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別 學校名稱 場域位置 商店名稱
宜蘭縣 佛光大學 學生餐廳 卡帛素食烘培坊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餐廳 緒食-㇐鍋小麻辣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餐廳 山多利美食館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餐廳 尚㇐品自助餐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餐廳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基隆市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第二餐廳 尚㇐品早餐
新北市 致理科技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樓 多功能繳費機
新北市 致理科技大學 信義樓㇐樓 多功能繳費機
新北市 明志科技大學 教學大樓㇐樓 多功能繳費機
新北市 輔仁大學 輔園餐廳 模範眼鏡
新北市 輔仁大學 輔園餐廳 八方雲集
新北市 輔仁大學 文園餐廳 趙班⾧海苔飯捲
新北市 輔仁大學 舒德樓 ㇐粒麥(輔大舒德門市)
新北市 輔仁大學 國璽樓 ㇐粒麥(輔大國璽門市)
新北市 輔仁大學 輔大醫院 ㇐粒麥(輔大醫院門市)
新北市 輔仁大學 聖言樓 每㇐杯咖啡館
新北市 輔仁大學 德芳大樓 Please Please Me 討拍
新北市 輔仁大學 聖言樓 敦煌書局
新北市 輔仁大學 聖言樓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穀倉景文店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宿舍美食快餐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川香菊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七辣滷味2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月半叔叔早餐店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景大丸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故鄉魯肉飯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官二哥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泰味廚房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加州大王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纖果漾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鬥茶堂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三寸舌尖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小阿姨麵店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第二餐廳

景文自助餐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貞的屋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琴媽廚房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搞茗糖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七辣滷味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餐廳 景傳
新北市 景文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第二餐yami早餐
新北市 國立臺北大學 圖資大樓1樓店面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學生餐廳 紅蕃茄自助餐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學生餐廳 舞茶玩味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行政大樓1樓 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北側停車場 停車場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D區停車場 停車場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校門口 停車場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藝術表演廳 停車場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活動中心㇐樓 錘子咖啡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美食廣場 古今中外咖啡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美食廣場 真口味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美食廣場 傳香飯糰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美食廣場 幸福小館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美食廣場 港式美食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美食廣場 早安!美廣早午餐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商管大樓B314室 圖書生活廣場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商管大樓3樓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商管大樓出入口3樓 KIOSK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出納組辦公室 POS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出入口2樓 KIOSK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註冊組櫃台 POS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圖書館櫃台2樓 POS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淡江大學淡水校區 圖書館非書資料室5樓 POS自動繳費機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學生餐廳 錱隨意食堂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學生餐廳 九九義大利麵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學生餐廳 588便利館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學生餐廳 茶鑽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學生餐廳 金盃美而美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學生餐廳 好旺餃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學生餐廳 金東小吃店
新北市 黎明技術學院 學生餐廳 溢香麵館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試務中心E101內 行政規費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木子甜飲-北銘店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鑊焱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白老闆美食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木子飲料店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周老闆美食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MOMO滷味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好口味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娃子美而美
臺北市 銘傳大學臺北校區 北銘傳F棟風保樓 轉角咖啡
臺北市 淡江大學台北校區 台北校園出入口1樓 POS自動繳費機
臺北市 實踐大學臺北校區 H棟餐廳1樓 Cow Banana實踐店
臺北市 實踐大學臺北校區 H棟餐廳1樓 纖果漾
臺北市 實踐大學臺北校區 綜合大樓 1樓 電腦先生-實踐店
臺北市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阿關丼飯
臺北市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 事務機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 學生餐廳 JB Brunch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1樓 電腦先生-台大校園中心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2樓 Johnny Bro健康廚房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2樓 Johnny Bro健康廚房(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2樓 懶得出門義麵坊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2樓 ALL PASS 食堂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2樓 ALL PASS食堂(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2樓 小福比司多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2樓 文湯武醬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小福樓2樓 