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店名稱 商家營業地址

山竹米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199巷20號

立昌食品行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460巷41號

麥米魯比利時啤酒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680號

LINE pay 中將燒肉屋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1757號

510style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555號

果頌沏茶趣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935號

友間好鍋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105號

麵家二眷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923號1樓

聚茶館健康茶飲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194號

米塔高雄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21號

惠盈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403之8號7樓

汎辰通訊專門店-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33號

巨蛋旅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1號

時文華鐘錶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48號

朵拉童衣雜貨舖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62號

帕可麗酒店(客房1)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帕可麗酒店(客房2)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帕可麗酒店(艾可廚坊1)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帕可麗酒店(艾可廚坊2)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192號

樂竹食堂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117號1樓

小廚房炸雞 高雄市鼓山區民利街91號

冬鄉小廚 酸菜白肉鍋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177號

CEO雞蛋仔-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264號

佳佳燜爐窯烤 高雄市鼓山區延平街1號

向野沙龍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08號

清一色牛肉麵 瑞豐昌盛店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49號

麗晶乾洗名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08號1樓

9x9文具-高雄明倫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48號

新高橋藥局(明倫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50號1樓

米樂福 Miller Food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77號

Zuzu Nail’s美甲美睫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271號之一

亞漫瑞豐企業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文忠路93號3樓

Zone Café 弄咖啡美術館貳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06號

海裕屋-青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61號

KAO CUP COFFEE-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87號

尤拿髮藝青海館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97號

貝特覓-青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76號

捷威汽車精品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587號

Happy Bra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402號

樂顯眼鏡企業社-Con Select 樂選眼鏡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7號

鍋神日式涮涮鍋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38號

愛米立小吃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明路23號

MEDO車體鍍膜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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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z Sandi法式。小珊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90號

食饕池上便當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179-1號

義郎創作壽司-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59號

新高橋藥局(美東二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77號

十兄弟綠豆湯-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23號

文富餛飩水餃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123號

好不咖啡(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120號

A++大腸麵線金牌肉燥飯美術館門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二路127號

尚旻企業社-Coffee wake up咖啡覺醒(美術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南三路220號

晨禾蔬食老麵刈包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171號

Sono E.旅行餐盒計畫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館路279號8樓

西岸手作義式冰淇淋 xian ice cream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35號

早頓小室 高雄市鼓山區捷興二街29-1號1樓

BOBOPLAY啵啵游樂園-鼓山館 高雄市鼓山區逢甲路1號10樓

禾苑蔗片冰 高雄市鼓山區博愛二路347號

迷路小章魚餐酒館高雄店 高雄市鼓山區富農路86號

運承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華泰路311號6樓

Humble beginnings cafe高雄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1號

食家土雞鍋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40之1號

新高橋藥局(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85號

貝特覓-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296號

中華水晶精品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03號

迷茶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37-1號

阿霞炭烤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612號

尚群科技整型洗衣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89號

維尼家 高雄市鼓山區華豐街107號

等等居酒屋 高雄市鼓山區新疆路2號

9/1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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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雅奶茶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206號

老店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216號1樓

鹹東鹹西鹹水雞-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

鮭我掌握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02排128)

起司馬鈴薯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03排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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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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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排226)

襪子專賣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04排235)

芯 house家居小舖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06排314)

RUKO路過家居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0排524)

vivian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1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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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2排668)

水世界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2排669)

水世界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12排671)

愛開玩笑的人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298號

非常女人服飾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503之6號

在地人塩水雞-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06號

新高橋藥局(裕明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80號

上官木桶鍋-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886號

領鮮鹽水雞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與篤敬路口

夏夫小農 高雄市鼓山區裕興路101號

韓珍饌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10之1號

娟姐澎湖小姐麵線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23號

宏昇機車行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82-6號

厚道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100號

心喜手工茶-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70號

不想紅豆餅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89號

HOLOPARK浮空劇院生活廣場 高雄市鼓山區鼓南段一小段29號

小資美學工作室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539號

風味。淨手感烘焙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0號

圓味壽司高雄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6號

上漁屋 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72號

橙陽氣球工坊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80號

棧貳庫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17號

貝殼情人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18-1號

天饌爆漿吐司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65號旁

渙然一新 車體美研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23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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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碗公冰西子灣創始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107號

