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養生活力生菜捲 素食地瓜球 珍珠芭樂

包蛋深海旗魚串 可麗餅 叫小賀地瓜

白糖粿 宜蘭蔥餅 麻辣臭豆腐

黃家炸蛋蔥油餅 青蛙撞鮮奶 法國麵包

123加熱式滷味 香港雞蛋仔 楊家潤餅

速肚與雞情 清香素食麻辣燙 龍閣東山鴨頭

天使紅寶蔓越莓 印度拉茶 傳統古早味

雄記蔥抓餅 玉米妹煎餃 美鳳點心

大腸麵線 阿寶香酥芋丸 蔬菜蛋餅

蚵仔麵線．臭豆腐 大華牛排 QQQ粉圓冰

回味麵煎餅2 公館滷味 回味麵煎餅

公館煎餃 通哥日式串燒 魷魚焿

鋼化膜 章魚燒 公館素食鹽酥雞

阿佳碳烤 阿國玉米 鮮翠芭樂

冰品豆花 古早味蛋餅 潮飲

印度甩餅 義式帕尼尼 英特拉-小楊脆腸

十甲阿豆仔 東石蚵仔包 龍哥無骨雞腿排

BOSS沙威瑪 公館麻油雞 阿郎鹽酥雞

劉家玉珍珠現烤玉米 吳記排骨 QQQ粉圓豆花

公館生機沙拉船 仙滋味 KK肉骨茶

阿二鹽水雞 日式車輪餅 家鄉滷味

天婦羅口味香雞排 日船章魚小丸子 牛二哥牛排

鳥蛋達人

082菇之居 阿珍鹹水雞100 范太太赤肉飯

李記現悶現烤玉米 旺來蛋糕 童年木瓜牛奶019攤

曾家鮮果汁 洪記烏龍麵 168純鮮飲

歐帕醬醬雞 童年木瓜牛奶114攤 就愛豆乳雞

暗光鳥現烤脆皮雞蛋糕 中國結藝術中心 季哲廣東粥

宏玲精品娃娃 知高飯 生鮮綜合水果

路攤壽司屋 馥陽鍋貼水餃 潮社冰品

大大燒烤 蓮飲料吧 龍傳客家放山雞莊

詹記水果 元氣果汁 日船章魚小丸子

飄香牛肉麵 秋雲潤餅 深海郭魚湯

山東赤肉蒸餃 龜山島阿興現撈海產 歐家果汁

阿諾可麗餅 古早味糖葫蘆 林記煎餃

「2022臺北夜市打牙祭活動名單」悠遊付活動店家

(依實際現場提供悠遊付之店家為主)

公館夜市

寧夏夜市



乾燒蛤 寧夏魷魚王 To Go Tea

大鐤肉焿 寧夏碳烤鹽酥雞 發發東山鴨頭

牛媽媽 ㄚ米韓式熱狗 塩烤鮮蝦

冰哨酪梨果汁 純鮮奶雞蛋糕 感恩牛羊肉小館

蚵仔煎大王 寧夏牛排 千歲宴

陳記九龍城香港茶 慈音阿婆飯糰 范太太赤肉飯038

幸花明太子起司烤餅 古早味愛玉 魏祥記燒麻糬冰

慈音古早味阿婆飯糰 月氏激蛋蔥油餅 雞房重地/名陽精品百貨

葉記青草茶 兩桶半米苔目 鳥蛋達人

鴻記蔥餅捲 先來厚道章魚燒 四季青果汁

阿妹海螺鳳爪(13號) 現打西瓜汁 水果果汁

黃金城黃金薯39 紐奧良去骨雞腿排 品茶軒

芋包芋 搖滾地瓜球 紫米牛奶

搖滾地瓜球 甲上仙草冰．現炒栗子 小巷一沙拉船

鹽烤杏鮑菇 火烤厚切牛排 你好!台灣地瓜球

爆漿骰子牛 士林夜市牛五花 甜蜜紅茶

雅米花生捲冰淇淋 干單食堂 里長伯(店)

