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者名稱 地址
新光三越台北天母店

環球購物中心南港店

新光影城-台南西門 台南市西門路1段658號7,8,9樓

新光三越高雄三多店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2段20巷5號B1

環球購物中心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 122 號

樂法美食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興珍里五工六路28號2樓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店

伊是咖啡

黑橋牌企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南區彰南里中華西路1段103號

新光三越嘉義垂楊店

中友百貨-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福和里台中港路3段123號28樓之2

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1段1號

聖娜多堡

新光三越台南西門店

SOGO敦化店

拿坡里炸雞

金金廣連鎖企業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232號2樓

歇腳亭茶飲連鎖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3段50巷7號1樓

揚秦國際企業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1號

新光影城-台北獅子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4樓

幾分甜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24號

達美樂

新光三越台北南西三館

環球購物中心林口第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2號

石尚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2段212號4樓

環球購物中心A19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二段352號

必勝客

金典綠園道商場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7樓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07號20樓

義美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29號2樓

SOGO新竹站前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87號6樓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二館

潤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路11號

美廉城超 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4號地下一層

宜蘭縣政府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三商大美折扣超市

互愛文化志業(股)公司

微風三總商店街

宮廷餐廳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169號13樓之1

統一多拿滋

比漾廣場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238號

酷聖石

SOGO高雄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87號6樓

尚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頭份鎮東民路5街3號2樓

環球購物中心屏東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 122 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二館

SOGO忠孝店

拿坡里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45號5樓

新光三越台南西門二館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1段658之1號

丹堤咖啡

新光三越台北天母二館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200號1樓

義美吉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2段88號9樓

台北101百貨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7號59樓

台灣吉野家公司

誠品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204號B1

比漾廣場台南分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61號

微風廣場實業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1段39號

誠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204號B1

微風廣場-北車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1段39號

勤美誠品綠園道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85號4樓

iFG遠雄購物中心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99號3樓

新光三越台北南西店

京站時尚廣場

SOGO天母店

正忠排骨飯(享諨)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36號

三商巧福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45號

寶鼎餐飲事業_股_公司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二段156巷22號

新光三越台北站前店

頂呱呱國際(股)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37號15樓

新光三越桃園大有店

華膳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縣蘆竹鄉海山路2段156巷22號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2段20巷5號B1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四館

新光三越桃園站前店

東海大學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3段181號

水巷茶弄精緻茶飲連鎖 高雄市楠梓區創新路61號

台灣大食代餐飲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三街281號1樓

新光三越台中中港店

天仁茶業

新光三越台南中山店

歐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12巷13號

潤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七段369號&amp;amp;#40;A棟6樓&amp;amp;#41;

SOGO中壢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87號6樓

品川蘭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45號

新光三越高雄左營本館

(頂呱呱)吟桂(股)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39號15樓

食祿軒餐廳慶城分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號

揚秦國際企業公司加盟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1號

美廉社

樂金食品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15號

新東陽



業者名稱 地址
新光三越桃園大有二館 桃園縣桃園市民光東路81號B1~2樓

都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12號8樓

潤泰百益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308號11樓-1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中園路2段501號

肯德基

棉花田生機園地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3號11樓

新光三越台北信義三館

SOGO新竹巨城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87號6樓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6段481號2樓

福勝亭 台北市建國北路二段145號

環球購物中心林口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復興一路8號

心樸市集 台北市建國北路2段145號

美麗華－天母

麗鑫百貨(麗寶outlet)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里福容路201號

微風台大醫院

怡客咖啡

統一星巴克

康是美

潤泰旭展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308號11樓之1

台茂購物中心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一段112號1樓

環球購物中心新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1~4樓

米諾瓦咖啡 新竹市明湖路980之6號1樓

SOGO復興店

鮮五丼 台北市建國北路2段145號

山崎麵包

清心福全-平鎮義民店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98號1F

梧籽檸檬蔬食館 台中市大甲區水源路528號

拉亞漢堡竹北民權店

不要對我尖叫－高雄裕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１１９０號１樓

50嵐(杭州店)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95號

八方雲集蘆洲永樂店24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50號

My CAFE 新竹市北區水田街92號

COCO都可北投中和 台北市北投區開明里中和街280號1樓

八方雲集桃園大有店 桃園縣桃園市大有路505號

大苑子－安平郡平店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１７１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台中英才 台中市北區英才路185號1樓

張大帥餐飲店 新竹市東區金山六街8巷8號

四海遊龍-伊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66-4號

鬍鬚張台北華山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船家堡 臺南市安平區王城里效忠街71號1樓

茶聚－雲林中正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正路１４４號１樓

大石小樹洋食廚房 花蓮市明智街71號

早安美芝城-新興活力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264號

COCO都可-北投中央北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31號

路易莎咖啡-板橋特區 新北市板橋區區運路105號

八方雲集林口中正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136號(燦坤)



業者名稱 地址
千睿餐飲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東街109號2樓

勁庭院麵館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02號1樓

茶湯會彰化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村瑚璉路147號

女人花KTV 花蓮市德安二街27號

Coffee String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441-12號

大苑子－五甲自強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１５７號１樓

50嵐-埔心中興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103號1樓

LOUISA COFFEE -忠孝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竹北中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53號

天明製藥農科觀光工廠 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6鄰神農路3號

五井拉麵大里店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645號

台灣第一味－彰化溪州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３段３０３號                                                                                          "

麥味登彰化建國店 彰化縣彰化市建國東路29號1樓

水雲堂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1號1樓

摩斯漢堡-新店安德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大溪慈湖店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24號1樓

高烈堂沖繩黑糖咖哩、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４９２巷１２號

美食展-廟口海產小吃 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5段212號

LOUISA COFFEE -庫倫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36、238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平鎮龍 桃園縣平鎮市龍南路３３６號

CoCo都可-深坑店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里埔新街92號1樓

鮮茶道-中興大學店 台中市南區學府路10號

SUBWAY板橋埔墘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62號

梁社漢竹北中正西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13號1樓

馬可先生草屯店 (542)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844號

八方雲集新莊中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34號(新莊體育館)

同益肉店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1樓永樂市場1079號

LOUISA COFFEE -七賢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30號1樓

鮮茶道龍潭東龍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68號

迷客夏-勤美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31號

摩斯漢堡-礁溪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一口田書店 屏東縣潮州鎮仁愛路３２號１樓

清心福全-溪湖彰水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273號

空杯國際-青年店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34號1樓

麥味登北市松山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241號

SUBWAY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36號

悟饕花蓮站前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一路111號1樓

Cura Pizza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8-9號

八方雲集新店中興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7號

LOUISA COFFEE -林口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2段217之1號

JAMS TEA 詹姆．詹姆0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76號

摩斯漢堡-豐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台中三民店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57號

鮮茶道-楠梓常德店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12號

Q Burger-永和得和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72號

麥味登三重車路頭店 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87號



業者名稱 地址
TEA’S原味青雲店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213號1樓

梁社漢竹北莊敬店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五街11號

吉野咖啡 花蓮縣花蓮市成功街206號1樓

悟饕台南金華店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里金華路3段7號1樓

一芳-台中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258號1樓

新東陽台北機場一樓專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３９０號（３４０之９號第一航廈） "

茶湯會(總部)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161號3樓

八方雲集基隆東信店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58號

福圓號-汐止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MR.WISH 崇德漢口店 台北市北區崇德路一段540-4號1樓

摩斯漢堡-桃園縣府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小螺波螺螄粉

CoCo都可-新莊豐年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15號

小豬漫步手作廚房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民權路29號

麥味登大里德芳店 臺中市大里區德芳路一段47號1樓

Q Burger-士林忠義 臺北市士林區忠義街113-1號1F

麥味登北市八德台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崙里八德路二段354號1樓

八方雲集竹東中豐店31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11號

手作功夫茶-羅東公正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里公正路290-1號一樓

悟饕宜蘭南方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江夏路20號1樓

欣欣大眾市場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２４７號

白巷子-中正店

CoCo都可-新海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05號1樓

麥味登烏日明道店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523號

水巷茶弄高雄熱河店N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３８４號１樓

八方雲集新竹中華店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648號

Teas原味 蘆竹奉化店 桃園市蘆竹區正興里奉化路54之2號1樓

早安美芝城-新店光明

HOU－信義敦化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7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三民區灣華里建工路５９０號

覓食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１３８號地下１樓

瓜瓜園地瓜生態故事館 ７１２臺南市新化區全興里中正路１２７巷３１號

Singleinn單人房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67號地下樓

馬祖藍灣景觀餐廳 連江縣南竿鄉珠螺村4鄰52號

北投阿貞 台北市北投區大興街23巷25號1樓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桃園市桃園區南門里三民路三段264號

meet遇。咖啡&蘋果

SUBWAY(嘉義站前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50號1F

麥味登草屯財神店 南投縣草屯鎮明正里忠孝街322號

水巷茶弄-台北吳興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28號

唐棉－平鎮南平店 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９２號１樓

Q Burger-永和永元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124號1F

布萊恩紅茶安平店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７０９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里廣州一街１４１號１樓

艋舺雞排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78號

LOUISA COFFEE-和平門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一芳-花蓮中華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55號1樓

Mr.Wish 鮮果茶玩家永 台南市永康區大武街49號1樓

白巷子-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東關里中山路384號1樓

大潤發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東庄里18鄰自強路230號1樓及地下一樓

麥味登台南水交社店 臺南市南區水交社路10號1樓

素食緣 苗栗縣頭份鎮忠孝里建國路81號

圓味壽司草屯中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182號

茶茶GO飲料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36-1號

Subway 士林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５５巷２２號１樓

馬家麵線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伯玉路二段159號

LOUISA COFFEE -蘆洲 新北市蘆洲區正義里長榮路４１２號

清心福全-中和圓通店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56號

甘蔗媽媽-青海店

Q Burger-西屯烈美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96-20號1-10、1-11

海灣綠洲 新北市石門區楓林路25-1號

一芳水果茶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昌一街47巷37號

梁社漢中壢環中店320U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317號

荷蘭雅妮鬆餅屋 花蓮市東興一街124號

福利麵包-東湖門市 台北市民權東路六段304號

秘食咖啡-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606號

思茶新竹民族店 30043新竹市東區民族路208號

阿城鵝肉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１０５號

四海遊龍-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1段114號

清心福全-士林文大店 台北市士林區光華路26巷4之2號

統元豆花一中育才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北路42號1樓

Q Burger-新莊民安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35號

悟饕三芝民生店 新北市三芝區民生街40號

一魂拉麵 雲林縣虎尾鎮新吉里立德路137號

八方雲集楊梅武營店32 桃園縣楊梅市武營街6號

豐川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四段632號

季洋莊園咖啡-成功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1號

八方雲集中和中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巷45弄2號(永平國小)

自在軒－中華南路店 台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一段１５７號

珍煮丹－台北合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１５２號１樓

大漢堡手工蛋餅 10361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31號

四海遊龍-埔頂店 新竹市東區埔頂路32號

Cafe de Allure 薾鹿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西二街25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后綜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883號

九妹NINE NINE茶飲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492號

迷客夏-屏東民生店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東路48-1號

悟饕大灣二店 臺南市永康區東灣里大灣路418號1樓

馬賽克廚房 台中市西屯區上安里上仁街106號1樓

收藏天地寧夏店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8號1樓

客徠食 台南市中西區大埔街８９巷５３號１樓

貝特覓better me 彰化縣北斗鎮西德里民族路229號1樓

自在軒－嘉藥店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１段８０號



業者名稱 地址
上城糕餅小舖股份有限 台北市中山區 復興北路３７０號１樓

茶涎南港店

LALOS Bakery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32號5F

英雄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39號10樓

CoCo都可-桃園大同店 桃園縣桃園市武陵里大同路41號1樓

時代芋冰城 嘉義縣六腳鄉崙陽村崙子187號

男子漢鐵人火山丼_

麥味登大溪康莊店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242號

清心福全-八德廣福店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60號

沁采生活美食館 台中市東區進德北路38號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中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06號

八方雲集汐止茄苳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57號

大苑子－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１８０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1段726號1、2樓

怡客咖啡7407 台北中正區南昌路1段155號1F

CoCo都可-新竹金山2店 新竹市金山16街2號

好食基美式炸雞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二段40號

利達豆花

麥味登樹林秀泰店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三段160巷46號

自在軒－永康中山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３２之２號１樓

50嵐(鶯歌建國店)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03號

拉亞漢堡－文山景福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２６９號

傑克漢堡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150之1號1樓

COCO都可汐止樟樹 新北市汐止區厚德里樟樹一路137巷2號

八方雲集桃園桃德店 桃園縣八德市桃德路151號

早安美芝城-八德介壽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214號1樓

小窗口手作茶坊

台茶一號

逸軒咖啡(泰山仁德店) 新北市泰山區仁德路132號

四海遊龍-台中雙十店

TEAS原味-嘉市嘉基店 嘉義市東區保忠二街258號

馬可石牌店 台北巿北投區東華街2段6號1樓

日月亭-員和停車場

金山郭花生糖專賣店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77號

50嵐(政大店)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3號

慶祥創意慶典百貨 花蓮縣花蓮市主學里中正路255號1樓

許燕斌手作烘焙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里中平路274號

路易莎咖啡－中堅門市 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533號1樓

鮮茶道-成大育樂店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156-2號

八方雲集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59號(捷運淡水站)

大苑子－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２段６０３號１樓

億國餐飲店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大同路356巷44號

玖仰茶食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光正里０１３鄰龍安路５１０號９樓

佳世福有限公司華航修 桃園市大園區埔心里航勤南路15號

鬍鬚張台北民生店 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12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茶湯會雲林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福興里中山路142之1號 "

喫茶小舖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55號1樓

50嵐-竹北福興東店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62號

池上木片便當中華一店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２段３９巷６號

頭城餐飲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路125-1號

清心福全-淡水沙崙店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20號

財團法人喜憨兒基金會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15號6樓

鮮茶道-北市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4號

弁當工場台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344號

八方雲集新生仁愛店10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22-3號1樓

達利早餐秀朗店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二段96號

金芝小吃店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209號

麥味登台中新社店 台中市新社區新社里興安路9號

茶湯會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榮樂里長春路二段18號一樓 "

50嵐-后里四村店 台中市后里區四村路106號

清心福全-玉里中山店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二段66號

LOUISA COFFEE -民權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中 新竹市中正路276號

CoCo都可-三峽和平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40號

清心福全-彰化彰南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一段270號

鮮茶道-觀音成功店 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一段733號

正好停-市民延吉站停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八方雲集台南富農店71 臺南市東區富農街一段193號

AP203bar萬大店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23巷18號1樓

馬可先生澄清店 (807)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50號

珍煮丹－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７５號

龍形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二段150號

迷客夏-新竹建功店 新竹市東區軍功里建功一路２８號1樓

摩斯漢堡-基隆站前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信義福德店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62號

迷客夏-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257號

Q Burger-中壢中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2號1樓

CoCo都可-五華2 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1176號1樓

SUBWAY敦化和平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50號

梁社漢永吉店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82號1樓

浩克健身早餐。宵夜－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２０９號１樓

鐵支路早午餐 宜蘭縣冬山鄉中華路２３號１樓

迷客夏-雲林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52號

摩斯漢堡-南京光復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東煮飲料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東路13號

LOUISA COFFEE台南復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里復國一路３３９之１號、３３９之２號１樓

鮮茶道-麟洛中山店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200號

Q Burger-汐止康寧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24號

麥味登軍福16路店 台中市北屯區軍福16路356-6號1樓

八方雲集淡水大忠二店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8號

倚樂屋 台中市西屯區大恩街20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潮星州新馬料理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１０２４號

黑點鮮蝦扁食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63號B棟B3(中友百貨)

林口長庚-普羅水果行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安賀斯七九九零餐飲服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２段３８５號(園區餐廳)

摩斯漢堡-永和永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中美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151號

天昱食品行 桃園市觀音區武威里7鄰塘背26之10號

悠咖啡天母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28號

Q Burger-竹南福德 苗栗縣竹南鎮福德路65號

REAL桃市永安店 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16號

八方雲集台中進化店40 台中市東區進化路79號1樓

悟饕大里大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279號1樓

茶湯會台南安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港仔里觀音街90號1樓

九十五度複合式餐飲 花蓮縣吉安鄉中原路一段267巷28號

自在軒－新化店 台南市新化區忠孝路５１號１樓

八方雲集芝山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22號(芝山捷運站口)

LOUISA COFFEE -台東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三五Ｏ號一樓

清心福全-大雅民生店 臺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85號

新光三越-台北天母店

京十一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48號1樓

SHAPE2GO健康即食概念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25-2號

日漫咖啡 北屯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38-12號

饌食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苑裡鎮新復里6鄰新復73號1樓

八方雲集-龜山迴龍店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325號

出櫃-潭子勝利店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25號

溫泉-金都精緻溫泉飯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40號

併機-大魯閣博愛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風箏人咖啡 台北市文山區景豐街48巷1號

麥味登中壢普騰店 桃園市中壢區普騰街40號

澧茗號－仁愛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９９號１樓

JOOCE 堅果奶.茶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1-1號

梁社漢台南復國店710U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175號

牛總涮牛肉台北分店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14號1樓

Q Burger-新莊化成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1號1F

就是愛咖哩美食坊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文化三路551之5號

COCO都可－景華 台北市文山區景華街71號

LOUISA COFFEE -十甲 臺中市東區東英里十甲東路５６６號１樓

一芳水果茶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37號1樓

好日食光

麥味登苗栗中山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苗里中山路487號

金渼星藝術蛋糕專賣店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二段16巷3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官田區中華路１段３３５號

BOSS咖啡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珠浦北路1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關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70號

CoCo都可-明湖 新竹市南大路579號

LOUISA COFFEE -基隆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66號(1-2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晴光-雙喜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38-1號

小順豐義式美食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5巷8號

曙光玫瑰有機農場 嘉義縣番路鄉新福村大庄1-16號

曼士茶－板橋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西路１０１號１樓

識好茶歸仁店 711002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一段512號

四海遊龍-馬偕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里水源街63號一樓

迷客夏-麥寮店 雲林縣麥寮鄉新興路橫街巷60號

ＣＯＣＯ都可－南崁公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里南山路二段195號1樓

CoCo都可-龍江2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0號

LOUISA COFFEE -和平 臺北市大安區龍坡里和平東路１段２２８號１樓

鹿野村韓式餐飲

潮客時尚茶飲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71號1樓

悟饕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86號

富老爹麵食館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縣政九路151號1樓

八方雲集桃園大業店33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59號

果染茶飲實驗室 10481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05號

迷客夏-台中烏日店088 台中市烏日區九德里中山路一段606號

梅可樂可樂餅 台北市大同區歸綏街112號

四海遊龍-學前店 彰化縣花壇鄉橋頭村學前路臨16號

路易莎咖啡-士林中正 臺北市士林區福德里中正路303號1樓

皇龍ait點心坊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57號

台灣第一味嘉義垂陽店 嘉義市西區新榮路115號

悟饕三重集美店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99號1樓

八方雲集松商店110000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六段97號

ToDo 礁溪店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4段105號1樓

路易莎咖啡－新莊昌平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46號1樓

九慕手烘咖啡專門店

八方雲集新店中華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255號(區公所)

自在軒－灣裡店 台南市南區灣裡路３６５號１樓

斯朵利咖啡-左營

格雷先生

Mr.WISH 台南成大店 台南市東區育樂街52號

CoCo都可-延平1號店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一段270號

清玉桃園復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365-8號

麥味登彰化向陽店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街101號1樓

七七七運動彩券行 臺中市沙鹿區光華路319號

小木屋鬆餅-台北錦州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89號

創意廚房瓜瓜園-崇德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十路一段528號1F

春陽茶事-土城亞東 "新北市土城區廣明街69號 "

悟饕永康永明店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里永華路776巷15號1樓

日月亭-新代田停車場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66號1F

翰林茶棧-高鐵桃園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6號

路易莎咖啡-和平新生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28號1樓

八方雲集內湖麗山店 台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15號

大苑子－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３段１００６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福元里大業路１段１３８號



業者名稱 地址
1966 cafe

CoCo都可-員林中山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２段12號1樓

麥味登平鎮幸福公園店 桃園市平鎮區大興街62號

波士頓烘焙坊 精誠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誠里精誠路664、666號1樓

綠之鄉 花蓮縣玉里鎮泰昌里中山路2段152號

50嵐(西寧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48-4號

鬆餅王子 基隆市仁愛區獅球路48巷109號1樓

悟饕宜蘭頭城店 宜蘭縣頭城鎮城東里青雲路三段252號一樓

COCO都可樹林中華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92號(1樓)

八方雲集平鎮平東店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56號1樓

禾壽司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三路１６２號

御品園 彰化縣芳苑鄉文津村芳草路41-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０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市醫門市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650號

八方雲集遼寧店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49號

藍鵲書房 新竹縣北埔鄉埔尾村中正路76號1樓

源祐商行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323號

馬可崇德店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511號

嚼活疙瘩手工麵館 台北市士林區福國路6號1樓

麥味登五股四維店 新北市五股區四維路116之1號

七盞茶-新莊化成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289號

50嵐(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25號

新光三越-台南停車場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62號

路易莎-輔大門市v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COCO都可凌雲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1段99號1樓

八方雲集平鎮文化店 桃園縣平鎮市文化街295號(文化國小)

ＦＬＡＳＨ　ＣＯＦＦ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206號18樓

爭榮商行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318號

四海遊龍-竹東中豐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里中豐路2段118號1樓

蜂之鄉 花蓮市國裕里中央路4段10號1樓

鬍鬚張大直北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31號

土木公社炭烤吐司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42號

麥味登中壢南園店 桃園市中壢區忠福里南園二路296巷23號1樓

七盞茶五華店0827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91號

50嵐-松竹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01號

台灣第一味豐原三民店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21號

50嵐(北寧店) 台北市松山區北寧路26號

摩斯漢堡-長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次郎本格日本料理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四路６４號

路易莎咖啡－台中中醫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178號1樓

鮮茶道-民雄吳鳳店 嘉義縣民雄鄉雙福村建國路二段140號

清原芋圓-板橋忠孝店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52號1樓

美華麵店 高雄市左營區勝利路130號

A-bao House公安店 台中市后里區公安路103-1號

茶湯會彰化彰商店 "彰化縣彰化市華陽里南郭路1段191巷14號2樓 "

大潤發湳雅店 新竹市北區湳雅里27鄰湳雅街91、93、95、97、9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布萊恩紅茶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５０９號

眷春水果冰 台中市霧峰區坑口里民族路8號2樓

馬克老爹汐科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號地下一層

思茶桃園楊梅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華街32號

50嵐-北港公園店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15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鮮茶道-花蓮東華店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山路三段4號

三角永平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89巷2弄2號

迪迪鬆餅_彰師大

八方雲集永康大仁店71 台南市永康區永華路2號

丹堤咖啡植福店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7號8樓之1

發現茶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328號3樓

西雅圖早午餐 桃園市桃園區國豐六街14號1樓

麥味登仁武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207號

茶湯會板橋四維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284號(1樓)

迷客夏-新豐店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4號

裏享餐盒東興店 40242台中市南區東興路一段32號

摩斯漢堡-新光醫院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東興二店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5號

LOUISA COFFEE-林口影 新北市林口區湖南里信義路１６２號（１樓）

初玉鮨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75巷8號1樓

SUBWAY瑞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里瑞光路277號1樓

大魯閣新莊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Q Burger-泰山義學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２段101號

文旦復興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中山路193號1樓

勝十蘭南陽店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４段182號3F

迷客夏-台南市醫店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763號

Q Burger-平鎮育英202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87號

摩斯漢堡-高雄大順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永吉店 臺北市信義區敦厚里永吉路３０巷２７號

全紅古早味紅茶-鳳東

鮮茶道-土庫中正 雲林縣土庫鎮中正路218號

清心福全-台北南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40號

鮮自然-永康文化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西灣里文化路121號

大魯閣博愛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32號1樓

八方雲集彰化長興店50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350號

木頭人揪吧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54巷11號

鮮茶道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復興街5號

瘋一杯飲品專門店

摩斯漢堡-高鐵新竹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外婆的茶屋-信義莊敬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44號1樓

清心福全-神農店 高雄市鳥松區神農路501號

荷田田素食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323巷12號

鮮茶道-大樹九曲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206號

麥味登烏日店 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三榮路二段448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軒玥食堂(愛饕客)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30號1-2F

維野納複合式餐飲 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桃源路1-7號

八方雲集嘉義梅山店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277號1樓

兩喜號-西園店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１段194號

迷客夏-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29號

芝麻掉了手作燒餅舖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23號

COCO都可華齡 台北市士林區百齡里華齡街16號1樓

麻古茶坊－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１５５號１樓

蟬吃茶吳興店

吉仕多藝術蛋糕 南投縣埔里鎮南興街293號

摩斯漢堡-吉祥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中正泉州店 台北市中正區泉州街14號1F

清原芋圓朴子店

愛樂園企業社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52號

八方雲集-北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35-2號

八方雲集桃園龍安店33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00號

Easy coffee

天母-上青攬月餐廳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69巷1號

一杯茶手搖飲專賣店

城市漢堡-汐止仁愛店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55號1樓

八方雲集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242號

華東牧場 花蓮縣花蓮市民孝里華東57號

烏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３３４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活力文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文平路432號

ｉｋｉｗｉ－三民店 彰化縣彰化市三民路１９７號

COCO都可-台中靜宜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里北勢東路609號1樓

鬍鬚張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55pot精緻鍋物

聚裕堂有限公司 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53號

有限責任國立嘉義大學 嘉義市東區學府路300號

旅人咖啡館-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310號

南海茶道－后里店 台中市后里區民生路６３號１樓

茶飲文化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83號1樓

INDEX 臺中市中區綠川里綠川西街135號2樓-1

十渡茶飲專?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128號

大苑子－台北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１１號１樓

清水茶香-南陽店 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3-1號

ＣＯＣＯ都可－湖口勝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路二段88號1樓

CoCo都可-延平 台北市大同區景星里延平北路三段38號1樓

芮禾小吃 臺北市德惠街52號1樓

布萊恩紅茶-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4-8號

隨EAT

初米咖啡_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423之1號

就是甜點。香草籽甜點 台南市中西區大智街141號

米茶-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95號1樓

文鼎麻辣鴛鴦鍋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49之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大苑子－左營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１１２號

摩斯漢堡-世新大學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活力早餐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ＣＯＣＯ都可－林口文 新北市林口區麗林里文化二路一段62號1樓之4

CoCo都可-大園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村中山北路２３號

馬可先生新營店 (730)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41號1樓

smile Moon 宜蘭縣宜蘭市思源里女中路三段146之2號1樓

BB cake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144號1F

旅游趣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199號5樓之4

柏悅9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迷客夏-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17號

太祖貢糖店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46號

開心茶屋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0-1號

微風台大醫院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３９號

四海遊龍-龍安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0號

外婆的茶屋-中和景平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01號

新貳拾壹食堂 新莊花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80號1樓

麥味登新莊五工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二路86巷2號

清心福全-中正南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362號

悟饕花蓮富國店 花蓮縣花蓮市富國路38號

悟饕高雄大寮店 高雄市鳳林三路976之1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里大有路366號1樓

迷客夏-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平里福星路232號1樓

CoCo都可-新竹關新店 新竹市東區關新二街90號

鮮茶道-橋頭糖廠店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17號

Q Burger-中清同榮 台中市北屯區同榮路262號

麥味登桃園幸福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432號

威利與查理手作烘焙坊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六路一段70號

悟饕屏東車城店 屏東縣車城鄉田中村中山路70號

木槿軒韓國料理 花蓮市中美路7-2號

路易莎咖啡-桃園藝文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六街32號

八方雲集基隆大武崙店 基隆市安樂區武嶺街91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143號2樓、145號1樓、2樓

50嵐-平鎮和平店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里和平路177號1樓

滋養

揪吧木頭人餐飲店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街５２９號１樓

圓石禪飲-新營三民店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10號

CoCo都可-三峽北大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43號

老窩咖啡館瑞芳店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90號

麥味登仁武京吉店 高雄市仁武區京吉六路25號1樓

Q Burger-新莊中榮 新北市新莊區中榮街58號1F

上城蛋糕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３７０號

地下街-777咖啡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市民大道1段100號地下街輕食區7號

悠逸商旅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３９７號７樓之１

八方雲集新莊后德店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二路3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３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 -中壢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馬可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47號

CoCo都可-平鎮南勢店 桃園市平鎮區金星里中豐路南勢２段１５６號１樓

Mini izzy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３段150號_

麥味登桃市陽明店_083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587號1樓

50嵐(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79號

COCO都可興隆 台北市文山區興得里興隆路3段36巷9弄5號1樓

十二韻－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４９號１樓

韓上樓飲食店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75號

RT Baker House建功門 新竹市東區建功里建功二路10號

典藏咖啡館 北教大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85號7樓

四海遊龍-同德店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8號

鬍鬚張內湖家樂福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麥味登雲林褒忠店 雲林縣褒忠鄉中民村三民路55巷5號1樓

舒油頭-澎湖建國店 澎湖縣馬公市建國路11號

Madam Ruby餐廳部 嘉義市遠東街50號1F

50嵐(樹林保安店)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239號

路易莎咖啡仁愛敦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22巷4號

鮮茶道-永康復國店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392-1號

八方雲集蘆洲仁愛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01號(仁愛國小、三民路)

浩翰茗品企業社

迷客夏-台北雙連店088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00號

炭早商行-天母芝山店 臺北市士林區蘭興里中山北路６段１６５號１樓

麥味登台北新東興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245巷36號

茶湯會太平中山三店 臺中市太平區新吉里中山路三段138號一樓

古飽食堂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32號

大買家量販店-北屯店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路370號

麥味登三重佳德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305號

晨安早午餐店 苗栗縣頭份鎮田寮里自強路二段556號

50嵐-彰化中華西店 彰化縣彰化市平和里中華西路508號

LOUISA COFFEE -信義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桃園莊敬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40號1樓

愛玩色創意館 彰化縣北斗鎮中寮里三號路296號

ONA MAMA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73號

鮮茶道-田尾中山店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384號

清心福全-龍潭中原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二段559號

木子日青日嚐專賣店

Q Burger-三重頂崁 新北市三重區頂崁街188號

niko bakery 臺北市大安區德安里四維路76巷11號1樓

八方雲集臺中美村店40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67、169號1樓

沐慕茶飲古亭門市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2段190-1號

麥味登青埔站前西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2段118號

茶湯會士林中正店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36號1樓

50嵐-桃園中山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40號1樓

清心福全-信義新松山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90號

聚果堂



業者名稱 地址
鮮茶道-樹林秀泰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93號

SUBWAY復興工學N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6號

八方雲集台中太平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199號

旭咖啡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5巷9-4號

阿米果廚房 雲林縣虎尾鎮新吉里工專一街43號

八方雲集淡水學府店25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04號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大雅區橫山里中科路6-5號

村上望春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51巷9號1樓

利客坊奶蓋專門店－合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７９號

馬蔬蔬工作室 11579台北市南港區興中路12巷9號一樓

摩斯漢堡-泰山明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北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新德里北新路１段３２１號１樓

將將燒日式料理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36巷3號

SUBWAY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64號

西螺服務區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5號

八方雲集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557之19之16號

迷客夏-三峽北大店N

八方雲集瑞芳中正店22 新北市瑞芳區中正路87號

咖在有哩 台北市文山區久康街8號

士林夜市-壹咖啡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112號

世代歐陸西餐廳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４段７５巷１４弄３號１樓

陽光小棧輕湯拌麵

摩斯漢堡-內湖亞太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米香珍食堂 雲林縣二崙鄉崙東村中興路30號

LOUISA COFFEE -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618之1號

御可香-新市中正店 台南市新市區中正路239號B室

九湯屋日本拉麵-嘉義 嘉義市光彩街708號

饗禾麥輕食坊 台中市南屯區向上南路一段321號

八方雲集內湖金龍二店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232號

好樂好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市七堵區友一里15鄰麗景一街4號

八時神仙草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53巷22弄12號

初飽滷大腸麵線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５２２號

福圓號-忠孝永春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尚浩魯肉飯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安路132號

摩斯漢堡-板橋館前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麥味登北市松智店 台北市信義區三張里莊敬路325巷58號

黑孩子黑咖啡 臺東縣臺東市建農里知本路１段766號

迪蜜烘焙-灣橋店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灣橋185-7號

八方雲集汐止宜興店22 新北市汐止區宜興街1號

一隅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20號1樓

COCO都可南京五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66巷15號

Ｍｏｎｅｙ　Ｔｒｅｅ 台中市西區華美街３８０號１、２樓

鄉園餐飲店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吉川麵包坊 新北市新店區仁愛里北新路２段５號１樓

麗陽商場(基隆火車站)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梁社漢中和興南店 彰化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101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綠原品健康蔬食-復興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51巷1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宜蘭泰 宜蘭市泰山路239-3號1樓

丼丼屋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2-25號

路易莎咖啡-三重忠孝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99-1號

清心福全-梧棲文化店 臺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268號1樓

喵兒的窩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424號

蠻荒咖啡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村魚池街509號

曾師傅 花蓮縣新城鄉新興路130號

拉亞漢堡三重三民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２１１號

Q Burger-中和宜安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25號

日日裝茶士林劍潭店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8號3樓

地表最潮股份有限公司

提摩手作坊 台北市信義區四育里虎林街38-4號

托斯卡尼尼-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信路355號

拉亞漢堡-中和中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２段１１５號

佐藤精肉店ｓｈｉｌｉ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１６７號

ＵＺＯＭｅｄｉｔｅｒ 台中市西區精誠五街２２號

露邸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57號

布萊德紅茶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７號

ＣＯＣＯ都可－文昌 新竹市文昌街46號

CoCo都可-內壢忠孝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６９號

鮮茶道-新竹城隍廟店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124號

參陸伍又肆分之壹爹早 桃園市龜山區文昌一街77號1樓

咖啡地圖精品店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南街8號1樓

初沐 Qmilk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44號1樓

馬可先生垂楊店 (600)嘉義市西區新民路801號－1(1樓)

艾莉卡惡霸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里中華路75號一樓

東林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461之5號

迷客夏-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街194號

瘋牛排洋食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５１號１樓

摩斯漢堡-八德介壽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實踐店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29號

迷客夏-苗栗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48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楊梅楊 桃園市楊梅區楊梅里０２６鄰大成路２３２號

CoCo都可-蘆洲民族2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98號

Teas原味-崇善店 臺南市東區崇善路318號

舞水善人文館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一段5-1號

二牛牛肉湯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光復路49號

茶湯會台南佳里 台南市佳里區新生路108號

厝尾頂輕食手作坊 宜蘭縣礁溪鄉龍泉路2巷62號

美北早餐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23號

自在軒－永康崑大店 台南市永康區復興路１９號１樓

大苑子－大村店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二段244-2號

黑爾詩健康烘焙e-pay 嘉義市西區五顯街178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三民區鼎祥街98號

迷客夏-台中學士店088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191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摩斯漢堡-台中青海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１２號

四海遊龍-北屯店 臺中市北屯區三光里東山路一段２之２號之１

鮮茶道-屏東大武店 屏東市大武路97號

麥味登泰山泰林店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513號

悟饕永康中華店 臺南市永康區中興里中華一路68號1樓

八方雲集板橋三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8之1號(家樂福)

大苑子－仁德中清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清路３９號

林家園 花蓮縣玉里鎮高寮282號

林口長庚-Subway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49號

CoCo都可-中壢慈惠店 桃園市中壢區金華里慈惠三街139號

誠食素食-松江店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216巷27弄6號

麥味登竹南大埔店 苗栗縣竹南鎮大埔里大埔一街79號1樓

鮮茶道-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清街141號

Q Burger-中壢龍岡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77號1樓

Teas原味-楊梅梅獅店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207號1樓

麥味登大甲三民店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三民路181號1樓

春陽茶事豐原復興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里復興路35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２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德風健康館台中存中旗 台中市西區存中街２２號１樓

DAVE&JESS大衛潔希市

蔬適圈 新竹市東區大同路86號(東門市場1003-1004)

清溪小吃部 高雄市三民區三德西街49號

城市漢堡-台北萬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10號1樓

麥味登潮州大同店 屏東縣潮州鎮大同路38號

梁社漢文山羅斯福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26號

50嵐(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44號

拉亞漢堡－蘆洲長安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１９４巷２９號           "

周氏蝦捲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408號

金品茶樓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６號

八方雲集蘆竹中山店 桃園縣蘆竹鄉中山路36號

鮮自然-崇明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小雀幸 雲林縣斗六市信義里民生路174號

Q Burger-桃園民富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1段278號

清心福全-樹林太元店 新北市樹林區太元街59號

馬可雙連店 台北巿中山區民生西路46號

麥味登中興康橋店 臺中市大里區爽文路1151號1樓

李圓圓-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57號

南朝鮮韓式料理專賣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85號地下3樓

八方雲集竹山延和店 南投縣竹山鎮延和里大智路90號

LOUISA COFFEE -台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３８號Ｂ１

大苑子－台中大慶店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２段６之２號１樓

御私藏-麥寮豐安店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高雄市苓雅區尚禮街33號

鬍鬚張三重徐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11號

茶湯會台南大同店 臺南市東區路東里大同路2段53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拉亞漢堡-台中林森店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１４０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新竹新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１段１５３之４號１樓                                             "

麥味登大英106店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里大英街106號1樓

北茶屋0827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412號1樓

50嵐-斗南中山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71號

茶 · 山行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里29鄰五福街35號1樓

勝嘉商店 雲林縣大埤鄉嘉興村嘉興68-6號

im waffle現烤手工鬆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三段149號1樓

麥味登新莊民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45號

茶湯會西大遠百店 新竹市北區中央里西大路392號一樓

初韻三重三和店 241048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2段67號

50嵐-大雅學府店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95號1樓

四海遊龍-竹中店 新竹縣竹北市新國里中正西路135號1樓

LOUISA COFFEE -高醫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信義永吉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73之2號1F

LOUISA COFFEE -景賢 台中市北屯區景賢路232號1樓

聯華員工餐廳 台北市內湖區南京東路六段268號

查理食藝 花蓮市明心街1-23號1樓

遠百-信義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16號18樓

太卡啡高雄鳳山 83048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96號

國立中正大學 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范太太赤肉飯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56號左(038號攤位)

善?屋-松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９９號１樓

Q Burger-松山民生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03號1樓

塔比魯 Tapiru 台北市中山區錦西街31號

SUBWAY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48號1樓

梁社漢板橋溪北店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35號

Q Burger-中和南勢角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174-2號

八方雲集桃園大園店33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80號

台灣吉而好(股)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768巷1弄18號1樓

貢茶－頭份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２段７９號１樓

珍煮丹－竹北三民店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２７６號

清原芋圓-三重溪尾店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21號1樓

乙熊早午餐 台中市西屯區何南里大墩19街121號1樓

SUBWAY忠孝院區店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79號1樓

八方雲集逢甲黎明店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196號

翰林茶棧-高雄市圖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台北御珍

街隅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仁愛路48號

摩斯漢堡-重慶南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周記豆花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67號

達果汁現打果汁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38巷21號

小順豐焗烤義大利麵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282巷55號一樓

八方雲集樹林山佳店23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3段62號

赤崁?仔麵 臺南市中西區赤嵌里民族路2段180號

景文故鄉魯肉飯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所Soul Space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32巷12號1樓

COCO都可南機場 台北市中正區忠勤里中華路2段307巷18號

德豐牧場 宜蘭縣三星鄉拱照二路12號

馬可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中山路141號1樓

Mr.Mark 新北市蘆洲區正義里長榮路387號

拉亞漢堡高雄城峰 高雄市左營區城峰路8號

拉亞漢堡－梧棲大聖店 台中市梧棲區臨港路３段３５１號旁

艸疏田木自助沙拉吧 臺南市永康區南台街54巷10弄1號1樓

COCO都可石牌 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1段556號1樓

大苑子－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２５之３號１樓

清心福全-金華總店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2段15巷25號

感性魯味_

四海遊龍-博愛店 嘉義市西區西平里博愛路2段588號1樓

鬍鬚張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38之6號

50嵐-彰化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一段214號

東萊排骨-敦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２段２７５號

曾記麻糬麻吉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79號

台茂購物中心停車場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1樓

一芳水果茶三民店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向陽路376巷16號1樓

外婆的茶屋板金店

偈亭泡菜鍋?十1店 台中市北區?十路一段89號

鍏鋒食品行

茶湯會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中正路280號1樓

小胖薏仁湯(上石路) 台中市西屯區上石路196號

大苑子－屏東林森店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１２２號

菁桐波麗士天燈館 新北市平溪區靜安路二段141號

50嵐-忠勇店 台中市南屯區寶山里忠勇路80-26-1號1樓

COFFEE：STAND UP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61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金 新竹市金山八街46號

CoCo都可-新竹新埔店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302號

鮮茶道-羅東南昌店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南路183號

晶讚自助餐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里文化路一段259號

一芳水果茶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78號

麗媽四季鍋 臺北市中正區東門里徐州路2-2號1樓

沐妮餐飲 台中市東區雙十路一段8號

迷客夏-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82號

水雲堂彰化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3段252號1樓

摩斯漢堡-長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習藝所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４９巷６-１號１樓

陳家烏魚子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79巷4號1樓 "

ＣＯＣＯ都可－內壢忠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６９號

CoCo都可-北投中和 台北市北投區開明里中和街280號1樓

SUBWAY 大潤發內湖店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48號1樓

麥仕佳專業烘焙(大埔) 彰化市延平里大埔路590號

八方雲集忠孝五店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36巷6號

充咖啡便利店 苗栗縣銅鑼鄉銅科六路6號一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悟饕竹北六家店 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二段20號

八方雲集三重中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103號

昭和十八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四街13巷14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鶯陶老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１４０號

迷客夏-龍井東海店088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3巷72號

摩斯漢堡-莊敬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龍井沙田店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沙田路六段317-7號1樓

一森迪化街餐館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１段１１２號１至３樓

鮮茶道-台東更生店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386號1樓

麥味登北市國王二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7之2號1樓

SUBWAY台北醫學大學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0巷19號1樓

波諾義式廚房 台中市北區博館一街3號

悟饕花蓮豐濱店 花蓮縣豐濱鄉三民路24號

八方餐飲吉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89號

八方雲集新店北宜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二段82之10號(青潭國小)

大苑子－台中漢口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４段２８４號１樓

禾採創作定時／風味鍋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１段９號、９之１號

迷客夏-彰化社頭店088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113號

摩斯漢堡-高雄自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明誠炒米粉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159號1樓

麥味登內湖波士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1巷9弄4號1樓

鮮茶道-仁武八卦寮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26號1F

Q Burger-南港福德 台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12號

麥味登斗六後站店 雲林縣斗六市漢口路257號

Always Bean Good Cof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89巷15號

悟饕屏東林邊店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中山路259號1樓

猴吃鍋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二街111號

豐興餅舖站前店 花蓮市中華路296之2號

萬波島嶼紅茶－苗栗頭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１５９號                                                                                              "

八方雲集木新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324號(近景美女中)

大苑子－東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９４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１７５號（１樓）

澎坊馬公機場營業所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172號

桂花巷花茶湯圓 苗栗縣南庄鄉東村文化路15號

摩斯漢堡-竹圍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新莊中港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33號

