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店名稱 營業地址

小瓢蟲柴燒窯烤(金門店) 金門縣金沙鎮環島北路三段612號

永芳食品行 金門縣金沙鎮何斗里中蘭30之2號

圓來在這circle6869 金門縣金沙鎮何斗里中蘭68號

我家蛋糕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復興街16號

福成貢糖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復興街25號

世界炸雞 金門縣金沙鎮沙美復興街19號

浦欽民宿 金門縣金沙鎮浦山里下塘頭6號

海福花園飯店 金門縣金沙鎮高陽路1號

愛米粒小舖 金門縣金沙鎮復興街13號

慶利五金行 金門縣金沙鎮復興街15號

金瑞成貢糖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22號

牛二爺全牛海鮮料理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民權路125號

金瑞成貢糖 金門縣金城鎮金山路2巷1弄3號

溫馨庭園民宿 金門縣金城鎮小西門120-1號

和平28號民宿 金門縣金城鎮珠沙里和平新村28號

茶湯會金門金城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20號

鮮茶道-金門站前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28號

菲比服飾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61巷30號

不要對我尖叫 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73巷4號

轉角咖啡店Corner Coffee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號

樸食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205巷6號

小莓小吃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35號

三井眼鏡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146巷14號

加賀瞳妝眼鏡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223號

樂活時尚休閒服飾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146巷6號

鬼匠拉麵-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161巷9號

小島商號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205巷10號

嗨。彼得 金門縣金城鎮南門里36鄰民權路70巷5弄14號

浯島文製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民生路27巷1號

品米其林糕點行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民生路33號

芊華通訊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珠浦北路5巷12弄6之6號

北堤美食天地 金門縣金城鎮北堤東門臨時市場31號

金門琇琇小舖 金門縣金城鎮北堤東門臨時市場39號

瑞麟美而美民生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11巷13號1樓

coco-金門金城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27巷5號

恆旨味屋日式鍋物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45巷22號

八方雲集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45巷5號

背包客棧497-2館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45巷6弄7-1號

葳婷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54巷11號

晨間廚房(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5巷3號

喫茶小舖_金城民生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5巷9號

后沙一條根商行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9-18號1樓

后沙浯記一條根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9號

熊霸雞蛋仔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42號1樓

老先覺-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227-1號

85°C金門民族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252號

冠城租車總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253-12號

冠城租車碼頭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9之1號

冠城租車機場 金門縣金湖鎮尚義機場2號領車處

三德租車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7-3號

三德租車機場 金門縣金湖鎮尚義機場2號

康青龍 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1號1樓

蝸居炭烤吐司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22巷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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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熟成紅茶_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40號