阿珠的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64號

杏花亭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99號

阪城海鮮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二路25號

中山吳記水餃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0-1號

呷批薩 鼓山區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21-3號附3

青峰車業行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一路7號

影藝攝影社-高雄證件照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2號

津茶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7號

艾瑞兒花藝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37號

黑棚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二路468號701室

無毒生活家園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0號

女子餃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13號之2

正味珍烏魚子行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25號

茶貳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2號

高雄婆婆冰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5號

永幸福健康茶飲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3號

立揚通信(聯強電信)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173號

Reborn翻轉早午餐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55號1樓

沛彬命相館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86-9號

京尚造型鹽燈-時尚手作2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86號之8

福隆鐘錶批發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之15號

光美玻璃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03號

春之英普洱茶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16號

泰老食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29號

第一眼鏡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35號

壹捌迷你土雞鍋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48號1樓

東洲黑糖奶鋪(高雄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158號

洋品飾集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91號

國華鐘錶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46號

蔗甘心(高雄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56-1號

柒壹喫堂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71號

手羽鹿手作工坊 高雄市鹽埕區大公路76號

怪獸古著 高雄市鹽埕區大有街21號

鹽埕區



就是愛豆花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01號

Two Hands 手作x甜點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1巷7號1樓

維肯茶藝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7-1號

放火燒潛水裝備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1號3樓505

Dor,留手工義大利麵-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181號

好貳鍋物工作室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2之1號2樓

沃夫手作餐廚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58號

寶儷鐘錶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67號1樓

真的精品服飾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72號

Big MaMa 義大利麵餐廳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78號

藕家(大勇店)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87號

高雄薏仁大王 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141號

微熱山丘(駁二特區)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2-6號C11-1倉庫-微熱山丘

喜歡 手作工作室 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路(駁二藝術特區倉庫前方)

乾隆坊 高雄市鹽埕區五路四路166號

豪網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29號

老宋牛肉麵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46號

小韓國韓式家常料理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47號

川裕電信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0號1樓

光鹽烘焙廚房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54號

豆菽叔。不濾渣全豆豆漿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79號

森興百貨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15號

新和泰皮飾行-鹽埕堀江商圈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27號

如意莊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29巷30號

文滷味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0號

小黑人皮鞋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1號

COBE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14號

吉盛號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13號

大吉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19號

現代百貨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45號

里格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69號

益成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70號

塔羅占卜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8號

Coco Joe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9號

Vicky's香水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2之44號

豐季堂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39號

聰子覺性引領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巷45號

隆豐坊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39號

名人鐘錶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49號

傻瓜冰茶-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53號

瑪莉食品行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25號

新統一牛排館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1號

大港參貳牛排館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32號

樂虹二手CD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66號

敦煌書局 高雄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76-78號

竺竺蛋餅 高雄市鹽埕區北端街88-1號

莉莉精品店 高雄市鹽埕區必忠街224之2號

do good coffee&dessert 高雄市鹽埕區必信街116-1號

鶴點機 高雄市鹽埕區光榮街7巷7號

鶴點茶 高雄市鹽埕區光榮街7巷7號騎樓

眷仨舖手工澆頭麵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34號

PINOY EXPRESS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43號

Michael麥克茶飲(鹽埕埔店)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49之1號

黑棚2號 高雄市鹽埕區建國四路149之1號2樓

火鳥族x屋台串(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55號1樓

香港馬興記燒臘專賣店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84號

唐唐書坊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189號

阿貴私塾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85號

松藝奶茶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06號1樓

天池冬瓜茶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3號1樓

鼎新刈包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4-2號

玖玖茶舖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19號

Pooja's普佳印度小吃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6之1號

老師ㄟ麵LAO SHI AI MI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8號

不二本一(茶‧製造所)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29號

欣樂書局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30號

LaLa水果煮新樂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30號

戰鬥雞-新樂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41號

上好吃塩酥雞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49號

鹽埕寒吉文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51號

宗陞商行/美國伍零幫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63巷3號

阿綿麻糬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198之27號

信的店-磅蛋糕專賣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30

X&in雜貨柑仔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37號



霓虹叢林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13之21號

拾伍corner tea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272號

艾樂比手作烘焙坊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137號

一等一咖啡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28-1號

旅行養分早午餐咖啡廳 高雄市鹽埕區新興街291號2樓

宏信寢具名店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31號

仨人-燒k啊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33號

大小口大腸麵線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39號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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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蘇蘇手作食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1號