春天曉鋪 雲林縣虎尾鎮永安街57號

麥味登太平首富店 臺中市太平區旱溪東路一段593號1樓

牛老大牛肉麵館 台北市大安區龍泉街19號地下1樓

梁社漢排骨中和南華店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68號1樓

悟饕宜蘭羅商店 宜蘭縣羅東鎮西安里中山路四段239號一樓

拉亞漢堡樹林保安店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１段１１６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仁和門市 台南市東區仁和路154號

八方雲集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88之1及288之2號

大苑子－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東區民權路１５５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新莊天祥店 新北市新莊區天祥街26之1號1樓

八方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62號1樓

LOUISA COFFEE -瑞安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51巷40號

早安美芝城-龜山長峰 桃園市龜山區長峰路8號

butter廚房

過日子咖啡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二段27號

雞跩哥狂野韓式炸雞-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口

麥味登板橋篤行店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3段62號1樓

福芳號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96號1樓

教練熱狗堡商行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中正北路1段189號

50嵐(木柵店) 台北市文山區保儀路69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小港區六苓里漢民路６１６號１至２樓

俊耀食品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路87-1號

LOUISA COFFEE-堤頂40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4號

銘申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7號

一芳水果茶新營復興店 台南市新營區延平里復興路67號1樓

迷客夏-大墩店0889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六街257號

八方雲集北斗中華店52 彰化縣北斗鎮居仁里中華路56號

小小冰甜品 新北市板橋區仁愛路18號

桃城幸福紅豆餅 嘉義市西區國華里國華街286號

Rebirth Chocolate 宜蘭縣宜蘭市西安街62號

麥味登北市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38號

大潤發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西岐里文化街119巷21號1、2樓及23、25、27號

美德耐元福樓(市府)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B1(元福樓餐廳)

約翰紅茶台北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98號

咖逼小?所2 花蓮縣花蓮市主信里信義街48號一樓

火鍋世家大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506之25號

LOUISA COFFEE -中壢S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陳金福號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伯玉路1段90號

清心福全-蘆洲光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315號1F

LOUISA COFFEE-林口仁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２段２４９號（１樓）

木待制咖啡

八方雲集太平光興店41 台中市太平區光興路598號

芳岳茶園 宜蘭縣冬山鄉中城路193號

木日光文旦驛站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29號

麥味登苗栗南苗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078號

柏悅14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紅高梁餅店金城分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56號

50嵐-中壢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54號

四海遊龍-廣德店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193號

Burger Su美式蔬食漢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2段36之1號1樓

清心福全-埤頭彰水店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458號

LOUISA COFFEE -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37號一樓

清心福全-鳳山王生明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5號1F

丸勝咖哩 臺中市北區一中街95號

Q Burger-頭份建國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118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林森北店1040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71號

貢茶－墾丁大街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山路４１號

TO BE SMOOTHIE 台北市中正區力行里遼寧街105巷48號

DOSE COFFEE都嗜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8巷7號1樓

ＢＲＩＧＨＴ咖啡餐館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六路３０８號１樓                                                                                        "

萬能學校財團法人

Q Burger-北投懷德 台北市北投區建民路161-5號

CoCo都可-竹東二重店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中興路三段177號

LOUISA COFFEE-重慶南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重慶南路１段７７之２號

清心福全-基隆中船店 基隆市中正區中船路88號

台灣第一味南港昆陽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50號

大魯閣中壢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湖漣路359號

拉亞漢堡－永康復國店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３２４號１樓

三良品茶0019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88之1號1樓

印渡風情(慶城街) 臺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6巷6號

書屋花甲_

貢茶－潮州長興 屏東縣潮州鎮長興路５４之３號

路易莎咖啡-復北店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80巷8號

市怡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10號4樓之10

大苑子－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５８０號１樓

CoCo都可-台中靜宜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里北勢東路609號1樓

御可香-太保中山店 嘉義縣太保市麻寮里中山路二段177-8號

清心福全-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062號

梁社漢三重五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257號1樓

迷客夏-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1號

貢茶－南門店 台中市南區南門路７９號１樓

兩喜號Liang Xi Hao-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5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０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福圓號-文山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大牧茶飲

老窩咖啡館國泰仁愛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266巷15弄24號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 高雄市三民區中華三路306號

馬可總公司蕾莉 台南巿仁德區文華路三段428巷53弄11號

清心福全-板橋龍興店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9號

甘泉魚麵世貿店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7巷3號

白巷子-成大勝利店

A demain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55號1樓

50嵐(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30號

八方雲集台中大連店40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79號

COCO都可台北民生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59號

八方雲集龜山中興店 桃園縣龜山鄉中興路428之1號(菜市場)

茗松企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湖口鄉中勢村中平路一段89巷19號

Teas原味-吳鳳科大店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122號

初韻三民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3號

城市漢堡-新豐中興店 新竹縣新豐鄉中興路2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CHIT CHAT Cafe 臺北市松山區吉祥里南京東路５段３８號１樓

四海遊龍-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39號

鬍鬚張三重正義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烏弄－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１２３５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台南裕農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670號

50嵐(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89號1樓

陽光棕梠飲食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85號

初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319號

茶湯會台中大智店 臺中市東區新庄里大智路5號一樓

50嵐-溪湖彰水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47號

Q Burger-蘆洲信義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45號

LOUISA COFFEE -天母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6號

COCO都可南苗中正 苗栗縣苗栗市高苗里中正路886號1樓

清心福全-龍井中央店 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239號1F

創意和果子文化館 新北縣土城區國際路55號

石圓禪飲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2號24樓

鮮茶道-彰化埤頭店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西路284號1樓

太麻里地區農會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曙光街2號

東鼎牛肉麵館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路107號

橘村屋蛋糕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五路31號

LITTLE MYO 台中市太平區育才路446號

麥味登湖口思牛的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二段422號

椿山日本料理 花蓮市光復街108號

摩斯漢堡-雙十自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復興店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2-1號

韓福館韓式料理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２段４９８號１樓

COCO都可楊梅梅獅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里梅獅路二段182號1樓

CoCo都可-鳳鳴店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62號

鮮茶道-三重自強店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274號1樓

試試茶

八方雲集台中新社店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里興社街四段42號

馬可先生忠孝店 (110)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59號1樓

米卡鮮乳飲-遠東總店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776號

奈瑟斯咖啡 台北士林區士商路1號

迷客夏-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54號

春山茶水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323號

摩斯漢堡-台北車站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好品味百貨店 台中市西區昇平街１３８號

QBurger-桃園大豐 桃園市桃園區雲林里大豐路96號

ＣＯＣＯ都可－鶯歌建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43號

CoCo都可-苗栗正發店 苗栗縣竹南鎮民族街69-2號

SUBWAY台電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41號

雅培米堤食品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97號

梁社漢-淡水沙崙店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35號

悟饕台東東海店 臺東縣臺東市豐榮里中華路二段66號

正好停洲子站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業者名稱 地址
CAFE DE LUCAS "高雄市左營區修明街１６６號                "

八方雲集中和景德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德街128號

迷客夏-福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87號

Mr.Wish鮮果茶玩家逢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99-2號1樓

摩斯漢堡-大坪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Q Burger-蘆洲成功N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68號1樓

麥味登嘉義輔仁店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345號1樓

SUBWAY竹北台元店

八方雲集文山木新二店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163號

悟饕高雄正勤店 高雄市前鎮區忠純里正勤路90號

拉亞漢堡－龍潭梅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梅龍路１８０號

LOUISA COFFEE -市民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2號1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桃園站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９１號

圓石禪飲-鹽行中正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621號

摩斯漢堡-汐止台五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2D Taiwan

清心福全-高應大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4號

麥味登左營重立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立路136號

Q Burger-平鎮文化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305號1F

麥味登台南陽光店 台南市安平區健康三街204號

莫赫美式餐廳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11鄰北勢子路78-1號

八方雲集中和壽德店23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332號

悟饕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525號1樓

新東陽林森一門市７０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

Yesart Gallery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48號

達邁-紐澳良小廚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八方雲集永吉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78巷21號(永吉市場)

清心福全-台中福星二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4號

CoCo都可-頭份中正2店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2號

麥味登湖口中正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六街56號1樓

梁社漢-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24號

丸文食品光復店 台中市中區光復路30-1號

薪火相傳 台中市北區天津路一段218號

卡式摩複合式餐飲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和平路587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長安２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359號

茶鬍飲品商行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51巷10號

溫泉-水美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44號

大魯閣實業股份有限公

樁之?柑仔店坊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1號1號廣場

麥味登高醫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214號

舒油頭-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09號

黃金客手工蛋捲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41號1F

Q Burger-新店永平 新北市新店區永平街78號1F

COCO都可－龍安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啡嚐企業社 台北市大同區萬全街22號

迷客夏 - 汐止福德店0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98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城市漢堡-東湖康樂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72巷4號1樓

新北市府喜憨兒烘焙屋 新北市板橋區福丘里中山路一段161號B1

ONEPIZZA 東港柴燒窯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2-140號

麥味登中壢仁德店 桃園市中壢區仁和里仁德四街110號

游記百年油飯 桃園市大溪區福仁里民權路17號

布萊恩紅茶－台南忠義 台南市中西區忠義路２段２４４號１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二十八路２號

老農莊食品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國順街20號

CoCo都可-園區2店 新竹市光復路1段125號1樓

LOUISA COFFEE -林口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31號1樓

清心福全-新竹西大店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650號

鯉魚TheCarp

Lucky5 Light and One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00巷26號

"五柳園休閒農場 " 嘉義市東區盧厝里盧厝４４之１３號一樓

梁社漢內湖東湖店114U 臺北市內湖區五分里東湖路148-1號1樓、2樓

茶聚－苗栗後龍店 苗栗縣後龍鎮中北街２５０之７號

思茶新竹中山店 300028新竹市北區中山路446號

鮮天下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２段２０８號１樓

立喜囍餅蛋糕麵包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１段612號

馬林(東區地下街)

Azhuma新莊丹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23之3號1樓

悟饕台中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宏恩3巷27弄9號

八方雲集中壢金陵三店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三段83號

八方雲集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299號(大同國小)

拉亞漢堡-三重重陽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２段１０號１樓

大苑子－向心南店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９５４號

中正微風蔬果部 雲林縣斗南鎮新崙路43號1樓

古早味豆花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210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彰化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１２０號

四海遊龍-美村店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美村路１段６１８號１樓

LOUISA COFFEE-台南崑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０１３鄰大灣路１００６號

清心福全-蘇澳馬賽店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路58號

春芳號-頭份斗煥坪店 苗栗縣頭份市斗煥里中正二路214號1F

檸居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336號

Q Burger-永和永享 新北市永和區永亨路107號

悟饕永康富強店 臺南市永康區西勢里富強路1段282號1樓

八方雲集中山永盛店10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0巷3號

心情客飯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

弘爺漢堡-花蓮承東店 花蓮市中華路327號

八方雲集汐止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59號(汐止火車站、秀峰高中)

果果迪特調水果茶飲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３６６號１樓

CoCo都可-南崁中山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里中山路１１７號

麥味登新莊五工二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85號

漿樣子(台中店) 台中市西區明義街77號

春陽茶事-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15號

益福堂餅店 台中市中區公園里自由路二段1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茗時序台中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8號

八方雲集中壢中山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3號

拉亞漢堡-永和自由店 新北市永和區自由街５８號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山嶺１８號

CoCo都可-?林 桃園市大園區?林里2鄰?林路50號1樓

麥味登龜山文青店_083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二路5號1樓

九元鐵板燒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473號

米之朵甜點房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2段190號

喬治派克(南陽店)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向陽路376巷16號1樓

50嵐(寶興店)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64號

拉亞漢堡－台中高工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１１７號１樓

COCO都可新莊中港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33號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仁德中清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牛棚平價牛排 "?雄市左營區崇德路425號 "

Q Burger-三重菜寮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93號1樓

麥味登八德饗饗尼店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街331號1樓

玩轉新意餐飲管理顧問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08號8樓

花茶大師英式香草紅茶 台中市龍井區新東里19鄰新興路東興巷5號1樓

50嵐(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號

新光三越-A4停車場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9號地下1樓至地下3樓、1樓至6樓

simtree咖啡 瑞隆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73號

東坤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２段188號

福?食? 花蓮縣花蓮市主睦里信義街53號

COCO都可沙崙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70號

八方雲集中壢高榮店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五段438號

自在軒－後甲店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７０３號１樓

唐緹-虎林店 台中市信義區虎林街１２１巷２號１樓

早與晨Brunch

佳和牛麵店

力安複合式餐坊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11號

四海遊龍-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92號

鬍鬚張台北民權店 台北市民權西路43號

茶湯會歸仁中山店 臺南市歸仁區後市里中山路2段121號1樓

老窩咖啡館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528號1樓

湘之坊

50嵐-南屯店 台中市西區南屯路一段21號

LOUISA COFFEE -寶慶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１１２號

麻古茶坊－高雄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２７３號１樓

金家食坊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12巷6弄15之2號3F

路易莎咖啡－北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21號1樓

鮮茶道-中正大學店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7鄰神農路129-1號

清原芋圓-中和景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4號

梁社漢新台五店221U00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45號

紅橘子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77號

麥味登桃市廈門店 桃園市桃園區廈門街110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WISH:Drink逢甲直營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福里福星路511-1號

50嵐-豐原豐洲店 台中市神岡區五權路97號

LOUISA COFFEE -台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竹東東 新竹縣竹東鎮東峰路6號

清心福全-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79號

扶寶工程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88號13樓之9

好好吃大餛飩新店店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1號6樓

正好停-海山站停車場C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福一餐飲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2段57號7樓

八方雲集桃園復興店33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359號

水巷茶弄高雄左大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２９１號１樓                                                                                        "

迷客夏-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70號

烏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３７４號

水雲堂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16號

摩斯漢堡-新莊新泰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 松山饒河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779號

迷客夏-西門町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26號

LOUISA COFFEE-金山老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84號

Q Burger-頭份東民 苗栗縣頭份市東民路101號

ＣＯＣＯ都可－?林 桃園市大園區?林里2鄰?林路50號1樓

CoCo都可-龍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SUBWAY屏東民生店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325號

八方雲集-三重永福店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59號1樓

Q Burger-中和廣福 新北市中和區廣福路82號1F

清江168養生木耳飲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二段71號

漫渡拾光手作茶飲東安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19號

馬可先生食品企業 (701)台南市東區裕信六街22號5樓

咖竅－新莊中和門市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１６１號

大龍家風味蛋糕店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２段685號

迷客夏-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40號

迷客夏-台中霧峰店088 台中市霧峰區本鄉里中正路1023號

金渼星藝術蛋糕專賣店 桃園縣中壢市興仁路二段16巷3號

摩斯漢堡-內湖港墘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工業一 臺中市西屯區福恩里工業區一路６６－８號、６６－９號

工學魷魚?

鮮茶道-台東知本店 台東市富裕路105號

潘肉圓 嘉義市西區永和里民族路777號一樓

八方雲集桃園南崁店33 桃園市蘆竹區新南路一段4號

聚?咖啡館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30號

豆韻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路218號(1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２段２２２號

迷客夏-台北士林店088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11號1樓

摩斯漢堡-南港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細鳳果茶斗六一號店

鮮茶道-高雄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47號1F

Q Burger-新莊立信 新北市新莊區立信三街12巷1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西屯櫻花店 臺中市西屯區何仁里櫻花路36號1樓

八方雲集台中東海店43 臺中市龍井區新庄里遊園南路214號1樓

歐兜賣雞蛋糕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五街１２２巷８號人行道

悟饕彰化大埔店 彰化市大埔路573號1樓

景文貞的屋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八方雲集北投中和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18號

LOUISA COFFEE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２段９２巷３號１樓

摩斯漢堡-北投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加納餐館

清心福全-新港奉天店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123號

巴莎諾瓦海灘咖啡 新北市三芝區土地公坑54之6號1樓

八方雲集台北懷寧店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24號

魚池新語-桃市中山東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里中山東路32之1號1樓

LOUISA COFFEE -金門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環島北路一段19號

清心福全-士林陽明店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2號

湯宏水餃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87號

八方雲集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37號

蘇澳媽黑糖糕 宜蘭縣蘇澳鎮南建里內埤路18號一樓

早安美芝城-麻豆活力 臺南市麻豆區總榮里總爺庄4號

LOUISA COFFEE -新竹 新竹市力行三路１１號

SUBWAY興大店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1樓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１２號

糖玄宗黑糖粉圓店 新北縣新莊區新泰路47號

布田花生糖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38號

米乳咕乳飲專賣店 雲林縣臺西鄉五港村中央路76之9號

南海茶道－師大店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１６３號１樓

喜茶村-永興店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52號1樓

CM桃捷A18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5號

老賴茶棧公館店0827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316巷3-1號

拉亞漢堡－新竹南寮店 新竹市東大路４段１４１號

客來喜餐飲咖啡講 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5號6樓

來一碗大腸麵線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１１之４號

ＣＯＣＯ都可－湖口光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16號

CoCo都可-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79號

LOUISA COFFEE -新竹 "新竹市東區豐功里建中路71號 "

晴光-銀座小路 臺北市中山區天祥路61巷6號1樓

杜甲A-Ma

御私藏-長榮店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18號

自在軒－樹林店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２段３１８號１樓

約翰紅茶南港店 115018台北市南港區興東街7號

玉珍齋－中港店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２段３１３號

好哇憶西式漢堡店

牧穀韓式烤肉Meogeo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03號

創盛號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156巷20號2樓

美食展-老金龍 苗栗縣南庄鄉西村民族街1-1號

ＣＯＣＯ都可－內壢莊 桃園縣中壢市莊敬路10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 -景美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13號

北浦第一棧

麥仕佳專業烘焙(三民) 彰化市民生里三民路232號

恰迷CHA ME 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82號

一芳水果茶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109號

田媽媽長盈海味屋 臺南市北門區慈安里484號

宜蘭縣政府(地稅支付)

Camellia 宜蘭縣冬山鄉中城路202號

八方雲集三重仁愛店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99號

大苑子－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６段１６２號１樓

迷鹿時尚休閒餐飲 嘉義縣鹿草鄉後崛村山子腳65號1樓

LOUISA COFFEE -斗六 雲林線斗六市社口里鎮南路98號

識好茶海佃店 70953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764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進化店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６５９號１樓

Mr.Wish鮮果茶玩家台 台中市南屯區三和里黎明路二段361號

四海遊龍-竹圍店 桃園市大園區竹圍街45號

黑沃咖啡永和中山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１段２０７號

悟饕新莊中港一街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一街27號

八方雲集桃園南豐店33 桃園縣桃園市南豐三街120號

貢茶－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１２１號１樓

祝好運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市政北二路238號3樓之5

食分樂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３段２１７巷１１號

迷客夏-台南小北店088 台南市北區福德里育德路482號1樓

CoCo都可-基隆復興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156號1樓

Q Burger-文山景興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99號

悟饕楠梓樂群店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118號1樓

八方雲集文山忠順店 台北市文山區忠順街二段21號

LOUISA COFFEE -永康 臺南市永康區?行里中正路529號1樓

清原芋圓-新莊總店

茶朵ㄦ龍潭店

CoCo都可-新竹內湖店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路102號1樓

麥味登平鎮龍岡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山路81號

帝豪花雕雞 台中市北區育德路54號

森十八休閒農場 南投縣名間鄉田仔村田仔巷16-8號

杜芳子古味茶鋪-新竹 新竹市北區中興里北門街11號

譚家手工麵疙瘩館 台中市中區繼光里繼光街144號1F

悟饕宜蘭東港店 宜蘭縣宜蘭市新東里東港路17-60號一樓

ＣＯＣＯ都可－山外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65號

八方雲集新店玫瑰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32號

ＨＥＲＮＩＯＮ　ＣＯ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一街１２０號１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南京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03巷6弄1號

茶工廠-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西榮里民生北路162號

CoCo都可-竹北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9號116室

星饌私廚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30號4樓

麥味登基隆經國店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317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50嵐(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10號

Pamma Coffee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１０２之３號

LOUISA COFFEE -台塑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6巷3弄1號

八方雲集觀音信義店 桃園市觀音區信義路87號

大苑子－台南站前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１４１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三民熱河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25號1樓

城市漢堡-美群店 台中市大里區美群路36號1樓

頂好食品店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57號

四海遊龍-景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31號

鬍鬚張三峽北大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麥味登中壢西園店 桃園市中壢區西園路17號1樓

沐白小農沐場-桃園青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北路二段282號

吉米吉 台中市西屯區永安一巷34之1號

台北世紀蛋糕 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１段５５２號１樓

50嵐(中和園區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36號1樓

永康-LEVRE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2段120號

LOUISA COFFEE -逢甲 臺中市西屯區逢甲里河南路２段３０１巷７２號１樓及２樓

鮮茶道-橋頭六輕店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村仁德路216號

八方雲集泰山明志二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48號(明志國小)

LOUISA COFFEE-南海門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5號

22KEBAB

迷客夏-沙鹿店0889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404之1號

濃園滿漢餐廳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2段248號

茶湯會大里益民店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益民路二段253號一樓 "

大潤發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48號

YourDay悠茶-大業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137號

麥味登台中大墩店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80號1樓

約翰紅茶台北信義店 台北市大安區樂業街41巷22號

50嵐-嘉義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路15號

LOUISA COFFEE -汐止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中山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47號

四方乳品工業股份有限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9鄰59-13號

鮮茶道-沙鹿靜宜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559號

Q Burger-文山興隆

八方雲集萬華環南店10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202號

Salade Vi 鮮拌碎沙拉 桃園市大園區高鐵北路二段182號

職學國際社會企業有限 台北市北投區溫泉路139號3樓之16

綠野農莊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1號

茶湯會新莊民安西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53號(1樓)

圓味壽司高雄鼓山店 80454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6號

水雲堂中壢中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95號1樓

摩斯漢堡-屏科大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大園中華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華路60號1樓

LOUISA COFFEE-華山門 臺北市中正區紹興南街4之1號

舊振南食品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298號

嚕娜咖啡北高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２７７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台南北安店 台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三段149號

SUBWAY 士林捷運店 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62號1樓

八方雲集-板橋僑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00號

Q Burger-板橋光復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420號

勤美麵食館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43巷28號

海中寶海鮮店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文科路166號1樓

八方雲集楊梅文化店32 桃園市楊梅區文化街246號

築夢社企 臺南市安定區中沙里沙崙42號

馬可先生台中店 (400)台中市東區台中路151-1號1樓

台茶1號中山雅潭店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471號

迷客夏-中原大學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66號

Q Burger-三重大智202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55號

摩斯漢堡-花蓮中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福興沿海店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5段324號

LOUISA COFFEE-撫順店 臺北市中山區集英里撫順街３３號

SUBWAY建新店 新竹市東區建新路22號

八方雲集新莊化成店24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171號1樓

預見咖啡 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36-1號(1樓)

迷客夏-裕信店 台南市東區裕信路179號1樓

阿里巴巴的廚房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56號2樓

頂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摩斯漢堡-竹北縣政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永光西點麵包 雲林縣林內鄉林南村中正路189號

藍盤子國華店

鮮茶道-前鎮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11號

清心福全-淡水水源店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二段64號

樂琪美食料理 台南市東區民族路一段35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鳳鳴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62號

茶湯會金門金城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146巷20號一樓

福圓號-大坪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基隆商圈-水雲堂 基隆市義二路26號

MR.WISH 台中大慶店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5-2號

摩斯漢堡-台南健康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原芋圓-吳鳳北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108號1樓

Q Burger-板橋長安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210之1號

李記吃香喝辣麻辣鴛鴦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38號

梁社漢民生承德店103U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135號

COCO都可新海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05號1樓

阿?咖啡屋-自強店

LOUISA COFFEE -斗六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中堅西路５３３號一樓

翌莎咖啡 嘉義縣朴子市大葛里朴子七路16號1樓

八方雲集-景美景文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23號

芯蔬食創意食堂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13巷41號1樓

早安美芝城-林惠來概 彰化縣員林市惠來街101號

味味鮮美食坊 花蓮縣花蓮市國魂里003鄰中山路533之1號1樓

COCO都可－永和仁愛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8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鮮茶道-仁德中清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清路160巷2弄10號一樓

珈特思興業行

Teas原味-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員集路二段358號

水巷茶弄台北忠孝延吉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76號

Q Burger-蘆洲光華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10巷36號1F

一芳台南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466號

豐宇商行 新竹市北區仁化街11號

Please Dont Tell-新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96-15號

禾宴排骨飯仁樂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樂街23號

新北市喜憨兒板橋烘焙 新北市板橋區和平里和平路90號

舒食伴飯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299號

自在軒－金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４段２號１樓

仁記企業社 新北市鶯歌區福德一路22號5樓

ＣＯＣＯ都可－頭份中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2號

CoCo都可-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42號

LOUISA COFFEE -博館 台中市北區博館二街62號

艾爸爸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73號

榮耀豆花-大里店

QQBAR02 基隆市仁愛區劉銘傳路5之1號

松湖驛站 花蓮縣吉安鄉吉豐路五段15號

迷客夏-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350號

風獅爺購物中心公司 "金門縣金湖鎮中山路8之6號  "

先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丼 丼 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191巷55號

四海遊龍-桃園高城店 桃園八德區高城路68號

金獅大酒樓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10樓之2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高 桃園市中壢區過嶺里民族路５段４８２號１樓前段

CoCo都可-華齡 台北市士林區百齡里華齡街16號1樓

LOUISA COFFEE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１３７號（１樓）、２樓

義瑪卡多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62號2樓

樂活輕食館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34巷5弄15-1號

悟饕高雄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竹南里新民路11之2號

可可庫奇甜點工坊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01巷7號

加嘟蘭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１段140巷13號

季洋莊園咖啡-民權店 高雄市前鎮區民權路42號1樓

八方雲集中和永貞店 新北市中和區永貞路250號

自在軒－永康南台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３７９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永春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26巷50號1樓

一漾茶飲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６９之２號

迷客夏-彰化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鄉中華路235號

四海遊龍-太原店 台中市北屯區北屯里太原路3段141號1樓

鮮茶道-小琉球店 屏東縣琉球鄉中山路62號1樓

Q Burger-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150號

麥味登北市永春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372巷27弄77之1號

蔗家茶 台中市西區南屯路一段36-2號

星野銅鑼燒北車門市



業者名稱 地址
悟饕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翠岱里仁愛路242號1樓

吉得堡漢堡烏日店

時代芋冰城 嘉義縣六腳鄉崙陽村崙子187號

路易莎咖啡-斗六鎮南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路98號

八方雲集板橋漢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18號

LOUISA COFFEE -台中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83號

梵登食品行 台中市南屯區三和里大墩十一街６５６號１樓

MR.WISH 台中青海店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60號1樓

CoCo都可-中壢大崙店 桃園市中壢區內厝里中正路4段62號1樓

麥味登八德義勇店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134號1樓

Q Burger-汐止樟樹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0號1樓

撒福豆 台中市文心路3段296-1號1樓

CM南港展館店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悟饕彰化彰基店 彰化市南校街77號1樓

八方雲集楊梅青山店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一街4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５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天母蘭雅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9巷65號(蘭雅公園)

摩寶智慧商店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１６號７樓之２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38號2樓

怡客咖啡7404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91號

CoCo都可-永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里永豐路５８９之２號

麥味登大甲東店 臺中市外埔區大東里甲后路五段88號

橙溫咖啡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34巷2-3號

豐丘有限公司花博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八方雲集桃園三元店 桃園縣八德市桃鶯路75號(三元市場)

大苑子－清水店 台中市清水區鎮北街５３號１樓

金門風味館台北饒河店

逸軒咖啡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80號

小豬很忙蔬果滷味央大 桃園市中壢區圓光一路366巷56弄138號

四海遊龍-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33號

馬可西門店 台北巿中正區衡陽路130號1樓

麥味登桃園大樹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豐路225號1樓

布萊恩紅茶

DEER CAFE 迷鹿咖啡 台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1巷2號1樓

不要對我尖叫－板橋湳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１段５巷１３號

50嵐(頭前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209之2號(1樓)

路易莎咖啡－台中大雅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459號

八方雲集關渡自強店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152號

LOUISA COFFEE-忠孝松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514號

春深茶坊

城市漢堡-中壢環西店

鬍鬚張台北承德店 台北市承德路四段66號

茶湯會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垂楊里仁愛路239號一樓

麥味登頭份晨安店 苗栗縣頭份市田寮里自強路二段556號

上和園滷味0827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4號1樓

50嵐-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077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池上木片便當-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３２２號

ＭｅｓｓｅＢｉｓｔｒ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１段３３３號４樓

清心福全-佳里延平店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0號

路易莎-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38號

鮮茶道-台東成功店 台東縣成功鎮中華路115號

清心福全-淡水中正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95號

踢館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31-8號1樓

八方雲集西屯永安店40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1號1樓

塔吉特台中門市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五權七街61-1號1樓

麥味登信義福德店 台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46號

茶湯會桃園民生店 桃園市桃園區武陵里民生路54號1樓

珍煮丹－高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１７７號１樓

圓味壽司-台中向上店 40874台中市南屯區向上路二段430號

50嵐-沙鹿靜宜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519號

清心福全-新竹關東店 新竹市東區關東路2號

台北101停車場CMAS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

LOUISA COFFEE -圓山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三峽大義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義路11號

LOUISA COFFEE -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239號

鮮茶道-龍潭東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68號

正好停-萬板站停車場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梁社漢屏東站前店900U 屏東縣屏東市中山路11號

八方雲集龜山嶺頂店33 桃園市龜山區嶺頂里萬壽路二段107號

Bee Coffee 40201台中市南區建國北路一段110號

摩斯漢堡-高鐵雲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先麥食品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３段５７０號１樓

拿沐NAMU_南勢店 桃園市平鎮區南勢里中豐路南勢2段105號1樓

Q Burger-七堵百福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48號

圓動粒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155-1號7樓

SUBWAY三民富錦店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46號1樓

梁社漢楠梓德惠店811U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22號

Q Burger-三重安和 新北市三重區安和路38號

喜樂時代影城桃園Ａ１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２段３５２號４樓

八方雲集台中四維店40 台中市西區四維街24之1號1樓

高雄婆婆冰旗艦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９８之１２號

迷客夏-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2-6號

摩斯漢堡-嘉義吳鳳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小木屋鬆餅-桃園中正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899號

莉莉絲 台中市北屯區太原路3段137號

SUBWAY高雄正修店 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840號

八方雲集內湖麗山二店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15號

迷客夏-宜蘭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4號

純純電影音樂咖啡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65號1樓

拉亞漢堡－土城永寧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３段５４號

稜角室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8號1F

林口長庚古都風味小吃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業者名稱 地址
摩斯漢堡-屏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螺情懷舊冰釀滷味 雲林縣西螺鎮中和里延平路74號1樓

八方雲集泰山仁愛店24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63號

COCO都可礁溪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５段70號1樓

大苑子－南門店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里中正路２７８號１樓

安妮?子工房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178巷15號1樓

穀太太健康便當(中壢s

復興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非凡烘焙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488號

興立祥精緻麵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218號

蜀川麻辣鴛鴦鍋 嘉義縣民雄鄉西安村保生街197號1樓

茶湯會樹林金門店N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60號

Pizza Running 台中市西區明義街2號

星期五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77號17樓

梁社漢頭份建國店351U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101號

蘇菠麵 台中市西屯區國際街15-5號

眯糊茶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２０６號１樓

COCO都可蘆洲民族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89號

併機-大魯閣湳雅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餵我早餐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6號1樓

清心福全-伸港中興店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二段346號

鼎齊香炸雞 台中市潭子區福潭路500號

職人雙饗丼台東店 台東市中華路一段589號1樓

曾師傅(祖泰) 花蓮市國聯一路57號A1

梁社漢-內湖葫洲店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300號1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台中大 台中市大肚區文昌路１段９２號１樓

Q Burger-新莊成德 新北市新莊區成德街8號1F

桃園A8-灰熊好丼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19號

O’my bar 嘉義市西區國華里國華街３２２之１３號１樓

COCO都可－羅東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6鄰民生路120號1樓

" 弘爺漢堡文化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133號1樓

鮮茶道-嘉義北興店 嘉義市西區重興里北興街318號一樓

一芳水果茶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96號1樓

清原芋圓-木柵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242號

德克士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81號10樓

鬥炙牛排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２段３３７號

大苑子－豐原三民店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１２３號１樓

田園記咖啡商行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中順街146號一樓

石磊之鄉水煎包(雷門)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里龍壽街56之2號1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路３號

CoCo都可-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建功路16號

晴光-清玉 雙城店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１５號

鮮茶道-花蓮瑞穗店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中正北路一段5號

篤行市場-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三段468號4樓之25

清原芋圓-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59-2號

黛黛茶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4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楊梅店 桃園市楊梅區楊梅里大成路122號1樓

錢糖潮茶飲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２８號

楊梅四維-禾沏咖啡坊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里四維路１２號１樓

How Work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6號 "

摩斯漢堡-桃園桃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北庄店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1305號

迷客夏-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88號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大 桃園市中壢區內厝里中正路4段62號1樓

CoCo都可-台北世貿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19號

SUBWAY高雄站前店

25Hrs 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42號

悟饕雙溪中華店 新北市雙溪區朝陽街3號

合記東山鴨頭 臺南市東山區中興路24號

馬可先生三重店 (241)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28號1樓

德旺商旅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43號

迷客夏-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府西路1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三多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１８５號１樓

迷客夏-台中漢口店088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90號

香連鐵板燒 台北市大同區星明里寧夏路16號1樓

摩斯漢堡-屏東中正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鹿港店 彰化縣秀水鄉安溪街112巷6號

鮮茶道-彰化大城店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村北平路65號

麥味登三義八股店 苗栗縣三義鄉八股36-5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北平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170號

悟饕士林文昌店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10號1樓

悟饕內湖江南店(智取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126號

八方雲集深坑東南店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70號(東南技術學院附近)

Mr.WISH 嘉義文化店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94號

老賴茶棧-土城學府店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1段193號1樓

CoCo都可-南苗中正 苗栗縣苗栗市高苗里中正路886號1樓

麥味登草屯明賢 南投縣草屯鎮明賢街62號1樓

鮮茶道-岡山竹圍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57號

Q Burger-五股西雲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241號

麥味登伸港新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新港路328號1樓

春陽茶事-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24號1樓

草屯久味大姐手工麻糬 台中市中區綠川里中山路31號

悟饕台南麻豆店 臺南市麻豆區東角里興中路169之1號1樓

稻村麵包

茶湯會高雄鳳山自強二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53號1樓

路易莎咖啡-新板市府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43號1樓

大苑子－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２段２４２號１樓

LOUISA COFFEE -雲林 雲林縣虎尾鎮新興里新生路９２號

50嵐-美村南店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235號

CoCo都可-百年店 桃園市龍潭區百年里２２鄰中豐路３１５號１樓

麥味登板橋體育館2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西路二段143號

月臆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天玉街38巷18弄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初綠抹茶 台中市北區育德里尚德街2號

八方雲集-太平中興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2號

一芳-花蓮玉里店 花蓮縣玉里鎮泰昌里中山路二段97-1號

50嵐(小南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34號

金帛有限公司-米思甜 台中市西區精誠五街14號

悟饕池上飯包連鎖總部 宜蘭縣五結鄉成興村五濱路1段18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６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永康中山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路200號

八方雲集台北大稻埕店 台北市大同區歸綏街233號

大苑子－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９２１號１樓

小步咖啡 台南市佳里區中山路379號1樓

馬可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99號

麥味登新竹南大店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578號

伊莉莎白紅茶書房-新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3樓

台灣安平IG相印機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103巷7弄8號

梁社漢  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09號1樓

百年傳奇中華營業所 花蓮縣花蓮市主勤里５鄰中華路９５號１樓

50嵐(東湖二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49號

新光三越-桃園停車場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9號及大同路48號地下1樓至地下6樓及1樓至12樓

水巷茶弄-內湖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46號1樓

八方雲集內壢文化店 桃園縣中壢市文化路454號

ＦＬＡＳＨ　ＣＯＦＦ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206號18樓

四海遊龍-苗栗通霄店 苗栗縣通霄鎮通西里26鄰中正路90號1樓

108低碳同學會 桃園市桃園區文中東路79號

A-bao柑竹店 彰化縣和美鎮柑井里柑竹路393號

鬍鬚張台北八德店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24號

南海茶道－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６段１５４號１樓

麵麵俱到鍋燒麵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路29號

麥味登觀音新生店 桃園市觀音區新坡里新生路6號

50嵐-公園店 台中市中區公園路28號

六角咖啡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五路239號1樓

50嵐(復興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82號

摩斯漢堡-興隆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營涼麵-?成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里中央東路５９號１樓

達利早餐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89巷1-2號

八方雲集外埔六分店43 台中市外埔區大同里六分路400號1樓

路人甲咖啡

大魔大滿足鍋物

麥味登三民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09號

茶湯會台中漢陽店 臺中市北區明新里漢口路三段176號1樓

茶太陽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218號

TEA’S原味中壢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正義里中北路二段455-1號1樓

50嵐-豐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豐勢路218號

可頌鮮果吧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LOUISA COFFEE -嘉義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修頌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8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Teas原味-新市復興店 台南市新市區復興路46號1樓

正好停-新埔國小站停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梅村日本料理2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74號

楊公館當歸食堂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352號 "

麥味登冬山廣興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23號一樓

元智-鮮豆屋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元智大學)

柏悅6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圓味壽司台中西屯店 40763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之17號

聖祖公司尚義機場分店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301號

瑞麟美而美 "新竹市立鵬路１１１號１樓                                                                                                "

50嵐-新竹大庄店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88號

四海遊龍-楊梅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60號

LOUISA COFFEE-八德廣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里大智路１０２號１樓

Q Burger-泰山泰高

路易莎-南京復興店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56巷20弄2號

清心福全-豐原中山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58之2號

阿蓮米粉湯 台中市東區大勇街14號1樓

清心福全-歸仁中正店 台南市歸仁區中正一街65號

梁社漢羅東興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82、86號1、2、3樓

八方雲集台大店106001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1樓.11號1樓

威廚食府 花蓮縣花蓮市國防里明心街1-23號1樓

Q Burger-南屯天廈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167號

御可香-東和店

清心福全-大里國光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里路238號

維維風果汁舖POS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03號7樓

創意廚房興大店 台中市南區學府路145號

鮮自然-文南門市 台南市南區文南路321號

SUBWAY大坪林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23號

台灣第一味清水五權店 台中市清水區五權東路85號

八方雲集永康勝學店71 臺南市永康區勝學路191號

迷客夏-台中學士店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191號1F

八方餐飲鉑客馬祖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之5號18樓

羽上茶飲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02號

摩斯漢堡-世貿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台西玉津烘焙坊 雲林縣台西鄉民族路3號一樓

狀元仙草舖 台中市南屯區大同里東興路二段350號

丐幫滷味-光明店

天秀山莊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2鄰19-6號

一青苑手工茶殿-台東 台東縣台東市興國里中華路一段481號一樓

八方雲集樹林中華二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299號

拾覺－嶺東店N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８０之１５號１樓

沁冰飲料舖 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1號

COCO都可同德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25號1樓

八方雲集林口遠雄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8號(頭湖國小)

甲寅-世運食品長春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114號

中壢馬祖新村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三段468號4樓之25



業者名稱 地址
呈信傳統鵝肉店_廣逸

摩斯漢堡-基隆仁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紅橘子-大安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59之2號

清心福全-桃園龍壽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52號1F

林家涼麵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78號1樓

Morni莫尼早餐 鹿和店 彰化縣和美鎮仁愛里鹿和路6段臨265號

拉亞漢堡桃園中正長春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五街155號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武 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１９０號

全紅-虎尾和平店 雲林縣虎尾鎮和平路86號

八方雲集德東店111000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35號

火鍋世家台東新生店( 臺東縣臺東市民族里新生路191-2號

後台Backstage cafe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四海遊龍-北商大店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

找碴FINDTEA-九如店 屏東縣里港鄉中山路91號

鬍鬚張竹北自強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特拉小吃店 新北市金山區仁愛路13號

蚵博館 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318號1樓

早安美芝城屏東九如店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２段246號

COCO都可-汐止忠孝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35號

路易莎咖啡－萬芳醫院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9號

鮮茶道-嘉義太保店 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11鄰太保二路139號

山焙和平臥龍店 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363號1樓

佬佬咖啡 台中市大里區長春路69號

茶湯會彰化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中正路23號1樓

麥子磨麵中興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1段257號

50嵐-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74號

拾米屋 台北市北投區大同街153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北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村7鄰南興街152號

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46號

品喧咖啡館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2號

黛黛茶高雄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65號1樓

MAYBE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90巷38號

七星客棧 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79巷5號1樓

迷客夏-潭子店 台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283號

十二韻－太平長億店 台中市太平區長億六街５３之１號

咖啡小劇場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２２巷９弄６６號

沐荼寺臺灣精品茶飲專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247號

摩斯漢堡-新竹立鵬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ＣＯＣＯ都可－平鎮育 桃園縣平鎮市育達路124號

CoCo都可-南崁2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興村忠孝西路189號

SUBWAY樹林中山餐廳

新東王烘焙坊(僑元)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２段484巷8號1F

梁社漢-新竹北大店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269號

一芳水果茶信義松德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號

咖啡超人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314號

八方雲集新莊龍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509號(光華國小)



業者名稱 地址
茶朵木-民國店 花蓮市民國路107號

LOUISA COFFEE -台中 "臺中市中區民權路６０號１樓 "

迷客夏-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9-2號

摩斯漢堡-頭份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大甲光明店 臺中市大甲區薰風里光明路19號1樓

雪克飲料

小倉牛日和-左營忠言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97號

麥味登泰山新生店 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路7號

克瑞莎咖啡CoreySa co 新北市石碇區碇坪路1段53號1樓

八方雲集五股凌雲店24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一段64號

悟饕花蓮建國店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店77號

LOUISA COFFEE -復北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80巷8號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

迷客夏-新竹光華店088 新竹市北區光華里光華街94-2號1樓

摩斯漢堡-格致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湖口中正2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中正路一段122號

清心福全-觀音忠孝店 桃園市觀音區忠孝路705號

鮮茶道-左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6之5號

Q Burger-信義信安 臺北市信義區信安街127號

麥味登基隆長庚店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31之8號1F

悟饕左營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699號

八方雲集基隆復興店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136號

LOUISA COFFEE -葡眾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50嵐-彰化白沙店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三段178號

誠食健康素食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6巷27弄6號

MR.WISH 大里東榮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446號

摩斯漢堡-羅斯福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燈籠滷味_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3號1樓

CoCo都可-大溪崎頂店 桃園市大溪區仁武里介壽路８４４－５號

老窩咖啡館健行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10號1樓

麥味登土庫花卉店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二路250號1樓

Q Burger-東海遊園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２段135號

麥味登北市民生敦化店 台北市松山區精忠里民生東路四段57號1~2樓

復興咖啡交易所 台中市東區新庄里立德街16、18號

悟饕宜蘭竹林店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2段230號1樓

麗陽商場(東區地下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發現了文房生活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５６之２號１樓

炭修商行 臺北市信義區新仁里基隆路1段188號

莎莉好食 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106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９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建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51巷18號(市立圖書館)

