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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屬商圈 特店名稱(對外營業名稱) 特店營業地址 

台中一中商圈 三元實業社 台中市大里區科技路３號二樓之７ 

台中一中商圈 大瑪士國際生技（股）公司 台中市北區太原北路２０號 

台中一中商圈 如恩眼鏡行 台中市太平區永平里中興路１７２號１Ｆ 

台中一中商圈 老順安大藥局 台中市中區中華路２段６３﹒６５號１樓 

台中一中商圈 沐蓁衣社 台中市北區尊賢街６號１樓 

台中一中商圈 宜羚美妍工坊 台中市北區新北里錦新街３２號１樓 

台中一中商圈 東圓賓館 台中市北區成功路４４３號 

台中一中商圈 奎斯特創意服飾店 台中市北區新北里一中街１２６號１樓 

台中一中商圈 第五艾美精品店 台中市西區自治街４－２號１樓 

台中一中商圈 逢春電動機車專賣店 台中市東區振興路２９６巷１７弄１７號１樓 

台中一中商圈 琦美藝術美甲店 台中市北區新北里一中街１６０之２２號１樓 

台中一中商圈 紫雅委况行 台中市西區廣民里大明街第五市場內添１５號 

台中一中商圈 傳聯國際通信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１１６號 

台中一中商圈 誠石建設（股）公司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１號 

台中一中商圈 鼎桔企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中區三民路２段１２９號 

台中一中商圈 翡冷翠家飾精品行 台中市大里區科技路１之５３號 

台中一中商圈 噗逗創意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科技路１－３８號 

台中一中商圈 鑫苹珠寶工作室 台中市中區光復里平等街６１號１樓 

台北永康商圈 ＯＰＰＯ ＳＴＯＲＥ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２２０號１樓  

台北永康商圈 大來料理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１４０－１號１樓 

台北永康商圈 以斯帖公司(台鹽金華店) 台北市中正區金華街３０－４號１樓 

台北永康商圈 左秋禪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１２－６號  

台北永康商圈 永業文具行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６巷１６號 

台北永康商圈 好寵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１４巷４號 

台北永康商圈 艾瑞克服飾店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２段６０之７號１樓 

台北永康商圈 秀蘭美食文化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１３巷９－１號 

台北永康商圈 呷七碗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１３巷１號１、２樓及地下室 

台北永康商圈 東雅小廚館 台北市大安區民輝里濟南路３段７－１號１樓 

台北永康商圈 若水商行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１８－２號 

台北永康商圈 森林跑站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二段６０號 

台北永康商圈 翠林小吃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１０巷１６號１樓  

台北永康商圈 鴻鈺佛教用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濟南路三段３４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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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永康商圈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東門店)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１８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988紅樓養生會館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３４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AMY'S(飾品)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７７號2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ＨＵＭＭＩＮＧ(飾品)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１７7號2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ＬＩＺ ｃｏｌｏｒ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３５－１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ＬＩＺ ｃｏｌｏｒ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１８之２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ＯＴＯＫＯ Ｍｅｎ’ｓ Ｂｏｕｔｉｑｕｅ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１０巷３９號２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一六八眼鏡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１６８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九宏五金行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１－１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三川牛仔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０號３樓之２４、２５ 

台北西門町商圈 三川牛仔服飾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０號３樓之７ 

台北西門町商圈 三分之一寢室名店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１１４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小王子甜蜜旅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４２號９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中英大藥局 台北市中正區光復里永綏街６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天馬行空親子城堡 台北市大同區甘谷街３０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手信坊有限公司西門門市部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２２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文祥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９９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世紀星國際滑冰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１２３號７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加減乘除服飾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２之１號１樓１８室 

台北西門町商圈 古奈堡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峨嵋街２８號５樓之１ 

台北西門町商圈 玉售屋藝品店 台北市中正區光復里武昌街１段１３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吉拾行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８２巷２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如邑堂餅家（台北店） 台北市萬華區開封街２段２２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安徒生精緻烘焙屋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73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西門大飯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７８號２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克瑞特爾  台北市峨眉街５２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來自愛麗絲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１１１號２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來來台菜海鮮餐廳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４１０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和洋百貨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67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坤彩玩具行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０號４樓之５  