稻彥商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緒食-㇐鍋小麻辣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四海遊龍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四海遊龍(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海音Brunch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海音Brunch(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水雲堂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水雲堂(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里洋烘培坊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食香園素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韓風小舖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第㇐學生活動中心 御喜自助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男㇐宿舍 蔡老師蔬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男㇐宿舍 玉珍圜飲品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男㇐宿舍 波斯菊素食坊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大㇐女舍Ｂ棟１樓北側餐廳 比司多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大㇐女舍Ｂ棟１樓北側餐廳 開心廚房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大㇐女舍Ｂ棟１樓北側餐廳 悠悠鮮果屋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大㇐女舍Ｂ棟１樓北側餐廳 椰林燒臘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大㇐女舍Ｂ棟１樓北側餐廳 Hola Chicken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興太子學舍廣場1樓 電腦先生-旗艦店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台大次震宇宙館B1 JM Cafe & Bistro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醉月湖旁 稍飽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基隆路三段156巷旁 臺大立體機車停車場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校總區大門口 汽車平面自助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校史館旁 汽車平面自助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台大附設幼稚園 汽車平面自助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雅頌坊 汽車平面自助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中非大樓 汽車平面自助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黑森林(西側) 汽車平面自助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水源校區入口處 汽車平面自助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臺大停車場多元支付平台
臺北市 國立臺灣大學 圖書館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宏福鐵板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品快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大家好燒臘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小熊廚房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莎拉漫卡 Salamanca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甘味廚房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品客自助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丼太郎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高麗元韓式料理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福客亭早餐吧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Johnny Bro強尼兄弟健康廚房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餐廳 Johnny Bro強尼兄弟健康廚房(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雞同ㄚ講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天津蔥抓餅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Ｍr.Tantuni 突厥廚房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京都日式料理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藝素佳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稻村麵包-台科校內店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活力讚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茶覺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八方雲集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帝㇐味自助餐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第三餐廳 豪享來麵館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餐廳 緒食㇐鍋小麻辣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餐廳 青花滷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教職員工餐廳 小南國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樓 多功能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圖書館㇐樓 多功能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舍 檠豊鮮果吧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舍 椒麻雞大王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進修推廣學院 線上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報名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線上繳費平台 行政規費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校本部運動場 地下停車場
臺北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 地下停車場
臺北市 國立臺北市立大學 B1學生餐聽 好地方
臺北市 國立臺北市立大學 學生餐廳 佳香燒臘快餐
臺北市 國立臺北市立大學 學生餐廳 桃媽咪麵點館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宿舍餐廳 攪和餅果室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宿舍餐廳 勝田屋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宿舍餐廳 山形心心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宿舍餐廳 吉飽早餐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宿舍餐廳 吉飽早餐(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宿舍餐廳 勝田屋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華館-綠光庭園2樓 麗宴精緻自助餐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華館-綠光庭園2樓 天津蔥抓餅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華館-綠光庭園2樓 天津蔥抓餅(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華館-綠光庭園2樓 橙廚PASTA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華館-綠光庭園2樓 橙廚PASTA(線上點餐)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華館-綠光庭園2樓 四海遊龍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華館-綠光庭園2樓 素還真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光華館-綠光庭園2樓 G伴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 自動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聯合服務中心 櫃台/自動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圖書館 櫃台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總務處出納組 行政規費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餐廳 鳥日子
臺北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學生餐廳 雲南小廚
臺北市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生餐廳 小王子的飛行旅程