LOUISA COFFEE -國光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１４７號（１、２樓）、１４９號１樓

CoCo都可-集美 新北市三重區光明里集美街208號

早安美芝城-台南文平 台南市安平區文平路432號

麥味登久堂中興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街4號1樓

古意奶茶總店 桃園市中壢區大仁四街1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雙連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１３２號１樓

馬偕紀念醫院附設喜樂

RT Baker House竹北門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42鄰光明一路408號

基地咖啡_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框影咖啡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2之1號3樓

麥味登桃園歐楓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泉六街12號1樓

老窩咖啡烘焙館-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28號

水巷茶弄-淡水民生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26號

哩賀涼麵 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1段169號

50嵐(文化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61-3號

布萊恩紅茶台中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３段１６４之８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楊梅區埔心里永美路235號1樓

迷客夏-楠西店0889 台南市楠西區水庫路9號

璽愛私餚 臺北市中山區朱園里長安東路２段１１６巷３號

大潤發員林店 彰化縣埔心鄉瓦南村中山路319號1樓、2樓、3樓、4樓

LOUISA COFFEE -林口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Teas原味-媽祖醫院店 雲林縣北港鎮新街里新德路123號B1樓

清心福全-台北站前店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52之1號(中山地下街A-2~3號店舖)

Q Burger-桃園春日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245號

八方雲集台南仁和店70 台南市東區仁和路77-19號

麥味登北市松仁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32號1樓

拉亞漢堡－桃園大業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１段１０１號１樓

圓味壽司台中工學店( 402022台中市南區工學路34號

50嵐-中壢福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527號1樓

四海遊龍-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２段４３號１樓

LOUISA COFFEE -國泰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0巷13-2號

清心福全-秀水中山店 彰化縣秀水鄉中山路369號

首爾韓鍋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91號

世賢烤鴨 嘉義市西區世賢路一段710號一樓

八方雲集觀音成功店32 桃園縣觀音鄉樹林村成功路一段731號

橘之鄉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33號

貳零貳壹健康餐盒 桃園市蘆竹區大興路21號

珍煮丹－桃園中華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７２號

漫漫點內湖 1147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09號

Q Burger-新店三民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21號1樓

路易莎－康寧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78號

四海遊龍-篤行店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1段30號

鴻鼎?子 台中市豐原區圓環東路624號

迷客夏-台北西湖店N

八方雲集康樂店114001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19號

Tulip TimeOut慶城店( 臺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之2號

點心願 高雄市前金區青年二路８２之１號１樓

BOSO飽所 花蓮市中興路250-2號

路易莎-民生創始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30巷7弄1號

CoCo都可-板橋漢東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03號

LOUISA COFFEE - 芝山 台北市士林區福國路38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台南學甲無刺虱目魚專

CM埔里中山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251號

清心福全-大甲順天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93號

城市漢堡-大里東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明路160號

春陽茶事桃園大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142號1F

美德耐-中興院區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迷客夏-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30號

ＣＯＣＯ都可－南平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42號

八方雲集南昌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31號(婦幼醫院)

拉亞漢堡-太平大河戀 台中市太平區旱溪西路２段２５９號

瓦丹荔異國料理 花蓮市博愛街156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１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福圓號-大龍峒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咖啡匙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2段235號

胖桑-大安和平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61號

雪爪商行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翰食專業炒飯-豐東店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126號

東海咖啡 苗栗縣苗栗市日新街1號

梁社漢三重三和店2410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179之1號

海大同樂豆花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COCO都可中和圓通 新北市中和區錦盛里圓通路303號

八方雲集桃園果林店 桃園縣大園鄉果林路167號

池上木片便當

Teas原味-南市成大店N

憶香許烘焙工坊 彰化縣花壇鄉北口村013鄰中山路二段851號

馥漫麵包花園 東興店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46號1樓

金山芋圓王(萬里) 新北市萬里區頂社路67號

星嵐咖啡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平里至善路171號1樓

早安美芝城-三峽大觀

50嵐(文德店)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0號

九九美式咖啡館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南埔八街106巷1號

路易莎咖啡－竹北莊敬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五街38號1樓

鮮茶道-台南華平店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77號

八方雲集淡水新市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6號

大苑子－大甲順天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１６８號１樓

勝好good choices

享物手作烘焙.咖啡 嘉義市東區維新路190巷2弄1號

鬍鬚張台北吉林店 台北市吉林路220號

茶湯會斗南中山店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新興街101號一樓

冠壽司日本料理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016鄰埤角196號1樓

慕然五十 花蓮市一心街18號

50嵐-嘉義大林店 嘉義縣大林鎮中興路11號

池上木片便當羅斯福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３段７０號

弘爺漢堡－饒平店 雲林縣莿桐鄉饒平路７６號

Q Burger-蘆洲民族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57號

金讚魯肉飯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25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新竹城隍廟 新竹市中山路98號

清心福全-三重正義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35號

台灣第一味－員林靜修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３８之３號１樓                                                                                        "

貳拾貳隱巷 澎湖縣馬公市復興里新復路2巷16號之1

鮮茶道-樹林柑園店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一段373號

KOI菁選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50號1樓

愛肯樂活工場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188號1-2樓

瑪拉葳亞咖啡館 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08巷20號1樓

達利早餐南華店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48號、明禮街46號

CM三重徐匯中學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418號

茶湯會中壢中美店 桃園市中壢區興國里中美路二段60號1樓

櫻田野餐廳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七街8號

馬克老爹有限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02巷22號

拉亞漢堡－台中東門店 台中市東區東門路１２５號

50嵐-清泉崗店 台中市大雅區忠清路四段895號1樓

LOUISA COFFEE -南昌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後龍 苗栗縣後龍鎮成功路9號

CoCo都可-中壢福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一街245號

鮮茶道-中原實踐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260號

梁社漢台中敦化店406U 臺中市北屯區敦化路一段582號

樂恩商行 臺北市中正區南陽街27號

泰和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石碇區文山路一段8號

迷客夏-關新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72號

摩斯漢堡-台中轉運站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台中大坑口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39號1樓

迷客夏-宜蘭神農店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8號1樓

Q Burger-蘆洲中山N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79號1樓

CoCo都可-長安2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359號

SUBWAY世貿店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5號2樓

悟饕龍潭中興店 桃園市龍潭區武漢里中興路295號

牛佬牛肉麵專門店十期 台中市北屯區建和路二段20號

華味香飲食冰?室新進 台南市新營區民榮里新進路二段474號

八方雲集土城海山店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二段131號(海山高工)

LOUISA COFFEE -萬華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迷客夏-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00號

丸林魯肉飯-總店 台北市民族東路32號

摩斯漢堡-台中豐樂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明達手作烘焙坊 台南市北區海成街72-1號

鮮茶道-屏東佳冬店 屏東縣佳冬鄉佳昌路127號1樓

Q Burger-五股成洲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3段577巷43號

麥味登清水中正店 台中市清水區中正街71-1號1樓

SUBWAY安居店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7號1樓

極?八丼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76巷27號

八方雲集酒泉二店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71號

悟饕阿蓮中正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67巷55號1樓

明華早餐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97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板橋貴興店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35號

陳紀臭豆腐 花蓮市建華路201號

林口長庚-名將小吃店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摩斯漢堡-台南崇學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明星西點麵包 台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5號及7號

鮮茶道-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92號

Q Burger-士林延平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５段179號

甘丹輕茶飲-新生店 嘉義市民族路594號1F

梁社漢信義店110U0020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里永吉路30巷157弄2號

悟饕神岡社口店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760號

茶湯會台南長榮店 臺南市東區大學里長榮路3段32號1樓

湖畔餐廳 花蓮市建中街28巷38號

自在軒－成功店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３５７號１樓

八方雲集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175號(圓環)

LOUISA COFFEE -民國 花蓮縣花蓮市主工里民國路79號

東來寶不老鮮雞湯

巴司克-桃園民權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13號1樓

CoCo都可-中壢中山東 桃園縣中壢市後寮里中山東路３段４２號

麥味登汐止仁愛店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23號

春芳號-宜蘭神農店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１段67號1F

梁社漢台南國安店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215-1號1樓

麥味登-西屯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60-13-6號

冀家小館 花蓮縣花蓮市民意里府前路448號1樓

思鄉病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13號

併機-大魯閣新時代棒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金盃美而美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

好雞匯鹹水雞-文山萬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30號

清心福全-頭份信義店 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55號

樂閣 嘉義市東區北門里成仁街238號

飛饗義法典藏料理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二段272號

輕食館

松阪家日式小吃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村保生街77號一樓

麥味登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東街1號

梁社漢苓雅建國店802U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39號

早安美芝城-三民早餐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3段251號

COCO都可－南四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33巷4弄2號1樓

西門-??廚房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2段34巷6號

LOUISA COFFEE-青年門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4號

一芳-花蓮國聯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46號1樓

好麥烘焙坊 宜蘭縣頭城鎮大坑里協天路563號1樓

小夫妻餐館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二路79號

御私藏-憲政店

Sefun Cafe高雄市府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2號1樓

超品起司烘焙工坊

豆趣有限公司

茶聚－新莊八德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１５０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老賴-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67號1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建國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１７５之１１號１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2路113號

CoCo都可-竹北三民店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69號

中壢馬祖新村-高雄左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20號

鴉片粉圓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9號

千巧谷烘焙工場(崙背 雲林縣崙背鄉建國路28號

台灣安平文創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平區安北路103巷7弄8號

皇品港式茶餐廳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149號1樓

俊客思飲料店 新北市永和區民生路45號1樓

四海遊龍-高翠店 新竹市東區高峰里高翠路３４３號

清心福全-中和橋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05號

茶牧場林口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202之2號

悟饕竹北縣府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87號

八方雲集中壢弘揚店32 桃園市中壢區振興街143號

自在軒－崇明店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５６２號１樓

蘭馨堂 臺中市神岡區北庄里中山路989巷2號2樓

台北煮食甜不辣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開封街１段２-３９號1樓

毛毛兔蔬食坊 桃園市平鎮區廣德街２３６號１樓

有什麼水果茶專賣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2段77號

台灣第一味二林新生店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路40號

南極食品咖博館民生東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89號1樓

悟饕台北敦南店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81巷45弄45號

八方雲集楊梅富岡店32 桃園市楊梅區中正路二號

定食屋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2段53號4樓

週六郊區 花縣市民權7街22號

黑白Pay電商餐館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27號

大苑子－高雄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５６０號１樓

清原芋圓-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東門里中正路319號

CoCo都可-南崁公埔店 桃園市蘆竹區內厝里南山路二段195號1樓

美德耐-醫揚商場

Teas原味-水上省道店 嘉義縣水上鄉粗溪村中山路二段297號之2

麥味登中和福澤店 新北市中和區保健路47號(1樓)

小木屋鬆餅-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12號1樓

春陽茶事-彰化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240號 "

奧莉薇複合式餐飲

悟饕屏東枋寮店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中山路187之2號

翰林茶棧-台南赤崁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13號

路易莎咖啡-三重成功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路98號

Burger Su美式蔬食漢

CoCo都可-竹北成功店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五路68號

麥味登青埔新光店 桃園市大園區春德路136號

50嵐(土城日月光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61巷37號

景文友夠燒包的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TEALAB 新概念花草茶 花蓮縣花蓮市國華里博愛街335號

大苑子－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海通路２５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華平門市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487號

大苑子－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１１７２號１樓

馬可中正店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74號1樓

一畝茶千歲專業飲料店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66號

馥漫麵包花園 彰化店 彰化市曉陽路67號

麥味登板橋光環店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二段76號

SaGo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48號

三多漾-益民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26-3號

50嵐(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37號

新光三越-左營停車場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23號

周董Mr.Qmilk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２６８號

COCO都可樹保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１段73號1樓

早安美芝城-台南協進 台南市中西區藥王里金華路四段64號1樓

東湧行旅旅店 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29號

四海遊龍-維新店 嘉義市東區東興里中山路75號1樓

鮮一杯特調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70巷18號

鬍鬚張板橋江子翠店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26號

好好吃大餛飩土城店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1號6樓

如初 台中市北屯區軍福十三路309號

法布甜伴手禮專賣店-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8號2樓

山本屋小吃店 花蓮市民權路96號

50嵐-梧棲中央店 台中市梧棲區中央路一段666之16號

50嵐(德行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60號

木盆輕食館台南文化店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２３號

路易莎咖啡-雙和圓通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5之2號

鮮茶道-水上中興店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中興路402號

百世多麗花園酒店 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420號

偈亭泡菜鍋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號

迷客夏-溪湖店0889 彰化縣溪湖鎮太平街194號

梁社漢臺中興安店406U 台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二段60號

澳門贏到足餐廳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1弄2號

麥味登桃園介壽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門里介壽路372號1樓

茶湯會大雅學府店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里學府路235之1號

貓?執事 台中市西區忠勤街98號

職藝咖啡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１段２２８號                                                                                        "

奧利竹北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82號

50嵐-虎尾林森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398號

LOUISA COFFEE -中科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延平1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一段270號

鮮茶道-蘇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20號

玉小蘭延壽店點餐機 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95號1樓

八方雲集中正南海店1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50之1號

峸老滷湘川滷味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00號

麥味登大墩十街店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街70號1樓

迷客夏-站前店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1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水雲堂花蓮店 花蓮市中山路142-6號1樓

摩斯漢堡-竹北文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頭份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77號

LOUISA COFFEE-西屯文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42號5樓、244號5樓

ＣＯＣＯ都可－中潭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297號

CoCo都可-汐止福德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14號

清心福全-台北峨眉店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49號1F

SUBWAY新竹交大餐廳 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102號8樓

八方雲集-中和宜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69號

大魯閣汐止館二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Q Burger-桃園宏昌 桃園市桃園區宏昌六街211號

拉亞漢堡－新竹新莊店 新竹市新莊街２３２號１樓

宜蘭縣龍潭湖風景區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鉅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６段264號7F

迷客夏-民族店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33-13號

迷客夏-淡大店0889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58號1樓

摩斯漢堡-彰化中正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善化 臺南市善化區文昌里中正路３６５號、３６７號

鮮茶道-高雄茄定店 高雄縣茄萣區保定里仁愛路2段163號1樓

麥味登池上公主店 台東縣池上鄉中山路284號1樓

迷客夏-金門金城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環島北路１段25號

胖老爹-內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１段３５８號

Mr.WISH 台北延吉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3號

摩斯漢堡-高鐵左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五結中正店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二段111號

豆樂咖啡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順安街50號

優握握酸奶大獅店東海

鮮茶道-前鎮鎮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230號1樓

Q Burger-樹林三福 新北市樹林區三福街144號1樓

麥味登水里民族店 南投縣水里鄉民族路426號

迷客夏-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131-1號

新東陽一期中央區７０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茶湯會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197號1樓 "

八方雲集忠孝店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62號(忠孝醫院)

LOUISA COFFEE -員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７８５號

披薩老爹的義式廚房 雲林縣虎尾鎮立德路129號1樓

摩斯漢堡-景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蘆洲民義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義街119之1號

丞恬鍋物

唐璞烘焙 新北市林口區宏昌街8巷1號

醋頭家True Boss 臺中市豐原區下街里三民路２１３號

梁社漢漢生東店220U00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54號

細鳳果茶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二段189號

悟饕宜蘭礁溪店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村礁溪路五段5巷1號一樓

八方雲集濱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9號(五常國中、五常國小)

約翰紅茶新北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88號



業者名稱 地址
KAF COFFEE

城市漢堡-台中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五義街127號

美味小廚 台北市大同區貴德街3號1樓

薇若拉親子音樂餐廳

世界幸福咖啡 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50號

羽上茶飲your sun tea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３段３１６巷１０之２號

梁社漢台南大同店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181號1樓

早安美芝城板橋活力大

丸文食品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11路156號

COCO都可－中和連勝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LOUISA COFFEE -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31號

IMPCT Coffee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3-5號

程家台南意麵

喜憨兒台南庇護工場 台南市南區新義南路2號

唐老鴨牛排館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220號1樓

漫渡拾光-東安店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19號

麥味登板橋三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2段202之13號1樓

珍煮丹－士林小西店 台北市士林區小西街３２號

輕食曹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39巷10號1樓

夏日早午餐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61號1樓

小草冰吧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１５３號１樓

ＣＯＣＯ都可－竹南博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79號1樓

LOUISA COFFEE -大昌 高雄市三民區寶安里大昌二路８９號１樓

進發家-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3段116號1樓

Teas斗六鎮東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東路160號

穀咕咕MealBox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65巷14號1樓

北歐餐桌 宜蘭縣羅東鎮林森路173號1樓

研果室(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168之3號

城市漢堡－花蓮民國店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３６之６號１樓

覓境咖啡

清原芋圓-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60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慈 桃園市中壢區金華里慈惠三街139號

CoCo都可-中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297號

日起食書生活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76巷19號1樓

玉津咖啡大竹店

La man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7、99、101號地下一樓

庫卡咖啡（ＫＯＯＫＡ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５７巷５號１樓

樂食坊餐飲 新竹縣竹北市隘口三街216號4樓之2

帆船基地 屏東縣東港鎮順漁路69號

圓味壽司新竹店 30051新竹北區中正路229號

喬安餐廳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297號

四海遊龍-梅高店 桃園市楊梅區梅高路52-6號

CoCo都可-大南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中里大南路309號1樓

海海人生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一路500之1F

麥味登崇德六路店 臺中市北屯區松安里崇德六路一段70號1樓

清心福全-安順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21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台灣第一味-永和得和 新北市永和區民富里得和路412號1樓

悟饕楠梓藍田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849號

街頭咖啡－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１３０號１樓

Q Burger-基隆經國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75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１７７號

CoCo都可-康寧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65巷6號1樓

Q Burger-三峽文化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66之13號

帝鈞胡椒餅 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順路358號

台灣第一味大肚遊園店 台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二段41號

平行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３段58號5F之2

大魯閣汐運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悟饕高雄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忠路194號1樓

八方雲集潭子勝利店42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183號

寮國咖啡店

夏帕義大利麵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１０１巷２７弄７號１樓

麗軒國際飯店 花蓮市中美路99之1號

路易莎咖啡-中壢延平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36號

八方雲集基隆七堵店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街26號

LOUISA COFFEE -鹿港 彰化縣鹿港鎮中興里中山路246號

田也麵包

CoCo都可-萬華寶興店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70號

老窩咖啡館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384之6號

麥味登羅東東藝店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231號

里亞行旅Hotel-販賣部 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00號

鐵板食堂 台中市南區工學里工學六街108號1樓

春陽茶事台北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50巷9號

悟饕台中松竹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2段265號1樓

布袋文創Hotel 嘉義縣布袋鎮順安路6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３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萬華南機場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303巷15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1段280號1樓

上福裕紅茶莊園

老窩咖啡館松仁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66號1樓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69號2樓

馬可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38號

CoCo都可-南華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麥味登麥寮施厝店 雲林縣麥寮鄉仁德東路517號1樓

50嵐(士林文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91號

蝦匠活蝦料理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32-1號(前面)

建成書局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293號

八方雲集桃園南豐店 桃園縣桃園市南豐三街120號

墾丁鹿凱森餐旅－麗境 屏東縣恆春鎮埔頂路５０１之２號

台南市龍崎區農會 台南市龍崎區崎頂里新市子223號

鮮天下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5巷6號

鬍鬚張士林中正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金五春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112-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春芳號-高雄成功店 高雄市前金區榮復里成功路一段296號

麥味登南屯萬和店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722號1樓

老賴茶棧-天母德東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1號1樓

ＧＯＯＤ　ＣＯＦＦＥ 新北市中和區保健路２巷２號１樓

50嵐(四平店)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40號1樓

永康-小珍珠烘培 台北市大安區福住里金華街243巷25號1F

青澤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２０６、２０８號

路易莎-苗栗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107號1樓

路易莎咖啡－民生光復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3號1樓

八方雲集蘆洲長安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號

拉亞漢堡台中幸福店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260號

茶湯會清水中山店 臺中市清水區南寧里中山路132號一樓

麒麟美食吧

麥味登板橋永豐店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171號

又一村小吃店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85巷47號1樓

50嵐-麥寮店 雲林縣麥寮鄉光復路55、57號

豆吉　豆乳專門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１３８巷臨８號

清心福全-基隆東信店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84號

彼緹娃藝術蛋糕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1-1號

LOUISA COFFEE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60號1樓

四季村素蔬食自助餐館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76號

弘爺漢堡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12號1樓

鮮茶道-彰化彰美店 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42號

八方雲集台南和順店70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71號

化石先生 Mr. Fossil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126巷16號

全家國際餐飲股份有限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６１號３樓

麥味登雲林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396號

茶湯會新北投光明店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4號

迷客夏-桃園廣福店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87號

千千燒煎餃員林店 510018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53號之3

摩斯漢堡-長春松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希望廣場_保證責任宜 宜蘭縣宜蘭市新興里光復路14號1樓

50嵐-南投集集店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11號1樓

LOUISA COFFEE -台南 臺南市東區和平里東門路3段180、182號

柚豆_台南安南店

八方雲集-桃園莊一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一街88號1樓

元琪茶行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86號

八方雲集桃園桃德店33 桃園市八德區桃德路151號

馬可先生承德店 (103)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72號1樓

隆太郎金牌燒臘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珍煮丹－高雄新崛江店 高雄市新興區新田路１５２號１樓

迷客夏-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東里瑞隆路455號

圓味壽司和美店 50861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37號

摩斯漢堡-精武東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大雅門 臺中市大雅區上雅里學府路４５９號

QBurger-汐止秀峰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2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ＣＯＣＯ都可－桃安 桃園市桃園區龍鳳里龍安街108號1樓

中壢服務區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5號

八方雲集文化大學店11 臺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Q Burger-三重國隆 新北市三重區國隆路26號

甘泉魚麵－新竹光華店 新竹市北區光華北街５６號１樓

八方雲集萬華寶興店10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33號

正好停-四維公園站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安永心食館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二段415號

秘丞手作工坊

摩斯漢堡-民權林森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蘇澳江夏店 宜蘭縣蘇澳鎮江夏路75號

LOUISA COFFEE文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建平里文平路４００號１樓

友夢牧場

鮮茶道-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34號1F

麥味登汐止茄苳店 新北市汐止區茄苳路42-1號1樓

SUBWAY松德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28號

八方雲集台中南屯店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355號1樓

惠茂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149巷49弄16號

Bicolor 現烤可頌 台中市霧峰區坑口里和平路6號

小豬很忙 臺東縣臺東市民權里中正路313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士林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３２０號１樓

圓石禪飲-佳里光復店 台南市佳里區安西里光復路270號1樓

摩斯漢堡-高雄右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Q Burger-蘆洲中原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24號

777咖啡083 台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市民大道１段１００號地下街輕食區７號

麥味登北市龍江1店 台北市中山區江山里龍江路244號

八方雲集逢甲文華店40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2號

COCO都可吳興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9號

六福村主題樂園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 60號

中國醫藥大學_

清心福全-台中福星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92號

老樂灣 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6段139號6樓之21

品好乳酪 高雄市鼓山區昌盛路379號

馥漫麵包花園 水湳站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392號1樓

梁社漢岡山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76號

提米可可新港店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63號

十二韻－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１之６號１樓

The square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13巷5號

南美咖啡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44號

清心福全-龜山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70號1樓

晴光-溱溱果汁店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之4號

歪歪歪甜點 花蓮市中山路16巷18號

弘爺漢堡花蓮林森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林森路113號1樓

Q Burger-三重永福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72號1F

鬆餅先生蔬食主義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７１號

COCO都可－東區地下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業者名稱 地址
日安好咖啡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53號3樓

快樂檸檬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59號

G9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9-2號1樓

丹麥之屋忠孝分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372巷29弄1號1樓

大苑子－苑裡店 苗栗縣苑裡鎮天下路７１號１樓

藝台灣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09號7樓之4

威爾貝克手烘咖啡吧吳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52號、52之1號

清大謦菱食品商行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光復路二段１０１號

ＣＯＣＯ都可－頭份建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57號

CoCo都可-大溪店 桃園市大溪區一心里25鄰慈湖路１１７號

清心福全-北屯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20之15號1F

岬岬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0號2樓

杏一-市立聯醫忠孝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94號

馬可先生左營店 (813)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4號

郭元益 臺北市士林區舊佳里文林路５４６號１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３段２１９號

迷客夏-虎林店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25號

民族參伍陸號早餐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56號1樓

退輔會-清境農場 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25號

日嚐好食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78號5樓

CoCo都可-樹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Coffee Law安和店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1段24號1樓

悟饕台北民族店 臺北市大同區揚雅里民族西路194號1樓

八燔殿·日安朝食處 台中市北區太原路三段69號

李傳仁手工麻糬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一段312號1樓

八方雲集三峽國際店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6號(三峽國中、龍埔國小)

大苑子－善化中正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４５４號

莫內花園咖啡農莊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路一段138號

吉比鮮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惟馨街79號

迷客夏-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維新路83號

台灣卜蜂_六星便當松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17樓

四海遊龍-豐南店 " 台中市豐原區田心里16鄰中山路150號"

鮮茶道-東港中山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88-1號

麥味登瑞芳明燈店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81號

台灣第一味-台北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91巷11號

仙桃總鋪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

Old Germany德國餐廳 花蓮市府前路94號1樓

八方雲集板橋四維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341號

昌吉小吃店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46號

CoCo都可-內湖成功店 台北市內湖區紫星里成功路4段59之1號

麥味登文山世新店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88號1樓

鮮茶道-高雄明仁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23號1樓

Q Burger-板橋文聖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142號

台茶1號西屯中科店

樂陶陶三明治工坊 台中市北屯區天津路四段37號

麥味登豐原佳辰店 臺中市豐原區豐圳里圓環西路59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悟饕彰化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5段147號1樓

八方雲集北投崇仁店 台北市北投區崇仁路一段7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北投捷運店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二段5號

LOUISA COFFEE -南京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３８號１樓

清心福全-三重集美店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36號1樓

CoCo都可-內壢長春店 桃園縣中壢市長春路6號

麥味登三民鼎金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金後路510之1號

古潮雞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１段112號之1，1F

50嵐(昌吉店)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35號

涼師傅大腸麵線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之5號

麥當勞高雄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２３８號１、２樓

溫泉-少帥禪園 台北市北投區幽雅路34號

八方雲集鶯歌中正店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62號

法藍星饗藝空間 宜蘭縣頭城鎮和平街１３９之１號１、２、３樓

杏一-竹馬商場 "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

鮮自然-府前台銀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八方雲集光華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82巷9弄12號(光華商場.忠孝新生站)

LOUISA COFFEE -嘉義 嘉義市西區劉厝里博愛路二段８６４號一樓

啡想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91巷17之1號1樓

Q Burger-信義吳興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81巷59號

清玉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82號

回味咖啡 臺南市中西區友愛街6之1號

麥味登土城日月光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61巷42號(1樓)

老賴茶棧-中山南西店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8巷6-1號

大金洋行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9號

新光三越-A11停車場 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11號

八方雲集中壢中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176號(中原大學)

豐鑄鐵鍋早午餐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２４５巷５０號１樓

溫莎堡-七堵店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５４號

我愛脆皮鮮奶甜甜圈/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72號

阿義廚房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平和68號之1

鬍鬚張新店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70號

萬波島嶼紅茶－台中美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２４９號                                                                                              "

麥味登和美道周店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590號

老賴茶棧桃園中正店08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15號

50嵐-河南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96號

LOUISA COFFEE -信陽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５之２號

清心福全-三義勝興店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70之5號

橘先生食品行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6號1樓

路易莎-高雄孟子門市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178-1號

速貢專業手調茶飲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167號

清原芋圓-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路66號

新豐紅橘子店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267號

麥味登新莊八德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110號1樓

茶湯會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里光復路127號1樓 "



業者名稱 地址
珍煮丹－台中中工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４２之１號

圓味壽司 彰化民族店 50047彰化市民族路537號

50嵐-寧夏店 台中市西屯區寧夏路205-1號

LOUISA COFFEE -汐止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台中立人店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19號

鮮茶道-新豐站前店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634巷30號5樓

麻姥姥手工餅舖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27號

八方雲集敦北店105000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22巷35號

福一餐飲有限公司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三段57號7樓

鹽鄉民宿餐廳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井子?57號

八方雲集中壢大崙店32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4段86號

珍煮丹－中和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１７號１、２樓

沐荼寺臺灣精品茶飲專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92-1號 "

摩斯漢堡-新莊龍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Q Burger-平鎮振金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43號

路易莎-萬芳醫院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9號

清心福全-永和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49號

勝十蘭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182號3樓

SUBWAY園區店 新竹市東區建新路22號

台灣第一味-卓蘭中正 苗栗縣卓蘭鎮中正路85號

樂味早午餐 臺中市北屯區平陽里大連路２段63、65號

八方雲集龍井遊園店43 台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二段99號

豆谷咖啡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街4巷9號

斯朵利咖啡 勝利店 屏東縣屏東市永城里和平路490號

珍煮丹－桃園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２２７號

找早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１段39巷5號1F

酸奶大獅-太平勤益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10號

上和園滷味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4號1樓

摩斯漢堡-台中復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樂豆先生-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西榮里蘭井街309號一樓

紅橘子-得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175號

聆茶音符

歇腳亭-新莊中誠店

研豆咖啡坊 台中市沙鹿區福興里東晉二街85號

SUBWAY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259號1樓

八方雲集關渡店112000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94號

迷客夏-師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5之2號

飯丸屋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２段１１之１１號１樓

AP Bar義式早午餐 新北市汐止區工建路368號1樓

倍爾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彰化縣員林市林森路285號

摩斯漢堡-民權西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拾石鍋物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25巷20弄3-5號

元福?油廠 雲林縣北港鎮西勢里光明路136號

吾曲茶

Toastage吐司盛世 台中市西區華美西街一段82號

拉亞漢堡－大里內新店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１段６０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中和連勝店23 新北市中和區連勝街55號

COCO都可汀洲 台北市中正區頂東里汀洲路2段185號

大雪山森林遊樂區 台中市和平區雪山路１８號

Burger Su美式蔬食漢

摩斯漢堡-台北中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茶工業-虎尾店

清心福全-汐止樟樹店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9巷2號

阿墨風尚料理 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棒球一街8號

糧田 台北市北投區懷德街77號1樓

COCO都可新莊中和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78號

大苑子－台北合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１１３號

清心福全-中壢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45號

清原芋圓-彰化師大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57號

沐泉食堂(庭八食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梁社漢基隆中正店202U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810號1F&2F

早安美芝城-南門早餐 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42號

single place 咖啡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534號B1

曾記麻糬太魯閣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42號4樓

鮮茶道-虎尾科大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312號

豆胖貝果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２段176號

Pino Pizzeria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140號

WAKU WAKU

良友\x08精緻飯店 花蓮市福建街512號

老樂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89號

宏澄飲料店 宜蘭縣冬山鄉中山村舊寮路73巷33號1樓

蔗世界－關西店 新竹縣關西鎮正義路２１０號

ＣＯＣＯ都可－竹北光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9號116室

CoCo都可-天母德行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7號1樓

維格餅家－台中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7號

飯BAR內湖創始店

黛黛茶台中高工店 臺中市南區高工南路1號

拉亞漢堡-篤行店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２段１５３號１樓                                                                                      "

旬壽司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220號

迷客夏-太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65號

烏弄－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７０６號１樓

老公雞餐飲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229號3樓

水雲堂義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26號

摩斯漢堡-台東新生二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創盛號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77巷26號7樓

一福堂 台中市西屯區環中路２段９８８號

俊客思 新北市永和區民生路４５號１樓

COCO都可桃園大湳 桃園市八德區大昌里介壽路二段356號1樓

CoCo都可-永和中正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84號

匠心豆乳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97號1樓

SUBWAY 竹北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9號104室

麥仕佳專業烘焙(大墩) 台中市南屯區溝墘里大墩路65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督醍咖啡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247號

悟饕蘆竹大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上竹里006鄰愛國一路5號

鍋神涮涮鍋 宜蘭縣宜蘭市建業里凱旋路518巷28號1樓

拉菲樂烘焙-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73號

家香味食堂 台北市萬華區長泰街7號

八方雲集三重湯城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6之8號

自在軒－和緯店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２段３７６號１樓

舊時光新鮮事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94號

御富商場－松竹站門市 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北屯路２段458號

迷客夏-台南新營店088 台南市新營區府西路1號

醬吃Brunch 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77號1樓

摩斯漢堡-鳳山五甲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介壽店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722號

清心福全-台東更生店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286號

鮮茶道-桃園巨蛋店 桃園市桃園區山鶯路2號1樓

麥味登竹北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化里縣政二路231號一樓

悟饕台南安中店 台南市安中路一段813號

水巷茶弄內湖康寧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１段７０號１樓                                                                      "

琉夏萊旅店 屏東縣琉球鄉民生路43-2號

八方雲集新店大鵬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686號

玉津香餅舖 彰化縣鹿港鎮民生路30號

Mr.WISH 大雅雅環店 台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一段323號1樓

摩斯漢堡-南港展館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中平路15號1樓

無敵滷物製作所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66巷27號

Q Burger-中和仁愛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102號

麥味登鹿港自由店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自由路145號1樓

春陽茶事-屏東萬丹店 屏東縣萬丹鄉萬安村萬丹路一段115號

悟饕三民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68號1樓

路易莎咖啡-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680號

八方雲集萬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30之2號(萬隆捷運站)

布萊恩紅茶－台中勤美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１４５號

LOUISA COFFEE -林口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一路12號

沐可提黑糖飲品

雷巴咖啡烘焙道場 "台南市東區龍山里長榮路一段186號1樓 "

CoCo都可-台北南昌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芝庭商行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37巷15號1樓

麥味登淡水淡江店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37號

優仕紳烘焙館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路22-1號

八方雲集大村大葉店 彰化縣大村鄉福興村山腳路76-11號

河馬老爹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二七五號

潮盧潮洲滷味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135號1樓

悟饕宜蘭龍潭店 宜蘭縣礁溪鄉龍潭村大坡路160號一樓

天母-Hello Jazz餐廳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88號1樓

丸文食品－光復店 台中市大里區工業11路156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台塑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6巷3弄1號2

大苑子－桃園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２７７號１樓

LOUISA COFFEE -台中 台中市北區錦平里中華路二段120之3號1.2樓

水魯饌麻辣滷味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66號

麥味登湖口新興店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新興路308號1樓

零夏飲料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北路70號

梁社漢樹林大雅店238U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78號1樓

50嵐(淡水中山店) 新北市淡水區水碓街5號

simtree咖啡 中正店

LOUISA COFFEE -師大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79號1樓

八方雲集觀音草漯店 桃園縣觀音鄉草漯村大觀路二段173號

早安美芝城-新興八德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264號

城市漢堡-泰山十八甲 新北市泰山區福興二街26號

四海遊龍-安平店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100號

鬍鬚張淡水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07號

TWO SHOTS中山南西店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2號

THE FACTORY 台中市西區精誠六街22號

麥味登潭子潭福店 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福潭路260號1樓

水巷茶弄-內湖康寧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70號

禾豐麵包 梅亭店 台中市北區梅亭街433號

50嵐(雙連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西街14號一樓

LOUISA COFFEE -新北 新北市新莊區福興里五權一路３６號

毅如行 早餐 新竹市北區長和里愛文街32號

優握握酸奶大獅店 臺中市西區中興里中興街193號1F

LOUISA COFFEE-鼎盛大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5號

森果治fruitos

迷客夏-墾丁店0889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02號

早安山丘-西港店 台南市西港區慶安里新興街86之25號1樓

Mai Mian 麥 麵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593號

麥味登中壢姊妹店 桃園市中壢區內厝里中正路4段161號1樓

茶湯會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東門里中正路389號一樓 "

大潤發碧潭店 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22號地下1樓及22號地下1樓之1

培聖飲食館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三段261號1樓

初韻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94號

50嵐-竹北十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五街138號

LOUISA COFFEE -台元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聚語軒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62號

moricaca森果香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６４２號

清心福全-嘉義友愛店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164號

SIANG HAO PATISSERIE

Q Burger-中山錦州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05號

八方雲集土城學民店23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257-1號

麥味登雙園店 台北市萬華區雙園街148號

茶湯會台北松山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31號1樓 "

Subway天母東路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31號

思茶竹北勝利店 30264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五路50-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世代街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67號

50嵐-湖口新工店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129號

四海遊龍-青埔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二段200號

清心福全-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94號1F

路易莎-晴光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6號1樓

清心福全-湖口工業店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25號

台灣第一味北港媽祖店 雲林縣北港鎮共榮里10鄰中山路153號

梁社漢-新店建國店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114號1-2樓

Q Burger-中和建一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7號1F

一米食有限公司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14鄰中正路43-2號1樓

八方雲集吉林店104001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89號

SUBWAY工學復興店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6號

厚哩咖在 新北市板橋區互助街２７號

Q Burger-中壢弘揚202 桃園市中壢區弘揚路55號1樓

希望廣場_御品園蛋品 彰化縣芳苑鄉文津村芳草路41-1號

晚睡晚起 高雄市左營區正心街４９號

清心福全-霧峰中正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822號1F

寧菠小館 台中市北屯區平昌里天津路27號9樓

SUBWAY台南民族店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3段226巷83號

台灣第一味豐原豐南店 台中市豐原區豐南街154號

梁社漢汐止中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01號1樓

澳氏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15巷33號1樓

迷客夏-嘉義文化店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339號

八方雲集關渡自強店25 新北市淡水區自強路152號

怡園渡假村 花蓮縣壽豐鄉豐坪村豐坪路三段6巷21號

路易莎-新北市議會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13號

LOUISA COFFEE－台南 臺南市中西區南門里永福路１段７８號１樓

御可香-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167號

清心福全-楠梓冷飲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76號

香格里拉休閒農場 宜蘭縣冬山鄉梅山路168號

烘work 咖啡烘作坊 台中市西區東昇里公館路200號1樓

健康橘子工坊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2段121號1樓

春陽茶事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146號

梁社漢左營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41號1樓

鼓山莊喜餅專賣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508號

迷客夏-草屯分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75號1樓

COCO都可大園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村中山北路２３號

八方雲集新店北新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4號(大坪林)

福圓號-大安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Jims Burger Cafe

哈肯舖-松山店

摩斯漢堡-中壢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號2樓

怡客咖啡7401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5號

甘蔗媽媽-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9之7號

拉亞漢堡台南崇學店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２３０巷１８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西屯永安店40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1號1樓

蘭潭泛月文旅 嘉義市東區潭頂路82號

COCO都可板橋金門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12號

小木屋鬆餅專賣店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約翰紅茶台北信義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23號

木拉花寵物友善咖啡廳

四海遊龍-台東店 台東市新生路126號1樓

捌點玖早午餐 台中市西區明義街6號

台灣第一味彰化二水店 彰化縣二水鄉光化村光文路68號

早安美芝城-屏東民學 屏東縣屏東市民學路122號

繼光街-一福堂老店 台中山中區中山路67號

泮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02之3號

COCO都可-台中逢甲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一

路易莎咖啡－合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52號

ONE OK COFFEE

清真合醬菜閃妹小廚

鬍鬚張台中大墩店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649號

茶湯會大肚沙田店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沙田路二段758號1樓

頭嵙山香菇 台中市新社區協成里南華街53號

日日來美食館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3樓

拉亞漢堡－頭份光華店 苗栗縣頭份市光華北路１２號

50嵐-太保中山店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二段5-1號

吉祥草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１１４號１樓

Q Burger-五股成泰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１段47號

治字訣商行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13巷26號

水巷總公司 815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82號

歐德欣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慈文路２０４巷５號

鮮茶道-台東綠島店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村185之2號

外婆的厝餐飲店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路45號

秦老大-金山店 300新竹市東區金山里金山街27號

50嵐-埔里中山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153號

ＣＯＣＯ都可－內壢家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8鄰中華路一段450號

CoCo都可-中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30號

永康-蓁豪文創商品行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1之1號

鮮茶道-汐止福德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08號

TARO TARO

梁社漢-信義敦化南店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375號

VELO CAFE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6之6號

一芳水果茶大園廟口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45號

毛房蔥柚鍋 冷藏肉專

狼堡WOLF BURGER 台中市霧峰區樹仁路136號1樓

縱夏花生 花蓮縣瑞穗鄉瑞美村中山路1段169號

馬可先生木柵店 (116)台北市文山區恆光街21號

空杯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342號1樓

樂牧樂食所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102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 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１段２０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益民店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60號

蜂巢窯烤披薩手工麵包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１段２１００之６號

摩斯漢堡-小碧潭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竹北華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278號

迷客夏-平鎮文化店 桃園市平鎮區復興里文化街225號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國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39號

CoCo都可-沙崙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70號

SUBWAY重慶衡陽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3段15號

小圓桌商行 台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二段275巷16號1樓

大上海生煎包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99號一樓後棟

梁社漢台中忠明店402U 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821號1-2樓

悟饕土城金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127號

茶湯會台南新化中正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352號1樓

LOVEMOON 99號店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二街99號1F

季洋莊園咖啡-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495號

八方雲集中和南華店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46號

自在軒－健康店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２段７０號１樓

LOUISA COFFEE -鳳山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２段２５３號

迷客夏-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98號

迷客夏-台中大雅店088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79號1樓

摩斯漢堡-樹林學成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永芯茶檔 桃園市中壢區忠勤街85號1樓

CoCo都可-頭份文化 苗栗縣頭份市文化里14鄰文化街155號

鮮茶道-屏東勝利 屏東縣屏東市永城里勝利路217號

Q Burger-汐止明峰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25-3號

麥味登彰化彰員店 彰化縣花壇鄉彰員路一段570號

SUBWAY惠文河南店 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440號1、2樓

都奇果汁 台中市北屯區忠明路424號3樓之4

悟饕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363號1樓

八方雲集板橋英士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18號

洄瀾薯道二店 花蓮市中華路84-1號1樓

林口長庚-壹品園美食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京都柚子拉麵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19巷2弄23號1樓

摩斯漢堡-嘉義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觀音成功店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成功路２段８３３號１樓

麥味登中壢鼎峰店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路346號1樓

鮮茶道-永康正強店 台南市永康區正強街233號

Q Burger-板橋國慶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61之5號

麥味登高雄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56號

悟饕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和里大同路1段366號

Robot Cook

新東陽南京一店７００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

關西六福莊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 60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聯合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4段559巷7號(聯合報.市政府站)

LOUISA COFFEE -天母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名江港式糖水舖

CoCo都可-埔心中興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81號

胖老哥小火鍋店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33號1樓

國園商務大飯店 嘉義市西區光彩街678號

麥味登路竹國昌店 高雄市路竹區國昌路176號1樓

梁社漢排骨大安復興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77號

九個太陽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176號

北投-大地酒店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1號

十二韻－台中向心店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９８８號１樓

併機-大魯閣新莊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香帥蛋糕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96號

新林鐵板燒

宏遠國際餐飲股份有限

藏金-安平貓小巴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18巷17號1樓

麥味登台中嶺東店 臺中市南屯區建功路107號1樓

八方雲集台南永華店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36號1樓

50嵐(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一路23號1樓

西門-貳拾陸巷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5號

三中港奧特萊斯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１段６６號２６樓

八方雲集八里中山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383號

老皮咖啡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里忠孝東路五段１７之３號

拾邑手作料理 屏東縣屏東市公裕街３６１之１號

佳世福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合圳北路2段331巷

喜憨兒青年2庇護工場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52巷14號E棟

御膳房餐廳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07號

仙湖農場-農產品部 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一鄰6-6號

麥味登關西正義店 新竹縣關西鎮北斗里正義路175號

晨間美味坊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91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85號