台北西門町商圈 奇仕美皮鞋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２段４６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明星西點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５號及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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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西門町商圈 松包子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18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林家御膳牛排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４１號２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金龍大旅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華陰街４６號（３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南美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４４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城中戶外休閒用品店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１段１６巷１０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皇昇通訊行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２６５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苾亞朵餐廳 台北市萬華區西門里昆明街１６４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庭庭福飾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９７號１、２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海柏體育休閒用品社(黑舍)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９６巷６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茱麗葉皮鞋店 台北市中正區沅陵街２０－１號１Ｆ 

台北西門町商圈 酒國大亨洋煙酒專賣店 台北市萬華區南寧路４５之２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得山車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１１４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雪柔用品行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４３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雪龍眼鏡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１１７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豪贊旅店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３４號２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慶爾喜旅館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２段７４巷２之１號１樓及２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摩登族鞋鋪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３６號２５．２６室 

台北西門町商圈 鞋霸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７０號２樓之３ 

台北西門町商圈 薇薇韓貨商行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１段１９號 

台北西門町商圈 麗聲育樂器材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７８號１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儷夏商務旅館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９０號六樓   

台北西門町商圈 儷夏商務旅館有限公司西寧館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３０號３樓  

台北站前商圈 ＪＯＹ ＡＵＤＩＯ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７５巷６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大三元餐廳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４６∼４８號２∼４樓 

台北站前商圈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７５號１２樓 

台北站前商圈 市定古蹟紀州庵新館營運管理處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１０７號 

台北站前商圈 羽珊行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６４－５號  

台北站前商圈 沅緣小吃店 台北市中正區沅陵街１３號２樓 

台北站前商圈 芊妃企業社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５０之１號地下街４－１Ｂ號 

台北站前商圈 佳和藥局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３０號  

台北站前商圈 果果香果汁店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２６－９號 

台北站前商圈 玥汰髮藝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１８號３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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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站前商圈 冠天下理髮廳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３８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美麗重現頭皮護理工作室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２段７５巷１弄３１號  

台北站前商圈 韋禹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１８號２樓 

台北站前商圈 原宿倉國際有限公司京站分店 台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一段２０９號５樓 

台北站前商圈 區英萬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光復里衡陽路８１號 

台北站前商圈 崇勝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４１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添財壽司屋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１段１６巷６號１、２樓 

台北站前商圈 喬大餐具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大埔街３６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晶鑽飾品百貨行 台北市大同區建明里重慶北路１段５５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菲爾食品坊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７７巷１１號 

台北站前商圈 極品軒小吃店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１８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萬佳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７７之１號 

台北站前商圈 詩特美容用品坊 台北市中正區光復里延平南路５５號 

台北站前商圈 嘉美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鎮江街一巷３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臺北以諾書房 台北市中正區中正區懷寧街４７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齊饗良食國際餐飲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１６巷８弄６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慶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８５號１０Ｆ之５ 

台北站前商圈 澤之屋飲食館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１段１１２號 

台北站前商圈 貓妝自家烘焙咖啡館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６４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龍泰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忠孝西路一段５０號１４樓之２２ 

台北站前商圈 瞳妍瞳予美睫館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里新生北路２段５８巷４６號 

台北站前商圈 麗天下美容名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３６號１樓 

台北站前商圈 麗昇旅館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１段６６號 

台北站前商圈 繽紛髮廊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２０之２號２樓 

台北站前商圈 儷客旅店有限公司站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７２號５樓 

台北站前商圈 鑫捷瑩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５２－１號（中山地下街Ａ３０店鋪） 

台北遼寧商圈 覓得咖啡館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６號   

台北遼寧商圈 大苑藝術會展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９１號４樓 

台北遼寧商圈 王晨髮型美容設計名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２１０號３樓 

台北遼寧商圈 艾莉娜國際花藝文創館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３６巷３號１樓   

台北遼寧商圈 利吉利商行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號  

台北遼寧商圈 念念咖啡館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２段４３７巷２弄６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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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遼寧商圈 東剛開發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南京東路三段６８號九樓 

