市新興區玉衡里玉竹一街32號
440 高雄市 新興區 富達機車行 高雄市新興區光耀里復橫一路11號
441 高雄市 新興區 中正液化煤氣行 高雄市新興區光耀里渤海街31－1號
442 高雄市 新興區 源城企業行(酒) 高雄市新興區同心路34號1樓
443 高雄市 新興區 厚，TEL 高雄市新興區同心路66號
444 高雄市 新興區 宥泰機車行 高雄市新興區同愛街13號
445 高雄市 新興區 理紗時尚美學館 高雄市新興區同愛街3號1樓
446 高雄市 新興區 有隻手機行 高雄市新興區成功里六合一路103-6號
447 高雄市 新興區 阿蔗甘蔗冰茶舖 高雄市新興區成功里復興一路69號1樓
448 高雄市 新興區 大奇美材行 高雄市新興區成功里復興一路91號1樓
449 高雄市 新興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自立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118號
450 高雄市 新興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前金區瑞源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128之1號
451 高雄市 新興區 邦尼時尚造型OP館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130號
452 高雄市 新興區 食光雞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橫路18號
453 高雄市 新興區 巨宝通訊-和平店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195號1樓
454 高雄市 新興區 巨宝通訊-自由店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195號1樓
455 高雄市 新興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QR)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15號1樓
456 高雄市 新興區 太金國際旅行社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15號2樓
457 高雄市 新興區 佳和包子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61號
458 高雄市 新興區 來買鹽酥雞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65號
459 高雄市 新興區 吳家紅茶冰(六合和平店)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79號
460 高雄市 新興區 金錨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13號1樓
461 高雄市 新興區 艾樂美睫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198號1樓
462 高雄市 新興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忠孝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49號
463 高雄市 新興區 蒸元鍋貼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352號
464 高雄市 新興區 莓塔咖啡館(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69巷2號
465 高雄市 新興區 三茶(忠孝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74號
466 高雄市 新興區 永富冰淇淋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7巷3號
467 高雄市 新興區 濃厚鋪青草茶(忠孝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二路119號
468 高雄市 新興區 嘉葳美甲美睫館 高雄市新興區明星街2號
469 高雄市 新興區 瑞比貝爾手創甜點 高雄市新興區明星街79號
470 高雄市 新興區 曼都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19.121號
471 高雄市 新興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54號
472 高雄市 新興區 HIVE HAIR SALON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5巷26號
473 高雄市 新興區 鮮茶道-高雄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3-3號
474 高雄市 新興區 寶島鐘錶新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4號
475 高雄市 新興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74號1樓
476 高雄市 新興區 茶湯會高雄林森一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78號
477 高雄市 新興區 茶湯會(高雄林森一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78號
478 高雄市 苓雅區 喬桌遊-林森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9號1樓店面
479 高雄市 新興區 酗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7號
480 高雄市 前鎮區 玄岩鍋燒.小火鍋.飯品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72之6號
481 高雄市 新興區 大電話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8號
482 高雄市 新興區 瑞瑪朵服飾行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號
483 高雄市 新興區 雅婷美容個人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2號
484 高雄市 新興區 成台灣 台灣經典小吃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2號1F
485 高雄市 新興區 鮮記林森螃蟹海鮮粥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59號
486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林森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66號
487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林森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66號
488 高雄市 新興區 順士輪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7號
489 高雄市 新興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新興區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35號一樓
490 高雄市 新興區 花開富貴咖啡調飲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7號
491 高雄市 新興區 佐屋ZOU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二路178號1樓
492 高雄市 新興區 怡華（童裝&日韓雜貨代購）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二路184號
493 高雄市 新興區 歐貝拉 禮餅尊爵館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二路225號
494 高雄市 苓雅區 紘媽咪複合式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巷5號
495 高雄市 新興區 DENNIS印度餐廳 高雄市新興區河南一路91號
496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自立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長驛里自立二路126號
497 高雄市 新興區 50嵐_自立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長驛里自立二路126號
498 高雄市 新興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自立店) 高雄市新興區長驛里自立二路150號騎樓
499 高雄市 新興區 AMIA覓芽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130號
500 高雄市 新興區 路易莎咖啡高雄青年仁愛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10號1樓、地下層
501 高雄市 新興區 吳響峻布莊台中店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30號
502 高雄市 鹽埕區 吳響峻布莊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23號
503 高雄市 新興區 吳響峻布莊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號
504 高雄市 新興區 吳響峻布莊青年店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30號
505 高雄市 鳳山區 吳響峻布莊維新店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87號
506 高雄市 新興區 台新家具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90號
507 高雄市 新興區 富順洋床家具行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92號
508 高雄市 新興區 床的世界(青年)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326號
509 高雄市 新興區 可堤那窗藝設計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354號



510 高雄市 新興區 睡眠王國_青年展示館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416號
511 高雄市 新興區 錦華茶葉行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121號
512 高雄市 新興區 Rolly M 高雄市新興區南臺路1號10F-2
513 高雄市 新興區 九福泡腳會館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87號1樓
514 高雄市 新興區 穩達汽車快速保修站 高雄市新興區南港里忠孝一路453號
515 高雄市 鼓山區 KAO CUP COFFEE-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87號
516 高雄市 楠梓區 KAO CUP COFFEE-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19號
517 高雄市 新興區 南華手機配件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8號
518 高雄市 新興區 鮮果99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42號
519 高雄市 新興區 希希丁 一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49號
520 高雄市 新興區 希希丁 二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49號
521 高雄市 新興區 稻豐 一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49號2樓
522 高雄市 新興區 稻豐 二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49號2樓
523 高雄市 新興區 成臻 一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49號2樓
524 高雄市 新興區 成臻 二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49號2樓
525 高雄市 新興區 Annies 高雄市新興區振華里民享街106號
526 高雄市 新興區 華而登家具 高雄市新興區振華里青年1路398、400號
527 高雄市 新興區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輕食工房 高雄市新興區浩然里復興二路286號
528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豬豬仔伴手禮商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4-1號
529 高雄市 新興區 尚品咖啡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5號
530 高雄市 新興區 清原芋圓(高雄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505號
531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藏愛婚紗攝影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532號
532 高雄市 新興區 八方雲集新興大同店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156號1樓
533 高雄市 新興區 董師傅手工麻糬-六合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09號
534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中央公園英迪格酒店 2F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號
535 高雄市 新興區 Wok On The Park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號
536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中央公園英迪格酒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號
537 高雄市 新興區 Pier No.1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號
538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中央公園英迪格酒店 網路訂房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號
539 高雄市 新興區 全球3C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92號
540 高雄市 新興區 不二緻果-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31號
541 高雄市 新興區 愛汝診所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路140號
542 高雄市 新興區 盒子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62號1樓
543 高雄市 新興區 Top x Alpha 韓國服飾 (仁智2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66號
544 高雄市 新興區 善威館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3號
545 高雄市 新興區 舍home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139號
546 高雄市 新興區 黃猴子咖啡茶飲外送專賣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二街91號
547 高雄市 新興區 手機殿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42號
548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拔絲地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2號前
549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廣軒精品伴手禮專賣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1號
550 高雄市 新興區 冰*果開心火星人冰品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6號
551 高雄市 新興區 描Cafe x 屋Brunch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68號
552 高雄市 新興區 BLING LOVE繽樂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五巷六號
553 高雄市 新興區 采醫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25號
554 高雄市 新興區 采醫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25號
555 高雄市 新興區 CFT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29號
556 高雄市 新興區 仁愛眼鏡(堀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53號
557 高雄市 新興區 特技髮工房 高雄市新興區文衡2路122號
558 高雄市 新興區 森夜早午餐酒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路62號
559 高雄市 新興區 媚力泊咖啡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01號8F之14
560 高雄市 新興區 媚力泊咖啡楠梓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01號8樓之14
561 高雄市 新興區 Alive高雄長板極限運動概念店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7號
562 高雄市 新興區 米鹿創意手搖飲品-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10號1F
563 高雄市 新興區 尚新眼鏡行 高雄市新興區玉衡里文衡一路11號1樓
564 高雄市 新興區 巨群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玉衡里文衡一路13號一樓
565 高雄市 新興區 神亞通訊配件館 高雄市新興區成功里六合一路105-1號
566 高雄市 新興區 咖啡平方-自立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一路14號1樓
567 高雄市 新興區 英倫食品行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48號
568 高雄市 新興區 1617 Studio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82號
569 高雄市 新興區 幸福成真SPA(菲馜思化妝品)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00巷31號
570 高雄市 新興區 亞禾 新興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48號
571 高雄市 新興區 超越眼鏡旗艦館-青年店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388號
572 高雄市 新興區 小北百貨_復橫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0、10-1、12號
573 高雄市 新興區 穀昔健體廚房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73號一樓
574 高雄市 新興區 My Way 覓味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81號
575 高雄市 新興區 巧迪 南高雄總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193號
576 高雄市 新興區 迷客夏milkshop-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1號1樓
577 高雄市 新興區 迷客夏milkshop-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1號1樓
578 高雄市 新興區 波波耐吃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95號1樓
579 高雄市 新興區 桌遊森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57號
580 高雄市 興新區 高雄永樂國際拍賣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興新區中山一路2號2樓
581 高雄市 新興區 義賢通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47號1樓
582 高雄市 新興區 947修手機(高雄美麗島總店)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68號
583 高雄市 新興區 強匠鎖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16號
584 高雄市 新興區 五福餃子館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79之1號1樓
585 高雄市 新興區 MBHT Fabulous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214號
586 高雄市 新興區 饗日小吃店 Sundate Cafe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93號
587 高雄市 新興區 宇宙咖啡食品行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05號
588 高雄市 新興區 八方雲集（高雄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1號
589 高雄市 新興區 手機急診室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33號
590 高雄市 新興區 迷妳寵物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3號
591 高雄市 新興區 萱心閣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4之4號1至2樓
592 高雄市 新興區 嘉霖鎖印行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70-12號
593 高雄市 新興區 傳世綠豆大王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70-3號
594 高雄市 三民區 Lulu阿紅兵冰紅茶冰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81號騎樓



595 高雄市 新興區 麻古茶飲-復興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95號1樓
596 高雄市 新興區 A&B 肌膚健康會館-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113號
597 高雄市 新興區 胡子麻辣鴛鴦火鍋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272號
598 高雄市 新興區 KOR蔻兒鑽石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318號1樓
599 高雄市 新興區 洗頭殿-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330號
600 高雄市 新興區 沐余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332號
601 高雄市 新興區 爬爬食堂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350號
602 高雄市 新興區 巧迪 南投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193號
603 高雄市 新興區 快樂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23之1號
604 高雄市 新興區 百崴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36號1樓
605 高雄市 新興區 八德民族拖吊場 高雄市新興區開平里八德一路27號
606 高雄市 新興區 約尼開動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130號
607 高雄市 新興區 小食袋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134號
608 高雄市 新興區 吳家紅茶冰(開封店)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50號
609 高雄市 新興區 舒禔西服 高雄市新興區愛平里中山一路116號1至3樓
610 高雄市 新興區 ZOSS沙龍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07之1號
611 高雄市 新興區 Cody sanderson 高雄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12號1樓
612 高雄市 新興區 良杯製所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22號
613 高雄市 新興區 QUEEN SHOP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26號
614 高雄市 左營區 那個年代杏仁豆腐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路二段448號
615 高雄市 新興區 Bonny & Read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30號1樓
616 高雄市 新興區 E3 新田一館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31號2樓
617 高雄市 新興區 珍煮丹_高雄新堀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52號1樓
618 高雄市 新興區 鮮茶道-高雄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54號
619 高雄市 新興區 精芳茗茶商行 高雄市新興區明莊里六合二路69號
620 高雄市 新興區 JUST LEE, JUST JEWELRY 高雄市新興區興華路17號10樓
621 高雄市 新興區 REACTION.crew 高雄市新興區福建街400號
622 高雄市 新興區 家秝烘培坊 高雄市新興區興昌里六合一路36號1樓
623 高雄市 新興區 晨食輕食坊 高雄市新興區興昌里六合一路4―1號
624 高雄市 新興區 咖啡犬舍 高雄市新興區興昌里民族二路119號1樓
625 高雄市 新興區 得恩堂眼鏡 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蕉園里林森1路168號1樓
626 高雄市 新興區 賓島眼鏡行 高雄市新興區蕉園里林森1路170號
627 高雄市 新興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蕉園里林森1路172號
628 高雄市 新興區 艾比路唱片行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1之1號
629 高雄市 新興區 艾比路電台餐廳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1之1號
630 高雄市 新興區 大腸金麵線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35號
631 高雄市 新興區 歐仕達異國美食館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52號
632 高雄市 新興區 話燒主題鍋物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54號1樓
633 高雄市 新興區 迷客夏milkshop-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86號
634 高雄市 新興區 巨匠美語_高雄中山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34號
635 高雄市 新興區 巨匠電腦_高雄認證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42號
636 高雄市 前金區 迪波波藝食館 Deep Purple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三街206號
637 高雄市 前金區 沐光Nail Waxing Salon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35巷1號
638 高雄市 前金區 天天美麗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57號九樓之9
639 高雄市 前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前金區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58-1號1樓
640 高雄市 前金區 鳥巢商旅-七賢館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65號
641 高雄市 前金區 華偉通訊行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09號
642 高雄市 前金區 85°C高雄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35號
643 高雄市 前金區 華園茶行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00號
644 高雄市 前金區 華園茶行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00號
645 高雄市 前金區 溫順薑專賣店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42號
646 高雄市 前金區 光陽-騰暉機車行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2路4號
647 高雄市 前金區 花緹美容養生舒活會館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一路222號
648 高雄市 前金區 西子灣大飯店 愛河館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3號
649 高雄市 前金區 沅味巷口飯糰(大同店)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8號
650 高雄市 前金區 吳家紅茶冰(前金店)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45號
651 高雄市 前金區 晶采暢貨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07號6樓之1
652 高雄市 前金區 101旅行社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33號7F-5
653 高雄市 前金區 Coffee wake up咖啡覺醒中山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47號
654 高雄市 新興區 頑皮族玩具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29之1號2F
655 高雄市 前鎮區 MicForest--微森林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656 高雄市 前金區 黑豆茶兒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03號6樓之6
657 高雄市 前金區 滴滴咖啡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06號
658 高雄市 鼓山區 彭賢禮皮膚科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151號
659 高雄市 前金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中正二店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47號
660 高雄市 前金區 螞蟻窩 Mayiiwo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48號6樓L室
661 高雄市 前金區 馬可先生第五_前金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2之1號
662 高雄市 前金區 金龍彩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3之1號1樓
663 高雄市 前金區 金龍彩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3號
664 高雄市 前金區 Woopen木盆-中華加盟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39號
665 高雄市 前金區 神宇通訊行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75號一樓
666 高雄市 前金區 台灣大哥大前金中華三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2號
667 高雄市 前金區 髮精靈造型坊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4巷16號1樓
668 高雄市 前金區 光陽-俊典機車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25之4號
669 高雄市 前金區 麥味登中華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3-8號
670 高雄市 前金區 Huii Nail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77-1號7-2樓7-5室
671 高雄市 前金區 檸檬香茅火鍋 中華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83號1樓
672 高雄市 前金區 Mood Shop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89號1樓
673 高雄市 前金區 SandyHo大尺碼女鞋高雄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15號
674 高雄市 前金區 尤拿髮藝二館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48號
675 高雄市 前金區 菲娜斯美甲行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路324號
676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大立IN89豪華影城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57號9樓至10樓
677 高雄市 前金區 大立百貨A館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
678 高雄市 前金區 大立百貨B館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
679 高雄市 前金區 大立百貨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B6F~10F及59號B3F~11F



680 高雄市 前金區 CYS假髮接髮高雄五福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60號
681 高雄市 前金區 崧秦旅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79號6,7樓之1,2
682 高雄市 前金區 鴻日國際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79號9樓
683 高雄市 前金區 公寓咖啡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27號
684 高雄市 前金區 To Be Smoothie高雄堀江店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69號1樓
685 高雄市 前金區 福洋和食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75號
686 高雄市 前金區 桃莉-仁義店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77號
687 高雄市 前金區 炭樵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78號1樓
688 高雄市 前金區 一茗茶行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09號
689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夜市林家八寶冰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94號前
690 高雄市 小港區 北回木瓜牛奶(六合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91-1號
691 高雄市 前金區 依蘭衣籃 高雄市前金區文西里新田路256號1樓
692 高雄市 前金區 十八味225號店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25號
693 高雄市 前金區 靖銘五金行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青年2路80號
694 高雄市 前金區 李氏朝鮮館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青年二路32號
695 高雄市 前金區 蘿荔美甲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街8號1樓
696 高雄市 前金區 KAFFI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152號
697 高雄市 前金區 晴。晨Morning Sun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190號
698 高雄市 前金區 麗馨精品商旅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29號
699 高雄市 前金區 內向咖啡館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68號
700 高雄市 前金區 木木江鳥衣谷-手作千層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70號
701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國賓大飯店線上訂房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
702 高雄市 前金區 放鬆意識Cafe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83號1樓
703 高雄市 前金區 外帶一隻貓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一路6號
704 高雄市 前金區 日月光國際飯店 高雄館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二街191號
705 高雄市 前金區 田原香-成功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58號
706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22樓
707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佛陀分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22樓
708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巨蛋分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22樓
709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22樓
710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桃園分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22樓
711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22樓
712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2F
713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3F
714 高雄市 前金區 Gi-Fun 吉坊洋行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8號
715 高雄市 前金區 馳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10號
716 高雄市 前金區 季洋莊園咖啡成功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1號
717 高雄市 前金區 弘爺漢堡成功一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65、467號
718 高雄市 前金區 普普數位印刷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507號
719 高雄市 前金區 翠園粵菜餐廳 巨蛋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路一段266號21樓之一
720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海港 敦化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路一段266號22號
721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海港 漢來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路一段266號22號
722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海港 巨蛋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路一段266號22號
723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蔬食 巨蛋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路一段266號22號
724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蔬食 忠孝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路一段266號22號
725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軒 台中廣三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路一段266號22樓
726 高雄市 前金區 50嵐_自立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一路43號
727 高雄市 前金區 50嵐_自立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一路43號
728 高雄市 前金區 黑瀧堂高雄自立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131號
729 高雄市 前金區 優維特 Your Vita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39巷49號
730 高雄市 前金區 優維特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39巷49號
731 高雄市 前金區 八方雲集(前金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89號
732 高雄市 前金區 Loop圈圈-DIY烘焙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06巷19號
733 高雄市 前金區 幸福麵屋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66號
734 高雄市 前金區 呈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70號10樓
735 高雄市 前金區 林才民整形外科診所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72號2樓之一
736 高雄市 前金區 50嵐_自強中正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80號
737 高雄市 前金區 50嵐_自強中正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80號
738 高雄市 前金區 茶湯會高雄自強二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26號
739 高雄市 前金區 茶湯會(高雄自強二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26號
740 高雄市 前金區 彼娜滋-台灣花生第一品牌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46號1樓
741 高雄市 前金區 彼娜滋-台灣花生第一品牌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46號1樓
742 高雄市 前金區 禾揚豆奶蛋糕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48號
743 高雄市 前金區 貢茶-高雄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6號
744 高雄市 前金區 宜兒樂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79號
745 高雄市 前金區 蝦桶 Shrimp Master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24號
746 高雄市 前金區 林唯衣服飾行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33號
747 高雄市 前金區 50嵐_自強漢神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44號
748 高雄市 前金區 50嵐_自強漢神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44號
749 高雄市 前金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54號
750 高雄市 前金區 老村雞肉飯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63號
751 高雄市 前金區 馬可先生第一_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77號1樓
752 高雄市 苓雅區 好野菜RICHVEGE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27-4號
753 高雄市 前金區 水草婚戒 高雄市前金區明星街189號
754 高雄市 前金區 不老松足湯 高雄愛河行館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2號
755 高雄市 前金區 聯宏機車行 高雄市前金區社西里成功1路315號1樓
756 高雄市 前金區 伊莉絲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街15號1樓
757 高雄市 前金區 點心願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82之1號1樓
758 高雄市 前金區 鄧師傅功夫菜-青年店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82號
759 高雄市 前金區 畫堤音樂餐廳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98號1、2樓
760 高雄市 前金區 畫堤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98號1樓
761 高雄市 前金區 BURGER THE GOAT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32號
762 高雄市 鼓山區 巧味鍋燒丼飯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中山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山海樓餐廳-巧味鍋燒丼飯
763 高雄市 前金區 WO Hotel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94號
764 高雄市 鼓山區 AF健身房-ALC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61號2樓



765 高雄市 左營區 AF健身房-ALC富民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50號2樓
766 高雄市 新興區 AF健身房-ALC鼎山 高雄市新興區鼎山街576號1樓
767 高雄市 鳳山區 AF健身房-ALC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71號2樓
768 高雄市 楠梓區 AF健身房-ALC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30號
769 高雄市 前金區 紅磚地窖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07號B1
770 高雄市 前金區 野村日式燒肉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75號
771 高雄市 前金區 小北百貨_瑞源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18號1、2樓
772 高雄市 前金區 OFFICESTAR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91號
773 高雄市 前金區 多曼尼美髮工作室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3路130號
774 高雄市 前金區 橙通訊3c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23號1樓
775 高雄市 前金區 小北百貨_光復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1號1、2樓
776 高雄市 前金區 魏燕呢婦產科診所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26號
777 高雄市 前金區 築間幸福鍋物-高雄大立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10樓
778 高雄市 前金區 米索髮藝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52號
779 高雄市 前金區 非凡國際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02號之1
780 高雄市 前金區 美髮服務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7號1樓
781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健身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782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訂房系統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783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大廳櫃檯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784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會議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785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漢來宴會廳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786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視聽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787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GIFT SHOP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788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漢來國際商務俱樂部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789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貴賓軒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
790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港式海鮮火鍋-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10樓
791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日本料理弁慶-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10樓
792 高雄市 前金區 紅陶上海湯包 漢來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10樓
793 高雄市 前金區 翠園粵菜餐廳 漢來店-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10樓
794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龍蝦酒殿-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5樓
795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牛排館-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5樓
796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鐵板燒-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5樓
797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大飯店 福園台菜海鮮餐廳-online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9樓
798 高雄市 前金區 春芳號-高雄成功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96號
799 高雄市 前金區 春芳號-高雄成功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96號
800 高雄市 前金區 Donutes Cafe多那之-漢神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53號
801 高雄市 前金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高雄大同店 高雄市前金區復元里大同二路23號1至11樓及地下2樓
802 高雄市 前金區 尤拿髮藝一館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05-1號
803 高雄市 前金區 KISSING SPOT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19號1樓
804 高雄市 前金區 Unique Hair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36號
805 高雄市 前金區 七二設計工作室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39巷12號
806 高雄市 前金區 大裕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49號
807 高雄市 前金區 VIVISPA新田店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60號
808 高雄市 前金區 星和愛漂亮＿前金新田店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78號
809 高雄市 前金區 佳霆實業(高雄據點)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99號
810 高雄市 前金區 佳敏企業(高雄據點)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99號
811 高雄市 前金區 韓昭園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301號
812 高雄市 前金區 玩美女人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一街98號2樓
813 高雄市 前金區 YAMAHA - 永琪車業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145號
814 高雄市 前金區 肯笛麵堂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146號1樓
815 高雄市 前金區 路克刺青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6號
816 高雄市 前金區 和樂花園旅店 高雄市前金區榮安街35號
817 高雄市 前金區 漢神名店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成功一路266之1號1樓266號
818 高雄市 前金區 QLENS瞳妝 美瞳專賣店 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自強三路213號2樓
819 高雄市 前金區 妙善公主素食養心鍋 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新田路320號
820 高雄市 苓雅區 煎並煎-煎餅果子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61號
821 高雄市 苓雅區 三多小吃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61號
822 高雄市 苓雅區 心喜手工茶-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62-2號
823 高雄市 前金區 城市戰場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9號11樓
824 高雄市 左營區 舞弄鹹水雞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1號
825 高雄市 苓雅區 劉媽炸炸窩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7號
826 高雄市 苓雅區 遇．巴黎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37-2號
827 高雄市 苓雅區 小華服飾飾品包包 高雄市苓雅區仁愛三街374號
828 高雄市 鳳山區 ONE-R 章魚燒 高雄市鳳山區頂新八街76號
829 高雄市 苓雅區 荳子樂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48號
830 高雄市 苓雅區 STP功夫雞排飲品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58號
831 高雄市 苓雅區 那涼涼麵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79號
832 高雄市 苓雅區 台南味張家麵館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15號
833 高雄市 苓雅區 蔥脆餅吉林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順街51號1樓
834 高雄市 苓雅區 布及回收物手作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29號
835 高雄市 苓雅區 奇奇老闆碳烤三明治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48號
836 高雄市 苓雅區 自強腿庫飯、炒飯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24號
837 高雄市 苓雅區 正吉壽司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53巷36號
838 高雄市 苓雅區 蝦仁肉丸米糕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68之1號
839 高雄市 苓雅區 象哥乾拌麵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7號
840 高雄市 苓雅區 意合堂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0號
841 高雄市 苓雅區 瘋炸雞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6號
842 高雄市 苓雅區 saladway沙拉味林森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57巷9號1樓
843 高雄市 苓雅區 武廟肉圓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07-1號
844 高雄市 三民區 心喜手工茶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83號
845 高雄市 苓雅區 明星鹽酥雞（武慶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50號
846 高雄市 苓雅區 放題居酒屋 高雄市苓雅區金門街66號5樓
847 高雄市 苓雅區 心喜手工茶_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21號
848 高雄市 苓雅區 善鼎豐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2-4號
849 高雄市 苓雅區 第一家鹹酥雞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3巷28號



850 高雄市 苓雅區 茶總管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95-1號
851 高雄市 苓雅區 早點到(苓雅英祥店) 高雄市苓雅區英祥街23號
852 高雄市 苓雅區 68藝術工作室 funfunArt Studio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68號
853 高雄市 苓雅區 好得眼鏡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55號
854 高雄市 苓雅區 蒸米香狀元糕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627號
855 高雄市 苓雅區 福隆月台鐵路便當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56-1號
856 高雄市 苓雅區 小義室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83號
857 高雄市 苓雅區 過客早午餐 高雄市苓雅區華新街17號
858 高雄市 苓雅區 My鬆餅 高雄市苓雅區廈門街
859 高雄市 苓雅區 七飽飽早午餐 高雄市苓雅區廈門街21號
860 高雄市 鼓山區 在地人鹽水雞-瑞北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861 高雄市 苓雅區 小孩子的小行星-手作飾品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51巷38-3號4F
862 高雄市 苓雅區 和手屋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文化中心創意市集第一排後段
863 高雄市 苓雅區 陳老師玉石研磨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53之5號
864 高雄市 苓雅區 8617洗鞋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二街73號
865 高雄市 苓雅區 張媽媽八寶韭菜盒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21號
866 高雄市 苓雅區 心喜手工茶-憲政店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42-1號
867 高雄市 苓雅區 ZA hair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41號(ZA設計師)
868 高雄市 苓雅區 豚將拉麵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34號
869 高雄市 苓雅區 晨間廚房-凱旋店 高雄市苓雅區二聖一路28號
870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新弘機車行 高雄市苓雅區人和里中華四路232號1樓
871 高雄市 苓雅區 胖老爹_高雄武慶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5號
872 高雄市 苓雅區 虎山鮮奶-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09號
873 高雄市 苓雅區 樂phone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19號1樓
874 高雄市 苓雅區 極鍍車膜車體美容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3號
875 高雄市 苓雅區 烏弄三多三信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63號
876 高雄市 苓雅區 懇得機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91號
877 高雄市 苓雅區 大亞廣告印刷-三多二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71號
878 高雄市 苓雅區 南威海洋酒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08號
879 高雄市 苓雅區 愛戀朵拉企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23號
880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三多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45號1樓
881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三多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45號1樓
882 高雄市 苓雅區 蔓緹美甲美睫(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78、380號
883 高雄市 苓雅區 松本鮮奶茶-三多二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57號
884 高雄市 苓雅區 K手機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77號
885 高雄市 三民區 老頑童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68號
886 高雄市 苓雅區 BAW專利空調氣墊鞋 高雄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4-4號
887 高雄市 苓雅區 老江紅茶牛奶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4之3號
888 高雄市 苓雅區 CYS假髮接髮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20號2樓-1
889 高雄市 苓雅區 濃厚鋪青草茶(新光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22號1樓
890 高雄市 苓雅區 Fast法思特複合餐點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64號
891 高雄市 苓雅區 海底撈高雄大遠百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8樓
892 高雄市 前鎮區 大陶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893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三多中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75號
894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三多中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75號
895 高雄市 苓雅區 大帑殿KTV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12號
896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兄弟綠豆湯-建國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66號
897 高雄市 苓雅區 來來帽行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76號
898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泰瑋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5號
899 高雄市 苓雅區 新鮮便宅配網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11號
900 高雄市 苓雅區 魔立樂器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49號
901 高雄市 苓雅區 傑西寶寶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55號
902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兄弟綠豆湯-中山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55號
903 高雄市 苓雅區 Sieg_高雄苓雅(川原)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60號
904 高雄市 苓雅區 玩美主義/好鑽商行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21巷5弄12號1樓
905 高雄市 苓雅區 打狗餅舖-中正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35號1樓
906 高雄市 苓雅區 席薇亞形象美學SIBS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號2樓
907 高雄市 苓雅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中正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94號
908 高雄市 苓雅區 金橘眼鏡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00號
909 高雄市 美濃區 VLENS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美中路8號2樓
910 高雄市 苓雅區 Vlens 崛江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11樓
911 高雄市 苓雅區 Vlens 士林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11樓
912 高雄市 苓雅區 VLENS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11樓
913 高雄市 苓雅區 VLENS(高雄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11樓
914 高雄市 苓雅區 台南好物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9樓
915 高雄市 苓雅區 光明修能量占卜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70號1樓
916 高雄市 苓雅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福德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86號
917 高雄市 苓雅區 快手支付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4號(捷運五塊厝站B1二號出口店3)-快手支付有限公司
918 高雄市 苓雅區 麥米雅原創工場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6號3樓之2
919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99號
920 高雄市 苓雅區 凱西生活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56巷25號
921 高雄市 苓雅區 玩9創意DIY素材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路二路93號1樓
922 高雄市 鹽埕區 玩9創意 x W Jewelry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2-1號
923 高雄市 苓雅區 米蘭諾精品服飾店(MILANO)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光華一路148-90號
924 高雄市 苓雅區 安心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164號
925 高雄市 苓雅區 嘉享賀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19巷11號9樓之2
926 高雄市 苓雅區 Mystoto Escape Games 密室逃脫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2號地下1樓
927 高雄市 苓雅區 旅居文旅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31號11樓
928 高雄市 苓雅區 陶公坊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63號1樓
929 高雄市 苓雅區 阿性情趣用品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64號2樓
930 高雄市 鼓山區 阿性情趣用品店瑞豐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46號
931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性情趣用品店明誠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7號1樓
932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性情趣用品店建國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9號
933 高雄市 新興區 阿性情趣用品店中山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66號1樓
934 高雄市 鳳山區 阿性情趣用品店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13號



935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性情趣用品店站前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46號
936 高雄市 苓雅區 陽光大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71號及75號
937 高雄市 苓雅區 薇斯專業美容坊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37號
938 高雄市 苓雅區 法蘭斯手工鞋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57號1樓
939 高雄市 苓雅區 興趣xsimtree 五福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2號1樓
940 高雄市 苓雅區 藍色狂想音樂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11號
941 高雄市 苓雅區 肉肉先生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89號
942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分衡心 輕鬆推傳統整復推拿館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23號一樓
943 高雄市 楠梓區 麗文高大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700號圖資大樓一樓
944 高雄市 鳥松區 麗文正修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圖書館B1
945 高雄市 三民區 麗文高科建工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圖書生活廣場
946 高雄市 燕巢區 麗文高科燕巢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58號圖書生活廣場
947 高雄市 大樹區 麗文義大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號活動中心一樓
948 高雄市 燕巢區 麗文義大醫學院 高雄市燕巢區角宿村義大路8號C棟一樓
949 高雄市 湖內區 麗文東方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110號行銷館一樓
950 高雄市 三民區 麗文高醫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圖書館一樓
951 高雄市 鼓山區 麗文中山 高雄市鼓山區西子灣蓮海路70號
952 高雄市 苓雅區 麗文高師和平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953 高雄市 燕巢區 麗文高師燕巢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村深中路62號
954 高雄市 苓雅區 東洲黑糖奶鋪(高雄五福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01號
955 高雄市 苓雅區 咖啡綠商號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01號8樓之1
956 高雄市 苓雅區 咖啡綠.米樂活星球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01號8樓之1
957 高雄市 苓雅區 富和淨水器企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武廟路205號
958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哈囉摩托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里建國一路269號
959 高雄市 苓雅區 水漾Nails美甲時尚館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街75號1樓
960 高雄市 苓雅區 安柏夏儂花屋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仁智街104號
961 高雄市 苓雅區 小房子書舖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文橫二路115巷17號
962 高雄市 苓雅區 富山淨化 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青年一路279號1樓
963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成悅機車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苓雅一路375號
964 高雄市 苓雅區 小時代洋行 高雄市苓雅區仁智街114號
965 高雄市 苓雅區 李水LiShui 高雄市苓雅區仁智街199號1樓
966 高雄市 苓雅區 沅味巷口飯糰(三多SOGO店) 高雄市苓雅區仁智街36號
967 高雄市 苓雅區 Grace Cafe 典·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仁智街4號
968 高雄市 前鎮區 甘之飴 甘蔗茶飲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15號
969 高雄市 苓雅區 旻品茶行 高雄市苓雅區仁愛三街311號
970 高雄市 苓雅區 流行點 高雄市苓雅區仁愛三街319號2樓
971 高雄市 苓雅區 泰山汕頭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仁德街19號10樓
972 高雄市 苓雅區 泰山汕頭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65號
973 高雄市 苓雅區 潤兒髮藝工作坊 高雄市苓雅區仁德街22號1樓
974 高雄市 苓雅區 八方雲集（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25-1號
975 高雄市 苓雅區 水源天麵食館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27-2號
976 高雄市 苓雅區 松本鮮奶茶-苓雅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27號
977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2-3號1樓
978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2-3號1樓
979 高雄市 苓雅區 三分春色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5號
980 高雄市 苓雅區 僑美蛋糕西點麵包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57號
981 高雄市 苓雅區 烏弄三多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號3號1樓
982 高雄市 苓雅區 Home趴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11號
983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三多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1號1樓
984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三多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1號1樓
985 高雄市 苓雅區 膜力紅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9號
986 高雄市 苓雅區 鮮茶道-高雄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7號
987 高雄市 苓雅區 毅誠火雞肉飯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號
988 高雄市 苓雅區 桶一天下企業社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50號
989 高雄市 苓雅區 MACU-文橫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52號
990 高雄市 苓雅區 熊鍋-鍋物餐酒館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60號
991 高雄市 苓雅區 R8 環保商旅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6號12樓
992 高雄市 苓雅區 Wish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4號1樓
993 高雄市 苓雅區 木門日系雜貨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8號
994 高雄市 苓雅區 99五金大賣場-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興中一路142號
995 高雄市 苓雅區 騰野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一路224號1樓
996 高雄市 苓雅區 亨運香港茶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07號
997 高雄市 苓雅區 天和水電衛浴材料行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0號
998 高雄市 苓雅區 貢茶-高雄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03號
999 高雄市 苓雅區 時光鐘錶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05號

1000 高雄市 苓雅區 喜樂屋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17號1樓
1001 高雄市 苓雅區 李家茶店 Lee's Tea House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2號
1002 高雄市 苓雅區 The green alley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57號1樓
1003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兄弟綠豆湯-四維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63號
1004 高雄市 苓雅區 沐光輕食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00號
1005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寶春麥方店_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9號
1006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寶春麥方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9號
1007 高雄市 苓雅區 麥方店_臺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9號(高雄市政府對面)
1008 高雄市 苓雅區 達觀國際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6號17樓之1(A3)
1009 高雄市 三民區 貓草甜餐車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23巷27號3樓之2
1010 高雄市 苓雅區 ABC便利商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20號1樓
1011 高雄市 新興區 勘熟所-A Little Medium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72巷12號
1012 高雄市 苓雅區 旅游趣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99號5樓之4
1013 高雄市 苓雅區 奶泰香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014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家紅茶冰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號7樓之2
1015 高雄市 苓雅區 優家預防清潔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號8樓之5
1016 高雄市 苓雅區 千義義大利麵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建國一路123巷19號1樓
1017 高雄市 苓雅區 光倫眼鏡行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建國一路133號
1018 高雄市 苓雅區 金牆文創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輔仁路177巷11號2樓
1019 高雄市 苓雅區 莎柏萊燈飾行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大順三路58、60號



1020 高雄市 苓雅區 路易莎咖啡武廟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中正一路288、290號
1021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弘達機車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里武廟路149號1樓
1022 高雄市 苓雅區 不朽茶事會社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23號1樓
1023 高雄市 苓雅區 日光數位通訊行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30號
1024 高雄市 苓雅區 大成中醫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76號
1025 高雄市 苓雅區 Fun Ting 芳庭健康美學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90號
1026 高雄市 苓雅區 陳稼莊(型農) 高雄市苓雅區正順街22號1樓
1027 高雄市 苓雅區 耕明眼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12號
1028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家紅茶冰(正義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18號
1029 高雄市 苓雅區 甘之泉中醫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32號
1030 高雄市 苓雅區 威傑通訊行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80之2號1F
1031 高雄市 苓雅區 一源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200號
1032 高雄市 苓雅區 白領貓手作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309巷23號
1033 高雄市 苓雅區 愛之樹花屋 高雄市苓雅區民主里建國一路316號
1034 高雄市 苓雅區 阿咕寵物店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19號
1035 高雄市 苓雅區 TAST boutique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53號9樓
1036 高雄市 苓雅區 CTO精日企業 高雄市苓雅區永平路88號
1037 高雄市 苓雅區 旅人137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137號
1038 高雄市 苓雅區 普羅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143號
1039 高雄市 苓雅區 泥作根地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148號
1040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宏易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34號
1041 高雄市 苓雅區 方巷 fang flower project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44號
1042 高雄市 苓雅區 鼎富燒臘 高雄市苓雅區永昌街50號
1043 高雄市 苓雅區 TAMA Cafe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73號
1044 高雄市 苓雅區 糖睫兒美學 高雄市苓雅區永福街3號
1045 高雄市 苓雅區 PAWS UP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街117號9樓之3
1046 高雄市 新興區 慢食 高雄市新興區永樂街184號
1047 高雄市 苓雅區 睫作精緻美學·美甲·美睫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街49號1樓
1048 高雄市 新興區 VOVA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51號
1049 高雄市 苓雅區 大心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28號
1050 高雄市 苓雅區 青鳥工房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3號
1051 高雄市 苓雅區 莎士比亞烘焙坊 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71、72號
1052 高雄市 苓雅區 胡麻園養生專賣店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93號
1053 高雄市 苓雅區 豐宏數位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25號
1054 高雄市 苓雅區 天龍登山露營用品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65號
1055 高雄市 苓雅區 中華衛星大車隊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69號
1056 高雄市 苓雅區 中華衛星大車隊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69號
1057 高雄市 苓雅區 中華衛星大車隊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69號
1058 高雄市 苓雅區 中華衛星大車隊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69號
1059 高雄市 苓雅區 艾曼精品服飾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92號
1060 高雄市 苓雅區 怪物維修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96號
1061 高雄市 苓雅區 蘋果大聯盟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59號
1062 高雄市 苓雅區 eZ通訊館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61號
1063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新禾機車行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74號
1064 高雄市 苓雅區 Cofein 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82號
1065 高雄市 苓雅區 禹盛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9號1樓
1066 高雄市 苓雅區 QueenWax 除毛女王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16樓之2
1067 高雄市 苓雅區 南仁湖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21F之二
1068 高雄市 苓雅區 Formosan Farms 福爾摩沙農場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22樓之5
1069 高雄市 苓雅區 上新車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8號
1070 高雄市 苓雅區 光之寶眼鏡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9號
1071 高雄市 苓雅區 黑皮TIME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53號
1072 高雄市 苓雅區 黑皮TIME居家生活概念館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53號(營業時間AM11:00~PM20:00)
1073 高雄市 苓雅區 黑糖奶奶三犬本舖光華1號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66號
1074 高雄市 苓雅區 星辰數位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290號
1075 高雄市 苓雅區 膜力紅光華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52號
1076 高雄市 苓雅區 耀瑪騎士生活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路14號
1077 高雄市 苓雅區 君記輪胎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路62號1樓
1078 高雄市 苓雅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苓雅區大統店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六合路25-2號
1079 高雄市 苓雅區 牛魔王牛排(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六合路30號1樓
1080 高雄市 苓雅區 聚湘園罐燒菜(原川香園)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和平一路266號
1081 高雄市 苓雅區 JIT苓雅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和平一路270號
1082 高雄市 苓雅區 木曙健康茶飲 高雄市苓雅區安祥里和平一路282號1樓
1083 高雄市 苓雅區 得恩堂眼鏡 漢神店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1路277號1樓
1084 高雄市 苓雅區 健森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5樓之2
1085 高雄市 苓雅區 健森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2號5樓之2
1086 高雄市 苓雅區 成功淬自然健康茶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9-4號
1087 高雄市 苓雅區 覓奇日本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76號1樓
1088 高雄市 苓雅區 真男饌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90號1樓
1089 高雄市 苓雅區 宏美冰果店 高雄市苓雅區江都街51號
1090 高雄市 苓雅區 北回木瓜牛奶(高雄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07號
1091 高雄市 苓雅區 四季逗黑砂糖木瓜牛奶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14號
1092 高雄市 苓雅區 四季逗黑砂糖木瓜牛奶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14號
1093 高雄市 苓雅區 丹路原塊牛排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16號
1094 高雄市 苓雅區 名都飲食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19號
1095 高雄市 苓雅區 清文鎖匙刻印行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30號
1096 高雄市 苓雅區 久吉文具批發館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45號2樓
1097 高雄市 苓雅區 鮮茶道-苓雅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60號
1098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自強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69號1樓
1099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自強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69號1樓
1100 高雄市 三民區 Eauin釉妍肌膚保養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47巷18號一樓
1101 高雄市 苓雅區 幸福九九出租店-八五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0號
1102 高雄市 苓雅區 瑞生藥局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1號
1103 高雄市 苓雅區 檸檬香茅火鍋店 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2號
1104 高雄市 苓雅區 伊甸園健康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15樓之2



1105 高雄市 左營區 DesignVSTORE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1樓
1106 高雄市 苓雅區 DesignVSTORE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4樓
1107 高雄市 苓雅區 美麗灣beer bar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五號14樓之1
1108 高雄市 苓雅區 樂齡網高雄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32號
1109 高雄市 苓雅區 新斐文造型概念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36號
1110 高雄市 苓雅區 景福藥局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47-5號
1111 高雄市 苓雅區 忠信動物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49之13號
1112 高雄市 苓雅區 WinnieDrinker葳林爵閣(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49號
1113 高雄市 苓雅區 江夏傳統整復推拿(高雄文化中心館)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51號
1114 高雄市 苓雅區 琴友樂器行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58號
1115 高雄市 苓雅區 大碗公冰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62號
1116 高雄市 苓雅區 大統百貨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18號
1117 高雄市 苓雅區 勇敢章魚燒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30號
1118 高雄市 苓雅區 時昉微傾-人文咖啡烘焙紀實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34號1樓
1119 高雄市 苓雅區 南瓜馬車喜帖坊 臻藏婚卡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40號
1120 高雄市 苓雅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鷹輪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68號
1121 高雄市 苓雅區 明珠滷味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巷2號
1122 高雄市 苓雅區 和平動物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60號
1123 高雄市 苓雅區 金和肉品(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64號
1124 高雄市 苓雅區 Tobesmoothie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98號
1125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鈺翔機車行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436之1號
1126 高雄市 苓雅區 毅昇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苓雅一路260號
1127 高雄市 苓雅區 富利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尚勇路6號
1128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尚義車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尚義街41號1樓
1129 高雄市 苓雅區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天使餐坊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尚禮街33號
1130 高雄市 苓雅區 醇粹商行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尚禮街36號1樓
1131 高雄市 苓雅區 元氣早午餐輕食(尚義店)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街33號
1132 高雄市 苓雅區 美智家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街8號1樓
1133 高雄市 苓雅區 穗光專業洗衣染整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134 高雄市 苓雅區 廟口勝鹹水雞（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3號
1135 高雄市 苓雅區 MACU-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6號1樓
1136 高雄市 苓雅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苓雅區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13號1樓
1137 高雄市 苓雅區 成美燴飯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4號
1138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上正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40號
1139 高雄市 苓雅區 甜品愛琴海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6巷30號
1140 高雄市 苓雅區 北回木瓜牛奶(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6號
1141 高雄市 苓雅區 寶字號古早味冰店 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2號
1142 高雄市 苓雅區 ICare手機專業維修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五福一路131號1樓
1143 高雄市 苓雅區 雞膳之家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五福一路191號
1144 高雄市 苓雅區 信錏實業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光華一路24號
1145 高雄市 苓雅區 富林漢堡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里和平一路63號
1146 高雄市 苓雅區 小美活力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111號
1147 高雄市 苓雅區 悅漾茶飲林西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80號
1148 高雄市 苓雅區 心鮮道鍋物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4號
1149 高雄市 苓雅區 簡單吃早餐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8號
1150 高雄市 苓雅區 TRYER CAFE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9號
1151 高雄市 苓雅區 小佳人食品行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26號
1152 高雄市 苓雅區 日十師大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1號
1153 高雄市 苓雅區 估估鍋燒麵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4號
1154 高雄市 苓雅區 桂川咖哩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8巷9弄2號
1155 高雄市 苓雅區 桌覓桌遊休閒空間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8巷9弄7號
1156 高雄市 苓雅區 瀧澤軒食堂（拉麵屋）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44號
1157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林泉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74號
1158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林泉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74號
1159 高雄市 苓雅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94號
1160 高雄市 苓雅區 放鬆趣 Chillax SPA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98巷25號1樓
1161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永騰機車行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04號
1162 高雄市 苓雅區 老司肌 匠人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21號11樓之2
1163 高雄市 苓雅區 元通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2之1號1樓
1164 高雄市 苓雅區 Summer Alley夏弄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45號
1165 高雄市 苓雅區 夏弄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45號1樓
1166 高雄市 苓雅區 鳥福居酒屋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61號
1167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林森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7-3號1樓
1168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林森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7-3號1樓
1169 高雄市 苓雅區 新崛江商旅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73號1~8樓
1170 高雄市 苓雅區 飛行家旅行社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80號5樓
1171 高雄市 苓雅區 Saladway沙拉味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三路57巷9號1樓
1172 高雄市 苓雅區 E3 salon HARU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45號
1173 高雄市 苓雅區 隨心身心靈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武信街15巷14號4樓
1174 高雄市 苓雅區 佳冠喜正宗港式臘味(2攤) 高雄市苓雅區武聖路13號
1175 高雄市 苓雅區 清玉_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17號
1176 高雄市 苓雅區 亞黎時尚髮型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18之3號
1177 高雄市 苓雅區 台安藥局-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33-1號
1178 高雄市 苓雅區 名馥火雞肉飯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44之1號
1179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永興照明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97號
1180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永興照明(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97號
1181 高雄市 苓雅區 荷俚特咖啡 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13號
1182 高雄市 苓雅區 JIT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1號
1183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泰騰重型機車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47號1樓
1184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家紅茶冰(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38號
1185 高雄市 苓雅區 武廟麥克冷飲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94號
1186 高雄市 苓雅區 聲浩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115號
1187 高雄市 苓雅區 銘昌機車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46號
1188 高雄市 苓雅區 手機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189 高雄市 苓雅區 嘉彩冷氣 高雄市苓雅區武營路545巷9號



1190 高雄市 苓雅區 藏花閣花藝 高雄市苓雅區河北路162號
1191 高雄市 苓雅區 曼都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79號之1
1192 高雄市 苓雅區 魅惑手作美學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ㄧ路265號
1193 高雄市 苓雅區 98K HAIR MAKEUP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28號
1194 高雄市 苓雅區 客家福美食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59號1樓
1195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79-2號1樓
1196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79-2號1樓
1197 高雄市 苓雅區 詩肯柚木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13號之1
1198 高雄市 苓雅區 艾玩髮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29號
1199 高雄市 苓雅區 兩披索靚鍋-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3號
1200 高雄市 苓雅區 富蘭力照明設計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45號
1201 高雄市 苓雅區 17號穀倉手工吐司坊文化中心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號
1202 高雄市 苓雅區 詩肯居家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348號
1203 高雄市 苓雅區 圖克圖克 TrucTruc 歐洲在地職人選品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6-7號12F-1
1204 高雄市 苓雅區 馬可先生食品_民權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98號
1205 高雄市 苓雅區 O-Ba泡芙手沖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四巷10號
1206 高雄市 苓雅區 路坊葡萄酒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155號
1207 高雄市 苓雅區 名媛婦幼用品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29號1樓
1208 高雄市 苓雅區 瑪爾氏香料舖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47號12樓之一
1209 高雄市 苓雅區 曼都漢來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87之1號一樓
1210 高雄市 三民區 咖哩事典 高雄明仁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53號1樓
1211 高雄市 苓雅區 咖哩事典 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91號1樓
1212 高雄市 苓雅區 醬子的燴飯(線上點餐)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91號1樓
1213 高雄市 苓雅區 醬子的燴飯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91號1樓
1214 高雄市 苓雅區 腦木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里3鄰義勇路39好
1215 高雄市 苓雅區 Wan Wan Macrame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09號13樓
1216 高雄市 苓雅區 阿毅輪胎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24號
1217 高雄市 苓雅區 YAMAHA - 資弘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2號
1218 高雄市 苓雅區 佳冠喜正宗港式臘味(1攤)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34號3樓
1219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宏基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35、137號
1220 高雄市 苓雅區 明峰汽車輪胎企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41-3號1F
1221 高雄市 苓雅區 Buy樂共享福利社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45-5號
1222 高雄市 苓雅區 胖老爹_建國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75之11號
1223 高雄市 苓雅區 橡木桶洋酒高雄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75號
1224 高雄市 苓雅區 蕾莉珍娜國際_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01之8號1樓
1225 高雄市 苓雅區 nice.yo手作健康優格-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06號
1226 高雄市 苓雅區 完美主義美妍館-高雄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55-1號2樓
1227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大哥大苓雅建國一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14號
1228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大哥大苓雅建國一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14號
1229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大哥大-楠梓軍校特約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14號1樓
1230 高雄市 苓雅區 木生地瓜製造所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32號
1231 高雄市 苓雅區 PK褲子大王建二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60-1號
1232 高雄市 苓雅區 所羅門裝備網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62巷3號3樓
1233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阿城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74號
1234 高雄市 苓雅區 曼都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90之13.14.15號1-3樓
1235 高雄市 苓雅區 大眾辦公傢俱 高雄市苓雅區美田里青年1路259號
1236 高雄市 苓雅區 鐵板一族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2路122號
1237 高雄市 苓雅區 巨揚餛飩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199號
1238 高雄市 苓雅區 Style A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84號
1239 高雄市 苓雅區 鑫進發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86號1樓
1240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87號
1241 高雄市 苓雅區 米樂找餐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48號
1242 高雄市 苓雅區 浮宮漂浮spa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60號1、2樓
1243 高雄市 苓雅區 雪絨俱樂部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404-14號1樓
1244 高雄市 苓雅區 茶品草木珍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01號
1245 高雄市 苓雅區 茶品草木珍壹號舖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01號
1246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家紅茶冰(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05號(旁邊)
1247 高雄市 苓雅區 新良安藥局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06號
1248 高雄市 苓雅區 六家佃嘉義火雞肉飯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83號
1249 高雄市 苓雅區 長成機車行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48號
1250 高雄市 苓雅區 茶湯會高雄苓雅二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72號
1251 高雄市 苓雅區 茶湯會(高雄苓雅二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72號
1252 高雄市 苓雅區 鳥巢商旅-中華館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77之2號
1253 高雄市 苓雅區 水巷茶弄-高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6號
1254 高雄市 苓雅區 水巷茶弄-高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6號
1255 高雄市 苓雅區 MACU-苓雅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9-3號
1256 高雄市 苓雅區 永鎰機車行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20之3號
1257 高雄市 苓雅區 GS數位館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51號
1258 高雄市 苓雅區 綠豆娘甜品湯廚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259 高雄市 苓雅區 療癒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86號
1260 高雄市 苓雅區 肉燥販英義店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335號
1261 高雄市 苓雅區 瑪莎拉手工餅舖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415號
1262 高雄市 苓雅區 吃肉去食菜趣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英德街65號
1263 高雄市 苓雅區 大港先生 高雄市苓雅區泰成街15號2樓
1264 高雄市 苓雅區 龐奇桌遊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29號
1265 高雄市 苓雅區 巧米巧克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47號1樓
1266 高雄市 苓雅區 6吋盤早午餐-高雄泰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50號
1267 高雄市 苓雅區 葛妮斯國際商行 高雄市苓雅區泰豐街32號
1268 高雄市 苓雅區 甜不辣手的創意天堂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15號鯨魚堤岸市集69攤
1269 高雄市 左營區 迦拿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22巷2號3樓之5
1270 高雄市 苓雅區 易易茶室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55號
1271 高雄市 苓雅區 岑美顏美體spa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96號六樓之五
1272 高雄市 苓雅區 喬安旅遊 高雄市苓雅區高雄巿海邊路26之1號
1273 高雄市 苓雅區 濃厚鋪青草茶(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11之6號
1274 高雄市 苓雅區 映相彩色快速沖印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69號



1275 高雄市 苓雅區 佳璋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03號
1276 高雄市 苓雅區 愛來企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69號
1277 高雄市 苓雅區 秀翔電器ss3c (培芝家電)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21號
1278 高雄市 苓雅區 董師傅手工麻糬-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4-6號
1279 高雄市 苓雅區 太和工房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20號
1280 高雄市 苓雅區 香腸世家三多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22-1號
1281 高雄市 苓雅區 美珍香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22-2號
1282 高雄市 苓雅區 新高雄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175號30樓之一
1283 高雄市 苓雅區 碌飛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175號六樓之二
1284 高雄市 苓雅區 寶島鐘錶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49號
1285 高雄市 苓雅區 卡啡那文化探索館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1286 高雄市 苓雅區 社團法人台灣愛希望兒童關懷發展協會 高雄市苓雅區仁德街137號
1287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好物市集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3路2號9樓
1288 高雄市 苓雅區 買記食品行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85號1樓
1289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寶春麥方店_左營高鐵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9號
1290 高雄市 苓雅區 路人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17號
1291 高雄市 苓雅區 MoJava異國料理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292 高雄市 苓雅區 KAFEi Coffee 珈品咖啡-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建國一路137之5號1樓
1293 高雄市 苓雅區 莎曉克羅埃西亞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光明街83號
1294 高雄市 苓雅區 清玉手調原味茶_高雄民生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82號
1295 高雄市 苓雅區 yamaha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87號
1296 高雄市 苓雅區 愛十刻親手烘焙DIY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凱旋二路57號
1297 高雄市 苓雅區 柏美皮膚科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路136號1+2F
1298 高雄市 苓雅區 La Face Bar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299 高雄市 前鎮區 清原芋圓(高雄漢神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21號
1300 高雄市 苓雅區 幸福九九出租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30號
1301 高雄市 苓雅區 烏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48號
1302 高雄市 苓雅區 珍煮丹-高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77號一樓
1303 高雄市 苓雅區 太卡啡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84號
1304 高雄市 苓雅區 太卡啡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84號
1305 高雄市 苓雅區 家莉莉主題旅宿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12F之25
1306 高雄市 苓雅區 小獅傅手工烘焙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5號23樓之3
1307 高雄市 苓雅區 宜果旅居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5號34F
1308 高雄市 苓雅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49號
1309 高雄市 苓雅區 胖寶寶日式烘培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428號
1310 高雄市 苓雅區 上發海鮮食品行 高雄市苓雅區和煦里復興二路65號1樓
1311 高雄市 苓雅區 早安美之城苓雅林泉概念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林泉街21號
1312 高雄市 苓雅區 八方雲集苓雅林泉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02號
1313 高雄市 苓雅區 象哥乾拌麵丼飯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7號1樓
1314 高雄市 苓雅區 桑威奇美式(純手工漢堡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8巷7-1號
1315 高雄市 苓雅區 runa cafes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78號
1316 高雄市 苓雅區 烏弄文化林泉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90號1F
1317 高雄市 苓雅區 品福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35號
1318 高雄市 苓雅區 八方雲集苓雅林森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63號1樓
1319 高雄市 苓雅區 飛行家旅行社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80號5樓
1320 高雄市 苓雅區 米谷棒壘用品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和平二路315號1樓
1321 高雄市 苓雅區 清原芋圓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18-2號
1322 高雄市 苓雅區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90號
1323 高雄市 苓雅區 宜兒樂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06號
1324 高雄市 苓雅區 晶揚通訊行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26號
1325 高雄市 新興區 KHLS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0-1號
1326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河北路203號1樓
1327 高雄市 苓雅區 郭郭好魚店 高雄市苓雅區河南路56號
1328 高雄市 苓雅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41號
1329 高雄市 苓雅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41號
1330 高雄市 苓雅區 Cares酒館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210號
1331 高雄市 苓雅區 小北百貨_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城北里自強三路25之1號1樓
1332 高雄市 苓雅區 慶元機車精品 高雄市苓雅區奏捷里福德三路215號1樓
1333 高雄市 苓雅區 胖老爹建國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75之11號
1334 高雄市 苓雅區 真便宜汽車精品百貨 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70號
1335 高雄市 苓雅區 日日誌 IN BAR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105號
1336 高雄市 苓雅區 喬安旅行社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26-1.2號1.2樓
1337 高雄市 苓雅區 皇嘉橄欖油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31號16樓之2
1338 高雄市 苓雅區 浮仕德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122號
1339 高雄市 苓雅區 凱鑫通訊行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146號1樓
1340 高雄市 苓雅區 摩兒電腦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160號
1341 高雄市 苓雅區 Mr.里歐 歐式早餐 高雄市苓雅區普天里興中一路19號
1342 高雄市 苓雅區 龍袍湯包 高雄市苓雅區新田路375號
1343 高雄市 苓雅區 境美深活工作室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福西街40號1樓
1344 高雄市 苓雅區 shuroomhair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328號
1345 高雄市 苓雅區 小北百貨_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隆里三多一路335號1樓
1346 高雄市 苓雅區 純新Milk17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39號
1347 高雄市 苓雅區 八方雲集苓雅輔仁店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79-8號1樓
1348 高雄市 苓雅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57-2號
1349 高雄市 苓雅區 永達租車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39號
1350 高雄市 苓雅區 優see頭皮沙龍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355號1樓
1351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義達聯合租車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579號
1352 高雄市 苓雅區 欣宏米其林汽車保修廠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655號
1353 高雄市 苓雅區 直航租車(高雄凱旋2店)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817號1樓
1354 高雄市 前鎮區 緣來炸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190巷48號
1355 高雄市 苓雅區 布穀鳥咖啡館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和平一路144巷3號
1356 高雄市 苓雅區 急修科技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112號1樓
1357 高雄市 苓雅區 錚有意思 怪奇手作 SOPHUN CRAFT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20號3樓之6
1358 高雄市 苓雅區 車坴發車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38號
1359 高雄市 苓雅區 神仙半島SAP館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54號



1360 高雄市 苓雅區 孫悟空印刷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89巷15-1號1樓
1361 高雄市 新興區 古典風華禮服租售批發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96號
1362 高雄市 苓雅區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喜憨兒烘焙屋市府店高雄市苓雅區晴朗里四維三路2號1樓
1363 高雄市 苓雅區 宏威機車行 高雄市苓雅區朝陽里三多二路85號
1364 高雄市 苓雅區 大丸手作幸福便當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林森二路17巷39號
1365 高雄市 苓雅區 皇家鞄鞋洗修大師館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林森二路5?5號
1366 高雄市 苓雅區 Flygo 高雄市苓雅區華堂里林森二路80號5樓
1367 高雄市 新興區 一杯手作咖啡坊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42之1號
1368 高雄市 苓雅區 My cofi 高雄市苓雅區廈門街19號
1369 高雄市 苓雅區 林sir手機館-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中華四路60號
1370 高雄市 苓雅區 美麗灣商旅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里自強三路5號14樓之1
1371 高雄市 苓雅區 老農好食光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路7號8樓之16
1372 高雄市 苓雅區 TRUNK 高雄市苓雅區新田路391號1樓
1373 高雄市 苓雅區 佑陽茗苑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128號
1374 高雄市 苓雅區 Pro老爹專業咖哩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130號
1375 高雄市 苓雅區 毛毛窩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140巷23號
1376 高雄市 苓雅區 輕旅宿商務旅館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26-4號
1377 高雄市 新興區 佶娜衣飾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9號1樓
1378 高雄市 苓雅區 雙寶居家保健生活館（高雄中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中華四路135號(1樓)
1379 高雄市 苓雅區 DT STORE 高雄市苓雅區漢泰街17號1樓
1380 高雄市 苓雅區 布緯食聊企業社 高雄市苓雅區漢陽街50巷18-1號
1381 高雄市 苓雅區 閃耀洗車工坊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344號
1382 高雄市 苓雅區 9417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367號
1383 高雄市 苓雅區 東港的飯湯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370號
1384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陽-南成機車行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467號
1385 高雄市 苓雅區 福西珠寶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街18號
1386 高雄市 苓雅區 佳宏車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三多一路79號
1387 高雄市 苓雅區 競乒乓專業館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225號
1388 高雄市 苓雅區 Around Cafe 流浪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66號
1389 高雄市 苓雅區 新鑫眼鏡專門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三多一路275號,277號1樓
1390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三多一路281號
1391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三多一路281號
1392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福德三路200號
1393 高雄市 苓雅區 50嵐_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壽里福德三路200號
1394 高雄市 苓雅區 明正中醫診所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一路363號
1395 高雄市 苓雅區 視多睛眼鏡 Eyes Store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一路44之16號1樓
1396 高雄市 苓雅區 格子外面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一路56號
1397 高雄市 苓雅區 麻古茶坊-福德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10號
1398 高雄市 苓雅區 享溫馨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05號
1399 高雄市 苓雅區 享溫馨高雄囍宴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09號
1400 高雄市 苓雅區 老賴茶棧-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3號
1401 高雄市 苓雅區 璞瑱玉石工作室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72號
1402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資生堂特約萬福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162號
1403 高雄市 苓雅區 多喜食品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18號
1404 高雄市 苓雅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苓雅區福德新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55號
1405 高雄市 苓雅區 金牆文創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77巷11號2樓
1406 高雄市 苓雅區 正百屋西服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79之2號
1407 高雄市 苓雅區 琥珀帆布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88號
1408 高雄市 苓雅區 拎茶(苓雅輔仁店)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81號
1409 高雄市 苓雅區 正典皮件-廣州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12號
1410 高雄市 苓雅區 衣飾空間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37號1樓
1411 高雄市 苓雅區 圓石酸奶-文化中心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1之1號
1412 高雄市 苓雅區 高登眼鏡行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53之2號
1413 高雄市 苓雅區 久億藥局廣州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29號
1414 高雄市 苓雅區 Soukaitattoo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44號一樓
1415 高雄市 苓雅區 珠暇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二街123巷15號
1416 高雄市 苓雅區 茶的魔手 高雄中山二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中山二路312號1樓
1417 高雄市 苓雅區 蔓霓美髮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永康街190號一樓
1418 高雄市 前金區 日月光國際飯店 高雄館 高雄市前金區光復二街191號
1419 高雄市 苓雅區 松 正好吃鹹酥雞 憲政店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61號
1420 高雄市 苓雅區 御私藏-憲政店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6號
1421 高雄市 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2巷7號
1422 高雄市 苓雅區 花幻想花藝設計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12號
1423 高雄市 苓雅區 麥味登-苓雅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16號
1424 高雄市 苓雅區 向麗花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66號
1425 高雄市 苓雅區 震翌企業社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77號1樓
1426 高雄市 苓雅區 愛之樹花屋興中分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80號
1427 高雄市 苓雅區 訪。玩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66號
1428 高雄市 苓雅區 諾城汽車美容鍍膜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15號
1429 高雄市 苓雅區 伊雅美容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36號1F
1430 高雄市 苓雅區 伊雅美容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36號1樓
1431 高雄市 苓雅區 盒小馬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73號
1432 高雄市 苓雅區 大亞廣告印刷-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81號1樓
1433 高雄市 苓雅區 曼都興欣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99號
1434 高雄市 苓雅區 維美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號
1435 高雄市 新興區 one plus coffee 壹加咖啡館 高雄市新興區興中一路90號
1436 高雄市 苓雅區 TWINS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4號
1437 高雄市 苓雅區 八方雲集（苓雅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5號1樓
1438 高雄市 苓雅區 YAMAHA - 旭光車業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60號
1439 高雄市 苓雅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苓雅區武慶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124號1樓
1440 高雄市 苓雅區 巨匠電腦_三多分校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4之15號
1441 高雄市 苓雅區 巨匠日語_三多分校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36-1號
1442 高雄市 苓雅區 迷客夏milkshop-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47、49號
1443 高雄市 苓雅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苓雅區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32號
1444 高雄市 苓雅區 迷客夏milkshop-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00號1樓



1445 高雄市 苓雅區 迷客夏milkshop-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國治路17號
1446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樹德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1號
1447 高雄市 鹽埕區 大安街潤餅 高雄市鹽埕區大安街164號
1448 高雄市 鹽埕區 Va_布_手作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3號C9-16倉庫
1449 高雄市 鹽埕區 吉井茶飲 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96號
1450 高雄市 鹽埕區 貴妃美容美體工作室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118號3樓之一
1451 高雄市 鹽埕區 微熱山丘（高雄駁二特區）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6號C11-1倉庫-微熱山丘
1452 高雄市 鹽埕區 新咖哩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街57號
1453 高雄市 鹽埕區 偷喝奶茶LittleDrink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54號
1454 高雄市 鹽埕區 台灣好咖啡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19號1樓
1455 高雄市 鹽埕區 台灣好輕食.簡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19號1樓
1456 高雄市 鹽埕區 台灣好愛河冰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19號1樓
1457 高雄市 鹽埕區 台灣好咖啡精品館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19號1樓
1458 高雄市 鹽埕區 50嵐_駁二七賢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號
1459 高雄市 鹽埕區 50嵐_駁二七賢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號
1460 高雄市 鹽埕區 烏弄鹽埕七賢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0號
1461 高雄市 鹽埕區 MACU-鹽埕七賢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4號
1462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婆婆冰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5號
1463 高雄市 鹽埕區 50嵐_七賢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8號
1464 高雄市 鹽埕區 50嵐_七賢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8號
1465 高雄市 鹽埕區 立揚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73號1樓
1466 高雄市 鹽埕區 淘來食作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20號
1467 高雄市 鹽埕區 婆婆冰店旗艦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之12號
1468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漢王洲際飯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號
1469 高雄市 鹽埕區 泰老食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29號
1470 高雄市 鹽埕區 八方雲集(高雄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55號
1471 高雄市 鹽埕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57號1樓
1472 高雄市 鹽埕區 東洲黑糖奶鋪(高雄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58號
1473 高雄市 鹽埕區 鬆餅先生蔬食主義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71號
1474 高雄市 鹽埕區 洋品飾集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91號
1475 高雄市 左營區 森鎂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85號(捷運巨蛋站B1)
1476 高雄市 鹽埕區 國華鐘錶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46號
1477 高雄市 鹽埕區 蔗甘心(高雄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56-1號
1478 高雄市 鹽埕區 兜兜圈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70巷6之3號1樓
1479 高雄市 鹽埕區 15-1甜點屋 高雄市鹽埕區大安街129號
1480 高雄市 鹽埕區 台灣誠-陶樂小吃部 高雄市鹽埕區大成街29號1樓
1481 高雄市 鹽埕區 YAMAHA-全能車業 高雄市鹽埕區大成街80號
1482 高雄市 鹽埕區 手作蟲的天空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1483 高雄市 鹽埕區 relaxedship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1484 高雄市 鹽埕區 恩竹精品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05號1樓
1485 高雄市 鹽埕區 君娜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4號
1486 高雄市 鹽埕區 維肯茶藝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7-1號
1487 高雄市 鼓山區 棧貳庫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1488 高雄市 鹽埕區 馬卡斯義式餐酒館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80號
1489 高雄市 鹽埕區 101文具天堂 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122號
1490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薏仁大王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141號
1491 高雄市 鹽埕區 原駁館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2號│C8-18倉庫
1492 高雄市 鹽埕區 繭裹子- 高雄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2號C8-13倉庫
1493 高雄市 鹽埕區 派奇尼義式冰淇淋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2號C8-16倉庫
1494 高雄市 鹽埕區 NANO HERO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3號c9-7
1495 高雄市 鹽埕區 禮拜文房具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號
1496 高雄市 鹽埕區 Rainbow愛手創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
1497 高雄市 鹽埕區 W studio羽球工作室 高雄市鹽埕區大禮街65號
1498 高雄市 鹽埕區 乾隆坊 高雄市鹽埕區五路四路166號
1499 高雄市 鹽埕區 東洲黑糖奶鋪(高雄五福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三路101號
1500 高雄市 鹽埕區 佩珊珠寶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23號
1501 高雄市 鹽埕區 台灣大哥大鹽埕五福四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29號
1502 高雄市 鹽埕區 50嵐_五福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34號1樓
1503 高雄市 鹽埕區 50嵐_五福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34號1樓
1504 高雄市 鹽埕區 川裕電信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0號1樓
1505 高雄市 鹽埕區 貢茶-高雄五福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1號
1506 高雄市 鹽埕區 SKB文明鋼筆 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3號
1507 高雄市 鹽埕區 光鹽烘焙廚房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4號
1508 高雄市 鹽埕區 寶島鐘錶大仁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0號
1509 高雄市 鹽埕區 伊姿婷名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5號
1510 高雄市 鹽埕區 豆菽叔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9號1F
1511 高雄市 鹽埕區 島中堂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96號
1512 高雄市 鹽埕區 胖老爹-愛河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1號
1513 高雄市 鹽埕區 瑪莉食品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5號
1514 高雄市 鹽埕區 瑪莉食品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5號
1515 高雄市 鹽埕區 合羽亭居食屋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0號
1516 高雄市 鹽埕區 嗨HAI日式手作飯糰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27號
1517 高雄市 鹽埕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27號1樓
1518 高雄市 鹽埕區 新世紀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43號
1519 高雄市 鹽埕區 田媽媽蔬食素食坊 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109號
1520 高雄市 鹽埕區 JIT鼎山家福店 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143號1樓
1521 高雄市 鹽埕區 JIT高雄河西店 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147巷10號
1522 高雄市 鹽埕區 竺竺蛋餅 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88-1號
1523 高雄市 鹽埕區 富凔海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必忠街247號
1524 高雄市 鹽埕區 雙子星桌上遊戲專門店 高雄市鹽埕區田單街17號
1525 高雄市 鹽埕區 雲朗高雄分公司-高雄翰品酒店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大仁路43號1至11樓
1526 高雄市 鹽埕區 雲朗高雄分公司-高雄翰品酒店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大仁路43號1至11樓
1527 高雄市 鹽埕區 德安服飾行 高雄市鹽埕區光明里大勇路76號
1528 高雄市 鹽埕區 Big MaMa 義大利麵餐廳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78號
1529 高雄市 鹽埕區 天池冬瓜茶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3號1樓



1530 高雄市 鹽埕區 Look.瞧 高雄市鹽埕區安石街8號1樓
1531 高雄市 鹽埕區 樂虹二手CD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66號
1532 高雄市 鹽埕區 怪獸古著 高雄市鹽埕區大有街21號
1533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99號(音樂館3樓)楊德玉收
1534 高雄市 鹽埕區 再見捌捌陸-臺灣眷村文化園區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99號(音樂館3樓)楊德玉收
1535 高雄市 鹽埕區 見城館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99號(音樂館3樓)楊德玉收
1536 高雄市 鹽埕區 PINOY EXPRESS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43號
1537 高雄市 鹽埕區 Michael麥克茶飲(鹽埕埔店)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49之1號
1538 高雄市 鹽埕區 小甜心手工果醬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1539 高雄市 鹽埕區 婆婆冰店旗艦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之12號
1540 高雄市 鹽埕區 光美玻璃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03號
1541 高雄市 鹽埕區 阿囉哈滷味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58號旁
1542 高雄市 鹽埕區 莎娜內衣_大勇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4號
1543 高雄市 鹽埕區 艾司加 ice+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1樓
1544 高雄市 鹽埕區 映實文化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5之1號及5之2號
1545 高雄市 鹽埕區 in89駁二電影院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5之1號及5之2號
1546 高雄市 鹽埕區 寶儷鐘錶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67號1樓
1547 高雄市 鹽埕區 MARS睦工場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80號
1548 高雄市 鹽埕區 POI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1號,C7-3倉庫
1549 高雄市 鹽埕區 夏天藝術車庫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之2號
1550 高雄市 鹽埕區 老宋牛肉麵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46號
1551 高雄市 鹽埕區 buono pops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4號
1552 高雄市 鹽埕區 豆菽叔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9號1樓
1553 高雄市 鹽埕區 港都春天鐘錶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99號
1554 高雄市 鹽埕區 元啡驢派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276號
1555 高雄市 鹽埕區 攝飲動漫主題餐廳Camera Cafe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里五福四路214號
1556 高雄市 鹽埕區 公教光學眼鏡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85號
1557 高雄市 鹽埕區 宜芳貢丸店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街10號
1558 高雄市 鹽埕區 櫻館飾品批發零售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30號
1559 高雄市 鹽埕區 阡陌一舍UNS 高雄市鹽埕區堀江街23之2號1樓
1560 高雄市 鹽埕區 信的店-PASTRY COLLECTION(駁二) 高雄市鹽埕區堀江街36號
1561 高雄市 鹽埕區 圖釘餐酒 高雄市鹽埕區堀江街36號1樓
1562 高雄市 鼓山區 明日圖釘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
1563 高雄市 鹽埕區 知書DA禮：手作羊毛氈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大義街2-2號C8-2倉庫
1564 高雄市 鹽埕區 松藝奶茶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06號
1565 高雄市 鹽埕區 林爸廚房小吃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41號
1566 高雄市 鹽埕區 戰鬥雞-新樂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41號
1567 高雄市 鹽埕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新樂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43號1樓
1568 高雄市 鹽埕區 上好吃鹽酥雞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49號
1569 高雄市 鹽埕區 美國伍零幫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63巷3號
1570 高雄市 鹽埕區 藕家(新樂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87號
1571 高雄市 鹽埕區 阿綿麻糬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98之27號
1572 高雄市 鹽埕區 餽咻kui xiu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11號
1573 高雄市 鹽埕區 雜貨柑仔店尋物商號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37號
1574 高雄市 鹽埕區 limsing 任性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之51號
1575 高雄市 鹽埕區 艾樂比手作烘焙坊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137號
1576 高雄市 鹽埕區 一等一咖啡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28-1號
1577 高雄市 鹽埕區 宏信寢具名店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31號
1578 高雄市 鹽埕區 信的店-PASTRY COLLECTION(鹽埕第一公有市場)高雄市鹽埕區堀江街36號
1579 高雄市 鹽埕區 信的店-JAM & PASTRY COLLECTION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1之7號
1580 高雄市 鹽埕區 唯。手工黑豬肉水餃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2號
1581 高雄市 鹽埕區 大吉昌禮品行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6號
1582 高雄市 鹽埕區 BOOKING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77號
1583 高雄市 鹽埕區 Maker, Maker 喵克喵克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8號2樓
1584 高雄市 鹽埕區 不二本一(茶‧製造所)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9號
1585 高雄市 鹽埕區 芊華批發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47、47之1號1樓
1586 高雄市 鹽埕區 飲樂趣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13-24號
1587 高雄市 鹽埕區 統順眼鏡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40巷1號
1588 高雄市 鹽埕區 大瑩精品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6號
1589 高雄市 鹽埕區 迷客夏milkshop-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4號
1590 高雄市 新興區 趕鴨子上桌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之1號
1591 高雄市 鼓山區 中將燒肉屋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757號
1592 高雄市 鼓山區 大熊雞蛋仔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49號9樓
1593 高雄市 鼓山區 步日常 布料手作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47號16樓
1594 高雄市 鼓山區 純愛西灣 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大學
1595 高雄市 三民區 全高雄泰國蝦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485巷2號
1596 高雄市 苓雅區 阿力香雞排(高雄明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106號
1597 高雄市 鼓山區 昌平炸雞王 明華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29號
1598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家旗魚黑輪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59巷27號
1599 高雄市 鼓山區 邵師傅上海湯包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112號14樓
1600 高雄市 鼓山區 本和境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06號
1601 高雄市 新興區 老牌木瓜牛奶 高雄市新興區裕誠路1151號12樓
1602 高雄市 鼓山區 天利模型玩具-鄭姐的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94號
1603 高雄市 鼓山區 葷素春卷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57號
1604 高雄市 鼓山區 詩人國際香水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瑞豐夜市
1605 高雄市 鼓山區 貼身衣櫃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瑞豐夜市
1606 高雄市 鼓山區 安貝美學坊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892號1樓
1607 高雄市 鼓山區 理苑Liyuan美學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94號
1608 高雄市 鼓山區 娟姐澎湖小卷麵線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23號
1609 高雄市 鼓山區 老地方麵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19號
1610 高雄市 三民區 MonaMona studio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08號2樓
1611 高雄市 鹽埕區 幸福甜紅豆餅 高雄市鹽埕區臨海二路(西子灣1號出口站)
1612 高雄市 鼓山區 希望之庭-Hopeful Garden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三路5號十二籃市集第三排後段
1613 高雄市 鼓山區 阿霞炭烤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612號
1614 高雄市 鼓山區 康青龍 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98號



1615 高雄市 鼓山區 魔翻文創 morefun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大順一路939號6樓
1616 高雄市 鼓山區 鮮茶道-高雄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4路740號1樓
1617 高雄市 鼓山區 深朵小舖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021號1樓
1618 高雄市 鼓山區 八方雲集（鼓山九如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042號
1619 高雄市 鼓山區 光陽-宏濱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23號
1620 高雄市 鼓山區 台灣大哥大鼓山內惟 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29號
1621 高雄市 鼓山區 麻古茶坊高雄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89號
1622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34號
1623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34號
1624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家紅茶冰(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50號
1625 高雄市 鼓山區 第八街生活百貨(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50號1樓
1626 高雄市 鼓山區 歷史生存者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88號
1627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永興照明(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572號
1628 高雄市 鼓山區 鴻雄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680號1樓
1629 高雄市 鼓山區 國泰海產粥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04號
1630 高雄市 鼓山區 JIT高雄大勝店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25號1樓
1631 高雄市 鼓山區 鐵繡工坊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238號
1632 高雄市 三民區 Lion義式餐酒館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9號
1633 高雄市 鼓山區 詩肯集團中華明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55號
1634 高雄市 鼓山區 新洽興騎士精品 中華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316之一號
1635 高雄市 鼓山區 拉波米內衣-中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350號8樓之2
1636 高雄市 三民區 拉波米內衣-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7號
1637 高雄市 左營區 拉波米內衣-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372號1樓
1638 高雄市 三民區 拉波米內衣-文化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7號
1639 高雄市 鼓山區 INCOSDA 穎可達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352號10樓
1640 高雄市 鼓山區 狄米特咖啡輕食館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03-11號
1641 高雄市 鼓山區 宏佳騰機車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21號1樓
1642 高雄市 鼓山區 濃厚鋪青草茶(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71號1樓
1643 高雄市 鼓山區 四季晴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826號5樓
1644 高雄市 鼓山區 愛之床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08號
1645 高雄市 鼓山區 Nikki_魔幻精油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08號4樓之2
1646 高雄市 鼓山區 社團法人台灣導盲犬協會-高雄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24號
1647 高雄市 鼓山區 汎辰通訊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33號
1648 高雄市 鼓山區 陳家麵館文忠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51號
1649 高雄市 鼓山區 金鶴冰舖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51號
1650 高雄市 鼓山區 花晨吐司-洛陽攤車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51號
1651 高雄市 鼓山區 花晨吐司-道明攤車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51號
1652 高雄市 鼓山區 花晨吐司-林森攤車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51號
1653 高雄市 鼓山區 花晨吐司-六合攤車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51號
1654 高雄市 鼓山區 Grace髮藝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73號
1655 高雄市 鼓山區 可口廚坊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89號
1656 高雄市 鼓山區 巨蛋旅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號
1657 高雄市 鼓山區 港港好港式點心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50號
1658 高雄市 左營區 朵拉童衣雜貨舖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62號
1659 高雄市 鼓山區 柴原道日本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79號1F
1660 高雄市 鼓山區 ZOSS瑞豐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93號1F
1661 高雄市 新興區 亞舍紅茶（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2號前
1662 高雄市 鼓山區 風華御髮植髮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34號2樓
1663 高雄市 鼓山區 錵鑶和風居家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25號
1664 高雄市 鼓山區 弘爺漢堡-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平和里鼓山三路40－1號
1665 高雄市 鼓山區 Lady.can_be心遇飾品 高雄市鼓山區正德里5鄰青泉街12巷30號2樓
1666 高雄市 鼓山區 光陽-順意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光化里鼓山二路34－1號
1667 高雄市 鼓山區 Kyowork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11號一樓
1668 高雄市 鼓山區 第科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291號4樓
1669 高雄市 鼓山區 Louisa Coffee 高雄昌盛店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292號
1670 高雄市 鼓山區 向野沙龍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08號
1671 高雄市 鼓山區 麗晶乾洗名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08號1樓
1672 高雄市 鼓山區 BaiBaiCamera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13號1樓
1673 高雄市 鼓山區 茶湯會(高雄明倫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35號(近瑞豐夜市)
1674 高雄市 鼓山區 茶湯會高雄明倫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35號(近瑞豐夜市)
1675 高雄市 鼓山區 小豬很忙蔬果滷味(明倫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486號
1676 高雄市 鼓山區 空氣。陽光。水。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08號
1677 高雄市 鼓山區 錦悅町涮涮鍋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38號
1678 高雄市 鼓山區 英發國際(股)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53號6樓
1679 高雄市 鼓山區 東森旅遊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17號四樓之一
1680 高雄市 鼓山區 大帑殿KTV明華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633號
1681 高雄市 鼓山區 華信眼鏡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73之3號1樓
1682 高雄市 鳳山區 拉波米內衣-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25號1樓
1683 高雄市 鼓山區 嬤嬤覓呀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475號15F
1684 高雄市 鼓山區 福壽海鮮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489號
1685 高雄市 鼓山區 橙姑娘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50號
1686 高雄市 鼓山區 禾匠粥品麵食專賣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88號
1687 高雄市 鼓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鼓山區軍校二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90號
1688 高雄市 鼓山區 品筑池上飯盒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94號
1689 高雄市 鼓山區 VB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120號
1690 高雄市 鼓山區 樂菲甜甜圈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7號19樓
1691 高雄市 鼓山區 樂菲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7號19樓
1692 高雄市 鼓山區 汕頭陽春麵-楠梓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文忠路151號
1693 高雄市 鼓山區 亞特艾斯/亞漫瑞豐 聯合服務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文忠路93號3樓
1694 高雄市 鼓山區 樂活戶外休閒用品社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文信路856號
1695 高雄市 鼓山區 KYMCO駿展車業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明華路235號1樓
1696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明誠中華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明誠三路692號
1697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明誠中華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明誠三路692號
1698 高雄市 鼓山區 KYMCO國華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裕誠路1503-9號
1699 高雄市 鼓山區 東門茶樓 高雄市鼓山區東門路445號



1700 高雄市 鼓山區 Woopen木盆-願景加盟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1475號1樓
1701 高雄市 鼓山區 鄧師傅功夫菜-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1477號
1702 高雄市 鼓山區 哈瑪星台灣鐵道館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路99號(音樂館3樓)文化事業部收
1703 高雄市 鼓山區 龍涎居好湯(高雄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31號
1704 高雄市 鼓山區 Macu麻古茶坊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49號
1705 高雄市 鼓山區 尤拿髮藝青海館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97號
1706 高雄市 鼓山區 牧穀韓式烤肉Meogeo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03號
1707 高雄市 鼓山區 Bobo Rose Coffee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77號
1708 高雄市 鼓山區 Paris精品服飾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82號
1709 高雄市 鼓山區 WOO TAIWAN 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98號
1710 高雄市 鼓山區 捷威汽車精品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587號
1711 高雄市 鼓山區 Con Select 樂選眼鏡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7號
1712 高雄市 鼓山區 義來藝去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99號1樓
1713 高雄市 左營區 臻品齋書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後排)
1714 高雄市 鼓山區 白巷子 高雄市鼓山區建國里13鄰青雲街87號
1715 高雄市 鼓山區 RUKO路過家居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第10排524)
1716 高雄市 鼓山區 日初早午餐Hygge Brunch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45號1樓
1717 高雄市 鼓山區 銅花精緻涮涮鍋-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53號
1718 高雄市 鼓山區 VIVISPA美明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5號
1719 高雄市 鼓山區 漁寅居酒屋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6號
1720 高雄市 鼓山區 大伙鍋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2號2樓
1721 高雄市 鼓山區 雪絨俱樂部壹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59-3號
1722 高雄市 鼓山區 MEDO專業車體美容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82號
1723 高雄市 鼓山區 醫妍美學美學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05號
1724 高雄市 鼓山區 醫妍美學 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05號
1725 高雄市 鼓山區 醫妍美學 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05號
1726 高雄市 鼓山區 A++大腸麵線 金牌肉燥飯 北三路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11號
1727 高雄市 鼓山區 17號穀倉手工吐司坊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15號
1728 高雄市 鼓山區 魷購青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227號8樓
1729 高雄市 鼓山區 Lin's one 旗艦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96號1樓
1730 高雄市 鼓山區 MISS CLEAN 洗鞋坊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山路70號
1731 高雄市 鼓山區 Lin's one 貳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2路57號1樓
1732 高雄市 鼓山區 福口祿口-高雄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05號
1733 高雄市 鼓山區 久億藥局美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247號1樓
1734 高雄市 鼓山區 卡啡那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3號
1735 高雄市 鼓山區 莎士比亞烘焙坊 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51號
1736 高雄市 鼓山區 蘿芙甜點Loft Patisserie(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61號
1737 高雄市 鼓山區 十兄弟綠豆湯-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23號
1738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美術東八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25號1樓
1739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美術東八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25號1樓
1740 高雄市 鼓山區 艾圖蕾藝術美學工作室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26號
1741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家紅茶冰(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68之1號
1742 高雄市 鼓山區 菁coffee drink 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三路1號1樓
1743 高雄市 鼓山區 Balance Hair Salon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140號
1744 高雄市 鼓山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美術館經銷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29號2樓
1745 高雄市 鼓山區 Yes早午餐 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58號
1746 高雄市 鼓山區 好不咖啡(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120號
1747 高雄市 鼓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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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 高雄市 鼓山區 高美淨水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405號
1749 高雄市 鼓山區 天訊企業社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409號
1750 高雄市 鼓山區 安格時計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440號
1751 高雄市 鼓山區 A++ 大腸麵線 金牌肉燥飯 美術館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11號
1752 高雄市 鼓山區 歐陸食材小舖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131號1樓
1753 高雄市 新興區 Angel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美術南二路88號
1754 高雄市 鼓山區 森菓宅食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81號1樓
1755 高雄市 鼓山區 維娜斯美甲行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87號
1756 高雄市 鼓山區 里歐歐式早餐-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25號
1757 高雄市 鼓山區 樂心財富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61號
1758 高雄市 鼓山區 樺達奶茶 美術館概念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街東四路130號
1759 高雄市 鼓山區 畫坊西子灣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51號2F
1760 高雄市 鼓山區 三峰清潔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75-13號1樓
1761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頭94號
1762 高雄市 新興區 Chelsea Fleur小花店 高雄市新興區馬卡道路26號
1763 高雄市 鼓山區 新高橋藥局(裕明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80號
1764 高雄市 鼓山區 新高橋藥局(澄清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80號1樓
1765 高雄市 鼓山區 新高橋藥局(八德中店) 高雄市鼓山區152號1樓
1766 高雄市 鼓山區 新高橋藥局(明倫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50號1樓
1767 高雄市 鼓山區 約尼吃飯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39號
1768 高雄市 鼓山區 平芝皂工坊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50號
1769 高雄市 鼓山區 Yami Kitchen 可口廚坊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89號
1770 高雄市 鼓山區 首搖茶-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260號
1771 高雄市 鼓山區 騰戶丼飯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57號、59號1樓
1772 高雄市 鼓山區 騰戶丼飯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57號、59號1樓
1773 高雄市 鼓山區 揪揪合購社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10號9樓
1774 高雄市 鼓山區 南加大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03號
1775 高雄市 鼓山區 橙姑娘幸福茶飲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50號
1776 高雄市 鼓山區 橙姑娘幸福商城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50號
1777 高雄市 鼓山區 烏弄明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14號
1778 高雄市 鼓山區 C3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號3樓
1779 高雄市 鼓山區 Fingermobile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昌盛路300號
1780 高雄市 鼓山區 尚新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南屏路535號
1781 高雄市 鼓山區 Sunny Side Up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1439號
1782 高雄市 鼓山區 江府錦麻辣鴛鴦獨享鍋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08號
1783 高雄市 鼓山區 找是吉和食珈琲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18號2樓
1784 高雄市 鼓山區 花漾童心寶貝服飾用品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1號1樓



1785 高雄市 鼓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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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6 高雄市 鼓山區 CANVAS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82號
1787 高雄市 鼓山區 龍坦養生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96號9F
1788 高雄市 鼓山區 婭睫時尚美學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81號
1789 高雄市 鼓山區 宜兒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136號
1790 高雄市 鼓山區 東尼羽球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18號
1791 高雄市 鼓山區 神采飛揚視聽歌唱店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57號
1792 高雄市 鼓山區 愛兒麗婦幼用品連鎖百貨(旗艦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夏路189號
1793 高雄市 鼓山區 八方雲集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10號
1794 高雄市 鼓山區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13號
1795 高雄市 鼓山區 藝元品 高雄市鼓山區裕民街20號1樓
1796 高雄市 鼓山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98號
1797 高雄市 鼓山區 晴天恦茉莉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3號
1798 高雄市 鼓山區 小北百貨_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中華一路97-1號
1799 高雄市 鼓山區 瑄瑄旅遊 高雄市鼓山區銘傳路108號
1800 高雄市 鼓山區 圓味壽司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6號
1801 高雄市 鼓山區 圓味壽司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6號
1802 高雄市 鼓山區 便宜坊烤鴨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1803 高雄市 鼓山區 河邊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1804 高雄市 鼓山區 河邊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1805 高雄市 鼓山區 貓咖啡蔬食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1806 高雄市 鼓山區 Spark曜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35號
1807 高雄市 鼓山區 對眼髮型設計名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裕國街129號1樓
1808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立美術館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館路80號
1809 高雄市 鼓山區 渙然一新車體美研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35號
1810 高雄市 鼓山區 晶英康健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473號1樓
1811 高雄市 鼓山區 八方雲集鼓山濱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49號1樓
1812 高雄市 鼓山區 迷客夏milkshop-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8號
1813 高雄市 鼓山區 有裕婚禮蛋糕。派對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一路433巷18號1樓
1814 高雄市 鼓山區 外帶你的美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21號地下一層
1815 高雄市 鼓山區 統統有金磚烘焙坊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21號地下一層(高雄捷運凹子底站R13-08店鋪，穿堂層2號出口)
1816 高雄市 鼓山區 禾苑蔗片冰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47號
1817 高雄市 鼓山區 享溫馨巨蛋店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59號
1818 高雄市 鼓山區 若鏡擦鞋吧 In the Mirror 高雄市鼓山區富農路82號
1819 高雄市 鼓山區 樓梯腳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34之1號
1820 高雄市 鼓山區 漢方生活館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297號
1821 高雄市 鼓山區 亨寶咖啡高雄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1號
1822 高雄市 前鎮區 巧紡手作創意設計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巧紡手作創意設計
1823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景盛水果大賣場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88號1樓
1824 高雄市 鼓山區 宜光眼鏡精品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0號
1825 高雄市 鼓山區 柒零生手做DIY烘焙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1號2樓
1826 高雄市 鼓山區 老李青草茶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2號
1827 高雄市 鼓山區 中華水晶精品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03號
1828 高雄市 鼓山區 Baseus倍思手機配件概念館(華榮館)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華榮路317號
1829 高雄市 鼓山區 星皇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28號(騎樓)
1830 高雄市 鼓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鼓山區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47號.
1831 高雄市 鼓山區 迷茶-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37-1號
1832 高雄市 鼓山區 伊特早午餐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60號
1833 高雄市 鼓山區 Hosei 好室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22號
1834 高雄市 鼓山區 舞古賀鍋物專門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0號
1835 高雄市 鼓山區 玩美美藝工作室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618之3號
1836 高雄市 鼓山區 輕鬆主藝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66號
1837 高雄市 鼓山區 YAMAHA益新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華榮路332號1樓及夾層
1838 高雄市 鼓山區 JIT鼓山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里華榮路387號1樓
1839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巧農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124巷9號10樓
1840 高雄市 鼓山區 露易絲隨手拍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72號
1841 高雄市 鼓山區 光陽-興鋒車業行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里九如四路1995號
1842 高雄市 鼓山區 義享天地 高雄市鼓山區新德路1號
1843 高雄市 鼓山區 等等居酒屋 高雄市鼓山區新疆路2號
1844 高雄市 鼓山區 得恩堂眼鏡 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202號
1845 高雄市 鼓山區 世豪商行-壽山動物園停車場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350號
1846 高雄市 鼓山區 花波美療美顏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65號四樓
1847 高雄市 鼓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鼓山區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75號1樓
1848 高雄市 鼓山區 BG SHOP 高雄裕誠分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89號1樓
1849 高雄市 鼓山區 第八街生活百貨(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97號1樓
1850 高雄市 鼓山區 QUEEN SHOP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09號
1851 高雄市 鼓山區 Samsung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11號
1852 高雄市 鼓山區 花藝奇饗商行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51號
1853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家紅茶-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1854 高雄市 鼓山區 朕曜喝-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48號
1855 高雄市 鼓山區 京緻便當屋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57號1樓
1856 高雄市 鼓山區 京緻便當屋外送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57號1樓
1857 高雄市 鼓山區 曼都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65號
1858 高雄市 鼓山區 Me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83號
1859 高雄市 鼓山區 四季精品旅館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789號
1860 高雄市 鼓山區 朋果廚房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129巷8號
1861 高雄市 鼓山區 蔡氏冰釀鴨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慶豐街78號
1862 高雄市 鼓山區 蔡氏冰釀鴨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慶豐街78號
1863 高雄市 鼓山區 韓珍饌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0之1號
1864 高雄市 鼓山區 永添藝術(股)公司壽山分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11號2F
1865 高雄市 鼓山區 KOZENIIRE-駁二店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37號
1866 高雄市 鼓山區 睿騰實業社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78號1樓
1867 高雄市 鼓山區 宏昇車業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82-6號
1868 高雄市 鼓山區 LADYGO精品服飾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7之1號
1869 高雄市 鼓山區 滌蘆。質感手作皂。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40-1號15樓



1870 高雄市 鼓山區 光陽-勝豐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42-4號
1871 高雄市 鼓山區 光陽-明光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8－23號
1872 高雄市 鼓山區 海灣手工拉麵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36號
1873 高雄市 鼓山區 書店喫茶 一二三亭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4號2樓
1874 高雄市 鼓山區 心喜手工茶-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70號
1875 高雄市 鼓山區 他摳屬淑的手做披薩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35-2號
1876 高雄市 鼓山區 清原芋圓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46之4號
1877 高雄市 鼓山區 屋台水產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街42號
1878 高雄市 鼓山區 家味堂 高雄市鼓山區維生里鼓元街72號
1879 高雄市 鼓山區 光陽-禾川車業行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06號
1880 高雄市 鼓山區 風味。淨手作烘焙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0號
1881 高雄市 鼓山區 麻古茶坊-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2號
1882 高雄市 鼓山區 RA story概·念·設·計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47號
1883 高雄市 鼓山區 八方雲集（高雄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8號
1884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22號
1885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22號
1886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家紅茶冰（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30號
1887 高雄市 鼓山區 首藝有機髮型沙龍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74號1樓
1888 高雄市 鼓山區 橙陽氣球工坊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80號
1889 高雄市 鼓山區 迷客夏milkshop-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8號
1890 高雄市 鼓山區 海斯頓法式甜點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1891 高雄市 鼓山區 WOO TAIWAN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1892 高雄市 鼓山區 找到幸福(中山大學)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51號
1893 高雄市 鼓山區 中山大學眼鏡部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1894 高雄市 鼓山區 中山海科院福利社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海科院一樓)
1895 高雄市 鼓山區 五花馬中大店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山海樓餐廳
1896 高雄市 鼓山區 季洋莊園咖啡巨蛋店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37號1樓
1897 高雄市 鼓山區 THE WiCKS BISTRO 逐光餐酒館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大順一路925號1樓
1898 高雄市 鼓山區 大欉園藝社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博愛一路448號
1899 高雄市 鼓山區 木上角食2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裕誠路2046號1樓
1900 高雄市 鼓山區 路易莎高雄龍德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龍德路409號
1901 高雄市 鼓山區 路易莎咖啡 高雄美術館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青海路112號
1902 高雄市 鼓山區 酷多思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東二路466號
1903 高雄市 鼓山區 OUI STEAKHOUSE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東四路6號1樓
1904 高雄市 鼓山區 馨高美牙醫診所 高雄市鼓山區龍勝路148號
1905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萬豪酒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新路222號
1906 高雄市 鼓山區 Compass13 skateshop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131號1樓
1907 高雄市 鼓山區 欣東峰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45號
1908 高雄市 鼓山區 VIVISPA龍德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382號1樓
1909 高雄市 鼓山區 風雅頌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465號6樓
1910 高雄市 鼓山區 大碗公冰西子灣創始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107號
1911 高雄市 鼓山區 大碗公冰·甜品（西子灣創始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107號
1912 高雄市 鼓山區 在下小犬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57巷3弄43-1號
1913 高雄市 鼓山區 杏花亭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99號
1914 高雄市 鼓山區 舜利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49號
1915 高雄市 鼓山區 台灣大哥大鼓山西子灣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1號
1916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6-1號
1917 高雄市 鼓山區 津茶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7號
1918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西子灣臨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41號
1919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哈瑪星臨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41號
1920 高雄市 鼓山區 鮮茶道-高雄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47號1樓
1921 高雄市 鼓山區 易手創屋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三路5號十二籃主題市集第三排中段
1922 高雄市 鼓山區 SurfAce Boutique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3號1樓
1923 高雄市 鼓山區 濱線民宿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66號
1924 高雄市 旗津區 杜辛亞咖啡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297巷5弄2-1
1925 高雄市 旗津區 手作拼布市集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408號
1926 高雄市 旗津區 153貝殼小舖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94號
1927 高雄市 旗津區 飛天魚海洋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928 高雄市 旗津區 三烊窯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929 高雄市 旗津區 金桔檸檬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對面(不在市場內所以沒編號)
1930 高雄市 旗津區 海水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931 高雄市 旗津區 魷品味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932 高雄市 旗津區 台灣大哥大高雄旗津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旗津區大關路47號
1933 高雄市 旗津區 高科大旗津福利社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482號
1934 高雄市 旗津區 貢茶-高雄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555-1號
1935 高雄市 旗津區 八方雲集旗津中洲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609號
1936 高雄市 旗津區 煌平機車行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759號
1937 高雄市 旗津區 佳興手機館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781號
1938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衝浪店 高雄市旗津區復興三巷17-1號
1939 高雄市 旗津區 翁漁港烏魚子 高雄市旗津區安順里旗津二路20號1樓
1940 高雄市 旗津區 海濱海產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巷68-16號
1941 高雄市 旗津區 粉紅小豬鐵馬行動租車 高雄市旗津區復興三巷17-10附1號
1942 高雄市 旗津區 海中金餐廳有限公司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966號
1943 高雄市 旗津區 有間冰舖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03巷4號
1944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海產店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35號
1945 高雄市 旗津區 老街小巷咖啡簡餐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60巷7號1樓
1946 高雄市 旗津區 海忠寶活海產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66號
1947 高雄市 旗津區 三和製餅舖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92號1樓
1948 高雄市 旗津區 吳家紅茶冰(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24號
1949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道沙灘酒店-大廳櫃檯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3樓
1950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道沙灘酒店-3F旗望角餐廳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3樓
1951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道沙灘酒店-4F樣吧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3樓
1952 高雄市 旗津區 星月眼鏡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896號1樓
1953 高雄市 旗津區 50嵐_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12號1樓
1954 高雄市 旗津區 50嵐_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12號1樓



1955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牛軋糖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38號之1
1956 高雄市 旗津區 大碗公冰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78號
1957 高雄市 前鎮區 奇萊 炸蛋蔥油餅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198號
1958 高雄市 前鎮區 昌平炸雞王 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3號
1959 高雄市 前鎮區 TENWICH早午餐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186號
1960 高雄市 前鎮區 觀自在素食坊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81號
1961 高雄市 前鎮區 藏黑拉麵丼飯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75號
1962 高雄市 前鎮區 前鎮鴨頭-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佛道路191號4樓
1963 高雄市 前鎮區 撒旦美食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128號
1964 高雄市 前鎮區 夏立克綠豆沙專賣店-高雄育樂店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69號
1965 高雄市 前鎮區 時尚美學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二十二街48號
1966 高雄市 前鎮區 昌平炸雞王 前鎮店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273號
1967 高雄市 前鎮區 王味肉燥飯鮮魚湯炒飯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72號
1968 高雄市 前鎮區 好食海鮮飯湯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61號
1969 高雄市 前鎮區 墾丁響蛙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北街327號11樓
1970 高雄市 前鎮區 心喜手工茶-崗山西街店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西街178號
1971 高雄市 前鎮區 銀兩冰品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四排前段
1972 高雄市 前鎮區 天然養身草本專業茶飲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跳蚤市場第三排後段
1973 高雄市 前鎮區 香香小吃 高雄市前鎮區隆昌街43號8樓
1974 高雄市 前鎮區 雙醬咖哩 前鎮瑞和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72號
1975 高雄市 前鎮區 極品果汁棧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2巷2號
1976 高雄市 前鎮區 迴手作茶飲 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32號
1977 高雄市 前鎮區 龍庭烤鴨 高雄市前鎮區衙愛街26號
1978 高雄市 前鎮區 東方美早午餐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105號
1979 高雄市 前鎮區 Melu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三街39號
1980 高雄市 前鎮區 捌月甜品專門 高雄市前鎮區鎮賢街1號
1981 高雄市 前鎮區 美麗四季精品旅館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03巷28號
1982 高雄市 前鎮區 小島科技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32號
1983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大哥大鳳山凱旋(達鈐2)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46號1樓
1984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高雄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380號
1985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一心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384號1樓
1986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一心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384號1樓
1987 高雄市 前鎮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高雄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394號
1988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大哥大前鎮一心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394號1樓
1989 高雄市 前鎮區 101文具天堂-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502號
1990 高雄市 前鎮區 愛剪大師彩色染專業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03號
1991 高雄市 前鎮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前鎮一心經銷店 )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57號9樓之1
1992 高雄市 前鎮區 程鈞企業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94號
1993 高雄市 前鎮區 馬可先生第三_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35號
1994 高雄市 前鎮區 JIT一心2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6號
1995 高雄市 前鎮區 一線生機通訊館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8號
1996 高雄市 前鎮區 美人新機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8號1樓
1997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
1998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一心二路33號5樓
1999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一心二路33號5樓
2000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一心二路33號5樓
2001 高雄市 鼓山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裕興路15號4樓
2002 高雄市 苓雅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仁德街48―3號
2003 高雄市 三民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53之3號
2004 高雄市 鳳山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01之1號3樓
2005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06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07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場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08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場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09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場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10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場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11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12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13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場管理費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014 高雄市 前鎮區 路易莎咖啡一心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9號
2015 高雄市 前鎮區 華為高雄新崛江體驗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77號1樓
2016 高雄市 前鎮區 ASUS Zenfone高雄一心專賣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77號1樓
2017 高雄市 前鎮區 OPPO高雄天祥體驗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77號1樓
2018 高雄市 前鎮區 鴻記麵包店（江鳥言己麥面包）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83號
2019 高雄市 前鎮區 曼都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79號
2020 高雄市 前鎮區 江記餐館 高雄市前鎮區一德路93號
2021 高雄市 前鎮區 揚海水產 高雄市前鎮區七雄街122號
2022 高雄市 前鎮區 正大汽車保修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179號1樓
2023 高雄市 前鎮區 曜陽營養三明治 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198號1樓
2024 高雄市 前鎮區 儂新洗衣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04號1樓
2025 高雄市 前鎮區 吳家紅茶冰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1號
2026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餐飲業職業工會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679號
2027 高雄市 前鎮區 TRY咖啡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90號14之2
2028 高雄市 前鎮區 艾云科技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90號14樓之2
2029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二聖英明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63號1樓
2030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二聖英明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63號1樓
2031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前鎮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69號
2032 高雄市 前鎮區 好日子生活家電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89號
2033 高雄市 前鎮區 真心奉茶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7號
2034 高雄市 前鎮區 寶礦麗藝品生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29之1號
2035 高雄市 前鎮區 賀昱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31號1樓
2036 高雄市 前鎮區 光陽-躍揚車業行三多分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二路367號
2037 高雄市 前鎮區 大角運動護具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二路405號一樓
2038 高雄市 前鎮區 小豪包膜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77號
2039 高雄市 前鎮區 寶島鐘錶三多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05號



2040 高雄市 前鎮區 新光三越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
2041 高雄市 前鎮區 拾億時藝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87號13樓
2042 高雄市 前鎮區 雷孟Q顏繪 高雄市前鎮區大禹街42-3號5樓
2043 高雄市 前鎮區 嵐公主時尚美甲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3路116號1F
2044 高雄市 前鎮區 玖零艾恩手搖飲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44號
2045 高雄市 前鎮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中山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3號1樓
2046 高雄市 前鎮區 OC Blooming 好喝至上 高雄獅甲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3號1樓
2047 高雄市 前鎮區 格上租車-高雄三多商圈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70、72號
2048 高雄市 前鎮區 傑城歡樂園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22樓之6
2049 高雄市 新興區 紫沅數位科技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91號24樓之5
2050 高雄市 前鎮區 前鎮游泳池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三路130號
2051 高雄市 前鎮區 購物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
2052 高雄市 前鎮區 大魯閣草衙道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
2053 高雄市 前鎮區 亮點姓名貼紙機-大魯閣廣場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之1號
2054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捷運商品館美麗島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地下一層
2055 高雄市 三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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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捷運商品館左營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7號地下一層
2057 高雄市 前鎮區 高捷市集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58 高雄市 前鎮區 O1西子灣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59 高雄市 前鎮區 O10衛武營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0 高雄市 前鎮區 O11鳳山西站(高雄市議會)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1 高雄市 前鎮區 O12鳳山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2 高雄市 前鎮區 O13大東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3 高雄市 前鎮區 O14鳳山國中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4 高雄市 前鎮區 O2鹽埕埔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5 高雄市 前鎮區 O4市議會(舊址)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6 高雄市 前鎮區 O5美麗島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7 高雄市 前鎮區 O6信義國小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8 高雄市 前鎮區 O7文化中心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69 高雄市 前鎮區 O8五塊厝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0 高雄市 前鎮區 O9技擊館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1 高雄市 前鎮區 OT1大寮(前庄)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2 高雄市 前鎮區 R10/O5美麗島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3 高雄市 前鎮區 R11高雄車站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4 高雄市 前鎮區 R12後驛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5 高雄市 前鎮區 R13凹子底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6 高雄市 前鎮區 R14巨蛋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7 高雄市 前鎮區 R15生態園區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8 高雄市 前鎮區 R16左營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79 高雄市 前鎮區 R17世運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0 高雄市 前鎮區 R18油廠國小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1 高雄市 前鎮區 R19楠梓加工區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2 高雄市 前鎮區 R20後勁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3 高雄市 前鎮區 R21都會公園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4 高雄市 前鎮區 R22青埔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5 高雄市 前鎮區 R22A橋頭糖廠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6 高雄市 前鎮區 R23橋頭火車站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7 高雄市 前鎮區 R24南岡山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8 高雄市 前鎮區 R3小港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89 高雄市 前鎮區 R4高雄國際機場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90 高雄市 前鎮區 R4A草衙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91 高雄市 前鎮區 R5前鎮高中)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92 高雄市 前鎮區 R6凱旋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93 高雄市 前鎮區 R7獅甲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94 高雄市 前鎮區 R8三多商圈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95 高雄市 前鎮區 R9中央公園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
2096 高雄市 前鎮區 LINE Pay iPASS mini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4樓
2097 高雄市 前鎮區 iPASS一卡通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4樓(P14-EC)
2098 高雄市 前鎮區 iPASS一卡通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4樓(P14-LPmini)
2099 高雄市 前鎮區 OWNDAYS-高雄成功家樂福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
2100 高雄市 前鎮區 和雲-高雄中華站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426號
2101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中華新光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457號1樓
2102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中華新光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457號1樓
2103 高雄市 前鎮區 泰泰風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70巷42號
2104 高雄市 前鎮區 夢時代/統一時代百貨高雄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2105 高雄市 前鎮區 夢時代/統一時代百貨高雄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
2106 高雄市 鼓山區 cosechas豐收果昔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東二路105號
2107 高雄市 前鎮區 政大書城 高雄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2樓
2108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高雄中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71號
2109 高雄市 前鎮區 傻瓜冰茶獅甲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73號
2110 高雄市 前鎮區 保泰園藝 高雄市前鎮區五甲三路135號1樓
2111 高雄市 前鎮區 香香麵疙瘩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19號
2112 高雄市 前鎮區 女王美甲藝術沙龍-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65號1樓
2113 高雄市 前鎮區 古記燒腊快餐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90號
2114 高雄市 新興區 四川成記涼麵店 高雄市新興區公正路23號
2115 高雄市 前鎮區 罐頭沙拉-健人首選廚房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275巷5號
2116 高雄市 前鎮區 紘昌機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28號
2117 高雄市 前鎮區 14. Belong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308號
2118 高雄市 前鎮區 天使說香氛蠟燭 高雄市前鎮區天倫街64-1號
2119 高雄市 前鎮區 路易莎咖啡－高雄新光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三路192號、192號之1(2樓)
2120 高雄市 前鎮區 雞讚炸雞腿(文橫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58號騎樓
2121 高雄市 前鎮區 支支紅四川麻辣串串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88號
2122 高雄市 前鎮區 艋舺雞排(總部)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96號
2123 高雄市 前鎮區 日出茶太-文橫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41號
2124 高雄市 前鎮區 喵喜喵喜-文橫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57號



2125 高雄市 前鎮區 快樂生活提案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翠亨北路257號1樓
2126 高雄市 前鎮區 正吉機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鎮中路131號1樓
2127 高雄市 前鎮區 美衣潔智能自助洗衣-前鎮正勤店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37號
2128 高雄市 前鎮區 大野山雞正勤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23號1樓
2129 高雄市 前鎮區 三分春色-前鎮正勤店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62號
2130 高雄市 前鎮區 LA RUE文創設計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63號1樓
2131 高雄市 前鎮區 典饌牛排鍋物高雄正勤店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76號
2132 高雄市 前鎮區 淺藍精品咖啡 高雄市前鎮區民壽街41號
2133 高雄市 前鎮區 先生千層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180號1樓
2134 高雄市 前鎮區 季洋莊園咖啡民權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2號1樓
2135 高雄市 前鎮區 百岳戶外裝備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56號
2136 高雄市 前鎮區 百岳戶外裝備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56號
2137 高雄市 前鎮區 一想房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56號5樓
2138 高雄市 前鎮區 一想房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56號5樓
2139 高雄市 前鎮區 PK褲子大王高雄民權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648號
2140 高雄市 前鎮區 喝什麼鳥茶Birdtea民權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648號
2141 高雄市 前鎮區 歐米芽鬆餅屋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33號1樓
2142 高雄市 前鎮區 提提研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6號30樓之2
2143 高雄市 前鎮區 JIT高雄一心三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一心一路263號
2144 高雄市 前鎮區 PK褲子大王前鎮店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201號
2145 高雄市 前鎮區 麻古茶坊-高雄永豐店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248號1樓
2146 高雄市 前鎮區 小王子手機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277號
2147 高雄市 前鎮區 茶聚 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03號
2148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光華夜市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09號1樓
2149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光華夜市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09號1樓
2150 高雄市 前鎮區 AY空中雜貨本舖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1號
2151 高雄市 前鎮區 Lena蕾納專業美學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三路221號
2152 高雄市 前鎮區 費奧納咖啡館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三路229號
2153 高雄市 前鎮區 蔡沁萱 高雄市前鎮區同安路77號5F
2154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前鎮平安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2155 高雄市 前鎮區 拾粹院文創藝術園區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4號6樓
2156 高雄市 前鎮區 詩舒曼高雄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4號6樓
2157 高雄市 前鎮區 詩舒曼三義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4號6樓
2158 高雄市 前鎮區 萌亞地板 高雄市前鎮區汕頭街17號
2159 高雄市 前鎮區 Coffee wake up咖啡覺醒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汕頭街81號
2160 高雄市 前鎮區 橄欖綠手創概念館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廣西路137號
2161 高雄市 前鎮區 瑞驛手機配件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廣東三街350號6樓
2162 高雄市 前鎮區 今晚來點鹹水雞 高雄市前鎮區竹內里23鄰和平二路134巷18弄4號
2163 高雄市 前鎮區 嘻豆花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英德街81號1樓
2164 高雄市 前鎮區 通盈機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竹西里和平二路185號
2165 高雄市 前鎮區 光陽-順昱車業行 高雄市前鎮區竹東里英明一路129號
2166 高雄市 前鎮區 小北百貨_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竹南里一心一路18號
2167 高雄市 前鎮區 寶字號古早味冰店 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復興三路104號1樓
2168 高雄市 前鎮區 冠鑫電器行 高雄市前鎮區佛公路168巷27號1樓
2169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前鎮佛佑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2170 高雄市 前鎮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前鎮區佛德店 高雄市前鎮區佛德街12號
2171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前鎮佛德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2172 高雄市 前鎮區 夏立克綠豆沙專門店(育樂店) 高雄市前鎮區育樂路69號
2173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獅甲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復興三路129號
2174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獅甲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復興三路129號
2175 高雄市 前鎮區 光陽-昇泰機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2路84號1樓
2176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和誠街101號1樓
2177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和誠街101號1樓
2178 高雄市 前鎮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榮誠前鎮店 高雄市前鎮區和誠街153號
2179 高雄市 前鎮區 粥小弟天然御膳粥崗山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岡山南街15號
2180 高雄市 前鎮區 川寧食堂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正勤路11號
2181 高雄市 前鎮區 鮨丼堂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23號鮨丼堂
2182 高雄市 鼓山區 鮮光復牧場-中鋼店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2183 高雄市 岡山區 南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9鄰中山南路2號
2184 高雄市 前鎮區 JIT前鎮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草衙二路394號1樓
2185 高雄市 前鎮區 光陽-宏泰 高雄市前鎮區明孝里佛德街62號1樓、66號1樓
2186 高雄市 前鎮區 東維工業 高雄市前鎮區明義里崇本街188號
2187 高雄市 前鎮區 閣樓咖啡草衙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新衙路42號1樓
2188 高雄市 前鎮區 新萬山珠寶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1號
2189 高雄市 前鎮區 Hi-16 Hair Studio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16號
2190 高雄市 三民區 Miona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29巷之2號
2191 高雄市 前鎮區 FANZUO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18號
2192 高雄市 前鎮區 初·initial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18號
2193 高雄市 前鎮區 莓塔咖啡館(新光店)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5號
2194 高雄市 前鎮區 龍小二點心工坊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5號1樓
2195 高雄市 前鎮區 龍小二點心工坊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5號1樓
2196 高雄市 前鎮區 林冠均重慶麻辣麵食堂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52號
2197 高雄市 前鎮區 駿煬保修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84號
2198 高雄市 前鎮區 緻顏所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四路172號5樓之1
2199 高雄市 前鎮區 卡滋 SARA SARA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四路257號
2200 高雄市 前鎮區 胖狗狗寵物美容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166號
2201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武慶店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二路39號1樓
2202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武慶店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二路39號1樓
2203 高雄市 前鎮區 杰丹田生存遊戲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1.13號
2204 高雄市 前鎮區 Q新樂活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52號1樓
2205 高雄市 前鎮區 百草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21號
2206 高雄市 前鎮區 久億藥局保泰店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351號
2207 高雄市 前鎮區 家樂福旅行社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二巷208號2樓
2208 高雄市 前鎮區 吳家紅茶冰(前鎮店)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277號
2209 高雄市 前鎮區 Bravechild滑步車販售店 高雄市前鎮區南天街39號



2210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前鎮南衙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2211 高雄市 前鎮區 B.T Face 月spa美妍館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53號
2212 高雄市 前鎮區 岸本海影像攝影工作坊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900號
2213 高雄市 前鎮區 沐淨美睫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132號
2214 高雄市 前鎮區 海洋家貝殼創意館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133號
2215 高雄市 前鎮區 曜和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66號1樓
2216 高雄市 前鎮區 裕華宏-迷你一口粽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29號
2217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高雄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22號1樓
2218 高雄市 前鎮區 桂林活力藥師藥局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60號
2219 高雄市 前鎮區 壽司老爹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74號
2220 高雄市 前鎮區 全方位手機平板配件館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01號
2221 高雄市 前鎮區 咻咻熊工作室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20號3F
2222 高雄市 前鎮區 露露通訊館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62號1樓
2223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大哥大前鎮草衙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65號
2224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大哥大前鎮草衙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65號
2225 高雄市 前鎮區 茗香苑茶莊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佛中路73號1樓
2226 高雄市 前鎮區 米老虎池上便當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裡佛德街19號
2227 高雄市 前鎮區 多那之一心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2路206號
2228 高雄市 前鎮區 鑫宇數位企業社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47號1樓
2229 高雄市 前鎮區 莫名其妙倉庫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57號2F
2230 高雄市 左營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街260號對面
2231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F
2232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F
2233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一心二路33號5樓
2234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復興三路114號5樓
2235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二聖二路241號
2236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西山里復興三路114―1號5樓
2237 高雄市 苓雅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仁德街48―3號
2238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二聖二路241號
2239 高雄市 鼓山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裕興路15號4樓
2240 高雄市 鼓山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里裕興路15號4樓
2241 高雄市 苓雅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仁德街48―3號
2242 高雄市 苓雅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仁德街48―3號
2243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二聖二路241號2樓
2244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2245 高雄市 三民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三民區建生段28地號(民族一路157號旁)
2246 高雄市 鳳山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鳳山區協和里自由路101-1號
2247 高雄市 三民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延慶街53―3號
2248 高雄市 前鎮區 soapshare 馨馨皂材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403號
2249 高雄市 前鎮區 宇昌鑫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20樓之3
2250 高雄市 前鎮區 熊大電動單車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1號9樓之4
2251 高雄市 前鎮區 鈴鹿賽道樂園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
2252 高雄市 前鎮區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4樓
2253 高雄市 前鎮區 喜滿客京華影城股份有限公司-夢時代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8樓
2254 高雄市 前鎮區 鹹鹹美代子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2255 高雄市 前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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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 高雄市 前鎮區 黑密碼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一心一路265號
2257 高雄市 前鎮區 小北百貨_永豐店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237號
2258 高雄市 前鎮區 童逸楨眼科診所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66號
2259 高雄市 前鎮區 堤諾義式比薩-高雄河堤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三路157號
2260 高雄市 前鎮區 六順汽車保養廠 高雄市前鎮區后安路8號1樓
2261 高雄市 前鎮區 肚肚美食搜尋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25號11F-2A
2262 高雄市 前鎮區 ECHOBIO+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4號410室
2263 高雄市 前鎮區 JH.SPA美學工作室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86號5樓(有電梯)
2264 高雄市 前鎮區 玖邑洋行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三路135號1樓
2265 高雄市 前鎮區 樂學 高雄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三路188號
2266 高雄市 前鎮區 麻雀屋生活雜貨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14號
2267 高雄市 前鎮區 浮仕德精品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18號
2268 高雄市 前鎮區 英明電池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11號
2269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高雄新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一路106號1樓
2270 高雄市 前鎮區 烏弄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16號
2271 高雄市 前鎮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77號
2272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二聖二路241號
2273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二聖二路241號
2274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服務管理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14號5樓
2275 高雄市 前鎮區 聖名健保藥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46號
2276 高雄市 前鎮區 果貿吳媽家水餃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4F-3
2277 高雄市 前鎮區 LOVELAPET 愛貝寵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6樓之20
2278 高雄市 前鎮區 Brogentglobal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9號
2279 高雄市 前鎮區 環安實木環保家具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48-39號3樓
2280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前鎮瑞北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66號
2281 高雄市 前鎮區 欣仕西服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街12號
2282 高雄市 前鎮區 媚力泊咖啡保泰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保泰路359號1之2樓
2283 高雄市 前鎮區 Sony Mobile-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24號
2284 高雄市 前鎮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32號
2285 高雄市 前鎮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32號
2286 高雄市 前鎮區 超越眼鏡精品館-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78號
2287 高雄市 前鎮區 runa cafes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97號
2288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曜和茶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84號1樓
2289 高雄市 前鎮區 仁愛眼鏡(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19號
2290 高雄市 前鎮區 鑫騁部品 高雄市前鎮區嘉陵街79號
2291 高雄市 新興區 TP-STYLE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22號
2292 高雄市 前鎮區 BIRDENSTOCK / 勃肯鞋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457號
2293 高雄市 苓雅區 Among for pets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324號
2294 高雄市 前鎮區 亞太電信高雄一心加盟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一心二路50號1樓