中正紀念堂博物館商店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４段７６８巷１弄１８號１樓

清心福全-中康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二段1416號1F

台北新光影城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4樓之1、4樓之2、4樓之3、5樓之1

晴光-路易莎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6號

八方雲集和美彰草店50 彰化縣和美鎮彰草路二段469號

窯麵義式餐坊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一段83號

曾福記??糬 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康樂路190號

CM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17號1樓

珍煮丹－台南站前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７２之２號１樓

思茶內壢忠孝店 320062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201號

四海遊龍-五股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62號

LOUISA COFFEE -永和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黑橋牌 台南市南區中華西路一段103號

光焙若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79巷50號1.2樓

哈肯舖-誠品信義店

悟饕新莊新樹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178號

梁社漢中和店235U0010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4號1樓.2樓



業者名稱 地址
環東小棧 宜蘭縣宜蘭市延平里環市東路二段593號1樓

Todo早餐店_五結店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村自強路169號一樓 "

茶聚－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４１號１樓

珍煮丹－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６６９號１樓

客家放山雞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50號1樓

四海遊龍-霧峰店 臺中市霧峰區本堂里育仁街34號1樓

Q Burger-板橋大仁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26號

清心福全-干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14號1F

路易莎咖啡-忠孝SOGO 臺北市大安區光武里復興南路1段133-1號1樓

狗尾巴咖哩 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58號

Q Burger-中和南山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161號

八方雲集深坑文化店22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66號

街頭咖啡－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５３０號１樓

數一薯 花蓮市中華路143號1樓

路易莎咖啡-劍潭承德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 53號1樓

木昴手作(板橋貴興店)

CoCo都可-德光店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93號

御可香-灣橋店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229號

麥味登岡山大仁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00號

小木屋鬆餅-興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95號

潤和壽司屋 台中市沙鹿區鹿寮里14鄰光華路369號

八方雲集蘆竹開南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15號

拉亞漢堡－新竹湳雅店 "新竹市湳雅街３０號                              "

迷客夏-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6-31號

八方雲集大竹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路521號

蜀?清京站門市部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１號

大苑子－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６４號

進發家楊梅店 桃園市楊梅區楊梅里新成路132號1樓

大苑子－台東中華店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１段５１４號１樓

一芳-台中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樹仁路35號

吉霖茶行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里南山路三段283號

八方雲集塗城文化店41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路672號

綠原品健康蔬食-台安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51巷1號1樓

布朗奇咖啡-松山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205-6號6樓

COCO都可新莊豐年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15號

八方雲集新莊中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234號(新莊體育館)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先自然-西門町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Q Burger-板橋長安N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210之1號

馬可五權店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182號

50嵐(昆陽遠東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1號

新光三越天母二停車場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200號1樓、202號1樓、206號地下1樓、地上1樓至3樓

經典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1號

COCO都可三芝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1段53號

八方雲集中壢華勛店 桃園縣中壢市華勛街301號

夏帕義大利麵-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街１６６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曼蘿飲品屋-新莊中華

Tulip TimeOut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號

四海遊龍-龍山店 苗栗縣竹南鎮山佳里龍山路3段254號1樓

鬍鬚張台北北醫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1號

茶霸紅茶冰 台中市潭子區大新路71號

漢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三段52號

村上涮涮鍋 花蓮市自由街128之6號1樓

50嵐-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90號

Q Burger-潭子圓通 臺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136號

威記食品中豐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一段276巷12弄19號1樓

摩斯漢堡-金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樹林中山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路易莎咖啡－建國店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51號1樓

茶詠春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89之1號

茶聚桃園延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167號

CM頭份文化店 苗栗縣頭份市山下里文化街210號1樓

茶湯會竹北光明六店 新竹縣竹北市斗崙里光明六路89號109室

樹仔剉冰 屏東縣東港鎮新學路198號

珍煮丹－台中勤美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３７號

法布甜伴手禮專賣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79號

福甜喜國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二段68號1樓

大苑子－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７７號

50嵐-大甲順天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96號

LOUISA COFFEE -林口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CoCo都可-新竹芎林店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511號

林聰明沙鍋魚頭 嘉義市中正路363號1樓

鮮茶道-吉安慈惠店 花蓮縣吉安鄉慈惠ㄧ街1號

正好停-臺北車站東區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澄食自助餐_彰師大

嚮食早午餐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57號

麥味登基隆情人湖店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35巷150號1樓

迷客夏-香山店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54號

茶聚－芝山福華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１６４巷１５號１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雲林 雲林縣北港鎮民享路２２號旁

coco Brownies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4弄16之1號

摩斯漢堡-三民美村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穎冠茶飲 台中市南屯區楓樂巷1之25之1號

迷客夏-台北雙連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44號1樓

LOUISA COFFEE-逸仙店 臺北市信義區逸仙路50巷6號

Q Burger-中山中原 臺北市中山區中原里中原街41號

COCO都可平鎮山頂 桃園市平鎮區福林里中豐路山頂段１９１號１樓

CoCo都可-尊賢店 臺北市北投區立賢里尊賢街253號1樓

SUBWAY忠孝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28巷3號1樓

馬可先生中正店 (700)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74號1樓

DB精釀啤酒 桃園市大溪區齋明街8-3號5樓

慢食堂 桃園市桃園區鎮三街5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大連店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4號

迷客夏-台中進化店088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546號1樓

芯芙商行 新北市板橋區湳雅南路一段五巷4號1樓 <老賴茶飲湳雅店>

摩斯漢堡-土城永寧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17吃冰義式冰淇淋

鮮茶道-新營民治店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29號

麥味登鶯歌天囍店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136號

鮮自然-永康大仁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大仁街18號

梁社漢台南永康店710u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45號1樓

爭牛小吃店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179號

悟饕台北東陽店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232號1樓

阿里來機器人奶茶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312號14樓

北市府B2-巧運

八方雲集汐止大同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53號(汐止國小)

叩叩餐桌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２６７號１樓

迷客夏-雲林北港店088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181號

摩斯漢堡-福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旺來冰館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45號

清心福全-六龜寶來店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80號

Q Burger-平鎮育英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87號

麥味登草屯明賢店 南投縣草屯鎮明賢街62號1樓

八方雲集龜山光峰店 桃園市龜山區光峰路174號1樓

悟饕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新厝里虎山路716號

茶湯會高雄林森一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78號

九日咖啡復興店

清原芋圓-內壢忠孝店

50嵐-大里大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328號

瑛瑛食堂Ying Diner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358號

摩斯漢堡-南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平鎮文化店 桃園市平鎮區復興里文化街217號1樓

清心福全-二林新生店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路10號

麥味登五股自強店_083 新北市五股區自強路72號

青年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青年街169號之1

八方雲集蘆洲復興店24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88號

茶湯會澎湖海埔店 澎湖縣馬公市海埔路21號1樓

八方雲集昌吉店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43號(大同區衛生所)

LOUISA COFFEE -梧棲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文化路二段280號

say ciao 新北市三重區三賢街103號1樓

清心福全-八德廣福二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318號

米塔黑糖

松阪家日式料理 嘉義縣中埔鄉和睦村2鄰中山路5段525號1樓

水田園農莊 新北市萬里區萬里加投45-9號

麥味登新莊八德店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110號

伊莉莎白紅茶書房-寧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73號

珍煮丹－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民生路１３１號１樓

八方雲集-桃園中埔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70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麵包倉庫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26號1樓

COCO都可-台北自強 台北市北投區自強街101號

塞席爾商虹晶國際有限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60巷4-1號一樓?

四號義廚坊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82號

薪創數位_ 臺北市中正區梅花里市民大道３段８號５樓19-20室

麥味登三重捷運店 新北市三重區捷運路37巷14號

艾立蛋糕新竹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188號1樓

Subway 新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４１號１樓

布萊恩紅茶公園店 台南市北區公園路５８７號１樓

CoCo都可-園區寶山店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二段339號

LOUISA COFFEE -台南 臺南市中西區光賢里中華西路2段588號1樓

Cross Caffe

一芳水果茶南投復興店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155號

皇家祖母 臺南市安南區溪頂里北安路二段30號1樓

TAG TEA手搖飲

Carrie’s

舊書櫃咖啡 宜蘭縣礁溪鄉大坡路14號一樓

源味本鋪淡水紅樓店

茶太陽斗六中正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正路38號

烏弄－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２３０號１樓

珍煮丹－中正南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１段１２號

八田源日式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89號1樓

小赫滷味雞排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美食展-漁品軒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71號

３Ｑ脆皮雞排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３３巷９號１樓

LOUISA COFFEE -萬華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5巷5號1樓

八方餐飲台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1樓.11號1樓

創典實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202號

福美軒飲食店

麥仕佳專業烘焙(禾富) 彰化縣和美鎮河北里彰美路六段42號1樓

養機場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67號

一芳水果茶台北民生店 台北市民生東路4段66號

八方雲集淡水聖約翰店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556號

太客國際旅店有限公司

米呀廚房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289-4號一樓

八方雲集新莊五工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96號(五股工業區)

七盞茶－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２８９號                                                                                              "

陳隆滷味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六里屯餐館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302號

柏悅3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海文洛克彰化店 50041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30號

冠冕食品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91巷38弄5號

微風廣場Breeze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３９號

四海遊龍-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六街48號

清心福全-三峽大學店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36號

台灣第一味台北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3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悟饕花蓮宜昌店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2段102號1樓

悟饕中壢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33號

八方雲集永和福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28號(永福橋)

LOUISA COFFEE -湖口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2段176號1樓

Q Burger-土城立德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54號1樓

CoCo都可-桃捷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中正路39號

便宜坊烤鴨 高雄市鼓山區蓬萊路23號

清心福全-蘆竹中正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296號

美德耐-雙和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博元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迷客夏-桃園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27號

悟饕台南成功店 臺南市中西區三合里成功路435號

先酒肴清酒吧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63號2樓

哈肯舖-北車一營業處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18號

八方雲集基隆義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19號(基隆廟口)

媽咪里啦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29-2號1樓

小約翰手工披薩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51號1樓

Shake Leader搖立得波

CoCo都可-平鎮山頂店 桃園市平鎮區福林里中豐路山頂段１９１號１樓

老窩咖啡館環南店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22號

麥味登嘉義博愛店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323號一樓

manni cafe 很多咖啡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368巷2弄3號

原點一號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13號1樓

八方雲集新莊中誠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79號

旺陞貿易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20巷19號1樓

花現森林複合茶舖 花蓮市林森路68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豪亞酒堡

CoCo都可-新竹金山店 新竹市金山八街46號

麥味登中和和平店 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15之1號

50嵐(SOGO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23-3號

玖伍貳柒小吃店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９７２之１號

Churros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60巷24號1樓

LOUISA COFFEE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平河里建康路９５號

COCO都可和平東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305號

八方雲集桃園桃鶯店 桃園縣桃園市桃鶯路74號

大苑子－台中北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３段１６９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員林大同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二段234號

樂美時商行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26號

黑瀧堂-台中福順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順路346號

四海遊龍-興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78之13號

鬍鬚張台北石牌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龍門客棧小吃 台中市沙鹿區永寧路85巷4號1樓

卡莎東阜食品坊

路易莎咖啡－新莊中原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東路127號

鮮茶道-西螺建興店 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建興路20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林口麗園店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二街1巷3號1樓之3

波波羅咖啡

食福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文化二路48號4號之3

達利早餐中和福祥店 新北市中和區福祥路90巷3號1樓

茶湯會彰化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西安里中華路306號

大潤發雙十店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2段24號1-4樓、26號1-4樓

林園日本料理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五街59號

馬克老爹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50巷22之2號

50嵐-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33號

LOUISA COFFEE -東吳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豐建 新竹縣新豊鄉建興路一段44號

天一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官田區工業路31號

鮮茶道-鹿港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305號

Q Burger-土城員林

小幸福 cafe＆Brunch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94號1樓

麥味登新興尚信店 高雄市新興區尚信街29號一樓

遇見小花鼻子餐廳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223號

摩斯漢堡-台藝大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頭份仁愛店 苗栗縣頭份市仁愛路103號

ＣＯＣＯ都可－三峽大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80號

CoCo都可-宜蘭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３段201號

清心福全-竹東中豐店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17號

鮮茶道-新莊福壽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82號1樓

SUBWAY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2號1樓

八方雲集土城城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89之2號

基地咖啡

Q Burger-士林通河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125號1F

八方雲集中壢高榮店32 桃園縣中壢市民族路五段438號

馬可先生彰化店 (500)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73-75號

石磊之鄉水煎包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里龍壽街５６－２號１樓

迷客夏-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38號

Mr.Wish鮮果茶玩家台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102-10號1樓

摩斯漢堡-曉明女中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86號1樓

LOUISA COFFEE-桃園縣 桃園市桃園區光興里中山路４２６號１樓

糖口鮮果茶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583號

蔬香館

麥味登北市大安店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134號

SUBWAY士林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55巷22號

八方雲集土城立德店23 新北市土城區立德路64號

迷客夏-鹿港中山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359號

珍煮丹－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１９６號１樓

曼特寧Ｃｏｆｆｅｅ 新北市金山區 中華路１３４之１號右側

迷客夏-高雄林園店088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57號1樓

摩斯漢堡-善導寺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中和景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99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飯飯堂_

鮮茶道-左營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2號1F

Q Burger-中壢龍昌v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302號

麥味登三重三賢101 新北市三重區三賢街101號

城市漢堡-楊梅環東店 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20號

梁社漢桃園中山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27號

迷客夏-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311號1樓

港都餐飲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10號

焦唐楓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81號2樓

弘爺漢堡－和平店(N)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２段３９巷２號                                                                                        "

福圓號-新埔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得健康坊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20號

基隆商圈-大眾滷味店 基隆市仁愛區玉田里仁二路２０４號１樓

好迪快餐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117號

荷馬異國料理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13號

摩斯漢堡-南港昆陽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柚豆-府前店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二段247號1樓

Q Burger-蘆洲三民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29號

快樂角工作室 南投縣名間鄉濁水村磨坑巷268號

福氣來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7號4樓之1

麥味登北市文山木柵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里木柵路三段55號1樓

八方雲集竹東長春三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72號

悟饕宜蘭廣興店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130號

八方雲集師院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11巷2號(成功國宅.教育大學)

LOUISA COFFEE-大溪慈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22號(1-3樓) "

八方雲集-台中大英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286號

小巷子豆花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61巷3號

流奶與蜜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里民權8街60號2樓

ＣＯＣＯ都可-南展２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2號地下一樓商店街商店編號北01

弘爺漢堡陸光店 桃園市龜山區陸光路108號

生機好鍋台南南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191號

波波諾諾

宇哲企業社

麥味登雙和圓通店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42號

水巷茶弄-台北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97巷18號

咖竅－新竹關新店 新竹市關新北路１１號１樓

Q Burger-新莊新豐 新北市新莊區新豐街25號1F

LOUISA COFFEE -忠孝2 臺北市大安區建倫里忠孝東路４段２１６巷５２號１樓

艋舺雞排龍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89號

日日裝茶員林店 台中市西區金山路1號1樓

吳媽媽食堂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66號1樓

楊記餐坊 台南市新化區忠孝路137號

蓁鑫家園餐廳 宜蘭縣員山鄉榮光路449巷32弄30號一樓

ＴｏＢｅＳｍｏｏｔｈ 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大道３３號

麥味登北投奇岩店 臺北市北投區三合街2段463號1樓

宏洲磁磚觀光工廠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230巷1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清 新竹市建功路16號

CoCo都可-鶯歌建國店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43號

金玉堂文具佳里店

清心福全-安中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四段32號

早安美芝城-互助店 新北市板橋區互助街34號

漫漫點台北延吉店 106059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20號

自在軒－裕農店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３２２號１樓

阿布都中東料理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106號2樓之1

四海遊龍-三峽店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36號1樓

迷客夏-竹科店 新竹市東區金山八街71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平鎮和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里和平路２０５號

LOUISA COFFEE -中壢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126號、128號1樓、2樓

悟饕淡水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59號

義大利複合式餐飲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343號一樓

季洋莊園咖啡-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文橫三路52號1樓

八方雲集中和興南二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88號

LOUISA COFFEE -士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森林小徑 40667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131號

Q Burger-中壢榮民202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66號

迷客夏-彰化花壇店088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447號

ＣＯＣＯ都可－基隆武 " 基隆市安樂區新崙里基金一路135巷21弄1號底一層之6 "

鮮天下-林口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1路1段19號

鮮茶道-屏東內埔店 屏東縣內埔鄉光明路260號

Q Burger-三重仁政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349號

內湖高中熱食部加值

倆手早午餐-東興店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72號

悟饕台南歸仁店 臺南市歸仁區辜厝里中正南路一段20號

八方雲集北投崇仁店11 台北市北投區崇仁路一段71號

收藏天地峨嵋店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5號1樓

TOP烘焙房-中華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33號

路易莎咖啡-南京三民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63-13號

八方雲集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82號（板新醫院）

大苑子－永康中正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１００２號

LOUISA COFFEE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136號

潮味決湯滷合作社萬芳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2巷2弄12號1樓

CoCo都可-楊梅環東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里環東路506號1樓

麥味登竹北民權店 新竹縣竹北市竹仁里民權街31-1號

清心福全-蘆竹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25號

一福堂老店 台中市中區繼光里中山路67號一樓

悟饕太平永豐店 台中市太平區永豐路3號1樓

泰正點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166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中平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30號

八方雲集基隆仁二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10號

拉亞漢堡－楊梅青山店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一街２５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９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文昌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110號(美崙街路口)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 -竹南 苗栗縣竹南鎮正南里28鄰大營路56號1樓

優握握x酸奶大獅-員林

台茶1號一中太平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83號

怡客咖啡7408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93號1F

CoCo都可-中和圓通 新北市中和區錦盛里圓通路303號

麥味登樹林國凱店 新北市樹林區太元街110巷18號3樓

繆特咖啡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39號

玩心不滅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51-1號

拉亞漢堡－新竹中山店 新竹市中山路３１６號

出櫃-南區中興店 台中市南區學府路23號

COCO都可三重中正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62號

八方雲集大溪慈湖店 桃園縣大溪鎮康莊路161號

Eat　益咖哩　咖啡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１７１號１樓

樂活餐廳（飛牛牧場） 苗栗縣通霄鎮南和里12鄰南和166號1樓

逸軒咖啡(林口四維店) 新北市林口區四維路136號

TEAS原味-嘉市民族店 嘉義市東區保忠二街258號

甲文青

麥味登板橋體育館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7號

金山阿郎甜不辣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61之1號

50嵐(三峽文化店)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6號1樓

LOUISA COFFEE -平鎮 桃園市平鎮區復興里文化街２５號１樓

路易莎咖啡－桃園莊敬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47號1樓

八方雲集淡水新民店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75號(真理大學)

LOUISA COFFEE-東海新 台中市龍井區新東里新興路１５巷２號１樓

一品豐霸王水煎包

誠意食品 新北市新店區忠誠里北新路２段１５１號（１樓）

鬍鬚張台北大安店 台北市信義路四段24號

茶湯會嘉義民生南店 嘉義市西區導明里民生南路2號一樓

麥味登霧峰朝陽大學店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38號

eye咖啡 花蓮市中華路70號

50嵐-竹北正東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62號1樓

池上木片便當撫順店 台北市中山區撫順街６之１號

大方鬍鬚伯麵線 金門縣金城鎮西門里環島北路1段59-1號

清心福全-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95號1F

杏一清大小吃部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94號

鮮茶道-北市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59號1樓

夏湘茶飲 桃園市中壢區大仁二街46號

八方雲集南投南崗店54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二路573號

達利早餐宜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里宜安路38-2號

麥味登板橋三民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2段202之13號1樓

茶湯會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中北路139號1樓 "

初韻桃園中正店 330013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03號

50嵐-東海一店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18號1樓

舞茶道-樹林站前店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５５號１樓                                                                                   "

LOUISA COFFEE -桃園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彰化民生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4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鮮茶道-龍潭中原店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里中原路一段562號

正好停-市民建復站停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八方雲集台南振興店70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東路122號1樓

佳豐餐飲服務(景新)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28巷8號

八方珍餐館 新竹市北區康樂里東大路三段532號一樓

康紀自助餐 臺北市文山區樟新街66號2樓

馬可先生屏東店 (900)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181-2號

建德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石碇區文山路一段9號

迷客夏-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352號

識好茶和緯店 70455台南市北區和緯路五段66號

摩斯漢堡-三重重陽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黎福店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00號1樓

LOUISA COFFEE-蘆洲中 新北市蘆洲區永安里中山二路２７２號（１樓）

SUBWAY松山車站店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35號

梁社漢芝山福國店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60號1樓

Q Burger-永和永平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50號

八方雲集深坑東南店22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70號

黛黛茶 台中市西區精誠三街2號及4號

拉亞漢堡－潭子大富店 台中市潭子區大富路１段７之２８號１樓

豆茶寮 花蓮縣花蓮市北濱街２７之１號

迷客夏-歸仁店 台南巿歸仁區中山路一段464號

台灣郎正宗牛肉麵

摩斯漢堡-工研院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銅鑼錦香餅舖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中正路94-1號

LOUISA COFFEE漢翔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福星北路５０號

Teas原味-忠孝北店 嘉義市東區荖藤里忠孝北街207號

麥味登內湖文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49號

SUBWAY中山德惠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49號

八方雲集淡水新春二店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94號

米卡鮮乳飲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民族路７７６號一樓

迷客夏-漢口店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３段90號

小廚櫃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３８７巷３弄８號１樓

OZ Cafe&Bistro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３４５號１樓

Moffee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86號

林口長庚-金太陽美食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摩斯漢堡-新莊中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鮮茶道-台南東寧南紡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484號

Q Burger-蘆洲永平 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32巷15號

REAL中壢海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二街17-19號

八方雲集台中樂業店40 台中市東區東英里樂業路405號1樓

芒果咖秋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德惠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９０號

土星咖啡事業有限公司

新光三越-台北天母店

香腸會館 嘉義縣大林鎮吉林里中山路34號

大茗玉露青茶專賣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37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大苑子－台北景美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９４號

八方雲集-龜山山鶯店 桃園市龜山區山鶯路35號

桶一天下北投中和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95號1樓

COCO都可八里 新北市八里區訊塘里2鄰中山路2段397號1樓

嘉城國際有限公司

併機-大魯閣草衙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平嚐心take it easy b

清心福全-萬丹萬丹店 屏東縣萬丹鄉萬全村萬丹路一段432號

晨間廚房友愛店 嘉義市西區新厝里保安二路105號1樓

寧記商行-八角亭

梁社漢八德義勇店334U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130號1樓

印象花蓮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21號1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58號

Q Burger-大雅學府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50巷102號1F

COCO都可－萬華寶興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70號

一芳水果茶台中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11號

太平洋自行車 桃園市新屋區永福路686號

城市漢堡-台中北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四段134號

竹東排骨酥麵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五街116號

慕飲客朝食飲品店

拉亞漢堡-泰山仁武店 新北市泰山區仁武街９０號

水巷茶弄－高雄楠梓店 高雄市大社區旗楠路８２號

泮咖啡2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02之3號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東區青年路278號

CoCo都可-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90號

中壢馬祖新村-頭份建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二段123號

清原芋圓-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里碧山路179號1樓

卓武咖啡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194號

迷客夏-駁二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164號

湛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270巷18號後棟

摩斯漢堡-和平建國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幸福小食堂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87號

四海遊龍-竹北二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52號

ＣＯＣＯ都可－永安中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里中山西路三段652號1樓

CoCo都可-南四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33巷4弄2號1樓

路易莎-新竹武陵店 新竹市北區湳中里武陵路１７３－３號１樓

豆花大王 台中市東區自由路三段179號

哈妮小屋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630號

果子吧鮮果汁&輕食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70巷9-3號1樓

悟饕台南新興店 台南市南區新興路517號

艾聖席亞咖啡屋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281號

十二韻－苗栗苑裡店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５６號１樓

迷客夏-永吉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14號1樓

迷客夏-益民店0889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60號

知高飯 台北市大同區星明里寧夏路58號前(034號攤位)

信道美食館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四海遊龍-大村店 彰化縣大村鄉村上村中山路二段319號

瑪莎拉手工餅舖 高雄市苓雅區英義街415號

鮮茶道-番路菜公店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菜公路50號

台灣第一味朴子長庚店 嘉義縣朴子市朴子七路226號

朕沏茶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61號1樓

悟饕北投中和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46號1樓

悟饕宜蘭南山店083019 宜蘭市泰山路復國巷81號

花蓮肉串王 花蓮縣花蓮市主公里中華路122-1號1樓

Stan Blue Coffee Bru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91號

八方雲集新店中正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5號(工業區)

PONDER默想咖啡 台中市太平區立功路272號

CoCo都可-富源店 桃園市觀音區富源里中山東路2段1025號

美德耐-桃醫商場

CM東華專師店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興1街372巷20號1樓

Q Burger-中山吉林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97號

小木屋鬆餅-台南成功 台南市中西區成功路89號

大發炸雞 台中市中區中華里民族路229號1樓

春陽茶事-屏東廣東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425-2號1F

悟饕台南仁德二店 臺南市仁德區新田里中正路二段484號1樓

羽笠食事處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306號

翰林茶棧-高鐵新竹 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高鐵七路6號

鮮道味 花蓮市中興路261號

八方雲集內湖文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21巷16號

LOUISA COFFEE -興大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２５０號１樓（１－３號攤位）

康青龍餐飲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2-7號

CoCo都可-平鎮龍南店 桃園縣平鎮市龍南路３３６號

麥味登士林天母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200巷80號1樓

金順發蛋糕喜餅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20號

賣私咖啡(桃城市集)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15號

波士頓烘焙坊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里東榮路431號1樓

八方雲集-士林華齡店 台北市士林區華齡街31號

初麵呷冰 桃園市平鎮區雙連里民族路雙連一段188號(1樓)

杜芳子古味茶鋪-蘆洲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52號 "

50嵐(士林捷運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38號

丁山肉丸 台中市中區臺灣大道一段370號

悟饕宜蘭蘇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蘇北里中山路一段107號1樓

八方雲集士林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62號

通進食品行 花蓮市中華路4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１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南紡凱旋門市 台南市東區凱旋路30號1樓

八方雲集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3之5號(光華商場旁)

三腸一哈手作茶飲 臺南市東區成大里育樂街155號1樓

LOUISA COFFEE -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55號

派西夫咖啡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10之7號

馬可中清店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1段828號

喫茶小舖-新竹內湖店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路１２６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紅橘子大安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59之2號

50嵐(汐止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63號

新光三越-西門停車場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６５８號

飲拿創茶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５１巷２１號

LOUISA COFFEE -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75號1樓

早安美芝城-台南南門 台南市中西區大南里南門路42號1樓

魚之鄉魚麵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中山路149號

漢庭速食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89號地下三樓(A棟)

四海遊龍-新竹南寮店 新竹市北區南寮里東大路四段６９號

好伴麵店-中華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114號1樓

鬍鬚張台北通化店 台北市通化街18號

麥多利烘焙 台中市東區仁和路482-1號

50嵐-忠孝店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160號

50嵐(合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11號

摩斯漢堡-大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ＢＯＶＥＮ　Ｃａｆｅ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１段１０７巷５弄１８號１樓

Daddy Bear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52號9樓之5

阿信壽司店 嘉義市西區車店里蘭州四街68號1F

野小2早餐店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212號

全日食 台中市后里區公安路81號1F

麥味登五股中興店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4段48巷1號1樓

大潤發忠明店 台中市北區忠明路499號1樓、2樓、地下1樓

龍角手作茶-苗栗竹南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27-5號

50嵐-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292號

LOUISA COFFEE -龜山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老街茶舖 金門縣金城鎮東門里模範街14號

Teas原味-佳里延平店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01號

鮮茶道-花蓮華西店 花蓮市民心里華西117之2號

五年級古早味粉粿粉圓 台中市北區新北里一中街96號1樓

八方雲集大溪員樹林店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390之7號

微旅客棧有限公司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70號5樓

麥味登北投捷運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正街75號

太子雞排料理店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34號

柏悅10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識好茶金華店 70251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521號

晴喜摘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17之1號 "

50嵐-竹東長春店 新竹市竹東區長春路三段226號

LOUISA COFFEE-忠孝店 臺北市大安區昌隆里忠孝東路三段２１７巷４弄２號１樓

清心福全-新竹鐵道店 新竹市北區鐵道路二段425號1F

二師兄肉羹麵 台北市大安區光明里金山南路二段6號

SUBWAY長安松江店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里瑞光路277號1樓

梁社漢桃園莊敬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326號1樓

Q Burger-板橋吳鳳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68號

八方雲集忠孝三店106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212號1樓

兩披索靚鍋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58號

Q Burger-新店安民202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300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摩斯漢堡-高雄文化中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ＩＳＭＡＮ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２段７３１號１樓

清心福全-中壢忠孝店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276號

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 新北市金山區名流路1之7號

鮮自然-善化烏嶠門市 台南市善化區興農路389號1樓

SUBWAY五權西店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163號1樓

梁社漢苓雅林森店802U 高雄市苓雅區日中里林森二路40號

大魯閣中華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高雄濱山店 高雄縣鳳山市濱山街27號

八方雲集彰化台鳳店50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三段329號

MARS COFFEE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二街364號5樓之1

馬卡諦義大利手工冰淇

貢茶－東港中正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１段２２３號

樁之?柑仔店坊2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之1號1號廣場

達利早餐板橋國光店

摩斯漢堡-高鐵台中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迷客夏-烏日店 台中市烏日區九德里中山路一段606號

COCO都可五華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36號1樓

蟬吃茶竹科店

老窩咖啡館內湖新明店 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212號

摩斯漢堡-北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馬可永康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106-3號

清心福全-台中工業店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8之22號

麥田歐式烘焙屋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16鄰文化路28號

拉亞漢堡永和中山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303號

DIDIDOMO東勢巨蛋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34號

八方雲集台南西門店70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214號

COCO都可景文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95號

Salade Vi鮮拌碎沙拉

四海遊龍-民生台塑店 台北市民生東路四段59號

黑金珠咖啡館 新北市中和區民利街74號

水上軒豆漿

君浩美食坊 新北市金山區香?園1號

榮耀豆花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24號

八方雲集竹北博愛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355號

烏弄－復興創始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１６８號１樓

77’s bistro&bar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３段７２６、７２８號

路易莎咖啡－市民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16巷22號

巨舫咖啡坊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326號1樓

愛吃借口火烤漢堡 台中市西區昇平街9號1樓

清水茶香-永吉店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57弄2號1樓

迺乾茶莊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38巷37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芎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511號

CoCo都可-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楊江里大成路１０─１號

鞋寶觀光工廠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8路11號

兩披索火鍋 臺北市德惠街16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鮮茶道-南投彰南 南投市彰南路一段1112號

萬波島嶼紅茶－重慶酒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３段２４７號

拉亞漢堡－神岡昌平店 台中市神岡區昌平路５段３８６號１樓

摩斯漢堡-松竹興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綠原品健康蔬食-延吉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7巷28號

創盛號蘆洲光華店 新北市石碇區楓子林53之3號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山 桃園市龜山區山德里10鄰山鶯路40號

CoCo都可-埔心文化店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里文化街250號

丫頭烘焙屋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西路3號公有中山市場1樓48號攤位

八方餐飲新莊公園店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72號

春熙巷川麵堂

勝蘴商行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18巷30弄5號

馬可先生崇學店 (701)台南市東區崇學路259-8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５５號

迷客夏-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283號

明太祖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八德路三段122號

蔡家甜不辣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6號

JAMS TEA-八德門市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76號

摩斯漢堡-土城裕民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微風中央研究院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３９號

四海遊龍-清雲店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251號

自在緣

麥味登北大大成店 新北市樹林區大成路11號

清心福全-大雅雅潭店 台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48號

SUBWAY健身工廠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64號

CaffeBene咖啡伴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63號11樓之1

悟饕瑞穗中山店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中山路一段65號1樓

晴盛蜂場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469號

ＣＬＡＳＳＩＣ 南投縣草屯鎮明賢街１段３９號

八方雲集中和復興店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259號(燦坤)

迷客夏-台中河南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里河南路二段275號1樓

摩斯漢堡-京站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平鎮中豐店 桃園市平鎮區新富里中豐路214號

鮮茶道-林園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0號1F

Q Burger-中壢榮民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66號

麥味登台中五權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10號1F

拉亞漢堡－大甲日南店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２段５５８號１樓                               "

悟饕屏東水底寮店 屏東縣枋寮鄉人和村中山路2段97-2號

(X)路易莎-南勢角(X) 新北市中和區捷運路63號1樓

八方雲集基隆樂利三店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110號(基隆客運基隆站)

嚮家涼水鋪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３２３巷４弄２０號

50嵐-嘉豐南店

胖老爹美式炸雞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３００巷３號

圓石禪飲-高雄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二路437號1樓

CoCo都可-礁溪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５段70號1樓

麥味登北市長安東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7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Q Burger-桃園桃鶯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87號

麥味登北市健康店 台北市中山區健康路15巷13號

幕後便當 臺中市西區昇平里忠明南路３２７號１樓

創意廚房(崇德店) 台中市北屯區仁和里崇德十路一段528號1F

悟饕台中向心店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410號1樓

三番兩次原住民餐廳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386之6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青年店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50號(青年公園)

大苑子－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１９３號

路易莎咖啡民生敦北門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277號1樓

福齋精緻素食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００３鄰臺灣大道三段９９號

紅橘子-虎林店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57號

CoCo都可-汐止樟樹 新北市汐止區厚德里樟樹一路137巷2號

麥味登台南公園店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798號1樓

美而香 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西二街30號

梁社漢台南善化店741U 台南市善化區光復路49號1樓

綠原品健康蔬食-長庚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51巷1號1樓

50嵐(五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77號

LOUISA COFFEE－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成功里成功路９８號

十二韻－太平中山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４段１５７號１樓

八方雲集桃園國鼎一店 桃園縣桃園市國鼎一街21之1號

臻真休閒廚房

芹沃咖啡烘焙館 連江縣北竿鄉芹壁村53-1號

RT Baker House全雅 苗栗縣頭份市中興里16鄰中央路498號

E7PLAY三重店餐飲吧檯 新北市三重區中央南路63號地下一層

伊甸台北市復康巴士-1 臺北巿文山區萬美街一段55號1樓

鬍鬚張林口中山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麥味登台東國王店 臺東縣臺東市浙江路26號

五十八度烘焙房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通安路108-1號

奉珠吧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興6街38號1樓

50嵐(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05號

永康-東門餃子館 台北市金山南路2段31巷37號

樂禾田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３段１８９巷１２弄１２號

LOUISA COFFEE -頭份 苗栗縣頭份市民族里０１３鄰和平路１０７號１樓

LOUISA COFFEE-漢口崇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4號

迷客夏-新北板中店088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71號

拉亞漢堡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１號

茶湯會竹山集山店

TEA’S原味平鎮龍南店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33號

麥味登中和青年宅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德街15號

50嵐-大肚店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638號

喵喵貓 臺中市大雅區大雅里民生路一段60之68號1樓

LOUISA COFFEE -金山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天下貢糖山外分店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自強路17號

清心福全-羅東站前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69號

清心福全-大里仁愛店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458之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Q Burger-板橋國光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3號

天送埤休閒農業區推動 宜蘭縣三星鄉天山村010鄰三星路八段18號

麥味登麟洛民族店 屏東縣麟洛鄉麟頂村民族路101-6號1樓

茶聚－三重信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西街５０號１樓

大苑子－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168號1樓

圓味壽司雲林西螺店 648004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93號

50嵐-沙鹿鎮南店 台中市沙鹿區鎮南路二段594號

四海遊龍-鶯歌中正店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135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里正光路181號

清心福全-內湖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369號

八方雲集太平勤益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80號

甘萃鮮飲茶

八方雲集平鎮中庸店32 桃園市平鎮區中庸路85號

TEA’S原味平鎮金陵店 桃園市平鎮區北華里金陵路310號

歐吧廚房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路198號2樓

大苑子－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３１０號

幸福堂雙連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46號

珍煮丹－嘉義嘉年華店 嘉義市光彩街５７３號１樓

圓味壽司北斗店 52142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99號

Q Burger-三重田安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71號1樓

中正學園餐廳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四海遊龍-豐原店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里中正路７３號１樓

LOUISA COFFEE-彰化巫 彰化縣溪湖鎮東寮里彰水路４段４３９巷１５１號

QBurger-板橋介壽 新北市板橋區介壽街17號1樓

依品園烘焙坊

台灣第一味-台中中清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1096號

西螺北上服務區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5號

八方雲集彰化南郭店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187號

MR.WISH 台北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西湖里內湖路一段285巷25號1樓

迷客夏-進化店N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546號1樓

八方雲集淡水北新店25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22號

饗厚牛排-台中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311號1、2樓

小張茶舖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26號

御可香-新港店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中山路38號

凱哥創意早餐 高雄市小港區松華路18號

Teas原味-蘆竹大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00號1樓

春陽茶事台南勝利店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68號

八方雲集敦南二店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63巷49號

迷客夏-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14號

青蔦?子咖啡 臺東縣臺東市中正里中正路251巷19號

八方雲集龜山山鶯 桃園縣龜山鄉山鶯路35號

萬波島嶼紅茶－宜蘭羅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１３９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３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福圓號-中正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3段216之3號

摩斯漢堡-桃園南崁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怡客咖啡民生圓環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7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麻辣風暴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420、422號

甘丹豆花食品店 台中市豐原區西勢路137號1樓

雙人徐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一路128巷45號

迪蜜烘焙-嘉義店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灣橋185-7號

50嵐(寧夏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47號

寧夏夜市-秋雲潤餅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23之4號前

八方雲集大安二店1060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2段23號

海大維中商行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茶聚－桃園成功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１段２５號１樓

八方雲集蘆竹南山店 桃園縣蘆竹鄉南山路三段264號

金鑽自助餐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號(女二舍餐廳Ａ棟１樓)

鮮自然-安中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Q Burger-西屯長安 台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1號1樓

沙拉嗑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1之4號

小順豐義式美食成都店 台中市西屯區成都路348號

半月燒餡餅專賣店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1號1樓F1攤位

不要對我尖叫－台中勤 "台中市西區中興街２３９號１樓   "

ＣＯＣＯ都可－捷運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9號B3(10號販賣店)

北回木瓜牛奶總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9之11號

神?咖啡－旗艦店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126號

鮮茶道-台南金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203號

大苑子－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１段２９４號

二口旅茶-台中塗城店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路516號

魚池新語-台林店

鬍鬚張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19號

茶湯會台南西門店 臺南市中西區元安里西門路1段711號

鑫鑫寶早午餐 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41號

花蓮縣餅菩提餅舖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1號

50嵐-員林大道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一段338號

Q Burger-蘆洲中興 新北市蘆洲區中興街181號1F

COCO都可－捷運中山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八方餐飲忠孝三店 新北市淡水區水?頭42-1號

鮮茶道-民族民國店 嘉義市東區華南里民族路４６號一樓

八方雲集餐飲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水?頭42之1號

一芳水果茶八德桃鶯店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65號

托斯卡尼尼-竹科店 新竹市東區新安路2-1號

海中天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大橋36-11號

亞洛美精靈國度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156巷59號

50嵐-大雅民生店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81號1樓

台灣第一味-總店 台中市北區陜西二街7號

清大利竫和食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光復路二段１０１號

COCO都可－竹北三民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69號

CoCo都可-北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龍潭里北龍路１１６號

鮮茶道-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440號

校園早餐店

彼得好咖啡小巨蛋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1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梁社漢吉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85號1樓

周董新鮮茶飲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87號

馬可先生永康店 (710)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106之3號

小春園滷味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49號1樓

五號圓環咖啡 花蓮市中正路463號1樓

龍門加油站-燦輝聯盟 桃園市龍潭區大昌路二段13號

迷客夏-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023.1025號

摩斯漢堡-高雄長庚醫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白師傅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三段405號之2號

CoCo都可-成泰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２段184號

SUBWAY台塑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80巷7號

八方雲集台南東門店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61號1樓

悟饕基隆安定店 基隆市中山區西榮里西定路87號1樓

原味盒Naked Box 台中市西區明義街58號

茶湯會台東中華店 台東縣台東市興國里中華路一段521號1樓

福山早餐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205號

八方雲集土城學成店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179號

東浙鮮麵點小廚房 嘉義縣梅山鄉健康街121巷3弄7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622號1、2樓

迷客夏-金華店 臺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94號

迷客夏-台中大肚店088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768號1樓

摩斯漢堡-實踐大學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寒舍艾麗酒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8號

鮮茶道-龍泉昭勝店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137號

大國王荷蘭美食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2段191巷15號4樓

麥味登龜山晨曦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路七路12之1號

新民素食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152號

八方雲集旗津中洲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609號

時昉微傾人文咖啡烘焙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34號1樓

悟饕台南新化店 臺南市新化區太平里忠孝路68號1樓

八方雲集板橋溪北店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42之1號(樹林火車站附近)

牛蕃茄小火鍋 花蓮市國聯五路2-13號

林口長庚-世界豆漿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2段276巷16號2樓

MR.WISH 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17號1樓

摩斯漢堡-民生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忠順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8-2號

誠食素食-南京復興店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216巷27弄6號

麥味登新莊中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21號1樓

鮮茶道-高雄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40號1F

Q Burger-大里大新 台中市大里區大新街21號

麥味登內湖葫洲店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296巷67號

悟饕雲林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廣福里中山路83號1樓

樸食生活有限公司

八方雲集北投公館店 台北市北投區公館路39號(北投區公所)

醉月樓 臺中市中區中山路20號

靜好小吃店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新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481號

綠島朝日溫泉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24號

悟饕板橋合宜店 新北市板橋區和宜一路143號

麥味登板橋實踐店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38號

梁社漢中正濟南店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61-1號1樓

癮生活 台中市北區淡溝里博館路31號

咖啡學 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１段５５號（雲水居１樓）

清心福全-台南市育德 台南市北區育德路520號之1(1樓)

清原芋圓-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326號

麥味登中和景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3號

梁社漢瑞芳明燈店224U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92號1樓

橘之鄉(雷門)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33號

50嵐(新東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97-1號1樓

花路手作飲-桃園長庚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18號

歐客佬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２９６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新竹 新竹市東區東區中正路２號１～２樓

八方雲集中壢中央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路226之1號(中央大學)

溫莎堡-安樂店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５４號

?文西廚房

林義和工坊 連江縣南竿鄉四維村72號

御私藏-府安店

喜憨兒園藝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682號1樓

美德耐北市府點餐機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B1(元福樓餐廳)

麥味登彰化德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德美路398號

清心福全-忠孝SOGO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31巷2號

燒杯咖啡藝廚

吃啥滷味店

金光肉圓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１３鄰新興路６號

八方雲集泰山中山店24 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六段462號

識好茶大橋店 710008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89、91號

雲山水植物農場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５０鄰富裕三街２號１樓

手信坊霧隱城門市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１８巷１１７號

LOUISA COFFEE -文心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紅茶洋行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８０巷１７弄１９號１樓

