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市/老街名稱 商店名稱 營業地址
瑞豐夜市 岬岬茶飲專門店(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南屏路382號1樓
瑞豐夜市 Frozen Heart凍心炸冰淇淋(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523號(瑞豐夜市第3排)
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射氣球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日船小丸子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 莊記海產粥-瑞豐夜市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15排BB槍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 QuanQuan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 瑞豐阿東烤肉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 Mr. CEO茶本舖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 九龍城香港茶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排929攤)
瑞豐夜市 鴨香寶烤鴨夾餅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2排)
瑞豐夜市 迷路炸物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2排98攤)
瑞豐夜市 Kaju咔啾義式冰淇淋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2排110攤)
瑞豐夜市 胡椒鳳螺 阿爸ㄟ蒜香雞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2排126攤)
瑞豐夜市 e豆讚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2排127攤)
瑞豐夜市 吳家紅茶冰(瑞豐夜市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4排第1攤)
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晴服飾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6排330攤)
瑞豐夜市 瑞豐包包加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6排360.361.362攤)
瑞豐夜市 襪職人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7排367攤)
瑞豐夜市 Christina in style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7排397攤)
瑞豐夜市 N&X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7排402攤)
瑞豐夜市 Feliz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8排437攤)
瑞豐夜市 小飛象烤畫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8排446攤)
瑞豐夜市 小胡子牛仔(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9排501攤)
瑞豐夜市 茶米果漾現打果汁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1排601攤)
瑞豐夜市 BB槍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2排)
瑞豐夜市 夜來香麻辣鍋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南屏路(瑞豐夜市第13排)
瑞豐夜市 ZOSS瑞豐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93號1樓
瑞豐夜市 亞特艾斯/亞漫瑞豐 聯合服務中心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93號3樓
瑞豐夜市 Q哥(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文信路250-1號
瑞豐夜市 名家汕頭沙茶火鍋(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14號
瑞豐夜市 狸小路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3號
瑞豐夜市 杜芳子古味茶鋪(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5號
瑞豐夜市 眼鏡市場(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30號
瑞豐夜市 迷茶(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37-1號
瑞豐夜市 瑞豐夜市姓名貼紙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85號(瑞豐夜市第4排237攤)
瑞豐夜市 OMUSES高雄瑞豐旗艦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89號
瑞豐夜市 Woosa印度拉茶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28號(瑞豐夜市靠近巨蛋第2排)
瑞豐夜市 傑昇通信(鼓山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39號1樓
瑞豐夜市 戰鬥雞 油雞/醉雞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156號(瑞豐夜市第3排158攤)
吉林夜市 沅味巷口飯糰(大順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3號與55巷口
吉林夜市 李氏別苑(大裕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8號
吉林夜市 烙餅小廚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二路363號
吉林夜市 小任性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路55號
吉林夜市 牛角日式咖哩 高雄市三民區立德街33號
吉林夜市 心之芋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0號
吉林夜市 豪魷味酥炸大魷魚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35號
吉林夜市 亞舍紅茶冰-吉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40號
吉林夜市 李子熱壓土司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0號
吉林夜市 小上海香酥雞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53號
吉林夜市 早安•午倆Breakfast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243號
吉林夜市 小食光雞蛋糕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街368號
六合夜市 水原天麵食館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27-2號
六合夜市 牛魔王牛排(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30號1樓
六合夜市 三分春色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5號
六合夜市 浙江俞記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75號



六合夜市 拉亞漢堡(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23號
六合夜市 訪咖啡From Coffee(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78號
六合夜市 董師傅手工麻糬(六合門市)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路209號
六合夜市 花晨吐司-六合攤車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開封路口
六合夜市 米宝弁当(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57之1號
六合夜市 六合小吃餐車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57之1號前
