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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大樓 1F 敦煌書局內 電腦先生-中興店

好享受低糖甜點&咖啡 台中市大里區大里路59-7號
嗜飲茶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40號
大心冰品甜品專賣店 台中市南區仁義街72號
林智炒麵麵包 台中市南區仁義街109號
胖老爹-南區興大店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12號
千金鼎鍋物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355號
桌緣桌遊館 台中市南區南門路37號
弘爺漢堡（以勒嗎哪店) 台中市南區南陽街81號
弘爺漢堡（辰華店）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2段153-6號
時代中西畫材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三段45號
弘爺漢堡（大誠店） 台中市中區大誠街29-1號
啾咔咖啡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64巷7號
妖膜鬼怪手機包膜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8-22號2樓
Lapin巴黎兔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65-1號
古閣goodgirl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73號
Leaf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73號
Le reve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73號
POPO波波妞 服飾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73號
TWO circle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73號
Gorilla cafe咖啡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23號2樓
派瑞德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35號
派瑞德巷口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39號
NEST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46巷12號
Joan's House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46巷12號
富發牌古著鞋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55號一樓
可亞小舖 一中二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55號三樓
特選名膜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0號
天機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2號
大阪拓海家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3號
丸勝咖哩洋食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5號
福芳號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6號
Pizza Running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6號
青蛙來了Frogcoming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6號-2

金享綠豆沙牛奶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水利大樓旁
Max達人手機配件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06巷巷口
派瑞德轉角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14號1F

尖端電子精品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19-1號
傳達通訊行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19號之二
鹹魚二手選物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0巷8號
破銅爛鐵(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36-3號
CREALIVE DEPT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01巷10號
coco cookie可可庫奇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01巷7號
蘋果工匠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58號
酷皮脆 燒肉潛艇堡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62號
82mm Cafe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66號
熊安全安全帽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67-1號
power chord music shop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81號
7-Box太平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84號
艾維信3c配件專賣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2-3號1樓
7-Box屈臣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2-3號
寶鋪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2-3號8樓
通達3C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4巷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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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手機配件館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4巷8號
VIVA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6號
LONG STORE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96號
張燈結廬主題燒烤bar 台中市北區大德街93號2樓
囍樂炭烤土司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88號
時間旅人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21號
時間旅人 設計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21號
好事發生藝文空間 台中市北區五義街149號
溫度季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500巷5弄7號
諾諾索 義式料理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500巷6弄9號
Bingo's Shop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1號之五

Allucanbuy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2號
2.3.1 STUDIO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3弄23號
choco shop瞧克商行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3弄30號
Hi Hippo台水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3弄32-1號
霸告 理髮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3弄32-2號
本小姐born2chic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3弄34號
台水pon服飾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3弄34號
嬲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3弄9號
食衣商行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5弄15號
Hi Hippo工作室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9巷5弄5號
joyroom_機樂堂_太平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22號1樓
LADY SOUL日系精品內衣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22-6號
黑KURO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31巷2號
Rock Scissors眼科商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31巷7號1樓
EAT socks MAN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31巷7號B1樓
元傑3C手機殼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38之1號
嘰歪3c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38號
J&S飾品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46巷12號
捷比漫畫便利屋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53號
FloweR服飾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63巷3號
Hi Hippo75巷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75巷9-1號
膜型機（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79號
健美先生激炸滷味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99號
芝加哥時尚丹寧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101號
鐵皮駅Robot Sataion 台中市西區向上北路106號
NEXTION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100號
佐貓貓龍貓共和國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5號1樓
答案茶Answer Tea台灣一號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36號
勝騰手機殼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65號
KT House生活館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94號1樓
7-Box育才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14號
聯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2-1號2樓
Double Kiss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7號1樓
表參道1987 shop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7號1樓
Bus63 一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7號1樓1C