2295 高雄市 前鎮區 小北百貨_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復興三路216號1樓、2樓
2296 高雄市 前鎮區 好寶貝寵物居家用品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1-31號2樓
2297 高雄市 前鎮區 蜀國天香餐館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217號
2298 高雄市 前鎮區 蜀國天香餐館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217號
2299 高雄市 前鎮區 富程車業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261號
2300 高雄市 前鎮區 玄明香舖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375號
2301 高雄市 前鎮區 晨間廚房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39之1號
2302 高雄市 前鎮區 傾聽餐酒館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林森三路193巷1號1樓
2303 高雄市 前鎮區 恆鮨小吃店 高雄市前鎮區盛豐里一心二路138號
2304 高雄市 前鎮區 瑞龍.夏威夷聯合衛星計程車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27號
2305 高雄市 前鎮區 1637醫療生技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三路37號1樓
2306 高雄市 前鎮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允成店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332號
2307 高雄市 前鎮區 凱旋燒玉米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2308 高雄市 前鎮區 信誠廚具-林內-喜特麗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三多二路381號1樓
2309 高雄市 前鎮區 JIT唯前鎮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光華二路261號
2310 高雄市 前鎮區 鮮茶道-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光華二路315號
2311 高雄市 前鎮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22號
2312 高雄市 前鎮區 四海遊龍 獅甲直營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56號
2313 高雄市 前鎮區 JIT唯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5號
2314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前鎮台鋁店 高雄市左營區子華路33號1樓
2315 高雄市 前鎮區 MACU-高雄復興宜家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7號1樓
2316 高雄市 前鎮區 百宏藥局(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94號
2317 高雄市 前鎮區 宸妃殿(復興殿)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10號
2318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復興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97號1樓
2319 高雄市 前鎮區 鮮茶道-前鎮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11號
2320 高雄市 前鎮區 久等 Jordan Drinks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83號
2321 高雄市 前鎮區 台客堡軟科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
2322 高雄市 前鎮區 富晨機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14號
2323 高雄市 前鎮區 摩天海灣商旅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21-1號
2324 高雄市 前鎮區 捷士能設計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3號
2325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立圖書館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2326 高雄市 前鎮區 翰林茶館-高雄市立圖書總館店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2327 高雄市 前鎮區 發肉覓FLM 高雄市前鎮區新都路10號
2328 高雄市 前鎮區 中城整合行銷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86號5F之2,F棟
2329 高雄市 前鎮區 小英精品服飾 高雄市前鎮區瑞文里瑞北路154號1樓
2330 高雄市 鳳山區 PEMA貝瑪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一路39巷41號
2331 高雄市 前鎮區 日月星茶飲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202號
2332 高雄市 前鎮區 立達車體包膜 高雄市前鎮區瑞竹里瑞吉街91號
2333 高雄市 前鎮區 飛堡快速早餐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31號
2334 高雄市 前鎮區 徐記醬鴨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55號1樓
2335 高雄市 前鎮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前鎮區隆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63號
2336 高雄市 前鎮區 銘峰珠寶銀樓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76號
2337 高雄市 前鎮區 高芳大旅社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272號
2338 高雄市 前鎮區 傻瓜冰茶(瑞北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瑞北路100號
2339 高雄市 前鎮區 揪愛咖哩 高雄市前鎮區瑞昌里瑞北路104號
2340 高雄市 前鎮區 花盒子 高雄市前鎮區瑞信街107號
2341 高雄市 前鎮區 Samsung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瑞隆路338號1樓
2342 高雄市 前鎮區 得恩堂眼鏡 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瑞隆路512號
2343 高雄市 前鎮區 富鼎機車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138號
2344 高雄市 前鎮區 Wendy檸檬愛玉 高雄市前鎮區瑞發街89號
2345 高雄市 前鎮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永豐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20號
2346 高雄市 前鎮區 TOO早午餐烘焙坊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38號
2347 高雄市 前鎮區 政葦水電材料行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71號
2348 高雄市 前鎮區 我愛中華筆莊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72之13號
2349 高雄市 前鎮區 琪陽企業行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94巷3號1樓
2350 高雄市 前鎮區 法妍美學館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16號2樓
2351 高雄市 前鎮區 琉香溫體牛肉-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20號
2352 高雄市 前鎮區 Neil尼爾手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29號
2353 高雄市 前鎮區 馬可先生第三_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34號
2354 高雄市 前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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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 高雄市 前鎮區 中天眼鏡(隱形眼鏡)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46號
2356 高雄市 前鎮區 濃厚鋪青草茶(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69號
2357 高雄市 前鎮區 興趣xsimtree 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14號1樓
2358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瑞隆二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15號1樓
2359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瑞隆二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15號1樓
2360 高雄市 前鎮區 清原芋圓(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21號
2361 高雄市 前鎮區 莎娜內衣專門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25號1樓
2362 高雄市 前鎮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前鎮區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26-1號
2363 高雄市 前鎮區 滑機機電信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30號
2364 高雄市 前鎮區 M手機數位館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35號1樓
2365 高雄市 前鎮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前鎮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52號
2366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75號
2367 高雄市 前鎮區 三支小機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76號
2368 高雄市 前鎮區 茶工業(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02號
2369 高雄市 前鎮區 光陽-威特機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08號1樓
2370 高雄市 前鎮區 均威通訊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20號
2371 高雄市 前鎮區 JIT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29號
2372 高雄市 前鎮區 強寶鹽酥雞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41號
2373 高雄市 前鎮區 BOBO TEA波波茶-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86號
2374 高雄市 前鎮區 鮮茶職人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00號
2375 高雄市 前鎮區 大苑子-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40號
2376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42號1樓
2377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42號1樓
2378 高雄市 前鎮區 水巷茶弄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95號
2379 高雄市 前鎮區 水巷茶弄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95號



2380 高雄市 前鎮區 麵包花園烘焙坊 高雄市前鎮區瑞福路132號
2381 高雄市 前鎮區 麵包花園烘培坊 高雄市前鎮區瑞福路132號
2382 高雄市 前鎮區 瑞興早餐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19號
2383 高雄市 前鎮區 卡牌桌遊配件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1號
2384 高雄市 前鎮區 JIT高雄瑞隆二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里瑞隆路643號1樓
2385 高雄市 前鎮區 老先覺-高雄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實業路13號1樓
2386 高雄市 前鎮區 光陽-清文機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管仲路47號
2387 高雄市 前鎮區 D+購物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257號
2388 高雄市 前鎮區 翠亨生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71號
2389 高雄市 鳳山區 滿春食堂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5號
2390 高雄市 前鎮區 YAMAHA - 晉弘車業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435號
2391 高雄市 前鎮區 胖老爹-三多店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440號1樓
2392 高雄市 前鎮區 鮮茶道-前鎮德昌店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72號
2393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德昌店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83號1樓
2394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德昌店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83號1樓
2395 高雄市 前鎮區 伍食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南路420號
2396 高雄市 前鎮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前鎮鄭和經銷店)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48-1號
2397 高雄市 前鎮區 采達眼鏡行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84號
2398 高雄市 前鎮區 麗睛眼鏡行 高雄市前鎮區興中里一心二路22號1樓
2399 高雄市 前鎮區 攜手相伴咖啡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民權二路378號九樓之2
2400 高雄市 前鎮區 光陽-永鑫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景德路51號
2401 高雄市 前鎮區 婕樂數位 高雄市前鎮區衡陽街25號
2402 高雄市 前鎮區 香串串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1-27號4F
2403 高雄市 前鎮區 好寶貝寵物居家生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1-31號2樓
2404 高雄市 前鎮區 前鎮加油站 高雄市前鎮區鎮海路123號
2405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九九肉干 高雄市前鎮區鎮華街138巷15號
2406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資生堂特約巧惠 高雄市前鎮區鎮華街80號
2407 高雄市 前鎮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前鎮區鎮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145-1號
2408 高雄市 前鎮區 鮮茶道-前鎮鎮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230號
2409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夢時代鎮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232號1樓
2410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夢時代鎮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232號1樓
2411 高雄市 前鎮區 光陽-安輝機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52-1號
2412 高雄市 新興區 茶中奇緣 高雄市新興區秋山里南臺路128號
2413 高雄市 前鎮區 迷客夏milkshop-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55號
2414 高雄市 前鎮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27號
2415 高雄市 三民區 山水相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01號
2416 高雄市 苓雅區 五寶刈包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64號(騎樓)
2417 高雄市 三民區 e荳紅茶冰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63號
2418 高雄市 三民區 研欣spa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78號4樓之2
2419 高雄市 三民區 緣萊健康餐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23號
2420 高雄市 新興區 日活PRO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6-1號
2421 高雄市 三民區 彤妍SPA美療館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69號之1
2422 高雄市 三民區 春洋鍋燒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99號
2423 高雄市 三民區 Linnahairhouse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43巷35號
2424 高雄市 鹽埕區 小任性雞蛋糕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小任性雞蛋糕
2425 高雄市 左營區 牛角日式咖哩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65號)
2426 高雄市 三民區 半枝蓮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06號
2427 高雄市 三民區 成美早餐 高雄市三民區有光路113-2號
2428 高雄市 三民區 回憶小時候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6號
2429 高雄市 三民區 上合家日式咖哩-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100號
2430 高雄市 三民區 蓁水餃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556號
2431 高雄市 三民區 7 ice bar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76巷29號
2432 高雄市 三民區 二木咖啡 FUTAGI COFFEE ROASTER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71號
2433 高雄市 三民區 茶舍紅茶冰(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3巷30之5號6樓
2434 高雄市 三民區 茶舍紅茶冰(自強店)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3巷30之5號6樓
2435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南北餃子館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58號
2436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巴黎衣著精品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一巷42-3號
2437 高雄市 三民區 貝蕾蒂國際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299號1樓
2438 高雄市 三民區 時蒔 vegan kitchen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496號
2439 高雄市 三民區 御品烤地瓜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12-10號2樓
2440 高雄市 三民區 康普茗茶-酵素康普茶專賣店 金鼎店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291號
2441 高雄市 三民區 鴨肉麵館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17號
2442 高雄市 三民區 老吳臭豆腐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99號
2443 高雄市 三民區 百年老店鍋燒意麵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44號
2444 高雄市 三民區 心喜手工茶-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77號
2445 高雄市 三民區 拾殼歲月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83巷1號
2446 高雄市 三民區 眼鏡魏 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43巷3號9樓之2
2447 高雄市 三民區 韓棒棒韓國烤肉飯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94號
2448 高雄市 三民區 金滿堂地獄餅舖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8-2號
2449 高雄市 三民區 漫活身體工作坊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37號3樓A3
2450 高雄市 三民區 Gina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街151巷21號
2451 高雄市 三民區 子午丼鍋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293號
2452 高雄市 三民區 觀光旅遊，商業接送 高雄市三民區鼎勇街41號4樓
2453 高雄市 三民區 白木舟手工冰城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28號
2454 高雄市 三民區 溫州餛飩大王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107號
2455 高雄市 三民區 魔法雞排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122號
2456 高雄市 三民區 布 好喝的茶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97號
2457 高雄市 三民區 Two Man Pasta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32號
2458 高雄市 三民區 饗天下鹽酥雞-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64號
2459 高雄市 三民區 小上海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09號1樓騎樓
2460 高雄市 三民區 安記豆漿素食早點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27號
2461 高雄市 三民區 勝澤家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62號
2462 高雄市 三民區 珮福茶品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80號
2463 高雄市 三民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81號
2464 高雄市 三民區 喵食堂.咖哩丼飯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46號1樓



2465 高雄市 三民區 八麵八館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53號
2466 高雄市 三民區 醬豐富創意鍋燒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13號
2467 高雄市 三民區 昌平炸雞王 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30號
2468 高雄市 三民區 糧昇定作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36號
2469 高雄市 苓雅區 翠華麵線糊x滷房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7號騎樓
2470 高雄市 三民區 蒸祥發湯包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30號
2471 高雄市 三民區 塔塔娜霜淇淋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225號10樓
2472 高雄市 三民區 全紅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3號
2473 高雄市 三民區 張記排骨酥 高雄市三民區德東里11鄰喜?街95號
2474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輕-輕食健康餐盒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4號
2475 高雄市 三民區 MiSS CHiNG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0號
2476 高雄市 三民區 婕絲專業美妍館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32號2樓
2477 高雄市 三民區 赤山肉圓 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20號
2478 高雄市 三民區 小食光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8號
2479 高雄市 三民區 萊家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220號
2480 高雄市 三民區 凡妮莎文創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61號
2481 高雄市 三民區 泰奶奶的 Thai Grand Ma s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10號騎樓
2482 高雄市 三民區 Gather小聚場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07號
2483 高雄市 三民區 冰屋x先生千層手作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遠一街167巷40號
2484 高雄市 三民區 泰勒咖啡坊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54巷49號1樓
2485 高雄市 三民區 房角石兒少關懷協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8樓之1
2486 高雄市 三民區 花草巫婆 Botanical Magic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8號
2487 高雄市 三民區 得力光電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43號
2488 高雄市 三民區 甘乃滴冷泡飲-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03號
2489 高雄市 三民區 喝什麼鳥茶Birdtea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91號
2490 高雄市 三民區 深山谷養蜂場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389號
2491 高雄市 三民區 明星花露水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02號17樓之2(B3)
2492 高雄市 三民區 漢克國際貿易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31號10F
2493 高雄市 三民區 俄啤小舖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90巷31號
2494 高雄市 三民區 XR穿越體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20號
2495 高雄市 三民區 石尚探索屋_科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20號
2496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科工館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82號1樓
2497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科工館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82號1樓
2498 高雄市 三民區 量時咖啡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97號
2499 高雄市 三民區 肌肉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05號6樓
2500 高雄市 三民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九如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18號1樓
2501 高雄市 三民區 福爾摩沙醫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28號2樓
2502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胖3C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43號
2503 高雄市 三民區 上勇實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94號2樓
2504 高雄市 前鎮區 92度半咖啡（九如勝利號）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2505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九如二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60、162、164號及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號
2506 高雄市 三民區 今川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之2號
2507 高雄市 三民區 名家瓦斯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218號
2508 高雄市 三民區 台A茶生活美學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03號1樓
2509 高雄市 三民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大晉行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20號
2510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7559286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1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7559291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2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79635835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3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4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5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4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6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5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7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8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19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0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1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7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2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3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4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5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6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4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7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5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8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29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0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1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8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2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3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4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5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6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4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7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5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8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0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39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0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40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0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41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04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42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05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43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0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44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0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45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429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11樓
2546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7559286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47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7559291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48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7802686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49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7805526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0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1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1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1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2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3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4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5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6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4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7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5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8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_plato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59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0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1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2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2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3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3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4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5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2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6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7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4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8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5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69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0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7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1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2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5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3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6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4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61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5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63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6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64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7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6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8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8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79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099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80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0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81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1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82 高雄市 三民區 施巴098303116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66號6樓之2
2583 高雄市 三民區 格斯熊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385號3樓
2584 高雄市 三民區 挪威森林咖啡館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12號1樓
2585 高雄市 三民區 普立特廣告印刷-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7號
2586 高雄市 三民區 快木文創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10樓之5
2587 高雄市 三民區 中都排骨飯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183號
2588 高雄市 三民區 艾米斯工作坊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230號
2589 高雄市 三民區 LOUISA COFFEE_高醫大校區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2590 高雄市 鼓山區 烏尼烏麥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1號之8號
2591 高雄市 三民區 濃厚鋪青草茶(影城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61號
2592 高雄市 三民區 濃厚鋪青草茶(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45號
2593 高雄市 三民區 黑糖奶奶三犬本舖十全2號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47號
2594 高雄市 三民區 福欣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65號
2595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91號1樓
2596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391號1樓
2597 高雄市 三民區 JIT高雄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449號1樓
2598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先生第五_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61號
2599 高雄市 三民區 茶湯會高雄十全一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63號
2600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石堂眼鏡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81號
2601 高雄市 新興區 蘋果樹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博愛一路201號1樓
2602 高雄市 三民區 OD Coffee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區懷安街137號
2603 高雄市 三民區 新東津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04號
2604 高雄市 三民區 大進利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38號1樓
2605 高雄市 三民區 沅味巷口飯糰(後驛店)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55巷12號
2606 高雄市 三民區 SYM源暉企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千北里建國3路316之1號
2607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中都力行店 高雄市三民區千秋里力行路125號
2608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中都力行店 高雄市三民區千秋里力行路125號
2609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廣龍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千秋里力行路173號1樓及地下1層
2610 高雄市 三民區 三大/伊嘉淨水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110巷64號9樓
2611 高雄市 三民區 瑞麟美而美（大享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享路120號
2612 高雄市 三民區 神威通訊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2路464號1樓
2613 高雄市 三民區 轉角炒飯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08號
2614 高雄市 三民區 新洺昌水電材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20號1樓
2615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高應大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4號
2616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應大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4號
2617 高雄市 三民區 咖啡豆舖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18號
2618 高雄市 三民區 Jasmine日韓飾品(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1號
2619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曜和茶(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5號
2620 高雄市 三民區 涼心鮮果茶飲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6號
2621 高雄市 三民區 憲茶-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89號
2622 高雄市 三民區 butyshop沛莉化妝保養品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1巷6弄10號
2623 高雄市 三民區 好正點港式飲茶 自由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2巷35號
2624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40號
2625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布手機數位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46號
2626 高雄市 三民區 Girls nail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07之2號4樓
2627 高雄市 三民區 蜜兔鮮奶泡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16號
2628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島鐘錶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26號
2629 高雄市 三民區 膜力紅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30號
2630 高雄市 三民區 原作眼鏡 Original Optical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34號
2631 高雄市 三民區 古早味碳烤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55號
2632 高雄市 三民區 明誠炒米粉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59號
2633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大昌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65號1樓
2634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大昌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65號1樓



2635 高雄市 三民區 有眼光眼鏡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46之2號1樓
2636 高雄市 三民區 HITHERE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46號
2637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大哥大三民天祥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45號
2638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灣大哥大岡山岡山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96號
2639 高雄市 燕巢區 台灣大哥大燕巢中民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74-1號
2640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灣大哥大小港漢民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29號
2641 高雄市 梓官區 台灣大哥大梓官中崙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33號
2642 高雄市 鳳山區 高賢通訊大明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16號
2643 高雄市 梓官區 台灣大哥大梓官蚵寮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南路96之2號1樓
2644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大哥大前鎮瑞隆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64號
2645 高雄市 大寮區 台灣大哥大中庄鳳屏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54號1樓
2646 高雄市 林園區 台灣大哥大林園林園北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276號1樓
2647 高雄市 三民區 九乘九文具專家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36號
2648 高雄市 三民區 拉亞漢堡(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88號
2649 高雄市 三民區 四海遊龍 高昌直營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28號
2650 高雄市 三民區 膜殿3c包膜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98號
2651 高雄市 三民區 花花手作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99號1樓
2652 高雄市 三民區 駿琳手機行動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09號
2653 高雄市 三民區 紫愛森活品茗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12號
2654 高雄市 三民區 紫愛森活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12號
2655 高雄市 三民區 依娜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0號
2656 高雄市 三民區 起司胡椒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1號
2657 高雄市 三民區 老賴茶棧 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45號
2658 高雄市 三民區 老賴茶棧 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45號
2659 高雄市 三民區 焗烤灶咖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51號
266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賢通訊自由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1 高雄市 三民區 高賢通訊覺民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2 高雄市 三民區 OPPO七賢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3 高雄市 三民區 SONY鳳山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4 高雄市 三民區 亞太電信十全自由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5 高雄市 三民區 亞太電信鳳山五甲三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6 高雄市 三民區 亞太電信三民建工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7 高雄市 三民區 ASUS自由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8 高雄市 三民區 遠傳電信三民大昌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69 高雄市 三民區 遠傳電信鳳山五甲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70 高雄市 三民區 遠傳電信左營華夏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2671 高雄市 三民區 丁丁藥局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87號
2672 高雄市 三民區 諾貝兒寶貝_陽明店01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55號
2673 高雄市 三民區 諾貝兒寶貝_楠梓店04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55號
2674 高雄市 楠梓區 諾貝兒寶貝_建工店07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36號
2675 高雄市 三民區 諾貝兒寶貝_大昌店10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68號
2676 高雄市 左營區 諾貝兒寶貝_北高店19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48號
2677 高雄市 左營區 諾貝兒寶貝_民權店34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48號
2678 高雄市 前鎮區 諾貝兒寶貝_明誠店40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45號
2679 高雄市 鼓山區 諾貝兒寶貝_宏平店51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465號
2680 高雄市 小港區 諾貝兒寶貝_右昌店68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85號
2681 高雄市 三民區 諾貝兒寶貝_內壢店60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87號
2682 高雄市 岡山區 諾貝兒寶貝_岡山店02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1號
2683 高雄市 岡山區 諾貝兒寶貝_自由店08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1號
2684 高雄市 鳳山區 諾貝兒寶貝_鳳林店09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99號
2685 高雄市 鳳山區 諾貝兒寶貝_新富店65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99號
2686 高雄市 鳳山區 諾貝兒寶貝_仁武店69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95號
2687 高雄市 橋頭區 諾貝兒寶貝_橋頭店77 高雄市橋頭區美德街141號
2688 高雄市 橋頭區 諾貝兒寶貝_廣東店12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148巷1號
2689 高雄市 三民區 食田嚴選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88號
2690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大哥大三民大昌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92號1樓
2691 高雄市 三民區 FILA大昌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99號1樓
2692 高雄市 三民區 大連運動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09號
2693 高雄市 三民區 三米皮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21號
2694 高雄市 三民區 小朋友皮鞋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54號
2695 高雄市 三民區 誌豐家電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61號
2696 高雄市 三民區 金品軒甜品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69號
2697 高雄市 三民區 愛意花坊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318-1號
2698 高雄市 三民區 玉明花坊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318-1號
2699 高雄市 三民區 阿財皮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67號
2700 高雄市 三民區 ecco宏元皮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72號1樓
2701 高雄市 三民區 富發牌熱河大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75號
2702 高雄市 三民區 愛兒麗婦幼用品連鎖百貨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78號
2703 高雄市 三民區 舒邁運動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80號
2704 高雄市 三民區 一生寢飾精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81-2號
2705 高雄市 三民區 大上海皮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81號
2706 高雄市 三民區 兩隻老虎童鞋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4號
2707 高雄市 三民區 Volkswagen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一路9號
2708 高雄市 三民區 神奇科技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02號
2709 高雄市 三民區 AMINAH & BODYSAC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47號3樓之3
2710 高雄市 三民區 卡牌遊戲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47號7F-5
2711 高雄市 三民區 神盾apple現場專業維修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282號1樓
2712 高雄市 三民區 法樂Follow髮廊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30號1樓
2713 高雄市 三民區 晶濎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335號1樓
2714 高雄市 三民區 沅味巷口飯糰(大順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55巷口與43巷口
2715 高雄市 三民區 柳雱邁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96號
2716 高雄市 三民區 百瓦哥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大園街2號
2717 高雄市 三民區 之澤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130號1樓
2718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永久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174巷52號
2719 高雄市 三民區 李氏別苑(大裕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8號



2720 高雄市 三民區 和木相處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109號
2721 高雄市 三民區 Cloud今川燒點心時刻(日式紅豆餅)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209巷6號
2722 高雄市 三民區 蜂朝蜂蜜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德街58號
2723 高雄市 三民區 MARONDI 高雄市三民區大德街88號11樓之1
2724 高雄市 三民區 薇拉優荳咖啡豆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29號
2725 高雄市 三民區 星品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340號1樓
2726 高雄市 三民區 鈺舜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45號
2727 高雄市 三民區 筷子丼丼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47號
2728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原芋圓(大豐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88號
2729 高雄市 左營區 原味好食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與立文路口(攤車/萊爾富對面)
2730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53號
2731 高雄市 三民區 繽狗寵物生活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03號
2732 高雄市 三民區 KYMCO益豐輪機車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58號
2733 高雄市 三民區 黑佃關東煮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666-3號
2734 高雄市 三民區 左眼右眼眼鏡行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07號1樓
2735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山東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15號1樓
2736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山東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15號1樓
2737 高雄市 三民區 複製學院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59號
2738 高雄市 三民區 印工坊數位影印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69號
2739 高雄市 三民區 EZ TOUCH 高雄市三民區三東街75號
2740 高雄市 三民區 喜山喫茶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山一路337號1樓
2741 高雄市 三民區 仔仔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87號1樓
2742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胡子牛仔(鳳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87號1樓
2743 高雄市 三民區 弘都影像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67號
2744 高雄市 三民區 亞提斯多媒體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中峰街19號3樓
2745 高雄市 三民區 老點心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70號
2746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資生堂特約典原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79巷6號
2747 高雄市 三民區 SMOKEY JOE'S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横巷21號
2748 高雄市 新興區 烙餅小廚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31號
2749 高雄市 三民區 寶麗金珠寶 中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89號
2750 高雄市 三民區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中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306號
2751 高雄市 鳳山區 寶兒手作現烤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23號1樓
2752 高雄市 鹽埕區 SMOKEY JOE'S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91號
2753 高雄市 三民區 CHIC髮型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39號
2754 高雄市 三民區 十三巷手作壽司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66號
2755 高雄市 三民區 頂豆食品行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10號
2756 高雄市 三民區 頂豆食品行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10號
2757 高雄市 三民區 龍門模型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3號1F
2758 高雄市 三民區 澎湃行海鮮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76-2號
2759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34號
2760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34號
2761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咖啡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46號1樓
2762 高雄市 三民區 G-BELLE 吉貝兒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69號
2763 高雄市 三民區 舞古賀鍋物專門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73號
2764 高雄市 三民區 葉月堂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79之2號1樓
2765 高雄市 三民區 滿月茶作 高雄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79之3號
2766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先生食品_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08-2號
2767 高雄市 三民區 Bellcastle音樂盒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23號
2768 高雄市 三民區 One Week 腕圍刻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39號
2769 高雄市 三民區 PH、Henry London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39號
2770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玉堂批發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47號
2771 高雄市 三民區 川辣道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55號
2772 高雄市 三民區 New House歐風新食館文濱店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57號
2773 高雄市 三民區 嘎嗶餐酒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70號
2774 高雄市 三民區 CoCa MaMa 巧克力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170號
2775 高雄市 三民區 CoCa MaMa 巧克力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170號
2776 高雄市 三民區 昌全科技工程行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1號
2777 高雄市 三民區 松本鮮奶茶北平店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16號
2778 高雄市 三民區 五分鐘找餐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62號
2779 高雄市 三民區 宙谷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16號4樓之1
2780 高雄市 三民區 Baiku排骨紅茶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5巷17號4樓
2781 高雄市 三民區 Mica 熱狗堡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ㄧ路390號
2782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中都店)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58巷1號邊
2783 高雄市 三民區 我們不一樣小吃部 高雄市三民區本安里皓東路292號
2784 高雄市 三民區 柏美照明燈飾行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澄清路537號
2785 高雄市 三民區 家遇鮮海鮮鍋燒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建工路344號1樓
2786 高雄市 三民區 夢幻花田花藝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本館里建工路356號1樓
2787 高雄市 三民區 鼎山小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193號
2788 高雄市 三民區 文喬綿綿冰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22號
2789 高雄市 三民區 邊邊義式冰淇淋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6號
2790 高雄市 三民區 邊邊義式冰淇淋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6號1樓
2791 高雄市 三民區 漫時光早午餐-正忠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75號
2792 高雄市 三民區 得聖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正順里大順二路441號1樓
2793 高雄市 三民區 好不咖啡-正義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義路311巷5號
2794 高雄市 三民區 花邊新聞flower news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建工路591號
2795 高雄市 三民區 話庫通訊行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建中路27號1樓
2796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18號1樓
2797 高雄市 三民區 JIT高雄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40號1樓
2798 高雄市 三民區 忘年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72號
2799 高雄市 三民區 Louisa Coffee 高雄建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73號一樓、175號一樓
2800 高雄市 三民區 久億藥局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83號1樓
2801 高雄市 三民區 好又多眼鏡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203號
2802 高雄市 三民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209號
2803 高雄市 三民區 銳克國際 高雄市三民區正豐街28號1樓
2804 高雄市 三民區 i Queen 高雄市三民區正豐街65號



2805 高雄市 三民區 品味玩家 高雄市三民區民成街36號1樓
2806 高雄市 三民區 屏榮蒲燒鰻-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信路16號
2807 高雄市 三民區 永勝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00號
2808 高雄市 三民區 JIT高雄福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028號之9
2809 高雄市 三民區 雄技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6號
2810 高雄市 三民區 都市彩繪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82號
2811 高雄市 三民區 野外營戶外旅遊用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86-1號
2812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正泳裝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86號
2813 高雄市 三民區 歡薯庄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23號
2814 高雄市 三民區 彪琥鞋業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43-1號
2815 高雄市 三民區 彪琥台灣鞋故事館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43-1號
2816 高雄市 三民區 Surupaya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52號
2817 高雄市 三民區 織家棧居室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59號
2818 高雄市 三民區 雅禮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72號
2819 高雄市 三民區 石尚餐飲_愛.雨林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27號2樓
2820 高雄市 三民區 虎山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27號B1美食街
2821 高雄市 三民區 詩肯柚木民族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00號
2822 高雄市 三民區 東峰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13號
2823 高雄市 三民區 八千門泡腳養生會館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29號
2824 高雄市 三民區 舒心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29號
2825 高雄市 三民區 重愛町豆花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00-6號附1
2826 高雄市 三民區 米歇爾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17號
2827 高雄市 三民區 ROMA PLAZA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02-16號7樓
2828 高雄市 三民區 百樂門酒館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0號
2829 高雄市 三民區 繽紛OPEN訂制紋繡創業教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12號
2830 高雄市 三民區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永益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40號
2831 高雄市 三民區 流浪蝴蝶 wbfxhm 不凋花 乾燥花 婚禮花藝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54巷21號10樓
2832 高雄市 三民區 十兄弟綠豆湯-民族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78號
2833 高雄市 三民區 April服飾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78號10樓之2
2834 高雄市 燕巢區 紅番茄餐飲(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2835 高雄市 三民區 幸福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2836 高雄市 三民區 異國料理(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2837 高雄市 三民區 花好花藝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巷22之2號
2838 高雄市 三民區 速得安保修（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業路13巷1號
2839 高雄市 三民區 采葳Tsai Wei 包膜/維修/配件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3號1樓
2840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鑫翊國際企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里中庸街53號1樓
2841 高雄市 三民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暐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里市中一路302號
2842 高雄市 三民區 Apple Bar 蘋果快速維修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06號
2843 高雄市 三民區 A bao house 阿寶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10號1樓
2844 高雄市 三民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吉林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1號1樓
2845 高雄市 三民區 千香漢堡三民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82號
2846 高雄市 三民區 講半波 咖啡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217號(展一廳)
2847 高雄市 三民區 安與棋甜點杯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45號1樓
2848 高雄市 三民區 複製館萬能影印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生里山東街178號
2849 高雄市 三民區 食光杯餐車 高雄市三民區安吉街24鄰民族一路88號19樓之3
2850 高雄市 三民區 嵐公主時尚美甲後驛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博仁街30號
2851 高雄市 三民區 8兩健康飲品 高雄市三民區安和里察哈爾一街147號1樓
2852 高雄市 三民區 鼎強企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安宜里哈爾濱街227號
2853 高雄市 三民區 路人咖啡 3號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天津街253號1至2樓
2854 高雄市 三民區 蜂巢手機維修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綏遠二街16號1樓
2855 高雄市 三民區 明銘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60號
2856 高雄市 三民區 克洛浦水素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79號1樓
2857 高雄市 三民區 東榮通信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13號一樓
2858 高雄市 三民區 曼都坎城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15號1.2.3樓
2859 高雄市 三民區 自由加油站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231號
2860 高雄市 三民區 LOUISA COFFEE_高雄自由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56號
2861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60號
2862 高雄市 三民區 鎧鴻汽車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1路332號1樓
2863 高雄市 三民區 文記養元堂藥房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46號
2864 高雄市 三民區 YAMAHA - 永琪國際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47號1樓
2865 高雄市 三民區 九星個性化禮品行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86號1樓
2866 高雄市 三民區 滷味香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72之1號1樓
2867 高雄市 三民區 星埕漫遊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76巷4號
2868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79號
2869 高雄市 三民區 珍妮時尚美甲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85巷28號
2870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自強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9號1樓
2871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自強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9號1樓
2872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建國自強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39號
2873 高雄市 三民區 河堤水果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和裕誠路口(河堤公園)
2874 高雄市 三民區 零齡美人坊 高雄市三民區育英街15號
2875 高雄市 三民區 花出（餐車）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121巷3號4樓
2876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54號
2877 高雄市 三民區 高京綠健貿易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99號
2878 高雄市 三民區 TOP最高髮苑 高雄市三民區昌富街20號
2879 高雄市 三民區 BobaIce 古早味粉圓冰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152號
2880 高雄市 三民區 統鮮麵包店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12號
2881 高雄市 三民區 山居歲月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2號
2882 高雄市 三民區 亮麗專業洗衣-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63號
2883 高雄市 三民區 JIT彰化家福2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6之1號15樓之1
2884 高雄市 三民區 鮮茶道-高雄明仁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23號1樓
2885 高雄市 三民區 越南中原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61號1樓
2886 高雄市 三民區 沅味巷口飯糰(大樂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8號
2887 高雄市 三民區 林帥洗衣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吉路2-1號
2888 高雄市 三民區 樂樂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明吉路2號
2889 高雄市 鼓山區 彩睛眼鏡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哲路14號1樓



2890 高雄市 三民區 灑椒麻辣鍋(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3號
2891 高雄市 三民區 食金湯經典麵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3號17樓之13
2892 高雄市 三民區 貓狗大棧(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113號
2893 高雄市 三民區 黛莉貝爾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226號
2894 高雄市 三民區 黛莉貝爾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226號
2895 高雄市 三民區 宏力動物醫院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326號
2896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全陽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370號、372號
2897 高雄市 三民區 小熊燒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507號天天新黃昏市場
2898 高雄市 三民區 MeRci 明璟家居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597號1樓
2899 高雄市 三民區 揚大數位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63號
2900 高雄市 三民區 福克斯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104號12F之1
2901 高雄市 三民區 Dawnbaby孕嬰幼兒精品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57號
2902 高雄市 三民區 益鹿健康生活 高雄市三民區朋福街23號
2903 高雄市 三民區 江南Hair Salon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204號
2904 高雄市 三民區 牧本膳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360號
2905 高雄市 三民區 穀甜燕麥飲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40巷14號
2906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三鳳宮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134號
2907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緻品珠寶(愛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356號1樓
2908 高雄市 三民區 Meguiar's美光/SWIPE 威寶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南路18號1樓
2909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愛感恩_高雄概念館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南路50號
2910 高雄市 三民區 Illuminate河映咖啡館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302號
2911 高雄市 三民區 沐暘生機食品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18號1樓
2912 高雄市 三民區 唯Phone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101號
2913 高雄市 三民區 覺饌廣東粥鍋燒麵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121號
2914 高雄市 三民區 嘉申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18巷23弄8號
2915 高雄市 三民區 嘉申置物櫃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18巷23弄8號2樓
2916 高雄市 三民區 凱琳精品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190號
2917 高雄市 三民區 摩格牛仔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32號4樓
2918 高雄市 三民區 鈦新汽車精品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71號
2919 高雄市 三民區 皇宇行銷 高雄市三民區金陵街106巷40號
2920 高雄市 三民區 祐盛照明 高雄市三民區金陵街51號
2921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獅湖大酒店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118號
2922 高雄市 三民區 瀧捷國際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235號
2923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玉堂批發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39號
2924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鼎中二店)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39號
2925 高雄市 三民區 百威電子科技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27號
2926 高雄市 三民區 富豪音響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152-2號
2927 高雄市 三民區 夢罟真人密室逃脫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313號
2928 高雄市 三民區 帶走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25號
2929 高雄市 三民區 青島一二五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25號
2930 高雄市 三民區 日十正忠店 高雄市三民區保安里正忠路136-3號
2931 高雄市 三民區 仙草凍三兄弟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17號1樓
2932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冠均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76號1樓
2933 高雄市 三民區 美團樂購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1號
2934 高雄市 三民區 百點模型店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369號
2935 高雄市 三民區 蘭香和牛肉燥飯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88號
2936 高雄市 三民區 真功夫養身會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18號一樓
2937 高雄市 新興區 家電BOY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01號
2938 高雄市 三民區 Emma愛馬燒肉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44之1號一樓
2939 高雄市 三民區 Annie美髮沙龍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46巷1號
2940 高雄市 三民區 禾茶養生茶飲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82號
2941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先生食品_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
2942 高雄市 三民區 找到幸福(高科大建工校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2943 高雄市 三民區 老澳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2944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金融科技創新學會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七樓
2945 高雄市 三民區 好雅眼鏡時尚流行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24號
2946 高雄市 三民區 澄十治茶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36號
2947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91號1樓
2948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91號1樓
2949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正泳裝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00號1樓
2950 高雄市 三民區 白巷子-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04號
2951 高雄市 三民區 冠景行銷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51號
2952 高雄市 三民區 活力種子有機生活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56號
2953 高雄市 三民區 珍煮丹-高雄三民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57號
2954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63號1樓
2955 高雄市 三民區 裕辰通信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71號
2956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大順建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90號
2957 高雄市 三民區 大碗公冰建工旗艦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05號
2958 高雄市 三民區 ICHI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27號
2959 高雄市 三民區 胖老爹美式炸雞高雄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42-1號
2960 高雄市 三民區 立峰五金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52號
2961 高雄市 三民區 YAMAHA-得利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66號
2962 高雄市 三民區 17號穀倉手工吐司坊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77號
2963 高雄市 三民區 長裕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84號
2964 高雄市 三民區 杉之秀SPA芳療護理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98之1號1樓
2965 高雄市 三民區 美容小菻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11號二樓
2966 高雄市 三民區 MACU-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22號
2967 高雄市 三民區 銳恩摩托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55號
2968 高雄市 三民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建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92號1樓
2969 高雄市 三民區 嬌滴滴 美容寵物精品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96號
2970 高雄市 三民區 喜朵概念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建中路27之2號
2971 高雄市 三民區 莉筑SPA 高雄市三民區建中路27號2樓
2972 高雄市 三民區 艾菲比整體造型 高雄市三民區建中路8號1樓
2973 高雄市 三民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高雄建元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元路56號
2974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田不二家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05號



2975 高雄市 三民區 玄屹香舖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07號
2976 高雄市 三民區 名騰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16號
2977 高雄市 三民區 傑能數位 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01號
2978 高雄市 三民區 祺大資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09-15號1樓
2979 高雄市 三民區 悉科電腦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09之4號
2980 高雄市 三民區 GAME MAX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41號
2981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元國際洋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77號1樓
2982 高雄市 三民區 Samsung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92號
2983 高雄市 三民區 萊姆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2號
2984 高雄市 三民區 聯合軍警用品社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37號1樓
2985 高雄市 三民區 西子灣大飯店 站前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41號
2986 高雄市 三民區 欣興租車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58號
2987 高雄市 三民區 赫茲(日)租車-高雄建國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62號
2988 高雄市 三民區 格上租車-高雄建國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64號
2989 高雄市 三民區 鼎信資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7-1號
2990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建國中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73號1樓
2991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建國中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73號1樓
2992 高雄市 三民區 和亞資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7之4號1樓
2993 高雄市 三民區 矮人礦坑桌上遊戲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9號
2994 高雄市 三民區 順發 - AN 精準健康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號9F
2995 高雄市 三民區 假期汽車租賃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05號
2996 高雄市 三民區 新鎂數位光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3號
2997 高雄市 三民區 俊國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43號
2998 高雄市 三民區 成真寢具百貨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58號
2999 高雄市 三民區 高福古巴三明治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65號
3000 高雄市 三民區 親密愛人情趣禮品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688號
3001 高雄市 三民區 鋐宇通信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84號
3002 高雄市 三民區 C Spa美妍美體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37號三樓A5
3003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瑞成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67號
3004 高雄市 三民區 爆炸先生遊戲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6巷3號1樓
3005 高雄市 三民區 東川口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9號1樓
3006 高雄市 三民區 承峰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41號
3007 高雄市 三民區 鴻鼎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97號
3008 高雄市 三民區 美姿顏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10號
3009 高雄市 三民區 金黛百貨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83號
3010 高雄市 三民區 松本鮮奶茶(三民建興)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32號
3011 高雄市 三民區 勁翔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47號
3012 高雄市 三民區 鮮果時間-樹德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49號
3013 高雄市 三民區 鮮茶道-高雄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76號1樓
3014 高雄市 三民區 協光鐘錶眼鏡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91號
3015 高雄市 三民區 渲雅髮型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09號
3016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60號
3017 高雄市 三民區 晨間廚房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36號1F
3018 高雄市 三民區 烘樂夫法式烘焙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69號
3019 高雄市 三民區 型男雄賀呷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96號1樓
3020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86號1樓
3021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86號1樓
3022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發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95號
3023 高雄市 三民區 紅茶洋行三民正忠店 高雄市三民區紅茶洋行三民正忠店
3024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教會公報社 高雄書房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12號
3025 高雄市 三民區 不只是沙拉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51號
3026 高雄市 三民區 昌億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439號
3027 高雄市 三民區 奇異果快捷旅店 高雄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790號
3028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三民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03號1樓
3029 高雄市 三民區 可可熊童裝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232之1號1樓
3030 高雄市 三民區 神盾 Shen Dun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18F之1
3031 高雄市 三民區 世全光學眼鏡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2路128號
3032 高雄市 三民區 嘉成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84號
3033 高雄市 三民區 大九九大賣場-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33號
3034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大哥大三民天祥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0號2樓
3035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18號
3036 高雄市 三民區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14號
3037 高雄市 三民區 烏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65號
3038 高雄市 三民區 貝詩沙龍大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64號1樓
3039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OA機油輪胎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67號
3040 高雄市 三民區 奇異果快捷旅店-高雄車站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88號
3041 高雄市 三民區 太和工房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26-1號
3042 高雄市 三民區 衣新服飾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慶街124號2樓
3043 高雄市 三民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280號
3044 高雄市 三民區 Donutes Cafe&#39; 多那之-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280號
3045 高雄市 三民區 多那之咖啡蛋糕烘培股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2號
3046 高雄市 三民區 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2號
3047 高雄市 三民區 格林童裝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1號
3048 高雄市 三民區 毛糖兔童裝行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3號
3049 高雄市 三民區 仁愛眼鏡(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26號
3050 高雄市 三民區 灑椒麻辣鍋文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60號
3051 高雄市 三民區 倍思手機配件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建工路585號
3052 高雄市 三民區 彪琥台灣鞋故事館-活動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43-1號
3053 高雄市 三民區 彪琥台灣鞋故事館-民族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43-1號
3054 高雄市 三民區 彪琥台灣鞋故事館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35巷43-1號
3055 高雄市 三民區 采醫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09號
3056 高雄市 三民區 采醫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09號
3057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市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里建國三路535號1樓
3058 高雄市 三民區 蔬香共和國 高雄市三民區光武路80巷12號2樓
3059 高雄市 三民區 迷客夏milkshop-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12號



3060 高雄市 三民區 一手流通3c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一路65號2樓
3061 高雄市 三民區 通信行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一路65號2樓之4
3062 高雄市 三民區 權鎂服裝社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山東街18號
3063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自立一路408號1樓
3064 高雄市 三民區 木曙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安邦里察哈爾二街3號
3065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延吉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發里17鄰九如一路816號
3066 高雄市 三民區 宸妃殿-高醫自由殿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17號
3067 高雄市 三民區 正全義肢(高雄正全佳美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233號
3068 高雄市 三民區 舟衍異 高雄市三民區克武路86號1樓
3069 高雄市 三民區 姐妹淘部落客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57號
3070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三民明仁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32號1樓
3071 高雄市 三民區 黛莉貝爾-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222號
3072 高雄市 三民區 黛莉貝爾-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222號
3073 高雄市 三民區 幸福茶禮茶莊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106號1樓
3074 高雄市 三民區 賞味家早餐舖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68號
3075 高雄市 三民區 鈊冠電腦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82號
3076 高雄市 三民區 匯眾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152號
3077 高雄市 三民區 大九九大賣場-鼎金店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47號
3078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成水果行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140號
3079 高雄市 三民區 成城農產運銷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140號
3080 高雄市 三民區 長青藥局金鼎店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10號
3081 高雄市 三民區 鼎真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25號
3082 高雄市 三民區 呷健康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58號
3083 高雄市 三民區 愛思麥爾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81號
3084 高雄市 三民區 高科大-豬隊友異國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3085 高雄市 三民區 怪獸手機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65號
3086 高雄市 三民區 心悅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87號1-2樓
3087 高雄市 三民區 新力電動工具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60號
3088 高雄市 三民區 緯立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建元路30號1F
3089 高雄市 三民區 巴特里精緻烘培建元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元路56號
3090 高雄市 三民區 蘋果保衛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07號
3091 高雄市 三民區 協新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19號
3092 高雄市 三民區 欣亞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21號
3093 高雄市 三民區 欣亞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21號3樓
3094 高雄市 三民區 天同電腦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26號
3095 高雄市 三民區 程傑電腦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36號1樓
3096 高雄市 三民區 太極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40號1F
3097 高雄市 三民區 SAMSUMG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92號
3098 高雄市 三民區 順發3C量販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號
3099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春天租車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05、307號中山一路336、338號
3100 高雄市 三民區 青蘋果行動科技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51-6號
3101 高雄市 三民區 電池先生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51-7號
3102 高雄市 三民區 彩艷印表機連續供墨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5號及7號
3103 高雄市 三民區 曼都樹德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6號1樓
3104 高雄市 三民區 Ace手機館-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36號
3105 高雄市 三民區 大九九大賣場-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51-1號
3106 高雄市 三民區 Full Queen 馥坤皇室頂級燕窩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07號1樓
3107 高雄市 三民區 美妍Spa芳療館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24號
3108 高雄市 三民區 亮佑輪胎行 高雄市三民區博惠里凱旋一路93號1樓
3109 高雄市 三民區 茉荳獨享鍋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0號
3110 高雄市 三民區 手信坊-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82號1樓
3111 高雄市 三民區 手信茶坊-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82號2樓
3112 高雄市 三民區 菁騏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08號
3113 高雄市 三民區 季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66號14樓
3114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河北店 高雄市三民區港東里林森一路286號
3115 高雄市 三民區 東方草本國際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一街84號
3116 高雄市 三民區 米鹿創意手搖飲品-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19號1樓
3117 高雄市 三民區 Hair.Co 典藏髮型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81號1樓
3118 高雄市 三民區 海渥智能科技生活館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77號
3119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大哥大三民陽明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99號
3120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大哥大楠梓後昌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59號
3121 高雄市 仁武區 台灣大哥大仁武仁雄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468號
3122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大哥大三民鼎山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41號1樓
3123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大哥大三民鼎山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41號1樓
3124 高雄市 三民區 雄大書局 高雄市三民區灣愛里鼎山街290號
3125 高雄市 三民區 W.J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66之1號
3126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里金鼎路339號
3127 高雄市 三民區 三茶(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37號
3128 高雄市 三民區 烏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74號
3129 高雄市 三民區 貝瑞家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65號
3130 高雄市 三民區 展鉅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193號
3131 高雄市 三民區 烏弄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63號
3132 高雄市 三民區 開店通資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25-4號
3133 高雄市 三民區 超大食品 高雄市三民區鳳北里三鳳中街107號
3134 高雄市 三民區 黃記酥餅 高雄市三民區德仁里九如二路89號1樓
3135 高雄市 三民區 耀盛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27,29號
3136 高雄市 三民區 老司機燒肉專門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60號
3137 高雄市 三民區 聯聖眼鏡行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09號
3138 高雄市 三民區 宜兒樂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68號
3139 高雄市 三民區 City Wash自助洗衣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09號
3140 高雄市 三民區 振源藥局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5號
3141 高雄市 三民區 維揚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02號1樓
3142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三民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57號
3143 高雄市 三民區 誠都牌 高雄市三民區錦州街169號
3144 高雄市 三民區 魈嶢茶莊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皓東路152號



3145 高雄市 三民區 信念髮質沙龍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陽明路71號2樓
3146 高雄市 三民區 駿國企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寶華里九如一路32號
3147 高雄市 三民區 G-BELLE 吉貝兒 高雄市三民區寶業里陽明路190號.190-1號2樓
3148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獅里九如一路283號1樓
3149 高雄市 三民區 小人物炸雞茶飲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建武路83號1樓
3150 高雄市 三民區 呀呀香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路40號8樓
3151 高雄市 三民區 烏弄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81號
3152 高雄市 三民區 三支小豬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88號1樓
3153 高雄市 三民區 Runa cafes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12號
3154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_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里建工路822號
3155 高雄市 三民區 奧笛多媒體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里灣中街267號
3156 高雄市 三民區 卯花月日式居酒屋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89號
3157 高雄市 三民區 江餅屋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326號
3158 高雄市 三民區 名將體育登山用品社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19鄰立志街9號
3159 高雄市 三民區 芭莉斯帽子圍巾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2之2號
3160 高雄市 三民區 新高橋藥局(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39號1F
3161 高雄市 三民區 新高橋藥局(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92之1號1樓
3162 高雄市 三民區 新高橋藥局(新富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492號1F
3163 高雄市 三民區 亞奇行開發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精華里遼寧二街1之4號
3164 高雄市 三民區 紅茶洋行-莊敬店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04號
3165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三民 家福店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15號
3166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 鳳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56-1號13F
3167 高雄市 三民區 J米日式風味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75號
3168 高雄市 三民區 儷格時尚美學館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87號
3169 高雄市 三民區 賓威廉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126號
3170 高雄市 三民區 B&B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248號
3171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和億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88號
3172 高雄市 三民區 九乘九文具專家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02號
3173 高雄市 三民區 BIOLADY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89號7樓
3174 高雄市 三民區 舒醍雅咖啡輕食餐點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92之1號
3175 高雄市 三民區 芽米美甲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70號
3176 高雄市 三民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後驛博愛經銷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80號1樓
3177 高雄市 三民區 apo通訊聯盟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91號1樓
3178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博愛北平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10號1樓
3179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博愛北平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10號1樓
3180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16號
3181 高雄市 三民區 季洋莊園咖啡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26之1號1樓
3182 高雄市 三民區 LOUISA COFFEE_博愛北平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36號
3183 高雄市 三民區 德立莊酒店高雄博愛館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38號
3184 高雄市 三民區 US3C-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72號9F
3185 高雄市 三民區 收多易-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72號9樓
3186 高雄市 三民區 直航租車(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49號
3187 高雄市 三民區 和雲-高雄博愛站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6號
3188 高雄市 三民區 宇星科技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99號2樓
3189 高雄市 三民區 全電行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里長明街177號
3190 高雄市 三民區 捷安特-歐亞單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1路149號
3191 高雄市 三民區 Yes早午餐 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敦煌路80巷17號
3192 高雄市 三民區 喬詩Hair Salon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02號
3193 高雄市 三民區 明日茶飲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28號
3194 高雄市 三民區 紳士名膜手機館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34號1樓
3195 高雄市 三民區 藍精品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48號
3196 高雄市 三民區 中天眼鏡(隱形眼鏡)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50號
3197 高雄市 三民區 101文具天堂 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88之1號
3198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67號
3199 高雄市 三民區 回家吃飯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81號4樓
3200 高雄市 三民區 景田囍餅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88號
3201 高雄市 三民區 睛彩眼鏡&驗光所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96號
3202 高雄市 三民區 MACU-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19號
3203 高雄市 三民區 佳綺莉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76號
3204 高雄市 三民區 金洲百貨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76號
3205 高雄市 三民區 先生千層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56巷1號
3206 高雄市 三民區 先生千層蛋糕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56巷1號
3207 高雄市 三民區 JIT 三民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89號
3208 高雄市 三民區 潔伶企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92號1樓
3209 高雄市 三民區 多福風味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96號
3210 高雄市 三民區 Mr.FUJI 富士先生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72號2樓
3211 高雄市 三民區 一桔棒私廚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92號
3212 高雄市 三民區 雲雀天空創藝部屋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239號1樓
3213 高雄市 三民區 三賢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57號
3214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瑞裕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80號1樓
3215 高雄市 三民區 禾茶養生茶飲綏遠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一街153號
3216 高雄市 三民區 Kuro Kuro bakery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一街169號1樓
3217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政輝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義光街32號、34號1樓
3218 高雄市 三民區 Ideal 羚 肌膚美學生活館 高雄市三民區義和路62巷10號6樓
3219 高雄市 三民區 智多星早餐屋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25號
3220 高雄市 三民區 晉立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27號
3221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76號1樓
3222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76號1樓
3223 高雄市 三民區 筋華園牛肉麵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98號
3224 高雄市 三民區 阿亮香雞排(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07號
3225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87號
3226 高雄市 三民區 京慶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89號1樓
3227 高雄市 左營區 色軌咖啡 color track cafe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7號(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12巷6號)
3228 高雄市 三民區 Her Tong Company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3229 高雄市 三民區 Her Tong Company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3230 高雄市 三民區 Her Tong Company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3231 高雄市 三民區 Her Tong Company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3232 高雄市 三民區 Her Tong Company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3233 高雄市 三民區 Her Tong Company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3234 高雄市 三民區 巨統汽車晶片鑰匙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58巷2號七樓之2
3235 高雄市 三民區 九如營養三明治 高雄市三民區達明里吉林街139號1樓騎樓前
3236 高雄市 三民區 水巷茶弄 高雄市三民區達明里熱河一街384號1樓
3237 高雄市 三民區 水巷茶弄－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達明里熱河一街384號1樓
3238 高雄市 三民區 烏托邦車體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156-1號
3239 高雄市 三民區 吉品玻璃隔熱紙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160號
3240 高雄市 三民區 毛利鬆餅MaoRi Waffle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67巷5弄63號5樓之6
3241 高雄市 三民區 灩遇閣展示級鬥魚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94號
3242 高雄市 三民區 冠宏興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312號1樓
3243 高雄市 三民區 陳家麵館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173巷2-2號
3244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鼎山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33號1樓
3245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鼎山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33號1樓
3246 高雄市 三民區 宜兒樂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57號
3247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鼎勇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67號1樓
3248 高雄市 三民區 廚Fun生活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92號
3249 高雄市 三民區 鼎金機車精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79號1樓
3250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43號1樓
3251 高雄市 三民區 鮮茶道-高雄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55號
3252 高雄市 三民區 鑫韋布莊-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68號
3253 高雄市 三民區 松本鮮奶茶 三民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77號
3254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晉翔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91號
3255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03號
3256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17號
3257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17號
3258 高雄市 三民區 冬瓜茶王冷飲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30號
3259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34號
3260 高雄市 三民區 心喜手工茶-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44號
3261 高雄市 三民區 拜樹頭烘焙商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53號1樓
3262 高雄市 三民區 豐富樂(蔬食超市)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713號
3263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育群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里鼎中路238號1樓
3264 高雄市 三民區 新銳咖啡 高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72號
3265 高雄市 三民區 視達眼鏡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12號1樓
3266 高雄市 三民區 樂恭囍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16號
3267 高雄市 三民區 美涼也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59號
3268 高雄市 三民區 美涼也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59號
3269 高雄市 三民區 花惹蜜-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59號1樓
3270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61號1樓
3271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61號1樓
3272 高雄市 三民區 立統鐘錶眼鏡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76號
3273 高雄市 三民區 JIT三民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73號1樓
3274 高雄市 三民區 東生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93號1樓
3275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01-1號
3276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原芋圓(高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08號
3277 高雄市 三民區 鼎安健保藥局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18號
3278 高雄市 三民區 陳飲CHECKIN-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35號
3279 高雄市 三民區 真果子活力果汁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8號
3280 高雄市 三民區 丼口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9號
3281 高雄市 三民區 北回木瓜牛奶(高雄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52-1號
3282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鑫泰機車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87號1﹒2樓
3283 高雄市 三民區 佳新數位印刷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95號
3284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13號
3285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獅湖國小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2號1樓
3286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獅湖國小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2號1樓
3287 高雄市 三民區 Amie手作烘焙 高雄市三民區鼎安路47號
3288 高雄市 三民區 流浪蝴蝶 wbfxhm 不凋花 乾燥花 婚禮花藝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一巷25號
3289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鼎力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里鼎力路298號1樓
3290 高雄市 三民區 蘋果有毒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41巷40號
3291 高雄市 三民區 美鼓打擊 B-Drum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510號
3292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寶弘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天祥一路213號1樓
3293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得旺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民族一路708－1號
3294 高雄市 三民區 媚力泊咖啡民族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民族路一路636號
3295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力川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明吉路38號
3296 高雄市 左營區 UNICORN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攤位590)
3297 高雄市 三民區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喜憨兒園藝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河堤路682號1樓
3298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長勝鴻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鼎泰街209號
3299 高雄市 三民區 鼎強碳烤雞排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324號
3300 高雄市 三民區 新銀魚銀飾 高雄市三民區鼎祥街123號
3301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薇的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祥街66號1樓
3302 高雄市 三民區 尤娜hari salon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79號1樓
3303 高雄市 三民區 承美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82號
3304 高雄市 三民區 寶貝莉好棒婦嬰館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84號
3305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灞瑋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89號1樓
3306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昱鑫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203號
3307 高雄市 三民區 齊力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105號
3308 高雄市 三民區 Webber's加州風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88號
3309 高雄市 三民區 幸福荳荳烘焙屋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59巷8號
3310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72號1樓
3311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72號1樓
3312 高雄市 三民區 Bruce桌遊空間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74號二樓
3313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98號1樓
3314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啟賢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2街273號



3315 高雄市 三民區 佳香素食早餐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298號
3316 高雄市 三民區 敲敲門青旅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7巷8號
3317 高雄市 三民區 貍小熊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113號
3318 高雄市 三民區 異端飲食展場共生空間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54號
3319 高雄市 三民區 鑫利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30巷4號
3320 高雄市 三民區 三月兔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39號
3321 高雄市 三民區 不，沮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6號
3322 高雄市 三民區 413 CYCLE Worker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30號
3323 高雄市 三民區 JIT 高雄澄和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7號
3324 高雄市 三民區 甘泉魚麵高雄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2之1號1樓
3325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神威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98號
3326 高雄市 三民區 禧城嫩骨飯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99號1樓
3327 高雄市 三民區 CIC智能販售機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25號
3328 高雄市 三民區 技業資訊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25號
3329 高雄市 三民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澄清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57號1樓
3330 高雄市 三民區 帝斯精品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69號1樓
3331 高雄市 三民區 zosswenshan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75號
3332 高雄市 三民區 亮麗專業洗衣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26號
3333 高雄市 三民區 御品屋 台灣真情味 茶梅果乾(型農)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26號
3334 高雄市 三民區 真味鐵板燒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36號
3335 高雄市 三民區 陶板屋高雄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66號
3336 高雄市 三民區 近江肉舖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73號1樓
3337 高雄市 三民區 蔓緹美甲美睫(高雄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82號
3338 高雄市 苓雅區 Gin’s Boutiques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8號前方
3339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澄清本館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45號1樓
3340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澄清本館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45號1樓
3341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先生第十_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50號
3342 高雄市 三民區 昌泰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1街69號
3343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42號
3344 高雄市 三民區 談及撈麵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70號
3345 高雄市 三民區 丼自慢小吃部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202號
3346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原芋圓(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289號
3347 高雄市 三民區 膜力紅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13號
3348 高雄市 三民區 成功春捲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2號
3349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2號
3350 高雄市 三民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43號1樓
3351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45號1樓
3352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45號1樓
3353 高雄市 三民區 北回木瓜牛奶(熱河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48號
3354 高雄市 三民區 老賴茶棧 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2號
3355 高雄市 三民區 老賴茶棧 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2號
3356 高雄市 三民區 仙蒂百貨行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4號1樓
3357 高雄市 三民區 洪記蒸餃(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9號1樓
3358 高雄市 三民區 樂田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5號
3359 高雄市 三民區 鮮茶道-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8號
3360 高雄市 三民區 烏弄原生茶飲-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88號
3361 高雄市 三民區 韓式炸雞咚雞咚雞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03號1樓
3362 高雄市 三民區 張家豪台式功夫甜品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15號
3363 高雄市 三民區 張家豪台式功夫甜品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15號
3364 高雄市 三民區 有間本舖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19號
3365 高雄市 三民區 心喜手工茶-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5號
3366 高雄市 三民區 立羽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07號1樓
3367 高雄市 三民區 YAMAHA-永奕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41號
3368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躍揚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20號
3369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第一家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220號
3370 高雄市 三民區 夏立克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64號
3371 高雄市 三民區 白泡泡豆花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71號1樓
3372 高雄市 三民區 凡妮莎文創美學館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161號1樓
3373 高雄市 三民區 季洋咖啡褒揚創始店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東街40號
3374 高雄市 三民區 武好呷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126號
3375 高雄市 三民區 陽明四季汽車旅館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189號
3376 高雄市 三民區 承祺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22號
3377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吉統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363號
3378 高雄市 三民區 馨園傢飾精品 高雄市三民區憲政路310號
3379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唐電腦 高雄市三民區興隆街40號
3380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武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2街250號
3381 高雄市 三民區 瑪蒂斯時尚排汗衣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10之1號
3382 高雄市 三民區 瑪蒂斯時尚排汗衣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10之1號
3383 高雄市 三民區 晴山時茶-遼寧店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22號
3384 高雄市 三民區 好食辰便當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69號
3385 高雄市 三民區 有間本舖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72號1樓
3386 高雄市 三民區 愛愛行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89號
3387 高雄市 三民區 雲正大腸蚵仔麵線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10號
3388 高雄市 三民區 林小希傳統整復推拿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三街105號2樓
3389 高雄市 三民區 Coconut Nail 高雄市三民區應安街142號
3390 高雄市 三民區 Jk液晶手機專業維修 高雄市三民區應安街19號
3391 高雄市 三民區 蓮子軒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應安街96號9樓
3392 高雄市 三民區 JIT三民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聯興路129號2樓
3393 高雄市 三民區 沐恩文藝 高雄市三民區歸綏街166號1樓
3394 高雄市 三民區 天利數位影印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11之4號1樓
3395 高雄市 三民區 漫威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48號
3396 高雄市 三民區 KAO CUP COFFEE-瀋陽店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51號
3397 高雄市 三民區 素蒲屋連鎖素食專賣 高雄市三民區禮明路102號
3398 高雄市 三民區 饕飽食品 高雄市三民區豐裕里力行路77號1樓
3399 高雄市 左營區 采軒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25號



3400 高雄市 三民區 厝味灶咖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春陽街157號1樓
3401 高雄市 三民區 LIWEN 李溫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18鄰民和街12號
3402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咖啡 大昌覺民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大昌二路89號1樓
3403 高雄市 三民區 JIT三民臥龍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臥龍路120號1樓
3404 高雄市 三民區 肌肉控制 Muscle control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覺民路649號1樓
3405 高雄市 三民區 雙趙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義華路392號1樓
3406 高雄市 三民區 樂聚冷飲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壽昌路152號1樓
3407 高雄市 三民區 家元手工豆花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壽昌路207號
3408 高雄市 三民區 Lecker Lecker 高雄市三民區寶國里義光街8號2樓
3409 高雄市 三民區 淨自在企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寶盛里九如一路407號1樓
3410 高雄市 三民區 先生抹茶千層專賣店-陽明 高雄市三民區寶華里陽明路56巷1號
3411 高雄市 三民區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喜憨兒烘焙餐坊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53號
3412 高雄市 三民區 太太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寶業里澄清路487號1樓
3413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咖啡 高雄澄清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寶業里澄清路519號1、2樓及地下室
3414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宗賢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義華路337號
3415 高雄市 三民區 愛拜客自行車 高雄市三民區寶慶里九如一路186巷37號
3416 高雄市 三民區 碳布亭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路112號
3417 高雄市 三民區 萬能膜術車體美潔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路112號1樓
3418 高雄市 三民區 萬福水產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路120號
3419 高雄市 三民區 鋐瑞電池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路74號
3420 高雄市 三民區 久五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寶龍里大順二路291號
3421 高雄市 三民區 YAMAHA - 祐賓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05號
3422 高雄市 三民區 宏光眼鏡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77號
3423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85號1樓
3424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85號1樓
3425 高雄市 三民區 MACU-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94號
3426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07號
3427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18號1樓
3428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咖啡高雄覺民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39、241號
3429 高雄市 三民區 微笑髮藝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07之1號1樓
3430 高雄市 三民區 Bello studio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09號
3431 高雄市 三民區 85°C高雄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10號1F
3432 高雄市 三民區 皇興港式燒臘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12號
3433 高雄市 三民區 帝創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31巷13號
3434 高雄市 三民區 漫時光早午餐-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8號
3435 高雄市 三民區 小牛仔平價牛排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16之1號
3436 高雄市 三民區 信安輪胎行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5號
3437 高雄市 三民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高雄覺民經銷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75號
3438 高雄市 三民區 花媽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8號
3439 高雄市 三民區 鴛鴦桶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917號
3440 高雄市 三民區 得恩堂眼鏡 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里鼎山街567號1樓
3441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新大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灣愛里鼎中路52號1樓及2樓
3442 高雄市 三民區 JIT高雄聯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里聯興路129號
3443 高雄市 三民區 印好 In Heart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36號
3444 高雄市 三民區 駿達彩色沖印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39巷1號
3445 高雄市 三民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89號
3446 高雄市 三民區 迷客夏milkshop-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54號
3447 高雄市 三民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三民區陽明新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19號
3448 高雄市 三民區 迷客夏milkshop-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17號
3449 高雄市 三民區 迷客夏milkshop-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95號
3450 高雄市 楠梓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45號
3451 高雄市 楠梓區 小橘屋廚房公社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西路60街
3452 高雄市 楠梓區 映像數位影像加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177號
3453 高雄市 楠梓區 1793養身館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336號
3454 高雄市 苓雅區 可能性 POSIBILIDAY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17樓(大遠百誠品)
3455 高雄市 楠梓區 94讚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西路111巷9號
3456 高雄市 楠梓區 BV布魯斯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南路149巷31號
3457 高雄市 楠梓區 松本鮮奶茶-海專店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53號
3458 高雄市 楠梓區 午春小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清平街51巷29-1號
3459 高雄市 楠梓區 ManSun barber shop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街180號
3460 高雄市 楠梓區 走心兔手搖飲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45號
3461 高雄市 楠梓區 小蕃薯寵物美容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319號
3462 高雄市 楠梓區 正老牌海專早點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27號
3463 高雄市 大社區 旺角智能茶飲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16號
3464 高雄市 楠梓區 雨後星空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217號1樓
3465 高雄市 楠梓區 金賀呷祖傳麻油雞 高雄市楠梓區裕昌里10鄰裕昌街203號五樓
3466 高雄市 楠梓區 HSUAN 美甲美睫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570號
3467 高雄市 楠梓區 好旺角牛排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34鄰德祥路178號
3468 高雄市 楠梓區 心喜手工茶-德祥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73-3號
3469 高雄市 楠梓區 碧瑢服飾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5號
3470 高雄市 楠梓區 長腿叔叔的甜甜圈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42號
3471 高雄市 楠梓區 阿丹鹹酥雞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30巷1號
3472 高雄市 楠梓區 接駁服務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33號六樓
3473 高雄市 楠梓區 心喜手工茶-興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151巷7號
3474 高雄市 楠梓區 Under Armour 高雄楠梓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77號
3475 高雄市 楠梓區 高科大第一校區-圖文部 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2號
3476 高雄市 楠梓區 高科大楠梓校區-圖文部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3477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殷生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久昌街393號
3478 高雄市 楠梓區 金萬泰牛軋糖花生糖 高雄市楠梓區久昌街8號
3479 高雄市 楠梓區 Bubble baby 嬰兒 Spa(高雄楠梓館)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186號
3480 高雄市 楠梓區 金緻品珠寶(新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1樓
3481 高雄市 楠梓區 富茂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無
3482 高雄市 楠梓區 八方雲集（楠梓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272號
3483 高雄市 楠梓區 源旗汽車保養維修廠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29路158號
3484 高雄市 楠梓區 八方雲集（楠梓高大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六街15號



3485 高雄市 楠梓區 翫味集咖啡藝文茶館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五十八街98巷1號
3486 高雄市 楠梓區 喜得-楠梓大學西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西路520號
3487 高雄市 楠梓區 複製館萬能影印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西路823號
3488 高雄市 三民區 霍恩購(HORNGO)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7號14樓之7
3489 高雄市 楠梓區 牛家莊牛肉火鍋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49號
3490 高雄市 楠梓區 燒肉魂-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71號
3491 高雄市 楠梓區 SYM周祥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南路205號
3492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名德惠民 高雄市楠梓區仁昌里惠民路134號
3493 高雄市 楠梓區 晨發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仁昌里惠民路310號1樓
3494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宏旺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水管路1號
3495 高雄市 楠梓區 鑫謙通信 高雄市楠梓區加仁路72號
3496 高雄市 楠梓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大世界店 高雄市楠梓區加仁路79-1號
3497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80號
3498 高雄市 楠梓區 茶湯會(楠梓右昌元帥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203號(近元帥廟)
3499 高雄市 楠梓區 茶湯會楠梓右昌元帥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203號(近元帥廟)
3500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208號
3501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208號
3502 高雄市 楠梓區 日十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316號
3503 高雄市 楠梓區 百康藥局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416號
3504 高雄市 前鎮區 戰魂電競培訓館-獅甲站 高雄市前鎮區捷運獅甲站內三號出口底下R7-04店鋪
3505 高雄市 楠梓區 喜得-楠梓後昌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宏昌里後昌新路72號1樓
3506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中油條碼支付高雄處人工島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15號
3507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中油條碼支付澎湖處人工島 高雄市楠梓區宏南里左楠路2號
3508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中油條碼支付測試人工島 高雄市楠梓區宏南里左楠路2號
3509 高雄市 楠梓區 珗女 高雄市楠梓區秀群路457巷15號5樓
3510 高雄市 楠梓區 司麥歐精品照明 高雄市楠梓區秀群路457巷6號
3511 高雄市 楠梓區 十九甲雞排-創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芎林一街105號
3512 高雄市 楠梓區 牛村食坊 醉雞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66號
3513 高雄市 楠梓區 得恩堂眼鏡 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和昌里軍校路714號1樓
3514 高雄市 楠梓區 臭大蔬高雄店 高雄市楠梓區東昌街25號
3515 高雄市 楠梓區 85°C楠梓建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16號1F
3516 高雄市 楠梓區 仁愛眼鏡(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83號
3517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大哥大楠梓建楠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44號
3518 高雄市 楠梓區 黛莉貝爾-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51號
3519 高雄市 楠梓區 寶島鐘錶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73號
3520 高雄市 楠梓區 寶麗金珠寶 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94號
3521 高雄市 楠梓區 木盆建楠加盟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54號
3522 高雄市 楠梓區 西堤楠梓後昌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152號
3523 高雄市 楠梓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楠梓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21號1樓
3524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38號
3525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大哥大楠梓後勁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52號
3526 高雄市 楠梓區 文盛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7號
3527 高雄市 三民區 MACU-高雄後勁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43號
3528 高雄市 楠梓區 喵喜喵喜奶蓋茶專賣店-楠梓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25號
3529 高雄市 楠梓區 籠藝上癮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45號
3530 高雄市 楠梓區 籠藝上癮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45號
3531 高雄市 楠梓區 宸實藥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47巷23之1號
3532 高雄市 楠梓區 飛揚運動用品(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55號
3533 高雄市 楠梓區 木盆woopen楠梓後昌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50-2號
3534 高雄市 楠梓區 烏弄楠梓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96號
3535 高雄市 楠梓區 Lovephone行動3C概念館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號
3536 高雄市 楠梓區 一元精品男飾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12號
3537 高雄市 楠梓區 butyshop右昌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13號1樓
3538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15號1樓
3539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15號1樓
3540 高雄市 楠梓區 鼎康海苔飯捲/蓋飯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37巷30號
3541 高雄市 楠梓區 元春中西藥師藥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37巷37號
3542 高雄市 楠梓區 何媽冰鋪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37巷61號
3543 高雄市 楠梓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楠梓區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41號
3544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莒光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50號
3545 高雄市 楠梓區 豆坊豆花 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5號
3546 高雄市 楠梓區 第一飯糰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67號
3547 高雄市 楠梓區 茶湯會楠梓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92號
3548 高雄市 楠梓區 茶湯會(楠梓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92號
3549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93號1樓
3550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93號1樓
3551 高雄市 楠梓區 Emon 楠梓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758號1樓
3552 高雄市 楠梓區 鍋醬平價小火鍋-軍校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760之1號
3553 高雄市 楠梓區 禾迅通訊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786號
3554 高雄市 楠梓區 柏創生活事業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00號7樓之二
3555 高雄市 楠梓區 Shiny Nails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64號
3556 高雄市 楠梓區 鮮茶道-楠梓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17號1樓
3557 高雄市 楠梓區 伊荳甜品屋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43號
3558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大哥大楠梓軍校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95號
3559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大哥大楠梓軍校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95號
3560 高雄市 楠梓區 晨間廚房-楠梓海專店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61號
3561 高雄市 楠梓區 魚雞飯糕韓式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207號
3562 高雄市 楠梓區 新高橋藥局(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68號1樓
3563 高雄市 楠梓區 新高橋藥局(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82號
3564 高雄市 楠梓區 新高橋藥局(陽明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91號
3565 高雄市 楠梓區 重拾米糕點手作坊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208之1號
3566 高雄市 楠梓區 十九甲雞排-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8號
3567 高雄市 楠梓區 ＦＵＪＩ按摩椅 新楠家樂福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B1
3568 高雄市 楠梓區 迪亞夢朵甜點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141號
3569 高雄市 楠梓區 布布隊長 Captain Bubu 寵物商品嚴選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西路833巷16號4樓



3570 高雄市 楠梓區 元順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仁昌里惠民路128號1樓
3571 高雄市 楠梓區 日出客棧牧場鮮奶達人加宏店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16號
3572 高雄市 楠梓區 PANYA手作烘培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628號1樓
3573 高雄市 楠梓區 陳錡的店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後勁夜市
3574 高雄市 楠梓區 建佑藥局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91號
3575 高雄市 楠梓區 紅茶幫右昌冷飲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昌里右昌街80號
3576 高雄市 楠梓區 烏弄建楠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11號1樓
3577 高雄市 楠梓區 MC多肉園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39號6樓
3578 高雄市 楠梓區 Louisa Coffee 高雄建楠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43號2樓、145號1樓、2樓
3579 高雄市 楠梓區 扭登和NewDanHurf 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224號
3580 高雄市 楠梓區 亞光通訊廣場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40號
3581 高雄市 楠梓區 麻古茶坊-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88號
3582 高雄市 楠梓區 安舜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81號1樓
3583 高雄市 楠梓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60-1號
3584 高雄市 楠梓區 天淨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西路135-1號
3585 高雄市 楠梓區 昱崴科技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698號
3586 高雄市 楠梓區 信中五金行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34號
3587 高雄市 楠梓區 速銳車體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三路153號
3588 高雄市 楠梓區 利泰化學原料儀器行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61號1樓
3589 高雄市 楠梓區 群英小吃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88號
3590 高雄市 楠梓區 小北百貨_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隆昌里後昌路837巷69號
3591 高雄市 楠梓區 輛晶晶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22號
3592 高雄市 楠梓區 碧兒妮時尚女裝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69號1樓
3593 高雄市 楠梓區 一沐日_高雄壽豐店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316號
3594 高雄市 楠梓區 靡朵髮型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36號
3595 高雄市 楠梓區 小北百貨_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惠民路76號
3596 高雄市 楠梓區 宜兒樂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003-5號
3597 高雄市 楠梓區 HJCTW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351號
3598 高雄市 楠梓區 鄧凱太家仁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91號
3599 高雄市 楠梓區 艋舺雞排(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63號
3600 高雄市 楠梓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16號
3601 高雄市 楠梓區 日出茶太-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79號
3602 高雄市 楠梓區 菲司密美妍生活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87弄1號2樓
3603 高雄市 楠梓區 仁愛眼鏡(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2號
3604 高雄市 楠梓區 Sony Mobile-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388號
3605 高雄市 楠梓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德賢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71號
3606 高雄市 楠梓區 宜兒樂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86號
3607 高雄市 楠梓區 羊家味羊肉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錦屏里後昌路71號
3608 高雄市 楠梓區 Luna河內越光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大學東路90號1樓
3609 高雄市 楠梓區 名媛婦幼用品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3-25號
3610 高雄市 楠梓區 華傑棒壘球運動廣場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806號
3611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上揚車業行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04號
3612 高雄市 楠梓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禎薪店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0號
3613 高雄市 楠梓區 鮮茶道-楠梓常德店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12號
3614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常德店)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13號1樓
3615 高雄市 楠梓區 八方雲集(楠梓常德店)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50號
3616 高雄市 楠梓區 軒耀鍍膜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62號1樓
3617 高雄市 楠梓區 大碗公冰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148號
3618 高雄市 楠梓區 黑色公鹿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162號
3619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170號1樓
3620 高雄市 楠梓區 麻古茶坊楠梓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178號
3621 高雄市 楠梓區 TEA’S原味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68號1樓
3622 高雄市 楠梓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楠梓區清豐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76號
3623 高雄市 楠梓區 JIT家樂福新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土庫一路60號
3624 高雄市 楠梓區 八方雲集（高雄盛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138號
3625 高雄市 楠梓區 千里餃 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222號
3626 高雄市 楠梓區 MC多肉園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1-1號
3627 高雄市 楠梓區 女神風精品店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162號
3628 高雄市 楠梓區 紅茶洋行-創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50號
3629 高雄市 楠梓區 仁宏二輪坊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626-1號
3630 高雄市 楠梓區 銡夢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886號
3631 高雄市 楠梓區 雙醬咖哩(高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心街31號1樓
3632 高雄市 楠梓區 歐咖逼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58號1樓
3633 高雄市 楠梓區 藝工坊髮型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8號
3634 高雄市 楠梓區 諸多帽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21號
3635 高雄市 楠梓區 貢茶-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322號
3636 高雄市 楠梓區 水巷茶弄高雄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347號1樓
3637 高雄市 楠梓區 水巷茶弄高雄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347號1樓
3638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88號
3639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88號
3640 高雄市 楠梓區 G-BELLE 吉貝兒 高雄市楠梓區惠楠里建楠路146、148號2樓
3641 高雄市 楠梓區 四海遊龍 楠梓站前直營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楠里楠梓新路135號
3642 高雄市 楠梓區 琲甞 咖啡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楠里楠梓新路153號1樓
3643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順圓車業行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里惠豐街288號
3644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楠梓惠豐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街117號
3645 高雄市 楠梓區 樂淘通訊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街256號
3646 高雄市 楠梓區 原食源肉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路1048號
3647 高雄市 楠梓區 雅夢妮客製化名床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路118號
3648 高雄市 楠梓區 樂士單車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16巷68號
3649 高雄市 楠梓區 GEOMETRY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21號
3650 高雄市 楠梓區 佑瑆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朝陽路145號
3651 高雄市 楠梓區 飄香小火鍋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112號
3652 高雄市 楠梓區 矮仔魯爌肉飯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116號
3653 高雄市 楠梓區 巴特里精緻烘培後昌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隆昌里後昌路923號
3654 高雄市 楠梓區 JIT楠梓軍校店 高雄市楠梓區隆昌里軍校路828號1樓



3655 高雄市 楠梓區 成吉藥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東街74號
3656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吉隆機車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東街79號
3657 高雄市 楠梓區 奇機通訊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09號1樓
3658 高雄市 楠梓區 松本鮮奶茶(楠梓新路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29號
3659 高雄市 楠梓區 上宇林(楠梓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39號
3660 高雄市 楠梓區 旺角智能茶飲(楠梓站前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47號
3661 高雄市 楠梓區 約升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60號
3662 高雄市 楠梓區 老賴茶棧-楠梓站前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71號1樓
3663 高雄市 楠梓區 滿足飯包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90巷46號
3664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資生堂特約店廣美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90巷49號
3665 高雄市 楠梓區 茶湯會高雄楠梓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94號
3666 高雄市 楠梓區 茶湯會(高雄楠梓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94號
3667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楠梓站前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01號
3668 高雄市 楠梓區 八方雲集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13號
3669 高雄市 楠梓區 丹尼披薩(楠梓站前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46號1樓
3670 高雄市 楠梓區 小圓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55號
3671 高雄市 楠梓區 兩披索靚鍋(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58號
3672 高雄市 楠梓區 原塊屋平價焰燒牛排 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371號
3673 高雄市 楠梓區 心愛粉圓涼水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95號
3674 高雄市 楠梓區 豆坊豆花 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75號
3675 高雄市 岡山區 Yo Coffee(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10-5號1樓
3676 高雄市 楠梓區 合育機車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87號1樓
3677 高雄市 楠梓區 YAMAHA - 弘原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30號
3678 高雄市 楠梓區 巷口宵夜點心-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36號
3679 高雄市 楠梓區 蛋餅里家楠梓瑞仁店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42號
3680 高雄市 楠梓區 新宿便當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60號
3681 高雄市 楠梓區 春蕪韓風小廚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87號
3682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信鴻車業行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里海專路205巷12－1號
3683 高雄市 楠梓區 嘉新牛樟茶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里瑞昌街33號1樓
3684 高雄市 楠梓區 鹿角先生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路18號1樓
3685 高雄市 楠梓區 成品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路60-5號
3686 高雄市 楠梓區 池上飯盒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路76號
3687 高雄市 楠梓區 JIT楠梓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裕昌里德民路921號1樓
3688 高雄市 楠梓區 好不咖啡(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300號
3689 高雄市 楠梓區 MixEgg楠梓壽豐店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434號
3690 高雄市 楠梓區 十九甲雞排-旗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20號
3691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日鴻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524巷1號
3692 高雄市 楠梓區 兩吉電池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785巷38號
3693 高雄市 楠梓區 阿榮飲料店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799巷口
3694 高雄市 楠梓區 豬吉翔無煙餐館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861號
3695 高雄市 楠梓區 石垣幸福號(霜淇淋)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883號
3696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旗楠安泰店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907之12號1樓
3697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旗楠安泰店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907之12號1樓
3698 高雄市 楠梓區 晨間廚房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909號
3699 高雄市 楠梓區 拉亞漢堡(楠梓監理店) 高雄市楠梓區監理南街121號
3700 高雄市 楠梓區 青田藥局 高雄市楠梓區監理南街68號
3701 高雄市 楠梓區 銘達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翠屏路21號
3702 高雄市 楠梓區 言午食品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翠屏路35號
3703 高雄市 楠梓區 麗睛眼鏡行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翠屏路86號1樓
3704 高雄市 楠梓區 小葉光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信街60號
3705 高雄市 楠梓區 郭石頭火鍋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祥路130號
3706 高雄市 楠梓區 珍饕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158號1樓
3707 高雄市 楠梓區 手作功夫茶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254
3708 高雄市 楠梓區 愛倫眼鏡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255號
3709 高雄市 楠梓區 Mr.wish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398號1樓
3710 高雄市 楠梓區 小仁泉極品豆漿 高雄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25號
3711 高雄市 楠梓區 賀的關東炊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52號
3712 高雄市 楠梓區 神機通訊行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52號1樓
3713 高雄市 楠梓區 沅味巷口飯糰(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60號
3714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鳳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鳳楠路265號1樓
3715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鳳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鳳楠路265號1樓
3716 高雄市 楠梓區 慢板咖啡 德中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中路100號
3717 高雄市 楠梓區 印加果養生園 高雄市楠梓區德中路163號
3718 高雄市 楠梓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楠梓區德中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中路538號
3719 高雄市 楠梓區 戰將熱炒燒烤屋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1025號
3720 高雄市 楠梓區 神宇通訊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78-2號
3721 高雄市 楠梓區 是非是非 雞蛋糕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356巷16弄3號7樓
3722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鴻吉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356巷24號
3723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德民光興車業行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606號
3724 高雄市 楠梓區 極品安全帽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681號
3725 高雄市 楠梓區 FX Hair Salon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788號?????
3726 高雄市 楠梓區 第八街生活百貨(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79號
3727 高雄市 楠梓區 85°C高雄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03號1之2樓
3728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15號
3729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15號
3730 高雄市 楠梓區 小北百貨_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46號
3731 高雄市 楠梓區 信泓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76號
3732 高雄市 楠梓區 多米多眼鏡行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86號
3733 高雄市 楠梓區 麻古茶坊(楠梓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98號
3734 高雄市 楠梓區 伊斯鹿喚 高雄市楠梓區德信街65號5樓之一
3735 高雄市 楠梓區 拾年茶事德祥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16號
3736 高雄市 楠梓區 日商新世界百貨行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58號
3737 高雄市 楠梓區 三兄弟蓋飯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59號
3738 高雄市 楠梓區 膜力紅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8號
3739 高雄市 楠梓區 久億藥局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221號



3740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223號
3741 高雄市 楠梓區 拾鮮鍋物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107號
3742 高雄市 楠梓區 清原芋圓(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32號
3743 高雄市 楠梓區 三分春色-楠梓德惠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78號
3744 高雄市 楠梓區 101文具天堂 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28號
3745 高雄市 楠梓區 鑫聲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43之2號1樓
3746 高雄市 楠梓區 17牛排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7號1樓
3747 高雄市 楠梓區 茶湯會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97號
3748 高雄市 楠梓區 茶湯會(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97號
3749 高雄市 楠梓區 八方雲集(高雄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99號1樓
3750 高雄市 楠梓區 墨虎咖啡德賢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00號
3751 高雄市 楠梓區 墨虎咖啡德賢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00號1樓
3752 高雄市 楠梓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14號
3753 高雄市 楠梓區 拉亞漢堡(楠梓德賢)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3號
3754 高雄市 楠梓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32號
3755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36-1號
3756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36-1號
3757 高雄市 楠梓區 十二韻-高雄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41號
3758 高雄市 楠梓區 珍煮丹-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47號
3759 高雄市 楠梓區 金枝Kim-Ki 台灣原茶專賣(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66號
3760 高雄市 楠梓區 金枝Kim-Ki 台灣原茶專賣(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66號
3761 高雄市 楠梓區 遠傳德賢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77號
3762 高雄市 楠梓區 沐仁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30巷29號
3763 高雄市 楠梓區 尚好烤肉 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48號騎樓
3764 高雄市 楠梓區 維肯活動工作坊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612號1樓
3765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楠梓樂群店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152號
3766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楠梓樂群店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152號
3767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高欣機車行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89號
3768 高雄市 楠梓區 醋頭家 高雄市楠梓區興昌里三山街598巷9號1樓
3769 高雄市 楠梓區 JIT楠梓興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153號1樓
3770 高雄市 楠梓區 醫療復健服務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281號
3771 高雄市 楠梓區 日光眼鏡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407號
3772 高雄市 楠梓區 唯丰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40號
3773 高雄市 楠梓區 鮮茶道-楠梓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錦屏里後昌路21號
3774 高雄市 楠梓區 tofunfood（歡樂廚坊）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藍昌路386號
3775 高雄市 楠梓區 JIT楠梓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藍昌路398?3號1樓
3776 高雄市 楠梓區 拉微髮藝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藍昌路398之10號
3777 高雄市 楠梓區 光陽-鑫高大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藍昌路453號1樓
3778 高雄市 楠梓區 黑沃咖啡(楠梓藍田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0號1樓
3779 高雄市 楠梓區 ＦＵＪＩ按摩椅 楠梓家樂福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3780 高雄市 楠梓區 媚姿庭館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303號
3781 高雄市 楠梓區 開烤Bar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316號
3782 高雄市 楠梓區 日日亮汽車美容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898號1樓
3783 高雄市 楠梓區 里歐歐式早餐(藍田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900號
3784 高雄市 楠梓區 101文具天堂 藍田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950號1樓
3785 高雄市 楠梓區 逸荳騰手工坊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14巷140號
3786 高雄市 楠梓區 新銳咖啡 高雄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51號
3787 高雄市 楠梓區 烏弄Unocha(楠梓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80號
3788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6號
3789 高雄市 楠梓區 MACU-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8之11號1樓
3790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8-12號
3791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8-12號
3792 高雄市 楠梓區 鮮茶道-楠梓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8之16號
3793 高雄市 楠梓區 金品洋行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8之21號1樓
3794 高雄市 楠梓區 窩-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420號2樓
3795 高雄市 楠梓區 迷客夏milkshop-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45號
3796 高雄市 楠梓區 巨匠電腦_楠梓分校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93號
3797 高雄市 楠梓區 迷客夏milkshop-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172號
3798 高雄市 小港區 Doves日韓小舖 高雄市小港區鳳興路205之3號
3799 高雄市 小港區 昌平炸雞王 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98號(桂華街上)
3800 高雄市 小港區 蜜爾娜美甲 高雄市小港區行義街2號
3801 高雄市 小港區 饗胖手做麵包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136號
3802 高雄市 小港區 不同凡響咖啡茶品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501號
3803 高雄市 小港區 UP.space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路211號1樓
3804 高雄市 小港區 小上海香酥雞 高雄市小港區廈莊六街73號11樓
3805 高雄市 小港區 Vita Cafe 小港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25號
3806 高雄市 小港區 昌平炸雞王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803號
3807 高雄市 小港區 香味麵食館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822號
3808 高雄市 小港區 華醫生技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里二苓路265號1樓
3809 高雄市 小港區 新合豐喜餅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33巷16號
3810 高雄市 小港區 大雄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56、158號
3811 高雄市 小港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62號
3812 高雄市 小港區 大葉茶飲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72號
3813 高雄市 林園區 松本鮮奶茶-二苓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94號
3814 高雄市 小港區 松本鮮奶茶(坪頂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25-1號
3815 高雄市 小港區 與貓共舞景觀餐廳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71之1號
3816 高雄市 小港區 光陽-大宏機車行 三陽/台鈴/山葉。各廠牌機車買賣保養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164號1樓
3817 高雄市 小港區 沅味巷口飯糰(大鵬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75號
3818 高雄市 小港區 大鵬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80巷2號
3819 高雄市 小港區 非同凡享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87號
3820 高雄市 小港區 好滋味牛排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區桔陽路216之1號
3821 高雄市 新興區 蜜鄰便利超市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96號1樓
3822 高雄市 小港區 八方雲集（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92-1號
3823 高雄市 小港區 源成茶莊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山田路135巷12號1樓
3824 高雄市 小港區 麻辣包（炭烤饅頭）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11號



3825 高雄市 小港區 杰杰咖啡烘焙工坊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281巷128號
3826 高雄市 小港區 城市漢堡(小港山明店)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11號1樓
3827 高雄市 小港區 光陽-富佑車業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13號
3828 高雄市 小港區 鹿仔草冰店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572號
3829 高雄市 小港區 格上租車-高雄小港站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1、3號
3830 高雄市 小港區 鄧師傅功夫菜-高雄國際機場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3831 高雄市 小港區 和雲-小港機場站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3832 高雄市 小港區 格上租車-高雄小港機場站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高雄國際航空站租車中心)
3833 高雄市 小港區 馬可先生第十_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33號
3834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小港中安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636號
3835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小港中安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636號
3836 高雄市 小港區 鋼友旅行社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1號2樓中鋼福利大樓
3837 高雄市 小港區 Troastro 高雄市小港區孔宅里孔宅街20之2號
3838 高雄市 小港區 ACS-高雄站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30-15號
3839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小港鳳陽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3840 高雄市 小港區 松本鮮奶茶-小港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32號
3841 高雄市 小港區 桂林活力藥師藥局孔鳳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61號1樓
3842 高雄市 小港區 MEDUSA 曼度莎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69號
3843 高雄市 小港區 沅味巷口飯糰(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88號
3844 高雄市 小港區 一粒粒愛心美食坊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98號
3845 高雄市 小港區 盛立機車行 高雄市小港區水秀路372號1樓
3846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小港平和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11號1樓
3847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小港平和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11號1樓
3848 高雄市 小港區 一品佳早午餐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126號
3849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小港平和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3850 高雄市 小港區 廟口勝鹹水雞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248巷52-1號2樓
3851 高雄市 小港區 紅窯手作紅茶冰-小港平和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37號
3852 高雄市 小港區 Yamaha-政億車業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42號
3853 高雄市 小港區 松本鮮奶茶-小港平和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71號
3854 高雄市 小港區 利眾鎖印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121號
3855 高雄市 小港區 鮮茶道-小港平治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92號
3856 高雄市 小港區 凱亞養殖場（凱亞良品） 高雄市小港區光陽街1-1號
3857 高雄市 小港區 大雄幸物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148號
3858 高雄市 小港區 大碗公冰(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10號
3859 高雄市 小港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16號
3860 高雄市 小港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16號
3861 高雄市 小港區 平治動物醫院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534號
3862 高雄市 小港區 宏平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89號
3863 高雄市 小港區 拉亞漢堡-小港宏平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92號
3864 高雄市 小港區 震展車業 高雄市小港區宏光街451號1樓
3865 高雄市 小港區 天奴歐美精品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525號
3866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小港中鋼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3867 高雄市 小港區 亞柏EZ購 高雄市小港區東亞路2號
3868 高雄市 小港區 中油條碼_亞柏小港站_人工島 高雄市小港區東亞路2號
3869 高雄市 小港區 Joyce美學 高雄市小港區松山里高松路11－6號1樓
3870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餐師生餐廳－自助餐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3871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餐師生餐廳－飲料區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3872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餐師生餐廳－麵食區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3873 高雄市 小港區 Mona手作媄學 高雄市小港區松義街253巷26號
3874 高雄市 小港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茂芳店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241號
3875 高雄市 小港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小港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349號
3876 高雄市 小港區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榮穩店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365號
3877 高雄市 小港區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宏平店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104號2樓
3878 高雄市 小港區 豆賞傳統涼水舖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107號
3879 高雄市 小港區 桶一天下(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59號
3880 高雄市 小港區 上記蔬果汁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63號
3881 高雄市 小港區 哈樂果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71號
3882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灣大哥大小港金府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95號
3883 高雄市 小港區 晨間廚房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平街30號
3884 高雄市 小港區 光陽-正展車業行 高雄市小港區桂明街41號1樓
3885 高雄市 小港區 桂林商行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里桂陽路175巷2弄25號
3886 高雄市 小港區 小北百貨_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16號
3887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鳳文化廣場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里桂陽路54號
3888 高雄市 小港區 春沐莊園SPA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30號
3889 高雄市 小港區 LOUISA COFFEE_高雄小港桂林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66號
3890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3891 高雄市 小港區 吳家紅茶冰(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143號1樓
3892 高雄市 小港區 鴻億機車行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49號
3893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小港桂陽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3894 高雄市 小港區 桂林活力藥師藥局桂陽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40號
3895 高雄市 小港區 皇冠冰城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十七街151號
3896 高雄市 小港區 光陽-台發車業行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104之4號
3897 高雄市 小港區 Giant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124號
3898 高雄市 小港區 築地鍋物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152號
3899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高松高鳳店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72號1樓
3900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高松高鳳店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72號1樓
3901 高雄市 小港區 風鈴資訊社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98號
3902 高雄市 小港區 嚕娜咖啡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15號1樓
3903 高雄市 小港區 朋盛藥局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142號
3904 高雄市 小港區 東尼車體鍍膜美容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路168號
3905 高雄市 小港區 酷路馬柑仔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山四路2號
3906 高雄市 小港區 真便宜汽車精品百貨 小港一店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沿海一路103號
3907 高雄市 小港區 信德中醫診所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180號
3908 高雄市 小港區 Vic - 維克 高雄市小港區桂田街267號4樓之1
3909 高雄市 小港區 真便宜汽車精品百貨 小港二店 高雄市小港區浴海一路55之2號1樓



3910 高雄市 小港區 小港電信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207.209號
3911 高雄市 小港區 太卡啡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67號
3912 高雄市 小港區 太卡啡 高雄市小港區康新路67號
3913 高雄市 小港區 小北百貨_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5、19號
3914 高雄市 小港區 香香麵包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20號
3915 高雄市 小港區 仁愛眼鏡(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69號
3916 高雄市 小港區 路易莎咖啡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16號
3917 高雄市 小港區 烏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06號
3918 高雄市 小港區 品格up臭豆腐鍋(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22號
3919 高雄市 小港區 濃厚鋪青草茶(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2號
3920 高雄市 小港區 茶湯會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34號
3921 高雄市 小港區 茶湯會(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34號
3922 高雄市 小港區 職人雙響丼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50之1號
3923 高雄市 小港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小港區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5號
3924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85號
3925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85號
3926 高雄市 小港區 光陽-明忠車業行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91號
3927 高雄市 小港區 妮愛婕 個人工作室 高雄市小港區崇善街39號
3928 高雄市 小港區 百宏藥局(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15號
3929 高雄市 小港區 了不起茶飲 康莊店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25號
3930 高雄市 小港區 順成機車材料行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76號
3931 高雄市 小港區 八方雲集(高雄康莊店)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200號
3932 高雄市 小港區 後山林記炸彈蔥油餅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203巷1號1樓
3933 高雄市 小港區 成台灣 台灣經典小吃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56號
3934 高雄市 小港區 金玉堂批發廣場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80號
3935 高雄市 小港區 吳家紅茶冰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8號
3936 高雄市 小港區 來這間車體美容 高雄市小港區港正里平和路3-13號
3937 高雄市 小港區 打狗戀館 高雄市小港區港南里8鄰港平路167號
3938 高雄市 小港區 寵老闆 高雄市小港區港南里港平路98號
3939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小港港源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3940 高雄市 小港區 木子機車行 高雄市小港區華盛街94號
3941 高雄市 小港區 光陽-豪機車車業 高雄市小港區順苓里大鵬路97號
3942 高雄市 小港區 餵口甜點工作室 高雄市小港區新昌街3-3號
3943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漢民台機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20號1樓
3944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漢民台機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20號1樓
3945 高雄市 小港區 南星3C配件館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22-3號1樓
3946 高雄市 小港區 心喜手工茶-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28之2號1樓
3947 高雄市 小港區 老賴茶棧 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64號
3948 高雄市 小港區 寶島鐘錶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67號
3949 高雄市 小港區 大川本鋪古早味現烤蛋糕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84號
3950 高雄市 小港區 黛莉貝爾-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85號
3951 高雄市 小港區 膜力紅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23號
3952 高雄市 小港區 嬌點內衣精品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45號
3953 高雄市 小港區 清原芋圓(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47號
3954 高雄市 小港區 良視眼鏡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63號1樓
3955 高雄市 小港區 三分春色-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405號
3956 高雄市 小港區 路易莎咖啡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16號
3957 高雄市 小港區 雷迪精品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32號
3958 高雄市 小港區 八方雲集（高雄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41號1樓
3959 高雄市 小港區 曼都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58號
3960 高雄市 小港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61號
3961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69號1樓
3962 高雄市 小港區 50嵐_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69號1樓
3963 高雄市 小港區 桂林活力藥師藥局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91-1號1樓
3964 高雄市 小港區 花境心思藝術工坊 高雄市小港區鳳林路1之四號
3965 高雄市 小港區 O2 deli歐兔啡食館小港社教館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02號
3966 高雄市 小港區 冰紛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1號1樓
3967 高雄市 小港區 松本鮮奶茶(小港學府店)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40號
3968 高雄市 小港區 創意髮爵美髮諮詢館 高雄市小港區濟南里宏平路280號2樓
3969 高雄市 小港區 日式威廉大鵬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122號1樓
3970 高雄市 小港區 巨匠美語_高雄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77號
3971 高雄市 小港區 迷客夏milkshop-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117號
3972 高雄市 左營區 蓊萊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368之1號
3973 高雄市 左營區 夢想成蓁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154號
3974 高雄市 左營區 寄居謝 全新二手寄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128號
3975 高雄市 左營區 一麥珈琲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82號
3976 高雄市 左營區 安安你好古巴三明治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9號
3977 高雄市 左營區 Aloha Hand Made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18號2樓
3978 高雄市 左營區 伊梵時尚手作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98號2樓
3979 高雄市 左營區 燒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53號
3980 高雄市 左營區 Time 時光輕奢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忠貞街119號
3981 高雄市 左營區 Million咪秝恩美甲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18號2樓
3982 高雄市 左營區 林媽媽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重清路49號5樓之2
3983 高雄市 左營區 歐陸小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重惠街161巷39號5樓之3
3984 高雄市 左營區 李記紅茶冰 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88號
3985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第一家鹽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78號
3986 高雄市 左營區 晌晴丰露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10號
3987 高雄市 左營區 Mix Egg 岡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55號
3988 高雄市 左營區 帽險家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前段
3989 高雄市 左營區 九十優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
3990 高雄市 左營區 NANA.Cookie手工餅乾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
3991 高雄市 左營區 吉快樂寵物蛋糕屋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
3992 高雄市 左營區 春秋茶舖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38號
3993 高雄市 左營區 龍華201素蔬食早午餐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公有市場第201號)-龍華201素蔬食早午餐
3994 高雄市 左營區 檸檬葉 泰國家常菜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



3995 高雄市 左營區 心喜手工茶-菜公店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路215-2號
3996 高雄市 左營區 陳家蜂蜜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670-3號
3997 高雄市 左營區 豆豆雜貨屋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202號
3998 高雄市 左營區 花象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1號
3999 高雄市 左營區 Just 衣舖 高雄市左營區榮成三街62號
4000 高雄市 左營區 KC百貨市集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441號1樓
4001 高雄市 左營區 日月潭古早味紅茶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10號
4002 高雄市 左營區 AMaMe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23號3樓
4003 高雄市 左營區 太初神話花藝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醫療大樓一樓
4004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大順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76號
4005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大順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76號
4006 高雄市 左營區 nice.yo手作健康優格-大順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96號
4007 高雄市 左營區 阿里來機器人奶茶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312號14樓
4008 高雄市 左營區 INNOVISION優視達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91號4樓之1
4009 高雄市 左營區 光陽-名德車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中華一路1-17號
4010 高雄市 左營區 Con-Teng歐式湯吧 高雄市左營區天祥二路111巷18號
4011 高雄市 左營區 dr.foot 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151號
4012 高雄市 左營區 樂澄-豪固國際企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291號
4013 高雄市 左營區 BEBE ACC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09號6樓之2
4014 高雄市 左營區 BEBE COLLECTION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09號6樓之2
4015 高雄市 左營區 丼屋日常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11號
4016 高雄市 左營區 芫源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57號
4017 高雄市 左營區 奇E果旅遊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429號22樓
4018 高雄市 左營區 晴天醫事檢驗所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49號1樓
4019 高雄市 左營區 繆斯嬡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59號
4020 高雄市 左營區 同道小館 高雄市左營區文天路96號
4021 高雄市 左營區 盒食股份有限公司GearBox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195號
4022 高雄市 左營區 星醫美學院_高雄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21號
4023 高雄市 左營區 你的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333號
4024 高雄市 左營區 你的廚房(快一點)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333號1樓
4025 高雄市 左營區 加賀屋異國小舖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472號
4026 高雄市 左營區 小丁婦幼-高雄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17號
4027 高雄市 左營區 好。食間早午餐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26號
4028 高雄市 左營區 My Tea Inc.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748號2樓
4029 高雄市 左營區 shoppININ 映映精選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825號
4030 高雄市 左營區 上田車業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876號一樓
4031 高雄市 左營區 文府實業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98號
4032 高雄市 左營區 梅西動物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98號
4033 高雄市 左營區 華米台灣標緻嚴選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43號
4034 高雄市 左營區 黑平居酒屋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97號
4035 高雄市 左營區 常瑞精品洋酒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35號
4036 高雄市 左營區 高品精品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171號11樓
4037 高雄市 左營區 LOUISA COFFEE_高雄重上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284、286號
4038 高雄市 左營區 See U 手作披薩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290號1樓
4039 高雄市 左營區 紫羅香水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296號
4040 高雄市 左營區 精食坊韓式海苔飯捲(文慈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00號1樓
4041 高雄市 左營區 川妹酸辣粉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257號
4042 高雄市 左營區 汪樂寵物美容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文瑞路57號
4043 高雄市 左營區 株億流行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183號1樓
4044 高雄市 左營區 昭明炭烤地瓜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205號2樓
4045 高雄市 左營區 光陽-文學機車行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253號1樓
4046 高雄市 左營區 勻禾妍國際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25號
4047 高雄市 前鎮區 烏弄復興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68號
4048 高雄市 前鎮區 烏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34號
4049 高雄市 左營區 烏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53號
4050 高雄市 楠梓區 烏弄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30號
4051 高雄市 左營區 烏弄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235號
4052 高雄市 左營區 興宸車業行(YAMAHA)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296號1樓
4053 高雄市 左營區 睫莉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399巷33號6樓
4054 高雄市 左營區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597號
4055 高雄市 左營區 老四川巴蜀麻辣燙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597號
4056 高雄市 左營區 Bossman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655之2號
4057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高雄莒光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39之1號
4058 高雄市 左營區 杏福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下路45號
4059 高雄市 左營區 彭賢禮皮膚科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03號
4060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高雄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07號
4061 高雄市 左營區 馬可先生食品_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4號
4062 高雄市 左營區 IDEA髮藝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7號1樓
4063 高雄市 左營區 炸好吃鹽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7號
4064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大哥大左營左營II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91號
4065 高雄市 左營區 101文具天堂 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2號B1
4066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左大聖公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81號1樓
4067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左大聖公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81號1樓
4068 高雄市 左營區 水巷茶弄-高雄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91號
4069 高雄市 左營區 水巷茶弄-高雄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91號
4070 高雄市 左營區 祥暉三軍百貨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35號
4071 高雄市 左營區 JIT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37號
4072 高雄市 左營區 嬌姿華歌爾專門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393號
4073 高雄市 左營區 大碗公冰(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1號
4074 高雄市 左營區 蒙福Blessed手工吐司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26號
4075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9號1樓
4076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9號1樓
4077 高雄市 左營區 佳是堤精緻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532號之1
4078 高雄市 左營區 三暢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11號
4079 高雄市 左營區 茶湯會(左營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3號



4080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左營區海官二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52號
4081 高雄市 左營區 太愛拼圖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78-5號1樓
4082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93號1樓
4083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左二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93號1樓
4084 高雄市 左營區 愛優情趣禮品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704號
4085 高雄市 左營區 得恩堂眼鏡 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70號
4086 高雄市 左營區 中外食品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98號
4087 高雄市 左營區 藍寶貝美甲美睫(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85號
4088 高雄市 左營區 哈囉手工虱目魚丸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01巷26弄32號11樓
4089 高雄市 左營區 Cafe DOG 寵物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14-1號
4090 高雄市 左營區 Berry Alloc 高雄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86號
4091 高雄市 左營區 無界限國際車體美學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80之3號1樓
4092 高雄市 左營區 馬可先生第十_民族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195號
4093 高雄市 左營區 和雲-高雄民族站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205-1號
4094 高雄市 左營區 紅頂穀創穀物文創樂園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709號
4095 高雄市 左營區 詩肯柚木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B1
4096 高雄市 左營區 宇兵衛壽司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151號
4097 高雄市 左營區 曼都立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88號
4098 高雄市 左營區 Qbike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7號10樓
4099 高雄市 左營區 ＦＵＪＩ按摩椅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7號17樓
4100 高雄市 左營區 好韓室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78號1樓
4101 高雄市 左營區 奇機通訊-巨蛋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86號1樓
4102 高雄市 左營區 九號洋行 高雄市左營區先峰路321巷3號4樓
4103 高雄市 三民區 多菜多滋(型農)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00巷52號
4104 高雄市 左營區 檸檬香茅火鍋 光興店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62號
4105 高雄市 左營區 巴蜀風味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28攤位(雲南砂鍋米缐)
4106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大社店)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242-4號7樓
4107 高雄市 左營區 富國牛排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380號
4108 高雄市 左營區 黑沃咖啡-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09號一樓
4109 高雄市 左營區 點睛館時尚造型眼鏡行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19號1樓
4110 高雄市 左營區 Dfix蘋果維修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07號
4111 高雄市 左營區 馬鳴麵包坊_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0號
4112 高雄市 左營區 曼都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5號
4113 高雄市 左營區 無毒世界-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7號
4114 高雄市 左營區 名德自由車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53號
4115 高雄市 左營區 甄美窗簾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19號
4116 高雄市 左營區 啾泰泰式鍋物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30號
4117 高雄市 左營區 尚鼎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78號1樓
4118 高雄市 左營區 大大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12號
4119 高雄市 左營區 陽霖眼鏡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86號1樓
4120 高雄市 左營區 火風鼎上九石頭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98號
4121 高雄市 左營區 尤拿髮藝自由旗艦館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11號
4122 高雄市 左營區 橡木桶洋酒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42號
4123 高雄市 左營區 聯強電信聯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47號1樓
4124 高雄市 左營區 華寧麻辣火鍋一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95號
4125 高雄市 左營區 華寧麻辣火鍋二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95號
4126 高雄市 左營區 PSC洗鞋達人 高雄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10號
4127 高雄市 左營區 吉翔號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6巷63號
4128 高雄市 左營區 趴趴狗寵物精品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6巷91號
4129 高雄市 左營區 十兄弟綠豆湯-龍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8號
4130 高雄市 左營區 登野照明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12號
4131 高雄市 左營區 JIT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4132 高雄市 左營區 良宣眼鏡(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82號
4133 高雄市 左營區 CEO光學眼鏡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25號
4134 高雄市 左營區 蓁姚窕美妍館-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32號
4135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大哥大左營-自由三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55號
4136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自由曾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91號
4137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自由曾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91號
4138 高雄市 左營區 樂道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95號
4139 高雄市 左營區 Kaboom Group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410號5樓
4140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26號
4141 高雄市 左營區 十兄弟綠豆湯-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自由黃昏市場店鋪3號)
4142 高雄市 左營區 LOUISA COFFEE_高雄重愛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20號
4143 高雄市 左營區 H&D東稻家居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482號
4144 高雄市 左營區 萌樂商行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61號
4145 高雄市 左營區 JUST牛 就是牛 市場肉舖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黃昏市場第三街33號
4146 高雄市 左營區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至真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230號
4147 高雄市 左營區 Manniu慢牛 創意牛肉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252號
4148 高雄市 左營區 1955阿義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526號1樓
4149 高雄市 左營區 洋嘎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67號織然工作室
4150 高雄市 左營區 完美主義美妍館-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38號
4151 高雄市 左營區 Bigtom高雄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45號
4152 高雄市 左營區 Lion Queen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51-1號
4153 高雄市 左營區 杉之秀SPA芳療護理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57號1樓
4154 高雄市 左營區 椿萱小館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75號
4155 高雄市 左營區 季洋莊園咖啡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79號
4156 高雄市 左營區 北海魚丸店-岡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93號1樓
4157 高雄市 左營區 金茂宜咖啡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50號
4158 高雄市 左營區 新裘樂服飾藝品商行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55號1樓
4159 高雄市 左營區 奧里美甲 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62號
4160 高雄市 左營區 燕子衣舖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98號1樓
4161 高雄市 左營區 WinnieDrinker葳林爵閣(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02號
4162 高雄市 左營區 羅亞戴蒙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2號19樓之1
4163 高雄市 左營區 咖啡19外帶咖啡吧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40號
4164 高雄市 左營區 阿兵哥百貨商行 高雄市左營區西陵街141號



4165 高雄市 左營區 王子與公主寵物美容 高雄市左營區西陵街94號
4166 高雄市 鳳山區 梅崎燒壽司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00號
4167 高雄市 鳳山區 COFEIN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317號之2
4168 高雄市 左營區 Bar Horoyoi 穗露夜井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25號
4169 高雄市 左營區 拉髮福音造型髮藝屋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71號
4170 高雄市 左營區 鍋中傳奇鍋貼王北方小館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84號1樓
4171 高雄市 左營區 十九甲雞排-左營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0號
4172 高雄市 左營區 米泰香炒飯專賣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207號1樓
4173 高雄市 左營區 W·BEAUTY 高雄市左營區和光街106巷63號
4174 高雄市 左營區 路易莎高雄孟子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78-1號
4175 高雄市 左營區 仔仔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91號
4176 高雄市 左營區 草本堂中藥房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99號
4177 高雄市 左營區 烏弄左營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266號
4178 高雄市 左營區 厚一點雞排專賣店(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1號9樓
4179 高雄市 左營區 一機在手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78號
4180 高雄市 左營區 茶十二叡曲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85號
4181 高雄市 左營區 狗狗笑了左營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571號
4182 高雄市 左營區 恆運車業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63號
4183 高雄市 左營區 花媞美容養生舒活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56號
4184 高雄市 左營區 Louisa Coffee 高雄凹仔底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82號
4185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倉牛日和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97號
4186 高雄市 左營區 VIVISPA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77號
4187 高雄市 左營區 客製小姐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7號1樓
4188 高雄市 左營區 結飾 高雄市左營區忠貞街58號
4189 高雄市 鼓山區 米樂福 Miller Food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77號
4190 高雄市 左營區 ROXANNE 高雄市左營區明倫路87號
4191 高雄市 新興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新興區明華一路105號
4192 高雄市 左營區 格氏比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11號1樓
4193 高雄市 左營區 御味軒活菌豬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12之2號
4194 高雄市 左營區 躍獅祐恩藥局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32號1樓
4195 高雄市 左營區 Leos Coffee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56號
4196 高雄市 左營區 內向咖啡明華館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56號
4197 高雄市 左營區 鯨魚在噴水明華本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68號
4198 高雄市 左營區 諾蘭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79號2樓
4199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第一家鹽酥雞明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99號
4200 高雄市 左營區 泰晶殿皇家養身連鎖集團-高雄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13號
4201 高雄市 左營區 黃美金宮廷普洱明華恕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17號
4202 高雄市 左營區 涵概設計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19號1樓
4203 高雄市 左營區 女主角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26號
4204 高雄市 左營區 星和愛漂亮＿左營明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27號
4205 高雄市 左營區 Bo Bo Tea 波波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63號
4206 高雄市 左營區 曜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95號1樓
4207 高雄市 左營區 晶晏小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3號1樓
4208 高雄市 左營區 17號穀倉手工吐司坊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70號
4209 高雄市 左營區 薇齡美妝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182號1樓
4210 高雄市 左營區 寶勝眼鏡行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192號
4211 高雄市 左營區 BIRKENSTOCK / 勃肯鞋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16號
4212 高雄市 左營區 田原香-明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36號
4213 高雄市 左營區 小豪包膜-左營直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50號
4214 高雄市 左營區 馬拉松世界-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92號
4215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明誠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93號
4216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明誠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93號
4217 高雄市 左營區 伊蕾名店-高雄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01號1樓
4218 高雄市 左營區 老兄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46號16樓
4219 高雄市 左營區 冰營泡泡冰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5-1號
4220 高雄市 左營區 有吐司有財火烤吐司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10號對面-巴度夭碳烤三明治-南屏店
4221 高雄市 左營區 艾波廚坊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50-1號
4222 高雄市 左營區 娜歐蜜美甲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57號
4223 高雄市 左營區 岬岬茶飲專門店(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82號1樓
4224 高雄市 左營區 BG SHOP 南屏分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92號1樓
4225 高雄市 左營區 刺青天下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98號2樓
4226 高雄市 左營區 拉亞漢堡(高雄城峰店)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8號
4227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媽寶眷村民宿 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54之7號
4228 高雄市 左營區 一綸女裝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707號
4229 高雄市 左營區 左新加油站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171號
4230 高雄市 左營區 薇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55號2樓
4231 高雄市 左營區 石一籠湯包(曾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765號騎樓
4232 高雄市 左營區 凱瑟霖娜(Catherine's Collection) 高雄市左營區洲仔北街75號10樓
4233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華王租車(軍校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202號
4234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左營區軍校店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2巷54號
4235 高雄市 左營區 第八街生活百貨(軍校店)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36號
4236 高雄市 左營區 後山喫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46號
4237 高雄市 左營區 後山喫冷飲(外送使用)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46號
4238 高雄市 左營區 健人餐廚(文自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化街21號
4239 高雄市 左營區 格林私廚 高雄市左營區重化街22號1樓
4240 高雄市 三民區 恩典之約禮物店 高雄市三民區高雄悅誠廣場及其他地區誠品
4241 高雄市 左營區 恩典之約禮物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文街35號4樓
4242 高雄市 左營區 千香漢堡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142號
4243 高雄市 左營區 唯統科技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495號
4244 高雄市 左營區 提米 Take me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582號8樓
4245 高雄市 左營區 JM's精品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594號
4246 高雄市 左營區 琦登舒療美學館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797號
4247 高雄市 左營區 三兩茶-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207號
4248 高雄市 左營區 冬城門冬瓜仙草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忠路81號
4249 高雄市 前鎮區 玖居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花ㄔ了女孩