六合夜市 麵麵粥道(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57之3號1樓
六合夜市 G'zox 日本頂級汽車美容(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93號1樓
六合夜市 手機王惡魔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03-5號
六合夜市 品茶舍紅茶冰(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62號1樓
六合夜市 六合綠豆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64號
六合夜市 勝惠銀飾精品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 (不固定攤位)
六合夜市 正老牌木瓜牛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
六合夜市 鄭老牌木瓜牛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號前
六合夜市 六合Q伯地瓜球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號前
六合夜市 六合虎園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0號
六合夜市 快活林 骰子牛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0號 前
六合夜市 陸合興牛軋糖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0號前
六合夜市 蔡家烏魚子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12號前
六合夜市 六合鮮水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4號前方
六合夜市 小平愛吃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6號
六合夜市 施家土魠魚羹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六巷17號
六合夜市 六合洪家炒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8號前
六合夜市 六合-香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19號
六合夜市 強哥烤魷魚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20號
六合夜市 關東煮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0號
六合夜市 政T恤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4號
六合夜市 台南口味擔仔麵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38號
六合夜市 烤肉之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0號
六合夜市 榛宏豆乳蝦蟹/鐵板火牛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2-1號
六合夜市 南灣海鮮鐵板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2號
六合夜市 六合復古彈珠檯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3號
六合夜市 鳥蛋蝦燒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3號前
六合夜市 六合蚵仔煎,小籠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5號
六合夜市 黃家小館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46號
六合夜市 達新茶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5號
六合夜市 六合流行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6號前
六合夜市 吳記廣東粥(兄)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7號前
六合夜市 甘草芭樂木瓜牛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8號前
六合夜市 正宗老牌木瓜牛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59號
六合夜市 六合廣軒精品伴手禮專賣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1號
六合夜市 無骨鳳爪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1號前
六合夜市 麻糬之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2號
六合夜市 0817霜淇淋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2號前
六合夜市 旗魚黑輪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3號
六合夜市 六合拔絲地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6號
六合夜市 景琦服飾名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8之1號1樓
六合夜市 冰糖葫蘆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68號
六合夜市 卡滋章魚燒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0號
六合夜市 陳記肉舖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2-1號前
六合夜市 和級十全藥膳排骨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2-3號
六合夜市 盛奕大腸包小腸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3號
六合夜市 六合豬豬仔伴手禮商行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4-1號
六合夜市 六合阿輝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4-3號
六合夜市 修酷尼手作皮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4號
六合夜市 霸王別雞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5號
六合夜市 熊Q地瓜球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5號前



六合夜市 楊家泰國蝦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7號
六合夜市 火焱骰子牛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7號前
六合夜市 六合手機百貨配件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9號
六合夜市 六合服飾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79號
六合夜市 老六合鴨舌鴨翅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3號
六合夜市 e豆贊無骨雞腳凍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3號前方
六合夜市 無骨鹹酥雞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5-1號
六合夜市 老店麵鹽水意麵(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5號前
六合夜市 六合麻辣魚蛋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6號前
六合夜市 王牌傳統豆花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9號
六合夜市 老牌燒肉粽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9號
六合夜市 檸檬愛玉冰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9號前
六合夜市 六合小玲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9-1號
六合夜市 六合古早味豆花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90號跟92號前面
六合夜市 台灣第㇐味(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91號