里長伯(攤) 阿妹海螺鳳爪(120號) 豬肝榮仔

頂級芭樂專門店 大鶴茶 洪記刈包

町菇之/台灣豬肉香腸 芋頭牛奶/火焰德國豬腳 美華現煮海鮮麵

王家生炒魷魚羮 甘記燒仙草刨冰 圓環邊蚵仔煎

柴進來雞蛋糕 小春樓滷味 老牌魷魚焿炒米粉

兩點綠豆沙+車輪餅 順記一品臭豆腐 鮮橙飲

炒飯郎 瑪拉桑香腸 順路來紅燒肉焿

串串人森 燒麻糬 老牌豬血湯

大川沙茶炒羊肉 古早味甘蔗汁 放羊吃草新疆羊肉串

東港旗魚串 彈珠遊戲機 宏玲彈珠台

宏玲親子砲台 神槍手 宏玲彈珠台2

東石鮮蚵 嘉義火雞肉飯 環記麻油雞

寧夏鐵板燒 好吃羊肉 兩點綠豆沙

北港冷凍水餃 兩喜號 佳味亭蔥抓餅

山內雞肉飯 厚道丼飯 橘太郎爆漿雞蛋糕

鈺師傅上海生煎包 銘鄉豬高飯 壹魷味境

中華刈包 林家古早味油飯 南機場營養三明治

基隆黑輪綜合甜不辣 相思雞鹹水雞 曉迪筒仔米糕

馬蔥餅、馬祖奶茶 榕樹下鞋攤 好雞匯鹹水雞

九龍城香港茶 林家炸臭豆腐店 王師傅芋頭粥、芋頭米粉

台灣第一家碳烤鹽酥雞 沙茶炒羊肉 魷魚焿

八棟圓仔湯 康師傅海鮮什錦麵 好了啦超大杯

台灣的味鹽酥雞 洪記鹹粥 小上海香酥雞

南機場夜市



港仔城雞蛋仔 阿霞女鞋 榕樹下排骨大王

英姐黑糖珍珠鮮奶 李記紅茶冰 富發牌

豐味手撕雞 捲捲村冰淇淋 安心越南烤肉-越南麵包

如意黑糖剉冰 古早味碳烤玉米 福州麵
魏家豆花 大腸包小腸 小都都水煎包

扁食園 鮮菇道 林記米粉湯

夫妻飯莊 十方苑手工製作北方麵點 好了啦紅茶冰

錦記蒸餃專賣店 好吃炸G 油飯桶

汕頭老牌四神湯 台南鱔魚意麵 豆花嫂

老程麵店 牛爺爺生炒沙茶牛肉店 歐陽麵店

橋頭壽司 延三碳烤 日船章魚小丸子

新營人牛肉 口福魯肉飯 周胖子鮮果汁

好雞匯鹽水雞 鐵板炒飯．蚵仔煎專家 旗魚新竹米粉

延三蚵仔煎 老攤鯊魚煙 大橋頭潤餅

麻辣鹽水雞 東石鮮蚵 大橋町目米食館

興銀飾品(1) 姊妹拖鞋 天玉精品皮飾

甲林鐵板燒 正南服飾 阿惠髮飾皮包

寶嫂皮帶皮夾 辣炒年糕 口吅品麻辣鴨血臭豆腐

龍哥鍋燒意麵 通伯藥布 謝老闆聚樂部

茂生唱片 玉娟唱片 射水球

艋舺蜜餞 襪子毛巾 阿城藝品店

滿足大腸煎 廣州蚵仔煎(1) 廣東蚵仔煎(2)

萬華玩具 冰涼小舖泰式木瓜絲 阿好嬸古早味紅茶冰

金城遊戲臺(1) 純純女內衣 / 瑞祥皮件 名神服飾

龍哥鍋燒意麵 營養三明治 天玉精品皮飾(1)