4250 高雄市 左營區 知覺優格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373巷50號
4251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夯伴手禮物產館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40號
4252 高雄市 左營區 達酒-酒品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42號
4253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49號
4254 高雄市 左營區 墨凡東站商場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57號3號樓之4
4255 高雄市 左營區 黛莉貝爾-高雄重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67號
4256 高雄市 左營區 鮮茶道-左營重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87號
4257 高雄市 左營區 總舵口茶飲(左營高鐵分舵)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93號
4258 高雄市 左營區 直航租車(左營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608號
4259 高雄市 左營區 Fairy Crafted精靈串飾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608號2樓
4260 高雄市 左營區 格上租車-高雄左營站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615號
4261 高雄市 左營區 毅麟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建路56號9樓之2
4262 高雄市 左營區 2HandsWaltz手作圓舞曲 高雄市左營區重偉街75號5樓之2
4263 高雄市 左營區 登旺賣場 高雄市左營區重清路326號
4264 高雄市 左營區 沅味巷口飯糰(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06號5樓
4265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左營區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0號
4266 高雄市 左營區 瑪瑪瞇亞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58號(騎樓)
4267 高雄市 左營區 頌茶（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98號1樓
4268 高雄市 左營區 鮮茶道-左營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2號1樓
4269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號
4270 高雄市 左營區 漫時光早午餐-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00號
4271 高雄市 左營區 irisdun x eyelash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20號11樓之1
4272 高雄市 左營區 Mac Store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425號
4273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59號1樓
4274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59號1樓
4275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左營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61號
4276 高雄市 左營區 豪棧鹽酥雞.滷味(左營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6號
4277 高雄市 左營區 好食G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94號
4278 高雄市 左營區 瘋桌遊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122號
4279 高雄市 左營區 B.D美髮造型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132號1樓
4280 高雄市 左營區 QMOMO-僑俐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69號4樓之2
4281 高雄市 左營區 JIT左營翠峰店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峰路36號1樓
4282 高雄市 左營區 KYMCO 翠華興業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華路595號
4283 高雄市 左營區 皇菁易發共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一路7號1樓
4284 高雄市 左營區 莎士比亞烘焙坊 臺鐵新左營站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環球購物中心)
4285 高雄市 左營區 Global Mall 新左營車站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1-4樓
4286 高雄市 左營區 艸田茶舖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96號
4287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華王租車(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南路137-139號
4288 高雄市 左營區 茶客棧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南路143巷1號2樓
4289 高雄市 左營區 董永豪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部後街4號1樓
4290 高雄市 左營區 真便宜汽車精品百貨 大中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二路318號1樓
4291 高雄市 左營區 烏弄大順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14號
4292 高雄市 左營區 搖滾吉米玩具 高雄市左營區天祥二路95號
4293 高雄市 左營區 巧迪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孔營路74號
4294 高雄市 左營區 女王衣櫃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17號1樓
4295 高雄市 左營區 視訊維修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410號
4296 高雄市 左營區 銅花精緻涮涮鍋 高雄市左營區文奇路217號
4297 高雄市 左營區 Hay Cafe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159巷18號
4298 高雄市 左營區 喝郎燒烤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237之1號
4299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0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1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2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3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4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5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6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7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8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09 高雄市 左營區 Her Jin Company 高雄市左營區文莊路81號2樓
4310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28-1號
4311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28之1號
4312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10號
4313 高雄市 鼓山區 新高橋藥局(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85號
4314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大社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930號1樓
4315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4號
4316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台南永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80號
4317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青年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91號
4318 高雄市 左營區 SUMQ 高雄市左營區文瑞路51號14樓
4319 高雄市 左營區 四兩千金活蝦之家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542號
4320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號
4321 高雄市 左營區 誠大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56號
4322 高雄市 左營區 汾陽餛飩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6號
4323 高雄市 左營區 大象山(特力屋民族店)(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1樓
4324 高雄市 左營區 荷美造型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110號
4325 高雄市 左營區 宣揚電腦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7號11樓之2
4326 高雄市 左營區 宣揚電腦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7號11樓之2
4327 高雄市 左營區 杉林溪發展茶業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31號8樓之5
4328 高雄市 左營區 A& B肌膚健康會館-以琳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95號
4329 高雄市 左營區 築間幸福鍋物-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03號
4330 高雄市 左營區 黑沃咖啡(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09號一樓
4331 高雄市 左營區 SOQ 髮型設計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23號
4332 高雄市 左營區 咖啡平方-左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09號1樓
4333 高雄市 左營區 星洲叻沙鍋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16號B1
4334 高雄市 左營區 LOUISA COFFEE_自由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1號



4335 高雄市 左營區 胡麻園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95號
4336 高雄市 左營區 Donutes Cafe&#39; 多那之-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88號
4337 高雄市 左營區 貝詩沙龍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33號
4338 高雄市 左營區 洪嘉汽車租賃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40巷22號1樓
4339 高雄市 左營區 凍齡王健康生活館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82號
4340 高雄市 左營區 約瑟髮藝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59號
4341 高雄市 左營區 樓上餐桌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2號2樓
4342 高雄市 左營區 TF男女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84號1樓
4343 高雄市 左營區 聖保羅烘焙花園明華分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21號
4344 高雄市 左營區 蘋果保衛站-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186號
4345 高雄市 左營區 塞拉摩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02號1樓
4346 高雄市 左營區 賀凱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97號
4347 高雄市 左營區 寶島鐘錶 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05-3號1樓
4348 高雄市 左營區 太和工房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15號
4349 高雄市 左營區 太和工房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15號
4350 高雄市 左營區 MARS睦工場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20號
4351 高雄市 左營區 玩美女人美學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108號
4352 高雄市 左營區 阜康茶業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76號
4353 高雄市 左營區 NIUNIU衣櫥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76號
4354 高雄市 左營區 101文具天堂 後昌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49號
4355 高雄市 左營區 萬波島嶼紅茶(楠梓後昌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83號
4356 高雄市 左營區 美濃客家菜(小港店) 高雄市左營區洲仔路73號
4357 高雄市 左營區 美濃客家菜(大中店) 高雄市左營區洲仔路73號
4358 高雄市 左營區 知覺優格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373巷50號
4359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曜和茶(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8-2號
4360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曜和茶(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5號
4361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曜和茶(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84號
4362 高雄市 左營區 蛋餅先生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55號
4363 高雄市 左營區 文愛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03號
4364 高雄市 左營區 KYMCO天佑惠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海勝里翠華路595號
4365 高雄市 左營區 Bettega貝堤加小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12號1樓
4366 高雄市 左營區 烏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61號
4367 高雄市 左營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左營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69號
4368 高雄市 左營區 悠彩家優色創意實業社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410巷20號
4369 高雄市 左營區 多那之左營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17之1樓
4370 高雄市 左營區 魚池拾捌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K03
4371 高雄市 左營區 帕克運動館-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86號
4372 高雄市 苓雅區 健身工廠楠梓廠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06號
4373 高雄市 新興區 健身工廠五福廠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3樓
4374 高雄市 前鎮區 健身工廠博愛廠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大道西2F)
4375 高雄市 前鎮區 健身工廠人體工房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
4376 高雄市 三民區 健身工廠九如廠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號
4377 高雄市 三民區 健身工廠三多廠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號
4378 高雄市 三民區 健身工廠岡山廠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642號
4379 高雄市 新興區 健身工廠同盟廠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3F
4380 高雄市 前鎮區 健身工廠草衙滾吧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
4381 高雄市 三民區 健身工廠草衙廠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66號之1
4382 高雄市 前鎮區 健身工廠草衙肖跳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大道西2F(捷運草衙站2號出口)
4383 高雄市 前金區 健身工廠環球廠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71號3F(海寶國際大飯店)
4384 高雄市 楠梓區 健身工廠鳳山廠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290號
4385 高雄市 前鎮區 兒童體適能青海廠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
4386 高雄市 岡山區 健身工廠海寶廠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34號3樓
4387 高雄市 前鎮區 健身工廠板橋新埔廠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59號
4388 高雄市 左營區 健身工廠公道五廠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02號
4389 高雄市 三民區 佑佑鍋燒麵-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8-1號
4390 高雄市 左營區 Harley-Davidson 高雄旗艦展示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88號
4391 高雄市 左營區 runa cafes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277號
4392 高雄市 左營區 鼎軒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09號
4393 高雄市 左營區 大也鐵板燒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5號
4394 高雄市 左營區 泳富家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68號
4395 高雄市 左營區 童話假期行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502之2號1樓
4396 高雄市 左營區 貝思得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97號
4397 高雄市 左營區 真便宜汽車精品百貨 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120號1樓
4398 高雄市 左營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號
4399 高雄市 左營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號
4400 高雄市 左營區 Nems美甲美睫半永久彩妝(概念店-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號
4401 高雄市 左營區 MACU-高雄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7號
4402 高雄市 左營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36號
4403 高雄市 梓官區 台灣大哥大梓官和平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和平路320號
4404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左營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45號
4405 高雄市 左營區 太平製茶-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413號1樓
4406 高雄市 左營區 天沁食府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富國路292號
4407 高雄市 左營區 薄多義-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301號
4408 高雄市 左營區 洛可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320號1樓
4409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北百貨_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453號
4410 高雄市 左營區 酷多思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455號
4411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北百貨_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中里自由三路18號1樓
4412 高雄市 左營區 吐司小舖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中里自由三路80號
4413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北百貨_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崇德路355號
4414 高雄市 左營區 酷吧手作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70號
4415 高雄市 左營區 葳霖美容美髮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18號1樓
4416 高雄市 左營區 三祖堂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23號4樓
4417 高雄市 左營區 董師傅手工麻糬-裕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54號
4418 高雄市 左營區 歡樂兒童書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711號
4419 高雄市 左營區 moo hair髮型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德威街32號



4420 高雄市 左營區 Pamma Coffee 泮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南側
4421 高雄市 左營區 嚕娜咖啡-北高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97號
4422 高雄市 左營區 寶護天使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85號(捷運巨蛋站B1)
4423 高雄市 左營區 翰林茶館-高鐵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4424 高雄市 左營區 格上租車-左營高鐵站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4425 高雄市 左營區 和雲-左營高鐵站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4426 高雄市 左營區 打狗餅舖-高鐵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15號
4427 高雄市 左營區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二館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15號
4428 高雄市 左營區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
4429 高雄市 左營區 壹柒貳壹1721炸物 高雄市左營區埤西里勝利路157號
4430 高雄市 左營區 SEXYLULU 高雄市左營區崇實里29鄰先鋒路321巷23號
4431 高雄市 左營區 蘊媄時尚美學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35號2樓
4432 高雄市 左營區 傳鑫通信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43號
4433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左營區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51號
4434 高雄市 左營區 摩兒電腦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63號1樓
4435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高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66號
4436 高雄市 左營區 宗宗來快炒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79號
4437 高雄市 左營區 鹹水煙澎湖特色小吃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88號
4438 高雄市 左營區 沅味巷口飯糰(左營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317號騎樓
4439 高雄市 左營區 法薇日式美睫·極致手工紋繡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350號2樓之3
4440 高雄市 左營區 金玉堂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356號
4441 高雄市 左營區 蒸功夫湯包蒸餃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399號
4442 高雄市 左營區 黑茶飲料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19號1樓
4443 高雄市 左營區 胖尼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04號1樓
4444 高雄市 左營區 瀚克寶寶-博愛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68號
4445 高雄市 左營區 夏威夷毛伊咖啡館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16號
4446 高雄市 左營區 OUTFITS LAB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85號B1樓03店舖
4447 高雄市 左營區 中油條碼_源豐站_人工島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16號
4448 高雄市 左營區 奧里美甲 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商店街K-04)
4449 高雄市 左營區 添好運_高雄漢神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B1F
4450 高雄市 鳥松區 帕克運動館-鳥松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興農巷115號
4451 高雄市 三民區 佑佑鍋燒麵-雄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21號
4452 高雄市 三民區 佑佑鍋燒麵-建元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元路12號
4453 高雄市 楠梓區 佑佑鍋燒麵-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26號
4454 高雄市 左營區 佑佑鍋燒麵-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0號
4455 高雄市 鳳山區 佑佑鍋燒麵-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262號
4456 高雄市 左營區 佑佑鍋燒麵-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號
4457 高雄市 鼓山區 佑佑鍋燒麵-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11號
4458 高雄市 苓雅區 佑佑鍋燒麵-林森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23號
4459 高雄市 左營區 Lemain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508號11樓
4460 高雄市 左營區 民三區博愛拖吊場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435號
4461 高雄市 左營區 享溫馨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55號
4462 高雄市 左營區 濃厚鋪青草茶(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30號
4463 高雄市 左營區 木木江鳥衣谷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61號
4464 高雄市 左營區 必可蜜PIQIMI(高雄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99號
4465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原芋圓(左營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201號
4466 高雄市 左營區 cosse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281號
4467 高雄市 左營區 綠圓綠豆湯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38號
4468 高雄市 左營區 米米藥局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01號
4469 高雄市 左營區 許筌淵診所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01號2F
4470 高雄市 左營區 樓上那間共享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31號2F
4471 高雄市 左營區 王子神谷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28-1號
4472 高雄市 左營區 赤炭汽油桶燒肉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32號
4473 高雄市 左營區 威堡蔬果行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公園安吉街口
4474 高雄市 左營區 原民香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00號7樓
4475 高雄市 左營區 武林茶 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03號
4476 高雄市 左營區 法品精品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08號
4477 高雄市 左營區 茶湯會高雄富國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11號
4478 高雄市 左營區 茶湯會(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11號
4479 高雄市 左營區 New House歐風新食館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17號
4480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左營區富國新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8號
4481 高雄市 左營區 小樹童趣雜貨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4號
4482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5號
4483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5號
4484 高雄市 左營區 素食人家美食館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7號
4485 高雄市 左營區 犒吆包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8號1樓
4486 高雄市 左營區 艾蜜艾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41號2樓
4487 高雄市 左營區 水巷茶弄-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59號
4488 高雄市 左營區 水巷茶弄-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59號
4489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5號
4490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木十浬酒場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1號
4491 高雄市 左營區 名人眼鏡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32號1樓
4492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76號
4493 高雄市 左營區 鮮茶道-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82號1樓
4494 高雄市 左營區 旺旺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號
4495 高雄市 左營區 蘋果保衛站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97號1樓
4496 高雄市 左營區 屏客國際實業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531號17樓之2
4497 高雄市 左營區 協泰餐具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81號
4498 高雄市 左營區 噠啵呿啃光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大中二路345號10樓之2
4499 高雄市 左營區 佛鑫物流社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大中二路585號
4500 高雄市 左營區 蓋洛譜資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文自路129巷68號
4501 高雄市 左營區 仙熙酵素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重立路424號
4502 高雄市 左營區 哈囉服務網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路149號
4503 高雄市 左營區 狗狗夾星 高雄市左營區華三路86號9樓之5
4504 高雄市 左營區 翻滾的辣椒串串鍋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號



4505 高雄市 左營區 名媛婦幼用品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35號1樓
4506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左營區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55號1樓
4507 高雄市 左營區 水巷茶弄-高雄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57號
4508 高雄市 左營區 水巷茶弄-高雄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57號
4509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華夏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265號1樓
4510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華夏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265號1樓
4511 高雄市 左營區 好時節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295號1樓
4512 高雄市 左營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華夏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299號1樓
4513 高雄市 左營區 路易莎-高雄華夏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03號
4514 高雄市 左營區 布玩家窗飾-北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30號 陳文龍收
4515 高雄市 左營區 遇見床墊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589號1樓
4516 高雄市 左營區 色軌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722號
4517 高雄市 左營區 KARAT凱樂衛浴(高雄展間)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730號
4518 高雄市 左營區 光陽-尚進車業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99號
4519 高雄市 左營區 美村屋食品行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485號
4520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大哥大左營華夏二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63號
4521 高雄市 左營區 飄香小火鍋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83號
4522 高雄市 左營區 飛揚運動用品(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51號
4523 高雄市 左營區 國旗女孩大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63號1樓
4524 高雄市 左營區 米樂料理便當-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83號
4525 高雄市 左營區 新光國小溫水游泳池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800號
4526 高雄市 左營區 HARDY&amp;IVY 英茶香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樓
4527 高雄市 左營區 HARD&amp;IVY英香茶-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23號1樓
4528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華夏新光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39號1樓
4529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華夏新光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39號1樓
4530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媳婦鐵鍋燉館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83號
4531 高雄市 左營區 麵包時代健康生活館 高雄市左營區新庒仔路247號一樓
4532 高雄市 左營區 穀早味日曬米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29鄰安吉街240號7樓
4533 高雄市 左營區 JUST牛 就是牛 門市肉舖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天祥二路85號
4534 高雄市 左營區 老宋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太華街282號
4535 高雄市 左營區 ＦＵＪＩ按摩椅 文心家樂福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立文路77號17樓
4536 高雄市 左營區 Ｆｕｊｉ按摩椅 豐原愛買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立文路77號17樓
4537 高雄市 左營區 U-girl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118號
4538 高雄市 左營區 自由數位影像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305號1樓
4539 高雄市 左營區 光陽-新福來車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至聖路57號1樓
4540 高雄市 左營區 柯瑞的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83號
4541 高雄市 左營區 名媛婦幼用品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05-1號
4542 高雄市 左營區 富山淨水 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15號1樓
4543 高雄市 左營區 富山淨水 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15號1樓
4544 高雄市 左營區 富山淨水 屏東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15號1樓
4545 高雄市 左營區 富山淨水 台南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15號1樓
4546 高雄市 左營區 富山淨水 台南仁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15號3樓
4547 高雄市 左營區 富山淨化 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15號3樓
4548 高雄市 左營區 Arosa阿洛薩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39號1樓
4549 高雄市 左營區 米樂料理便當-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富民路40號1樓
4550 高雄市 左營區 優樂視光學眼鏡行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富民路60號
4551 高雄市 左營區 北極熊專業鞋包洗護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30號
4552 高雄市 左營區 漢神巨蛋購物廣場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博愛二路767及777號
4553 高雄市 左營區 蜂王乳精萃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新庄仔路520號
4554 高雄市 左營區 拿沐咖啡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新庄仔路570號1樓
4555 高雄市 左營區 喬山健康科技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新莊一路326號
4556 高雄市 左營區 林一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街165號
4557 高雄市 左營區 波貝拉咖啡 Bobelle Coffee Brunch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72號
4558 高雄市 左營區 質質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崇德路409巷7弄9號1樓
4559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華夏路645-1號(騎樓)
4560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新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235-3號1樓
4561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新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235-3號1樓
4562 高雄市 左營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新庄仔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237號1樓
4563 高雄市 左營區 NALIO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499巷35號
4564 高雄市 左營區 婷婷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65之1號
4565 高雄市 左營區 EuroSnap 藝時之選 高雄市左營區新南街78號
4566 高雄市 左營區 IZOLA 伊左拉花植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50號1F
4567 高雄市 左營區 Urban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292號
4568 高雄市 左營區 JDI 傑迪斯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393號18樓-6
4569 高雄市 左營區 凱恩斯岩燒餐廳-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榮街155號
4570 高雄市 左營區 海賊王大章魚小丸子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
4571 高雄市 左營區 顏水煎餃/小籠包/蘿蔔糕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2排第124號
4572 高雄市 左營區 玩童童裝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七排第371、372攤
4573 高雄市 左營區 小樂寵寵物用品店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九排
4574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6號
4575 高雄市 左營區 原耕麵包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7號
4576 高雄市 左營區 原耕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7號1樓
4577 高雄市 左營區 butyshop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58號1樓
4578 高雄市 左營區 黛黛茶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65號1樓
4579 高雄市 左營區 醋吧-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70號
4580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河堤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75號
4581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河堤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75號
4582 高雄市 左營區 合康健保藥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8號
4583 高雄市 左營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左營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39號
4584 高雄市 左營區 Countea卡帝台灣珠寶茶飲-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59號
4585 高雄市 左營區 傳奇漢堡披薩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3號
4586 高雄市 左營區 金枝 kim-ki 台灣原茶專賣(線上)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4號
4587 高雄市 左營區 金枝Kim-Ki 台灣原茶專賣(左營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4號
4588 高雄市 左營區 LaLa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18號
4589 高雄市 左營區 花羨沐嵐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8號



4590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曜和茶(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8-2號
4591 高雄市 左營區 資訊軟體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27號3F-1
4592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57號
4593 高雄市 左營區 金橘眼鏡-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67號
4594 高雄市 左營區 可可莉可-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70號
4595 高雄市 左營區 Under Armour 高雄裕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78號
4596 高雄市 新興區 悄悄話 高雄市新興區裕誠路南屏路第四排251&amp;252
4597 高雄市 左營區 小胡子牛仔(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9排501)-小胡子牛仔(瑞豐店)
4598 高雄市 左營區 Woozy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4排中段
4599 高雄市 左營區 明揮企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68號
4600 高雄市 左營區 仙蒂時尚造型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路南里左營大路210號
4601 高雄市 左營區 晨間廚房忠言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22號
4602 高雄市 左營區 A-1戰術機能性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嘉慶街142號
4603 高雄市 左營區 冬城門 高雄市左營區榮佑路5號1樓
4604 高雄市 左營區 濃厚鋪青草茶(榮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華路242號
4605 高雄市 左營區 豆宅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19號
4606 高雄市 左營區 金喜在車業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209號1樓
4607 高雄市 左營區 稻橋日式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42號1樓
4608 高雄市 左營區 WOW手機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62號
4609 高雄市 左營區 鮮茶道-高雄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143號
4610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高雄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143號
4611 高雄市 左營區 老先覺-高雄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231號1樓
4612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31號1樓
4613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31號1樓
4614 高雄市 左營區 MACU-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9號
4615 高雄市 左營區 蘇小蕃茄 高雄市左營區榮耀街42號
4616 高雄市 左營區 銨益企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自路1080號
4617 高雄市 左營區 99五金大賣場-文自店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文自路648―1號
4618 高雄市 左營區 Miss Pei Pei寵物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自由四路11號1樓
4619 高雄市 左營區 博登名廚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自由四路181號
4620 高雄市 左營區 光陽-新興發機車行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自由四路450號
4621 高雄市 左營區 星茶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華夏路1106號
4622 高雄市 左營區 香港龍記燒臘快餐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榮成三街72號1樓
4623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左營翠峰店）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10號
4624 高雄市 左營區 第八街生活百貨(翠峰店) 高雄市左營區翠峰路42號
4625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果貿店)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575號
4626 高雄市 左營區 古家餐飲顧問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德威街53號1樓
4627 高雄市 三民區 OHPS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200號
4628 高雄市 左營區 Vorfur 臥佛牌 高雄市左營區緯六路256號
4629 高雄市 左營區 龍虎塔禮十方紀念品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18號
4630 高雄市 左營區 芒果咖秋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
4631 高雄市 左營區 泮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南側
4632 高雄市 左營區 中外餅舖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60-1號
4633 高雄市 鳳山區 跳舞香水衛武營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
4634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82號
4635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82號
4636 高雄市 鼓山區 巨匠電腦_裕誠分校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55號
4637 高雄市 左營區 巨匠美語_高雄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393號
4638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左營區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29號
4639 高雄市 左營區 迷客夏milkshop-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83號
4640 高雄市 左營區 迷客夏milkshop-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18號
4641 高雄市 仁武區 晨間廚房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西路1248號
4642 高雄市 仁武區 派派貓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576號
4643 高雄市 仁武區 昌平炸雞王 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69號
4644 高雄市 仁武區 心喜手工茶-仁武中華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380號
4645 高雄市 仁武區 沅味巷口飯糰(仁武仁和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街83號
4646 高雄市 仁武區 Tong ning童甯半永久化妝美甲美睫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區竹後里大德街46-1號
4647 高雄市 仁武區 Bu chu 童裝舖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56鄰文教街220號
4648 高雄市 仁武區 JPs 高雄市仁武區名山七街113號
4649 高雄市 仁武區 楊翰林 高雄市仁武區澄合街483巷3號
4650 高雄市 仁武區 彩仲汽車保養中心 高雄市仁武區?仁路3-42號
4651 高雄市 仁武區 光陽-德名車業行 高雄市仁武區072鄰八德南路400號1樓
4652 高雄市 仁武區 全紅-八德中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135號
4653 高雄市 仁武區 水巷茶弄-仁武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83號
4654 高雄市 仁武區 水巷茶弄-仁武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中路83號
4655 高雄市 仁武區 博適倫藥局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永仁街265號1樓
4656 高雄市 仁武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仁武區仁雄二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197號
4657 高雄市 仁武區 新八國聯軍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46-5號
4658 高雄市 仁武區 義大利麵先生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46之5號
4659 高雄市 仁武區 八方雲集(仁武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49號
4660 高雄市 仁武區 好好粗米粉湯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51號
4661 高雄市 新興區 庚申伯手作烘焙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西路116號
4662 高雄市 仁武區 娜卡達美學沙龍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383號1樓
4663 高雄市 仁武區 YAMAHA - 宏達車業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475號
4664 高雄市 仁武區 YAMAHA-睿宏車業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626號
4665 高雄市 仁武區 順和堂中藥行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807號
4666 高雄市 仁武區 蔡定洲耳鼻喉科診所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2300號
4667 高雄市 仁武區 FixMan維修俠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306號1樓
4668 高雄市 仁武區 中油條碼_亞柏八卦寮站_人工島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433號
4669 高雄市 仁武區 明星花露水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129號
4670 高雄市 仁武區 樂森足居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20弄10號
4671 高雄市 仁武區 Jun蓁銅板燒肉火鍋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1號
4672 高雄市 仁武區 億品鍋-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354號
4673 高雄市 仁武區 50嵐_大灣國中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492號1樓
4674 高雄市 仁武區 50嵐_大灣國中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492號1樓



4675 高雄市 仁武區 50嵐 八卦寮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65號
4676 高雄市 仁武區 50嵐_八卦寮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65號
4677 高雄市 仁武區 購物小鋪 高雄市仁武區大同一街59號2樓
4678 高雄市 仁武區 bargogo 高雄市仁武區大春街129號
4679 高雄市 仁武區 光陽-萬鴻車業 高雄市仁武區大豐街128號
4680 高雄市 仁武區 大象食堂 高雄市仁武區大灣里6鄰仁雄路187號
4681 高雄市 前鎮區 初之家碳烤玉米 高雄市前鎮區一德路勞工夜市前段
4682 高雄市 仁武區 聯合電信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26-1號
4683 高雄市 仁武區 台灣大哥大仁武中正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3號
4684 高雄市 仁武區 台灣大哥大仁武中正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3號1樓
4685 高雄市 仁武區 水巷茶弄-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52之2號1樓
4686 高雄市 仁武區 50嵐_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54號1樓
4687 高雄市 仁武區 50嵐_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54號1樓
4688 高雄市 仁武區 鮮茶道-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93號
4689 高雄市 仁武區 長連興車業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213號
4690 高雄市 仁武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仁武區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237-1號
4691 高雄市 仁武區 麻古茶坊-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3號
4692 高雄市 仁武區 宇田通訊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20之7號1樓
4693 高雄市 仁武區 聚合通信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2號
4694 高雄市 仁武區 東星眼鏡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32號
4695 高雄市 仁武區 I’AM眼鏡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35號
4696 高雄市 仁武區 享喝湯 高雄市仁武區五和里八德二路28巷21弄1號1樓
4697 高雄市 仁武區 光陽-約有車業 高雄市仁武區五和里八德西路1461號
4698 高雄市 三民區 U-GIRL 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46之3號
4699 高雄市 前鎮區 U-GIRL 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86號
4700 高雄市 左營區 U-GIRL 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18號
4701 高雄市 新興區 U-GIRL 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02號
4702 高雄市 鳳山區 U-GIRL 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70號
4703 高雄市 三民區 天祥色鉛筆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38號
4704 高雄市 鳳山區 五甲色鉛筆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95號
4705 高雄市 岡山區 岡山色鉛筆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73號
4706 高雄市 仁武區 力強營養館 高雄市仁武區仁孝路403巷16號
4707 高雄市 仁武區 陳媽媽便當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仁忠路16號
4708 高雄市 仁武區 101文具天堂 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29號
4709 高雄市 仁武區 遠傳電信仁武仁和加盟門市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南街31號
4710 高雄市 仁武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200號
4711 高雄市 仁武區 八方雲集(仁武仁忠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56號
4712 高雄市 仁武區 克里姆晨食仁武仁忠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69號
4713 高雄市 仁武區 85°C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43號
4714 高雄市 仁武區 廣聯通訊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南街85號
4715 高雄市 仁武區 建鈗車業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01之10號
4716 高雄市 新興區 好好修 高雄市新興區仁勇路17號1樓
4717 高雄市 仁武區 竣匠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56-6號
4718 高雄市 仁武區 元慶石頭火鍋城 高雄市仁武區仁勇路5號
4719 高雄市 仁武區 三賦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仁春巷17號
4720 高雄市 仁武區 橙漾夯生活 ORG Life 高雄市仁武區仁祥街50-3號
4721 高雄市 仁武區 吳家紅茶冰(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店119號
4722 高雄市 仁武區 大大通訊企業社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07號
4723 高雄市 仁武區 鼎霖通信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25號1樓
4724 高雄市 仁武區 YAMAHA - 大興車業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28-1號
4725 高雄市 仁武區 台灣大哥大仁武八卦寮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10號1樓
4726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3號
4727 高雄市 仁武區 MACU-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6號
4728 高雄市 仁武區 丹丹香蔥油餅(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8號
4729 高雄市 仁武區 50嵐_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9號1樓
4730 高雄市 仁武區 50嵐_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9號1樓
4731 高雄市 仁武區 仁雄馬克冷飲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之18號
4732 高雄市 仁武區 聯展國際通訊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35號
4733 高雄市 仁武區 仁熊手機館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號
4734 高雄市 仁武區 LOUTI 樓梯（仁武旗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之6號
4735 高雄市 仁武區 好嘴到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11號
4736 高雄市 仁武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仁武區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2-8號
4737 高雄市 仁武區 媚力泊咖啡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51號1樓
4738 高雄市 仁武區 工廠設計家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96-12號
4739 高雄市 仁武區 麻古茶坊赤南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9-2號
4740 高雄市 仁武區 Woopen木盆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9-5號
4741 高雄市 仁武區 杉之秀SPA芳療護理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9號之3
4742 高雄市 仁武區 vitacafe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一路76號
4743 高雄市 仁武區 85°C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87之2號
4744 高雄市 仁武區 大林診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9號
4745 高雄市 仁武區 成功文具行 高雄市仁武區仁新巷57號
4746 高雄市 仁武區 光陽-約泰機車行 高雄市仁武區仁樂街150號
4747 高雄市 仁武區 喜蒂百貨行 高雄市仁武區文學路一段175號
4748 高雄市 仁武區 光陽-滿宜機車行 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211號
4749 高雄市 仁武區 沅味巷口飯糰(仁武永仁店)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100號
4750 高雄市 仁武區 克里姆晨食仁武永仁二店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15號
4751 高雄市 仁武區 克里姆晨食仁武永仁店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368號
4752 高雄市 仁武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仁武九江經銷店)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400號1樓
4753 高雄市 仁武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426號
4754 高雄市 仁武區 紅茶洋行(仁武永仁店)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85號
4755 高雄市 仁武區 十九甲雞排-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88號
4756 高雄市 仁武區 工茶茶飲 高雄市仁武區永宏巷38-30號
4757 高雄市 楠梓區 kiss.water 高雄市楠梓區立安路37號1樓
4758 高雄市 仁武區 鐵盒保哥滷味 高雄市仁武區永新南街12巷19號1樓
4759 高雄市 仁武區 信的店-磅蛋糕專賣店 高雄市仁武區名山二街85號



4760 高雄市 仁武區 肉乾小開 高雄市仁武區竹工三巷33-2號
4761 高雄市 仁武區 亞洲麵條 高雄市仁武區竹工三巷38號
4762 高雄市 仁武區 吉田機車行 高雄市仁武區竹門巷36之6號
4763 高雄市 仁武區 漫威通訊 高雄市仁武區赤山里仁雄路67-1號1樓
4764 高雄市 仁武區 Mine 一｜Be the unique one 高雄市仁武區京中四街106巷7號
4765 高雄市 仁武區 木槌子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三路107號4樓之1
4766 高雄市 仁武區 光陽-焜成機車行 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安樂一街119號1樓
4767 高雄市 仁武區 QUBE 高雄市仁武區烏林里南昌巷101號
4768 高雄市 仁武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仁武門市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227號
4769 高雄市 仁武區 醉健康總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359號
4770 高雄市 仁武區 胡麻園養身專賣店總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359號
4771 高雄市 仁武區 胡麻園養生食品專賣店總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359號
4772 高雄市 仁武區 鴻州藥局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2298號
4773 高雄市 仁武區 烏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212號
4774 高雄市 仁武區 踹踹看火鍋店 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243、245號
4775 高雄市 仁武區 晨間廚房-仁武中華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52號
4776 高雄市 仁武區 廣聯汽車百貨材料行 高雄市仁武區五和里22鄰八德西路1453號
4777 高雄市 仁武區 研磨職人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314號
4778 高雄市 仁武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飛揚福利服務協會 高雄市仁武區仁怡街87巷2號
4779 高雄市 仁武區 水巷茶弄-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09號
4780 高雄市 仁武區 英雄小吃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10號
4781 高雄市 仁武區 烏弄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12號
4782 高雄市 仁武區 小北百貨_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25號
4783 高雄市 仁武區 迷客夏milkshop-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5號
4784 高雄市 仁武區 八方雲集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70-7號
4785 高雄市 仁武區 築間幸福鍋物-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87-2號
4786 高雄市 仁武區 八園 WELLOFF WINNER 高雄市仁武區成功路19-2號1樓
4787 高雄市 三民區 園藝家景觀資材網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82號
4788 高雄市 仁武區 現影安防 高雄市仁武區澄合街260號
4789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4號
4790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博正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80號
4791 高雄市 仁武區 水巷茶弄-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52-2號
4792 高雄市 仁武區 維納斯車體美研 高雄市仁武區高楠公路96-10號
4793 高雄市 仁武區 高楠美而美 高雄市仁武區高楠四街25號
4794 高雄市 仁武區 星宇高爾夫學院 高雄市仁武區高鐵路1000號
4795 高雄市 仁武區 鴨舍烤鴨莊 高雄市仁武區富國路351號
4796 高雄市 仁武區 義大創藝空間 高雄市仁武區義大二路102號之1
4797 高雄市 仁武區 台二藝工坊 高雄市仁武區義大二路102號之1
4798 高雄市 仁武區 全德原木傢俱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0-8號
4799 高雄市 仁武區 偉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65巷29-1號
4800 高雄市 仁武區 修咖啡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65巷63之3號
4801 高雄市 仁武區 名程汽車修護廠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0-11號
4802 高雄市 仁武區 囍鑫租賃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14-6號
4803 高雄市 仁武區 馬可先生食品_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47號
4804 高雄市 仁武區 阿湯哥手工麻糬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77-6號1樓
4805 高雄市 仁武區 元興車業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81之11號
4806 高雄市 三民區 漁夫先生 Mr.fisherman 高雄市三民區大德街110巷9號1樓
4807 高雄市 仁武區 御品屋 台灣真情味 高雄市仁武區澄仁東街509-1號
4808 高雄市 仁武區 祥龍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澄合街280號
4809 高雄市 仁武區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永挹店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1300號1樓
4810 高雄市 仁武區 光陽-吉家機車行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1587號
4811 高雄市 仁武區 中油條碼_亞柏仁武站_人工島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一段1111號
4812 高雄市 仁武區 卉盈國際文創店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中街17號13樓
4813 高雄市 仁武區 卉盈國際駁二大義倉庫一店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中街17號13樓
4814 高雄市 仁武區 卉盈國際駁二大義倉庫二店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中街17號13樓
4815 高雄市 仁武區 啡嚐挑剔 自家烘焙咖啡館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南一街1號
4816 高雄市 仁武區 琴之森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路50號
4817 高雄市 仁武區 光陽-富泰機車行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八德東路881號1樓
4818 高雄市 大社區 三五沏茶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46號
4819 高雄市 大社區 品君早餐 高雄市大社區成功一巷12之8號
4820 高雄市 大社區 瑞玲外省仔麵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102號1F
4821 高雄市 大社區 Whisper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259號
4822 高雄市 大社區 松本鮮奶茶(大社三民店)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343號
4823 高雄市 大社區 樂得寵物生活館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539-1號
4824 高雄市 大社區 NIL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126號2樓
4825 高雄市 大社區 希恩之家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區學府路210巷16號
4826 高雄市 大社區 貓武將喫茶店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137號
4827 高雄市 大社區 貓武將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137號
4828 高雄市 新興區 點金網創意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12樓之8
4829 高雄市 大社區 橙新眼鏡行 高雄市大社區大新路32號
4830 高雄市 大社區 大成館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69-1號
4831 高雄市 大社區 春秋眼鏡館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75號1樓
4832 高雄市 大社區 諾米手機館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00號
4833 高雄市 大社區 台灣大哥大大社中山二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08號
4834 高雄市 大社區 大苑子-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15號
4835 高雄市 大社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16-1號
4836 高雄市 大社區 50嵐_大社二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40號1樓
4837 高雄市 大社區 50嵐_大社二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40號1樓
4838 高雄市 大社區 歌得文具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51號
4839 高雄市 大社區 水巷茶弄-大社中山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72號1樓
4840 高雄市 大社區 國民眼鏡行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30號
4841 高雄市 大社區 LOUTI 樓梯(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5-1號
4842 高雄市 大社區 滿月茶作-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52號1樓
4843 高雄市 大社區 翠綠金湯茶飲專賣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54號1樓
4844 高雄市 大社區 東成通信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99號



4845 高雄市 大社區 八方雲集(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11號
4846 高雄市 大社區 鮮茶道-大社中山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13號1樓
4847 高雄市 大社區 台灣大哥大大社中山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03號1樓
4848 高雄市 大社區 賴爸紅茶冰·冰沙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51號
4849 高雄市 大社區 50嵐_大社國中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521之25號
4850 高雄市 大社區 50嵐_大社國中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521之25號
4851 高雄市 大社區 KW 凱汶車藝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677-7號右邊
4852 高雄市 大社區 中油條碼_大社站_人工島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9號
4853 高雄市 大社區 銘輪車業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116號
4854 高雄市 大社區 樂多工作室 高雄市大社區中華路125巷44號
4855 高雄市 大社區 克里姆晨食大社觀音國小店 高雄市大社區文明路58之一號
4856 高雄市 大社區 鏵映多媒體數位影像行 高雄市大社區光華路45巷18號
4857 高雄市 大社區 十九甲雞排-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148號
4858 高雄市 大社區 來來早餐咖啡館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里旗楠路91號1樓
4859 高雄市 大社區 烏弄大社中山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03號
4860 高雄市 大社區 Donutes Cafe&#39; 多那之-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60號
4861 高雄市 大社區 水巷茶弄-大社中山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72號1樓
4862 高雄市 大社區 Mollado cafe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84巷69號
4863 高雄市 大社區 大九九大賣場-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觀音里金龍路350號
4864 高雄市 大社區 新高橋藥局(仁雄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77號
4865 高雄市 楠梓區 水巷茶弄-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18號
4866 高雄市 楠梓區 水巷茶弄-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18號
4867 高雄市 大社區 鋐玖五金行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91之1號
4868 高雄市 大社區 無線電通訊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425號
4869 高雄市 大社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大社門市)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15號
4870 高雄市 大社區 愛麗絲美睫沙龍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173-1號1F大社中山路商圈
4871 高雄市 大社區 兩光二輪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84巷2之6號
4872 高雄市 大社區 辰家舒肥 高雄市大社區學府路225巷5弄24號5樓
4873 高雄市 鹽埕區 離群捕夢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43號
4874 高雄市 大社區 迷客夏milkshop-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30號
4875 高雄市 大社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大社區義守中山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09號
4876 高雄市 岡山區 J&N大阪燒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136號
4877 高雄市 岡山區 藍繽牛仔男飾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78號
4878 高雄市 岡山區 暉翔寶貝童裝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一街104巷1號
4879 高雄市 岡山區 東港一路發烤魷魚 高雄市岡山區和平東街49號
4880 高雄市 岡山區 活力補給麻辣魚蛋(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
4881 高雄市 岡山區 四海鎖印 高雄市岡山區開元街19號
4882 高雄市 岡山區 多元外語觀光計程車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69號7樓之7
4883 高雄市 岡山區 揪食雞-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68號後面貨櫃屋
4884 高雄市 岡山區 6之1手作美學 高雄市岡山區警悟巷6號
4885 高雄市 岡山區 十九甲雞排-岡山竹圍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0號
4886 高雄市 岡山區 鮮茶道-岡山竹圍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57號1樓
4887 高雄市 岡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250號
4888 高雄市 岡山區 八方雲集(岡山大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89號
4889 高雄市 岡山區 日十早午餐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南路131號
4890 高雄市 岡山區 石昆牧經典茶文化 天威德成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路87號
4891 高雄市 岡山區 小北百貨大德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28號
4892 高雄市 岡山區 魔點子mordenco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338號C1
4893 高雄市 岡山區 遠傳電信岡山大德一加盟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33號1樓
4894 高雄市 岡山區 鮮茶道-岡山大德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39號1樓
4895 高雄市 岡山區 影藏1號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岡山南路42號(皮影館)
4896 高雄市 岡山區 享溫馨KTV岡山囍宴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捷安路26號
4897 高雄市 岡山區 享溫馨KTV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捷安路28號
4898 高雄市 岡山區 濰克早午餐(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286號
4899 高雄市 鼓山區 意利珍咖哩（中山大學山海樓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4900 高雄市 岡山區 LOUTI 樓梯（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92號
4901 高雄市 岡山區 宜兒樂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366號
4902 高雄市 岡山區 清原芋圓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119號
4903 高雄市 岡山區 JIT岡山仁壽店 高雄市岡山區仁義里仁壽路44-1號1樓
4904 高雄市 岡山區 東星眼鏡岡山總店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仁壽路16號1樓
4905 高雄市 岡山區 WHY AND 1/2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41號
4906 高雄市 岡山區 瑞成珠寶銀樓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44之2號
4907 高雄市 岡山區 Dr. Wash汽車美容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西路123號
4908 高雄市 岡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岡山區介壽店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西路65號
4909 高雄市 岡山區 篁騰Detailing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東路157之3號
4910 高雄市 岡山區 民好汽車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東路81號
4911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12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13 高雄市 仁武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32號
4914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15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16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17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18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19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20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21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22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23 高雄市 岡山區 仕豐機車行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3段107號
4924 高雄市 岡山區 夏立克綠豆沙專門店(前峰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二段145號
4925 高雄市 岡山區 八方雲集（岡山公園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219號
4926 高雄市 岡山區 岡山牛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39-1號
4927 高雄市 岡山區 85°C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22-6號
4928 高雄市 岡山區 縵妮髮型工作室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24號
4929 高雄市 岡山區 源喫茶日月潭紅茶(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68號



4930 高雄市 岡山區 源喫茶日月潭紅茶(楠梓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68號
4931 高雄市 岡山區 安全機車行 高雄市岡山區平安里岡山路231號
4932 高雄市 岡山區 寶島鐘錶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22號
4933 高雄市 岡山區 Girl’s少女服飾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56號
4934 高雄市 岡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岡山區本洲店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路339號1F
4935 高雄市 岡山區 東星眼鏡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16號1樓
4936 高雄市 岡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岡山區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中山南路525號1樓
4937 高雄市 岡山區 明新食品(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59號
4938 高雄市 岡山區 康青龍 岡山民有店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65號
4939 高雄市 岡山區 岡鐵牛鍋物工廠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17號
4940 高雄市 岡山區 財旺電器行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大仁北路96之1號1樓
4941 高雄市 岡山區 金櫥日貨專賣店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東街109號1樓
4942 高雄市 岡山區 C果多_果汁專賣 高雄市岡山區協德街65號2F
4943 高雄市 岡山區 鮮茶道-岡山本洲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北路66號
4944 高雄市 岡山區 永岡車業行(SYM)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成功路2號1樓
4945 高雄市 岡山區 明通機車行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78號
4946 高雄市 岡山區 黛莉貝爾-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85號
4947 高雄市 岡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岡山區岡山二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89號1樓
4948 高雄市 岡山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岡山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93號1樓
4949 高雄市 岡山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順興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0號
4950 高雄市 岡山區 SHOW國際造型沙龍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15號1樓
4951 高雄市 岡山區 布萊恩紅茶(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54號
4952 高雄市 岡山區 瑩瑩歐北買雜貨舖 高雄市岡山區縱貫公路455號
4953 高雄市 岡山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高雄岡山加盟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76號
4954 高雄市 岡山區 福琪精品廚具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612之15號
4955 高雄市 岡山區 岡山淬自然茶飲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660號
4956 高雄市 岡山區 傅江輝骨外科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67號
4957 高雄市 岡山區 豚將拉麵(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6號
4958 高雄市 岡山區 水巷茶弄-岡山岡燕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225號
4959 高雄市 岡山區 水巷茶弄-岡山岡燕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225號
4960 高雄市 岡山區 黑瀧堂(高雄岡燕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295號
4961 高雄市 岡山區 岡山視覺光廊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70號
4962 高雄市 岡山區 Yo Coffee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忠誠街219號1樓
4963 高雄市 岡山區 采虹通訊行 高雄市岡山區忠誠街316號
4964 高雄市 岡山區 完美老爸童車精品店 高雄市岡山區忠誠街322號1樓
4965 高雄市 岡山區 瘋漂票 高雄市岡山區明得街87號1樓
4966 高雄市 岡山區 吳家紅茶冰(前峰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130號1F
4967 高雄市 路竹區 德昌藥局 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90之5號
4968 高雄市 鼓山區 德昌藥局 岡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09號
4969 高雄市 岡山區 德昌藥局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溪東路38號1樓
4970 高雄市 彌陀區 德昌藥局 彌陀店 高雄市彌陀區彌仁里008鄰中正路146―1號
4971 高雄市 岡山區 德昌藥局 歸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38號
4972 高雄市 仁武區 德昌藥局 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32號
4973 高雄市 仁武區 德昌藥局 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232號
4974 高雄市 楠梓區 德昌藥局 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賢路215號
4975 高雄市 阿蓮區 德昌藥局 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里中正路456號
4976 高雄市 仁武區 德昌藥局 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仁雄路38號
4977 高雄市 岡山區 裕泓通訊行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23號
4978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灣大哥大岡山前峰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99號
4979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大哥大鳳山五甲三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80號1樓
4980 高雄市 岡山區 弘喜韓食亭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28鄰通校路180號四樓
4981 高雄市 岡山區 路易莎咖啡 高雄岡山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民有路60號
4982 高雄市 岡山區 吳家紅茶冰(柳橋店)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105號
4983 高雄市 岡山區 誠鑫通訊行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32之2號1樓
4984 高雄市 岡山區 日出茶太-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5號
4985 高雄市 岡山區 大呼過癮-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校前路16號1樓
4986 高雄市 岡山區 麻古茶坊－岡山大仁北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58號1樓
4987 高雄市 岡山區 舞鼎御火鍋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28號
4988 高雄市 岡山區 金詮億車業行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二路155號
4989 高雄市 岡山區 真愛香水旗艦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三路122號1F
4990 高雄市 岡山區 烏弄岡山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537號
4991 高雄市 岡山區 賀眾牌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92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93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94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95 高雄市 岡山區 Her Chang Company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76號
4996 高雄市 岡山區 登吉桌球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成功路139-2號
4997 高雄市 岡山區 小北百貨_大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大仁北路147號
4998 高雄市 岡山區 真便宜汽車精品百貨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50號1樓
4999 高雄市 岡山區 小北百貨_公園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公園西路三段127號
5000 高雄市 岡山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6號
5001 高雄市 岡山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6號
5002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灣大哥大岡山前峰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99號
5003 高雄市 岡山區 宜兒樂 高雄市岡山區前鋒路59號
5004 高雄市 岡山區 巴黎丁美妝 高雄市岡山區華園一路89巷7號
5005 高雄市 岡山區 正翰棒壘專賣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012鄰壽華路52巷3號1樓
5006 高雄市 岡山區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03-6號
5007 高雄市 岡山區 珍幸福健康茶飲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43號1樓
5008 高雄市 岡山區 康誠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81號
5009 高雄市 岡山區 維馨診所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81號
5010 高雄市 岡山區 臺灣遠山茶行 高雄市岡山區頂潭北路68巷44號
5011 高雄市 岡山區 爆汁燒烤 高雄市岡山區頂潭路1號(後棟)
5012 高雄市 岡山區 亞米炸雞華崗店 高雄市岡山區華崗里華崗路139號
5013 高雄市 岡山區 藝城軒玉術 高雄市岡山區新樂街42號
5014 高雄市 岡山區 惠佳生活精品店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22號



5015 高雄市 岡山區 野村日式燒肉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70號
5016 高雄市 岡山區 志斌豆瓣醬 高雄市岡山區大莊路72號
5017 高雄市 岡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店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嘉興路222號
5018 高雄市 岡山區 吳家紅茶冰(嘉興店)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路162號
5019 高雄市 岡山區 奇奇童鞋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壽華路120號1樓
5020 高雄市 岡山區 手作功夫茶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05號1樓
5021 高雄市 岡山區 益興機車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07-1號
5022 高雄市 岡山區 麻古茶坊-岡山壽天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63號
5023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灣大哥大岡山壽天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81號
5024 高雄市 岡山區 梅娜行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98號
5025 高雄市 岡山區 有機可尋通訊行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中山北路149號1樓
5026 高雄市 岡山區 鈺昆汽車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街169號
5027 高雄市 岡山區 及食客棧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116號
5028 高雄市 岡山區 睿成百貨行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141號
5029 高雄市 岡山區 木子樑室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151之1號1樓
5030 高雄市 岡山區 鶴雅飲品專賣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23號
5031 高雄市 岡山區 吳家紅茶冰(維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72號
5032 高雄市 岡山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岡山維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85號
5033 高雄市 岡山區 震禾岡山老街停車場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68號
5034 高雄市 岡山區 紅茶洋行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路139-1號
5035 高雄市 岡山區 柏毅車體美研 高雄市岡山區劉厝里國軒路223號
5036 高雄市 岡山區 巨匠美語_美語高雄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515號
5037 高雄市 岡山區 巨匠電腦_岡山分校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81號
5038 高雄市 岡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109-7號
5039 高雄市 岡山區 迷客夏milkshop-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40號1樓
5040 高雄市 路竹區 晨間廚房 高雄市路竹區大仁路468巷102號
5041 高雄市 路竹區 高雄市路竹區大同路428巷37號
5042 高雄市 路竹區 辰惁園 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26號
5043 高雄市 路竹區 胖叔叔雞蛋仔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72巷10號3樓
5044 高雄市 路竹區 旭森通訊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24號1樓
5045 高雄市 路竹區 得恩堂眼鏡 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35號1樓
5046 高雄市 路竹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路竹區忠孝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37號
5047 高雄市 路竹區 馬克斯手機現場快速維修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70-1號
5048 高雄市 路竹區 黛莉貝爾-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82號
5049 高雄市 路竹區 沅味巷口飯糰(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90之5號
5050 高雄市 路竹區 東星眼鏡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191號
5051 高雄市 路竹區 好好良品(網路商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369號
5052 高雄市 路竹區 好好良品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369號
5053 高雄市 路竹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542號
5054 高雄市 路竹區 YAMAHA - 新義盛車業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617號
5055 高雄市 路竹區 台灣大哥大路竹中山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632號
5056 高雄市 路竹區 台灣大哥大路竹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1057號
5057 高雄市 路竹區 特愉花坊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664號
5058 高雄市 路竹區 日興手機館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672號
5059 高雄市 路竹區 巨鑫電池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718號
5060 高雄市 路竹區 光陽-仁昌機車行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861號
5061 高雄市 路竹區 85°C路竹忠孝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935號1樓
5062 高雄市 路竹區 鮮茶道-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167號
5063 高雄市 路竹區 烏弄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197號
5064 高雄市 路竹區 飯小二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00-2號
5065 高雄市 路竹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路竹區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9號
5066 高雄市 路竹區 水巷茶弄-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32號
5067 高雄市 路竹區 台灣資生堂特約錦墩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8號
5068 高雄市 路竹區 AQ SPA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9號1樓
5069 高雄市 路竹區 馬蔥餅－路竹中興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265號
5070 高雄市 路竹區 上川3C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30-1號
5071 高雄市 路竹區 竹軒餐飲 高雄市路竹區太平路351之1號
5072 高雄市 路竹區 光陽-志明機車行 高雄市路竹區文南里延平路111號1樓
5073 高雄市 路竹區 JIT路竹忠孝店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里忠孝路81－1號1樓
5074 高雄市 路竹區 嚐仙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中正路211號1樓
5075 高雄市 路竹區 101文具天堂 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新民路1-2號
5076 高雄市 路竹區 夏立克綠豆沙專門店(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11號
5077 高雄市 路竹區 PVBOX普視網路播放器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23號
5078 高雄市 路竹區 燒包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大同路82巷5號
5079 高雄市 路竹區 瀚克寶寶-央廚 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285號
5080 高雄市 路竹區 阿媽送-甘蔗汁/日船章魚小丸子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70號
5081 高雄市 路竹區 101 文具天堂 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新民路1-2號
5082 高雄市 路竹區 迷客夏milkshop-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20號
5083 高雄市 路竹區 巴特里精緻烘培路竹門市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59號
5084 高雄市 路竹區 台灣大哥大路竹中山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632號
5085 高雄市 路竹區 水巷茶弄-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32號
5086 高雄市 路竹區 仁愛眼鏡(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36號
5087 高雄市 路竹區 宜兒樂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85號
5088 高雄市 路竹區 Pasta Now鬧義麵 高雄市路竹區博愛街2號
5089 高雄市 路竹區 中油條碼_亞柏路竹站_人工島 高雄市路竹區復興路213號
5090 高雄市 路竹區 信道冷飲(樹人醫專)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5091 高雄市 阿蓮區 台灣資生堂特約森和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12號
5092 高雄市 阿蓮區 YAMAHA - 緯岷車業 高雄市阿蓮區中山路181號
5093 高雄市 阿蓮區 Ft-7716韓國服飾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44號
5094 高雄市 阿蓮區 八方雲集(高雄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50-1號
5095 高雄市 阿蓮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84號
5096 高雄市 阿蓮區 鮮茶道-阿蓮中正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535號
5097 高雄市 阿蓮區 東星眼鏡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574號
5098 高雄市 阿蓮區 餅苑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638巷37號
5099 高雄市 阿蓮區 十九甲雞排-阿蓮直營店 高雄市阿蓮區民族路82號



5100 高雄市 阿蓮區 衣城市服飾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102號
5101 高雄市 阿蓮區 50嵐_阿蓮忠孝店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132號1樓
5102 高雄市 阿蓮區 50嵐_阿蓮忠孝店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132號1樓
5103 高雄市 阿蓮區 台灣大哥大阿蓮忠孝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199號
5104 高雄市 阿蓮區 幸福蛋 Happinessegg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253號
5105 高雄市 阿蓮區 幸福蛋 Happinessegg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253號
5106 高雄市 阿蓮區 明德食品 高雄市阿蓮區復安路172號
5107 高雄市 阿蓮區 維娜索菲 高雄市阿蓮區港後里港後5之18號
5108 高雄市 田寮區 詮豐食品 高雄市田寮區新興里公館19-2號
5109 高雄市 新興區 花季度假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安里崗北路111號
5110 高雄市 田寮區 頭前園餐廳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路7號
5111 高雄市 田寮區 頭前園餐廳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路7號
5112 高雄市 燕巢區 日月潭紅茶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區中西路42-3號
5113 高雄市 燕巢區 明政車業行 高雄市燕巢區中北路203號1F
5114 高雄市 燕巢區 貢茶-高雄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30號
5115 高雄市 燕巢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燕巢區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63之9號
5116 高雄市 燕巢區 麻古茶坊-高雄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76號
5117 高雄市 燕巢區 全紅古早味紅茶-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98-1號
5118 高雄市 燕巢區 八方雲集（高雄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04號
5119 高雄市 燕巢區 85°C高雄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06號
5120 高雄市 燕巢區 50嵐_燕巢中民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32號1樓
5121 高雄市 燕巢區 50嵐_燕巢中民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32號1樓
5122 高雄市 燕巢區 濰克早午餐(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西路72號1樓
5123 高雄市 燕巢區 十九甲雞排-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華路419號
5124 高雄市 燕巢區 est joli bebe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里中竹路4-8號
5125 高雄市 燕巢區 懷心龍小吃店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里橫山路88－1號
5126 高雄市 燕巢區 50嵐_樹科大鳳旗店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6鄰鳳旗路163號1樓
5127 高雄市 燕巢區 50嵐_樹科大鳳旗店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6鄰鳳旗路163號1樓
5128 高雄市 燕巢區 全友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鳳東路312巷8號
5129 高雄市 燕巢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義大店 高雄市燕巢區鳳旗路142號
5130 高雄市 燕巢區 羿偉博蓉水電工程行 高雄市燕巢區鳳龍巷14之5號
5131 高雄市 燕巢區 展晟數位彩色輸出中心(樹德科技大學校內店)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
5132 高雄市 燕巢區 奇奇美式炸雞(樹科店)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樹德科大)
5133 高雄市 燕巢區 THE T cafe (樹德科大店)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橫山創意基地1樓H0105(樹德科大)
5134 高雄市 燕巢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義大二店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86號
5135 高雄市 燕巢區 自然楓創意髮型 高雄市燕巢區燕南二街19號
5136 高雄市 燕巢區 松達便利超商 高雄市燕巢區瓊林里安招路830號1樓
5137 高雄市 橋頭區 樂又LUYO 問題肌膚 美睫美甲 高雄市橋頭區甲圍路建北巷27之5號
5138 高雄市 橋頭區 放空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3巷1、2號
5139 高雄市 橋頭區 沙宣文化創意工作室 高雄市橋頭區仕和村隆豐路振昌巷36號1樓
5140 高雄市 橋頭區 仁獻堂烘焙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178號
5141 高雄市 橋頭區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建興店 高雄市橋頭區民主街6號1樓
5142 高雄市 橋頭區 50嵐_橋頭白樹店 高雄市橋頭區白樹路55號1樓
5143 高雄市 橋頭區 50嵐_橋頭白樹店 高雄市橋頭區白樹路55號1樓
5144 高雄市 橋頭區 樸樂咖啡(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655號
5145 高雄市 橋頭區 TIMU AQUA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671號
5146 高雄市 橋頭區 憲茶-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路52之2號
5147 高雄市 橋頭區 真實日式高級生吐司truetoast 高雄市橋頭區建樹路51號
5148 高雄市 橋頭區 睡鼠啾啾 高雄市橋頭區公園南街一巷三號
5149 高雄市 橋頭區 新生活純鮮乳品 高雄市橋頭區田中路19號
5150 高雄市 橋頭區 新生活純鮮乳品咖啡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29號
5151 高雄市 橋頭區 巴特里精緻烘培橋頭門市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95號1樓
5152 高雄市 橋頭區 大九九大賣場-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90號
5153 高雄市 橋頭區 水流莊牧場(型農) 高雄市橋頭區興樹路成功巷35號
5154 高雄市 橋頭區 糖廠店 童玩故事館 彩虹廣場 高雄市橋頭區球場路三巷6號
5155 高雄市 橋頭區 麻古茶坊-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41號
5156 高雄市 橋頭區 台灣大哥大橋頭隆豐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09號
5157 高雄市 橋頭區 台灣大哥大橋頭隆豐特約中心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09號
5158 高雄市 橋頭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13號
5159 高雄市 橋頭區 明淨眼鏡行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18號
5160 高雄市 橋頭區 大發通訊企業社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41號1樓
5161 高雄市 橋頭區 亞太電信橋頭加盟門市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56號
5162 高雄市 橋頭區 八方雲集（高雄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71號
5163 高雄市 橋頭區 三迪屋(亞舍紅茶冰)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52號18樓之3
5164 高雄市 橋頭區 芙覓施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66號20F-8
5165 高雄市 橋頭區 85°C橋頭成功店 高雄市橋頭區德松里成功北路71號1樓
5166 高雄市 橋頭區 酷達書局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11-5號
5167 高雄市 橋頭區 酷達書局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11-5號
5168 高雄市 橋頭區 新豐眼鏡行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183號
5169 高雄市 橋頭區 宜兒樂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42號
5170 高雄市 橋頭區 昇雅美車坊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75-7號
5171 高雄市 橋頭區 50嵐_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00號
5172 高雄市 橋頭區 50嵐_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00號
5173 高雄市 橋頭區 鮮茶道-橋頭糖廠店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17號1樓
5174 高雄市 橋頭區 吳家紅茶冰(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21號1樓
5175 高雄市 仁武區 胖大Q地瓜球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之12號
5176 高雄市 橋頭區 FIGHT.K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雅歌巷1號
5177 高雄市 橋頭區 日光腳踏車店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舊巿巷5號
5178 高雄市 橋頭區 薪傳香肉鬆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舊市巷14號
5179 高雄市 橋頭區 台灣資生堂特約店美晶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村隆豐路227號
5180 高雄市 梓官區 小聚場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322-2號
5181 高雄市 梓官區 JO BABY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南路166-2號
5182 高雄市 楠梓區 JO BABY 高雄市楠梓區大舍南路166-2號
5183 高雄市 梓官區 讚旺烏魚子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179號
5184 高雄市 梓官區 水漾芙蓉美容坊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322號



5185 高雄市 梓官區 滑手機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322號1樓
5186 高雄市 梓官區 TOMEI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51號
5187 高雄市 梓官區 50嵐_梓官中崙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45號1、2樓
5188 高雄市 梓官區 50嵐_梓官中崙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45號1、2樓
5189 高雄市 梓官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梓官區中崙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300號
5190 高雄市 梓官區 戰鬥雞 油雞/醉雞 高雄市梓官區光明路130巷(梓官夜市)
5191 高雄市 梓官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梓官區蚵寮二店 高雄市梓官區光明路148號
5192 高雄市 梓官區 進安車業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南路16號
5193 高雄市 梓官區 蒸荐康國際餐飲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南路92號1樓
5194 高雄市 梓官區 蒸荐康美食坊-牙齒肉圓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南路92號1樓
5195 高雄市 梓官區 台灣大哥大梓官和平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梓官區和平路320號
5196 高雄市 梓官區 保昇汽車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006鄰通安路293號
5197 高雄市 梓官區 宏一汽車精緻保養廠 高雄市梓官區信興一路101號
5198 高雄市 梓官區 宜兒樂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148-1號
5199 高雄市 梓官區 吳家紅茶冰(梓官店)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239號1樓
5200 高雄市 梓官區 十九甲雞排-梓官店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289號
5201 高雄市 梓官區 熊旺車業 高雄市梓官區通安路154號1樓
5202 高雄市 梓官區 松本鮮奶茶-梓官店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30號
5203 高雄市 梓官區 鮮茶道-梓官進學店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4號1樓
5204 高雄市 梓官區 南群汽車保養廠 高雄市梓官區義里中崙路225之6號
5205 高雄市 梓官區 吳家紅茶冰(梓官漁港店)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一路148號
5206 高雄市 梓官區 冰心茶王冷飲店-蚵仔寮店 高雄市梓官區禮蚵里禮仁路90號1樓
5207 高雄市 彌陀區 小李漁攤 高雄市彌陀區新圧路1巷11弄4號
5208 高雄市 彌陀區 菲沐琳美學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西路1巷7之4號
5209 高雄市 彌陀區 展盛汽車美容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西路廟前巷67-1號
5210 高雄市 彌陀區 Hokun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南路77-1號
5211 高雄市 彌陀區 YAMAHA - 明樹車業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10號
5212 高雄市 彌陀區 鮮茶道-彌陀中正店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139號1樓
5213 高雄市 彌陀區 鱸好家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38號
5214 高雄市 彌陀區 吳家紅茶冰(彌陀店)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86號
5215 高雄市 彌陀區 禾馨百貨行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90號
5216 高雄市 彌陀區 旭豐蔬果商行 高雄市彌陀區公園路109之5號1樓
5217 高雄市 彌陀區 老家肉燥飯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306號
5218 高雄市 彌陀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彌陀區彌陀店 高雄市彌陀區彌陀里中正路36號
5219 高雄市 永安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永安店) 高雄市永安區保安路71-4號
5220 高雄市 永安區 中油條碼_本洲站_人工島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路18-1號
5221 高雄市 永安區 淑琪小舖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路光明三巷74號
5222 高雄市 湖內區 彩色粉圓 高雄市湖內區湖東里18鄰民生街134號
5223 高雄市 湖內區 Eting studio 高雄市湖內區大湖里24鄰長春五街6號
5224 高雄市 湖內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湖內區大湖店 高雄市湖內區大湖里民權路9-1號1樓
5225 高雄市 湖內區 光陽-立大機車行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2段67號
5226 高雄市 湖內區 八方雲集(湖內大湖店)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160號
5227 高雄市 湖內區 珍實大地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278號
5228 高雄市 湖內區 東明洗衣店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301巷21弄1號
5229 高雄市 湖內區 大鸚帝國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77-2號
5230 高雄市 湖內區 YAMAHA - 統耀車業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一段445號1F
5231 高雄市 湖內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湖內區湖內店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一段526之1號騎樓
5232 高雄市 湖內區 99洋行 高雄市湖內區中賢里信義路271號
5233 高雄市 湖內區 吳家紅茶冰(新東方店)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51號
5234 高雄市 湖內區 阿金的便祕花園 高雄市湖內區武功街60巷1號
5235 高雄市 湖內區 台灣大哥大湖內保生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159號
5236 高雄市 左營區 南方糖燻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高雄榮總)-南方糖燻滷味
5237 高雄市 湖內區 中油條碼_興達港站_人工島 高雄市湖內區海山里東方路678號
5238 高雄市 湖內區 雯香鮮花店 高雄市湖內區大湖里中山路1段220號1樓
5239 高雄市 湖內區 小乖跑馬路 高雄市湖內區長壽路33號
5240 高雄市 湖內區 王憲忠骨科診所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485號
5241 高雄市 湖內區 印水涵觀景旅館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165號
5242 高雄市 湖內區 嘉豪足浴工坊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里005鄰民族街151號
5243 高雄市 湖內區 錦隆雜貨行 高雄市湖內區湖內里5鄰民族街151號1樓
5244 高雄市 湖內區 保昇電腦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432號
5245 高雄市 湖內區 鮮味工坊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868巷3號
5246 高雄市 湖內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湖內區東方店 高雄市湖內區湖東里中山路一段233-2號
5247 高雄市 湖內區 霧晤(高雄店) 高雄市湖內區寧靖街25巷6弄3號
5248 高雄市 鳳山區 日式威廉 吻鑽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64號1樓
5249 高雄市 鳳山區 日式威廉 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46號1樓
5250 高雄市 鳳山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56號1樓
5251 高雄市 鳳山區 愛開玩笑的人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二段13號
5252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力行店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37號
5253 高雄市 鳳山區 拉風美髮沙龍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41號
5254 高雄市 鳳山區 綠圓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07號
5255 高雄市 鳳山區 昌平炸雞王 中山西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17號
5256 高雄市 鳳山區 96小鋪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里工協街8號10樓
5257 高雄市 鳳山區 hm.eyelash美人魚日式手作美睫 高雄市鳳山區北仁街103號11樓
5258 高雄市 三民區 在這裡here手作紅豆餅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旁邊
5259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13-2號
5260 高雄市 鳳山區 球球在一起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185巷30號
5261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境青茶(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29號
5262 高雄市 鳳山區 黃氏良行-甘草芭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67號
5263 高雄市 鳳山區 正妹妹雞蛋糕(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3號
5264 高雄市 鳳山區 良宣眼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78號
5265 高雄市 鳳山區 丼口食堂 鳳青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94號
5266 高雄市 鳳山區 Yuuki Bakery 勇氣麵包店 高雄市鳳山區保安一街99巷1號
5267 高雄市 鳳山區 阿寶大腸蚵仔麵線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27巷32號4樓
5268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海洋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31號
5269 高雄市 鳳山區 ㄧ飛沖天麻辣燙-海洋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41號



5270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府前店 高雄市鳳山區府前路36號
5271 高雄市 鳳山區 蔗滋魚好吃鯛魚燒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2號2樓
5272 高雄市 鳳山區 莎莎寢飾 高雄市鳳山區北華街18巷5號
5273 高雄市 鳳山區 來七號咖啡No.7Cafe 高雄市鳳山區國光路7號
5274 高雄市 鳳山區 昌平炸雞王 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65號
5275 高雄市 鳳山區 X&Y智慧3C包膜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16號17樓
5276 高雄市 鳯山區 心喜手工茶-鳳山博愛店 高雄市鳯山區博愛路35號對面-心喜手工茶-鳯山博愛店
5277 高雄市 鳳山區 車藝專業美容工藝 高雄市鳳山區華明街55號
5278 高雄市 鳳山區 小小冰手作綿綿冰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257號
5279 高雄市 鳳山區 Emilys_Garden手作乾燥花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336號
5280 高雄市 鳳山區 蔬味町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12號
5281 高雄市 鳳山區 十穀 高雄市鳳山區瑞智街32號
5282 高雄市 鳳山區 雪拉公主雞蛋糕-瑞興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251號(騎樓)
5283 高雄市 鳳山區 享飛鹽酥雞 高雄市鳳山區過勇路200號
5284 高雄市 鳳山區 雙寶鹽酥雞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二街147號10樓
5285 高雄市 鳳山區 讚站佳品茶城總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1號騎樓-讚站佳品茶城(正修店)
5286 高雄市 鳳山區 老王3C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34巷42號15樓
5287 高雄市 鳳山區 不朽茶室會社-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3號
5288 高雄市 鳳山區 里奧精品咖啡(兵仔市場營業處) 高雄市鳳山區一市場86號
5289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八德店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80號1樓
5290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八德店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80號1樓
5291 高雄市 鳳山區 三輪的店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96巷25號
5292 高雄市 鳳山區 39焗烤家族(赤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98號1樓
5293 高雄市 鳳山區 極樂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32號
5294 高雄市 鳳山區 頑顏自然館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431號一樓
5295 高雄市 鳳山區 lamifans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433巷8號
5296 高雄市 鳳山區 艾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二段200號1樓
5297 高雄市 鳳山區 JC廚房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03號
5298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總店)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7號
5299 高雄市 鳳山區 鴻旻鎖印行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42之1號
5300 高雄市 鳳山區 長葉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68號
5301 高雄市 鳳山區 XUAN NISE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68號1F
5302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里光遠路240號1樓
5303 高雄市 鳳山區 三鳳鮮榨油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19號
5304 高雄市 鳳山區 成發百貨行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27號
5305 高雄市 鳳山區 窗口土司(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65號
5306 高雄市 鳳山區 春憶窗簾寢飾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82號
5307 高雄市 鳳山區 金利隆生技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8號
5308 高雄市 鳳山區 金利隆生技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8號
5309 高雄市 鳳山區 季洋莊園咖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97號、299號、301號
5310 高雄市 鳳山區 小魔女手作工房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45號
5311 高雄市 鳳山區 興趣xsimtree 衛武營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3樓
5312 高雄市 鳳山區 跳舞香水衛武營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一號
5313 高雄市 鳳山區 藝凡髮型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55號
5314 高雄市 鳳山區 歐耶眼鏡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59號
5315 高雄市 鳳山區 藍寶貝美甲美睫(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96號
5316 高雄市 鳳山區 金銘專業眼鏡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20號1樓
5317 高雄市 鳳山區 青田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25號
5318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46號
5319 高雄市 鳳山區 帕里尼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54號
5320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鳳山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58-1號1樓
5321 高雄市 鳳山區 春陽茶事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58號1樓
5322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鳳山區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64號
5323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232號1樓
5324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232號1樓
5325 高雄市 鳳山區 Sharing義大利麵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47號
5326 高雄市 鳳山區 順譽電器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10巷25號
5327 高雄市 鳳山區 御約髮妝造型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48號
5328 高雄市 鳳山區 新城餐館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60號
5329 高雄市 鳳山區 真心食坊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90號
5330 高雄市 鳳山區 兩分進廚坊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143-1號
5331 高雄市 鳳山區 巴達企業行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18號
5332 高雄市 鳳山區 俞丹髮型沙龍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1號
5333 高雄市 鳳山區 G Coffee 居藝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92號
5334 高雄市 鳳山區 勝驛起重行 高雄市鳳山區大德街132號
5335 高雄市 鳳山區 愛河啤酒花園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75號11樓
5336 高雄市 鳳山區 hbwallet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83號8樓
5337 高雄市 鳳山區 名媛婦幼用品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33號
5338 高雄市 鳳山區 洗鞋專科/進興醫鞋(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5號1樓
5339 高雄市 鳳山區 乖狗狗寵物坊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73號
5340 高雄市 鳳山區 宜景園餐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98號
5341 高雄市 鳳山區 ＦＵＪＩ按摩椅 高雄鳳山家樂福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2樓
5342 高雄市 鳳山區 85°C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06號
5343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府前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08號
5344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農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16號2樓
5345 高雄市 鳳山區 財團法人農漁會南區資訊中心附設電子商務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16號4樓
5346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鳳山國中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32號1樓
5347 高雄市 鳳山區 里奧精品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81號
5348 高雄市 鳳山區 陳心辰意商號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92巷176號11樓
5349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大哥大鳳山中山東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26、228號
5350 高雄市 鳳山區 鄭淵家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533號1樓
5351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埤頂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547號1樓
5352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埤頂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547號1樓
5353 高雄市 鳳山區 史帝分寵物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64之3號1樓
5354 高雄市 鳳山區 山川香茶行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84之1號



5355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鳳山國中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86-8號
5356 高雄市 鳳山區 YAMAHA - 車中車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99號
5357 高雄市 鳳山區 大苑子-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00號1樓
5358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川本舖古早味蛋糕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16號1樓
5359 高雄市 鳳山區 不老松足湯 高雄鳳山行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17號
5360 高雄市 鳳山區 巴黎香水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1號
5361 高雄市 鳳山區 MACU-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6-4號
5362 高雄市 鳳山區 紅寶石皮鞋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6號
5363 高雄市 鳳山區 布嚕布嚕可麗餅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8號
5364 高雄市 鳳山區 紅螞蟻鞋品(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38號
5365 高雄市 鳳山區 FILA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2-5號1樓
5366 高雄市 鳳山區 金品運動廣場-鳳山一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3號
5367 高雄市 鳳山區 Woopen木盆-鳳山中山加盟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6-2號
5368 高雄市 鳳山區 Under Armour 高雄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56號
5369 高雄市 三民區 Minee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79號6樓
5370 高雄市 鳳山區 閣樓咖啡 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21之1號
5371 高雄市 鳳山區 良品冰室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249號
5372 高雄市 鳳山區 沅味巷口飯糰(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51號
5373 高雄市 鳳山區 標準光學眼鏡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61號
5374 高雄市 鳳山區 濃厚鋪青草茶(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740號
5375 高雄市 鳳山區 飆新立異通訊精品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77號1樓
5376 高雄市 鳳山區 水龍吟茶坊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5號1樓
5377 高雄市 鳳山區 巧合內衣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7號
5378 高雄市 鳳山區 威通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21號1樓
5379 高雄市 鳳山區 呷尚寶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48號
5380 高雄市 鳳山區 嵐公主時尚美甲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自由路232號1F
5381 高雄市 鳳山區 東美髮學 高雄市鳳山區田中央路103號
5382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60號
5383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60號
5384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72號
5385 高雄市 鳳山區 興旺計程車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里中崙路6之5號
5386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570號1樓
5387 高雄市 鳳山區 皇家3C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574號1樓
5388 高雄市 鳳山區 敗犬粉圓冰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26號
5389 高雄市 鳳山區 鐵皮屋日韓精品服飾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72號
5390 高雄市 鳳山區 媚力泊咖啡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40-1號
5391 高雄市 鳳山區 H&D東稻家居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55號
5392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五甲光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58號1樓
5393 高雄市 鳳山區 莉睫時尚美睫沙龍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18號
5394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國泰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22號1樓
5395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國泰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22號1樓
5396 高雄市 鳳山區 宜莛美學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24巷14號
5397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8號
5398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8號
5399 高雄市 鳳山區 升太燈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0號
5400 高雄市 鳳山區 食時加春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6號1樓
5401 高雄市 鳳山區 鴻成眼鏡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560號
5402 高雄市 鳳山區 民二區五甲拖吊場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667-1號
5403 高雄市 鳳山區 首搖茶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84號
5404 高雄市 鳳山區 非凡SPA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05巷8-1號
5405 高雄市 鳳山區 CandyFloss Flower Cafe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05巷8-3號
5406 高雄市 鳳山區 德周TV GAME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09號1樓
5407 高雄市 鳳山區 吉兒二手商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50號
5408 高雄市 鳳山區 世博眼鏡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88號
5409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享吉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95號
5410 高雄市 鳳山區 可利丹烘焙坊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55號
5411 高雄市 鳳山區 原點3C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09號
5412 高雄市 鳳山區 Butyshop五甲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17號
5413 高雄市 鳳山區 品格臭豆腐鍋(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33號
5414 高雄市 鳳山區 比樂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29號
5415 高雄市 鳳山區 豚將拉麵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0號一樓
5416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4號
5417 高雄市 鳳山區 貢茶-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6號
5418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9號
5419 高雄市 鳳山區 箸福手作壽司丼飯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62號
5420 高雄市 鳳山區 九乘九文具專家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78號
5421 高雄市 鳳山區 M-toy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98號
5422 高雄市 鳳山區 滑機機電信 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00號
5423 高雄市 鳳山區 黛莉貝爾-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57號
5424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錦田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77號
5425 高雄市 鳳山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五甲三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88號
5426 高雄市 鳳山區 弘雅企業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98之1號
5427 高雄市 鳳山區 華興動物醫院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06號
5428 高雄市 鳳山區 青釉茶事 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07號
5429 高雄市 鳳山區 Ailsphone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08號1樓
5430 高雄市 鳳山區 寶麗金眼鏡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62號1樓
5431 高雄市 鳳山區 宓朵拉韓系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65號
5432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75號1樓
5433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75號1樓
5434 高雄市 鳳山區 時代體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91號
5435 高雄市 鳳山區 紅螞蟻鞋品(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04號
5436 高雄市 鳳山區 翊豐水冷扇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8號
5437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友眼鏡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65號
5438 高雄市 鳳山區 貓狗大棧(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68號
5439 高雄市 鳳山區 勝合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293之1號1樓



5440 高雄市 鳳山區 Louisa Coffee高雄五甲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35號
5441 高雄市 鳳山區 吳文紹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3號
5442 高雄市 鳳山區 新吾福五金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53號
5443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64號
5444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五甲三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81號
5445 高雄市 鳳山區 烏弄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93號
5446 高雄市 鳳山區 金如山銀樓(五福店） 高雄市鳳山區福祥里五甲三路2-5號1樓
5447 高雄市 鳳山區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3號2樓
5448 高雄市 鳳山區 海豚之星童飾衣著館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里1鄰五甲三路15號
5449 高雄市 鳳山區 指森林 環保指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仁愛路60巷39號
5450 高雄市 鳳山區 蓓蓓結婚禮品屋 高雄市鳳山區天興街32-1號
5451 高雄市 鳳山區 海斯頓法式甜點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111號
5452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機車金質專銷商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270號
5453 高雄市 鳳山區 薇貞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160巷25號8樓
5454 高雄市 鳳山區 Dr.Foot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17號
5455 高雄市 鳳山區 No.42 store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42號
5456 高雄市 鳳山區 悅讀影音書坊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45號1樓
5457 高雄市 鳳山區 ＦＵＪＩ按摩椅 高雄鳳山大潤發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
5458 高雄市 鳳山區 順鑫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67之2號
5459 高雄市 鳳山區 NEMI 高雄市鳳山區文平街168號
5460 高雄市 鳳山區 尚容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文正路58-1號
5461 高雄市 鳳山區 大手町秘境 高雄市鳳山區文安街2號
5462 高雄市 鳳山區 蟲林坊 高雄市鳳山區文和街1號&nbsp;
5463 高雄市 鳳山區 喜二純鈦金藝術 高雄市鳳山區文和街22號
5464 高雄市 鳳山區 紐約時尚髮 高雄市鳳山區文東街223號
5465 高雄市 鳳山區 喬生藥局 高雄市鳳山區文建街178、180號
5466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清街141號1樓
5467 高雄市 鳳山區 CHEN‘S美創概念 高雄市鳳山區文清街17號
5468 高雄市 前鎮區 木木屋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5469 高雄市 鳳山區 小桃子茶飲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20鄰文衡路41號
5470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鳳山大潤發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化路59號Ｂ1
5471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商車站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27號
5472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商車站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華里文衡路27號
5473 高雄市 鳳山區 漫時光早午餐-文雅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街101巷42號
5474 高雄市 鳳山區 阿原 高雄市鳳山區文殿街69號4樓
5475 高雄市 鳳山區 舊 美食餐廳 鍋燒 餐館 JO Restaurant 高雄市鳳山區文聖街150號
5476 高雄市 鳳山區 天龍第一計程車 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青年路2段189號17樓
5477 高雄市 鳳山區 鳥籠衣飾Birdcage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32號
5478 高雄市 鳳山區 金和肉品(文鳳旗艦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63號
5479 高雄市 鳳山區 麗馨汽車旅館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96號
5480 高雄市 鳳山區 PSC洗鞋達人 高雄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中街276號1樓
5481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媽臭臭鍋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2段532號
5482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景盛水果大賣場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398號1樓
5483 高雄市 鳳山區 神奇手機包膜館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470號1樓
5484 高雄市 鳳山區 鬍鬚雞排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濱山街9號1樓
5485 高雄市 鳳山區 竣盛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54號
5486 高雄市 鳳山區 柴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文學街83號
5487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概念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文殿街36號
5488 高雄市 鳳山區 莎蘿日本精品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413號1樓
5489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445號
5490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445號
5491 高雄市 鳳山區 加依軒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24號
5492 高雄市 鳳山區 小百合髮廊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33號
5493 高雄市 鳳山區 Q哥_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50號
5494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鳳山區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57號
5495 高雄市 鳳山區 日安美學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52號
5496 高雄市 鳳山區 Leo Detailing 車體鍍膜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63號
5497 高雄市 鳳山區 品約餐坊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8號
5498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廚房-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830號
5499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文宏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382號1樓
5500 高雄市 鳳山區 馨格童裝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31號1樓
5501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52號
5502 高雄市 鳳山區 睛湛眼鏡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82號1樓
5503 高雄市 鳳山區 杉之秀SPA芳療護理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88號
5504 高雄市 鳳山區 ICE+(艾司加)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91號
5505 高雄市 鳳山區 季洋莊園咖啡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95號
5506 高雄市 鳳山區 安婕髮藝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76號1樓
5507 高雄市 鳳山區 MACU-鳳山車站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號
5508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進益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70號
5509 高雄市 前鎮區 喵唬食驗室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54號
5510 高雄市 鳳山區 胖師傅牛肉麵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181號
5511 高雄市 鳳山區 Lane28-文龍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238-1號1樓
5512 高雄市 鳳山區 麥味登文龍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242號
5513 高雄市 鳳山區 沅味巷口飯糰(文龍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282號旁空地
5514 高雄市 鳳山區 T恤手造館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33號1樓
5515 高雄市 鳳山區 樂芯炸彈泡芙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369號
5516 高雄市 鳳山區 晴天二輪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380號
5517 高雄市 鳳山區 巴豆夭百元美味鍋物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392號
5518 高雄市 鳳山區 新宿日式燒肉飯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670號
5519 高雄市 鳳山區 三茶(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723號
5520 高雄市 鳳山區 達特豐Dr.Phone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路17號
5521 高雄市 鳳山區 麥味登鳳山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路65號
5522 高雄市 鳳山區 17號穀倉手工吐司坊文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23號1樓
5523 高雄市 鳳山區 鍋濤粵式煲鍋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28號1樓
5524 高雄市 鳳山區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文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38號2樓



5525 高雄市 鳳山區 BT蝴蝶餐廳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71號
5526 高雄市 鳳山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鳳山中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159號
5527 高雄市 鳳山區 85°C鳳山軍校店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200號1F
5528 高雄市 鳳山區 銳蘢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26號
5529 高雄市 鳳山區 益豊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58號
5530 高雄市 鹽埕區 淳粹愛雜貨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駁二市集)
5531 高雄市 鳳山區 烏鬼洞6號-海濤客 高雄市鳳山區北仁街37號
5532 高雄市 鳳山區 宗蒼歐系改裝 INND 高雄市鳳山區北文街18號
5533 高雄市 鳳山區 尚鑫專營鈑金烤漆 高雄市鳳山區北文街25號
5534 高雄市 鳳山區 馥澄美容美體 高雄市鳳山區埤北路237巷20號
5535 高雄市 鳳山區 夢想車棧Detailing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路12號
5536 高雄市 鳳山區 漫時光早午餐-北昌店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路18號
5537 高雄市 左營區 Mark3C家電生活館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767號13樓之1
5538 高雄市 苓雅區 EZ CHOCOLAT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51號
5539 高雄市 鳳山區 鳳西羽球體育用品 高雄市鳳山區平等路58號
5540 高雄市 鳳山區 雲水集型體美學莊園館 高雄市鳳山區平等路63號
5541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鳳山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南華路170號1樓
5542 高雄市 鳳山區 吉盈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生明里王生明路176號1樓
5543 高雄市 鳳山區 尚昂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田中央路93號
5544 高雄市 鳳山區 小螞蟻手作烘焙坊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61號
5545 高雄市 鳳山區 世聖精品鮮果社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06號
5546 高雄市 鳳山區 瘋桌遊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79號
5547 高雄市 鳳山區 老闆不夠辣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號
5548 高雄市 鳳山區 明鴻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20號
5549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68號
5550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68號
5551 高雄市 鳳山區 艾蕊絲藝術美甲沙龍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70號
5552 高雄市 鳳山區 雙紅經典復刻紅茶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76號
5553 高雄市 鳳山區 國王專業奈米鍍膜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69-5號七樓
5554 高雄市 鳳山區 饈饈單人火鍋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71號6樓
5555 高雄市 鳳山區 豪冠樂器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321號1樓
5556 高雄市 鳳山區 茶湯會高雄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95號
5557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大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11號騎樓
5558 高雄市 鳳山區 Samsung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30號
5559 高雄市 鳳山區 Samsung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30號
5560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光遠大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32號1樓
5561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光遠大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32號1樓
5562 高雄市 鳳山區 濃厚鋪青草茶(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37號
5563 高雄市 鳳山區 圓石Teaba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78號
5564 高雄市 鳳山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80號
5565 高雄市 鳳山區 輕手捲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11號
5566 高雄市 鳳山區 大黑松小倆口(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48號
5567 高雄市 鳳山區 老賴茶棧-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00號
5568 高雄市 鳳山區 W.W手機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04號
5569 高雄市 鳳山區 津芒果冰品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61號
5570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光遠黃埔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63號
5571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光遠黃埔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63號
5572 高雄市 鳳山區 好厝邊瓦斯精品廚具 高雄市鳳山區合作街53號
5573 高雄市 鳳山區 金三冷氣空調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97號
5574 高雄市 鳳山區 Jasmine日韓飾品(安寧店) 高雄市鳳山區安寧街117號
5575 高雄市 鳳山區 艾捷 高雄市鳳山區安寧街2巷4-4號
5576 高雄市 鳳山區 哈豆花 高雄市鳳山區老爺里海洋二路158號1樓
5577 高雄市 鳳山區 手機堂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06之1號
5578 高雄市 鳳山區 阿性雲端鳳山自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28號1樓
5579 高雄市 鳳山區 濃厚鋪青草茶(自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84-186號
5580 高雄市 鳳山區 恩德婦產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01號
5581 高雄市 鳳山區 大碗公冰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47號
5582 高雄市 鳳山區 樂林魚堂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54號
5583 高雄市 鳳山區 馬可先生第十_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61號1樓
5584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神轟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6號
5585 高雄市 鳳山區 江東烤鴨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72號1樓
5586 高雄市 鳳山區 友堅電腦維修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一路132號
5587 高雄市 鳳山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佳辰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一路67號
5588 高雄市 鳳山區 MACU-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11號
5589 高雄市 鳳山區 一沐日_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18號1樓
5590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夜市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20號
5591 高雄市 鳳山區 珍寶廚房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22號6樓
5592 高雄市 鳳山區 老賴茶棧-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64號
5593 高雄市 鳳山區 龍形水族館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254號1樓
5594 高雄市 鳳山區 五甲廟口大腸蚵仔麵線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29號
5595 高雄市 鳳山區 MACU-五甲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78號
5596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37號
5597 高雄市 鳳山區 茶湯會高雄鳳山自強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53號
5598 高雄市 鳳山區 茶湯會(高雄鳳山自強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53號
5599 高雄市 新興區 膜力紅五甲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強二路68號
5600 高雄市 鳳山區 喵喜喵喜奶蓋茶專門店(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80號
5601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92號1樓
5602 高雄市 鳳山區 發現飲食 高雄市鳳山區西里中山西路21號1樓
5603 高雄市 鳳山區 榮翊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西湖街62號1樓
5604 高雄市 鳳山區 品香麵包 高雄市鳳山區和平路91號
5605 高雄市 鳳山區 和成藥局 高雄市鳳山區和成路65號
5606 高雄市 鳳山區 喜歡你咖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里光復路二段132號1樓
5607 高雄市 鳳山區 阿米米貓園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里新生街一段82號
5608 高雄市 鳳山區 KYMCO毅翔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298號
5609 高雄市 鳳山區 上石坊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77?1號1樓



5610 高雄市 鳳山區 小章冰杏仁茶 高雄市鳳山區杭州西街129號
5611 高雄市 鳳山區 早安美芝城(鳳山活力杭州店) 高雄市鳳山區杭州街11號
5612 高雄市 鳳山區 傑瑞光學眼鏡 高雄市鳳山區武松里經武路209號
5613 高雄市 鳳山區 東星眼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102號
5614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大哥大鳳山五甲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84號
5615 高雄市 鳳山區 巴豆械軌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122號
5616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武慶店)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36號
5617 高雄市 鳳山區 茗禮坊飲茶室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66號
5618 高雄市 鳳山區 日十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237號1樓
5619 高雄市 鳳山區 YAMAHA - 利泰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241號
5620 高雄市 鳳山區 戶立氣墊遊戲樂園 高雄市鳳山區油管路3巷22-24號
5621 高雄市 鳳山區 尋稻創意炒飯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1段331號
5622 高雄市 鳳山區 泓毅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201之5號1樓
5623 高雄市 鳳山區 元升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239號1樓
5624 高雄市 鳳山區 左眼右眼眼鏡行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476號
5625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曜和茶(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84號
5626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13號
5627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13號
5628 高雄市 鳳山區 全紅古早味紅茶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28號
5629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鳳山區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37號
5630 高雄市 鳳山區 沐吉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41號
5631 高雄市 鳳山區 寶寶通訊行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45號
5632 高雄市 鳳山區 竹蓮臭豆腐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75號
5633 高雄市 鳳山區 魯十二滷肉飯 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24號
5634 高雄市 鳳山區 友勁蜂蜜(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78號
5635 高雄市 鳳山區 禎璟輪胎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號
5636 高雄市 鳳山區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禎璟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號
5637 高雄市 鳳山區 康青龍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05號
5638 高雄市 鳳山區 加州歐美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49號2樓
5639 高雄市 鳳山區 路易莎咖啡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53號
5640 高雄市 鳳山區 竹夯鍋物-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55號
5641 高雄市 鳳山區 茶湯會鳳山青年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67號
5642 高雄市 鳳山區 茶湯會(鳳山青年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67號
5643 高雄市 鳳山區 娃娃世界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07及309號
5644 高雄市 鳳山區 貴夫人生機生活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6號一樓
5645 高雄市 鳳山區 MACU-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20號
5646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大哥大鳳山青年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26號
5647 高雄市 鳳山區 茶十二青年綠茶館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62-3號
5648 高雄市 鳳山區 星和愛漂亮＿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66號
5649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山名人樂器行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68號
5650 高雄市 鳳山區 愛力客音樂經紀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68號2樓
5651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鳳山區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86號1樓
5652 高雄市 鳳山區 喫茶小舖_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86號
5653 高雄市 鳳山區 仁愛眼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03號
5654 高雄市 鳳山區 美育音樂舞蹈教育機構-鳳山分校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35號4樓
5655 高雄市 鳳山區 鄧老師(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8號
5656 高雄市 鳳山區 膜FAN－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9號
5657 高雄市 鳳山區 悅食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96號
5658 高雄市 鳳山區 拾年茶事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00號
5659 高雄市 鳳山區 大佳眼鏡精品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56號
5660 高雄市 鳳山區 黑糖奶奶三犬本舖鳳山3號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82號
5661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原芋圓(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630號
5662 高雄市 鳳山區 展育企業行 高雄市鳳山區保生路162號1樓
5663 高雄市 鳳山區 卯時飯糰、刈包 高雄市鳳山區保生路300號騎樓
5664 高雄市 鳳山區 麗登汽車旅館 高雄市鳳山區保安一街3號
5665 高雄市 鳳山區 尚美油漆行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272號
5666 高雄市 鳳山區 立潁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南安路85號
5667 高雄市 鳳山區 廟口勝鹽水雞赤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36鄰國慶六街80號
5668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發展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南和一路7號1樓
5669 高雄市 鳳山區 欣璇-站式美容造型 高雄市鳳山區南成里福安二街214巷15號1樓
5670 高雄市 鳳山區 優感美髮髮型屋 高雄市鳳山區南江街25號1樓
5671 高雄市 鳳山區 桌樂趣桌遊舖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228巷3號
5672 高雄市 鳳山區 宇勝專業剪刀髮品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42之1號
5673 高雄市 鳳山區 聚星手機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437號
5674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鳳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一路26號
5675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02號
5676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 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51-1號
5677 高雄市 鳳山區 沅味巷口飯糰(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200號
5678 高雄市 鳳山區 LG翔威科技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68號1樓
5679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昆益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南榮路32號
5680 高雄市 鳳山區 G-BELLE 吉貝兒 高雄市鳳山區南興里維新路34號2樓
5681 高雄市 鳳山區 真實吐司truetoast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三路387號11樓
5682 高雄市 鳳山區 真實美顏飲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三路387號11樓
5683 高雄市 鳳山區 好正點港式點心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3段337號
5684 高雄市 鳳山區 蜜桃情趣禮品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3段517號
5685 高雄市 鳳山區 新翔汽車鍍膜坊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3段541號1樓
5686 高雄市 鳳山區 宏騰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3段543號
5687 高雄市 鳳山區 邱麻麻專業鍋底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401巷1-1號
5688 高雄市 鳳山區 赫瑞汽車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59號
5689 高雄市 鳳山區 和雲-高雄鳳山站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60號
5690 高雄市 鳳山區 森焱上饌鍋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96號1樓
5691 高雄市 鳳山區 真典精品鞋箱包修護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33號1樓
5692 高雄市 鳳山區 速得意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77號
5693 高雄市 鳳山區 格上租車-高雄鳳山站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78號
5694 高雄市 鳳山區 詩肯集團鳳山建國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401號



5695 高雄市 鳳山區 欣鋒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487號
5696 高雄市 鳳山區 昱展汽車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493-1號
5697 高雄市 鳳山區 久億藥局海洋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121號1樓
5698 高雄市 鳳山區 川蜀美食部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71巷2號
5699 高雄市 鳳山區 HC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29號
5700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海洋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43號
5701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海洋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43號
5702 高雄市 鳳山區 美芝城活力 - 海洋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88號
5703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22號
5704 高雄市 鼓山區 新高橋藥局(美東二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77號
5705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高橋藥局(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930號
5706 高雄市 鳳山區 美濃客家菜(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88號
5707 高雄市 鳳山區 千升企業行 高雄市鳳山區一甲里五甲二路340-1號1樓
5708 高雄市 鳳山區 明城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二甲里五甲二路247號
5709 高雄市 鳳山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96號
5710 高雄市 鳳山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96號
5711 高雄市 鳳山區 米蘭達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22號1F
5712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17-2號
5713 高雄市 鳳山區 烏弄鳳山中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4-5號
5714 高雄市 鳳山區 崇尚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中榮里中崙二路543號1樓
5715 高雄市 鳳山區 圓石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1路32號1F
5716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大哥大鳳山五甲一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84號
5717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9號1樓
5718 高雄市 鳳山區 珍煮丹鳳山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69號1樓
5719 高雄市 鳳山區 飛達攝影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9號
5720 高雄市 鳳山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號
5721 高雄市 鳳山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號
5722 高雄市 新興區 清原芋圓(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505號
5723 高雄市 鳳山區 仁愛眼鏡(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號
5724 高雄市 鳳山區 小北百貨_福誠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2、4號1-2樓
5725 高雄市 鳳山區 正昌萬能角鋼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167號
5726 高雄市 鳳山區 鍛鑶拉麵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282號
5727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捷乘數位服務 高雄市鳳山區文英里9鄰建國路3段32號
5728 高雄市 鳳山區 球球之家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1號3樓
5729 高雄市 鳳山區 歐俊彥小兒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20號1-2樓
5730 高雄市 鳳山區 小北百貨_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419號
5731 高雄市 鳳山區 青檸悠活檸檬酵素飲 高雄市鳳山區華山街122號
5732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站前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號
5733 高雄市 鳳山區 文龍東里歐歐式早餐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180號
5734 高雄市 鳳山區 築間幸福鍋物-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79號
5735 高雄市 鳳山區 正點幸福糖餅屋 高雄市鳳山區文豐街11巷41弄5號
5736 高雄市 鳳山區 吉事達行動通訊行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里五甲二路202號
5737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
5738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獅湖蝴蝶園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一巷25號
5739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貝殼博物館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887號
5740 高雄市 六龜區 寶來花賞溫泉公園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137號
5741 高雄市 燕巢區 崗山之眼天空廊道 高雄市燕巢區菜寮路
5742 高雄市 鼓山區 壽山動物園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350號
5743 高雄市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福慈善總會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41號4樓
5744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13號
5745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大哥大鳳山光遠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38號
5746 高雄市 鳳山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9號1樓
5747 高雄市 鳳山區 里歐和成店 高雄市鳳山區和成路81號
5748 高雄市 鳳山區 TW-Kinder Puppets 高雄市鳳山區武松街83號1樓
5749 高雄市 鳳山區 鳳新電腦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285號
5750 高雄市 鳳山區 百年雲端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285號2樓
5751 高雄市 鳳山區 百年雲端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285號2樓
5752 高雄市 鳳山區 銘灃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118號
5753 高雄市 鳳山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71號
5754 高雄市 鳳山區 烏弄文山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12號
5755 高雄市 鳳山區 映相文山創意廣告社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48號
5756 高雄市 鳳山區 倍思手機配件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48號
5757 高雄市 鳳山區 一芳-鳳山青年店(盟)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84號
5758 高雄市 鳳山區 太卡啡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96號
5759 高雄市 鳳山區 太卡啡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96號
5760 高雄市 鳳山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01號
5761 高雄市 鳳山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01號
5762 高雄市 鳳山區 老K牌彈簧床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69號
5763 高雄市 鳳山區 馨百居家護理所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220巷5號1樓
5764 高雄市 鳳山區 雄大書局 高雄市鳳山區南榮路161號
5765 高雄市 鳳山區 信元工程行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192巷33之17號
5766 高雄市 鳳山區 胡麻園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36號
5767 高雄市 鳳山區 立盛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1號
5768 高雄市 鳳山區 天迪通信行 高雄市鳳山區國富里新富路580巷580巷17號1樓
5769 高雄市 大社區 六度本舖 高雄市大社區萬金路5之12號
5770 高雄市 鳳山區 T.ONE輕食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善美路40號
5771 高雄市 鳳山區 小北百貨_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泰里新富路430號1樓
5772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山李嘉文泌尿科診所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66號1樓
5773 高雄市 鳳山區 冷氣經銷商 / 專業安裝 /家電販售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21號
5774 高雄市 鳳山區 烏弄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49號
5775 高雄市 鳳山區 小北百貨_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誠德里中山東路180號
5776 高雄市 鳳山區 誠食鮮生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頂新一街49號
5777 高雄市 前鎮區 梁社漢排骨飯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89號1樓
5778 高雄市 鳳山區 蘋果綠烘焙坊 高雄市鳳山區鳳崗路1之2號
5779 高雄市 鳳山區 築間幸福鍋物-鳳山鳳捷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捷路122號



5780 高雄市 鳳山區 Volkwagen 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2-1號
5781 高雄市 鳳山區 CHI GOAL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67號1樓
5782 高雄市 鳳山區 迷客夏milkshop-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27號
5783 高雄市 鳳山區 迷客夏milkshop-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27號
5784 高雄市 鳳山區 NAStudio 高雄市鳳山區高鳳一路10號
5785 高雄市 鳳山區 隆盛ysp 高雄市鳳山區高鳳一路26號
5786 高雄市 鳳山區 全飾界 高雄市鳳山區國民街5號
5787 高雄市 鳳山區 嫚嫚新鮮現熬鳳梨水果茶 麻油雞湯，麻米血，麻麵線，冷壓頂級麻油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3巷7之4號
5788 高雄市 鳳山區 步京閣老北京布鞋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59-1號
5789 高雄市 鳳山區 麗馨精品商旅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77號
5790 高雄市 鳳山區 品格up臭豆腐鍋(頂庄店) 高雄市鳳山區頂庄路180號
5791 高雄市 鳳山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頂庄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頂庄路382號1樓
5792 高雄市 鳳山區 聚億百貨 高雄市鳳山區頂新五街50號12樓
5793 高雄市 鳳山區 六度本舖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192號
5794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凱旋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71號
5795 高雄市 鳳山區 奇雞冰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73號
5796 高雄市 鳳山區 李氏別苑大社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85-7號8樓
5797 高雄市 鳳山區 品穎寢具生活工場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00巷3號
5798 高雄市 鳳山區 茶湯會(鳳山凱旋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13號
5799 高雄市 三民區 Baby star 高雄市三民區民信路51號5樓
5800 高雄市 鳳山區 戴家羊肉粉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97號
5801 高雄市 鳳山區 濰克早午餐-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南路14、16號
5802 高雄市 鳳山區 力尚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47號10樓
5803 高雄市 鳳山區 博愛洗車場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2號
5804 高雄市 鳳山區 水易購淨水網(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386號
5805 高雄市 鳳山區 盈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517號10樓
5806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博愛店）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71號
5807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鳳山博愛店)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85號(正對面)
5808 高雄市 鳳山區 葦菻髮藝 高雄市鳳山區善美路83號
5809 高雄市 鳳山區 夏志文即呷尚寶中西式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富甲里南正二路102-7號
5810 高雄市 鳳山區 艾薇教育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富榮里南正一路74號1樓
5811 高雄市 鳳山區 文禾友 高雄市鳳山區華山街151之4號
5812 高雄市 鳳山區 胖老爹美式炸雞(鳳林黃埔店)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四村1巷11之3號
5813 高雄市 鳳山區 胖老娘冰茶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四村1巷11之3號
5814 高雄市 鳳山區 棉花糖民宿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東二巷83號
5815 高雄市 鳳山區 共藝術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東二巷85-1號
5816 高雄市 鳳山區 眷待期休憩所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東三巷102號
5817 高雄市 鳳山區 底加睏-眷村民宿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東四巷105號
5818 高雄市 鳳山區 思念人之屋眷村民宿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東四巷106號
5819 高雄市 左營區 LAMIS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
5820 高雄市 鳳山區 和群汽車保養廠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路22號1樓
5821 高雄市 鳳山區 薇庭烘焙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路70號
5822 高雄市 苓雅區 Ler 手作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號地下一層,捷運衛武營穿堂層編號c1
5823 高雄市 鳳山區 仁川韓國小吃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里大明路51號
5824 高雄市 鳳山區 連誠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路91號
5825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機車 高雄市鳳山區新泰里海洋二路45號
5826 高雄市 鳳山區 雅漫塔時尚整體造型 高雄市鳳山區新泰里新康街204號1樓
5827 高雄市 鳳山區 巴特里新店(新康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171號
5828 高雄市 鳳山區 香蜜蜜烘焙房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59號
5829 高雄市 鳳山區 漢娜除毛工坊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里崗山北街34號1至2樓
5830 高雄市 鳳山區 101文具天堂 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里新富路334號1樓
5831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高雄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里新富路360號
5832 高雄市 鳳山區 均威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205號
5833 高雄市 鳳山區 二三七號冰殿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237號
5834 高雄市 鳳山區 十兄弟綠豆湯-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192號
5835 高雄市 鳳山區 Qlash Madam 日式美睫美甲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12號
5836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54號1樓
5837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54號1樓
5838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66號1樓
5839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522號
5840 高雄市 鳳山區 百瓦哥咖啡-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樂街115號
5841 高雄市 鳳山區 東昇汽車材料行 高雄市鳳山區新興里大東一路10巷42號1樓
5842 高雄市 鳳山區 福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瑞竹里光遠路34號
5843 高雄市 鳳山區 濃厚鋪青草茶(新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隆東路202號
5844 高雄市 鳳山區 帥之鍋平價鍋物 高雄市鳳山區瑞隆東路58號
5845 高雄市 鳳山區 金薇內衣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里205號1樓
5846 高雄市 鳳山區 101文具天堂 博愛店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355號
5847 高雄市 鳳山區 日安文創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里瑞興路249巷3號2樓
5848 高雄市 鳳山區 夜宵入口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201號
5849 高雄市 左營區 境SPA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21號5樓
5850 高雄市 鳳山區 MixEgg混蛋吐司瑞興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252號
5851 高雄市 鳳山區 桂林活力藥師藥局瑞興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488號1樓
5852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158號1樓
5853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158號1樓
5854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00號
5855 高雄市 鳳山區 人生風景咖啡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0號
5856 高雄市 鳳山區 大麥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47號
5857 高雄市 鳳山區 電腦(主機 筆電)軟硬體(周邊)維修 買賣 中古買賣 監視器規劃安裝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50號
5858 高雄市 鳳山區 黎明數位影像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55號1樓
5859 高雄市 鳳山區 及第家手作早午餐(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70號
5860 高雄市 鳳山區 北回木瓜牛奶(高雄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31號
5861 高雄市 鳳山區 GIAT 高雄市鳳山區北平路223號1樓
5862 高雄市 鳳山區 御獸屋玩具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65號
5863 高雄市 鳳山區 唯王食品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83號
5864 高雄市 鳳山區 樂澄-與虹國際商號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9號1樓



5865 高雄市 鳳山區 PINGHOUSE 高雄市鳳山區誠信里5鄰杭州街18號六樓
5866 高雄市 鳳山區 JIA NAIL高雄美甲 高雄市鳳山區誠愛路48巷45號
5867 高雄市 鳳山區 吉軒美食快餐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路122-1號
5868 高雄市 鳳山區 雲湖小館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路12號
5869 高雄市 鳳山區 泰芬妮異國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誠德里鳳林路161號1樓
5870 高雄市 鳳山區 瘋馬二輪騎士精品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10號
5871 高雄市 鳳山區 Hello milk 高雄市鳳山區誠德街160號
5872 高雄市 鳳山區 麥味登 高雄市鳳山區過勇路172號
5873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88過勇店 高雄市鳳山區過勇路206號
5874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88過勇店 高雄市鳳山區過勇路206號
5875 高雄市 鳳山區 LashHunter (匯贏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過勇路319巷1號
5876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過埤店)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路116號
5877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吉佛具行 高雄市鳳山區福光明里三民路206號1樓
5878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夜市店 高雄市鳳山區福城里自強二路155號1樓
5879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夜市店 高雄市鳳山區福城里自強二路155號1樓
5880 高雄市 鳳山區 莊頭北 高雄市鳳山區福祥里五甲三78號1樓
5881 高雄市 鳳山區 金如山銀樓(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福祥里五甲三路2-5號1樓
5882 高雄市 鳳山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15號
5883 高雄市 鳳山區 Qu pasta 高雄市鳳山區福祥里自強二路71號1樓
5884 高雄市 鳳山區 艾美快剪工作坊 高雄市鳳山區福祥街74號1樓
5885 高雄市 鳳山區 寶寶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二路133號7樓
5886 高雄市 鳳山區 曼都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28號
5887 高雄市 鳳山區 瓅玥花藝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59號
5888 高雄市 鳳山區 伊雅美容院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89號1F
5889 高雄市 鳳山區 山湖郊鳳山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67號
5890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高雄長庚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184號
5891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前鎮三多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二路473號
5892 高雄市 鳳山區 反光屋FKW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48巷14號
5893 高雄市 鳳山區 NINKYPUP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48巷14號
5894 高雄市 鳳山區 反光屋FKW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48巷14號
5895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客運-無障礙復康巴士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92號
5896 高雄市 鳳山區 老司機汽車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97之72號
5897 高雄市 鳳山區 膜糊焦點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鳳北路108巷47號1樓
5898 高雄市 鳳山區 光陽-立川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一街3號
5899 高雄市 鳳山區 十九甲雞排-鳳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路502號
5900 高雄市 鳳山區 富鼎輪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路538號
5901 高雄市 鳳山區 全紅古早味紅茶鳳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東路218號
5902 高雄市 鳳山區 巧園雪花冰果汁茶飲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東路557號1樓
5903 高雄市 鳳山區 品格up臭豆腐鍋(鳳林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60號
5904 高雄市 鳳山區 大九九大賣場-鳳南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165號
5905 高雄市 鳳山區 翔弘車業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280號1樓
5906 高雄市 鳳山區 享溫馨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291號1樓
5907 高雄市 鳳山區 汽機車精品 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170號
5908 高雄市 鳳山區 香水花園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南路26-1號
5909 高雄市 鳳山區 瘋三鐵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162號
5910 高雄市 鳳山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 高雄市鳳山區輜汽路2號
5911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捷運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興仁里光遠路335號
5912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捷運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興仁里光遠路335號
5913 高雄市 鳳山區 抒嗜人文茶飲 高雄市鳳山區興仁里體育路10號
5914 高雄市 鳳山區 BOSS鐵板炒飯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23號
5915 高雄市 鳳山區 水巷茶弄-鳳山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46號
5916 高雄市 鳳山區 水巷茶弄-鳳山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46號
5917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47號1樓
5918 高雄市 鳳山區 華通通訊行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47號二樓
5919 高雄市 鳳山區 紅茶洋行(正修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2號
5920 高雄市 鳳山區 紫天回香美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4號1樓
5921 高雄市 鳳山區 KYMCO祥閎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力行路127號
5922 高雄市 鳳山區 玩美造型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力行路16號1樓
5923 高雄市 鳳山區 濰克早午餐-華鳳店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文龍東路342號
5924 高雄市 鳳山區 米莉屋精品美妝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5號
5925 高雄市 鳳山區 禾果輕食廚房 高雄市鳳山區鎮東街109號
5926 高雄市 鳳山區 保視佳眼鏡行 高雄市鳳山區鎮南里五甲二路668號1樓
5927 高雄市 鳳山區 迷客夏milkshop-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14號
5928 高雄市 鳳山區 迷客夏milkshop-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83號
5929 高雄市 鳳山區 巨匠美語_高雄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95號
5930 高雄市 鳳山區 巨匠電腦_鳳山分校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20號
5931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5號1樓
5932 高雄市 大寮區 熊熊本丸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319號
5933 高雄市 大寮區 髮菁美髮沙龍 高雄市大寮區上寮路184-38號
5934 高雄市 大寮區 遠宏水電維修 高雄市大寮區大智街69號
5935 高雄市 大寮區 三分春色(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寮路682號
5936 高雄市 大寮區 逸茶軒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375之3號
5937 高雄市 大寮區 這就是麵包手作坊 高雄市大寮區民族路10巷12號
5938 高雄市 大寮區 郁庭小舖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村成功路132號9樓
5939 高雄市 大寮區 冪姿無鋼圈內衣 高雄市大寮區風林四路327-13號
5940 高雄市 大寮區 紅茶殿_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76號
5941 高雄市 大寮區 昌平炸雞王 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66號
5942 高雄市 大寮區 三分春色-會社店 高雄市大寮區?林三路365號
5943 高雄市 大寮區 ekib 高雄市大寮區九和路24-1
5944 高雄市 大寮區 shinshin 高雄市大寮區九和路24-1
5945 高雄市 大寮區 改達機車行 高雄市大寮區九和路2號
5946 高雄市 大寮區 三分春色-高雄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八德路46號
5947 高雄市 大寮區 星羽整體造型 高雄市大寮區八德路81號1樓
5948 高雄市 大寮區 巷口宵夜點心-大發旗艦店 高雄市大寮區力行路105號
5949 高雄市 大寮區 凱盛國際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路106號b棟



5950 高雄市 大寮區 鄉村玫瑰室內裝修設計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路583-23號
5951 高雄市 大寮區 鄉村玫瑰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路583-23號
5952 高雄市 大寮區 喵喜喵喜-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375-6號
5953 高雄市 大寮區 吳家紅茶冰(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505號
5954 高雄市 大寮區 鈞生文具行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26號
5955 高雄市 大寮區 沅味巷口飯糰(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36號旁鐵皮屋
5956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大寮國小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73號1樓
5957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大寮國小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73號1樓
5958 高雄市 大寮區 八方雲集(高雄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中正路2-79號
5959 高雄市 大寮區 八方雲集(大寮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村四維路152號
5960 高雄市 大寮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大寮區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八德路24號1樓
5961 高雄市 大寮區 吳家紅茶冰(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四維路130號1樓
5962 高雄市 大寮區 春成科技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民安街125號1樓
5963 高雄市 大寮區 馥安金香舖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信義路7巷19號1樓
5964 高雄市 大寮區 大高雄成人用品店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鳳屏一路572號1樓
5965 高雄市 大寮區 魚的家生物科技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里中興路中興4巷33號
5966 高雄市 大寮區 南海豐 高雄市大寮區仁孝路15號
5967 高雄市 大寮區 寶島肉包 高雄市大寮區仁愛路158號
5968 高雄市 大寮區 弘新機車行 高雄市大寮區仁愛路89號1樓
5969 高雄市 大寮區 Haoaichi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路108之65號1樓
5970 高雄市 大寮區 舞動魅力(大寮內厝店) 高雄市大寮區內厝路3號
5971 高雄市 大寮區 御膳坊間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71號
5972 高雄市 大寮區 御膳坊間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71號
5973 高雄市 大寮區 鮮茶道-大寮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86號
5974 高雄市 大寮區 TrEAta嘴乾(高雄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正氣路29巷2號1樓
5975 高雄市 大寮區 欣憶企業社 高雄市大寮區民泰街105號6樓
5976 高雄市 大寮區 克里姆晨食後庄民族店 高雄市大寮區民族路258號
5977 高雄市 大寮區 臺灣菸酒便利商店德盈加盟店 高雄市大寮區民族路336號1樓
5978 高雄市 前鎮區 達原良生活文創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達原良生活文創
5979 高雄市 大寮區 99五金大賣場-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032鄰鳳林三路521-1號
5980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光明新厝店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1段15號
5981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光明新厝店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1段15號
5982 高雄市 大寮區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榮穩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2段1-1號
5983 高雄市 大寮區 麻卡米卡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一段29之1號
5984 高雄市 大寮區 巨菄行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一段388號
5985 高雄市 大寮區 廣豐國際貿易行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二段506－5號1樓
5986 高雄市 大寮區 多加美容 高雄市大寮區成功路116巷21號
5987 高雄市 大寮區 Miss PONYO 高雄市大寮區忠義里鳳林四路217號1樓
5988 高雄市 大寮區 潮之神服飾 高雄市大寮區前庄路88-2號
5989 高雄市 大寮區 YAMAHA-鑫偉車業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民昌街86號
5990 高雄市 大寮區 光陽-雄爸機車行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民慶街78號
5991 高雄市 大寮區 佳樂富超市 高雄市大寮區琉球里巷尾路1之1號
5992 高雄市 大寮區 Lijie Hair salon 高雄市大寮區翁園里翁園路59-31號
5993 高雄市 大寮區 褔泰蒸餃專賣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寮路688-5號
5994 高雄市 大寮區 八方雲集大寮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660號
5995 高雄市 大寮區 木木家肉舖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007鄰信義路7巷16號
5996 高雄市 大寮區 竣通通訊行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鳳屏一路378號1樓
5997 高雄市 大寮區 水巷茶弄－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永芳里鳳林三路567號1樓
5998 高雄市 大寮區 仁惠汽車保養廠 高雄市大寮區翁園里光明路三段918-1號
5999 高雄市 大寮區 舊振南餅店-漢餅房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298號
6000 高雄市 大寮區 清原芋圓大發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290號
6001 高雄市 大寮區 烏弄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743號
6002 高雄市 大寮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771號
6003 高雄市 大寮區 迷客夏milkshop-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03之1號
6004 高雄市 大寮區 迷客夏milkshop-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03之1號
6005 高雄市 大寮區 京莛淳coffee 高雄市大寮區崇恩路67號
6006 高雄市 大寮區 享溫馨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296號
6007 高雄市 大寮區 Masterni 高雄市大寮區華二街120號
6008 高雄市 大寮區 鮮茶道-大寮華中店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南路178-5號
6009 高雄市 大寮區 八代目日式厚鬆餅-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景隆街10巷24號
6010 高雄市 大寮區 蘿菈衛浴(浴櫃王) 高雄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439之2號
6011 高雄市 大寮區 Hold味手作茶飲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511號
6012 高雄市 大寮區 單純茶飲DanChun Tea x Soymilk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615號
6013 高雄市 大寮區 得寶老柚木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329巷10-7號
6014 高雄市 大寮區 得寶老柚木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329巷10-7號
6015 高雄市 大寮區 吳家紅茶冰(光明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二路158號
6016 高雄市 大寮區 松本－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23號
6017 高雄市 大寮區 鮮茶道-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34號1樓
6018 高雄市 大寮區 美妍髮型設計坊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40號
6019 高雄市 大寮區 新掀貨服飾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74之2號
6020 高雄市 大寮區 八方雲集（高雄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78號
6021 高雄市 大寮區 同正電器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97號
6022 高雄市 大寮區 鼎億車業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08號
6023 高雄市 大寮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32號
6024 高雄市 大寮區 嘉義老牌石頭火鍋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43號1樓、445號1樓
6025 高雄市 大寮區 水巷茶弄－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67號1樓
6026 高雄市 大寮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大寮區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68號
6027 高雄市 大寮區 派克脆皮雞排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內厝路377號八樓
6028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大寮輔英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81號1樓
6029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大寮輔英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81號1樓
6030 高雄市 大寮區 新PON-E美學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96巷139弄52-1號
6031 高雄市 大寮區 竣玳通訊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612號
6032 高雄市 大寮區 堤香烘培坊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707號1樓
6033 高雄市 大寮區 吳家紅茶冰(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715號
6034 高雄市 大寮區 光動能眼鏡館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72號



6035 高雄市 大寮區 桂林活力藥師藥局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823號1樓
6036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0號1樓
6037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0號1樓
6038 高雄市 大寮區 台灣大哥大高雄大寮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2號
6039 高雄市 大寮區 老先覺-高雄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4號
6040 高雄市 大寮區 手機供應站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6之1號1樓
6041 高雄市 大寮區 墨醬章魚燒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之4號吉翔市場
6042 高雄市 鳳山區 松本－大寮前庄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四路126號
6043 高雄市 大寮區 繁宏通訊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70-4號
6044 高雄市 大寮區 愛琳娜情趣禮品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366號
6045 高雄市 大寮區 潔興汽車用品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路四段446之2號
6046 高雄市 大寮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冠向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路四段563號
6047 高雄市 大寮區 沙發世界家具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15號
6048 高雄市 大寮區 M-toy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288號3F-2
6049 高雄市 大寮區 M-toy 行動玩具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288號3樓-2
6050 高雄市 大寮區 沅裕汽車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28號
6051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鳳屏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393號1樓
6052 高雄市 大寮區 50嵐_鳳屏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393號1樓
6053 高雄市 大寮區 馬可先生第二_鳳屏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20號
6054 高雄市 大寮區 漁之鄉水族館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63之2號
6055 高雄市 大寮區 段泰國蝦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646號1樓
6056 高雄市 大寮區 蒲田和食料理 高雄市大寮區潭里拷潭路163之6號2樓
6057 高雄市 大寮區 高仕隆原木傢俱高雄店 高雄市大寮區興隆路218號1樓
6058 高雄市 林園區 印象畫廊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60-1號
6059 高雄市 林園區 大江南北雜貨舖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8號1樓
6060 高雄市 林園區 賀茶堂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49巷34弄3號2樓
6061 高雄市 林園區 心喜手工茶-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46號
6062 高雄市 林園區 天然園有機生活館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264號
6063 高雄市 林園區 鴻銘通訊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347號
6064 高雄市 林園區 晶漾韓國時尚女裝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72號
6065 高雄市 林園區 嘰嘰喳喳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林園區清水岩路182巷10-1號
6066 高雄市 林園區 晨間廚房-林園中厝店 高雄市林園區中厝路223號
6067 高雄市 鳥松區 奕妃時尚美甲材料行 高雄市鳥松區育成三街26號
6068 高雄市 林園區 小誠故事手機維修配件館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290號
6069 高雄市 林園區 烏弄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5號
6070 高雄市 林園區 紅窯手作紅茶冰-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21號
6071 高雄市 林園區 50嵐_林園文化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31號1樓
6072 高雄市 林園區 50嵐_林園文化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31號1樓
6073 高雄市 林園區 軍茶-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49號
6074 高雄市 林園區 法都美容中心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39-1號
6075 高雄市 林園區 三聖宮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里王公路194號
6076 高雄市 林園區 101文具天堂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里林園北路409號1樓
6077 高雄市 林園區 林家滷味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561號
6078 高雄市 林園區 大碗公冰(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田厝路2號
6079 高雄市 林園區 2派克脆皮雞排(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田厝路34號
6080 高雄市 林園區 魚之達人Fish Master 高雄市林園區西溪里西溪路193巷5之9號
6081 高雄市 林園區 晨新通訊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10號1樓
6082 高雄市 林園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林園門市)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61號
6083 高雄市 林園區 50嵐_林園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89號1樓
6084 高雄市 林園區 50嵐_林園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89號1樓
6085 高雄市 林園區 水巷茶弄-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91號
6086 高雄市 林園區 水巷茶弄-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91號
6087 高雄市 林園區 三分春色-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02號
6088 高雄市 林園區 鮮茶道-林園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0號1樓
6089 高雄市 林園區 牛世界火鍋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49巷162號
6090 高雄市 林園區 機皇通訊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49號
6091 高雄市 林園區 蠟筆小魚泳裝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34號
6092 高雄市 林園區 吳家紅茶冰(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52號
6093 高雄市 林園區 瘋淘客通訊行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54號
6094 高雄市 林園區 Donutes Cafe 多那之-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90號
6095 高雄市 林園區 牡丹漾茶飲專賣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96號
6096 高雄市 林園區 時尚麗人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里福興街96號前面
6097 高雄市 林園區 明星鹹酥雞(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里東林東路12號
6098 高雄市 林園區 吳家紅茶冰(林內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內裡林內路45號
6099 高雄市 林園區 均威通訊-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268號
6100 高雄市 林園區 遠傳電信高雄林園加盟服務中心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312號1樓
6101 高雄市 林園區 偉展通訊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411號
6102 高雄市 林園區 85°C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501號
6103 高雄市 林園區 50嵐_林園高中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509號1樓
6104 高雄市 林園區 50嵐_林園高中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509號1樓
6105 高雄市 林園區 聯合王婦產科 高雄市林園區沿海路三段148號
6106 高雄市 林園區 晉升益藥局 高雄市林園區沿海路三段150號
6107 高雄市 林園區 機皇通訊城 高雄市林園區沿海路三段二號一樓
6108 高雄市 林園區 美德裝璜行 高雄市林園區信義路42號
6109 高雄市 林園區 八方雲集（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信義路4號
6110 高雄市 林園區 福安藥妝-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里15鄰東林西路49號
6111 高雄市 林園區 巴特里精緻烘培林園門市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文賢南路149之1號
6112 高雄市 林園區 台灣大哥大林園東林西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68號1樓
6113 高雄市 林園區 安藥妝-林園2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68號
6114 高雄市 林園區 高達租車 高雄市林園區陽明街52號1樓
6115 高雄市 林園區 競揚企業社 高雄市林園區頂磘溝155號1樓
6116 高雄市 林園區 江南AK Hair Salon 高雄市林園區港埔三路109巷14號
6117 高雄市 林園區 大寶寢飾 高雄市林園區福興街56號1樓
6118 高雄市 林園區 吳家紅茶冰(中芸店) 高雄市林園區鳳芸二路17號騎樓
6119 高雄市 林園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林園區文化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12號1樓



