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坊澎湖機場 澎湖縣湖⻄西鄉126-5號

澎福古棗味 澎湖縣湖⻄西鄉157-3號

南風⼩小路路⺠民宿 澎湖縣湖⻄西鄉成功村16-5號

船家寶⺠民宿 澎湖縣湖⻄西鄉成功村港底127 號

映咖啡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村72-1號

黃⾦金金海海岸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109-6號

陽光沙灘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109之5號

夢砌⺠民宿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10鄰隘⾨門60號之1

杰源⺠民宿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168-1號

隘⾨門壹陸捌⺠民宿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168號

昀朔旅⾏行行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隘⾨門6之1號1樓樓

澎坊⾺馬公港 澎湖縣⾺馬公市臨臨海海路路36-1號

澎坊三號港 澎湖縣⾺馬公市同和路路158號

澎澄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里里同和路路168號

澎澄飯店-星探索 澎湖縣⾺馬公市同和路路158號4樓樓

海海陸麵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路44號

流⾏行行創造者服飾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117號

三多燒⾁肉飯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122號

澎湖逛逛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128號

One Day花藝⼯工作室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136號

及林林春咖啡館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136號1樓樓

梨泰院韓式雞蛋糕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142號-攤販

鹹⽔水號早餐宵夜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162號

184巷餐酒館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184巷3號

蝴蝶咖啡館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253號1樓樓

姆居⺠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330巷8弄弄6號

廚菊餐桌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353號1樓樓

陽光原宿精品⺠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370巷2號

極光專業團體服飾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370巷2號

⽂文美海海景⺠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390巷11號

美宿館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390巷13號

富澎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390巷15號

Wild野渡假旅店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396號

海海城上湯鮮⿂魚粥飯麵擔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441號1樓樓

旺安香食品⾏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451號

春上村墅⺠民宿 (三多店)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路99號

湖⻄西鄉指定商店

⾺馬公市指定商店



丹丹堤精品店 澎湖縣⾺馬公市⼤大智街18巷10弄弄1號

澎南海海產⾏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大智街18巷10弄弄2號

菊⼦子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大智街24巷27弄弄22號

順茶茶冷飲店 澎湖縣⾺馬公市⼤大智街43號

藍藍洞洞⺠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大賢街67號

番薯藤⺠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大賢街85號

嬉遊寄⺠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110之18號

太⼦子⾃自助碳烤店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119-6號

Bayhouse 澎湖北吉光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17-26號

⾶飛樂米星空號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22鄰珠江182號

居⼭山⽔水岸⺠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275號

鑫河⼩小棧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32-20號

拾拾光海海景⺠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32-38號

⼭山⽔水⾙貝殼沙⺠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32-66號

藍藍海海天晴⺠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48之6號

希臘邊境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59號

菊虹舍⺠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97號

陽光阿有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珠江140-10號

南風⼩小路路⺠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珠江152-26號

藍藍海海風晴⺠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里珠江17之21號

好澎友租⾞車車 澎湖縣⾺馬公市中⼭山路路1號

⼀一六八租⾞車車⾏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中⼭山路路3巷7號

三巷七號⺠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中⼭山路路3巷7號

⼩小島家Brunch 澎湖縣⾺馬公市中⼭山路路8號

港⼝口冰菓鋪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里中⼭山路路32號

榔頭旺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里中⼭山路路68號1樓樓

快樂⺠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里中正路路21號

多寶的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里中正路路7號1樓樓

藍藍媽媽仙草 （老街中央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街15號

海海⾙貝創意⼯工作室—海海⾙貝寶⽯石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街1巷7號

采峰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街1巷9號

夢想部落落館-中央街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街2號

麗洋⼿手作伴⼿手禮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街6號

⼭山裕⽂文⽯石⾏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11號1F

成發旅遊玩家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1號

仙⼈人掌冰城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32之5號

新光堂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55號

長春⼤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6號



江江⼩小鋪服飾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77號1樓樓

弘⼤大⽂文⽯石雅集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7巷10號

⼩小妞食品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99號

海海的時候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路⼗十八號

捌捌玖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路280號

澎湖伯伴⼿手禮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路302號

澎湖伯伴⼿手禮坊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路302號

澎湖島假期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路35號

⼩小⽩白⼿手繪⼯工作坊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里里⽂文康街5號