台北遼寧商圈 東盛服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３５２號 

台北遼寧商圈 阿興包子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２５６巷２３號１樓  

台北遼寧商圈 旅心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１７８號１１樓 

台北遼寧商圈 泰星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北路５７號２Ｆ－１ 

台北遼寧商圈 純臻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５０號１１樓 

台北遼寧商圈 第一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３４６號９樓９０２室 

台北遼寧商圈 新奇旅行社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９號１０Ｆ之１ 

台北遼寧商圈 新朋派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里長安東路２段２４６號８樓之１ 

台北遼寧商圈 嘉美媞時尚醫美診所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６９號１０樓 

台北遼寧商圈 嫘祖國際蠶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３段３０號地下一樓 

台北遼寧商圈 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３４號地下層 

台北遼寧商圈 樂柏客咖啡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２５６巷２８弄１９號１樓 

台北遼寧商圈 潘朵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力行里朱崙街８７號１樓 

台北遼寧商圈 勵鑫旅行社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６２號２樓之２ 

台北遼寧商圈 璐緹咖啡館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２段４３７巷１弄１號１樓 

台北遼寧商圈 寵物愛達人用品企業社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２２８號 

台南孔廟商圈 好巷一弄民宿 台南市中西區淺草里正興街７３號 

台南孔廟商圈 翅膀髮型沙龍 台南市東區青年路３２３號１樓 

台南孔廟商圈 陳博士茶行 台南市中西區青年路５０號１樓 

台南孔廟商圈 華耘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二段２８１號６樓之１ 

台南孔廟商圈 雅里藥局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三段２８５號１樓  

台南孔廟商圈 新隆安藥局 台南市中西區青年路１６５號 

台南孔廟商圈 福寶鱷魚工坊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二段36號1樓 

台南孔廟商圈 廣捷資訊有限公司 台南市東區北門路一段２１８號２樓 

台南孔廟商圈 慶豐輪胎行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３段１３１號１樓 

台南孔廟商圈 誰他服飾商行 台南市中西區中山路５８號 

桃園站前商圈 come buy桃園延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２８號１樓之３ 

桃園站前商圈 一九一旅店有限公司桃園分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１２之４號、１２之５號、１２之６號 

桃園站前商圈 丰裝服飾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９４號   

桃園站前商圈 五代全民藥局 桃園市桃園區文昌里中山路９７號 

桃園站前商圈 日騰餐飲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２２號１、２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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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站前商圈 永舜豆腐店 桃園市桃園區永順街５３號 