6120 高雄市 林園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林園區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87號
6121 高雄市 鳥松區 心境青茶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12號
6122 高雄市 鳥松區 及第家手作早午餐鳥松店 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南路35號
6123 高雄市 鳥松區 克里姆晨食鳥松國小店 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南路63號
6124 高雄市 鳥松區 德技生化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2-18號
6125 高雄市 鳥松區 NIHO Aesthetics 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25-110號
6126 高雄市 鳥松區 楓格髮型沙龍 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25-110號1樓
6127 高雄市 鳥松區 香芝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大同路2之10號
6128 高雄市 鳥松區 杉之秀SPA芳療護理鳥松店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
6129 高雄市 鳥松區 新宿商行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B1
6130 高雄市 鳥松區 一檀香業 高雄市鳥松區大智路17號
6131 高雄市 鳥松區 發名國際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村24鄰球場路21號
6132 高雄市 鳥松區 一路發計程車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本館路60號
6133 高雄市 鳥松區 愛玩殼客製化手機殼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清華街447號
6134 高雄市 鳥松區 品式髮型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路173號
6135 高雄市 鳥松區 瑞成工程行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路214巷3弄13號
6136 高雄市 鳥松區 睡眠王國_鳥松展示館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00號
6137 高雄市 鳥松區 逸木登柚木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42-38號
6138 高雄市 鳥松區 詩肯柚木鳥松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42之5號B棟1樓
6139 高雄市 鳥松區 50嵐_鳥松中正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345號1樓
6140 高雄市 鳥松區 50嵐_鳥松中正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345號1樓
6141 高雄市 鳥松區 豐穎診所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355-2號
6142 高雄市 鳥松區 麻古茶坊-鳥松中正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367-24號
6143 高雄市 鳥松區 50嵐_中正神農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54號1樓
6144 高雄市 鳥松區 秋成機車行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美山路224號
6145 高雄市 鳥松區 天利999.9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路16號一樓
6146 高雄市 鳥松區 吳家紅茶冰(鳥松文前店)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1-1號騎樓
6147 高雄市 鳥松區 賓哥汽車材料行 高雄市鳥松區水管路270巷28-7號
6148 高雄市 左營區 BUBBLE 茶‧鮮奶茶專賣巨蛋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85號B1
6149 高雄市 鳥松區 中油條碼_水美站_人工島 高雄市鳥松區北平路49號
6150 高雄市 鳥松區 DAISLY咖啡 高雄市鳥松區本華路39號
6151 高雄市 鳥松區 寵物天堂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435-4號
6152 高雄市 鳥松區 心創世界 高雄市鳥松區竹安街72號
6153 高雄市 鳥松區 太金國際票券網(嵩澤經銷點) 高雄市鳥松區育英街133之2號
6154 高雄市 鳥松區 美麗兒藥妝館 高雄市鳥松區和盛街10巷9號
6155 高雄市 苓雅區 老先覺-福德三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51―1號
6156 高雄市 鳥松區 緯達燈飾企業行 高雄市鳥松區松竹街68號
6157 高雄市 鳥松區 十里荷塘 高雄市鳥松區松埔北巷2-25號1F
6158 高雄市 鳥松區 釆青窯 高雄市鳥松區松埔路1-38號
6159 高雄市 左營區 薄多義餐飲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01號
6160 高雄市 苓雅區 薄多義餐飲有限公司_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仁政里文橫二路105號
6161 高雄市 左營區 薄多義餐飲有限公司-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01號
6162 高雄市 前鎮區 Baby jin 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6163 高雄市 鳥松區 森田一號店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86-1號
6164 高雄市 三民區 好神貼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05號8樓
6165 高雄市 鳥松區 101文具天堂 青海店 高雄市鳥松區神農路48巷13號
6166 高雄市 鳥松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鳥松區神農店 高雄市鳥松區神農路501號
6167 高雄市 鳥松區 ThePlus 高雄市鳥松區和盛街21號
6168 高雄市 鳥松區 巧迪 鳥松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100-2號
6169 高雄市 鳥松區 傑瑀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21號
6170 高雄市 鳥松區 國群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21號一樓
6171 高雄市 鳥松區 火星糖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65號1樓
6172 高雄市 鳥松區 我們是幸福床店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中正路42-3號
6173 高雄市 鳥松區 嚕娜咖啡_高雄仁美店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14-3號
6174 高雄市 鳥松區 派奇尼 PACINI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130號
6175 高雄市 鳥松區 吳家紅茶冰(本館建工店)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30-2號
6176 高雄市 鳥松區 火星糖球場店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63號
6177 高雄市 鳥松區 火星糖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65號1樓
6178 高雄市 鳥松區 A++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文前路18號1樓
6179 高雄市 鳥松區 KYMCO高碼車業 高雄市鳥松區華美里學堂路142號1樓
6180 高雄市 鳥松區 展晟數位彩色輸出中心(正修大學校內店)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6181 高雄市 鳥松區 台灣資生堂特約雅鈴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131號
6182 高雄市 鳥松區 麻古茶坊-仁美學堂店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179號1樓
6183 高雄市 鳥松區 50嵐_仁美店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26號1樓
6184 高雄市 鳥松區 50嵐_仁美店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26號1樓
6185 高雄市 鳥松區 台灣大哥大鳥松學堂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32號
6186 高雄市 鳥松區 八方雲集(鳥松仁美店)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87號
6187 高雄市 大樹區 昌平炸雞王 大樹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建村街21號
6188 高雄市 大樹區 幸韻草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博愛巷1弄11號
6189 高雄市 大樹區 50嵐_久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湖底二巷29號
6190 高雄市 大樹區 50嵐_久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湖底二巷29號
6191 高雄市 大樹區 山羊咖啡工作室 高雄市大樹區中正一路353巷2弄70號
6192 高雄市 大樹區 義大天悅飯店 高雄市大樹區三和里義大八街100號
6193 高雄市 大樹區 八方雲集(高雄義大店) 高雄市大樹區三和里學城路1段2號
6194 高雄市 大樹區 GFG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中興街3號3F
6195 高雄市 大樹區 萃茶風_高雄久堂門市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建村街155號
6196 高雄市 大樹區 台灣大哥大大樹九堂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170號1樓
6197 高雄市 大樹區 麻古茶坊(高雄久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174號1樓
6198 高雄市 大樹區 鮮茶道-大樹九曲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206號
6199 高雄市 大樹區 八方雲集（大樹久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60號
6200 高雄市 大樹區 一勾堂咖啡烘焙坊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鐵路巷8號
6201 高雄市 大樹區 喬捷數位 高雄市大樹區大樹路73-5號
6202 高雄市 大樹區 南香冰室型農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北路4號
6203 高雄市 大樹區 吳家紅茶冰(大樹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西路15號
6204 高雄市 大樹區 50嵐_大樹中興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西路99號1樓



6205 高雄市 大樹區 50嵐_大樹中興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西路99號1樓
6206 高雄市 大樹區 定億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南路58號
6207 高雄市 大樹區 麥味登(久堂中興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街4號1樓
6208 高雄市 大樹區 沅味巷口飯糰(大樹店) 高雄市大樹區長春路55-2號
6209 高雄市 大樹區 搖神冷飲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久堂路57號
6210 高雄市 苓雅區 農友種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26號
6211 高雄市 大樹區 農友種苗-總部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114之6號
6212 高雄市 大樹區 帝緹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1段12號
6213 高雄市 大樹區 香雲國際佛館營業處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里統嶺路1號
6214 高雄市 大樹區 香雲國際佛館營業處 高雄市大樹區統嶺里統嶺路1號
6215 高雄市 大樹區 好鄰居便利店 高雄市大樹區新鎮路70號1樓
6216 高雄市 大樹區 鮮茶道-大樹實踐店 高雄市大樹區實踐街55之1號1樓
6217 高雄市 大樹區 義大皇家酒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53號
6218 高雄市 大樹區 佛光文化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153號
6219 高雄市 大樹區 佛光山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153號
6220 高雄市 大樹區 南香冰室 高雄市大樹區檨腳里5鄰中興北路4號
6221 高雄市 大樹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大樹區中興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街7之2號
6222 高雄市 旗山區 薛米食手工麻糬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1號前
6223 高雄市 旗山區 旗津旗魚黑輪蓮池潭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老街(天后宮後面)
6224 高雄市 旗山區 洲際＿福記烤鴨夾餅 高雄市旗山區旗文路153號
6225 高雄市 旗山區 心喜手工茶-旗甲店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260號
6226 高雄市 旗山區 旗山天后宮 高雄市旗山區永福街23巷16號
6227 高雄市 旗山區 A-GOGO服飾廣場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2之2號
6228 高雄市 旗山區 慶郁通訊行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30號
6229 高雄市 旗山區 悠綠客(型農)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街7-1號
6230 高雄市 旗山區 美麗娟彩粧保養小舖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中山路32號1樓
6231 高雄市 旗山區 得恩堂眼鏡 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延平一路649號
6232 高雄市 旗山區 時代動星通訊行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復新街3號1樓
6233 高雄市 旗山區 花樣花藝設計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13號1樓
6234 高雄市 旗山區 遠東寢具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53號1樓
6235 高雄市 旗山區 金鋒珠寶銀樓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54號
6236 高雄市 旗山區 悅坊豆花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1號
6237 高雄市 旗山區 旗山焢土窯蜜烤地瓜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1號
6238 高雄市 旗山區 金寶珍銀樓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3號
6239 高雄市 旗山區 金寶珍銀樓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3號
6240 高雄市 旗山區 月亮香蕉城手工蛋捲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49號
6241 高雄市 旗山區 吉美西點麵包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2號
6242 高雄市 旗山區 日月星鞋坊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83號
6243 高雄市 左營區 Avashop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82號
6244 高雄市 旗山區 帕蒂斯咖啡甜點屋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13號
6245 高雄市 旗山區 依殿髮藝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49號
6246 高雄市 旗山區 富林漢堡店 高雄市旗山區竹峰里中山路194號
6247 高雄市 旗山區 常美冰店 高雄市旗山區竹峰里文中路99號
6248 高雄市 旗山區 旗山三陽機車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252號
6249 高雄市 旗山區 YAMAHA - 旗葉車業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312號
6250 高雄市 旗山區 祥翌電腦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349號
6251 高雄市 旗山區 米其林輪胎中心榮誠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395巷1弄1號
6252 高雄市 旗山區 101文具天堂 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34之1號
6253 高雄市 旗山區 Mr.巨蟹手感烘焙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68巷21號
6254 高雄市 旗山區 鼓山莊菸酒囍餅專賣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08號
6255 高雄市 旗山區 50嵐_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46號1樓
6256 高雄市 旗山區 50嵐_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46號1樓
6257 高雄市 旗山區 台灣大哥大旗山延平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72號1樓
6258 高雄市 旗山區 黛莉貝爾-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33號
6259 高雄市 旗山區 黛莉貝爾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33號
6260 高雄市 旗山區 熊家族-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55-2號
6261 高雄市 旗山區 美莎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56號
6262 高雄市 旗山區 鮮茶道-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71號1樓
6263 高雄市 旗山區 怡真美容美髮材料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74號
6264 高雄市 旗山區 MACU-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83號
6265 高雄市 旗山區 台灣大哥大旗山延平二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86號1樓
6266 高雄市 旗山區 台灣大哥大旗山延平二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86號1樓
6267 高雄市 旗山區 八方雲集(高雄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700-2號
6268 高雄市 旗山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旗山區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722-2號
6269 高雄市 旗山區 50嵐_旗山轉運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750號
6270 高雄市 旗山區 50嵐_旗山轉運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750號
6271 高雄市 旗山區 YogiboTaiwan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200巷25號
6272 高雄市 旗山區 邑昌玻璃行 高雄市旗山區東平里延平二路3巷77號1樓
6273 高雄市 旗山區 回憶小時候(旗山溪州店) 高雄市旗山區南洲里旗南二路178號1樓
6274 高雄市 旗山區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喜憨兒天鵝堡高雄市旗山區南勝里得勝巷2-1號
6275 高雄市 旗山區 老婆屋庭園咖啡 高雄市旗山區南寮巷36-16號
6276 高雄市 旗山區 聖星診所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17-1號
6277 高雄市 旗山區 碧蓮餐廳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47號
6278 高雄市 旗山區 辣匠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7號
6279 高雄市 旗山區 紅茶小舖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9號
6280 高雄市 旗山區 鮮緹手作工坊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14號1樓
6281 高雄市 旗山區 HOHO服飾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89號
6282 高雄市 旗山區 宏麟水果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10號1樓
6283 高雄市 旗山區 愛兒麗婦幼用品連鎖百貨(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37號1樓
6284 高雄市 旗山區 大立休閒運動廣場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23號
6285 高雄市 旗山區 和正電器針車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69號
6286 高雄市 旗山區 柔媚百貨行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39號1樓
6287 高雄市 旗山區 丞馨媽咪機能營養鮮食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三路252號
6288 高雄市 旗山區 初次約會西式餐廳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東街37號
6289 高雄市 旗山區 小豬很忙蔬果滷味(旗山復新店)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64號



6290 高雄市 旗山區 老街101養生手工饅頭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中山路101號
6291 高雄市 旗山區 豆香園包子饅頭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中山路111之1號
6292 高雄市 旗山區 大樂杯中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中山路55號
6293 高雄市 旗山區 賽珠藥局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延平一路496號
6294 高雄市 旗山區 芯羚HAIR SALON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延平一路591巷44號
6295 高雄市 旗山區 85°C高雄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7號
6296 高雄市 旗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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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7 高雄市 旗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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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8 高雄市 旗山區 中油條碼_旗鉀站_人工島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一段399號
6299 高雄市 旗山區 食川涼麵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一段8號
6300 高雄市 旗山區 中油條碼_嶺東站_人工島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三路204-1號
6301 高雄市 旗山區 仁愛眼鏡(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39號
6302 高雄市 旗山區 品吉食品行 高雄市旗山區德昌路31號
6303 高雄市 旗山區 水蓮農場 高雄市旗山區樂和街29-1號
6304 高雄市 旗山區 style feed 高雄市旗山區樹人路63號
6305 高雄市 美濃區 青春少女服飾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89號
6306 高雄市 美濃區 帕蒂斯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38號
6307 高雄市 美濃區 曾養生手作包子 高雄市美濃區瀰濃里5鄰博愛街30號
6308 高雄市 美濃區 曾養生滷味 高雄市美濃區瀰濃里5鄰博愛街30號
6309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李家傘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399號
6310 高雄市 美濃區 美立儂陶瓷工作坊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二段653號
6311 高雄市 美濃區 水江月藏傳禪茶房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二段679號
6312 高雄市 美濃區 八方雲集（高雄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11號1樓
6313 高雄市 美濃區 台灣大哥大美濃中正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51號
6314 高雄市 美濃區 晨間廚房(美濃中正店)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8之3號
6315 高雄市 美濃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764號1樓
6316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客家庄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二段6之1號
6317 高雄市 美濃區 同心園農場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二段858號1樓
6318 高雄市 美濃區 錦興行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77號
6319 高雄市 美濃區 濃夫生活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95號1樓
6320 高雄市 美濃區 達宏機車行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201號
6321 高雄市 美濃區 應峰機車站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成功路146號
6322 高雄市 美濃區 好結果 高雄市美濃區吉安街68號
6323 高雄市 美濃區 101文具天堂 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6號
6324 高雄市 鳳山區 嵐雲茶業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123巷4號1樓
6325 高雄市 美濃區 U.N.I studio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38號
6326 高雄市 美濃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美濃區美濃二店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里中正路1段9號
6327 高雄市 美濃區 山嵐指間。肉組藝x藏王居園地 高雄市美濃區復興街一段179號
6328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美綠民宿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竹門14-2號
6329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美綠民宿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竹門14-2號
6330 高雄市 美濃區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街43號
6331 高雄市 美濃區 美富康生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美濃區福美路80之3號1樓
6332 高雄市 美濃區 休閒家休閒旅遊用品廣場-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廣林里雙溪33號
6333 高雄市 美濃區 50嵐_美濃泰安店 高雄市美濃區瀰濃里泰安路56號1樓
6334 高雄市 美濃區 50嵐_美濃泰安店 高雄市美濃區瀰濃里泰安路56號1樓
6335 高雄市 六龜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六龜區寶來店 高雄市六龜區中正路80號
6336 高雄市 六龜區 梅山春農場(型農) 高雄市六龜區中庄192之15號
6337 高雄市 六龜區 巨林好果舖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二巷26之7號
6338 高雄市 六龜區 遠山望月溫泉風呂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寶來二巷36-30號
6339 高雄市 六龜區 高雄精緻產業有限公司 EC 高雄市六龜區復興巷66號
6340 高雄市 六龜區 十八羅漢山營業所 高雄市六龜區復興巷66號
6341 高雄市 六龜區 美膳食堂 高雄市六龜區新開86-13號
6342 高雄市 六龜區 巨林好果舖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二巷26之7號
6343 高雄市 六龜區 南橫雅集商行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86號
6344 高雄市 六龜區 檨仔腳文化共享空間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檨仔腳32-8號
6345 高雄市 六龜區 testQAe 高雄市六龜區asdqwesss
6346 高雄市 甲仙區 皇都飯店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7號
6347 高雄市 甲仙區 奇芋大地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2號
6348 高雄市 甲仙區 第一家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102號
6349 高雄市 甲仙區 統帥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52號
6350 高雄市 甲仙區 吉利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64號
6351 高雄市 甲仙區 江記舊記芋餅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67號
6352 高雄市 甲仙區 金倉商店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89號
6353 高雄市 甲仙區 三冠王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51號
6354 高雄市 甲仙區 三冠王芋冰城 高雄市甲仙區西安里文化路51號1樓
6355 高雄市 甲仙區 仙香飲食店 高雄市甲仙區西安里文化路75之1號
6356 高雄市 甲仙區 雅雪芋冰城新興店 高雄市甲仙區新興路92號1樓
6357 高雄市 那瑪夏 萊撒咖啡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里大光巷230號前面
6358 高雄市 茄萣區 鳳凰軒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三街76號
6359 高雄市 茄萣區 鮮茶道-高雄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2段163號1樓
6360 高雄市 茄萣區 麻古茶坊(高雄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173號1樓
6361 高雄市 茄萣區 雨前三毛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187號
6362 高雄市 茄萣區 吳家紅茶冰(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二段36號旁(東菜市場24號)
6363 高雄市 茄萣區 八方雲集(高雄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三段56巷1-1號
6364 高雄市 茄萣區 Posup 高雄市茄萣區民生路166號
6365 高雄市 茄萣區 聯強電信-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白砂路39號1樓
6366 高雄市 茄萣區 發興冷凍水產批發實業 高雄市茄萣區保定里029鄰信義路二段11號1樓
6367 高雄市 茄萣區 發興冷凍水產批發實業 高雄市茄萣區信義路二段11號
6368 高雄市 茄萣區 101文具天堂 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440號
6369 高雄市 茄萣區 寶興餅舖-白香餅專賣店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2段53號
6370 高雄市 茄萣區 丹尼披薩(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278號1樓
6371 高雄市 茄萣區 85°C高雄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381號
6372 高雄市 茄萣區 金宏興銀樓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42號
6373 高雄市 茄萣區 米里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仁愛路2段138號1樓
6374 高雄市 新興區 宏興海產行 高雄市新興區港東街129巷1號1樓



6375 高雄市 茄萣區 魚水澤發水產肉品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二段38-1號
6376 高雄市 茄萣區 魚水澤發水產肉品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二段38-1號
6377 高雄市 茄萣區 福味珍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茄萣區濱海路四段69號
6378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胡子牛仔(屏東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187號1樓
6379 高雄市 前鎮區 Oh, yes! 歐耶飾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6380 不定點 市集( 有貓的日子真好 不定點市集(高雄/台南)
6381 高雄市 前鎮區 夏日無盡and bittersweet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chhengandco
6382 高雄市 左營區 有機可尋行動館高雄館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17號
6383 高雄市 新興區 Meiwei Accessories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3號
6384 高雄市 鳳山區 寶島鐘錶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31-1號
6385 高雄市 鳳山區 寶島鐘錶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56號
6386 高雄市 小港區 99大賣場-鹽洲店 高雄市小港區三苓里漢民路219號
6387 高雄市 三民區 H會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58號13樓
6388 高雄市 鳳山區 仁愛眼鏡(建國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139號
6389 高雄市 林園區 得恩堂眼鏡 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63號1樓
6390 高雄市 苓雅區 嘟嘟房停車場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路141號旁空地
6391 高雄市 林園區 小林眼鏡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里東林西路107號1樓
6392 高雄市 前鎮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里瑞隆路559號
6393 高雄市 大社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329號1樓
6394 高雄市 鼓山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98號
6395 高雄市 新興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蕉園里林森1路172號
6396 高雄市 左營區 寶島眼鏡行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2之2號
6397 高雄市 路竹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路竹區社西里大社路55號1樓
6398 高雄市 前鎮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草衙二路381號
6399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78、480號
6400 高雄市 鳳山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新樂里大明路126號1樓
6401 高雄市 苓雅區 寶島眼鏡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里建國一路268號
6402 高雄市 苓雅區 長頸鹿通訊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51巷1號1F
6403 高雄市 左營區 LORENZO-高雄民族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之3號
6404 高雄市 左營區 O'right 環境教育體驗館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B1F
6405 高雄市 左營區 金弘笙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225號
6406 高雄市 三民區 布塞車汽車百貨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01號
6407 高雄市 苓雅區 satana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4F
6408 高雄市 三民區 有情門大順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23號
6409 高雄市 三民區 布丁二手商城(雲林台西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0巷1弄3號4樓
6410 高雄市 旗山區 億進寢具－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1046號
6411 高雄市 前鎮區 億進寢具－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90號
6412 高雄市 左營區 億進寢具-新庄仔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183號
6413 高雄市 新興區 寶貝多節慶派對(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37號
6414 高雄市 新興區 Hooci Cafe乎吸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60號1樓
6415 高雄市 新興區 Hooci Caf'e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60號1樓
6416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福華大飯店(OD)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
6417 高雄市 新興區 土味大媽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3號
6418 高雄市 新興區 大叔A jeo ssi舒食廚房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88號
6419 高雄市 新興區 五鮮級-高雄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28號1、2樓
6420 高雄市 新興區 濤耳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93號1樓
6421 高雄市 新興區 八德香雞排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189號
6422 高雄市 新興區 小石川日式生吐司專門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330號
6423 高雄市 新興區 金晶手機現場維修站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401號1樓
6424 高雄市 新興區 紅窯手作紅茶冰(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29-1號
6425 高雄市 新興區 依倢美容坊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37-1號2樓
6426 高雄市 新興區 世鑫水電材料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81號1樓
6427 高雄市 新興區 明揚寢具床墊館(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116號
6428 高雄市 新興區 臻鮮購商行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229巷6號1樓
6429 高雄市 新興區 泰讚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45號
6430 高雄市 新興區 小泰太Tea正宗泰式飲品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45號
6431 高雄市 新興區 雅慧挽臉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88號
6432 高雄市 新興區 美麗島營業所-A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5號地下一樓(轉換層)美麗島站
6433 高雄市 新興區 魔王厚切傳統雞排-中藥香-美麗島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5號
6434 高雄市 新興區 大帑精品養生燕窩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4號
6435 高雄市 新興區 獵人餐酒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2號
6436 高雄市 新興區 夾Bar二代選物販賣機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65號
6437 高雄市 新興區 圓石禪飲高雄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8號
6438 高雄市 新興區 打go嚴選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號
6439 高雄市 新興區 百葉倉金花燒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548號百葉倉金花燒
6440 高雄市 新興區 海裕屋-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12號
6441 高雄市 新興區 樂食義西式創意料理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號230號
6442 高雄市 新興區 Hphair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00號
6443 高雄市 新興區 歐爵訂製西服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27號
6444 高雄市 新興區 LadyBoss蕾迪波絲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34號4樓-2
6445 高雄市 新興區 Dorlin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34號4樓之2
6446 高雄市 新興區 奇崴旅行社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58號10樓之2
6447 高雄市 新興區 伊塔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5號7樓之一
6448 高雄市 新興區 路易莎-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68之2號
6449 高雄市 新興區 鄧師傅 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2號
6450 高雄市 新興區 龜時間 goöod time(OD)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41號
6451 高雄市 新興區 逸之牛熟成炸牛排專門店(中正店).OD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46號
6452 高雄市 新興區 逸之牛熟成炸牛排專門店(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46號
6453 高雄市 新興區 半九十茶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71號
6454 高雄市 新興區 好爸Bar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268號
6455 高雄市 新興區 丞心丞義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278號
6456 高雄市 新興區 炆錚Relax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318號
6457 高雄市 新興區 幸福黃小玉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318號
6458 高雄市 新興區 奧爾司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62號
6459 高雄市 新興區 Miss Beauty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街4號2樓



6460 高雄市 新興區 禾田市集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路110號
6461 高雄市 新興區 大韓夫婦廚房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25之1號
6462 高雄市 新興區 新樂園串燒屋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7號
6463 高雄市 新興區 金鶴串場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9號
6464 高雄市 新興區 野原食堂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74號
6465 高雄市 新興區 生活樂子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73號1樓
6466 高雄市 新興區 Betty小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210號
6467 高雄市 新興區 法國樂家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291巷2號8F-1
6468 高雄市 新興區 幸花雞白湯拉麵專門店(高雄仁愛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二街122號
6469 高雄市 新興區 CREEP手工皮件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二街176號1樓
6470 高雄市 新興區 米米科技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05號
6471 高雄市 新興區 麵屋高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37號
6472 高雄市 新興區 品茶舍紅茶冰(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62號1樓
6473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綠豆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64號
6474 高雄市 新興區 小義素蔬食坊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39之1號1樓
6475 高雄市 新興區 黃家小館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6號
6476 高雄市 新興區 拉亞漢堡-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23號1樓
6477 高雄市 新興區 領鮮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48號
6478 高雄市 新興區 領鮮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48號
6479 高雄市 新興區 訪咖啡FROM COFFEE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78號
6480 高雄市 新興區 慕禾麵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70號
6481 高雄市 新興區 慕禾麵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70號1樓
6482 高雄市 新興區 浙江俞記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75號
6483 高雄市 新興區 浙江俞記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75號
6484 高雄市 新興區 ELEGANT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64之2號1樓
6485 高雄市 新興區 吳家紅茶冰(玉竹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15-1號
6486 高雄市 新興區 大港小住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5巷33號
6487 高雄市 新興區 描屋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68號1F
6488 高雄市 新興區 盲盒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五巷1號
6489 高雄市 新興區 膜職人-高雄新崛江文橫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24號
6490 高雄市 新興區 串吧酒食居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27巷13號
6491 高雄市 新興區 一炖土雞鍋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27巷8號
6492 高雄市 新興區 源喫茶日月潭紅茶冰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6號2樓
6493 高雄市 新興區 觸吉綠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7號
6494 高雄市 新興區 可印商行(COIN)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8號
6495 高雄市 新興區 韋伶服飾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59號1樓
6496 高雄市 新興區 小房間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4號1樓
6497 高雄市 新興區 E3salon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9號2樓
6498 高雄市 新興區 Bubble茶、鮮奶茶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橫路33號
6499 高雄市 新興區 日大潛水 RIDA Sport Scuba Diving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64號1樓
6500 高雄市 新興區 菜根香人文素食餐廳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3號
6501 高雄市 新興區 菜根香人文素食餐廳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23號
6502 高雄市 新興區 民生小綠餐酒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318號
6503 高雄市 新興區 灑椒麻辣鴛鴦民生店(OD)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54號
6504 高雄市 新興區 Muchness酪上號 高雄市新興區民有街38號
6505 高雄市 新興區 樂樂庵之合掌日式居酒屋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05號
6506 高雄市 新興區 柚一村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95號8樓B室
6507 高雄市 新興區 I’m嗑人-潮州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95號8樓B區
6508 高雄市 新興區 默默茶飲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95路樓B室
6509 高雄市 新興區 鰻魚日記 民權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權一路249號
6510 高雄市 新興區 Phy&h hair salon/林彥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20巷1號
6511 高雄市 新興區 台南府城金塊臭豆腐-高雄自立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一路52號
6512 高雄市 新興區 易手創屋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一路66?7樓之12
6513 高雄市 新興區 街頭咖啡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130號
6514 高雄市 新興區 來買鹽酥雞店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65號1樓
6515 高雄市 新興區 來覓食一館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65號1樓
6516 高雄市 新興區 來覓食一館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265號1樓
6517 高雄市 新興區 Dream Makers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36巷57號1樓
6518 高雄市 新興區 佐賀生魚片丼飯專門店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40號
6519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88號
6520 高雄市 新興區 瑭麗莊DoRis衛浴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147號
6521 高雄市 新興區 冒煙的喬忠孝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08號
6522 高雄市 新興區 Vicky studio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39巷5號
6523 高雄市 新興區 瑞比貝爾手創甜點 高雄市新興區明星街79號
6524 高雄市 新興區 媚力泊咖啡-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09號
6525 高雄市 新興區 三品茶季-高雄林森總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2-1號
6526 高雄市 新興區 珍妮魅甲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37號之1
6527 高雄市 新興區 Hotel dùa-悅品中餐廳(OD)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5號
6528 高雄市 新興區 Hotel dùa-鮨毅(OD)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5號
6529 高雄市 新興區 Hotel dùa-etage15(OD)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5號
6530 高雄市 新興區 金林歐巴飲酒場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95號
6531 高雄市 新興區 Louisa Coffee 路易莎咖啡(高雄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0號
6532 高雄市 新興區 路易莎-高雄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0號1樓
6533 高雄市 新興區 眉事Nothing Studio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2號
6534 高雄市 新興區 蘭 調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42號
6535 高雄市 新興區 Cookie 肆參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43巷9號
6536 高雄市 新興區 財公子宵夜美食-VIVI美式音樂酒吧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二路180號
6537 高雄市 新興區 財公子宵夜美食-VIVI美式音樂酒吧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二路180號
6538 高雄市 新興區 詠春堂 階夏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二路97巷44號
6539 高雄市 新興區 BOBO小棧 高雄市新興區河南一路118號
6540 高雄市 新興區 TZU MU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176巷26之3號
6541 高雄市 新興區 路易莎-青年仁愛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10號
6542 高雄市 新興區 cats咖啡手作冰品慢食 高雄市新興區信守街112號
6543 高雄市 新興區 Yuzer羽蛇同型 高雄市新興區信守街79號
6544 高雄市 新興區 New Spa 高雄市新興區南臺路195巷13號14樓-16



6545 高雄市 新興區 287關東煮 咖喱 丼 高雄市新興區南臺路53號
6546 高雄市 新興區 穀甜燕麥飲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62巷3號
6547 高雄市 新興區 三姐妹內衣系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號
6548 高雄市 新興區 吉羊薯薯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號之1
6549 高雄市 新興區 小薇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5號
6550 高雄市 新興區 牛弟果汁輕食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42號
6551 高雄市 新興區 TOKO MAJU 高雄市新興區建華里八德2路25之1號
6552 高雄市 新興區 TOKO MAJU 高雄市新興區建華里八德2路25之1號
6553 高雄市 新興區 Meg 外送餐盒 高雄市新興區洛陽街27號
6554 高雄市 新興區 晚輩飲食文化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洛陽街27號1樓
6555 高雄市 新興區 IN沙拉優格低GI 高雄市新興區洛陽街35號
6556 高雄市 新興區 merci 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文衡二路143巷11號
6557 高雄市 新興區 麗存水果攤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480號10樓之8(左)
6558 高雄市 新興區 季桔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55號28樓
6559 高雄市 新興區 圓山眼鏡專科 高雄市新興區和平一路191號
6560 高雄市 新興區 小米家餐飲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266號
6561 高雄市 新興區 宇宙球庭1號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1號
6562 高雄市 新興區 獵人谷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36號
6563 高雄市 新興區 柳家滷味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23號5樓
6564 高雄市 新興區 Yo美睫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85號1樓1室
6565 高雄市 新興區 巴克文創別墅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92號
6566 高雄市 新興區 玩色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33號6樓
6567 高雄市 新興區 夠幸運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93號1樓
6568 高雄市 新興區 汽車材料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21-3號
6569 高雄市 新興區 小巴西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33號
6570 高雄市 新興區 健人餐廚(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73號
6571 高雄市 新興區 家鄉味小吃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81-1號
6572 高雄市 新興區 家鄉味麵食館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81之1號
6573 高雄市 新興區 荳子樂綠豆沙專賣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81號
6574 高雄市 新興區 天饞餃麵食館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9-1號
6575 高雄市 新興區 粹淬Re:pure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113號
6576 高雄市 新興區 朵蕊咪·藝耳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356號8樓之三
6577 高雄市 新興區 襄壽司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49巷3號
6578 高雄市 新興區 雙魚座早中餐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22-1號
6579 高雄市 新興區 雙魚座早中餐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22-1號
6580 高雄市 新興區 快樂餐飲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23-1號
6581 高雄市 新興區 足矣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26號
6582 高雄市 新興區 市場餃子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37之1號
6583 高雄市 新興區 巷仔口早午餐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49號
6584 高雄市 新興區 阿蘭古早味 高雄市新興區華南路33號
6585 高雄市 新興區 燒島橫丁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0號
6586 高雄市 新興區 炭火燒肉本舖新田店(OD)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38號
6587 高雄市 新興區 炭火燒肉本舖新田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38號
6588 高雄市 新興區 賀囍國際美業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55號2樓
6589 高雄市 新興區 波波耐吃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95號
6590 高雄市 新興區 喜樂天串燒屋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號
6591 高雄市 新興區 好漾美學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239巷33號
6592 高雄市 新興區 No.4 Pasta 義大利麵肆號商行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4號
6593 高雄市 新興區 No.4 Pasta 義大利麵肆號商行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4號
6594 高雄市 新興區 J hairstyle design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66號
6595 高雄市 新興區 minibox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新崛江仁智中興街口
6596 高雄市 新興區 糧好食光 Kitchen & Cafe 高雄市新興區達仁街105號
6597 高雄市 新興區 毛小孩的店 Mao’s pet 高雄市新興區達仁街32號1樓
6598 高雄市 新興區 牧場達人 高雄市新興區達仁街65號1樓
6599 高雄市 新興區 布得居 高雄市新興區達仁街77號
6600 高雄市 新興區 可亞印加果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里民生一路211號1樓
6601 高雄市 新興區 維那奇咖啡部屋-仁愛店 高雄市新興區德智街1號
6602 高雄市 新興區 維那奇咖啡部屋-仁愛店 高雄市新興區德智街1號
6603 高雄市 新興區 Burger Patty 飽嗝佩蒂漢堡專賣店 高雄市新興區德順街2-1號
6604 高雄市 新興區 Burger Patty 高雄市新興區德順街2-1號
6605 高雄市 新興區 鮮鹽堂-光華店 高雄市新興區興華路65號4樓之9
6606 高雄市 新興區 南海制冰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1號2樓
6607 高雄市 新興區 南海製冰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1號2樓
6608 高雄市 新興區 Sister Best friend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35巷31號4樓
6609 高雄市 新興區 奸詐古早味蛋餅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9號
6610 高雄市 新興區 奸詐古早味蛋餅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9號2樓
6611 高雄市 新興區 優肯數位媒體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18號2樓
6612 高雄市 新興區 小蔣茶鋪 SIAO JIANG TEA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號
6613 高雄市 新興區 中南莊園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308號1F
6614 高雄市 新興區 中南莊園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308號1F
6615 高雄市 新興區 麻古茶坊-高雄八德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386號
6616 高雄市 新興區 ORACLE COFFEE COMPANY 神諭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103號
6617 高雄市 鼓山區 小資美學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539號
6618 高雄市 新興區 獵人餐酒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2號
6619 高雄市 新興區 聯成電腦-高雄分校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43號1-5樓
6620 高雄市 新興區 品味屋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7號
6621 高雄市 新興區 水美人小屋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4號
6622 高雄市 新興區 隆美窗簾_高雄中山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6號
6623 高雄市 新興區 海裕屋-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12號
6624 高雄市 新興區 Osiris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220號
6625 高雄市 新興區 樂食義西式創意料理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230號
6626 高雄市 新興區 著火的牛阿根廷烤肉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122號
6627 高雄市 新興區 拉亞漢堡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0號1樓
6628 高雄市 新興區 餚籃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1號
6629 高雄市 新興區 MOOMmama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5號7樓之一



6630 高雄市 新興區 路易‧莎 咖啡Louisa Coffee 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68-2號
6631 高雄市 新興區 鄧師傅 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2號
6632 高雄市 新興區 鄧師傅功夫菜-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2號
6633 高雄市 新興區 幸福有約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318號
6634 高雄市 新興區 DONUTS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71號
6635 高雄市 新興區 Kila Accessories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09號
6636 高雄市 新興區 Zake-玉竹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1樓
6637 高雄市 新興區 幕府小吃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30號
6638 高雄市 新興區 幕府小吃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30號
6639 高雄市 新興區 超級煙具館-高雄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45之1號及45之2號
6640 高雄市 新興區 喜樂天串燒屋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號
6641 高雄市 新興區 Ls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52號1樓
6642 高雄市 新興區 EACA-仁智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67號
6643 高雄市 新興區 大入串燒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100號1樓
6644 高雄市 新興區 大入串燒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100號1樓
6645 高雄市 新興區 PURPLE帕鉑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68號1樓
6646 高雄市 新興區 PURPLE帕鉑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68號1樓
6647 高雄市 新興區 王牌雞腿飯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二街87號1樓&nbsp;
6648 高雄市 新興區 TANKO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20之3號
6649 高雄市 新興區 30年老店-和田古早味日式料理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5-9號
6650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拉亞早餐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23號
6651 高雄市 新興區 85°C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32號
6652 高雄市 新興區 訪咖啡FROM COFFEE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78號
6653 高雄市 新興區 異國麵坊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2號
6654 高雄市 新興區 卡滋Bling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64-3
6655 高雄市 新興區 kazi卡滋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65號
6656 高雄市 新興區 花時光-聽花說愛 高雄市新興區文昌里尚義街137號1樓
6657 高雄市 新興區 麻古茶坊-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4號1樓
6658 高雄市 新興區 Zeke-文橫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3號
6659 高雄市 新興區 麻古茶坊-高雄民生民權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58號
6660 高雄市 新興區 城市商旅美麗島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328號
6661 高雄市 新興區 GO PARKING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56號18F-6
6662 高雄市 新興區 小喜樂咖啡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有街52號
6663 高雄市 新興區 小喜樂咖啡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有街52號1樓
6664 高雄市 新興區 悅心餐館 高雄市新興區文昌里民族二路44號
6665 高雄市 新興區 悅心餐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44號1樓
6666 高雄市 新興區 山今澤OD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50號
6667 高雄市 新興區 山今澤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50號
6668 高雄市 新興區 Cup'fe BOX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79號
6669 高雄市 新興區 協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84號
6670 高雄市 新興區 老瓊紅茶專賣店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22號1樓
6671 高雄市 新興區 沾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三街3號
6672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涼茶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三街3號
6673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涼茶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三街3號
6674 高雄市 新興區 厚，Tel 高雄市新興區同心路66號1樓
6675 高雄市 新興區 街頭咖啡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130號
6676 高雄市 新興區 麥味登新興尚信店 高雄市新興區尚信街29號一樓
6677 高雄市 新興區 芫豪小火鍋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0號1樓
6678 高雄市 新興區 芫豪小火鍋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0號1樓
6679 高雄市 新興區 莓塔咖啡館(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69巷2號
6680 高雄市 新興區 枝仔冰城高雄民生店 高雄市新興區東海街2號
6681 高雄市 新興區 灰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46巷2號
6682 高雄市 新興區 玄岩(有骨氣)創意鍋燒麵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7之1號
6683 高雄市 新興區 玄岩(有骨氣)創意鍋燒麵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7之1號
6684 高雄市 新興區 宮賞藝術大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7號
6685 高雄市 新興區 詠春堂 階夏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二路97巷44號
6686 高雄市 新興區 坐又銘 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202號
6687 高雄市 新興區 錦華茶葉行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121號
6688 高雄市 新興區 Lena-nail 高雄市新興區南臺橫路69號3樓
6689 高雄市 新興區 幸福家悅心暖胃餐盒 高雄市新興區南海街204號
6690 高雄市 新興區 幸福家悅心暖胃餐盒 高雄市新興區南海街204號
6691 高雄市 新興區 Bali Store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14號1樓
6692 高雄市 新興區 Bali Store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14號1樓
6693 高雄市 新興區 城市獵人鞋坊-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42號
6694 高雄市 新興區 Patisserie dawn亮點/Eriel愛莉兒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二路65號
6695 高雄市 新興區 小貝Bee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新興區洛陽街34號
6696 高雄市 新興區 IN沙拉優格低GI 高雄市新興區洛陽街35號
6697 高雄市 新興區 八號收銀台精品店 高雄市新興區振華里新田路181號1樓
6698 高雄市 新興區 瓠仔貴 高雄市新興區號里忠孝一路94巷24號
6699 高雄市 新興區 瓠仔貴 高雄市新興區浩然里忠孝一路94巷24號
6700 高雄市 新興區 覓食基地堂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01號1樓
6701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福華大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311號
6702 高雄市 新興區 轉運棧四面佛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96之1號
6703 高雄市 新興區 無骨鹹酥雞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5-1號
6704 高雄市 新興區 灑椒麻辣鍋民生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54號
6705 高雄市 新興區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14號
6706 高雄市 新興區 歐樂眼鏡-高雄館 高雄市新興區光華一路381號1F
6707 高雄市 新興區 金錨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13號
6708 高雄市 新興區 Hotel Dua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5號
6709 高雄市 新興區 Hotel Dua ‘etage15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5號
6710 高雄市 新興區 Hotel dua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5號
6711 高雄市 新興區 welwel腰果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156號
6712 高雄市 新興區 梁社漢排骨新興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78號
6713 高雄市 新興區 MOMA-新田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07號
6714 高雄市 新興區 獵人谷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36號



6715 高雄市 新興區 有點渴了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37-1號1樓
6716 高雄市 新興區 制灶手作便當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37之2號
6717 高雄市 新興區 Big Two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39號1樓
6718 高雄市 新興區 貝穀-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07之4號
6719 高雄市 新興區 貝穀-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107之4號
6720 高雄市 新興區 101文具天堂 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59號
6721 高雄市 新興區 健人餐廚(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73號
6722 高雄市 新興區 收多易-高雄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80號
6723 高雄市 新興區 家鄉味麵食館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81之1號
6724 高雄市 三民區 頑皮寶貝-復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27號
6725 高雄市 新興區 咖啡足矣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26號
6726 高雄市 新興區 魯八宝涼麵-信義國小店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29號
6727 高雄市 新興區 KROSA 高雄市新興區開平里洛陽街67號6樓之2
6728 高雄市 新興區 狸小路高雄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23-1號
6729 高雄市 新興區 莊記黑糖牛奶 崛江旗艦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8號B11攤位
6730 高雄市 新興區 莊記黑糖牛奶 崛江二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8號B5攤位
6731 高雄市 新興區 大和炙燒火烤骰子牛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8號旁
6732 高雄市 新興區 大和炙燒火烤骰子牛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06號對面
6733 高雄市 新興區 僕.燒鰻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97號1樓
6734 高雄市 新興區 德生教會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街54號
6735 高雄市 新興區 壽山中會德生教會 高雄市新興區德生街54號
6736 高雄市 新興區 Burger Patty 飽嗝佩蒂漢堡專賣店 高雄市新興區德順街2-1號
6737 高雄市 新興區 早睡早起早午餐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8號1樓
6738 高雄市 新興區 沅味巷口飯糰(錦田店)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34號
6739 高雄市 前金區 鳥巢商旅-七賢館(OD)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65號
6740 高雄市 前金區 自由之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329號(2樓,4樓)
6741 高雄市 前金區 大饗家常料理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一路228-1號1樓
6742 高雄市 前金區 大饗家常料理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一路228-1號1樓
6743 高雄市 前金區 劉吉兒彩妝造型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一路290號18樓
6744 高雄市 前金區 陳家前金肉燥飯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6號
6745 高雄市 前金區 香四海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8巷5之2號
6746 高雄市 前金區 索雷米亞幸福手作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一路11號(捷運中央公園站B1)
6747 高雄市 前金區 嚼福肉舖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07號12樓
6748 高雄市 前金區 文文小舖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03號10樓之7
6749 高雄市 前金區 草圖自家烘焙咖啡館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11號
6750 高雄市 前金區 良食藝kitchen&gallery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60號
6751 高雄市 前金區 良食藝kitchen&gallery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60號
6752 高雄市 前金區 GIEN JIA 挑食(線上)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0號
6753 高雄市 前金區 Gien Jia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0號
6754 高雄市 前金區 金龍彩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3-1號
6755 高雄市 前金區 頤貞觀異國蔬食創意料理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28號
6756 高雄市 前金區 大侑貿易-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52號3樓之2
6757 高雄市 前金區 檸檬香茅火鍋-中華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83號
6758 高雄市 前金區 DV笛絲薇夢_高雄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21號4樓
6759 高雄市 前金區 大埔鐵板燒(中華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28號
6760 高雄市 前金區 大埔鐵板燒(中華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28號
6761 高雄市 前金區 大立百貨線上點訂餐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
6762 高雄市 前金區 築間幸福鍋物_高雄大立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10樓
6763 高雄市 前金區 CRIS格禮氏牛排(OD)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8樓
6764 高雄市 前金區 CRIS格禮氏牛排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7號8樓
6765 高雄市 前金區 森水檸檬香茅專賣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8號
6766 高雄市 前金區 先先市集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97號
6767 高雄市 前金區 美森咖啡 Artisan Cafe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23號
6768 高雄市 前金區 美森咖啡 Artisan Cafe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23號
6769 高雄市 前金區 美森咖啡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23號
6770 高雄市 前金區 Marc L3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31號
6771 高雄市 前金區 賞薰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59號
6772 高雄市 前金區 饗健身(快一點)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89號
6773 高雄市 前金區 昂陞體育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77號
6774 高雄市 前金區 Inn bistro 癮吧藍帶餐館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28號2樓
6775 高雄市 前金區 Inn bistro 癮吧藍帶餐館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28號2樓
6776 高雄市 前金區 Greet Inn喜迎旅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61號
6777 高雄市 前金區 泰炒捌食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62號
6778 高雄市 前金區 好味汕頭火鍋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02-2號
6779 高雄市 前金區 好味汕頭火鍋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02-2號
6780 高雄市 前金區 華園大飯店(旺角港式茶餐廳)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79號
6781 高雄市 前金區 華園大飯店(OD)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79號
6782 高雄市 前金區 華園大飯店(客房)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79號
6783 高雄市 前金區 北回木瓜牛奶-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91-1號
6784 高雄市 前金區 台灣第一味-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91號
6785 高雄市 前金區 鄧師傅 青年店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青年二路82號1至2樓
6786 高雄市 前金區 鄧師傅 青年店 高雄市前金區文東里青年二路82號1至2樓
6787 高雄市 前金區 肕燒肉酒肆（高雄店）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18號1樓
6788 高雄市 前金區 帥哥陽春麵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一街77號
6789 高雄市 前金區 全省國際素食餐飲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145號
6790 高雄市 前金區 全省國際素食餐飲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145號1樓
6791 高雄市 前金區 隆泉餐飲店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156號
6792 高雄市 前金區 好好眼鏡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12號
6793 高雄市 前金區 歐咖逼 前金店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04號
6794 高雄市 前金區 蕾薇美學概念館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39號一樓
6795 高雄市 前金區 木木江鳥衣谷-市中店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70號
6796 高雄市 鹽埕區 阿貴私塾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85號
6797 高雄市 前金區 C'est La Vie 莎拉維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139號
6798 高雄市 前金區 新國際西餐廳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76號二樓
6799 高雄市 前金區 陳家前金肉燥飯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里大同二路26號



6800 高雄市 前金區 咕嚕咕嚕家成功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0號1樓
6801 高雄市 前金區 台灣千房 漢神成功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1號B3
6802 高雄市 前金區 京都 餃子的王將(成功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1號B3(高雄漢神本館)
6803 高雄市 前金區 圓石禪飲高雄漢神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1號B3櫃位B16
6804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名人坊 - 漢來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12F
6805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海港 - 漢來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43F
6806 高雄市 前金區 漢來美食-漢來飯店外賣小舖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號LB
6807 高雄市 前金區 吾家早午餐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19號
6808 高雄市 前金區 弘爺漢堡 成功一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67號
6809 高雄市 前金區 禾匠粥品麵食專賣店-自立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一路59號
6810 高雄市 前金區 黑泷堂高雄自立店(OD)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131號
6811 高雄市 前金區 歐洲人盒玩一番賞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89號
6812 高雄市 前金區 夯漫廚房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95巷34號
6813 高雄市 前金區 夯漫廚房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95巷34號
6814 高雄市 前金區 城裡的小月光單身雞湯-自強店(OD)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55號1樓
6815 高雄市 前金區 城裡的小月光單身雞湯-自強店(POS)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55號1樓
6816 高雄市 前金區 城裡的小月光單身雞湯-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55號1樓
6817 高雄市 前金區 鹹水煙澎湖海鮮料理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88號
6818 高雄市 前金區 海寶軒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71號
6819 高雄市 前金區 牛老大涮牛肉（高雄一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8號
6820 高雄市 前金區 牛老大涮牛肉（高雄一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8號
6821 高雄市 前金區 晨間廚房-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36號
6822 高雄市 前金區 食在午后(線上點餐)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69號1樓
6823 高雄市 前金區 貓腳印-雄二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75號2樓
6824 高雄市 前金區 好運吐司商行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11號
6825 高雄市 前金區 好運吐司商行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11號
6826 高雄市 前金區 好運商行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11號
6827 高雄市 前金區 燒肉咬蛋-自強創始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22號1樓
6828 高雄市 前金區 一手私藏世界紅茶漢神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28號
6829 高雄市 前金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61號1樓
6830 高雄市 前金區 老村雞肉飯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63號
6831 高雄市 前金區 牛老大涮牛肉（高雄二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81號
6832 高雄市 前金區 牛老大涮牛肉（高雄二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81號
6833 高雄市 前金區 JIT高雄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東金里七賢二路227號1樓
6834 高雄市 前金區 淺酒居酒屋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2之1號
6835 高雄市 前金區 淺酒居酒屋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2之1號
6836 高雄市 前金區 國際焰燴坊 高雄市前金區草江里瑞源路146號3樓
6837 高雄市 前金區 國際焰燴坊 高雄市前金區草江里瑞源路146號3樓
6838 高雄市 前金區 歐咖逼OKopi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04號
6839 高雄市 前金區 海寶軒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71號
6840 高雄市 前金區 CASA salon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68號
6841 高雄市 前金區 河邊香蕉碼頭 高雄市前金區新生里市中一路276號1樓
6842 高雄市 前金區 Liebe_Ein 戀舊。手感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194巷10號
6843 高雄市 前金區 iROO-高雄新田店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05號
6844 高雄市 前金區 立穎生鮮雞肉品專賣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29號
6845 高雄市 前金區 艾蒂兒Ideal生活美學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39巷33號
6846 高雄市 前金區 達道殿蔬果飲品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40號
6847 高雄市 前金區 昭和園高雄前金店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82號
6848 高雄市 前金區 昭和園高雄前金店(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82號
6849 高雄市 前金區 韓昭園한소원 한식당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301號
6850 高雄市 前金區 妙善公主素食養心鍋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320號
6851 高雄市 前金區 妙善公主素食養心鍋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320號
6852 高雄市 前金區 F.h楓和髮藝-新盛店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一街98號
6853 高雄市 前金區 Negaflower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146號4樓
6854 高雄市 前金區 鯉白健康美學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46號9樓之5
6855 高雄市 前金區 沐綠美學-市中店 高雄市前金區鼎盛街103號1樓
6856 高雄市 前金區 川褆玉水產 高雄市前金區鼎盛街57號
6857 高雄市 前金區 自由葉Leaffree｜最美好的台灣茶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64號
6858 高雄市 前金區 健身房-ALC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0號2樓
6859 高雄市 前金區 香四海 旗魚黑輪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8巷5之2號
6860 高雄市 前金區 香四海旗魚黑輪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28巷5之2號
6861 高雄市 前金區 天后宮大腸包小腸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42號
6862 高雄市 前金區 索雷米亞幸福手作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一路11號高雄捷運中央公園站地下1樓
6863 高雄市 前金區 九乘九股份有限公司永和頂溪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05號10樓
6864 高雄市 前金區 九乘九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高雄中山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05號10樓
6865 高雄市 左營區 九乘九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自由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35號
6866 高雄市 鼓山區 九乘九文具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明倫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48號
6867 高雄市 前金區 網拓食安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二路533號11樓之1
6868 高雄市 前金區 歐八不是阿啾喜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橫路96號
6869 高雄市 前金區 阿北飯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88號
6870 高雄市 前金區 拿沐咖啡(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3號
6871 高雄市 前金區 芍品軒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35號9樓之3
6872 高雄市 前金區 舊振南餅店-中正總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4號
6873 高雄市 前金區 迷客夏milkshop-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9號1樓
6874 高雄市 前金區 聽寶助聽中心-高雄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28號1樓
6875 高雄市 前金區 酒番燒烤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70號
6876 高雄市 前金區 新美肌膚美學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78巷12號
6877 高雄市 前金區 JG君綺診所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21號
6878 高雄市 前金區 米逗捲飯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22號1樓
6879 高雄市 前金區 SUBWAY愛河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148號
6880 高雄市 前金區 SUBWAY 愛河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148號
6881 高雄市 前金區 森水檸檬香矛綠專賣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58號
6882 高雄市 前金區 鬥牛士牛排食堂五福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79號地下室B1
6883 高雄市 前金區 鬥牛士牛排食堂五福店(OD)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79號地下室B1
6884 高雄市 前金區 Marc L3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31號



6885 高雄市 前金區 八月髮型沙龍店 高雄市前金區仁義街281號
6886 高雄市 前金區 星利科技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75號6樓之3
6887 高雄市 前金區 嗜串鍋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43號
6888 高雄市 前金區 星星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52巷19號
6889 高雄市 前金區 Greet Inn喜迎旅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61號
6890 高雄市 前金區 好.食餐廳 Great Bistro & Cafe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61號2樓
6891 高雄市 前金區 濰克早午餐六合店(OD)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44號
6892 高雄市 前金區 濰克早午餐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42、244號1樓&nbsp;
6893 高雄市 前金區 台灣第一味-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91號
6894 高雄市 前金區 Loreley shop 魔法美妝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街11巷11號
6895 高雄市 前金區 紅豆冰室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三街95號
6896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國賓i River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
6897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國賓大飯店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
6898 高雄市 前金區 蒔葵輕食坊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39號1樓
6899 高雄市 前金區 新國際西餐廳(OD)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76號二樓
6900 高雄市 前金區 路人咖啡2號店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里大同二路46號
6901 高雄市 前金區 香姨汕頭麵手工水餃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123號
6902 高雄市 前金區 大埔鐵板燒-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36號
6903 高雄市 前金區 大埔鐵板燒(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136號1樓
6904 高雄市 前金區 食在午后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69號
6905 高雄市 前金區 一手私藏世界紅茶漢神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28號
6906 高雄市 前金區 麻古茶坊-漢神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69號
6907 高雄市 前金區 鈞怡大飯店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0號3樓
6908 高雄市 前金區 草圖自家烘焙咖啡館 高雄市前金區青山里中正四路111號
6909 高雄市 前金區 六吋盤早午餐-高雄瑞源店(OD)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45號
6910 高雄市 前金區 72度C-漢神青年店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168號1樓
6911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國賓粵菜廳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2樓
6912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國賓川菜廳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20樓
6913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國賓陶然亭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
6914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國賓Corner Bakery63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202號
6915 高雄市 前金區 岩生藥局 高雄市前金區三川里自立一路15-1號
6916 高雄市 前金區 迷客夏milkshop-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9號1樓
6917 高雄市 前金區 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282號5樓
6918 高雄市 前金區 伍號糧倉 高雄市前金區復元里福音街23號
6919 高雄市 前金區 CtrlPlus 操作者精品店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182號1樓
6920 高雄市 前金區 always a+ cafe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17號
6921 高雄市 前金區 always a+ cafe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17號
6922 高雄市 前金區 六吋盤早午餐-高雄瑞源店 高雄市前金區瑞源路45號
6923 高雄市 苓雅區 JS23鍍膜工藝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23號
6924 高雄市 苓雅區 璽歡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145-5號
6925 高雄市 苓雅區 美蜜餐坊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168號2樓
6926 高雄市 苓雅區 上好美術印刷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196號
6927 高雄市 苓雅區 JOJO的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83巷34號
6928 高雄市 苓雅區 方丸日式飯糰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162號
6929 高雄市 苓雅區 厚！你好雞排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162號(騎樓)
6930 高雄市 苓雅區 欣欣食品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0號2樓
6931 高雄市 苓雅區 欣欣食品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0號2樓
6932 高雄市 苓雅區 塔啵義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77巷19之1號
6933 高雄市 苓雅區 莉莉花想屋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225號
6934 高雄市 苓雅區 水易購淨水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303-1號一樓
6935 高雄市 苓雅區 大正牛肉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09號
6936 高雄市 苓雅區 永心鳳茶 中山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04號
6937 高雄市 苓雅區 心潮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04號3樓
6938 高雄市 苓雅區 活力足舒活足體養生館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83號
6939 高雄市 苓雅區 捷絲旅-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34號
6940 高雄市 苓雅區 路易莎-高雄武廟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88號
6941 高雄市 苓雅區 金建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45號地下一層
6942 高雄市 苓雅區 有。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56巷11號
6943 高雄市 苓雅區 THE BAKER’ KITCHEN,co.樂焙可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56巷33弄17號
6944 高雄市 苓雅區 THE BAKER’ KITCHEN,co.樂焙可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56巷33弄17號
6945 高雄市 苓雅區 阿巴貝旌旗藝術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56巷5號B1
6946 高雄市 苓雅區 雙醬咖哩(苓雅中正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75號1樓
6947 高雄市 苓雅區 雙醬咖哩(苓雅中正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75號1樓
6948 高雄市 苓雅區 簡單吃早餐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林南街18號一樓
6949 高雄市 苓雅區 湘霖手作麻辣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200號
6950 高雄市 苓雅區 Eriko 繪里子的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0號1樓
6951 高雄市 苓雅區 LOOK鹿客潮流服飾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27號六樓
6952 高雄市 苓雅區 瑾之屋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4號
6953 高雄市 苓雅區 秘密花園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6號
6954 高雄市 苓雅區 泡泡茶-五福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91號
6955 高雄市 苓雅區 微風市集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1號文化市場
6956 高雄市 苓雅區 微風市集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1號文化市場
6957 高雄市 苓雅區 微光創造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藝術市集65號
6958 高雄市 苓雅區 MoJo手作寵物雜貨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文化中心藝術市集前段
6959 高雄市 苓雅區 上展牛肉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49之1號
6960 高雄市 苓雅區 上展牛肉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49之1號
6961 高雄市 苓雅區 佐和鍋物 高雄市苓雅區仁智街85號
6962 高雄市 苓雅區 Girar bar&restaurant 高雄市苓雅區仁義街2-3號
6963 高雄市 苓雅區 J GALLERY 高雄市苓雅區允文街131號9樓之3
6964 高雄市 苓雅區 手作功夫茶-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25號
6965 高雄市 苓雅區 施家川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28號
6966 高雄市 苓雅區 金大麵食坊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2-8號
6967 高雄市 苓雅區 流火茶坊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56號
6968 高雄市 苓雅區 M_CHIC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路123巷11號
6969 高雄市 苓雅區 小丸子鹽酥雞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路14號



6970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家紅茶冰(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6971 高雄市 苓雅區 HOME趴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11號
6972 高雄市 苓雅區 邱記碳烤-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8號
6973 高雄市 苓雅區 胡麻筒子麻辣燙.火鍋煲.鍋燒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37號
6974 高雄市 苓雅區 酒客Joker 高雄市苓雅區文衡二路107號
6975 高雄市 苓雅區 爆Q美式炸雞 高雄市苓雅區文衡二路71號
6976 高雄市 苓雅區 亨運香港茶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07號1樓
6977 高雄市 苓雅區 小福新素麵館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12巷2號
6978 高雄市 苓雅區 食在福鍋燒意麵高雄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13號
6979 高雄市 苓雅區 布簡單早午晚餐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16號
6980 高雄市 苓雅區 老宅小廚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76號
6981 高雄市 苓雅區 尚品咖啡(高師大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88號
6982 高雄市 苓雅區 尚品咖啡(高師大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88號
6983 高雄市 苓雅區 理視眼鏡行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94-11號
6984 高雄市 苓雅區 健人餐廚(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94號
6985 高雄市 苓雅區 沐光輕食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00號
6986 高雄市 苓雅區 廣爺洋行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81號
6987 高雄市 苓雅區 易匠家居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63號
6988 高雄市 苓雅區 母雞抖MUJIDOU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70號-7,1F
6989 高雄市 苓雅區 12拾壹Drinks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76號7樓之2
6990 高雄市 苓雅區 橘子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08之3號12樓之1
6991 高雄市 苓雅區 晨間廚房-苓雅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20號
6992 高雄市 苓雅區 光麗美容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三號八樓之三
6993 高雄市 苓雅區 不朽茶事會社-正言總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23號
6994 高雄市 苓雅區 不朽茶事會社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23號
6995 高雄市 苓雅區 LTY設計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正順街2-1號8樓之1
6996 高雄市 苓雅區 憲茶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44號
6997 高雄市 苓雅區 果珍美味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55-2號
6998 高雄市 苓雅區 永松古著手工衣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4巷33-4號
6999 高雄市 苓雅區 來福咖啡 Life Coffee Studio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46號1樓
7000 高雄市 苓雅區 拿錢給茫茫 高雄市苓雅區永明街50號
7001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永康街169號
7002 高雄市 苓雅區 黑淨·智慧洗衣-永樂店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街145號
7003 高雄市 苓雅區 初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街171號
7004 高雄市 苓雅區 大豐金香舖 高雄市苓雅區光明街128號
7005 高雄市 苓雅區 侯嗨喲吐司 高雄市苓雅區光明街79號
7006 高雄市 苓雅區 Q哥_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59號
7007 高雄市 苓雅區 承安商行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26號6樓
7008 高雄市 苓雅區 傑克乳酪蛋糕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317號
7009 高雄市 苓雅區 彤彤雞蛋糕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7號(騎樓)
7010 高雄市 苓雅區 林家水餃麵食小館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86號
7011 高雄市 苓雅區 亞舍電商美食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88號
7012 高雄市 苓雅區 亞舍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88號
7013 高雄市 苓雅區 迷路炸物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90巷10弄25號1樓
7014 高雄市 苓雅區 光華鮮河粉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98號
7015 高雄市 苓雅區 毛家小吃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14號
7016 高雄市 苓雅區 飯糰-如意館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里1鄰林西街89號
7017 高雄市 苓雅區 李家茶店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四維2路22號1樓
7018 高雄市 苓雅區 老宅小廚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里四維二路76號
7019 高雄市 苓雅區 紅茶洋行(苓雅成功店)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90號
7020 高雄市 苓雅區 緣龍文化體驗戲館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21號3樓
7021 高雄市 苓雅區 Douchanglee -BiAS高雄概念店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35號
7022 高雄市 苓雅區 小象旅行社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66號二樓
7023 高雄市 苓雅區 真男饌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90號1樓
7024 高雄市 苓雅區 柒拾伍號老麵館 高雄市苓雅區江都街75號
7025 高雄市 苓雅區 丹路牛排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16號1樓
7026 高雄市 苓雅區 飯丸屋-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34號(騎樓)
7027 高雄市 苓雅區 金膳品排骨麵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42-1號
7028 高雄市 苓雅區 Easy美髮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20巷7號
7029 高雄市 苓雅區 檸檬香茅火鍋-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2號
7030 高雄市 苓雅區 晨曦中西式早午餐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3號
7031 高雄市 苓雅區 Tinano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16樓之5
7032 高雄市 苓雅區 LeFrenchQuiche 法式鹹派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53巷16號
7033 高雄市 苓雅區 煌膳雲端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79巷3-1號
7034 高雄市 苓雅區 No.101 Tearoom長堤101歐式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01號
7035 高雄市 苓雅區 No.101 Tearoom長堤101歐式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01號
7036 高雄市 苓雅區 良貓吉食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44巷31號
7037 高雄市 苓雅區 豬小弟‧炒飯鍋燒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74號
7038 高雄市 苓雅區 JIT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中正二路51號
7039 高雄市 苓雅區 好馨情居家美學館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光華一路226號6樓
7040 高雄市 苓雅區 呷尚寶 高雄市苓雅區尚禮街1號
7041 高雄市 苓雅區 醇粹商行 高雄市苓雅區尚禮街36號1樓
7042 高雄市 苓雅區 內人青霜-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1號
7043 高雄市 苓雅區 內人青霜-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1號
7044 高雄市 苓雅區 老賴茶棧-高雄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7號
7045 高雄市 苓雅區 松本鮮奶茶(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22號
7046 高雄市 苓雅區 來來麵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3號
7047 高雄市 苓雅區 廖家土魠魚羹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3號
7048 高雄市 苓雅區 YU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56巷9號
7049 高雄市 苓雅區 泡菜哥韓食車車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57號四樓之一
7050 高雄市 苓雅區 搞頑皮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5號
7051 高雄市 苓雅區 懶人炒飯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7號
7052 高雄市 苓雅區 魯八寶涼麵-高雄旗艦總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2號
7053 高雄市 苓雅區 蓮素食鹹酥雞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7號
7054 高雄市 苓雅區 進宏蚵仔煎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8號(騎樓)



7055 高雄市 苓雅區 SA Hair Salon 高雄市苓雅區昇平街42號
7056 高雄市 苓雅區 JIT高雄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中里四維二路191號1樓
7057 高雄市 苓雅區 彩鳳紋繡挽面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120-6號
7058 高雄市 苓雅區 卡卡手作雞蛋糕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47號4樓
7059 高雄市 苓雅區 阿橋師魯味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67號
7060 高雄市 苓雅區 蛋室雞蛋糕製作所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75號
7061 高雄市 苓雅區 蜜達絲文化會館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28號
7062 高雄市 苓雅區 一點酒意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8巷9弄5號
7063 高雄市 苓雅區 SWEET HAIR SALON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號
7064 高雄市 苓雅區 瀧澤軒食堂【拉麵屋】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44號1樓
7065 高雄市 苓雅區 KATZ 卡司複合式餐廳 高雄文化中心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57號1樓
7066 高雄市 苓雅區 穀比咖啡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80巷2-1號
7067 高雄市 苓雅區 拉合爾異國美食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86號
7068 高雄市 苓雅區 海神潛水裝備&咖啡輕食館 高雄市苓雅區林富街6號1樓
7069 高雄市 苓雅區 大丸手作幸福便當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7巷39號
7070 高雄市 苓雅區 靉嗨文旅-三多館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84號
7071 高雄市 苓雅區 一家紅豆餅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85巷53號
7072 高雄市 苓雅區 Olivia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8巷22號
7073 高雄市 苓雅區 沐蕾Mulei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8巷22號
7074 高雄市 苓雅區 SD水晶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20號
7075 高雄市 苓雅區 萃取雞蛋糕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47號
7076 高雄市 苓雅區 侯家小料理餐館線上 高雄市苓雅區武昌路290號
7077 高雄市 苓雅區 侯家小料理餐館 高雄市苓雅區武昌路290號
7078 高雄市 苓雅區 唐太盅養生燉品甜湯-高雄武聖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35巷5號
7079 高雄市 苓雅區 和美小吃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56號
7080 高雄市 苓雅區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90號
7081 高雄市 苓雅區 明治時代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53號
7082 高雄市 苓雅區 忠華上好炭烤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83號
7083 高雄市 苓雅區 留白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88巷3弄4號
7084 高雄市 苓雅區 蔬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90號
7085 高雄市 苓雅區 BETTA503 高雄市苓雅區河北路87巷
7086 高雄市 苓雅區 沐椿芳療 高雄市苓雅區金門街82號
7087 高雄市 苓雅區 晨間廚房-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1號
7088 高雄市 苓雅區 宜家涼麵-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1號
7089 高雄市 苓雅區 米特餐盒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4號1樓
7090 高雄市 苓雅區 米特餐盒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4號1樓
7091 高雄市 苓雅區 悠閒SPA館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53號
7092 高雄市 苓雅區 尚佐味牛肉湯專賣OD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57號
7093 高雄市 苓雅區 尚佐味牛肉湯專賣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57號
7094 高雄市 苓雅區 柏弘老店過魚湯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67-2號
7095 高雄市 苓雅區 柏弘老店過魚湯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67-2號
7096 高雄市 苓雅區 Chicago1920 Bar&Grill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號2樓
7097 高雄市 苓雅區 17號穀倉文化中心店OD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號
7098 高雄市 苓雅區 17號穀倉文化中心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號
7099 高雄市 苓雅區 穀倉酒館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212號
7100 高雄市 苓雅區 艾布洛斯手作烘焙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75號
7101 高雄市 苓雅區 傑西寶寶 高雄市苓雅區城東里中山二路355.357號1樓
7102 高雄市 苓雅區 大港超市(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民路168號
7103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港口慈濟宮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166-3號
7104 高雄市 苓雅區 miniLab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2號
7105 高雄市 苓雅區 綺兒綠豆甜湯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ㄧ路123巷10號5樓
7106 高雄市 苓雅區 慶旺電器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3-2號
7107 高雄市 苓雅區 EUHAIR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3-6號
7108 高雄市 苓雅區 JIT苓雅建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75-12號
7109 高雄市 苓雅區 臺灣好鄭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99巷8號三樓
7110 高雄市 苓雅區 天主教聖功修女會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52號
7111 高雄市 苓雅區 多元觀光計程車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64巷57弄10號11樓-3
7112 高雄市 苓雅區 幸福午茶蛋糕甜點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64巷57弄3號八樓之一
7113 高雄市 苓雅區 南國蛋餅市府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32號
7114 高雄市 苓雅區 永和鍋貼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34號
7115 高雄市 苓雅區 ET鹹水雞-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38號(騎樓)
7116 高雄市 苓雅區 老豆達人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88號
7117 高雄市 苓雅區 晨間廚房-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89號
7118 高雄市 苓雅區 雨香蔬食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02號1樓
7119 高雄市 苓雅區 奧麗薇香綿冰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13號
7120 高雄市 苓雅區 森也手作、丼飯、咖哩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14號1樓
7121 高雄市 苓雅區 Otter’s Kitchen 海獺燒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3號
7122 高雄市 苓雅區 Yo!真健康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404-4號
7123 高雄市 苓雅區 心喜手工茶-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21號(騎樓)
7124 高雄市 苓雅區 金東寶海鮮羹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28號
7125 高雄市 苓雅區 新鮮的水果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3號
7126 高雄市 苓雅區 美衣潔智能自助洗衣-苓雅店(到府收送)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271號
7127 高雄市 苓雅區 鳥巢商旅-中華館(OD)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77之2號
7128 高雄市 苓雅區 芋見綠豆-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2-6號
7129 高雄市 苓雅區 水巷茶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6號
7130 高雄市 苓雅區 空笑夢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86號
7131 高雄市 苓雅區 神鮮茶舖-神鮮紅茶冰 高雄市苓雅區英祥街22號
7132 高雄市 苓雅區 cherry熱蠟美肌除毛 高雄市苓雅區英祥街22號2樓
7133 高雄市 苓雅區 弘爺漢堡 英明店 高雄市苓雅區英祥街23號1樓
7134 高雄市 苓雅區 More髮型 高雄市苓雅區英祥街5號
7135 高雄市 苓雅區 庶民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英雄路9號
7136 高雄市 苓雅區 庶民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英雄路9號
7137 高雄市 苓雅區 佐那SPA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44號1樓
7138 高雄市 苓雅區 韓衣舖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43號
7139 高雄市 苓雅區 6吋盤早午餐-泰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50號



7140 高雄市 苓雅區 6吋盤早午餐-泰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50號
7141 高雄市 苓雅區 Bingo 高雄市苓雅區泰豐街27號
7142 高雄市 苓雅區 噠啵呿啃-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43號1樓
7143 高雄市 苓雅區 噠啵呿啃-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43號1樓
7144 高雄市 苓雅區 海底撈高雄大遠百店(外送)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
7145 高雄市 苓雅區 水易購淨水-大順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303-1號
7146 高雄市 苓雅區 麻麻串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75巷2弄9之2號3樓
7147 高雄市 苓雅區 麻麻串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75巷2弄9之2號3樓
7148 高雄市 苓雅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歡喜協會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84號10樓之2
7149 高雄市 苓雅區 阿法塔羅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58號2樓
7150 高雄市 苓雅區 TuoKha.泥作根地 高雄市苓雅區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148號1樓
7151 高雄市 苓雅區 來伴桌 高雄市苓雅區永泰路75號
7152 高雄市 苓雅區 森日 雞蛋糕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2號
7153 高雄市 苓雅區 加樂小廚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18號1樓
7154 高雄市 苓雅區 加樂小廚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18號1樓
7155 高雄市 苓雅區 路易莎-高雄文化直營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1號
7156 高雄市 苓雅區 湘雲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80號1樓
7157 高雄市 苓雅區 雅集舞春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07號
7158 高雄市 苓雅區 柒拾伍號老麵館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里江都街75號1樓
7159 高雄市 苓雅區 印廬印章文創精品館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168號
7160 高雄市 苓雅區 菲洛蜜拉美甲美睫沙龍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190號1樓
7161 高雄市 苓雅區 SODA小餐廚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36號
7162 高雄市 苓雅區 默鐵板私廚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8號
7163 高雄市 苓雅區 ACCESSORIES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91號7樓之2
7164 高雄市 苓雅區 按東港海鮮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復興二路42-1號1樓
7165 高雄市 苓雅區 按東港海鮮 高雄市苓雅區普照里復興二路42?1號1樓
7166 高雄市 苓雅區 赫亞美學 高雄市苓雅區華新街21號
7167 高雄市 苓雅區 覓饗健康屋 高雄市苓雅區廈門街35號
7168 高雄市 苓雅區 Woopen木盆-武廟加盟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路17號
7169 高雄市 苓雅區 Untoo溫肚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新田路356號
7170 高雄市 苓雅區 龍袍湯包(OD) 高雄市苓雅區新田路375號
7171 高雄市 苓雅區 喫吃飯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140巷21號
7172 高雄市 苓雅區 甘單古早味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140巷28號
7173 高雄市 苓雅區 耶魯小鎮 加拿大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26-3號
7174 高雄市 苓雅區 Woobakery 壞麵包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28巷49號
7175 高雄市 苓雅區 慶安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38號32樓之1
7176 高雄市 苓雅區 萃飲閣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48號
7177 高雄市 苓雅區 J懿髮廊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54號
7178 高雄市 苓雅區 櫻美學概念館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62巷7-3號4樓
7179 高雄市 苓雅區 二路蘿蔔糕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新富路426號
7180 高雄市 苓雅區 一間冰店 高雄市苓雅區漢昌街81號
7181 高雄市 苓雅區 流亡子弟汽機車工坊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31號
7182 高雄市 苓雅區 國仔煎餃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346號
7183 高雄市 苓雅區 老潘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367號
7184 高雄市 苓雅區 貓曖笑eyelash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街40號
7185 高雄市 苓雅區 小雨滴-惠萍 高雄市苓雅區福居里36鄰武義街24號
7186 高雄市 苓雅區 歐日精品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2號6樓之2
7187 高雄市 苓雅區 許記海產粥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一路109巷7號
7188 高雄市 苓雅區 樂樂小舖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一路59號3樓
7189 高雄市 苓雅區 飫飽炒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0號之5
7190 高雄市 苓雅區 提米美甲彩妍館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29號1樓
7191 高雄市 苓雅區 老賴茶棧-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3號
7192 高雄市 苓雅區 荳趣巧食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49號
7193 高雄市 苓雅區 金茶伍-高雄苓雅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8號1樓
7194 高雄市 苓雅區 沐綠美學-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167之2號
7195 高雄市 苓雅區 敝姓李吃甜的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194號
7196 高雄市 苓雅區 余二姐麵線羹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39號
7197 高雄市 苓雅區 昌平炸雞王 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43號
7198 高雄市 苓雅區 冠光電業行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339號
7199 高雄市 苓雅區 (蘇）東山鴨頭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21巷36號
7200 高雄市 苓雅區 毓聆服飾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377號一樓
7201 高雄市 苓雅區 一塊布創意手工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文化中心市集)
7202 高雄市 苓雅區 路易莎咖啡-高雄文化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1號
7203 高雄市 苓雅區 安之屋小舖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二街123巷16號
7204 高雄市 苓雅區 虎咬豬先生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二街16-2號3樓
7205 高雄市 苓雅區 褲褲熊-衣shop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二街88號
7206 高雄市 苓雅區 快樂早午餐 高雄市苓雅區廣西路98號
7207 高雄市 苓雅區 絲情髮意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一街56號
7208 高雄市 苓雅區 髮律系髮藝雕塑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一街91巷35號
7209 高雄市 苓雅區 思穎小舖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二街50巷26號2樓
7210 高雄市 苓雅區 細說晨食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二街53號
7211 高雄市 苓雅區 甜甜早午餐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二街93號
7212 高雄市 苓雅區 學徒壽司 高雄市苓雅區樂仁路118號三樓之一
7213 高雄市 苓雅區 希羅亞泥飾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123巷6弄82號3樓之2
7214 高雄市 苓雅區 鋺私房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5號
7215 高雄市 苓雅區 老麥漢堡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278號
7216 高雄市 苓雅區 三更紅麻辣鴨血臭豆腐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42-1號
7217 高雄市 苓雅區 黃金雙打塩酥雞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42號
7218 高雄市 苓雅區 御私藏-憲政店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6號1樓
7219 高雄市 苓雅區 點鍋鍋燒麵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75-1號
7220 高雄市 苓雅區 蠻牛湯包 清蒸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75-1號
7221 高雄市 苓雅區 神田牛肉湯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75號
7222 高雄市 苓雅區 世界花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00號
7223 高雄市 苓雅區 維那奇咖啡部屋-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07號1樓
7224 高雄市 苓雅區 維那奇咖啡部屋-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07號1樓



7225 高雄市 苓雅區 飲味鮮-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2-1號(騎樓)
7226 高雄市 苓雅區 CEO雞蛋仔-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2號之一
7227 高雄市 苓雅區 虎爺雞蛋糕(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62號(騎樓)
7228 高雄市 苓雅區 HAWIIWII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76號
7229 高雄市 苓雅區 家的味道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85號
7230 高雄市 苓雅區 泰山汕頭火鍋(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65號
7231 高雄市 苓雅區 盒小馬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73號
7232 高雄市 苓雅區 阿亮台北米粉湯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81號
7233 高雄市 苓雅區 晉好吃炒飯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93號
7234 高雄市 苓雅區 波哥小食舖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35?2號1樓
7235 高雄市 苓雅區 Bena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41號(Bena設計師)
7236 高雄市 苓雅區 ZOZO_HU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41號(設計師)
7237 高雄市 苓雅區 好鄰居蓋飯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7號
7238 高雄市 苓雅區 一品鴨莊(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66號
7239 高雄市 苓雅區 一品鴨莊(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66號
7240 高雄市 苓雅區 Jane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125號13樓之2
7241 高雄市 苓雅區 艾倫龍龍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148號
7242 高雄市 苓雅區 日韓服飾 高雄市苓雅區蕉園里8鄰大同一路78號
7243 高雄市 苓雅區 巷仔內Tomo殿 高雄市苓雅區鐵道街541號
7244 高雄市 苓雅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1路241號1樓
7245 高雄市 苓雅區 麻古茶坊-高雄三多三信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ㄧ路319號
7246 高雄市 鳳山區 南國蛋餅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里10鄰新安街45號
7247 高雄市 苓雅區 胖老爹美式炸雞武慶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5號
7248 高雄市 苓雅區 胖老爹武慶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85號
7249 高雄市 苓雅區 E7Play三多館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35號2樓
7250 高雄市 苓雅區 SUBWAY-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02.306號
7251 高雄市 苓雅區 好宅實心生活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45巷2號
7252 高雄市 苓雅區 哥文達手作瑜伽蔬食Pizza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162號騎樓
7253 高雄市 苓雅區 寰安旅行社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0號2樓
7254 高雄市 苓雅區 OGUMA水美媒(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38號
7255 高雄市 苓雅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三多店OD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60號
7256 高雄市 苓雅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60號
7257 高雄市 苓雅區 巨鮮燒烤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36號
7258 高雄市 苓雅區 巨鮮燒烤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36號1樓
7259 高雄市 苓雅區 瀚克寶寶-三多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6號1樓
7260 高雄市 苓雅區 J&H晶璽健康事業-高雄夢時代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21號7樓
7261 高雄市 苓雅區 大呼過癮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61號
7262 高雄市 苓雅區 隆美窗簾_大順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3號
7263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兄弟綠豆湯-建國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66號
7264 高雄市 苓雅區 墨門珈琲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249號1樓
7265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兄弟綠豆湯-中山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55號
7266 高雄市 苓雅區 鴉片麻辣鴛鴦鍋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96號
7267 高雄市 苓雅區 鴉片麻辣鴛鴦鍋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96號
7268 高雄市 苓雅區 永心鳳茶 中山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04號
7269 高雄市 苓雅區 永心鳳茶 勤美外販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04號
7270 高雄市 苓雅區 銅臻年代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1路315號2樓
7271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全我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20號8樓之5
7272 高雄市 苓雅區 早安美芝城- 小港鋼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52號6樓之六
7273 高雄市 苓雅區 GTOPIA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58號10樓
7274 高雄市 前鎮區 胖老爹美式炸雞-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63號
7275 高雄市 苓雅區 VLENS 信義威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11樓
7276 高雄市 三民區 花草巫婆 Botanical Magic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8號
7277 高雄市 苓雅區 THE BAKER’ KITCHEN,co.樂焙可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56巷33弄17號
7278 高雄市 苓雅區 FSK牛樟芝傳奇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二路56巷5號B1
7279 高雄市 苓雅區 凱馳 高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東街50號
7280 高雄市 苓雅區 宏佳騰智慧電車-苓雅中華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35號、37號
7281 高雄市 苓雅區 羅伯物業科技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57號3樓
7282 高雄市 苓雅區 ANNE+Studio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35號
7283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酒店(木櫃工廠創意鍋物OD)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84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酒店(芙悅軒OD)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85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美食市集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86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酒店(木櫃工廠創意鍋物1)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87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酒店(木櫃工廠創意鍋物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88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酒店(芙悅軒1)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89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酒店(芙悅軒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90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酒店(客房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91 高雄市 苓雅區 麗尊酒店(客房1)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05號
7292 高雄市 苓雅區 猻物咖啡 大港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三路117-7號
7293 高雄市 苓雅區 斟茶茶飲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81號
7294 高雄市 三民區 彩虹香雞排 高雄市三民區興隆街68號
7295 高雄市 苓雅區 rosehana 高雄市苓雅區仁義街21號9樓之2
7296 高雄市 苓雅區 金大麵食坊溫州餛飩大王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2之8號1樓
7297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兄弟綠豆湯-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56號
7298 高雄市 苓雅區 忠宥科技有限公司-yoyopaper 高雄市苓雅區文昌路96號
7299 高雄市 苓雅區 薄多義-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5號
7300 高雄市 苓雅區 TTL苓雅營業所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13號
7301 高雄市 苓雅區 TTL苓雅便利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13號
7302 高雄市 苓雅區 一沐日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號
7303 高雄市 苓雅區 咚雞咚雞 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9之3號1樓
7304 高雄市 苓雅區 咚雞咚雞韓式炸雞(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9之3號1樓
7305 高雄市 苓雅區 覓蒔MissFood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巷57號
7306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鮮花店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興中一路184號
7307 高雄市 苓雅區 思維一露-LYCANNELE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一路276號1樓
7308 高雄市 苓雅區 閃電直排輪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26號
7309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兄弟綠豆湯-四維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63號



7310 高雄市 苓雅區 健人餐廚(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94號
7311 高雄市 苓雅區 興中客家菜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03號
7312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寶春麥方店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9號
7313 高雄市 苓雅區 今天吃麵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1樓
7314 高雄市 苓雅區 今天吃麵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1樓
7315 高雄市 苓雅區 新形象衛星車隊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73號
7316 高雄市 苓雅區 合牛鐵板燒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86號
7317 高雄市 苓雅區 合牛鐵板燒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86號
7318 高雄市 苓雅區 黑瀧堂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28號1樓
7319 高雄市 苓雅區 麻古茶坊-高雄正義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38號
7320 高雄市 苓雅區 鋒勝豚王豬排亭 高雄市苓雅區永平路40號1樓
7321 高雄市 苓雅區 何河粉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164號
7322 高雄市 苓雅區 何河粉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164號
7323 高雄市 苓雅區 饗天下鹽酥雞-永泰店 高雄市苓雅區永泰路88號
7324 高雄市 苓雅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光華商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2號
7325 高雄市 苓雅區 杜蘭朵SPA美學館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30號
7326 高雄市 苓雅區 中華衛星大車隊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69號
7327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艾瑪文化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15樓之4
7328 高雄市 苓雅區 南仁湖育樂_新竹台大分院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21F之二
7329 高雄市 苓雅區 南仁湖育樂_古坑綠隧驛站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21F之二
7330 高雄市 苓雅區 南仁湖育樂_中壢休息站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21F之二
7331 高雄市 苓雅區 南仁湖育樂_湖口休息站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06號21F之二
7332 高雄市 苓雅區 街頭咖啡(成功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197號
7333 高雄市 苓雅區 厚得福湯包麵食館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14號
7334 高雄市 苓雅區 覓奇日本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76號1樓
7335 高雄市 苓雅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店126號1樓
7336 高雄市 苓雅區 莊記黑糖牛奶 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34號1樓
7337 高雄市 苓雅區 街頭咖啡(自強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52號
7338 高雄市 苓雅區 黃美金宮廷普洱(自強明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59之1號1樓
7339 高雄市 苓雅區 春陽茶事-高雄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7340 高雄市 苓雅區 SUBWAY大魯閣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15樓之6
7341 高雄市 苓雅區 SUBWAY高師大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7342 高雄市 苓雅區 木曙健康茶飲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82號1樓
7343 高雄市 苓雅區 米鹿 Miru Shop 高雄市苓雅區尚武路2-1號1樓
7344 高雄市 苓雅區 阿貴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里尚禮街22號1樓
7345 高雄市 苓雅區 呷尚寶 高雄市苓雅區尚禮街1號
7346 高雄市 苓雅區 成美燴飯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4號1樓
7347 高雄市 苓雅區 鄧記家常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金門街66號
7348 高雄市 苓雅區 鄧記家常牛肉麵 高雄市苓雅區林安里金門街66號1樓
7349 高雄市 苓雅區 蠻頭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林泉街88號
7350 高雄市 苓雅區 塔克辛土耳其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里林泉街53號
7351 高雄市 苓雅區 塔克辛土耳其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53號
7352 高雄市 苓雅區 弄堂麻辣小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5號
7353 高雄市 苓雅區 弄堂麻辣小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5號
7354 高雄市 苓雅區 日月香(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55號1樓
7355 高雄市 苓雅區 穀比咖啡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80巷2-1號
7356 高雄市 苓雅區 番太郎居酒屋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12號
7357 高雄市 苓雅區 番太郎居酒屋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12號
7358 高雄市 苓雅區 素沛素飯麵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32之1號
7359 高雄市 苓雅區 素沛素飯麵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32之1號
7360 高雄市 苓雅區 康弗特博體態美學訓練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7巷35號
7361 高雄市 苓雅區 大丸手作幸福便當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7巷39號
7362 高雄市 苓雅區 Saladway沙拉味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57巷9號1樓
7363 高雄市 苓雅區 快客利美食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51號
7364 高雄市 苓雅區 玩美House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苓雅區武信街17巷9號4樓
7365 高雄市 苓雅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60之1號
7366 高雄市 苓雅區 甘蔗泡武廟店OD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67號
7367 高雄市 苓雅區 甘蔗泡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67號
7368 高雄市 苓雅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06號
7369 高雄市 苓雅區 比價王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214號
7370 高雄市 苓雅區 十杯SPADE TEA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33號
7371 高雄市 苓雅區 十杯_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33號
7372 高雄市 苓雅區 伊府將鍋燒 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93號
7373 高雄市 苓雅區 弘爺漢堡 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河南路133-1號
7374 高雄市 苓雅區 陳飲台灣茶皇-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79-1號
7375 高雄市 苓雅區 麻古茶坊-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8號
7376 高雄市 苓雅區 Chicago bar grill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號
7377 高雄市 苓雅區 豪記石頭鍋物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35號一樓
7378 高雄市 苓雅區 咖啡鳥咖啡館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4號
7379 高雄市 苓雅區 Nora美髮工作室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265號
7380 高雄市 苓雅區 MOMA-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6-2號
7381 高雄市 苓雅區 黃美金宮廷普洱(文化忠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6-5號
7382 高雄市 苓雅區 賣漁人家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80號
7383 高雄市 苓雅區 Marley Saloon 穀倉酒館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212號
7384 高雄市 苓雅區 禮物 Marie's Gift 高雄市苓雅區建軍路2號之1
7385 高雄市 苓雅區 街頭咖啡(建國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01號
7386 高雄市 苓雅區 街頭咖啡(建國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01號
7387 高雄市 苓雅區 是在HOLLOW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13號
7388 高雄市 苓雅區 周傳養生堅果坊雨衣雨傘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9號
7389 高雄市 苓雅區 頂加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里四維四路214號1樓
7390 高雄市 苓雅區 cama cafe-市府晴朗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38號
7391 高雄市 苓雅區 運將涼麵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42號
7392 高雄市 苓雅區 昌平炸雞王 光榮碼頭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86號
7393 高雄市 苓雅區 美衣潔智能自助洗衣-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27-1號
7394 高雄市 苓雅區 Three In 三入好棧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7之3號1樓



7395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YMCA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66號
7396 高雄市 苓雅區 不一樣蔥油餅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路146號
7397 高雄市 苓雅區 魚饌食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29號28樓之一
7398 高雄市 苓雅區 泉沐創意娛樂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31號5樓5之B
7399 高雄市 苓雅區 興中客家菜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03號
7400 高雄市 苓雅區 CityPass都會通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9樓
7401 高雄市 苓雅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4號
7402 高雄市 苓雅區 路人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17號
7403 高雄市 苓雅區 八方雲集高雄正義傳愛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08號1樓
7404 高雄市 苓雅區 臻品齋書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35樓之7
7405 高雄市 苓雅區 滷格格養生加熱滷味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21號
7406 高雄市 苓雅區 爵品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81號1樓
7407 高雄市 苓雅區 烏弄武廟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7號
7408 高雄市 苓雅區 小君冷飲店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里凱旋三路399號
7409 高雄市 苓雅區 YA JI WU CHUN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07
7410 高雄市 苓雅區 布穀鳥咖啡館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44巷3號
7411 高雄市 苓雅區 藏真小吃部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五福三路117號
7412 高雄市 苓雅區 藏真小吃部 高雄市苓雅區博仁里五福三路117號
7413 高雄市 苓雅區 阿茂麵食館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59-2號
7414 高雄市 苓雅區 曉茶樓(復興店)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51之6號
7415 高雄市 苓雅區 Untoo溫肚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新田路356號
7416 高雄市 苓雅區 好食精緻手作餐盒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52號
7417 高雄市 苓雅區 好食精緻手作餐盒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52號
7418 高雄市 苓雅區 阿亮香雞排-苓雅自強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34號
7419 高雄市 苓雅區 阿亮香雞排(苓雅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自強三路134號
7420 高雄市 苓雅區 吳家紅茶冰三信店 高雄市苓雅區漢昌街120號
7421 高雄市 苓雅區 享食購 高雄市苓雅區福海里武慶三路119號1樓
7422 高雄市 苓雅區 燥咖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355號
7423 高雄市 苓雅區 兔莓館複合式手搖飲料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45號
7424 高雄市 苓雅區 兔莓館複合式手搖飲料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45號
7425 高雄市 苓雅區 艾妮亞早餐店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96號
7426 高雄市 苓雅區 艾妮亞早餐店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96號
7427 高雄市 苓雅區 麥味登廣州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29-1號
7428 高雄市 苓雅區 101文具天堂-文化中心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39之1號2樓
7429 高雄市 苓雅區 華歌爾-高雄文化分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7-2號1F
7430 高雄市 苓雅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63號
7431 高雄市 苓雅區 五賀日式拉麵屋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一街108號
7432 高雄市 苓雅區 五賀日式拉麵屋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一街108號
7433 高雄市 苓雅區 香腸世家 高雄市苓雅區廣澤里三多三路222?1號1樓
7434 高雄市 苓雅區 夏爾沫茶飲店(港都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10號
7435 高雄市 苓雅區 鹽酥紀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35之2號1樓
7436 高雄市 苓雅區 天翊藝術美甲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49-1號
7437 高雄市 鹽埕區 初一車輪燒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52號
7438 高雄市 鹽埕區 宏光藥局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2號1樓
7439 高雄市 鹽埕區 赫拉美甲 HERA NAIL 高雄市鹽埕區大有街3號十一樓
7440 高雄市 鹽埕區 戀曲198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1 高雄市 鹽埕區 Una x尤娜工作飾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2 高雄市 鹽埕區 紹雅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3 高雄市 鹽埕區 iMC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4 高雄市 鹽埕區 巴恰麻麻異國料理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5 高雄市 鹽埕區 天府之椒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6 高雄市 鹽埕區 三笠堂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7 高雄市 鹽埕區 寵物精品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8 高雄市 鹽埕區 晴蠟香氛蠟燭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49 高雄市 鹽埕區 春日手作事物所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50 高雄市 鹽埕區 Dor,留手工義大利麵-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81號
7451 高雄市 鹽埕區 讀心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7452 高雄市 鹽埕區 小小森林手工羊毛氈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7453 高雄市 鹽埕區 玫雪葡宇宙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7454 高雄市 鹽埕區 時光寶石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7455 高雄市 鹽埕區 杉葉(Cedar leaves)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駁二特區市集)
7456 高雄市 鹽埕區 好貳鍋物工作室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2之1號2樓
7457 高雄市 鹽埕區 greensouls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3號-1
7458 高雄市 鹽埕區 閨冪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駁二市集)
7459 高雄市 鹽埕區 劉綠綠雜貨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駁二市集)
7460 高雄市 鹽埕區 烜鼎開運商品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駁二市集)
7461 高雄市 鹽埕區 花生堂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駁二市集)
7462 高雄市 鹽埕區 烤醬糰子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駁二市集)
7463 高雄市 鹽埕區 OO LA LA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109-1號
7464 高雄市 鹽埕區 Rabenda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2號
7465 高雄市 鹽埕區 BeerTalk(OD)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6號C11-2倉庫
7466 高雄市 鹽埕區 2701C.R.T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97號1樓
7467 高雄市 鹽埕區 Laurel Craft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市集)
7468 高雄市 鹽埕區 Beauty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市集)
7469 高雄市 鹽埕區 茶工業五福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08-1號
7470 高雄市 鹽埕區 伊姿婷名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5號
7471 高雄市 鹽埕區 豆菽叔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9號1樓
7472 高雄市 鹽埕區 Vstudio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80號
7473 高雄市 鹽埕區 亞太電信GT高雄鹽埕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00號之1號
7474 高雄市 鹽埕區 名人鐘錶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49號
7475 高雄市 鹽埕區 銀座聚場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60巷8號
7476 高雄市 鹽埕區 平玉選物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63號2樓W27室
7477 高雄市 鹽埕區 大港參貳(OD)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2號
7478 高雄市 鹽埕區 PETTY通訊 高雄市鹽埕區光榮街7巷7號
7479 高雄市 鹽埕區 鶴點茶 高雄市鹽埕區光榮街7巷7號



7480 高雄市 鹽埕區 穀雨珈琲館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里河西路147號
7481 高雄市 鹽埕區 是曾相識咖啡酒館 高雄市鹽埕區南端里大義街2－2號Ｃ8－15倉庫
7482 高雄市 鹽埕區 眷仨舖手工澆頭麵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34號
7483 高雄市 鹽埕區 眷仨舖手工澆頭麵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34號
7484 高雄市 鹽埕區 豆林午茶時光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85 高雄市 鹽埕區 邁邁工房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486 高雄市 鹽埕區 竺竺蛋餅 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88-1號
7487 高雄市 鹽埕區 傑克兄弟牛排館高雄店 高雄市鹽埕區河西路6號
7488 高雄市 鹽埕區 火鳥族x屋台串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55號1樓
7489 高雄市 鹽埕區 望思甜點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71號
7490 高雄市 鹽埕區 光計畫-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街117號(輕軌旁)
7491 高雄市 鹽埕區 老師ㄟ麵LAO SHI AI MI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8號
7492 高雄市 鹽埕區 老師ㄟ麵LAO SHI AI MI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8號
7493 高雄市 鹽埕區 鹽埕碗粿枝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31號門口
7494 高雄市 鹽埕區 阿綿麻糬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98-27號
7495 高雄市 鹽埕區 佬姥碳火三明治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06之1號
7496 高雄市 鹽埕區 CEO雞蛋仔-新樂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95號
7497 高雄市 鹽埕區 艾樂比手作烘焙坊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137號
7498 高雄市 鹽埕區 阿熊煎 高雄市鹽埕區興華街23-29號
7499 高雄市 鹽埕區 JIT鹽埕北端店 高雄市鹽埕區藍橋里北端街143號1樓
7500 高雄市 鹽埕區 Dad泰茶專賣店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33之1號
7501 高雄市 鹽埕區 雅誠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62之2號1樓
7502 高雄市 鹽埕區 千義 義大利麵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76號
7503 高雄市 鹽埕區 采潔行_專營百貨批發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13之23號
7504 高雄市 鹽埕區 冠傑行進口百貨批發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13之28號
7505 高雄市 鹽埕區 夢想鞄製所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18號
7506 高雄市 鹽埕區 艾瑞兒花藝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37號
7507 高雄市 鹽埕區 嘿棚2號攝影棚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49之1號2樓
7508 高雄市 鹽埕區 無毒生活家園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0號
7509 高雄市 鹽埕區 女子餃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3號之2
7510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阿婆仔冰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50號
7511 高雄市 鹽埕區 Reborn翻轉早午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55號1樓
7512 高雄市 鹽埕區 Reborn翻轉早午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55號1樓
7513 高雄市 鹽埕區 泰老食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29號
7514 高雄市 鹽埕區 桔屋小火鍋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34號
7515 高雄市 鹽埕區 桔屋小火鍋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5號
7516 高雄市 鹽埕區 壹捌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48號1樓
7517 高雄市 鹽埕區 壹捌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48號1樓
7518 高雄市 鹽埕區 阿囉哈滷味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56巷3號大仁路158號旁
7519 高雄市 鹽埕區 RE EARTH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204巷28號
7520 高雄市 鹽埕區 柒壹喫堂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71號
7521 高雄市 鹽埕區 莎醬美學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522 高雄市 鹽埕區 窩巢雞蛋糕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
7523 高雄市 鹽埕區 放火燒自由潛水裝備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號3樓505
7524 高雄市 鹽埕區 Dor,留手工義大利麵-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81號
7525 高雄市 鹽埕區 駁二藝術特區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7526 高雄市 鹽埕區 好貳鍋物工作室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2之1號2樓
7527 高雄市 鹽埕區 散步計畫 SPPPP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街59號
7528 高雄市 鹽埕區 正味珍烏魚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25號
7529 高雄市 鹽埕區 cama cafe高雄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2號
7530 高雄市 鹽埕區 新統一牛排館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1號
7531 高雄市 鹽埕區 大港參貳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2號
7532 高雄市 鹽埕區 城市商旅高雄駁二館 高雄市鹽埕區公園二路83號
7533 高雄市 鹽埕區 城市商旅高雄駁二館 高雄市鹽埕區公園二路83號
7534 高雄市 鹽埕區 do good 高雄市鹽埕區必信街116-1號
7535 高雄市 鹽埕區 嘿棚1號攝影棚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68號701室
7536 高雄市 鹽埕區 Artigiano艾奇諾咖啡-直火烘焙咖啡館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41號
7537 高雄市 鹽埕區 寶島鐘錶名店-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9號
7538 高雄市 鹽埕區 BEER TALK 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6號C11-2
7539 高雄市 鹽埕區 新統一牛排館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1號
7540 高雄市 鹽埕區 歐八不是阿啾喜-成大店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路1號四樓之1
7541 高雄市 鹽埕區 火鳥族x屋台串(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55號1樓
7542 高雄市 鹽埕區 望思甜點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71號
7543 高雄市 鹽埕區 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大義街1號
7544 高雄市 鹽埕區 城市商旅高雄真愛館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大義街1號
7545 高雄市 鹽埕區 小露小姐小韓食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0-1號
7546 高雄市 鹽埕區 Pooja's普佳印度小吃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6之1號
7547 高雄市 鹽埕區 鹽埕 寒吉文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51號
7548 高雄市 鹽埕區 山壹旗魚食製所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18號
7549 高雄市 鼓山區 信的店-磅蛋糕專賣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235號10樓
7550 高雄市 鹽埕區 旅行養分早午餐咖啡廳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291號2樓
7551 高雄市 鹽埕區 旅行養分早午餐咖啡廳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291號2樓
7552 高雄市 鹽埕區 波妞日本代購 高雄市鹽埕區壽星里富野路124號
7553 高雄市 鹽埕區 仨人-燒K啊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60號
7554 高雄市 鹽埕區 任性呷點心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1之7號(鹽埕第一公有市場)
7555 高雄市 鹽埕區 梁蘇蘇手作食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1號
7556 高雄市 鹽埕區 梁蘇蘇手作食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1號
7557 高雄市 鹽埕區 50年杏仁茶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223號
7558 高雄市 鹽埕區 M.ZONE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8號
7559 高雄市 鹽埕區 巧新行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6之1號
7560 高雄市 鹽埕區 迷客夏milkshop-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4號
7561 高雄市 鼓山區 冰冰美容屋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23號
7562 高雄市 鼓山區 竹米生活小舖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99巷20號
7563 高雄市 鼓山區 心喜手工茶-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40巷1450-5號
7564 高雄市 鼓山區 立昌食品行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60巷41號



7565 高雄市 鼓山區 Holycow burger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88號內惟夜市第一排中段
7566 高雄市 鼓山區 Jasmmeggy 茉莉美姬手作飾物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53號15樓之1
7567 高雄市 鼓山區 友間好鍋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5號
7568 高雄市 鼓山區 友間好鍋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5號
7569 高雄市 鼓山區 黑沃咖啡(高雄大順農十六店)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461號1樓
7570 高雄市 鼓山區 速珂電動車 大順店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609號1樓
7571 高雄市 鼓山區 麵家二眷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23號1樓
7572 高雄市 鼓山區 麵家二眷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23號1樓
7573 高雄市 鼓山區 再睡5分鐘(高雄義享店OD)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路一段115號(義享天地B2)
7574 高雄市 鼓山區 大豐旅行社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126號11樓
7575 高雄市 鼓山區 米塔高雄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1號
7576 高雄市 鼓山區 惠盈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03之8號
7577 高雄市 鼓山區 惠盈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03之8號7樓
7578 高雄市 鼓山區 Show Dog寵物美容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85號
7579 高雄市 鼓山區 桔果森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976號
7580 高雄市 鼓山區 Lydia。全尺碼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區78號騎樓
7581 高雄市 鼓山區 樂陶陶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24號17樓
7582 高雄市 鼓山區 巨蛋旅店(OD)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號
7583 高雄市 鼓山區 奕式布蕾OD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72-2號
7584 高雄市 鼓山區 奕式布蕾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72-2號
7585 高雄市 鼓山區 烘豆房文信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19號1樓
7586 高雄市 鼓山區 Q哥_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50-1號
7587 高雄市 鼓山區 TNE自然元素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35號8樓
7588 高雄市 鼓山區 胡家手工麻糬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11號
7589 高雄市 鼓山區 狐狸的衣櫥 高雄市鼓山區日昌路33巷2弄2號
7590 高雄市 鼓山區 小廚房炸雞(OD)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91號
7591 高雄市 鼓山區 奧莉小廚 高雄市鼓山區民康街168號
7592 高雄市 鼓山區 澳洲賓德寶BUNDABERG水果釀造氣泡飲 高雄市鼓山區伊犁街108號一樓
7593 高雄市 鼓山區 澳洲賓德寶BUNDABERG水果釀造氣泡飲 高雄市鼓山區伊犁街108號一樓
7594 高雄市 鼓山區 小雷野土 手作空間 高雄市鼓山區安船街30號510室
7595 高雄市 鼓山區 冬鄉小廚(OD)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177號
7596 高雄市 鼓山區 西子灣炒飯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253號
7597 高雄市 鼓山區 美好時光good time美學館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316巷10號
7598 高雄市 鼓山區 青釉茶事(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一路748號
7599 高雄市 鼓山區 13樓美甲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17號
7600 高雄市 鼓山區 樂悠生活養膳坊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64號
7601 高雄市 鼓山區 DOLO FRIES 多肉薯條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66號
7602 高雄市 鼓山區 哈瑪星隱藏版烤雞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87-13號1樓-40
7603 高雄市 鼓山區 路易莎-昌盛店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292號
7604 高雄市 鼓山區 賀康生鮮超市 昌盛店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24號
7605 高雄市 鼓山區 彩色繽紛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32號3樓之4
7606 高雄市 鼓山區 八千万石定食專門店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71號
7607 高雄市 鼓山區 品好乳酪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79號
7608 高雄市 鼓山區 那個嚕嚕熱蠟室｜Lagruru Studio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28-2號3樓
7609 高雄市 鼓山區 阿仁鹹水雞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39號
7610 高雄市 鼓山區 花井秀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42號
7611 高雄市 鼓山區 Parkerkao(studio)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42號12樓
7612 高雄市 鼓山區 益嘉電氣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492巷18號
7613 高雄市 鼓山區 起士公爵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59號
7614 高雄市 鼓山區 哈佬飲食文化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93號
7615 高雄市 鼓山區 哈佬飲食文化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93號
7616 高雄市 鼓山區 天豆福豆花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37號
7617 高雄市 鼓山區 山野屋日式海鮮燒烤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42號
7618 高雄市 鼓山區 山野屋日式海鮮燒烤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42號
7619 高雄市 鼓山區 不老松足湯 左營行館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51號
7620 高雄市 鼓山區 禾匠粥品麵食專賣店-明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88號
7621 高雄市 鼓山區 熹妃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42鄰昌盛路332號五樓之2
7622 高雄市 鼓山區 寶妮美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文忠路106號五樓
7623 高雄市 鼓山區 烘豆房文信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文信路219號1樓
7624 高雄市 鼓山區 JIT高雄明倫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明倫路460號
7625 高雄市 鼓山區 依賴髮室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裕誠路1531號1樓
7626 高雄市 鼓山區 50年杏仁茶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111號1樓
7627 高雄市 鼓山區 海怪生鮮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62號
7628 高雄市 鼓山區 鄧師傅 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1路1477號1樓
7629 高雄市 鼓山區 鄧師傅 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1路1477號1樓
7630 高雄市 鼓山區 何老大手作蔬食 高雄市鼓山區青松街34號
7631 高雄市 鼓山區 初盅養生燉湯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段630地號(美術館路55號旁)
7632 高雄市 鼓山區 Zone Café 弄咖啡美術館貳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06號
7633 高雄市 鼓山區 路易莎-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12號
7634 高雄市 鼓山區 找是吉和食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18號2樓
7635 高雄市 鼓山區 找是吉和食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18號2樓
7636 高雄市 鼓山區 Jenny Bistro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55號
7637 高雄市 鼓山區 Jenny Bistro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55號
7638 高雄市 鼓山區 海裕屋-青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61號
7639 高雄市 鼓山區 Lulumi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492號2樓
7640 高雄市 鼓山區 JIT高雄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九如四路1351號1樓
7641 高雄市 鼓山區 狸小路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3號
7642 高雄市 鼓山區 杜芳子古味茶鋪-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5號
7643 高雄市 鼓山區 鍋神日式涮涮鍋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38號
7644 高雄市 鼓山區 鍋神日式涮涮鍋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38號
7645 高雄市 鼓山區 劉家莊木瓜牛奶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和裕誠路口(瑞豐夜市第一排44號之1之2)
7646 高雄市 鼓山區 e豆讚無骨雞腳凍-瑞豐夜市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二排127號
7647 高雄市 鼓山區 銅花精緻涮涮鍋-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53號
7648 高雄市 鼓山區 翰尼客 Coffee & Chicken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ㄧ街89號2樓
7649 高雄市 鼓山區 Milly 生活館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55號9樓



7650 高雄市 鼓山區 一酒點意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59-2號
7651 高雄市 鼓山區 A++ 大腸麵線 金牌肉燥飯 北三路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11號
7652 高雄市 鼓山區 17號穀倉美術館店OD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15號
7653 高雄市 鼓山區 17號穀倉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15號
7654 高雄市 鼓山區 肯度營養/美容/健康餐飲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117號
7655 高雄市 鼓山區 鈺善閣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225號1樓
7656 高雄市 鼓山區 鈺善閣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225號1樓
7657 高雄市 鼓山區 Misty Dears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238號12樓
7658 高雄市 鼓山區 Chez Sandi法式。小珊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90號
7659 高雄市 鼓山區 Chez Sandi法式。小珊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90號
7660 高雄市 鼓山區 趙咖雞蛋糕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5號
7661 高雄市 鼓山區 義郎創作壽司-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59號
7662 高雄市 鼓山區 衫洞(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61號
7663 高雄市 鼓山區 周舖子好食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7號
7664 高雄市 鼓山區 文富餛飩水餃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23號
7665 高雄市 鼓山區 頂藏葡萄酒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88號5樓
7666 高雄市 鼓山區 雅璞Beauty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98號1樓
7667 高雄市 鼓山區 炭火燒肉本舖美術店(OD)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135號
7668 高雄市 鼓山區 炭火燒肉本舖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135號
7669 高雄市 鼓山區 虎堂肉舖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46號
7670 高雄市 鼓山區 琳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六街258號
7671 高雄市 鼓山區 Hannah’s shop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700號
7672 高雄市 鼓山區 poke poeke波奇波奇-高雄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121號1樓
7673 高雄市 鼓山區 A++ 大腸麵線 金牌肉燥飯 南二路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127號
7674 高雄市 左營區 台北西門町大腸麵線-富國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39號
7675 高雄市 鼓山區 1P__ Eyebrow Studio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136號2樓
7676 高雄市 鼓山區 美而美早餐店(賴庭商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48號5樓之一
7677 高雄市 鼓山區 杏葫蘆手工雕刻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高美館市集)
7678 高雄市 鼓山區 談紙神工紙藝工坊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高美館市集)
7679 高雄市 鼓山區 雲坊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高美館市集)
7680 高雄市 鼓山區 花漾創藝坊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高美館市集)
7681 高雄市 鼓山區 晨禾蔬食老麵刈包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171號
7682 高雄市 鼓山區 里歐裕國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25號
7683 高雄市 鼓山區 露森手作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80號(高美館市集)
7684 高雄市 鼓山區 TDK-0588 陳致成 多元計程車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41號-1
7685 高雄市 鼓山區 萊加呵 禾啵 高雄市鼓山區柴山83號
7686 高雄市 鼓山區 雙重人格 Dual Personality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418號12樓
7687 高雄市 鼓山區 TNE自然元素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35號
7688 高雄市 鼓山區 16號貓星球 高雄市鼓山區東門路454號1摟
7689 高雄市 鼓山區 羅師傅麵食館-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249號
7690 高雄市 鼓山區 羅師傅麵食館-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2路249號
7691 高雄市 鼓山區 維尼家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107號
7692 高雄市 鼓山區 鮭我掌握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02排128)
7693 高雄市 鼓山區 那間可麗餅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3排142號)
7694 高雄市 鼓山區 太多串(串燒)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3排157號)
7695 高雄市 鼓山區 遇見貓醫院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2022號
7696 高雄市 鼓山區 羅師傅麵食館-哈瑪星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25號
7697 高雄市 鼓山區 青峰車業行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7號
7698 高雄市 鼓山區 BOBOPLAY啵啵游樂園-鼓山館 高雄市鼓山區逢甲路1號10樓
7699 高雄市 鼓山區 帕蒂森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一路433巷20號
7700 高雄市 鼓山區 冠緯電腦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一路534號8樓之一
7701 高雄市 鼓山區 阿榮海鮮鵝肉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39號
7702 高雄市 鼓山區 禾苑蔗片冰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47號
7703 高雄市 鼓山區 迷路小章魚餐酒館高雄店(OD) 高雄市鼓山區富農路86號
7704 高雄市 鼓山區 耕月 沙茶天婦羅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里2鄰鼓山一路53巷64-2號
7705 高雄市 鼓山區 樓梯腳OD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34之1
7706 高雄市 鼓山區 蕭大油飯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172巷1號
7707 高雄市 鼓山區 運承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311號6樓
7708 高雄市 鼓山區 圓澤家冰糖飲 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12號1樓
7709 高雄市 鼓山區 柒零生手做DIY烘焙-高雄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1號2樓
7710 高雄市 鼓山區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13號
7711 高雄市 鼓山區 迷茶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37-1號
7712 高雄市 鼓山區 413牛排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13號
7713 高雄市 鼓山區 溱麻辣鍋物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9號
7714 高雄市 鼓山區 ALOHA KITCHEN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9號
7715 高雄市 鼓山區 舞古賀鍋物專門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0號
7716 高雄市 鼓山區 品睿鍋燒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71號
7717 高雄市 鼓山區 星靚美學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618-3號3樓
7718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雄峰路21號5樓之2
7719 高雄市 鼓山區 老店迷你土雞鍋(OD)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216號1樓
7720 高雄市 鼓山區 老店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216號1樓
7721 高雄市 鼓山區 Loracorlo以色列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220號
7722 高雄市 鼓山區 伊凡的花園創意蔬食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87號
7723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家紅茶冰(壽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萬壽路350號
7724 高雄市 鼓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23號
7725 高雄市 鼓山區 娜娜手作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79之1號
7726 高雄市 鼓山區 頑童公仔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79號
7727 高雄市 鼓山區 Scheming.GG(高雄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81之2號1樓
7728 高雄市 鼓山區 33。3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01號
7729 高雄市 鼓山區 三星科技電子鎖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41號
7730 高雄市 鼓山區 TDK-7795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41號5樓
7731 高雄市 鼓山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裕誠店OD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
7732 高雄市 鼓山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
7733 高雄市 鼓山區 Protea南非姑娘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
7734 高雄市 鼓山區 起司馬鈴薯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03排147)



7735 高雄市 鼓山區 戰鬥雞 油雞/醉雞-瑞豐夜市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03排165)
7736 高雄市 鼓山區 一起韓米熱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3排192號)
7737 高雄市 鼓山區 古玥茶棧-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二排134B、135)
7738 高雄市 鼓山區 愛開玩笑的人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298號
7739 高雄市 鼓山區 佑佑鍋燒麵(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11號
7740 高雄市 鼓山區 新一排骨炒飯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2號
7741 高雄市 鼓山區 FACE UP質研所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930號
7742 高雄市 鼓山區 時尚風潮 高雄市鼓山區裕豐里20鄰華寧路54號十一樓
7743 高雄市 鼓山區 Bonnie shop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31號3樓之一
7744 高雄市 鼓山區 MOSTSPORT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31號3樓之一
7745 高雄市 鼓山區 厚道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00號
7746 高雄市 鼓山區 西子灣蚵嗲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93號
7747 高雄市 鼓山區 HOLOPARK浮空劇院生活廣場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一小段29號
7748 高雄市 鼓山區 魔力香坊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246號(高雄火車站美術館車站)
7749 高雄市 鼓山區 Louisa Coffee 路易莎咖啡(高雄復興店)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497巷1號5樓
7750 高雄市 鼓山區 LightFeeling 清靜幽風 高雄市鼓山區銀川街66巷6號
7751 高雄市 鼓山區 弗利曼太太的日常 高雄市鼓山區銘傳路37巷15號1F
7752 高雄市 鼓山區 風味。淨手感烘焙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0號
7753 高雄市 鼓山區 河邊集團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7754 高雄市 鼓山區 貝殼情人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18-1號
7755 高雄市 鼓山區 龍馬創意粥品(中山大學)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50號
7756 高雄市 鼓山區 理百福利社(中山大學理學院)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中山大學理學院福利社
7757 高雄市 鼓山區 五鮮級-高雄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大順一路467號﹝自編﹞1樓
7758 高雄市 鼓山區 虎堂肉舖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美術東五路46號
7759 高雄市 鼓山區 上官木桶鍋-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路里裕誠路1886號
7760 高雄市 鼓山區 上官木桶鍋-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886號
7761 高雄市 鼓山區 晶晶亮晰 高雄市鼓山區龍勝路118號13樓
7762 高雄市 鼓山區 福哥古早味~虱目魚專賣 高雄市鼓山區龍勝路78號13樓之2
7763 高雄市 鼓山區 統統有金磚烘焙坊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391號3樓
7764 高雄市 鼓山區 路易莎-高雄龍德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409號
7765 高雄市 鼓山區 女爵莊園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二路12號
7766 高雄市 鼓山區 女爵莊園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二路12號
7767 高雄市 鼓山區 阪城海鮮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二路25號
7768 高雄市 鼓山區 阪城海鮮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二路25號
7769 高雄市 鼓山區 呷批薩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1-3號附3
7770 高雄市 鼓山區 大埔鐵板燒(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15-1號
7771 高雄市 鼓山區 舞動魅力-紅茶冰駁二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1號
7772 高雄市 鼓山區 影藝攝影照相館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2號
7773 高雄市 鼓山區 新濱·駅前—舊三和銀行 高雄市鼓山區麗興里臨海三路5號
7774 高雄市 鼓山區 松本鮮奶茶-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20之1號
7775 高雄市 鼓山區 吮指王-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88號
7776 高雄市 鼓山區 麥米魯國際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680號
7777 高雄市 鼓山區 浣熊咖啡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455號4樓之1
7778 高雄市 鼓山區 TINA LI-LI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60號
7779 高雄市 鼓山區 老王五金百貨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路435巷42-1號
7780 高雄市 鼓山區 威飛客手袋達人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63號
7781 高雄市 鼓山區 阿國鵝肉-巨蛋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20號
7782 高雄市 鼓山區 阿國鵝肉-巨蛋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20號
7783 高雄市 鼓山區 永記文忠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72之1號1樓
7784 高雄市 鼓山區 帕可麗酒店(艾可廚坊OD)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7785 高雄市 鼓山區 帕可麗酒店(艾可廚坊1)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7786 高雄市 鼓山區 帕可麗酒店(艾可廚坊2)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7787 高雄市 鼓山區 帕可麗酒店(客房1)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7788 高雄市 鼓山區 帕可麗酒店(客房2)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7789 高雄市 鼓山區 威帝嘉·客麗絲植物草健染旗艦館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319號
7790 高雄市 鼓山區 道瓊工作室 高雄市鼓山區平川街29號2樓
7791 高雄市 鼓山區 樂竹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117號1樓
7792 高雄市 鼓山區 樂竹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117號1樓
7793 高雄市 鼓山區 小廚房炸雞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91號
7794 高雄市 左營區 水上天創始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潭路170號(哈囉市場-攤位E24)-尚泓食品
7795 高雄市 鼓山區 胖師傅火鍋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7號1樓
7796 高雄市 鼓山區 耳朵先生睡眠采耳館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286號
7797 高雄市 鼓山區 品。好乳酪蛋糕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79號
7798 高雄市 鼓山區 啃 Apple handmade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45號4樓之4
7799 高雄市 鼓山區 床的世界(高雄)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85號
7800 高雄市 鼓山區 MACU-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12號
7801 高雄市 鼓山區 糸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288號1樓
7802 高雄市 鼓山區 獨角獸玩具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文忠路131號1樓
7803 高雄市 鼓山區 眼鏡市場/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南屏路530號
7804 高雄市 鼓山區 白巷子高雄鼓山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裕誠路1630號1樓
7805 高雄市 鼓山區 染染手兒 高雄市鼓山區河川街76巷6弄2號
7806 高雄市 鼓山區 Zone Café 弄咖啡美術館貳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06號
7807 高雄市 鼓山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青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41號
7808 高雄市 鼓山區 海裕屋-青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61號
7809 高雄市 鼓山區 貢茶-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83號
7810 高雄市 鼓山區 貝特覓-青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76號
7811 高雄市 鼓山區 龍鶴家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77號1樓
7812 高雄市 鼓山區 小芳廚房 高雄市鼓山區前峰里翠華路479號1樓
7813 高雄市 三民區 日本眼鏡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84號
7814 高雄市 鼓山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南屏店OD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83號
7815 高雄市 鼓山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南屏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83號
7816 高雄市 鼓山區 八卦漁村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869號
7817 高雄市 鼓山區 愛米立小吃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23號
7818 高雄市 鼓山區 愛米立小吃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23號
7819 高雄市 鼓山區 Simmons席夢思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468號