福堂風獅爺工藝坊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84巷3弄1號1樓

王記美食家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226巷4弄11號6樓

金玉堂文具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55、57號

老六小館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65號

海福商務飯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85號

歐老板火鍋炸物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88巷22號

98快炒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90之2號

金食堂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87-1號

里舍民宿 金門縣金城鎮后豐港29號

築夢手作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15鄰莒光路144巷15號三樓

閨蜜試衣間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民生路45巷2弄1號

巷弄民宿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民權路88巷16號

書院民宿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莒光路144巷9-1號

御饌屋小吃館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富康一村9巷18號

迷客夏milkshop-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環島北路一段25號

清心福全-金門縣金城鎮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37-3號

清心福全-金門縣金湖鎮山外店 金門縣金湖鎮黃海路9號

金鷺二館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3段72巷3弄5號

金豪車租車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1號金豪車櫃台

Meedori Coffee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106巷12弄3號

黑嫂的灶腳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11號

金鷺民宿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三段72巷3弄3號

村復號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民族路43號

金展特產行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莒光路1段27號

雨川食堂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莒光路37號

野宴日式炭火燒肉(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西路10號

咖啡微醺工作室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珠浦西路50巷3弄10號

黑大海二館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城98號

黑大海 金門縣金城鎮金門城西門98-2號

協力旺香雞排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南門里光前路38-1號

友誠電器 金門縣金城鎮南門里光前路39之8號

鳥正居酒屋 金門縣金城鎮浯江北堤路88-1號

寶安涮涮鍋 金門縣金城鎮浯江北堤路88-5號

依山行館 金門縣金城鎮珠山50號

珠山娜一家 金門縣金城鎮珠山83號

玩轉金門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2號

金太武一條根-中興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79號

金太武一條根-大師門市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34號

如一家精緻民宿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35-1號

凌加咖啡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3號1樓

日向流一茶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5巷12弄4號

三顧茅廬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西路20號1樓

雪屋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東路4巷36-1號

蛋寶親子民宿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南路32-1號

義巷屋餐廳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南路44巷18弄5號

QUEMOLICA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110巷1號

ROSWEET STUDIO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110巷8號
玫瑰園烘培坊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120號