桃園站前商圈 伈菠萬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路１１號６樓之１０ 

桃園站前商圈 全民運動用品社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２４號１樓 

桃園站前商圈 名喬服飾店 桃園市中正路４０４號１樓 

桃園站前商圈 多綠食品行 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區大有路４３５號 

桃園站前商圈 京典賓館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６０號９樓 

桃園站前商圈 昌信水電材料行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４３８號２之４ 

桃園站前商圈 信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２２號 

桃園站前商圈 皇家資訊社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１５４號１樓 

桃園站前商圈 紀和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４８號 

桃園站前商圈 高兆水晶店 桃園市民生路５２號２樓之１ 

桃園站前商圈 偉達企業社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２８號１樓之２ 

桃園站前商圈 崛起概念髮型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３３號２樓 

桃園站前商圈 強棒電子專賣店 桃園市桃園區武陵里復興路１１７號１樓 

桃園站前商圈 得勝服飾店 桃園市桃園區上海路９７號 

桃園站前商圈 得崴眼鏡 桃園市桃園區大豐里建國路８５號１樓 

桃園站前商圈 喬一皮飾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族路９９號１樓 

桃園站前商圈 湘詒服飾店 桃園市桃園區新民街４８號 

桃園站前商圈 新華興清溪藥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１０號１樓 

桃園站前商圈 福林自助餐 桃園市桃園區新民街１１０號1樓 

桃園站前商圈 錚品國際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6號1樓 

桃園站前商圈 黛彼美式餐點坊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５９號 

桃園站前商圈 權造車業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二段８９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Ｃｕｒｖｅｓ高雄河堤店河堤營業所 高雄市三民區裕誠路７２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八卦漁村餐廳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８６９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大也鐵板燒料理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35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大明眼鏡行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２５１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水岩餐飲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東二路２６５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左左工作室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４６－１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老宋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太華街282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艾薇妲國際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馬卡道路４２０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貝果貝果食品行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２３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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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奇威國際洋行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文中路６７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東風浮香企業社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２９０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花鄉旅館 高雄市左營區文智路９５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花鄉商旅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２２號２-４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青木屋 高雄市左營區安吉街４３２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封龍汽車修護廠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８１１之１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美光化粧品科技 高雄市三民區美都路300巷48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家明汽油商行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２２２７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振好行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２２０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振旺行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明誠三６４２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時尚索沙髮廊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裕誠路３４０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基力開發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１０號６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得崴眼鏡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９００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得崴眼鏡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３７８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莘亦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２６８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傑能隔熱紙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27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凱丰企業行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９８８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富鈺旅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２２號５-７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逸之牛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４６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逸之牛餐飲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２９８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經典輪企業行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路５４８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萬寶隆洋酒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明誠三路６３８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誠大珠寶銀樓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二路４０８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漫威通訊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148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豪鑽行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１５９－３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增井家工作室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美術北三路９６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樓上餐桌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312號2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歐洲旅館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８６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蔡牧勳工作室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５７號１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臻品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五路１３０號２樓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錢富髮藝造型店 高雄市左營區忠貞街６９號 

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優磐地名店 高雄市三民區灣興里聯興路４２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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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漢神巨蛋商圈 纍整系統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１０號６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ＧＡＭＥ軟體世界休閒館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４１３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ＫＹＭＣＯ 嘉義市西區番社里民生北路２３１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Ｒａｉｎｂｏｏｔｓ 嘉義市東區中山里中山路３４號一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ＳＵＢＷＡＹ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仁愛路５５０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大順藥局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埤角１３９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天綠食品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２２２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水蜜桃服飾店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埤角９４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牛仔村精品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１鄰中正路１９６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牛郎谷男飾精品行 雲林縣斗六市中正路３４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民雄久久藥局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安和路２號附１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光榮企業社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４１１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好蝦冏男社 雲林縣水林鄉興南段１６６－９０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艾維士租車－嘉義站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７３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希諾奇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西區福全里友愛路１４６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快樂通訊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５８８號附２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妮妮內衣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番社里北榮街１３７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宗承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分公司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里大業路１０８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府昕家具 嘉義縣朴子市大葛里大（木＋康）榔１５００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明鏡眼鏡行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２２鄰中正路２９３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松阪家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保生街７７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欣巨洋企業社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路１７７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保證責任嘉義縣梅山茶油生產合作社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中山路６１７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冠壽司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１６鄰埤角１９６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南榮商號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４０７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美學美甲企業社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中興路２５８號一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美體極限美容護膚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民權路３－１１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夏那童裝行 嘉義市西區永和里垂楊路８２６號一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悅來居 嘉義縣民雄鄉秀林村１０鄰７５之３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將軍企業社 雲林縣西螺鎮延平路１０４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悠翔旅行社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３鄰埤角５７２號１之２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梅問屋梅子元氣館 嘉義縣梅山鄉梅北村中山路５２７號 



夏季購物趴、台灣 Pay好禮帶回家 

9                                           資料日期：108/7/15 

 所屬商圈 特店名稱(對外營業名稱) 特店營業地址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祥睿動力科技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里中山路３－１１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第八間咖哩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８８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景豪企業社 嘉義縣新港鄉三間村１鄰鑽石新城１５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棉麻良品女裝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國華街１８０號一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新葉山茗茶行 雲林縣虎尾鎮德興里２８鄰北平路１４６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萬灃股份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榴南里斗工三路３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鈺泉齋茶莊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國華街６２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遠東眼鏡 雲林縣斗六市四維里太平路１１１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德林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５６２之６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暮森咖啡 嘉義市東區豐年里興業東路１１５巷１２號１樓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獨衣褲房服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９０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興隆毛巾廠有限公司 雲林縣虎尾鎮埒內里埒內８４─１號 