唯。手工黑豬肉水餃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42號

百立書局有限公司-BOOKING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177號

50年杏仁茶 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223號

采潔行_專營百貨批發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13之23號

夢想鞄製所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18號

巧新行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16之1號

櫻館飾品批發零售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30號

MINA時尚精品包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60號

喜洋洋鍋燒麵 高雄市鹽埕區鹽埕街74號

篁騰Detailing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二路181號

JSMIX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36號

SUSHI SUSHI 一番技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72號

Niceyo手作健康優格-大順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296號

港式抓餅 高雄市左營區介壽路253號

巧迪 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孔營路74號

芫源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文川路357號

極掌養生館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266號

加賀屋異國小舖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472號

好。食間早午餐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26號

宮鶴炙燒專門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559號

新高橋藥局(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930號

寄居謝 全新二手寄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128號

吉川壽司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209號

南岸生鮮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211號1樓

好夥伴咖啡-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信路216之2號

諾米將職人健康餐盒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191號

J&B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238號

Bunny walking coffee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33號

丹霓蘿姿 高雄市左營區文萊路210號

鹹東鹹西鹹水雞-福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162號

DS汽車美容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文慈路303號

天淨科技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320號

四兩千金活蝦之家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542號

BOSSMAN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655之2號

杏福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下路45號

炸好吃鹽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7號

IDEA髮藝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7號1樓

真鶴牛肉麵館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61號

佳是堤精緻茶飲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532號之1

今年貴焿-左營大路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3號

京香臭豆腐左營大路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3號

太愛拼圖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78-5號1樓

晚睡晚起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49號

Cafe DOG 寵物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14-1號

新高橋藥局(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028-1號

蜜達絲左營特力屋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948號

巴西FUGO孚果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18巷36號

老爺車炮蛋蔥油餅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322號

Mon Chic慕時尚 高雄市左營區立中路92號

terroir流浪吧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46號

貓腳印-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7號6樓之2

六合小玲-立文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78號

伊府將鍋燒 立文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文路80號

夏米美甲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196號

J&B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39號

檸檬香茅火鍋 光興店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62號

咖啡平方左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09號

U-GIRL 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18號

無毒世界-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147號

9x9文具-高雄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35號

大大通訊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84號

火風鼎上九石頭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298號

尤拿髮藝自由旗艦館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311號

左營區



京香臭豆腐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482號

雅峰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6巷33號

十兄弟綠豆湯-龍華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8號

阿德鱔魚麵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1號

良宣眼鏡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82號

鮮鹽堂泰式鹽水雞-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6號

MissPeiPei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11號

山頂居甕仔雞（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208號

新悅乾洗名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297之2號

BerryAlloc綠森林地板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386號

煲饌餐飲行-煲饌煲仔飯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四路489號

十兄弟綠豆湯-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黃昏市場店舖

Lion Queen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51-1號

椿萱小館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75號

新食風咖啡館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89號

Swallow服飾（燕子衣舖）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298號

柯瑞的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83號

丸味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82號

瘋仙草 辛亥店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83號

三味巧台灣小吃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95號

帰拉麵KAERI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262號

茶十二叡曲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85號

新高橋藥局(博正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80號

客製小姐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7號1樓

義郎創作壽司-忠言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81號

內向咖啡明華館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56號

Aviva Nail Design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59號2樓

鯨魚在噴水明華本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68號

黃美金宮廷普洱明華恕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17號

糄菄便當商坊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225號

晶晏小食堂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3號1樓

明誠炒米粉(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06號

震撼日式精品百貨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20號

田原香 - 明誠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36號

頑皮寶貝-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517號

老兄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46號16樓

康活保健用品生活館 高雄市左營區果峰街6巷9號

沐茶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68巷4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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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所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93巷18號