六合夜市 莊記海產粥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94號前攤販
六合夜市 菲韻美甲坊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11號1~4樓
六合夜市 六合夜市林家八寶冰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19巷8號
六合夜市 大碗公冰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39號
六合夜市 泰炒捌食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62號
六合夜市 尊青水果行銷(六合門市)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72號
六合夜市 鯨魚在噴水(六合二代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74-1號
六合夜市 濃厚鋪青草茶(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主橫路16號
六合夜市 巷仔口早午餐 高雄市新興區渤海街49號
六合夜市 自然捲韓式紫菜飯捲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路75號
自強夜市 台南度小月担仔麵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22號
自強夜市 台灣第㇐家鹽酥雞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37號
忠孝夜市 甘之飴 甘蔗茶飲 高雄市苓雅區仁愛三街305號
忠孝夜市 懶人披薩雞排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5號
忠孝夜市 Mr.地瓜球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37號
忠孝夜市 胡麻筒子麻辣燙.火鍋煲.鍋燒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37號
忠孝夜市 廟口勝鹽水雞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6號
忠孝夜市 成美燴飯專賣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4號
忠孝夜市 陳麻飯(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75號1樓
忠孝夜市 搞頑皮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5號
忠孝夜市 懶人炒飯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7號
忠孝夜市 品蓁小吃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87號
忠孝夜市 寶字號古早味冰店(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2號
忠孝夜市 魯八宝涼麵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2號1樓
忠孝夜市 蓮素食鹹酥雞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7號
忠孝夜市 進宏蚵仔煎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8號(騎樓)
忠孝夜市 水果師傅(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99號1樓
忠孝夜市 阿亮香雞排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0號騎樓
忠孝夜市 廟口勝鹹水雞(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03號
忠孝夜市 7元珍珠肉圓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21號
忠孝夜市 春捲的家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22-1號
忠孝夜市 阿亮香雞排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0號騎樓
忠孝夜市 來來麵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3號
忠孝夜市 廖家土魠魚羹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3號
忠孝夜市 六番凍檸茶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39號
忠孝夜市 小雅衣鋪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44號
忠孝夜市 泡菜哥韓食車車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57號四樓之㇐
忠孝夜市 甜品愛琴海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6巷30號
忠孝夜市 善鼎豐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82-4號
忠孝夜市 宇文嚴選男裝 高雄市新興區文橫二路161號
忠孝夜市 濃厚鋪青草茶(忠孝店)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二路119號
南華夜市 日活PRO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36之1號



興中夜市 美蜜餐坊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168號2樓
興中夜市 熊Q地瓜球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31號
興中夜市 肉圓朱-台中肉圓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號
興中夜市 R8 環保商旅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6號12樓
興中夜市 昌叔地瓜球(文衡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0號
興中夜市 膜力紅(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9號
興中夜市 鮮茶道(高雄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7號
興中夜市 邱記碳烤(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8號
興中夜市 毅誠火雞肉飯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30號
興中夜市 全方位機平板配件館(文橫館)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40號
興中夜市 嵜芋茶屋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41號
興中夜市 桶㇐天下企業社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50號
興中夜市 ZOSS Color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87號
興中夜市 劉胖子炭烤小吃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0號1樓
興中夜市 Wish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4號1樓
興中夜市 木門日系雜貨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8號
興中夜市 Home趴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11號
興中夜市 Lórange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巷50號
興中夜市 煎並煎-煎餅果子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巷57號
興中夜市 小房子書舖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115巷17號
興中夜市 咚雞咚雞(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9之3號1樓
興中夜市 奧麗薇香綿冰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路313號
興中夜市 ㇐間冰店 高雄市苓雅區漢昌街81號
興中夜市 CEO雞蛋仔-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路22號之㇐(騎樓)
興中夜市 勘熟所-A Little Medium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172巷12號