7820 高雄市 鼓山區 義郎創作壽司-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59號
7821 高雄市 鼓山區 MOMA-美東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81號1樓
7822 高雄市 鼓山區 十兄弟綠豆湯-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25號
7823 高雄市 鼓山區 頂藏葡萄酒(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88號5樓
7824 高雄市 鼓山區 蛋ㄕˋ幸福農場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33號1樓
7825 高雄市 鼓山區 羅琳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六街258號1樓
7826 高雄市 鼓山區 好不咖啡OD(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120號
7827 高雄市 鼓山區 碳佐麻里精品燒肉高雄高美店(OD)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562號
7828 高雄市 鼓山區 碳佐麻里精品燒肉高雄高美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562號
7829 高雄市 鼓山區 OUI STEAKHOUSE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路四段6號
7830 高雄市 鼓山區 露易莎純素食坊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52號
7831 高雄市 鼓山區 石二鍋高雄美術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132號
7832 高雄市 鼓山區 Coffee wake up咖啡覺醒(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220號
7833 高雄市 鼓山區 Sono E.旅行餐盒計畫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279號8樓
7834 高雄市 鼓山區 萊加呵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11號
7835 高雄市 鼓山區 阿麗黑輪店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29號
7836 高雄市 鼓山區 莊記黑糖牛奶 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89號1樓之一
7837 高雄市 鼓山區 名家汕頭沙茶火鍋-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14號
7838 高雄市 鼓山區 起士公爵有限公司-明倫巨蛋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59號1樓&nbsp;
7839 高雄市 鼓山區 MOMA-明華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05號1樓
7840 高雄市 鼓山區 鶴茶樓 瑞豐南屏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05號
7841 高雄市 鼓山區 BEIGE 高雄市鼓山區神農路161號
7842 高雄市 旗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55號
7843 高雄市 鼓山區 早頓小室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二街29之1號1樓
7844 高雄市 鼓山區 睡眠王國/沙發大師_博愛展示館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一路511-1號
7845 高雄市 鼓山區 阿榮海鮮鵝肉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39號
7846 高雄市 鼓山區 清一色牛肉麵(瑞豐昌盛店)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49號
7847 高雄市 鼓山區 鴻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富農路150號2樓
7848 高雄市 鼓山區 迷路小章魚餐酒館高雄店 高雄市鼓山區富農路86號
7849 高雄市 鼓山區 101文具華夏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夏路173號
7850 高雄市 鼓山區 原點一號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13號1樓
7851 高雄市 鼓山區 食家土雞鍋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40之1號
7852 高雄市 鼓山區 食家土雞鍋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40之1號
7853 高雄市 鼓山區 貝特覓-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6號
7854 高雄市 鼓山區 舞古賀鍋物專門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0號
7855 高雄市 鼓山區 婕妮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3號1樓
7856 高雄市 鼓山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65之3號
7857 高雄市 鼓山區 MACU-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46號
7858 高雄市 鼓山區 麥味登鼓山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69號
7859 高雄市 鼓山區 領鮮鹽水雞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與篤敬路口
7860 高雄市 鼓山區 夏夫小農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101號
7861 高雄市 鼓山區 夏夫小農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101號
7862 高雄市 鼓山區 Lilies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31號3樓之一
7863 高雄市 鼓山區 學長的店泰式小吃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08號
7864 高雄市 鼓山區 迪波波藝食館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57號
7865 高雄市 鼓山區 億品軒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92號
7866 高雄市 鼓山區 哈瑪星旗魚大王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27-7號
7867 高雄市 鼓山區 哈瑪星汕頭麵呂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27號-16
7868 高雄市 鼓山區 IN Eyelash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41號2樓
7869 高雄市 鼓山區 72度C舒肥健康餐 高雄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82號
7870 高雄市 鼓山區 河邊香蕉碼頭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7871 高雄市 鼓山區 帕蒂森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博愛一路433巷20號
7872 高雄市 鼓山區 龍城湯包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青海路266號
7873 高雄市 鼓山區 巴巴逗斯餐館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65號1樓
7874 高雄市 鼓山區 巴巴逗斯餐館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65號1樓
7875 高雄市 鼓山區 阿不拉紅茶專賣店-鼓山龍德店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34巷11之1號
7876 高雄市 鼓山區 家蒂諾鐵板燒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370號
7877 高雄市 鼓山區 家蒂諾鐵板燒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370號
7878 高雄市 鼓山區 統統有金磚烘焙坊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391號3樓
7879 高雄市 鼓山區 弘爺漢堡 渡船頭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53號
7880 高雄市 鼓山區 阿珠的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64號
7881 高雄市 鼓山區 大尾麵線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80號
7882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師傅滷味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83號
7883 高雄市 鼓山區 福泉雪花冰布丁豆花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89、91號
7884 高雄市 鼓山區 中山吳記水餃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0-1號
7885 高雄市 鼓山區 鹿暘廚房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0之2號
7886 高雄市 鼓山區 大埔鐵板燒(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15-1號
7887 高雄市 鼓山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之3號
7888 高雄市 鼓山區 富野香美食館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之4號
7889 高雄市 鼓山區 麻古茶坊-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號
7890 高雄市 鼓山區 50嵐_哈瑪星臨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41號
7891 高雄市 鼓山區 羊肉靜羊肉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26號1樓
7892 高雄市 鼓山區 品福羊肉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26號1樓
7893 高雄市 旗津區 大港超市(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州三路476號
7894 高雄市 旗津區 大港超市(中洲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二路156號
7895 高雄市 旗津區 Shoreline Coffee & Roaster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二路96之9號
7896 高雄市 旗津區 大上海香酥雞 高雄市旗津區光復二街8號
7897 高雄市 旗津區 手機配件 高雄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振興里廟前路6號
7898 高雄市 旗津區 街頭咖啡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33號
7899 高雄市 旗津區 生活日常美學館 高雄市旗津區旗南三路169巷35號
7900 高雄市 旗津區 松本鮮奶茶(旗津中洲店)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194號
7901 高雄市 旗津區 沅味巷口飯糰(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大關路20號
7902 高雄市 旗津區 日品排骨酥/88唐揚雞/阿不拉紅茶 高雄市旗津區復興巷30之3對面
7903 高雄市 旗津區 麻古茶坊-高雄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11號
7904 高雄市 前鎮區 聯明水電材料行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12號



7905 高雄市 前鎮區 寶島本舖生活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41號3樓
7906 高雄市 前鎮區 羽瞳手作美學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42號
7907 高雄市 前鎮區 沅味巷口飯糰(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4號
7908 高雄市 前鎮區 黑密碼高雄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265號
7909 高雄市 前鎮區 迴 手作茶飲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16號
7910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7911 高雄市 前鎮區 路易莎-高雄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9號
7912 高雄市 前鎮區 初一茶飲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65號
7913 高雄市 前鎮區 Vespa 高雄前鎮專賣店-安安車業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73號
7914 高雄市 前鎮區 仙草鮮(一心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95號
7915 高雄市 前鎮區 仙草鮮(一心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95號
7916 高雄市 前鎮區 瘋仙草(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95號
7917 高雄市 前鎮區 Mr.Dou 高雄市前鎮區一德路15號
7918 高雄市 前鎮區 宜澄企業行 高雄市前鎮區一德路91號1樓
7919 高雄市 前鎮區 江記餐館(線上點餐) 高雄市前鎮區一德路93號
7920 高雄市 前鎮區 阿亮香雞排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06巷6號3樓
7921 高雄市 前鎮區 周氏本舖早午餐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58號
7922 高雄市 前鎮區 TDK-0687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311號10樓
7923 高雄市 前鎮區 亞舍紅茶冰-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80號
7924 高雄市 前鎮區 蔬果小棧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50號
7925 高雄市 前鎮區 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臨時櫃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10F
7926 高雄市 前鎮區 花緹美容養生舒活會館-時尚館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79號
7927 高雄市 前鎮區 拾億時藝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87號13樓
7928 高雄市 前鎮區 嗨泰餐廳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40號
7929 高雄市 前鎮區 HOP 哈市集(高雄自取點)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號28樓之3
7930 高雄市 前鎮區 專十一水煎包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9號
7931 高雄市 前鎮區 德國馬牌輪胎BestDrive前鎮榮誠中平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平路136號
7932 高雄市 前鎮區 奧斯丁夢想樂園-高雄草衙道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B1F
7933 高雄市 前鎮區 食8番王者拉麵(成功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1樓
7934 高雄市 前鎮區 Shopping With Mi‧米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201號
7935 高雄市 前鎮區 左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201號(IKEA市集)
7936 高雄市 前鎮區 烤醬糰子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201號(IKEA市集)
7937 高雄市 前鎮區 MixEgg混蛋土司-總圖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383號
7938 高雄市 前鎮區 品茶香台灣茶品專賣店-中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89號1樓
7939 高雄市 前鎮區 港都芭樂-自強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91巷6號7樓之4
7940 高雄市 前鎮區 港都芭樂-鹽埕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91巷6號7樓之4
7941 高雄市 前鎮區 晨食早午餐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92號
7942 高雄市 前鎮區 木桶飯糰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9號
7943 高雄市 前鎮區 罐頭沙拉-健人首選廚房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275巷5號
7944 高雄市 前鎮區 王 大衆食堂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9號
7945 高雄市 前鎮區 小盛豐湯包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66號
7946 高雄市 前鎮區 路易莎-高雄新光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92號
7947 高雄市 前鎮區 川寧食堂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11號1樓
7948 高雄市 前鎮區 大野山雞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23號1樓
7949 高雄市 前鎮區 甘佳餡餅 高雄市前鎮區民裕街45號
7950 高雄市 前鎮區 TA+d 創夏設計 高雄市前鎮區民壽街32號
7951 高雄市 前鎮區 暮心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360巷26號
7952 高雄市 前鎮區 喝什麼鳥茶Birdtea民權店(OD)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648號
7953 高雄市 前鎮區 Bikafe 杯咖啡2號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8號1樓
7954 高雄市 前鎮區 平價美睫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165號
7955 高雄市 前鎮區 食8番王者拉麵(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157號1樓
7956 高雄市 前鎮區 衫寶fun童裝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15號3樓
7957 高雄市 前鎮區 尚賀呷養生萬巒豬腳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211號
7958 高雄市 前鎮區 Mr.布魯-水煮健康餐(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0號
7959 高雄市 前鎮區 大叔韓式料理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3號
7960 高雄市 前鎮區 大叔韓式料理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3號
7961 高雄市 前鎮區 蓮藕茶王 八寶冰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35號
7962 高雄市 前鎮區 彤鄉土雞肉粥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45號
7963 高雄市 前鎮區 饌8里阿嬤海鮮麵疙瘩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72號
7964 高雄市 前鎮區 陳Q古早黑砂糖剉冰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1號
7965 高雄市 前鎮區 阿秀花雕炸雞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95號7樓-4
7966 高雄市 前鎮區 森呼吸SPA舒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8號7樓
7967 高雄市 前鎮區 來呷夯ㄟ手作串燒 高雄市前鎮區竹中里7鄰廣東三街400巷17號
7968 高雄市 前鎮區 優閣商行 高雄市前鎮區竹北里和平二路286號1樓
7969 高雄市 前鎮區 永盛推拿整復所 高雄市前鎮區佛佑路166號
7970 高雄市 前鎮區 大港超市(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佛德街33號左側
7971 高雄市 前鎮區 伍酒甘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138號1樓
7972 高雄市 前鎮區 鮨丼堂OD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23號鮨丼堂
7973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MÚO STEAKHOUSE(OD)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7974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大排檔(OD)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7975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晶綺盛宴(OD)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7976 高雄市 前鎮區 夜廚美食 高雄市前鎮區明正里明鳳三路58號1樓
7977 高雄市 前鎮區 ericoco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十六街五號
7978 高雄市 前鎮區 陸家班蔥油餅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五街81號
7979 高雄市 前鎮區 ME-TO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1號
7980 高雄市 前鎮區 莓塔咖啡館(新光店)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5號
7981 高雄市 前鎮區 辦桌小楊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7號
7982 高雄市 前鎮區 趣搭手作茶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259號
7983 高雄市 前鎮區 好食G(武慶店)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二路81-1號
7984 高雄市 前鎮區 麥味登-沱江店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37號
7985 高雄市 前鎮區 麥味登-沱江店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37號
7986 高雄市 前鎮區 元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OD 高雄市前鎮區金福路6之1號
7987 高雄市 前鎮區 森晴甜坊 高雄市前鎮區長江街67號2樓
7988 高雄市 前鎮區 媚力泊咖啡-保泰店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359號
7989 高雄市 前鎮區 一飛沖天（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區草衙二路445號



7990 高雄市 前鎮區 前鎮腿庫飯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232號
7991 高雄市 前鎮區 安室Hair 高雄市前鎮區南衙路南二巷50號
7992 高雄市 前鎮區 立克髮型 高雄市前鎮區南寧街79號
7993 高雄市 前鎮區 阿嬌麵店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10號
7994 高雄市 前鎮區 粥賀呷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31巷10之4號
7995 高雄市 前鎮區 溱織手作工作室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19巷5號2樓
7996 高雄市 前鎮區 嘻豆花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81號
7997 高雄市 前鎮區 Mr. Lonely寂寞先生 高雄市前鎮區修文街162巷16-1
7998 高雄市 前鎮區 嚕娜咖啡(迪卡儂亞灣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大道33號
7999 高雄市 前鎮區 No.57地瓜達人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60號
8000 高雄市 前鎮區 愛瘋速修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21號
8001 高雄市 前鎮區 禾匠粥品麵食專賣店-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66號
8002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第一家鹽酥雞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95號
8003 高雄市 前鎮區 紅浪漫文化行銷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254號4樓之24
8004 高雄市 前鎮區 鬼炊食堂(沱江店)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28號
8005 高雄市 前鎮區 鬼炊食堂(沱江店)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128號
8006 高雄市 前鎮區 銘記麵飯館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52號
8007 高雄市 前鎮區 豚將拉麵(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68號
8008 高雄市 前鎮區 豚將拉麵(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68號
8009 高雄市 前鎮區 噠啵呿啃-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37號
8010 高雄市 前鎮區 噠啵呿啃-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37號
8011 高雄市 前鎮區 慕食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51號
8012 高雄市 大社區 OB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87-1號
8013 高雄市 前鎮區 前鎮夜市-蕭海產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一路43號
8014 高雄市 前鎮區 五十元大飯店OD 高雄市前鎮區區忠勤路23號
8015 高雄市 前鎮區 珍壽司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52號1樓
8016 高雄市 前鎮區 綺芳的店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東街179巷28號9樓
8017 高雄市 前鎮區 義大紅龍水果攤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42巷3號
8018 高雄市 前鎮區 小成的店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45巷68號
8019 高雄市 前鎮區 桃太郎日式燒肉店 廣西店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廣西路498號1樓
8020 高雄市 前鎮區 龍屋行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418號
8021 高雄市 前鎮區 酉記臭豆腐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凱旋夜市四街前段
8022 高雄市 前鎮區 朝食飯團早午餐 高雄市前鎮區富樂街18號
8023 高雄市 前鎮區 羅胖子山東手工水餃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光華二路337號
8024 高雄市 前鎮區 鯛日堂鯛魚燒專賣店OD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17號
8025 高雄市 前鎮區 野菜村-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45.147號
8026 高雄市 前鎮區 野菜村-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45.147號
8027 高雄市 前鎮區 大津家庭日式小吃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93號
8028 高雄市 前鎮區 大津家庭日式小吃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93號
8029 高雄市 前鎮區 Vilove Life 微樂生活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0號28樓之一
8030 高雄市 前鎮區 久等Jordan Drinks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83號
8031 高雄市 前鎮區 鄉村市集拼布雜貨舖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427號
8032 高雄市 前鎮區 阿展鵝肉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431號
8033 高雄市 前鎮區 長短樹1號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81號
8034 高雄市 前鎮區 路易莎-高雄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
8035 高雄市 前鎮區 NewHouse高軟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B1之2
8036 高雄市 前鎮區 煻煻不一樣鹹酥雞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32號
8037 高雄市 前鎮區 班尼先生的美味廚房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35號
8038 高雄市 前鎮區 檜沐先生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七號一樓
8039 高雄市 前鎮區 HINOKI SENSEI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七號一樓
8040 高雄市 前鎮區 Bikafe 杯咖啡1號店 高雄市前鎮區滇池街110號
8041 高雄市 前鎮區 山水茶堂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里26鄰瑞祥街145號
8042 高雄市 前鎮區 黑貓冰茶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100號
8043 高雄市 前鎮區 Boom Salon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110號
8044 高雄市 前鎮區 DFlower花事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218號
8045 高雄市 前鎮區 徐記醬鴨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55號1樓
8046 高雄市 前鎮區 Ninn ku尼尼庫-忠孝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67號4樓
8047 高雄市 前鎮區 禾必手作坊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69-2號
8048 高雄市 前鎮區 昶畬企業社 高雄市前鎮區瑞春街41巷2之1號
8049 高雄市 前鎮區 呼吸Breathe 高雄市前鎮區瑞春街67號
8050 高雄市 前鎮區 旭弘儷穎 高雄市前鎮區瑞泰街57號
8051 高雄市 前鎮區 彭國哲計程車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21鄰公正路182號13樓之2
8052 高雄市 前鎮區 炸雞天后 高雄市前鎮區瑞發街55號3F
8053 高雄市 前鎮區 調色盤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前鎮區瑞發街92號
8054 高雄市 前鎮區 旭川居酒屋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3鄰岡山北街341巷7號
8055 高雄市 前鎮區 扎等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72-1號
8056 高雄市 前鎮區 御私藏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06號
8057 高雄市 前鎮區 軍茶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24號
8058 高雄市 前鎮區 Woopen木盆-瑞隆加盟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37號
8059 高雄市 前鎮區 BOBO TEA波波茶-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86號
8060 高雄市 前鎮區 街頭咖啡 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30號1樓
8061 高雄市 前鎮區 瘋仙草手工仙草專賣-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81號
8062 高雄市 前鎮區 鹹東鹹西鹽水雞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89號
8063 高雄市 前鎮區 磐石美緣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街41巷18號
8064 高雄市 前鎮區 巨馨精品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街41巷18號
8065 高雄市 前鎮區 來，給你。天然手作寵物肉乾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街63號
8066 高雄市 前鎮區 Miss貝果早午餐 高雄市前鎮區瑞福路204號
8067 高雄市 前鎮區 全新小東西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102巷66號
8068 高雄市 前鎮區 皇家學院手作寵食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80號8樓之2
8069 高雄市 鹽埕區 香港馬興記燒臘專賣店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84號
8070 高雄市 前鎮區 Hi,TOAST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二路80號3樓
8071 高雄市 前鎮區 呈祥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北一路31號
8072 高雄市 前鎮區 小楊鞋坊 高雄市前鎮區福祥街56巷16號7樓
8073 高雄市 前鎮區 福睿得 高雄市前鎮區管仲路41號1樓
8074 高雄市 前鎮區 連友汽車保養廠 高雄市前鎮區精忠街83號1樓



8075 高雄市 前鎮區 麥味登-微笑廣西店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201號
8076 高雄市 前鎮區 甲嚮巷弄美學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437號5樓
8077 高雄市 前鎮區 麥味登廣榛店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184號
8078 高雄市 前鎮區 陳爸炒飯屋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58號
8079 高雄市 前鎮區 牛飲茶舖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31號
8080 高雄市 前鎮區 牛飲 NEW IN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31號
8081 高雄市 前鎮區 張家肉圓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55號
8082 高雄市 前鎮區 金塊臭豆腐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39號
8083 高雄市 前鎮區 藝廚坊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62號1樓
8084 高雄市 前鎮區 寢士登實業-禾印寢具 高雄市前鎮區興平路59巷1弄1號
8085 高雄市 前鎮區 封鴨肉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一路43號前(前鎮夜市)
8086 高雄市 前鎮區 真好味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一路43號前(前鎮夜市)
8087 高雄市 前鎮區 阿雪豆花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一路43號號前(前鎮夜市)
8088 高雄市 前鎮區 貝力岡法式冰淇淋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1之17號12樓
8089 高雄市 前鎮區 貝力岡法式冰淇淋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1之17號12樓
8090 高雄市 前鎮區 巷弄髮型LaneHairSalon 高雄市前鎮區鎮川四巷136號
8091 高雄市 前鎮區 牛棚平價牛排前鎮店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105之1號
8092 高雄市 前鎮區 阿松羊肉海產 高雄市前鎮區鎮州路125之1號
8093 高雄市 前鎮區 陳記早餐店 饅頭叔叔 高雄市前鎮區鎮華街152號
8094 高雄市 前鎮區 茶先知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10號(隔壁)
8095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生活商場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8096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生活商場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8097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生活商場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8098 高雄市 前鎮區 TTL前鎮營業所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308號
8099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8100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8101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8102 高雄市 前鎮區 停車管理服務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3號5樓
8103 高雄市 前鎮區 腳落精緻燒烤料理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56號
8104 高雄市 前鎮區 周氏本舖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58號
8105 高雄市 前鎮區 CHANGE S 沙拉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66號
8106 高雄市 前鎮區 CHANGE S 沙拉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66號
8107 高雄市 前鎮區 麻古茶坊-高雄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75號
8108 高雄市 前鎮區 奶爸廚坊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80號
8109 高雄市 前鎮區 石二鍋高雄三多三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37號1樓
8110 高雄市 前鎮區 牧川鍋物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47號1樓
8111 高雄市 前鎮區 大吉雞蛋糕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177號
8112 高雄市 前鎮區 J&H晶璽健康事業-(備用)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10F
8113 高雄市 前鎮區 嗨泰餐廳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40號
8114 高雄市 前鎮區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Cozzi THE Roof(OD)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60號30樓
8115 高雄市 前鎮區 Fairy tale 童話飾品(家樂福成功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1樓
8116 高雄市 前鎮區 石二鍋高雄成功家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111號1樓
8117 高雄市 前鎮區 九乘九文具專家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7樓
8118 高雄市 前鎮區 J&H晶璽健康事業-高雄大遠百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B2
8119 高雄市 前鎮區 Marina 5 | Pasta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39巷48號
8120 高雄市 前鎮區 Marina 5 | Pasta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39巷48號
8121 高雄市 前鎮區 品茶香台灣茶品專賣店-中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89號1樓
8122 高雄市 前鎮區 牛飲NEW IN 高雄市前鎮區仁愛里德昌路131號
8123 高雄市 前鎮區 古記燒腊快餐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90號
8124 高雄市 前鎮區 興八賞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293號
8125 高雄市 前鎮區 MixEgg混蛋土司-公正店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66號
8126 高雄市 前鎮區 小盛豐湯包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66號
8127 高雄市 前鎮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新光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72號
8128 高雄市 前鎮區 百瓦哥咖啡高雄文橫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74號
8129 高雄市 前鎮區 艋舺雞排(高雄文衡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衡三路196號
8130 高雄市 前鎮區 Monday Black Espresso Bar x 咖啡漫談 高雄市前鎮區臺鋁11巷14號
8131 高雄市 前鎮區 大野山雞 高雄市前鎮區正勤路23號
8132 高雄市 前鎮區 毛町寵物浴場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70號
8133 高雄市 前鎮區 晨間-高雄鄭和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里鄭和路66號1樓
8134 高雄市 前鎮區 麻古茶坊-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4號
8135 高雄市 前鎮區 比爾比夫熟成牛排海景餐廳-22碼頭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39-2號
8136 高雄市 前鎮區 比爾比夫熟成牛排海景餐廳-22碼頭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39-2號
8137 高雄市 前鎮區 里歐歐式早餐店-林森店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61號
8138 高雄市 前鎮區 里歐歐式早餐店-林森店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61號
8139 高雄市 前鎮區 里歐早餐店-民權店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民權二路40號
8140 高雄市 前鎮區 好味餐盒Umamii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民權二路48號
8141 高雄市 前鎮區 好味餐盒Umamii 高雄市前鎮區良和里民權二路48號
8142 高雄市 前鎮區 七福燒烤 高雄市前鎮區和平二路58號
8143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和祥街20號1樓
8144 高雄市 前鎮區 多拉美甲 高雄市前鎮區忠孝里梧州街30巷1號
8145 高雄市 前鎮區 五十元大飯店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23號(台鋁市集)-五十元大飯店
8146 高雄市 前鎮區 綺麗屋花藝 高雄市前鎮區忠誠里中華五路939巷36號1樓
8147 高雄市 前鎮區 唐鼎牛肉拉麵 高雄市前鎮區明衙路90號
8148 高雄市 前鎮區 KYMCO 光陽機車(武慶興達店)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1路60號1樓
8149 高雄市 前鎮區 阿姬商店 高雄市前鎮區武營路47巷42號6F
8150 高雄市 前鎮區 Is papa pasta 高雄市前鎮區沱江街33號1樓
8151 高雄市 前鎮區 阿良涼圓-瑞北店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15巷5之1號
8152 高雄市 前鎮區 迦南嚴選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199號
8153 高雄市 前鎮區 迪卡儂亞灣店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大道33號
8154 高雄市 前鎮區 碳佐麻里精品燒肉高雄時代店(OD)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一路85號
8155 高雄市 前鎮區 碳佐麻里精品燒肉高雄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一路85號
8156 高雄市 前鎮區 碳佐TANGO麻辣鴛鴦鍋(OD)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二路88號
8157 高雄市 前鎮區 碳佐TANGO麻辣鴛鴦鍋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二路88號
8158 高雄市 前鎮區 飄香亭鹹酥雞 高雄市前鎮區班超路38號
8159 高雄市 前鎮區 禾田生技-草衙分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60號1樓



8160 高雄市 前鎮區 禾田生技-草衙分公司（奶粉）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60號1樓
8161 高雄市 前鎮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90號1樓
8162 高雄市 前鎮區 崔記茶餐廳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67號
8163 高雄市 前鎮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237號
8164 高雄市 前鎮區 初覓手作餐坊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三路225號1樓
8165 高雄市 前鎮區 MLD 晶綺盛宴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8166 高雄市 前鎮區 MUO STEAKHOUSE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8167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生活商場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8168 高雄市 前鎮區 頑皮寶貝-保南店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西街251號1樓
8169 高雄市 前鎮區 魚有王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2樓之11
8170 高雄市 前鎮區 飽足感小食堂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109號
8171 高雄市 前鎮區 吳家紅茶冰(瑞隆店 )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290號
8172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鳯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76號
8173 高雄市 前鎮區 阿良涼圓-崗山店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329號
8174 高雄市 前鎮區 英玲肉臊飯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5-1號
8175 高雄市 前鎮區 螞蟻窩 Mayiiwo Import Candy 高雄市前鎮區梧州街62號
8176 高雄市 前鎮區 桃太郎日式燒肉店 廣西店 高雄市前鎮區盛興里廣西路498號1樓
8177 高雄市 前鎮區 亮點科技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452號
8178 高雄市 前鎮區 中油條碼_凱旋站_人工島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560號
8179 高雄市 前鎮區 福子甜點 高雄市前鎮區復國里廣西路193號
8180 高雄市 前鎮區 鯛日堂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17號
8181 高雄市 前鎮區 玫瑰私藏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17號
8182 高雄市 前鎮區 玫瑰私藏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17號1樓
8183 高雄市 前鎮區 宸妃殿-復興殿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10號
8184 高雄市 前鎮區 宸妃殿-復興殿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10號
8185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14號
8186 高雄市 前鎮區 BINDER 冰欸拉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28號
8187 高雄市 前鎮區 50嵐_復興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297號1樓
8188 高雄市 前鎮區 燃木咖啡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11-14號
8189 高雄市 前鎮區 麻古茶坊-復興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19號
8190 高雄市 前鎮區 OMG菠蘿包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41號
8191 高雄市 前鎮區 阿展鵝肉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431號
8192 高雄市 前鎮區 NEW HOUSE高軟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B1之2
8193 高雄市 前鎮區 思博客商務聯合辦公室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4樓之17
8194 高雄市 前鎮區 三不五時可朗芙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56號
8195 高雄市 前鎮區 鮮開夥 高雄市前鎮區新大路10號1樓
8196 高雄市 前鎮區 宏裕行 高雄市前鎮區新生路240號
8197 高雄市 前鎮區 植作茶OD 高雄市前鎮區滇池街163號
8198 高雄市 前鎮區 植作茶 高雄市前鎮區滇池街163號
8199 高雄市 前鎮區 鑫寶自行車行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里瑞和街294號
8200 高雄市 前鎮區 金玉堂-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瑞隆路476號1樓
8201 高雄市 前鎮區 簡單吃早午餐-瑞祥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73號
8202 高雄市 前鎮區 簡單吃早午餐-瑞祥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73號
8203 高雄市 前鎮區 晨間-高雄瑞北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里瑞北路30號
8204 高雄市 前鎮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47號
8205 高雄市 前鎮區 咚雞咚雞 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02號1樓
8206 高雄市 前鎮區 咚雞咚雞韓式炸雞(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02號1樓
8207 高雄市 前鎮區 街頭咖啡 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30號1樓
8208 高雄市 前鎮區 春陽茶事-前鎮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60號1樓
8209 高雄市 前鎮區 鐵馬佬青草茶(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75號
8210 高雄市 前鎮區 瘋仙草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81號1樓
8211 高雄市 前鎮區 琴聲專業車用影音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里瑞興街152號1樓
8212 高雄市 前鎮區 阿不拉紅茶專賣店-前鎮瑞福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福路162號
8213 高雄市 前鎮區 美申 高雄市前鎮區瑞興街214巷5之1號
8214 高雄市 前鎮區 海自慢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二路80號
8215 高雄市 前鎮區 海自慢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中二路80號
8216 高雄市 前鎮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同盟店OD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南一路39號
8217 高雄市 前鎮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南一路39號
8218 高雄市 前鎮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同盟店 高雄市前鎮區漁港南一路39號
8219 高雄市 前鎮區 TekCare捷修網(高雄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387號1樓
8220 高雄市 前鎮區 東方美廣西店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105號
8221 高雄市 前鎮區 紅茶洋行(前鎮廣東店)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138號
8222 高雄市 前鎮區 喜福得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212號
8223 高雄市 前鎮區 藝廚坊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62號1樓
8224 高雄市 前鎮區 金服安藥局(奶粉)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191號
8225 高雄市 前鎮區 金服安藥局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191號
8226 高雄市 三民區 christine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794巷6弄3號
8227 高雄市 三民區 居酒屋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1022號
8228 高雄市 三民區 YUN YUN 插畫所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76號
8229 高雄市 三民區 喝什麼鳥茶Birdtea九如店(OD)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91號
8230 高雄市 三民區 STEAKKING 牛排王龍蝦餐廳(OD)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91號
8231 高雄市 三民區 小郭計程車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43巷6號
8232 高雄市 三民區 斯圖卡車體美研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47號
8233 高雄市 三民區 泰和輪胎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19號
8234 高雄市 三民區 亭仔跤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52號11樓之1
8235 高雄市 三民區 老新台菜九如創始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227號
8236 高雄市 三民區 One 一間美室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66號2樓
8237 高雄市 三民區 吉樂米-第05104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5號
8238 高雄市 三民區 興魚翅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6號5樓
8239 高雄市 三民區 興魚翅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96號5樓
8240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妮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667號
8241 高雄市 三民區 小熊貓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78號
8242 高雄市 三民區 Super Coating 車體鍍膜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81號1樓
8243 高雄市 三民區 咖啡深藏-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46號
8244 高雄市 三民區 咖啡深藏-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46號



8245 高雄市 三民區 永心鳳茶 艾妥列外販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265號
8246 高雄市 三民區 老新台菜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三路265號
8247 高雄市 三民區 吉樂米-第05103店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區博愛一路372號
8248 高雄市 三民區 廖家小妹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56巷5號
8249 高雄市 三民區 愛美女人內衣批發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69號
8250 高雄市 三民區 鮮果沛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82號
8251 高雄市 三民區 素食鍋貼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85號
8252 高雄市 三民區 開心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66號8樓
8253 高雄市 三民區 久億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02之1號
8254 高雄市 三民區 亦泰中藥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12之1號1樓
8255 高雄市 三民區 富隆莊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16之1號
8256 高雄市 三民區 政利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16之3號
8257 高雄市 三民區 萬寶珍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39號
8258 高雄市 三民區 金寶珍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39號
8259 高雄市 三民區 東信茶葉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77號
8260 高雄市 三民區 富琪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88號
8261 高雄市 三民區 富隆莊藥材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95號
8262 高雄市 三民區 多元TDK5858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139-8號
8263 高雄市 三民區 旗津旗魚黑輪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141號
8264 高雄市 三民區 彎腰湯圓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14號
8265 高雄市 三民區 彎腰湯圓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14號
8266 高雄市 三民區 品格 up臭豆腐鍋(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9號
8267 高雄市 三民區 合理餘香咖啡豆舖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18號
8268 高雄市 三民區 NAN蘋果週邊專賣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28號
8269 高雄市 三民區 開心素食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67號
8270 高雄市 三民區 Q哥_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1號
8271 高雄市 三民區 鄭義雄計程車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90巷1弄6號二樓
8272 高雄市 三民區 小雨滴-美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02號10樓之5
8273 高雄市 三民區 羅斯朵.晴天咖啡 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11之1號9樓
8274 高雄市 三民區 傳說烤鴨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16之1號
8275 高雄市 三民區 曾記巧口滷味坊(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55號
8276 高雄市 三民區 冒煙的喬特色便當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15號
8277 高雄市 三民區 得恩堂眼鏡 高雄-大昌二路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18號
8278 高雄市 三民區 李記麻豆文旦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68號6樓之一
8279 高雄市 三民區 愛漂亮 I Pretty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07-7號2樓
8280 高雄市 三民區 意魷未盡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95巷14號
8281 高雄市 三民區 泰上廚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20巷3號
8282 高雄市 三民區 恩布拉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20巷7號
8283 高雄市 三民區 麵大廚-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22號
8284 高雄市 三民區 麵大廚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22號
8285 高雄市 三民區 B&W車輪餅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54號
8286 高雄市 三民區 吃吃熱壓吐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06號
8287 高雄市 三民區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14號
8288 高雄市 三民區 早睡早起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3巷33之1號
8289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大昌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89號
8290 高雄市 三民區 羅斯朵.晴天咖啡 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路二段111號9樓
8291 高雄市 三民區 樂咖低卡餐盒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81號1樓
8292 高雄市 三民區 樂咖低卡餐盒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81號1樓
8293 高雄市 三民區 紅豆餅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207號
8294 高雄市 三民區 小仁泉豆花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25巷13弄6號
8295 高雄市 三民區 JD絜登時尚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675號2樓
8296 高雄市 三民區 順順手作豆花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41號(大順黃昏市場)
8297 高雄市 三民區 京都苑(日式甜點)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1F
8298 高雄市 三民區 元氣咖哩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1F
8299 高雄市 三民區 元氣咖哩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1F
8300 高雄市 三民區 京都苑(日式甜點)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1F
8301 高雄市 三民區 菁培坊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三路307號(高雄科工館火車站地下室)
8302 高雄市 三民區 晨曦咖啡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三路350號
8303 高雄市 三民區 Lady.花.時間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2巷8號1樓
8304 高雄市 三民區 ACHOO BEAUTY LAB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ㄧ路256巷16號
8305 高雄市 三民區 養一隻貓吧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433號2樓
8306 高雄市 三民區 川本岡手作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465號
8307 高雄市 三民區 叮哥茶飲(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37號
8308 高雄市 三民區 慈膳養生素食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98號
8309 高雄市 三民區 呷Bar 鍋燒／丼飯／飲品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86號
8310 高雄市 三民區 褒揚羊肉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78號3樓之一
8311 高雄市 三民區 邱稚展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496號12樓之2
8312 高雄市 三民區 A Life麵包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518號
8313 高雄市 三民區 Han Nail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592號三樓
8314 高雄市 三民區 劉家烤玉米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05號
8315 高雄市 三民區 裹麵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11號
8316 高雄市 三民區 彎的茶事-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49號
8317 高雄市 三民區 澎湖自助餐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95號
8318 高雄市 三民區 輕·味蕾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4號
8319 高雄市 三民區 能量鍋燒 高雄市三民區中和街219號
8320 高雄市 三民區 中都鍋燒麵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74號
8321 高雄市 三民區 海綿寶寶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中都街97巷62號
8322 高雄市 三民區 元氣檸檬甘草芭樂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294巷7號
8323 高雄市 三民區 G Coffee 點石成金 高雄市三民區六合路三巷八號二樓
8324 高雄市 三民區 凡爾賽精品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天天新黃昏市場
8325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媽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69號
8326 高雄市 三民區 五六煎餃製造所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00巷57號
8327 高雄市 三民區 輝酸梅冰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25巷52號
8328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46號1樓
8329 高雄市 三民區 米荳餐飲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73號



8330 高雄市 三民區 西部牛仔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二路18號1樓
8331 高雄市 三民區 童樂島親子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45號1樓
8332 高雄市 三民區 蔡家古早味蛋餅 北平店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00號
8333 高雄市 三民區 明圓早餐店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79號
8334 高雄市 三民區 肯亞手工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號
8335 高雄市 三民區 BAIKU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5巷28號1樓
8336 高雄市 三民區 綺懿花苑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5巷29號
8337 高雄市 三民區 Coco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5巷33號
8338 高雄市 三民區 一粒芥菜種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7號
8339 高雄市 三民區 一粒芥菜種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7號
8340 高雄市 三民區 墨品有機咖啡 MoreBeans 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皓東路171?6號
8341 高雄市 三民區 墨品有機咖啡 MoreBeans 高雄市三民區本武里皓東路171?6號
8342 高雄市 三民區 卡稱B握飯糰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02號
8343 高雄市 三民區 捏捏肉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61號2樓
8344 高雄市 三民區 不思義義式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48號
8345 高雄市 三民區 不思義義式廚房OD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48號1樓
8346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皓東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56號
8347 高雄市 三民區 大象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37號
8348 高雄市 三民區 XI Eyelash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79號
8349 高雄市 三民區 廣林炭烤料理亭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8號
8350 高雄市 三民區 廣林碳烤料理亭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8號
8351 高雄市 三民區 朋友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正興路48號1樓
8352 高雄市 三民區 醉牛牛肉麵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07號1樓
8353 高雄市 三民區 醉牛牛肉麵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07號1樓
8354 高雄市 三民區 睿興鐵板燒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63巷22號
8355 高雄市 三民區 百瓦哥咖啡(高雄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81號1樓
8356 高雄市 三民區 米米娜娜小熊燒(正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豐街81號
8357 高雄市 三民區 快易洗 高雄市三民區民孝路49號
8358 高雄市 三民區 夢想鬆餅 高雄市三民區民孝路65號12樓
8359 高雄市 三民區 鬼炊食堂(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哲路15號
8360 高雄市 三民區 鬼炊食堂(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哲路15號
8361 高雄市 三民區 婧妡雜貨舖 高雄市三民區民哲路9號
8362 高雄市 三民區 阿宗蔬菜批發自產自銷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00號24區之1
8363 高雄市 三民區 萊德重車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39號
8364 高雄市 三民區 Drink一夏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27號悅誠百貨一樓廣場
8365 高雄市 三民區 吉普茶行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3號3號攤
8366 高雄市 三民區 廣財洋行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91號
8367 高雄市 三民區 媚力泊咖啡-民族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6號
8368 高雄市 三民區 明明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6弄3號4樓之2
8369 高雄市 三民區 港式小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86巷56號
8370 高雄市 三民區 滷味涼麵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8371 高雄市 三民區 納涼軒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8號五樓之一
8372 高雄市 三民區 陳建忠計程車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8號五樓之一
8373 高雄市 三民區 玟娟小舖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23號
8374 高雄市 三民區 初韻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3號
8375 高雄市 三民區 初韻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3號
8376 高雄市 三民區 李氏別苑(三民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30號
8377 高雄市 三民區 許招牌爌肉飯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39巷1號
8378 高雄市 三民區 千香漢堡-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82號1樓
8379 高雄市 三民區 ONLY NAILS指有美甲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334號
8380 高雄市 三民區 亞米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同愛街68號
8381 高雄市 三民區 講半波咖啡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217號(展一廳)
8382 高雄市 三民區 鹹魚翻身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43號
8383 高雄市 三民區 蘇小番茄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246巷29號三樓之一
8384 高雄市 三民區 永心鳳茶 微風外販店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0號
8385 高雄市 三民區 永心鳳茶 南西外販店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0號
8386 高雄市 三民區 樁涮火鍋(OD)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8號
8387 高雄市 三民區 樁涮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8號
8388 高雄市 三民區 樁涮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8號
8389 高雄市 三民區 捷果咖啡(OD)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8號2樓
8390 高雄市 三民區 捷果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8號2樓
8391 高雄市 三民區 捷果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8號2樓
8392 高雄市 三民區 H.C百鍍車體鍍膜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安生里民族一路157－2號
8393 高雄市 三民區 JIT高雄民族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吉里民族一路98號1樓
8394 高雄市 三民區 丸勝號 高雄市三民區安吉里懷安街138號
8395 高雄市 三民區 初好初好早餐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東里吉林街274號
8396 高雄市 三民區 DocGreen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340號
8397 高雄市 三民區 宸妃殿-高醫自由殿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17號
8398 高雄市 三民區 宸妃殿-高醫自由殿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17號
8399 高雄市 三民區 豪傳說雞排 自立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19號
8400 高雄市 三民區 養元堂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246號
8401 高雄市 三民區 瞎覓手染工作坊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386號
8402 高雄市 三民區 包子叔叔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38號騎樓
8403 高雄市 三民區 啾啾Jiu Jiu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105號
8404 高雄市 三民區 鄭媽媽魯味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105號
8405 高雄市 三民區 Kaju咔啾義式冰淇淋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88號
8406 高雄市 三民區 煲閣港式煲仔飯(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81號
8407 高雄市 三民區 籃將軍滷味鴨頭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87巷23-2號
8408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大滷味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29-2號
8409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大滷味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29-2號
8410 高雄市 三民區 小食飯糰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
8411 高雄市 三民區 貝特覓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98號
8412 高雄市 三民區 JIT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6之1號15樓之1
8413 高雄市 三民區 有時喝茶鍋煮奶茶專賣店(OD)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20號
8414 高雄市 三民區 有時喝茶鍋煮奶茶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20號



8415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高雄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51號1樓
8416 高雄市 三民區 瑪莉桃桃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51號2樓
8417 高雄市 三民區 瑪莉桃桃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51號2樓
8418 高雄市 三民區 貢茶高雄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8號14樓
8419 高雄市 三民區 喜悅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天天新黃昏市場C5
8420 高雄市 三民區 助壽司丼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377號及379號
8421 高雄市 三民區 東坡醉月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491號1樓
8422 高雄市 三民區 東坡醉月餐館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491號1樓
8423 高雄市 三民區 梧拘創鍋物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3號
8424 高雄市 三民區 梧拘創鍋物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3號
8425 高雄市 三民區 蘿薇娜美學沙龍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5號2F
8426 高雄市 三民區 子昱鑫企業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106之1號16樓
8427 高雄市 三民區 黃家麥芽膏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106之1號5樓
8428 高雄市 三民區 珍好味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106之1號5樓
8429 高雄市 三民區 鴨點棧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76號
8430 高雄市 三民區 鴨點棧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76號
8431 高雄市 三民區 COFFEE OWNER 高雄市三民區明賢街86號
8432 高雄市 三民區 江南VV HairSalon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204號
8433 高雄市 三民區 森印豬肉攤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321號
8434 高雄市 三民區 槿韓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300號
8435 高雄市 三民區 槿韓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一路300號
8436 高雄市 三民區 SuperSell 7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80號2樓之5
8437 高雄市 三民區 走吧。Let’s waxing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82號9樓之8
8438 高雄市 三民區 羊舍羊奶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南路98巷15號
8439 高雄市 三民區 蘇蘇石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10-1號13樓
8440 高雄市 三民區 預想圖美髮沙龍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62-1號
8441 高雄市 三民區 飲味鮮紅茶冰(臥龍店)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101號
8442 高雄市 三民區 好咖炸雞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103號
8443 高雄市 三民區 小雨滴han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23巷2號5樓
8444 高雄市 三民區 Guavapple 甘草芭樂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251號
8445 高雄市 三民區 圓隆系統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金陵街110號
8446 高雄市 三民區 DUODUOTOY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21號
8447 高雄市 三民區 豬對有韓式烤肉吃到飽(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535號
8448 高雄市 三民區 豬對有韓式烤肉吃到飽(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535號
8449 高雄市 三民區 瑭軒茶葉 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612號1樓
8450 高雄市 三民區 麋鹿美甲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巷31號
8451 高雄市 三民區 日豐沙拉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35巷26號
8452 高雄市 三民區 阿鴻ㄟ店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85號
8453 高雄市 三民區 YOLO!優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01巷70號
8454 高雄市 三民區 阿南砂鍋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90號
8455 高雄市 三民區 貳水拉麵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00號1樓
8456 高雄市 三民區 貳水拉麵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00號1樓
8457 高雄市 三民區 炸家大院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11號
8458 高雄市 三民區 哈利秘密雞地豆乳雞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旁鐵皮屋
8459 高雄市 三民區 高科大產品推廣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8460 高雄市 三民區 雅米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8461 高雄市 三民區 圓石teabar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44號1樓
8462 高雄市 三民區 圓石teabar建工店(外送)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44號1樓
8463 高雄市 三民區 陳Q黑砂糖剉冰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68號
8464 高雄市 三民區 林紅茶專賣店-高雄建工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28號
8465 高雄市 三民區 林紅茶專賣店-高雄建工站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28號
8466 高雄市 三民區 五鮮級-高雄建工店w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14號1樓
8467 高雄市 三民區 17號穀倉建工店OD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77號
8468 高雄市 三民區 17號穀倉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77號
8469 高雄市 三民區 灣仔內鹹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52巷53號
8470 高雄市 三民區 三草串燒 高雄市三民區建中路27之3號
8471 高雄市 三民區 丹丹蔥油餅 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64號13樓
8472 高雄市 三民區 千岱 高雄市三民區建昌路29號
8473 高雄市 三民區 隨便都好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81號
8474 高雄市 三民區 視冠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75號1樓
8475 高雄市 三民區 黛黛茶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89號一樓
8476 高雄市 三民區 東洲黑糖奶鋪(高雄車站捷運站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20號南側站體地下三層(高捷b3出口)
8477 高雄市 三民區 11.10BeiBeauty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67號2樓
8478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鴻蔘藥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28號
8479 高雄市 三民區 林商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273號1樓
8480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高雄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59號騎樓
8481 高雄市 三民區 初心28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9號(騎樓)
8482 高雄市 三民區 感恩手作坊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號16樓之1
8483 高雄市 三民區 感恩手作坊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號16樓之2
8484 高雄市 三民區 軍茶-高雄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81號
8485 高雄市 三民區 早餐一夏-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04號
8486 高雄市 三民區 Miya.studio米呀美學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7號
8487 高雄市 三民區 禾匠粥品麵食專賣店-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85號1樓
8488 高雄市 三民區 禾匠粥品麵食專賣店-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85號1樓
8489 高雄市 三民區 歐陽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07之1號
8490 高雄市 三民區 Summer17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1號4樓之二
8491 高雄市 三民區 三寶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2巷6號
8492 高雄市 三民區 Cherry 櫻桃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65巷1號四樓之6
8493 高雄市 三民區 瑞克手作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19巷25號2樓之3
8494 高雄市 三民區 Egg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19巷25號二樓之3
8495 高雄市 三民區 浮繞Furao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66號5樓
8496 高雄市 三民區 天玥胡椒餅光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97號4樓
8497 高雄市 三民區 Metta Jewelry （流昭日願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99巷20弄5號5樓
8498 高雄市 三民區 食安之間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116號
8499 高雄市 三民區 Ear Come ｜耳康採耳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17號2-1室



8500 高雄市 三民區 8月‧ 晴美甲創造室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17號2樓2-3室
8501 高雄市 三民區 桂。美甲 Katsura Nails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17號2樓2-5室
8502 高雄市 三民區 丹麥先生早餐店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169號
8503 高雄市 三民區 飲味鮮(重慶店)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266號
8504 高雄市 三民區 悅讀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修武街36之1號
8505 高雄市 三民區 德鑫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48號
8506 高雄市 三民區 彩鶴海苔御飯捲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51號
8507 高雄市 三民區 蔡喬_古早味虹茶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54號1樓
8508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森那小館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57號
8509 高雄市 三民區 好夥伴咖啡-文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文安南街170號
8510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手前鐵板燒(家樂福鼎山店OD)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
8511 高雄市 三民區 星品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一路340號1樓
8512 高雄市 三民區 魯八宝涼麵-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05號
8513 高雄市 三民區 1923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65巷5號1樓
8514 高雄市 三民區 新民自助餐館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75號一至二樓
8515 高雄市 三民區 筋華園牛肉麵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98號1樓
8516 高雄市 三民區 三分春色-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70號
8517 高雄市 三民區 蒨蒨@雜貨鋪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58巷4號8樓之1
8518 高雄市 三民區 都渴以乳製飲品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78號(騎樓)
8519 高雄市 三民區 Do想吃豆乳雞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78號
8520 高雄市 三民區 LunaLala繆絲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42號2樓
8521 高雄市 三民區 我是森森 高雄市三民區高雄灣仔內郵局第60號信箱
8522 高雄市 三民區 棟棟棻享 高雄市三民區教仁路82號5樓之一
8523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 三民家福店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15號1樓
8524 高雄市 三民區 城市農場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260號(高雄火車站民族站)
8525 高雄市 三民區 和申堂中醫診所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街391號之1樓
8526 高雄市 三民區 茉荳獨享鍋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0號
8527 高雄市 三民區 三民電器行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98號1樓
8528 高雄市 三民區 Artisan 匠人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66號1樓
8529 高雄市 三民區 Mr. gadget小物先生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75號
8530 高雄市 三民區 熱樂煎爆漿乳酪三明治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30號
8531 高雄市 三民區 熱樂煎爆漿乳酪三明治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30號
8532 高雄市 三民區 伊斯博特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51號
8533 高雄市 三民區 修修臉美妍/熱蠟美肌/牙齒淨白/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51號2樓
8534 高雄市 三民區 LA ONE 烘焙坊-博愛店.EC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80號一樓
8535 高雄市 三民區 LA ONE 烘焙坊-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80號一樓
8536 高雄市 三民區 妍萃生物科技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91號地下一層
8537 高雄市 三民區 陽記食坊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109號
8538 高雄市 三民區 老李羊肉 喜峰店 高雄市三民區喜峰街117號
8539 高雄市 三民區 宏程投影機(高雄建國)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163號3樓之4
8540 高雄市 三民區 有鳥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朝陽街199號
8541 高雄市 三民區 三輪車蔥肉餅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242巷15號
8542 高雄市 三民區 日耳曼汽車精品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6巷10號
8543 高雄市 三民區 冪姿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7號
8544 高雄市 三民區 東北五金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83號1樓
8545 高雄市 三民區 得恩堂眼鏡 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85號
8546 高雄市 三民區 啵棒海苔飯捲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04號
8547 高雄市 三民區 啵棒海苔飯捲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04號1樓
8548 高雄市 三民區 玩味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62號
8549 高雄市 三民區 美美國際醫學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421號4樓
8550 高雄市 三民區 昌平炸雞王 黃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90號
8551 高雄市 三民區 Mandy 0112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169號10樓
8552 高雄市 三民區 Bliss fully日常手作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51巷48號
8553 高雄市 三民區 寶貝妞童裝店 高雄市三民區新民路19號1樓
8554 高雄市 三民區 拉斐爾廚坊-綏遠總店(OD)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二街36號
8555 高雄市 三民區 拉斐爾廚坊-綏遠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二街36號
8556 高雄市 三民區 熊愛健康餐盒 高雄市三民區義發街17號
8557 高雄市 三民區 艋舺新生代美食團購網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99巷8號
8558 高雄市 三民區 Chouwy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72巷13號3樓
8559 高雄市 三民區 心朵朵手作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61巷11號
8560 高雄市 三民區 玩時館鐘錶精品 ONCE TIME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34號
8561 高雄市 三民區 新竹吳家鴨香飯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58號
8562 高雄市 三民區 果燃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58號
8563 高雄市 三民區 元氣足體養身館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5號1樓
8564 高雄市 三民區 阿牛仔牛肉湯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68號
8565 高雄市 三民區 武高烤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01號
8566 高雄市 三民區 無飲-高雄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2號
8567 高雄市 三民區 無飲-高雄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2號
8568 高雄市 三民區 協煌 高雄市三民區萬全街43號一樓
8569 高雄市 三民區 泰好糠美食盒飯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62號1樓
8570 高雄市 三民區 泰好糠美食盒飯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62號1樓
8571 高雄市 三民區 野菜村-裕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66號
8572 高雄市 三民區 Venus身心靈成長學苑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39號
8573 高雄市 三民區 五鮮級-高雄鼎力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5號1樓
8574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93號
8575 高雄市 三民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鼎力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349號
8576 高雄市 三民區 中油條碼_金獅湖站_人工島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410號
8577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悅鍋物-高雄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66號
8578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悅鍋物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66號
8579 高雄市 三民區 維修先鋒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49號1樓
8580 高雄市 三民區 鍋醬平價小火鍋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80號
8581 高雄市 三民區 回憶小時候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07號
8582 高雄市 三民區 祥裕茶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09號
8583 高雄市 三民區 小上海香酥雞高雄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12號
8584 高雄市 三民區 品新疆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38號



8585 高雄市 三民區 河南鎖印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55號
8586 高雄市 三民區 伙鍋鍋物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76號1樓
8587 高雄市 三民區 伙鍋鍋物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76號1樓
8588 高雄市 三民區 歐八鹽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70號
8589 高雄市 三民區 膜力紅-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09號
8590 高雄市 三民區 李氏別苑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82號
8591 高雄市 三民區 老賴茶棧-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87號
8592 高雄市 三民區 老賴茶棧 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87號
8593 高雄市 三民區 御品醇健康餐盒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31號
8594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廟口鹹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04號
8595 高雄市 三民區 青蓮台越美食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38號
8596 高雄市 三民區 3分鐘現炸黃金咖哩雞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0號
8597 高雄市 三民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鼎中店OD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5號
8598 高雄市 三民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5號
8599 高雄市 三民區 布萊恩魚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52-1號
8600 高雄市 三民區 Mark白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71號
8601 高雄市 三民區 鐵人鹹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67號
8602 高雄市 三民區 黃家外省麵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32號
8603 高雄市 三民區 健人餐廚(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73號
8604 高雄市 三民區 BH造型設計 高雄市三民區鼎和街18號
8605 高雄市 三民區 麵線ㄟ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552號
8606 高雄市 三民區 蕃薯仔鹽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65號
8607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豬很忙蔬果滷味(鼎信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信街23號
8608 高雄市 三民區 熊熊市集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54鄰明誠二路106之2號五樓
8609 高雄市 三民區 野菜村-裕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裕誠路66號1、2樓
8610 高雄市 三民區 LOUIS 路衣絲網拍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139號
8611 高雄市 三民區 愛蘭美髮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167巷8號
8612 高雄市 三民區 口軒手工蛋捲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215號
8613 高雄市 三民區 島語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73-5號
8614 高雄市 三民區 悅荷堂手作坊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96號
8615 高雄市 三民區 瞳畫時尚美睫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237號3樓
8616 高雄市 三民區 吾立偉紅茶公司鼎貴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200號
8617 高雄市 三民區 娘家小館-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204號
8618 高雄市 三民區 齊盈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2巷2號1樓
8619 高雄市 三民區 亮禹體育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2巷6號
8620 高雄市 三民區 香柏樹咖啡X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號1樓
8621 高雄市 三民區 香柏樹咖啡X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號1樓
8622 高雄市 三民區 和合樂屋 日式蔬食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110號
8623 高雄市 三民區 臻錡體育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1號
8624 高雄市 三民區 臻錡泳裝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3號
8625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叔釜山豬肉湯飯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97號
8626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叔釜山豬肉湯飯 高雄市三民區壽昌路97號
8627 高雄市 三民區 軍茶-三民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47號1樓
8628 高雄市 三民區 安琪工作室（修指甲）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61號
8629 高雄市 三民區 染髮屋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61號1樓
8630 高雄市 三民區 阿鴻碳烤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71號
8631 高雄市 三民區 丹丹蔥油餅嫩江2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98號
8632 高雄市 三民區 8兩炸蛋飯糰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一街147號
8633 高雄市 三民區 8兩手作健康飲品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一街147號1樓
8634 高雄市 三民區 R.F.H居無定所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67-4號
8635 高雄市 三民區 致日子 To day coffee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200號
8636 高雄市 三民區 NEW DAY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433號
8637 高雄市 三民區 井底蛙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49號
8638 高雄市 三民區 SGleather 高雄市三民區銀杉街35號
8639 高雄市 三民區 永心鳳茶 同盟店 高雄市三民區德西里同盟三路590號
8640 高雄市 三民區 Freeway73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自由一路73號1樓
8641 高雄市 三民區 吉樂米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21號
8642 高雄市 三民區 吉樂米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21號
8643 高雄市 三民區 饗稻狀元糕 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撫順街188號
8644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盆滷水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二路120號
8645 高雄市 三民區 明瀠嚴選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26巷1號
8646 高雄市 三民區 健人餐廚(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29號
8647 高雄市 三民區 花精靈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35巷61號4樓
8648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高雄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19號1、2樓及地下室
8649 高雄市 三民區 寇比手工皮件(家樂福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35號1樓
8650 高雄市 三民區 一食五鍋燒麵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95號
8651 高雄市 三民區 一食五鍋燒麵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95號
8652 高雄市 三民區 夏立克綠豆冰沙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接98號
8653 高雄市 三民區 健泰診所 身心專科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34號
8654 高雄市 三民區 4Hours Tea Shop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29號
8655 高雄市 三民區 CEO雞蛋仔-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2號
8656 高雄市 三民區 王家蔥抓餅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8號
8657 高雄市 三民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43號
8658 高雄市 三民區 老賴茶棧-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2號
8659 高雄市 三民區 COMEBUY高雄熱河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4號
8660 高雄市 三民區 COMEBUY高雄熱河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4號
8661 高雄市 三民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熱河店OD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76號
8662 高雄市 三民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76號
8663 高雄市 三民區 咚雞咚雞韓式炸雞熱河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03號
8664 高雄市 三民區 mixegg混蛋吐司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22號
8665 高雄市 三民區 夏立克綠豆沙專門店(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98號
8666 高雄市 三民區 RUKASTUDIO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09號6樓C室(臺鋁市集攤商)
8667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德里洋樓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51號
8668 高雄市 三民區 寶德里洋樓 高雄市三民區褒忠街51號
8669 高雄市 三民區 洛克叔叔 高雄市三民區憲政路259號



8670 高雄市 三民區 Maru日式糰子 高雄市三民區興隆街90號4樓
8671 高雄市 三民區 李桑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12號
8672 高雄市 三民區 老夫老妻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5號
8673 高雄市 三民區 時山晴茶-遼寧店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街122號
8674 高雄市 三民區 漫漫花時間 高雄市三民區錦田路171號
8675 高雄市 三民區 漫漫花時間 高雄市三民區錦田路171號
8676 高雄市 三民區 黑攤燒烤 高雄市三民區應昇路168號
8677 高雄市 三民區 微笑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應昇路22號
8678 高雄市 三民區 歐迎食素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77號
8679 高雄市 三民區 桂林藥局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112號1樓
8680 高雄市 三民區 泰緒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116號
8681 高雄市 三民區 丸勝號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138號
8682 高雄市 三民區 Ming Ming 飾設計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147-2號
8683 高雄市 三民區 肆肆肆美學beauty_spa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22號2樓
8684 高雄市 三民區 原味輕食早餐 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大豐二路328號1樓
8685 高雄市 三民區 幸福棧餃子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春陽街68號4樓
8686 高雄市 三民區 昌平炸雞王 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覺民路609號
8687 高雄市 三民區 Woopen木盆．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泰里大昌二路228號1樓
8688 高雄市 三民區 Mon tEA 高雄市三民區寶珠里28鄰皓東路9巷29號4樓
8689 高雄市 三民區 To Be Smoothie 綠果昔文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寶業里文安南街86號
8690 高雄市 三民區 B ella vado 高雄市三民區寶德里義昌路56號1樓
8691 高雄市 三民區 Metta Jewelry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建興路99巷20弄5號5樓
8692 高雄市 三民區 蒔薾港式手工點心坊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路102號
8693 高雄市 三民區 EH手創水晶飾品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96巷5號12樓
8694 高雄市 三民區 嚕娜咖啡-陽明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12號
8695 高雄市 三民區 饗緣夢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21號
8696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高雄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39號
8697 高雄市 三民區 蜜糖睫睫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46號
8698 高雄市 三民區 vanessa美甲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85巷27號2樓
8699 高雄市 三民區 睿崴國際通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85巷27號2樓
8700 高雄市 三民區 十本初壹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85巷40號5樓
8701 高雄市 三民區 拉亞漢堡高雄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10號1樓
8702 高雄市 三民區 Hannah Studio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18巷2號1樓
8703 高雄市 三民區 KiKi幸福手作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45號
8704 高雄市 三民區 JIT高雄鼎大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子里鼎山街510號
8705 高雄市 三民區 不多依手作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78巷7號
8706 高雄市 三民區 六合複合式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94號
8707 高雄市 三民區 JIT高雄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建工路516號1樓
8708 高雄市 三民區 豐輝企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灣復里鼎華路222號25樓
8709 高雄市 三民區 林當原 高雄市三民區灣復街30號6樓之4
8710 高雄市 三民區 印好 IN HEART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36號
8711 高雄市 三民區 印好 IN HEART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36號
8712 高雄市 三民區 印好 IN HEART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36號
8713 高雄市 三民區 沛克餐盒(OD)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46號
8714 高雄市 三民區 瑞冠餐飲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46號
8715 高雄市 三民區 STEAK KING牛排龍蝦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291號1樓
8716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紅茶冰(有光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381巷17號1樓
8717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09號
8718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有個澎湖灣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59號
8719 高雄市 三民區 家和商旅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86之1號
8720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骰子牛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6號
8721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花家早餐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221號1樓
8722 高雄市 三民區 小花家早餐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221號1樓
8723 高雄市 三民區 伊人西班牙小吃吧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185號1樓
8724 高雄市 三民區 Mumu Kitchen 烘烤燕麥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195號1樓
8725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承呷飯埕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228號
8726 高雄市 三民區 全健花茶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10號
8727 高雄市 三民區 富泰食品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82-2號
8728 高雄市 三民區 問發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86-1號
8729 高雄市 三民區 根正農產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86號
8730 高雄市 三民區 路哈瑪通訊(LUHAMA)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69號1樓
8731 高雄市 三民區 ＴＪcafe' 通筑樓咖啡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96號1樓
8732 高雄市 三民區 銀櫃庭園自助式KTV-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19-5號
8733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大昌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40號
8734 高雄市 三民區 夜梟(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70-2號
8735 高雄市 三民區 夜梟(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70-2號
8736 高雄市 三民區 SYM 冠盛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56號1樓
8737 高雄市 三民區 日春木瓜牛奶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96號1樓
8738 高雄市 三民區 日春木瓜牛奶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96號1樓
8739 高雄市 三民區 麵大廚-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22號
8740 高雄市 三民區 滷菜門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62巷10弄18號
8741 高雄市 三民區 滷菜門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62巷10弄18號
8742 高雄市 三民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71號1樓
8743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三民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5號
8744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53號
8745 高雄市 三民區 中油條碼_大順站_人工島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36號
8746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手前鐵板燒(家樂福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
8747 高雄市 三民區 石二鍋鼎山家樂福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1F
8748 高雄市 鼓山區 微轉形皮膚管理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27號2樓
8749 高雄市 三民區 享享茶飲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299號
8750 高雄市 三民區 享享茶飲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299號1樓
8751 高雄市 三民區 康圓藥局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59號
8752 高雄市 三民區 富筑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379巷2號6樓之1
8753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214號1樓
8754 高雄市 三民區 建泰 Vespa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68號



8755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中華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260號
8756 高雄市 三民區 SMOKEY JOE'S 特色便當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橫巷21號
8757 高雄市 新興區 SMOKEY JOE'S 高雄忠孝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08號
8758 高雄市 左營區 SMOKEY JOE'S 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18號
8759 高雄市 三民區 大老爺韓國烤肉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31號
8760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40號
8761 高雄市 三民區 茶樓養了牛-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53號
8762 高雄市 三民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08號
8763 高雄市 三民區 四月氛微手作坊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70號
8764 高雄市 三民區 西部牛仔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二路18號1樓
8765 高雄市 三民區 七號車庫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二路23巷7號1樓
8766 高雄市 三民區 威碩通信行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二路二號
8767 高雄市 三民區 五金百貨 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217巷12號7樓
8768 高雄市 三民區 Cat肉球茶飲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11號
8769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北百貨大裕店 高雄市三民區本和里明誠一路115.117號
8770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陽明路390號1樓
8771 高雄市 三民區 50嵐_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陽明路390號1樓
8772 高雄市 三民區 不倒翁玩具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澄平街83號1樓
8773 高雄市 三民區 檸香SPA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10號3樓
8774 高雄市 三民區 響讚肉燥飯(正忠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115號
8775 高雄市 三民區 好不咖啡OD(正義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義路311巷5號
8776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克的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正興路165號
8777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可的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里正興路165號
8778 高雄市 三民區 楽堤LoveTea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91號
8779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第一味-高雄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91號
8780 高雄市 三民區 友沐晨光坊 高雄市三民區正豐街81號
8781 高雄市 三民區 垚古早味蛋餅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190號
8782 高雄市 三民區 金亞瑪薩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27號B1
8783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樂購物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63號
8784 高雄市 三民區 HYUNDAI-民族展示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8號
8785 高雄市 三民區 HYUNDAI-民族服務廠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8號
8786 高雄市 三民區 宏佳騰智慧電車-高雄民族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19號
8787 高雄市 三民區 伊莎貝爾花藝設計室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22號
8788 高雄市 三民區 米奇氣球館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4號之1
8789 高雄市 三民區 如意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60巷1弄1號
8790 高雄市 三民區 任真眉好美學妍究室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6弄10號1樓
8791 高雄市 三民區 十兄弟綠豆湯-民族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878號
8792 高雄市 三民區 耳Bar 高雄市三民區民祥街八號九樓之二
8793 高雄市 三民區 批發王高雄三民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9-1號
8794 高雄市 三民區 老雞雙爐鹹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203巷6號
8795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三民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0號
8796 高雄市 三民區 豪魷味酥炸大魷魚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35號
8797 高雄市 三民區 早安‧午倆Breakfast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43號
8798 高雄市 三民區 TTL三民營業所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147號
8799 高雄市 三民區 永心鳳茶 同盟店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590號
8800 高雄市 三民區 SUBWAY-同盟分店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632號
8801 高雄市 三民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同盟店OD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710號
8802 高雄市 三民區 Benefit健康餐盒 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熱河一街27號1樓
8803 高雄市 三民區 五分鐘找餐舖 高雄市三民區安和里北平一街160號1樓
8804 高雄市 三民區 嘉義火雞肉飯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13號
8805 高雄市 三民區 南北餃子館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58號
8806 高雄市 三民區 南北餃子館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58號
8807 高雄市 三民區 金河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116號12樓之1
8808 高雄市 三民區 92度半咖啡三民自立號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76巷33號
8809 高雄市 三民區 遠傳電信自立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78號1樓
8810 高雄市 三民區 幸福川海鮮粥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187號
8811 高雄市 三民區 街頭咖啡(自強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3號
8812 高雄市 三民區 街頭咖啡(自強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3號
8813 高雄市 三民區 營養師飯包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50號
8814 高雄市 三民區 營養師飯包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50號
8815 高雄市 三民區 Kaju咔啾義式冰淇淋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88號
8816 高雄市 三民區 煲閣御黃王母飯-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81號
8817 高雄市 三民區 煲閣御黃王母飯-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81號
8818 高雄市 三民區 Aaronni brunch亞倫妮早午餐(昌裕店）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191號
8819 高雄市 三民區 COU COU NAIL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6-2號14樓之一
8820 高雄市 三民區 牛丁次郎坊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6號
8821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咖啡-高雄河堤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51號
8822 高雄市 三民區 海上鮮 高雄市三民區明吉路11號
8823 高雄市 三民區 助壽司丼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377號及379號
8824 高雄市 左營區 橙通訊3C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六排)
8825 高雄市 三民區 隆美窗簾_明誠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112號
8826 高雄市 三民區 可米清茶冰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357號
8827 高雄市 三民區 老周披薩Pizzeria da Chou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397號
8828 高雄市 三民區 拜克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45巷13號
8829 高雄市 三民區 拜克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45巷13號
8830 高雄市 三民區 旅行家商旅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50之7號2樓
8831 高雄市 三民區 ＦＵＪＩ按摩椅 愛河家樂福 高雄市三民區河東路356號1樓
8832 高雄市 三民區 鰻魚日記-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306號
8833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三民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86號1樓
8834 高雄市 三民區 我炸你吃芋頭餅 高雄金鼎店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27號
8835 高雄市 三民區 阿大吐司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39號
8836 高雄市 三民區 誠心良品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08號
8837 高雄市 三民區 鐵馬佬青草茶(高醫青島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94號
8838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高雄哈爾濱店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84號
8839 高雄市 三民區 日月香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191號1樓



8840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力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268號
8841 高雄市 三民區 健康之家餐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45號
8842 高雄市 三民區 健康之家餐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45號
8843 高雄市 三民區 健康之家餐館(外送)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45號
8844 高雄市 三民區 心喜手工茶-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77號
8845 高雄市 三民區 日順茶飲-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40號1樓
8846 高雄市 三民區 日順茶飲-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40號
8847 高雄市 三民區 銅一鍋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70號1樓
8848 高雄市 三民區 米那桑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76號
8849 高雄市 三民區 莊記黑糖牛奶 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82號(寶島眼鏡隔壁)
8850 高雄市 三民區 敦富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86號
8851 高雄市 三民區 白巷子(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04號1樓
8852 高雄市 三民區 琲嚐(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58號
8853 高雄市 三民區 橋。咖啡甜點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12號
8854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22號1樓
8855 高雄市 三民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38號
8856 高雄市 三民區 286碳烤啤酒屋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96號
8857 高雄市 三民區 286碳烤啤酒屋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96號
8858 高雄市 苓雅區 伊瓦爾咖啡.法式薄餅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36號
8859 高雄市 三民區 香香刈包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83號
8860 高雄市 三民區 長信名茶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476號
8861 高雄市 三民區 大亨寢飾生活館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一路555號
8862 高雄市 三民區 open it.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71號3樓
8863 高雄市 三民區 東洲黑糖奶鋪(高雄車站捷運站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320號南側站體地下三層(高捷b3出口)
8864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廚師鹹酥雞台式炸物-三民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8-2號
8865 高雄市 三民區 SUBWAY高雄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2號
8866 高雄市 三民區 全健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7號
8867 高雄市 三民區 莊記鴛鴦奶茶 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65號
8868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站前建國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73號
8869 高雄市 三民區 YCH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83號十樓之3
8870 高雄市 三民區 農家堡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07號
8871 高雄市 三民區 機車大師車業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87號
8872 高雄市 三民區 烏弄-三民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13號
8873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29號
8874 高雄市 三民區 Mooji膜機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24號
8875 高雄市 三民區 木盆輕食大昌門巿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28號
8876 高雄市 三民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297號1樓
8877 高雄市 三民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69號
8878 高雄市 三民區 迷客夏milkshop-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12號
8879 高雄市 三民區 牛丁次郎坊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16號
8880 高雄市 三民區 路易莎-高雄大順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90號
8881 高雄市 三民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18號
8882 高雄市 三民區 日本橋資訊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90號
8883 高雄市 三民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89號
8884 高雄市 三民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90號
8885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高雄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36號1樓
8886 高雄市 三民區 越美味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鼎西里26鄰明誠一路156號
8887 高雄市 三民區 新高橋藥局(文龍東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17號1樓
8888 高雄市 三民區 早安美芝城(教仁店) 高雄市三民區教仁路90號
8889 高雄市 三民區 熊贊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58之6號
8890 高雄市 三民區 熊贊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58之6號
8891 高雄市 三民區 B&B 高雄市三民區凱旋一路248號
8892 高雄市 三民區 岩手壽司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12號
8893 高雄市 三民區 先河GoGo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89號12樓
8894 高雄市 三民區 零設限 高雄市三民區華德街26號
8895 高雄市 三民區 阿不拉紅茶專賣店-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07號
8896 高雄市 三民區 董記法式官財板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07號旁
8897 高雄市 三民區 明日茶飲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28號
8898 高雄市 三民區 三分春色-三民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40號
8899 高雄市 三民區 大苑子-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53號
8900 高雄市 三民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01號
8901 高雄市 三民區 豪師傅鹹酥雞(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49號1樓
8902 高雄市 三民區 豪師傅鹹酥雞(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49號1樓
8903 高雄市 三民區 禾康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26號
8904 高雄市 三民區 多福風味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96號
8905 高雄市 三民區 OMoR Caffe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87巷22號
8906 高雄市 三民區 普達康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總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義永路43巷1號
8907 高雄市 三民區 艋舺新生代美食團購網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199巷8號
8908 高雄市 三民區 蔗甘心甘蔗冰茶 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03號
8909 高雄市 三民區 心喜手工茶-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5號
8910 高雄市 三民區 莊記鴛鴦奶茶 義德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59號
8911 高雄市 三民區 101文具天堂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58號
8912 高雄市 三民區 京和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達德里熱河一街431號7樓
8913 高雄市 三民區 巧品屋早午餐(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里民族一路900號
8914 高雄市 三民區 朕芭㦡(甘草芭樂)-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0號
8915 高雄市 三民區 北回木瓜牛奶(高雄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0號
8916 高雄市 三民區 沅味巷口飯糰(金獅湖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380號(騎樓)
8917 高雄市 三民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51號
8918 高雄市 三民區 辣麻麻干鍋雞煲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67號1樓
8919 高雄市 三民區 吃不飽碳烤牛排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71號
8920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鼎山家樂福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43號1樓
8921 高雄市 三民區 阿大吐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里金鼎路339號
8922 高雄市 三民區 MixEgg混蛋土司-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44號
8923 高雄市 三民區 熊啾SWEETS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62號14樓
8924 高雄市 三民區 每好食光sponge cake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12-1號



8925 高雄市 三民區 耳癒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16號
8926 高雄市 三民區 長野拉麵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86號
8927 高雄市 三民區 長野拉麵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86號
8928 高雄市 三民區 劉家烤玉米（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00號
8929 高雄市 三民區 春陽茶事-三民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72號
8930 高雄市 三民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 高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81號1樓
8931 高雄市 三民區 魚兒來樂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34號
8932 高雄市 三民區 魚兒來樂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34號
8933 高雄市 三民區 好舅媽麵飯館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66號1樓
8934 高雄市 三民區 健人餐廚 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73號
8935 高雄市 三民區 晨間-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西里明誠一路336號
8936 高雄市 三民區 葛萊美寵物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36巷17號
8937 高雄市 三民區 黑部堂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500號
8938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三民鼎金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510之1號
8939 高雄市 三民區 41EARLYBAR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明誠二路100號1樓
8940 高雄市 三民區 41EARLYBAR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明誠二路100號1樓
8941 高雄市 三民區 朵莉甜點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河堤路490?1號6樓
8942 高雄市 三民區 偉信家電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街8號
8943 高雄市 三民區 癮花in flowers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258號1樓
8944 高雄市 三民區 游游農產YUYUFARM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97-1號
8945 高雄市 三民區 Louisa路易莎(高雄鼎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祥街98號
8946 高雄市 三民區 DJI空拍機專門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79號
8947 高雄市 三民區 香柏樹咖啡X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號1樓
8948 高雄市 三民區 Mr.J 米斯特傑手機門號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97號
8949 高雄市 三民區 萊瑟熊熊玩具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46號1樓
8950 高雄市 三民區 街頭咖啡(三民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86號
8951 高雄市 三民區 街頭咖啡(高雄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86號
8952 高雄市 三民區 三民刻印社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114號
8953 高雄市 三民區 百味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7號
8954 高雄市 三民區 呷尚寶(三民德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28號1樓
8955 高雄市 三民區 泉源生活餐飲 高雄市三民區德山街30巷20號1樓
8956 高雄市 三民區 都茶園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自由一路68號1樓
8957 高雄市 三民區 塊客披薩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熱河一街132號
8958 高雄市 三民區 Noodle Master 麵俠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87號
8959 高雄市 三民區 Noodle Master 麵俠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87號
8960 高雄市 鳥松區 MEDO車體鍍膜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74-2號
8961 高雄市 三民區 健人餐廚(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329號
8962 高雄市 三民區 品田高雄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42號
8963 高雄市 三民區 隆美窗簾_澄清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51號1樓
8964 高雄市 三民區 聚鍋澄清文衡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36、538號
8965 高雄市 三民區 床的世界(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66號
8966 高雄市 三民區 立鴻環保洗衣(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23巷6弄6號
8967 高雄市 三民區 朝食暮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33號
8968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古茶坊-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299號
8969 高雄市 三民區 拿督麻辣臭豆腐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4號1樓騎樓前
8970 高雄市 三民區 巴黎香水精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29號1樓
8971 高雄市 三民區 花茶大師(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49號1樓
8972 高雄市 三民區 曉茶樓(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76號
8973 高雄市 三民區 藍天模型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79號
8974 高雄市 三民區 鮮道料理亭 高雄市三民區褒揚街102號之1
8975 高雄市 三民區 找餐店Brunch 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34號1樓
8976 高雄市 三民區 找餐店Brunch 高雄店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34號1樓
8977 高雄市 三民區 晨間-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興德里自立一路87號1樓
8978 高雄市 三民區 老夫老妻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25號
8979 高雄市 三民區 老孫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聯興路145巷24號1樓
8980 高雄市 三民區 白巷子(瀋陽店)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43號1樓
8981 高雄市 三民區 Leon雷昂法式烘焙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寶玉里修武街46號
8982 高雄市 三民區 南非牛排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6號
8983 高雄市 三民區 南非牛排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76號
8984 高雄市 三民區 塑眉專科SMSENA STUDIO 高雄市三民區寶獅里克武路72號5樓之2
8985 高雄市 三民區 光陽-嘉盈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大順二路90之1號
8986 高雄市 三民區 1粒蘋果日韓小玩意坊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正忠路212號1樓
8987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布健康屋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寶興路108號1樓
8988 高雄市 三民區 麻布健康屋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寶興路108號1樓
8989 高雄市 三民區 十三星座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85巷20號2樓
8990 高雄市 三民區 港式消夜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36號
8991 高雄市 三民區 瀚鼎藝術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76號
8992 高雄市 三民區 奕星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覺明路568號
8993 高雄市 三民區 德俐機車行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33號1樓
8994 高雄市 三民區 食神滷味(三民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利里建工路532號1樓
8995 高雄市 三民區 力順車業 高雄市三民區灣華里大順二路667號1樓
8996 高雄市 三民區 沛克餐盒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46號
8997 高雄市 三民區 誠實先生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街76號
8998 高雄市 三民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89號
8999 高雄市 楠梓區 重拾米糕點手作坊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208-1號
9000 高雄市 楠梓區 食光杯(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166號
9001 高雄市 楠梓區 un cafe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180號1樓
9002 高雄市 楠梓區 麗靜火鍋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220號
9003 高雄市 楠梓區 吃我癡我-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56號
9004 高雄市 楠梓區 史邁兒早午餐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三路237號
9005 高雄市 楠梓區 品粥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三路251巷20號7樓
9006 高雄市 楠梓區 文萊美容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271號
9007 高雄市 楠梓區 小春軒滷味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36街168號
9008 高雄市 楠梓區 貝貝窩寵物沙龍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一路237巷6號
9009 高雄市 楠梓區 薛凱冷氣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五路173-5號



9010 高雄市 楠梓區 昭和園楠梓店(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六街82-1號
9011 高雄市 楠梓區 小倉廚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五十街60號9樓
9012 高雄市 楠梓區 叔炸甜不辣媽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六十二街38號12樓
9013 高雄市 楠梓區 人間 Ningen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六十街40號
9014 高雄市 楠梓區 人間 Ningen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六十街40號
9015 高雄市 楠梓區 福蘊心麵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29號
9016 高雄市 楠梓區 好飯遇所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47號
9017 高雄市 楠梓區 Sophie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90號
9018 高雄市 楠梓區 棗金屋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南路1190號1樓
9019 高雄市 楠梓區 雙醬咖哩(高大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南路581號
9020 高雄市 楠梓區 雙醬咖哩(高雄高大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南路581號
9021 高雄市 楠梓區 娜·美容沙龍 高雄市楠梓區中昌街11號
9022 高雄市 楠梓區 撜拾綠豆沙(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中昌街3號
9023 高雄市 楠梓區 林記蔥油餅 高雄市楠梓區中昌街57號(一街38號)
9024 高雄市 楠梓區 Gears cafe 高雄市楠梓區中泰街119巷52號
9025 高雄市 楠梓區 愛倫手感烘焙-楠梓創始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中陽里楠都東街208號1樓
9026 高雄市 楠梓區 眼戲美睫工作室 高雄市楠梓區加仁路193號8樓
9027 高雄市 楠梓區 三葉冰 高雄市楠梓區加仁路90號
9028 高雄市 楠梓區 三葉冰 高雄市楠梓區加仁路90號1樓
9029 高雄市 楠梓區 三葉冰 高雄市楠梓區加仁路90號1樓
9030 高雄市 楠梓區 巴瓦朵法義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162號
9031 高雄市 楠梓區 巴瓦朵法義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162號
9032 高雄市 楠梓區 巴瓦朵法義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162號1樓
9033 高雄市 楠梓區 Milky Way Cafe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170號
9034 高雄市 楠梓區 興記貢丸 高雄市楠梓區加宏路22巷3號7樓
9035 高雄市 楠梓區 管家外省麵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里外環西路15號
9036 高雄市 楠梓區 有間Hair studio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379號
9037 高雄市 楠梓區 NewOne靈糧堂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9橫巷2號
9038 高雄市 楠梓區 茶部落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729巷76號
9039 高雄市 楠梓區 這間店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79號3樓之6
9040 高雄市 楠梓區 永麗美容坊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87巷28號
9041 高雄市 楠梓區 林媽媽手工水餃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87巷3號
9042 高雄市 楠梓區 六合樓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320號
9043 高雄市 楠梓區 六合樓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320號
9044 高雄市 楠梓區 喬莉沙龍工作室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530巷5號
9045 高雄市 楠梓區 肉燥販 楠梓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593號
9046 高雄市 楠梓區 五七廚房 高雄市楠梓區外環西路57號
9047 高雄市 楠梓區 YAMAHA 豐隆車業行 高雄市楠梓區宏昌里加宏路202號
9048 高雄市 楠梓區 二部曲 高雄市楠梓區秀群路457巷11號6樓
9049 高雄市 楠梓區 康盒便當 高雄市楠梓區秀群路457巷2號
9050 高雄市 楠梓區 霏霏時尚手作美學 高雄市楠梓區秀群路499巷7弄25號13樓
9051 高雄市 楠梓區 晨食年代ll (高雄店） 高雄市楠梓區秀群路511號
9052 高雄市 楠梓區 日月潭紅茶-高科大店 高雄市楠梓區芎林一街101號
9053 高雄市 楠梓區 yeongyeong 服飾店 高雄市楠梓區芎林二街86號
9054 高雄市 楠梓區 Emon 楠梓和光店 高雄市楠梓區和光街209號
9055 高雄市 楠梓區 E美睫沙龍 高雄市楠梓區東昌街21號2樓
9056 高雄市 楠梓區 樂府Love炭火玉米 高雄市楠梓區東昌街27號
9057 高雄市 楠梓區 有間 高雄市楠梓區東昌街52號
9058 高雄市 楠梓區 光華鹹水雞 高雄市楠梓區金富街113號4樓之2
9059 高雄市 楠梓區 mumu 高雄市楠梓區青埔街70巷1號
9060 高雄市 楠梓區 Daydream 白日夢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20巷25號
9061 高雄市 楠梓區 圓石禪飲高雄建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38號
9062 高雄市 楠梓區 路易莎-建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43號2樓、145號1樓、2樓
9063 高雄市 楠梓區 酥皮泡芙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225號(騎樓)
9064 高雄市 楠梓區 漫步麥田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225號1樓
9065 高雄市 楠梓區 勁香水煎包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01號對面
9066 高雄市 楠梓區 yu手作美學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078號1樓之3
9067 高雄市 楠梓區 炸雞先生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145號
9068 高雄市 楠梓區 S&L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211號
9069 高雄市 楠梓區 路易莎-高雄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22號
9070 高雄市 楠梓區 路易莎高雄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22號1、2樓
9071 高雄市 楠梓區 鳥仔兄妹創意吐司茶舍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68號
9072 高雄市 楠梓區 羊家味羊肉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1號
9073 高雄市 楠梓區 亮姿精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37巷25號
9074 高雄市 楠梓區 滿分雞蛋糕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61號(騎樓)
9075 高雄市 楠梓區 練腳足體養生館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98號
9076 高雄市 楠梓區 添芳飲料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903號
9077 高雄市 楠梓區 料魚攤 高雄市楠梓區煉油廠宿舍內菜市場攤位第77.78號
9078 高雄市 楠梓區 順平汽車 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南路70號
9079 高雄市 楠梓區 ciao metal design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712巷1號5樓之2
9080 高雄市 楠梓區 甲福日式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28號
9081 高雄市 楠梓區 毛伯伯牛肉麵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80巷31弄41號
9082 高雄市 楠梓區 蘿拉早午餐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
9083 高雄市 楠梓區 五鮮級-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69號
9084 高雄市 楠梓區 魚雞飯糕韓式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207號
9085 高雄市 楠梓區 咚雞咚雞韓式炸雞(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益群路15號
9086 高雄市 楠梓區 咚雞咚雞韓式炸雞(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益群路15號
9087 高雄市 楠梓區 Pizza很有事 高雄市楠梓區高峰街109巷35弄20號
9088 高雄市 楠梓區 喵喵叫鍋燒關東煮 高雄市楠梓區三小段1210號
9089 高雄市 楠梓區 喵喜喵喜-楠梓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25號
9090 高雄市 楠梓區 咕咕雞鹹酥雞-創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37號
9091 高雄市 楠梓區 牛村食坊 即食養生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66號
9092 高雄市 楠梓區 牛村食坊 即食養生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66號
9093 高雄市 楠梓區 森川丼丼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167號1樓
9094 高雄市 楠梓區 森川丼丼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167號1樓



9095 高雄市 楠梓區 蟹蟹姊水產專門店 高雄市楠梓區啟昌街539號
9096 高雄市 楠梓區 GEN 生存遊戲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常盛街282巷52號
9097 高雄市 楠梓區 wenjuju 高雄市楠梓區清平街34巷1號6樓
9098 高雄市 楠梓區 Rungyi_studio容易工作室 高雄市楠梓區清平街51巷29弄6號5樓
9099 高雄市 楠梓區 臻·茶RealTea 高雄市楠梓區清平街51巷42-1號
9100 高雄市 楠梓區 懂吃大吃OD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一路93號1樓
9101 高雄市 楠梓區 懂吃大吃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一路93號1樓
9102 高雄市 楠梓區 吳家紅茶冰(楠梓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102號
9103 高雄市 楠梓區 黑色公鹿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162號
9104 高雄市 楠梓區 爆Q美式炸雞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28鄰旗楠路979號
9105 高雄市 楠梓區 微微戀法式巧克力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芎蕉路117號
9106 高雄市 楠梓區 太多串高科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路720號
9107 高雄市 楠梓區 二鍋頭東山鴨頭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146-1號
9108 高雄市 楠梓區 黑爾典藏西洋古董 高雄市楠梓區通昌街19號
9109 高雄市 楠梓區 好味越式料理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11號
9110 高雄市 楠梓區 Takara standard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763號14F
9111 高雄市 楠梓區 紅豆餅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791號五樓
9112 高雄市 楠梓區 福來郎定食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805號
9113 高雄市 楠梓區 夏堂江-創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807號
9114 高雄市 楠梓區 芙樂廚坊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882號1樓
9115 高雄市 楠梓區 旅咖甜甜圈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10號
9116 高雄市 楠梓區 雙宇關東煮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16號
9117 高雄市 楠梓區 Memory1998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343號
9118 高雄市 楠梓區 BubbleZ 阿偉冷飲-楠梓惠民旗艦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87號
9119 高雄市 楠梓區 Bubble Z 楠梓惠民旗艦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87號
9120 高雄市 楠梓區 晴晴時尚服飾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里14鄰德民路115號10樓
9121 高雄市 楠梓區 滿足飯包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街252號7樓
9122 高雄市 楠梓區 Small萱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路528號
9123 高雄市 楠梓區 Small萱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路528號
9124 高雄市 楠梓區 阿美燒肉飯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0之1號
9125 高雄市 楠梓區 石爸即食牛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16巷88號
9126 高雄市 楠梓區 ㄚ倫美髮造型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46號
9127 高雄市 楠梓區 夏立克綠豆沙-楠梓朝明店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95號
9128 高雄市 楠梓區 萊家鄉香雞排鹽酥雞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20巷3號
9129 高雄市 楠梓區 麥面Noodle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30號
9130 高雄市 楠梓區 CEO雞蛋仔-楠梓朝陽店 高雄市楠梓區朝陽路153-17號
9131 高雄市 楠梓區 願好茶事 高雄市楠梓區新昌街122巷36號
9132 高雄市 楠梓區 佳嫻菜攤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西巷21弄22號
9133 高雄市 楠梓區 雞Books鹹水雞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61號
9134 高雄市 楠梓區 VA視光眼鏡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75號
9135 高雄市 楠梓區 檸靜烘焙坊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61巷16弄19號4樓
9136 高雄市 楠梓區 双十八木-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393號
9137 高雄市 楠梓區 ic995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02號1樓
9138 高雄市 楠梓區 雞大大鹽水雞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88號
9139 高雄市 楠梓區 客醍-麵線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88號
9140 高雄市 楠梓區 楠梓天后宮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號
9141 高雄市 楠梓區 媚力泊咖啡-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327號
9142 高雄市 楠梓區 花蓮後山炸彈蔥油餅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41號
9143 高雄市 楠梓區 溫習指妝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450號
9144 高雄市 楠梓區 小閔兒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576號
9145 高雄市 楠梓區 彤彤烘焙屋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德民黃昏市場2街27號
9146 高雄市 楠梓區 愛妤花店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159號
9147 高雄市 楠梓區 鹿莉塔甜點店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70號
9148 高雄市 楠梓區 彭媽媽炭烤地瓜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路27巷17號
9149 高雄市 楠梓區 洗潔淨智能自助洗衣-楠梓瑞屏店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路9號
9150 高雄市 楠梓區 咖啡樹咖啡 高雄市楠梓區聖雲街168號1樓
9151 高雄市 楠梓區 阿蓁蛋餅手作 高雄市楠梓區聖雲街31巷2號
9152 高雄市 楠梓區 羅蔓蒂小店舖 高雄市楠梓區壽民路200號
9153 高雄市 楠梓區 曼妮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楠梓區壽民路210號
9154 高雄市 楠梓區 第一飯糰(壽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壽民路50號
9155 高雄市 楠梓區 青青茶飲 高雄市楠梓區壽民路68巷1-4號
9156 高雄市 楠梓區 露伊莎 高雄市楠梓區壽民路68巷1-4號
9157 高雄市 楠梓區 享吃咖哩 高雄市楠梓區壽豊路413號
9158 高雄市 楠梓區 宏品壽司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433巷3弄2號
9159 高雄市 楠梓區 詠琳紋繡美學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570號
9160 高雄市 楠梓區 阿舍古早味肉燥飯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26巷7號3樓
9161 高雄市 楠梓區 品佳鮮奶紅豆餅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長安巷30弄5號2樓
9162 高雄市 楠梓區 Eunice fan日韓雜貨 高雄市楠梓區榮新街99巷21弄3號
9163 高雄市 楠梓區 Lion.s美學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41號
9164 高雄市 楠梓區 熊爺與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65-11樓
9165 高雄市 楠梓區 良芋藏仙手作芋圓甜品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鳳楠路96-1號8樓
9166 高雄市 楠梓區 E.W.P飾品 高雄市楠梓區廣昌街181號8樓之7
9167 高雄市 楠梓區 鳴師傅湯包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中路111巷1弄2號
9168 高雄市 楠梓區 美香肉粽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市場1街20號
9169 高雄市 楠梓區 章哥脆皮烤鴨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市場一街15號
9170 高雄市 楠梓區 傻瓜通訊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356巷11號
9171 高雄市 楠梓區 Dolly Fingertip magic 指尖魔法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356巷60弄57號
9172 高雄市 楠梓區 D.K HAIR ARTISTRY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430號1樓
9173 高雄市 楠梓區 Fairy Beauty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430號2樓
9174 高雄市 楠梓區 禾匠粥品麵食專賣店-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572號
9175 高雄市 楠梓區 禾匠粥品麵食專賣店-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572號
9176 高雄市 楠梓區 旅遊、拍攝、商務接駁請把錢丟給我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29之1號
9177 高雄市 楠梓區 億品鍋(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38-2號
9178 高雄市 楠梓區 馮記水煎包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77號
9179 高雄市 楠梓區 呷芭樂 高雄市楠梓區德信街20巷9號7樓



9180 高雄市 楠梓區 慕魚雕燒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42號
9181 高雄市 楠梓區 貝拉貝兒生活館-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61號1樓
9182 高雄市 楠梓區 錦茶局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73-1號
9183 高雄市 楠梓區 Ju.Nail 時尚美睫沙龍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0號2樓
9184 高雄市 楠梓區 萊家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5號
9185 高雄市 楠梓區 極脆皮烤雞翅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223號
9186 高雄市 楠梓區 洄嚮水產 高雄市楠梓區德富街286巷15號7樓
9187 高雄市 楠梓區 Beef風港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111號1樓
9188 高雄市 楠梓區 Beef風港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111號1樓
9189 高雄市 楠梓區 冬瓜漢-德惠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56號
9190 高雄市 楠梓區 LOCAL 在地茶莊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72號
9191 高雄市 楠梓區 皇上早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35號
9192 高雄市 楠梓區 皇上早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35號
9193 高雄市 楠梓區 小乃紅茶冰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45之3號
9194 高雄市 楠梓區 續咖啡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51-2號
9195 高雄市 楠梓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06號
9196 高雄市 楠梓區 李氏別苑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08號
9197 高雄市 楠梓區 米湯匙中西式飯館(OD)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18號1樓
9198 高雄市 楠梓區 米湯匙中西式飯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18號1樓
9199 高雄市 楠梓區 火燒雞-厚切雞排美式炸雞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7號
9200 高雄市 楠梓區 愛倫手感烘焙-德賢直營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53號1樓
9201 高雄市 楠梓區 青釉茶事 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390號
9202 高雄市 楠梓區 老賴茶棧-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02號
9203 高雄市 楠梓區 小米蛋餅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30巷17號
9204 高雄市 楠梓區 那是什麼豬_鮮奶雞蛋糕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55巷7號19樓
9205 高雄市 楠梓區 店小二 高雄市楠梓區德豐街9號17樓
9206 高雄市 楠梓區 吉家便當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225號1樓
9207 高雄市 楠梓區 吉家便當販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225號一樓
9208 高雄市 楠梓區 黃彥程 高雄市楠梓區興西路132號十八樓
9209 高雄市 楠梓區 jiejyu工作室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09巷50弄3號7樓
9210 高雄市 楠梓區 小米甜甜圈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大學西路528巷1號
9211 高雄市 楠梓區 好飯遇所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大學東路147號
9212 高雄市 楠梓區 廟口飯糰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1075號
9213 高雄市 楠梓區 大手前鐵板燒(家樂福楠梓店OD)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9214 高雄市 楠梓區 初丼(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1樓
9215 高雄市 楠梓區 天心坊湯包(楠梓藍田)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861號
9216 高雄市 楠梓區 天心坊湯包(楠梓藍田)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861號
9217 高雄市 楠梓區 秋珍食品坊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863號
9218 高雄市 楠梓區 逸荳騰手工坊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14巷140號
9219 高雄市 楠梓區 朵媽愛手作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258號13樓
9220 高雄市 楠梓區 咖哩攬條條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261號
9221 高雄市 楠梓區 小晴朵鮮果氣泡飲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60巷56號9樓
9222 高雄市 楠梓區 牛刀小事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61號
9223 高雄市 楠梓區 牛刀小事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61號
9224 高雄市 楠梓區 麵棧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433號
9225 高雄市 楠梓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45號
9226 高雄市 楠梓區 弘爺漢堡 三山店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259號1樓
9227 高雄市 楠梓區 春芳號-楠梓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2路193號
9228 高雄市 楠梓區 春芳號-楠梓土庫店(online)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2路193號
9229 高雄市 楠梓區 中億汽車凹痕修復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183號1樓
9230 高雄市 楠梓區 奧創精緻皮革保養-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200號1樓
9231 高雄市 楠梓區 夜梟(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36號
9232 高雄市 楠梓區 夜梟(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36號
9233 高雄市 楠梓區 石二鍋新楠家樂福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
9234 高雄市 楠梓區 迪卡儂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一路60號一樓
9235 高雄市 楠梓區 麥味登土庫花卉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250號1樓
9236 高雄市 楠梓區 沅味巷口飯糰(大社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280號
9237 高雄市 楠梓區 聽見花開蔬食咖啡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283號1、2樓
9238 高雄市 楠梓區 聽見花開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283號1、2樓
9239 高雄市 楠梓區 清豐蔬食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68號
9240 高雄市 楠梓區 南玥閣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九街99巷3號
9241 高雄市 楠梓區 鬼匠拉麵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六街1317號14樓
9242 高雄市 楠梓區 昭和園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六街82號
9243 高雄市 楠梓區 SeSA洗衣吧(楠梓大學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五十八街81號
9244 高雄市 楠梓區 莎里司早午餐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西路827號1樓
9245 高雄市 楠梓區 食健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25號
9246 高雄市 楠梓區 小聚食光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里大學東路138號
9247 高雄市 楠梓區 早到晚到楠梓旗艦店(OD)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206號
9248 高雄市 楠梓區 早到晚到楠梓旗艦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206號
9249 高雄市 新興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新興區大學東路213號
9250 高雄市 楠梓區 包包楊麵食館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20號
9251 高雄市 楠梓區 包包楊麵食館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20號
9252 高雄市 楠梓區 愛倫手感烘焙-楠梓創始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中陽里楠都東街208號1樓
9253 高雄市 楠梓區 主恩烤鴨莊(線上點餐)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802號旁
9254 高雄市 楠梓區 主恩烤鴨莊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802號旁
9255 高雄市 楠梓區 Mine 專賣蛋餅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一巷35號
9256 高雄市 楠梓區 心喜手工茶-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72號
9257 高雄市 楠梓區 夷粥麵坊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一巷1-1號
9258 高雄市 楠梓區 夷粥麵坊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一巷1-1號
9259 高雄市 楠梓區 五七廚房(線上點餐) 高雄市楠梓區外環西路57號
9260 高雄市 楠梓區 LOHAS樂活眼鏡(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218號
9261 高雄市 左營區 LOHAS樂活眼鏡(新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二路598號
9262 高雄市 三民區 LOHAS樂活眼鏡(高應大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60號
9263 高雄市 鳳山區 LOHAS樂活眼鏡(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30號1樓
9264 高雄市 左營區 LOHAS樂活眼鏡(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35號



9265 高雄市 三民區 LOHAS樂活眼鏡(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95號
9266 高雄市 三民區 LOHAS樂活眼鏡(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40號
9267 高雄市 鼓山區 LOHAS樂活眼鏡(明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02號
9268 高雄市 楠梓區 宏伶118冬瓜茶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18號
9269 高雄市 楠梓區 聯成電腦-楠梓分校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219號1-3樓
9270 高雄市 楠梓區 SUBWAY建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89號
9271 高雄市 楠梓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137號
9272 高雄市 楠梓區 隆美窗簾_右昌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172號
9273 高雄市 楠梓區 展旺電器行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207號
9274 高雄市 楠梓區 小鮮肉海產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234號
9275 高雄市 楠梓區 麻古茶坊-高雄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23號1樓
9276 高雄市 楠梓區 饗苑鴨肉飯專門(OD)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32號
9277 高雄市 楠梓區 饗苑鴨肉飯專門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32號&nbsp;
9278 高雄市 楠梓區 鳥仔兄妹創意吐司茶舍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68號
9279 高雄市 楠梓區 霍根茶飲(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72號1樓
9280 高雄市 楠梓區 伊府將鍋燒-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42號
9281 高雄市 楠梓區 聽寶助聽中心-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69號1樓
9282 高雄市 楠梓區 豪棧鹹酥雞(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86號
9283 高雄市 楠梓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夜市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9號
9284 高雄市 楠梓區 撜拾綠豆沙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37巷55號
9285 高雄市 楠梓區 第一飯糰-莒光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76號
9286 高雄市 楠梓區 禾沐髮廊 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93號1樓
9287 高雄市 楠梓區 八米咖啡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44號
9288 高雄市 楠梓區 提摩希-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69號
9289 高雄市 楠梓區 提摩希-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69號
9290 高雄市 楠梓區 Sky虎掌燒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海城三街24號
9291 高雄市 楠梓區 伍柒玖專業牛肉麵 高雄市楠梓區青農路5號
9292 高雄市 楠梓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48號
9293 高雄市 楠梓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137號
9294 高雄市 楠梓區 伊府將鍋燒 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42號一樓
9295 高雄市 楠梓區 八方雲集楠梓益群店 高雄市楠梓區益群路5號1樓
9296 高雄市 楠梓區 天A麻辣棧 高雄市楠梓區區東路(後勁夜市)
9297 高雄市 楠梓區 烏弄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88號
9298 高雄市 楠梓區 梁社漢排骨楠梓德惠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22號
9299 高雄市 楠梓區 米麻咁丫店 高雄市楠梓區高楠公路1747巷73號
9300 高雄市 楠梓區 晨間廚房-都會公園店 高雄市楠梓區健民街10巷24號
9301 高雄市 楠梓區 50嵐_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170號1樓
9302 高雄市 楠梓區 阿蔗-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10號
9303 高雄市 楠梓區 阿庶-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10號
9304 高雄市 楠梓區 圓展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172號
9305 高雄市 楠梓區 麻古茶坊-高雄創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21號1樓
9306 高雄市 楠梓區 郜記涼麵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7號
9307 高雄市 楠梓區 鑫閣茶葉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22號
9308 高雄市 楠梓區 豚將-楠梓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26號
9309 高雄市 楠梓區 豚將-楠梓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24號
9310 高雄市 楠梓區 游記蜜紅豆深夜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街252號
9311 高雄市 楠梓區 游記蜜紅豆深夜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惠豐街252號1樓
9312 高雄市 楠梓區 楊寶寶蒸餃（楠梓總店）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06號
9313 高雄市 楠梓區 楊寶寶蒸餃（楠梓總店）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06號
9314 高雄市 楠梓區 大苑子-楠梓站前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73號
9315 高雄市 楠梓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楠梓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42號
9316 高雄市 楠梓區 豆坊-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75號
9317 高雄市 楠梓區 歡樂便當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21號
9318 高雄市 楠梓區 歡樂便當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21號
9319 高雄市 楠梓區 ICEHUT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269巷30號
9320 高雄市 楠梓區 Wow's pizza 我是披薩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468號
9321 高雄市 楠梓區 Wow's pizza 我是披薩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468號
9322 高雄市 楠梓區 歐米芽鬆餅屋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160號
9323 高雄市 楠梓區 Sweetheart的店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153號
9324 高雄市 楠梓區 尼斯生活高雄館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76巷18號
9325 高雄市 楠梓區 春蕪韓風小廚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87號
9326 高雄市 楠梓區 竹靜足體養生會館 高雄市楠梓區瑞屏路82巷20號
9327 高雄市 楠梓區 好不咖啡OD(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壽豐路300號
9328 高雄市 楠梓區 百分百寵物生活館-旗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06號旁
9329 高雄市 楠梓區 楠梓羊肉羹 魷魚羹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108號
9330 高雄市 楠梓區 馝鍋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86號1樓
9331 高雄市 楠梓區 文易車業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加仁路7號1樓
9332 高雄市 楠梓區 南台灣小麵館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里德祥路171號1樓
9333 高雄市 楠梓區 南台灣小麵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71號
9334 高雄市 楠梓區 麥味登楠梓翠屏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36號1樓
9335 高雄市 三民區 SUBWAY_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72號1樓
9336 高雄市 楠梓區 SUBWAY 楠梓加工區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8號
9337 高雄市 楠梓區 心食健康餐盒 高雄市楠梓區廣昌街125巷29號
9338 高雄市 楠梓區 老地方炸雞殿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黃昏市場一街66號
9339 高雄市 楠梓區 吮指王 楠梓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356巷30之7號
9340 高雄市 楠梓區 泰炒捌食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645號
9341 高雄市 楠梓區 蓁心素食坊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19號
9342 高雄市 楠梓區 侯氏傳統滷味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77號攤位編號2街18.20.22號
9343 高雄市 楠梓區 日月潭紅茶-德祥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號192號
9344 高雄市 楠梓區 薩瓦迪泰式奶茶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223號
9345 高雄市 楠梓區 宏佳騰智慧電車-楠梓德惠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21、23號
9346 高雄市 楠梓區 楊寶寶蒸餃（德惠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81號
9347 高雄市 楠梓區 楊寶寶蒸餃（德惠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81號
9348 高雄市 楠梓區 斯肯手機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25號
9349 高雄市 楠梓區 響讚肉燥飯(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43-10號



9350 高雄市 楠梓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43之10號
9351 高雄市 楠梓區 麻古茶坊-高雄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45號
9352 高雄市 楠梓區 咖啡平方-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10號
9353 高雄市 楠梓區 3Q脆皮雞排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20巷1號
9354 高雄市 楠梓區 德賢數位影像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40號1樓
9355 高雄市 楠梓區 愛倫手感烘焙-德賢直營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53號1樓
9356 高雄市 楠梓區 大苑子-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64號
9357 高雄市 楠梓區 共生制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67巷12號17樓
9358 高雄市 楠梓區 青釉茶事 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390號
9359 高雄市 楠梓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德賢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60號
9360 高雄市 楠梓區 薇多美睫概念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92巷11號1樓
9361 高雄市 楠梓區 龜宿寵物器材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219巷6號
9362 高雄市 楠梓區 撼寶寶寵物新生活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259號
9363 高雄市 楠梓區 咱等早午餐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1066號
9364 高雄市 楠梓區 大手前鐵板燒(家樂福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1樓
9365 高雄市 楠梓區 石二鍋楠梓家樂福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1樓
9366 高雄市 楠梓區 LADY LOVE-家樂福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3樓
9367 高雄市 楠梓區 T-Meal 健三餐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393之2號
9368 高雄市 楠梓區 一群麵食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397號
9369 高雄市 楠梓區 一群麵食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397號
9370 高雄市 楠梓區 安口安口炸雞(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07號
9371 高雄市 楠梓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右昌店OD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68號
9372 高雄市 楠梓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68號
9373 高雄市 小港區 虹牌油漆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里沿海一路311號1樓
9374 高雄市 小港區 薰的魔法衣櫃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65號
9375 高雄市 小港區 紅窯手作紅茶冰 二苓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14號
9376 高雄市 小港區 古早味大腸豬血湯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139-2號
9377 高雄市 小港區 爆Q美式炸雞(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139號
9378 高雄市 小港區 街頭咖啡漢民國小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61號
9379 高雄市 小港區 青菜蔥手作蔥油誁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48-6號
9380 高雄市 小港區 靜蓉中大尺碼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251號
9381 高雄市 小港區 麥味登小港山明店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82號一樓
9382 高雄市 小港區 a little cool手作設計 高雄市小港區中光街54巷7號
9383 高雄市 小港區 緩食甜點 Lentement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902號3樓
9384 高雄市 小港區 撒花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939-5號6樓
9385 高雄市 小港區 甘乃滴冷泡飲 創始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376號
9386 高雄市 小港區 五分鐘找餐 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26號
9387 高雄市 小港區 松本鮮奶茶-小港桂林店OD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32號
9388 高雄市 小港區 中油條碼_桂林站_人工島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79號
9389 高雄市 小港區 珺迎美容美體工作室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88號2樓
9390 高雄市 小港區 咖哩大叔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水秀路352號
9391 高雄市 小港區 咖哩大叔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水秀路352號
9392 高雄市 小港區 YCS工作室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七路67-1號
9393 高雄市 小港區 瑪菲斯藝術美甲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南路22號
9394 高雄市 小港區 大港超市(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22號
9395 高雄市 小港區 蛋蛋的優賞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294號
9396 高雄市 小港區 里歐歐式早餐 高雄市小港區民益路62號
9397 高雄市 小港區 小氣老闆私廚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87號15樓
9398 高雄市 小港區 甜心先生 高雄市小港區旭日街34號14F-2
9399 高雄市 小港區 小上海香酥雞 金府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仁街86號6樓
9400 高雄市 小港區 吉品香小火鍋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72號
9401 高雄市 小港區 你的髮型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657號
9402 高雄市 小港區 仙台日本料理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659號
9403 高雄市 小港區 富祥車業行-光陽金質形象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偉街66號1樓
9404 高雄市 小港區 牛匠太郎 高雄市小港區店鎮里26鄰立群路25巷3號五樓
9405 高雄市 小港區 淨園農場(OD) 高雄市小港區明聖街135巷10弄12號
9406 高雄市 小港區 淨園農場 高雄市小港區明聖街135巷10弄12號
9407 高雄市 小港區 淨園市民休閒農場 高雄市小港區明聖街135巷10弄12號
9408 高雄市 小港區 計程車 高雄市小港區松金街1巷162號
9409 高雄市 小港區 林家水餃 高雄市小港區松崗路2號
9410 高雄市 小港區 野人彈珠台 高雄市小港區松華路468號
9411 高雄市 小港區 MS.SHIANG 高雄市小港區松興路6號
9412 高雄市 小港區 一品香無骨排骨酥 (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61號
9413 高雄市 小港區 尚好綠豆湯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61號
9414 高雄市 小港區 戰鬥雞-小港金府店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62號
9415 高雄市 小港區 上記蔬果汁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63號
9416 高雄市 小港區 阿土伯飯丸 鼻線糊 高雄市小港區青山街21號
9417 高雄市 小港區 里歐早餐店-桂平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平街59號
9418 高雄市 小港區 禾田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里孔鳳路561號3、4、5樓
9419 高雄市 小港區 禾田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奶粉)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里孔鳳路561號3、4、5樓
9420 高雄市 小港區 正點鹹酥雞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122號旁
9421 高雄市 小港區 G-burger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12號
9422 高雄市 小港區 G-burger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12號
9423 高雄市 小港區 里歐早餐店-桂華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2號
9424 高雄市 小港區 MixEgg混蛋土司-桂華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37號(第三間)
9425 高雄市 小港區 迷客夏milkshop-小港桂華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70-1號
9426 高雄市 小港區 吮指王-小港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70－2號
9427 高雄市 小港區 胡麻筒子麻辣燙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14-1號
9428 高雄市 小港區 廟旁早餐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83號
9429 高雄市 小港區 莊媽媽新鮮現做壽司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90號
9430 高雄市 小港區 夯調茶HungDay 高雄市小港區泰興街160號
9431 高雄市 小港區 大坪頂黑輪攤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23路
9432 高雄市 小港區 毛氈球-wool hand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27街478號
9433 高雄市 小港區 Mila手創案號26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52街18號
9434 高雄市 小港區 庖丁族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56街81號



9435 高雄市 小港區 小江烘焙品嚐咖啡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70街129號1樓
9436 高雄市 小港區 皇冠冰城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十七街151號
9437 高雄市 小港區 皇冠冰城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十七街151號
9438 高雄市 小港區 小敏-日韓台陸精品館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104~1號
9439 高雄市 小港區 阿里巴巴食品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104之1號
9440 高雄市 小港區 這裡有 雞蛋糕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6巷18弄15號
9441 高雄市 小港區 妞媽 高雄市小港區大平路126巷37號
9442 高雄市 小港區 御燒炒麵麵包大阪燒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57號
9443 高雄市 小港區 MixEgg混蛋土司-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307號(騎樓)
9444 高雄市 小港區 北港香菇肉羹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320號
9445 高雄市 小港區 吉品香小火鍋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372號
9446 高雄市 小港區 梁社漢排骨小港宏平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39號
9447 高雄市 小港區 椰子佬飲品 高雄市小港區松山街31號
9448 高雄市 小港區 椰子佬飲品 高雄市小港區松山街31號3樓
9449 高雄市 小港區 四川麻辣魚火鍋店&鮮蝦泰國蝦 高雄市小港區高鳳路1號
9450 高雄市 小港區 大喜肉茶舖 高雄市小港區高鳳路34號
9451 高雄市 小港區 2派克脆皮雞排(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10號
9452 高雄市 小港區 孫東寶 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15號
9453 高雄市 小港區 奇奇美式炸雞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50號
9454 高雄市 小港區 嚕娜咖啡-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68號
9455 高雄市 小港區 小吉士炸雞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85號(50嵐正對面)
9456 高雄市 小港區 妮愛婕個人美甲工作室 高雄市小港區崇善街39號
9457 高雄市 小港區 五鮮級-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21號
9458 高雄市 小港區 鴻海眼鏡行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53號1樓
9459 高雄市 小港區 Grizzly bear Hu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54號
9460 高雄市 小港區 茶古茶飲連鎖專賣店 高雄市小港區博學路575號
9461 高雄市 小港區 豪哥買炒飯 高雄市小港區華明街2號5樓
9462 高雄市 小港區 Woopen木盆-小港華盛加盟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華盛街50號
9463 高雄市 小港區 嘉家生活百貨宏平店 高雄市小港區順苓里宏平路411號
9464 高雄市 小港區 嘉家生活百貨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順苓里漢民路359號
9465 高雄市 小港區 信賀資訊產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廈莊六街25號
9466 高雄市 小港區 三分春色-二苓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03號
9467 高雄市 小港區 伊府將鍋燒-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24號
9468 高雄市 小港區 老賴茶棧-高雄小港加盟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64號
9469 高雄市 小港區 愛來客(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03號
9470 高雄市 小港區 卷起手作脆餅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22號
9471 高雄市 小港區 日十。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521號
9472 高雄市 小港區 甘蔗媽媽高雄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49號
9473 高雄市 小港區 八味元香香雞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75巷22號對面鐵皮屋
9474 高雄市 小港區 Q哥_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77號
9475 高雄市 小港區 迎香園麵食館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95號
9476 高雄市 小港區 五分鐘找餐 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07號
9477 高雄市 小港區 好品味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809號
9478 高雄市 小港區 jiu jiu 小舖 高雄市小港區鳳源里19鄰鳳林路212巷18號
9479 高雄市 小港區 吳家紅茶冰(鳳鳴店) 高雄市小港區鳳鳴路137號
9480 高雄市 小港區 王媽媽香豬捲 高雄市小港區廠邊2路67巷3號1樓
9481 高雄市 小港區 女生宿舍GirlsHouse 高雄市小港區廠邊一路13號2樓之1
9482 高雄市 小港區 芭芭雅現切水果 高雄市小港區學成二街65號
9483 高雄市 小港區 日月潭紅茶 高雄市小港區龍華街28號
9484 高雄市 小港區 Yuni友妮美髮工作室 高雄市小港區龍華街62號
9485 高雄市 小港區 麻古茶坊-小港二苓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27號
9486 高雄市 小港區 每日C果汁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39號
9487 高雄市 小港區 每日C果汁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39號
9488 高雄市 小港區 福烏龍麵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63號
9489 高雄市 小港區 947修手機(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162號1樓
9490 高雄市 小港區 正味早午餐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80號1樓
9491 高雄市 小港區 洗鞋專科/進興醫鞋(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310-2號1樓
9492 高雄市 小港區 烏弄小港中安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596-6號
9493 高雄市 小港區 品格臭豆腐鍋(中安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668號
9494 高雄市 小港區 街頭咖啡小港中鋼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店北路口
9495 高雄市 小港區 吳家紅茶冰(中鋼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與店北路口
9496 高雄市 小港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六苓里漢民路626號
9497 高雄市 小港區 八方雲集(高雄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495號
9498 高雄市 小港區 品茶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50號
9499 高雄市 小港區 MALILI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五路9號8樓
9500 高雄市 小港區 娃愛呷早餐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10號
9501 高雄市 小港區 甜小妞100%天然手作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3-13號
9502 高雄市 小港區 麻古茶坊-高雄小港平和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41號1樓
9503 高雄市 小港區 小港展示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58號
9504 高雄市 小港區 HYUNDAI-小港服務廠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58號
9505 高雄市 小港區 YAMAHA - 聯丞車業 高雄市小港區店北路217號
9506 高雄市 小港區 叻沙郎 高雄市小港區店鳳街72巷11號
9507 高雄市 前鎮區 iPASS一卡通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一號四樓
9508 高雄市 小港區 不甜，一點 高雄市小港區松信路3號4樓
9509 高雄市 小港區 吳家紅茶冰(高松店) 高雄市小港區松興路65號騎樓
9510 高雄市 小港區 AVIS安維斯租車.Budget百捷租車 高雄小港國際機場站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62號
9511 高雄市 小港區 舞茶風冷飲專賣店（小港金府店）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100號
9512 高雄市 小港區 水果西西 高雄市小港區桂文街179號
9513 高雄市 小港區 享痴漢堡 高雄市小港區桂林里桂華街291號1樓
9514 高雄市 小港區 CHU日式美甲美睫沙龍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16號
9515 高雄市 小港區 78巷弄早餐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367號
9516 高雄市 小港區 迷客夏milkshop-小港桂華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70-1號
9517 高雄市 小港區 禾田生技-桂陽分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42號1樓
9518 高雄市 小港區 禾田生技-桂陽公司(奶粉)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42號1樓
9519 高雄市 小港區 夯調茶 Hung Day 高雄市小港區泰興街160號