德藝小築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296號1樓

北極熊專業鞋包洗護-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30號

BG Gold Natural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92號1樓

飛馬文化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58號

左營小寶米粉焿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62號1樓

菲RaRa義式餐館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581號

烏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79號

石一籠湯包曾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765號騎樓

Elaine’s 時尚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重上街260號

香雞王 重立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495號

JM'精品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594號

三兩茶-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207號

初心寵物美容沙龍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391號

台灣夯伴手禮物產館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40號

直航租車(左營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608號

阿智喝茶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1號

Woopen木盆-重愛加盟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72號

irisdun x eyelash 艾瑞絲惇美學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20號11樓之1

今年貴焿-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37號

老町徠玉子屋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428號

沐芙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重義路5號2樓之2

Chika Nails日式美甲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132號2樓

阿肯瑟美式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23號

艸田茶舖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96號

翰林茶棧-左營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DesignV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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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莉美髪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103號

廟口勝鹽水雞-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53號

武士炒飯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60號

波貝拉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72號

宗宗來快炒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79號

鐵馬佬青草茶(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313號

黑茶飲料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19號1樓



瀚克寶寶副食品-博愛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68號1樓

麵處小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296號

森鎂工坊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485號(捷運巨蛋站B1)

魚中魚-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70號

早餐一夏(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152號1樓

厚厚一片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12號

腳窩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3巷2號

喵星人手作雞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66號(騎樓)

必可蜜高雄富民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99號

幸福平安鹹酥雞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19號

貝特覓-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23號

樓上那間共享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31號2F

米樂料理便當(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0號

赤炭汽油桶燒肉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32號

愛麗鏵養生飲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35號9樓之10

五郎時食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66號

法品精品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08號

正宗台北西門町大腸麵線富國路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39號

鹹東鹹西鹹水雞-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67號

享喝湯湯品專賣店 -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67號1樓

犒吆包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78號1樓

八木十浬酒場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1號

領鮮鹹水雞-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7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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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胖泰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25)

巴蜀風味火鍋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28)

東港肉粿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37)

牛角日式咖哩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165)

龍華201素蔬食早午餐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0號(龍華市場201)

旺旺通訊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6號

品粵小館 高雄市左營區菜公里文強路6號1樓

新高橋藥局(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10號

頑皮寶貝-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23-1號

名媛婦幼用品專賣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35號1樓

布玩家窗飾-北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30號

魚中魚-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40號

遇見床墊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589號1樓

星鑽盒手作坊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305巷57號

美村屋食品行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485號

開動了日本家庭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590號

新高橋藥局(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22號

大大通訊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12號

飛揚運動用品(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51號

國旗女孩大高雄旗艦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63號1樓

米樂料理便當(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83號

蜜達絲至聖會館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至聖路1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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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伊空間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街155號2樓

好義廚房 高雄市左營區新中街117-3號

GARMIN-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205號

一支炭拉麵屋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259號

耀順車業 高雄市左營區新庄仔路812號

Dor,留手工義大利麵-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33號

新莊客家菜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140號

荷本Urban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一路292號

膜職人-高雄巨蛋新莊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仔路235之1號

貓之家俱樂部 高雄市左營區新勝街26號

璞十茶舗-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榮街163號

新高橋藥局(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4號

馨渼行/butyshop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58號

戰鬥雞 油雞/醉雞 -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88號(騎樓)

金枝 kim-ki 台灣原茶專賣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74號

新高橋藥局(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91號

CHARMING 著迷 飾品選物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295號

LaLa-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18號

花荳燒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06號騎樓-花荳燒

Dating Day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一起韓米熱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03排189)

橙通訊3C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06排)

dearest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08排)

小樂寵寵物用品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09排)

Pangkupangku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09排)

camel0901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0排)

HLHT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0排)



Mini酷衣舖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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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CORN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攤位590)

寵悠活鮮食宿 高雄市左營區廍後街10之1號一樓

佳家衣著 高雄市左營區榮成三街10號1樓

甘蔗の媽媽-高雄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佑路43號1樓

稻橋日式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榮德街42號1樓

御之貝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441號1樓

KC百貨市集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441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