轉⾓角公寓⺠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13號

⼤大倉特產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13號1樓樓

豐益團購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16號

佳期⼤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21號

亞蘭蘭美食團購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25號

三ㄚ店服飾精品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38號

潮 style男飾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40號

⾼高跟鞋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44號

J&E雜貨⼩小舖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4號

進化鐘錶眼鏡⾏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51號

懶懶⼈人披薩雞排(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61號1樓樓

⽪皮克吐司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路71號

Lí飾-海海玻璃原創⼿手作 澎湖縣⾺馬公市五福路路201巷10弄弄3號

詩享家⺠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五福路路3巷6弄弄13號

美式咖啡⺠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五福路路三巷8之6號

賞星⽉月暮 澎湖縣⾺馬公市五德⾥里里200號

陽光棕櫚渡假⺠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五德⾥里里雞⺟母塢228號

天亮了了輕旅⾏行行⺠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五德⾥里里雞⺟母塢38-10號

希望天地珊瑚珍珠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19號

望安茶茶房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2號1樓樓

中興⽪皮箱⾏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33號

BC⾏行行動電話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34號

御貓館玩具社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34號

源利利軒⿊黑糖糕老店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42號

海海功商號-現炸⽉月亮蝦餅、波霸花枝丸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63號

阿華滷菜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65號

阿華排骨麵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85之1號

阿豹香腸攤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路99號

翊翔⾞車車業⾏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路45號



夢境左岸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路47-4號5樓樓

幸福悠活 澎湖縣⾺馬公市⽂文⼭山路路103巷3號2樓樓之1

澎湖鄉閣⺠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文⼭山路路36巷10號之1

幸福福爾摩沙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文⼭山路路85號1樓樓

幸福福爾摩沙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文⼭山路路89號

辣極⿇麻辣燙-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文化路路13號

皇后時尚美甲美睫店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路路107號

倫倫宅烘培坊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路路108-1號1樓樓

好娛樂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路路108-1號2樓樓

查理理先⽣生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路路27-3號

丞欣⺠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文前街47號

建發商⾏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文前街47號

永昇鐘錶眼鏡 澎湖縣⾺馬公市⽂文康街25號

阿珠畫畫室 澎湖縣⾺馬公市⽂文康街33號

朝食暮饗 澎湖縣⾺馬公市⽂文德路路12號

天強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文德路路25號

海海島咖啡館 澎湖縣⾺馬公市⽂文學路路5號

流⾏行行線 澎湖縣⾺馬公市北辰街34號

唯登釣具⾏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四維路路167號

發樂滷味號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路17號

阿知焢⾁肉魂 ⾺馬公⺠民⽣生創始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路22號

紫羅蘭蘭plus花藝/香氛實驗室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路26號

阿博師炸雞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路49巷6號

⼀一六八租⾞車車⾏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路30號

三巷七號⺠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路30號

235掌上明珠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路41號

嘉華⼤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福路路6號1樓樓

光明商號 澎湖縣⾺馬公市⺠民樂街68號

御私藏鮮奶茶茶專賣店-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路117號

信⼼心食品商⾏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路6號

賀茶茶堂-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路89-2號

Kiki寵物⽤用品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路92號1F

遠東名產總匯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路93號

翔鴿渡假別墅 澎湖縣⾺馬公市永安街31號

國王⾶飛鏢酒吧 澎湖縣⾺馬公市永興街11號

笙峰⺠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6號之17

海海洋途徑潛⽔水店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1-114號

我們的⺠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11-2號



玥尚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11之36號

玥尚-⺠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11之36號

玥尚-租⾞車車⾏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11之39號

⼩小茉莉⺠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1-550號

船闆娘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192-2號

幸福天台⺠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2-87號

兄弟會館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580號

兄弟會館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581號

兄弟會館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582號

兄弟會館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583號

⽻羽之戀旅遊事業⾏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石泉11之92號1樓樓

慢慢來來海海景⺠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里⽯石泉32-58號

春屏⺠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里里3鄰光復路路131巷14號

天邊海海⾓角⺠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里里⺠民族路路119號

天邊海海⾓角⺠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里里⺠民族路路121號

⼀一⼼心⼆二葉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路路1-15號

Dr.O-J⼿手機維修(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路路1-17號

⿁鬼椒⼀一番鍋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路路20-1號