9520 高雄市 小港區 名星專業沙龍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路476之6號1樓
9521 高雄市 小港區 伊府將鍋燒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24號
9522 高雄市 小港區 朝煬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42號
9523 高雄市 小港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72號
9524 高雄市 小港區 MACU-高雄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425號1樓
9525 高雄市 小港區 品格up臭豆腐鍋(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22號
9526 高雄市 小港區 小茶齋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83號1樓
9527 高雄市 小港區 胖老爹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67號1樓
9528 高雄市 小港區 簡單初飯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51號1樓
9529 高雄市 小港區 簡單初飯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51號1樓
9530 高雄市 小港區 Treekee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55巷11號
9531 高雄市 小港區 3Q脆皮雞排-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博學路559號
9532 高雄市 小港區 MWD-小港港平 高雄市小港區港平路25號1樓
9533 高雄市 小港區 豪億車業 高雄市小港區華山路125號
9534 高雄市 小港區 心喜手工茶-桂林廈莊店 高雄市小港區廈莊六街136號
9535 高雄市 小港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53號1樓
9536 高雄市 小港區 豚將-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27號
9537 高雄市 小港區 豚將-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27號1樓
9538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49號
9539 高雄市 小港區 春陽茶事-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55號1樓
9540 高雄市 小港區 雞排先生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75巷16號旁
9541 高雄市 小港區 禾田生技-漢民分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91之1號1樓
9542 高雄市 小港區 禾田生技-漢民分公司(奶粉)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91之1號1樓
9543 高雄市 小港區 心喜手工茶-漢民二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14之1號
9544 高雄市 小港區 珍煮丹-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33-1號
9545 高雄市 小港區 來嘉呷飽餐館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93號1樓
9546 高雄市 小港區 凱哥創意吐司 高雄市小港區學府路117號漢民夜市
9547 高雄市 左營區 巴蜀砂鍋米線 高雄市左營區上里38鄰嘉慶街129號9樓
9548 高雄市 左營區 BCCT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二路181號
9549 高雄市 左營區 鴻孕月子餐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12號
9550 高雄市 左營區 SUSHI SUSHI 一番技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72號
9551 高雄市 左營區 SUSHI SUSHI 一番技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72號
9552 高雄市 左營區 木木好食坊 高雄市左營區子華路38號
9553 高雄市 左營區 木木好食坊OD 高雄市左營區子華路38號1樓
9554 高雄市 左營區 中外餅舖 高雄市左營區中南里蓮潭路60-1號1樓
9555 高雄市 左營區 秝川小吃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163號
9556 高雄市 左營區 素食麵線糊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17號9樓之2
9557 高雄市 左營區 弘源機車行 高雄市左營區文天路207號
9558 高雄市 左營區 洋洋雞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文守路155號
9559 高雄市 左營區 大腸麵線 高雄市左營區文守路168巷8弄8號
9560 高雄市 左營區 鳳伶鳴陶藝創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129巷69號
9561 高雄市 左營區 恒語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325號4樓
9562 高雄市 左營區 頭沐專業頭皮養護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383號
9563 高雄市 左營區 五鮮級-左營文自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405號1樓
9564 高雄市 左營區 不歸居酒屋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12之1號
9565 高雄市 左營區 端端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26號14樓之3
9566 高雄市 左營區 Relax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829號18樓
9567 高雄市 左營區 大女孩的時尚專家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962號
9568 高雄市 左營區 SUS304增壓蓮蓬頭 高雄市左營區文育路207號6樓之一
9569 高雄市 左營區 古一齋 高雄市左營區文育路209號4樓之2
9570 高雄市 左營區 銅花精緻涮涮鍋-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奇路217號1樓
9571 高雄市 左營區 喝郎燒烤 Bar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237之1號
9572 高雄市 左營區 財團法人千佛山慈善基金會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461號
9573 高雄市 左營區 在這裡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69號
9574 高雄市 左營區 IZZI HAIR SALON 高雄市左營區文直路15號
9575 高雄市 左營區 好夥伴咖啡-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信路216之2號
9576 高雄市 左營區 Musan慕桑 高雄市左營區文科街25號九樓之二
9577 高雄市 左營區 重愛町 高雄市左營區文恩路79號
9578 高雄市 左營區 諾米將職人健康餐盒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91號
9579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40號
9580 高雄市 左營區 幸運梅朵_水晶礦石雜貨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269號9樓之3
9581 高雄市 左營區 Bunny walking coffee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33號
9582 高雄市 左營區 暖之森 高雄市左營區文理街3號
9583 高雄市 左營區 暖之森 高雄市左營區文理街3號
9584 高雄市 左營區 暖之森 高雄市左營區文理街3號
9585 高雄市 左營區 早安晨堡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288號
9586 高雄市 左營區 阜美甲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323號2樓
9587 高雄市 左營區 林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323號2樓
9588 高雄市 左營區 流行工坊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325號8樓-1
9589 高雄市 左營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福山店OD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62號
9590 高雄市 左營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福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62號
9591 高雄市 左營區 192巷鍋燒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92巷26號
9592 高雄市 左營區 意象音樂樂器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92巷28號
9593 高雄市 左營區 天淨科技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320號
9594 高雄市 左營區 政漢車藝美研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457號
9595 高雄市 左營區 四兩千金活蝦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542號
9596 高雄市 左營區 快樂屋果汁吧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686號十三樓之2
9597 高雄市 左營區 杏福巷子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下路45號
9598 高雄市 左營區 正信堂國藥號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3號
9599 高雄市 左營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 高雄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44號
9600 高雄市 左營區 參鈷咚鍋物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22號1樓
9601 高雄市 左營區 MixEgg混蛋土司-左營大路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58號
9602 高雄市 左營區 皇昇洋行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309-1號
9603 高雄市 左營區 瑪卡札亞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80號
9604 高雄市 左營區 鈦享樂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92巷28弄68號



9605 高雄市 左營區 蕃茄村(左營孔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516號
9606 高雄市 左營區 蕃茄村(左營孔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516號
9607 高雄市 左營區 堤亞斯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78-1號
9608 高雄市 左營區 呦C1號鋪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區民族一路1012-1號
9609 高雄市 左營區 糄菄便當商坊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區明華一路225號
9610 高雄市 左營區 芸艾身心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85號2樓
9611 高雄市 左營區 芸塔爾咖啡烘焙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16-6號
9612 高雄市 左營區 鳳凰窩餐飲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20之1號
9613 高雄市 左營區 ACG希娜熱蠟除毛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80之1號六樓
9614 高雄市 左營區 蜜達絲左營特力屋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
9615 高雄市 左營區 19to1鮮選牛排(OD)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2F
9616 高雄市 左營區 德國優客-高雄特力屋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B1
9617 高雄市 左營區 炸の厝鹹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61號
9618 高雄市 左營區 LUMEN 光之沐浴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83號5樓
9619 高雄市 左營區 巴西FUGO孚果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18巷36號
9620 高雄市 左營區 巴西FUGO孚果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18巷36號
9621 高雄市 左營區 ROOF OCEAN屋頂海洋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51號
9622 高雄市 左營區 ROOF OCEAN屋頂海洋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51號
9623 高雄市 左營區 泰膜拜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53號
9624 高雄市 左營區 Miku&Co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09號2樓
9625 高雄市 左營區 奇妙作Way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66巷12號
9626 高雄市 左營區 健人餐廚(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82號
9627 高雄市 左營區 心滿義廚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8號
9628 高雄市 左營區 心滿義廚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8號
9629 高雄市 左營區 樂菲甜甜圈楠梓加昌店 高雄市左營區先勝路96號12樓
9630 高雄市 左營區 貝果貝果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161號
9631 高雄市 左營區 多莉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6號
9632 高雄市 左營區 Fiona美體小鋪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6號
9633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8巷20號14樓
9634 高雄市 左營區 誠祥生活(外販展場)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8巷7號1樓
9635 高雄市 左營區 檸檬香茅火鍋-光興店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62號
9636 高雄市 左營區 典欣古早味黑砂糖剉冰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122號
9637 高雄市 左營區 鴻聖企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227號
9638 高雄市 左營區 THE T cafe 幽靈倉廚店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07號1樓
9639 高雄市 左營區 黑沃咖啡-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09號
9640 高雄市 左營區 陳米娜美美店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27號
9641 高雄市 左營區 美甲無限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30號
9642 高雄市 左營區 凱盟生技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36號4樓之2
9643 高雄市 左營區 唐家麵點王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74號
9644 高雄市 左營區 就是海鮮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29號2F
9645 高雄市 左營區 Extreme Fitness極限健身_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38號地下一樓
9646 高雄市 左營區 路易莎-自由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1號
9647 高雄市 左營區 冒煙的喬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18號
9648 高雄市 左營區 好正點港式點心專賣 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27號
9649 高雄市 左營區 大宅門干鍋丫頭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38號1樓
9650 高雄市 左營區 戀髮容顏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58號
9651 高雄市 左營區 康青龍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79號
9652 高雄市 左營區 庚子茶館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82號
9653 高雄市 左營區 櫻子花苑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9654 高雄市 左營區 sunnygirl裳妮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攤位18-1)
9655 高雄市 左營區 貝稑莎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29號
9656 高雄市 左營區 河粉燒丼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30號
9657 高雄市 左營區 城市部落原住民風味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51-1號
9658 高雄市 左營區 城市部落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51之1號
9659 高雄市 左營區 城市部落高雄店(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51之1號
9660 高雄市 左營區 吐司小舖早午餐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80-2號
9661 高雄市 左營區 山頂居甕仔雞（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208號
9662 高雄市 左營區 山頂居甕仔雞（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208號
9663 高雄市 左營區 芋芯軒手作雪花冰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257號1樓
9664 高雄市 左營區 珍好佳鹽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520號
9665 高雄市 左營區 順昶車業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523號
9666 高雄市 左營區 東港尚青海產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市場三街61號
9667 高雄市 左營區 優質肉品(自由黃昏市場)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黃昏市場三街6號
9668 高雄市 左營區 阿義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526號
9669 高雄市 左營區 卡布動物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至真路8號
9670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食風咖啡館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89號
9671 高雄市 左營區 新食風咖啡館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89號
9672 高雄市 左營區 芭蒂爾至富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91~193號
9673 高雄市 左營區 吱吱札札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69號
9674 高雄市 左營區 AMALFI COFFEE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96號
9675 高雄市 左營區 樓上餐桌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2號2樓
9676 高雄市 左營區 Coffee19咖啡外帶吧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40號1樓
9677 高雄市 左營區 柯瑞的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83號1樓
9678 高雄市 左營區 圈粉-楠梓店 高雄市左營區和光街94號
9679 高雄市 左營區 J精品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1號3樓
9680 高雄市 左營區 雙J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91號
9681 高雄市 左營區 噠啵呿啃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480號1樓
9682 高雄市 左營區 吉力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517號2樓
9683 高雄市 左營區 莎髮色典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56號
9684 高雄市 左營區 彩漾美甲舖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632號2樓
9685 高雄市 左營區 春定 高雄市左營區店仔頂路63號-2
9686 高雄市 左營區 沐綠美學-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3號
9687 高雄市 左營區 享雞城鹹水雞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70號(騎樓)
9688 高雄市 左營區 義郎創作壽司-忠言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81號
9689 高雄市 左營區 薇綺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65號2樓



9690 高雄市 左營區 17號穀倉河堤店OD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70號
9691 高雄市 左營區 17號穀倉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70號
9692 高雄市 左營區 明誠炒米粉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06號
9693 高雄市 左營區 明誠炒米粉(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06號
9694 高雄市 左營區 277自轉車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65號
9695 高雄市 左營區 麻糬大王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18號
9696 高雄市 左營區 瑪哈印度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92號
9697 高雄市 左營區 高廬法式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78號
9698 高雄市 左營區 衣心衣意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里中華一路9號(果貿社區5－17攤位)
9699 高雄市 左營區 海錦富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里果峰街47巷3號12樓
9700 高雄市 左營區 栩可可小舖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12巷9號
9701 高雄市 左營區 Ten Ho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三巷4號6樓
9702 高雄市 左營區 肆物古著選物 高雄市左營區河堤路580號14樓
9703 高雄市 左營區 惠之極緻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保靖街1號8樓之2
9704 高雄市 左營區 食不二蔬食 高雄市左營區南大路4號
9705 高雄市 左營區 海光俱樂部中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南大路4號
9706 高雄市 左營區 Fairy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102巷7F之2
9707 高雄市 左營區 城裡的小月光單身雞湯-南屏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05號1樓
9708 高雄市 左營區 城裡的小月光單身雞湯-南屏店(POS)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05號1樓
9709 高雄市 左營區 城裡的小月光單身雞湯-南屏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05號1樓
9710 高雄市 左營區 艾波廚坊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50-1號
9711 高雄市 左營區 德意所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93巷18號
9712 高雄市 左營區 德意所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93巷18號
9713 高雄市 左營區 德藝小築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96號1樓
9714 高雄市 左營區 酒貳熱吵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92號
9715 高雄市 左營區 綠極Luji鍋燒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289號
9716 高雄市 左營區 德瑞克名床 左營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30號
9717 高雄市 左營區 索卡藍帶廚坊 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39號
9718 高雄市 左營區 圓石販賣機(101文具後昌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49號
9719 高雄市 左營區 萬波島嶼紅茶(楠梓後昌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83號
9720 高雄市 左營區 菲RaRa義式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581號
9721 高雄市 左營區 菲RaRa義式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581號
9722 高雄市 左營區 原味輕食早餐 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07號
9723 高雄市 左營區 智能雲端咖啡機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553號
9724 高雄市 左營區 中妘漢萃保養品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618巷7號
9725 高雄市 左營區 後山喫冷飲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46號
9726 高雄市 左營區 3Q商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6號6樓之1
9727 高雄市 左營區 3Q商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6號6樓之1
9728 高雄市 左營區 面不改色四川涼麵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文街2號
9729 高雄市 左營區 瑪祺健康早餐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126號
9730 高雄市 左營區 corner.fy studio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190號
9731 高雄市 左營區 wetom 快點餐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495號
9732 高雄市 左營區 香雞王 重立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495號
9733 高雄市 左營區 香雞王 重立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495號
9734 高雄市 左營區 桑林織造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505號15-3
9735 高雄市 左營區 王志雄(多元計程車)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782巷17號
9736 高雄市 左營區 桶一天下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15號1樓之B
9737 高雄市 左營區 饞食-鐵板沙威瑪OD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207號
9738 高雄市 左營區 三兩茶-左營店OD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207號
9739 高雄市 左營區 品味廣東粥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65號1樓
9740 高雄市 左營區 Duo Yu 高雄市左營區重建路56號7樓-1
9741 高雄市 左營區 JAGER HAIR SALON 夜卡髮型 高雄市左營區重建路70號1樓
9742 高雄市 左營區 NALIO 高雄市左營區重偉街9號6樓
9743 高雄市 左營區 芙朵衣著 高雄市左營區重清路188巷4號
9744 高雄市 左營區 艾霓莎髮廊 高雄市左營區重清路312號
9745 高雄市 左營區 可米青茶冰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58號
9746 高雄市 左營區 瑪瑪瞇亞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58號
9747 高雄市 左營區 Woopen木盆-重愛加盟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72號
9748 高雄市 左營區 Woopen木盆-重愛加盟門市(OD)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72號
9749 高雄市 左營區 金元藥局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0號
9750 高雄市 左營區 米亞小舖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5號七樓之2
9751 高雄市 左營區 廟口勝鹹水雞（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號
9752 高雄市 左營區 里歐重愛早餐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70號
9753 高雄市 左營區 里歐-瑞源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70號
9754 高雄市 左營區 豪棧鹽酥雞.滷味(左營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6號
9755 高雄市 左營區 阿肯瑟美式餐聽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23號
9756 高雄市 左營區 LIL&TEA虎頭柑茶 高雄市左營區海德路2號1樓
9757 高雄市 左營區 艸田茶舖OD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96號
9758 高雄市 左營區 宮鶴炙燒專門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59號
9759 高雄市 左營區 噠啵呿啃-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480號1樓
9760 高雄市 左營區 春定鴿園 高雄市左營區店仔頂路63之2號
9761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團圓小吃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52號1樓
9762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團圓小吃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52號1樓
9763 高雄市 左營區 德藝小築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96號1樓
9764 高雄市 左營區 阿肯瑟美式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23號
9765 高雄市 左營區 海底撈高雄巨蛋店(外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67號6樓
9766 高雄市 左營區 愛麗鏵養生飲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35號9樓之10
9767 高雄市 左營區 一支炭拉麵屋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259號
9768 高雄市 左營區 天神串燒至真店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67鄰民族一路1040之2號
9769 高雄市 左營區 古早味什菜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563號
9770 高雄市 左營區 喝郎燒烤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237-1號
9771 高雄市 左營區 星野銅鑼燒左營店(外送用)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F
9772 高雄市 左營區 Hardy&Ivy英茶香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樓
9773 高雄市 左營區 舊振南餅店-高鐵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樓
9774 高雄市 左營區 宜珍齋高鐵左營站彩虹市集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彩虹市集3樓



9775 高雄市 左營區 川霸子麻辣燙滷味-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埤子頭街44號
9776 高雄市 左營區 拉亞漢堡 高雄市左營區崇實里35鄰先勝路118號9樓之1
9777 高雄市 左營區 wynne生命靈數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102號5樓之2
9778 高雄市 左營區 幸福滋味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46號一樓
9779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77號1樓
9780 高雄市 左營區 50嵐_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77號1樓
9781 高雄市 左營區 牛棚平價牛排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425號
9782 高雄市 左營區 米雪美肌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62號9樓
9783 高雄市 左營區 鳴冠電器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頂西里左營大路288號1樓
9784 高雄市 左營區 美華麵店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30號
9785 高雄市 左營區 美華麵店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30號
9786 高雄市 左營區 市場炸雞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68之4號1樓
9787 高雄市 左營區 東方宴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3路111號
9788 高雄市 左營區 東方宴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11號
9789 高雄市 左營區 隆美窗簾_高屏區營運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60號2樓
9790 高雄市 左營區 逸之牛熟成炸牛排專門店(博愛店).OD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98號
9791 高雄市 左營區 逸之牛熟成炸牛排專門店(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98號
9792 高雄市 左營區 ALUXE高雄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42號
9793 高雄市 左營區 和牛涮高雄博愛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82號
9794 高雄市 左營區 綠徑乾燥花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中段
9795 高雄市 左營區 漢來美食-巨蛋會館外賣小舖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1F
9796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千房 漢神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4樓
9797 高雄市 左營區 京都 餃子的王將(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4樓(高雄漢神巨蛋百貨)
9798 高雄市 左營區 博多天麩羅山海OD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4樓(漢神巨蛋4樓)
9799 高雄市 左營區 漢來海港 - 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5F
9800 高雄市 左營區 nana’s green tea 漢神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5樓
9801 高雄市 左營區 老汕頭原味火鍋 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315號
9802 高雄市 左營區 老汕頭原味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315號
9803 高雄市 左營區 富苑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330號
9804 高雄市 左營區 富苑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330號
9805 高雄市 左營區 晨晝 Dawn Cafe Bar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500號
9806 高雄市 左營區 灑椒麻辣鴛鴦火鍋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585號
9807 高雄市 左營區 早餐一夏(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152號1樓
9808 高雄市 左營區 腳窩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3巷2號
9809 高雄市 左營區 黑瀧堂(高雄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45號
9810 高雄市 左營區 黑后保養品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45號2樓
9811 高雄市 左營區 貝拉貝兒-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65號
9812 高雄市 左營區 Good day 燒烤杏鮑菇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67號(騎樓)
9813 高雄市 左營區 幸福平安 鹹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9號
9814 高雄市 左營區 巧味鹹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213-1號
9815 高雄市 左營區 呼吸BREATHE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291號4樓
9816 高雄市 左營區 喝不喝鮮奶茶-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21號
9817 高雄市 左營區 樓上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31號
9818 高雄市 左營區 大也鐵板燒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5號
9819 高雄市 左營區 賽門汕頭火鍋-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9號
9820 高雄市 左營區 馬祖新村(高雄左營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20號
9821 高雄市 左營區 愛麗鏵養生飲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35號9樓之10
9822 高雄市 左營區 浮力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55號
9823 高雄市 左營區 五郎時食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66號
9824 高雄市 左營區 New House歐風新食館（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17號
9825 高雄市 左營區 夜泰美富國店(OD)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29號1樓
9826 高雄市 左營區 夜泰美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29號1樓
9827 高雄市 左營區 女神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39號
9828 高雄市 左營區 西門町大腸麵線 黃金桔茶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39號
9829 高雄市 左營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富國店OD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67號
9830 高雄市 左營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67號
9831 高雄市 左營區 吾立偉紅茶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67號
9832 高雄市 左營區 一拾三鯛魚燒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6號
9833 高雄市 左營區 清一色牛肉麵 EC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6號
9834 高雄市 左營區 燈塔美式酒館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39號
9835 高雄市 左營區 加做食艷室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41號
9836 高雄市 左營區 熊賀胛雞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4號騎樓
9837 高雄市 左營區 小璇維尼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65號5樓
9838 高雄市 左營區 圓石禪飲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3號
9839 高雄市 左營區 老么小吃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6號7樓
9840 高雄市 左營區 翻滾屋甘草芭樂(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7號
9841 高雄市 左營區 蛋餅哥手作蛋餅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51號
9842 高雄市 左營區 紅窯手作紅茶冰(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51號騎樓
9843 高雄市 左營區 領鮮鹹水雞-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8號
9844 高雄市 左營區 領鮮鹹水雞-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8號
9845 高雄市 左營區 奎蒂絲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號3樓
9846 高雄市 左營區 板門豆花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85-1號
9847 高雄市 左營區 集集之古早味豆花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8號
9848 高雄市 左營區 農夫霖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74巷32弄5號
9849 高雄市 左營區 桔之家大王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
9850 高雄市 左營區 顥月義式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71攤位)
9851 高雄市 左營區 胖胖泰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25)
9852 高雄市 左營區 承靜數位-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81號1樓
9853 高雄市 左營區 波貝拉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57號1樓
9854 高雄市 左營區 英英小店 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93號
9855 高雄市 左營區 古早味炒飯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一路48號
9856 高雄市 左營區 劉建輝計程車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56鄰重立路66號5樓之1
9857 高雄市 左營區 德意志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文自路427號
9858 高雄市 左營區 噠啵呿啃-孟子店(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孟子路480號1樓
9859 高雄市 左營區 全饌冷凍食品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路187-4號



9860 高雄市 左營區 翻滾的辣椒串串鍋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號
9861 高雄市 左營區 粥朝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63號
9862 高雄市 左營區 浙江俞記 華夏店線上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72號1樓
9863 高雄市 左營區 浙江俞記 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72號1樓
9864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北百貨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80、1182號；重信路489號1、2樓
9865 高雄市 左營區 禾沐髮廊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260號1樓
9866 高雄市 左營區 咖啡這件事Coffee&Things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262號1樓
9867 高雄市 左營區 咖啡這件事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262號1樓
9868 高雄市 左營區 阿婆麵快點餐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05巷53號
9869 高雄市 左營區 40年老店 阿婆麵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05巷53號
9870 高雄市 左營區 米樂料理便當(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83號
9871 高雄市 左營區 高樹臭豆腐-左營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73號
9872 高雄市 左營區 WiWi速食餐飲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718號
9873 高雄市 左營區 WiWi速食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新庒仔路718號1樓
9874 高雄市 左營區 一起吃飯吧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22鄰至聖路29號1樓
9875 高雄市 左營區 桃太郎日式燒肉店 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251號
9876 高雄市 左營區 蜜達絲至聖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至聖路140號
9877 高雄市 左營區 鼎捷生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華一路350號11樓之3
9878 高雄市 左營區 JIT高雄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富民路169之2號1樓(鐵皮屋分租，全為169號)
9879 高雄市 左營區 滿溢本舖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富國路371號
9880 高雄市 左營區 阿啾喜韓國豆腐煲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德威街35號1樓
9881 高雄市 左營區 艾思樂芙艾樂美睫美甲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街339號
9882 高雄市 左營區 禾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南屏路52之1號
9883 高雄市 左營區 貓之家俱樂部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新勝街26號1樓
9884 高雄市 左營區 好義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新中街117-3號
9885 高雄市 左營區 好義廚房OD 高雄市左營區新中街117之3號1樓
9886 高雄市 左營區 JIT高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崇德路344號1樓
9887 高雄市 左營區 您好湯包麵食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283之2號
9888 高雄市 左營區 黑熊熊爆漿紅豆餅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546巷12號
9889 高雄市 左營區 食尚飯糰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59號
9890 高雄市 左營區 車匠車業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738號
9891 高雄市 左營區 高登淨水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87號
9892 高雄市 左營區 Dor,留手工義大利麵-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33號
9893 高雄市 左營區 Ru'aesthetics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42號4樓
9894 高雄市 左營區 煜岑生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50號6樓之2
9895 高雄市 左營區 1234毅貳姍飾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66號12樓-2
9896 高雄市 左營區 深海釣客海鮮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303號
9897 高雄市 左營區 深海釣客海鮮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303號
9898 高雄市 左營區 膜職人-高雄巨蛋新莊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仔路235之1號
9899 高雄市 左營區 咕嘰咕嘰早午餐左營新勝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勝街21號
9900 高雄市 左營區 Chestnut.Kids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12排663及664號
9901 高雄市 左營區 Q醬炸蛋蔥油餅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13排後數第4攤
9902 高雄市 左營區 油吃鬼百花釀油條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3排186號
9903 高雄市 左營區 流浪星星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5排
9904 高雄市 左營區 PAPA PITA SHAWARMA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9排494及495號
9905 高雄市 左營區 白甘蔗汁、水煮玉米花生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五排第一攤
9906 高雄市 左營區 天下一品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六排第一攤
9907 高雄市 左營區 阿婆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四排19號
9908 高雄市 左營區 N&X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7排402攤
9909 高雄市 左營區 鳳梨水果茶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攤號652號
9910 高雄市 左營區 岩涼手作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52號
9911 高雄市 左營區 岩涼手作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52號
9912 高雄市 左營區 小草冰吧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53號
9913 高雄市 左營區 荻莉秋絲平價美味小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2號1樓
9914 高雄市 左營區 赤炒殿炒飯線上點餐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7號
9915 高雄市 左營區 赤炒殿炒飯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7號
9916 高雄市 左營區 拾年茶事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43號
9917 高雄市 左營區 拾年茶事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43號
9918 高雄市 左營區 樂是吉茶館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61號
9919 高雄市 左營區 白巷子-左營裕誠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65號
9920 高雄市 左營區 白巷子-左營裕誠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65號
9921 高雄市 左營區 如意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67巷5弄17號2樓
9922 高雄市 左營區 路易莎-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66號
9923 高雄市 左營區 咕嚕咕嚕家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0號1樓
9924 高雄市 左營區 世奇文創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50號
9925 高雄市 左營區 世奇商旅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50號
9926 高雄市 左營區 月亮喵3C館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
9927 高雄市 左營區 BEART KHC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
9928 高雄市 左營區 小上海香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9929 高雄市 左營區 那不勒斯火烤披薩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9930 高雄市 左營區 邵師傅上海湯包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9931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紅茶冰(瑞豐夜市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9932 高雄市 左營區 蔡家火烤魚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三排)
9933 高雄市 左營區 佳家衣著 高雄市左營區榮成三街10號1樓
9934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榮佑路43號1樓
9935 高雄市 左營區 稻橋日式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42號
9936 高雄市 左營區 洛塵紫微占卜易數文創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141巷36號
9937 高雄市 左營區 尋墨 Shiun Mo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203巷30號
9938 高雄市 左營區 美好童年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223巷25號
9939 高雄市 左營區 蔦丘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225-1號10B03
9940 高雄市 左營區 葉昭禮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423號
9941 高雄市 左營區 女子餃子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508號1樓
9942 高雄市 左營區 CEO雞蛋仔-左營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93號
9943 高雄市 左營區 小鳳鮮魚湯 高雄市左營區榮耀街9號
9944 高雄市 左營區 海苔飯卷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25鄰大中二路56巷103號



9945 高雄市 左營區 JIT高雄大中店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自由四路5號
9946 高雄市 左營區 打go嚴選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重孝路8號1樓
9947 高雄市 左營區 回憶小時候-果貿店 高雄市左營區翠華路601巷53號1樓
9948 高雄市 左營區 古家海鮮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德威街55號
9949 高雄市 左營區 艾芙美胸美顏觀思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德威街60號
9950 高雄市 左營區 nobichon 諾比饗美式小館 高雄市左營區德威街61、63號1樓
9951 高雄市 左營區 蕭滿飾品 高雄市左營區緯六路187號十二樓之3
9952 高雄市 左營區 帥胖店舖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86巷38之1號
9953 高雄市 左營區 食舒禾場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7號
9954 高雄市 左營區 金華堂神桌香舖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496號
9955 高雄市 左營區 三分春色-大順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320號1樓
9956 高雄市 左營區 YSL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左營區介壽路211號六樓之2
9957 高雄市 左營區 計程車 高雄市左營區太華街213號3樓
9958 高雄市 左營區 芫源火鍋OD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57號
9959 高雄市 左營區 宮鶴炙燒專門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59號
9960 高雄市 左營區 光復鮮萃茶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132號
9961 高雄市 左營區 南岸海鮮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211號1樓
9962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左營區文直路33號八樓
9963 高雄市 左營區 麻古茶坊-台北信陽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11號
9964 高雄市 左營區 BBC Jr.早午餐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38號2樓
9965 高雄市 左營區 金岡電池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95號
9966 高雄市 左營區 Bunny walking coffee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33號
9967 高雄市 左營區 品粵小館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文強路6號1樓
9968 高雄市 左營區 品粵小館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文強路6號1樓
9969 高雄市 左營區 ChiLiii 高雄市左營區文智路122號17樓
9970 高雄市 左營區 自然革命 高雄市左營區文敬路81號
9971 高雄市 左營區 BG Gold 高雄南屏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92號1樓
9972 高雄市 左營區 麥味登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676號
9973 高雄市 左營區 艾薇手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下路295號
9974 高雄市 左營區 日船章魚燒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6號騎樓
9975 高雄市 左營區 日船章魚燒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6號騎樓
9976 高雄市 左營區 麻古茶坊-高雄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42號
9977 高雄市 左營區 昌平炸雞王(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43號
9978 高雄市 左營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5號1樓
9979 高雄市 左營區 籠帥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69號
9980 高雄市 左營區 籠帥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69號1樓
9981 高雄市 左營區 厭世地瓜球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巷18號
9982 高雄市 左營區 涼月麵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720號
9983 高雄市 左營區 涼月麵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720號
9984 高雄市 左營區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73-2號
9985 高雄市 左營區 老左營汾陽餛飩-創始店(OD)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84號
9986 高雄市 左營區 UCA hair 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102號2樓
9987 高雄市 左營區 漢堡大師(左營正心店)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6號
9988 高雄市 左營區 鳳凰窩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20之1號
9989 高雄市 左營區 格蕾寢飾高雄特力家居1樓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1樓
9990 高雄市 左營區 19to1鮮選牛排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2F
9991 高雄市 左營區 云朵豆花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288號19樓之1
9992 高雄市 左營區 好心販賣所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116號1樓
9993 高雄市 左營區 貓腳印-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7號6樓之2
9994 高雄市 左營區 六合小玲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8號
9995 高雄市 左營區 六合-檸檬愛玉冰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8號1樓
9996 高雄市 左營區 伊府將鍋燒 立文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80號
9997 高雄市 左營區 麥味登立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134號1樓
9998 高雄市 左營區 健人餐廚(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82號
9999 高雄市 左營區 貝果貝果之東西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161號

10000 高雄市 左營區 J&B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238號
10001 高雄市 左營區 麥味登河堤光興店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8巷13號
10002 高雄市 左營區 誠祥生活-樂齡網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8巷7號1樓
10003 高雄市 楠梓區 丘米食研所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56號
10004 高雄市 左營區 群英整形外科-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08號2樓
10005 高雄市 左營區 燕麥煮藝 健康餐盒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15號
10006 高雄市 左營區 CHEN CHEN美容美睫,孕婦按摩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96號
10007 高雄市 左營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05號
10008 高雄市 左營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自由店OD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23號
10009 高雄市 左營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23號
10010 高雄市 左營區 胖老爹美式炸雞-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94號
10011 高雄市 左營區 十兄弟綠豆湯-龍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8號
10012 高雄市 左營區 中油條碼_上豐站_人工島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57號
10013 高雄市 左營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自由二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158號
10014 高雄市 左營區 鮮茶道-左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6-5號
10015 高雄市 左營區 麻古茶坊-自由大中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527號
10016 高雄市 左營區 鮮鹽堂泰式鹽水雞-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6號
10017 高雄市 左營區 MissPeiPei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11號
10018 高雄市 左營區 101文具天堂福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37號
10019 高雄市 左營區 晨間廚房-左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59號
10020 高雄市 左營區 煲饌煲仔飯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489號
10021 高雄市 左營區 十兄弟綠豆湯-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黃昏市場店舖
10022 高雄市 左營區 王子飯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37號
10023 高雄市 左營區 綠意食光穀艸禾食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2號
10024 高雄市 左營區 貓執事罐罐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號1樓
10025 高雄市 左營區 小上海香酥雞(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75號對面
10026 高雄市 左營區 柯瑞的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83號1樓
10027 高雄市 左營區 福田傳統糕餅手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西陵街77號
10028 高雄市 左營區 路易莎-高雄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78號
10029 高雄市 左營區 呷尚寶-文自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462號1樓



10030 高雄市 左營區 呷尚寶-文自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462號1樓
10031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方雲集（左營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76號
10032 高雄市 左營區 環肥燕瘦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70號
10033 高雄市 左營區 義郎創作壽司-忠言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81號
10034 高雄市 左營區 菜豚屋韓式燒肉＆韓式料理－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66號
10035 高雄市 左營區 得勝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350號6樓601室
10036 高雄市 左營區 瑪哈印度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92號
10037 高雄市 左營區 百分百寵物生活館-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08之1號
10038 高雄市 左營區 高廬法式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78號
10039 高雄市 左營區 頑皮寶貝-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17號
10040 高雄市 左營區 桔立文化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24號2樓
10041 高雄市 左營區 喵星人手作雞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66號(騎樓)
10042 高雄市 左營區 巴尼甜點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保靖街58號3F
10043 高雄市 仁武區 菇菇叫杏鮑菇 高雄市仁武區名山三街39巷8號
10044 高雄市 左營區 大口覺醒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106號
10045 高雄市 左營區 大口覺醒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106號
10046 高雄市 左營區 邪餓滷肉飯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68巷8號對面(南屏停車場)
10047 高雄市 左營區 源鏡 One glasses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33號
10048 高雄市 左營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左營後昌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87號
10049 高雄市 左營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後昌二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695、697號
10050 高雄市 左營區 弘爺漢堡-政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47號
10051 高雄市 左營區 弘爺漢堡 政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47號
10052 高雄市 左營區 烏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79號
10053 高雄市 左營區 烏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79號
10054 高雄市 左營區 海光軍用品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60號
10055 高雄市 鹽埕區 騎樓雞排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騎樓雞排
10056 高雄市 左營區 恩恩國際禮服時裝搭配坊 高雄市左營區重化街126號
10057 高雄市 左營區 健人餐廚(文自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化街21號
10058 高雄市 左營區 麥味登左營重立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136號1樓至2樓
10059 高雄市 左營區 dogo汽車耗材供應商 高雄市左營區重孝路40號
10060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大哥大左營重和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43號
10061 高雄市 左營區 饞食-鐵板沙威瑪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207號
10062 高雄市 左營區 初心寵物美容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391號
10063 高雄市 左營區 Ya.Maear耳燭｜掏耳｜韓國皮膚管理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421號
10064 高雄市 左營區 晨間廚房-重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69號
10065 高雄市 左營區 VIVISPA自由新庄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偉街26號
10066 高雄市 左營區 塔庫先生和食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重清路308號1樓
10067 高雄市 左營區 令和燒肉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00號
10068 高雄市 左營區 令和燒肉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00號
10069 高雄市 左營區 天府醬鴨OD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20號
10070 高雄市 左營區 天府醬鴨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20號1樓
10071 高雄市 左營區 虛擬直配所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409號
10072 高雄市 左營區 沐芙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重義路5號2樓之2
10073 高雄市 左營區 左營小寶米粉焿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62號
10074 高雄市 左營區 麵屋武藏-武骨店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3樓
10075 高雄市 左營區 寵悠活鮮食宿 高雄市左營區廍後街10之1號一樓
10076 高雄市 左營區 極掌養生館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266號
10077 高雄市 左營區 娃娃世界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2號
10078 高雄市 左營區 弘記肉燥飯舖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96號
10079 高雄市 左營區 芋芯軒手作雪花冰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257號1樓
10080 高雄市 左營區 康活保健用品生活館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6巷9號
10081 高雄市 左營區 飛馬文化-菲常好校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58號
10082 高雄市 左營區 不二緻果-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鐡路105號2樓
10083 高雄市 左營區 Parkone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100號
10084 高雄市 左營區 海底撈高雄漢神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67號6樓
10085 高雄市 左營區 享喝湯湯品專賣店 -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67號1樓
10086 高雄市 左營區 享喝湯湯品專賣店 -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67號1樓
10087 高雄市 左營區 路易莎-高雄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03號1至2樓
10088 高雄市 左營區 MACU-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55號
10089 高雄市 左營區 SUBWAY 左營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樓
10090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寶春麥方店高雄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樓
10091 高雄市 左營區 Nespresso_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1樓
10092 高雄市 左營區 J&H晶璽健康事業-高雄新光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7樓
10093 高雄市 左營區 AVIS安維斯租車.Budget百捷租車 左營高鐵站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298-1號
10094 高雄市 左營區 Click點一點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126號5樓之2
10095 高雄市 左營區 豪師傅鹹酥雞(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37號
10096 高雄市 左營區 幸福滋味茶飲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46號
10097 高雄市 左營區 沐恩生 手作茶（高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88號1樓
10098 高雄市 左營區 鐵馬佬青草茶(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313號
10099 高雄市 左營區 弘爺漢堡-高雄左營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巷13號
10100 高雄市 左營區 弘爺漢堡 高雄左營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8巷13號
10101 高雄市 左營區 昌平炸雞王 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43號
10102 高雄市 左營區 隆美窗簾_博大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60號1、2樓
10103 高雄市 左營區 麵處小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96號
10104 高雄市 左營區 麵處小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96號
10105 高雄市 左營區 SUBWAY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64號
10106 高雄市 左營區 SUBWAY健身工廠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98號
10107 高雄市 左營區 時光靜好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1樓
10108 高雄市 左營區 IND_denxi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IND_denxi
10109 高雄市 左營區 胡同8號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號、3號
10110 高雄市 左營區 HYUNDAI-博愛展示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725號
10111 高雄市 左營區 HYUNDAI-博愛服務廠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725號
10112 高雄市 左營區 厚厚一片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12號
10113 高雄市 左營區 貝特覓-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23號
10114 高雄市 左營區 三拾三創意炸物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38號



10115 高雄市 左營區 賽門汕頭火鍋-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9號、41號
10116 高雄市 左營區 米樂料理便當(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0號
10117 高雄市 左營區 五郎時食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66號
10118 高雄市 左營區 貝穀-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11號
10119 高雄市 左營區 貝穀-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11號
10120 高雄市 左營區 茶湯會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11號
10121 高雄市 左營區 TEATOP第一味-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53號
10122 高雄市 左營區 清一色牛肉麵(線上點餐)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6號
10123 高雄市 左營區 燈塔美式酒館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39號
10124 高雄市 左營區 MACU-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65號1樓
10125 高雄市 左營區 麻古茶坊-大順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3號
10126 高雄市 左營區 康青龍-大順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號
10127 高雄市 左營區 春陽茶事-左營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30號
10128 高雄市 左營區 鐵馬佬青草茶(富國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085)
10129 高雄市 左營區 早安晨堡重立店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重立路397號
10130 高雄市 左營區 頑皮寶貝-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1號
10131 高雄市 左營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號
10132 高雄市 左營區 MACU-高雄華夏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7號
10133 高雄市 左營區 及第家早午餐-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47號
10134 高雄市 左營區 及第家早午餐-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47號
10135 高雄市 左營區 十兄弟綠豆湯-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28號
10136 高雄市 左營區 程發客製化電競電腦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588號
10137 高雄市 左營區 開動了日本家庭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590號
10138 高雄市 左營區 開動了日本家庭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590號
10139 高雄市 左營區 青釉茶事-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63號1樓
10140 高雄市 左營區 石二鍋高雄華夏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83.685號1F
10141 高雄市 左營區 珍煮丹_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10號
10142 高雄市 左營區 賀康生鮮超市 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41號1樓
10143 高雄市 左營區 桃太郎日式燒肉店 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251號
10144 高雄市 左營區 反轉厚奶酥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至聖路265號9(騎樓
10145 高雄市 左營區 品天然美顏系飲料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富民路195號1樓
10146 高雄市 左營區 美而美早餐(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148號
10147 高雄市 左營區 阿啾喜韓國豆腐煲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德威街35號1樓
10148 高雄市 左營區 41EARLYBAR高雄至真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至真路197號1樓
10149 高雄市 左營區 41EARLYBAR高雄至真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至真路197號1樓
10150 高雄市 左營區 煲閣御黃王母飯-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19巷9弄35號
10151 高雄市 左營區 煲閣御黃王母飯-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19巷9弄35號
10152 高雄市 左營區 馬丁汽車精品屋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重安路33號1樓
10153 高雄市 左營區 喬山健康科技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新莊一路326號
10154 高雄市 左營區 貓之家俱樂部 高雄市左營區新下里新勝街26號1樓
10155 高雄市 左營區 米娜髮型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立大路72號1樓
10156 高雄市 左營區 MACU-高雄崇德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73號
10157 高雄市 楠梓區 給兩顆雞蛋糕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624號
10158 高雄市 左營區 Vvn cafe 咖啡實驗室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782號
10159 高雄市 左營區 Dor,留手工義大利麵-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33號
10160 高雄市 左營區 AN美甲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41號2樓
10161 高雄市 左營區 AriseShine Nails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42號
10162 高雄市 左營區 比爾比夫碳烤熟成帶骨牛排-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421號
10163 高雄市 左營區 戰鬥雞 油雞/醉雞 -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8號(騎樓)
10164 高雄市 左營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50號
10165 高雄市 左營區 樂是吉茶館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61號
10166 高雄市 左營區 指弄美甲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58號
10167 高雄市 左營區 Louisa Coffee(高雄裕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66號
10168 高雄市 左營區 12MINI高雄裕誠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55-1號
10169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家臭豆腐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10170 高雄市 左營區 瑞豐夜市日船小丸子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10171 高雄市 左營區 瑞豐夜市 Mr. CEO茶本舖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口
10172 高雄市 左營區 咚雞咚雞韓式炸雞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路207號
10173 高雄市 左營區 美宣冰舖 高雄市左營區嘉慶街66號
10174 高雄市 左營區 美宣冰舖 高雄市左營區嘉慶街66號1樓
10175 高雄市 左營區 TTL左營營業所 高雄市左營區實踐路12巷4號
10176 高雄市 左營區 昀綵油畫藝術坊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233號
10177 高雄市 左營區 麥味登高雄霞海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522巷36號
10178 高雄市 左營區 永澤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榮總路545號1樓
10179 高雄市 左營區 永澤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榮總路545號1樓
10180 高雄市 左營區 以勒自轉車生活館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大中二路490號1樓
10181 高雄市 左營區 野烏金x海傑納頂級禮盒-高雄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榮總路286號
10182 高雄市 左營區 希ラーメン拉麵 高雄市左營區廟東里蓮潭路121號
10183 高雄市 左營區 希拉麵 高雄市左營區廟東里蓮潭路121號
10184 高雄市 左營區 古家海鮮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德威街53號1樓
10185 高雄市 左營區 迷客夏milkshop-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83號
10186 高雄市 左營區 迷客夏milkshop-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18號
10187 高雄市 仁武區 強發機車行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永仁街130號
10188 高雄市 仁武區 寶傳眼鏡行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一路210之7號
10189 高雄市 仁武區 fairy-goodies仙女嚴選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一路427巷10號
10190 高雄市 仁武區 宏興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二路160巷77弄18-1號
10191 高雄市 仁武區 水巷茶弄-仁武八德中店(OD)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83號
10192 高雄市 仁武區 泉翌茗茶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509號
10193 高雄市 仁武區 泉翌茗茶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509號1樓
10194 高雄市 仁武區 晃晃Huang huang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609號
10195 高雄市 仁武區 二木麵館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1776號
10196 高雄市 仁武區 紅加零夯雞蛋糕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2296號
10197 高雄市 仁武區 冰涼涼小舖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340號
10198 高雄市 仁武區 料多多鑄鐵鍋物餐廳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東路188號
10199 高雄市 仁武區 料多多鑄鐵鍋物餐廳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東路188號



10200 高雄市 仁武區 耀進工坊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東路25號
10201 高雄市 仁武區 鹹酥雞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東路368巷83號
10202 高雄市 仁武區 聖帝平價熱炒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2弄31號
10203 高雄市 仁武區 Jun蓁銅板燒肉火鍋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1號1樓
10204 高雄市 仁武區 依賴咖啡烘焙商行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68號
10205 高雄市 仁武區 現代美學 高雄市仁武區大智一街50號
10206 高雄市 仁武區 陳建維 計程車 高雄市仁武區大灣里2鄰大義巷52之1號
10207 高雄市 仁武區 李氏別苑-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77號1樓
10208 高雄市 仁武區 OK露營社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77巷21-1號
10209 高雄市 仁武區 呷尚好湯包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7號
10210 高雄市 仁武區 悟８庫商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515號
10211 高雄市 仁武區 悟８庫商行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515號
10212 高雄市 仁武區 昌平炸雞王 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69號
10213 高雄市 仁武區 舞茶時光茶飲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62號
10214 高雄市 仁武區 可米 仁武中華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78號
10215 高雄市 仁武區 您好鹹酥雞 高雄市仁武區五和里永和一街68號
10216 高雄市 仁武區 JW車業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234之5
10217 高雄市 仁武區 貓尾巴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292-10號
10218 高雄市 仁武區 品膳炒飯專賣 高雄市仁武區仁光路23號
10219 高雄市 仁武區 Pink House美甲美容紋繡整體造型工作室 高雄市仁武區仁孝路252號
10220 高雄市 仁武區 曉杉烘焙坊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里仁忠路77號1樓
10221 高雄市 仁武區 新寶號米糕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南街30號
10222 高雄市 仁武區 戰鬥雞 油雞/醉雞-大勇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街(仁武夜市)
10223 高雄市 仁武區 吳家紅茶冰(仁武仁和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街13號
10224 高雄市 仁武區 花荳燒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五街15號
10225 高雄市 仁武區 一派胡鹽酵素臭豆腐-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12號
10226 高雄市 仁武區 冬瓜漢-仁武仁忠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48號
10227 高雄市 仁武區 衣妹兒台港社 高雄市仁武區仁怡一街90巷1弄5號
10228 高雄市 仁武區 蔡市廠水果攤 高雄市仁武區仁祥街50-1號
10229 高雄市 仁武區 福氣家餐館 高雄市仁武區仁祥街50-1號
10230 高雄市 仁武區 湘聚精緻鍋物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40號1樓
10231 高雄市 仁武區 湘聚精緻鍋物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40號1樓
10232 高雄市 仁武區 松本鮮奶茶(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82號
10233 高雄市 仁武區 Im 嗑人-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28號
10234 高雄市 仁武區 雞讚炸雞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02號
10235 高雄市 仁武區 壹街美食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91號
10236 高雄市 仁武區 牛逗簡風館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2-2號
10237 高雄市 仁武區 牛逗Rice&Noodles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2-2號
10238 高雄市 仁武區 媚力泊咖啡-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51號
10239 高雄市 仁武區 在地人鹽水雞-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6號
10240 高雄市 仁武區 中油條碼_今順站_人工島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500號
10241 高雄市 仁武區 白巷子-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7號1樓
10242 高雄市 仁武區 Vita Cafe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72號
10243 高雄市 仁武區 百里香麵食館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76-6號
10244 高雄市 仁武區 百里香麵食館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76之6號
10245 高雄市 仁武區 五鮮級-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82號1樓
10246 高雄市 仁武區 幸糊中式創意早午餐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86-11號
10247 高雄市 仁武區 禾宴排骨飯(仁樂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樂街23號1樓
10248 高雄市 仁武區 浤展空調企業行 高雄市仁武區文東路一段38-12號
10249 高雄市 仁武區 KIDISLAND兒童島 高雄市仁武區文學二街147號
10250 高雄市 仁武區 泰富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水管路三段462-1號
10251 高雄市 仁武區 HEY SMILE DAY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00巷7弄2號
10252 高雄市 仁武區 車駿汽車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17號
10253 高雄市 仁武區 老兵食堂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358號
10254 高雄市 仁武區 Muscleoz 高雄市仁武區永和一街16號
10255 高雄市 仁武區 啵司兔地瓜球 高雄市仁武區名山十街88號
10256 高雄市 仁武區 Red Cyan 高雄市仁武區名山三街十五號
10257 高雄市 仁武區 Tianli 高雄市仁武區名湖街15號
10258 高雄市 仁武區 BABY-Q 高雄市仁武區名湖街50號
10259 高雄市 仁武區 巧味鹹酥雞大王 高雄市仁武區竹門巷107弄40號
10260 高雄市 仁武區 板塊牛排 高雄市仁武區赤仁路190號1樓
10261 高雄市 仁武區 MuMoo.co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二路39號12樓
10262 高雄市 仁武區 安妮日韓精品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五路1號5樓
10263 高雄市 仁武區 麥味登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六路13號11樓
10264 高雄市 仁武區 裕達汽車保養廠 高雄市仁武區京富路179號1樓
10265 高雄市 仁武區 貳參貳小賣所 高雄市仁武區信義巷12號
10266 高雄市 仁武區 MixEgg混蛋土司-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光路27號
10267 高雄市 仁武區 POISON2015 高雄市仁武區仁孝路250號
10268 高雄市 仁武區 上口味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07號
10269 高雄市 仁武區 黃金四寶生活百貨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21號
10270 高雄市 仁武區 橙通訊3c 京吉店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三路200-1號
10271 高雄市 仁武區 飛天甕缸雞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00號之1
10272 高雄市 仁武區 吉姆車庫Jim garage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65巷65-10號
10273 高雄市 仁武區 東承隔熱紙企業行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1-58號
10274 高雄市 仁武區 TiONLY鈦鴻利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1-69號
10275 高雄市 仁武區 百分百寵物生活館-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31號1樓
10276 高雄市 仁武區 Jumi巨型娃娃機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275號
10277 高雄市 仁武區 台灣雞絲頭 高雄市仁武區澄新街117-4號
10278 高雄市 仁武區 登丰采美容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210號
10279 高雄市 仁武區 玉上旺活財神香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566號
10280 高雄市 仁武區 慶佑商行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二段339巷87-1號
10281 高雄市 仁武區 台灣潛水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南一街33號1樓
10282 高雄市 仁武區 鐵板燒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10鄰仁怡一街26巷5號
10283 高雄市 仁武區 正鑫水產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仁光路187號3樓
10284 高雄市 仁武區 法蝶美容SPA會館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北路47號1樓



10285 高雄市 仁武區 吳家紅茶冰(仁武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111號
10286 高雄市 仁武區 麥味登仁武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207號
10287 高雄市 仁武區 92度半咖啡（八卦號）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2297號(騎樓)
10288 高雄市 仁武區 默沫手作飲品 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296號
10289 高雄市 仁武區 心韻良茶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2弄1號
10290 高雄市 仁武區 大眾化平價牛排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2弄5號1樓
10291 高雄市 仁武區 大眾化平價牛排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2弄5號1樓
10292 高雄市 仁武區 富錦饗小籠湯包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大灣里仁雄路137號騎樓
10293 高雄市 仁武區 富錦饗小籠湯包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大灣里仁雄路137號騎樓
10294 高雄市 仁武區 康青龍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281號
10295 高雄市 仁武區 三分春色-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77號
10296 高雄市 仁武區 林針嬤鹹水G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369巷28弄1號
10297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3-3號
10298 高雄市 仁武區 萊毅汽車修護廠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75號
10299 高雄市 仁武區 咕摩Vespa原廠授權專賣店(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84號
10300 高雄市 仁武區 早安美芝城仁武圓圓概念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200號
10301 高雄市 仁武區 進興醫鞋中心-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20號
10302 高雄市 仁武區 好嘴到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11號
10303 高雄市 仁武區 好嘴到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11號1樓
10304 高雄市 仁武區 玫瑰米妮任意門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37號
10305 高雄市 仁武區 河南汽車保養廠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50-1號1樓
10306 高雄市 仁武區 阿德油飯 高雄市仁武區同和路16號11樓
10307 高雄市 仁武區 阿德油飯 高雄市仁武區同和路16號11樓
10308 高雄市 仁武區 御品烘焙坊 高雄市仁武區安樂東街82號1樓
10309 高雄市 仁武區 病友關懷照護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一路78號
10310 高雄市 仁武區 麥味登仁武京吉店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六路25號1樓
10311 高雄市 仁武區 DBSC丹比絲蔻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六路41號
10312 高雄市 仁武區 恩泰佛教文物藝品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一路346號1樓
10313 高雄市 仁武區 享喝湯湯品專賣店 -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二路28巷21弄1號1樓
10314 高雄市 仁武區 迷客夏milkshop-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5號
10315 高雄市 仁武區 吳家紅茶冰(登發店)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3號
10316 高雄市 仁武區 艾密斯無線 高雄市仁武區澄新街117-4號
10317 高雄市 仁武區 正鑫水產 高雄市仁武區灣內里仁光路187號3樓
10318 高雄市 大社區 喫鍋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149-2號
10319 高雄市 大社區 新順發烘焙屋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184號
10320 高雄市 大社區 津氏手作蛋捲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237-1號
10321 高雄市 大社區 津氏手作蛋捲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237-1號
10322 高雄市 大社區 津氏手作蛋捲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237-1號
10323 高雄市 大社區 欣達汽車修護廠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438-4號
10324 高雄市 大社區 木昂手作-大社大吉店 高雄市大社區大吉路9號1樓
10325 高雄市 大社區 花蓮山苦瓜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27鄰學府路225巷5弄10號9樓
10326 高雄市 大社區 牛匠太郎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191號
10327 高雄市 大社區 愛倫手感烘焙-大社旗艦門市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223號之1
10328 高雄市 大社區 林脆皮炸雞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19號
10329 高雄市 大社區 街頭咖啡 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25號
10330 高雄市 大社區 滷亭苑湯滷社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39號
10331 高雄市 大社區 金元發藥局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01號
10332 高雄市 大社區 TDK5587多元計程車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03號
10333 高雄市 大社區 老查甫鹽酥雞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37號
10334 高雄市 大社區 Niu & Jelly Clothing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44號
10335 高雄市 大社區 老麵攤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51號
10336 高雄市 大社區 清原芋圓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5之1號
10337 高雄市 大社區 仨加一．古早味紅豆餅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60號
10338 高雄市 大社區 雅樂洋食廚坊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1號1樓
10339 高雄市 大社區 304不鏽鋼蓮蓬頭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62號(大社市場)
10340 高雄市 大社區 港灣高速國際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中仁路100-2號
10341 高雄市 大社區 食上天大社門市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160-2號
10342 高雄市 大社區 Up up lash nail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60號2樓之三
10343 高雄市 大社區 Aries異想世界 高雄市大社區中華路127號 (大社夜市)
10344 高雄市 大社區 Baby.Style ”童裝 高雄市大社區中華路143巷2-4號
10345 高雄市 大社區 Y.C.Y 整體美學 高雄市大社區中華路83號
10346 高雄市 大社區 甜甜雪Q兔 高雄市大社區民生路151號8樓
10347 高雄市 大社區 劉家烤玉米 楠梓店 高雄市大社區成功一巷3弄20號
10348 高雄市 大社區 VNS美鞋工坊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13號
10349 高雄市 大社區 烹大師廣東粥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325號
10350 高雄市 大社區 日韓夢幻精品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62號(大社市場)
10351 高雄市 大社區 Pure APAS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39-2號
10352 高雄市 大社區 家怡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68之7號
10353 高雄市 大社區 中油條碼_雙泰站_人工島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8號
10354 高雄市 大社區 真手作創意料理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715號
10355 高雄市 大社區 真手作創意料理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715號
10356 高雄市 大社區 POPO藝文咖啡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108巷20號
10357 高雄市 大社區 My吐司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8號
10358 高雄市 大社區 愛倫手感烘焙-大社旗艦門市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223號之1
10359 高雄市 大社區 三分春色(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257號一樓&nbsp;
10360 高雄市 大社區 全紅古早味紅茶-大新店 高雄市大社區大新路1-1號
10361 高雄市 大社區 億品鍋-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大新路2之1號
10362 高雄市 大社區 街頭咖啡(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25號
10363 高雄市 大社區 麻古茶坊-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28號
10364 高雄市 大社區 Morni莫尼早餐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3-3號
10365 高雄市 大社區 Morni莫尼早餐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3之3號
10366 高雄市 大社區 山角屋-關東煮.鍋燒麵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341號
10367 高雄市 大社區 蓁淉蔬食麵坊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5之2號
10368 高雄市 大社區 TTL楠梓營業所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395號
10369 高雄市 大社區 熊村韓式炸雞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74號旁



10370 高雄市 大社區 鍋意郎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78號
10371 高雄市 大社區 心喜手工茶-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160號
10372 高雄市 大社區 SYM廣達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里旗楠路2號
10373 高雄市 大社區 中州科技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112巷1-11號
10374 高雄市 大社區 台北大腸紅麵線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路66號
10375 高雄市 岡山區 吳家紅茶冰(大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09號
10376 高雄市 岡山區 白巷子--大仁南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南路112號
10377 高雄市 岡山區 尤妮絲手作美睫/紋繡/角蛋白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路10號
10378 高雄市 岡山區 蜘蛛女精品服飾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
10379 高雄市 岡山區 七盞茶岡山大德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37號
10380 高雄市 岡山區 維琪美學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三路101號
10381 高雄市 岡山區 媄婼FingerCOE整體美學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三路13號
10382 高雄市 岡山區 至尊米婭懶人磁吸美睫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三路15號12樓之1
10383 高雄市 岡山區 暖暖輕食坊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三路82-1號1樓
10384 高雄市 岡山區 黃明發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大遼路110號
10385 高雄市 岡山區 UNIQLO-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里捷安路27號
10386 高雄市 岡山區 小米麻糬 高雄市岡山區大遼路115號
10387 高雄市 岡山區 佳香品味小菜館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28號
10388 高雄市 岡山區 佳香品味小菜館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28號
10389 高雄市 岡山區 大埔鐵板燒(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32號
10390 高雄市 岡山區 大埔鐵板燒(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32號
10391 高雄市 岡山區 夏立克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42-1號
10392 高雄市 岡山區 五鮮級-高雄岡北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266號
10393 高雄市 岡山區 梨幸日和歐日蔬食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34巷6號1樓
10394 高雄市 岡山區 梨幸日和歐日蔬食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34巷6號1樓
10395 高雄市 岡山區 布魯車體美研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387號
10396 高雄市 岡山區 布珈堂咖啡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81巷11之3號
10397 高雄市 岡山區 布珈堂咖啡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81巷11之3號1樓
10398 高雄市 岡山區 柚豆蔗攤-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仁和路2號1樓
10399 高雄市 岡山區 永大燈飾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154號
10400 高雄市 岡山區 磐軒眼鏡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西路126號1樓
10401 高雄市 岡山區 谷濬森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北路31號三樓之1
10402 高雄市 岡山區 沅味巷口飯糰(岡山公園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228-1號
10403 高雄市 岡山區 珍煮丹-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45號1樓
10404 高雄市 岡山區 冬暖夏涼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10號
10405 高雄市 岡山區 小房間 高雄市岡山區友情路8巷8號
10406 高雄市 岡山區 羅麗芬美容(岡山旗艦店) 高雄市岡山區文賢路45號
10407 高雄市 岡山區 千千藥局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25號1樓
10408 高雄市 岡山區 Young OG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67號
10409 高雄市 岡山區 六本木服飾行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70號1樓
10410 高雄市 岡山區 衣伶衣衫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99號1樓
10411 高雄市 岡山區 尋茶趣手作茶-本洲店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路25號
10412 高雄市 岡山區 路易莎-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60號
10413 高雄市 岡山區 豆坊-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永樂街2巷88號
10414 高雄市 岡山區 豆坊-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永樂街2巷88號
10415 高雄市 岡山區 滿足 高雄市岡山區石潭路302巷6號
10416 高雄市 岡山區 蕃茄麻廚房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22號
10417 高雄市 岡山區 巧藝坊 高雄市岡山區成功路467之2號
10418 高雄市 岡山區 艾比美學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北街129號
10419 高雄市 岡山區 JIT岡山大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8鄰大仁北路189號
10420 高雄市 岡山區 嘴邊肉寵物工坊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里大仁北路86號
10421 高雄市 岡山區 兒童刊物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東街131號
10422 高雄市 岡山區 吳家紅茶冰(岡北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北路68號
10423 高雄市 岡山區 JIT高雄新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里岡山路250號1樓
10424 高雄市 岡山區 街頭咖啡 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19號
10425 高雄市 岡山區 裕發養蜂場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30號
10426 高雄市 岡山區 膜範玩家包膜館（岡山館）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12-1號
10427 高雄市 岡山區 YAMAHA泰煒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464號
10428 高雄市 岡山區 緻服飾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6號之3
10429 高雄市 岡山區 云云工作室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89巷5號7樓
10430 高雄市 岡山區 C果多安南醫院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金興街38號
10431 高雄市 岡山區 小旬湯-樂農鑄鐵鍋物-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阿公店路二段136號1樓
10432 高雄市 岡山區 O 茶米健康茶飲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118號1樓
10433 高雄市 岡山區 中油條碼_前鋒站_人工島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238號
10434 高雄市 岡山區 Jennie美學 高雄市岡山區後協里仁壽路280巷2號
10435 高雄市 岡山區 子樂食光 高雄市岡山區後興北路91號
10436 高雄市 岡山區 上漁屋壽司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65號
10437 高雄市 岡山區 梁社漢排骨岡山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76號
10438 高雄市 岡山區 德記 高雄市岡山區登科街125號
10439 高雄市 岡山區 赤麵廠 レッドラーメン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開元街87號
10440 高雄市 岡山區 BOBO TEA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62之2號
10441 高雄市 岡山區 BubbleZ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6號
10442 高雄市 岡山區 古早味脆皮炸雞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122號之15
10443 高雄市 岡山區 滿茶-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里026鄰嘉興路173號
10444 高雄市 岡山區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03-6號
10445 高雄市 岡山區 古魯茶飲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001鄰中山北路157號
10446 高雄市 岡山區 古魯茶飲(門市)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里001鄰中山北路157號
10447 高雄市 岡山區 李氏別苑（岡山維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154-3號
10448 高雄市 岡山區 Daisy Kids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167號
10449 高雄市 岡山區 小琦美妝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30巷17號
10450 高雄市 岡山區 麥味登岡山大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00號1樓
10451 高雄市 岡山區 蓮昭巷土雞莊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0之1號
10452 高雄市 岡山區 蓮昭巷土雞莊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0之1號1樓
10453 高雄市 岡山區 麻古茶坊-岡山大仁北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58號1樓
10454 高雄市 岡山區 3Q脆皮雞排-岡山後紅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362-1號



10455 高雄市 岡山區 麥味登岡山大義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28號1樓
10456 高雄市 岡山區 愛米堤牛軋糖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60號
10457 高雄市 岡山區 愛米堤牛軋糖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60號
10458 高雄市 岡山區 TTL岡山營業所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12號
10459 高雄市 岡山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岡山店OD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459號
10460 高雄市 岡山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459號
10461 高雄市 岡山區 麻古茶坊-岡山中山南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535號
10462 高雄市 岡山區 海裕屋-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79號
10463 高雄市 岡山區 阿蘭古早肉粽 高雄市岡山區中華路93號
10464 高雄市 岡山區 俊昇車業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里公園西路3段175號
10465 高雄市 岡山區 阿樂拉麵-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二路213巷9號
10466 高雄市 岡山區 阿樂拉麵-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二路213巷9號
10467 高雄市 岡山區 宵YA點心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21號
10468 高雄市 岡山區 宵YA點心 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21號
10469 高雄市 岡山區 泍烤雞排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76號
10470 高雄市 岡山區 慈林素食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45號
10471 高雄市 岡山區 台灣滷味博物館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工業區本工一路25號
10472 高雄市 岡山區 街頭咖啡 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19號
10473 高雄市 岡山區 全紅-岡山後紅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226號
10474 高雄市 苓雅區 京軒膳堂 高雄市苓雅區海邊路94號
10475 高雄市 岡山區 百分百寵物生活館-岡燕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608-1號
10476 高雄市 岡山區 黑妞鹹酥雞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66號
10477 高雄市 岡山區 小崗山TEA 高雄市岡山區忠誠街179巷41號
10478 高雄市 岡山區 鼎富宴會館 高雄市岡山區阿公店路三段228號1樓
10479 高雄市 岡山區 榮星壽司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58-1號
10480 高雄市 岡山區 榮星壽司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西路三段58-1號
10481 高雄市 岡山區 麻古茶坊-岡山前峰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109-2號
10482 高雄市 岡山區 泰厚-舒芙蕾 高雄市岡山區前鋒路131號
10483 高雄市 岡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67號
10484 高雄市 岡山區 三分春色-岡山校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校前路3號
10485 高雄市 岡山區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市北區分事務所高雄市岡山區竹圍東街182巷12號
10486 高雄市 岡山區 ㄟQ凍圓 高雄市岡山區溪東路22-2號
10487 高雄市 岡山區 八方雲集(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開元街85號1樓
10488 高雄市 岡山區 鹹酥雞香雞排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22鄰公園路56巷1號
10489 高雄市 岡山區 李氏別苑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里維仁路154之3號1樓
10490 高雄市 岡山區 拾年茶事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43號
10491 高雄市 岡山區 uspa 高雄市岡山區壽華路50號
10492 高雄市 岡山區 麥味登岡山維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5號1樓
10493 高雄市 岡山區 咕摩Vespa原廠授權專賣店(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26號
10494 高雄市 岡山區 豆坊-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路132號
10495 高雄市 岡山區 恆川韓國烤肉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路134號
10496 高雄市 路竹區 Michu Pet Collars#美珠手作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里民權路16號
10497 高雄市 路竹區 夢想森活Dream Life 高雄市路竹區大智路35-19號
10498 高雄市 路竹區 三分春色-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09之1號
10499 高雄市 路竹區 金茶伍-高雄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17號
10500 高雄市 路竹區 太角日式拉麵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65號
10501 高雄市 路竹區 炸片天下手作黑輪連鎖加盟(總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83號
10502 高雄市 路竹區 小豬很忙蔬果滷味(路竹中興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245號
10503 高雄市 路竹區 五鮮級-高雄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國昌路75號
10504 高雄市 路竹區 Haru_fourseasons 高雄市路竹區自由街133巷1弄1號
10505 高雄市 路竹區 蘋果貓手工餅乾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201號
10506 高雄市 路竹區 美華的店 高雄市路竹區延平路602號
10507 高雄市 路竹區 咕咕雞蛋糕 高雄市路竹區忠孝路49號
10508 高雄市 路竹區 北海洋生魚片 高雄市路竹區信義路178-2號
10509 高雄市 路竹區 凱啡咖啡 高雄市路竹區華昌街42號
10510 高雄市 路竹區 森花香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160號5樓之9
10511 高雄市 路竹區 SUPER SOCO 國昌店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216號1樓
10512 高雄市 路竹區 黃記燻茶滷味 高雄市路竹區復興路367巷403弄6號
10513 高雄市 路竹區 仰角蒔光 高雄市路竹區華昌街42號
10514 高雄市 路竹區 Xfit 高雄市路竹區道德街96號
10515 高雄市 路竹區 Say Hi 肆海豆漿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號
10516 高雄市 路竹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37-1號
10517 高雄市 路竹區 禾旺精緻蔬果農園(型農)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530巷1-1號
10518 高雄市 路竹區 伍福門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南路161號1樓
10519 高雄市 路竹區 安安,好食!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268號
10520 高雄市 路竹區 福記食品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268號
10521 高雄市 路竹區 達美樂披薩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542號
10522 高雄市 路竹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路竹區中山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846號1樓
10523 高雄市 路竹區 吳家紅茶冰(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199號
10524 高雄市 路竹區 三分春色-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09之1號
10525 高雄市 路竹區 大碗公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22-1號
10526 高雄市 路竹區 麻古茶坊-高雄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25之1號1樓
10527 高雄市 路竹區 全紅-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27號
10528 高雄市 路竹區 太角日式拉麵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65號
10529 高雄市 路竹區 睿點通訊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125號
10530 高雄市 路竹區 麥味登路竹中興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230號1樓
10531 高雄市 路竹區 達明圖書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291號
10532 高雄市 路竹區 弘爺漢堡(路竹中和店) 高雄市路竹區文北里中和街152號
10533 高雄市 路竹區 9+1親子餐廳 高雄市路竹區甲南里大仁路522號
10534 高雄市 路竹區 御天然綠豆湯 高雄市路竹區竹東里忠孝路26號
10535 高雄市 路竹區 迷客夏milkshop-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20號
10536 高雄市 路竹區 麥味登路竹國昌店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176號1樓
10537 高雄市 路竹區 靠8族-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6-1號
10538 高雄市 阿蓮區 幸運蛋布丁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700巷15號
10539 高雄市 阿蓮區 梁家棗園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858號



10540 高雄市 阿蓮區 ivy蠶絲蠟線手作坊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870巷150號
10541 高雄市 阿蓮區 將賀精品衛浴 高雄市阿蓮區成功街128號1樓
10542 高雄市 阿蓮區 佑陞車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阿蓮區和蓮里中正路960－1號1樓
10543 高雄市 阿蓮區 松本鮮奶茶-阿蓮忠孝店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39號
10544 高雄市 阿蓮區 老鄭麵店 高雄市阿蓮區南蓮里21鄰忠孝路227號
10545 高雄市 阿蓮區 滿茶-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清蓮里002鄰中山路56號
10546 高雄市 阿蓮區 麻古茶坊-高雄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105號
10547 高雄市 阿蓮區 幸福蛋 Happinessegg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253號
10548 高雄市 阿蓮區 臭吉伯鱔魚魯麵 高雄市阿蓮區阿蓮里020鄰民族路85號1樓
10549 高雄市 田寮區 西瓜芭樂 高雄市田寮區鹿埔路鹿南巷19號
10550 高雄市 燕巢區 裕賀牛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8號
10551 高雄市 燕巢區 中油條碼_建元站_人工島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456號
10552 高雄市 燕巢區 乾燥花研究所 高雄市燕巢區牧場路32號
10553 高雄市 燕巢區 兒童益智磁棒玩具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牧場路32號
10554 高雄市 燕巢區 i弄手作飲品果乾店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8號
10555 高雄市 燕巢區 阿勳農場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15鄰鳳龍巷30號
10556 高雄市 燕巢區 中油條碼_鳳東路站_人工島 高雄市燕巢區鳳雄里鳳東路77號
10557 高雄市 燕巢區 飢嚐陸陸 高雄市燕巢區瓊興路393巷26號
10558 高雄市 燕巢區 裕賀牛OD 高雄市燕巢區大仁路68號
10559 高雄市 燕巢區 麻古茶坊-高雄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66號
10560 高雄市 燕巢區 咖啡．微調 高雄市燕巢區中西路87號
10561 高雄市 燕巢區 果貿吳媽家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042鄰安林三街52號
10562 高雄市 燕巢區 HYUNDAI-岡山展示中心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1038號
10563 高雄市 燕巢區 HYUNDAI-岡山服務廠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1038號
10564 高雄市 燕巢區 中油條碼_岡山交站_人工島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1044號
10565 高雄市 燕巢區 鮮茶道-燕巢鳳旗店 高雄市燕巢區鳳旗路127之4號
10566 高雄市 燕巢區 華仁匯樹德科大店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里橫山路55號1樓
10567 高雄市 燕巢區 THE T cafe 樹德科大店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
10568 高雄市 燕巢區 The T cafe(樹德科大店)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樹德科大橫山創意基地1樓H0105
10569 高雄市 橋頭區 植性研究`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里馬厝巷23號
10570 高雄市 橋頭區 宇誠油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南路123巷37號
10571 高雄市 橋頭區 吻仔魚煎餅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南路仕龍東巷38號
10572 高雄市 橋頭區 新輪機車材料行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29-3
10573 高雄市 橋頭區 松本鮮奶茶(橋頭市場店) 高雄市橋頭區市場街1號
10574 高雄市 橋頭區 KO HA 高雄市橋頭區甲南里甲昌路175號
10575 高雄市 橋頭區 詠盛通訊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182號1樓
10576 高雄市 橋頭區 魔法素高雄橋頭區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657號2樓
10577 高雄市 橋頭區 賀呷-宵夜專賣所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659號1樓
10578 高雄市 橋頭區 RambleCafe青埔門市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661號
10579 高雄市 橋頭區 麥味登-橋頭成功店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669號
10580 高雄市 橋頭區 不吃不可鹹水雞-苓雅店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71號
10581 高雄市 橋頭區 眼鏡哥 吉拉燒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146-26號
10582 高雄市 橋頭區 Lulu’s Candle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58號A1-3F
10583 高雄市 橋頭區 大灣燒烤(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3-7號
10584 高雄市 橋頭區 Liya手做乾燥花 高雄市橋頭區新東二街160號
10585 高雄市 橋頭區 雪花小姐雞蛋糕 高雄市橋頭區新莊里8鄰橋頭三路505號8樓之1
10586 高雄市 橋頭區 王炸地瓜球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66號13樓之1
10587 高雄市 橋頭區 秀田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911號
10588 高雄市 橋頭區 木口包裹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28號3樓
10589 高雄市 橋頭區 和楓牛奶堂 高雄市橋頭區樹德路66號
10590 高雄市 橋頭區 橋八文創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里興糖路3號
10591 高雄市 橋頭區 橋頭我家炒飯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48號(73.74.攤位)
10592 高雄市 橋頭區 大地行者 Land Walker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二巷雨豆樹廣場11室
10593 高雄市 橋頭區 按摩達人 高雄市橋頭區公厝北路32-2號1樓
10594 高雄市 橋頭區 吉米瓦得 高雄市橋頭區甲樹路1272號
10595 高雄市 橋頭區 迷你屋玩具舖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33號1樓
10596 高雄市 橋頭區 晨間廚房-橋頭青埔店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675號
10597 高雄市 橋頭區 奇謀行銷整合有限公司 高雄市橋頭區公厝北路28-7號
10598 高雄市 橋頭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82號1樓
10599 高雄市 橋頭區 巧虹早午餐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911號
10600 高雄市 橋頭區 二毛寵物美容澡堂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72號
10601 高雄市 橋頭區 橡實咖啡 高雄市橋頭區橋頭路125號1樓
10602 高雄市 梓官區 MixEgg混蛋吐司-蚵寮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158號
10603 高雄市 梓官區 麻古茶坊-高雄蚵寮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220號
10604 高雄市 梓官區 Sakki 高雄市梓官區赤東里14鄰赤崁南路81巷18號
10605 高雄市 梓官區 好吃蚵仔煎 高雄市梓官區赤東里25鄰赤崁南路10號
10606 高雄市 梓官區 久大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131號
10607 高雄市 梓官區 MUMU life style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315巷17號
10608 高雄市 梓官區 台灣皇爵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梓官區信義路256號
10609 高雄市 梓官區 致夏天涼麵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122號
10610 高雄市 梓官區 石一籠 高雄市梓官區梓官路158號
10611 高雄市 梓官區 蘇媽媽古早味冷飲餡餅專賣店 高雄市梓官區梓義里中崙路市場巷36號
10612 高雄市 梓官區 Sunwhere ACC 高雄市梓官區梓義里中崙路市場巷36號
10613 高雄市 梓官區 小熊屋流行雜貨 高雄市梓官區禮仁路41號
10614 高雄市 梓官區 美寶堡精緻早午餐 雄大店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南路166-1號
10615 高雄市 梓官區 中油條碼_梓官站_人工島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南路238號
10616 高雄市 梓官區 五邁鄉-梓官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273號
10617 高雄市 梓官區 麻古茶坊-高雄梓官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303號
10618 高雄市 鼓山區 Alace 水蕾絲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10619 高雄市 梓官區 展鳴汽機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北路160號
10620 高雄市 梓官區 程豪電器行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106-1號
10621 高雄市 梓官區 北歐精靈貓舍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南路90號
10622 高雄市 梓官區 蠔爽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10623 高雄市 梓官區 台潮魚集Tfish 高雄市梓官區港九街43號1樓
10624 高雄市 梓官區 琲熊咖啡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130號



10625 高雄市 楠梓區 早食閣手工坊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一巷150號
10626 高雄市 楠梓區 早食閣手工坊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一巷150號
10627 高雄市 梓官區 漁夫鮮撈 高雄市梓官區漁港二路32號
10628 高雄市 彌陀區 金海昌水產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南路77-1號
10629 高雄市 彌陀區 夏立克彌陀店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61號
10630 高雄市 彌陀區 樸粹十驗室 高雄市彌陀區仁愛街82號
10631 高雄市 彌陀區 古巴 高雄市彌陀區海尾路186號
10632 高雄市 彌陀區 順揚鞋店 高雄市彌陀區彌仁里中正路126號1樓
10633 高雄市 彌陀區 樺太爺御品麻辣鍋物 高雄市彌陀區彌陀里進學路33號
10634 高雄市 彌陀區 翰品商行門市 高雄市彌陀區鹽埕中路94號1樓
10635 高雄市 彌陀區 翰品商行 高雄市彌陀區鹽埕中路94號1樓
10636 高雄市 彌陀區 無題巷碳烤吐司 高雄市彌陀區鹽港二路33號
10637 高雄市 彌陀區 責任生產 高雄市彌陀區中山路49號1樓
10638 高雄市 彌陀區 打波雞蛋糕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33-1號
10639 高雄市 彌陀區 徐媽媽健康養生水餃 高雄市彌陀區南寮里南寮路光華三巷16號1樓
10640 高雄市 永安區 都市購物商店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里保安路130巷31號
10641 高雄市 永安區 都市購物商店(菸品)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里保安路130巷31號
10642 高雄市 永安區 蘇班長安心石斑 高雄市永安區永達路72-2號
10643 高雄市 永安區 高雄市永安區漁會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里新興路27－2號
10644 高雄市 湖內區 168食堂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168-1號
10645 高雄市 湖內區 168食堂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168-1號
10646 高雄市 湖內區 炸片天下手作黑輪連鎖加盟(夜市)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301巷62弄8號
10647 高雄市 湖內區 東柏汽車玻璃行｜隔熱紙專業店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396-3號
10648 高雄市 湖內區 和味手作坊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一段499號
10649 高雄市 湖內區 ding dong 美髮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湖內區中正路二段420巷30弄8號3樓
10650 高雄市 湖內區 飯糰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50號
10651 高雄市 湖內區 古早味麵店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246號
10652 高雄市 湖內區 阿金的便秘花園 高雄市湖內區武功街55號
10653 高雄市 湖內區 莓娜思異國食坊 高雄市湖內區長壽路65巷6弄7號
10654 高雄市 湖內區 莓娜思異國食坊 高雄市湖內區長壽路65巷6弄7號
10655 高雄市 湖內區 莓娜思異國食坊 高雄市湖內區長壽路65巷6弄7號
10656 高雄市 湖內區 Siao 小男孩的少女腦袋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298巷10號6樓之1
10657 高雄市 湖內區 春林日式手作銅鑼燒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372巷10弄5號
10658 高雄市 湖內區 熊荳生活百貨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378巷6弄69號
10659 高雄市 湖內區 啾大心脆皮牛奶雞蛋糕 高雄市湖內區湖中路378巷6弄71號
10660 高雄市 湖內區 中油條碼_路竹站_人工島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152號
10661 高雄市 湖內區 沅味巷口飯糰(湖東店)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1號
10662 高雄市 湖內區 謝明豐電器行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235號
10663 高雄市 湖內區 麻古茶坊-高雄湖內店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338號
10664 高雄市 湖內區 FLOMO富樂夢觀光工廠 商A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二段42號
10665 高雄市 湖內區 FLOMO富樂夢觀光工廠 DIY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二段42號
10666 高雄市 湖內區 FLOMO富樂夢觀光工廠 商B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二段42號
10667 高雄市 湖內區 FLOMO富樂夢觀光工廠 售票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二段42號
10668 高雄市 鳳山區 三輪的店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96巷25號1樓
10669 高雄市 鳳山區 朝食坊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336號
10670 高雄市 鳳山區 Cepurity”這·純淨”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二段230號
10671 高雄市 鳳山區 圓石禪飲高雄衛武營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J區
10672 高雄市 鳳山區 stage5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之E區櫃位
10673 高雄市 鳳山區 stage5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之E區櫃位
10674 高雄市 鳳山區 沅味巷口飯糰(三誠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29號
10675 高雄市 鳳山區 伊淋時尚美妍手工紋繡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41號3樓
10676 高雄市 鳳山區 德瑞克名床 高雄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98號
10677 高雄市 鳳山區 大阪燒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14巷11號
10678 高雄市 鳳山區 双十八木職人茶飲-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8號
10679 高雄市 鳳山區 蔡喬古早味紅茶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252號1樓
10680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71號
10681 高雄市 鳳山區 扒飯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95號
10682 高雄市 鳳山區 Let's 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56號
10683 高雄市 鳳山區 小米麻糬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45號三樓
10684 高雄市 鳳山區 起床好難 早午晚餐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13號
10685 高雄市 鳳山區 計程車(TDK-1719)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55巷42號
10686 高雄市 鳳山區 宜景園北方麵食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98號
10687 高雄市 鳳山區 五分鐘早餐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02號
10688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鳳山中山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27號1樓
10689 高雄市 鳳山區 食8番王者拉麵-家樂福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2樓
10690 高雄市 鳳山區 木本鐵板燒(家樂福鳳山店OD)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2樓
10691 高雄市 鳳山區 初丼(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2樓
10692 高雄市 鳳山區 億寶通訊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41號1樓
10693 高雄市 鳳山區 露露公主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90巷79弄24號
10694 高雄市 鳳山區 瑞菱空調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380巷95號
10695 高雄市 鳳山區 日日鍋燒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3巷3-1號
10696 高雄市 鳳山區 天玥胡椒餅（鳳山總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12號
10697 高雄市 鳳山區 陪伴甜點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85號(門口)
10698 高雄市 鳳山區 得恩堂眼鏡 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56號
10699 高雄市 鳳山區 宏信珠寶銀樓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60-3號
10700 高雄市 鳳山區 愛來客(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4-3號
10701 高雄市 鳳山區 Mahalo加州廚房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82之5號1樓
10702 高雄市 鳳山區 Mahalo加州廚房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82之5號1樓
10703 高雄市 鳳山區 828美甲殿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82之8號
10704 高雄市 鳳山區 好棒棒茶鋪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78號
10705 高雄市 鳳山區 米娜專業美學 高雄市鳳山區中民里22鄰中崙四路6號三樓
10706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鳳山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民里中崙路559號
10707 高雄市 鳳山區 鄉村漢堡 慶豐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6鄰中和街187號
10708 高雄市 鳳山區 每一天減醣健康廚房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中山西路319號
10709 高雄市 鳳山區 92度半福安號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街88號8樓



10710 高雄市 鳳山區 大港超市(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一路436號
10711 高雄市 鳳山區 丈母娘找茶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49號
10712 高雄市 鳳山區 囉滷味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51號
10713 高雄市 鳳山區 Bubble茶·鮮奶茶專賣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74巷14-1號七樓
10714 高雄市 鳳山區 Ruby’s eyebrow aesthetics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74巷23-1號5樓
10715 高雄市 鳳山區 Numero Five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83巷5號6樓
10716 高雄市 鳳山區 CEO雞蛋仔-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563號
10717 高雄市 鳳山區 孫家滷味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7-22號
10718 高雄市 鳳山區 威俐鞋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47號
10719 高雄市 鳳山區 金香臭豆腐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58-2號
10720 高雄市 鳳山區 永昌綠豆湯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58號
10721 高雄市 鳳山區 媚力泊咖啡-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40-1號
10722 高雄市 鳳山區 鴨膳師小吃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7號1樓
10723 高雄市 鳳山區 ET鹽水雞-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7號
10724 高雄市 鳳山區 新丰青果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1號
10725 高雄市 鳳山區 珞悠美學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750號11樓之12
10726 高雄市 鳳山區 初陽握飯糰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29巷25號
10727 高雄市 鳳山區 尼古拉手機配件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59號
10728 高雄市 鳳山區 琪琪妙妙屋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20巷3-2號3樓
10729 高雄市 鳳山區 圓石teabar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30號
10730 高雄市 鳳山區 圓石teabar鳳山五甲店(外送)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30號
10731 高雄市 鳳山區 阿亮香雞排-福誠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201號旁5公尺
10732 高雄市 鳳山區 老周燒肉飯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2-2號
10733 高雄市 鳳山區 路易莎-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35號1樓
10734 高雄市 鳳山區 Q哥_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95號
10735 高雄市 鳳山區 林英雄冰鎮地瓜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46巷5號
10736 高雄市 鳳山區 林英雄冰鎮地瓜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46巷5號
10737 高雄市 鳳山區 林英雄冰鎮地瓜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46巷5號U樓
10738 高雄市 鳳山區 張簡Hair Salon 高雄市鳳山區五權南路212號
10739 高雄市 鳳山區 狗妹妹寵物沙龍 高雄市鳳山區五權路25號
10740 高雄市 鳳山區 五權家電館 高雄市鳳山區五權路31號
10741 高雄市 鳳山區 陳仙鹹水雞/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公園二街58巷15號
10742 高雄市 鳳山區 好爸爸高雄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里文龍東路533號1樓
10743 高雄市 鳳山區 愛麗美學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139號1樓
10744 高雄市 鳳山區 多元 觀光計程車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232巷15號4樓之1
10745 高雄市 鳳山區 紘威汽車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150號
10746 高雄市 鳳山區 媽媽味蔥肉餅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70巷12弄4號7樓
10747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63號
10748 高雄市 鳳山區 大森機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69之1號1樓
10749 高雄市 鳳山區 ACC美髮屋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69號
10750 高雄市 鳳山區 貓頭鷹鍋物-上湯鍋物料理 高雄市鳳山區文安街28號1樓
10751 高雄市 鳳山區 貓頭鷹鍋物-上湯鍋物料理 高雄市鳳山區文安街28號1樓
10752 高雄市 鳳山區 虎啵玩具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西街10號
10753 高雄市 鳳山區 亞舍紅茶冰 高雄市鳳山區文建街185號
10754 高雄市 鳳山區 榮記燒臘 高雄市鳳山區文英里19鄰文南街43號7樓
10755 高雄市 鳳山區 Simon多元計程車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街194巷1號12樓
10756 高雄市 鳳山區 多元計程車TDK1305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街56巷22號
10757 高雄市 鳳山區 Okada’s Store 高雄市鳳山區文殿街89號8樓
10758 高雄市 鳳山區 食舞四季餐廳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536號
10759 高雄市 鳳山區 食舞四季餐廳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536號
10760 高雄市 鳳山區 JIT鳳山青年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490號1樓
10761 高雄市 鳳山區 良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路77巷1號1樓
10762 高雄市 鳳山區 青檸悠活檸檬酵素 高雄市鳳山區文樂街60號1樓
10763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120號
10764 高雄市 鳳山區 森聚場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58號7樓
10765 高雄市 鳳山區 想設計印刷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文殿街72巷9號1樓
10766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赤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90號1樓
10767 高雄市 鳳山區 格外農品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96號
10768 高雄市 鳳山區 CEO雞蛋仔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16號
10769 高雄市 鳳山區 花太郎食堂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48號
10770 高雄市 鳳山區 品約餐坊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8號1樓
10771 高雄市 鳳山區 正月初一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388號7樓
10772 高雄市 鳳山區 LA ONE 烘焙坊-文衡店.EC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53號
10773 高雄市 鳳山區 LA ONE 烘焙坊-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53號
10774 高雄市 鳳山區 裕豐冰堂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6號1樓
10775 高雄市 三民區 賽門汕頭火鍋-文衡店 高雄市三民區堅如路2號
10776 高雄市 鳳山區 賽門汕頭火鍋-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92號
10777 高雄市 鳳山區 SMOKE思莫客．風格餐飲館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247號
10778 高雄市 鳳山區 軍茶-文龍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316號
10779 高雄市 鳳山區 幸福紅豆餅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371號
10780 高雄市 鳳山區 街頭咖啡文龍旗鑑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720號
10781 高雄市 鳳山區 老汕頭原味火鍋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740號
10782 高雄市 鳳山區 8號公園(OD)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路20號
10783 高雄市 鳳山區 8號公園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路20號
10784 高雄市 鳳山區 17號穀倉文濱店OD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23號
10785 高雄市 鳳山區 17號穀倉文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23號
10786 高雄市 鳳山區 時代沉香 高雄市鳳山區代德二街100號1樓
10787 高雄市 鳳山區 樂意小吃部 高雄市鳳山區北里文龍東路350號
10788 高雄市 鳳山區 羊兔飾件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二街75號13樓
10789 高雄市 鳳山區 樂芙選物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三街161巷2-5號
10790 高雄市 鳳山區 陳宥霏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三街25號8樓
10791 高雄市 鳳山區 熊樂家玩具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三街88號
10792 高雄市 鳳山區 Orange Garden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三街9號6樓
10793 高雄市 鳳山區 小寶健康餐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路28號
10794 高雄市 鳳山區 雁 黑豚肉品 YAN, Black pork 高雄市鳳山區北賢街83號



10795 高雄市 鳳山區 貝貝鮮海鮮燒烤 高雄市鳳山區平等路26號
10796 高雄市 鳳山區 指間Finger Food 高雄市鳳山區永忠街96號
10797 高雄市 鳳山區 鳳農珍珠肉圓 高雄市鳳山區立信街37號
10798 高雄市 鳳山區 旺原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立德街218號11樓
10799 高雄市 鳳山區 六月六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2-1號
10800 高雄市 鳳山區 生炒鴨肉羹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34號
10801 高雄市 鳳山區 郡小二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38號
10802 高雄市 鳳山區 香之城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40號
10803 高雄市 鳳山區 甘乃滴冷泡飲-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47號
10804 高雄市 鳳山區 尚發蔬菜排骨麵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46號
10805 高雄市 鳳山區 尚發蔬菜排骨麵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46號
10806 高雄市 鳳山區 舒菜雞 舒肥鹹水雞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76號
10807 高雄市 鳳山區 弄咖啡親子餐廳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1號
10808 高雄市 鳳山區 北芳園牛肉拉麵-大東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71號
10809 高雄市 鳳山區 北芳園牛肉拉麵-大東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71號
10810 高雄市 鳳山區 香玉拉麵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0號
10811 高雄市 鳳山區 有讚電信鳳山光遠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53號
10812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廚房-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68號
10813 高雄市 鳳山區 雨朵防水包(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96號
10814 高雄市 鳳山區 倆伯羊肉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04號
10815 高雄市 鳳山區 倆伯羊肉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04號
10816 高雄市 鳳山區 亞太電信(鳳山光遠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50號
10817 高雄市 鳳山區 老賴茶棧-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00號
10818 高雄市 鳳山區 双十八木職人茶飲-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02號
10819 高雄市 鳳山區 王拓串燒 高雄市鳳山區老爺里瑞隆東路59號1-2樓
10820 高雄市 鳳山區 王拓串燒 高雄市鳳山區老爺里瑞隆東路59號1-2樓
10821 高雄市 鳳山區 禾秝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老爺里興隆街51號1樓
10822 高雄市 鳳山區 麗之星髮型名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193號
10823 高雄市 鳳山區 健人餐廚(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6號
10824 高雄市 鳳山區 佳味火雞肉飯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2路45號
10825 高雄市 鳳山區 大灣烤雞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五甲自強夜市)
10826 高雄市 鳳山區 CEO雞蛋仔-鳳山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28號
10827 高雄市 鳳山區 陳Q黑砂糖剉冰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39號
10828 高雄市 鳳山區 大苑子-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57號
10829 高雄市 鳳山區 老賴茶棧-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64號
10830 高雄市 鳳山區 摩西摩西Hair Salon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75號
10831 高雄市 鳳山區 蔥喜脆皮蔥油餅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88號
10832 高雄市 鳳山區 神農舖青草茶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88號
10833 高雄市 鳳山區 南台欽鱔魚麵 高雄市鳳山區和興里五甲一路19號
10834 高雄市 鳳山區 財團法人鳳山鎮南宮仙公廟 高雄市鳳山區和興街189號
10835 高雄市 鳳山區 蜀姥香麻辣鍋鳯山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青年路2段31之3號
10836 高雄市 鳳山區 海口地瓜達人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街22-1號
10837 高雄市 鳳山區 私人藏豆 高雄市鳳山區杭州街88號
10838 高雄市 鳳山區 九九九烤鴨舖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185巷30號
10839 高雄市 鳳山區 芳香田園-家樂福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91號B1
10840 高雄市 鳳山區 柳佳吟計程車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53巷30號
10841 高雄市 鳳山區 五鮮級-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251號1樓
10842 高雄市 鳳山區 禾晨洗車鍍膜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28號
10843 高雄市 鳳山區 阿弟仔餐館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262巷39號
10844 高雄市 鳳山區 阿弟仔鍋物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262巷39號
10845 高雄市 鳳山區 阿弟仔餐館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262巷39號
10846 高雄市 鳳山區 騰之雞排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09
10847 高雄市 鳳山區 計程車楊司機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33號12樓
10848 高雄市 鳳山區 招福製麵所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35號
10849 高雄市 鳳山區 捌捌迷你土雞鍋 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42-2號
10850 高雄市 鳳山區 南方水產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50之6號
10851 高雄市 鳳山區 橘子廚房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19號
10852 高雄市 鳳山區 飯堡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4號
10853 高雄市 鳳山區 貓腳印-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83號3樓
10854 高雄市 鳳山區 蜀姥香麻辣鍋(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3號
10855 高雄市 鳳山區 new house鳳山文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87號1樓
10856 高雄市 鳳山區 芭蒂爾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05號1F
10857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5號
10858 高雄市 鳳山區 海尼根海產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8號之2
10859 高雄市 鳳山區 正家旺 高雄市鳳山區保安二街118號
10860 高雄市 鳳山區 正家旺 高雄市鳳山區保安二街118號
10861 高雄市 鳳山區 茶太后冷飲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220巷69號9樓
10862 高雄市 鳳山區 Celect Collection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324號21樓
10863 高雄市 鳳山區 京典鮮魚湯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9號
10864 高雄市 鳳山區 喬賀屋肉串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102-2號
10865 高雄市 鳳山區 胖迪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168號
10866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個蛋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南光街24號
10867 高雄市 鳳山區 朵麗斯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南光街72號
10868 高雄市 鳳山區 朵麗斯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南光街72號
10869 高雄市 鳳山區 大盛食堂 高雄市鳳山區南江街176巷3號
10870 高雄市 鳳山區 來一杯日式燒烤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29號
10871 高雄市 鳳山區 來一杯日式燒烤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29號
10872 高雄市 鳳山區 WOW瓦屋手作粉圓 高雄市鳳山區南富街63號
10873 高雄市 鳳山區 洋風食堂-鐵板沙威瑪`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28號
10874 高雄市 鳳山區 yoyoBaby手作茶飲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31號
10875 高雄市 鳳山區 可香豆花 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58號
10876 高雄市 鳳山區 鳳鳴日式串燒&丼飯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3號
10877 高雄市 鳳山區 目可虱目魚粥品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52號
10878 高雄市 鳳山區 嘎蕊髮藝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66號
10879 高雄市 鳳山區 田偉凡 高雄市鳳山區南福街21巷13弄8號



10880 高雄市 鳳山區 咚雞咚雞韓式炸雞 高雄市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78-3號
10881 高雄市 鳳山區 咚雞咚雞韓式炸雞 高雄市鳳山區南興里中山路78-3號
10882 高雄市 鳳山區 美潮氣泡水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377巷13號
10883 高雄市 鳳山區 凍檸茶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53巷61號2樓
10884 高雄市 鳳山區 茶十三宜-鳳山直營分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33號
10885 高雄市 鳳山區 茶十三宜-鳳山直營分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33號
10886 高雄市 鳳山區 中華老滷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83號四樓
10887 高雄市 鳳山區 米蘭達美胸專家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291號5樓
10888 高雄市 鳳山區 好正點港式點心專賣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37號
10889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48號8樓
10890 高雄市 鳳山區 天天健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553號9樓
10891 高雄市 鳳山區 天天健美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553號9樓
10892 高雄市 鳳山區 瑞麟美而美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春抖路二段213號
10893 高雄市 鳳山區 蔡手作丸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58號
10894 高雄市 鳳山區 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73號(騎樓)
10895 高雄市 鳳山區 頌茶 鳳山凱旋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里凱旋路329號
10896 高雄市 鳳山區 Cinthia蒂雅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真君路2巷43號
10897 高雄市 三民區 梁社漢排骨三民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10號1樓
10898 高雄市 鳳山區 小築足體養生屋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85號1樓
10899 高雄市 鳳山區 黃金雜貨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德街143巷7號
10900 高雄市 鳳山區 采香坊手工生乳捲 高雄市鳳山區工協街46號
10901 高雄市 鳳山區 BOBOPLAY啵啵游樂園-鳳山館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336號
10902 高雄市 鳳山區 真鮮大腸蚵仔麵線 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5鄰文化西路50巷10號
10903 高雄市 鳳山區 社頭甘草芭樂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88號(騎樓)
10904 高雄市 鳳山區 圓味壽司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224號
10905 高雄市 鳳山區 龍涎居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427號1-2樓
10906 高雄市 鳳山區 守壽司料理 高雄市鳳山區埤頂里2鄰埤頂街118巷13號
10907 高雄市 鳳山區 1994配件 高雄市鳳山區漢慶街96巷6號2樓
10908 高雄市 鳳山區 COCO HAIR SALON 高雄市鳳山區高鳳一路42號
10909 高雄市 鳳山區 淳品堂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一段152號
10910 高雄市 鳳山區 亦濱坊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一段152號(文物區-鳳凰商場)
10911 高雄市 鳳山區 瑞興市場手工貢丸 高雄市鳳山區崗山北街29巷2號
10912 高雄市 鳳山區 品邑餐飲 高雄市鳳山區崗山北街31號
10913 高雄市 鳳山區 芭樂小姐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1號
10914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原芋圓-高雄頂庄店 高雄市鳳山區頂庄路242號
10915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原芋圓高雄頂庄店 高雄市鳳山區頂庄路242號
10916 高雄市 鳳山區 兜挺好 高雄市鳳山區頂新一街37號14樓
10917 高雄市 鳳山區 Q young 美學 高雄市鳳山區頂新二街179號
10918 高雄市 鳳山區 另起滷灶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156號
10919 高雄市 鳳山區 黃劍輝-計程車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75號11樓
10920 高雄市 鳳山區 三記港式燒臘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79號1樓
10921 高雄市 鳳山區 同高良茶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13號
10922 高雄市 鳳山區 安妞x棉花糖女孩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17巷6號13樓
10923 高雄市 鳳山區 金熬滷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路3號(善牧幼稚園旁)
10924 高雄市 鳳山區 好好滷味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149號6樓
10925 高雄市 鳳山區 茶部落-瑄記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165號
10926 高雄市 鳳山區 飽嘟嘟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171號
10927 高雄市 鳳山區 小雨滴-米羅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539巷85號
10928 高雄市 鳳山區 勇先生食堂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96-1號
10929 高雄市 鳳山區 JIT五甲家福店 高雄市鳳山區富榮里文豐街13巷25號右半
10930 高雄市 鳳山區 TDK-7017 高雄市鳳山區華西街11號4樓
10931 高雄市 鳳山區 Dayton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路19號5樓
10932 高雄市 鳳山區 杜家捲餅 高雄市鳳山區新生街110號
10933 高雄市 鳳山區 橘皮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新生街86-9號
10934 高雄市 鳳山區 盈佳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里14鄰新康街72巷18號
10935 高雄市 鳳山區 Happy! 醜醜美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路55巷8號1樓
10936 高雄市 鳳山區 Mily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路93號
10937 高雄市 鳳山區 牛牛的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安街84巷15-1
10938 高雄市 鳳山區 真心餐盒廚坊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193號
10939 高雄市 鳳山區 正典品茶小站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304號
10940 高雄市 鳳山區 采婕 Emily makeup studio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376號
10941 高雄市 鳳山區 聖宏昇國際行銷企業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71巷9號8樓
10942 高雄市 鳳山區 城市漢堡-鳳山新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134號
10943 高雄市 鳳山區 慵懶巷弄。咖啡香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373巷12號
10944 高雄市 鳳山區 上水淨水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73號7樓之1
10945 高雄市 鳳山區 二番紅鍋燒食事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74號一樓
10946 高雄市 鳳山區 Boss蔡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89號十二樓之2
10947 高雄市 鳳山區 二路蘿蔔糕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26號
10948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原芋圓-鳳山新富店(OD)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60號1樓
10949 高雄市 鳳山區 大華滷味-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590巷48號
10950 高雄市 鳳山區 我愛泡芙人S04 高雄市鳳山區新樂街259號9樓
10951 高雄市 鳳山區 小菁水產 高雄市鳳山區新樂街76巷7號
10952 高雄市 鳳山區 LI JHEN 高雄市鳳山區瑞竹路120號
10953 高雄市 鳳山區 J.W.美甲殿 高雄市鳳山區瑞竹路73號
10954 高雄市 鳳山區 悠肯瑪嘰 You can Maggie 高雄市鳳山區瑞春街44號1樓
10955 高雄市 鳳山區 樸樹和食 高雄市鳳山區瑞進路110號
10956 高雄市 鳳山區 帥之鍋平價鍋物OD 高雄市鳳山區瑞隆東路58號
10957 高雄市 鳳山區 五鮮級-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隆東路61號1樓
10958 高雄市 鳳山區 鮭派氣功 高雄市鳳山區瑞隆東路88-1號2樓
10959 高雄市 鳳山區 丹丹蔥油餅瑞興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星瑞竹路155-5號6樓
10960 高雄市 鳳山區 大饌章魚燒-中庄分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32號
10961 高雄市 鳳山區 可米清茶冰 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32號
10962 高雄市 鳳山區 BiNi汪喵選物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67號
10963 高雄市 鳳山區 富記滷味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76號
10964 高雄市 鳳山區 亞舍紅茶冰-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13號之1



10965 高雄市 鳳山區 陳永杰計程車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26巷9號
10966 高雄市 鳳山區 嗆格格麻辣燙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59之2號6樓
10967 高雄市 鳳山區 野菜博士 高雄市鳳山區誠平路150號一樓
10968 高雄市 鳳山區 JOJO 高雄市鳳山區誠愛路49號
10969 高雄市 鳳山區 ㄚ傑的早餐店 高雄市鳳山區誠群街12號
10970 高雄市 鳳山區 Golden Rain 高雄市鳳山區誠義路321號
10971 高雄市 鳳山區 Q伯地瓜球 高雄市鳳山區過仁街88巷4號
10972 高雄市 鳳山區 五國真湯(過永店) 高雄市鳳山區過勇路15號
10973 高雄市 鳳山區 妮安Niean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路3鄰高鳳一路50號8樓
10974 高雄市 鳳山區 游手好鮮 高雄市鳳山區過雄街55巷57號7樓
10975 高雄市 鳳山區 陸藝茶具行 高雄市鳳山區過雄街55巷63號
10976 高雄市 鳳山區 芝芝愛漂亮 高雄市鳳山區漁村街64號
10977 高雄市 鳳山區 獨樂 花燥 高雄市鳳山區福安二街20巷39弄3號
10978 高雄市 鳳山區 能量馥活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福德街81號
10979 高雄市 鳳山區 銀波日式布丁專賣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91號1樓
10980 高雄市 鳳山區 沈筱淇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208號
10981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壼天然飲/冷泡茶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86之6號
10982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壼天然飲/冷泡茶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86之6號
10983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壼天然飲/冷泡茶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86之6號
10984 高雄市 鳳山區 富泉食品行(家樂福)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93-55號1樓
10985 高雄市 鳳山區 古早味老店好之鄉 高雄市鳳山區鳳北路22號
10986 高雄市 鳳山區 小嫻的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二街178號
10987 高雄市 鳳山區 貳壹玖夢想雞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路219號
10988 高雄市 鳳山區 家常便飯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路481號
10989 高雄市 鳳山區 御手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鳳明街3號
10990 高雄市 鳳山區 Home Cafe 兩光夫妻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400巷28號1樓
10991 高雄市 鳳山區 蘋果美甲 高雄市鳳山區鳳東路375號
10992 高雄市 鳳山區 巧園雪花冰果汁茶飲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東路557號
10993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紅茶冰(鳳松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64-2號
10994 高雄市 鳳山區 咘朗熊可麗餅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北市場1巷12號
10995 高雄市 鳳山區 里歐早餐店-鳳南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166號
10996 高雄市 鳳山區 楙濴國際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26號一樓
10997 高雄市 鳳山區 A3 Café 高雄市鳳山區鳳捷116號1樓
10998 高雄市 鳳山區 普吉島泰式按摩坊 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451巷22號
10999 高雄市 鳳山區 山櫻花精品小舖 高雄市鳳山區鳳燕2街125號
11000 高雄市 鳳山區 陳志賢計程車 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266號
11001 高雄市 鳳山區 沐晴美學 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55號
11002 高雄市 鳳山區 元果加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25號1樓
11003 高雄市 鳳山區 ACC Studio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9號(對面)
11004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5號
11005 高雄市 鳳山區 Hoters 義大利麵餐廳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7號
11006 高雄市 鳳山區 好夥伴咖啡-雙慈店 高雄市鳳山區雙慈街21號
11007 高雄市 鳳山區 SUNSAY抒嗜人文茶飲 高雄市鳳山區體育路10號
11008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山黑輪的店 高雄市鳳山區體育路33號
11009 高雄市 鳳山區 雞讚炸雞腿(鳳山店 ) 高雄市鳳山區體育路51號
11010 高雄市 鳯山區 里歐歐式早餐-三誠店 高雄市鳯山區三誠路69號
11011 高雄市 鳯山區 里歐歐式早餐-三誠店 高雄市鳯山區三誠路69號
11012 高雄市 鳯山區 簡單吃早午餐-大明店 高雄市鳯山區大明路176號
11013 高雄市 鳯山區 簡單吃早午餐-大明店 高雄市鳯山區大明路176號
11014 高雄市 鳯山區 日式丼咖哩 高雄市鳯山區中華街58-5號
11015 高雄市 鳯山區 日式丼咖哩 高雄市鳯山區中華街58-5號
11016 高雄市 鳳山區 林紅茶專賣店-高雄甲智站 高雄市鳳山區甲智路228號
11017 高雄市 鳳山區 雞同鴨講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50巷42號1樓
11018 高雄市 鳳山區 古早時傳統豆花、甜品、冰品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5號
11019 高雄市 鳳山區 古早時傳統豆花、甜品、冰品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25號
11020 高雄市 鳳山區 Good G 炸雞 旗艦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303號
11021 高雄市 鳳山區 stage5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1號之E區櫃位
11022 高雄市 鳳山區 野好餐館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189巷31號
11023 高雄市 鳳山區 野好餐館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189巷31號
11024 高雄市 鳳山區 默沫手作飲品(鳳山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27號
11025 高雄市 鳳山區 懶人披薩雞排-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65號
11026 高雄市 鳳山區 双十八木職人茶飲-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8號
11027 高雄市 鳳山區 風雲肉夾饃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號
11028 高雄市 鳳山區 發現Music pub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1號1樓
11029 高雄市 鳳山區 木本鐵板燒(家樂福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2樓
11030 高雄市 鳳山區 育明眼鏡行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86號
11031 高雄市 鳳山區 魚魚家族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29巷15弄88號
11032 高雄市 鳳山區 iROO-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221-3號
11033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工協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里工協街37號1樓
11034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民里中崙路559號
11035 高雄市 鳳山區 惠香滷味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一路436號(大港超市旁)
11036 高雄市 鳳山區 桶一天下 高雄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491號
11037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鳳山中崙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40號
11038 高雄市 鳳山區 壹陸壹創意廣告社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76巷23號2樓
11039 高雄市 鳳山區 S&P Baking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81巷24之1號7樓
11040 高雄市 鳳山區 潮韓食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22號
11041 高雄市 鳳山區 石二鍋鳳山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261號1樓
11042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鳳山區農會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1號
11043 高雄市 鳳山區 芬黛絲美睫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542巷37號
11044 高雄市 鳳山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五甲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78號
11045 高雄市 鳳山區 御鮮品食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31號
11046 高雄市 鳳山區 萊客廚房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42號
11047 高雄市 鳳山區 萊客廚房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42號
11048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84號1樓
11049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84號1樓



11050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9號
11051 高雄市 鳳山區 鳳翊洋行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2號1樓
11052 高雄市 鳳山區 名家專業攝影社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34號
11053 高雄市 鳳山區 隆美窗簾_高雄五甲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29號1樓
11054 高雄市 鳳山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86號1樓
11055 高雄市 鳳山區 iROO-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10號
11056 高雄市 鳳山區 魚魚家族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291號
11057 高雄市 鳳山區 包好吃Bao House創意刈包-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一路30-13號
11058 高雄市 鳳山區 Rainie 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一路30之13號2樓
11059 高雄市 鳳山區 呷蕙ㄍ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里五甲三路29號1樓
11060 高雄市 鳳山區 泰安藥局 高雄市鳳山區仁愛路6-1號
11061 高雄市 鳳山區 YES.MY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232巷28號
11062 高雄市 鳳山區 弘爺漢堡-文化西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72號
11063 高雄市 鳳山區 Parlare Coffee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7號
11064 高雄市 鳳山區 迪卡儂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大潤發旁)
11065 高雄市 鳳山區 凱馳 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安街15號
11066 高雄市 鳳山區 貝特覓-文中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忠街286號
11067 高雄市 鳳山區 {isagi}意思集 高雄市鳳山區文教路11巷1號
11068 高雄市 鳳山區 麥味登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東街1號
11069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青年路2段201-2號
11070 高雄市 鳳山區 晶靚車體美學 高雄市鳳山區文福里澄清路292號
11071 高雄市 鳳山區 SUBWAY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81號
11072 高雄市 鳳山區 滷底撈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二段508號
11073 高雄市 鳳山區 澄清湖畔烤肉坊 高雄市鳳山區文樂街20號
11074 高雄市 鳳山區 Benefit健康餐盒 高雄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文衡路315號1樓
11075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赤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90號1樓
11076 高雄市 鳳山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文山店OD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85號
11077 高雄市 鳳山區 順億鮪魚專賣店高雄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85號
11078 高雄市 鳳山區 BiBiBa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93號
11079 高雄市 鳳山區 My Daily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193號
11080 高雄市 鳳山區 碁奇藝術事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48號
11081 高雄市 鳳山區 街頭咖啡文龍旗艦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720號
11082 高雄市 旗津區 街頭咖啡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33號
11083 高雄市 小港區 街頭咖啡漢民國小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61號
11084 高雄市 鳳山區 頑皮寶貝-文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83號
11085 高雄市 鳳山區 奇立斯-植萃淨酵錠-酵素*乳酸菌*纖維素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五街20號8樓
11086 高雄市 鳳山區 述古木耳飲 高雄市鳳山區北賢街288號11樓
11087 高雄市 鳳山區 述古木耳飲 高雄市鳳山區北賢街288號11樓
11088 高雄市 鳳山區 貝貝鮮海鮮燒烤 高雄市鳳山區平等路26號
11089 高雄市 鳳山區 夯。阿樺燒烤餐車 高雄市鳳山區甲智路118號
11090 高雄市 鳯山區 林紅茶專賣店-高雄甲智站 高雄市鳯山區甲智路228號
11091 高雄市 鳳山區 帶我去旅行(靜咖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71號
11092 高雄市 鳳山區 帶我去旅行(靜咖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71號
11093 高雄市 鳳山區 濰克早午餐-鳳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43號一樓
11094 高雄市 鳳山區 烏弄鳳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49號
11095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高雄鳳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79號1樓
11096 高雄市 鳳山區 熊廚 丼飯 鐵板蓋飯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28號
11097 高雄市 鳳山區 HYUNDAI-鳳山服務廠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25號
11098 高雄市 鳳山區 HYUNDAI-鳳山展示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27號
11099 高雄市 鳳山區 杜芳子古味茶鋪-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21號1樓
11100 高雄市 鳳山區 TTL鳳山營業所 高雄市鳳山區光華東路88號
11101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65號
11102 高雄市 鳳山區 聯成電腦-鳳山分校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81號2樓
11103 高雄市 鳳山區 聽寶助聽中心-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50號1樓
11104 高雄市 鳳山區 軍茶 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88號
11105 高雄市 鳳山區 07京城運動-SKECHERS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91號
11106 高雄市 鳳山區 雺·手作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95號1樓
11107 高雄市 鳥松區 味鮮小卷米粉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46-50號
11108 高雄市 鳳山區 健人餐廚(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6號
11109 高雄市 鳳山區 禾莊日式料理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一路190號
11110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52號
11111 高雄市 鳳山區 老牌羊肉 高雄市鳳山區善志街41號
11112 高雄市 鳳山區 杏韻耳手作飲品 高雄市鳳山區府前路34號
11113 高雄市 鳳山區 松花精品個人鍋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一段85號1樓
11114 高雄市 鳳山區 松花精品個人鍋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光復路一段85號1樓
11115 高雄市 鳳山區 阿亮香雞排(府前店) 高雄市鳳山區府前路31號1F騎樓
11116 高雄市 鳳山區 阿亮香雞排(府前店) 高雄市鳳山區府前路31號1F騎樓
11117 高雄市 鳳山區 杰式工坊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188號
11118 高雄市 鳳山區 木本鐵板燒(家樂福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91號
11119 高雄市 鳳山區 石二鍋五甲家樂福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91號2樓
11120 高雄市 鳳山區 HYUNDAI-武慶展示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226號
11121 高雄市 鳳山區 HYUNDAI-武慶服務廠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226號
11122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油條碼_武慶站_人工島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306號
11123 高雄市 鳳山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青年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291號1樓
11124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32號
11125 高雄市 鳳山區 日本豚匠-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67號1樓
11126 高雄市 鳳山區 日本豚將(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67號1樓
11127 高雄市 鳳山區 十二太極韓式鍋物拌飯（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03號
11128 高雄市 鳳山區 大苑子-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04號
11129 高雄市 鳳山區 阿政鵝肉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14號隔壁騎樓
11130 高雄市 鳳山區 阿政鵝肉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14號隔壁騎樓
11131 高雄市 鳳山區 胖老爹_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22號
11132 高雄市 鳳山區 石二鍋高雄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59號
11133 高雄市 鳳山區 蜀佬香麻辣鍋 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1號
11134 高雄市 鳳山區 宏佳騰智慧電車-鳳山青年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97號



11135 高雄市 鳳山區 iROO-高青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09號
11136 高雄市 鳳山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21號
11137 高雄市 鳳山區 弁丸家(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626號
11138 高雄市 鳳山區 馳加汽車服務中心 順成店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127號
11139 高雄市 鳳山區 木木江鳥衣谷-鳳山鳳翔店 高雄市鳳山區保義街89號
11140 高雄市 鳳山區 京典鮮魚湯(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信義街9號
11141 高雄市 鳳山區 喬賀屋肉串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102-2號1樓
11142 高雄市 鳳山區 瑋興專業車行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195號
11143 高雄市 鳳山區 麥味登鳳山南正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30號1樓
11144 高雄市 鳳山區 來初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73號
11145 高雄市 鳳山區 大王起司馬鈴薯 高雄市鳳山區南江街15號
11146 高雄市 鳳山區 LOHAS樂活眼鏡(南京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272號
11147 高雄市 鳳山區 碧南庄肉圓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292巷3號
11148 高雄市 鳳山區 煎餃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308巷1號
11149 高雄市 鳳山區 藍泉科技連鎖加水站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街25號
11150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高雄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07號
11151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51號1樓
11152 高雄市 鳳山區 50嵐_五甲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51號1樓
11153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鳳山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90號1樓
11154 高雄市 鳳山區 早迷鹿MORNING DEER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141之2號6樓(收件地址)
11155 高雄市 鳳山區 早迷鹿MORNING DEER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141之2號6樓(收件地址)
11156 高雄市 鳳山區 阿嬤的桂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483巷20號
11157 高雄市 鳳山區 帶我去旅行(靜咖啡英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英明路186號
11158 高雄市 鳳山區 帶我去旅行(靜咖啡英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英明路186號
11159 高雄市 鳳山區 新康手工饅頭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7號
11160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42號1樓
11161 高雄市 鳳山瑞 阿不拉紅茶專賣店-鳳山瑞春店 高雄市鳳山瑞春街16號(騎樓)
11162 高雄市 鳳山區 小魔女手作工房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45號
11163 高雄市 鳳山區 梁社漢排骨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24號
11164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34號1F
11165 高雄市 鳳山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 文山特區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31號1樓
11166 高雄市 鳳山區 君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一段11號
11167 高雄市 鳳山區 尋早早餐 高雄市鳳山區合作街51號
11168 高雄市 鳳山區 尋早早餐 高雄市鳳山區合作街51號
11169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廚房（曹公店）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14-7號一樓
11170 高雄市 鳳山區 晨間廚房（曹公店）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14-7號一樓
11171 高雄市 鳳山區 品格up臭豆腐鍋 (頂庄店) 高雄市鳳山區頂庄路180號
11172 高雄市 鳳山區 番茄村-鳳山頂庄店 高雄市鳳山區頂庄路281號
11173 高雄市 鳳山區 三記港式燒臘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79號
11174 高雄市 鳳山區 丹尼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427號
11175 高雄市 鳳山區 丹尼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427號1樓
11176 高雄市 鳳山區 小資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370號
11177 高雄市 鳳山區 666海鮮熱炒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515號對面
11178 高雄市 鳳山區 街頭咖啡(鳳山博愛店)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551號1樓
11179 高雄市 鳳山區 街頭咖啡 鳳山博愛店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551號1樓
11180 高雄市 鳳山區 Ja+美社 高雄市鳳山區富榮里林森路281號2樓
11181 高雄市 鳳山區 視角cool創意行銷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東二巷85號
11182 高雄市 鳳山區 真心餐盒廚坊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193號
11183 高雄市 鳳山區 城市漢堡-鳳山新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134號
11184 高雄市 鳳山區 拎北賣魚的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331巷12號
11185 高雄市 鳳山區 AMO Beauty Studio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9號
11186 高雄市 鳳山區 十兄弟綠豆湯-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192號對面高速公路涵洞
11187 高雄市 鳳山區 聯強電信聯盟鳳新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78號
11188 高雄市 鳳山區 拾玥拉麵(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0號
11189 高雄市 鳳山區 拾玥拉麵(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0號
11190 高雄市 鳳山區 清原芋圓-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60號1樓
11191 高雄市 鳳山區 嚇一跳早餐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26號1樓
11192 高雄市 鳳山區 嚇一跳早餐店 高雄市鳳山區瑞竹里瑞竹路26號1樓
11193 高雄市 鳳山區 嚇一跳早餐 高雄市鳳山區瑞竹路26號
11194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宅媽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249巷1號
11195 高雄市 鳳山區 禾田生技-鳳山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488號2樓
11196 高雄市 鳳山區 禾田生技-鳳山分公司（奶粉）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488號2樓
11197 高雄市 鳳山區 麻古茶坊-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245號
11198 高雄市 鳳山區 早安有喜-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69號
11199 高雄市 鳳山區 早安有喜(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69號1樓
11200 高雄市 鳳山區 麥味登鳳山誠智店 高雄市鳳山區誠智街1號1樓
11201 高雄市 鳳山區 臺灣眼視光專業店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里006鄰鳳頂路368號1樓
11202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廚小舖 高雄市鳳山區過埤路597號
11203 高雄市 仁武區 法米滋 法式手感爆米花 高雄市仁武區考潭里埤內巷98號1樓
11204 高雄市 鳳山區 Cheerful Crew 吃否 吃否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一街129號
11205 高雄市 鳳山區 Home Cafe 兩光夫妻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鳳東里中山東路400巷28號1樓
11206 高雄市 鳳山區 品格up臭豆腐鍋(鳳林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60號
11207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油條碼_鳳林站_人工島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91號
11208 高雄市 鳳山區 中油條碼_鳳頂站_人工島 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225號
11209 高雄市 鳳山區 永強保修 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391號
11210 高雄市 鳥松區 玄暘設計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97號
11211 高雄市 鳳山區 極炙炭烤 高雄市鳳山區憲政路42-1號
11212 高雄市 鳳山區 麵場小船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里自強二路116號1樓
11213 高雄市 鳳山區 水巷茶弄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46號
11214 高雄市 鳳山區 選澤ㄡˇ食坊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5號
11215 高雄市 鳳山區 上味珍餐飲部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1號
11216 高雄市 鳳山區 上味珍餐飲部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1號
11217 高雄市 鳳山區 碁奇藝術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文龍東路48號1樓
11218 高雄市 鳳山區 SUBWAY高雄輔英店 高雄市鳳山區鎮西里五權路160號
11219 高雄市 鳳山區 SUBWAY誠品高醫店 高雄市鳳山區鎮西里五權路160號