光華夜市 噠啵呿啃-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43號㇐樓
光華夜市 小美活力廚房 高雄市苓雅區林西街111號
光華夜市 彤彤雞蛋糕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路7號(騎樓)
光華夜市 迷路炸物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90巷25號1樓
光華夜市 慈心齋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36號
光華夜市 永久八寶冰熱圓湯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42號
光華夜市 富華麵館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50號
光華夜市 饌8里阿嬤海鮮麵疙瘩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72號
光華夜市 林家水餃麵食小館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86號
光華夜市 光華鮮河粉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398號
光華夜市 毛家小吃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14號
光華夜市 膜力紅光華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52號
光華夜市 衫寶fun童裝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15號3樓
光華夜市 森呼吸SPA舒活館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8號7樓
光華夜市 虹羽芳香精油會館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50號2樓
光華夜市 幸福雞蛋糕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78號4樓
光華夜市 笙百獎盃獎牌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181號
光華夜市 尚賀呷養生萬巒豬腳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211號
光華夜市 南巷2弄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273號
光華夜市 Mr.布魯-水煮健康餐(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0號
光華夜市 大叔韓式料理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13號
光華夜市 牛魔王牛排(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20號
光華夜市 蓮藕茶王 八寶冰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35號
光華夜市 羅胖子山東手工水餃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37號
光華夜市 台灣第㇐家鹽酥雞(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41號
光華夜市 彤鄉土雞肉粥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45號
光華夜市 好食海鮮飯湯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61號
光華夜市 陳Q古早黑砂糖剉冰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1號
光華夜市 Q伯地瓜球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1號
光華夜市 丸勝章魚小丸子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5號
光華夜市 義特牛排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87號
光華夜市 阿秀花雕炸雞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395號7樓-4



光華夜市 ㇐中奇雞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07號前
光華夜市 茶癮三國手作壽司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09號
光華夜市 宗 藥燉排骨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27號
光華夜市 義特屋義大利麵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33號
光華夜市 御品特調滷味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435號
光華夜市 喵喜喵喜(文橫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57號
凱旋夜市 互屋木瓜牛奶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凱旋夜市 銀兩冰品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凱旋夜市 愛麗絲髮飾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凱旋夜市 古物商店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凱旋夜市 50鏂日常生活小館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凱旋夜市 逐夢-烤餅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758號
青年夜市 凱旋燒玉米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77號
青年夜市 美國薯⾧ 起司馬鈴薯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77號
青年夜市 檸檬甘草芭樂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77號
青年夜市 羅漢果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77號
青年夜市 阿明哥現滷滷味 高雄市鳳山區中崙㇐路77號
美濃老街 美濃李家傘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段399號
美濃老街 椒麻豆腐坊 關東煮(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二段392號
美濃老街 美立儂陶瓷工作坊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二段653號
美濃老街 水江月藏傳禪茶房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二段679號
美濃老街 曾養生滷味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段125號
美濃老街 美濃小佑佑雞蛋糕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段25號
美濃老街 晨間廚房(美濃中正店)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段８之３號
美濃老街 美泰百貨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二段59號1樓
美濃老街 青春少女服飾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89號
美濃老街 菸城民宿 高雄市美濃區中華路7巷17號
美濃老街 楊欽能藝術手作工坊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二段50之20號
美濃老街 由紀子手作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二段51號
美濃老街 美濃客家庄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二段6之1號
美濃老街 同心園農場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二段858號1樓
美濃老街 合口味 高雄市美濃區民族路3號
美濃老街 希望樂活 高雄市美濃區民族路88-7號
美濃老街 錦興行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77號
美濃老街 濃夫生活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95號1樓
美濃老街 美濃啖糕堂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97號1樓