Bus63 二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7號1樓5C

靚水晶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7號2樓
上和園滷味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4號1樓
Double U兩個你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6巷2號
vavavoom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6巷2號
小公寓 服飾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6巷2號
886+1手機配件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8之3號
如何漢堡 台中市西區昇平街1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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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A+ 健康水煮 台中市北區青島路三段210號
指愛美-美甲美睫 台中市北區尊賢街2-5號3樓
joyroom_機樂堂_水利店 台中市北區尊賢街7號
昇和甘草芭樂 台中市北區尊賢街9號
日式大阪燒 台中市北區尊賢街9號
挺妳x工作室 台中市北區進德路18號
BOTH男左女右 台中市北區精武路320-10號
挺妳x工作室 精武店 台中市北區精武路320號
KAIMALE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112號
雅培米提法式烘培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83號
艾米爵工作室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一段111號
弘爺漢堡（寶貝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之196號
Korea House 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2號
阪燒屋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101號
弘爺漢堡(熊大店)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54號
大丈夫手作雞蛋糕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91號
品嚐幸福 台中市東區大勇街91號
花糖子手作甜點 台中市東區立德街4號
雲采角落咖啡廳 台中市東區立德街65號
水澤MIZUSAWA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77號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迎曦樓 八方雲集(台中教育大學店)

弘爺漢堡（絕配店） 台中市北區成功路463號
弘爺漢堡（向上店） 台中市中區向上路一段30號
堡彪（民族店）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239號1樓
圓環咖啡 台中市西區大和路73號
九湯屋 日本拉麵 （中美店） 台中市西區中美街244號
SMILE CAFE 台中市西區中華路一段19號
西川家燒き餃子 台中市西區日進街96號
堡彪（五權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40號1樓

發現了文房生活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56－2號
kakuka HANDMADE 台中市西區民生北路127號
小法國烘培坊 台中市西區民生北路130號
Roli Rabbit 台中市西區民生北路78號
一銀甜品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艸水木堂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森林島嶼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旅禾泡芙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三時杏仁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俐落理髮廳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BAGCOM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能藝文具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品墨良行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小日子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Ficelle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kerkerland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6號
厚賀商行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8巷 (審計新村)

早安廚房 民生店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424號

酒石拉麵(民權店)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211-1號
GNR HAIR SALON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225巷13號

飪荇咖啡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27-2號
洋房髮廊 台中市西區存中街159號
Laluna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552號
弘爺漢堡(貴和店) 台中市西區貴和街216號
旺達好食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16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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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記牛肉麵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209號

二鍋頭老滷鴨頭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210號
香港睿凱生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239號
月牙泉 台中市西區篤行路239號
黛黛茶 台中市西區精誠三街2號及4號
四葉家手作烘焙（向上店） 台中市西區華美街220-1號
馬妞花生大腸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72號

愛說話眼鏡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00號
ab.limit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00號

IMPRESSION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16巷1號
Tk薩克斯風台中一中旗艦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16巷28號
PUKA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16巷5號
犬肯燒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18號
蘋果特務 Repair Agent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20號
COCOS星球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22號
原品童衣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6-18號
Rahaa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6-22號
glamour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6-28號
Girl Secrets 益民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8-19號1樓
LOVEY Fashion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8-21號
蜂屋咖啡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8號
真好吃紅豆餅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38號
醜乳酪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0號2樓
又見雞蛋糕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6號
SUSEN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8-20號
放牛班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8-32號
型男部屋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48號2樓
大人物男仕理髮廳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50-27號
香霸子專業炸雞碳烤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50-29號
世界第二甘草芭樂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50號前
Fisher Boy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52號對面
小時候手炒黑糖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58號
炸彈蔥油餅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60號
拼圖密室 台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62-11號1樓
有荷不渴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62號
MyEar耳機專門店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239號2樓
花草果香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243號
布呆排骨酥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259號
Hair City 髮城沙龍 中友概念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92巷4號
樂魔派Lomopie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10-17號
真田騎士用品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12-1號
綺麗花坊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22號
鹿森林花坊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42-1號
IC Hair Design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54巷4號2樓
自強時計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89-1號
統元豆花 一中育才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42號
CHIHC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46-6號
Bonbons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56號
米蘭站 中友旗艦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70-1號
雙魚2次方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8號
Avant 潮流精品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1樓
林濰瑢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1樓
一中 Amor 日韓系內衣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1樓
REINA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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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hot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3樓
LOVE YOU FAFA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3樓D1