艾上綠能租賃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路路2-2巷

感恩旅⾏行行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路路51號

旺安香食品⾏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光武街15號

草根果⼦子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里里樹德路路1號

海海公公迷你鴛鴦鍋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111號

唯衣服飾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119號

壹玖柒肆運動⽣生活館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122號

丹丹堤精品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181號

⼩小芸的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20-3號

寶⽞玄齋藝品⾏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20-3號

踏浪觀海海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22號1樓樓

⽂文康滷菜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277號

⼩小⼩小間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5號

龍弘旅遊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98-1號

歐爸⺠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123之19號

豐圓租⾞車車⾏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里123之19號

Beauty美甲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里132-2號

海海⼈人⺠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里25鄰三多路路318號

嗨澎湖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里三多路路411號1樓樓

北極星⺠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里⺠民族路路166號



長堤⺠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里⺠民族路路166號

甜蜜⼩小家⺠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街62號

憶澎湖⺠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街95號

加倍遊⺠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宅腳嶼160號

紅島⺠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里11鄰宅腳嶼173號

ioi⺠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里170-1號

海海⾓角203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里1之17號

朝昔盧食堂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里200號

百勝⺠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里93-12號

⼩小柚⼦子⺠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里93之21號

安之宅⺠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里宅腳嶼93-20號

蘋果海海賊餐酒館 澎湖縣⾺馬公市成功街72號1樓樓

蘋果海海賊團 澎湖縣⾺馬公市成功街72號2樓樓

夏戀⼩小客⾞車車租賃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里121-8號

芙蓉居⺠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里736號

馥園⺠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里92-62號

風島遊租⾞車車⾏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里98-2號

翻轉澎湖旅遊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里永壽街80號

萱美髮⼯工作室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里⻄西⽂文澳55號

芳畝農園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里⻄西⽂文澳55號

龍騰⼩小客⾞車車租賃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里新店路路381號

森源⺠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12鄰⻄西衛83之35號

⽔水灣灣⺠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13鄰⻄西衛83之39號

愛恩居海海景⺠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21-18號

蒔亭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21-2號

好時光⺠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23-1號

⼤大風吹Life Inn⺠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32-30號

澎湖⼩小蘋果⺠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47-2號

伍壹伍會館⺠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47-6號

花妹⺠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48-2號

夢幻⿂魚⺠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48之3號

晶棧海海景⺠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56-2號

⽊木⼦子家⺠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5鄰⻄西衛236之17號

玩澎湖⺠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261號

樂⾏行行⺠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350號

春上村墅⺠民宿 (⻄西衛店)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373號

沿海海地帶⺠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560號

澎湖路路旅店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83-28號



海海之徑⺠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83-52號

海海灣灣⺠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83-56號

長成⺠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83-68號

漫步悠閒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五福路路3巷8-2號

藍藍媽媽仙草店 （⻄西衛總店）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光復路路473號

野居渡假⺠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西衛221-15號

輕舞⾶飛揚背包客旅居⺠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西衛272-3號

古舎古廂⺠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西衛393-2號

遛⼀一遛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西衛616號

有間⿊黑店驛站⺠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西衛757號

加利利利利海海⺠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西衛83-23號

5+1⺠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里⻄西衛83-63號

JUDAO髮廊 澎湖縣⾺馬公市忠孝路路89巷6號

忠孝四⾯面佛花坊 澎湖縣⾺馬公市忠孝路路89巷6號1F

宏歆國際租賃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179-49號

⽞玄武岩之美⺠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1鄰東⽂文澳1-13號

七美⾖豆花王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202號

陳⼼心辰意商號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4-2號

⾶飛在酒瓶中雕刻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9-12號

宇宙機⾞車車出租⾏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文⼭山路路150號

祥發國際租賃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文⼭山路路1號

博明租⾞車車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民富街25號(1⾄至6樓樓)