清心福全-三峽中山店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63號

麥仕佳專業烘焙(員林)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13鄰中山路二段125號

德麗烘焙Delle Bakery 台中市西區一中街8號2樓

悟饕台北南京東路店N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3巷5弄4號

八方雲集三重台北橋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南路6號(捷運台北橋站)

大苑子－台南民族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３段３４號１樓

月亮香蕉城手工蛋捲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49號1樓

太卡啡高雄自強 80244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84號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11號7樓

四海遊龍-大湳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56號

上善豆家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107巷16號

Q Burger-台中嶺東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87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普悅麗國際食品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41號3F

崔舍麻辣棧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99號1樓

比薩披薩店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13號

南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2段88號6樓之1

Q Burger-中壢興農 桃園市中壢區興農路118號

八方雲集龜山文七店33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七路177號

富野鐵板燒 桃園市中壢區興平里中豐路38號

甘蔗渣男－羅斯福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２段８３之２號１樓

樓梯好陡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９２號２樓

清原芋圓-樹林樹德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德街50號1樓

健康紅橘子店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60號

CoCo都可-新莊化成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里化成路618號

明誠炒米粉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206號1樓

LOUISA COFFEE三峽國 新北市三峽區龍恩里１６鄰國際一街１號１樓

天美珍餅舖

CM北市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61號

小木屋鬆餅-萬芳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68號

Coffee L&J 台中市西區吉龍里美村路一段771巷6號1樓

好豆味叭噗豆花 新竹市東區勝利路6號

迷客夏-頂埔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４段132之5號

春芳號-台北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71號1樓

路易莎咖啡-萬華龍山 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43號

遠百-竹北停車場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北路18號

CoCo都可-三峽大雅店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80號

拉亞漢堡桃園大同西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同西路６７號１樓

天芳葉談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109號

八方雲集和美美寮店50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美寮路2段692號1樓

將軍碳烤牛排館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13號

COCO都可中和興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1段99號1樓

炭火燒肉工房（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九如街６９號

寧記商行 花蓮市中正路231號

合歡精緻商旅 花蓮市國聯五路105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麻豆興中門市 台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47號1樓

馬可前金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2之1號

財團法人喜憨兒烘焙屋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21-3號B1

灰鴿-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72號1樓.2樓

大苑子－鳳山經武店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２６３號

50嵐(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04號

COCO都可大南 台北市士林區福中里大南路309號1樓

八方雲集楊梅富岡店 桃園縣楊梅市中正路2號(富岡火車站)

大苑子－彰化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３３３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八德義勇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114號

桂和園蔬食 南投縣埔里鎮樹人三街93號

四海遊龍-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16鄰民生南路240號

鬍鬚張桃園武陵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1058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光景 Scene Homeware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30巷18弄11號

養機場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錦平北街17號

50嵐-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475號

大苑子－楠梓站前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１７３號

早安美芝城-義勇火春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114號

50嵐(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19號

COCO都可－自強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１段250號

曾記麻糬中華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446號1樓

鮮茶道-民雄江厝店 嘉義縣民雄鄉興中村江厝店1-7號

Teas原味-嘉市民族店N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國華街127號一樓

偈亭泡菜鍋?十B店 台中市北區?十路一段119號

梁社漢新店中央店231U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206號

茶聚台北長安店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29號1樓

麥味登新興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路212號1樓

50嵐-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春社里忠勇路43-3號1樓

洋食館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４８號

LOUISA COFFEE -深坑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園區寶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二段339號

CoCo都可-苗栗至公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至公路140號

金澤NO.1咖哩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93號1樓

咖萃咖啡廚房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128號

麥味登南屯河南店 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472-3號1樓

迷客夏-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5-5號

不要對我尖叫－宜蘭女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１段２９３號

摩斯漢堡-汐止夢想社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美食展-麻豆助碗粿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704號

茶主席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557號

ＣＯＣＯ都可－北潭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龍潭里北龍路１１６號

CoCo都可-北投中央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31號

小倉牛日和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56號

SUBWAY 中壢中原餐廳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131號

Q Burger-台北橋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南路40號1F

馬可先生自強店 (801)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277號1樓

美德耐-中榮美食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爺茶

一肥仔手作烘焙 &咖啡 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２段230號1F

Lo-Kai手作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一路３段162號

迷客夏-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育德路13號

迷客夏-蘆洲店0889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15號

摩斯漢堡-永康中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麥味登北市參食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19之4號1樓

梁社漢中壢海華店320U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三街158巷4號1樓、6號1樓

悟饕五股五權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60號1F

湯馥－工學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１１９號

八方雲集新店安民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321號

三和珍餅舖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22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雲林斗南店088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180號

摩斯漢堡-三重台北橋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想想食室 雲林縣虎尾鎮自強街39號

Q Burger-中壢成章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一街16號

麥味登雲林崙背店 雲林縣崙背鄉南陽村建國路40號

老窩咖啡館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98號

梁社漢永春店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六段90號1樓

悟饕屏東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新勝里中正路206號

拉亞漢堡－苗栗玉清店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街２０之１號１樓

茶湯會屏東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同榮里建基路183號一樓

八方雲集政大店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47號1樓

福圓號-北車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MR.WISH-台北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西湖里內湖路一段285巷25號1樓

魏家便當 雲林縣虎尾鎮新吉里立德路9號1樓

摩斯漢堡-松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新莊雙鳳店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24號

麥味登基隆新豐店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63號1樓

青春商行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50號1樓

熱愛生命飲料店 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25巷33號

梁社漢大里大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330號1樓

Woyao Burger 我要漢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3段296巷46號1樓

墨哥慢速食 嘉義市東區體育路49號

珍煮丹－汐止中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２０４號

八方雲集台中景賢店40 台中市北屯區景賢路120號

悟饕宜蘭北門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里中山路三段161號一樓

秋風軒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１段７２８號１樓

八方雲集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221號(監理站、晶華飯店)

有飲

城市漢堡-鶯歌高職店 新北市鶯歌區高職西街116號

醋頭家-新營民權店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里民權路52-1號

布朗樂義大利麵館A9

麥味登北市大興店 臺北市北投區大興街20號1樓

七盞茶-新店中正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1號

梁社漢內湖康寧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84號

早安美芝城-彰化活力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４６９號

自由路-陳允寶泉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36號

路易莎-木柵直營v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63號

楓樹林食品 連江縣莒光鄉大坪村25號

敝姓鍋 - 桃園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336-1號(1、2樓)

麥味登平鎮育達店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86號1樓

老窩咖啡烘焙館-東海 臺中市龍井區新東里遊園南路131之1號

基隆廟口-東西啡茶室 基隆市仁愛區文昌里港西街２１號１樓

Q Burger-三重仁愛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69號

路易莎咖啡－大溪埔頂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280號1樓

歐禮亞咖啡坊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3段52號3樓 "

LOUISA COFFEE-建成圓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太平店0889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65號

老爹PUB 雲林縣虎尾鎮德興路27號

RW  Coffee 台南市東區東興路4號

食至名龜宜中店 宜蘭縣宜蘭市城隍街2-1號

大潤發內湖二店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88號1至4樓

RIVER SHOP 傢俱傢飾 花蓮市中美路275-12號

稻味本舖2號店 新北市土城區福祥街73號

台灣?酥雞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77號

山后海珠咖啡民宿 金門縣金沙鎮山后67號

CoCo都可-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449號

陳飲新鮮茶飲店

喜悅餐坊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一芳-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410號

友間爹豆花 臺南市佳里區六安里安北路58巷15號1樓

八方雲集台中重慶店40 台中市西屯區重慶路366號

大苑子－高雄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７３１號１樓

柏悅15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圓味壽司台中昌平店 40652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44號

紅高梁餅店山外分店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96號

四海遊龍-高榮店 桃園市楊梅區民族路五段149號

清心福全-湖口勝利店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路二段116號

LOUISA COFFEE -新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2號

清心福全-台北中山新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54號

傳奇茶飲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147號

悟饕彰化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西路里鄰中正路臨355號

八方雲集萬芳店116000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98號

貢茶－鳳山五甲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４３６號１樓

虎爺溫泉 花蓮瑞穗鄉瑞祥村祥北路二段101號

甘蔗媽媽-台北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5-4號

八方雲集中和立德店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13號(微星科技)

烏弄－台南東安店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９號１樓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73號1樓、175號1樓

Q Burger-蘆洲長安202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53號

蘇珊經典烘焙 台中市太平區育才路125號1樓

CoCo都可-楊梅幼獅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里青山一街29號1樓

清心福全-大村大仁店 彰化縣大村鄉大仁路一段102號

大魯閣中正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埔里店(新)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99號

悟饕高雄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191號1樓

印渡風情 台北市大安區浦城街13巷26號

大爵大飯店興業股份有

披薩工廠頭份廠 苗栗縣頭份市和平路268號

CoCo都可-土城立德店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御可香-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海通路116-1號

麥味登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280號1樓

清心福全-太平中山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7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春陽茶事桃園桃鶯店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52號

迷客夏-台中十甲店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450號

ＣＯＣＯ都可－南崁2 桃園市蘆竹區南興村忠孝西路189號

八方雲集中壢興仁店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二段98號

喜麥福養生工坊 苗栗縣南?鄉中山路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１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十味健康素食永貞店

哈肯舖-信義店

馬可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40號

CoCo都可-湖口光復店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16號

優握握酸奶大獅店一中

慈願商行 台中市潭子區聚興里豐興路一段88號B1

麥味登林口香悅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555巷50號

50嵐(南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2巷3號

歐特儀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299號4樓

Stay gold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東街91號

COCO都可八里2 新北市八里區龍源里23鄰龍米路1段152號

八方雲集龜山迴龍店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325號(龍華科大)

老窩咖啡-三重迪卡儂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8號

初韻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96號

四海遊龍-國興店 台北市萬華區國興路2號

Landing(藍釘區塊鏈)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31巷18弄4號1F

鬍鬚張台中西屯太原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麥味登鳳山文龍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東路242號

舒油頭-中和興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88號

火鍋世家（中壢環中店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２段６３２號１樓

樸樂咖啡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３５７號

50嵐(汐止中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98號

鮮茶道-台南和順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185號

八方雲集五股凌雲店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一段64號

新鮮屋Fresco-新竹店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２段２９６號

覓境吐司

鬍鬚張台北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11號

茶湯會台中民生店 臺中市西區平和里民生路130號1樓

土博士米食手作廚房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3樓(80)櫃

胖老爹美式炸雞總店 台中市西屯區烈美街８８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大里益民店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56號1F

台灣優格餅乾學院 彰化縣線西鄉草豐路501巷5號

ＳＵＢＷＡＹ－師大綜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79號

台東縣農會展售中心 臺東縣卑南鄉溫泉村溫泉路388號

紅盒子 LE ROUGE burg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56巷6號

梁社漢三民義華店807U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493號1樓

賀你發餐飲集團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7號6樓

茶湯會板橋重慶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250號

這味泰泰Mrs. Thai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758號3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板橋國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7號

茶湯會汐止新台五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202號

迷客夏-四維店 新北板橋區四維路174-2號1樓

識好茶府安店 709017台南市安南區府安路5段98巷56弄258號

摩斯漢堡-西門成都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386-13號

好田和洋料理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２３６號

ＣＯＣＯ都可－富源 桃園市觀音區富源里中山東路2段1025號

八方雲集-西屯國安店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57號1樓

八方雲集中壢環中店32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94號

For you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109號1樓

米卡鮮乳飲-民族店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776號

迷客夏-遼寧店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38號

摩斯漢堡-市政文心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漢口門 臺中市西屯區何福里漢口路２段１１０號之７

QBurger-土城青雲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238號

ＣＯＣＯ都可－埔心中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81號

CoCo都可-水碓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56之4號

清心福全-台南安和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562號

SUBWAY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230號

八方雲集八德麻園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398號1樓

Q Burger-中和員山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95號1F

迷客夏-山西店 台中市北屯區山西路二段222-1號

明德素食園-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37號1樓

摩斯漢堡-樹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HUHA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80巷1號1樓

鮮茶道-屏東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65號

Q Burger-松山撫遠 台北市松山區撫遠街352號

麥味登台中高工店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346號

SUBWAY台元一店

梁社漢萬芳店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4號1、2、3樓

mens uno cafe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8號6樓

圓石禪飲-新竹西大店 新竹市東區西大路384號

摩斯漢堡-新莊中平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Q Burger-樹林太順 新北市樹林區太順街47號

麥味登桃市大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寧里大興西路二段55號1樓-1

吃光食堂 臺中市西區公民里五廊街１２號１樓

八方雲集龜山文青店33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路159號1樓

悟饕苗栗為公店 苗栗縣苗栗市嘉盛里14鄰383號

ＬｏｃｏＦｏｏｄ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８９巷５之４號

地下街-智焰46小舖 台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3段9號

太平雲梯 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大坪２９號

阿華加湯滷味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號(女二舍餐廳Ａ棟１樓)

八方雲集北醫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31號(世貿、台北醫學院)

LOUISA COFFEE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97號

清心福全-花蓮新港店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67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吳興蚵仔大腸麵線___ 桃園市中壢區新街里延平路廟前22號

水母手沖茶飲台中2號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6-9號；96-10號

萬波島嶼紅茶－文山忠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６４之１號

送青茶贊店 彰化縣彰化市萬安里永安街180號

八方雲集高雄桂林店 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495號

孫豪記手工水餃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1段90號1樓

丸文食品向上店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200號

吉安鄉農會慶修院門市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昌五街11號1樓

君蔚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50號（君蔚樓一樓）

重和早餐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和路35號

併機-大魯閣汐止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品茶太

阿嬌米干

唐棉－台北古亭店 台北市中正區金門街２號

歐棒咖啡 臺中市北區崇德里崇德路一段498號1樓、2樓

頡威商行

COCO都可－土城立德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一畝茶專業茶飲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176號

清原芋圓-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32號1樓

御私藏-中正西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09號

蜂檸檬100%天然飲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66號

麥味登桃市樹仁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林里樹仁三街21號

烏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３８８號１樓

亞企食材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70號8樓

宏匯廣場 新北市三重區興德路９２號１１樓

清大酷雞美食坊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光復路二段１０１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烏日區光華街１號

ＣＯＣＯ都可－園區2 新竹市光復路1段125號1樓

LOUISA COFFEE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立信三街12巷18號

Rayark Concept 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45號1樓

鐵樓 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220號一樓

茱諾素食烘焙 花蓮市五權街28號

七盞茶－永和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１段２１２號                                                                                          "

聯發國際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50巷7號

四海遊龍-樹中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159號

ＣＯＣＯ都可－平鎮文 桃園市平鎮區復興里文化街217號1樓

CoCo都可-樹保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１段73號1樓

LOUISA COFFEE -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五街38號1樓

立喜手作烘焙 臺中市后里區后里里三豐路４段15巷31號1F

小職人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24號

悟饕台東池上店 台東縣池上鄉忠孝路259號

胖廚師咖啡坊 台中市太平區新興路211號

食在幸福雪花餅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里林森路156巷5號1樓

八方雲集樹林保安店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142號(三多國中)

龍角手作茶政大店 11651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33號

迷客夏-台南民族店088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2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秋雲潤餅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23之4號前1

ＨＯＵ－萬芳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89巷18號1樓

四海遊龍-精誠店 臺中市西區公正里精誠路336號1樓

鮮茶道-馬公光復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29-2號

麥味登北市光復健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29號1樓

APPLE203板橋三民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2段159號1樓

Raven Coffee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01巷58號

悟饕嘉義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文化南路17號

八方雲集大同圓山店10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37號1樓

小木屋簡餐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

ｍｉｎｉ　ｉｚｚｙ　 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５５３號

9 號 本 舖 花蓮市美工路6號

味仙餐飲有限公司 新北市泰山區德安街19號

哈瓦那咖啡 桃園市中壢區黃興街87號1樓

八方雲集汐止連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24號(青山國中)

出櫃-彰化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民生路176號1樓

香榭城鮮果食品社 花蓮縣花蓮市民治里東大門夜市(福町夜市A49攤位)

迷客夏-台中十甲店088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450號

CoCo都可-山外店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65號

統元豆花 台中市西區精誠二街2號

麥味登楊梅幼獅店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一街107號

Q Burger-桃園大業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１段82號

小木屋鬆餅-竹東長春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140號

家竹亭 台中市梧棲區中和街319號

春陽茶事-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東埔里中正路536號1樓 "

悟饕雲林麥寮店 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中興路25號1樓

玫瑰香榭飯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一路93號

八方雲集北投致遠店 台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二段43號

LOUISA COFFEE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中正路３９３號（１、２樓）

將將米糕與CAFE

弄點 Coffee Bar 新竹市北區西門街64巷9號

鵬琉線 屏東縣東港鎮南平路570巷20號1樓

CoCo都可-永康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大和頓物所 新竹市竹北市光明二街114號

麥味登新莊中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172號

慢享日初手作茶舖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42號

50嵐(林口中山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8號

法樂外帶吧 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10-1號

黑沃咖啡－桃園大溪店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路１段３３２號１樓

COCO都可台北慶城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70號

八方雲集元智大學店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35號(新宿舍餐廳2樓)

杏一醫療-中榮商場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大興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Q Burger-新店建國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189號1樓

馬可鳳屏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20號

嗨咖咖啡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64巷78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平鎮康樂店 桃園市平鎮區康樂路27號1樓

伊莉莎白紅茶書房-中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3樓

MASTER OF TEA-文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平里文華路147號1樓

新光三越-南西停車場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2號地下1樓至地下4樓、1樓至10樓

婆婆冰店旗艦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之12號

張瑋烤肉蛋土司 花蓮市信義街97號

COCO都可北新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21弄3號

八方雲集中壢莊敬店 桃園縣中壢市莊敬路126號(自強國中)

LOUISA COFFEE-文心西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１０１之６號１樓、１０１之６號２樓

君城本家

友誼山莊二館 連江縣莒光鄉田沃村67號

四海遊龍-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市忠孝里建國路53號1樓

鬍鬚張台北東門店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18號

茶湯會台南新市店 "臺南市新市區新市里仁愛街300號 "

老賴茶棧桃鶯店0827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13號

一之鄉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一段7號

50嵐-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38之1號 "

玖仰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510號9樓

堤諾比薩台南崇學門市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５８號１樓                        "

路易莎 -文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興里文興路二段１號１樓

６＋Ｐｌａｚａ廣場 新竹市南市里林森路１４７號１２樓之１

Salad Vibes四季吃沙

八方雲集士林前港店11 台北市士林區前港街31號

一簍一簍烘焙坊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45號1樓

麥味登歸仁新大通店 台南市歸仁區大通路136號1樓

茶湯會園區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新莊里光復路一段440號一樓

WISH:Drink霧峰樹仁店 台中市霧峰區本堂里樹仁路72號1樓

圓味壽司 豐原店 42087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88號

50嵐-芬園店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81號

LOUISA COFFEE -台中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羅東公正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35號

路易莎-寧安店 台北市松山區寧安街2巷4號

正好停-府中站停車場C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八方雲集承德店103000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4號

劉哥麵店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28號1樓

正好停吳興站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東區鹽酥雞創始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6號之2

麥味登合安店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115號

鹿兒島美食商行 臺中市西區和龍里臺灣大道2段48號1樓

水巷茶弄高雄華夏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１１５７號１樓                                                                                        "

迷客夏-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43號

識好茶開元店 70442台南市北區開元路352-1號

摩斯漢堡-台南永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八方餐飲中壢海華店 桃園縣中壢市慈惠三街153號

清心福全-板橋南雅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81號1樓

Q Burger-泰山泰林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2段47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就享咖啡文化實業有限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十八街181號

SUBWAY淡大店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80號

梁社漢台中福康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林里福康路39號

Q Burger-桃園文興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里文興路99號

八方雲集桃園南平店33 桃園縣桃園市南平路270號

佛都愛玉佳里店 台南市佳里區建南里成功路198號1樓

馬可先生重慶店 (103)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00號

酷玩小吃店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街46巷3號

迷客夏-永康中山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路187號

集元果食品有限公司 南投縣集集鎮永昌里民生東路70號

白巷子-桃市春日店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204號1樓

摩斯漢堡-林口竹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伊通門 臺北市中山區中央里伊通街８５號

工學水膳坊

鮮自然-永康復國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203號1樓

SUBWAY文心崇德店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2-1號1樓

八方雲集中和德民店23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70號

三個傻瓜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18號1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桃園寶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１９４號

茶朵ㄦ 總店

摩斯漢堡-雙連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Patch Cafe 補丁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德惠街20號1樓

鮮茶道-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8號

麥味登台中工業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恩里工業區一路92號1樓

八方雲集基隆南榮店20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179號

綠洲酒館 信義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117號1樓

景文纖果漾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青澤正氣一店 臺東縣臺東市興國里正氣路201號

COCO都可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285巷29號1樓

心朋友的店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79巷1弄1號

66超商

50嵐-東嵐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396號1樓

摩斯漢堡-林森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三重光復店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68巷42號1F

德克士板橋南雅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151號7樓

歇腳亭-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廣東路558號

堅果奶吧-台北許昌店

香人和風拉麵 花蓮市新港街11巷4號

八方雲集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367號

?寶520咖啡坊 新北市林口區公園路２０３號１０樓之１

COCO都可－龍岡 桃園市中壢區龍德里龍岡路3段201號1樓

喜憨兒烘焙屋-光復店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61號

西門-OYAMI 台北市萬華區武昌街2段50巷15號2樓

鮮茶道-嘉義玉山店 嘉義市西區西平里玉山路153號1F

奧斯卡寵物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４２５號         "

達利早餐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41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無毒的家中壢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67號1樓

益咖哩 咖啡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171號1樓

木黃山烘焙坊 南投縣南投市永興里八卦路58巷29弄31號

ＣＯＣＯ都可－竹東二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中興路三段177號

CoCo都可-八里2 新北市八里區龍源里23鄰龍米路1段152號

御私藏-成大店 台南市東區成大里育樂街16號

艾帕司 APOCE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01號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52巷14號

Forest Pie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二段186號1樓

老黃家常牛肉拉麵館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04-1號

大苑子－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３段１６７號

玉珍齋－烏日高鐵站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８號

摩斯漢堡-士林科教館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家秝烘培坊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36號

創盛號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77巷26號7樓

ＣＯＣＯ都可－內壢長 桃園縣中壢市長春路6號

CoCo都可-興隆 台北市文山區興得里興隆路3段36巷9弄5號1樓

麥仕佳專業烘焙(師範) 彰化市復興里實踐路199號

恰迷CHA ME 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723號

宜蘭縣政府(活動)

繆立霞早餐店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196號

馬可先生大墩店 (407)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73號

八方雲集新莊建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92巷7號

拉亞漢堡－台中櫻花店 台中市西屯區櫻花路２４號

大苑子－沙鹿中山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３２５號

采荷居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24-13號

迷客夏-湖口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二段192號

萬波島嶼紅茶－桃園高 桃園市中壢區青溪路１段１２１號１３樓

迷客夏-板橋四維店088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74-2號1樓

四海遊龍-南祥店 桃園市龜山區南祥路79之6號

十三個手感烘焙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442號

親愛的小籠湯包

悟饕花蓮吉安店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中正路1段136號1樓

菇雞義大利麵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954巷22弄14號

九十三巷人文空間坊 台北市松江路93巷2號1樓

家吶子台式居酒屋 台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8-4號

八方雲集新店寶興店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9之1號

迷客夏-台北伊通店088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68-3號

遇印點心坊 台中市太平區育德路6-5號

捲尾咖啡館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忠孝路142號1樓

CoCo都可-竹北文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48號

鮮茶道-苓雅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60號

Q Burger-萬華國興 台北市萬華區國興路98號1樓

輕之茶 台中市中區大誠里中華路二段57號1樓

麥味登北市和平店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46號

悟饕嘉義吳鳳店 嘉義市東區過溝里吳鳳北路155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木庵食事處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四街360號

新東陽文林門市７１６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６６號１、２樓                 "

左阜右邑興達店 嘉義市西區興達路394、396號

基利心美食 花蓮市中美路48號

路易莎咖啡-忠孝216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52號

八方雲集文山福興店 台北市文山區福興路50號

ＴＥＡ、Ｓ原味北市四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４８號１樓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68之2號

CoCo都可-中和員山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39號

老窩咖啡館內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生三街182號

半畝圓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復興北路37號1樓

麥味登-新莊福美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美街132號

Q Burger-中壢南園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77號

杜芳子古味茶鋪-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19-5號

克莉斯塔坊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17巷21號-D

咚雞咚雞－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７８之３號

悟饕宜蘭站前店 宜蘭縣羅東鎮大新里公正路47號

八方雲集大同華亭店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16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大苑子－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１２號１樓

LOUISA COFFEE-進化門 臺中市北區進化路571之2號

馬可民族店 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195號

CoCo都可-後龍店 苗栗縣後龍鎮成功路9號

麥味登基隆百福廣吉店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街82號1樓

拉亞漢堡新竹湳雅店

豐快炒飯中和中正店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號

50嵐(北深店)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190號

大苑子－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３段２９０號旁１樓

早安美芝城-新店光明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62號1樓

蝦寮食堂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110-1號

16號廚房素食餐廳 雲林縣斗六市上海路244號

四海遊龍-永中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563號

鬍鬚張林口文化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南海茶道-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５２１號１樓

麥味登竹東東寧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16號1樓

老賴茶棧-板橋莒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7號

水巷茶弄-台北南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5之7號

50嵐(內湖園區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425號1樓

LOUISA COFFEE -大里 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永隆路３５號１樓

路易莎咖啡－三峽學成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25號

八方雲集泰山仁愛店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63號(義學國中)

LOUISA COFFEE-壽德門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5號

迷客夏-后里店0889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503及505號

加州廚房 臺南市東區崇學里崇德路333巷43號1樓

Please Dont Tell-善 台南市新營區民權路96-15號

黑古早味紅茶冰東和店 雲林縣古坑鄉文化路116-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樂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5號

BOSS BAR 宜蘭縣宜蘭市民族路383號1樓

茶湯會彰化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大竹里西環路259號1樓

大潤發嘉義店 嘉義市小湖里7鄰博愛路二段281號地下1樓及1樓

麥味登北市南京三民店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86號

思茶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64號

50嵐-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98號

LOUISA COFFEE -中壢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喝什麼Ｋａｐｉ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西路40、42號5樓

清心福全-苗栗為公店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222號

四方牧場休憩小站 苗栗縣竹南鎮崎頂里東崎頂9-6號

LOUISA COFFEE -永康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路42之1號1樓

鮮茶道-梧棲文化店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135號1F

榮耀豆花-霧峰店

Q Burger-新莊頭前N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19號

梁社漢台南新光店702U 台南市南區西門路一段607號1樓

瑞穗牧場 花蓮縣瑞穗鄉瑞祥村溫泉路一段231號

麥味登秀水福工店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番花路558號

秘食咖啡-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53號

ABV地中海餐酒館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60巷39號

思茶台中清水店 43655台中市清水區鎮南街51號

水雲堂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中山路141號1樓

LOUISA COFFEE -台中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１４６號１樓

清心福全-霧峰亞大店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路458號1F

SUBWAY 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115號1樓

穩穩早餐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２段121巷4號1F

米殼 雲林縣虎尾鎮新興里和平路55號

八方雲集桃園永豐店33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583號

台茶1號潭子圓通店 台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289號

日月亭停車場_ICER

正建利喜餅 嘉義市西區北興街459號

Q Burger-中和泰和202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22號1樓

水雲堂南勢角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08號

摩斯漢堡-木柵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橫山中正店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中正路83號

SUBWAY健行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06號

二九八早午餐 台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98號

迷客夏-梧棲店 臺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191號

八方雲集台南歸仁店71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128號

魚池貳壹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4號

頑伴snackBar

摩斯漢堡-林口復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麵頑者-宜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53號

早安山丘中正店

清心福全-外埔中山店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912號

城市漢堡-台北汀州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一段180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台南東寧二店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92號1樓

迷客夏-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中正路89號之2

ＣＯＣＯ都可－中興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449號

茶湯會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楊江里大成路10號１樓

德意事歐式美食屋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３段９７號

福圓號-永康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玉欣珍_

摩斯漢堡-台南成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怡客咖啡7405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3號

窖藏佳里店

七合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1段100號地下街(鄭州路地下街商場輕食區018號店舖

八方雲集竹北嘉興店30 新竹縣竹北市嘉興路314號

COCO都可西門町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一

厚加手工漢堡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號

阿?咖啡屋-藝文店

四海遊龍-萬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19號

馬可忠孝店 台北巿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59號1樓

合和蔬食料理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676號

"找伍食Find FiFth " 台中市西區向上南路一段112號

梁社漢松山民生店105U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38號

雞跩哥狂野韓式炸雞(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６８巷２６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台南協進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四段64號

天島咖啡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11號1樓

路易莎咖啡－中港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康路26號1樓

布郎?義大利麵館 新北市林口區民有街82號1樓

趣喫

雲鄉米干食品行

茶湯會嘉義文化店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文化路192號

櫻花鳥森林休閒餐廳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6號

拉亞漢堡八德瑞祥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２段１２４３號

池上木片便當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３段２８２號1樓

路易莎咖啡-蘆竹南福 桃園市蘆竹區南福街101號1樓

洪記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１０６號

永康-誠記小吃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6號1F

鮮茶道-台東中正店 台東縣台東市中正路329號

掌門精釀啤酒餐廳-台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27號

艋舺雞排中華店 台北萬華區中華路1段110號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331號3樓

高雄榮總-員工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碧羅春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04號

喜憨兒烘焙屋光復店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61號

梅村大眾食堂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74號

清心福全-大安師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8號

布萊德紅茶崇德店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６５４號１樓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光 新竹市光華東街44號

CoCo都可-桃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鳳里龍安街108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永康-五方食藏生活文 臺北市大安區青田街6巷15號1樓

鮮茶道-蘆竹忠孝西店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號

八方雲集-龍潭中豐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329號1樓

台北牛津牛雜湯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411巷9弄18號

QQBAR01 基隆市中正區豐稔街21號1樓

馬可先生新竹店 (330)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97號

永豐活海鮮餐廳 宜蘭縣蘇澳鎮蘇東北路一之八號1樓

福利麵包-中山門市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23之4號1樓

十二韻－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６段１２９號１樓

石二鍋 臺中市西區民龍里臺灣大道二段218號29樓

迷客夏-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國治路17號

烏弄－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１８１號１樓

七盞茶中山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6號

摩斯漢堡-和碩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鮮天下桃一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307號

迷客夏--文賢店 台南市北區文賢路363號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環 桃園市中壢區自信里３９鄰環中東路２０４號

CoCo都可-三重自強店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１段250號

SUBWAY桃園市府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82號

悟饕八里中山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389號1樓

綠堤早午餐 新北市樹林區三福街45號

季洋莊園咖啡-至聖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79號

拾覺－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１段３３２號１樓

弘爺漢堡（小猴子店） 台中市北區陜西二街２２號１樓

迷客夏-八德店 嘉義市西區八德路229號

迷客夏-大甲店0889 台中市大甲區育德路13號

摩斯漢堡-瑞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惠文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298號

大呼過癮 雲林縣斗六市和平路67號

鮮茶道-高樹南興店 屏東縣高樹鄉南興路74之1號

Q Burger-竹南民權店 苗栗縣竹南鎮民權街29號

麥味登彰化秀傳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557號1樓

悟饕嘉義中興店 嘉義市西區福全里中興路301號1樓

象座咖啡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46之8號2樓

路易莎咖啡-鹿港中山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246號

連大莊

LOUISA COFFEE -民生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3號1樓

林口長庚-順益屋滷味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豆顏色生活事業有限公 台中市西屯區福順路３０５號１樓

MR.WISH 台中站前店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191號

摩斯漢堡-松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白巷子-溪湖彰水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244號

CoCo都可-宜蘭五結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２段440號1樓

麥味登鳳山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龍路65號

Q Burger-板橋懷德II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60號

CM南港2館店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2號北02



業者名稱 地址
悟饕豐原向陽店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向陽路364號

珈琲鋪子 花蓮市節約街8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６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士林華齡 台北市士林區華齡街31號(百齡國小)

大苑子－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１７３號１樓

LOUISA COFFEE -遠企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70巷2號1樓

竹林上禾便當

CoCo都可-士林中正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麥味登水湳中清店 臺中市北屯區新平里中清路二段415巷38號1樓

梁社漢基隆中正店202U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810號1.2樓

呷灰鍋 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58號1樓

50嵐(捷運永寧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56-1號

臥龍賞味家早餐舖 高雄市三民區臥龍路68號

遠東百貨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16號18樓

溫泉-嘉賓閣溫泉會館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30號

十二韻－大里成功店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２０號１樓          "

八方雲集八德興豐店 桃園縣八德市興豐路289號

金門風味館花蓮大同店

併機-大魯閣仁德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功夫大帝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245之2號12樓

匯聚餐飲管理顧問有限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08號3樓

麥味登平鎮振平店 桃園市平鎮區振平街98號(1樓)

伊莉莎白紅茶書房-三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3樓

蒔初甜點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六街69號

梁社漢台南永大店710U 臺南市永康區永大路二段181號

丰馥刈包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2樓

50嵐(南機場店)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9巷5號

LOUISA COFFEE -自由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自由二路１４１號

八方雲集淡水北新店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22號(正德國中)

LOUISA COFFEE-昆明店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86號

諾蔓麵包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48號

城市漢堡-嘉義公園店

Evie’s Caf? 伊米咖 嘉義市東區共和路418號

鬍鬚張台北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二段318號

新蓮心廣場0827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安和路67-1號

50嵐-苑裡店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85號

清心福全-基隆仁四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四路58號1F

LOUISA COFFEE -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科大一路２８號

晴光-帕沃納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3巷9號1樓

ＳＴＡＧＩＡＩＲＥ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１段２３６巷１６號

八方雲集台中學士店40 台中市北區五義街122號1樓

塔吉特黎明門市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五權七街61-1號1樓

紅橘子中信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街21號

ca：son 宜蘭縣羅東鎮愛國路186號1樓

麥味登振平店 桃園市平鎮區振平街98號1樓

文心園 南投縣南投市南陽路196巷1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珍煮丹－屏東中正店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１４１之１號

思茶新豐建興店 304108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92號

大鍋湯風味小館埔心店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里四維路98號

50嵐-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10號1樓

四海遊龍-新豐店 新竹縣新豐鄉山崎村新興路２０４號1樓

LOUISA COFFEE -景美S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台中福林二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之19號

路易莎咖啡-南京復興 臺北市松山區中正里南京東路３段２５６巷２０弄２號１樓

正好停-林森公園站停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玉津咖啡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112號1樓

八方雲集桃園縣府店33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30號

你好南搞-水木加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58巷74號1樓

星野天然鯛燒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25鄰大同街39號

茶奶士多 24445新北市林口林口里中原街6號

四海遊龍-龍井店 臺中市沙鹿區三鹿里向上路六段908號1樓

Q Burger-汐止綠多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62號1樓

台灣第一味員林農工店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二段278號

梁社漢-泰山仁愛店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72號

Q Burger-新莊建中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86號

八方雲集台中模範店40 台中市西區模範街29號

悟饕台南佳里店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299號

上官木桶鍋桃園藝文旗

紅橘子-基隆聖心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45號1樓

LOUISA COFFEE亞東醫 新北市板橋區華東里南雅南路２段１３０號

小木屋鬆餅-三峽北大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20巷4號2樓

SUBWAY高雄輔英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權路160號

春陽茶事-台中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81號1樓 "

八方雲集北投致遠二店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二段43號

迷客夏-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中樂路39號

方塊土司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365號1樓

春芳號-中壢龍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146號1F

拉亞漢堡－台中精科店 台中市南屯區文山五街２８８號１樓

歇腳亭-花蓮中正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558號

華屋小吃店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一號

不要對我尖叫－台中一 台中市南屯區新富路２３８之５號１樓

50嵐(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36號

八方雲集平鎮平東店32 桃園市平鎮區平東路56號

斗。宅商社 花蓮市和平路306號

COCO都可新店五峰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號

八方雲集新竹南大店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328號

馨圓餐飲有限公司 台中市潭子區大富路一段80號

鮮自然-安順門市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25號

穀太太健康便當(桃園

非凡咖啡坊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486號

金磚鴨板橋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12號

馬可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84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鍋貼水餃專賣 新北市新莊區後德里後港一路49巷1弄4號

50嵐(中和遠東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95號

新光三越-中港停車場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301號

ＣＯＣＯ都可－康寧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65巷6號1樓

美侖大飯店 花蓮縣花蓮市美崙區林園1-1號

COCO都可蘆洲民族2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98號

大苑子－大竹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２段１２２號

小南門傳統豆花

遠百-板橋新站停車場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18及28號

四海遊龍-湖口中華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華路32號1樓

A-bao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5段161號

鬍鬚張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71巷2號

林內教芋部 雲林縣林內鄉烏塗村鹽讚78號

東海漁村花園婚宴會館 台中市西屯區國際街62之1號

50嵐-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07號

Q Burger-中壢福洲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485號

桃園A8-大王麵匠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6巷19號

摩斯漢堡-八德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青島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21之10號

鮮茶道-莿桐中正店 雲林縣莿桐鄉中正路75-2號

達利早餐板橋國光店N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30號

A-bao House三豐店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931號

麥味登新莊福興店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238號

茶湯會台中昌平店 臺中市北屯區平順里昌平路一段426號1樓

珍煮丹－中壢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２０７號

紐約比薩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846號

大苑子－神岡中山店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４９０號１樓

50嵐-平鎮中豐店 桃園市平鎮區福林里中豐路山頂段247號1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427號2樓

ＣＯＣＯ都可－竹南民 "苗栗縣竹南鎮民族街69-2號 "

CoCo都可-新竹城隍廟 新竹市中山路98號

中壢馬祖新村-台南新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48-4號

正好停-大港墘站停車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活力晨食館_彰師

太陽堂老舖有限公司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27號

茶湯會太平中興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中興路144號1樓

杕鐵板燒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929號

原味錄黑糖刨冰豆花 台北市天母東路50巷20之9號

迷客夏-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36號

西湖咖哩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12號 "

摩斯漢堡-桃園中平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13號

迷客夏-內湖港墘店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57號

ＣＯＣＯ都可－楊梅環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里環東路506號1樓

CoCo都可-安居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18號1樓

SUBWAY仁愛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336號2樓



業者名稱 地址
越津津泰越美食店 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126號

梁社漢-淡水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99號之5號

小林自助餐 台中市龍井區忠和里中央路三段90-1號

悟饕台北南港店_N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2段211號

馬可先生斯福店 (100)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號

?實日 台北市萬華區德昌街10巷12號

新台灣餅舖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294號

發現茶十 臺北市萬華區莒光路328號

迷客夏-新竹食品店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75號

迷客夏-大里成功店088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61號

摩斯漢堡-中央大學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鮮茶道-里港三和店 屏東縣里港鄉三廓村三和路101-1號

麥味登八德豐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豐德一路3號

鮮自然-長溪門市 台南市安南區長溪路三段387號

SUBWAY七張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23號

八方雲集蘆洲集賢店24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44號1樓

悟饕汐止中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238號1樓

圖漾2YUM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六街221號

愛麗絲廚房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149巷49弄6號

八方雲集深坑文化店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66號(深坑國中)

阿來碗粿 嘉義市東區義教里台林街217之2'號1樓

貓咪日和咖啡屋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路１３０號１樓

Mr.WISH 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398號

摩斯漢堡-雙十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老賴茶棧-光華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1段82巷9弄5號1樓

CoCo都可-永和得和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98號1樓

錦芳齋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162號

麥味登宜蘭五結店 宜蘭縣五結鄉自強路2號一樓

鮮茶道-大樹實踐店 高雄市大樹區實踐街55之1號

Q Burger-桃園自強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113號

悟饕台南新市店 臺南市新市區新市里中興街97號1樓

茶湯會楠梓右昌元帥店 高雄市楠梓區右昌街203號1樓

綠島大街冰館茶館 台東縣綠島鄉南寮路128號

蟹宴日式鍋物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１段９０之１號                            "

50嵐-美村一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1段141號

摩斯漢堡-三重正義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龍華店 桃園市龜山區龍華里萬壽路一段323號1樓

清心福全-大埤延平店 雲林縣大埤鄉延平路三段6之2號

麥味登桃園秀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秀山路89號

丹堤Togo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2號18樓

小丸煮－嘉義秀泰店 嘉義市文化路２８９號１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７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70巷7號(自強隧道出口)

福華海鮮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51巷1之2號

麥味登北市敦北公園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巷51弄9號1樓

退火診療室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684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唐棉－羅東中華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４４號１樓

梁社漢永和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212號1樓

歐客佬翡翠精品莊園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４８３號１樓

LOUISA COFFEE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里重新路３段９４號

八方雲集平鎮山仔頂店 桃園縣平鎮市中豐路山仔頂段190號

ＦＬＡＳＨ　ＣＯＦＦ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206號18樓

RAMBLE CAFE  汐止龍 新北市汐止區龍安路1號1樓

藍映海岸景觀民宿 連江縣北竿鄉橋仔村73號

約會with you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169號1樓

南海茶道－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１８３號１樓

池上木片便當雙連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46號

五金咖啡 高雄市梓官區大舍北路38號

麥味登中壢強國店 桃園市中壢區自治里強國路19號1樓

麥吉machi machi西門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62-2號

50嵐(長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47-3號１樓

樸苑餐飲管理有限公司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2段8之1號

手裏麵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10巷42弄27號

大連食品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1段8號南門市場第204號

小町?茶

亞尼克?子工房 台北市內湖區瑞湖街88號5樓之2

初韻新竹交大店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四味飄香 台北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41巷26號

名家美食小吃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LOUISA COFFEE -林口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LOUISA COFFEE -東安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100號

Teas原味-鹽水國道店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851號1樓

八方餐飲萬芳店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98號

新東王烘焙坊 臺北市中山區興安街98號

T4清茶達人-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891號1樓

北門蚵記仁燒烤車 臺南市北門區三光里343號

八方雲集蘆竹南山店33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三段264號

宜客咖啡 宜蘭縣員山鄉永和村永廣路69-7號1樓

麥味登中壢健行店 桃園市中壢區明德里珠江街58號1樓

八方雲集新莊化成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171號

柏悅7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微風台北車站 台北市北平西路3號2樓

四海遊龍-埔心店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路216號

Q Burger-桃園成功

路易莎-民生創始店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130巷7弄1號

聚勤力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貿五路60號

清心福全-蘆洲復興店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114號

天母粉圓甜品行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89巷2號

日盛牛肉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北區新北里雙十路2段23號1、2樓

江家餛飩 桃園市中壢區五權里中大路300號

悟饕新城北埔店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231號

和漢料理餐廳 金門縣金寧鄉盤山村頂堡１６８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芋圓屋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451、453號1樓

Q Burger-北屯豐田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179、181號

CoCo都可-鶯歌中正店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139號

古月茶飲-田中店

清心福全-花蓮光復店 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二段309號

黛比愛吃鍋

台灣第一味沙鹿中航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航路一段231號

個人煮義精緻火鍋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559號

頂呱呱劍潭店 臺北市士林區劍潭路12號1樓

迷客夏-北港分店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181號

旅人日誌咖啡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391號1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花蓮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１８號