Chica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3樓D28專櫃
xxx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4樓
NaDeam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4樓
Girl Secrets 一中二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4樓
Two Bo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4樓
矽麗特眼鏡 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8號
BUBBLE.H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路33號
UNA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路33號
AMOUR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路33號
April's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路33號

旺達好食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19-1號
MR.cocomo可可摩先生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19號
咖哩事典 台中錦南店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33號
those days 台中市北區錦南街35-12號
多波啦啦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15-1號
茶點子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20號
小食呼呼 麻辣燙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20號
地芋添糖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28-3號
岩藏拉麵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31號
Amigo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35-7號
CANVAS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35-9號
zezes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35號
馬龍和服事務所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36號
木衛二世界茶館 台中店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48號
CHEDi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53號
牛牛G點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66號2樓
上海派雞排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70-1號
嚼香雞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70-3號
peacock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76號
泳裝の世界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11號
Deer Cafe 迷鹿咖啡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1巷2號
MyEar耳機專門店 雙十店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47-4號
釣魚的貓 早午餐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155號
Las Fallas 法雅地中海餐廳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200號
頭靠咖啡 COFFEE TALKS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217號
Vita hair design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259-5號一樓
NIHANA STUDIO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261巷6號
玖安飛飛 Coffee & Makeup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263號一樓
Oh! simple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265號一樓
何佳佳蔥油餅(永興店)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04號
永興街煬割包四神湯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11號
小瑜兒G蛋燒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12-1號
熊一木瓜牛奶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43號
啡5咖啡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49號
藍一東山鴨頭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74號
愛莉時尚美甲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32號
法愛韓式海苔飯卷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41號
小殭屍棺材板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41號
茶本味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42號
陳師傅鹹酥雞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42號
双姬殿美式炸雞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70號
柒拾豆花燒仙草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70號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周邊

中國醫藥大學 周邊



鍋子鍋子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72號

超神鮮壽司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75號
錦龍廣東粥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76號
勝隆美容美髮材料百貨行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79號
薯薯樂甘梅薯條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99號
咖啡深藏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65號1樓
科廷數位通訊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18號
吉詠機車行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22號
鮮打帶皮檸檬汁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25巷14號
義娜堤餐廚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25巷9號

好旺3C健行店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42-1號1樓

波波食堂bubble house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44-1號
川閣 極鮮蜆鍋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56號
快樂小屋桌遊(梅亭店)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227號
麵屋桔梗丼飯/鍋燒麵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238-6號
Q媽咪炭烤大腸包小腸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238-6號
協力旺香雞排(梅亭店)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238-6號
大胖肉焿(梅亭店)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253號
克萊軒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266號
ㄇㄇ茶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382號
曲肯叔叔美式炸雞-德化店 台中市北區德化街291號
興丼壽司 台中市北區衛道路218號
黑沃咖啡_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63號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周邊 陽光炒飯家族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45號

辣媽小湯包
長興美食
MVP飲料店
漢堡哥晨食館
飯販
虎口
大口吃丼飯

中臺科技大學 周邊 Superb Coffee 精湛咖啡 台中市太平區育賢路125號

和風館
丼作和食料理
湯才滷味
自在緣
八方雲集
蔬香館
嗑吧韓式料理/吳記大腸麵線
雪克飲料
活力晨食館
香草洋食館
食在好味

弘光科技大學 周邊 MITAKA 3e Cafe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東晉東路731號