雲嘉南大學生活城 薯職人食品商店 嘉義市西區西區青年街１５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七美小棧海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中央街３４號 

澎湖馬公市區 七琴質髮時尚館 澎湖縣馬公市光武街2號1F 

澎湖馬公市區 三ㄚ店服飾館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３８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上正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臨海路36號 

澎湖馬公市區 上正旅遊玩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復興里臨海路３６號２樓 

澎湖馬公市區 上安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朝陽路68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上眾電器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６號 

澎湖馬公市區 上眾電器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路71號 

澎湖馬公市區 上群特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民權路９９號 

澎湖馬公市區 千大利海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中正路 39之1號 

澎湖馬公市區 千雁髮型 澎湖縣馬公市文昌街２８號 

澎湖馬公市區 大地流通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里治平路２６之１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小妞食品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48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小紅莓小吃部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海埔路17號1F 

澎湖馬公市區 山水衝浪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８之６號２樓 

澎湖馬公市區 山裕文石行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中正路11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中央街武舘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中央街１２號 

澎湖馬公市區 中華電器行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75-1號 

澎湖馬公市區 中興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里樹德路１７之３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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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馬公市區 五鮮上醬海產專賣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仁愛路30號 

澎湖馬公市區 元泰大飯店企業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新店路４７７號 

澎湖馬公市區 元都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文前街６６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六合車行 澎湖縣馬公市民福路7號 

澎湖馬公市區 天強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文德路25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天祥林商行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390巷18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天祥林商行福澎蘆薈館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新明路21號 

澎湖馬公市區 天祥林開發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390巷18號 

澎湖馬公市區 巴月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永壽街80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兄弟會館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石泉580號 

澎湖馬公市區 兄弟體育用品社 澎湖縣馬公市建國路9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加利利海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西衛83-23號 

澎湖馬公市區 右轉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新生路380號 

澎湖馬公市區 四海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建國路３號 

澎湖馬公市區 左轉休閒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新生路380號 

澎湖馬公市區 正安藥房 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97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永日升鐘錶隱形眼鏡 澎湖縣馬公市文康路２５號 

澎湖馬公市區 永豐光學眼鏡行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三多路３６－３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全方位車業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光復路148巷3號1F 

澎湖馬公市區 安泊旅店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東文澳１２３之２號 

澎湖馬公市區 米亞服飾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樂群街27巷2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自我主張牛仔服飾店 澎湖縣馬公市樹德路１８號 

澎湖馬公市區 希望天地珊瑚珍珠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民福路85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彤鵑服飾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69巷1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育溱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中山路５２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佳朋名產總匯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路２４號 

澎湖馬公市區 佳期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復興里中山路６５－１號１至２樓 

澎湖馬公市區 佶麟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光明路４３號 

澎湖馬公市區 佶麟輪胎行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６３之２７號  

澎湖馬公市區 來福小吃部 澎湖縣馬公市新村路４１號 

澎湖馬公市區 典醬家食品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97之8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和田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２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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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馬公市區 和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２號 

澎湖馬公市區 和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民權路 2-1號 

澎湖馬公市區 和益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民福路6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和樂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臨海路７之６號 

澎湖馬公市區 妮可沙龍店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99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岩田丼屋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361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承欣餐飲店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臨海路29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東豐輪胎行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62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松立電器行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路４６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澎湖國軍英雄館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34號 

澎湖馬公市區 芙蓉居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736號 

澎湖馬公市區 花格水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民福路１１號 

澎湖馬公市區 金玉堂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32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金品精緻旅店企業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文德路19號 

澎湖馬公市區 金峰銀樓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66號 

澎湖馬公市區 阿魯芭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鐵線里鐵線尾69號 

澎湖馬公市區 青山運動專門店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４９巷１號 

澎湖馬公市區 俊鑫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街22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孩子們童裝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街1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屋光拾舍民宿 澎湖縣湖西鄉北寮村北寮４１之１０號 

澎湖馬公市區 屋裏民宿 澎湖縣湖西鄉北寮村北寮４１之１１號 

澎湖馬公市區 柿品足體養身館 澎湖縣馬公市三民路49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珊瑚礁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案山里大案山20之5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美麗都禮服行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街６號 