華欣商務飯店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156-2號

食神滷味-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173號

吉美小店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16鄰下堡167號

銘源別館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里吳厝2-1號

依山村驛 金門縣金城鎮賢庵里浴井39號

Louisa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一段19號



初心鍋燒意麵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一段20號旁鐵皮屋（初心鍋燒意麵）

大方鬍鬚伯麵線 金門縣金城鎮環島北路一段59-1號

陳記傳統美食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黃海路39號

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金門縣金湖鎮山外里黃海路90-1號

玩笑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中山路8-6號3樓

金獅影城 金門縣金湖鎮中山路8-8號

臻品齋書店 金門縣金湖鎮中山路8-8號

禾藝造型概念店 金門縣金寧鄉鄉下堡149-6號

大樹哥小食堂(金門店)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23號

八方雲集(金門金湖店)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24號

金坊尚義廣場 金門縣金湖鎮太湖路198號3樓

晨間廚房(金門金湖店) 金門縣金湖鎮市港三路153號

金太武一條根(市港店) 金門縣金湖鎮市港路29號

聚昌一館 金門縣金湖鎮正義里夏興38-2號

后壟88 金門縣金湖鎮后壟2-2號

金坊金湖廣場 金門縣金湖鎮尚義機場二號

金門達美樂旅遊休閒民宿 金門縣金湖鎮林兜89號

青年牧場 金門縣金湖鎮青年農莊7號

59章魚燒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北路1號

樂窩金門民宿 金門縣金湖鎮前港路5巷12號

敬業機車行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1-9號

寶山藝品店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45號

coco-山外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65號

超群水果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67號

一來順貢糖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74號

巴布小館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92號

老先覺-金門金湖店 金門縣金湖鎮黃海路91號

舊識精品咖啡 金門縣金湖鎮塔后208-63號

背包客棧497 金門縣金湖鎮塔后497號

黑丸嫩仙草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中正路8之4號

金湖飯店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太湖路二段218號

天下貢糖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湖前73號

經緯企業行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武德新莊11號

85°C金門山外店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武德新莊6號

圓頭農牧食品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國順街18號

手作功夫茶x金門山外店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53號

喫茶小舖_金湖復興店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54號

藝耕咖啡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村塔后43號

幸福驛站企業社 金門縣金湖鎮新湖里新頭301號

欣美學 金門縣金湖鎮市港路152號2樓

良金牧場A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一段36號

良金牧場B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6-1號

良金牧場1 金門縣金湖鎮漁村160號

良金牧場2 金門縣金湖鎮漁村161號

古官道民宿 金門縣金湖鎮雙瓊路300號

泰上皇古厝民宿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73-2號

時時工作室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中山路8-6號

風獅爺WindLion Plaza 金門縣金湖鎮瓊林里中山路8-6號

清雅羊肉爐 金門縣金寧鄉下堡181-1號

喬安餐廳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伯玉路二段297號

三元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仁愛新村69號

北山35號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北山35號

龍門客棧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林厝3號

甌沙遂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后湖31號

王記專業燒烤 金門縣金寧鄉安岐207號



金尚厚商店 金門縣金寧鄉安美村23鄰東堡46號

落番至南洋 金門縣金寧鄉安美村湖南176號

東門餐廳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民族路115巷22號

香蜂一條根伯玉店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一段218號

金豐租車金湖店 金門縣金湖鎮太湖路二段201號

金豐租車線上 金門縣金湖鎮太湖路二段201號

金豐租車機場櫃檯 金門縣金湖鎮尚義機場2號報到處

金豐租車機場 金門縣金湖鎮尚義機場2號領車處

金豐租車金城總店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一段359-1號

王大夫一條根(中興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50號

王大夫一條根(金城民權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86號

王大夫一條根(模範店) 金門縣金城鎮模範街19號

王大夫一條根(太湖店) 金門縣金湖鎮太湖路二段209號

王大夫一條根(金湖山外店)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126號

王大夫一條根(伯玉店)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219號

湶民水果餐創意料理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224巷8號

韓味軒銅盤烤肉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233-3號1樓

Ms.W製菓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250號

淳新商號 金門縣金城鎮模範街6號

淳新酒藏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355號

蟬說希臘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446巷2弄6號

通恆租車 金門縣金寧鄉金山路328號1號

YUMI旅店 金門縣金寧鄉南山6-3號

詠詠の家 金門縣金城鎮前水頭85之5號

金門小島漫遊 金門縣金寧鄉頂埔下97號

金泰棧中泰美食 金門縣金寧鄉頂堡133-5號

瑞鴻小吃 金門縣金寧鄉頂堡142-2號

大一點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下埔下29-8號

好兑粥味店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埔邊109號

馥御香食品行 金門縣金寧鄉湖埔村頂埔下99號

長鴻精品旅館 金門縣金寧鄉慈湖路一段101號

豪鵬遊民宿2館 金門縣金寧鄉慈湖路一段60-1號

肉坊 金門縣金寧鄉慈湖路二段118號

閒事別館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66號

香蜂一條根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伯玉路1段301號1樓

岩人酒創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東州27號

雅舍 金門縣金寧鄉榜林村東州91號

八八古藝現代輕旅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林堡路320巷6號

野遊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下堡12-8號

華府旅行社-金門分公司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下堡169號1F

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下堡28號

黑蒜頭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仁愛新村70號

永耘枋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伯玉路二段224巷8號

聖祖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伯玉路二段301號

紅高粱餅店伯玉分店 金門縣金寧鄉盤果路200之1號

上古厝麵線 金門縣金寧鄉盤果路200號

二毛金門包車旅遊 金門縣金寧鄉盤果路85號

金盤山養蜂場 金門縣金寧鄉盤粿路212巷9-1號

五丼拉麵 金門縣金寧鄉環島西路二段46號

浯洲金鼎燒鍋 金門縣金寧鄉環島西路二段485巷2弄17號

一家門 金門縣烈嶼鄉上林村上林1-16號

這一村這一棧 金門縣烈嶼鄉西口村双口12號

瑞士鐘錶名店 金門縣金湖鎮中正路47號

寶島眼鏡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103號

11/10新增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金門免稅店分公司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一段5號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金湖廣場免稅店分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太湖路二段198號

丁丁炸雞 金門縣金城鎮南門里民族路304號

後浦小鎮特產行 金門縣金城鎮浯江街66號

金門美甲美睫Chi 7 Nails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19號

美樂福炸雞製研所-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金城新莊4巷12號

夢酒館 金門縣金城鎮莒光路110巷4號

山夆商店 金門縣金沙鎮山后64號

番茄紅了古典館 金門縣金沙鎮山后48號

JC手機包膜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中興路17號

囍莊湖前店 金門縣金湖鎮市港路1號1樓

囍莊水頭店 金門縣金城鎮金水里前水頭75號之1

囍莊沙美店 金門縣金沙鎮五福街26號1樓

囍莊東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2號1樓

KM Cafe Bar 金門縣金湖鎮市港三路163號

壹咖啡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163之3號

鴨鴨嬰幼兒用品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73巷14弄6號

築夢手作工作室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15鄰莒光路144巷15號三樓

金牪商品部 金門縣金湖鎮惠民富康農莊17號

金牪餐廳 金門縣金湖鎮惠民富康農莊1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