佳佳香麵食館
溫拿廚房
嗑吧韓式料理
迪迪鬆餅
金霖影印輸出中心
胖老爹
凡妮莎飲料店
亞洲自助餐
金盃美而美
留大叔美食快炒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中國醫藥大學 周邊

弘光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
居安樓

教研究生餐廳

學生餐廳



八方雲集

麥味登
哈拉哈拉贊

早點見面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六街15號

唯享時刻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六街17號

友財手作早午餐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38號

花園餐廳 韓臣辣炒年糕
男生餐廳 牛堡

8鍋臭臭鍋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3巷30弄12號
牛堡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3巷62弄47號
小衣乙舖 台中市龍井區國際街130號

旭商資訊 台中市龍井區國際街212號
花現鳥地方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巷10號

九宮酪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巷2號
老船橋頭香港茶 台中市中區龍井區新興路2號

星特冰品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3巷3號
咖哩祖母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3巷3-1號
ONLY唯衣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5巷5號之2

笑生咖啡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9巷10號
Fish cafe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27巷8號
豆子燒肉便當事務所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27巷16號
HONOR山形屋服飾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40-12號
倆茶詞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53-1號
東海龍門客棧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一巷19號
掌門人 雞蛋糕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三巷3-1號
衣櫃少這件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1號
誠食堂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46-1號
MAGMA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52號一樓

Violacé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132-1號
琵央卡義式餐廳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北街6巷6號
忽若寓坊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15巷28號1樓
樹懶生活家居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21號
潘媽媽的店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45號
生活民族傢飾藝品店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49號
LuneX Mauvis accessories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61巷7號
阿達家族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70號
橘光呼嚕X背包cat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85號
李記珍愛美食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96號
古早味蛋糕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0-56號

白阿尼動漫玩具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28巷35號1樓
小雞找茶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2路100-2號
男！！大斧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三路18號
拉亞漢堡（大里工業店）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三路28號
甘泉複合式茶飲餐廳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四路26-1號
50米深嵐早午餐輕食館 台中市西屯區上仁街99號
馬賽克廚房 台中市西屯區上仁街106號1樓
小胖薏仁湯 台中市西屯區上石路196號
山丸日式飯糰 台中市西屯區上石北二巷9號
蹦BORN現烤蛋糕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7號
魔力紅逢甲旗艦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1號
北回木瓜牛奶逢甲總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9-10號
澎湖阿宗青草茶(文華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2號
韓國年糕專賣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10號
黃金礦工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10號

美食廣場亞洲大學

亞洲大學 周邊

東海大學 周邊

修平科技大學 周邊

逢甲大學 周邊

東海大學



厚黑堂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12號

輕時代飲品製作所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20巷28弄3號
蒂龐襪子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25-9號
惡魔雞排逢甲總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1號D09

原點Hair salon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16號
烈焰雞排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1-30號

花蓮炸蛋蔥油餅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7巷1-8號

斑馬線義式廚房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7巷5號
愛裕服飾Happy購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38巷7號
無茶不樂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40號
玩美肌鑰(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50巷25號
美地食堂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50巷2號
品都串燒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50巷6號
大寶綠豆沙專賣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51號之4

98覓食廚房（Miss Kitchen)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62巷12號
LOVE PEACE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62巷16號
MIFFY美甲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62巷6號
奇町-複合式餐飲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62巷8號
逢甲大大手機配件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72巷14號
恐龍電玩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97號1樓
漢堡超人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233號
Vivinail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永新巷2號
日式烤魷魚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逢甲夜市
逢甲夜市海鮮漁人屋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逢甲夜市
蓋好吃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63-3號
川牛木石亭 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197號
拾毛熱蠟工作室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49-9巷8號4樓之2

創新洗鞋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9之1號
朵依小舖積木專賣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9之5號
志昇鎖印行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9之9號
逢甲眼鏡行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68之9號1樓

海鮮屋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69之44號
老鄧 粥遊天下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2-1號
華初食堂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4號