臺北市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學生餐廳 北護早餐部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達賢館 Knock Knock Coffee(政大達賢店)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商學院 Knock Knock Coffee(政大商學院店)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憩賢樓 好地方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集英樓2樓 麗文政大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政大書店2樓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行政大樓4樓註冊組走廊 多功能繳費機
臺北市 國立政治大學 註冊組 註冊組臨櫃
臺北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據德食堂 ㇐品滷味
臺北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據德食堂 海音咖啡
臺北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據德食堂 QQ麵



臺北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據德食堂 甜心水果
臺北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據德食堂 御喜自助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據德食堂 御喜自助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據德食堂 沐達早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據德食堂 姜江將醬小廚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金鶴餃舍(線上點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東吳小市集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突厥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丼步喱手作日式料理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丼步喱手作日式料理(線上點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冷麵大叔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冷麵大叔(線上點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吳家豆花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吳家豆花(線上點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Johnny Bro強尼兄弟健康廚房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Johnny Bro強尼兄弟健康廚房(大麥線上點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Johnny Bro強尼兄弟健康廚房(你訂線上點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木槿花韓食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木槿花韓食(線上點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御喜自助餐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素還真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老蔡水煎包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木子甜飲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A華滷味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蒲家廚房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天津蔥抓餅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金盃美而美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稻村麵包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綜合大樓-餐憶食堂 四海遊龍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樓 LOUISA COFFEE
臺北市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 第二教研大樓 LOUISA COFFEE線上點餐)
臺北市 大仁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綠地早餐茶飲
臺北市 大仁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佳貝子早午餐
臺北市 大同大學 經營餐廳 尚志自助餐廳
臺北市 大同大學 經營餐廳 茶覺Tea Feeling
臺北市 大同大學 經營餐廳 99漢堡
臺北市 大同大學 經營餐廳 陳記鐵板咖哩
臺北市 大同大學 經營餐廳 玉福滷味
臺北市 大同大學 尚志餐廳 OA咖啡茶飲
臺北市 大同大學 尚志餐廳 有情門福利社
臺北市 大同大學 校本部 教務處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 學生餐廳 日日良食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 學生餐廳 小茶齋文大店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 學生餐廳大忠館2樓 咕咕鬆餅屋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 曉峰紀念館㇐樓 敦煌書局
臺北市 中國文化大學 敦煌書局內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臺北校區 學生餐廳 Dreamgo Bar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臺北校區 格致樓810-研究發展處 行政規費
臺北市 中國科技大學臺北校區 格致樓㇐樓聯合服務中心 自動繳費機
臺北市 中華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中華科大炸物



臺北市 中華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中華科大拉麵
臺北市 中華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中華科大手搖飲
臺北市 世新大學 舍我樓學生餐廳 天津蔥抓餅
臺北市 世新大學 世新書苑 1樓 電腦先生-世新店
臺北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學生餐廳 米哥咖啡屋
臺北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學生餐廳 萊雅早餐屋
桃園市 健行科技大學 超商對面 紐約冷飲
桃園市 ⾧庚大學 活㇐餐廳 優尼飲料店
桃園市 元智大學 美三餐廳 即鄉園自助餐
桃園市 元智大學 美三餐廳 仙桃總鋪
桃園市 元智大學 美三餐廳 喜樂早餐
桃園市 元智大學 美三餐廳 Saha料理廚房
桃園市 元智大學 美三餐廳 冰窖微笑橘子
桃園市 元智大學 美三餐廳 陽光早餐
桃園市 元智大學 新宿餐廳2樓 臻品茶
桃園市 元智大學 新宿餐廳2樓 山口食務所
桃園市 元智大學 新宿餐廳2樓 美而美
桃園市 元智大學 新宿餐廳2樓 八方雲集
桃園市 元智大學 新宿餐廳2樓 饌煲牛排義大利麵
桃園市 元智大學 新宿餐廳2樓 A華滷味
桃園市 元智大學 新宿餐廳2樓 興仁食堂
桃園市 元智大學 圖書館 小木屋簡餐
桃園市 元智大學 元智二館 卡利亞里
桃園市 元智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B1 十字路口
桃園市 龍華科技大學 龍華食堂 龍華食堂
桃園市 龍華科技大學 龍華坡右側 龍華便利商店
桃園市 龍華科技大學 星型廣播 龍華咖啡吧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男11舍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九舍餐廳 文湯武醬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九舍餐廳 吮指王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九舍餐廳 小豬很忙蔬果滷味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九舍餐廳 LA LA Kitchen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九舍餐廳 香米自助餐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松苑餐廳 都挺好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松苑餐廳 路易莎咖啡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松果餐廳 香米自助餐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女14舍B1商場 龍誠快速影印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女14舍B1商場 拉亞漢堡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男11舍 敦煌書局
桃園市 國立中央大學 教研大樓㇐樓 成績單自動化申請系統
桃園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元氣復合式餐飲
桃園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元氣復合式餐飲-關東煮
桃園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元氣復合式餐飲-爆Q美式炸雞
桃園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翁媽咪飯麵館
桃園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棋盛自助餐
桃園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A咖TEA
桃園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棋盛早餐