美濃老街 LeMi楽蜜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19巷31號
美濃老街 達宏機車行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201號
美濃老街 濃甜烘焙烘焙屋 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209-1號
美濃老街 射鏢招親 高雄市美濃區吉安34號
美濃老街 JS20 飾品 高雄市美濃區吉和里下九寮100號
美濃老街 NOOTARIAN努特維恩實體店 高雄市美濃區吉精忠新村7號
美濃老街 應峰機車站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146號
美濃老街 利信汽車百貨行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391之6號
美濃老街 101文具天堂(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成功路6號
美濃老街 嵐雲茶業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段508巷8號
美濃老街 92度半咖啡美濃號 高雄市美濃區自強街三段11號
美濃老街 如春茶飲(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100之1號
美濃老街 U.N.I studio 高雄市美濃區美中路238號
美濃老街 曾養生手作包子 高雄市美濃區瀰濃里5鄰博愛街30號
美濃老街 MH米粒手作雜貨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215號
美濃老街 又生農場 高雄市美濃區美興街216號
美濃老街 百悅自行車出租店 高雄市美濃區泰安路197號
美濃老街 山嵐指間。肉組藝x藏王居園地 高雄市美濃區復興街㇐段179號
美濃老街 美濃美綠民宿 高雄市美濃區獅山里竹門14-2號
美濃老街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街43號
美濃老街 皇佳農業行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街46號1樓



美濃老街 伯公紅茶冰 高雄市美濃區福美路51號
美濃老街 美富康生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美濃區福美路80之3號1樓
美濃老街 休閒家休閒旅遊用品廣場(美濃店) 高雄市美濃區廣林里雙溪33號
美濃老街 Chimmuwa手織品 高雄市美濃區廣福街201號
美濃老街 黃蝶屋早餐店 高雄市美濃區廣興街27號
美濃老街 美濃永盛無毒農產 高雄市美濃區龍山街97號
美濃老街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附設生鮮超市 高雄市美濃區雙峰街1之17號
美濃老街 高雄市美濃區農會附設咖啡 高雄市美濃區雙峰街1之17號
旗山老街 貞貞團購-綠葉百貨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大仁街38號
旗山老街 妘心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16號
旗山老街 暖味食堂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29號1樓
旗山老街 A-GOGO服飾廣場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2之2號
旗山老街 慶郁通訊行 高雄市旗山區大同街30號
旗山老街 悠綠客(型農)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街7-1號
旗山老街 老街101養生手工饅頭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01號
旗山老街 豆香園包子饅頭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11之1號
旗山老街 花樣花藝設計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13號1樓
旗山老街 薛米食手工麻糬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1號前
旗山老街 睛好活力藥局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27號
旗山老街 古早味柑仔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4號騎樓
旗山老街 天然園生機樂活館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50號1樓
旗山老街 森慕SAMMU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53號
旗山老街 遠東寢具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53號1樓
旗山老街 金鋒珠寶銀樓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54號
旗山老街 台青蕉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7號
旗山老街 富林漢堡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94號
旗山老街 悅坊豆花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1號
旗山老街 旗山焢土窯蜜烤地瓜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1號
旗山老街 金寶珍銀樓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3號
旗山老街 기쁨 喜悅 Hair Design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245號
旗山老街 美麗娟彩粧保養小舖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32號1樓
旗山老街 超及鱻10元壽司(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45號
旗山老街 碧蓮餐廳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47號
旗山老街 月亮香蕉城手工蛋捲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49號
旗山老街 獨家紹興炒飯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1號
旗山老街 旗山老街品皇咖啡彩鳳商行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4號
旗山老街 大樂杯中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5號
旗山老街 辣匠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7號
旗山老街 紅茶小舖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59號
旗山老街 鮮緹手作工坊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14號1樓
旗山老街 Alice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7號
旗山老街 LuLu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7號
旗山老街 PrettyJia貝蒂佳美學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7號二樓
旗山老街 Coffee 修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之7號
旗山老街 吉美西點麵包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2號
旗山老街 旗山小佑佑雞蛋糕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72號
旗山老街 真便宜手機配件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78號騎樓
旗山老街 伊麗特專業髮型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82號
旗山老街 H-Li寵物服飾眼鏡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82號騎樓
旗山老街 HOHO服飾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89號
旗山老街 天天美藥局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92號
旗山老街 小步紋繡美學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378號2樓
旗山老街 218巷味蕾工房 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403號