笠茗茶行 天誠足體養生館 彩元商鋪

麥記滷味 金城遊戲臺(2) 大順服飾

森豪鐘錶 臭博士臭豆腐(2) 阿伯球鞋

小希少女服飾 寶哥白甘蔗汁/ 寶弟手機配件 𡍼炭甘蔗汁

新南服飾 龍哥飾品 阿當服飾

名神 發財古董 儒鹹酥雞

不二家皮鞋店 菲菲遊樂園 吳記排骨酥

不二家西褲專門 CoCo精品香水 小林通訊配件

艋舺牛排館 199服飾 IRENE時尚精品

粒的彈珠台 金南服飾 果汁

興銀飾品(2) 瑪拉桑山豬肉香腸 甲林鐵板燒

小白牛仔褲專門 玉東山鴨頭 美女男飾

秋子彈珠台(2) 廣州街鱸魚湯 阿嬤烤玉米

雞肉飯、藥燉排骨、刈包(華家藥燉排骨)

延三夜市

廣州街夜市



裕南服飾 沙威瑪 藍海戀手機配件

第一好吃珍珠玉米 百元皮帶(2) 純純女內衣

秋子彈珠台(1) 萬代福鐘錶行 阿容皮包

光元商舖 靚錶閣 玉寶古董

時光堂皮飾 眼鏡手套帽子 素食涼麵

金城遊戲臺(3) 咪那臭豆腐麵線羹 初味紅豆湯圓

西藏文物 天龍香茅油 萬華睡衣襪子

素食臭豆腐麵線 臭博士臭豆腐(1) 芒果剉冰

福茶 老施炭烤 朋友茶具

建南服飾 秀秀精油 百元皮帶(1)

