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家 地址

新饌榮座餐廳 彰化縣員林市至善街109巷2號

司普堤SPORTY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309巷18號

上煒醫療器材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台鳳路30號

盛發鞋城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311號

Abula阿不拉紅茶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二段149號

札凳手作早午餐 彰化縣員林市員東路二段147號

來來皮件旅行箱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新生路157號

天成智能自助洗衣 彰化縣員林市台鳳路16號

波曼妮亞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街79號

雅香珍餅行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民生路81號(第一市場口)

曼黛瑪璉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二段57號

香香茶業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647號1樓

優美華歌爾專門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2段6號

員湘園餐館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243號

渴嚐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五段182號

大吉茶飲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267號

KaiLin shop 彰化縣員林市龍富一街58號

韋誠動漫公仔屋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南街164號1樓

上明眼鏡生活館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184號

文宏體育用品社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53-2號

好消息衛星器材(股)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香山一路2號

沐森咖啡 彰化縣員林市成功路57號

塔帕司廚房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652號

暖暖美學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一段331號

美仕達香水美妝百貨站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一段331號

牛兄妹 彰化縣員林鎮三和里4鄰三條街333巷15號

員林酷派咖啡Zoes Cafe 彰化縣員林市惠明街196巷25號

吃得巧海苔飯卷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240號1樓

琬美花藝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309巷22號

姿婷SPA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南路207號2樓

山立茶業(山立高山茶) 彰化縣員林市東北里山腳路六段350號

伊高牛仔運動館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403號

「員林幸福卡」活動店家

(依實際現場提供悠遊卡之店家為主)



阿華爌肉飯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197號

大立康醫療用品 彰化縣員林市新義街306號

靜修小籠包 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73-5號

真愛美香水化妝品流行館-新生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275號

真愛美香水化妝品流行館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302號

員林市農會購物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462號

所在手作點心坊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202號

連雞肉攤 彰化縣員林市博愛路305-4號

仁愛眼鏡新生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里新生路261號

仁愛眼鏡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里中正路516號1樓

捷安特慶昇車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2段537號

台北和漢料理 彰化縣員林市員集路一段582號

安輪機車行 彰化縣員林市鎮興里山腳路三段247號

勁輪機車行 彰化縣員林市林厝里山腳路一段322號

朕亭泡菜鍋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794號

紅港紅茶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81號

圓石禪飲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52-11號

吳神父養生泡腳會館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476號

定謙百貨行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街88號

大胖當歸土虱攤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里育英路37-13號

水餃峯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124號

原味榖舞飲品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52號

光裕中藥行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103號

茶飯咖有麵子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2段381號

員林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大饒路543巷臨102號

上發文具廣場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一段388號

大印亮輸出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大仁南街12號

華成水煎包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二段552號

宥小孩寵物沙龍 彰化縣員林市大智街29號

食觀天下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四段518號

咏茗堂 彰化縣員林市東和里林森路75號

家彬機車行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建國路331-1號

采林智慧型農場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170號

小樹苗皮鞋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362號

黃家鱟殼炒蚵仔麵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路154巷1號

來來皮鞋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364號

彰聯超市 彰化縣員林鎮南東里員東路1段100之1號



扒穀扒穀燒肉丼飯外帶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中山路2段50號1樓

大千照相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112號

喜喜茶室港市茶餐廳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中山路二段48號

希拉歐式輕食餐廳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和平東街40號

天利食堂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三民東街277號1、2樓

NU PASTA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三民東街277號1、2樓

拎涼水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光明街231號

kickstar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三民街74號

鈦通訊殼便利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三民街60號1樓

.Com服飾 彰化縣員林鎮惠來里17鄰光明街107巷18號

清記冰菓室 彰化縣員林鎮三愛里10鄰永興街90巷1號之2

杏村谷茶坊 彰化縣員林市黎明里22鄰中正路91巷2號

宏恩眼鏡行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中山路1段747號

東昇超市 彰化縣員林市振興里員水路一段192號

純町養生飲品 彰化縣員林市黎明里13鄰南昌路13號

紅茶洋行員林南昌店 彰化縣田中鎮三民里1鄰斗中路二段545巷185號

好食雞炸雞店 彰化縣員林鎮惠來里12鄰惠明街75巷4號八樓

高野服飾店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光明路300號

中英鐘錶眼鏡行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三民街38號5樓之2

員林LOVE牛仔EDWIN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1鄰民生路177號

翔曲電器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南平街22號1樓

超亮眼鏡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487號

貨櫃麵攤 彰化縣員林市三義里10鄰中山路一段475號

嘉德名品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中正路525號

小白兔舞蹈用品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2段365號

廣城美現烤手工蛋糕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光明街223號1樓

阿貴夯雞排 彰化縣埔心鄉埔心村9鄰武英西路225號

登山屋戶外用品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016鄰中山路二段307號1樓

詮特眼鏡 彰化縣花壇鄉文德村16鄰溪南街165號

鴨董鴨肉飯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南昌路91號1樓

1985窯烤披薩員林創始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中山路1段761號1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員林新生店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110號

披薩工廠-員林廠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中山路一段822號

Lisa國際美學 彰化縣員林鎮忠孝里18鄰忠孝街296號

心月米膳坊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黎明巷65號

上宇林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2段326號

修護工廠手機維修 彰化縣二水鄉十五村11鄰員集路五段509號



皇品印度料理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大同路1段470號1樓

張記炸雞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南昌路62號

幸福販賣所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3段65號1樓

皇潮鼎宴禮宴會館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一段298號

莫忘鯛魚燒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12鄰成功路51號

雅麗芳皮鞋行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民權街11之1號

拉百士皮鞋行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光明街284號

昶勝電動車行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大同路1段408號1樓

愛幸福結婚用品百貨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里中正路416號1樓

草莓阿嬤的海鮮麵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28鄰新生路309巷30號

和成眼鏡行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里中正路440號1樓

醬吃炸彈蔥油餅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385號

可妍可鹽咖啡好茶真果飲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53號

牛魔坊牛仔服飾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5鄰三民街65號

台灣好內衣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民生路39號

銀櫃KTV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三民街45號2樓

燕麥豆豆養生甜品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路88號

佳妮服飾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路153號

玉津鄉烤土雞專賣店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三段326號

晴美學Sunny Aesthetics 彰化縣員林市三多里永興街117號1樓

台灣好內衣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靜修東路97號1樓

有片森林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三段417號1樓

科茂電腦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林森路332號

竹廣香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新興街112-1號1樓

東森自然美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大仁南街60號

傻瓜拌麵 彰化縣員林市浮州路二段632號

傳承古早味油飯 彰化縣員林市新興街77號

有朋快餐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12鄰大同路一段128巷23號

永明數位家電3C生活館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中正路471號

易購玩具王國 彰化縣員林市南興里惠農路197巷30弄臨37號1樓

誠泰男飾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12鄰光明街251號

象王製香廠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成功東路293號

一品園迷你火鍋專賣店 彰化縣員員林市新東街102號

象王製香廠員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成功東路293號

芥茉頂尖美甲沙龍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街295號地下樓

和平機車行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中山路2段21號1樓

HaRu燒餃子屋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靜修路46-1號1樓



春天服飾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里4鄰三民街60之12號

珍璽SPA時尚美學 彰化縣員林市大仁南街62號

彰南國民運動中心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里7鄰員林大道二段235號

季優團購異國零食-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里14鄰三義路15號

精誠眼鏡館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36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