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菓子烘焙坊 工研小鮮肉 咖啡平方 朝氣美濃

１７穀倉手工吐司坊 不要對我尖叫 咖啡學人 無人商店

２Ｄ咖啡 中一排骨 咖啡優先 無油無慮

５０嵐 中台世界博物館 季洋莊園咖啡 無飲

A Living Labb 中賓停車場 宙斯果霸 琲甞（興東店）

ＡＧＡ　ＢＵＲＧＥＲ 五國真湯 岬岬茶飲 窖藏

ＡＱ豬腳飯 元氣復合式 府中立體停車場 華爾家

ATCHILL 天東８６牛肉麵 怡樂咖啡 街頭咖啡

ＢＥＡＭ　ＳＯＤＡ 日日裝茶 拉亞漢堡 買你

Ｃｈａｎｄｕ讚都 日出茶太 旺角智能茶飲 逸慧實業

ｃｈｏｃｏ　ｃｈｏｃｏ 日初早午 昌旺亭 陽春麵店

ＣＨＲＩＳＢＥＲ ＣＯＦＦＥ

Ｅ＆ＴＥＡ
月見製菓所 杯子社 飯丸屋

Ｃｏｆｆｅｅ　Ｌａｗ 木桌子 林家當歸鴨 飯飯堂

ｃｏｆｆｅｅ　ｓｅｅｋｅｒ 木衛二　伊通鑄茶所 果霸茶 黑白獅

Ｃｒｕｘ　Ｃｏｆｆｅｅ 水巷茶弄 欣陶香 黑色香蕉

Ｄ－Ｐａｒｋｉｎｇ 水根肉乾 金茂宜 傻師傅湯包

ＦＬＡＳＨ　ＣＯＦＦＥＥ 水豚飲君子 金剛咖啡 嗜果汁

ＧＯＯＤ　ＣＯＦＦＥＥ 王子神谷 金茶伍 圓子玖舖

Ｈａｂｂｉｔ　ｃｏｆｆｅｅ 丘森茶室 阿不拉紅茶 奧利早餐

ＨＡＬＯＡ　ＰＯＫＥ 包子商行 阿特思精品咖啡 新東王麵包坊

ＨＡＯ‘Ｓ 北棲 青川麻辣燙 業安科技

Ｈｉｇｈ　Ｔｅａ 卡拉雞 青釉茶事 極屋牛井

ＨＯＯＨＯＯＭＡＳＫ 古丁 青豐巷 義崎丼

ikiwi趣味果飲 另果鮮飲茶 非晉 萬佳鄉

Ｉｓａａｃ 叩叩餐桌 便當人 萬波島嶼紅茶

ＪＩＴ快速剪髮 台灣心零售 南海茶道 蜂鳥生活圈

Ｊｏ、ｓ　Ｃｏｒｎｅｒ 台灣第一味 厚司好食 裕海鮮魚湯

ＪＵＪＵＢＯＢＯ 台灣聯通停車場 厚哩咖在 雋永邨

ＫＡＸＸＡ 四序空間 品妡烘焙坊 夢想廚房

ＫＴ　ＢＡＫＥＲＹ 夯豆早午餐 城市漢堡 滬舍餘味餐館

ＫＴ６６新比亨 巧滋小廚 帥哥魯肉飯 漢堡王

Ｋｕｎｇ　Ｆｕ 巨唐 恰迷紅茶 漢堡森林

ＬＡＬＥＹ　ＢＵＲＧＥＲ 布萊恩紅茶 拾覺細做輕飲 漫步藍

Ｌｅａｄｅｒ 弘爺漢堡 柚豆茶飲 漫渡拾光手作茶飲

ＬＥＶＥＲ 未來便當 津鹿堂 熊飲鮮茶

Ｌｉｔｔｌｅ 本菓綱目 派蒂漢堡 福豆養生豆奶

ＬｏｃｏＦｏｏｄ 正Ｕ島 珍茶苑 福爾摩茶

Ｍ！ＳＰＡＣＥ 玉雪 珍煮丹 精測ｃａｆｅ

ＭＥＮＩＰＰＥ 甘泉魚麵 祈源坊 聚。港時

ＭＩＮＩ。Ｄ 甘淋良茶 紅橘子 舞茶道

ＭＩＴＳＵＩ ＯＵＴＬＥＴ Ｐ

ＡＲＫ 停車場
甘蔗渣男 美吉登餐飲 輕晨日和

MUJI POCKET 甘蔗媽媽 美村尼克 輕鬆餐廳

Ｎｅｘｔ　Ｓｔｏｐ 田果茶 胖老爹美式炸雞 銀穗喝什麼(Ｋａｐｉ)