大苑子－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108號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

CoCo都可-桃園興豐店 桃園縣八德市興仁里興豐路316號

老窩咖啡館七堵店 基隆市七堵區福二街186號1樓

清原芋圓-後庄店 嘉義市東區興村里吳鳳南路340號

麥味登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街259巷24號1樓

布藍里親食烘焙坊 台中市南區工學北路349號1樓

福洱商行-中和環球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19號1樓

八方雲集五股工商二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116號

景文鬥茶堂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八方雲集桃園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70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９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紅橘子-光復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13巷29號

馬可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12-4號

御可香竹崎店

Morni莫尼早餐 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彰美路5段114號

拉亞漢堡中壢中原店 桃園縣中壢區大仁街12號1F

不要對我尖叫－台中沙 台中市沙鹿區光大路２８６號１樓

50嵐(世貿店)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07-3號

八方雲集蘆洲中正店24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85巷44號

美德耐-桃捷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COCO都可昌隆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54號1樓

八方雲集桃園縣府店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230號(桃園縣府商圈)

緞帶王觀光工廠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15號

泉光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RT Baker House光華門 新竹市北區金華里光華北街7號1．2樓

四海遊龍-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01號

花越香小吃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342號

鬍鬚張新店中正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金峰小吃店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89號

拉亞漢堡－北市光復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２６巷１４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活力香揚店 屏東縣屏東市香揚巷241號

50嵐(天母店)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3號1樓

COCO都可-汐止福德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1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鮮茶道-博愛陸橋店 嘉義市西區湖邊里文化路433號1F

八方雲集蘆洲長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7號

LOUISA COFFEE-桃園大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4號

果園先生屏南商行

蘭大媽複合式餐飲

山焙南京吉林店 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38號

就是愛壽司 新竹市東區建功一路188號1樓

茶湯會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鎮三和里大同路1段354號1樓 "

麥子磨麵台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2號

藍衫茶所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１段４７號１樓

50嵐-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海通路50號

鍋集院食坊 台北市信義區和平東路３段２６９號１樓

LOUISA COFFEE -崇德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癮茶房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1號1樓

COCO都可-新竹南寮 新竹市東大路3段730號

CoCo都可-平鎮和平店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里和平路２０５號

國王家族羽絨服飾觀光 台南市七股區竹橋里66號

鮮茶道-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44號1樓

壹綺飲品美食舖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60號1樓

小湯神永華店 臺南市東區富強里裕農路288巷11號8樓

耕豆腐店 桃園市桃園區建國東路15巷5號

拾覺－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８０之１５號

麥味登永和保平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266號

茶湯會中和景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361號1樓

沐白小農(通化店)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4號

摩斯漢堡-台中沙鹿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新竹中山店 新竹市北區西雅里中山路364號1樓

LOUISA COFFEE－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1段113號(1樓) "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興 桃園縣八德市興仁里興豐路316號

清心福全-松山民生東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43號

鮮茶道-永和仁愛店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07號

SUBWAY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620號

八方雲集新店康民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14號

BEING fit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１４９號地下一樓

馬可先生瑞隆店 (806)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34號

澎坊（股）公司馬公機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１７２號                                      "

Evie‘s Caf’e伊米咖 嘉義市東區共和路418號

摩斯漢堡-新莊化成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三重三 新北市三重區長安里三和路２段１５６號（１樓）

阿力香雞排文興店 新竹縣新豐鄉瑞興村10鄰崁頭199之33號2樓

古意奶茶新竹光復2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2段370號

徐今淯小吃部

麥味登淡水宇峰店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45號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八方雲集永和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59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５１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廣和屋牛排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80號1樓

摩斯漢堡-桃園藝文廣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迷小鹿精緻手作飲品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56號1樓

鮮茶道-阿蓮中正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535號

Q Burger-新莊光復 新北市新莊區光復路一段68巷22號

麥味登桃園建國店 桃園市桃園區豐林里建國路156之3號

八方雲集台南和順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71號1樓

悟饕永康復國店 臺南市永康區復華里復國一路430號1樓

包子商行－通化店 台北市士林區美崙街１２號

一芳-花蓮吉安店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2段250號1樓

珍煮丹－林口文化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１段６２號１樓之１

八方雲集基隆中和店 基隆市中山區中和路168巷7弄19號

福圓號-西湖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LOUISA COFFEE -中崙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50嵐-員林三民東店

大俠綠豆沙牛奶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２２０號

MR.WISH 總部 台中市西屯區環河路153號

波妞芋圓 南投縣埔里鎮東門里忠孝路190號

摩斯漢堡-淡水萬熹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麥味登北市府捷運店 台北市信義區興雅里基隆路一段147巷12號1樓

The Tudor Inn bar an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2段211巷49號

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一段209號13樓

八方雲集平鎮環南店32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二段274號

天母-茉盛有限公司 台北市士林區天玉路38巷15號1樓

八方雲集仁愛國泰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0巷20弄1號(國泰醫院旁)

水貨烤魚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１２０號

LOUISA COFFEE -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１７８號

大廚排骨飯專賣店_

CoCo都可-永和保平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21號

莆林（庄＋、） 嘉義縣大林鎮民權路53號

麥味登新竹光華北店 新竹市北區光華北街69號一樓

梁社漢蘆竹南昌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昌路258號1樓

早安美芝城-左營明華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一號

COCO都可－東湖２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37號

LOUISA COFFEE－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新上里忠言路１８２號

美德耐-台大卓越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十二韻－松竹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２段９９號１樓

牛狀元牛排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１３５號１樓

饌飽飽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106號

左阜右邑-中山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47-3號

油庫黑油咖啡 苗栗縣三義鄉勝興村勝興88號

麥味登左營立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大路337號

藏咖啡飲料店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233號

唐棉－土城延吉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３３１號

咖哩郎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大同街15之1號1樓

Q Burger-中和連城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469巷17號1F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大直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LOUISA COFFEE -大安 台北市大安區龍門里信義路３段１００號地下一層（大安森林公園捷運站

一芳-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37號1F

迷客夏-佳里文化店088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359號1樓

炭早商行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５１巷６弄２號

麥味登北市崇德店 臺北市信義區崇德街95號1樓

珍煮丹－三峽北大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１４５號１樓

新埔鎮農會 新竹縣新埔鎮四座里楊新路１段３２２號

CoCo都可-中壢高榮店 桃園市中壢區過嶺里民族路５段４８２號１樓前段

清原芋圓-斗南店

清心福全-三芝淡金店 新北市三芝區淡金路二段14號

拾貳籃

Q Burger-八德中華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267號

八方雲集南投集集店55 南投縣集集鎮集集街11號

星寶蔥仔餅 宜蘭縣三星鄉東興路7之5號1樓

喵居珈琲 花蓮市建林街20號

十八味養身涼茶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77號1樓

四海遊龍-板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港尾里中正路２６６號

嚕娜咖啡－文化旗艦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７８號１樓

菇神觀景複合式餐飲 臺中市新社區協中街287號

悠悠河畔 台北市大安區樂業街50號1樓

悟饕石牌實踐店 臺北市北投區吉慶里實踐街46號1樓

三立廚房 花蓮縣花蓮市大同街98巷7號

福璟咖啡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新南里景平路598號

八方雲集土城青雲店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265號(清水國小)

大苑子－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１７６之１號

渼橘客新鮮果優格專賣 嘉義市東區義教街927號一樓

喜得南京東店 10569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50巷18弄4號

Q Burger-中和秀福 新北市中和區更生街7號1樓

米樂料理便當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0號1樓

維格餅家－信義敦北門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89巷18號1樓

四海遊龍-中原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263號

牧島燒肉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向陽路376巷16號1樓

迷客夏-廟東店N

悟饕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峰路92之8號

八方雲集汐止連興店22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24號

Tulip TimeOut西門店(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號

八玖鼎港式飲茶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１段２０６號1樓

八方雲集板橋僑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00號(大觀國中)

早安山丘元長店

CoCo都可-南機場 台北市中正區忠勤里中華路2段307巷18號

LOUISA COFFEE -新竹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58號

麥味登宜蘭茂松店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150號一樓

?村早午餐 台中市北屯區進化北路63巷4號

春陽茶事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 479 號1樓

拉亞漢堡台中逢甲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78巷18弄30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成功店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61號

悟饕埔里中山店 南投縣埔里鎮大城里中山路三段212號

六巷手作飲料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703巷17號

八方雲集蘆洲永樂店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50號

南海茶道－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３段２５８號

一往情深咖啡屋 花蓮市復興街4-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２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延平五店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五段229號

道南館 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2段248號

怡客咖啡7412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738號1F

CoCo都可-新豐建興店 新竹縣新豊鄉建興路一段44號

琴媽廚房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甘泉魚麵北醫店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0巷9號1F

麥味登嘉義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26-41號

50嵐(土城頂埔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284號

多果異國風味料理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45巷3號1樓

海大山多利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COCO都可林森北 台北市中山區聚葉里林森北路438號1樓

大苑子－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２６４號１樓

滬尾藝文休閒園區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２號

鮮自然-崇德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日出客棧豐原市前店 臺中市豐原區葫蘆里市前街9號1樓

Q Burger-中和秀朗 新北市中和區秀朗路三段48號1樓

馬可坪林店 新北巿新店區北新路3段144號1樓

馥漫?包花園 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251號

麥味登土城太陽店 新北市土城區光明街22號(1樓)

李圓圓-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二段3號

長榮肉舖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88號（金山區公有零售市場第67號攤位）

Y米果 台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0巷28弄2號

50嵐(新店中正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5號1樓

文化-新韓館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Arbay阿貝廚坊 花蓮市自由街120號

路易莎咖啡－林口影視 新北市林口區信義路162號1樓

鮮茶道-仁德後壁厝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311號

八方雲集淡水新春店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94號(摩天31)

LOUISA COFFEE-桃園大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106號18樓

香瓜咖啡

米淇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26巷16號1樓

頑皮世界 臺南市學甲區三慶里頂洲75之25號

鬍鬚張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錦州街439號

百年傳奇 花蓮市林森路79號

50嵐-東海二店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3巷72號1樓

池上木片便當景美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６段３００號

台灣第一味社頭員集店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302號

金酒職福會 金寧門市 金門縣金寧鄉桃園路一號

清心福全-三重光明店 新北市三重區光明路67之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爭鮮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88之4號

鮮茶道-朴子山通店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126號1樓

梁社漢前鎮永豐店806U 高雄市前鎮區永豐路89號1樓

盛和號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107巷27號

宇宙生煎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0之3號1樓

綠洲商行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0巷5弄2號

黑客滷味懶貓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10號1樓

麥味登中壢文哲 桃園市中壢區正光二街117號

茶湯會內壢榮民店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榮民路133號1樓

晶宴會館新莊館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2樓之3

新旺集瓷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81號

識好茶成功店 704003台南市北區成功路83號

50嵐-漢口一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69-3號

貢茶－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７１巷１０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COCO都可－湖口中正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1段2號1樓(前半部)

清心福全-北斗中華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340號

鮮茶道-中壢延平中正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68號

八方雲集板橋實踐店22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119號1樓

山內雞肉小吃店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3巷52號

鏢新立翼主題餐廳有限 台中市西屯區國際街66-11號

八方雲集中壢中央店32 桃園縣中壢市中央路266之1號

元明商店 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18之2號1樓

馬可先生莊敬店 (110)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38號

思源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樹林區三興路50號

迷客夏-竹東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77號

摩斯漢堡-新莊輔大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蚵寮二店 高雄市梓官區光明路148號

迷客夏-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87號

LOUISA COFFEE-濃德門 高雄市鼓山區龍德路409號

Q Burger-台中黎明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45號1樓+地下室

COCO都可平鎮南勢 桃園市平鎮區金星里中豐路南勢２段１５６號１樓

CoCo都可-蘆洲光華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73號

蘿勒輕食館 台中市南區城隍里忠孝路86號七樓之1

梁社漢林口文化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69號1樓

帕帕麵包坊 新北市林口區四維路132之2號1樓

Q Burger-平鎮育達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248號1F

華味香鴨料理達人餐廳 台南市新營區新南里長營路二段1020號

迷客夏-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52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西屯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３０之３號１樓

Swing Coffee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65號1樓

摩斯漢堡-華碩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中壢南 桃園市中壢區永福里南園二路８１號１樓

將軍食府

鮮茶道-屏東廣東店 屏東市廣東路669號

Q Burger-新店安民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300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三重國小店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23號

八方雲集板橋埔墘店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21號

鮮緹手作工坊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之14號1樓

豆薈趣

迷客夏-小巨蛋店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100號

堤亞漢堡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５６號１樓

Ｏｌｄ　Ｂｒｔｃｋ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２段２４號    "

熊賀茶莊-中科

林口長庚-連華精緻素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摩斯漢堡-石牌公園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大同迪化店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33巷17號

窖藏新市店

Q Burger-中和自立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76號

麥味登東海國際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聯里國際街10號

甘丹輕茶飲-南門店 嘉義市民族路594號1F

八方雲集新營新東店73 臺南市新營區大宏里民治路1之9號1樓

景文加州大王牛肉麵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大苑子－裕誠河堤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２３７號１樓

茶湯會台南成功店 臺南市北區安民里成功路384號1樓

海濱街角101 " 花蓮縣花蓮市民有里海濱街101號  "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239號1至3樓、241號1至3樓

老木紅茶虎尾店

九湯屋日本拉麵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50巷2弄1-1號

新康大船超值鍋 台中市大甲區五福街73號1樓

馥漫麵包花園 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78號之2一樓

梁社漢湖口仁和店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109號1樓

千葉火鍋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３段２００之６號至２００之１１號

併機-大魯閣新時代滑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饌煲食品行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新宿餐廳２樓）

翔厚企業社 桃園市中壢區龍慈路20號

綠丘Green Chill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2巷62弄9號

清心福全-埔里南盛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二段163號1樓

村前食堂 台南市後壁區侯伯里後壁寮19之15號

梁社漢彰化中正店500U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33、135號

早安美芝城-英才早餐 台中市北區英才路185號1樓

一芳水果茶館前店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向陽路376巷16號1樓

BONCHU創意鮮果茶飲中

偈亭泡菜鍋太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21號

御私藏-嘉義朴子店

Just Kitchen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65巷39號1樓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二路286號

超品起司烘焙工坊_

麥味登東海大學店 臺中市西區後龍里向上路一段17巷14弄7號1樓

大魯閣台中新時代營業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168巷21-1號2F

樸樂咖啡－五股成泰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３段１７７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仁愛街7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ＣＯＣＯ都可－竹北文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48號

CoCo都可-竹北中正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23號

ｇ。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１３巷３６號

千巧谷烘焙工場(麥寮 雲林縣麥寮鄉中山路272號

甲一飯包青埔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４段２２號

中正大學雲端咖啡館 621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四海遊龍-福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二段20號

ＣＯＣＯ都可－林口2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一路336號

LOUISA COFFEE -竹東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3段196號

美軍豆乳冰 台中市西區向上北路219號1樓

郭師傅花生糖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76號1樓

悟饕台南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33號

蘭陽溪口親子餐廳 宜蘭縣五結鄉錦眾村溪濱路一段133號1樓

八方雲集三重集美店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10號

自在軒－民德店 台南市北區長北街１８５號

ＴＷＯＳＨＯＴＳ　信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４段２５４號

幸福山丘庭園咖啡 嘉義市東區後庄里東義路566巷52號附1-1F

敖茶手作茶飲專賣-市 台南市安平區府前路二段504號

四海遊龍-北斗中華店 彰化縣北斗鎮居仁里中華路26-2號1樓

關渡自然公園

鮮茶道-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32號

麥味登宜蘭活力店 宜蘭市泰山路148號

台灣第一味-台北石牌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124號

禾麥烘焙坊 雲林縣斗六市龍潭路9號

悟饕台北農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75號

八方雲集龜山中興店33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428之一號

美三自助餐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

八方雲集新店建國店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62號(新店市立游泳池)

清原芋圓-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2段640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桃園觀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２段２４０號１樓

迷客夏-台中豐原南陽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22號1樓

CoCo都可-林口中正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98號1樓

美德耐-台科大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麥味登三重木澄找餐店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79號

Q Burger-北投中和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02號

小木屋鬆餅-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140號

NiKi Cafe 台中市北區美德街261號

春陽茶事-澎湖馬公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53號 "

悟饕苓雅六合店 高雄市苓雅區六合路42之4號1樓

翰林茶棧-台南文化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338號

路易莎咖啡-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三路3號1樓

八方雲集南港研究院店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9號

大苑子－佳里延平店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２６０號

MR.WISH 霧峰樹仁店 台中市霧峰區本堂里樹仁路72號1樓

午柚二分之一餐飲店 嘉義市西區西門街216號1樓

CoCo都可-土城中央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17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中壢心心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和一街258號1樓

ＹＯ鮮格 台北市松山區延吉街４８巷１３號４樓之１

默艷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98巷3號 "

50嵐(福壽店) 新北市薪莊區福壽街65號

悟饕宜蘭渭水店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里中山路二段117號一樓

閒寮農園咖啡 花蓮縣鳳林鎮鳳義里鳳鳴二路１０號１樓

COCO都可宜安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里宜安路160號

八方雲集內湖康寧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81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５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永康自強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自強路721號1樓

八方雲集南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2巷15號(衣蝶百貨.捷運中山站)

LOUISA COFFEE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5號

愛紗廚房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63號1號

馬可勝利店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175號

麥味登西屯福林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宏福五巷4弄7號1樓

退火診療室-桃園縣府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86號

珍煮丹－桃園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１５６號１樓

窩柢咖啡 台中市西屯區杏林路27號

50嵐(大直北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71-3號

新光三越左營二停車場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15號

亞熱帶Tea House 100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中正紀念堂(亞熱帶)

路易莎-中山承德v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5號1樓

遠雄海洋公園股份有限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福德189號

COCO都可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1樓

八方雲集楊梅環東店 桃園縣楊梅市環東路490號(新農街)

大苑子－豐原府前店 台中市豐原區府前街６１－２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屏東香揚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香揚巷241號

瀘鐘茶飲 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90號

四海遊龍-南新店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里中正路326號

鬍鬚張內湖瑞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01號

A-bao雲林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堅西路529號

麥味登板橋長江店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一段150號1樓

七盞茶中山店0827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6號

東大門韓式炸雞 花蓮縣吉安鄉民治路313號

夏帕義大利麵－彰化中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２段６８０之１號

CMYK GALLERT 臺中市北區德化街580號

50嵐-龍井中央店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164號

大苑子－台北南昌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１段８０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5巷2號

50嵐(重慶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84號

北海魚丸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93號

LOUISA COFFEE -台南 臺南市仁德區後壁里德善路270之2號

鮮茶道-民雄工業區店 嘉義縣民雄鄉埤角193號

迷客夏-向心南店0889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937號

八方雲集三重光復店24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68巷26號

茶湯會潭子勝利店 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勝利路330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大潤發忠孝店 新竹市忠孝路300號一樓

植作茶 台中市北區北屯路14號7樓之9

Lumii台中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3巷48號

50嵐-虎尾光復店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345號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台北市文山區萬美街１段５５號３樓

LOUISA COFFEE -板橋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森及茶新營復興店

鮮茶道-冬山義成店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3段373號

梁社漢板橋中山店220U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18-120號

MoM’s TOUCH南京三民 臺北市松山區吉祥路27號

開齋-蕃紅花城餐廳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60號1-2樓

麥味登永和貴賓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49號

茶湯會三重文化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４５號

迷客夏-河南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275號

識好茶大同店 70152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185號

水雲堂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中山東路二段61號

摩斯漢堡-家福重新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東區建新路50號

橘子早餐店 桃園市桃園區安樂街45號

漢珍企業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三段52號1.2樓

清心福全-竹塘竹林店 彰化縣竹塘鄉竹林路一段168號

SUBWAY 愛河店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148號

八方雲集前鎮二聖店 高雄市前鎮區二聖一路69號

馬可先生士林店 (111)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40號

拾覺－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２段１４號

春芳號-台北信義 臺北市信義區崇德街2號

艾萃咖啡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64巷54號

迷客夏-中華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195號

Q Burger-新莊輔大202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93號

摩斯漢堡-大里中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烏日中山店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10號

SUBWAY台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15號

大魯閣中科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彰化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安東村彰水路１段97、99號1F

新太陽堂餅店(自由路)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51號

八方雲集草屯太平店54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56號1樓

八蒔鐵板燒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17號1樓

風起咖啡　關新店 新竹市關東路１４１號

摩斯漢堡-士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林茶手搖風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291巷20弄21號1F

鮮茶道-鳳山國中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32號1F

麥味登大肚旗艦店 台中市大肚區平和街1號

八方雲集三重正義南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77號

十八號食堂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建林街18號1樓

迷客夏-龍井店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54號1樓

茶湯會屏東林森店 "屏東縣屏東市安樂里林森路119號1樓 "



業者名稱 地址
麻古茶坊－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２６５號１樓

老窩咖啡館義勇店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58號

摩斯漢堡-忠孝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76號

出櫃-虎尾科大店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林森路二段145號

渤川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1段140巷13號

梁社漢排骨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86號1樓

梁社漢北投大業店112U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206.208號

Heritage Bakery&Cafe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1段73之2號1樓

美綺麵包坊(雷門)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85-2號

COCO都可天母德行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7號1樓

圓味壽司台北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124號

Mowan雞蛋仔

城市漢堡-德南店 台南市仁德區德南路191號1樓

研果室林口忠孝店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503號

十渡茶飲專?霧峰四德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路420號

高鮮商行

梁社漢前鎮鄭和店 高雄市前鎮區鄭和路57號1樓

烏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２５３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台中三民概

COCO都可鶯歌中正店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139號

餐桌上的烘焙日常良食 臺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32巷27號

牛乳屋台灣家庭料理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桃園市桃園區光興里縣府路1號1樓

豆鋪咖啡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322號1樓

南海茶道－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３段１６９之１０號１樓

精技電腦大樓餐廳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236號3樓

八百里燒肉 花蓮縣花蓮市國光里明禮路26巷10號

晨間廚房四維旗艦店 台東縣台東市四維路３段１號１樓

Q Burger-三重中正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80號

恰迷紅茶專家－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２段１８３號

之澤食堂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１３０號1樓

CoCo都可-板橋金門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12號

台灣穀堡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二段526號

牛仔Beef炙燒牛排 台中市北區新北里錦新街30-3號

眼鏡仔豬血湯旗艦店

拾鍋物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61號1樓

百年老店金長利新港飴 嘉義縣新港鄉新民路85號

迷客夏-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中華路235號

小時候麵包工作室 嘉義市東區嘉北街46號1F

台灣?酥雞創始總店 臺北市中山區永安里北安路５３０號

楊家將過橋米線 桃園市中壢區龍平里17鄰龍東路192號

摩斯漢堡-豐原圓環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豆居咖啡 新竹市東區新莊里新莊街141號一樓

品安豆花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３３５號１樓

CoCo都可-林口2店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一路33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萬芳精緻飯包

一芳-中和環球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19號1樓

慢慢空間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二段437號1樓

八方雲集新莊新建巷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新建巷15弄40號

大苑子－高雄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１２９號

UNO COFFEE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三路118號一樓

迷客夏-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45號

摩斯漢堡-澎湖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九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336號

ＣＯＣＯ都可－三峽光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19號

CoCo都可-社子店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6段91號

麥味登龜山文青店 桃園市龜山區樂善里文青二路5號

清心福全-龍井遊園店 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151號1F

悟饕台東南王店 臺東縣臺東市南王里更生北路683號1樓

串串燒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439號1樓

八方雲集中和興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19號(南勢角)

LOUISA COFFEE -金城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1段95號

迷客夏-佳里店 臺南市佳里區公園路285號

CoCo都可-青埔 桃園市大園區橫峰里青埔路2段32號1樓

鮮茶道-岡山大德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39號1F

Q Burger-新店安康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07巷1號

麥味登八德中路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街11號1樓

悟饕高雄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草衙里草衙二路373號1樓

拉亞漢堡竹北大漾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南路３號１樓     "

聲子藝棧 花蓮市主勤里博愛街199號1樓

八方雲集基隆百福店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85號

LOUISA COFFEE -尊爵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一段309號1樓

圓石禪飲-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14號

CoCo都可-台中后里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301號1樓

麥味登樹林東榮店 新北市樹林區東榮街121號

火曜拉麵 台中市西區漢口路一段85號

滷拉拉滷味專門店 臺中市西區忠明里長春街52號

春陽茶事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171號

悟饕台中大隆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18號1樓

八方雲集致遠二路店 台北市北投區致遠二路129號

蜆之館 花蓮縣壽豐鄉魚池45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５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LOUISA COFFEE -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1段91號1樓

清心福全-羅東中正南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33號

CoCo都可-三重中正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62號

杏一-台大癌醫商場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94號

拉亞漢堡楊梅校前店 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336號

呷蝶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7號1樓

50嵐(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4巷2號

十二韻－台中林森店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２１８號１樓

Teas原味-嘉市台林店N 嘉義市東區義教里台林街209之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家適咖啡民宿 連江縣北竿鄉芹壁村56號

弘爺漢堡-民愛店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仁愛路454號1樓

鬍鬚張台中公益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輕艇先生工作室綠博

麥味登新竹新埔店 新竹縣新埔鎮仁愛路30號

老窩咖啡烘焙館-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8號

渼橘客新鮮果優格 嘉義市義教街927號1F

50嵐(五工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80號

路易莎咖啡—復興店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1號

八方雲集蘆洲中興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興街38號

迷客夏-宜蘭神農店088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8號1樓

喜憨兒ENJOY 臺北餐廳 臺北市信義區西村里市府路1號

麥味登文山木新店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277號1樓

50嵐-崙背中山店 雲林縣崙背鄉中山路256號1樓

清心福全-大里軟體園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88-11號

LOUISA COFFEE -雙和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２９５－２號１樓

四季村素蔬食自助餐館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86號

鮮茶道-台中逢甲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6號

Q Burger-桃園萬壽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731號

杏一-市立聯醫仁愛院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94號

Mh juicery&cafe 台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238號

廢食堂 宜蘭縣羅東鎮忠孝路35-6號一樓

麥味登立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134號1樓

海大朕記粥品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孫東寶－台東傳廣店 台東縣台東市傳廣路４７號１樓

元氣果汁安平店 70850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3號

日月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松信路69號6F

50嵐-中興嶺店 台中市新社區中興里中興嶺170號1樓

LOUISA COFFEE -新竹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鮮茶道-土城延和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64號

梁社漢新店北宜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60號1樓

台茂購物中心-置物櫃

八方雲集中壢龍東店32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308號

得來素蔬食早午餐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弘揚路77號

交大第二-姊妹飯桶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號

韓金婆婆赤崁店 臺南市中西區赤嵌街1號

杏一醫療用品(股)公司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一路94號

圓味壽司彰化民族店( 50047彰化市民族路537號

QBurger-土城延吉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312號

SUBWAY新竹站前店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1號1樓

湖口服務區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5號

Q Burger-中壢金陵 桃園市中壢區金陵路39號

八方雲集農安店104001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2號

朝鮮韓國烤肉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50巷27號1樓

美三陽光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

Mini Izzy咖啡-小東店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55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CHIMEI奇美食品

摩斯漢堡-蘆洲長榮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文元店 臺南市北區成德里海安路３段８００號１樓

台茶1號北屯松竹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安里松竹路2段235號

梁社漢台中逢甲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78-1號1樓

大呼過癮(吉安店)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中華路574號1樓

烏弄－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３３４號１樓                                                                                          "

康朵咖啡 "台中市西區英才路４３３號１樓                        "

禾記嫩骨飯復興店 台南市東區裕文路1號

摩斯漢堡-台北重慶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米克諾思 台北市大安區泰順街38巷32號

米堤銀行鮮奶茶飲專賣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327號

八方雲集台中梅亭東店 臺中市北區梅亭東街40號

COCO都可土城中央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217號1樓

臺南市柳營區農會田媽 臺南市柳營區柳營路2段77號

極麵道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2號

亞都 鐵板燒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溪攤販臨時集中場第45號攤位

星韻胖卡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一街11巷11號7樓之一

馥漫麵包花園 公益店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507號

梁社漢台南尊南店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二段274號1樓

漢堡森林 新竹縣新豐鄉松林街１０６號１樓

東勢-大碗公冰品店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33號

提米可可文化店 嘉義市西區國華里文化路１７７號１樓

豐久喜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1號之1

COCO都可老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26號1樓

台西玉津烘焙坊_

茶湯會永康大灣店 臺南市永康區崑山里大灣路799號1樓

酪梨文創坊 臺南市大內區內郭里004鄰187號

豐興餅舖本舖 花蓮市中華路296之2號

三顧茅廬和平店 花蓮縣花蓮市主力里和平路411號

50嵐-世貿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36號

Q Burger-新莊自立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190號

紅玉堤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弘揚路71號1樓

COCO都可－公館1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鮮茶道-大林中正店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556號

白巷子-桃市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90號1樓

李家傳統嫩豆花_中壢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83號

十三月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2號

D&V飲蒔尚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06號

拉亞漢堡－虎尾復興店 雲林縣虎尾鎮復興路２３１號１樓

毛哥甲魚王小館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205-1號

吉爾斯手作烘焙 台中市北屯區和平里東山路一段338-1號

清水茶香三重文化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138號(1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163號

ＣＯＣＯ都可－大庄 新竹市大庄路63號

CoCo都可-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門街8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 路易莎咖啡－板橋民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16號1樓

鮮茶道-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39號

鮮一餐館 桃園市龜山區紅寶七街32號2樓

健康橘子工坊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56號

誠字號-涼本舖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14號

馬可先生天祥店 (807)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08-2號

Teas原味-興華店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249-1號

迷客夏-海佃店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248號1樓

JAMS TEA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45號1樓

摩斯漢堡-士林捷運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Zaap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45巷6號

四海遊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安里正義北路２９１號１樓

清心福全-泰山明志二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63號

迷客夏-台中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168號

ＣＯＣＯ都可－草漯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里大觀路２段７２號１樓

CoCo都可-民安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47號

SUBWAY義大世界店 屏東縣里港鄉仁愛路26巷1弄6號

Coffee Law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53-10號

悟饕彰化永靖店02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永坡路３號

三良品茶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77號

桃城雞排(創始店) 嘉義市西區中正路698號

Good Old Days 桃園市桃園區藝文一街86-5號4樓

自在軒－永康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山南路６３５號１樓

迷客夏-北門店 新竹市北區北門街53號

珍禾蔬食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１１３巷４９弄１７號

中正松屋食坊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新蓮心廣場 台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安和路67-號

摩斯漢堡-華碩立德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ＨＯＵ－大安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89巷18號1樓

四海遊龍-大豐店 臺中市潭子區大豐里３鄰大豐路３段１２８-２８號1樓

鮮茶道-屏東新園店 屏東縣新園鄉烏龍村南興路328號

麥味登文山福興店 台北市文山區福興路25號1樓

悟饕員林站前店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里靜修路48-6號1樓

水巷茶弄－高雄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３４７號１樓

510Darts飛鏢運動BAR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二段88號2樓

貓咪貓咪桌遊咖啡屋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2樓之56.57

八方雲集汐止福德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53號(北峰國小)

微風廣場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1段39號

摩斯漢堡-青年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汀洲 台北市中正區頂東里汀洲路2段185號

麥味登新店安德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34號

鮮茶道-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82號1F

Q Burger-永和信義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路93號

麥味登台中復興店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159號1樓

春陽茶事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復興北路６巷１７號 "

新東陽桃園成功店７１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業者名稱 地址
茶湯會高雄自強二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26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關渡捷運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四段523號(捷運關渡站)

大苑子－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１段９９６號１樓

行政院員工餐廳

清心福全-龍潭聖亭店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八德段638-1號

蕭記黑糖糕 苗栗縣南庄鄉西村中山路100號

CoCo都可-桃園國際店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39號

安可商行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一路15號

麥味登中和景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5號

黑沃咖啡威秀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20號1樓

八方雲集-士林至誠店 台北市士林區至誠路二段45號

50嵐(同安店)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32號

茶湯會清水中山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32號

溫泉-新上享餐廳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6號

ＵＭｅａｌ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２１２巷５３號１樓

八方雲集觀音成功二店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1號(萬能科大B1)

三創生活園區停車場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2號

杏一-彰基商場 "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

鮮自然-郡安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清心福全-中壢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120號

LOUISA COFFEE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東路9號

啡想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99巷17弄28之1號

清心福全-樹林柑園店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一段371號

聚滿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13樓-16樓

侯氏咖啡坊 臺南市中西區慈音街9號

麥味登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117號一樓

李圓圓-中壢忠孝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125號

八方雲集-松仁店 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87號

新光三越-A8停車場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2號

元金小六鍋貼 台中市西屯區華美西街２段２３５號１樓

八方雲集中壢環中店 桃園縣中壢市環中東路194號

溫莎堡-瑞芳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號11樓之4

家適咖啡民宿 連江縣北竿鄉芹壁村60號

尤浪漢快炒

鬍鬚張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49號

全紅紅茶-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98-1號

麥味登林口貳貳五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225巷13號

頂呱呱國際集團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工業區五工路115號

唐棉－中和莒光店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９４號

LOUISA COFFEE -國父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３０２號

清心福全-板橋民權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5號

晴光-義麵盒子 臺北市中山區撫順街10號之2 1樓

御私藏-金華店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517號

清原芋圓-北大直營店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285號1樓

紅橘子得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73巷1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韓匠韓國食品專賣店 臺南市東區圍下里前鋒路87號1樓

卡諾比飲食店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三段117號1樓

麥味登北市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安街54號

茶湯會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里龍東路211號1樓 "

拉亞漢堡－北市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３段１７號

識好茶海佃店N 70953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764號

50嵐-青海店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52號

創盛號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77巷26號7樓

LOUISA COFFEE -南港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LOUISA COFFEE -敦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44巷35號

正好停-頂埔站停車場C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Munch Munch 麵包食堂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435號1F

八方雲集中壢中原店32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176號

丁丁咬一口 沙鹿總店 台中市沙鹿區四平街178號

蔥仔寮農場 宜蘭縣三星鄉天福村東興路13-2號

50嵐(北車店)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9號(南港線台北車站7號販賣店)

拉亞漢堡－沙鹿弘光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２９３號１樓

自在軒－東門店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１段１７４號１樓

Gino Pizza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１０８巷２７之１號１樓

圓味壽司斗六中山店 64042雲林縣斗六市社口里中山路305號

Taste cafe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47-1號1樓

四海遊龍-大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德二街2巷6號

Q Burger-竹北博愛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191號

清心福全-鹿港彰頂店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327號

梁社漢三峽民生店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09號1樓

Q Burger-桃園安東 桃園市桃園區安樂街45號

八方雲集桃園桃鶯店33 桃園縣桃園市桃鶯路74號

台灣涼茶 高雄市新興區玉竹三街3號

竹陽海鮮餐廳 花蓮市節約街40號

大苑子－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３０７號１樓

窖藏安和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三段55號

幸福圓手作坊有限公司 台中市太平區光興路115號

SUBWAY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一街152號

海神殿 南投縣魚池鄉秀水路69號

梁社漢鼓山青海店804U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10號1樓

Sharetea 8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３段50巷7號1F

迷客夏-台中大肚店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2段768號1樓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秀綠 SHOW GREEN PIZZ 花蓮市商校街30號

路易莎咖啡-汐科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75號B1

杜芳子古味茶鋪-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351號

八方雲集桃園永順店33 桃園市桃園區南埔里永順街37號1樓

嗜好咖啡坊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４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新社高中 "台中市新社區興安路１８之１７號                                                                                          "

景文鍋貼水餃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八方雲集農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8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５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Ja-Pain麵包工坊

摩斯漢堡-忠誠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馬可澄清店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750號

清心福全-鳳山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72號1F

悟饕汐止力行店 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2號

Tommy Coffee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42-1號1樓

拉亞漢堡北斗文苑店 彰化縣北斗鎮文苑東路53之1號

50嵐(萬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17號

八方雲集桃園新坡店 桃園縣觀音鄉新坡村中山路2段661號(新坡國小)

四海遊龍-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41號

夢想甜點工坊

鬍鬚張新竹北大店 新竹市北大路331號

典茶 台中市北區梅亭東街73號

拉亞漢堡中壢中北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78巷18弄30號1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朝馬店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0號

話蒔 wazz flora 高雄市前鎮區崑明街７６號７８號

路易莎咖啡－台中文心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6號

水巷茶弄高雄林園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１９１號１樓                                                                                        "

品尚樂食

汏? tea & cafe 臺南市北區立賢路１段45號

莫凡彼雅虎總部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50巷5號B1

T.LUNA Cookies 鐵猴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15號1樓

50嵐-北港中山店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86號

自慢食堂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２段１５之３號

LOUISA COFFEE -北醫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COCO都可-新竹巨城 新竹市中央路227號1F

CoCo都可-泰山明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302號

寶熊漁具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三段11號

鮮茶道-宜蘭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17號

維可麗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35巷23弄3號1樓

茶湯會台北信義世貿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3號1樓

迷客夏-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404之一號

食時在在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１０３號

水雲堂吳鳳北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100號

摩斯漢堡-台東博愛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新竹寶山店 新竹市東區寶山路408-1號1樓

清心福全-鹿港民權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273號

美食展-真的好晶漾會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572號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中 桃園縣中壢市後寮里中山東路３段４２號

CoCo都可-土城裕民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09號

SUBWAY 新竹高鐵站 新竹縣竹北市鳳岡路一段398巷9號1樓

麥仕佳專業烘焙(台中) 台中市西區公平里公益路178號

八方雲集正義傳愛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義路108號

50嵐(長春店)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76號

台茶1號台中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138號1F



業者名稱 地址
拉菲樂烘焙-新店中正 新北市新莊區壽山路33-10號

八方雲集三重永福店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59號

桃城雞排 嘉義市東區忠孝北街１９１號１樓

艾斯酷比icube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710號1樓

敖茶手作茶飲專賣-戎 台南市中西區中正路220號

老賴茶棧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316巷3-1號

摩斯漢堡-小港漢民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大肚沙田店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548-2號1樓

麥味登鳳山鎮東店 高雄市鳳山區鎮東街109號

SUBWAY草衙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3號15樓之6

ViTO義式冰淇淋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696號

八方雲集板橋宏國店22 新北市板橋區宏國路101號

悟饕花蓮中華店 花蓮市中華路182-1號

八方雲集新店總站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30號

錦炸物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００７鄰中山路４３９號

謎占卜咖啡工作室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661號

摩斯漢堡-中壢九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萃茶風大享食中和連城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47巷2弄5號

CoCo都可-永安中山店 桃園市新屋區永安里中山西路三段652號1樓

鮮茶道-赤山八德店 高雄市鳳山區八德路287號1樓

Q Burger-板橋海山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93巷7號

豐一資訊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60號1樓

麥味登台中松義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義街119號

八方雲集嘉義南京店 嘉義市西區南京路470號1樓

小田食光FIELD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27巷3之3號1樓

悟饕高雄鳥松店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33號

新東陽一期三樓南側７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１５號（管制區外）

茶湯會澎湖中正店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中正路53號1樓

八方雲集木柵三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47號(木柵國中)

肉肉先生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１８７、１８９號

MR.WISH 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19號

摩斯漢堡-敦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中壢南園店 桃園縣中壢市南園二路32號1樓

福利麵包-板橋文化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23之4號1樓

機皇通訊 高雄市林園區沿海路三段二號1樓

麥味登三重美福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三段162號1樓

豆穌朋食品(股)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寶興路45巷6弄10號1F

八方雲集屏東內埔店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98號1樓

Ｌａｃｑｕａ 台中市西區精誠十街６號

悟饕宜蘭壯圍店 宜蘭縣壯圍鄉吉祥村壯五路305號一樓

天母-金屋藏車食堂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7段140巷1號1樓

拉亞漢堡－竹北六家嘉 "新竹縣竹北市六家六街１０８號      "

八方雲集寧安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33巷4弄2號(空軍總醫院、育達高職)

LOUISA COFFEE -萬華 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143號

正一茶園 臺東縣鹿野鄉永安村7鄰永安路588號

CoCo都可-台北建國店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7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塔比比多咖啡館 台南市新化區信義路230號1樓

麥味登板橋亞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63號

老賴茶棧-花蓮吉安加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172號

八方龍井中央店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140號1樓

安通溫泉 花蓮縣玉里鎮樂合里5鄰溫泉36之3號

繼光街-益福堂餅店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19號

八方餐飲雙城店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6號

LOUISA COFFEE -天母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67號1樓

早安美芝城-員林員水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2段272號

城市漢堡-新龜山中興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51號

新百王餐廳

南海茶道－永安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１５８號

永哥茶飲專賣店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262-1號

retro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1段116號

麥味登八德興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興仁里興豐路370號1樓

水巷茶弄-南港同德店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55號

50嵐(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16-1號一樓

布萊恩紅茶金華店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２段１４３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朝富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朝富路２８６號１樓

永康-瑪汀妮芝咖啡館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243巷26.28號

八方雲集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83號(全興路口)

掌門精釀啤酒-新竹迎 新竹市文化街10號地下室1樓及2樓

愛的小舖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267號

LOUISA COFFEE-善導忠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5號

迷客夏-新北三和店088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18號1樓

柚豆-永康中正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101號

華金斯太太咖啡 宜蘭縣礁溪鄉十六結路103-6號1樓

巧克力雲莊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124號3樓

大潤發景平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82號地下1樓

悟饕池上飯包-花蓮豐 花蓮縣豐濱鄉三民路24號

甲品堂國際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90巷32號1樓

初韻逢甲福星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平里福星路444號

清心福全-大安和平東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294號

厚癮咖啡

牛谷飲食店

Q Burger-永和永貞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55巷2號

梁社漢瑞光店114U0010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81號1樓

TEA’S原味八德介壽店

麥味登平鎮甜心店 桃園市平鎮區平南里中豐路南勢二段270號

大苑子－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１４５之１號

Subway美國學校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442號

珍煮丹－南港園區店 台北市南港區新民街５８號１樓

圓味壽司台中大甲店 43745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81-3號

驛站房東北酸白菜火鍋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1之139號

四海遊龍-南崁奉化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順七街26號

清心福全-苑裡世界店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14鄰83之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品牌空間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57巷8號1樓

清心福全-雲林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33號

金山西刀削麵食館 臺中市北區育才南街18號

Q Burger-中和民生 新北市中和區民生街85巷1弄2號

悟饕中和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31號(1樓)

八方雲集新莊公園店24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72號

南台灣土魠魚?火雞肉 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彰水路四段251號

歷史建築帝國製糖廠臺 台中市東區樂業路30號1樓

自在軒－新興店 台南市南區新興路３７３號１樓

大苑子－台中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１５２號

豐鼎咖啡商號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215號

貳加壹健康廚房 台北市北投區三合街２段４４７號

Q Burger-中壢長江202 桃園市中壢區長江路30號

安妮公主花園 台中市新社區中興街223號

CoCo都可-林口家樂福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559號B1 "