旗山老街 五鮮級(高雄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17號
旗山老街 麥味登(旗山中華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華路536號1樓
旗山老街 雞冠炭烤 高雄市旗山區中興街6號
旗山老街 旗山阿嬤的味 高雄市旗山區仁和街7號



旗山老街 韓舖韓式複合咖啡館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13號
旗山老街 依殿髮藝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49號
旗山老街 常美冰店 高雄市旗山區文中路99號
旗山老街 【旗山第㇐市場】23攤-富山行 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12號
旗山老街 【旗山第㇐市場】漁產二店 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12號
旗山老街 【旗山第㇐市場】咖啡二店 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12號
旗山老街 【旗山第㇐市場】漁產㇐店 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12號
旗山老街 【旗山第㇐市場】草莓 高雄市旗山區平和街12號
旗山老街 射飛鏢 高雄市旗山區民族二街12號
旗山老街 迷路。麋鹿糖藝鋪 高雄市旗山區永平街34-30號
旗山老街 旗山天后宮 高雄市旗山區永福街23巷16號
旗山老街 古早味白糖粿煎鳥蛋 高雄市旗山區光復二街29號
旗山老街 1968夾心豆干 高雄市旗山區協和街14號㇐樓
旗山老街 Beself男裝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220巷10弄8號
旗山老街 旗山三陽機車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252號
旗山老街 YAMAHA - 旗葉車業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312號
旗山老街 祥翌電腦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349號
旗山老街 米其林輪胎中心榮誠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395巷1弄1號
旗山老街 Mr.巨蟹手感烘焙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468巷21號
旗山老街 鼓山莊菸酒囍餅專賣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508號
旗山老街 宏麟水果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510號1樓
旗山老街 衣伶依服飾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528號
旗山老街 愛兒麗婦幼用品連鎖百貨(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537號1樓
旗山老街 甜姐兒服飾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538號
旗山老街 芯羚HAIR SALON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591巷44號
旗山老街 品茶人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595號1樓
旗山老街 大立休閒運動廣場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23號
旗山老街 黛莉貝爾(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33號
旗山老街 享通運動廣場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46、648號
旗山老街 熊家族(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55-2號
旗山老街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55號
旗山老街 美莎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56號
旗山老街 和正電器針車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69號
旗山老街 怡真美容美髮材料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74號
旗山老街 微笑鐵板燒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82號㇐樓
旗山老街 八泡 二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700-1號
旗山老街 金玉堂(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747號
旗山老街 邑昌玻璃行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3巷77號1樓
旗山老街 W&U小天地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3巷79-5號
旗山老街 旗山老街手搖地瓜球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七號
旗山老街 方師傅點心坊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路648號
旗山老街 大旗美農村體驗物產直賣所 高雄市旗山區忠孝街33-8號
旗山老街 花鄉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忠孝街39號
旗山老街 阿達咖哩 高雄市旗山區花旗二路148巷55號
旗山老街 布哥廚坊池上弁當 高雄市旗山區花旗二路170巷90號1樓
旗山老街 老婆屋庭園咖啡 高雄市旗山區南寮巷36-16號
旗山老街 喜憨兒天鵝堡 高雄市旗山區得勝巷2-1號
旗山老街 高雄旗山川雅居藝術空間民宿 高雄市旗山區富興路23巷3號
旗山老街 初次約會西式餐廳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東街37號
旗山老街 小燕子3C配件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東街71號三樓
旗山老街 柔媚百貨行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39號1樓
旗山老街 時代動星通訊行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3號1樓
旗山老街 Avashop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53號
旗山老街 実家じっか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56號
旗山老街 小豬很忙蔬果滷味(旗山復新店) 高雄市旗山區復新街64號
旗山老街 旗津旗魚黑輪蓮池潭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老街(天后宮後面)
旗山老街 【旗山第㇐市場】65攤-古早味米粉明 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區平和街12號



旗山老街 洲際＿福記烤鴨夾餅 高雄市旗山區旗文路153號
旗山老街 八泡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段215巷7號
旗山老街 巧藝美容名店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段276號1樓
旗山老街 食川涼麵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段8號
旗山老街 地瓜球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256巷5弄5號
旗山老街 心喜手工茶(旗甲店)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260號
旗山老街 八泡 高雄市旗山區旗甲路二段287-1號
旗山老街 風起文旅會館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路30號
旗山老街 回憶小時候(旗山溪州店)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二路178號1樓
旗山老街 玉荷包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三路232-16號
旗山老街 丞馨媽咪機能營養鮮食 高雄市旗山區旗南三路252號
旗山老街 枝仔冰城旗美店 高雄市旗山區旗屏㇐路96-6號
旗山老街 玫瑰髮廊 高雄市旗山區旗新街2巷29號
旗山老街 品吉食品行 高雄市旗山區德昌路31號
旗山老街 水蓮農場 高雄市旗山區樂和街29-1號
旗山老街 巧倪美髮工作室 高雄市旗山區興中路10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