天空格⼦子商旅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民富街25號(1⾄至6樓樓)

宇宙機⾞車車出租⾏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民裕路路36巷22號

元泰⼤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里新店路路477號

茶茶⽔水道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里150之3號

夏沐霓⺠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里251-19號

驫風⺠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里26-9號

⾺馬⾥里里布海海景⺠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里5-8號

尚和⺠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東衞⾥里里71-12號

嘉義老牌⽯石頭火鍋(⾺馬公店) 澎湖縣⾺馬公市林林森路路103號

紫羅蘭蘭plus花藝香氛實驗室 澎湖縣⾺馬公市林林森路路36號7樓樓-2

ADDICT 澎湖縣⾺馬公市林林森路路47號

阿珠畫畫室 澎湖縣⾺馬公市林林森路路56號

稻荷潛⽔水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林林森路路9號

⼩小妞食品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里中正路路48號1樓樓

海海島海海產⼤大賣場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里仁愛路路28之1號1樓樓

博明租⾞車車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里仁愛路路40號1樓樓



天空格⼦子商旅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里仁愛路路40號1樓樓

尊懿旅⾏行行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里仁愛路路78號1樓樓

語榕花園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里21-3號

⼤大新書局 澎湖縣⾺馬公市建國路路17號

太⼦子⾃自助碳烤店 澎湖縣⾺馬公市建國路路36號

四海海⼤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建國路路三號

海海⼈人的店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里91號

⺠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里五福路路201巷8弄弄1號

北極星⺠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里後窟潭路路400號

長堤⺠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里後窟潭路路400號

神髮造型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街7-1號

幸福之家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里1鄰⼤大案⼭山22之10號

幸福陽光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里1鄰⼤大案⼭山22之9號

彩虹澎湖名產(案⼭山店)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里⺠民樂街62號

宇宙機⾞車車出租⾏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里經國路路113巷15號

吹吹風精品咖啡館-碼頭店 澎湖縣⾺馬公市海海安街1號2樓樓

海海安旅⾏行行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海海埔路路50號

茶茶專茶茶飲 澎湖縣⾺馬公市海海埔路路52號880

嘻嘻⼿手作 澎湖縣⾺馬公市海海埔路路87號

澎湖興仁潛⽔水⽤用品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128之25

富勝食品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里里107-11號

富勝食品企業⾏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里里107-11號

丹丹藍藍⺠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里里132號

樂鬧⺠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里里1鄰105之77號

船家寶⺠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商貿街133號之⼆二

和⽥田⼤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里⺠民權路路2號

轟餅-⿊黑仔旺旺⾞車車輪輪餅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街15號1樓樓

欣興租⾞車車 澎湖縣⾺馬公市復國路路2巷27號

復國八號⺠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復國路路8號

貳拾拾貳隱巷⽂文創旅宿 澎湖縣⾺馬公市復興⾥里里新復路路2巷16號之1

篤⾏行行⼗十村⽂文化園區-⼩小貳紅茶茶店 澎湖縣⾺馬公市復興⾥里里新復路路2巷16號之1

篤⾏行行⼗十村⽂文化園區-五弄弄咖啡館 澎湖縣⾺馬公市復興⾥里里新復路路2巷16號之1

篤⾏行行⼗十村⽂文化園區-湘東商⾏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復興⾥里里新復路路2巷16號之1