11220 高雄市 鳳山區 奇威車業 Vespa 高雄市鳳山區鎮東里中山東路43－1號
11221 高雄市 鳳山區 榛榛關東鍋 高雄市鳳山區鎮南街138號1樓
11222 高雄市 大寮區 可米清茶冰 高雄市大寮區八德路29號
11223 高雄市 大寮區 巷口宵夜點心-大發旗艦店 高雄市大寮區力行路105號
11224 高雄市 大寮區 春綢茶飲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村31鄰慈隆街169號5樓
11225 高雄市 大寮區 丸美章魚燒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路446號
11226 高雄市 大寮區 廟口獨家羊肉爐 高雄市大寮區大明街191號
11227 高雄市 大寮區 Mina studio 高雄市大寮區大智街190巷3號
11228 高雄市 大寮區 鎧新汽車 修。鈑金的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漢路432-6號
11229 高雄市 大寮區 一級讚將牛肉麵館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487號
11230 高雄市 大寮區 日順茶飲-高雄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811號
11231 高雄市 大寮區 夯胖鐵板麵包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883號
11232 高雄市 大寮區 CEO雞蛋仔 高雄市大寮區山頂路21-1號
11233 高雄市 大寮區 Km雞蛋糕 高雄市大寮區中?里民安街20號4樓
11234 高雄市 大寮區 快得貿易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路中興九巷4號
11235 高雄市 大寮區 富豪花生豬腳快餐便當 高雄市大寮區仁愛路48號
11236 高雄市 大寮區 Nick uncle古著小店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路10-1號13-4樓
11237 高雄市 大寮區 董女士古著商店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路10-1號13樓之4
11238 高雄市 大寮區 棋棋店 高雄市大寮區內厝路357號5樓
11239 高雄市 大寮區 夏朵中西式餐廚用品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06巷45號
11240 高雄市 大寮區 窣私廚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17號騎樓
11241 高雄市 大寮區 三萬有需要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39號
11242 高雄市 大寮區 小吃貨澎湖海鮮 高雄市大寮區民族路207巷5號
11243 高雄市 大寮區 小吃貨澎湖海鮮 高雄市大寮區民族路207巷5號
11244 高雄市 大寮區 旺旺水神大寮門市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3段1538號
11245 高雄市 大寮區 僕·燒鰻丼飯專門店 高雄市大寮區成功路45號
11246 高雄市 大寮區 營養三明治 高雄市大寮區成功路47號
11247 高雄市 大寮區 野原料理長 高雄市大寮區江山路124號
11248 高雄市 大寮區 周媽媽橙蜜香蕃茄 高雄市大寮區前庄路44號
11249 高雄市 大寮區 大埔鐵板燒-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9鄰鳳屏一路385號1樓
11250 高雄市 大寮區 鮮丼手作 高雄市大寮區琉球路25-7號
11251 高雄市 大寮區 女紅手作 高雄市大寮區翁園路432號
11252 高雄市 大寮區 老古鮮菇雞湯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375之9號
11253 高雄市 大寮區 老古鮮菇雞湯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375之9號
11254 高雄市 大寮區 芋見幸福大甲芋頭牛奶（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風林三路247巷77號(隔壁的服飾店)
11255 高雄市 大寮區 酷鳥窩家居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391號
11256 高雄市 大寮區 Make up girl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7之3號
11257 高雄市 大寮區 舊振南餅店-商務禮賓服務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298號
11258 高雄市 大寮區 日式超長薯條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90號
11259 高雄市 大寮區 肉肉栽培研究所 高雄市大寮區新一街223號
11260 高雄市 大寮區 剛剛好 高雄市大寮區新厝里新厝路33號
11261 高雄市 大寮區 足輕鬆 高雄市大寮區瑞祥街42巷8號2樓
11262 高雄市 大寮區 三元機車行 高雄市大寮區義和里鳳屏二路294號1樓
11263 高雄市 大寮區 小農柑仔店 高雄市大寮區義和路164號
11264 高雄市 大寮區 加賀千層大餅 餡多小餅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46號
11265 高雄市 大寮區 阿不拉紅茶-和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667號
11266 高雄市 大寮區 吳家紅茶冰(大寮萬丹店)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706號
11267 高雄市 大寮區 轟脆2號雞 高雄市大寮區鳳明路426-5號
11268 高雄市 大寮區 蘿莉亞精緻飾品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一路34巷7-21號
11269 高雄市 大寮區 85°C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204號
11270 高雄市 大寮區 志雄燒酒螺 花生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01巷163號
11271 高雄市 大寮區 PiPis Pizza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15-7號
11272 高雄市 大寮區 故鄉牛肉麵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25號
11273 高雄市 大寮區 茶芝飲中山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50號
11274 高雄市 大寮區 喝不喝鮮奶茶-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58號
11275 高雄市 大寮區 喝不喝鮮奶茶-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58號
11276 高雄市 大寮區 車匠工坊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96巷53號之1
11277 高雄市 大寮區 欣味香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670號
11278 高雄市 大寮區 簡單生活簡餐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398-12號
11279 高雄市 大寮區 簡單生活簡餐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398-12號
11280 高雄市 大寮區 吳家紅茶冰(潮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里華中南路198號
11281 高雄市 大寮區 品格臭豆腐鍋(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八德路48號
11282 高雄市 大寮區 晨間-高雄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里大寮路587號1樓
11283 高雄市 大寮區 麻古茶坊-高雄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山頂里鳳林三路747號
11284 高雄市 大寮區 369高雄計程車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342巷30號
11285 高雄市 大寮區 KH車業 高雄市大寮區至學路461-1號G棟
11286 高雄市 大寮區 HAND WAY 高雄市大寮區保德街202巷12-1號
11287 高雄市 大寮區 麻古茶坊-鳳屏店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鳳屏一路391號
11288 高雄市 大寮區 MACU-高雄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813號
11289 高雄市 大寮區 舊振南餅店-漢餅文化館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298號
11290 高雄市 大寮區 舊振南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298號
11291 高雄市 大寮區 YST嚴氏精裝 高雄市大寮區會社里011鄰力行路11號
11292 高雄市 鳳山區 鮮丼手作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92巷1號
11293 高雄市 大寮區 麻吉魚舖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二路890號
11294 高雄市 大寮區 清原芋圓(大發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290號
11295 高雄市 大寮區 喝萃道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70號
11296 高雄市 大寮區 全紅古早味紅茶-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60號
11297 高雄市 大寮區 嚐仙手工芋圓芋泥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74號
11298 高雄市 大寮區 TTL大寮營業所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7號
11299 高雄市 大寮區 斯朵利專業髮型 高雄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896之1號
11300 高雄市 大寮區 水窪碳烤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105號
11301 高雄市 大寮區 水窪碳烤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105號
11302 高雄市 大寮區 億進寢具-鳳屏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326號
11303 高雄市 大寮區 百分百寵物生活館-鳳屏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35號
11304 高雄市 大寮區 吳家紅茶冰(江山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二路98號



11305 高雄市 大寮區 天生銀家 高雄市大寮區潮平路16號
11306 高雄市 大寮區 邱麻麻專業鍋底 高雄市大寮區潮寮路168巷27號1樓
11307 高雄市 林園區 譁圓資訊社 高雄市林園區一心街11號
11308 高雄市 林園區 陳媽咪飯糰-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中芸村15鄰中芸三路25巷32號
11309 高雄市 林園區 高雄私立MERCY文理補習班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131號
11310 高雄市 林園區 七盞茶林園仁愛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173號1樓
11311 高雄市 林園區 敲咖啡-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216巷43號
11312 高雄市 林園區 白玉肉圓（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268巷19號
11313 高雄市 林園區 小誠故事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290號1樓
11314 高雄市 林園區 迷客夏milkshop-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57號
11315 高雄市 林園區 楊記烤鴨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34號
11316 高雄市 林園區 老鱸鰻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80號
11317 高雄市 林園區 阿亮香雞排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203號1樓
11318 高雄市 林園區 奶油麵包燒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225號
11319 高雄市 林園區 卡倪複合式飲品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231號
11320 高雄市 林園區 珊珊服飾 高雄市林園區文聖街21巷2號
11321 高雄市 林園區 蟹老闆溫州餛飩 高雄市林園區忠義一街16巷19號
11322 高雄市 林園區 五鮮級-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478號1樓
11323 高雄市 林園區 大港超市(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97號
11324 高雄市 林園區 怡心寶貝 高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248巷16號
11325 高雄市 林園區 Doris恩朵朵 高雄市林園區林內路2-5號
11326 高雄市 林園區 蘿拉美髮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171號
11327 高雄市 林園區 大港超市(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426號
11328 高雄市 林園區 上記蔬果汁店 高雄市林園區信義路6號
11329 高雄市 林園區 重雞來了碳烤雞排（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信義路92號
11330 高雄市 林園區 可可雅米巧克力工坊 高雄市林園區校前路6巷41號7樓
11331 高雄市 林園區 Cian Spa美容美體美學 高雄市林園區頂厝路50巷67號
11332 高雄市 林園區 小雨手作坊 高雄市林園區頂厝路50巷68弄1號
11333 高雄市 林園區 江南MM HairSalon 高雄市林園區港埔三路109巷14號
11334 高雄市 林園區 柒味湯包 高雄市林園區溪州一路218號
11335 高雄市 林園區 池活海產 高雄市林園區鳳芸路65號
11336 高雄市 林園區 迷客夏milkshop-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57號
11337 高雄市 林園區 昌平炸雞王 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221號
11338 高雄市 林園區 TTL林園營業所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一路122號
11339 高雄市 林園區 木法沙餐館 高雄市林園區王公路129號
11340 高雄市 林園區 街頭咖啡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田厝路116號1樓
11341 高雄市 林園區 小北百貨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12號
11342 高雄市 林園區 心喜手工茶-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46號
11343 高雄市 林園區 清原芋圓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89號
11344 高雄市 林園區 仧綠豆沙牛乳專賣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東路10號
11345 高雄市 林園區 麻古茶坊-高雄林園北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415號1樓
11346 高雄市 林園區 龔記香酥臭豆腐林園總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426號
11347 高雄市 林園區 MACU-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3號1樓
11348 高雄市 林園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99號1樓
11349 高雄市 林園區 魚之達人 高雄市林園區西溪路193巷5-9號
11350 高雄市 林園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2號
11351 高雄市 林園區 街頭咖啡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頂厝里田厝路116號1樓
11352 高雄市 林園區 甘乃滴冷泡飲-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溪州三路213號
11353 高雄市 林園區 百分百寵物生活館-鳳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鳳林路一段39號
11354 高雄市 鳥松區 瑪琦寵物美容 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南路12號
11355 高雄市 鳥松區 mmmmm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36-64號
11356 高雄市 鳥松區 再刺相遇雞蛋糕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36號1樓-16
11357 高雄市 鳥松區 芳城市餐廳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本館路279號1樓
11358 高雄市 鳥松區 芳城市餐廳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本館路279號1樓
11359 高雄市 鳥松區 首饌 鳥松外省麵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95-1號
11360 高雄市 鳥松區 品誠傢俱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322巷1-1號
11361 高雄市 鳥松區 巷口早午餐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7號
11362 高雄市 鳥松區 邁特羽球 高雄市鳥松區水管路2巷76-2號
11363 高雄市 鳥松區 淬自然 Natural Tea(本館店)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212號
11364 高雄市 鳥松區 正德文教高雄總院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44-8號
11365 高雄市 鳥松區 正德社福-高雄總院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44-8號
11366 高雄市 鳥松區 心點屋 高雄市鳥松區育英街129號
11367 高雄市 鳥松區 Fa Pin 高雄市鳥松區忠義路265號
11368 高雄市 鳥松區 十里荷塘自然釀造 高雄市鳥松區松埔北巷2之25號1樓
11369 高雄市 鳥松區 楊政浩 高雄市鳥松區金華街81巷35弄16號
11370 高雄市 鳥松區 小女人雲廚房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11-5號
11371 高雄市 鳥松區 新都釣蝦場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150-1號
11372 高雄市 鳥松區 新都釣蝦場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150-1號
11373 高雄市 鳥松區 米提食品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6號
11374 高雄市 鳥松區 膠滴滴。李花 高雄市鳥松區清華街本昌巷14-1號
11375 高雄市 鳥松區 YAMAHA-光宇車業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18號
11376 高雄市 鳥松區 SeSA洗衣吧(球場店)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73-5號
11377 高雄市 鳥松區 新記手工煎餃 高雄市鳥松區華美里華?三街2-1號
11378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圓山大飯店(OD)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11379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圓山大飯店(萬福廳)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11380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圓山大飯店(萬壽廳)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11381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圓山大飯店(大廳咖啡吧)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11382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圓山大飯店(秘境咖啡廳)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11383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圓山大飯店(花園廣場_烤肉派對)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11384 高雄市 鳥松區 雙醬咖哩-鳥松店 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南路19號1樓
11385 高雄市 鳥松區 大華土雞城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29之6號
11386 高雄市 苓雅區 福安鴨肉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2號前左五攤位
11387 高雄市 鳥松區 中油條碼_鳥松站_人工島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44-77號
11388 高雄市 鳥松區 50嵐_中正神農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54號1樓
11389 高雄市 鳥松區 弘爺漢堡-義昌店 高雄市鳥松區仁勇路169號



11390 高雄市 鳥松區 弘爺漢堡 義昌店 高雄市鳥松區仁勇路169號
11391 高雄市 鳥松區 蘇老爺手工健康本舖 高雄市鳥松區仁勇路181號
11392 高雄市 鳥松區 麻古茶坊-高雄本館店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192號
11393 高雄市 鳥松區 本館海鮮燒烤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439-6號
11394 高雄市 鳥松區 春正商行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72巷11-1號
11395 高雄市 鳥松區 春正商行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72巷11-1號
11396 高雄市 鳳山區 莎莎比薩/墨西哥捲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3號
11397 高雄市 鳥松區 進益沙發 高雄市鳥松區神農路245之1號
11398 高雄市 鳥松區 中油條碼_仁美站_人工島 高雄市鳥松區神農路370號
11399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圓山大飯店(客房) 高雄市鳥松區圓山路2號
11400 高雄市 鳥松區 雨利廚房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大埤路28號
11401 高雄市 鳥松區 雨利廚房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大埤路28號
11402 高雄市 鳥松區 冰心茶王冷飲店 高雄市鳥松區鳥松里文前路11號1樓
11403 高雄市 鳥松區 壹玖柒車業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197號
11404 高雄市 鳥松區 SUBWAY高雄正修店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學生餐廳C櫃位
11405 高雄市 鳥松區 吳家紅茶冰（仁美店）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55號
11406 高雄市 大樹區 初8，雞蛋糕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路498號(九曲國小對面)
11407 高雄市 大樹區 吳家紅茶冰(九大店)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路89號
11408 高雄市 大樹區 URJA原創手作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久堂路自強巷8號
11409 高雄市 大樹區 妤室茶典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復興街43號
11410 高雄市 大樹區 沁水堂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里復興街63-1
11411 高雄市 大樹區 王皓(多元計程車)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湖底1巷9之6號
11412 高雄市 大樹區 小纖女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街128巷17號
11413 高雄市 大樹區 恆發養蜂場 高雄市大樹區水安里中山路107號
11414 高雄市 大樹區 蜂巢氏 高雄市大樹區新鎮路13巷20號
11415 高雄市 大樹區 弘昇眼鏡(義守大學)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號(活動中心一樓)
11416 高雄市 大樹區 戀戀大樹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里新鎮路72號
11417 高雄市 大樹區 手機裡的菜市仔 高雄市大樹區九曲路50巷18弄9號
11418 高雄市 大樹區 靚魯味(大樹分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92號
11419 高雄市 大樹區 麻古茶坊-大樹農會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西路17號
11420 高雄市 大樹區 鳳荔源 高雄市大樹區水安里中山路3巷83弄31號
11421 高雄市 大樹區 中油條碼_九大站_人工島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114-20號
11422 高雄市 大樹區 吳家紅茶冰(九曲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博愛巷1弄19號
11423 高雄市 大樹區 Smile微笑美甲美睫 高雄市大樹區長春路84號
11424 高雄市 大樹區 義大遊樂世界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0號
11425 高雄市 大樹區 義大世界購物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2號
11426 高雄市 旗山區 黃宣義計程車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里12鄰和興街1之2巷2號
11427 高雄市 旗山區 微笑鐵板燒 高雄市旗山區大德里延平一路682號一樓
11428 高雄市 旗山區 睛好活力藥局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27號
11429 高雄市 旗山區 台青蕉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7號
11430 高雄市 旗山區 五鮮級-高雄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17號
11431 高雄市 旗山區 迷路。麋鹿糖藝鋪 高雄市旗山區永平街34-30號
11432 高雄市 旗山區 Beself男裝 高雄市旗山區永和里6鄰延平一路220巷10弄8號
11433 高雄市 旗山區 中油條碼_振裕站_人工島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115號
11434 高雄市 旗山區 旗山老街手搖地瓜球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七號
11435 高雄市 旗山區 枝仔冰城旗美店 高雄市旗山區旗屏一路96-6號
11436 高雄市 旗山區 巧倪美髮工作室 高雄市旗山區興中路108號
11437 高雄市 旗山區 旗山小佑佑雞蛋糕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72號
11438 高雄市 旗山區 1968夾心豆干 高雄市旗山區協和街14號一樓
11439 高雄市 旗山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 高雄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58號
11440 高雄市 旗山區 布哥廚坊池上弁當 高雄市旗山區花旗二路170巷90號1樓
11441 高雄市 旗山區 Coffee 修 高雄市旗山區湄州里7鄰中山路60之7號
11442 高雄市 旗山區 天然園生機樂活館 高雄市旗山區湄洲里9鄰中山路150號1樓
11443 高雄市 旗山區 TTL旗山營業所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一段146號
11444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小佑佑雞蛋糕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25號
11445 高雄市 美濃區 吳家紅茶冰 美濃中正店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一段78號
11446 高雄市 美濃區 吳家紅茶冰 美濃龍肚店 高雄市美濃區中華路58號
11447 高雄市 美濃區 希望樂活 高雄市美濃區民族路88-7號
11448 高雄市 美濃區 濃甜烘焙烘焙屋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209-1號
11449 高雄市 美濃區 92度半咖啡美濃號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三段11號
11450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泰百貨 高雄市美濃區祿興里中正路2段59號1樓
11451 高雄市 美濃區 Chimmuwa手織品 高雄市美濃區廣福街201號
11452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永盛無毒農產 高雄市美濃區龍山街97號
11453 高雄市 美濃區 如春茶飲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美中路100之1號
11454 高雄市 六龜區 多多鳥森林雜貨舖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尾庄47-2號
11455 高雄市 六龜區 李家蓮霧黑糖芭比 高雄市六龜區光復路263號
11456 高雄市 六龜區 輕風椰林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里三民路70號
11457 高雄市 內門區 卡爾波農莊 高雄市內門區土庫38之1號一樓
11458 高雄市 內門區 振宗藝術團 高雄市內門區中新2之3號
11459 高雄市 內門區 滿築蜂蜜屋 高雄市內門區木柵40之1號
11460 高雄市 內門區 大立生機食品 高雄市內門區木柵里木柵28-1號
11461 高雄市 內門區 野菜鄉 高雄市內門區南屏路107號
11462 高雄市 內門區 吉貓農場 高雄市內門區富田17之3號一樓
11463 高雄市 內門區 林師傅筵席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3鄰中正路97號
11464 高雄市 內門區 阿微姊 高雄市內門區二埔3之5號
11465 高雄市 杉林區 奧利佛隨手種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里內寮11之2號
11466 高雄市 甲仙區 Family雞蛋糕 高雄市甲仙區文化路78之2號
11467 高雄市 茂林區 一山沐多納咖啡屋 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巷6之6號
11468 高雄市 茂林區 馬樂工作室 高雄市茂林區萬山巷39-1號
11469 高雄市 茄萣區 美而好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茄萣區大發路30號
11470 高雄市 茄萣區 美而好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茄萣區大發路30號
11471 高雄市 茄萣區 臣 手作高山冷泡茶飲 高雄市茄萣區大發路91號
11472 高雄市 茄萣區 頤饞牛排 高雄市茄萣區忠孝街73號
11473 高雄市 茄萣區 蘇蘇手作幼兒園 高雄市茄萣區金鑾路77號
11474 高雄市 茄萣區 興達港歐董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茄萣區建民街105號



11475 高雄市 茄萣區 TEA’S原味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里民治路260號1樓
11476 高雄市 茄萣區 興達港玲姐姐小卷海產批發 高雄市茄萣區大發路(興達港魚市)
11477 高雄市 茄萣區 麥味登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280號1樓
11478 高雄市 左營區 迷乳酪烘焙屋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迷乳酪烘焙屋
11479 高雄市 鹽埕區 枝仔冰城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化里大勇路8-2號
11480 高雄市 旗山區 枝仔冰城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9號
11481 高雄市 新興區 石光見火焰骰子牛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4號
11482 高雄市 楠梓區 咕嘰咕嘰早午餐-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70之5號
11483 高雄市 楠梓區 1718創意拉麵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後昌新路16號
11484 高雄市 鼓山區 SurfAce Apparel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3號-1樓
11485 高雄市 新興區 山打努流行女鞋 高雄市新興區裕誠路420號
11486 高雄市 三民區 勁饗食手工刀切麵-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42號
11487 高雄市 苓雅區 國民百貨行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63-13號
11488 高雄市 鼓山區 大素園蔬食手路菜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39號
11489 高雄市 左營區 魯皇四川麻辣燙-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82號
11490 高雄市 三民區 魯皇四川麻辣燙-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00號
11491 高雄市 三民區 黃燜雞米飯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34號
11492 高雄市 楠梓區 將太壽司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93號
11493 高雄市 三民區 勁饗食手工刀切麵-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71號
11494 高雄市 苓雅區 勁饗食手工刀切麵-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2-6號
11495 高雄市 新興區 桶一天下大昌店 高雄市新興區大昌二路518號
11496 高雄市 左營區 文自店呷尚寶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462號
11497 高雄市 新興區 阿爆小舖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2路143巷42號2樓
11498 高雄市 小港區 0 高雄市小港區店鳳街84號
11499 高雄市 苓雅區 Amen愛美美學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53巷22號
11500 高雄市 苓雅區 85海角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5號12樓之43
11501 高雄市 左營區 有倫義大利麵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57號4樓
11502 高雄市 左營區 0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3排181號
11503 高雄市 左營區 貴客利QQ番薯椪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57號4樓
11504 高雄市 鼓山區 花枝燒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後排907號
11505 高雄市 前鎮區 狩壽司 高雄市前鎮區瑞發街39號
11506 高雄市 苓雅區 戰鬥雞(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34號(騎樓)-戰鬥雞-苓雅店
11507 高雄市 左營區 戰鬥雞(瑞豐夜市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三排163號
11508 高雄市 苓雅區 轉轉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永定街133號
11509 高雄市 苓雅區 波特立民宿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164號
11510 高雄市 苓雅區 0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51巷
11511 高雄市 三民區 秘境13民宿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101號
11512 高雄市 左營區 搖滾披薩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27號
11513 高雄市 苓雅區 搖滾披薩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1之5號
11514 高雄市 鳳山區 搖滾披薩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500號
11515 高雄市 鼓山區 建保海洋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48號
11516 高雄市 苓雅區 鍋燒麵 高雄市苓雅區河北路林靖攤販集中場20號
11517 高雄市 苓雅區 觀音素食 高雄市苓雅區河北路林靖攤販集中場12號
11518 高雄市 前金區 Penny半永久紋繡美學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61號9樓之2
11519 高雄市 三民區 老大百貨行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221號
11520 高雄市 三民區 t2r老大房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73號
11521 高雄市 前鎮區 LAPUZ．樂舖子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2號6樓之20
11522 高雄市 苓雅區 品仁薏仁大王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20號
11523 高雄市 苓雅區 水餃大王 高雄市苓雅區苓中路170號4樓
11524 高雄市 苓雅區 盛記滷味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市場82號
11525 高雄市 小港區 吳記鍋燒 高雄市小港區松信路22巷9號
11526 高雄市 苓雅區 南台灣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26號
11527 高雄市 苓雅區 無限茶飲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14號
11528 高雄市 苓雅區 采色冷飲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57巷1號
11529 高雄市 新興區 巷口宵夜點心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24號
11530 高雄市 左營區 花媽日本雜貨小舖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89號
11531 高雄市 左營區 咖啡瓦舍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127攤位)
11532 高雄市 小港區 金府麥味登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41號
11533 高雄市 鹽埕區 老耄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08號2樓
11534 高雄市 左營區 余家湯包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一排後段
11535 高雄市 新興區 Mr.TK 高雄市新興區三多四路40巷2號
11536 高雄市 前鎮區 阿不拉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九街後段
11537 高雄市 左營區 老店迷你土雞鍋-立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店167號
11538 高雄市 鳳山區 狠月亮蝦餅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10巷22-2號
11539 高雄市 前鎮區 甄瑑客制化T恤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157號3樓
11540 高雄市 前鎮區 PoPobibi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一排後段
11541 高雄市 苓雅區 潘記天津蔥抓餅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22之1號
11542 高雄市 左營區 Folie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三排前段
11543 高雄市 三民區 艾尚妮美學館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41巷33號
11544 高雄市 鳳山區 青年拼圖 高雄市鳳山區北文街127號
11545 高雄市 三民區 幸福食光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211號
11546 高雄市 新興區 大眾通訊帽子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9號騎樓
11547 高雄市 鹽埕區 淳創皂工坊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駁二市集第二排後段
11548 高雄市 三民區 黑茶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42號1樓
11549 高雄市 三民區 鼎金機車精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79號
11550 高雄市 鼓山區 馥餘子 世界烏魚子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瑞豐夜市
11551 高雄市 前鎮區 手美手作坊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前段
11552 高雄市 左營區 D carzy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553 高雄市 左營區 VOLA 高雄市左營區重平路15號7樓之2
11554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57號
11555 高雄市 左營區 芋頭樂園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78號騎樓
11556 高雄市 鹽埕區 鄭舜齡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141巷3號6樓-5
11557 高雄市 左營區 碩哥炙燒骰子牛松阪豬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九排前段
11558 高雄市 新興區 0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96-2號
11559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三排中段



11560 高雄市 前鎮區 達原良生活小舖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中段
11561 高雄市 前鎮區 寶哥小卷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里18鄰衙竹一街45號
11562 高雄市 鳳山區 HOME 唱歌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93號14樓
11563 高雄市 左營區 Queen 925 純銀飾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三排中段
11564 高雄市 鳥松區 金門一條根 高雄市鳥松區坔埔里25鄰埔智街1號
11565 高雄市 三民區 吉時樂自助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86號
11566 高雄市 鳳山區 MSWS 高雄市鳳山區光明路151號騎樓
11567 高雄市 苓雅區 劉家餡餅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1568 高雄市 新興區 K.M韓日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190號10樓之2
11569 高雄市 鳳山區 泰式妖精料理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一路248巷19號
11570 高雄市 前鎮區 探索者創意軍品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個體市集第三排中段
11571 高雄市 苓雅區 懶人披薩雞排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5號
11572 高雄市 三民區 力羽美羽球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76號1樓
11573 高雄市 前鎮區 蔥爆炸魷魚 蚵仔酥 高雄市前鎮區鎮昌里10鄰鎮原街23巷35之1號
11574 高雄市 前鎮區 國城手機配件 高雄市前鎮區隆昌街16巷2號
11575 高雄市 新興區 HATChaoo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87號
11576 高雄市 左營區 馬克塔羅牌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五排中段
11577 高雄市 左營區 蒜香豆干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二排133號
11578 高雄市 旗津區 樺海產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樓32倉
11579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橫排
11580 高雄市 旗津區 萬豐海洋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中華里7鄰旗津三路908巷9號
11581 高雄市 旗津區 NULL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對面
11582 高雄市 左營區 大滷哥-特調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9號
11583 高雄市 新興區 H2Co3氣泡飲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4號
11584 高雄市 三民區 龍泉蔬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35號
11585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76號1樓
11586 高雄市 三民區 小鮮鹹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52號
11587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十五排前段
11588 高雄市 三民區 粥鮮海鮮粥 高雄市三民區千歲里1鄰建國三路437號八樓之3
11589 高雄市 前金區 Jing Yan 服飾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27號
11590 高雄市 前鎮區 甘草芭樂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東街19號
11591 高雄市 旗津區 NULL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22號
11592 高雄市 旗津區 佳豪海洋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安住巷7-2號
11593 高雄市 楠梓區 0 高雄市楠梓區久昌街23巷12弄1號3樓-1
11594 高雄市 三民區 米鹿創意手調飲品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46號
11595 高雄市 三民區 小上海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里7鄰建興路56巷20號
11596 高雄市 苓雅區 同心圓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1597 高雄市 前鎮區 蜻蜓把拔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11598 高雄市 左營區 衣淇鮮奶麻糬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46鄰孟子路189巷59號十三樓
11599 高雄市 三民區 吃飯店蓮霧攤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豐年街201號騎樓
11600 高雄市 前鎮區 滷味哥櫥窗滷味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11601 高雄市 旗津區 金牌阿妹海洋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02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明洗衣店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8號
11603 高雄市 前鎮區 行李箱包包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巷26號6樓之2
11604 高雄市 前鎮區 許家炸蛋蔥油餅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232號騎樓
11605 高雄市 鳳山區 亞洲衛星計程車TDJ0887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里13鄰新康街16巷1號
11606 高雄市 前鎮區 帆龍商店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跳蚤市場第四排後段
11607 高雄市 鳳山區 戀戀風情鞋品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里24鄰六法街13號
11608 高雄市 旗津區 冰冰春捲冰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72號
11609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520號
11610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前段
11611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46號
11612 高雄市 三民區 傑樂膜藝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71號
11613 高雄市 三民區 反刺青理髮部 高雄市三民區中庸街1-1號
11614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216號1樓
11615 高雄市 楠梓區 手作功夫茶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54號
11616 高雄市 鳳山區 七里香茶葉蛋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9鄰武營路134巷38號
11617 高雄市 鼓山區 T.A.D.BURGER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7號7-11前攤車
11618 高雄市 前鎮區 熊仔的店 大腸包小腸 高雄市前鎮區竹內里4鄰富樂街32巷6號
11619 高雄市 鳳山區 幸福台灣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43號
11620 高雄市 前金區 Samme seleet studio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街161之1號1樓
11621 高雄市 左營區 Luca 瑞豐2F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70號
11622 高雄市 前金區 邑弄髮型美學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194巷1號
11623 高雄市 前鎮區 K&C Accessory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11624 高雄市 三民區 嫻嫻精品百貨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45號5樓之3
11625 高雄市 新興區 LIZ MODE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42號
11626 高雄市 鹽埕區 HL 車體包膜工坊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254-1號
11627 高雄市 新興區 夜滷味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
11628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三排191號
11629 高雄市 左營區 鬲离咖啡館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街253號
11630 高雄市 旗津區 真好呷海洋休閒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31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3號
11632 高雄市 左營區 德藝小築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96號
11633 高雄市 苓雅區 柳哥臭豆腐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1634 高雄市 三民區 鮮聚海產粥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62號
11635 高雄市 小港區 禾道-手工甜點 高雄市小港區孔宅八路72號
11636 高雄市 新興區 幾米芭樂 高雄市新興區黃海街11號
11637 高雄市 前金區 品益合樂屋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67號
11638 高雄市 苓雅區 禮特服飾 高雄市苓雅區仁智街193號
11639 高雄市 旗津區 0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40 高雄市 旗津區 南北貨批發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41 高雄市 三民區 黑武藏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94號騎樓
11642 高雄市 旗山區 古早味柑仔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4號騎樓
11643 高雄市 旗津區 0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44 高雄市 新興區 東港木瓜牛奶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里28鄰六合一路55之6號七樓之2



11645 高雄市 前鎮區 保溫杯 電扇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六街後段
11646 高雄市 鹽埕區 走好運 Being in luck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小人類市集第三排中段
11647 高雄市 三民區 愛嬌姨水果 高雄市三民區同德里6鄰民族一路63巷36號
11648 高雄市 左營區 根津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60號
11649 高雄市 鳳山區 蘋果童裝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里28鄰文仁街77號十四樓
11650 高雄市 左營區 璞十茶鋪 高雄市左營區新榮街163號
11651 高雄市 前鎮區 永月冰品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89號
11652 高雄市 前鎮區 空包蛋星星雞蛋仔青年夜市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206巷5號4樓
11653 高雄市 前鎮區 超強吸水毛浴巾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五街後段
11654 高雄市 三民區 豆乳雞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里13鄰鼎強街73之2號12樓
11655 高雄市 前鎮區 LA 童裝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228號7樓
11656 高雄市 前鎮區 于宸的雜貨店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一排後段
11657 高雄市 三民區 呦活力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華德街52號1樓
11658 高雄市 旗津區 我的創意主題貝殼工坊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59 高雄市 鳳山區 雷姆動漫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7號
11660 高雄市 旗津區 好醋多水果醋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61 高雄市 鳳山區 308食堂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70巷6號
11662 高雄市 旗津區 0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63 高雄市 旗津區 千享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51攤
11664 高雄市 旗津區 0 高雄市旗津區安樂巷232之2
11665 高雄市 前鎮區 青年牛排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首街前段
11666 高雄市 前鎮區 小美兒賣衣趣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六街後段
11667 高雄市 旗津區 茗城二店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68 高雄市 旗津區 0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69 高雄市 小港區 兄弟倆食堂 高雄市小港區店北路58號
11670 高雄市 大寮區 禾亞3C配件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村72鄰明德路12巷9號八樓
11671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9號
11672 高雄市 鳳山區 正牌豆乳雞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62-1號
11673 高雄市 左營區 喵橘子的兔耳朵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ㄧ排中段
11674 高雄市 前鎮區 小秝紅茶冰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十街中段
11675 高雄市 三民區 草弄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54號
11676 高雄市 苓雅區 MiMi童裝世界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220巷15號2樓
11677 高雄市 新興區 野餐計畫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348號
11678 高雄市 鼓山區 南美黑叔叔異國手作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三路5號十二籃主題市集第三排中段
11679 高雄市 前鎮區 Angela is Boutique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個體市集第二排後段
11680 高雄市 旗津區 茗城海洋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81 高雄市 鳳山區 囝仔時古早味紅茶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92巷107弄28號
11682 高雄市 旗津區 佳豪海洋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683 高雄市 三民區 捏東捏西手創黏土 高雄市三民區泰康街79號
11684 高雄市 前鎮區 尚記土窯雞腿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三街前段
11685 高雄市 鼓山區 找到你們死而無憾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三路5號十二籃主題市集第二排中段
11686 高雄市 前鎮區 欣點炸熱狗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97巷19號
11687 高雄市 前鎮區 呼吸Breathe 高雄市前鎮區瑞春路67號
11688 高雄市 大寮區 天香麻辣臭豆腐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路7巷16號
11689 高雄市 前鎮區 尚蜂豆乳雞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三街前段
11690 高雄市 左營區 木雕森林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7排376.377格
11691 高雄市 新興區 VIDA LOCA 威達洛卡刺青處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20巷2號
11692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84號
11693 高雄市 鳳山區 讚站佳品茶城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127號1樓
11694 高雄市 前鎮區 養生舖蓮藕茶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44號
11695 高雄市 前鎮區 章魚小丸子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一排前段
11696 高雄市 鳳山區 Angel 日韓港精品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688巷18號
11697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7號
11698 高雄市 前鎮區 Alice服飾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三街後段
11699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117號
11700 高雄市 前鎮區 Bula 小抽屜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701 高雄市 小港區 有間燒烤 高雄市小港區松山里3鄰松直街165號
11702 高雄市 鳳山區 愛可兒美學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頂新五街42號10樓
11703 高雄市 前鎮區 阿旋手工禮品小物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中段
11704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892號2樓
11705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892號2樓
11706 高雄市 前鎮區 許家蔥油餅 高雄市前鎮區衙國二街11巷2號
11707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10排後段
11708 高雄市 前鎮區 襪系腦闆娘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709 高雄市 左營區 共生 Symbiosis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710 高雄市 苓雅區 PINK BABY童裝屋 高雄市苓雅區漢昌街48號1樓
11711 高雄市 前鎮區 比得兔毛巾-襪子-浴巾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三排後段
11712 高雄市 左營區 鹿港王大腸蚵仔麵線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92號
11713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瑞豐夜市
11714 高雄市 左營區 JH-Thirteen-Flower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後段
11715 高雄市 前鎮區 傳奇皮匠工藝坊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跳蚤市場第三排中段
11716 高雄市 左營區 桃子有喜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717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第四排前段
11718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88-1號6樓
11719 高雄市 前鎮區 新曼谷涼拌青木瓜絲 高雄市前鎮區興仁里14鄰興陽街28巷8號
11720 高雄市 苓雅區 姿燕莎草本暖宮SPA館 高雄市苓雅區身修路37號6樓之2
11721 高雄市 前鎮區 比恩皮包-內褲-襪子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二排前段
11722 高雄市 鳳山區 茶詩集 高雄市鳳山區福興里6鄰福安一街159號
11723 高雄市 三民區 心之芋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0號
11724 高雄市 前鎮區 S_T_anything飾品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四排後段
11725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二排120攤
11726 高雄市 苓雅區 天澤日食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1號
11727 高雄市 左營區 湯川馬尺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前段
11728 高雄市 左營區 End of 20th Vintage Clothes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三排中段
11729 高雄市 三民區 Mimi love 編織鍊 高雄市三民區本揚里27鄰天民路13巷1弄19之3號



11730 高雄市 苓雅區 BEAR 高雄市苓雅區福地里25鄰武昌路138號五樓之4
11731 高雄市 旗津區 洪之家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732 高雄市 鳳山區 MandyQ 除色．美睫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88巷3弄1號
11733 高雄市 鹽埕區 安娜手作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小人類市集第二排中段
11734 高雄市 楠梓區 傳千里唐揚炸物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79號
11735 高雄市 鹽埕區 王廷子燒雞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06號5樓
11736 高雄市 楠梓區 NULL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79號2樓
11737 高雄市 左營區 Re rare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邊緣人市集第1排後段
11738 高雄市 三民區 熊熊可麗餅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11號
11739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740 高雄市 梓官區 0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村中正六街9號
11741 高雄市 前鎮區 羅胖子山東手工水餃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37號
11742 高雄市 新興區 晶彩 高雄市新興區德順街14號4樓
11743 高雄市 左營區 這里室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89號
11744 高雄市 大寮區 珍珠髮飾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42鄰勝利街3號
11745 高雄市 左營區 0 高雄市左營區天祥二路111巷26號
11746 高雄市 左營區 Momdream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747 高雄市 前鎮區 Q伯地瓜球 青年總店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312號
11748 高雄市 前鎮區 Hani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個體市集第二排中段
11749 高雄市 新興區 玩phone殼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1號
11750 高雄市 仁武區 散步森林 高雄市仁武區自由二路120號12樓-2
11751 高雄市 前鎮區 酷栗將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一排前段
11752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三排中段
11753 高雄市 前鎮區 大汗蒙古烤肉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一街中段
11754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25-1號
11755 高雄市 前鎮區 就是不一樣冷飲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四排後段
11756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三排前段
11757 高雄市 鹽埕區 凱薇小舖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雄店市集第二排中段
11758 高雄市 鳳山區 神農舖青草茶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33號
11759 高雄市 小港區 夏霏熱蠟美睫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81號2樓
11760 高雄市 左營區 Davina Faith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中段
11761 高雄市 前鎮區 阿照石頭玉米 高雄市前鎮區瑞文里6鄰瑞北路120巷36號
11762 高雄市 小港區 霞姐碳烤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175巷4弄35號
11763 高雄市 大社區 巧麗襪子專賣 高雄市大社區大吉路710巷76號
11764 高雄市 大寮區 快樂火鍋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里12鄰內坑路132號
11765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40號
11766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08號
11767 高雄市 三民區 Enter 襪子 內褲 高雄市三民區鼎強街514號11樓
11768 高雄市 新興區 Luca 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22號
11769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牌烤玉米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3號騎樓
11770 高雄市 燕巢區 丼來丼趣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9號樹德科大學生餐廳
11771 高雄市 大社區 草園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160號
11772 高雄市 前鎮區 好了啦紅茶冰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二排中段
11773 高雄市 新興區 嬌美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號1樓
11774 高雄市 旗津區 0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775 高雄市 三民區 彫夆紋身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71號
11776 高雄市 鹽埕區 comein happinessflower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小人類市集第二排中段
11777 高雄市 三民區 米鹿創意手調飲品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19號
11778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三排中段
11779 高雄市 鼓山區 魷大人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三排中段
11780 高雄市 前鎮區 Oh_Lady小可愛專賣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瑞北夜市第一排中段
11781 高雄市 旗津區 金牌阿三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782 高雄市 鳳山區 皇家麻油雞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293巷22號
11783 高雄市 大寮區 箴言髮飾品 高雄市大寮區風林四路70巷8號
11784 高雄市 三民區 161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37號
11785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第1排後段
11786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1號2樓
11787 高雄市 前鎮區 太郎雞蛋糕 高雄市前鎮區瑞田街99號
11788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90巷15弄14號
11789 高雄市 左營區 二樓國際精品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46號二樓
11790 高雄市 旗津區 金牌阿妹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791 高雄市 前鎮區 衣輩子中性服飾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二排中段
11792 高雄市 鳳山區 豪哥牛肉湯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80巷41號
11793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30號
11794 高雄市 苓雅區 9453 蚵仔煎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83巷2-1號2樓
11795 高雄市 旗津區 淓魚鬆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796 高雄市 鳳山區 Vivi美學工坊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47號2樓
11797 高雄市 鼓山區 一起韓米熱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3排189號)
11798 高雄市 鼓山區 NicocoDaily服飾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61號2樓
11799 高雄市 旗山區 H-Li寵物服飾眼鏡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82號騎樓
11800 高雄市 新興區 北月背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6號
11801 高雄市 旗津區 創意皮雕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渡船口前段
11802 高雄市 燕巢區 鞋墊專賣店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路593之1號騎樓
11803 高雄市 旗津區 來發海洋休閒食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3攤
11804 高雄市 前鎮區 阿昇活海鮮 高雄市前鎮區瑞南里瑞南街3巷11號
11805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二排131號
11806 高雄市 左營區 安格斯法式紅酒炙燒牛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二排中段
11807 高雄市 前鎮區 流行內衣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石津市場第三排中段
11808 高雄市 左營區 阿明哥現滷滷味瑞豐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12排前段
11809 高雄市 前鎮區 D WEI 手工皮革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810 高雄市 三民區 菲比私睫 高雄市三民區凱歌路279號
11811 高雄市 前鎮區 曾記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六街前段
11812 高雄市 前鎮區 銘揚新加坡叻沙麵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62號
11813 高雄市 小港區 Hello Sharon 高雄市小港區明聖街268號5樓
11814 高雄市 鹽埕區 Long D Accessory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雄店市集第二排中段



11815 高雄市 左營區 PP FISH魚米花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128號第三排177號
11816 高雄市 左營區 Double D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後段
11817 高雄市 前鎮區 eYeFans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2樓小人類市集中段
11818 高雄市 前鎮區 簡記豆干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四排後段
11819 高雄市 苓雅區 伊町站日式岩燒無骨雞腿排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118號
11820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33-1號
11821 高雄市 前鎮區 豚皇肋排麵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十街中段
11822 高雄市 前鎮區 玫瑰晶鑽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五街後段
11823 高雄市 前鎮區 阿明哥現滷滷味凱旋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一街前段
11824 高雄市 美濃區 射鏢招親 高雄市美濃區吉洋里15鄰吉安34號
11825 高雄市 大寮區 打火機 高雄市大寮區文化路66號
11826 高雄市 前鎮區 三番霜淇淋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八排後段
11827 高雄市 大寮區 不一樣滷鴨血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2段528號之1
11828 高雄市 前鎮區 燕巢芭樂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三街前段
11829 高雄市 大社區 Bowie&ken hair salon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64號
11830 高雄市 新興區 格雷先生手作茶飲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342號
11831 高雄市 鳳山區 馬馬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國光里25鄰國興街1巷9之2號
11832 高雄市 三民區 前鎮鴨頭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53號之2騎樓
11833 高雄市 鳳山區 水果粉圓 高雄市鳳山區武慶二路80巷41號
11834 高雄市 前鎮區 逐夢-烤餅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三排中段
11835 高雄市 鳳山區 鍋富城 高雄市鳳山區鎮南里8鄰南正二路123號
11836 高雄市 前鎮區 阿良涼圓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一排中段
11837 高雄市 鳳山區 遊戲公仔 高雄市鳳山區新武里12鄰武營路52巷54號
11838 高雄市 三民區 哈囉歐美精品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41號
11839 高雄市 鳳山區 鮮淬手作茶飲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68號4樓
11840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山海產惠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841 高雄市 鳳山區 韓味食足 高雄市鳳山區北門里15鄰立人街9巷2弄13號
11842 高雄市 前鎮區 易台鳳布娃娃設計工作室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後段
11843 高雄市 鹽埕區 石來運轉貳零壹柒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雄店市集第一排中段
11844 高雄市 鳳山區 吉吉香凍圓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79號20樓
11845 高雄市 大寮區 BB槍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三段17號
11846 高雄市 苓雅區 鬍鬚燒玉米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1847 高雄市 三民區 彫華刺青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路278號
11848 高雄市 鳳山區 南方飾賤客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60巷24弄10號
11849 高雄市 前鎮區 MENS男裝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三街後段
11850 高雄市 鳳山區 專業甘草芭樂 高雄市鳳山區文英里16鄰文衡路176號
11851 高雄市 前鎮區 MARS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一排後段
11852 高雄市 前鎮區 奶油麵包燒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三街中段
11853 高雄市 小港區 大眾鎖印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55巷11號
11854 高雄市 鳳山區 青年脆皮蚵仔煎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81巷23-1號5樓
11855 高雄市 楠梓區 派麗絲美甲美睫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56號5樓
11856 高雄市 左營區 Jazz Soul 皮革手作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後段
11857 高雄市 苓雅區 小雅衣鋪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44號
11858 高雄市 左營區 choice巧思手作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三排中段
11859 高雄市 大寮區 Lissa家飾精品小舖 高雄市大寮區昌隆街37號
11860 高雄市 鳳山區 洗鞋概念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37號
11861 高雄市 鹽埕區 NULL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6-1號
11862 高雄市 左營區 顥月義式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71號攤
11863 高雄市 楠梓區 美人御守日式美甲沙龍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路390巷16號
11864 高雄市 前鎮區 Rose衣櫥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三街後段
11865 高雄市 前鎮區 貴妃麻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11866 高雄市 左營區 i完美肌專業護理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670號2樓
11867 高雄市 前鎮區 衣奇樂一起Love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路1-19號5樓
11868 高雄市 左營區 Jangmi Accessory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前段
11869 高雄市 鳳山區 AJ Basic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261號
11870 高雄市 鳳山區 揪衣團女裝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71巷10號4樓
11871 高雄市 仁武區 茶韻籤紅茶冰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499-1號
11872 高雄市 苓雅區 茶總管紅茶冰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95之1號
11873 高雄市 左營區 阿爸ㄟ蒜香雞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3排中段
11874 高雄市 前鎮區 拉麵廣田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11875 高雄市 大寮區 天蠍座內衣 高雄市大寮區翁園路383號
11876 高雄市 左營區 花睫女神美睫紋繡學苑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29號2樓
11877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07號
11878 高雄市 前金區 優比服飾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76號1樓
11879 高雄市 鳳山區 J舖舖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73號
11880 高雄市 前金區 邑巷衣裳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194巷1號
11881 高雄市 鼓山區 A.A.J Hair Salon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41號
11882 高雄市 仁武區 cyberchut 高雄市仁武區新庄路151巷6號
11883 高雄市 鳳山區 可米清茶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88號
11884 高雄市 鳳山區 Molin莫琳舒壓按摩 高雄市鳳山區瑞和街38巷12號
11885 高雄市 左營區 Q伯地瓜球 高雄市左營區先鋒路317號
11886 高雄市 前鎮區 妞妞內衣褲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五街後段
11887 高雄市 左營區 WeWe Beauty Studio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62巷13號5樓
11888 高雄市 鳳山區 小雞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老爺里22鄰七聖街60巷34之4號
11889 高雄市 三民區 Nami hair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302號
11890 高雄市 新興區 Com Clothes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61號
11891 高雄市 鹽埕區 光點飾品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駁二市集第三排中段
11892 高雄市 前鎮區 酉記臭豆腐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11893 高雄市 三民區 上合家日式咖哩飯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90號
11894 高雄市 鳥松區 0 高雄市鳥松區球場路13號
11895 高雄市 左營區 沫非face studio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68號3樓
11896 高雄市 左營區 慢半拍雜貨鋪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邊緣人市集第二排中段
11897 高雄市 前鎮區 黃金酥炸魷魚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四街中段
11898 高雄市 鳥松區 Les Bonnes Crepes法式薄餅 高雄市鳥松區大昌路398巷10號
11899 高雄市 前鎮區 王品黃金魚蛋 高雄市前鎮區和豐街66號



11900 高雄市 三民區 食旅漫味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9號1樓
11901 高雄市 左營區 聚小舖熱壓吐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116巷18號(康橋羽球館)
11902 高雄市 三民區 錦衣味台北甜不辣 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96號
11903 高雄市 小港區 格子藍 1986 高雄市小港區明聖街268號五樓
11904 高雄市 三民區 旺福柑仔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497號
11905 高雄市 楠梓區 進發家-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66號
11906 高雄市 前鎮區 Supersell超級賣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勞工夜市第一排前段
11907 高雄市 仁武區 阿傑碳烤鮮蚵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之23號
11908 高雄市 鳳山區 適而易無痕掛勾 高雄市鳳山區鳳東里21鄰中山東路290巷79弄93號
11909 高雄市 左營區 法式紅酒炙燒牛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一排後段
11910 高雄市 左營區 國民甜食 小米甜甜圈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瑞豐夜市第2排中段
11911 高雄市 前鎮區 東山鴨頭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八街前段
11912 高雄市 前鎮區 梨花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913 高雄市 前鎮區 椰二奶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六排中段
11914 高雄市 鼓山區 新加坡美食叻沙麵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4排
11915 高雄市 鳳山區 清蒸螃蟹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254號
11916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瑞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614號
11917 高雄市 鳳山區 香煎鳥蛋 高雄市鳳山區大德里25鄰公園街369巷9號
11918 高雄市 前鎮區 大熊生活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二排中段
11919 高雄市 左營區 OHOH Studio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三排前段
11920 高雄市 鳳山區 雪花冰零食 高雄市鳳山區鎮北里4鄰北辰街98號
11921 高雄市 苓雅區 Lun 衣櫃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1922 高雄市 鼓山區 莫亞拉飛石板烤肉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229巷6號
11923 高雄市 苓雅區 Fun購放Go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52巷9號3樓
11924 高雄市 前鎮區 玉米芯球鮮奶脆皮甜甜圈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瑞北夜市第一排後段
11925 高雄市 鼓山區 甄妃 高雄市鼓山區裕民街126號8樓
11926 高雄市 前鎮區 逸品閣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927 高雄市 旗山區 真便宜手機配件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78號騎樓
11928 高雄市 前鎮區 福町關東煮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六街前段
11929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後段
11930 高雄市 三民區 侯家中式小廚便當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55號
11931 高雄市 鳳山區 莓果森林童裝小舖 高雄市鳳山區民生路31號
11932 高雄市 鳳山區 Hey小衣櫃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161號9樓
11933 高雄市 三民區 法可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445號騎樓
11934 高雄市 前金區 NULL 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一街42號
11935 高雄市 左營區 柒拾壹寵物手作零食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前段
11936 高雄市 左營區 常嚐油飯-飯湯專賣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12號騎樓
11937 高雄市 前鎮區 Dory 童裝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里15鄰崗山橫街120號
11938 高雄市 左營區 Lanfy Store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前段
11939 高雄市 旗津區 NULL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前段
11940 高雄市 鳳山區 小肥羊新疆羊肉串 高雄市鳳山區誠智里14鄰杭州西街157號
11941 高雄市 前鎮區 Hello 殼殼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1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942 高雄市 苓雅區 海味炸粿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5號騎樓
11943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十八度亞格炒冰捲 高雄市鳳山區合作街34巷40號
11944 高雄市 苓雅區 果燃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91號
11945 高雄市 新興區 豬豬冰淇淋 高雄市新興區裕誠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三排153號
11946 高雄市 旗津區 林媽媽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1947 高雄市 楠梓區 珍好佳香酥雞地瓜球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里43鄰安民街163號
11948 高雄市 三民區 CPH 藝紋名店 高雄市三民區恒豐街267號
11949 高雄市 三民區 薛彭正宗廣東腸粉 高雄市三民區春陽街228號
11950 高雄市 三民區 五星級冰品 高雄市三民區平等路83號
11951 高雄市 前金區 瑩仁小食堂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31號
11952 高雄市 前鎮區 鈉間鍋燒麵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街230號
11953 高雄市 三民區 888燻茶鵝·滷味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59號
11954 高雄市 三民區 早城活力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95號
11955 高雄市 苓雅區 尚好烤肉苓雅憲政店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42-2號
11956 高雄市 前金區 唯衣食堂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33號
11957 高雄市 三民區 大豐麵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568號
11958 高雄市 鼓山區 億粒烘焙坊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63號
11959 高雄市 鳳山區 風鳥堂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08號
11960 高雄市 新興區 媚力泊咖啡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95號1、2樓
11961 高雄市 三民區 有進糖果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82號
11962 高雄市 苓雅區 半島小酒館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29-1號
11963 高雄市 前鎮區 花現珠璣手作花藝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67號13樓
11964 高雄市 小港區 早安美芝城-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22-2號
11965 高雄市 前金區 十八味高級涼茶-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09-1號
11966 高雄市 鹽埕區 COCO Joe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9號
11967 高雄市 鹽埕區 野無境 高雄市鹽埕區必忠街229號
11968 高雄市 三民區 全紅古早味紅茶-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80号
11969 高雄市 左營區 掉落的季節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個體市集第一排中段
11970 高雄市 三民區 鮮茶道-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97號
11971 高雄市 前鎮區 職業駕駛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32巷2弄15號2樓
11972 高雄市 前鎮區 八方雲集（高雄英明店）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33號
11973 高雄市 鼓山區 八方雲集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10號1樓
11974 高雄市 大寮區 八方雲集(大寮輔英店)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學生B餐廳編號6之櫃位
11975 高雄市 三民區 0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351號
11976 高雄市 左營區 八森堂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巷2號
11977 高雄市 苓雅區 Air-flower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21巷5弄12號
11978 高雄市 前鎮區 Mr香蕉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22巷8號
11979 高雄市 大樹區 滴水坊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153號
11980 高雄市 鼓山區 小上海香酥雞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88號
11981 高雄市 鹽埕區 阿瘦皮鞋-鹽埕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2號
11982 高雄市 左營區 阿瘦皮鞋-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3號
11983 高雄市 小港區 阿瘦皮鞋-小港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78號
11984 高雄市 鳳山區 阿瘦皮鞋-鳳山三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5號



11985 高雄市 苓雅區 阿水伯紅茶牛奶高雄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69號1樓
11986 高雄市 新興區 創璟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62號
11987 高雄市 楠梓區 可可瑪異國服飾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187巷65號
11988 高雄市 鳳山區 金昌沉香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433巷25-1號
11989 高雄市 左營區 衣佳人服飾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08號1樓
11990 高雄市 楠梓區 茶自點餐廳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21號及23號
11991 高雄市 新興區 3C殿堂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03-3號
11992 高雄市 左營區 毛腳印 Fluffy Paws Studio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98號6樓之2
11993 高雄市 左營區 Nikki韓國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70號
11994 高雄市 鳳山區 0 高雄市鳳山區保生路132號
11995 高雄市 小港區 0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23號
11996 高雄市 左營區 NEW SHOP 欣殿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88號
11997 高雄市 新興區 圓仔堂包心粉圓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26號
11998 高雄市 鳳山區 綾 極緻美學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608號16F
11999 高雄市 三民區 豐美行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310號
12000 高雄市 新興區 CHUNCHUN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18號
12001 高雄市 鼓山區 Hoyo服飾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19號
12002 高雄市 大社區 0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75號
12003 高雄市 三民區 0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152號
12004 高雄市 鳳山區 貝詩沙龍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83號
12005 高雄市 楠梓區 0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20街165號
12006 高雄市 前金區 車中堡-高雄漢神百貨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66-1號B4F停車場
12007 高雄市 鳳山區 車中堡-鳳山家樂福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3F停車場
12008 高雄市 楠梓區 車中堡-楠梓家樂福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B1F停車場
12009 高雄市 前鎮區 車中堡-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789號4F停車場
12010 高雄市 三民區 車中堡-高雄悅誠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427號B2F停車場
12011 高雄市 左營區 好了啦紅茶冰 - 左營立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159號
12012 高雄市 鳳山區 0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26號B1(大東捷運站:矽聯科技)
12013 高雄市 苓雅區 桃媽小鋪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61號7樓之4
12014 高雄市 三民區 BUBBLE 茶‧鮮奶茶專賣鼎山家樂福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82-1號7樓
12015 高雄市 左營區 BUBBLE 茶‧鮮奶茶專賣中央公園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85號
12016 高雄市 三民區 翔美雪花冰-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879-1號
12017 高雄市 三民區 BUBBLE 茶‧鮮奶茶專賣巨蛋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166號10樓之1
12018 高雄市 苓雅區 雲花Kumobana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19號
12019 高雄市 鼓山區 瑞豐昌海鮮燒烤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28號(瑞豐夜市內攤位)
12020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28號(瑞豐夜市內攤販)
12021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28號(瑞豐夜市內攤位)
12022 高雄市 鼓山區 西瓜ㄚ姨木瓜牛奶大王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28號(瑞豐夜市內攤位)
12023 高雄市 楠梓區 常來鹽酥雞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47號
12024 高雄市 前鎮區 COZY CASA 格居生活 高雄市前鎮區武德街135巷24號
12025 高雄市 苓雅區 MAMAWAY-高雄鳳山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6之3號1樓
12026 高雄市 左營區 MAMAWAY-左營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69號
12027 高雄市 小港區 埃卡小港漢民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423號
12028 高雄市 鹽埕區 Dogwood earrings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DOGWOOD
12029 高雄市 鳳山區 Hen~可味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75號
12030 高雄市 前鎮區 0 高雄市前鎮區信強街3號
12031 高雄市 三民區 唯Phone廣場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101號
12032 高雄市 三民區 薪興電子專業PCB 高雄市三民區長明街269號
12033 高雄市 前金區 SERLANDO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11號16樓之一
12034 高雄市 鳳山區 正點幸福糖餅屋 高雄市鳳山區林森路159號
12035 高雄市 鼓山區 Apokeshop 阿婆K鵝專賣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85-4號
12036 高雄市 三民區 RUKO路過家居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22號
12037 高雄市 左營區 豆宅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19號
12038 高雄市 仁武區 蘇老爺花生麥芽糖 高雄市仁武區澄觀路1623號
12039 高雄市 新興區 億華國際 高雄市新興區灣中里莊敬路256-5號15樓
12040 高雄市 鳳山區 艾蜜莉美甲美睫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二路5號之3
12041 高雄市 鳳山區 0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61號
12042 高雄市 三民區 0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12043 高雄市 前金區 Dr.Eyelash美睫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194巷15號3樓
12044 高雄市 新興區 福甜雞蛋仔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號
12045 高雄市 鳳山區 番薯園碳烤地瓜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236號
12046 高雄市 楠梓區 小葉指子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188號10樓之7
12047 高雄市 左營區 飯桶貓鍋燒飯捲 高雄市左營區忠貞街90號
12048 高雄市 湖內區 Jo好購 高雄市湖內區長春一街119號
12049 高雄市 楠梓區 窩在這裡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56街127號11樓之1
12050 高雄市 大寮區 好好食壽司屋 高雄市大寮區前庄路52號
12051 高雄市 鳳山區 鮮榨果汁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81巷17之1號6樓
12052 高雄市 鳳山區 邱記10元（起）碳烤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25號A棟17樓之5號
12053 高雄市 三民區 碳烤一番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78號
12054 高雄市 三民區 郁好家海苔飯捲 高雄市三民區興隆街66號
12055 高雄市 新興區 玖號藝術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55號612室
12056 高雄市 三民區 豪傳說雞排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路482號
12057 高雄市 新興區 千品關東煮 高雄市新興區三多三路153號13樓之8
12058 高雄市 鳳山區 絲羽 DORA MARKET 高雄市鳳山區南榮路111號9樓
12059 高雄市 三民區 敘 catch up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53號
12060 高雄市 左營區 一碗小美好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ㄧ路167號
12061 高雄市 前鎮區 幸福涼麵屋 高雄市前鎮區和誠街105號
12062 高雄市 仁武區 踹踹看小火鍋大社店 高雄市仁武區華興街67號
12063 高雄市 苓雅區 鱸魚麵線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20巷16號
12064 高雄市 三民區 療癒甜甜圈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59號3樓
12065 高雄市 三民區 艾食飯糰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69之1號6樓之2
12066 高雄市 楠梓區 小么雞鹹水雞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600號
12067 高雄市 苓雅區 亞曼精品內衣 高雄市苓雅區建民路132號14樓之2
12068 高雄市 左營區 廣台香雞鴨莊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二路357號3樓之1
12069 高雄市 鳳山區 微笑檸檬香雞排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97之1號



12070 高雄市 三民區 胖老爹-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42之1號
12071 高雄市 鳳山區 肥仔仁肉燥飯 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516巷7號
12072 高雄市 三民區 津津美子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62號
12073 高雄市 大樹區 紅牛麵食坊久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178號
12074 高雄市 鳳山區 甜匠手做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79號
12075 高雄市 鳳山區 五甲肉圓 高雄市鳳山區龍成路10-1號
12076 高雄市 新興區 川渝涂家小面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48號
12077 高雄市 三民區 太上黃專業手扒雞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84號
12078 高雄市 左營區 脆皮甜甜圈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24號13樓
12079 高雄市 鼓山區 吉品屋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34號5樓之2
12080 高雄市 大寮區 手機殼玻璃膜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路四段137號
12081 高雄市 左營區 阿榮臭豆腐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4號
12082 高雄市 三民區 在相洪炒米粉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02巷2之1號
12083 高雄市 苓雅區 Q毛薑母鴨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73號9樓
12084 高雄市 苓雅區 MIKO MIKO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161號
12085 高雄市 仁武區 豆豆玲脆皮紅豆餅-文藻店 高雄市仁武區德新街83號
12086 高雄市 仁武區 只有蔥油餅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102巷1弄1號
12087 高雄市 前金區 古早味麻糬 高雄市前金區武強街49號
12088 高雄市 三民區 兩撇鍋燒 咖哩 高雄市三民區歸綏街36號
12089 高雄市 三民區 鑫銓烤地瓜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8號
12090 高雄市 鳳山區 春葉天然手作飲品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80號
12091 高雄市 左營區 旗魚黑輪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23號5樓
12092 高雄市 三民區 台南府城小上海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30號
12093 高雄市 三民區 林家古早味粉圓冰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66巷21號
12094 高雄市 大寮區 可佳數位影像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350號
12095 高雄市 鳳山區 57夯吉球(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11號
12096 高雄市 苓雅區 7Miro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72號
12097 高雄市 旗津區 胡椒手工魚麵 高雄市旗津區通山路44號
12098 高雄市 旗山區 佳軒園 高雄市旗山區中學路127號
12099 高雄市 美濃區 利常美濃肉圓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二段158號
12100 高雄市 林園區 烤玉米 高雄市林園區清水嚴路265巷7號
12101 高雄市 大樹區 藥燉排骨 高雄市大樹區九大路507號
12102 高雄市 苓雅區 密特先生漢堡排專賣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67號一樓
12103 高雄市 苓雅區 諾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311號
12104 高雄市 鼓山區 就愛蘋果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39號6樓
12105 高雄市 鳳山區 御選日式丼料理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88號
12106 高雄市 左營區 無餓不坐麵食館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8號
12107 高雄市 前鎮區 讚記港式臭豆腐 高雄市前鎮區天倫街78號
12108 高雄市 小港區 趙大蔬果攤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420號
12109 高雄市 仁武區 彩馨蘭坊 高雄市仁武區安樂二街117號
12110 高雄市 苓雅區 黑武藏十元壽司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41巷41號
12111 高雄市 前鎮區 樹麵屋拉麵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89號
12112 高雄市 旗山區 窯到外婆橋柴燒披薩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2段143巷3弄26號
12113 高雄市 前金區 姐妹鍋燒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3號8樓之2
12114 高雄市 楠梓區 自然美睫 高雄市楠梓區興泰街96號
12115 高雄市 鳳山區 今晚布咕單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5號
12116 高雄市 左營區 孫家雜貨 高雄市左營區重義路59號12樓
12117 高雄市 湖內區 艾莉絲沙龍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150號
12118 高雄市 鼓山區 小可愛姐姐衣鋪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351巷6號
12119 高雄市 梓官區 Webberger 高雄市梓官區赤崁東路182巷21之2號
12120 高雄市 左營區 高山茶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907號2樓
12121 高雄市 左營區 鼎豐牛雜 高雄市左營區中華一路3之3號
12122 高雄市 左營區 蒸氣花生-楠梓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59號九樓
12123 高雄市 三民區 手作便當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85號
12124 高雄市 前鎮區 Salie女海 高雄市前鎮區明道中街5號
12125 高雄市 苓雅區 相撲咖哩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36號
12126 高雄市 岡山區 Hen可味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西街8號
12127 高雄市 三民區 永利熱炒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10號
12128 高雄市 楠梓區 強強滾火鍋世家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77號
12129 高雄市 鼓山區 壹柒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25號
12130 高雄市 三民區 522素食藥膳麻辣滷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91巷12號
12131 高雄市 三民區 艾思冰茶 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28號
12132 高雄市 楠梓區 紅圓茶飲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18號
12133 高雄市 左營區 阿美水餃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38鄰民族一路1022號四樓
12134 高雄市 楠梓區 美味麵食館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36號
12135 高雄市 鳳山區 寶哥鐵板王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01號
12136 高雄市 新興區 志明一村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84號
12137 高雄市 鳳山區 鹹酥雞 高雄市鳳山區國富路1-3號
12138 高雄市 三民區 286串燒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96號
12139 高雄市 前鎮區 豪萊屋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南路349號5樓
12140 高雄市 阿蓮區 食究 高雄市阿蓮區民生路137號
12141 高雄市 仁武區 寶島水產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8巷六之八號
12142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治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431號之3
12143 高雄市 小港區 阿宏沙威瑪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31號
12144 高雄市 鳳山區 醬將好臭豆腐 高雄市鳳山區力行路37號
12145 高雄市 楠梓區 豆你開心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338-2號13樓
12146 高雄市 左營區 小精靈鹹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64之2號
12147 高雄市 苓雅區 浪漫婚禮屋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98巷24-3號
12148 高雄市 仁武區 來來黑輪 高雄市仁武區京中四街106巷21號
12149 高雄市 楠梓區 麻辣工坊軍校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23-1號
12150 高雄市 前鎮區 小日手作餅舖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63-1號
12151 高雄市 湖內區 神農本舖 高雄市湖內區福生四街1巷31號
12152 高雄市 鼓山區 老地方牛肉麵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379號16號
12153 高雄市 仁武區 王照家 高雄市仁武區大同一街59號
12154 高雄市 前鎮區 翔太滷味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76號



12155 高雄市 林園區 三和寢飾館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東路81巷275弄14號
12156 高雄市 鼓山區 小麵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7號
12157 高雄市 新興區 UK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5號
12158 高雄市 苓雅區 麻油雞麵線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20巷16號
12159 高雄市 三民區 68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26-6號
12160 高雄市 前鎮區 御麵館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81號
12161 高雄市 新興區 麻麻熊 高雄市新興區建國一路148號
12162 高雄市 左營區 燒烤酒場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65號
12163 高雄市 前鎮區 阿3酥皮雞蛋糕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506號11樓
12164 高雄市 大寮區 Ceo雞蛋仔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翁園路379號
12165 高雄市 仁武區 AI智能烤肉飯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69-10號
12166 高雄市 新興區 薇臻小舖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
12167 高雄市 路竹區 黃莊記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565巷19號
12168 高雄市 三民區 御廚膳品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97號
12169 高雄市 鳳山區 奈斯益智積木 高雄市鳳山區北文街127號
12170 高雄市 大寮區 傻師傅湯包 高雄市大寮區八德路39號
12171 高雄市 苓雅區 鍋貼江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2172 高雄市 三民區 麵 高雄市三民區信國路8號12樓
12173 高雄市 楠梓區 知味唐揚關東煮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西巷95巷28號
12174 高雄市 三民區 KAJU Gelato 高雄市三民區孝順街388號
12175 高雄市 鹽埕區 好記麻辣臭臭鍋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4號11樓之2
12176 高雄市 前鎮區 綠豆娘甜品湯廚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80號3樓之2
12177 高雄市 鼓山區 QQ蛋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二路20-1號
12178 高雄市 苓雅區 爆Q美式炸雞-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12號
12179 高雄市 三民區 57夯吉球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47鄰河堤路530之16號十樓
12180 高雄市 新興區 草祭鹹水雞 高雄市新興區建興里11鄰同愛街35巷32號
12181 高雄市 苓雅區 姑爺 蝦餅王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94號
12182 高雄市 三民區 豐圓小籠湯包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146號
12183 高雄市 三民區 涼冰心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84號
12184 高雄市 三民區 麵店(洪宗憲)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76巷7弄12號12樓
12185 高雄市 前鎮區 colorcolor愛寶貝 高雄市前鎮區長江街61號4樓
12186 高雄市 三民區 油雞匯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1號
12187 高雄市 路竹區 婷婷美容美工作室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222號
12188 高雄市 鳥松區 威王茶飲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49號
12189 高雄市 左營區 A++大腸麵線鳥松館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92號15樓
12190 高雄市 苓雅區 昭昭日本精品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45號
12191 高雄市 大寮區 金座服飾 高雄市大寮區自強街10號
12192 高雄市 仁武區 正好吃(松)鹽酥雞 文自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武里中正路51號
12193 高雄市 茄萣區 冰火菠蘿油 高雄市茄萣區港口路18號
12194 高雄市 岡山區 蔡文綺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岡山區民享路33巷1號4樓
12195 高雄市 前鎮區 食記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21號
12196 高雄市 燕巢區 旺福鍋燒 高雄市燕巢區中西路18-13號
12197 高雄市 旗津區 阿姐的店手工粉圓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5號
12198 高雄市 岡山區 天揚 高雄市岡山區壽華路100號
12199 高雄市 前金區 老德記港式公仔麵（楠梓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號9樓
12200 高雄市 鳳山區 公園旁蚵仔煎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17號
12201 高雄市 路竹區 小毅3c 高雄市路竹區竹西里17鄰中山路474巷12號
12202 高雄市 鳳山區 珈瑄牛排 高雄市鳳山區勝利南路7-1號
12203 高雄市 美濃區 吮糖冰品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217巷1號
12204 高雄市 三民區 想吃egg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87號
12205 高雄市 鳳山區 南台欽鱔魚麵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9號
12206 高雄市 左營區 微笑餐飲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517號
12207 高雄市 楠梓區 KaORu's accessory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17街31號
12208 高雄市 三民區 牛魔王牛排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59號
12209 高雄市 鼓山區 關東煮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102號10樓
12210 高雄市 左營區 棠郡麵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天路172號12樓之1
12211 高雄市 三民區 竹町小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延吉街39號
12212 高雄市 鳳山區 芊兒精品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華山街244號5樓
12213 高雄市 大寮區 小莫襪子內褲 高雄市大寮區琉球路16號
12214 高雄市 三民區 比歐波波法式甜點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79號
12215 高雄市 小港區 滋味鮮鹽酥雞 高雄市小港區德仁路77巷2號
12216 高雄市 鼓山區 虹芭樂 高雄市鼓山區樹德里10鄰鐵路街25巷17號
12217 高雄市 小港區 仁香鍋燒鍋物 高雄市小港區復華路76巷34號
12218 高雄市 鳳山區 烙餅小廚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289號
12219 高雄市 苓雅區 Amy kids 絲羽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88號
12220 高雄市 梓官區 艿艿舖 高雄市梓官區通港路135號
12221 高雄市 三民區 藍叔茶棧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7巷36號
12222 高雄市 大社區 療癒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48巷9號
12223 高雄市 三民區 莉諾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寧夏街1巷35之4號5樓
12224 高雄市 左營區 衣輩子中性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文天路205號
12225 高雄市 鳳山區 愛瘋速修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78號
12226 高雄市 鼓山區 66南洋風味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66號
12227 高雄市 楠梓區 CHUbby BABY 小胖鼻烘焙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426巷7號21樓
12228 高雄市 鳳山區 He & She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71號
12229 高雄市 苓雅區 瘋起司洋芋 高雄市苓雅區鼓中里20鄰自強三路120巷23號
12230 高雄市 三民區 擋未條烤玉米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66巷21號
12231 高雄市 新興區 拎杯手作茶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4之7號
12232 高雄市 前鎮區 各種飲品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47號
12233 高雄市 前鎮區 大亨牛排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二路57號
12234 高雄市 三民區 李記鹽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58號3樓
12235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卡洛沙龍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94號
12236 高雄市 仁武區 Q伯地瓜球 高雄市仁武區仁怡一街90巷20號
12237 高雄市 鳳山區 山中奇雞 高雄市鳳山區澄清路149巷15之2號
12238 高雄市 苓雅區 小豬的家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里21鄰廣州一街129之1號
12239 高雄市 苓雅區 光華豆花冷飲(陳涵卉) 高雄市苓雅區林興里20鄰三多二路293號八樓之1



12240 高雄市 左營區 哈茶品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687號
12241 高雄市 鳳山區 天堂茶痞 高雄市鳳山區三商街10號
12242 高雄市 左營區 華寧麻辣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95號
12243 高雄市 楠梓區 烤肉串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十街186號
12244 高雄市 新興區 鮮鹽堂鹽水雞南華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一路40號
12245 高雄市 鳥松區 就是茶 高雄市鳥松區華美村6鄰中山路23巷15號
12246 高雄市 新興區 艾生活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金門街111巷52號
12247 高雄市 前鎮區 Dan Dan red bean cake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812號
12248 高雄市 楠梓區 炸遍專家(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壽民路30巷1弄11-3號
12249 高雄市 大寮區 京阪神雞腿排 高雄市大寮區中庒路67號
12250 高雄市 湖內區 cato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298巷1弄3號
12251 高雄市 新興區 悅園雞肉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59-5號
12252 高雄市 左營區 蛙寶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德威街69號5樓
12253 高雄市 楠梓區 10元旗艦店 高雄市楠梓區中興里2鄰德中路92巷39號
12254 高雄市 鳳山區 古早味油飯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60巷30號
12255 高雄市 新興區 湘湘脆皮牛奶雞蛋糕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217號2樓
12256 高雄市 岡山區 可米清茶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路80之1號
12257 高雄市 楠梓區 The CHAIR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東街74號
12258 高雄市 三民區 好功夫燒臘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98號
12259 高雄市 鳥松區 蔗個鍋 平價鍋物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2-2號
12260 高雄市 旗津區 想不道的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665號
12261 高雄市 仁武區 呷尚好湯包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47號
12262 高雄市 小港區 地瓜達人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92號
12263 高雄市 小港區 本家水果行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127號
12264 高雄市 大社區 Sunny手工麻糬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125巷24号
12265 高雄市 苓雅區 張媽煎餃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54-2號
12266 高雄市 旗津區 香可兒白糖粿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297巷7號
12267 高雄市 苓雅區 絲羽童裝鋪-IGGY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189巷21號
12268 高雄市 鳳山區 不吃不可鹹水雞吉林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里14鄰勝利路103號8樓
12269 高雄市 旗津區 阿霞美食 高雄市旗津區安住巷117號
12270 高雄市 三民區 允鶴日本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197巷口
12271 高雄市 前鎮區 澄花子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南路231號
12272 高雄市 左營區 四方鮮乳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250號17樓
12273 高雄市 新興區 魔法3C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43號1樓
12274 高雄市 鼓山區 NEBULA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5之5號11樓
12275 高雄市 左營區 普樂棒壘精品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80號1樓
12276 高雄市 三民區 星攀戶外 高雄市三民區民孝路62號
12277 高雄市 仁武區 顏記清蒸一口肉圓 高雄市仁武區文館路100號
12278 高雄市 鼓山區 小仁泉 崇德店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455號11樓之1
12279 高雄市 前鎮區 沐恩精品咖啡屋 高雄市前鎮區民壽街41號
12280 高雄市 苓雅區 嘉輝燒肉飯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00號
12281 高雄市 三民區 手工拉麵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76巷7弄5-1號12樓
12282 高雄市 三民區 晶品印刷 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161號
12283 高雄市 三民區 三水關東煮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94號
12284 高雄市 楠梓區 鮮薏緣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2號
12285 高雄市 仁武區 阿卡廚房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203號
12286 高雄市 左營區 蒸氣花生-德賢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59號九樓
12287 高雄市 小港區 不吃不可鹹水雞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103號
12288 高雄市 左營區 韓吉 高雄市左營區東門路131巷2號4樓
12289 高雄市 大寮區 賀森高爾夫維修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82巷41號
12290 高雄市 仁武區 踹踹看小火鍋（建國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里華興建67號
12291 高雄市 楠梓區 Ray baby童衣舖 高雄市楠梓區安泰街10巷2號
12292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第一家鹽酥雞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86號
12293 高雄市 左營區 珍好佳鹽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文恩路124巷6號5樓之5
12294 高雄市 苓雅區 杰欣蒙古烤肉、鍋燒麵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301號
12295 高雄市 岡山區 米里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43號
12296 高雄市 苓雅區 郭嘉義火雞肉飯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6號
12297 高雄市 前鎮區 特百惠專賣店 高雄市前鎮區籬仔內路90號
12298 高雄市 鳳山區 藍水瓶早午餐 高雄市鳳山區南光街227號
12299 高雄市 苓雅區 14克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53巷6號2樓
12300 高雄市 左營區 蒸饡蒸餃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20號
12301 高雄市 鳥松區 Ryan Shop 高雄市鳥松區松竹街108-1號
12302 高雄市 鳳山區 慢活甜品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83號
12303 高雄市 三民區 文湯武醬 (三民義華城)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20號
12304 高雄市 苓雅區 上也日式咖哩飯 高雄市苓雅區一路267號
12305 高雄市 三民區 菲比溫度手作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209巷3號7樓之2
12306 高雄市 湖內區 董元豪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105巷2弄3號11樓之3
12307 高雄市 三民區 雀兒柏小姐 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80號3樓A11
12308 高雄市 鳳山區 清新洗衣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66之10號
12309 高雄市 三民區 楊記溪湖羊肉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104號
12310 高雄市 前金區 旺角港式臭豆腐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3號
12311 高雄市 左營區 高田鬆餅屋 高雄市左營區榮耀街36號
12312 高雄市 左營區 里可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和光街164號
12313 高雄市 美濃區 幸福食堂古早麵 高雄市美濃區福美路67號
12314 高雄市 前鎮區 魔髮屋 高雄市前鎮區和誠街105號
12315 高雄市 前鎮區 張清坤計程車 高雄市前鎮區鎮東一街304巷30之58號
12316 高雄市 三民區 明明香腸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79巷4號
12317 高雄市 三民區 手工洗車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28號8號
12318 高雄市 鼓山區 粽子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45巷12弄43號
12319 高雄市 楠梓區 一番族美食屋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54號
12320 高雄市 左營區 NaNa手作烘培屋 高雄市左營區美賢街30號
12321 高雄市 美濃區 小豬咖啡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86號
12322 高雄市 左營區 啡常好喝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39號
12323 高雄市 左營區 韓式起司蛋中蛋 高雄市左營區元帝路121巷6號
12324 高雄市 左營區 阿力香雞排_文學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767號



12325 高雄市 楠梓區 紅茶幫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88號
12326 高雄市 大寮區 幸運草早午餐冷飲店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98號
12327 高雄市 鳳山區 顏家涼品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69號
12328 高雄市 大寮區 好食光飯糰 高雄市大寮區八德路89號
12329 高雄市 楠梓區 豚將建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69號
12330 高雄市 大寮區 美佳樂炸雞翅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105巷24弄61號6樓
12331 高雄市 鼓山區 水果專賣 高雄市鼓山區華安街53巷17號
12332 高雄市 旗山區 潘潘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193巷7號
12333 高雄市 左營區 梖喏早午餐 高雄市左營區大立路155號
12334 高雄市 湖內區 米里湖內店 高雄市湖內區信義路167巷3號
12335 高雄市 苓雅區 陳郁嵐服飾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67之2號9樓之3
12336 高雄市 左營區 起聰小玩意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715號2樓
12337 高雄市 左營區 水煎包店 高雄市左營區海明街61號8樓
12338 高雄市 三民區 Karinas Style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02巷7弄22號
12339 高雄市 鼓山區 胖達火鍋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7號
12340 高雄市 鳳山區 傳統豆花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二街93號13樓
12341 高雄市 岡山區 阿中手工貢丸 高雄市岡山區竹圍東街105巷59號
12342 高雄市 苓雅區 韓衣服飾店(無招牌)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13巷19號
12343 高雄市 三民區 鮭魚炒飯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11號
12344 高雄市 苓雅區 御爐香豆花-復興店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23-1號
12345 高雄市 鳳山區 肥貓好食晨幸福肉羹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72號
12346 高雄市 鹽埕區 ㄚ得黑白賣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23巷14號
12347 高雄市 新興區 林檎小室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路216號
12348 高雄市 三民區 1989 K'cafe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597號1樓
12349 高雄市 美濃區 霓采髮藝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21號
12350 高雄市 左營區 阿桂師 高雄市左營區子華路3號
12351 高雄市 楠梓區 阿言紅豆餅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36號
12352 高雄市 三民區 LuLuQueen飾品精品 高雄市三民區灣中街241號4樓
12353 高雄市 左營區 甜妞雞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文天路186號10樓之一
12354 高雄市 楠梓區 無名紅豆餅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10街124號
12355 高雄市 楠梓區 堤亞斯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83號
12356 高雄市 苓雅區 雞蛋糕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2357 高雄市 新興區 可可小百貨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95號5樓A區
12358 高雄市 鼓山區 美樂蒂服飾鋪 高雄市鼓山區龍子里28鄰裕國街163號十二樓
12359 高雄市 新興區 HelloLily哈囉栗栗 高雄市新興區民享街166號
12360 高雄市 鳳山區 凱莉公主美裝舖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74巷8之1號五樓
12361 高雄市 苓雅區 奶香香濃豆乳雞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335巷4弄3號
12362 高雄市 三民區 Mizz覓拾.鍋燒x愛玉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
12363 高雄市 鳳山區 汕頭香Q麵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街105巷14號
12364 高雄市 三民區 可愛寶貝童裝雜貨舖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456巷1號2樓
12365 高雄市 三民區 Vina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ㄧ路256巷8號
12366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新商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華南路88號
12367 高雄市 前鎮區 shoes 高雄市前鎮區篤敬路35號11F
12368 高雄市 鼓山區 Dewi neils 黛葳美甲美睫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01好號12樓
12369 高雄市 前鎮區 舞動魅力紅茶冰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西街182號
12370 高雄市 左營區 阿亮香雞排(高雄直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325號
12371 高雄市 左營區 欐沙衣舖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482號1樓
12372 高雄市 三民區 香香的滷味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09號
12373 高雄市 新興區 優雅的家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187號1樓
12374 高雄市 美濃區 八泡茶飲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2段258號
12375 高雄市 美濃區 手工核桃糕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162巷2號
12376 高雄市 三民區 鮮鹽堂鼎中口味示範直營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00號
12377 高雄市 左營區 壞朋有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彩虹市集前廊道
12378 高雄市 鳳山區 鍾府甘草芭樂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二街73號13樓
12379 高雄市 岡山區 gogo愛洗車洗車坊 高雄市岡山區大埕街61號
12380 高雄市 鳳山區 春葉天然手作飲品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80號
12381 高雄市 前鎮區 曰來吃冰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4號
12382 高雄市 鼓山區 王子神谷（新崛江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五街100號三樓
12383 高雄市 燕巢區 絲羽 FeiFeiQ 高雄市燕巢區中竹路18之7號
12384 高雄市 新興區 珍珠鴨肉 高雄市新興區新泰里24鄰新國街15號
12385 高雄市 三民區 海窩窩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133號
12386 高雄市 左營區 常日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61號
12387 高雄市 林園區 NO.250關東煮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250號
12388 高雄市 苓雅區 有福記麻糬 高雄市苓雅區河北路123巷4號
12389 高雄市 三民區 熊老闆地瓜球 高雄市三民區正氣街5號
12390 高雄市 岡山區 停．好食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80號
12391 高雄市 阿蓮區 大呼過癮 高雄市阿蓮區清蓮里8鄰中山路30巷94號
12392 高雄市 左營區 鹽水雞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106號17樓之1
12393 高雄市 前金區 麥味登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3-8號
12394 高雄市 鳥松區 SUNKOKO 高雄市鳥松區仁美里民族路十號
12395 高雄市 苓雅區 季風庭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328巷21號
12396 高雄市 三民區 夫妻同鑫牛肉麵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54號
12397 高雄市 楠梓區 呷味鮮點心坊蔥抓餅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二十五路150巷1號
12398 高雄市 大寮區 佳登烤雞烤鴨煙燻滷味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29巷15號4樓
12399 高雄市 岡山區 拉翡爾工作室 高雄市岡山區忠誠街207號11樓之3
12400 高雄市 三民區 正統虱目魚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自強一路226號
12401 高雄市 大寮區 老田庄楊桃果汁 高雄市大寮區後庄里民揚路8號
12402 高雄市 楠梓區 霜淇淋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17街292號
12403 高雄市 鳳山區 Puma貝蒂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00巷14號
12404 高雄市 新興區 我愛三明治 高雄市新興區洛陽街39號
12405 高雄市 左營區 東峰豆花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50號
12406 高雄市 鳳山區 芭樂趣-867甘草芭樂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16號
12407 高雄市 苓雅區 原味海產粥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04號
12408 高雄市 小港區 山田茶水屋 高雄市小港區山田路107號
12409 高雄市 苓雅區 夢想鬆餅 高雄市苓雅區福東里17鄰武嶺街100巷1號



12410 高雄市 楠梓區 鹹水雞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542巷1號
12411 高雄市 鳳山區 熊鍋總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18之1號
12412 高雄市 三民區 鄭家雞肉飯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75號
12413 高雄市 新興區 約尼開動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130號
12414 高雄市 三民區 陳家油飯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81號
12415 高雄市 岡山區 松之床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南路12號
12416 高雄市 楠梓區 美美早餐店 高雄市楠梓區仁昌里24鄰惠民路318號
12417 高雄市 三民區 蓁的Q蛋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巷86號
12418 高雄市 三民區 穀藝烘焙坊Good eat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419巷21號4樓之1
12419 高雄市 苓雅區 翁嗡家族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12420 高雄市 美濃區 永信書局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三段19巷1號
12421 高雄市 苓雅區 SlHYU絲羽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88號
12422 高雄市 苓雅區 Miya米亞服飾品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4巷20號
12423 高雄市 美濃區 莊鮮魚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41-4號
12424 高雄市 鳳山區 Loty服飾店 高雄市鳳山區雙慈街18號
12425 高雄市 左營區 京兆味早餐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33鄰立大路432號
12426 高雄市 大寮區 紅牛牛肉麵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05號
12427 高雄市 鳳山區 熱氣球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永安街100號五樓
12428 高雄市 三民區 一如蔬素食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77號
12429 高雄市 新興區 愛鞋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6號
12430 高雄市 大寮區 MING HUNG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路四段137號
12431 高雄市 鳳山區 金井濃味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47號
12432 高雄市 湖內區 享初刈包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453號(長壽官)
12433 高雄市 鳳山區 大腸麵線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99號
12434 高雄市 岡山區 伍石家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326號
12435 高雄市 三民區 吾立偉紅茶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安泰里18鄰開原街32號
12436 高雄市 左營區 吐司小舖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70號
12437 高雄市 苓雅區 上億水果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74號
12438 高雄市 三民區 天裔素食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23號
12439 高雄市 左營區 古月食堂刈包美食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55號
12440 高雄市 仁武區 萌掌櫃雞蛋糕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永新二街180巷8弄1號
12441 高雄市 大寮區 大寮青年豆乳雞 高雄市大寮區山頂村35鄰景明街21號
12442 高雄市 鼓山區 CEO雞蛋仔 高雄市鼓山區銀川街10號
12443 高雄市 楠梓區 天心坊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96號
12444 高雄市 三民區 嘟嘟鹽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301巷1弄7-3號
12445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將軍薑母鴨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17號11樓之8
12446 高雄市 左營區 秀秀鮮果汁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141巷143號
12447 高雄市 大社區 米娜椰奶 高雄市大社區萬金路184-18號
12448 高雄市 小港區 好韻道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七路61之1號
12449 高雄市 三民區 登愣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57號
12450 高雄市 湖內區 小時候飲品店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69號
12451 高雄市 前金區 瑩瑩流行服飾 高雄市前金區草江里12鄰明星街187號
12452 高雄市 鳳山區 咪醬海苔飯捲 高雄市鳳山區保泰路220巷63號10樓
12453 高雄市 三民區 Sherri Bakery手作點心坊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一街93號
12454 高雄市 三民區 Michel coffee beans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617號
12455 高雄市 左營區 馬特馬克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12巷22號
12456 高雄市 小港區 湯包蒸餃 高雄市小港區勝安街67號
12457 高雄市 前鎮區 晶晶鞋店 高雄市前鎮區南華路40號
12458 高雄市 前鎮區 艾菲手玩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二路42號4樓
12459 高雄市 新興區 小賦塔羅靈擺占卜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206號
12460 高雄市 新興區 宇治玩笑亭 高雄市新興區文昌里18鄰尚義街148號
12461 高雄市 三民區 地瓜球(毛鼎文) 高雄市三民區義光街38號4樓之3
12462 高雄市 前鎮區 金軒鴨肉專賣店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48巷11之1號
12463 高雄市 三民區 維尼髮藝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路30號
12464 高雄市 大社區 Naiyomi studio 高雄市大社區大新路194號
12465 高雄市 苓雅區 一些地瓜球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99號
12466 高雄市 三民區 快樂檸檬衣舖 高雄市三民區鼎貴路62巷7號
12467 高雄市 楠梓區 小品綠豆湯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67號
12468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寶水果 高雄市鳳山區立人街107巷21號
12469 高雄市 楠梓區 草津日式飯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413號
12470 高雄市 三民區 夏泉手工豆花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605號
12471 高雄市 鳳山區 綠時光手工冰淇淋 高雄市鳳山區南富街82巷10號
12472 高雄市 岡山區 初籽 高雄市岡山區忠誠街207號11樓之3
12473 高雄市 前金區 豚將拉麵 中華店 高雄市前金區河南二路102號8樓之2
12474 高雄市 小港區 幸福大西洋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52號
12475 高雄市 三民區 湯守麵食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206號
12476 高雄市 仁武區 正好吃松鹽酥雞右昌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和南街27巷17號
12477 高雄市 前鎮區 墨西哥夾餅 高雄市前鎮區瑞賢街110巷6號
12478 高雄市 小港區 飢腸轆轆 大腸包小腸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415號
12479 高雄市 岡山區 Full okonomiyaki 高雄市岡山區華園路95巷18號
12480 高雄市 前鎮區 Lucky2 手作 菠蘿油 高雄市前鎮區后安路277號
12481 高雄市 苓雅區 Sang Chum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283之1號
12482 高雄市 三民區 杯蓋-文橫店 高雄市三民區愛國路97號B615房
12483 高雄市 茄萣區 微幸福雜貨小鋪 高雄市茄萣區港口路62巷1弄6號
12484 高雄市 苓雅區 Tiki墨西哥烤餅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85號
12485 高雄市 燕巢區 歐8碼 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7號D棟1110房
12486 高雄市 林園區 咕嚕咕嚕泰國奶茶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519號
12487 高雄市 前鎮區 入素蔬食滷味 高雄市前鎮區武慶一路176號
12488 高雄市 鳳山區 泡芙小姐 miss puff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04巷33號
12489 高雄市 鳳山區 Lunie黏土手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83號7樓
12490 高雄市 前鎮區 董娘廣東粥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007巷25號7樓
12491 高雄市 三民區 SIHYU絲羽LiLi醬 高雄市三民區鼎新路236-1號
12492 高雄市 大寮區 長宏安全帽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609號
12493 高雄市 楠梓區 阿水伯紅茶牛奶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239號1樓
12494 高雄市 岡山區 阿蓮牛肉湯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37號



12495 高雄市 楠梓區 AKIA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617-2號
12496 高雄市 鳳山區 鳥籠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文鳳路32號
12497 高雄市 鳳山區 水果攤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185像37號
12498 高雄市 新興區 Q 10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194號11樓之三
12499 高雄市 杉林區 杉林橙蜜香小番茄 高雄市杉林區桐竹路81-6號
12500 高雄市 前金區 Coco Hana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56-2號
12501 高雄市 鹽埕區 御澗章魚燒 高雄市鹽埕區必信街53號
12502 高雄市 三民區 云小舖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73號
12503 高雄市 左營區 珍妮DIY美甲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16號
12504 高雄市 小港區 丸家章魚小丸子 高雄市小港區順苓里23鄰平治街61號十四樓
12505 高雄市 苓雅區 蛋黃麵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81號
12506 高雄市 鼓山區 哩來雞蛋糕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41號8樓
12507 高雄市 左營區 古早味冰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363號
12508 高雄市 大寮區 回憶小時候 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289之2號
12509 高雄市 苓雅區 高松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259號
12510 高雄市 新興區 炭烤三明治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20-3號
12511 高雄市 左營區 蒸氣土豆本館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59號9樓
12512 高雄市 前鎮區 活力一心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00號
12513 高雄市 湖內區 鐵滋味1號餐車 高雄市湖內區民族街121巷6號
12514 高雄市 鼓山區 大胸雞 高雄市鼓山區河西一路3號
12515 高雄市 楠梓區 Miss J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97巷16號
12516 高雄市 仁武區 澤錡蓮蓬頭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5-11號
12517 高雄市 大寮區 山地門石板烤肉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路161-22號17樓
12518 高雄市 苓雅區 來一餃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79號
12519 高雄市 前鎮區 愛蝶娜無鋼圈調整型內衣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路98號
12520 高雄市 左營區 鄉味美食 高雄市左營區店仔頂路51-1號
12521 高雄市 新興區 來射我遊戲 高雄市新興區新興路33號5樓
12522 高雄市 三民區 多多雜貨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70號
12523 高雄市 鳳山區 自由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東路60號
12524 高雄市 左營區 子萱老師工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50號六樓
12525 高雄市 鳳山區 曾記巧口滷味坊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一段93巷1號
12526 高雄市 鼓山區 故鄉的茶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36號
12527 高雄市 三民區 2+2茶鋪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21巷11號9樓
12528 高雄市 鳳山區 尋路_FIND THW WAY 高雄市鳳山區建軍路282號
12529 高雄市 鳳山區 Mr.地瓜球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11弄3號5樓
12530 高雄市 前鎮區 乖寶寶童裝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34號
12531 高雄市 苓雅區 TO FAT美式炸雞 高雄市苓雅區永平路21號5樓之1
12532 高雄市 楠梓區 樂炒飯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58-2號
12533 高雄市 三民區 甲吉香豆雞 高雄市三民區力行里5鄰中和街125號
12534 高雄市 鼓山區 天府醬鴨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87號
12535 高雄市 前金區 桃膠 高雄市前金區南台橫路109-4號
12536 高雄市 楠梓區 品饌滷味-楠梓站前店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185號
12537 高雄市 前鎮區 孟憲玉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15鄰中華五路969巷2弄8號九樓之4
12538 高雄市 左營區 Mel個人紋身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678號3樓之3
12539 高雄市 左營區 Chefs Table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233號
12540 高雄市 大寮區 回憶小時候-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崇文街31號
12541 高雄市 梓官區 鬥仔漢堡&三明治 高雄市梓官區通安路57號
12542 高雄市 左營區 黃金鹽水雞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233號14樓之1
12543 高雄市 美濃區 一好抓餅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二段220號
12544 高雄市 鼓山區 廚房蝦仁飯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300巷3號10樓
12545 高雄市 鳳山區 中華老滷 高雄市鳳山區王生明路87號
12546 高雄市 左營區 回憶小時候紅茶冰(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43號
12547 高雄市 左營區 伍伍貳 高雄市左營區文奇路135巷2號
12548 高雄市 鳳山區 羅麗芬鹹酥雞 高雄市鳳山區瑞竹路162號
12549 高雄市 小港區 萬丹紅豆餅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17號
12550 高雄市 梓官區 蟹老闆活海產 高雄市梓官區信蚵里廣澤路99-1號
12551 高雄市 鼓山區 瘋樂拼積木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8-39號
12552 高雄市 苓雅區 文香奶茶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8號
12553 高雄市 新興區 阿嬤新傳統小吃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三路90號
12554 高雄市 前鎮區 奇群食品 高雄市前鎮區福祥街68號
12555 高雄市 仁武區 手工小籠包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200巷7弄10號
12556 高雄市 仁武區 王家刈包 高雄市仁武區文武里文南三街6巷7號
12557 高雄市 苓雅區 Chiou Chiou韓國童裝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2號
12558 高雄市 三民區 如意姓名貼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8號
12559 高雄市 三民區 胡現炒台南鱔魚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117之3號
12560 高雄市 左營區 161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5號
12561 高雄市 三民區 囍 肉燥飯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246巷21號
12562 高雄市 鳳山區 鮮果漾果汁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72號
12563 高雄市 林園區 小熊童樂雞蛋仔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綠路250號
12564 高雄市 新興區 不可不吃鹹水雞 三民店 高雄市新興區瑞隆路503巷5號
12565 高雄市 鳥松區 仁美小吃部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29號
12566 高雄市 左營區 小廟口鹽水雞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ㄧ路901巷26弄2號11樓之2
12567 高雄市 岡山區 原味屋手工現烤蛋糕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82號
12568 高雄市 左營區 官田苓角 高雄市左營區文恩路124巷6號5樓之5
12569 高雄市 三民區 昀沐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惠德街6號
12570 高雄市 旗山區 鹿邊早餐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東街42-1號
12571 高雄市 三民區 日船章魚燒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80號
12572 高雄市 左營區 奧創洗鞋洗包精緻整染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47號
12573 高雄市 美濃區 美濃香酥白糖糕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一段350巷21弄6號
12574 高雄市 苓雅區 瑪莎拉手工餅乾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415號
12575 高雄市 大寮區 黑皮碳烤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2-4號
12576 高雄市 楠梓區 Pretty Cat 日韓時尚衣裝 高雄市楠梓區享平里6鄰楠梓西巷21弄15號
12577 高雄市 林園區 咕嚕咕嚕泰國奶茶(新崛江）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519號
12578 高雄市 新興區 Michaela麥克茶飲 同愛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27號
12579 高雄市 苓雅區 完美主義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398巷31號



12580 高雄市 燕巢區 水果店 高雄市燕巢區南燕里中西路83巷16號
12581 高雄市 左營區 八賞豆花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083號7樓
12582 高雄市 鹽埕區 Yufang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3號大義倉庫c9-16
12583 高雄市 岡山區 Ian house 高雄市岡山區維仁里維仁路54號
12584 高雄市 美濃區 順民電動車 高雄市美濃區合和里中正路一段136巷10號
12585 高雄市 鼓山區 A++大腸麵線 金牌肉燥飯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127號
12586 高雄市 左營區 曉琦飯糰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5攤)
12587 高雄市 新興區 友家鍋燒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148號
12588 高雄市 楠梓區 豆花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十街186號
12589 高雄市 楠梓區 臭豆腐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十街186號
12590 高雄市 鳳山區 麵線糊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
12591 高雄市 鹽埕區 舒塔羅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68號
12592 高雄市 前鎮區 川蜀麻辣燙 高雄市前鎮區保泰路287號
12593 高雄市 苓雅區 嗷嗚桌遊百貨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2之2號
12594 高雄市 仁武區 196雞蛋糕 高雄市仁武區仁孝路196號
12595 高雄市 左營區 Birdyedge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586巷14號
12596 高雄市 左營區 妙齋素食（131）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31攤)
12597 高雄市 左營區 紅麵線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4攤)
12598 高雄市 左營區 發式湯品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59攤)
12599 高雄市 左營區 東港肉粿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37攤)
12600 高雄市 三民區 厚一點雞排（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31號
12601 高雄市 前金區 Gien Jia 挑食餐酒館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0號
12602 高雄市 苓雅區 古早味米粉炒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16巷20號
12603 高雄市 三民區 小文青喫茶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46號
12604 高雄市 左營區 MU CHA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68巷10號對面
12605 高雄市 左營區 美味食館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39攤)
12606 高雄市 新興區 阿盛師快炒麵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80號
12607 高雄市 前鎮區 三兩茶-前鎮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225號
12608 高雄市 左營區 桔園辣子雞販 高雄市左營區榮成三街76號
12609 高雄市 鳳山區 NAUVOO579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79巷11-1號1樓
12610 高雄市 三民區 金香石頭火鍋(25老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92號
12611 高雄市 大社區 李桑香菇肉燥飯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62號
12612 高雄市 楠梓區 小乃紅茶冰(站前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90巷34號
12613 高雄市 三民區 嗆鍋小吃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101號
12614 高雄市 苓雅區 廟口關東煮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38號
12615 高雄市 新興區 小玉飯糰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60號
12616 高雄市 苓雅區 蓁香茗茶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90號
12617 高雄市 左營區 古拉克果汁茶飲鋪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99攤)
12618 高雄市 左營區 源喫茶-日月潭紅茶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143號
12619 高雄市 左營區 鱸魚先生愛肉燥小姐鱸魚湯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42攤)
12620 高雄市 左營區 吳媽媽私房菜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113號店)
12621 高雄市 鼓山區 柒零柒玖職人專賣雞蛋糕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489號
12622 高雄市 苓雅區 白巷子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156號1樓
12623 高雄市 楠梓區 李家清粥小菜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052號
12624 高雄市 新興區 蜀府掌櫃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2號
12625 高雄市 前鎮區 進發商號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39號
12626 高雄市 新興區 祥町食堂 高雄市新興區南海街2號1樓
12627 高雄市 三民區 龍泉蔬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35號
12628 高雄市 楠梓區 老豆達人潮飲專賣店-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203號
12629 高雄市 新興區 小祺健康飲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35號
12630 高雄市 三民區 小吉士炸雞、雞排專賣店(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48號
12631 高雄市 苓雅區 Q伯地瓜球高雄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2號
12632 高雄市 三民區 泰刺激 手沖泰奶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528號
12633 高雄市 新興區 Mater碳烤土司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84號
12634 高雄市 三民區 簡媽麵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70號-1
12635 高雄市 楠梓區 禾家鮮魚湯專賣店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135-7號
12636 高雄市 三民區 凍圓杯杯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6號
12637 高雄市 鼓山區 珍竹林日本拉麵 高雄市鼓山區裕成路1110號
12638 高雄市 三民區 長野拉麵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86號
12639 高雄市 三民區 百年老店鍋燒意麵(鼎中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42號
12640 高雄市 三民區 老甕手工粉圓(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12641 高雄市 三民區 日豐便當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33號
12642 高雄市 三民區 幸福韓味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35號
12643 高雄市 左營區 正宗台北西門町大腸麵線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39號1樓
12644 高雄市 三民區 維克Ola異國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72巷22號
12645 高雄市 前鎮區 佶田簡單料理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58號
12646 高雄市 仁武區 只賣一天小籠湯包 高雄市仁武區文學路二段73號
12647 高雄市 前鎮區 真讚營養三明治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95號前
12648 高雄市 三民區 麵子粉大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18號
12649 高雄市 苓雅區 好狂早午餐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13號
12650 高雄市 鼓山區 派克脆皮雞排(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03號
12651 高雄市 苓雅區 8鼎9319砂煲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17巷40號1樓
12652 高雄市 新興區 波波耐吃複合式餐廳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95號
12653 高雄市 楠梓區 品饌現滷滷味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71號1樓
12654 高雄市 苓雅區 日初朝食飯糰創始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西路38號
12655 高雄市 新興區 櫻桃小嘴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12-1號
12656 高雄市 左營區 美美早餐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413號
12657 高雄市 鳳山區 法蘭絨美學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88巷3弄1號
12658 高雄市 三民區 鮮自然-高雄大昌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9號1樓
12659 高雄市 岡山區 唐偉智 個人觀光服務計程車 高雄市岡山區嘉新東路69號7樓之7
12660 高雄市 鳳山區 易冠資訊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二段164號6樓
12661 高雄市 大寮區 食品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里正隆街109號10樓
12662 高雄市 苓雅區 自強夜市35年老店陽春麵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08號
12663 高雄市 岡山區 0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612-15號
12664 高雄市 大寮區 仁愛眼鏡(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14之2號



12665 高雄市 左營區 泓線休閒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1號
12666 高雄市 三民區 HZ_066.qr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12667 高雄市 三民區 HZ_070.qr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12668 高雄市 三民區 HZ_071.qr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66號
12669 高雄市 新興區 為甄美學概念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71-1號
12670 高雄市 大社區 瑞拉美學概念店 高雄市大社區成功4巷1之6號
12671 高雄市 左營區 MJ STUDIO恩姆杰映像人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87號
12672 高雄市 楠梓區 指戀晶鑽美甲/美睫/霧眉/熱蠟美肌除毛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一巷178弄7號
12673 高雄市 新興區 途安工作室(霧眉)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301巷15號
12674 高雄市 岡山區 Chen nail美甲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岡山區華園一路75號1樓
12675 高雄市 左營區 AvivaNailDesign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59號2樓
12676 高雄市 岡山區 后宮設計手作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里前峰路63巷49號
12677 高雄市 楠梓區 帕妃藝術美甲美睫 高雄市楠梓區加仁路77號
12678 高雄市 三民區 法蘭絨美睫 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622號
12679 高雄市 前金區 Reborn Nails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69號
12680 高雄市 小港區 Lily Beauty 高雄市小港區沿海一路253號12樓之一
12681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裕國街153號13樓
12682 高雄市 三民區 黑占科技(保護貼、3C配件) 高雄市三民區通化街62-1號
12683 高雄市 左營區 金山鎖印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829號
12684 高雄市 鹽埕區 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idogdoggycookie手作寵物零食
12685 高雄市 前金區 台灣第一味-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91號
12686 高雄市 前鎮區 NULL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84號2樓
12687 高雄市 前鎮區 NULL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1號
12688 高雄市 大樹區 蜜匠養蜂場 高雄市大樹區興山里45號
12689 高雄市 鼓山區 纖人掌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87號
12690 高雄市 楠梓區 0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111號
12691 高雄市 鹽埕區 杰菕甜點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21號
12692 高雄市 新興區 立興號實業茶坊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75號1樓
12693 高雄市 鳳山區 五斗米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01號
12694 高雄市 鳳山區 雙醬咖哩正修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7號
12695 高雄市 三民區 牧卡燒2127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73號
12696 高雄市 楠梓區 0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366-1號
12697 高雄市 小港區 旦咖啡 高雄市小港區龍華街8號
12698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32號
12699 高雄市 前鎮區 大叔韓式料理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3號
12700 高雄市 三民區 如記麻辣砂鍋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69號
12701 高雄市 三民區 堂口上海湯包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52-1號
12702 高雄市 三民區 吼賀冰棧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54號
12703 高雄市 岡山區 甜蜜屋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29號
12704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12705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40號
12706 高雄市 三民區 九如冰火菠蘿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10號
12707 高雄市 三民區 雞動組鹽酥雞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11號
12708 高雄市 三民區 晨間時光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一街136號
12709 高雄市 大寮區 0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12710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第七排(瑞豐夜市)
12711 高雄市 三民區 天使屋手工冰淇淋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41號
12712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歸燕食巢
12713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6巷33號
12714 高雄市 燕巢區 日韓風味小館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
12715 高雄市 楠梓區 NULL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92號
12716 高雄市 三民區 七福神丼飯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23號1樓
12717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大昌二路550號
12718 高雄市 鹽埕區 0 高雄市鹽埕區必信街42之1號
12719 高雄市 三民區 小雨點甜品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3號
12720 高雄市 三民區 米樂甘草芭樂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14號
12721 高雄市 苓雅區 肉肉小黃車仔麵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24號
12722 高雄市 楠梓區 MR.HOKTO 高雄市楠梓區蕙民路158號
12723 高雄市 左營區 旭川拉麵丸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47號
12724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街328號
12725 高雄市 鼓山區 佳佳燜爐窯烤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1號
12726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39號
12727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22號
12728 高雄市 三民區 Fun4桌遊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45號2樓
12729 高雄市 前金區 NULL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122-2號
12730 高雄市 鹽埕區 0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22號
12731 高雄市 三民區 生活大師皮鞋精品館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6號
12732 高雄市 左營區 幸福平安鹹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9號
12733 高雄市 鳳山區 肉麻燒肉飯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15巷4號
12734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35號
12735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48號
12736 高雄市 大社區 NULL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6-1號
12737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12738 高雄市 三民區 瘋仙草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20號
12739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18號
12740 高雄市 三民區 泰餃情_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75號
12741 高雄市 三民區 許氏良行 feat. 烤不累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47號
12742 高雄市 鳳山區 心的微笑手作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七聖街47號
12743 高雄市 三民區 不二家蚵仔麵線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7號
12744 高雄市 三民區 0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19號
12745 高雄市 鼓山區 咖啡強CoffeeJohn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64-3號
12746 高雄市 左營區 軒果汁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12號
12747 高雄市 旗津區 茗城三店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86號攤位
12748 高雄市 前鎮區 耀耀雞蛋糕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80號(路邊攤)
12749 高雄市 三民區 阿彬炒麵屋 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12750 高雄市 鳳山區 Hoters 禾庭軒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7號
12751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12752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高師大燕巢校區
12753 高雄市 左營區 美芯蔬食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72號
12754 高雄市 三民區 龍鳳麻辣燙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12755 高雄市 前鎮區 NULL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68號
12756 高雄市 三民區 芒果探戈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67號
12757 高雄市 鼓山區 阿珠的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64號
12758 高雄市 前鎮區 許淑玲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184號
12759 高雄市 楠梓區 就要醬玩 高雄市楠梓區左楠路75號
12760 高雄市 左營區 阿德鱔魚麵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12761 高雄市 鹽埕區 NULL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7號
12762 高雄市 鳳山區 牽（圈）手甜甜圈-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89號
12763 高雄市 三民區 0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國際學術研究大樓
12764 高雄市 三民區 徐家刈包.涼麵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禮明路93巷32號
12765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79號
12766 高雄市 楠梓區 麻吉糬糬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848巷2弄22號(路邊攤)
12767 高雄市 左營區 0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57號4樓
12768 高雄市 橋頭區 0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南路仕龍巷27號
12769 高雄市 三民區 吉禮鄉食品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56號
12770 高雄市 前鎮區 NULL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3號
12771 高雄市 鹽埕區 Tof手作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37號11樓6
12772 高雄市 燕巢區 NULL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5-2號
12773 高雄市 鹽埕區 大小口大腸麵線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39號之1
12774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50號
12775 高雄市 前金區 Love one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274號
12776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1號
12777 高雄市 左營區 HI大蝦複合式茶餐飲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57號
12778 高雄市 大寮區 0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天使嶺廣場
12779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文藝街276號
12780 高雄市 林園區 0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105號
12781 高雄市 大樹區 Beauty Wing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2號義大世界購物商場B區
12782 高雄市 前鎮區 39焗烤家族 高雄市前鎮區三誠路97號
12783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56號
12784 高雄市 三民區 阿彬炒麵屋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12785 高雄市 鼓山區 Juice飲多杯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91-1號
12786 高雄市 鳳山區 舞動魅力-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44號
12787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90號
12788 高雄市 新興區 HERA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6號
12789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ㄧ路41巷8號
12790 高雄市 三民區 甜子烘培 高雄市三民區永吉街41號
12791 高雄市 鳳山區 小丁家鹽酥雞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66號
12792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5號(143小上海後)
12793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歸燕食巢
12794 高雄市 鳳山區 一比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街88號3樓
12795 高雄市 前鎮區 NULL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46號
12796 高雄市 大寮區 NULL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373號
12797 高雄市 前鎮區 甜筒帽子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6號(明年2020可能會更換)
12798 高雄市 前鎮區 Little Freedom - 麗坊手藝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5號2F
12799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五號(午後の日曜日)
12800 高雄市 新興區 SHERA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4號
12801 高雄市 三民區 天香廚素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86號
12802 高雄市 苓雅區 安格精品寵物批發零售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116號
12803 高雄市 苓雅區 好久不見&amp;middot;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08號
12804 高雄市 鹽埕區 Mocha。摩卡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12805 高雄市 三民區 慕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72號
12806 高雄市 楠梓區 NULL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216號
12807 高雄市 小港區 0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12808 高雄市 三民區 Amy手感美胸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81號13樓之4號
12809 高雄市 三民區 Atti 咖啡研究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11號
12810 高雄市 三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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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11 高雄市 苓雅區 菊彌手作Brunch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51號
12812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63號
12813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3號
12814 高雄市 鳥松區 正修-中式料理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正修學生餐廳
12815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35號
12816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餐-雲天咖啡 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1號
12817 高雄市 前金區 NULL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95巷34號
12818 高雄市 前金區 巧味北平烤鴨專門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一路69號
12819 高雄市 三民區 Deli cheese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74號
12820 高雄市 楠梓區 0 高雄市楠梓區海專路142號活動中心
12821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58號
12822 高雄市 大寮區 輔英科大-美而美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
12823 高雄市 苓雅區 賀將的店 高雄市苓雅區意誠路1號
12824 高雄市 鳳山區 八鹿義大利麵坊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61號
12825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211號
12826 高雄市 鳳山區 農糧坊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路223號
12827 高雄市 三民區 麻辣堂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79-5號
12828 高雄市 前金區 0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167號
12829 高雄市 三民區 鍋研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09號
12830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96號
12831 高雄市 鹽埕區 Michael麥克茶飲(鹽埕埔店)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49-1號
12832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98號
12833 高雄市 橋頭區 NULL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56號
12834 高雄市 新興區 戀棧鞋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9號1樓



12835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5號
12836 高雄市 苓雅區 捷米早安主廚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35號
12837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之91號
12838 高雄市 新興區 CRYSTAL 服飾精品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5號
12839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12-1號
12840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7號
12841 高雄市 鳳山區 英雄本舍機能著衣用品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9號
12842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02號
12843 高雄市 大寮區 0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天使嶺廣場
12844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67號
12845 高雄市 三民區 洛夫特異國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70號
12846 高雄市 鹽埕區 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25號
12847 高雄市 岡山區 比比揭飾 高雄市岡山區民生街2之2號
12848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72號
12849 高雄市 鳥松區 NULL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路295號
12850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4號
12851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灣BOLO冰火菠蘿專賣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626-1號
12852 高雄市 鳳山區 龍周緯 高雄市鳳山區北和街35號
12853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12854 高雄市 三民區 森知森 Brunch&Dinner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86號
12855 高雄市 鳳山區 陸拾陸 高雄市鳳山區福安二街105巷12弄13-7號
12856 高雄市 鹽埕區 Two Hands手作x甜點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1巷7號1樓
12857 高雄市 橋頭區 朕來下麵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230號
12858 高雄市 苓雅區 0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里輔仁路48巷28號
12859 高雄市 鹽埕區 豐日式居酒屋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43號
12860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59號
12861 高雄市 三民區 高科大-福利社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12862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36號
12863 高雄市 鳥松區 Mama&#39;s樂活廚坊-自助餐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正修學生餐廳
12864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92巷34號
12865 高雄市 苓雅區 小奶奶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23號之3
12866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92號
12867 高雄市 三民區 白鳥衣子精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20號
12868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26號
12869 高雄市 楠梓區 蝦大將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36號
12870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歸燕食巢
12871 高雄市 左營區 新悅乾洗名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297之2號
12872 高雄市 鼓山區 瀨一下TEA文信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09號
12873 高雄市 新興區 不一樣池上飯包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111號
12874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113號
12875 高雄市 前金區 佐米特手作點心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一路94號2樓
12876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2號
12877 高雄市 橋頭區 金茂豐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911號
12878 高雄市 鳳山區 Dreamland-夢鄉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2號
12879 高雄市 鳳山區 遇見鬆餅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97-1號
12880 高雄市 三民區 饌吉食亦小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85號
12881 高雄市 鹽埕區 老六茶堂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00-1號1樓
12882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36號
12883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97號
12884 高雄市 新興區 aset studio 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34號
12885 高雄市 大社區 NULL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89號
12886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89號
12887 高雄市 鹽埕區 鼎新刈包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4之2號
12888 高雄市 三民區 昶揚手機維修館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35號
12889 高雄市 前金區 NULL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35巷7號
12890 高雄市 前鎮區 T.O.O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38號
12891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08號
12892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296號
12893 高雄市 新興區 艾茉兒咖啡美妍概念館 高雄市新興區中東街93號
12894 高雄市 三民區 原麥田麵包製造所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38號
12895 高雄市 鳥松區 夏綠蒂早午餐 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南路41號
12896 高雄市 鹽埕區 糕熊人雞蛋糕 高雄市鹽埕區臨海二路34號
12897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25-1號
12898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55號
12899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3號
12900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第七排(瑞豐夜市)
12901 高雄市 前鎮區 NULL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4號
12902 高雄市 三民區 盧家麵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46號
12903 高雄市 楠梓區 大九九大賣場-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230號
12904 高雄市 鼓山區 布克11手工創意乳酪工坊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37巷11-1號
12905 高雄市 前鎮區 迴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13-2號
12906 高雄市 楠梓區 烤不烤起司烤餅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99號
12907 高雄市 鳳山區 笛爾手作現烤蛋糕 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120號
12908 高雄市 前鎮區 SuuyDoll鍋燒專賣前鎮店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12-3號
12909 高雄市 鳳山區 沛峰肉鋪五甲總店 高雄市鳳山區1五甲三路20號
12910 高雄市 新興區 瑞比貝爾手創甜點 高雄市新興區明星街79號
12911 高雄市 前鎮區 郭家鹽酥雞 高雄市前鎮區康定路60號
12912 高雄市 鳳山區 莫比巫師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一路60巷7號
12913 高雄市 苓雅區 沛峰肉舖幸福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64號
12914 高雄市 三民區 中華市讚鹽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72號
12915 高雄市 大社區 丼口食堂-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91號
12916 高雄市 前鎮區 八十八葉茶飲專賣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27號
12917 高雄市 新興區 茶汶清 高雄市新興區新衙路224號
12918 高雄市 前鎮區 蛋寶寶美式鬆餅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中街259號
12919 高雄市 三民區 言早安 中西式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8號