LOUISA COFFEE-萬芳醫 臺北市文山區興光里興隆路三段１１９號

清心福全-新竹寶山店 新竹市東區寶山路122號

啡熊咖啡工坊 台中市沙鹿區興仁里光華路169號

台灣第一味豐原中正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354號

迷客夏-台南安和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89號1樓

八方雲集內湖一店1140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73號

日出茶太

路易莎咖啡-亞東醫院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30號

三本味日式料理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1巷2弄5號

茶涎 石牌店

CoCo都可-銅鑼中正店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62號1樓

御可香-興業店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384-1號

麥味登樹林會贏店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102號

清心福全-斗六西平店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234號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 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15號

到MieR家玩桌遊咖啡 台中市南區南門里南門路105號1樓

迷客夏-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180號

COCO都可埔心文化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里文化街250號

八方雲集平鎮中庸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庸路85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福圓號-民生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烏弄－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３９號1樓

Peace and Love cafe

哈肯舖-七張店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 高雄市鳳山區五福二路3號2樓

怡客咖啡740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5號

CoCo都可-楊梅楊新店 桃園市楊梅區楊梅里０２６鄰大成路２３２號

物色人文茶飲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574-3號1F

拾覺－嶺東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８０之１５號

八方雲集鹿港彰濱店50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鹿工南一路5號

COCO都可古亭 台北市和平東路1段17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大苑子－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１段７３號１樓

竹豐-素怡園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第二餐廳1樓

FOR ALL COFFEE

Double Circle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92巷2號1樓

四海遊龍-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憲政力路29號

馬可自強店 高雄巿前金區自強三路277號1樓

8.9生活餐坊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89號

50嵐(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349號

COCO都可－永和中正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84號

路易莎咖啡－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之6號

鮮茶道-佳里光復店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355號

八方雲集八里龍米店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219號

Coppii Lumii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98巷23號1樓

涼麵彼得

虎鯨ORCA GO in 臺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119巷1號1樓

鬍鬚張美食文化館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1樓

茶湯會彰化伸港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村中山路3號1樓

第8間咖哩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88號

集元果觀光工廠 南投縣集集鎮富山里大坪巷38號

50嵐-雲林土庫店 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121號

Q Burger-泰山明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２段353號

廚房客家美食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20巷20號1樓

路易莎咖啡－桃園大有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366號1樓

清心福全-桃園大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191號

鮮茶道-台東池上店 台東縣池上鄉中山路245號

鴻緯智慧科技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號7樓之2

雞跩哥狂野韓式炸雞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16號

茶聚竹北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91號

鹿麓家居有限公司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638巷22號

麥味登善化大同店 台南市善化區東關里大同路368號1樓

茶湯會桃園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里南崁路178號1樓

自在軒－馬公北辰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１３７號１樓

軒苑純淨紅茶水田店 新竹市水田街１３９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台中 台中市西區五權五街５７號１樓

50嵐-向上二店 台中市南屯區三厝里向上路二段472號1樓

幸龍拉麵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２段３６６巷１６號

LOUISA COFFEE -淡水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桃捷中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中正路39號

CoCo都可-廣福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26號

鮮茶道-大園中正東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67-1號

梁社漢永吉店110U0010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82號1樓

夏一早餐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一段41號1樓

馬可先生石牌店 (112)台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二段6號1樓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 臺北市中正區長沙街１段２０號1樓

慕名私房料理 花蓮縣新城鄉明潭街10巷23號

烏弄－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１４８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摩斯漢堡-高鐵苗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新市店 臺南市新市區新和里中正路２６號

Q Burger-中和中興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63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大 桃園市蘆竹區上竹里大竹路５２４號１樓

CoCo都可-新埔 新北市淡水區賢孝里淡金路4段560號1樓

初蛋糕 桃園市平鎮貿易里23鄰貿五路60號

不老居休閒農園 新竹縣尖石鄉新樂村10鄰61號

八方雲集承德店103000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14號

Q Burger-新北五工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二路95號

季洋莊園咖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三民路297號299號301號

德利豆乾專賣店 花蓮市大禹街6號

LOUISA COFFEE -金城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3段30號

迷客夏-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35號

迷客夏-台中廟東店088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07號

摩斯漢堡-新竹馬偕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米蘭答冷飲店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第三宿舍2F

御可香-番路店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下坑38-26號

鮮茶道-九如東寧店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路184號

Q Burger-台中林森店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233號

麥味登羅東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232號1樓

星野銅鑼燒高鐵烏日門

八方雲集龜山陸光二店 桃園市龜山區同心一路10號

悟饕高雄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218號1樓

茶湯會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95號

八方雲集板橋龍興店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38號

歇腳亭-逢甲文華

鳳梨灣三店 花蓮市中華路141號

LOUISA COFFEE -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25號

林口長庚-康紀自助餐 台北市文山區樟新街66號2樓

摩斯漢堡-員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一象甜品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337號

鄉村 休閒農莊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81之9號

Q Burger-大橋頭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226號

麥味登北市民生延壽店 台北市松山區延壽街173號1樓

小茶齋林口店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80號

八方雲集龜山文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30之4號1樓

厚哩咖在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86巷38號

悟饕烏日明道店 台中市烏日區九德里中山路1段572號

源味本鋪忠孝復興店

六福村主題樂園－水樂 新竹縣關西鎮仁安里拱子溝 60號

愛不囉嗦_新莊 242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17號

八方雲集松仁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487號

CASA DEL FRESCO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２段２９６號

粥神廣東粥店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13號1樓

麥味登八里小麥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542號1樓

梁社漢-新興復興店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78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甘蔗媽媽-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02之3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平鎮中 桃園市平鎮區新富里中豐路214號

十二韻－水湳店 "台中市北屯區大鵬路１６之３號１樓         "

懷特廚房 台中市北區大德街８４巷１號

併機-大魯閣中正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Tulip TimeOut慶城店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之2號

艾克斯小吃店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8號1樓

麥味登中壢環西店 桃園市中壢區環西路二段296號1樓

布萊恩紅茶中華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３１１號１樓

梁社漢板橋實踐店220U 新北市板橋區實踐路205之1號

Q Burger-文山景福 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234號1F

威記食品興國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一段276巷12弄19號1樓

河映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鼎泰里河堤路３０２號１樓

COCO都可－內湖成功 台北市內湖區紫星里成功路4段59之1號

米澤製麵-萬芳店 臺北市文山區興光里興隆路三段１１７號１樓

西門-?味壽司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7號69號1樓

老皮株式會社 臺北市信義區興雅里忠孝東路五段１７之３號

紅燈籠食堂 嘉義市東區朝陽里垂楊路106號

老殿日式燒肉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537號

杰明資訊網路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集賢路130-1號8樓

Ola Cafe三重重新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42之2號

麥味登新竹新莊店 新竹市東區新莊里新莊街2號

享初食堂－嘉豐 新竹縣竹北市嘉豐二街２段２號１樓

葉月堂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１７９之２號１樓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１５號

ＣＯＣＯ都可－苗栗公 新竹市西大路850號1樓

CoCo都可-林森店 新竹市東區福德里林森路152號1樓

鮮自然-佳里延平門市 台南市佳里區忠仁里延平路250號1樓

八方雲集新莊和順店24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0號

林記營養樂活果汁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路93號

帕芙比比 花蓮縣光復鄉大同村敦厚路88號1樓

睡過頭咖啡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22巷37號

九點茶飲 嘉義縣布袋鎮中山路50號

圓味壽司虎尾林森店 632006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33號

烏弄－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１３之１２號

四海遊龍-龍華店 桃園市龜山區龍華里萬壽路1段306號1樓

迷客夏-后里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503.505號

一芳-永和得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413號1樓

弘爺漢堡-微笑店

悟饕台北民生社區店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41號

圓味壽司台中精誠店 40359台中市西區精誠路239號

迷客夏-雲林斗六店088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43號

四海遊龍-彰央店 彰化縣彰化市向陽里中央路251號

八方雲集新店安和店23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三段79號

Mr.orange fresh bar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6之2號

珍煮丹－樹林站前店 新北市樹林區博愛一街3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韓舍居家創意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46巷35號

呆待咖啡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82巷6號

八方雲集汐止仁愛店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50號

美德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39號3樓

紅橘子-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83號1樓

CoCo都可-淡新家樂福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

LOUISA COFFEE新莊昌 新北市新莊區昌信里昌平街４６號

麥味登鳳山南正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正二路30號1樓

春陽茶事-左營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30號1樓

大井震波咖啡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路臨５１之３號

悟饕台南大同店 臺南市中西區法華里大同路1段188號1樓

八方雲集新中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219號1樓

八方雲集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4弄4號(科學園區)

大苑子－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６１４號

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墾丁路2號

窖藏-永康中山店

RAMBLE CAFE-彰化中正 彰化縣田中鎮中正路447號

CoCo都可-南京五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66巷15號

麥味登桃園可比店 桃園市桃園區敬二街3號

蝦城鹽烤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270號

自然綠人文咖啡館 屏東縣屏東市青島街87號

拾覺－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六街５號１樓

50嵐(奇岩店) 台北市北投區崇仁路一段70號

COCO都可板橋中正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68號

八方雲集中壢中原店 桃園縣中壢市中北路176號(中原大學)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先自然-大舜工業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Q Burger-桃園民生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328號1樓

馬可台中店 台中市東區台中路151-1號1樓

古啦啦咖啡館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46號

伊莉莎白紅茶書房-三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73號

50嵐(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59號

新光三越-大有停車場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189號

LOUISA COFFEE -石牌 臺北市北投區振華里裕民三路３號１樓

OUR老房子咖啡屋 花蓮縣玉里鎮興國路一段239號

COCO都可板橋莊敬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00號

八方雲集中壢金陵三店 桃園縣平鎮市金陵路三段83號

LOUISA COFFEE-清大門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4號

南台灣小麵館

珍珍食品店 連江縣莒光鄉青帆村96-3號

薪創數位 臺北市中正區梅花里臨沂街３巷２１號１樓

四海遊龍-東站店 苗栗縣竹南鎮新南里天文路１７６-2號

女王廚房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127巷29弄5號

鬍鬚張台北萬芳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60號

愛弘早餐秀峰店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93號1樓

麥味登蘆洲鷺江99店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街9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清水茶香師大店0827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39號1樓

大苑子－台南東寧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４０８號１樓

摩斯漢堡-天母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竇爸雞腿王中式速食 台南市東區仁和里仁和路121，123號1樓

鮮茶道-嘉義中埔店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中正路59號

清原芋圓-彰化中州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194號1樓

八方雲集永和永得店23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80號

德克士重慶南店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00號4樓

麥味登新店佳燁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3段134號1樓

茶湯會苑裡為公店 "苗栗縣苑裡鎮苑南里為公路73號1樓 "

珍煮丹－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３段７２之１號

茶太陽古坑中山店 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222-2號

50嵐-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222號

LOUISA COFFEE -新竹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菇菇部屋 台中市新社區協中街１８９之１號

右舍咖啡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三段67號

鮮茶道-花蓮中華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5號

正好停-臺北車站西區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台北美術館藝來餐廳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626號7樓之3

馨品鄉食品行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238號1樓

八方雲集忠孝敦化店10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23巷43號

御茶道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一段189號1樓

文化基金會新北投車站 台北市北投區七星街1號

麥味登高雄霞海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522巷36號

茶湯會中和新生店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213號

迷客夏-伊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68-3號

摩斯漢堡-淡水中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新雅茶飲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里東華路20-1號

LOUISA COFFEE-台中北 臺中市北屯區平德里北平路三段１４６號１樓

Q Burger-內湖星雲

ＣＯＣＯ都可－大溪崎 桃園市大溪區仁武里介壽路８４４－５號

CoCo都可-關渡店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301號1樓

清心福全-潭子中山店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442之1號1F

SUBWAY南京三民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245巷60號1樓

梁社漢左營博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286號1樓

Q Burger-中和中山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54號1F

八方雲集中壢海華店32 桃園縣中壢市慈惠三街153號

食穀綠豆湯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54號1樓

馬可先生前金店 (813)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2之1號

塔塔家法式點心坊

Attosquare 臺南市永康區正南一街105巷35號

迷客夏-旭光店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273號1樓

摩斯漢堡-三重徐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鮮茶道-梓官進學店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4號

清心福全-新店民族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91號

麥味登中和遠東世紀店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88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鮮自然-富農門市 台南市東區富農街一段202號

SUBWAY花蓮建中店 花蓮縣花蓮市建中街68號1樓

八方雲集烏日溪南店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568號

迷客夏-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328號

台南藝文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七街１００號４樓

樂福廚房

Art Hub藝文輕食小館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2段64號4樓

食柒義式餐桌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１２之１號１樓

迷客夏-新市銘傳店088 台南市新市區銘傳街91號

摩斯漢堡-新竹中正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內湖瑞光店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號

IMARS COFF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２段79號

鮮茶道-大寮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86號

Q Burger-中山榮星 臺北市中山區行仁里五常街63號

香蔥肉捲 新北市三重區後竹圍街187號

麥味登員林員農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條里員水路2段262號 "

八方雲集桃園同德二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二街155號

包子商行(通化店) 臺北市士林區美崙街12號

景文月半叔叔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燒燒YAKIYAKI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4段55號14樓

50嵐-新竹光華店 新竹市北區光華東街15號

鶴山茶園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南路2段76-1號

摩斯漢堡-竹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新竹大庄店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46號

八方雲集蘆洲成蘆店24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589號

吃味義大利麵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之2號1樓

茶湯會特店名稱重複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447號

寧蒙咖啡 台南市南區明興路１１５１巷１０之２號

彼得好咖啡信義安和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21弄2號

LOUISA COFFEE -台中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精科路１１２號

清心福全-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北門里中山路二段283號1樓

冰的大本營_公明店

君容軒手工皂 雲林縣西螺鎮公有第二零售市場編號A5號

梁社漢左營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263號1樓

長興麵店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博愛路２９號

早安美芝城-彰化活力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22-1號

歐仕達異國美食館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２１號３樓之２

COCO都可-德光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93號

西門町芒?冰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7號

力芽咖啡-聖安卓商行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七街４９３號１樓

Kimoji Coffee House

了不起茶飲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1段71之2號1樓

悠食咖啡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二街122號1樓

艾立蛋糕東湖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03-3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豐新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路20號1樓

CoCo都可-新竹關西店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70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晴光商圈鄉村鵝肉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巷11號1樓

無飲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13之2號1樓

STAR Thai星泰

天喜悅溫泉會館 台南市楠西區龜丹里59-3號

源味本鋪士林店

拉亞漢堡－南屯店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２段２０６號

達基力部落屋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96號

池上木片便當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３２２號

日大潛水泳具用品社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６７號１樓

幸福美食坊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1號

新田鰻味屋 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7巷45號

CoCo都可-宜蘭2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１段19號

LOUISA COFFEE -信義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62號1樓

蕃茄紅食坊

八方餐飲萬華漢口店 臺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6號

麥仕佳專業烘焙(永森) 彰化縣鹿港鎮景福里萬壽路226號1樓

一芳水果茶台北饒河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73號

夜間部小吃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09號

三良品茶 台中市北區五權路500巷5弄1號

書屋花甲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07巷40號

八方雲集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507號(頂好、近思源路)

七盞茶－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４０９號

大苑子－鹿港中山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２７５號１樓

陸里餐飲 花蓮市中美路303巷2號

LOUISA COFFEE -楊梅 桃園市楊梅區楊梅里大成路１６５號１樓、２樓

柏悅4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識好茶環河店 70055台南市中西區環河街4號

迷客夏-台南金華店088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三段94號1樓

新北慈育庇護工場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69號

四海遊龍-桃園文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77號

路易莎-市民店 台北市光復南路116巷22號

和風館

麥味登新莊昌隆店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94號

清心福全-台中南屯文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99之1號

悟饕花蓮玉里店 花蓮縣玉里鎮中城里光復路142號

鍋帝日式涮涮鍋 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６６號１樓

晁陽農產科技股份有限 雲林縣麥寮鄉興華村興華路32號

巧滋小廚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４段３０１號

黑皮小吃部 嘉義縣布袋鎮中山路43號

吉鄉糕粽有限公司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446號

Q Burger-永和永利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3號

JAMS TEA 詹姆．詹姆-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345號

CoCo都可-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德里龍岡路3段201號1樓

TEA’S原味龍潭東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254號

悟饕台南安和店 臺南市安南區州北里安和路5段148號1樓

梁社漢晴光店104U001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之5號18樓



業者名稱 地址
覓廚定食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51巷24號1樓

泰宜味料理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152號

路易莎咖啡-中和環球 新北市中和區漢民路408號

八方雲集基隆新豐店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416號

烏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５６５號

馬提咖啡

CoCo都可-平鎮育達店 桃園縣平鎮市育達路124號

老窩咖啡館安泰登峰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27號3樓

麥味登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384號

Q Burger-八德福僑 桃園市八德區福僑街92號1F

幸福莊園 屏東縣高樹鄉廣福村興農路85-1號

一青苑手工茶殿-汐止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381號1樓

許愿無毒農產飲食創作 台中市霧峰區坑口里民族路2號

ＫＴ　ＢＡＫＥＲＹ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３段５３號１樓

悟饕宜蘭五結店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2段360-6號1樓

八方雲集內湖江南店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103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安居店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25號

LOUISA COFFEE -慶城 台北市松山區中正里慶城街１４之１號

呈信傳統鵝肉店_永貞

新南一二文創商行 桃園市大溪區中山路12號

馬可總公司馬食 台南巿東區裕信六街22號5樓

CoCo都可-竹南民族店 "苗栗縣竹南鎮民族街69-2號 "

麥味登泰山貴子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68號1樓

拉亞漢堡新竹南寮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四段141號

萬波島嶼紅茶－鹿港復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３２９號

50嵐(中正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57號

ＬＯＵＩＳＡ　ＣＯＦ 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８８號

天利食堂 花蓮市國聯五路43號

LOUISA COFFEE-善化門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３６５號、３６７號

BAKERY麵包坊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55號

發師傅協和食品行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229號

RT Baker House雅特 新竹市東區中正里府後街31號1樓

寶咖咖 咖啡小站 台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68巷5弄17號

四海遊龍-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42號

彭園會館新板館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97號5樓

鬍鬚張南京三民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糖人食品有限公司

麥味登板橋光武店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63號

清水茶香-桃園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63號

ＴＵＧＡ葡萄牙餐廳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３１１號６樓之２

路易莎-新店捷運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26號1樓

鮮茶道-麥寮中興店 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中興路66號

八方雲集林口文化二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60巷2號

LOUISA COFFEE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558號(1樓)

迷客夏-中科店0889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9-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茶湯會霧峰中正店 臺中市霧峰區本堂里中正路845號１樓

大潤發中崙店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306號地下3樓、地下2樓之3

肉蛋土司 紅茶牛奶 台中市北區中華路二段199之4號

麥味登三重進安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福里自強路5段100號

珍煮丹－永和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２０７號

50嵐-頂番婆店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334號

錸吟查冷飲店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三路東段１７６號

LOUISA COFFEE -中央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LOUISA COFFEE -大安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28號

澐水溫泉區

鮮茶道-霧峰樹仁店 台中市霧峰區樹仁路56號

Q Burger-信義松山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65巷2號

黛黛茶台北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29號

麥味登三峽恩主公店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234號

茶湯會台北內湖江南店 臺北市內湖區江南街120號1樓

摩斯漢堡-三重愛買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新竹育賢店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832號

清心福全-清水中山店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99號

鮮茶道-松山高商店 台北市信義區林口街10號

SUBWAY基隆仁愛店

八方雲集-中和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67號

翔二屋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36號1樓

忠孝庇護工場

Q Burger-蘆洲長安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53號

八方雲集楊梅環東店32 桃園縣楊梅市環東路490號

尚禾黑糖粉圓冰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2段30巷5號

馬可先生崇德店 (404)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511號

啡茶不可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94巷29號1樓

十一雞大安店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157巷12號

季丼屋公館 10091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50號1樓

Q Burger-中壢林森202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一段196號

摩斯漢堡-東湖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蘆洲家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里集智街５６號

窩巷甜點店 台中市西區大全街1號

SUBWAY新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1號

八方雲集三和夜市店24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2段63號

迷客夏-台南灣裡店 臺南市南區省躬里明興路９２９號

二牛牛肉湯安平總店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570號1樓

收藏天地-站前地下街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50-1號站前地下街第二區14-4號

貢茶－台中大里國光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２段２１９號１樓

喜樂時代影城股份有限 台北市南港區 忠孝東路７段２９９號１１、１２、１３、１４樓

捷希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69號

摩斯漢堡-台南東寧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23號1樓

日月餐飲 雲林縣林內鄉林中村中山路35號

清心福全-朴子二店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菜埔路37之2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楊梅新農店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372號

八方雲集萬華萬大二店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60號

迷客夏-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24號

沐春楓養生館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19號

COCO都可廣福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26號

茶湯會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135號

福圓號-基隆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王長發公司

台灣第一味台中后綜店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883號

覓食115廚坊

摩斯漢堡-木新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原芋圓-興業店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278號1樓

麥味登北市世貿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景新里莊敬路203號

太黏人舖子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德街１２號

拉亞漢堡-新竹東南店 新竹市東南街１０５號

香港茶水攤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１段１９０巷１９號

八方雲集內壢忠孝店32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126號

COCO都可永安市場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23號1樓

康青龍 台北市大安區麗水街16號1樓

姊妹飯桶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號

北門森鐵故事館 嘉義市東區共和路239號

梁社漢台南育德店 台南市北區育德路407號

水巷茶弄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３８４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桃園民生

咕小弟之屋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路易莎咖啡－新竹遠百 新竹市東區西門街55號1樓

鮮茶道-永康東橋店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一路352號

趣啃炸物

喫茶小舖外埔大甲東店 台中市外埔區甲后路5段55號

靚ho 花蓮市中正路143巷1號

台灣第一味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91號

Q Burger-淡水學府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85號

COCO都可-湖口2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中正路一段122號

李亭香餅店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309號

鮮茶道-士林芝山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62-1號

美德耐-北醫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達利早餐連城店N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89巷1之2號1樓

拉亞漢堡－豐原直興店 台中市豐原區直興街２１７號１樓

喚醒咖啡Wake Cafe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159號1樓

大黑松小倆口-牛軋糖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99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台中博 台中市北區民權路４４０號１樓

ＣＯＣＯ都可－頭份中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90號

CoCo都可-桃園中華店 桃園市桃園區文化里１２鄰中華路６１號１樓

清心福全-基隆中華店 基隆市中山區中華路5巷12號

高雄味奇香烤鴨莊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12號1樓

達日好胖卡



業者名稱 地址
bobagel 飽貝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53巷6弄3號

馬可先生民族店 (813)高雄市左營區民族一路1195號

菌寶貝博物館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一路22號

晨間美味坊樂業店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91號

長庚加油站-燦輝聯盟 桃園市龜山區文花一路103號

迷客夏-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49號

摩斯漢堡-新店中正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板橋莊敬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00號

台灣第一味-清水中山 台中縣清水區中山路271號1樓

糖園複合式餐飲成都店 臺中市西屯區成都路226號1F

悟饕蘆洲中山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43號

牛佬牛肉麵 興安店 台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20號

華味香飲食冰?室 台南市新營區永平里延平路29號

何家古制秘糖企業社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203之3號

Grab a Bite幸福提食 台北市大安區通安里通化街140-1號

大苑子－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正路５５號

LOUISA COFFEE -台中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迷客夏-民權店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157號

迷客夏-東豐店0889 台南市北區東豐路355號

ＣＯＣＯ都可－三重自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250號

鮮天下-林口二店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村文化2路166號1樓

鮮茶道-潮州圓環店 屏東縣潮州鎮清水路21-5號

Q Burger-三重大智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55號

麥味登北斗中華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385號

Rich coffee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87巷7號

一米麥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北街47號

悟饕永康鹽行店 臺南市永康區?興里中正北路7號1樓

斯玬尼咖啡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283號1樓

商校街刨冰湯圓 花蓮市商校街174號

路易莎咖啡-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38號

八方雲集板橋致理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11之14號(致理技術學院)

Margery 台中市北屯區梅川東路４段９１號１樓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66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中山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５３５之５號

Yumsem宴先韓式紫菜包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25之2號

CoCo都可-桃園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大義里義勇街108號1樓

麥味登蘆洲信義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180號1樓

鮮茶道-台南安平店 台南市安平區安平路760號

Q Burger-士林大南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15號1F

REAL南港1店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三隻小兔冰淇淋餐廳 嘉義市東區啟明路255號1、2樓

八方雲集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38號

拉亞漢堡－竹北嘉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２段２０之５號

老邵餐館 花蓮市大同街17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０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德東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3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玉珍齋－鹿港老街店 彰化縣鹿港鎮泉州街５０之１號

LOUISA COFFEE -台大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100號1樓

怡客咖啡7409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27之16號

CoCo都可-大甲店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里4鄰蔣公路203號

弁當工場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788-1號

A-bao House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598號

麥味登八德豐德店_083 桃園市八德區興仁里豐德一路3號

春芳號-科技大樓店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200號1F

斯朵利咖啡(三多店)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64號

Flow CAFE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68號2樓

50嵐(瑞芳店)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53號

八方雲集大溪僑愛店 桃園縣大溪鎮介壽路46號(僑愛國小)

迎茶WinDay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430號

台雞殿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盛四街102號

千采小吃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50巷2弄2號3樓之2

TEAS原味-嘉市吳鳳科 嘉義市東區保忠二街258號

馬可三重店 新北巿三重區正義北路328號1樓

A樂粉親子餐廳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477號

麥味登北市六張犁店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83號1樓

伊莉莎白紅茶書房-板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3樓

雙橡園茶坊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33之6號

50嵐(木新店)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3段158號1樓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中聖里國聖一街２號

大苑子－台南金華店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２段１３９號１樓

卓武咖啡_

城市漢堡-嘉義興美店

紅螃蟹

鬍鬚張五股五權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10號

茶湯會民雄東榮店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東榮路6號一樓 "

芯芙商行0827 新北市板橋區湳雅南路一段五巷4號1樓 <老賴茶飲湳雅店>

50嵐-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86-2號

池上木片便當金龍店 台北市內湖區金龍路５９之１號１樓

清心福全-苑裡站前店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58號

三井-林口停車場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3路1段356號

RAMBLE CAFE 金山店 新北市金山區仁愛路37-8號1樓

粽元帥MARSHAL OF ZON

咬橘子食堂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321號

麥味登四維日好店 新竹市北區四維路43號1樓

茶湯會桃園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仁壽路39號1樓

圓味壽司台中遊園南店 434019台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03號

50嵐-太平中山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208號

LOUISA COFFEE -新海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樹林鎮前店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62號1F

路易莎-竹北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北崙里縣政九路１５３號１樓

鮮茶道-龍潭中正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480號

正好停-市民復敦站停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梁社漢-宜蘭進士店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三段1號

佳豐餐飲服務(清華自)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28巷8號

韓國屋複合式料理 新竹縣新埔鎮上寮里義民路二段426號

八方雲集桃園龍壽店33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34號

二口美食 台中巿北區一中街83號1樓

珍煮丹－苗栗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４４號１樓

識好茶西門店 70444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156號

I WORKER 我渴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38號

圓環龍凰號 台北市大同區星明里重慶北路2段53號

清心福全-台中一中店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89號1樓

LOUISA COFFEE-新竹綠 新竹市東區東園里中華路一段426號

Q Burger-信義松仁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27號1樓

肆飯叻便當專賣店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20-1號

SUBWAY宜蘭中山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518號

台灣第一味-新營中興 台南市新營區新進路一段258-6號

梁社漢台中大雅店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1222號

Q Burger-三重慈愛 新北市三重區慈愛街46號

八方雲集楊梅梅獅店32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180號

滿燒肉-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166號

萬波島嶼紅茶－台中東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５段３巷６６號

老爺大酒店股份有限公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３７之１號

陳飲台灣茶皇-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１３２號1樓 "

摩斯漢堡-內湖文德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板橋特 新北市板橋區深丘里區運路１０５號

Teas原味-嘉市北港店 嘉義市西區下埤里北港路556號

小木屋鬆餅-台南崇學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167號

SUBWAY濟南新生店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2段58-2號1樓

八方雲集致遠二路二店 "\x09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二路129號"

碧蓮酥皮濃湯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４７號１樓

迷客夏-頭份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２段130號

翰林茶棧-高鐵台中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一路2號

十二韻－龍井中央店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１段２５０號１樓

文園自助百匯

摩斯漢堡-台北南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Dejia得嘉野餐廚房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278、280號1樓

珍品炸烤店 桃園市楊梅區楊梅里大成路198號

悠咖啡新竹店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59號

維維風果汁舖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03號7樓

八方雲集新東湖店1140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30號

景文小阿姨麵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明治唯心-手作炭烤吐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189巷10號

COCO都可宜蘭五結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２段440號1樓

茶湯會永康中華店 臺南市永康區六合里中華路539號1樓

日日裝茶－永和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２２２之１號

拉亞漢堡－台南大同店 台南市南區大同路２段１６４巷６號

橘光呼嚕咖啡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8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民安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47號

大苑子－岡山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２８號

併機-大魯閣嘉義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養身甜品料理兜好

四海遊龍-舊庄店 台北市南港區舊莊街一段183號

古早味飲食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352號

濠米西班牙廚房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22巷19-3號1樓

犬行燒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山路178號1樓

八方雲集-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29號

50嵐-昌平二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之3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75號

Q Burger-板橋民治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63號

??廚房cafe 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漢口街二段34巷6號

COCO都可－台中大里 台中市大里區瑞城里塗城路494號1樓

微風南山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7號12樓

鮮茶道-嘉義北社尾店 嘉義市西區北社尾路76號之1

MARYJAME PIZZA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８９號

酸奶大獅-大里中興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318之3號1樓

葡萄王生技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402號

茶聚竹北中山店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65-8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台南市善化區成功路２號

ＣＯＣＯ都可－食品 新竹市食品路198號

CoCo都可-新竹湳雅 新竹市湳雅街188-2號

八方餐飲信義忠孝店 新北市淡水區水?頭42-1號

晴光-十巷咖哩 臺北市中山區恆安里雙城街１０巷２５-１號

梅門餐飲聯盟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07巷69號1樓

玉小蘭民生店點餐機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67號

貝可麗烘焙工坊國賓店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7號8樓之1

彈牙坊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98號

迷客夏-台中自由店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101號1樓

橘便當 台北市信義區松信路78號1樓

摩斯漢堡-桃園中正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茶小草人木館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二段69號一樓

四海遊龍-湳雅店 新竹市北區湳雅街77號

喜憨兒基金會ENJOY臺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1樓南區通廊

SUBWAY三重福德店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里瑞光路277號1樓

深緣及水 高雄市鼓山區龍水里中華一路352號10樓

八方雲集-師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82之3號

珍茶道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2號

悟饕竹北中正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99號

TEA’S原味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71號1樓

蕾莉珍娜國際企業股份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里文華路三段428巷53弄11號

朝鋒餅舖食品行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福德巷22-3號

日光角落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磺港路４號１樓                                                                                              "

八方雲集三重龍門店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37號

迷客夏-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3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烏弄－大順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２１４號

迷客夏-仁德中正店088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1042-1號

Miss酒香滷味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4-3號1樓

摩斯漢堡-大甲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彰水店 彰化縣彰化市莿桐里彰水路50之3號

鮮茶道-赤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90號

麥味登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200號

SUBWAY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90號1樓

傘甘甜點工坊 台中市西區中興里向上北路156號

悟饕台北八德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239號(1樓)

Bingo Bistro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街40號

茶湯會鹿港民族店2021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59號

八方雲集新店安康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成街1之1號(頂好)

摩斯漢堡-高鐵嘉義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新豐新市店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路20號1樓

Teas原味-關西中興店 新竹縣關西鎮北斗里中興路2-2號1樓

麻辣風暴鴛鴦火鍋 嘉義市興達路358號

麥味登蘆竹南山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三段304號1樓

鮮茶道-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167號

Q Burger-中和景安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175號

麥味登幸福樂活店 台中市西屯區瑞福街73號

春陽茶事-高雄自強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73號 "

悟饕台南裕信店 臺南市東區文聖里裕信路272號1樓

路易莎咖啡-三重重新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94號

八方雲集康樂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119號

LOUISA COFFEE -內壢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８３號１樓

迪茶

CoCo都可-新店北新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１段219號1樓

立淇商行

麥味登永和環河店 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二段213號

賣私咖啡(本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15號

八方雲集-板橋藝文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25號

50嵐(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37號

悟饕宜蘭員山店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村員山路一段192號一樓

八方雲集板橋板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後菜園街1之1號(捷運府中站)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２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北成門市 台南市北區北成路436號

八方雲集天津店 台北市中山區天津街62號

劉家小館 新竹縣北埔鄉南興村11鄰南興街65號

LOUISA COFFEE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1段271號

外婆的茶屋 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70巷47號

麥味登大溪介壽店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677號1樓

滷底撈-三重直營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48號

梁社漢中正南昌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153號一樓

漂浮島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二段30號1樓

50嵐(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2-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新光三越西門二停車場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1段658之1號1樓、地下1~3樓、永福路1段189號地下4樓及和意路3號1樓

安永鮮物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 483 號

西螺麻糬大王西螺中山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97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汐止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60號

八方雲集龍潭中豐店 桃園縣龍潭鄉中豐路329號(百年大鎮)

早安美芝城-台南開山 台南市中西區邵王里開山路212號1樓

萬家香二店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162號1樓

好伴麵店-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35號1樓

鬍鬚張台北東湖店 台北市東湖路90號

七盞茶-板橋裕民 新北市板橋區裕民街149號

一五三三小圓餅法式甜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131號1樓

手?居食屋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2巷9號1樓

世貿中心聯誼社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33、34樓

50嵐(衡陽店)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15號

摩斯漢堡-高雄中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圓山花博商圈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2巷4號1樓

柚豆青年店 臺南市東區青年路235號

恩山咖啡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245巷48號

迷客夏-台南南門店088 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179-6號

八方雲集台中楓樹店40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258號

CLICK COFFEE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號1樓

鹿野苑蔬食料理廚房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三段111號1樓

麥味登宜蘭宜興店 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一段71號

茶湯會台中西屯店 臺中市西屯區何明里西屯路二段27之2號1樓

拉亞-三重菜寮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３段１９８之１號

大潤發台南店 台南市北區臨安路二段310號地下一樓及地上一、二樓

龍角手作茶-台北師大 10647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8-1號

50嵐-斗六民生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180號

創盛號北投石牌店 新北市石碇區楓子林53之3號

遠百-台中停車場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３段２５１號

LOUISA COFFEE -三峽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喫茶小舖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民生路5巷9號

Teas原味-佳里光復店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333號

多露手作優格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370號1樓

八方雲集中壢中央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27號

開齋-炸?大獅 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16號

麥味登台中育樂店 台中市北區育樂街50號

茶湯會台北錦州店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50號

自在軒－中洲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４段４９３號１樓

鳴野食蘋早午餐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光復路二段101號

柏悅11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識好茶民權店 70059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165號

喬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33-3號

豐味亭素食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3巷2號

50嵐-中壢延平店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280號

微風A1機場捷運站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３９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四海遊龍-崎頂店 桃園市大溪區介壽路1169號

LOUISA COFFEE-豐原圓 臺中市豐原區大湳里圓環北路一段３３８號１、２樓

振味香食品行振味香 台中市清水區 鎮北街９之２４號

清心福全-中壢復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622號

采棠肴鮮餅鋪-東興總 台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46號1樓

二師兄肉羹麵_桃園

清心福全-沙鹿中興店 台中市沙鹿區向上路七段18號

台灣第一味台北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74號

大魯閣花蓮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Q Burger-淡水新民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65號

拉亞漢堡－台中敦化店 台中市北屯區敦化路１段４６８號

八方雲集信義忠孝店11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9號

Farmer Brothers 法爾 花蓮縣花蓮市民德里民德四街7-1號1樓

U2電影館-迪佛倫斯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二段78號6樓

宜蘭縣冬山河森林公園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Q Burger-土城青雲202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238號

LOUISA COFFEE-和平11 臺北市大安區龍淵里和平東路二段１１８巷５４弄２號

學府餐廳

清心福全-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05號1F

金剛咖啡茶飲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6號1樓

鮮自然-永康東橋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里東橋十街3號

台灣第一味大里立人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199-2號

八方雲集台南成功店70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197、199號1樓

大井震波咖啡－員林站 彰化縣員林市民權街４３號１樓

大魯閣仁德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汐止福德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二路98號

八方雲集汐止茄苳店22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457號

尤大廚私房麵館 花蓮市博愛街24巷37號

路易莎咖啡-台中中國 台中市北區育德里五常街178號1樓

義大利米蘭手工窯烤披

老窩咖啡館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257號

茶阪熊複合式茶飲

九號貓巷主題餐廳 台中市南區江川里仁義街217號1樓

萬波島嶼紅茶－新莊幸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１３１號

一芳-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78號

COCO都可五華2 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1176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１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摩斯漢堡-新竹清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紅橘子-樹林日新店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23號

清心福全-羅東維揚店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72號

拉亞漢堡－三重正義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２６號１樓

50嵐(承德店)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20號

八方雲集基隆西定店20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110巷36號前棟

莫非鍋物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105號1樓

ＫＴ６６凱特小姐的飲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２６巷１７號

益順休閒農莊民宿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林25鄰雲閩1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宜蘭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３段201號

八方雲集桃園大豐店 桃園縣桃園市大豐路74號

萊比錫極品咖啡-成功

城市漢堡-微瑪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7號1樓

四海遊龍-北科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民輝里新生南路1段1號2樓

大呼過癮青雲店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195號

米乳咕乳飲

鬍鬚張北投光明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New Age餐酒館 花蓮市南京街332號

美樂廚房 台中市豐原區合作街38號

早安美芝城長安店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路２段9號1F

鮮茶道-永康永明店 台南市永康區永華路509號1F

抿茶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四段11號1樓

象弄幸福手作早午餐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33號

腦工廚房 屏東縣屏東市柳州街2-1號

拉亞漢堡農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64號1樓

茶湯會台中一中店 臺中市北區新北里一中街213號1樓

貝司堡早午餐(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里振興東街2號1樓

文化基金會西門紅樓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號

美人大腸包小腸 花蓮縣新城鄉佳林村佳林11號

50嵐-新竹新埔店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300號

小憩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８２之２號２樓

LOUISA COFFEE -淡水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苗栗苑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67號1樓

CoCo都可-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中正路276號

政益食品有限公司 屏東縣林邊鄉成功路122號

弘爺漢堡南興店 台南市永康區南灣里南興路23之1號

鮮茶道-台中南屯店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117號

日日裝茶民生店 台中市西區金山路1號1樓

一芳大里大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330號

番薯根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854號

季節風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7號

麥味登東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65-4號1樓

陶陶居商務旅館 花蓮市富安路210號

凱樂烘培食品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31-4號

摩斯漢堡-古亭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大慶店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二段6-5號1樓

清心福全-信義忠孝東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743巷5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龍 桃園市中壢區龍平里龍東路146號1樓

CoCo都可-桃園大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上竹里大竹路５２４號１樓

鮮茶道-林口三井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84號

胖老爹炸雞復興南路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333號

八方雲集太平樹孝店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8號

馬可先生十全店 (807)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61號

TEA’S原味中壢忠孝店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40號

Art aNew 台中市西區精誠五街32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夏可里朵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64號

八方雲集新莊天祥店 新北市新莊區天祥街94號

張家食堂食鮮會館 屏東縣東港鎮沿海路157-1號

JAMS TEA-忠孝旗艦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8弄16號1樓

摩斯漢堡-板橋埔墘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竹北文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96號

八方雲集(弘光科大)

麥味登新埔中正店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110號

SUBWAY左營高鐵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2樓

關廟服務區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5號

八方雲集-中和光華店 新北市中和區光華街5號

悟饕光復中正店 花蓮縣光復鄉中正路一段95號

八方雲集中和自立店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99巷1號(秀山國小)

台灣紀行太魯閣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富世291號

Mr.Wish鮮果茶玩家新 新竹市北區中山里東門街179號1樓

摩斯漢堡-逢甲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鮮茶道-楠梓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8之16號1F

Q Burger-桃園秀山 桃園市桃園區秀山路105號

麥味登太保麻太店 嘉義縣太保市麻太路133號

八方雲集中壢民族二店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36號1樓

?茶濃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林森路275號1樓

悟饕燕巢中民店 高雄市燕巢區西燕里中民路586號

八方雲集基隆暖暖店 基隆市暖暖區東勢路4之10號(暖暖區公所)

大苑子－歸仁店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２段１６號１樓

杜倫先生 花蓮市中華路23號

LOUISA COFFEE -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55號

50嵐-大甲光明店

等一個人咖啡 台北市文山區一壽街４４巷１號１樓

圓石禪飲-台南東寧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66號

摩斯漢堡-復興南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新店五峰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3號

阿原廚房 嘉義市東區短竹里彌陀路248號1樓

麥味登三重碧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碧華街307號

Q Burger-板橋華興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40號

大王千金米大福(展)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1296號

麥味登北市陽光店 台北市信義區黎平里信安街155號

穗悅手作烘焙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169號1F

悟饕台中復興店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1段450號1樓

地下街-夢幻餐車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市民大道1段100號地下街輕食區7號

勝脯鐵板燒 花蓮市中山路104號

清心福全-豐原豐大店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中正路668號1樓

阿鎮現榨果汁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臺灣大道三段９９號地下一樓（櫃位Ｂ）

CoCo都可-平鎮金陵店 桃園市平鎮區北貴里金陵路３段６６─５號

麥味登中壢民族店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465號1樓

古吉-茉荳獨享鍋

梁社漢台中十甲店401U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21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十二韻－永興店 "台中市北區永興街１０８號１樓      "

清雅民宿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225號

RT Baker House竹南門 苗栗縣竹南鎮照南里25鄰華東街92號1樓

角鋪-朴子店

麥味登北市信義基隆店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31之2號1樓

伊莉莎白紅茶書房-內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73號

njuturn Cafe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30巷18弄27號

50嵐(南勢角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396之1號

圓山-甜點知道 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223巷33號

鐵牧珍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26號

LOUISA COFFEE-漢翔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4號

這裡有便當

迷客夏-汐止店0889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24號

拉芙漢堡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293號2樓

麥味登中和陽光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巷45弄12號

又一村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415-2號

台中醫院餐廳 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99號

珍煮丹－大安復興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３段２００號

口乾舌燥 臺北市松山區東勢里健康路８０號

巴布義式咖啡館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92號

岬角居酒屋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２０８巷６號      "

清心福全-白河中山店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6之1號

LOUISA COFFEE -中壢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34號1.2樓

吉川麵包坊中正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9號

永康-照起工早餐店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2-1號

清心福全-宜蘭泰山店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153號

大碗公冰店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光明路60號

八方雲集石牌吉利店11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街123巷16號1樓

陳家小館 花蓮縣瑞穗鄉國光北路269號

創意達人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79巷4號1樓

自在軒－歸仁大潭店 台南市歸仁區長榮路１段２３０之１號１樓

中台世界博物館 南投縣埔里鎮中台路８號

八方餐飲御廚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晴光里農安街13-1號

异站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570號(1樓)