High Wave Pizza 澎湖縣⾺馬公市惠⺠民⼀一路路2號1樓樓

海海森海海聲 澎湖縣⾺馬公市惠⺠民路路60號

夏⾄至⽂文創咖啡 澎湖縣⾺馬公市惠⺠民路路71號

⼤大漢海海產⾏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惠安⼀一路路9號

裕成商號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里光復路路182號



澎湖傑克家族⺠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里林林森路路15巷36弄弄5號

⼩小芊芊的家⺠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路路100巷10號

菊⾊色咖啡⺠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路路171號

菊⾊色咖啡店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路路171號1樓樓

Love Yourself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路路60號

藝名髮型IM Hair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路路70號

寶發⾞車車⾏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湖⻄西鄉許家村62號1樓樓

⼩小上海海香酥雞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路20號

35⺠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路22巷1號

諾丁葉⺠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路233號

冠億電⼦子通訊⾏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路46號

星晴旅⾏行行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路5號1樓樓

刺刺夯仙⼈人掌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路7號

PF酒吧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路20號

弗洛洛伊得⾳音樂餐酒館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路2號

左轉休閒⺠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路380號

中興租⾞車車⾏行行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路47號

光明商號 澎湖縣⾺馬公市新村路路33號

百世多麗購物中⼼心 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路398號

百世多麗花園酒店 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路420號

光和咖啡 澎湖縣⾺馬公市新明路路91號

滿天旅⾏行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新營路路25號

EJ紅茶茶⽜牛乳/咖啡 澎湖縣⾺馬公市漁隆隆路路27號

⼤大船無煙燒烤 澎湖縣⾺馬公市漁隆隆路路50號

蔚藍藍海海岸藝品坊 澎湖縣⾺馬公市漁隆隆路路50號1F13攤

頭好壯壯寵物鮮食館 澎湖縣⾺馬公市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路43號1樓樓

寵愛寶⾙貝⽣生活館 澎湖縣⾺馬公市樹德路路23號

樂在綺中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里136-2號

⾶飛介租⾞車車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里136-2號

逗留留偶家⺠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里211-1號

逗留留偶家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里211-2號

避風港⺠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里211號

喜閱漁村⺠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里雙頭掛178號

紙⾶飛機⺠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里雙頭掛272號

臨臨海海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臨臨海海路路10-06號

香⽔水百合視聽歌唱坊 澎湖縣⾺馬公市臨臨海海路路2-5號

壹咖啡(澎湖⾺馬公店) 澎湖縣⾺馬公市臨臨海海路路32號

澎湖-滿天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臨臨海海路路36-1號3樓樓



星光閣樓樓-海海洋牧場 澎湖縣⾺馬公市臨臨海海路路7之6號

和樂旅⾏行行社 澎湖縣⾺馬公市臨臨海海路路7之6號1樓樓

菊島美宿鎖港觀⽌止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里1462號

樂福海海洋⼯工坊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里1935號

朵⽉月海海景⺠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里241-1號

星空⺠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里453號

和風⼿手作烘培坊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里999號

鑫河⼩小棧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里鎮港⼀一路路73巷27弄弄1號

澎湖⽩白⾊色摩卡⺠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鎖管港46之7號

原慕⼼心⺠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鐵線⾥里里118號

政隆隆的店 澎湖縣⾺馬公市鐵線⾥里里68-2號

海海平⾯面⺠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鐵線⾥里里鐵線尾111號

青灣餐廳 澎湖縣⾺馬公市嵵裡⾥里里360號2F-青灣餐廳

范⼤大媽智慧百貨⾏行行 澎湖縣⾺馬公⺠民⽣生路路17-3號

澎湖海海⼝口峰微型超市 澎湖縣⽩白沙⾚赤崁村32之2號

香榭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村188-2號

喜閱漁村⺠民宿(吉⾙貝店)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村54號

滿天旅⾏行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37-4號

漫步⽩白沙 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73-1號

愛麗詩⺠民宿 澎湖縣⽩白沙鄉港⼦子村20-5號

⼩小地⽅方背包客⺠民宿 澎湖縣⽩白沙鄉講美村137之1號

講美⼩小舖 澎湖縣⽩白沙鄉講美村78號1F

鎮海海灣 澎湖縣⽩白沙鎮海海村17-5號

⽩白沙鄉指定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