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中市
行業別 商店名稱 營業地址

速食 弘爺漢堡-佳樂店 台中市三民路三段305(N.DIST.)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 順天路１４１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新政路８８、９０號２樓

冷飲店 十二韻 - 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49號

冷飲店 茶聚－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鎮瀾街１６３號１樓

冷飲店 日日裝茶－大肚火車頭店 台中市大肚區 華山路５２號１樓

冷飲店 十二韻 - 大里大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195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２段２１０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２段３２２號

冷飲店 恰迷紅茶專家-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83號

速食 弘爺漢堡-仁化店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４５８之４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大里成功店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20號

冷飲店 茶聚－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２９２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大里塗城店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路８２７、８２９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中中清店 台中市大雅區 中清東路１７９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大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１段２０９號

速食 朝氣美濃 -五權 台中市五權路406,408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太平中山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4段157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太平中興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路１５６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４６７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２段２６２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水湳店 台中市北屯區大鵬路16之3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太原店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３段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３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1段220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１段３２２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松竹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2段99號

速食 弘爺漢堡-多美店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二路一段241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中大雅店 台中市北區 中清路１段７９６號１樓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一中１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１３６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中華店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２段１１６、１１６之１號

眼鏡店 ＶＬＥＮＳ－一中２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４６巷７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北平店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２段２９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民權店 台中市北區民權路５８６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永興店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108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６巷２之１號１樓

速食 弘爺漢堡-文青店 台中市北區青島路１段１０號 

速食 弘爺漢堡-小猴子店 台中市北區陝西路73號

糕點西點麵包 THE EGGY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32號1樓 

冷飲店 甲文青-健行店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532號1樓 

速食 弘爺漢堡-進達店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576-3號

眼鏡店 大學眼鏡台中漢口門市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３段１１０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漢口三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４段２６６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台中曉明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４段７０之３號

百貨 大台中五金百貨－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１５９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１８９號

冷飲店 日日裝茶－后里公所店 台中市后里區 公安路８１號１樓

冷飲店 水巷茶弄－后里甲后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１段４１３號１樓

速食 弘爺漢堡-義里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302號

速食 弘爺漢堡-順合店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八路２３號１樓

冷飲店 十二韻 - 台中世貿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98之2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之6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四川店 台中市西屯區四川路７９號

百貨 大台中五金百貨－黎明店 台中市西屯區光明路５２號

冷飲店 茶聚－台中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２９６之７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３段１４９之１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３段150之37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中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３段１５０之５８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西屯二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３段166之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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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青海店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２段209之19號

冷飲店 恰迷紅茶專家-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店82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中朝富店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１３４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漢口店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２段２５３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漢口二店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２段９８號

速食 弘爺漢堡-漢成店 台中市西屯區漢城六街14號   無商登

冷飲店 甲文青-逢甲旗艦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27號

小吃簡餐 雋永邨－福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環中路２段1268之1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大墩店 台中市西區大墩路３３８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１９６號 

冷飲店 恰迷紅茶專家-向上店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515號

百貨 大台中五金百貨－東興店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３段１９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台中林森店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218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中勤美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２００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美村一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３９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５６０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美村二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574之２號

糕點西點麵包 山姆安娜-總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564巷2,6號

小吃簡餐 美村尼克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575號

冷飲店 恰迷紅茶專家-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723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英才店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10號２樓之1（221櫃）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１１８巷１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42號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有限公司－台中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 中山路２３８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中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大同街５６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台中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４８９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靜宜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英路１０７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沙鹿靜宜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５１７之２號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中大智店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１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建德店 台中市東區建德街１５５之１號１樓

冷飲店 茶聚－台中東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三民街４１號１樓

眼鏡店 大陸眼鏡－台中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 大墩十六街３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中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 大墩路４９４號１樓

眼鏡店 大學眼鏡台中大墩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３０９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大墩二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２６７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８２７號

眼鏡店 金橘眼鏡－台中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８２９號

小吃簡餐 雋永邨-五權店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２段1130號

冷飲店 日日裝茶－五權惠中門市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２段６６２號１樓

冷飲店 十二韻 - 台中向心店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988號

冷飲店 拾覺細做輕飲-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８０之１５號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東興店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２段240號１樓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２段３０９號及３０９號之１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中大慶店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２段６之６號１樓

百貨 大台中五金百貨－大慶店 台中市南區文心南路７５０號

冷飲店 拾覺細做輕飲-美村南店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１６７號１樓

禮品玩具嗜好品 包山包海－國光店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１５６號

百貨 大台中五金百貨－復興店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３段１４３號

速食 弘爺漢堡-壹參參店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133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烏日店 台中市烏日區光日路１４８號

百貨 大台中五金百貨－崇德店 台中市崇德路二段216號

冷飲店 日日裝茶－梧棲文化店 台中市梧棲區 文化路２段２９９號１樓

糕點西點麵包 山姆安娜-中科門市 台中市福科路148號111.242.209.84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台中慈醫店 台中市潭子區 豐興路１段８８號

圖書報紙雜誌文具 １０１文具天堂－潭子店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２段３２３號１樓

百貨 大台中五金百貨－潭子店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３段３９２號

速食 弘爺漢堡-潭中店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241巷2-2

冷飲店 水巷茶弄－台中潭子店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３０１號１樓

眼鏡店 得恩堂眼鏡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 中正路２３３號

冷飲店 十二韻 - 豐原三民店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00號

速食 弘爺漢堡-羽豐店 台中市豐原區豐勢路2段210號

冷飲店 拾覺細做輕飲-台中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六街５號１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