Ｎｏｔｃｈ咖啡工場 甲一飯包 迪比科-ｃｏｃｏｂａｒ 銅遠未來

ＯＷＬｏｃｋｅｒ智慧型寄物櫃 甲文青茶飲 風聯網 劉家肉粽

Ｐｉｌｏｔ　ｉｎ　ｃａｆｅ 白巷子 食分樂 嘿布朗咖啡館



Ｑ　Ｂｕｒｇｅｒ 禾孟壽司 食時在在 墨咖啡

ＲＯＬＬ 禾壽司 首爾Ｎｕｎａ 墨虎咖啡

Ｓ。Ａ。Ｗ法式手作甜點 立里國際(自販機) 香草老爹 德克士脆皮炸雞

ＳａＧｏ 吃雞 香港茶水攤 果果迪水果茶飲

ＳＵＢＷＡＹ 吉旺財 原味錄 樂帕鍋物

Ｔ４清茶達人 吐司男晨食專賣店 唐棉 樂芙達

ＴＥＡ‵Ｓ原味 多加精緻早午餐 旅禾泡芙 樂錢嘟

ＴＥＣＯ　Ｓｍａｒｔ智販機 好事咖啡 時咖啡 歐爹ｌｏｎｇ

ＴｏＤｏ早午餐 好食廚房 時待咖啡 歐特儀停車場

ＴＯＵＣＨ　ＣＡＦＥ 宇宙生煎 桃園市運動中心(自助購票) 潮味決

Ｔｕｕ　Ｇｕｕｄ 早安山丘 浩克健身早餐 澎澎先生

ＴＷＩ　Ａ　ＣＯＦＦＥＥ 早安公雞 海海洋 熱胖子

TWO SHOTS 早安好食光 烏弄原生茶飲 緣心豆花

ＵＫＩＹＯ 早起５分鐘 秘方雪人兄弟 蔗世界

Ｗａｆｆｌｅ　Ｐｌｅａｓｅ 有面子鍋燒麵 耘享濃豆乳 蔗點子

Ｗｏｏ 池上木片便當 茶思飯想 蔬食８

ＹＯ　ＣＯＦＦＥＥ 竹東排骨酥 茶道序 醋瑝茶(醋頭家)

Ｙｏｕｒ　Ｄａｙ 米殿手作 茶聚 樸樂咖啡

ＹＯ鮮格 羊一茶 貢茶 橋北屋

一芳水果茶 羽上茶飲 軒苑 澧茗號

一漾茶飲 老盧食光 陞暉恰運轉所 濃一豆乳

一顆蛋·糕 自己來紅茶 高雄捷運Ｒ２４停車場 燒肉ＭＥＮ

七年三班 自在軒茶坊 停易適停車場 磨豆傳奇

七盞茶 西羅亞 啡饗咖啡 磨境

九茶 佐鄞系統(新下街停車場) 圈外咖啡 糖奶奶

八方雲集 何方雞 曼士茶 蕃茄村Brunch＆Café

八珍玉食 何爺獨創料理 梁社漢排骨 貓咪日和咖啡屋

十二韻 利客坊芝士奶蓋 梅英麵 錢糖潮茶飲店

十三月 君飲咖啡 淳心製麵 錦碩股份有限公司

三三活力 宏野食堂 清原 癈墟早午餐

三兩三雞肉飯 宏陽停車場 清霖茶莊 聯邦自販

三商巧福 找到咖啡義法料理 甜弄 購碼智慧

三創數位停車場 找餐店 盛夏冰菓 鍋三億

三顧茅廬 杜芳子 統元豆花 鍋潤發時尚湯鍋

上課吃早餐 每刻餐飲 翎瓏水 霜江茶行

下港滷肉飯排骨酥 沅沅豆乳 通化街米粉湯 鮮五丼

丸作食茶 狂野韓式炸雞 頂呱呱(劍潭店) 鮮食廚房

大井震波咖啡 良師塾 麻古茶坊 鮮橙Ｃ

大成美食 良益碗粿 傑克漢堡 嚕娜咖啡

大佬堂 芋芋甜點舖 凱維司 禮采芙

大長龍小龍湯包 谷咕谷 博客咖啡(cafe Barco) 簡塑慢行

大苑子 豆吉豆乳 喜得炭火 藍鵲ＬａｎＣｈｅ

大將金角 貝思堤 喫堡早午餐 轉角吃

大龍棧餐飲 邦柏智慧科技 喬治派克 雞大王

女力蔬果飲料店 里洋烘焙 堤亞漢堡 雞跩哥

小丸煮 享樂咖啡 壹等葉 鬍鬚張



小方杯手作茶 京站實業停車場 必勝客 寶晟科技

小角落茶舖 京簡康 肯德基 寶碧客棧特調飲品

小約翰 來利Ｑ 富聯富 覺咖啡

小船故事館 侑停系統 就愛購 騰雲科技(自販機)

小黑糖 初飽滷大腸麵線 普客二四停車場 鐵牧珍

小廚櫃素食 麥當勞 智唯股份 魔力手作茶

山姆安娜 咔嚓羅馬披薩 UNIBUY智販機 觀茶入微

山發物業停車場 咖啡小劇場 朝思慕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