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夯便當
皇品牛肉麵
小紅牛牛排
八丼食堂
迪迪鬆餅
有心廚房
享肋雞排
比司多早午餐
家味食堂
榛豐鍋燒美食
金大哥韓國料理

鮮果飲 彰化市中正路二段557號
大腸圈 彰化市民族路68號

大葉大學 工院餐廳 迪迪鬆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西餐廳 哈瓦那
南開科技大學 新宿舍1樓 南開書坊

EB1生活商圈 武媽媽的幸福灶咖
基地咖啡共教店
武媽媽的幸福灶咖

社科院 基地咖啡社科總店
活動中心2F/3F 中正大學書局

樂琪美食自助餐/早餐
十味亭
牛13

鮮光復牧場
八方雲集台南成大店

敬業餐廳 福客屋美食坊
名人坣素顏水煮料理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西段39號
新寶島運動廣場有限公司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60號
凱吉斯比薩 台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70號
比薩茶坊 台南市東區林森路二段86號
小約翰烘焙工坊 台南市東區東和路138號
普洛格銀飾精品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6-31號1樓
卡拉思蜜商行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419號
被愛咖啡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二段24巷29號
有戶人家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30巷26號
Waffle・旺福鬆餅鋪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50-3號

銅鑼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113號
小豬滷味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119號
派樂思茶飲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133號

饌滿堂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B1（成大醫

院美食街)

鮮汁霸 台南市北區長榮路四段43號
MOLI專業3c包膜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16號
魔法烘焙diy 台南市中西區赤崁東街46號
花見宇治抹茶甘味處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222號
大盒子小盒子咖啡鮮豆烘焙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341號
禾秝餐飲店 台南市中西區青年路7號

捲捲米sushi bar 美式壽司 台南市中西區赤嵌街21號
國立臺南大學 中正館1F 南大圖書文具部

彰化縣

南投縣

嘉義縣

學生餐廳建國科技大學

建國科技大學 周邊

共同教室大樓

光復餐廳
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周邊

台南市

國立中正大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周邊



溫唐手作麵包店 台南市中西區五妃街331號
弘爺漢堡弘樹店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186號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梅園餐廳 梅園餐廳自助餐部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一樓 千鈺數位輸出
冰御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23號

榮昌甘記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850號
黑盤PASTA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996-1號
米菓廚房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六街193號
韓巢炸雞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七街55號
媽媽打打手工披薩 台南市永康區新民街97號
生活機能館 1F 電腦先生-南臺店
生活機能館 3F 圖書生活廣場

南臺科技大學 周邊 有志麵食館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28之1號

茶丸人
台南幫
有志

喜樹商行 台南市新市區中山路100號
徐同學事業 台南市新市區中華路６６號

千香漢堡
台南幫鮮茶連鎖專賣
天香巧味屋
中華鍋燒
大禾
麥叔叔麵館
滷味工坊
鮮豆屋
樂琪自助餐

麗人美學 台南市東區崇道路78號
豚將拉麵 崇德店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771號
六羨茶食堂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785-1號
點點黑糖舖 台南市仁德區保華路18-1號

八方雲集長榮大學店
羅師父の店

圖書資訊大樓B1 長榮書坊

學生餐廳 有志
圖資大樓地下1F 崑山復文書城

這裡有冰 台南市永康區大仁街55號
711美髮工作室 台南市永康區大仁街85號
森林鹿早午餐 台南市永康區大仁街87號
百卉集花坊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255號
幸福timing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257號
非茶不可-大灣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308號
艋舺雞排崑大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61號

嘉南藥理大學 資訊暨教學大樓Qs棟B1 嘉藥書坊

嘉南藥理大學 周邊 歐兔嘉藥館 台南市二仁路82-1號

佑佑鍋燒麵

好食雞
鮮光復牧場
小雞好食堂
大禾早午餐

一品滷味
五花馬中大店

活動中心2F 中山大學書坊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周邊

遠東科技大學

南臺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

崑山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崑山科技大學 周邊

高雄市

山海樓餐廳

山海樓餐廳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周邊

遠東科技大學 周邊

國立臺南大學 周邊

國立中山大學

學生餐廳

學生餐廳



Juice飲多杯 高雄市鼓山區哨船街91-1號

歐陸食材小舖 高雄市鼓山區鼓元街55號
他摳屬淑的手做披薩 高雄市鼓山區鼓波街35-2號
貝殼情人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18-1號
叁。食壹CANTEEN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13號
台興芋冰城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19-2號
丸浜霜淇淋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27號
茶藝復興 高雄市鼓山區麗雄街48號

羅師傅麵食館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25號
阿珠的店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64號
海之冰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76號
福泉雪花冰布丁豆花 高雄市鼓山區濱海一路91號
小麥町租車坊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20-3號
韓珍饌複合式餐飲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69號