桃園市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鷗駒餐廳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餐廳 源㇐滷味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餐廳 花花牛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餐廳 淶喫早食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餐廳 千川坊茶飲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餐廳 天津蔥抓餅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二餐廳 傳承幸福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二餐廳 八方雲集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三宿舍商店街 銘傳桃園餐廳-運世通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小木屋 波奇憶鄉園小木屋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二餐廳 墨爾漢堡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二餐廳 泰后泰式料理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二餐廳 墨爾漢堡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第二餐廳 鼎琪豬排飯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觀光語文大樓中庭 古吉拉斯
桃園市 銘傳大學桃園龜山校區 圖書館大樓B1教務組辦公室前 行政規費
桃園市 萬能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八方雲集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品晨和食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弘謙食堂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每天美天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四海遊龍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炸鷄大獅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1樓 水木書苑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1樓 樂菓烘焙房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1樓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蘇記牛肉麵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安德烈廚房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安德烈廚房(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茗釀茶品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茗釀茶品(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漢城異國美食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漢城異國美食(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中原第㇐家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中原第㇐家(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友記麵食館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蔬適圈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喜番咖哩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完顏南洋料理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帕森義大利麵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瑪露連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2樓 越好食堂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3樓 鳴野食蘋早午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3樓 墨尼捲餅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3樓 胖老爹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風雲樓3樓 珍御品粥麵館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陸必居亞洲料理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陸必居亞洲料理(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珈名鮮茶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珈名鮮茶(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瑞斯飯糰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瑞斯飯糰(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丼將日式食堂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丼將日式食堂(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家合小吃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家合小吃(線上點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李記小館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小吃部 珈名飲料店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晨光早午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酷雞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和風風味屋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金展自助餐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三顧茅廬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利竫和食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水木餐廳 弘謙食堂
新竹市 明新科技大學 校門口 多功能繳費機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聯合服務中心 放置之文件申請暨自動繳費機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聯合服務中心 硏三舍之電力卡加值機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聯合服務中心 線上繳費網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第㇐餐廳 杏鑫商行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第㇐餐廳 湘之坊自助餐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第二餐廳 姊妹飯桶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第二餐廳 隆太郎金牌燒臘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第二餐廳 茶壜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第二餐廳 賈董的麵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第二餐廳 拉亞漢堡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女二舍餐廳 大聯大百貨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女二舍餐廳 鼎天麵食館
新竹市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圖書生活廣場 麗文交大
新竹市 中華大學 勤樓學生第㇐宿舍餐廳 台灣小吃
新竹市 中華大學 勤樓學生第㇐宿舍餐廳 侑曼自助餐
新竹市 中華大學 勤樓交誼廳 肯尼麵包店
新竹市 中華大學 建築㇐館 敦煌書局
新竹縣 中國科技大學 涵德樓306-研究發展處 行政規費
苗栗縣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行政大樓㇐樓大廳 多功能繳費機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 學生餐廳 Sanby達人咖啡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 學生餐廳 鴻林圖書-聯大八甲店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 學生餐廳 鴻林八甲影印部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八甲校區 八甲校區教務處 多功能繳費機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二坪山校區 二坪山校區產研大樓教務處 多功能繳費機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二坪山校區 學生餐廳 Sanby達人咖啡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二坪山校區 學生餐廳 鴻林圖書-聯大二坪店
苗栗縣 國立聯合大學二坪山校區 學生餐廳 鴻林二坪影印部
臺中市 修平科技大學 圖書資訊處 圖書館
臺中市 修平科技大學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臺中市 臺中科技大學 圖書館1樓 多功能繳費機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小林自助餐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餓樓那家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田園小棧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Morning House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極咖哩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極壽喜燒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白鬍子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川福經典美食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忍者雞排