潮殿 hair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84-7號
Ivory tower 貓咪咖啡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上石北五巷14號
未央 musicafé 咖啡．音樂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上石南八巷42號
Goodmori服飾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72巷13號
Ho House HairSalon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72巷2號
松里茶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81號
力軒屋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88號
小緻機車出租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89號
玩美美甲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277巷27-3號
123木頭喵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277巷27-8號
美麦麵屋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277巷2號
永久工作坊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10號
聿 Yu-TEA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53號
Dr.A 3C維修中心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335號
大味香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349號
果凍樂器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359-1號
鹹魚二手服飾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9巷12號B1

NAMI米熱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9巷15號

瑞比庫克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9巷17-11號1樓碧根廣

場A40

逢甲大學 周邊



逢甲咪菟寵物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9巷17-9號1樓

金享綠豆沙牛奶 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19巷1號
吉事熱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0巷26-1號
LECO里可 服飾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4號
阿姑ㄉ芭樂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4號前面
里可3C手機配件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6號
ING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3號屋台街美食H

KiKi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3號碧城屋台街美食D

Amour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3號碧城屋台街美食J

The OutFit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3號碧城屋台街美食L

真愛牛仔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3號碧城屋台街美食M

Olivia Show Room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5巷22號
UR MAN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5巷2號
EIZI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5巷2號B區
小熊炸餅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5巷42號
Mina日韓時尚穿搭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5巷6號
TOMOMi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5巷8號

S.CORNER 轉角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7號
.COM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7號
SISTERS溫蒂＆露露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79號
龜兔賽跑童裝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9-15號
轉角135手作創意料理 台中市西屯區智惠街135號
聯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29號
桃源戶外(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52號
怪物維修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120號
中美租車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190號
茶米樂香草食茶屋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06號

PumPkin CoAcH南瓜馬車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32號
老樂飲料店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89號
松鶴拉麵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328號
野士麥德烤雞蛋糕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27號前面
大判燒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31號前方
米蘭站 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36號1樓

Corner 服飾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61巷3-1號
Clothes by SKIN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61號
台中翔智積木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54巷36號
Sushi閣鱻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93-2號
奧勒崗生鮮部屋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93-2號(攤位編號49.57)

花米克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93-2號

友善農產櫻花市場展銷點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93-3號(櫻花市場攤位編

號44)

利和肉鋪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93-3號(櫻花市場攤位編

號56)
WM-Worth Memory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三街33巷75號
澎湖阿宗青草茶(慶和店)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107號
鈞拉麵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32號
莓好冰菓室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75號
寶慶麻辣狀元麵食館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85號
蔡大明青蛙嗑奶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92號
泰式香蕉煎餅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92號
阿梅水果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92號
No Rules 台中市西屯區慶和街9號
白昼夢餐館 台中市西屯區寶慶街30巷22號

朝陽科技大學 周邊 小院子廚房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122號

逢甲大學 周邊



Frozen三種冰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路141號
藍鯨手作 台中市霧峰區民生路158巷10號
樂好市（仁茶店） 台中市霧峰區樹仁路62號
吮指王（勤益科大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ㄧ段215南巷3號
阿花芋圓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69號

水源居手作茶飲專賣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88號

夯ㄧ鍋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440號

倫仕茶飲LUNSS TEA 台中市太平區中平路137號

晶淳綠豆沙 台中市太平區樹德路28號
宜園小廚
早安山丘
聖明自助餐
優客鐵板料理
小農好Food

Morning House

白鬍子

喜滿客

極咖哩
麗新食堂
極壽喜燒
松林便當
馨饡坊
米樂漢堡
好吃鮮果
吉購吉
yami快餐
靜宜-采葳影印
買辣麻辣燙
原味大地

嶺東科技大學 周邊 Mapper Cafe 台中市南屯區中台路24-12號
僑光科技大學 僑光樓B1 僑光書坊

朝陽科技大學 周邊

勤益科技大學 周邊

至善餐廳

靜園餐廳

靜宜大學

宜園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