福利社
豬隊友異國料理
好食堂

學生活動中心1F 圖書生活廣場

松本鮮奶茶-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67號
Deli cheese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374號
吼賀冰棧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54號
言早安 中西式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8號
不思義義式廚房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50號
采葳Tsai Wei 包膜/維修/配件 高雄市三民區立志街3號1樓
飛菟桌遊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79號
紅茶洋行三民正忠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227號
胡椒叔叔泰國蝦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51巷1弄14號
四川涼麵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1號
邊邊義式冰淇淋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6號

花草巫婆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378號
學園小廚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55-5號

森知森 Brunch&Dinner 高雄市三民區正忠路486號
建工1983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14號
米樂甘草芭樂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14號
大饌章魚小丸子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14號
高應大療癒甜甜圈 高雄市三民區昌裕街216號
禾茶養生茶飲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382號
鍋研堂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09號
吃不飽碳烤牛排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71號
大將軍薑母鴨小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89號
咕鹿飲品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528號

圓也日式創作料理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670號
引 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12-1號
桌癮桌遊休閒空間 高雄市三民區建德路1號
大蛋餅小先生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路238號
胖寶小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85號
Atti 咖啡研究工坊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611號
花惹蜜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59號

冰封仙果三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513號
泰餃情-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75號

東元影印行
圖文部
這家異國料理
紅番茄餐飲

學生餐廳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周邊

國立中山大學 周邊

學生活動中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海苔飯捲

烏秋商行

圖資館6樓 高科大 6樓餐廳
蕃茄村早午餐 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111號
郜記涼麵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7號
蝦大將 高雄市楠梓區瑞仁路36號
咖啡平方-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10號
旅物殿寫真館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五巷一號
好客餐廳 高雄市橋頭區興糖路13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 管一大樓MA110室 圖書生活廣場

學生活動中心 圖文部
學生餐廳 田原食堂 海科大店
歐咖逼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58號1樓
博町茶飲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192號

爵滋食堂 高雄市楠梓區朝陽路166號
雙醬咖哩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592巷30弄1號
MR.HOKTO 高雄市楠梓區慧民路158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旗津校區 茗城三店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三路1050號86號攤
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高雄師範大學蘭苑女宿一樓 復文書局

Simple Eats 簡單。食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41巷8號
五福冰鋪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27號
ICare手機專業維修中心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131號
雅米廚房-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130號
伊瓦爾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36號
敲桌子桌遊 高雄市苓雅區民族二路4巷18號
食穫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96巷38號
悅漾茶飲林西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80號
橘葉壽司。丼飯專門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65號
好久不見·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08號
鴨妃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尚義街37號
O-Ba泡芙手沖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4巷10號
T's蔬食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4巷24號
龐奇桌遊餐廳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29號
6吋盤早午餐-高雄泰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泰順街50號
揪烤串燒 高雄市苓雅區福西街56號
Around Cafe 流浪咖啡 高雄市苓雅區福建街66號
菊彌手作Brunch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151號
好野菜RICHVEGE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27-4號
京軒早午餐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48號1樓
Chin Chin Bistro 高雄市新興區尚信街37號

銀盈早餐店

銀盈簡餐店
日韓風味小館
日韓風味小館
Battery1號店
就是煮柑仔店
就是煮關東煮
高師復文書局(燕巢門市)

國立高雄大學 圖資大樓1F 高大書局

楠梓後勁素食炸滷味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7巷(近後勁夜

神機通訊行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52號1樓
小倉牛日禾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56號
冰封仙果-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218號
阿智喝茶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5-1號

燕窩餐廳

歸燕食巢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國立高雄大學 周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周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周邊

學生活動中心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一校區 周邊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異國飯 高雄市楠梓區德祥路185號

粗飽飯糰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58號

泰菲屋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40號
老賴茶棧-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402-1號
圖資大樓 雲天咖啡廳
學生餐廳 許紅麗
學生餐廳 喫果茶
圖書館1F左側 校園書坊

fruit king 冰品果汁鍋燒鬆餅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188號

運醬涼麵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4號
Lion義式餐酒館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9號
如記麻辣砂鍋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69號
杯子社高醫加盟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49號

不二家蚵仔麵線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7號
松本鮮奶茶-北平店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16號

五分鐘找餐 高雄市三民區北平一街16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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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布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松江街與九如二路口(攤

車)

吾皇刈包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241號

澳私町迷你吧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72號

柯大叔現烤甜甜圈 高雄市三民區永吉街63號

鼎新刈包 高雄市三民區合江街90號
艋舺雞排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33號
阿彬炒麵屋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寬伯鹹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龍鳳麻辣燙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阿德鱔魚麵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2號
小雨點甜品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3號
佳佳燜爐窯烤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65號
早安•午倆Breakfast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43號
巴布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74號
珍饗池上飯包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5號
誠品茶棧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08號
七福神丼飯專賣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123號1樓
巴布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青島街與十全路口(攤
瘋仙草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20號
原麥田麵包製造所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38號
盧家麵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46號
許氏良行 feat. 烤不累 高雄市三民區泰安街47號
BMS SANDWICH 威治號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1號
茶貨店(宥茗茶行)