順哥精品服飾 ㄚ茹的店 新記手工煎餃

龍鳳唱片 春美梅干控肉飯 上等玉珠寶

亞洲鼈店 玉幸美甲 陳宏昌檳榔飲料

三和果汁 清泉號 安平鱔魚麵

玉幸美甲 北港甜湯 金玲美甲坊

北海道新鮮尤魚 源芳刈包 歐亞時尚名店

阿坤鯊魚 阿珠香菇肉焿 關東煮 日本料理

時光堂眼鏡打火機店 夫妻檔 甘蔗汁

市多利鐵板燒 台南擔仔麵 順利清粥小菜

大龍精品服飾 大鐤肉羹 魷魚焿

銀座 郭家炒牛肉 日興牛肉

進源書局 久雅高級皮飾 唐家班精武鴨脖

華慧檳榔 銓欣足體館 華西五金行

原汁排骨湯 紅錦美甲 京城工藝

華西街珍果 艋舺元祖胡椒餅 天天生炒牛肉

華玉美甲 勇伯米苔目 天天微笑

元祖燒酒蝦 客家美食小吃館 金城足體健康會館

明川便當小菜 黃牛肉麵 佳潤水晶店

奇根皮鞋店 通記陽春麵 醉華樓菜館

粒妃專業美容 蒸好吃(排骨酥湯) KAWA COFFEE 華西店

足御健康養生館 環球足體養生館 清河商行

馬家莊便當 祿承坊足道養生門 昶鴻麵點

帝王養生足道會館 阿蓮檳榔 老麵餡餅．韭菜盒

三代紅燒豬腳飯 金格皮鞋 夜夜生炒牛羊肉

雅玲美甲 美容美體

吳家胡椒餅 阿華蔥抓餅 香港龜苓膏烏梅釀

男哥男嫂現削水果吧 陳媽媽豬血糕 好日果汁

當季水果 日船章魚燒 古早味涼糕新港飴

廣龍通訊 土豆龍花生捲冰淇淋 建鴻服飾店

華西街夜市

艋舺夜市



阿珍滷雞腳 少年欵懷舊碳烤玉米 南洋沙嗲雞肉串

阿慶沙茶魷魚蒜 八仙果鋪 桃爸の串燒

阮氏越南麵包鋪 158菱角花生 小辣椒古早烤魷魚

欣欣衣服 深坑碗哥臭豆腐 古早味仙草愛玉

喬陽通訊 傳承家鄉滷味 涮嘴鹹水雞

龍山蚵仔煎 天美茶莊 帥哥飲料吧

萬國魯味 小鳳有約 艋舺祖傳地瓜球

艋舺現炒葵瓜子 阿德運動保健 香娥鞋業行

現炸花枝丸 古早味麻吉菜燕 元品五金行

當季水果糖葫蘆 阿靖服飾 難忘胡椒蝦

蘇適襪業 秀蘭姨鹹水雞 古早味麥芽糖

金像獎五金百貨 傳奇黃金地瓜球芝麻球 三和武大郎蔥仔餅

吳家胡椒餅 麵姐姐手工赤肉羹 古早味雙胞胎

澎湖烤魷魚 深海大魷魚 坦襪品行

現炒花生 陳媽媽仙草冰 留香豆干之家

好日果汁 古早味麥芽餅 阿盛手機維修站

東港旗魚串 九億現炸排骨酥 雜物鋪

虹花鹹水雞 福哥花生菱角 兩喜號總店

丸田飛碟燒 時尚帽藝 傳統雜貨部

古早味涼圓 艋舺紅豆餅 越南春捲

尚霖藝品店 艋舺狀元糕 一條根經油貼布

金艋舺紅豆餅 手工麻糬 涼圓菜燕

平口內褲 六順香舖 維尼炸雞排

地勢灘烤玉米 施家碳烤玉米 林記糖炒栗子

古早味冬瓜茶 W哇襪襪子專賣店 建鴻男裝精品

民室內拖鞋 秀蘭姨鹹水雞 施家碳烤玉米

阿嬌烤魷魚 花格格魚蛋1窩 一條根

台灣室內拖鞋 艋舺薑母茶

好吃鹹菜鴨 魚過魚湯 鱔魚炒麵

大亨涼麵 香香快炒 七年級藥燉豬腳花生排骨

阿亭生魚片 燒麻糬 脆皮臭豆腐

刈包吉 香菇豬腳 人蔘雞湯

鹿港排骨湯 五角羊肉 龜山島

阿華生魚片 鐵豆(全牛之家) 和風現炒

友家生魚片 生魚片 本地牛肉

正老牌炒鱔魚 梧州蚵仔煎

士林花花oppa帆布包 卡通精品 Master Mi

NO.39 通訊無阻手機維修專門店 蜜酥雞排
Lova accessory 可口鬆餅 阿伯襪子

士林夜市

梧州街夜市



寶寶串串BaoBaos BBQ Dream1009手機配件一店 what the fun 小商行
RIBBON 時間衣著坊 依姿邁服飾店

冠魚蛋小屋大東路分店 好朋友麻辣涼麵 萬家翔食品
Sharon 柚子先生 甜心兒內衣店

080黎波里 小Ken先生 士林車輪餅
2PM 阿輝麵線 大拇指一口煎
myself 宏國皮件行 捷揚通訊器材行

柏儷鐘錶精品店 辣椒比牛大加熱滷味 WOODSTUCK

mina女裝 雙魚寵物 波 の舒芙蕾
WEI HOUSE 小太陽童裝 台灣燒肉串/大腸包小腸

sammi小舖手機殼 巧咪防尿防水墊 周淑文
g.co WEIWO 食在好味美食廚房

Fan x Tong童裝 麥琪服飾精品 乾燒蛤
Ding Crystal Kelly Shop 炸鮮奶

MR.Hugo手機殼 忠誠號 手機超市

士林胡椒蝦 Ailee 男裝 黑金石珍珠包穀(玉米)

廖思婷 邑特皮件店 SNOWAVE浪花捲

YCB服飾 歐品香廚餐坊 Killer007

吳欣怡 老大薯條 佩佩屋

玉雲的店 February 玩漾創意手作

丞祖胡椒餅 文林生煎包 魚池貳壹-士林店

鐵布衫服飾坊 12服飾 公仔店

秘食 永華童裝 美人果汁

WOW精品女鞋 阿囉哈柳橙檸檬 歐巴熱狗

口吅品大東店 台灣涼茶 台灣涼茶二店

晶棧熱炒 Bingo冰果 士林鄭串燒臭豆腐

浩克甜品 123涼麵亭 壹咖啡

一帖漢方麻辣燙 巨星服飾 雅琦行

士林小吃店 王家豬血糕 美式熱狗堡

士林超大顆射氣球 日船章魚小丸子 小慧飾品

藍斯町皮鞋 王子起司馬鈴薯專賣店 珍鮮海皇螺

起司鮮蝦蛋 明洞韓式熱狗 B棟太太
亞米亞米仙草奶凍紅茶專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