12920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69號
12921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深中路62號燕窩餐廳
12922 高雄市 鳳山區 Cube.46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46號
12923 高雄市 鼓山區 蓓菈朵娜美甲美睫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31號
12924 高雄市 新興區 旺旺大爺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6號
12925 高雄市 新興區 艾蜜莉舞蹈用品館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42號
12926 高雄市 旗山區 薇裳批發零售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96號
12927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美甲殿堂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50號1樓
12928 高雄市 前鎮區 鴨祖將薑母鴨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二路318號
12929 高雄市 前鎮區 蘋果保衛站 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44號
12930 高雄市 鹽埕區 益成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70號
12931 高雄市 前鎮區 璀璨(香水、化粧品)文橫店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3號
12932 高雄市 三民區 i~Cup冷飲店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4號
12933 高雄市 新興區 白玉甘蔗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2號前
12934 高雄市 左營區 廟口勝鹽水雞-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53號
12935 高雄市 梓官區 泫車坊車體鍍膜 高雄市梓官區港九街39號
12936 高雄市 左營區 大施兄 木瓜癮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5-1號
12937 高雄市 左營區 墨憩美甲-大凱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墨憩美甲-大凱
12938 高雄市 鼓山區 Hana story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十排)
12939 高雄市 新興區 幾米甘草芭樂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8號前小攤車
12940 高雄市 苓雅區 灑屋擠巴西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二路161號
12941 高雄市 苓雅區 糖圓圓天然冰品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3號
12942 高雄市 三民區 熊讚家日式拉麵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508號(天天新黃昏市場內)
12943 高雄市 前鎮區 cheryl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2944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牛乳大王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65之5號
12945 高雄市 楠梓區 童裝買賣 高雄市楠梓區和光街122號店門口
12946 高雄市 新興區 Ciaowoo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28號前方-Ciaowoo
12947 高雄市 苓雅區 亞米部屋 高雄市苓雅區林德街24號
12948 高雄市 新興區 憶姿虹湯包-新莊店 高雄市新興區南臺路65-1號
12949 高雄市 苓雅區 一飛沖天麻辣燙-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07號
12950 高雄市 新興區 S.WA整體美學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25號-S.WA整體美學
12951 高雄市 楠梓區 珍品筑Shiba Music Bistro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948-1號
12952 高雄市 左營區 hani飾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hani飾品
12953 高雄市 三民區 吉鬼創意鍋燒麵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47號
12954 高雄市 三民區 鍋媽臭豆腐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10號
12955 高雄市 鼓山區 Zuzu Nail's 朱朱美甲美睫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71號之1
12956 高雄市 前鎮區 松本鮮奶茶-前鎮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65號
12957 高雄市 三民區 蔓儷造型沙龍 高雄市三民區復興一路159巷2號
12958 高雄市 鼓山區 Paella Real道地西班牙燉飯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PaellaReal道地西班牙燉飯
12959 高雄市 左營區 一休麵線刈包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12960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9號
12961 高雄市 鼓山區 炸菜大蔬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12962 高雄市 鼓山區 小鮪魚深夜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建榮路149號
12963 高雄市 鹽埕區 包租婆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3號(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包租婆
12964 高雄市 苓雅區 鴨妃廚房Ya-Fie's Kitchen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街37號
12965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2966 高雄市 苓雅區 呵果汁JUICE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3號
12967 高雄市 鼓山區 芯 house家居小舖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六排第314格)-芯house家居小舖
12968 高雄市 新興區 超好吃豬肋排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3號
12969 高雄市 鳳山區 捕蟻人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63號
12970 高雄市 新興區 昌城純天然手工箸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7號
12971 高雄市 新興區 水果冰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5號前方小攤車
12972 高雄市 楠梓區 小曼服飾 高雄市楠梓區和光街144號
12973 高雄市 橋頭區 橋八文創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3號
12974 高雄市 新興區 吳記廣東粥(兄)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7號前
12975 高雄市 三民區 順正鹹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應昇路70號
12976 高雄市 左營區 劉家冰鎮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410巷3號
12977 高雄市 鼓山區 Jason's pizza house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1之3附3號
12978 高雄市 前鎮區 傻瓜冰茶(瑞北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100號
12979 高雄市 苓雅區 阿文壽司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63號
12980 高雄市 鼓山區 VIA-Vincent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68號11樓A2
12981 高雄市 鹽埕區 查理革物製作所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大勇倉庫前廣場第四排第八攤)-查理革物製作所
12982 高雄市 岡山區 雞味留香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29號
12983 高雄市 苓雅區 筠小鋪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5號騎樓
12984 高雄市 鹽埕區 拾伍CORNER TEA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72號
12985 高雄市 仁武區 mini for kids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東二街16號
12986 高雄市 鼓山區 pet QbeQ 高雄市鼓山區駁二大勇倉庫前
12987 高雄市 新興區 SMART大可小樂 高雄市新興區洛陽街23號
12988 高雄市 苓雅區 Silver Coin 銀兩輕食茶飲專賣店 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152號
12989 高雄市 楠梓區 鮮豆封藏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570號
12990 高雄市 前鎮區 ㄧㄡˇ 人 ㄗㄞˋ ㄇㄞˋ ㄐㄧ ㄉㄢˋ ㄍㄠ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23巷
12991 高雄市 鹽埕區 老爺夫人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市集)-老爺夫人
12992 高雄市 旗山區 聖壬園咖啡 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12號(第一公有市場)
12993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永昌街68號
12994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98號前-喵的勒脆皮牛奶雞蛋糕
12995 高雄市 鼓山區 E.Yun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八排第460格)-E.Yun
12996 高雄市 鹽埕區 隆豐坊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號
12997 高雄市 鹽埕區 大華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2號
12998 高雄市 鹽埕區 童畫飾品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市集)-童畫飾品
12999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機場906-Z5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49巷8號
13000 高雄市 鹽埕區 莉莉精品店 高雄市鹽埕區必忠街224之2號
13001 高雄市 鹽埕區 小黑人皮鞋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1號
13002 高雄市 鳳山區 酷酷手作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55號
13003 高雄市 前鎮區 王田極品咖啡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1425號
13004 高雄市 苓雅區 友勁蜂蜜飲品專賣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402號



13005 高雄市 鹽埕區 岱蓮家飾精品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35號
13006 高雄市 鹽埕區 北斗冰室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23號
13007 高雄市 楠梓區 鄧肉圓-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36號
13008 高雄市 三民區 鼎盛童裝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86號
13009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榮紅茶-山東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11號
13010 高雄市 三民區 輕井川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72號
13011 高雄市 鼓山區 襪子專賣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四排235格)-襪子專賣店
13012 高雄市 鼓山區 天饌爆漿吐司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65號旁
13013 高雄市 三民區 木子口口健康烘焙 高雄市三民區林森一路351號
13014 高雄市 鹽埕區 DO.DO咖啡屋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333號
13015 高雄市 三民區 瑢妹妹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90巷41號
13016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玩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0號
13017 高雄市 新興區 強哥烤魷魚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0號
13018 高雄市 新興區 一碗青蔬食館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一街295號
13019 高雄市 新興區 老牌燒肉粽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9號
13020 高雄市 新興區 達新茶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5號
13021 高雄市 楠梓區 大川本舖古早味現烤蛋糕-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59號
13022 高雄市 前金區 忠孝夜市-烤玉米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4巷29號
13023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三民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09號
13024 高雄市 前金區 雅米珈咖啡 高雄市前金區文武二街13號
13025 高雄市 苓雅區 美國豬腳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4巷1號
13026 高雄市 苓雅區 松串燒本鋪 高雄市苓雅區正勤路21號
13027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張排骨酥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5號
13028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智喝茶創始老店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179號
13029 高雄市 新興區 大花髮品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97號
13030 高雄市 左營區 唐揚炸雞 高雄市左營區東門路107巷15號
13031 高雄市 新興區 叭叭叭爆漿吐司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23號
13032 高雄市 鳳山區 原汁源味豆乳雞 高雄市鳳山區南二街33號
13033 高雄市 鹽埕區 曙光魔法命理成長學院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38號
13034 高雄市 鹽埕區 沛彬命相館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86-9號
13035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新皮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15號
13036 高雄市 左營區 班妮動漫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
13037 高雄市 鼓山區 時文華鐘錶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48號
13038 高雄市 三民區 佳佶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64號
13039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豆花-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33號
13040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60號
13041 高雄市 前鎮區 藍帶-燒烤炸物割包-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49號
13042 高雄市 左營區 阿智喝茶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1號
13043 高雄市 前鎮區 花稼玉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044 高雄市 左營區 京香臭豆腐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82號
13045 高雄市 三民區 安迪美式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31號
13046 高雄市 三民區 62-1牛排館 高雄市三民區同愛街62-1號
13047 高雄市 鳥松區 A COOL鞋庫 高雄市鳥松區金華街81巷35弄5號
13048 高雄市 鳳山區 豪記月亮蝦餅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27號
13049 高雄市 鹽埕區 里格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69號(鹽埕堀江商場)
13050 高雄市 鳳山區 紅窯手作紅茶冰-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26號
13051 高雄市 三民區 大蛋餅小先生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38號
13052 高雄市 前金區 沒有名字的雜貨店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182號
13053 高雄市 前金區 Bambino 巴比諾料理廚房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53巷27號
13054 高雄市 前鎮區 MECO cafes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21號
13055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89號
13056 高雄市 三民區 衣嫁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77號
13057 高雄市 新興區 小王牛肉麵館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94號之一
13058 高雄市 苓雅區 賞味家早餐鋪-正言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32號
13059 高雄市 鼓山區 格言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50號
13060 高雄市 前鎮區 青文茶集 高雄市前鎮區民裕街73號
13061 高雄市 新興區 咖啡對味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23號
13062 高雄市 三民區 築田日本式創作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8號
13063 高雄市 楠梓區 松本鮮奶茶-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228號
13064 高雄市 鹽埕區 HANS'HAND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HANS'HAND
13065 高雄市 左營區 青木屋居酒屋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32號
13066 高雄市 前鎮區 長生素食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67號
13067 高雄市 苓雅區 約翰碳烤三明治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00號
13068 高雄市 燕巢區 鮮蜂蜂蜜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路16之1號
13069 高雄市 三民區 柯大叔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三民區永吉街63號(對面)
13070 高雄市 左營區 花荳燒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06號騎樓-花荳燒
13071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夜市飯後水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前
13072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鮮水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4號
13073 高雄市 苓雅區 鄭朝烜 高雄市苓雅區福安路248號
13074 高雄市 鼓山區 天佶火鍋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35號
13075 高雄市 前鎮區 PIE皮件設計工作室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076 高雄市 左營區 星鑽盒手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05巷57號
13077 高雄市 左營區 巴DOG么 非腸不可 雞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店仔頂路17號
13078 高雄市 小港區 頂嘉鹹酥雞(高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00號
13079 高雄市 三民區 澳私町迷你吧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2號
13080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60號
13081 高雄市 苓雅區 啖椒堂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76號
13082 高雄市 左營區 早蒔光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41號
13083 高雄市 鹽埕區 慢時光打狗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03號
13084 高雄市 前鎮區 FF積木店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085 高雄市 三民區 茶貨店(宥茗茶行)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100號
13086 高雄市 鼓山區 在地人鹽水雞-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13087 高雄市 三民區 紅鞋女孩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384號
13088 高雄市 鼓山區 狗廚娘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夜市第十排
13089 高雄市 岡山區 烤樂鬧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206號



13090 高雄市 鳳山區 拾玥拉麵-大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38巷10號(大東捷運站1號出口)
13091 高雄市 苓雅區 龍記滷味麻辣燙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7號
13092 高雄市 新興區 一樂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1號前方-一樂
13093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瘋桌遊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宏昌街2號
13094 高雄市 鳳山區 鳳山青年在地人鹽水雞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35號
13095 高雄市 左營區 素食小鋪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自由黃昏市場)
13096 高雄市 左營區 Street burger 街堡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12號對面
13097 高雄市 三民區 鮮鹽堂泰式鹽水雞-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ㄧ街96-1號
13098 高雄市 三民區 想吃吐司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85號
13099 高雄市 鳳山區 轉角早餐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50號
13100 高雄市 鳳山區 五國真湯過勇店 高雄市鳳山區過勇路15號
13101 高雄市 楠梓區 韓老闆日本炒麵大阪燒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
13102 高雄市 苓雅區 癸戎手作私廚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27號
13103 高雄市 仁武區 小寶涼麵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96號
13104 高雄市 前鎮區 HANHUI漢輝珠寶創意手作設計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105 高雄市 新興區 楊記肉圓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7號前方
13106 高雄市 仁武區 派克炸雞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73-5號
13107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209號
13108 高雄市 鹽埕區 NULL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71-2號
13109 高雄市 苓雅區 兩丼屋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7號
13110 高雄市 新興區 復興二手書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85-1號
13111 高雄市 楠梓區 豆坊-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5號
13112 高雄市 楠梓區 阿勛冰舖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97號
13113 高雄市 大社區 Enjoy Eat Bistro飲酒嗑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2-1
13114 高雄市 三民區 TADYcoffee 高雄市三民區旅順街8號
13115 高雄市 鹽埕區 文滷味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0號
13116 高雄市 苓雅區 日發羊肉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19號
13117 高雄市 前金區 COSY COZY 高雄市前金區允文街31號
13118 高雄市 小港區 CHU美甲美睫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16號
13119 高雄市 三民區 XEV獨創炒意麵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76號
13120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7號
13121 高雄市 鹽埕區 飾人+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飾人+
13122 高雄市 左營區 業務水產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黃昏市場三街76號)-業務水產
13123 高雄市 鹽埕區 SC插畫設計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一號
13124 高雄市 楠梓區 山玉奶凍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101號
13125 高雄市 小港區 玖町和食堂 高雄市小港區宏光街438-1號
13126 高雄市 三民區 愛瘋狂3c包膜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22號
13127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家豆花-正忠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87號
13128 高雄市 三民區 DFTID STONE天然石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二街21號
13129 高雄市 三民區 曼尼髮藝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94號
13130 高雄市 新興區 DSM大色膜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5巷3號
13131 高雄市 鼓山區 御餅舖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34號
13132 高雄市 鳳山區 吳家豆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8號
13133 高雄市 鼓山區 早頓小室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二街29之1號1樓
13134 高雄市 前鎮區 雷牛肉燥 高雄市前鎮區擴建一路49-50號
13135 高雄市 苓雅區 希望奶茶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71號
13136 高雄市 三民區 雪芝館香蕉清冰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50號
13137 高雄市 三民區 芳華茶行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124號
13138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街56號
13139 高雄市 新興區 公雞漢堡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16號
13140 高雄市 楠梓區 金可豆花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591號
13141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26號
13142 高雄市 前鎮區 Mr.silver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42號前
13143 高雄市 前鎮區 Eric 高雄市前鎮區鎮榮街68號
13144 高雄市 前鎮區 梅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145 高雄市 前鎮區 巧地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前鎮區精忠街30號
13146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手工現做旗魚黑輪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954巷25號
13147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復古彈珠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3號
13148 高雄市 鼓山區 鞋棧鞋坊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42旁攤位-鞋棧鞋坊
13149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41號
13150 高雄市 鳳山區 品汎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65號
13151 高雄市 鳳山區 三鼎辣串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1號(騎樓)
13152 高雄市 前鎮區 小宇宙桌遊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39巷58號
13153 高雄市 鼓山區 H.C.L茶點心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6之2號
13154 高雄市 左營區 CEO雞蛋仔-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6號
13155 高雄市 小港區 戰鬥雞-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62號
13156 高雄市 新興區 盛奕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3號
13157 高雄市 楠梓區 小林黑砂糖刨冰-LIN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88號
13158 高雄市 三民區 行者-The Walkers 高雄市三民區旅順街8號
13159 高雄市 三民區 HO2_official_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23-3號
13160 高雄市 三民區 熱饌熱壓爆漿吐司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13161 高雄市 仁武區 文院福利社(中山大學文學院) 高雄市仁武區赤西一街21號
13162 高雄市 鹽埕區 Meet ni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Meetni
13163 高雄市 鼓山區 烤霸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0排底)-烤霸
13164 高雄市 鼓山區 風船章魚燒-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5號
13165 高雄市 新興區 林記手工牛扎糖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1號前
13166 高雄市 小港區 明星鹹酥雞（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204號
13167 高雄市 小港區 一鼎滷味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14-1號
13168 高雄市 小港區 趙承德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48巷2弄13號
13169 高雄市 三民區 鴻翔車體鍍膜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58號
13170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622號
13171 高雄市 三民區 5色食堂 財神客棧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15號
13172 高雄市 鼓山區 智家飯糰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34號
13173 高雄市 左營區 5點半叫我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65-14號
13174 高雄市 苓雅區 饗天下鹽酥雞-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26號



13175 高雄市 鹽埕區 美女ㄟ麵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0號
13176 高雄市 鳳山區 麵包窩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68號
13177 高雄市 苓雅區 冬瓜漢 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21-1號
13178 高雄市 鼓山區 李記蔥抓餅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3排676)-李記蔥抓餅
13179 高雄市 三民區 北大港原盅燉鴨湯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05號
13180 高雄市 前金區 拉亞漢堡-自強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82號
13181 高雄市 鳳山區 小黎朵Mins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1號
13182 高雄市 苓雅區 馬交茶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24號
13183 高雄市 鹽埕區 千喜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43號
13184 高雄市 苓雅區 四季脆皮雞排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01之7號
13185 高雄市 前鎮區 饞鍋燒 高雄市前鎮區瑞誠街8號
13186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婆婆冰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5號
13187 高雄市 三民區 得麗現打果汁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215號
13188 高雄市 鹽埕區 上群日本女裝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41號
13189 高雄市 仁武區 海鮮8海鮮粥專門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197-1號
13190 高雄市 鼓山區 聚茶館健康茶飲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194號
13191 高雄市 三民區 yoyo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84號
13192 高雄市 左營區 愛水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109號
13193 高雄市 鳳山區 金Q 高雄市鳳山區北華街40巷2號
13194 高雄市 橋頭區 不只是沙拉-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61號
13195 高雄市 前鎮區 老屋老物老石頭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196 高雄市 前金區 萬事可成餐館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92-1號地下一樓(捷運2號出口)
13197 高雄市 新興區 薇薇內衣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80號
13198 高雄市 大社區 魯十二-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26號
13199 高雄市 鳳山區 兩隻老虎-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6之1號
13200 高雄市 左營區 薇薇安童裝 高雄市左營區文守路157號
13201 高雄市 楠梓區 杰斯特商行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安58號
13202 高雄市 鼓山區 大丸宵夜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9號
13203 高雄市 鼓山區 Kaiwen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8排)-Kaiwen
13204 高雄市 鳳山區 福一軒海鮮粥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42-2號
13205 高雄市 新興區 博義師燒肉飯復橫總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橫一路276號
13206 高雄市 三民區 芊莫歐日韓系服飾批發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637號
13207 高雄市 左營區 不只是沙拉-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72號
13208 高雄市 新興區 Y2哈衣街美鞋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62號2樓
13209 高雄市 仁武區 中山翠亨福利社(中山大學翠亨山莊) 高雄市仁武區赤西一街19號
13210 高雄市 三民區 冰封仙果(高雄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13號
13211 高雄市 仁武區 雞薯薯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00巷20-2號
13212 高雄市 三民區 雄媽媽美食坊-站前店 高雄市三民區中山一路325巷17號
13213 高雄市 三民區 三鳳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13-1號
13214 高雄市 前金區 衣著時尚館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99號1樓
13215 高雄市 鹽埕區 森興百貨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5號
13216 高雄市 新興區 甘草芭樂木瓜牛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8號前
13217 高雄市 新興區 愛狗衣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0號
13218 高雄市 新興區 髮的林髮梳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2號前
13219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古早味豆花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路68號
13220 高雄市 前鎮區 幸福樹愛皮件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221 高雄市 鹽埕區 就是愛豆花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01號
13222 高雄市 左營區 自由衣舖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13223 高雄市 新興區 be yoga 高雄市新興區複橫ㄧ路136-1號
13224 高雄市 三民區 好日子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02號
13225 高雄市 苓雅區 1314碳烤三明治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08號
13226 高雄市 鳳山區 松本鮮奶茶-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12號
13227 高雄市 鹽埕區 MINA精品服飾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60號
13228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三街106號
13229 高雄市 左營區 夏米美甲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196號
13230 高雄市 鹽埕區 Gohan好物製作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Gohan好物製作
13231 高雄市 前鎮區 阿亮香雞排(前鎮夜市)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一巷29號
13232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蒜香椒鹽蝦蟹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5跟47號前
13233 高雄市 新興區 寶桂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2號
13234 高雄市 新興區 老薑精油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8號
13235 高雄市 三民區 吳小姐3d訂製珠寶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96號7樓之一
13236 高雄市 苓雅區 日月潭紅茶 高雄市苓雅區永平路97號
13237 高雄市 鳳山區 佛聯新鳳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453之2號
13238 高雄市 前金區 貝雅絲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515號
13239 高雄市 鼓山區 菊野日式涮涮鍋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948號
13240 高雄市 前鎮區 豆豆樂烤醬糰子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瑞北夜市)
13241 高雄市 三民區 松本鮮奶茶-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67號
13242 高雄市 鳳山區 尚泰乾洗商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241號
13243 高雄市 前鎮區 花序flowershe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244 高雄市 鹽埕區 如意莊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30號
13245 高雄市 仁武區 小上海香酥雞仁忠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98號前-小上海香酥雞仁忠店
13246 高雄市 鼓山區 中山大學-小雞好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山海樓餐廳
13247 高雄市 左營區 串紅川香燃辣擼串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495號
13248 高雄市 旗津區 不一樣海鮮蚵嗲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100號(攤販)
13249 高雄市 前鎮區 遊藝茶陶館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250 高雄市 前鎮區 台灣好鄉農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19巷19號8樓
13251 高雄市 三民區 酵素工場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237號
13252 高雄市 前鎮區 紀憶老物件雜貨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253 高雄市 鼓山區 心晴Hair Salon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67號
13254 高雄市 燕巢區 高科大-菇蒂早安吧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1號
13255 高雄市 左營區 Mini酷衣舖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3256 高雄市 新興區 榛宏豆乳蝦蟹/鐵板火牛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2-1號
13257 高雄市 新興區 肆三-泰瑞莎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43巷9號
13258 高雄市 鼓山區 客以樂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棧貳庫市集商店)-客以樂
13259 高雄市 楠梓區 享喝茶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95號



13260 高雄市 左營區 艾妮貝爾內衣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493號
13261 高雄市 鹽埕區 小平愛吃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21-2號
13262 高雄市 三民區 小翠幸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5號
13263 高雄市 鼓山區 食饕池上便當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9-1號
13264 高雄市 鳳山區 松本－鳳山南和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和一路5號
13265 高雄市 左營區 在地人鹽水雞-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72號
13266 高雄市 苓雅區 大將安全帽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162號
13267 高雄市 左營區 Mini眼鏡帽子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6/第8排)
13268 高雄市 三民區 ELSA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58號
13269 高雄市 鳳山區 韓味私廚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501號的對面
13270 高雄市 新興區 Moment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98號
13271 高雄市 鳳山區 Katrina Hair 高雄市鳳山區園茂路90號
13272 高雄市 鼓山區 婕菲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28-1號
13273 高雄市 三民區 何家茶飲舖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05號
13274 高雄市 前鎮區 阿木關東煮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路二路393號
13275 高雄市 大寮區 愛波餐廳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湖濱樓三樓)
13276 高雄市 前鎮區 Natsu Accessories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
13277 高雄市 苓雅區 Eyelash J. Studio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18號2樓(飛兒髮廊2樓)
13278 高雄市 鳳山區 馬拉淞髮藝沙龍 高雄市鳳山區文藝街75號
13279 高雄市 三民區 88麻辣鍋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77號
13280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8號
13281 高雄市 新興區 亞舍紅茶冰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2號前
13282 高雄市 鼓山區 superrico芮克墨西哥烤餅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125號(瑞豐夜市第二排)
13283 高雄市 前鎮區 蜀國天香麻辣燙 高雄市前鎮區南衙路160號
13284 高雄市 苓雅區 酥香院酥香臭豆腐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一街102號
13285 高雄市 仁武區 妮娃娃 高雄市仁武區永新二街82巷28號
13286 高雄市 鳳山區 依佳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60號
13287 高雄市 左營區 阿亮香雞排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13288 高雄市 新興區 璦藏手作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380號
13289 高雄市 鳳山區 酷鬆餅 高雄市鳳山區鎮南街1號
13290 高雄市 鳳山區 山丘上的小星星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90號
13291 高雄市 鼓山區 海滋味 高雄市鼓山區旗津三路1050號124/126攤
13292 高雄市 旗津區 樺海產23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23攤
13293 高雄市 左營區 謝家魚脯專賣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18巷56號
13294 高雄市 鼓山區 Chi Chi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六排第346格)-chichi
13295 高雄市 前鎮區 M by korea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19號第一間-Mbykorea
13296 高雄市 鳥松區 NULL 高雄市鳥松區澄明街150號
13297 高雄市 左營區 Pennys 小衣櫥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7號
13298 高雄市 旗津區 烤小卷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攤販)
13299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上廣魷魚絲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6號大門旁
13300 高雄市 小港區 客以樂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101-1號
13301 高雄市 鳳山區 Perfect 啵妃 荷蘭小鬆餅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59-1號
13302 高雄市 新興區 麻糬之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2號
13303 高雄市 鼓山區 小樂牛奶雞蛋糕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和文信路口(明誠公園市集)
13304 高雄市 左營區 更衣小時光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13305 高雄市 左營區 Mi ru ku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3306 高雄市 鼓山區 蘇菲日本小舖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50號
13307 高雄市 楠梓區 孔伯伯北平館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東路137號
13308 高雄市 楠梓區 阿智喝茶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5-1號
13309 高雄市 新興區 甘蔗風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7號
13310 高雄市 三民區 窩kitchen早午餐專賣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269號
13311 高雄市 新興區 美甲殿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94號
13312 高雄市 苓雅區 春日蒜香豆干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17號
13313 高雄市 鳳山區 上味珍餐飲部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1號
13314 高雄市 楠梓區 Smile 日韓美妝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20巷1-1號前
13315 高雄市 鼓山區 冬鄉小廚 酸菜白肉鍋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177號
13316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川本鋪古早味現烤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0號
13317 高雄市 新興區 BAO Hair Salon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300-2號
13318 高雄市 前鎮區 MOMIJI莫米吉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攤販無固定擺攤)
13319 高雄市 三民區 Poopyland噗比布尿布樂園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20號B1F捷運後驛站R12-01販賣店
13320 高雄市 前鎮區 C.L.V and Q.S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三巷100弄8號
13321 高雄市 前鎮區 台鋁市集MLD-g2g.vtg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322 高雄市 楠梓區 建中雞排 高雄市楠梓區盛昌街146號
13323 高雄市 苓雅區 哆利哆利鹽水雞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81號
13324 高雄市 前鎮區 a little cool 手作設計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325 高雄市 苓雅區 Alley Beauty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28巷40號
13326 高雄市 鳳山區 小熊燒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一路119巷107號
13327 高雄市 三民區 蕎 Hair salon 高雄市三民區義德路36號
13328 高雄市 鹽埕區 Vicky's香水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之44號
13329 高雄市 鼓山區 Dating Day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
13330 高雄市 楠梓區 秝蓁鎂時尚美學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五路77號
13331 高雄市 新興區 Sunny hair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43巷9號
13332 高雄市 楠梓區 健詩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64巷11號
13333 高雄市 前鎮區 JinC 925 craft studio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334 高雄市 三民區 哥倆好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454號
13335 高雄市 鼓山區 小A飾品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1排)-小A飾品
13336 高雄市 新興區 happysecret許巧樂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7號
13337 高雄市 前鎮區 島. Shima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島.Shima
13338 高雄市 新興區 MUCHENESS 酪上號 高雄市新興區民有街38號
13339 高雄市 前鎮區 瑞尹-Hanes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350號10樓之1
13340 高雄市 前鎮區 博文堂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341 高雄市 仁武區 松本鮮奶茶-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63號
13342 高雄市 苓雅區 霏嚐點心屋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81號
13343 高雄市 左營區 傻瓜冰茶-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2號
13344 高雄市 楠梓區 舒逢 熱臘除毛 美睫 寓所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0號



13345 高雄市 苓雅區 Eve 高雄市苓雅區武義街70巷12號(莊亦涵)
13346 高雄市 鳳山區 松本－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345號
13347 高雄市 小港區 首爾小姐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七路67-1號
13348 高雄市 前鎮區 Cherry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七街128號
13349 高雄市 左營區 Copy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七排375號
13350 高雄市 左營區 CE杯子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67巷28號
13351 高雄市 鳳山區 厚一點雞排專賣店-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70號
13352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49號
13353 高雄市 左營區 貝貝髮藝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703號
13354 高雄市 左營區 LA. Mei 精品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
13355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2號
13356 高雄市 新興區 麻油腰子麵線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6號前方
13357 高雄市 三民區 緹絲彈性襪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206號
13358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7號
13359 高雄市 左營區 Lamore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四排)
13360 高雄市 三民區 鳥控 birdcone 高雄市三民區民壯路22號7樓-2
13361 高雄市 新興區 啾愛iphone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103號前方-啾愛iphone
13362 高雄市 三民區 Campo蔬食古巴三明治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46號
13363 高雄市 三民區 蕾亞奶茶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326號
13364 高雄市 鳳山區 13手作設計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路55巷6號4樓
13365 高雄市 前鎮區 食光杯 EAT UP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37號
13366 高雄市 鹽埕區 霓虹叢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之21號
13367 高雄市 新興區 Swa hairsalon_Sasha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25號
13368 高雄市 左營區 小肥家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13369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34號
13370 高雄市 前鎮區 Sun Leather革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371 高雄市 苓雅區 一饅頭店 高雄市苓雅區漢陽街52號
13372 高雄市 前鎮區 煮客實驗室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373 高雄市 苓雅區 米卡希達墨西哥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140巷39號
13374 高雄市 鼓山區 好食熱壓吐司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三排145格)-好食熱壓吐司
13375 高雄市 三民區 姆馬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堅如路96號
13376 高雄市 鳳山區 陳爸爸古早味麻油雞飯 高雄市鳳山區明鳳13街51號(陳雅卿)
13377 高雄市 左營區 弘爺漢堡－實踐店 高雄市左營區實踐路61號
13378 高雄市 新興區 解憂咖啡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橫路26路
13379 高雄市 鹽埕區 龍舍陶花坊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龍舍陶花坊
13380 高雄市 鼓山區 仨根毛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42之8號
13381 高雄市 楠梓區 花豆腐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18號
13382 高雄市 鹽埕區 漫德生活MadLife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漫德生活MadLife
13383 高雄市 鼓山區 柔美韓飾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七排274格)-柔美韓飾
13384 高雄市 左營區 墨憩美甲-魚魚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墨憩美甲-魚魚
13385 高雄市 鳳山區 黑貓社 高雄市鳳山區北昌三街96號
13386 高雄市 鼓山區 就是烤肉Just Kebab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三排153格)-就是烤肉JustKebab
13387 高雄市 鹽埕區 西瓜手作小鋪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市集)-西瓜手作小鋪
13388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中街25號
13389 高雄市 鼓山區 水世界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2排667)-水世界
13390 高雄市 鼓山區 天玥胡椒餅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二排93號攤)
13391 高雄市 鹽埕區 Honest Handmade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號(駁二藝術特區大義街倉庫前方)-HonestHandmade
13392 高雄市 前鎮區 芭樂姐姐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177號
13393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6號旁
13394 高雄市 苓雅區 尤記珍珠肉圓-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95-1號
13395 高雄市 前鎮區 RAZ STUDIO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396 高雄市 左營區 Pangkupangku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9排)
13397 高雄市 鹽埕區 續杯良飲 高雄市鹽埕區富野路76號
13398 高雄市 鼓山區 LaBelle Eyelash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31號
13399 高雄市 梓官區 小乃紅茶冰-中正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正路321號
13400 高雄市 鳳山區 Vivid__ Vivi的__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225號16樓之7
13401 高雄市 鳯山區 Mix egg-文山店 高雄市鳯山區八德路二段278號
13402 高雄市 鹽埕區 梅刺小舖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梅刺小舖
13403 高雄市 三民區 阿水伯飲料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67號
13404 高雄市 三民區 吾皇刈包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41號
13405 高雄市 新興區 花麗露裊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22-2號
13406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市集-DT手工製筆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407 高雄市 鳳山區 FNGR&amp;Nining_nail(美甲美睫)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415號
13408 高雄市 鼓山區 vivian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1排)-vivian
13409 高雄市 楠梓區 豆坊_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175號
13410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30號
13411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蚵仔煎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5號
13412 高雄市 苓雅區 王太太沙拉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55號
13413 高雄市 左營區 港式抓餅 高雄市左營區介壽路253號
13414 高雄市 苓雅區 小奶奶現烤甜甜圈 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200號騎樓
13415 高雄市 鳳山區 宥宥小舖 高雄市鳳山區三誠路8號
13416 高雄市 左營區 camel0901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0排)
13417 高雄市 苓雅區 一度讚泡菜臭豆腐鍋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7巷29號
13418 高雄市 鹽埕區 遇見美甲、衣飾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市集)-遇見美甲、衣飾
13419 高雄市 鼓山區 Mimi服飾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夜市第九排
13420 高雄市 阿蓮區 小乃紅茶冰-阿蓮忠孝店 高雄市阿蓮區忠孝路58號
13421 高雄市 前鎮區 MLD台鋁市集-文兒雜貨舖Wener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422 高雄市 三民區 我們的脆皮牛奶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508號(天天新黃昏市場內)
13423 高雄市 左營區 Afternoon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8排中間)
13424 高雄市 三民區 工具人雞蛋糕-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5號
13425 高雄市 鹽埕區 LivingThings Design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LivingThingsDesign
13426 高雄市 左營區 HYP Shop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
13427 高雄市 小港區 ONE閣 高雄市小港區高坪66路55號
13428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蚵仔煎，小籠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5號
13429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4號



13430 高雄市 鹽埕區 手羽鹿手作工坊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76號
13431 高雄市 左營區 Elaine’s 時尚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260號
13432 高雄市 左營區 噓ㄧ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12-1號
13433 高雄市 左營區 HLHT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13434 高雄市 鼓山區 魔鏡Mirro百元眼鏡 高雄市鼓山區登山街43之1號
13435 高雄市 鼓山區 Miss shark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三排146格)-Missshark
13436 高雄市 小港區 FANDS - Hsiangling 高雄市小港區港后里天順街113號
13437 高雄市 新興區 今日炭烤玉米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7號
13438 高雄市 鼓山區 Mms missy大小姐服飾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3-5號
13439 高雄市 鹽埕區 雞婆婆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號
13440 高雄市 新興區 虎紋珍珠厚鮮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8號前方
13441 高雄市 新興區 Yoanna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23號
13442 高雄市 前鎮區 小瑜兒美睫紋繡手創館 高雄市前鎮區鎮慶街41號
13443 高雄市 鼓山區 p.z_style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5排263格)-p.z_style
13444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98號
13445 高雄市 楠梓區 胖達火鍋達人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44號
13446 高雄市 新興區 老六合鴨舌 鴨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3號
13447 高雄市 前鎮區 明星鹽酥雞－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74號
13448 高雄市 鳳山區 嗏舍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73號
13449 高雄市 三民區 幽靈香腸 高雄市三民區河北二路134號
13450 高雄市 鹽埕區 K.C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K.C
13451 高雄市 苓雅區 台灣第一家鹽酥雞-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1號
13452 高雄市 鳳山區 小壞蛋地瓜球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268號
13453 高雄市 仁武區 源喫茶-八卦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105號
13454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178號
13455 高雄市 新興區 璀璨(香水、化粧品)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號
13456 高雄市 永安區 銨娜皮件 高雄市永安區保安路6巷2之20號
13457 高雄市 鹽埕區 一葉之丘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一葉之丘
13458 高雄市 新興區 鳥蛋蝦燒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3號前
13459 高雄市 左營區 真鶴牛肉麵館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61號
13460 高雄市 三民區 王記涼麵春捲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508號(天天新黃昏市場內)
13461 高雄市 左營區 三丰金屬漆藝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重安路37號
13462 高雄市 鳳山區 頭家的牛肉湯火鍋熱炒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8之2號
13463 高雄市 鼓山區 阿霞炭烤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580號
13464 高雄市 三民區 康軒碳烤燒餅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155號
13465 高雄市 鹽埕區 Black Angel Boutique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BlackAngelBoutique
13466 高雄市 楠梓區 自在然藝術工坊 高雄市楠梓區廣昌街125巷16號
13467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喵爆米花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路131號7樓
13468 高雄市 前金區 金角90度燒肉食堂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517號
13469 高雄市 楠梓區 NULL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81號
13470 高雄市 鹽埕區 想不到mobile kitchen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想不到mobilekitchen
13471 高雄市 苓雅區 一炎九鼎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00-6號
13472 高雄市 新興區 肆拾參巷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43巷9號
13473 高雄市 鼓山區 CEO雞蛋仔-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264號
13474 高雄市 前鎮區 玫瑰私藏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117
13475 高雄市 左營區 心靈樹塔羅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3476 高雄市 苓雅區 小熊燒手作雞蛋糕-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6號
13477 高雄市 鳳山區 Doris Hair Studio 高雄市鳳山區合作街34巷12號
13478 高雄市 楠梓區 杏樹韓國服飾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385號
13479 高雄市 旗山區 瑆韻/馨韻 愛閃耀 高雄市旗山區永福街52-2號
13480 高雄市 左營區 波普藝術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8號
13481 高雄市 鹽埕區 微枝WeiJR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微枝WeiJR
13482 高雄市 新興區 微笑晴天Smile 高雄市新興區已市集活動為主
13483 高雄市 苓雅區 戰鬥雞-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75號
13484 高雄市 前鎮區 Anush奇幻流浪商行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485 高雄市 三民區 飛菟桌遊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79號
13486 高雄市 大社區 L.Z Yummy 港式雞蛋仔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11-4號
13487 高雄市 鼓山區 溫溫美睫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64號2樓
13488 高雄市 鳳山區 翠峰茶園 高雄市鳳山區鳳林路184號
13489 高雄市 橋頭區 恩澤精品咖啡創藝工坊 高雄市橋頭區橋新三路527號11樓之五(鳳凰時代
13490 高雄市 林園區 DV手作 高雄市林園區西溪里後厝路87號
13491 高雄市 楠梓區 嗦米線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42號
13492 高雄市 鹽埕區 明星古董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99巷3-2號(住家，都是市集擺攤)
13493 高雄市 前鎮區 松本鮮奶茶-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69號
13494 高雄市 三民區 Beau's Lady 高雄市三民區鼎和街12-1號
13495 高雄市 苓雅區 露露睫毛坊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05號2樓
13496 高雄市 鳳山區 心良美商行 高雄市鳳山區文昌街19-1號
13497 高雄市 左營區 紫微手創飾品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3498 高雄市 橋頭區 享樂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1062號12樓
13499 高雄市 新興區 Ailin Cafe'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58號
13500 高雄市 三民區 白巷子 WHITE ALLEY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43號
13501 高雄市 鼓山區 510style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555號
13502 高雄市 苓雅區 粥賀呷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70號
13503 高雄市 左營區 DS汽車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303號
13504 高雄市 鼓山區 胖老爹美式炸雞 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58號
13505 高雄市 鼓山區 珍糖傳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3排)
13506 高雄市 鼓山區 西岸手作義式冰淇淋 xian ice cream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35號
13507 高雄市 前鎮區 春花雞場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75號
13508 高雄市 仁武區 綜合早餐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98號
13509 高雄市 苓雅區 萬人舖日式雜貨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0-6號
13510 高雄市 鳳山區 妙吉祥就素快炒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110號
13511 高雄市 鼓山區 一番鍋燒(中山大學山海樓餐廳)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中山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山海樓餐廳-巧味鍋燒丼飯
13512 高雄市 前鎮區 嗜食堂No.40 高雄市前鎮區瑞發街40號
13513 高雄市 新興區 娘娘就是愛3C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3號
13514 高雄市 楠梓區 高大奇恩影印行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南路583號



13515 高雄市 鼓山區 納良 Na Liang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538號
13516 高雄市 新興區 ㄧ圈圈手作便當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16號
13517 高雄市 楠梓區 樂淘寶環保市集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與德民路交叉口處廣場
13518 高雄市 新興區 冠緯珠寶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3號前
13519 高雄市 鳳山區 風船章魚燒-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74號
13520 高雄市 鹽埕區 武士汪汪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武士汪汪
13521 高雄市 楠梓區 異國飯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5號
13522 高雄市 鹽埕區 By the way design studio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Bythewaydesignstudio
13523 高雄市 左營區 瘋仙草 辛亥店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83號
13524 高雄市 旗津區 老攤飛魚卵香腸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巷72弄12號
13525 高雄市 鳳山區 Door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8號
13526 高雄市 鳳山區 寶貝的時尚魔法屋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55號
13527 高雄市 苓雅區 米美鮮肉湯圓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一街121號
13528 高雄市 苓雅區 蓁的泡泡蛋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3-1
13529 高雄市 新興區 綠波cafe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89號
13530 高雄市 左營區 精緻鐘錶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自由黃昏市場)
13531 高雄市 林園區 佩妮工作室 高雄市林園區文賢北路22號
13532 高雄市 三民區 如如的家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8巷3號
13533 高雄市 鹽埕區 菁夯雞蛋仔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菁夯雞蛋仔
13534 高雄市 鳳山區 川田 手切冰淇淋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62號
13535 高雄市 鼓山區 Jume啾咪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十排第542格)-Jume啾咪
13536 高雄市 小港區 苙鶴日式定食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89號
13537 高雄市 苓雅區 宇宙大大扭蛋玩具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276號
13538 高雄市 鳳山區 鄉傳滷味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50號
13539 高雄市 鼓山區 虎拉麵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61號
13540 高雄市 三民區 牛客棧溫體牛涮涮鍋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60號
13541 高雄市 前鎮區 小白暖心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小白暖心手作
13542 高雄市 左營區 老爺車炮蛋蔥油餅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322號
13543 高雄市 新興區 吉安尼皮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6號
13544 高雄市 楠梓區 榛果怪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03號
13545 高雄市 苓雅區 鄭東山鴨頭-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30號
13546 高雄市 左營區 Mon Chic慕時尚 高雄市左營區立中路92號
13547 高雄市 楠梓區 愛絲薇美妝服飾 高雄市楠梓區青埔街174號
13548 高雄市 鼓山區 雞皮哥搭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5排底)-雞皮哥搭
13549 高雄市 鹽埕區 魚刺人雞蛋糕-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0之1號
13550 高雄市 三民區 阿賴茶 高雄市三民區朝陽街200號2樓
13551 高雄市 仁武區 洲好記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一路384巷21-6號9樓之1
13552 高雄市 左營區 8哩巴黎 高雄市左營區高市巨蛋站捷運商店街
13553 高雄市 苓雅區 海爾思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仁義街49號
13554 高雄市 三民區 巴布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與博愛一路口(德立莊前攤車)
13555 高雄市 鼓山區 呷蝦燴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83巷39之1號
13556 高雄市 新興區 e豆贊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3號
13557 高雄市 新興區 明技精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7號前方
13558 高雄市 楠梓區 品元德國豬腳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後勁夜市
13559 高雄市 三民區 魔法服飾批發零售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56號
13560 高雄市 新興區 四分之一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1號
13561 高雄市 新興區 林記水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3號前方
13562 高雄市 前鎮區 幸野家 高雄市前鎮區公正路186號
13563 高雄市 鹽埕區 Sweethouse手作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Sweethouse手作
13564 高雄市 新興區 U.US正韓系美鞋衣著館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31號
13565 高雄市 左營區 CHE PACCHIA Accessories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巨蛋市集)
13566 高雄市 鳳山區 好食g赤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69號
13567 高雄市 前鎮區 九顆栗子 Nines Riko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九顆栗子NinesRiko
13568 高雄市 鳳山區 東美沙龍小澄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田中央路103號2樓
13569 高雄市 楠梓區 來買水果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47號
13570 高雄市 新興區 李穆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43巷9號
13571 高雄市 楠梓區 粵旺燒臘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594號
13572 高雄市 新興區 義起走走 義式料理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67號
13573 高雄市 苓雅區 桶一天下-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62-2號
13574 高雄市 三民區 威力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488號
13575 高雄市 鹽埕區 milo謎洛精石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milo謎洛精石
13576 高雄市 苓雅區 亮顏美學(苓雅新光店)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46巷1號
13577 高雄市 三民區 水果買賣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金獅湖市場C25號)
13578 高雄市 三民區 漢堡大師(高科大建工校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13579 高雄市 楠梓區 古茗手作茶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20號
13580 高雄市 前鎮區 龍創客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581 高雄市 鼓山區 73階蔬食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13582 高雄市 前鎮區 微甜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微甜手作
13583 高雄市 前鎮區 Happyday1010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Happyday1010
13584 高雄市 苓雅區 山水便當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294號
13585 高雄市 鼓山區 mini 麵包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七排)-mini麵包
13586 高雄市 鳳山區 莫兒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40號
13587 高雄市 小港區 之澤食堂-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193號
13588 高雄市 左營區 B and G kids 童裝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B&g kids童裝
13589 高雄市 前鎮區 樂搞雞蛋糕in雲林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590 高雄市 新興區 bubble'S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7號
13591 高雄市 苓雅區 呷尚寶早午餐-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51號
13592 高雄市 左營區 轉角預見飯糰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新路186號
13593 高雄市 鼓山區 桶一天下-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51-2號
13594 高雄市 鹽埕區 凱隆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2-1號
13595 高雄市 鳳山區 古名豆花王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340號
13596 高雄市 苓雅區 閣再來鱔魚意麵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5號
13597 高雄市 新興區 川蘭記麻辣鴨頭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橫路9巷24號
13598 高雄市 小港區 計程車271-Z6 高雄市小港區復華路38巷9號8樓計程車271-Z6
13599 高雄市 鹽埕區 晨迷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230號



13600 高雄市 三民區 四川涼麵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1號
13601 高雄市 前金區 雄出沒生蠔餐酒館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6號
13602 高雄市 前鎮區 義特牛排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7號
13603 高雄市 橋頭區 旅物殿 寫真館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5巷1號
13604 高雄市 鹽埕區 春之英普洱茶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16號
13605 高雄市 鳳山區 原汁源味豆乳雞 高雄市鳳山區南二街33號
13606 高雄市 三民區 Who steakhouse 高雄市三民區鼎信街62號
13607 高雄市 前鎮區 老玩銅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608 高雄市 鹽埕區 青森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71號
13609 高雄市 新興區 南灣海鮮鐵板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2號
13610 高雄市 鹽埕區 MINE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市集)-MINE
13611 高雄市 三民區 #NAME?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85號
13612 高雄市 鹽埕區 福隆鐘錶批發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之15號
13613 高雄市 鳳山區 咖啡先生-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230號
13614 高雄市 鹽埕區 現代百貨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45號
13615 高雄市 鳳山區 港記凍檸茶 高雄市鳳山區保生路140號
13616 高雄市 三民區 LOVE123嬰幼兒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295號之2
13617 高雄市 新興區 宏佳寶手工黑糖粉圓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6號前面
13618 高雄市 大社區 飛髮走私造型美學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403號
13619 高雄市 三民區 樂福壁貼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110-1號10樓
13620 高雄市 新興區 XD時尚髮型設計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39-3號
13621 高雄市 鹽埕區 Honest Handmade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HonestHandmade
13622 高雄市 左營區 拉拉手La La Hand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七排)
13623 高雄市 楠梓區 楠梓後勁素食炸滷味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7巷(近後勁夜市)
13624 高雄市 鹽埕區 美嘉手作寵物肉乾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美嘉手作寵物肉乾
13625 高雄市 鳳山區 桶一天下（鳳山凱旋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99號
13626 高雄市 仁武區 優格霜淇淋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10巷119號
13627 高雄市 前鎮區 石昌陶房手工篆刻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628 高雄市 鹽埕區 瑞昇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2號
13629 高雄市 前鎮區 光華鹽水意麵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73號
13630 高雄市 楠梓區 不只是沙拉-楠梓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57號
13631 高雄市 左營區 髮拉麗美髮美甲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868號
13632 高雄市 三民區 三鳳中街-大益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24號
13633 高雄市 鼓山區 尚群科技整型洗衣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89號
13634 高雄市 苓雅區 釋迦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19號前(楊政哲)
13635 高雄市 鳳山區 全民素生活 高雄市鳳山區天興街32號
13636 高雄市 苓雅區 茶研所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91號
13637 高雄市 鹽埕區 聰子覺性引領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45號
13638 高雄市 三民區 胡椒叔叔泰國蝦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51巷1弄14號
13639 高雄市 小港區 饗天下鹽酥雞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80號
13640 高雄市 三民區 鮮果王fruit king鍋燒鬆餅炸物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188號
13641 高雄市 苓雅區 橘葉壽司。丼飯專門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65號
13642 高雄市 左營區 Bunny walking coffee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33號
13643 高雄市 鹽埕區 豐季堂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39號
13644 高雄市 鹽埕區 大吉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19號
13645 高雄市 鼓山區 米羅林媽媽(中山大學米羅美食坊)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63巷90號
13646 高雄市 新興區 天下第一味無骨鳳爪凍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前
13647 高雄市 鹽埕區 新雅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34號
13648 高雄市 鹽埕區 南京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18號
13649 高雄市 前鎮區 黑天使手工粉圓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120-3號
13650 高雄市 鹽埕區 JxJ手作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JxJ手作
13651 高雄市 鹽埕區 錦興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59號
13652 高雄市 三民區 鹹東鹹西鹹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9號門口(吉林店)
13653 高雄市 前鎮區 蓁艾滿屋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蓁艾滿屋
13654 高雄市 鹽埕區 吉盛號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13號
13655 高雄市 仁武區 傳統古早味牛舌餅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10巷119號
13656 高雄市 鹽埕區 傻瓜冰茶-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53號
13657 高雄市 左營區 只屬於你 雞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8號前方-只屬於你雞蛋糕
13658 高雄市 苓雅區 小林鍋燒麵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20巷18號
13659 高雄市 鹽埕區 京尚造型鹽燈-時尚手作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86號之8
13660 高雄市 鼓山區 富野香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之4號
13661 高雄市 大社區 熊青茶作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130號
13662 高雄市 苓雅區 La:bel服飾 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148-91號
13663 高雄市 前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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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4 高雄市 前金區 貞柚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62號
13665 高雄市 新興區 H木華輕食午晚餐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5號
13666 高雄市 鹽埕區 窯極創意手工披薩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窯極創意手工披薩
13667 高雄市 鼓山區 JJ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
13668 高雄市 鼓山區 美睫姬親子美學館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27號2樓(曼筑妮spa館內)
13669 高雄市 前金區 京鍋鍋燒意麵專賣店 高雄市前金區光明街47號
13670 高雄市 鳳山區 甘草芭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12號
13671 高雄市 前鎮區 蟲蟲炸鮮奶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80號(校門口右邊)
13672 高雄市 仁武區 鱷魚冰屋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60號
13673 高雄市 楠梓區 粗飽飯糰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58號
13674 高雄市 前金區 莊記海產粥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111-1號
13675 高雄市 鳳山區 劉家百貨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27號
13676 高雄市 鳳山區 炸海鮮 高雄市鳳山區漢慶街49巷11號
13677 高雄市 楠梓區 雄賀海鮮粥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00號
13678 高雄市 鳳山區 錶帶家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90號
13679 高雄市 鳳山區 白玉肉圓自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448號
13680 高雄市 鳳山區 心喜手工茶-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5號
13681 高雄市 左營區 JSMIX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36號
13682 高雄市 岡山區 珍幸福健康茶飲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43號
13683 高雄市 鳳山區 羊村羊肉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90號1樓A室
13684 高雄市 阿蓮區 東晨烘培屋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71號



13685 高雄市 鼓山區 e豆讚-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二排127號攤
13686 高雄市 新興區 一統農產堅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90號前方
13687 高雄市 前鎮區 吉吉家族(洞洞樂) 高雄市前鎮區瑞北路(瑞北夜市)-吉吉家族(洞洞樂)
13688 高雄市 左營區 三味巧台灣小吃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5號
13689 高雄市 苓雅區 幸福義大利麵‧泡菜好忙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242號
13690 高雄市 小港區 綠予渼綠茶館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120-1號
13691 高雄市 新興區 蜜絲蜜水果牛扎糖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8號
13692 高雄市 仁武區 NULL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398號
13693 高雄市 左營區 阿宏蕃薯王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98號
13694 高雄市 前鎮區 豐彩嫩Q仙草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148號
13695 高雄市 左營區 新莊客家菜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40號
13696 高雄市 鹽埕區 永幸福健康茶飲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號
13697 高雄市 鹽埕區 幸福的青鳥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幸福的青鳥
13698 高雄市 鳳山區 古都悶爐窯烤-濱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47號(旁邊空地)
13699 高雄市 旗山區 旗山老街菠蘿泡芙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6號
13700 高雄市 鹽埕區 喜洋洋鍋燒麵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74號
13701 高雄市 鳳山區 述古木耳飲 高雄市鳳山區北賢街288號11樓
13702 高雄市 鳳山區 大亨牛排-海洋店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路159號
13703 高雄市 楠梓區 泰菲屋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40號
13704 高雄市 左營區 藍記小館NAKI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252號
13705 高雄市 楠梓區 Happy彈珠台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301號
13706 高雄市 新興區 百里香麵食館 高雄市新興區仁雄路76-6號
13707 高雄市 左營區 terroir 流浪BAR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46號
13708 高雄市 鳳山區 海藏商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757巷8號
13709 高雄市 鳳山區 昱川全素食燒烤 高雄市鳳山區體育路1號
13710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41號
13711 高雄市 鳳山區 Wei hair salon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89號
13712 高雄市 大社區 十九甲雞排-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金龍路148號
13713 高雄市 大社區 大埔鐵板燒-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52號
13714 高雄市 三民區 ARENABAR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2-2號
13715 高雄市 楠梓區 EDAM STORE-klein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171號
13716 高雄市 左營區 老町徠玉子屋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428號
13717 高雄市 鳳山區 宵夯烤肉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91號
13718 高雄市 苓雅區 敲桌子桌遊 高雄市苓雅區民族二路4巷18號
13719 高雄市 三民區 桌癮桌遊休閒空間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號
13720 高雄市 前金區 桃花島料亭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206號
13721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展牛排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817號
13722 高雄市 左營區 A Floewr耳環飾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AFloewr耳環飾品
13723 高雄市 小港區 拾玥拉麵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05號
13724 高雄市 仁武區 松本府手創日本料理 高雄市仁武區八卦里八德中路211號
13725 高雄市 鹽埕區 弗斯特金 皮革手工製坊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弗斯特金皮革手工製坊
13726 高雄市 旗山區 嘉田農作 高雄市旗山區樹人路187巷50-7號
13727 高雄市 鳳山區 南傳鮮奶茶坊-高雄文衡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08號
13728 高雄市 前金區 啖椒堂(麻辣小食光)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18號
13729 高雄市 新興區 攝飲16創意料理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29-4號
13730 高雄市 鳳山區 翻滾屋甘草芭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6之3號
13731 高雄市 小港區 東方特調茶飲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33號
13732 高雄市 鳳山區 吃貨愛上鮮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493號
13733 高雄市 前鎮區 大Q牛排 高雄市前鎮區廣西路145號
13734 高雄市 鳳山區 前鎮鴨頭-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233號
13735 高雄市 小港區 咖啡香 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立群路118號
13736 高雄市 仁武區 李記紅茶冰-八德中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71號
13737 高雄市 鳳山區 新掀貨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70巷16號(康帷程)
13738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第一家 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156號
13739 高雄市 小港區 翻滾屋甘草芭樂-小港金府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315號騎樓
13740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23號
13741 高雄市 楠梓區 LEKKER手作披薩 高雄市楠梓區芎林二街80號
13742 高雄市 新興區 阿展的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8號前方-阿展的店
13743 高雄市 鹽埕區 REX手造職人 - 手創經典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駁二市集)
13744 高雄市 左營區 Leader你的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3745 高雄市 前鎮區 豪豪蔥抓餅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80號(校門口左邊)
13746 高雄市 新興區 酥芙職人手工泡芙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95號騎樓
13747 高雄市 大社區 一加一咖啡牛乳專賣店 高雄市大社區三民路62巷143-5號
13748 高雄市 楠梓區 蓁的奮起湖甜甜圈 高雄市楠梓區旗楠路927號
13749 高雄市 前鎮區 簡單袋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750 高雄市 鼓山區 熊先生草本舖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13751 高雄市 苓雅區 前鎮鴨頭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313號
13752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60號
13753 高雄市 橋頭區 菊川町 高雄市橋頭區新莊路66號
13754 高雄市 鹽埕區 威尼鬧鬧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37號7樓之5
13755 高雄市 旗山區 松本鮮奶茶-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494號
13756 高雄市 新興區 俏妞髮藝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路73號
13757 高雄市 苓雅區 Reload Energy飲樂精釀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55號1樓
13758 高雄市 楠梓區 喬克咖啡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38號
13759 高雄市 鼓山區 Dance hero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1排)-Dancehero
13760 高雄市 三民區 覓。研涼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28-1號
13761 高雄市 鳳山區 樹苒小鎮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65巷14號
13762 高雄市 新興區 Lion美髮批發選賣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27號2樓(陳啟章)
13763 高雄市 楠梓區 松本鮮奶茶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29號
13764 高雄市 鼓山區 維托低碳生酮烘焙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91號38樓(華人匯大樓)-維托低碳生酮烘焙
13765 高雄市 前鎮區 Folie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766 高雄市 楠梓區 Max hair words 高雄市楠梓區楠陽路63巷58號4樓
13767 高雄市 三民區 客治麵館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140號
13768 高雄市 鳳山區 Fands 高雄市鳳山區正義街31號
13769 高雄市 前鎮區 閣樓，女子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前方-閣樓,女子



13770 高雄市 鳳山區 R.E手沖泰奶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224號
13771 高雄市 左營區 金妹賣燥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298號門口
13772 高雄市 鳳山區 潁川製所CoffeeRoaster 高雄市鳳山區光明路116號
13773 高雄市 苓雅區 E-go 高雄市苓雅區澄清路7巷5號
13774 高雄市 岡山區 尋茶趣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222號
13775 高雄市 楠梓區 瘋爆雞排-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95號
13776 高雄市 鳳山區 美味素食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69-1號
13777 高雄市 三民區 老張手切滷肉飯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30號
13778 高雄市 岡山區 紅茶幫-岡山大仁北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370號
13779 高雄市 苓雅區 懶人Super G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64號騎樓-懶人SuperG
13780 高雄市 新興區 李穆 Hair Salon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43巷9號
13781 高雄市 苓雅區 怪獸漢堡Monster Burger-大順攤車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66號(騎樓)-怪獸漢堡MonsterBurger-大順店
13782 高雄市 楠梓區 小倉牛日和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56號
13783 高雄市 前鎮區 JC潮客居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784 高雄市 三民區 劉根福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心一路458巷15之2號
13785 高雄市 鳳山區 金Q(鴨肉油飯) 高雄市鳳山區北華街40巷2號
13786 高雄市 新興區 0817霜淇淋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2號前
13787 高雄市 鹽埕區 帝兆木藝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1號
13788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7號
13789 高雄市 仁武區 三山苑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100號
13790 高雄市 三民區 薄荷坊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609號
13791 高雄市 前鎮區 黑妞小舖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792 高雄市 三民區 麥味登(三民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62號
13793 高雄市 鳳山區 愛轉角服飾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74號
13794 高雄市 三民區 小美美式壽司日式丼飯(高科大建工校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13795 高雄市 三民區 mino中大尺碼女裝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622號
13796 高雄市 仁武區 甲銅甲鐵早午餐 高雄市仁武區霞海東一街37號
13797 高雄市 新興區 Meow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36號前
13798 高雄市 前鎮區 柚子布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799 高雄市 前鎮區 甜緣居港式甜品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939巷28號
13800 高雄市 鼓山區 松本鮮奶茶-中山大學店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13801 高雄市 鳳山區 誠品工廠 高雄市鳳山區南京路230號
13802 高雄市 苓雅區 丸李排骨酥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74號
13803 高雄市 鼓山區 好食鍋-無國界手創鍋物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126號
13804 高雄市 鳳山區 歐妮小廚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73號
13805 高雄市 左營區 幸福多多美食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318號3樓
13806 高雄市 左營區 夢幻蝴蝶花園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巨蛋市集)-夢幻蝴蝶花園
13807 高雄市 三民區 貝菈精品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65號
13808 高雄市 燕巢區 彤紅豆餅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15號
13809 高雄市 路竹區 丹丹香蔥油餅 高雄市路竹區大同路277號
13810 高雄市 鼓山區 瑞豐夜市-奶香檸檬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一排39號)
13811 高雄市 三民區 二片吐司 高雄市三民區慶雲街4號
13812 高雄市 前鎮區 陳家萬巒豬腳-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45號
13813 高雄市 苓雅區 小乃紅茶冰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22號前
13814 高雄市 三民區 老澳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延慶街65號
13815 高雄市 鳳山區 白玉肉圓文化西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106號
13816 高雄市 左營區 紅豆童鞋屋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31號
13817 高雄市 燕巢區 Dora天然果舖 高雄市燕巢區安招里安正路56號
13818 高雄市 新興區 umi日韓內睡衣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35號
13819 高雄市 燕巢區 JJ衣櫥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里深中路13號
13820 高雄市 岡山區 吉吉家族(乒乓球)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300巷19號
13821 高雄市 楠梓區 寶媽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外環西路75巷8號
13822 高雄市 小港區 野士麥德(高雄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813號(陳漈瑜)
13823 高雄市 小港區 鴨霸王國煙燻滷味-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80之1號
13824 高雄市 三民區 新崛江純棉T恤 高雄市三民區唐山街63號
13825 高雄市 岡山區 舞蛋食坊雞蛋糕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386-3號
13826 高雄市 鹽埕區 茶貳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2號
13827 高雄市 苓雅區 D-A HAIR SALON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29號
13828 高雄市 楠梓區 NULL 高雄市楠梓區朝新路188號
13829 高雄市 三民區 豆坊-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66號
13830 高雄市 新興區 IN沙拉優格低GI 高雄市新興區洛陽街35號
13831 高雄市 苓雅區 大正牛排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63號
13832 高雄市 苓雅區 古厝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50號
13833 高雄市 鼓山區 via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68號11樓A2
13834 高雄市 鳳山區 讚站佳品茶城-正修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1號(騎樓)
13835 高雄市 三民區 咖啡Q霸 高雄陽明旗艦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68號
13836 高雄市 旗山區 巷仔內古早味紅茶冰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10號
13837 高雄市 鹽埕區 寵愛牠 高雄市鹽埕區必信街98號(陳美樺)
13838 高雄市 鳳山區 晴朵拉日韓代購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44號
13839 高雄市 三民區 松本鮮奶茶-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26號
13840 高雄市 苓雅區 逗咖啡 Mr.B Cafe'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48號
13841 高雄市 鼓山區 吳家麵館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847號
13842 高雄市 苓雅區 宇宙人雞蛋燒 高雄市苓雅區仁智街36號
13843 高雄市 鳳山區 Angel髮型坊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151巷1號
13844 高雄市 新興區 日式燒炒麵麵包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166號
13845 高雄市 鳳山區 Juliana日韓精品小舖 高雄市鳳山區中華街25號
13846 高雄市 楠梓區 雞茶園 高雄市楠梓區援中路532號
13847 高雄市 左營區 dearest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8排)
13848 高雄市 楠梓區 Blossom V. 高雄市楠梓區壽民路86巷11號
13849 高雄市 鼓山區 北回木瓜牛奶（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四排226格)-北回木瓜牛奶
13850 高雄市 鳳山區 有野餐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279巷3號
13851 高雄市 鳳山區 松本鮮奶茶-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90號對面
13852 高雄市 新興區 椒椒麻辣燙/蚵仔煎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
13853 高雄市 前鎮區 Guoguo studio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854 高雄市 鼓山區 不想紅豆餅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89號



13855 高雄市 鳳山區 Chabibi Wonderland 高雄市鳳山區北維街93號
13856 高雄市 鳳山區 By myself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21-1號
13857 高雄市 楠梓區 NULL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20巷1-1號
13858 高雄市 鳳山區 巧巧人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6-6號
13859 高雄市 鳳山區 媽媽不累 高雄市鳳山區大東一路90號
13860 高雄市 大寮區 松本鮮奶茶-八德店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八德路25號
13861 高雄市 新興區 Kilakila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30號
13862 高雄市 鼓山區 阿丹鹹酥雞-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48號
13863 高雄市 新興區 完美美睫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11號
13864 高雄市 苓雅區 拾花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103巷6-2號(王紫玫)
13865 高雄市 苓雅區 金熬滷滷味 高雄市苓雅區大順三路164號(騎樓)-金熬滷滷味
13866 高雄市 新興區 推推地瓜球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9號前方小攤車
13867 高雄市 前金區 Kai Lashes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256號(2樓)
13868 高雄市 新興區 FJ.ss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62號
13869 高雄市 新興區 夢斐儷 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4號
13870 高雄市 永安區 AOI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里光明九巷25號
13871 高雄市 前鎮區 茶十二叡曲 前鎮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92號
13872 高雄市 新興區 品嚐手工麵疙瘩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25之1號
13873 高雄市 左營區 樓記滷味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5-1號
13874 高雄市 旗山區 豆花漾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號
13875 高雄市 旗山區 老河馬咖啡館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71號
13876 高雄市 鳳山區 NULL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132號
13877 高雄市 左營區 NULL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53號
13878 高雄市 左營區 晚睡晚起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49號
13879 高雄市 小港區 尚賓乾洗商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50號
13880 高雄市 鼓山區 NULL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495號
13881 高雄市 旗山區 高雄木瓜牛奶 高雄市旗山區旗文路153號
13882 高雄市 旗山區 童巧馨童裝 高雄市旗山區旗文路260號
13883 高雄市 左營區 薇伊空間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街155號2樓
13884 高雄市 苓雅區 寶石甜點 JEWEL DESSERT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47-9號
13885 高雄市 楠梓區 爵滋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朝陽路166號
13886 高雄市 左營區 Le bi girl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0排)
13887 高雄市 左營區 浪浪友善飾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巨蛋市集)
13888 高雄市 三民區 樺香苑 高雄市三民區三民街205號
13889 高雄市 三民區 I-chiapple數位科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53號
13890 高雄市 鼓山區 Warmy 韓系服飾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南屏路口第七排
13891 高雄市 左營區 Mermail nail 日式美甲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7號2樓
13892 高雄市 前鎮區 想太多女孩 控制欲男孩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893 高雄市 岡山區 V.C Studio 高雄市岡山區華園路32巷9弄5號
13894 高雄市 三民區 馬媽媽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皓東路146號1樓
13895 高雄市 鼓山區 大肥鴨東山鴨頭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三排161格)-大肥鴨東山鴨頭
13896 高雄市 新興區 Cin‘s Makeup Stylist 整體視覺造型 高雄市新興區尚義街188號
13897 高雄市 苓雅區 瘋仙草－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73號
13898 高雄市 前鎮區 明宏拔絲地瓜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一德勞工夜市)-明宏拔絲地瓜
13899 高雄市 新興區 Misu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22號(蘇韋瑄)
13900 高雄市 新興區 嘟嘟雞手創廚坊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187號(龔郁心)
13901 高雄市 鳳山區 Soho工房 高雄市鳳山區黃埔新村東三巷101號
13902 高雄市 左營區 無與倫比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
13903 高雄市 大社區 愛吃雞魔人-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5-5號
13904 高雄市 岡山區 新鑫羊肉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18號
13905 高雄市 鼓山區 善品魚蛋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2排第643格)-善品魚蛋
13906 高雄市 楠梓區 JanDa 珍大眼津時尚美學 高雄市楠梓區岳陽街48號
13907 高雄市 左營區 UF.72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13908 高雄市 三民區 涼冰心古早味剉冰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84號
13909 高雄市 大寮區 紅窯-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50號
13910 高雄市 鼓山區 開心脆皮牛奶雞蛋糕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726號騎樓
13911 高雄市 前鎮區 Yana 手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Yana手作
13912 高雄市 鳳山區 迷宮鬆餅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42號
13913 高雄市 小港區 吮指王炸雞－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103號
13914 高雄市 前鎮區 鹹鹹美代子-Dazz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915 高雄市 鹽埕區 掌貴人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掌貴人
13916 高雄市 鳳山區 Rong Nail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路221號(劉于榕)
13917 高雄市 岡山區 吉吉家族(彈珠台) 高雄市岡山區仁壽路300巷19號
13918 高雄市 岡山區 GIFT禮物女孩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209號
13919 高雄市 林園區 彩蝶服飾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55-7號
13920 高雄市 鳳山區 杯子先生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336巷1-3號4樓
13921 高雄市 仁武區 洲好記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一路384巷21-6號9樓之1
13922 高雄市 鳳山區 松本鮮奶茶-黃埔軍校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8號
13923 高雄市 新興區 Mrs.D精品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25巷28號
13924 高雄市 前金區 米堤美指美睫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57號
13925 高雄市 鳳山區 櫻拉麵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293之1號
13926 高雄市 左營區 有夠義式義大利麵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435號
13927 高雄市 新興區 沙茶蟹，烤魷魚。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8號前
13928 高雄市 鼓山區 山海河粉(ShanHai Pho)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中山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山海樓餐廳-山海河粉(ShanHaiPho)
13929 高雄市 甲仙區 好漾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16號
13930 高雄市 鳳山區 簡單吃早午餐-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76號
13931 高雄市 苓雅區 日月關東煮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3號
13932 高雄市 苓雅區 NULL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27號
13933 高雄市 三民區 舞牛夜市牛排簡餐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181號
13934 高雄市 三民區 Gracious. 順 高雄市三民區龍江街47巷18號
13935 高雄市 前鎮區 阿承鹽水雞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73號
13936 高雄市 新興區 享嗑炸雞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330號
13937 高雄市 鳳山區 康姐姐手工水餃 高雄市鳳山區文澄街102號
13938 高雄市 前鎮區 雙獅鴨霸東山鴨頭-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8號
13939 高雄市 三民區 潘朵拉 高雄市三民區鼎瑞街67-1號



13940 高雄市 大寮區 過分車輪餅 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29號
13941 高雄市 三民區 響讚肉燥飯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115號
13942 高雄市 新興區 Lotus hair salon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一街4號
13943 高雄市 前鎮區 牛魔王牛排-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51號
13944 高雄市 鳳山區 澎湃行海鮮粥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35號
13945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第一家鹽酥雞－鳳山凱旋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08號
13946 高雄市 新興區 PHY H Hair Salon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20巷1號(許伯誠)
13947 高雄市 前鎮區 ㄒㄧㄠ烤 高雄市前鎮區同安路4號
13948 高雄市 三民區 詠興汽車美容 高雄市三民區山路127號
13949 高雄市 新興區 NULL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75號
13950 高雄市 前鎮區 ME-TO流行雜貨舖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21號
13951 高雄市 三民區 湘帥客棧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24號
13952 高雄市 前鎮區 PAN時尚手創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953 高雄市 鹽埕區 Machala馬查拉漢堡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五福四路(愛河市集)-Machala馬查拉漢堡
13954 高雄市 三民區 超級賣賣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169號
13955 高雄市 楠梓區 嘉義老牌石頭火鍋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三路258號
13956 高雄市 前鎮區 DLfarm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DLfarm
13957 高雄市 鳳山區 全紅古早味紅茶專賣店-鳳山凱旋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256號
13958 高雄市 新興區 咖啡香 林園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愛路257號
13959 高雄市 苓雅區 石翠蘭園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72號
13960 高雄市 三民區 WEBBERGER美式漢堡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70號
13961 高雄市 鼓山區 樂咖大阪燒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和裕誠路口(裕誠公園市集)
13962 高雄市 鳳山區 玖香麵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中正路161號
13963 高雄市 新興區 茶髮型沙龍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8號
13964 高雄市 左營區 翻頁咖啡酒館 高雄市左營區嘉慶街48號
13965 高雄市 鹽埕區 玉山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5號
13966 高雄市 鼓山區 雜衣舖牛仔褲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88號(內惟夜市)-雜衣舖牛仔褲
13967 高雄市 前金區 NULL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166號
13968 高雄市 左營區 丸味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82號
13969 高雄市 鳳山區 冠味火鍋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162號
13970 高雄市 新興區 如然紫微風水學院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68號
13971 高雄市 鳳山區 泰國蝦 高雄市鳳山區漢慶街49巷11號
13972 高雄市 新興區 伊斯坦堡土耳其捲餅/冰淇淋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2號
13973 高雄市 鼓山區 米羅滷味(中山大學米羅美食坊)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米羅美食坊)-米羅滷味
13974 高雄市 左營區 沐茶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68巷44號
13975 高雄市 苓雅區 牛小弟牛排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22號
13976 高雄市 鳳山區 橙瑟質髮沙龍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163-2號
13977 高雄市 旗津區 李 鮮味小品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120攤
13978 高雄市 三民區 甘草奶芭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375號3樓
13979 高雄市 橋頭區 好客餐廳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13號
13980 高雄市 新興區 幸福滿滿早午餐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121號
13981 高雄市 前鎮區 簡單吃早午餐-瑞祥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路73號
13982 高雄市 三民區 就是鬆餅-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52號
13983 高雄市 楠梓區 菈法社 服飾 高雄市楠梓區朝陽路138號
13984 高雄市 新興區 UMI日韓內睡衣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3號
13985 高雄市 前鎮區 川越金工創作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986 高雄市 左營區 四川麻辣鴨血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7排)
13987 高雄市 鳳山區 千洋飲料專賣 高雄市鳳山區海洋二路68號
13988 高雄市 苓雅區 杜菲私貨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208巷16號
13989 高雄市 左營區 JOANNA 高雄市左營區文敬路12號
13990 高雄市 苓雅區 松本鮮奶茶-苓雅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22-1號(國民市場)
13991 高雄市 三民區 花福 高雄市三民區合江街105-3號4樓
13992 高雄市 前鎮區 小藍孩雞蛋糕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993 高雄市 鳳山區 湯媽媽鹽水雞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81號
13994 高雄市 林園區 松本 林園中芸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西林路94號
13995 高雄市 前鎮區 彩紘蔬食刈包.sker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3996 高雄市 旗津區 海洋世界鑫寶貝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
13997 高雄市 楠梓區 甜在芯炭烤地瓜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10號
13998 高雄市 鳯山區 雞蛋糕 高雄市鳯山區大明路176號騎樓-雞蛋糕
13999 高雄市 前鎮區 atwhereyouare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4000 高雄市 鼓山區 J L wardrobes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四排242格)-JLwardrobes
14001 高雄市 新興區 turtle223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22號
14002 高雄市 三民區 派克雞排(高應大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50號
14003 高雄市 左營區 好成雞蛋糕-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7號
14004 高雄市 鹽埕區 編編翩翩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編編翩翩
14005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廟口鹽水雞-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8號
14006 高雄市 鹽埕區 柒壹喫堂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71號
14007 高雄市 楠梓區 夢饗食煎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南路325號
14008 高雄市 前鎮區 Either Side Store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4009 高雄市 鹽埕區 慕球手作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慕球手作
14010 高雄市 大寮區 WiWi x 手作 高雄市大寮區水源路145號
14011 高雄市 鼓山區 Hill korean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十二排)
14012 高雄市 三民區 Mr.Tata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86號
14013 高雄市 鹽埕區 無名氏量身裁縫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駁二市集)(全臺市集擺攤)
14014 高雄市 苓雅區 早安美之城-活力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102號
14015 高雄市 新興區 八仙果伴手禮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前
14016 高雄市 鹽埕區 弧arc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弧arc
14017 高雄市 前金區 廣寒樓韓食館 高雄市前金區前金二街51號
14018 高雄市 苓雅區 日曜日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39號
14019 高雄市 鼓山區 STICKER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87號
14020 高雄市 小港區 松本鮮奶茶-二苓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96號
14021 高雄市 楠梓區 十八番串燒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50號
14022 高雄市 鹽埕區 築田貳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2-6號
14023 高雄市 鼓山區 流浪猴雞蛋糕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60巷30號
14024 高雄市 三民區 麥當一食舍(高科大建工校區)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



14025 高雄市 三民區 學園小廚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55-5號
14026 高雄市 左營區 京香臭豆腐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3號
14027 高雄市 三民區 愛麗水加大尺碼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97號
14028 高雄市 左營區 美麗饗宴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31號
14029 高雄市 苓雅區 萬里羊肉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號騎樓
14030 高雄市 鹽埕區 Missbao手創坊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3號(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Missbao手創坊
14031 高雄市 鼓山區 DA3MEI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五排286格)-DA3MEI
14032 高雄市 三民區 飄香鐵板燒肉捲餅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94巷5號22樓
14033 高雄市 苓雅區 社頭甘草芭樂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8號
14034 高雄市 楠梓區 EDAM STORE-EDAM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171號
14035 高雄市 左營區 Mr.June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258號
14036 高雄市 路竹區 九湯屋日式拉麵(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282-1號
14037 高雄市 鳳山區 牛小弟-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62號
14038 高雄市 左營區 玩色對比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14039 高雄市 鳳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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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0 高雄市 前鎮區 三星蔥餅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街120-3號
14041 高雄市 鳳山區 上饌 粵、川菜館 高雄市鳳山區鳳甲路487號
14042 高雄市 左營區 貓魚咖啡 cat&fish COFFEE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1號
14043 高雄市 新興區 日初飯糰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82號
14044 高雄市 小港區 奇奇美式炸雞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50號
14045 高雄市 鳯山區 吸引力鮮果茶飲 高雄市鳯山區大明路105號
14046 高雄市 鼓山區 幸福通訊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五排第290格)-幸福通訊
14047 高雄市 前鎮區 木蘭棠 高雄市前鎮區忠勤路8號(台鋁市集)
14048 高雄市 左營區 Su style-Dodi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51號5樓
14049 高雄市 左營區 Patti帕蒂美甲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7號2樓
14050 高雄市 三民區 大廟口鹽水雞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04號
14051 高雄市 田寮區 0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里崇德路山頂巷20-1號
14052 高雄市 大社區 0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631號
14053 高雄市 六龜區 0 高雄市六龜區中興里中庄192-15號
14054 高雄市 田寮區 0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里崇德路山頂巷20-1號
14055 高雄市 大社區 永田農家(型農)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路102號
14056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10號
14057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鳳龍巷30之1號
14058 高雄市 阿蓮區 0 高雄市阿蓮區石安里206-1號
14059 高雄市 彌陀區 0 高雄市彌陀區文安里文安路二巷19號
14060 高雄市 六龜區 0 高雄市六龜區新寮里三民路12號
14061 高雄市 田寮區 0 高雄市田寮區高市田寮里崑山里2號
14062 高雄市 大樹區 0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里龍目路6號
14063 高雄市 三民區 金洲皮鞋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14號
14064 高雄市 旗津區 孫大衛燒烤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113號
14065 高雄市 新興區 黑輪太陽眼鏡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8號前
14066 高雄市 新興區 WOW眼鏡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40號
14067 高雄市 鹽埕區 0 高雄市鹽埕區府北路27之2號
14068 高雄市 三民區 佑昌童裝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6號
14069 高雄市 旗津區 土耳其冰淇淋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79號
14070 高雄市 新興區 0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4號
14071 高雄市 鹽埕區 阿法義式冰淇淋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65號
14072 高雄市 新興區 KENZI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9號1樓
14073 高雄市 三民區 昇華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0號
14074 高雄市 苓雅區 22KING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8號
14075 高雄市 鹽埕區 松珠寶珠寶店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新樂街198之12號
14076 高雄市 鼓山區 脆阿尼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79號
14077 高雄市 鼓山區 福泉雪花冰布丁豆花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91號
14078 高雄市 新興區 老牌過魚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8號
14079 高雄市 新興區 大眾通訊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9號(前)
14080 高雄市 三民區 旺角服飾店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533號
14081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服飾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4號
14082 高雄市 鹽埕區 塔羅占卜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8號
14083 高雄市 鹽埕區 銓國精品眼鏡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03號
14084 高雄市 鹽埕區 可佳髮型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9號2樓
14085 高雄市 鹽埕區 玖玖茶鋪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9號
14086 高雄市 新興區 KHLS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27號
14087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手工粉圓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54-64號
14088 高雄市 旗津區 JIAJIA加佳泡芙點心專賣店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54-64號
14089 高雄市 前金區 IT Salon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街13號
14090 高雄市 鹽埕區 品果品果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36號
14091 高雄市 鹽埕區 佬姥碳火三明治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06-1號
14092 高雄市 苓雅區 農家堡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8號
14093 高雄市 三民區 冰茶馬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62號
14094 高雄市 三民區 蔬菜蛋餅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41號
14095 高雄市 新興區 印度Q餅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51號
14096 高雄市 鹽埕區 新和泰百貨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27號
14097 高雄市 鹽埕區 友利百貨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4號
14098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76號
14099 高雄市 新興區 0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17號前
14100 高雄市 苓雅區 東昌美食飲品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4號
14101 高雄市 鼓山區 寶樂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60號
14102 高雄市 旗津區 好了啦紅茶冰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56號
14103 高雄市 前金區 童童小舖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35巷16號
14104 高雄市 旗津區 旗津阿姐的店_現烤小卷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9號前
14105 高雄市 三民區 金莎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534號
14106 高雄市 鹽埕區 COBE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14號
14107 高雄市 新興區 Bon Cho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16號
14108 高雄市 新興區 LaLa水果煮(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303號(對面)
14109 高雄市 新興區 0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17號1樓B區



14110 高雄市 新興區 唐哥生猛海鮮燒烤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1號
14111 高雄市 鹽埕區 LaLa新樂店-二代珍奶專賣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30號
14112 高雄市 三民區 NULL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74號1樓
14113 高雄市 新興區 癮一茶飲輕食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1號
14114 高雄市 新興區 胖奇熱狗堡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37號前
14115 高雄市 新興區 Luxury假掰女神飾品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一路17號
14116 高雄市 旗津區 樂騎租車 高雄市旗津區海岸路9號
14117 高雄市 新興區 胖胖糖炒栗子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4號前
14118 高雄市 三民區 889童裝批發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47號
14119 高雄市 三民區 0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77號(28店鋪)
14120 高雄市 鼓山區 台興芋冰城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19-2號
14121 高雄市 旗山區 六番街 高雄市旗山區花旗二路148巷35號
14122 高雄市 新興區 台灣紀念Ｔ恤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8號前
14123 高雄市 新興區 檀心閣手工木雕-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8號
14124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手機百貨配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9號
14125 高雄市 三民區 沒事，就是好室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5巷6號
14126 高雄市 苓雅區 忠孝陽春麵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1號
14127 高雄市 新興區 綺姐烤玉米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號
14128 高雄市 新興區 吳媽媽雞腳凍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7號前
14129 高雄市 三民區 兩隻老虎童鞋屋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4號
14130 高雄市 鹽埕區 真的服飾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72號
14131 高雄市 三民區 泰星童裝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12-3號
14132 高雄市 新興區 御膳坊 筷子肉乾 六合總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7號前
14133 高雄市 新興區 SYS銀鋼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72-1號
14134 高雄市 新興區 維新食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7號前
14135 高雄市 新興區 焗烤扇貝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0號前
14136 高雄市 大寮區 伊芙莓生活小舖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300號
14137 高雄市 鹽埕區 小韓國五福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47號
14138 高雄市 新興區 胖胖蚵仔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4號前
14139 高雄市 旗津區 新宇租車 高雄市旗津區海岸路3號
14140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Q伯地瓜球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號前
14141 高雄市 旗山區 濟生堂藥房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44號
14142 高雄市 苓雅區 0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132號
14143 高雄市 新興區 宇文嚴選男裝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1號
14144 高雄市 鳳山區 巷口飯糰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453號
14145 高雄市 旗山區 小露吃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60號
14146 高雄市 燕巢區 0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10號
14147 高雄市 三民區 LaLa水果煮-山東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11號
14148 高雄市 鹽埕區 唐唐書坊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89號
14149 高雄市 三民區 蘇菲剪燙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117號
14150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9號
14151 高雄市 新興區 VIBE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71號後棟
14152 高雄市 新興區 58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8號
14153 高雄市 新興區 齊姊臭豆腐臭薯條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7號前
14154 高雄市 鹽埕區 Miniburger小堡嗝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6號
14155 高雄市 前金區 NULL 高雄市前金區中山一路11號B1
14156 高雄市 鳳山區 好ㄘ麻辣臭豆腐 臭薯條 高雄市鳳山區福誠二街141號4樓
14157 高雄市 三民區 鳥蛋蝦燒 高雄市三民區寶興路40號8樓
14158 高雄市 新興區 無名眼鏡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14號
14159 高雄市 三民區 沒事就是好室x席當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25巷6號2樓
14160 高雄市 鹽埕區 第一眼鏡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35號
14161 高雄市 新興區 美利堅洋行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一街17巷5號
14162 高雄市 新興區 小林專業包膜專門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133號
14163 高雄市 鳳山區 樂居寶企業社 高雄市鳳山區中樂街52巷2之2號
14164 高雄市 大寮區 NULL 高雄市大寮區中興里大寮捷運站第一出口
14165 高雄市 新興區 六合手錶玩具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7號前
14166 高雄市 新興區 Stella飾品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二街8-1號
14167 高雄市 鹽埕區 欣樂書局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30號
14168 高雄市 新興區 甜心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2號
14169 高雄市 左營區 0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195號
14170 高雄市 鹽埕區 茶房小聚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59號
14171 高雄市 三民區 安可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安寧街476號
14172 高雄市 鹽埕區 金華火腿行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8號1樓
14173 高雄市 苓雅區 榕點Rongdessert(餐車)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26號
14174 高雄市 苓雅區 FULL SANDWICH(餐車) 高雄市苓雅區永樂街202號
14175 高雄市 新興區 好邱 韓國飯捲&韓式小食(餐車)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196號
14176 高雄市 前鎮區 ELYSE cr&egrave;me br&ucirc;l&eacute;e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二路252號10樓之9
14177 高雄市 新興區 0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32號
14178 高雄市 三民區 0 高雄市三民區天津街89巷18號
14179 高雄市 前鎮區 嘴邊肉 Greedy Dessert (餐車) 高雄市前鎮區明鳳十八街98號
14180 高雄市 前鎮區 怎麼吃(餐車) 高雄市前鎮區瑞華街29號12樓
14181 高雄市 鳥松區 My Daily Beverage.Co(餐車) 高雄市鳥松區明湖路100號9樓之一
14182 高雄市 前鎮區 正面奶酥 NO MORE CRYING 高雄市前鎮區民裕街七號
14183 高雄市 鳳山區 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鳳燕一街150號(新苗幼兒園斜對面公園)
14184 高雄市 三民區 森室鬆餅(餐車) 高雄市三民區大中一路139-1號6樓
14185 高雄市 新興區 HonboFoodCar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48號
14186 高雄市 鳳山區 0 高雄市鳳山區頂豐街135巷9弄2號
14187 高雄市 鳳山區 White Oven白色烤箱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56號
14188 高雄市 苓雅區 BambinoFreshTime(餐車) 高雄市苓雅區林華里廣東二街二巷17-1
14189 高雄市 苓雅區 BG遇飯糰(餐車)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52號
14190 高雄市 小港區 熊丸KOPPEPAN(餐車) 高雄市小港區福祿街40號
14191 高雄市 鳳山區 0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41巷15號
14192 高雄市 大樹區 蜜箱(餐車) 高雄市大樹區興山里(路)102號之2
14193 高雄市 鳳山區 黑厚咖啡(餐車)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334號
14194 高雄市 鼓山區 難找甜點(餐車) 高雄市鼓山區裕國街131號3樓



14195 高雄市 三民區 濃眉主廚(餐車)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76號15樓之5
14196 高雄市 苓雅區 歐逆（餐車） 高雄市苓雅區廣東一街11巷24-3號4樓
14197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右排12攤
14198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第1排68號
14199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585,586號
14200 高雄市 鼓山區 moza shoes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578攤
14201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627號
14202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第9排472_473號
14203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5排15號
14204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7排370號
14205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6排321攤
14206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3排730號
14207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6排322號
14208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第2排131號
14209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576攤
14210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第4排189號
14211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597-1攤
14212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603攤
14213 高雄市 鼓山區 日本炒麵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3排149號
14214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4排755攤
14215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右排9攤
14216 高雄市 左營區 0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6排350攤
14217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瑞豐夜市位子第8排416-4號
14218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瑞豐夜市)第3排18號
14219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611號
14220 高雄市 鼓山區 瑞豐夜市第四排3C配件批發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28號
14221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第4排212號
14222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第二排第6個(瑞豐夜市)
14223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597-2攤
14224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第9排
14225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9排466號
14226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6排465號
14227 高雄市 鼓山區 珍竹林日本拉麵-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485號瑞豐夜市第10排底
14228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6排323號
14229 高雄市 左營區 計程車TDK-5777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666號6樓
14230 高雄市 前鎮區 小廚師鹹酥雞_台式炸物 高雄市前鎮區隆興街121號
14231 高雄市 左營區 昌平炸雞王 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243號
14232 高雄市 楠梓區 好手好腳 高雄市楠梓區福興街16號2樓
14233 高雄市 小港區 愛美園-Aileen 高雄市小港區旭日街34號6樓之1
14234 高雄市 三民區 高榮TDK-7783 高雄市三民區永年街114號5樓計程車TDK-7783
14235 高雄市 新興區 小福鮮果冰城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157-3號
14236 高雄市 林園區 昌平炸雞王 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221號
14237 高雄市 鳳山區 泡出幸芙(餐車) 高雄市鳳山區埤北路237巷28弄2號
14238 高雄市 前金區 ivy bistro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四路349-1號
14239 高雄市 新興區 j.mark1982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43巷7號
14240 高雄市 左營區 手機裝可愛-二店 高雄市左營區瑞豐夜市第九排
14241 高雄市 鳳山區 吉品鮮鍋燒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148號
14242 高雄市 左營區 木頭愛上貓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5號9樓
14243 高雄市 鼓山區 126屋台熱狗拉絲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瑞豐夜市第二排126號攤
14244 高雄市 大社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大社中山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16-1號
14245 高雄市 仁武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426號
14246 高雄市 前鎮區 Dou Dou shop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6號
14247 高雄市 鹽埕區 sweet正韓服飾店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08-8號
14248 高雄市 鳳山區 雪松陶瓷修復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254巷5號5樓
14249 高雄市 三民區 HUAI美甲美學 高雄市三民區昌富街18號12樓
14250 高雄市 旗山區 shan.nailart 高雄市旗山區旗新街2巷9號
14251 高雄市 楠梓區 回憶小時候 高雄市楠梓區興楠路354之2號
14252 高雄市 楠梓區 Mini熊手作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55巷13號3樓
14253 高雄市 三民區 妮特編織咖啡館 高雄市三民區漢口街317號
14254 高雄市 仁武區 Hen惠手作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西路358號
14255 高雄市 三民區 林桑三合羹 高雄市三民區教仁路6巷2-1號4f
14256 高雄市 苓雅區 Fun購放Go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52巷9號
14257 高雄市 前金區 Eden_網絡推薦設計師 高雄市前金區長生街13號
14258 高雄市 仁武區 估奈Good Night宵夜-早餐 高雄市仁武區永昌四街103號
14259 高雄市 苓雅區 JUNI時尚美學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07號
14260 高雄市 前金區 Mi&S玩美手作空間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69號
14261 高雄市 鳳山區 蔓藝指間美甲工作室 高雄市鳳山區鳳南路259號5樓
14262 高雄市 鼓山區 Wander Nail Design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3號2樓
14263 高雄市 三民區 東津行 高雄市三民區三鳳中街104號
14264 高雄市 新興區 初蛋糕 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開封路65之3號
14265 高雄市 左營區 果釀愛玉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號
14266 高雄市 三民區 佳利頭皮芳療Spa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26號
14267 高雄市 阿蓮區 超淨車體美容 高雄市阿蓮區成功街750巷68號
14268 高雄市 前金區 巷仔內早餐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一路41巷15號
14269 高雄市 楠梓區 妤果保養品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540號
14270 高雄市 新興區 LAVA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76號
14271 高雄市 小港區 AP美睫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186號2樓
14272 高雄市 三民區 Kissy如吻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26巷16-3號
14273 高雄市 鼓山區 馬來小砂煲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98號
14274 高雄市 梓官區 光陽機車 高雄市梓官區通安路100號
14275 高雄市 苓雅區 曼都泰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38號
14276 高雄市 三民區 曼都樹德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6號1樓
14277 高雄市 左營區 MEAboutULike 高雄市左營區榮成三街12號5F-1
14278 高雄市 橋頭區 Rita芮塔概念美學 高雄市橋頭區南溝路178號
14279 高雄市 鹽埕區 Miss J獨創設計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號



14280 高雄市 田寮區 0 高雄市田寮區田寮里崑山里2號
14281 高雄市 新興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五福第二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浩然里五福二路43號
14282 高雄市 鳳山區 富貴林園藝坊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一段152號
14283 高雄市 大樹區 0 高雄市大樹區竹寮路217號
14284 高雄市 楠梓區 0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837巷21號
14285 高雄市 左營區 OneHalf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巨蛋市集)
14286 高雄市 鳳山區 老先覺-鳳山中安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安路721-2號
14287 高雄市 前鎮區 八十八葉茶飲專賣 高雄市前鎮區英明一路127號
14288 高雄市 楠梓區 0 高雄市楠梓區朝明路195號2F
14289 高雄市 岡山區 平面設計 行銷規劃 各類印刷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路37巷8弄59號
14290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69號
14291 高雄市 岡山區 果蒔制研所 高雄市岡山區碧紅街85號
14292 高雄市 三民區 Sannienails Studio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0巷一弄5號
14293 高雄市 新興區 羽棠美甲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330號2F
14294 高雄市 鳳山區 Chilli nails 高雄市鳳山區武營路206號
14295 高雄市 前鎮區 安心nail studio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南路329號10樓
14296 高雄市 三民區 指愛妳美甲工作室 高雄市三民區鼎昌街90號5樓
14297 高雄市 左營區 Bon Bon Nail ．邦妮邦妮美甲 高雄市左營區重化街49號2樓
14298 高雄市 大寮區 Yis Nail 伊斯奈兒 高雄市大寮區內厝路114號11樓
14299 高雄市 旗山區 美國海外代購 高雄市旗山區泰安街72號
14300 高雄市 鼓山區 RABY EYELASH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31巷2弄10號
14301 高雄市 楠梓區 Alice Nail美甲｜美睫｜熱蠟除毛｜紋繡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93號
14302 高雄市 苓雅區 Village nail 美甲沙龍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33巷13號
14303 高雄市 杉林區 magic半永久定妝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合心路132巷13號
14304 高雄市 左營區 Apple的異想畫廊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15號
14305 高雄市 左營區 樓上那間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31號2樓
14306 高雄市 前金區 慈詰美甲工作室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148號12樓之一
14307 高雄市 鳳山區 Mina愛甲妝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二路582巷17之一號4樓
14308 高雄市 杉林區 D.Y Makeup 美睫紋繡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里清水路74號
14309 高雄市 鼓山區 r.facemaker半永久定妝術 高雄市鼓山區裕民街120號7樓
14310 高雄市 左營區 Mina愛甲妝-左營studio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124號
14311 高雄市 湖內區 QueenBubble 高雄市湖內區長春四街10號
14312 高雄市 鳳山區 雀王電動麻將桌_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二段171號
14313 高雄市 三民區 新夏姿美學院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83號
14314 高雄市 杉林區 RITA NAIL 高雄市杉林區月眉里清水路250號
14315 高雄市 左營區 吉羊薯薯 瑞豐夜市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
14316 高雄市 新興區 瘋點點果汁牛奶茶飲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11-1號
14317 高雄市 鼓山區 0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48號
14318 高雄市 前鎮區 S.F.C 高雄市前鎮區一心一路190巷48號
14319 高雄市 鳳山區 shark_uber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56號
14320 高雄市 鳳山區 0 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3-7號門口
14321 高雄市 鼓山區 Floroa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三路115巷8號
14322 高雄市 左營區 好果籽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286號21樓
14323 高雄市 鳥松區 YIS korea 高雄市鳥松區神農路48巷10號
14324 高雄市 楠梓區 水易購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22號
14325 高雄市 鼓山區 樸園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303號
14326 高雄市 前鎮區 卡羅工作室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號4樓
14327 高雄市 鼓山區 月亮喵3C館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63巷3號4樓之1
14328 高雄市 橋頭區 天外奇雞脆皮雞蛋糕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里球場路2巷2號
14329 高雄市 新興區 黑輪飯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98號
14330 高雄市 鳳山區 Three._.cats 高雄市鳳山區北賢街286號4樓
14331 高雄市 新興區 體態平衡推拿整復工作室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橫一路14號12樓之1
14332 高雄市 前鎮區 茶湯會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26號
14333 高雄市 路竹區 茶湯會高雄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89號
14334 高雄市 前鎮區 茶湯會前鎮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86至388號
14335 高雄市 路竹區 茶湯會(高雄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89號
14336 高雄市 前鎮區 茶湯會(前鎮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386至388號
14337 高雄市 左營區 震撼日式精品百貨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20號
14338 高雄市 鹽埕區 寶仔豆乳雞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32號
14339 高雄市 苓雅區 麻吉服飾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興街11號
14340 高雄市 苓雅區 0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81號
14341 高雄市 苓雅區 0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7號2樓
14342 高雄市 前鎮區 李東嶽家電維修 高雄市前鎮區佛公路168巷27號
14343 高雄市 旗津區 D-A STUDIO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565號
14344 高雄市 苓雅區 0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5-3號
14345 高雄市 左營區 U-girl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路二路118號
14346 高雄市 美濃區 樂蜜LeMi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9巷31號
14347 高雄市 鳳山區 Nu-Pasta 鳳山文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30號
14348 高雄市 新興區 WinnerTennis 高雄市新興區無
14349 高雄市 苓雅區 五福軒 高雄市苓雅區義勇路136號
14350 高雄市 苓雅區 鮮果99 高雄市苓雅區明德街59號
14351 高雄市 鹽埕區 0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駁二市集)-羊樂多羊毛氈樂園
14352 高雄市 鼓山區 山羊包護貼膜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南屏路517號
14353 高雄市 三民區 水巷茶弄-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84號
14354 高雄市 三民區 邊邊義式冰淇淋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6號1樓
14355 高雄市 鼓山區 古玥茶棧-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42之8號
14356 高雄市 左營區 阿杜皇家泰式料理_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41號
14357 高雄市 左營區 宏華通訊行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81號1樓
14358 高雄市 左營區 核桃栗栗珈琲屋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43號1樓
14359 高雄市 鹽埕區 凡蒂妮寢飾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39號
14360 高雄市 左營區 小蔣茶鋪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231號8樓之5
14361 高雄市 新興區 SOLE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38號1樓
14362 高雄市 楠梓區 路易莎咖啡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22號
14363 高雄市 三民區 COMEBUY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4號
14364 高雄市 林園區 迷客夏milkshop-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57號



14365 高雄市 三民區 迷客夏milkshop-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12號
14366 高雄市 林園區 怡心寶貝社群協會 高雄市林園區林內里林內路248巷16號
14367 高雄市 苓雅區 直航租車(高雄凱旋1店)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三路817號1樓
14368 高雄市 旗津區 土耳其冰淇淋沙威瑪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79號
14369 高雄市 前金區 迷客夏milkshop-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9號
14370 高雄市 苓雅區 老先覺-高雄興中一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36號1樓
14371 高雄市 楠梓區 雙醬咖哩(高雄大學店) 高雄市楠梓區大學南路581號
14372 高雄市 鳳山區 八方雲集(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42號
14373 高雄市 大寮區 鮮茶道-大寮國小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783號
14374 高雄市 三民區 叮哥茶飲(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豐二路137號
14375 高雄市 左營區 歐祥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94號
14376 高雄市 三民區 大手前鐵板燒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849號
14377 高雄市 小港區 大學眼鏡高雄漢民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28號
14378 高雄市 鳳山區 大學眼鏡高雄五甲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05號1樓
14379 高雄市 小港區 一芳-高雄小港店(盟)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281之1號
14380 高雄市 三民區 山茶王 高雄市三民區金山路371號
14381 高雄市 苓雅區 曼都泰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40號1樓
14382 高雄市 鼓山區 糕熊高雄台菓子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95號
14383 高雄市 左營區 茉莉公主蛋包飯(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542號
14384 高雄市 苓雅區 尤記珍珠肉圓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騎樓)
14385 高雄市 三民區 巴貝多精緻烘焙美食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97號
14386 高雄市 三民區 巴貝多精緻烘焙美食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97號
14387 高雄市 苓雅區 巴特里精緻烘焙英明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153號
14388 高雄市 左營區 E-SAKI生技展館&U18.1質髮沙龍館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63號1、2樓
14389 高雄市 苓雅區 心鮮道鍋物料理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4號
14390 高雄市 鳳山區 文龍東早餐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180號
14391 高雄市 苓雅區 OWL MAN 高雄市苓雅區允文街137號
14392 高雄市 苓雅區 Woopen木盆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8-4號
14393 高雄市 新興區 比歐緻居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4-26號
14394 高雄市 三民區 水巷茶弄-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84號
14395 高雄市 左營區 聚鍋(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40號
14396 高雄市 楠梓區 M先生食茶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88號
14397 高雄市 左營區 北海魚丸店-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81號
14398 高雄市 苓雅區 清心福全-高雄市苓雅區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455號
14399 高雄市 三民區 灑椒麻辣鍋-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33號
14400 高雄市 鼓山區 四一三牛排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13號
14401 高雄市 前鎮區 遠傳電信-前鎮瑞隆加盟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瑞崗里瑞隆路342號1樓
14402 高雄市 左營區 永旺車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157號
14403 高雄市 三民區 唯王食品新三民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鼎華路14號
14404 高雄市 楠梓區 台灣大哥大楠梓德賢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48號1樓
14405 高雄市 三民區 大苑子-高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31號
14406 高雄市 鼓山區 圓石酸奶高雄駁二店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14407 高雄市 鼓山區 圓石酸奶高雄駁二店 (外送)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14408 高雄市 苓雅區 聯合電信 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228號
14409 高雄市 前鎮區 Mini5 leather craft life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78號10樓之1
14410 高雄市 苓雅區 昌平炸雞王 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43號
14411 高雄市 岡山區 鮮茶道-岡山柳橋店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83號1樓
14412 高雄市 苓雅區 濰克早午餐高師大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41號
14413 高雄市 燕巢區 鮮茶道-燕巢中民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31號1樓
14414 高雄市 左營區 添好運_高雄漢神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B1F
14415 高雄市 左營區 有機可尋行動館-自由館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76號
14416 高雄市 新興區 日式厚鬆餅王子神谷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56號前
14417 高雄市 苓雅區 Ts蔬食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4巷24號
14418 高雄市 左營區 自然鮮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28-1號1F
14419 高雄市 新興區 VANS 高雄直營二店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234號
14420 高雄市 新興區 艾儷格流行皮件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7巷27號
14421 高雄市 鳥松區 八方雲集（高雄正修店）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14422 高雄市 鼓山區 佑佑鍋燒麵-中山大學店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14423 高雄市 三民區 簡單吃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文安南街76號
14424 高雄市 大社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85號
14425 高雄市 燕巢區 懷心龍碳烤三明治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88-1號
14426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媽臭臭鍋 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32號
14427 高雄市 鳳山區 三媽臭臭鍋 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青年路2段532號
14428 高雄市 鳳山區 窗口吐司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65號
14429 高雄市 鳳山區 茶湯會鳳山凱旋店 高雄市鳳山區凱旋路313號
14430 高雄市 梓官區 鮮茶道-梓官進學店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4號1樓
14431 高雄市 三民區 101文具天堂 九如店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948號
14432 高雄市 三民區 采軒懷安店 高雄市三民區懷安街112號3樓
14433 高雄市 左營區 TWO SHOTS(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8號
14434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赤山八德店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87號
14435 高雄市 楠梓區 鮮茶道-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81號
14436 高雄市 燕巢區 鮮茶道-燕巢鳳旗店 高雄市燕巢區鳳旗路127之4號1樓
14437 高雄市 前金區 明燒肉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180號1樓
14438 高雄市 苓雅區 金礦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48號
14439 高雄市 新興區 MeShow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07-3號
14440 高雄市 左營區 雞八郎先生 高雄市左營區東門路115巷3號
14441 高雄市 三民區 來嗑Lucky Hot Dog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3號騎樓
14442 高雄市 楠梓區 芋品苑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0號
14443 高雄市 三民區 NUTTEA-高雄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215號1樓
14444 高雄市 鼓山區 中山大學-一品滷味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70號
14445 高雄市 左營區 茶湯會左營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3號
14446 高雄市 左營區 享茶拾客 高雄市左營區高雄捷運車站(左營站)R16-A7
14447 高雄市 三民區 薏蓮坊(高雄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41-1號
14448 高雄市 三民區 LOUISA COFFEE_高雄自由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56號
14449 高雄市 三民區 LOUISA COFFEE_高醫大校區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



14450 高雄市 鼓山區 LOUISA COFFEE_高雄駁二棧貳庫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棧貳庫
14451 高雄市 左營區 LOUISA COFFEE_高雄重上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284號
14452 高雄市 小港區 LOUISA COFFEE_高雄小港桂林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桂華街66號
14453 高雄市 左營區 LOUISA COFFEE_高雄重愛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20號
14454 高雄市 鳥松區 台灣大哥大鳥松學堂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鳥松區學堂路32號
14455 高雄市 三民區 金橘眼鏡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44號
14456 高雄市 左營區 阿杜皇家泰式料理_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441號
14457 高雄市 大寮區 輔英科大-阿順師精緻自助餐 高雄市大寮區進學路151號B餐
14458 高雄市 新興區 阿瘦皮鞋-五福 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195號
14459 高雄市 三民區 阿瘦皮鞋-大連 高雄市三民區大連街93號
14460 高雄市 鳳山區 阿瘦皮鞋-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18之1號
14461 高雄市 岡山區 阿瘦皮鞋-岡山 高雄市岡山區平和路192號
14462 高雄市 苓雅區 阿瘦皮鞋-和平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44號
14463 高雄市 鳳山區 阿瘦皮鞋-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627號
14464 高雄市 苓雅區 阿瘦皮鞋-三多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30號
14465 高雄市 三民區 阿瘦皮鞋-明誠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48之1號
14466 高雄市 旗山區 阿瘦皮鞋-旗山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64號
14467 高雄市 三民區 阿瘦皮鞋-大昌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32號
14468 高雄市 楠梓區 阿瘦皮鞋-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54號
14469 高雄市 鳳山區 阿瘦皮鞋-鳳山二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2-1號
14470 高雄市 楠梓區 阿瘦皮鞋-後昌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50號
14471 高雄市 仁武區 阿瘦皮鞋-仁武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8之3號
14472 高雄市 左營區 阿瘦皮鞋-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03-1號
14473 高雄市 三民區 昌平炸雞王 黃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90號
14474 高雄市 三民區 大苑子-高雄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153號
14475 高雄市 仁武區 老先覺-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87-1號
14476 高雄市 三民區 cama café 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31號
14477 高雄市 林園區 迷客夏milkshop-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57號
14478 高雄市 三民區 八方雲集三民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5號
14479 高雄市 燕巢區 八方雲集燕巢第一店 高雄市燕巢區大學路一號
1448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科建工-小美美式壽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5號學生餐廳
14481 高雄市 小港區 紅茶幫-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137號
14482 高雄市 新興區 春天家居 高雄市新興區青年一路416號
14483 高雄市 仁武區 鮮茶道-仁武八卦寮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26號
14484 高雄市 左營區 翻滾屋甘草芭樂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7號
14485 高雄市 三民區 大王村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247號
14486 高雄市 小港區 爆Q美式炸雞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139號
14487 高雄市 鹽埕區 澎味小卷麵線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87號
14488 高雄市 鳳山區 謎思咖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3巷3-1號
14489 高雄市 左營區 昂司洋成Uns coffe(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明誠二路539號1樓
14490 高雄市 三民區 美奇萊影城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61號地下1-2樓及2-5樓
14491 高雄市 苓雅區 Vlens 一中2店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265號11樓
14492 高雄市 新興區 艾爾法國際美學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55號2樓
14493 高雄市 新興區 和鍋-個人鍋物(高雄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8號
14494 高雄市 左營區 宸居美妍美體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53巷16號2樓2B
14495 高雄市 三民區 迷客夏milkshop-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12號
14496 高雄市 新興區 大腸金麵線 高雄市新興區河北一路152號
14497 高雄市 三民區 晟人億高雄客家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217號
14498 高雄市 苓雅區 天天呷凉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67號
14499 高雄市 鼓山區 二分之一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49-2號1樓
14500 高雄市 左營區 卡帝台灣珠寶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59號1樓
14501 高雄市 前鎮區 茶湯會高雄展覽館店 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39號
14502 高雄市 左營區 BIAUTE錶特飾品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57號(巨蛋市集)
14503 高雄市 三民區 BMS SANDWICH 威治號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一號
14504 高雄市 左營區 初樂 True love 複合式寵物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74巷6號
14505 高雄市 鹽埕區 DK-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8號(寶島鐘錶旁)
14506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私立威肯美語短期補習班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126號
14507 高雄市 三民區 亞太電信高雄大順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65號6樓之2
14508 高雄市 新興區 九乘九文具專家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522號
14509 高雄市 鼓山區 九乘九文具專家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48號1-3樓
14510 高雄市 左營區 九乘九文具專家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35號
14511 高雄市 前金區 男飯海南雞飯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190號
14512 高雄市 左營區 婕鑫通訊行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04號
14513 高雄市 新興區 小義樓餐廳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78號
14514 高雄市 新興區 287 關東煮 咖哩 丼 高雄市新興區南台路53號
14515 高雄市 旗山區 迷路。麋鹿 糖藝舖-總店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里溝坪路65號
14516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高捷鳳山西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和里青年路1段341號
14517 高雄市 小港區 淨園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明聖街135巷10弄12號
14518 高雄市 岡山區 統一超商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路151號1.2樓
14519 高雄市 苓雅區 莫爾概念美學 高雄市苓雅區正言路90號
14520 高雄市 小港區 松本鮮奶茶-小港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532號
14521 高雄市 仁武區 辣極麻辣燙-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華路369號
14522 高雄市 鼓山區 四口田手作麻辣專門 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612號
14523 高雄市 三民區 9月手作茶MINI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5號騎樓
14524 高雄市 大寮區 石來運轉 高雄市大寮區濱北街1號10樓
14525 高雄市 前鎮區 J T 韓系飾品小鋪 高雄市前鎮區興東里17鄰天山路10巷7號十二樓
14526 高雄市 新興區 菇且一試鹽酥杏鮑菇 高雄市新興區仁智街260號前
14527 高雄市 新興區 多點綠輕食廚房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55號
14528 高雄市 苓雅區 一品園湯包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11號
14529 高雄市 鳳山區 鳳鑫火鍋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374號
14530 高雄市 三民區 Nailgaga 網美甲甲 高雄市三民區重慶街31號3樓
14531 高雄市 三民區 鹿仔草冰店綏遠店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二街188號
14532 高雄市 左營區 MACU-高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73號
14533 高雄市 大寮區 MACU-高雄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747號
14534 高雄市 三民區 芳心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23號



14535 高雄市 鳳山區 黛莉貝爾-高雄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48號
14536 高雄市 苓雅區 仁愛眼鏡(五福店)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77號
14537 高雄市 鼓山區 古玥茶棧-高雄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42之8號
14538 高雄市 小港區 心喜手工茶-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254號
14539 高雄市 前鎮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一心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45號
14540 高雄市 前金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六合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二路107號
14541 高雄市 鳳山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文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41號
14542 高雄市 苓雅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四維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63號
14543 高雄市 鼓山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明倫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37號
14544 高雄市 新興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青年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2號
14545 高雄市 三民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建工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06號
14546 高雄市 新興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崛江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18號
14547 高雄市 楠梓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楠梓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176號
14548 高雄市 左營區 IT'S DAVID 士達衛咖啡烘焙(裕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28號
14549 高雄市 鼓山區 富匠烘焙坊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45號
14550 高雄市 前鎮區 富宇資訊 高雄市前鎮區崗山南街448號1樓
14551 高雄市 三民區 松本鮮奶茶-北平店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16號
14552 高雄市 三民區 茶湯會(高雄十全一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63號
14553 高雄市 三民區 If Water Shop日韓服飾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二街156號
14554 高雄市 苓雅區 法莉詩蒂餐酒館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71號及75號
14555 高雄市 小港區 佐木原子黑糖手作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30號
14556 高雄市 鳳山區 貢茶 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6號
14557 高雄市 苓雅區 神田溫體牛肉湯 高雄市苓雅區憲政路75號
14558 高雄市 前鎮區 HOUSEHOLD潮流服飾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193巷15號
14559 高雄市 前鎮區 阿根廷魷魚 魷鱻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凱旋夜市第四街前段
14560 高雄市 三民區 寶苓美髮 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32巷11號
14561 高雄市 苓雅區 髮型 高雄市苓雅區永明街50號
14562 高雄市 仁武區 松本鮮奶茶-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182號
14563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海味肉羹麵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123號
14564 高雄市 鳳山區 貓市場雞蛋糕 高雄市鳳山區南福街70號
14565 高雄市 鳳山區 逸閣漫食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西路68號
14566 高雄市 鳳山區 早安咘咘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134號
14567 高雄市 鹽埕區 黑橋牌-七賢門市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4號
14568 高雄市 新興區 黑橋牌-中山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40號
14569 高雄市 前鎮區 黑橋牌-三多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1號
14570 高雄市 鳳山區 黑橋牌-鳳山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46之4號
14571 高雄市 鼓山區 黑橋牌-瑞豐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19號
14572 高雄市 阿蓮區 大苑子-高雄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31號
14573 高雄市 三民區 Hi-MAN 高雄 高雄市三民區南華路228號3樓
14574 高雄市 苓雅區 八方雲集（高雄正義傳愛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08號1樓
14575 高雄市 三民區 喜戀茶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278號1樓
14576 高雄市 鳳山區 大苑子-鳳山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02號
14577 高雄市 左營區 汽柴油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16號
14578 高雄市 鹽埕區 鮮茶道-鹽埕七賢店 高雄市鹽埕區中原里七賢三路130號1樓
14579 高雄市 左營區 艋舺雞排裕誠旗艦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8號
14580 高雄市 苓雅區 十兄弟綠豆湯-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56號
14581 高雄市 左營區 十兄弟綠豆湯-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28號
14582 高雄市 苓雅區 WinnieDrinker葳林爵閣(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31-1號
14583 高雄市 岡山區 85度C岡山仁壽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332號
14584 高雄市 前鎮區 LOUISA COFFEE_高雄草衙道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1之1號
14585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大哥大鳳山中山東2(達鈐3)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86之6號1樓
14586 高雄市 左營區 台灣大哥大左營重和(達鈐5)特約服務中心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15號
14587 高雄市 左營區 277bike-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65
14588 高雄市 小港區 咖啡平方-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429號
14589 高雄市 仁武區 窩比WOBYiPC 高雄市仁武區永仁街386號
14590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402號
14591 高雄市 鳳山區 鮮茶道-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542號
14592 高雄市 鼓山區 聚堂商行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58號
14593 高雄市 前鎮區 黛莉貝爾-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81號
14594 高雄市 新興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高雄中山第一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中山二路526號
14595 高雄市 新興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高雄中山第二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中山二路528號
14596 高雄市 新興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堀江第一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五福二路163號
14597 高雄市 新興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堀江第二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五福二路187號
14598 高雄市 新興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大統五福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玉衡里五福二路262號1-2樓
14599 高雄市 新興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堀江文橫店分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振成里文橫二路148號
14600 高雄市 鼓山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鼓山裕誠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南屏路530號、裕誠路1081、1081-1、1081-3、1081-5號
14601 高雄市 前鎮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成功家樂福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中華五路1111號
14602 高雄市 三民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高雄明誠第一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明誠二路76號1+2樓
14603 高雄市 三民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高雄明誠第二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明誠二路78號、明賢街31號
14604 高雄市 楠梓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楠梓建楠門市 高雄市楠梓區中陽里建楠路83號
14605 高雄市 小港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小港漢民第一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漢民路299號
14606 高雄市 小港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小港漢民第二門市 高雄市小港區正苓里漢民路289號
14607 高雄市 鳳山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鳳山家樂福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忠義里中山西路236號
14608 高雄市 鳳山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鳳山文衡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文衡路530、532號
14609 高雄市 鳳山區 摩曼頓企業(股)公司鳳山青年門市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里青年路2段305號
14610 高雄市 大樹區 啵啵氣泡飲/有機茶品 義大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2號(123露天廣場)
14611 高雄市 仁武區 醬子的燴飯 高雄市仁武區德新街133巷5號1樓
14612 高雄市 鼓山區 羅師傅麵食館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25號
14613 高雄市 鹽埕區 上好吃塩酥雞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49號
14614 高雄市 三民區 昌平炸雞王 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609號
14615 高雄市 鹽埕區 第E餐廳自助餐(中山大學) 高雄市鹽埕區田單街21號3樓
14616 高雄市 三民區 SunMoon復古紅茶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66號
14617 高雄市 楠梓區 PG_桃園中正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63號
14618 高雄市 岡山區 PG_桃園中壢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01之1號
14619 高雄市 新興區 PG_板橋重慶店 高雄市新興區文化路101號



14620 高雄市 苓雅區 鞋包澡堂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400之1號
14621 高雄市 三民區 咖哩捌捌-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德智里十全一路161號1樓
14622 高雄市 鼓山區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23號
14623 高雄市 三民區 To Be Smoothie高雄文山特區店 高雄市三民區文安南街86號
14624 高雄市 左營區 To Be Smoothie高雄忠言旗艦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39號1樓
14625 高雄市 苓雅區 SHOJO燒肉高雄店 高雄市苓雅區同慶路31號
14626 高雄市 左營區 SIWA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74號1樓
14627 高雄市 苓雅區 TRYER CAFE 高雄市苓雅區林南街19號
14628 高雄市 苓雅區 迷路炸物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90巷10弄25號
14629 高雄市 左營區 鮮茶藝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85號
14630 高雄市 前鎮區 堤諾義式比薩-高雄草衙道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三路157號
14631 高雄市 鹽埕區 港都芭樂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51號
14632 高雄市 左營區 黛莉貝爾-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386號1樓
14633 高雄市 旗津區 二舅雞翅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100號
14634 高雄市 大寮區 巧虹早午餐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439巷24-2號
14635 高雄市 苓雅區 羅斯朵.晴天現烘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3之5號1樓
14636 高雄市 前金區 羅斯朵.晴天現烘精品咖啡研究室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98之1號
14637 高雄市 鳳山區 可不可熟成紅茶_高雄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31號
14638 高雄市 三民區 甘泉魚麵-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一路673號
14639 高雄市 鹽埕區 101文具天堂 桂林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122號
14640 高雄市 楠梓區 吃嘴嘴手作漢堡 高雄市楠梓區楠都東街201號
14641 高雄市 左營區 Coffee wake up咖啡覺醒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91號
14642 高雄市 三民區 COMEBUY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4號
14643 高雄市 三民區 金玉堂批發廣場-鼎中門市 高雄市三民區金鼎路339號
14644 高雄市 橋頭區 金玉堂批發廣場 高雄市橋頭區仕豐路11號
14645 高雄市 苓雅區 伊府將鍋燒-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93號
14646 高雄市 左營區 伊府將鍋燒-立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80號
14647 高雄市 鹽埕區 鼎新刈包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4之2號
14648 高雄市 鼓山區 Mini D coffee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41號
14649 高雄市 鳳山區 現滷牛腱心牛筋牛肚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580巷11號1樓
14650 高雄市 三民區 台灣第一家鹹酥雞.咕咕雞鹽酥雞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24號
14651 高雄市 鳳山區 台灣第一家鹹酥雞.咕咕雞鹽酥雞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26號
14652 高雄市 小港區 台灣第一家鹹酥雞.咕咕雞鹽酥雞 高雄市小港區桂陽路233號
14653 高雄市 鼓山區 福泉雪花冰布丁豆花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91號
14654 高雄市 三民區 在地人塩水雞-鼎金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56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