Teasney Oolong Tea
高雄市三民區堯山街100號

禾茶養生茶飲綏遠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綏遠一街153號
晨間時光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一街136號

巴布輕食
高雄市三民區察哈爾二街與自由一路

口(攤車)

Fun4桌遊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45號
金牌塩水雞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2號

那個甘草芭樂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2號
二片吐司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28號
蘭香和牛肉燥飯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0號
XEV獨創炒意麵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76號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周邊

國立高雄大學 周邊

高雄醫學大學



白鳥衣子精品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420號

食叁均衡餐 高雄市三民區遼寧二街154號

茉荳火鍋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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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力電動工具行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860號

Zuzu Nail's 朱朱美甲美睫 高雄市左營區維新街156號3樓
麻辣堂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79-5號
威力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488號
捉遊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622號
三茶(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37號1樓
嘟媽童裝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140號

視達眼鏡行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12號1樓
小惡魔鍋燒麵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51號

Webberger美式漢堡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270號
脆司肯美式炸雞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419號
大廟口鹽水雞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04號

渡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34號
真果子活力果汁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34號
堂口上海湯包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552-1號
芒果探戈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67號
天香廚素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686號

昌平炸雞王文藻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53-30號
慕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772號
Tea G 高雄市三民區鼎和街6號
咘帕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中街25號
色軌咖啡 color track café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47號
烏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679號
美芯蔬食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772號
阿智喝茶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1號
李記紅茶冰 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88號
吉川壽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90號
好食G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94號
CEO雞蛋仔-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98號

中式餐廳
樂活廚坊-自助餐

圖書館B1 正修圖書生活廣場

TNT美式炭烤牛排 高雄市三民區天民路7號
姆馬早午餐 高雄市三民區堅如路96號
日本眼鏡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84號
睛彩眼鏡&驗光所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96號

天下無雙桌遊城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23號
一桔棒私廚 高雄市三民區黃興路192號
龐奇桌遊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平街178號
ARENABAR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2-2號
茶滴滴專業茶飲 高雄市三民區澄和路39號
近江肉舖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73號1樓
金飯統港式燒臘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09號
立鴻環保洗衣（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23巷6弄6號
薏蓮坊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41-1號
牛客棧溫體牛涮涮鍋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60號
澄明芝麻粉刈包 高雄市鳥松區澄明街150號

蒸祥發湯包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366號
愛開玩笑的人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二段13號

文藻外語大學 周邊

高雄醫學大學 周邊

高雄醫學大學 周邊

學生餐廳
正修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周邊



三茶(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山東路723號
手機職人 高雄市鳳山區文中街286號1樓
柴咖啡 高雄市鳳山區文學街83號一樓

小丁家鹽酥雞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66號

麥味登鳳山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路65號
風見雞 高雄市鳳山區文藝街276號
牧卡燒2127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64號
貴夫人生機生活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16號一樓
茶十二青年綠茶館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6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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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day滷底撈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08號
舞動魅力-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544號
莎莎比薩/墨西哥捲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6-3號
Hoters 禾庭軒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7號
肉麻燒肉飯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15巷4號
元憩茶屋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25號
Dreamland-夢鄉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5巷2號
雙醬咖哩正修店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57號
一番鍋燒-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56號
饌吉食亦小火鍋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485號

義守大學 活動中心一樓 義大書坊

Enjoy Eat Bistro飲酒嗑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2-1號
一青冬紅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46-1號

LU BOO六堡手作輕食早午餐 高雄市大社區中正路89號
義守大學醫學院 C棟 1樓 義大醫學院書坊

東方設計大學 外語館1F 東方書坊

陳記拉麵
美而美
沐恩生手作茶
一番鍋燒
飽嘟嘟
三味巧
八方雲集(大寮輔英店)

阿順師精緻自助餐
貨櫃早餐Bar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373號
遇見鬆餅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97-1號

樹德科技大學 周邊 傑克廚房 高雄市燕巢區橫山路55-2號

國立屏東大學林森校區 學生餐廳 戀茶屋

國立屏東大學林森校區 周邊 九月屏東林森店 屏東市林森路64之5號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學生餐廳 飽caca異廚

上海工廠無菸餐廳 屏東市上海路26號

ZERO日落比薩屏東店 屏東市公園東路62號

主興偉汽車維護廠 屏東市歸仁路63巷115號

國立屏東大學屏商校區 周邊 LereveBakery  夢想甜點工坊 屏東市田中一橫巷36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一餐廳 第一快餐

綠地早餐茶飲
路卡咖啡
佳貝子早午餐
巴菲特

澎湖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秀秀風味館

澎湖縣

學生餐廳大仁科技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民生校區 周邊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周邊

輔英科技大學 周邊

屏東市／屏東縣

義守大學 周邊

A餐

B餐

輔英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周邊

正修科技大學 周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