臺中市 靜宜大學 靜園餐廳 呷壽司
臺中市 靜宜大學 至善餐廳 采葳影印
臺中市 靜宜大學 至善餐廳 馨饌坊
臺中市 靜宜大學 至善餐廳 yami快餐
臺中市 靜宜大學 至善餐廳 買辣麻辣燙
臺中市 靜宜大學 至善餐廳 米樂漢堡
臺中市 靜宜大學 至善餐廳 好吃鮮果
臺中市 靜宜大學 宜園餐廳 聖明自助餐
臺中市 靜宜大學 宜園餐廳 早安山丘
臺中市 靜宜大學 宜園餐廳 宜園小廚
臺中市 靜宜大學 宜園餐廳 王者香
臺中市 靜宜大學 宜園餐廳 永和豆漿中西式早餐
臺中市 靜宜大學 宜園餐廳 極寶-無國界料理
臺中市 靜宜大學 活動中心 敦煌書局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日間部) 行政規費
臺中市 嶺東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進修部) 行政規費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享半天茶飲店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茶香園茶舖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房角石茶吧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好口福蔥抓餅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尚品小吃店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理工大樓1樓 敦煌書局
臺中市 朝陽科技大學 教務處註冊組 行政規費
臺中市 逢甲大學 人言大樓1樓 Sanby達人咖啡
臺中市 逢甲大學 人言大樓1樓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臺中市 逢甲大學 註冊課務組 行政規費
臺中市 逢甲大學 體育館 行政規費
臺中市 逢甲大學 圖書館 行政規費
臺中市 逢甲大學 住宿中心 行政規費
臺中市 逢甲大學 線上(逢甲Pay) 行政規費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學生餐廳 多米食堂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圓廳餐廳 炸雞大獅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圓廳餐廳 王子神谷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館1F 敦煌書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圖書館1F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體育室 健身房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車輛管理委員會 學生餐廳(圓廳)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車輛管理委員會 行政大樓停車繳費機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男生宿舍服務中心 冷氣卡設備繳費機
臺中市 國立中興大學 女生宿舍傳達室 冷氣卡設備繳費機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餐廳 小賀拉麵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餐廳 小賀拉麵(線上點餐)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餐廳 食在好味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餐廳 麥味登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餐廳 飯鍋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餐廳 井然初
臺中市 中國醫藥大學 學生餐廳 井然初(線上點餐)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居安樓 日常手作調飲專賣店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居安樓 ⾧興美食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居安樓 辣媽小湯包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居安樓 漢堡哥晨食館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居安樓 飯販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居安樓 辣媽湯包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居安樓 培里尼咖啡館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研究生活廣場 大口吃丼飯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研究生活廣場 虎口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教務處 行政規費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進修組 行政規費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體適能中心 行政規費
臺中市 中臺科技大學 總務處出納組 行政規費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怡發港式茶餐廳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花泰媽媽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有這間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幸福食堂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摩爾書店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八方雲集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雪克飲料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蔬香館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湯才滷味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和風館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活力晨食館
臺中市 弘光科技大學 P棟學生餐廳 香草洋食館
臺中市 亞洲大學 行政大樓1樓 多功能繳費機
臺中市 亞洲大學 行政大樓1樓 敦煌書局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嘉義米糕.赤肉羹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凡妮莎手搖冷飲專賣店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呷味亭-亞大店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嗑吧韓式料理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嗑吧韓式料理(線上點餐)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迪迪美式鬆餅&韓式飯捲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迪迪美式鬆餅&韓式飯捲(線上點餐)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食在好味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亞蒂菲姐妹廚房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麥味登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嗑吧韓式料理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凡妮莎飲料店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金霖影印輸出中心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金盃美而美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迪迪鬆餅
臺中市 亞洲大學 美食廣場 佳佳香麵食館
臺中市 亞洲大學 學生餐廳B1 八方雲集
臺中市 亞洲大學 學生餐廳B1 八方雲集(線上點餐)
臺中市 亞洲大學 學生餐廳B1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臺中市 東海大學 社科院 Sanby達人咖啡
臺中市 東海大學 銘賢堂後棟 敦煌書局
臺中市 東海大學 男生宿舍餐廳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臺中市 東海大學 男生宿舍餐廳 早安時光
臺中市 東海大學 男生宿舍餐廳 京棧美食
臺中市 東海大學 男生宿舍餐廳 水玥人文茶飲



臺中市 東海大學 教務處註課組 成績單自助列印機
臺中市 僑光科技大學 圖書館1樓 僑光書坊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虹鼎手作水餃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品笙牛肉麵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微笑茶米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好食遇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比司多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鴻林圖書(建國書坊)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食在好味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夯便當
彰化縣 建國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八丼食堂
雲林縣 環球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愛月樓景觀餐廳