澎湖馬公市區 范大媽智慧百貨行 澎湖縣馬公市民生路１７－３號 

澎湖馬公市區 海洋景觀會館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東衛里東衛3之2號 

澎湖馬公市區 海島海產大賣場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２８之１號 

澎湖馬公市區 海裕特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２５之１號 

澎湖馬公市區 海漣天海岸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500號  

澎湖馬公市區 海龍王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三多路３７０巷５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海龍王遊艇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370巷7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海邊走走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大賢街6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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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馬公市區 海蘊企業社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37之1號 

澎湖馬公市區 專工服裝店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３７號 

澎湖馬公市區 彩虹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忠孝路65巷8號2樓 

澎湖馬公市區 彩虹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58之1號2樓 

澎湖馬公市區 笙峰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６－１７號 

澎湖馬公市區 笙峰傢俱行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６－１７號１、２樓 

澎湖馬公市區 覓海二館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石泉590號 

澎湖馬公市區 覓海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五福路201巷8弄 22號 

澎湖馬公市區 勝國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水源路2號之12 

澎湖馬公市區 博明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仁愛路６０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喔麵包食品商行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中華路 296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壹玖柒肆運動生活館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光復路122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媚因內衣專賣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里樹德路２０－５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就這兒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永興街6號 

澎湖馬公市區 景騰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里新生路73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菊子紅了新鮮舖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路３４號 

澎湖馬公市區 菊島石齋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惠安路35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菊島深夜髮廊 澎湖縣馬公市光明里忠孝路89巷6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菊島餐飲部 澎湖縣馬公市啟明里中山路２０－４號一樓 

澎湖馬公市區 進化鐘錶眼鏡行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５１號 

澎湖馬公市區 雅舍小品珊瑚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正義街6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雅舍小品特產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里正義街８號 

澎湖馬公市區 順成休閒會館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文光路216號4樓 

澎湖馬公市區 順成海鮮餐廳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文光路216號2樓 

澎湖馬公市區 圓頂瓦舍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１１０－２７號 

澎湖馬公市區 愛丁堡精品旅店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西衛里西衛271號 

澎湖馬公市區 愛之旅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民福路２號 

澎湖馬公市區 愛嬰堡婦幼精品專門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里樹德路９號 

澎湖馬公市區 愛薇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里新生路64巷1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新光堂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55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新奇五金百貨量販店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84之33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新欣家居館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光復路 1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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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馬公市區 瑞豐海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41號 

澎湖馬公市區 萬泰食品廠 澎湖縣馬公市民族路144號 

澎湖馬公市區 鼎耀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朝陽里朝陽路165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滿天星航運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臨海路３６之１號２樓 

澎湖馬公市區 瘋手機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33之4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綺麗屋精品百貨行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民權路８８之２號 

澎湖馬公市區 慶霖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２８號 

澎湖馬公市區 歐亞菲精品店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重慶街23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澎祖海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文學路257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澎博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烏崁里106之16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澎湖兄弟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石泉里石泉581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澎湖伯伴手禮坊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中華路３０２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澎湖海悅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民福路７５號２至１０樓 

澎湖馬公市區 澎湖第一生技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中正路5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澎湖傑克家族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林森路１５巷３６弄５號 

澎湖馬公市區 澎湖縣產業人才教育發展協會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419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澎漁宴餐廳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海埔路25號1、2樓 

澎湖馬公市區 緹亞墨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重光里五福路 229號 

澎湖馬公市區 築夢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安宅里宅腳嶼109之2號 

澎湖馬公市區 興龍陶藝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里新生路６４巷２２號１樓 

澎湖馬公市區 龍弘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陽明里光復路９８之１號１至２樓 

澎湖馬公市區 龍星餐廳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里治平路15之6號地下一樓 

澎湖馬公市區 鴻汝服飾 澎湖縣馬公市大智街39號1樓 

澎湖馬公市區 鴻尊旅行社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130號 

澎湖馬公市區 簡單玩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菜園里6-5號 

澎湖馬公市區 藍海天晴民宿 澎湖縣馬公市山水里４８－６號 

澎湖馬公市區 鑫億海產行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6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