南投縣 南開科技大學 新宿舍1樓 南開書坊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中餐廳1樓 日式料理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西餐廳 哈瓦那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Apple校園體驗中心 麗文中正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活動中心2F 圖書文具部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共同教室大樓 基地咖啡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共同教室大樓 基地咖啡(線上點餐)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社科院 基地咖啡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社科院 基地咖啡(線上點餐)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教學組辦公室 多功能繳費機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行政大樓東側門口 多功能繳費機
嘉義縣 吳鳳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王朝魯味
嘉義縣 ⾧庚科技大學嘉義校區 學生餐廳 壹豆咖啡
嘉義縣 南華大學 學生餐廳 暢飲杯
嘉義縣 南華大學 學生餐廳 王朝魯味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荷堤屋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吉饗食堂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樂琪美食料理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e食坊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Morning House(嘉藥S棟學餐)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鍋燒小吃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蔡媽媽美食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活力麵館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瀅家小吃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桃樂絲茶飲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集鮮複合式餐廳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集鮮早午餐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台南正小吃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吶！鬆餅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喬照早廚(嘉藥英傑五舍)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逸人文茶坊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卡薩小廚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學生餐廳 鮮豆屋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資訊暨教學大樓B1 嘉藥書坊
臺南市 嘉南藥理大學 A棟203出納組 POS機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卡薩小廚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中華鍋燒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樂琪美食料理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麥叔叔麵館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等㇐下滷味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千香漢堡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台南幫鮮茶連鎖專賣
臺南市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 天香巧味屋
臺南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學生活動中心1樓 千鈺數位輸出中心
臺南市 ⾧榮大學 學生餐廳 找到幸福(⾧榮大學1店)
臺南市 ⾧榮大學 學生餐廳 找到幸福(⾧榮大學2店)
臺南市 ⾧榮大學 學生餐廳 八方雲集
臺南市 ⾧榮大學 圖書資訊大樓B1 ⾧榮書坊
臺南市 ⾧榮大學 行政大樓1樓 多元支付暨列印系統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W棟3樓 南臺書坊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體育室 悠活館
臺南市 南臺科技大學 生活機能館 1樓 電腦先生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S棟男生宿舍地下㇐樓 八方雲集臺南成大店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光復餐廳 十味亭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光復餐廳 牛13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光復餐廳 樂琪美食自助餐/早餐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成大會館21世紀賣場裡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註冊組門口 自動列印繳費機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光二舍門口 自動列印繳費機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敬三舍後門口 自動列印繳費機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勝㇐舍門口 自動列印繳費機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芸青軒門口 自動列印繳費機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新建體育館門口 自動列印繳費機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圖書館1F 自動列印繳費機
臺南市 國立臺南大學 中正館1F 圖書文具部
臺南市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梅園餐廳自助餐部 梅園餐廳自助餐部
臺南市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樂琪自助餐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Apple校園體驗中心 麗文崑山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圖資大樓B1 崑山復文書城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侑健(有志麵食館)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處 推廣教育課程資訊網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總務處 車輛進出管制系統 (學生、教職員工汽機車停放費)
臺南市 崑山科技大學 教務處 四技申請入學報到系統
臺南市 康寧大學 學生餐廳 Roger cafe 五餅二魚
臺南市 康寧大學 學生餐廳 Roger cafe 小木屋
臺南市 康寧大學 行政大樓二樓 多功能繳費機
臺南市 康寧大學 二手書教科市集(線上平台) 行政規費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台南幫
臺南市 遠東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侑健(有志麵食館)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阿銘鹽酥雞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信道美食館(滷味)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福春茶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竹田駅關東煮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昇哥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麥田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果然鮮茶飲店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薇食坊
高雄市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生餐廳 信道冷飲



高雄市 義守大學 學生餐廳 弘昇眼鏡
高雄市 義守大學 Apple校園體驗中心 麗文義大
高雄市 義守大學 活動中心1樓 義大書坊
高雄市 義守大學 體育館下方餐廳 八方雲集
高雄市 義守大學 行政大樓1樓 多功能繳費機
高雄市 義守大學醫學院 C棟1樓 義大醫學院書坊
高雄市 文藻外語大學 學生餐廳 林家姨茶小舖
高雄市 文藻外語大學 學生餐廳 異國料理
高雄市 文藻外語大學 至善樓B1 敦煌書局
高雄市 文藻外語大學 行政大樓二樓 多功能繳費機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Apple校園體驗中心 麗文正修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圖書館B1 圖書生活廣場
高雄市 正修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八方雲集
高雄市 東方設計大學 推進大樓1樓 東方書坊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 學生餐廳 喫果茶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 圖書館1樓後棟 高醫書坊
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 國研大樓B1 烏尼烏麥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龍馬創意粥品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找到幸福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山海河粉(ShanHai Pho)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番鍋燒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巧味鍋燒丼飯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中山大學眼鏡部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米羅滷味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米羅林媽媽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巧味鍋燒.丼飯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小雞好食堂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山海樓餐廳 松本鮮奶茶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逸仙館 雲天咖啡X角落茶食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海科院 中山海科院福利社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理學院 理百福利社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活動中心 73階蔬食咖啡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活動中心2樓 麗文書局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翠亨山莊 中山翠亨福利社
高雄市 國立中山大學 文學院 文院福利社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圖資大樓1樓 高大書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旗津校區 學生餐廳 高科大旗津福利社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旗津校區 聯合辦公室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旗津校區 渤海樓1樓宿服中心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蘭苑女宿1樓 高師書坊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 活動中心㇐樓 Straight A 晶盛科技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圖文部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學生餐廳 蘿拉早午餐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學生餐廳 田原食堂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聯合辦公室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楠梓校區 東海樓1樓宿服中心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學生餐廳 找到幸福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學生餐廳 福利社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1樓 圖書文具部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學生餐廳 軍茶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行政規費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出納組辦公室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綜㇐組辦公室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宿服中心BF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行政大樓4F進推處教務組辦公室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建工校區 高科精品DK/SHOP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 管㇐MA110室 圖書文具部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歸燕食堂 就是煮柑仔店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歸燕食堂 就是煮關東煮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燕窩餐廳麵飯部 銀盈早餐店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燕窩餐廳麵飯部 銀盈簡餐店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學生餐廳1F 高燕書局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燕巢校區 歸燕食堂 Battery1號店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 聯合辦公室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燕巢校區 涵芳樓1F宿服中心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東元影印行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圖文部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烏秋商行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這家異國料理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菇蒂早安吧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烤肉飯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學生活動中心 海苔飯捲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圖資館六樓 覓食堂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外語學院2F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第㇐校區 樂群樓1F宿服中心 行政規費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師生餐廳 自助餐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雲天㇐館 雲天咖啡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師生餐廳 yummy美食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A餐 陳記拉麵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A餐 ㇐番鍋燒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A餐 美而美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湖濱樓 愛波餐廳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樹德書城旁 茶雨茶輕食坊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八車飲料冰品店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THE T café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THE T café(線上點餐)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學生餐廳 新八國聯軍
高雄市 國立高雄大學 第二學生宿舍交誼廳 事務機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屏師校區 學生餐廳 戀茶屋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行政大樓㇐樓教務處辦公室 多功能繳費機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餐廳 第㇐快餐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吉欣自助餐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活力早餐吧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可頌冷飲吧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名家美食小吃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第二餐廳 名家港式快餐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炸雞大獅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幽靈餐車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艾摩斯廚房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東島商行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大城小廚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澳客港澳料理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文湯武醬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親愛的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捷安特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集賢館 歐哈尼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多容館 焙伴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多容館 追風小站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多容館 天外天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湖畔餐廳2F 圖書生活廣場
臺東縣 臺東大學 校本部 實習商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