清心福全-基隆麥金店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02號

悟饕新莊北店 新北市新莊區昌明里昌明街12號

八方雲集中壢華勛店32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街301號

Ayoi阿優依(台北門市)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香揚巷129號1樓

圓味壽司員林店 51052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45號

LOUISA COFFEE-高雄昌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里昌盛路２９２號

QBurger-平鎮育達 桃園市平鎮區廣達里育達路248號1樓

北市府攤商-喜憨兒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4號E棟4F

猴子披薩 台中市大里區內新里新光路161號

優尼飲食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MR.WISH 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延平里大埔路614號

迷客夏-豐原南陽店N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2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淡水新民店25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75號

松果庭園餐廳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

檸檬老爹 花蓮市復興街85號

饗厚牛排-台中站前店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516號1樓

大苑子－大里成功店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４５２號１樓

出櫃-西大店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420號1樓

森邦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龍壽街206-1號

CoCo都可-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79號1樓

LOUISA COFFEE青埔明 桃園市中壢區芝芭里領航南路１段７３號１樓

御可香-元長店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中山路26號

麥味登北市昆陽店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94號1樓

美德耐-北醫大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胖胖豬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街173號1樓

春陽茶事台南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東關里中山路357號1樓

迷客夏-桃園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中山北路21號

PiQiMi必可蜜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25號10樓之2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３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男子漢中興食堂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50巷8號1樓

怡客咖啡四維店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81號

CoCo都可-內壢莊敬店 桃園縣中壢市莊敬路103號

CM淡大全聯店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89號

八方雲集三重重新店24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2段81號

COCO都可－員林中山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２段12號1樓

八方雲集蘆竹南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108號

杏一-大里仁愛商場 "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

鮮自然-仁德中二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張家牛肉麵 雲林縣土庫鎮南平里馬光路１７７號

Q Burger-中壢林森二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167號

馬可承德店 台北巿大同區承德路3段72號1樓

浩克健身早餐－頂溪店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８０號

50嵐(南港園區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16號

鮮茶道-善化中山店 台南市善化區東關里中山路433號1樓

大苑子－台中朝富店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５０號

溫莎堡-忠一店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５４號

鬍鬚張蘆洲長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77號

茶湯會台南善化店 臺南市善化區東關里中山路447號1樓

曼士茶－桃園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１段１０５號１樓

極禾優質鍋物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68號

花蓮縣餅站前店 花蓮市國聯一路57號

50嵐-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364號

拉亞漢堡中壢後寮店 桃園市中壢區後寮一路１６２號

Q Burger-新莊中平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82巷10號1F

COCO都可－美崙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清心福全-台南府前店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二段18號1F

鮮茶道-嘉義民權店 嘉義市東區民權路175號1F

尚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5142苗栗縣頭份鎮,東民路5街3號2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香草山上

OKLM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38號

八方雲集楊梅埔心店32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16號

私宅打邊爐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74之1號

貝可麗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7號8樓之一

橘子食堂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45號

麥味登內埔新光店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村新光路22號1樓

茶湯會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東區軍功里建功一路68之1號 "

珍煮丹－台中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１５７號

嚐?壽司 220新北市板橋區和平路14巷28號

萬波島嶼紅茶－斗六民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２２１號１樓

TEA’S原味桃市永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３７５號１樓

香榭城現打果汁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福町夜市 A49

50嵐-永春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21號

清大三代目牛肉麵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光復路二段１０１號

LOUISA COFFEE -內湖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COCO都可－竹北中正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23號

CoCo都可-新屋中山店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346號

清心福全-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15號

鮮茶道-湖口工業一店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18號

新井茶(太平中山店)

正好停-音樂公園地下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梁社漢小港宏平店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39號

黛黛茶台北延吉店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68號之12

馬可先生建工店 (807)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

信誠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五股區新五路二段258號

迷客夏-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11號

享初食堂 新竹市北大路２５０巷２之２號

摩斯漢堡-內壢環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意之選食品商行

曜岩火食帶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南路３７２號１樓                                                                                        "

清心福全-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岡山區文衡路157號

LOUISA COFFEE -明德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19號1樓

Q Burger-板橋僑中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90號

COCO都可山腳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里南山路三段293號

CoCo都可-凌雲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1段99號1樓

正味牛肉麵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11號1樓

SUBWAY民權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3段15號1樓

八方雲集-南京五店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52號

金愛呷eat up早午餐 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269號

魔力屋印度料理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3段166-73號

湯樂冰糖滷味 新北市中和區忠孝街1號

珍煮丹－彰化站前店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１１９號１樓

迷客夏-台中自由店088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101號1樓

摩斯漢堡-新竹關新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一番鮮-新生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424號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高雄岡 高雄市岡山區後紅里民有路６０號

掬湘烘焙坊

鮮茶道-屏東竹田店 屏東縣竹田鄉中正路153號

麥味登大雅雅環店 台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一段253號1樓

八方雲集台中健行店40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823號

悟饕南投民族店 南投縣南投市平和里民族路33號一樓

八方雲集板橋大同店 新北市板橋區大同街6號(文聖國小)

金園排骨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278號1樓

MR.WISH 興大店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學生活動中心(1-9櫃位)

摩斯漢堡-石牌捷運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旭咖啡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351號1樓

西螺祖傳麻糬大王冰上 雲林縣斗南鎮中天里中山路97號

鮮茶道-高雄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76號1樓

Q Burger-大同大龍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150號1樓

麥味登員林丰盛店 彰化縣員林市南平里南平街135號1樓

卡啡先生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283號

八方雲集士林至誠店11 臺北市士林區至誠路2段45號1樓

悟饕彰化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光華里西環路372號

小麥子咖啡烘焙 台中市霧峰區和平路2-1號

茶湯會台南復國店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里復國一路305號1樓

勇伯豆花

摩斯漢堡-淡江學舍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3A冰舖

清心福全-領航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三段803號

清心福全-土庫馬光店 雲林縣土庫鎮馬光路70號

悟饕基隆大武崙店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74-4號1樓

梁社漢-龍潭北龍店 桃園區龍潭區北龍路65號

合工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71巷32號3F之1

北投老爺酒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二號六樓

清原芋圓-中壢大同店 桃園市中壢區大同路116號

本屋烘培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88號

福爾摩沙茶點食品股份 嘉義縣太保市安仁里太保二路133號1樓

麥味登蘆洲長興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興路50巷3號(1樓)

梁社漢八里中華店249U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二段466-1號1樓

早安美芝城-長峰早餐 桃園市龜山區長峰路8號

狸小路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５８之６號

清雅民宿2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225號

偈亭泡菜鍋?十A店 台中市北區?十路一段117-2號

喜歡你咖啡台南市府店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6號

麥味登霧峰吉峰店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吉峰路100之1號1樓

老賴茶棧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10之1號1樓

芎林鄉農會供銷部 新竹縣芎林鄉上山村文山路626號

TWO SHOTS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10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664號

ＣＯＣＯ都可－竹北勝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二路79號

CoCo都可-汐止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3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雪王冰淇淋

HOU TOAST and COFFEE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89巷18號

福湯麻辣養生鴛鴦火鍋 宜蘭縣宜蘭市民族里民族路262號1樓

識好茶安和店 709029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30號

台北站前-海倫咖啡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42號

五福園美食餐廳 雲林縣虎尾鎮平和里大成街5號

美食展-胡國雄古早麵 南投縣埔里鎮仁愛路319號

CoCo都可-和平東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305號

LOUISA COFFEE -進化 台中市北區進化北路378-39號1樓

SUSAN Bakery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三段135號

麥仕佳專業烘焙(秀水)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693號

素 GO eat 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95-3號

悟饕板橋忠孝店 新北市板橋區福德里忠孝路149號(1樓)

八方雲集中壢壢中店32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114號

香草食堂 宜蘭縣羅東鎮中華路76號1樓

心起町 臺北市萬華區隆昌街94號1F

八方雲集三重三民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285號(三重商工)

自在軒－仁德中正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２段２５６號１樓

大苑子－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２０號１樓

Jessies Cake@小咖啡 花蓮市民國路63號

御來富商業開發有限公 臺中市北屯區天津路三段１４８號１樓

太卡啡台南東安 70159台南市東區東安路146-1號

迷客夏-西門町店0889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26號

四海遊龍-寶慶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228號

路易莎-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43號

天堂鳥希臘餐廳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66巷28弄12號

福芳號<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2號

悟饕台東新站店 台東市新站路245號

八方雲集桃園果林店33 桃園市大園區果林路167號

伊莉莎白紅茶書坊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3樓

鵝肉先生二店 花蓮市林森路224號

八方雲集新店七張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98號(北新國小)

Percent cafe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67號

Teas原味-崙背店 雲林縣崙背鄉中山路341-6號

信手工坊 嘉義市西區垂楊里興業西路270號

CoCo都可-苗栗公館店 新竹市西大路850號1樓

欣禾手創烘焙坊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83號1樓

Teas原味-龍潭中興店

玩具牧場 台中市龍井區新東里003鄰台灣大道五段3巷42弄31號1樓

春陽茶事-基隆廟口 200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24號1樓

迷客夏-政大店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２段59號1F

拉亞漢堡北大大有店 新北市樹林區南園里大有路６３號

八方雲集木柵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45號(考試院)

喜旺炭烤吐司

CoCo都可-湖口勝利店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路二段88號1樓

三猿廣場 臺中市東區新民街88號1F、2F之1、2F之2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潭子中山店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170號1樓

茶境天使 台中市霧峰區和平路13號

景文美食坊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悟饕宜蘭馬賽店 宜蘭縣蘇澳鎮永榮里大同路111號一樓

八方雲集板橋民治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路92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２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大苑子－龍潭東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２６６號１樓

馬可十全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82之1號

財團法人喜憨兒烘焙屋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4號1樓

麥味登青埔羽田店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11號1樓

1tone一桶韓式新食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60號1-2樓

50嵐(板橋中山二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35號

上悅龍記餐飲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２７９號１樓

茶珍圓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27號1樓

LOUISA COFFEE -民生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13巷1之3號、3之2號

COCO都可台北世貿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19號

八方雲集楊梅梅獅店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180號

大苑子－八德廣福店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８９號１樓

早安美芝城-里港永安 屏東縣里港鄉永安路1號

四海遊龍-新營店 臺南市新營區忠政里民治路40-1號1樓

鬍鬚張中壢環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247號

嘿咖啡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51號

麥味登泰山泰高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378號1樓

順成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76號

目標咖啡館 台中市北區博館路39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民生店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24-4號

50嵐(台北縣總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307號

曾記麻糬博愛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466號3樓

鮮茶道-嘉義國道一號 嘉義市西區竹村里北港路1448號附1一樓

LOUISA COFFEE-建國花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6號

Teas原味-嘉市嘉基店N 嘉義市東區保健街143號一樓

蔥一杯茶

梁社漢新莊建福店242U 新北市新莊區建福路71號

茶聚三峽和平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107號

正立牛肉麵 台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41號1樓

麥味登士林承福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港街233號1樓

茶湯會沙鹿中山店 臺中市沙鹿區鹿寮里中山路441號1樓

大潤發台東店 台東縣臺東市中興路三段592號1樓

中子文化好丘芝山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5號9樓

圓味壽司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2段224號

50嵐-太平十甲店 台中市太平區宜昌里十甲路623號1樓

LOUISA COFFEE -小港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61號1F

路易莎咖啡－蘆洲長榮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12號

白巷子-中壢中原店

溪和食品有限公司



業者名稱 地址
一誠堂餅行 南投縣埔里鎮南盛街115號

八方雲集大里仁化店41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370號1樓

三兩三 宜蘭縣羅東鎮和平路111-2號

麥味登沙鹿光華店 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402之1號1樓

茶湯會芝山福華店 臺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64巷8號1樓

珍煮丹－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二路１４８巷９弄７號１樓

迷客夏-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民路418號

茶奶士多長庚店 33377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11號

JAMS TEA 詹姆詹姆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19號

摩斯漢堡-士林中正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大華村復興一路282號

LOUISA COFFEE -信義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42號

COCO都可－大興 桃園縣桃園市大興里大興路１６１號

清心福全-淡水淡金店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536號

SUBWAY 台中東海餐廳 台中市龍井區新東里新興路12號1樓

梁社漢蘆竹大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506-15號

Q Burger-板橋中山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90巷12號1F

大東北天然發酵酸菜白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80-16號

Good old days(雷門) 桃園市桃園區同安里藝文一街86之5號4樓

Meggie Coffee 台中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32號4樓之2

迷客夏-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58號

幼瀨明月和?子茶屋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１６９號１６樓之５

Q Burger-桃園大竹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五段255號

摩斯漢堡-金門民權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長榮門 臺南市東區中西里長榮路２段１７８號１樓

鮮茶道-青埔棒球場店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一段67號1樓

清心福全-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31之1號

麥味登蘆竹樂福店 桃園市蘆竹區營盤里13鄰六福路215之1號1樓

SUBWAY洲子美食館店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7號1樓

馬札羅咖啡烘焙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二路二段176號

迷客夏-台南水交社營 台南市南區興中街73號

夜奔咖哩 臺北市文山區景行里景文街19號

鹿港正宗魷魚王 台中市烏日區學田路568巷60弄1號3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３０５號

迷客夏-雲林西螺店088 雲林縣西螺鎮建興路221號

摩斯漢堡-康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鍋賣局-台北華西店 台北市萬華區華西街49號

愛木村休閒觀光工廠 嘉義市西區北新里文化路909-3號

LOUISA COFFEE－汐科 新北市汐止區復興里新台五路一段７５號地下一層

御可香-吳鳳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287號

鮮茶道-前鎮德昌店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72號

Q Burger-土城廣興 新北市土城區廣興街33號

清心福全-台中大智店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59號

麥味登台中昇平店 台中市西區昇平街43號1樓

古意奶茶新竹城隍店 新竹市北區北門街3號

梁社漢台南崇德店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785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富林早餐店 高雄市旗山區竹峰里中山路１９４號

迷客夏-新北板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71號1樓

恰迷紅茶專家－向上店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１段５１５號１樓

ＣＯＣＯ都可－南崁3 桃園市蘆竹區錦中村南崁路３００號

茶湯會恆春中正店 屏東縣恆春鎮城北里中正路153號一樓

福圓號-莊敬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LOUISA COFFEE -彰化 彰化縣彰化市光南里中興路136-1號

MR.WISH-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中山路288-1號

阿岸米糕 嘉義市東區過溝里民族路420號1樓

摩斯漢堡-天母東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南屯萬和店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688號

虎尾驛 雲林縣虎尾鎮安慶里中山路10號

熱愛生命飲料-市集 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25巷33號

萊澤.金虎爺 台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3號1樓

崑仕熟成牛排餐廳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27號1樓

梁社漢重慶北店103002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5號.7號1樓

法式小珊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９０號１樓

八方雲集民生店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42號(介壽國中、西松高中)

約翰紅茶台北南港 115018台北市南港區興東街7號

懶日子桌遊餐廳 台南市中西區兌悅里海安路二段305巷12號

爆Q美式炸雞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342-1號

八方雲集太平樹德店 台中市太平區新高里樹德路366號

早安美芝城-桃園莊一 桃園市桃園區莊一街17.19號

陳允寶泉草悟道分店 台中市西區中興里向上北路136號1樓

MANSTER Coffee&Tea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２段２５０號１樓

驛站房東北酸白菜火鍋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１之１３９號

樂粄米

玩味咖啡企業社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18巷38號

TEA’S原味中壢長春店

拉亞漢堡－楊梅總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２段７８號１樓

水巷茶弄-台北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54號

弘爺漢堡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13巷8號

Q Burger-新莊民本 新北市新莊區民本街22號

路易莎咖啡－中壢南園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81號

毅如行 新竹市北區長和里愛文街32號

黑古早味紅茶冰-崙背 雲林縣崙背鄉正義路236號

MOMs TOUCH成大店 台南市東區成大里育樂街66巷18號

茶湯會永康中正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73號

焗工房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１段１００號地下街（２４２７號）

布萊恩紅茶－正興店總 台南市中西區正興街６２之２號

湖口好客文創園區 新竹縣湖口鄉中平路一段510號

COCO都可林口華亞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文化二路13號

CoCo都可-桃園縣府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96號

日日裝茶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96之4號

毛丼 丼飯專門店

馬可先生西門店 (100)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130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大苑子－台南安中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１段７３３號１樓

林田山豬腳 花蓮縣鳳林鎮長橋路80號

不要對我尖叫－新竹竹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１９２號１樓

微風海戀民宿 金門縣金寧鄉下埔下303號

四海遊龍-新屋店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356號

山禾根莖研究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707之1號1F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八 桃園市八德區大義里義勇街108號1樓

CoCo都可-老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26號1樓

路易莎-新北市議會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113號

威爾貝克手烘咖啡 吳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52號

悟饕台北南海店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34之1號1樓

丹楓餐廳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村10鄰中正路147號

甘蔗媽媽-台北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30號

大苑子－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２４３號

LOUISA COFFEE -民權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117之1號

明德素食園-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82號1樓

鮮茶道-屏東南州店 屏東縣南州鄉三民路154號

Q Burger-新店大豐N 新北市新店區大豐路16巷2號

麥味登嘉大陽光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13號

台灣第一味永和永元店 新北市永和區秀和里永元路95巷1號

曲奇886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66巷25弄1號

悟饕高雄成功店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02號

雞啃夠0021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號10樓

台南幫-聯電店 台南市北區大和路330巷52號

伊達斯精品酒店 花蓮縣花蓮市民意里府前路508號

路易莎咖啡-永吉店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27號

杏鑫商行

八方雲集板橋亞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40號(亞東醫院側門)

鳳梨灣一店 花蓮市中山路169號

LOUISA COFFEE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東路１２７號

大爵商務飯店

CoCo都可-桃園山鶯店 桃園市龜山區山德里10鄰山鶯路40號

麥味登斗六莊敬店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77號

Q Burger-逢甲西安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71號

米諾思精品咖啡館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蘭井街372號1F

Rice Caffe米咖啡 台中市西屯區精明二街11號

悟饕苑裡站前店 苗栗縣苑裡鎮苑南里中山路138-1號1樓

極品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1段53巷1之1號

台灣麥當勞餐廳總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１號３樓

八方雲集平鎮環南 桃園縣平鎮市環南路二段274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２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五分埔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341號(松山火車站)

維格餅家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7號

LOUISA COFFEE -TICC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麥釀

哈肯舖-永安店



業者名稱 地址
沅保奶茶店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71號1樓

CoCo都可-永安市場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23號1樓

麥味登蘆竹旭勝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二段39號1樓

絕色影城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５２號８、９、１０、１１樓

50嵐(士東店)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99號

北海魚丸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193號

COCO都可延平 台北市大同區景星里延平北路三段38號1樓

蔡家國際智慧運動生活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１段３7號

八方雲集龜山文七店 桃園縣龜山鄉文化七路177號(文華國小)

大苑子－台北木新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３段１４１號

鳥地方陝西小館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92號

四海遊龍-仁愛店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98號

鬍鬚張中壢中山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想啡咖啡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65巷12號

麥味登北市敦北店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22巷11號1樓

PLUTO ESPRESSORIA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396號

50嵐(寧波店) 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51號

LOUISA COFFEE -北勢 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北勢東路３３３號

好事晴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東街277號

鮮茶道-下營中山店 台南市下營區中山路一段76號1樓

八方雲集五股工商店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116號

心之谷教育園區

鬍鬚張新莊丹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02號

茶湯會台中東山店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東山路一段236之1號1樓 "

仙湖農場-餐廳部 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一鄰6-6號

麥味登新竹育賢店 新竹市東區光鎮里南大路553號

秋刀鬥肥牛0827 台中市西屯區何南里大墩二十街51號1樓

LOUISA COFFEE -淡水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6號

清心福全-苗栗公館大 苗栗縣公館鄉玉泉村15鄰玉泉25之2號

路易莎-台中德富店 台中市南區德富路30號

ＳＵＢＷＡＹ－中和威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36號4樓

鮮茶道-台東中華店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二段30號

佳豐餐飲服務(桃捷)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28巷8號

八方雲集溪湖湖北店51 彰化縣溪湖鎮員鹿路三段410號

秦老大-科園店 300新竹市東區科學園路37號1樓

幸福角落巧食坊 台北市士林區立農街一段263號1樓

麥味登桃園龍泉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泉二街35號1樓

初韻台北內湖店 114004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33號

東麥局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福町夜市A34

摩斯漢堡-高雄右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大里中興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97號

媽宮伴手禮展示館 澎湖縣馬公市文安路６０號１樓

LOUISA COFFEE -五權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89號

LOUISA COFFEE -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五街76號1樓

鮮茶道-板橋華興店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61號

八方雲集-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0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內壢文化店32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路454號

千家食堂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0巷19弄6號

迷客夏-安中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三段388-3號

龍角手作茶師大店 10647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8-1號

摩斯漢堡-北投捷運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QBurger-潭子榮興 台中市潭子區榮興路103號1樓

清心福全-松竹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384號

朱媽媽的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2樓(水源市場第38攤位)

Restaurant Go. 台中市西區忠誠街26號1F

SUBWAY小南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65號

阿輝麵線 台北市大南路52號

梁社漢嘉義仁愛店600U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238號1樓

上鼎火鍋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聯3路122號1樓

Mini Izzy咖啡-中華店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３段72號1F

出櫃-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70號1樓

迷客夏-東安店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121號

洛德城堡公館運動中心

摩斯漢堡-楊梅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民雄頭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18鄰埤角２２１號

餐寶居酒屋

SUBWAY中港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4段767號1樓

八方雲集紅樹林二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43號1樓

維美飲料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66巷2弄11號 "

Q Burger-南崁南昌 桃園市蘆竹區南昌路260號1樓

MASS CAFE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11-28號

杏一淡水馬偕商場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94號

史大華麵館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３段６７巷４號１樓

摩斯漢堡-板橋新埔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荳班房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8巷2號

麥味登桃市中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原里中平路135號1樓

八方雲集台中福康店40 台中市西屯區福康路9號

COCO都可新莊五權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38號

冰芝林冰店083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59號

八方雲集三民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535號

新太陽堂餅店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51號

ＣＯＣＯ都可－淡新家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

併機-大魯閣土城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木村屋

韓匠企業社 台南市東區前鋒路87號

星享道酒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18號

高大俠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 D1攤位

Q Burger-新竹光復 新竹市光復路1段337號

一軍飲食

COCO都可－景安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西門-八海精緻鍋物 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72之1號6樓

鮮茶道-嘉義文化公園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文化路2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健康橘子工坊北投中和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7號

陳飲台灣茶皇-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咯435號

六羨茶食堂 雲林縣二崙鄉崙東村中興路30號

福興牛舌餅(宜蘭)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324號1樓

koyama tea lounge台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五路二段59號9樓之6

拉亞漢堡-中和新生店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２０２號１樓

大苑子－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仁愛路２１０號１樓

五路發豬肉店 花蓮縣花蓮市主和里廣東街93號1樓

清大金展自助餐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光復路二段１０１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苗栗縣竹南鎮和興路３４５號

ＣＯＣＯ都可－竹東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2段14號

CoCo都可-竹東2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3段178號

茶朵木Teas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59號

龜記茗品信義莊敬店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14號

喜憨兒烘焙屋中華電信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一段21-3號B1

貳玖巷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一段13號一樓

稻葉山城麻辣鍋店 桃園市中壢區恩德街28號1樓

塔坷屋美墨速食 新竹市東區勝利路32號

摩斯漢堡-台北站前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蘆安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21號

迷客夏-屏東大連店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60之4號

COCO都可－百年 桃園市龍潭區百年里２２鄰中豐路３１５號１樓

CoCo都可-淡水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1樓

美德耐-新竹生醫商場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瑪利MAMA手作麵包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３段99號1F

就喝吧！Just Drink！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130之4號

悟饕中和景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里景新街234號

佛都愛玉國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保安里友愛街223號1樓

馬可先生桃園店 (330)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83號

奇幻地咖啡館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597號2樓

八方雲集樹林文化店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26號(樹林國小)

自在軒－佳里店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３６０號１樓

Brewsome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四街316號

迷客夏-台南新化店088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11號

好吃ㄟ蚵仔煎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58號1樓

美麗華百樂園057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20號B1-5樓，22號1-5樓

四海遊龍-新社店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里３鄰興安路18-51號

鮮茶道-馬公中正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95號

麥味登八德大智店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里大智路152號1樓

麥町吐司工房審計新村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310號

悟饕雲林土庫店 雲林縣土庫鎮順天里中正路101號1樓

法蘭司烘焙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32號1樓

哈瓦那咖啡慈惠店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二街157巷6號1樓

八方雲集汐止明峰店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31號

大苑子－安南和順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和路５段１６０號１樓

醉月樓沙龍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20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台北北投店088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一段1號

CoCo都可-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285巷29號1樓

米諾瓦咖啡 新竹市東區明湖路980之6號

港都之星餐飲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272號3樓之2

麥味登林口中山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526之1號1樓

Q Burger-土城延和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15號1F

小木屋鬆餅-宜蘭中山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165號

麥味登西屯福康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林里福康路23號

春陽茶事-台南新市店 "台南市新市區新和里信義街19號1樓 "

新東陽台中中正店７０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八方雲集桃園興業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418號

阿財蝦料理 花蓮市國盛里國民17號

悅樂旅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97號4樓之1

大苑子－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７５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永安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里中和路４００巷１９號

窖藏-武聖門市

胖哥乾麵 台北市松山區寧安街5巷2號

食福日式鐵鍋飯拉麵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街5號B1

CoCo都可-新竹北埔店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村7鄰南興街152號

麥味登中壢文哲店 桃園市中壢區正光二街117號1樓

Perfect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２段573號9樓A室

德克士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81號10樓

一芳-台北師大店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向陽路376巷16號1樓

50嵐(峨嵋店)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49號

茶湯會竹北福興東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興里福興東路二段56號1樓

八方雲集南崁忠孝二店 桃園縣蘆竹鄉忠孝西路64號(光明國小)

杏一醫療-中山醫大商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新新賢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八方雲集台北廈門店 台北市中正區廈門街52號

牛棚平價牛排_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105之1號

LOUISA COFFEE -景平 新北市中和區大仁街19巷8號(1樓)

Q Burger-台南崇德 台南市東區崇德路787號

清心福全-士林劍潭店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22號

馬可新竹店 新竹縣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97號

土狗樂市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3巷17號

奉茶茶坊 臺南市中西區公園路8號1F

麥味登中和德光店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14號

送青茶贊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2段623號1樓

珍煮丹－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光復路１段２１０號１樓

杏屋乳酪蛋糕 台中市西屯區潮洋里黎明路二段885號

新光三越南西三停車場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5號地下1層、地下2層、地下3層、15號地下1層

典藏駁二餐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85號7樓

歐客佬屏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永福路３號１樓

LOUISA COFFEE -台中 台中市北區邱厝里健行路３９１號

八方雲集中壢福州二店 桃園縣中壢市福州二街477號

佳德糕餅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８８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歐尼斯特咖啡

芹沃咖啡烘焙館 連江縣北竿鄉芹壁村53-1號

四海遊龍-斗煥店 苗栗縣頭份市斗煥里大營路３號

卡多利亞良食故事館 台南市後壁區後壁里後壁42-26號

鬍鬚張忠孝新生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二段134巷12號1樓

茶湯會台南華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里華平路605號1樓

無飲-德富店 台中市南區德富路８２號１樓

麥味登北投實踐店 臺北市北投區實踐街62號1樓

唐棉－中和民德店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１４２號

50嵐-豐原中正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725號

紅億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芎林鄉上山村7鄰三民路59號1樓

LOUISA COFFEE -台南 "臺南市佳里區東寧里中山路392號1樓 "

路易莎咖啡－和平118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18巷54弄2號

鹿谷鄉農會供銷部 南投縣鹿谷鄉中正路一段231號

貳?食事

八方雲集新店中央店23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208號1樓

友善豆花舖

Bear&Taco 原食餐廳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79巷50號1、2樓

田媽媽 "台南市下營區新興里中興南路21號 "

麥味登廣榛店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184號

茶太陽斗六鎮北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171號

50嵐-永安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48-40號

LOUISA COFFEE -板橋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潭子大新店 台中市潭子區大新路88號

LOUISA COFFEE -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270號

韋中咖啡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一段37號

北門嶼輕食風味餐廳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北門3號之5

八方雲集信義嘉興店11 台北市信義區崇德街98號

宜蘭縣政府(計劃處)

麥味登竹東幸福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一段139號

柏悅1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初韻好韻茶基隆店 20051基隆市仁一路321號

麵工坊市府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71巷20號1樓

清心福全-板橋三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02巷1號1樓

路易莎-南港店 台北市三重路19-4號1樓

清心福全-台中太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太平路195號

方吐司早餐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348之1號1樓

路易莎新北市立圖書館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街１３９號

米堤銀行鮮乳.茶 四平 台北市中山區四平街50號1樓

SUBWAY淡水捷運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45號

台灣第一味溪湖二溪店 彰化縣溪湖鎮二溪路一段88號

八方雲集台南新嘉藥店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亦晟咖啡企業社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中華路9號

Q Burger-樹林育英 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街146號

八方雲集桃園大豐店33 桃園縣桃園市大豐路74號

白巷子-永和中正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6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口得)(口得)手搖茶飲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98號

摩斯漢堡-土城金城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來吃鍋

清心福全-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74號

歇腳亭-桃園中山藝文

鮮自然-新市南科門市 台南市新市區民權路3號1樓

SUBWAY台南東寧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254號

大苑子－梧棲文化店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２段２７０號１樓

摩斯漢堡-和平東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八方雲集板橋板新店22 新北市板橋區板新路11號

好叔叔現烤甜甜圈 花蓮縣花蓮市國魂里延平街169號1樓

景文yami yami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廚房有? 台南市北區北安路１段１６１號

COCO都可基隆成功 台北市內湖區紫星里成功路4段59之1號

茶湯會鳳山青年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67號1樓 "

50嵐-大里成功店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路二路36號

摩斯漢堡-光復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吉安中正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一段104號

福斯咖啡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396號

本心咖啡

拉亞漢堡竹南仁愛店

糖園複合式餐飲 台中市北區天津路二段155號

八方雲集樹林俊英店23 新北市樹林區俊英街139號1F

大苑子－楠梓站前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１７３號

歇腳亭-大里中興店

喜樂日式料理館

四海遊龍-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62號

鬍鬚張淡水新市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博仁堂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300巷27號1樓

八方雲集台中大坑店 台中市北屯區?子路183號

COCO都可-尊賢 臺北市北投區立賢里尊賢街253號1樓

草尼馬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１０８號１樓                                                                                          "

路易莎咖啡-青埔明日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一段73號1樓

鮮茶道-嘉義和美中山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9鄰中山路五段526號

一個TEA&TOPOKKI

合興糕糰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201號

茶湯會南投彰南店 南投縣南投市南投里彰南路二段2號

精誠牛肉麵館 台中市西屯區何南里精誠路34號一樓

Leisure理享餐廳 台中市北區尚德街159號

馬克老爹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06之2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東 新竹市東門街82號

CoCo都可-台北自強店 台北市北投區自強街101號

台灣博士鴨食品股份有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14號

鮮茶道-台中廣福店 台中市西屯區廣福路351號

御私藏-大同店 台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437號

一芳水果茶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二五八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自立商店 台中市西區忠明里中美街426號1樓

Kitchen 2 GO 雲端廚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29號1樓

拉亞漢堡－后里大圳店 台中市后里區大圳路４２７號

迷客夏-大有店 桃園市桃園區會稽里大有路608號1樓

水雲堂東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7巷1號

摩斯漢堡-台南西門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義題義大利麵 花蓮縣花蓮市國華里博愛街276號1樓

屏食餐飲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美食展-正一排骨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30號

ＣＯＣＯ都可－龍華 桃園市龜山區龍華里萬壽路一段323號1樓

CoCo都可-景文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95號

八方餐飲林森北店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71號

SUBWAY 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302.306號

麥仕佳專業烘焙(麥斯 彰化縣彰化市福山里彰南路1段450號

八方雲集-中和民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8號

cocokara湯咖哩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２段61號

早食間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29號1樓

馬可先生太平店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里宜昌路５４８號

奉茶小岸冷飲店 宜蘭縣羅東鎮漢民里培英路69號

八方雲集新莊中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86號(新莊高中、文化中心)

布萊恩紅茶台南飛虎店 台南市安南區大安街７６２號１樓

清木屋 嘉義縣朴子市市東路40號

鮮茶道總部 新北市土城區復興街3號

水雲堂桃園八德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367號

摩斯漢堡-羅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聯邦-全國加油站 台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140號4樓

歐軒尼克早午餐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一街111號

活力晨食館

麥味登彰化大同店 彰化縣伸港鄉大同村中興路2段臨273號

SUBWAY豐原站前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27號

碩陽康健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2號樓之6

幸福99冰品咖啡館 台中市北屯區建和路2段99號

悟饕花蓮慶豐店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3段434號1樓

水上米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821號

八方雲集新店三民店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89號 (耕莘醫院)

杏一醫療用品股份有限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台灣卜蜂_六星便當草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7號17樓

摩斯漢堡-高雄澄清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交大 新竹市大學路1001-2號國立交通大學女二舍複合式廣場A-107號

清心福全-自強三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26號

Q Burger-中和華順 新北市中和區華順街120號

悟饕台南關廟店 臺南市關廟區香洋里中山路2段10號

鳳城麵包店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1段105號1樓

新東陽桃園復興店７１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１５１號

左阜右邑新生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830號1樓

路易莎咖啡-仁愛敦化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44巷3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麻古茶坊－高雄大發店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８１３號１樓

韓豐豆腐煲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２段２６５巷１７號

八方雲集景美景文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文街123號

大苑子－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２段３１號１樓

LOUISA COFFEE -中壢 桃園市中壢區中建里延平路536號

摩斯漢堡-台中大業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桃園大竹2店 桃園市蘆竹區上竹里大竹路３９４號１樓

老窩咖啡館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三街120號

麥味登竹圍米路店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里民族路43號1樓

Q Burger-蘆洲長興II 新北市蘆洲區長興路265號1F

純蒸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39巷42號1樓

一青苑手工茶殿-國聯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46號

悟饕宜蘭南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蘇花路2段280號1樓

永樂咖啡 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８７號１樓

八方雲集淡水大忠店 新北市淡水區大忠街8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LOUISA COFFEE-竹東站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2段3號

清心福全-桃園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40號

CoCo都可-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6鄰民生路120號1樓

麥味登大里立中店 臺中市大里區新甲路58號1樓

八方雲集台南隆田店 台南市官田區中山路一段170號

你好！雞蛋糕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12號1樓

50嵐(安康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二段169號

LOUISA COFFEE -基隆 基隆市安樂區鶯安里麥金路２３１─５號

八方雲集桃園中平店 桃園縣桃園市中平路5號

早安美芝城-彰化自強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22-1號

城市漢堡-大新店

兵兵友禮百貨行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87-1號

咖啡工場 Coffeeplus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6巷8號1樓

50嵐(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13號

禮采芙 台北市萬華區莒光路２５０之１號１樓

滿燒肉丼食堂八德店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2段328號1樓

LOUISA COFFEE -台南 臺南市永康區六合里中華二路３６５號

永康-瑪莉芙咖啡坊 臺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2段15號

八方雲集泰山明志三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187號

艋舺雞排港墘店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71號1樓

LOUISA COFFEE-醫揚大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5號

梁記嘉義雞肉飯

一芳水-台南麻豆店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97號

清原芋圓-新竹關東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176-1號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6巷1弄21號

大潤發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化路59號地下1樓至3樓

CM公館2店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316巷3號1樓

穀咕咕點餐機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65巷14號1樓

蛋包亭餐館 新竹市東區建新路12號

50嵐-華山店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1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 -遠企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LOUISA COFFEE -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239號1樓

窖藏土城店

永康-珠寶盒法式食品 臺北市大安區麗水街33巷19-1號

清心福全-台南協進店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四段42號

Q Burger-內湖達人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326號

梁社漢台南國賓店701U 台南市東區東光路一段146號1樓

開齋-蒙塔印度香料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95號2樓

食至名龜早餐店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二段187號

麥味登桃市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樹里桃鶯路230-1號1樓

茶湯會新莊中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127號(1樓) "

秘食咖啡-林口文化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42之1號

圓味壽司台中學士店 40458台中市北區學士路59號

50嵐-長庚二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21號

鮮天下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187之8號

微笑先生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一路１６號１樓

清心福全-田尾中山店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二段509號

LOUISA COFFEE -榮星 臺北市中山區江寧里民權東路３段１６號１．２樓

韓鶴亭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34巷5弄15號

杏芳食品店

Q Burger-桃園縣府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86號

八方雲集蘆洲仁愛店24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01號

四海遊龍-信東店 苗栗縣頭份市文化里信東路2段212號1樓

LOUISA COFFEE-建國店 臺北市大安區龍生里瑞安街１５１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板橋中山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44號

迷客夏-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98號

收藏天地東門店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1-1號

邊田庄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37號B1

滿面香手工饅頭 新北市蘆洲區國道路2段1巷52號4樓

台灣365師

LOUISA COFFEE－土城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２段２４８號

清心福全-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23號

ROBOT-STATION 台中市西區向上北路106號

退輔會-清境農場2 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25號

迷客夏-南昌店 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50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民生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26號

八方雲集新莊捷運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47號

南海茶道－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成功二路１８號１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７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福圓號-景安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玉欣珍

捷堡國際有限公司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3段222號1樓

COCO壹番屋-高鐵左營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87號11樓

好迪商行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33巷19號

50嵐(重慶酒泉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5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新埔店305000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211號

COCO都可永和保平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21號

八方雲集八德義勇店 桃園縣八德市義勇街138巷2號(大勇國小)

黑沃咖啡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４段７９６號１樓

鼎天麵食館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號

春?日式餐飲店

四海遊龍-北大店

TEAS原味-嘉市台林店 嘉義市東區保忠二街258號

馬可木柵店 台北巿文山區恆光街21號

日月亭-學成停車場

雙興餅店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108號

拉亞漢堡－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１段３１５號

早安美芝城-台南活力 台南市中西區開山路212號

50嵐(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229號

COCO都可－台北南昌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路易莎咖啡－八德廣豐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102號1樓

八方雲集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29號(竹圍捷運站)

好麥手感烘焙坊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五街147號1樓

開喜晨食坊

滷勁食族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105號

白巷子-北斗店

雲滄小館

鬍鬚張台北永吉店 台北市永吉路533號

茶湯會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社口里中山路373號1樓

小方甜蜜屋 台北市北投區榮華三路11號1樓

法式官財板 花蓮縣吉安鄉北安街100號

50嵐-潭子勝利店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340號

Q Burger-羅東南門 宜蘭縣羅東鎮仁德里南門路112號1F

饗韓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45巷4弄21號1樓

鮮茶道-台東秀泰店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110之1號1樓

Me Time Coffee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2段220巷11號

高榮-員工餐廳POS 高雄市左營區大中一路386號

咕嚕咕嚕日式料理餐廳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16巷4號

達利早餐永貞店N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48號1樓、明禮街46號1樓

嘉呈商行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77號

麥味登河堤光興店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8巷13號

茶湯會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府前路112號1樓

弘爺漢堡東華店 花蓮縣壽豐鄉中正路141-1號

讚不絕口(向上旗艦店) 台中市南屯區向上路３段１９５號１樓

玉美人孕婦裝觀光工廠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10號5樓

萬波島嶼紅茶－板橋埔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９８之６號

50嵐-后里甲后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415號

清心福全-桃園龍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72之2號1樓

中平星諾文創咖啡 桃園市中壢區中平路17號2樓

LOUISA COFFEE -德行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林森 新竹市東區福德里林森路152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三峽光明店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19號

鮮茶道-中壢中園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53號

正好停-市民敦延站停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梁社漢龍潭北龍店325U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65號1樓

日日裝茶南西店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48號3樓

鍋中傳奇鍋貼王 高雄市左營區辛亥路184號

秉醇烘焙坊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４段324號

福利麵包-仁愛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6號1樓

小南天-水木加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158巷74號1樓

胖老爹 花蓮中正店 花蓮市中正路418號

聯新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新莊區新北大道七段120號

胖老爹桃園八德中華店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６2號

摩斯漢堡-竹北光明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竹南中華店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路105號1樓

迷客夏--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15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新屋中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346號

CoCo都可-五華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36號1樓

SUBWAY光復南店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35號

梁社漢新店安成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成街34號1樓

悟饕金山中正店 新北市金山區中正路40號

橘時咖啡信義二店 台北市信義區大道里大道路22號

季洋莊園咖啡-博愛店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一路326之1號1樓

八方雲集中和圓通店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46號(錦和高中、雙和醫院)

迷客夏-鹽行店 台南市永康區仁愛街31號

摩斯漢堡-斗六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大碗公綿綿冰彰化福興 彰化縣福興鄉青雲路137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青 桃園市大園區橫峰里青埔路2段32號1樓

羽上茶飲(北醫創始店) 臺北市信義區景新里莊敬路３０２號1樓

鮮茶道-潮州興隆店 屏東縣潮州鎮興隆路155號

Q Burger-文山萬隆 台北市文山區景福街4號1樓

麥味登台中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東榮路一段41號

SUBWAY建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建楠路89號

微光日燿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段178號5樓

中華民國農會休閒綜合 臺中市外埔區二崁路700號

八方雲集淡水沙崙二店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81巷2-1號

台東縣成功鎮農會生鮮 臺東縣成功鎮忠智里新生路53-3號

悟饕彰化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三民街90號

小杏運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5號

熊賀茶莊-國華店

LOUISA COFFEE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309之37號1樓

金鵬巾緻親子館 雲林縣虎尾鎮堀頭里９９之１號

摩斯漢堡-大立前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新店寶橋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5號1樓

麥味登新莊運動公園店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76號

Q Burger-萬華寶興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49號

CM樹林車站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北里鎮前街11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紅木屋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31號

悟饕豐原成功店 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成功路313號1樓

地下街-智焰玩具王 台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3段9號

茶湯會台南海佃店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里海佃路1段187號1樓

八方雲集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美德街34號1樓(士林捷運站口)

大苑子－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９７號１樓

LOUISA COFFEE -台中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大墩路８０６號

賴家傳家豆花 桃園市大溪區興和里34鄰中正路38號

新光三越-台北站前店

CoCo都可-竹北中正東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53號

悟饕台南學甲店 台南市學甲區成功路16號

麥味登基隆國家新城店 基隆市安樂區樂利三街21-1號1樓

梁社漢新台五店221U00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45號

漁壽司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18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老飯店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里民豐路1號

十二韻－大里大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１９５號１樓                     "

併機-大魯閣中華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逸軒咖啡(龜山興華店) 桃園市龜山區興華五街45號

清心福全-左營勝利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5號1樓

麥味登宜蘭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一段986巷41號

TEA’S原味板橋貴興店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8號

梁社漢中山龍江店104U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30號1樓

洄瀾印象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1路57號

來品喀平價厚切牛排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復興北路６巷６５號１樓

LOUISA COFFEE -天祥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里天祥一路１４６號１樓

小叮噹科學股份有限公 新竹縣新豐鄉松柏村６鄰康和路１９９號

阿宗麵線 台北市萬華區峨嵋街8-1號1樓

城市漢堡-台北徐州店

甲一飯包桃園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２段１５３號１樓

麥味登南投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祖師街1之1號

景茶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240巷2弄25號(1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縣民雄鄉中山路３、４號

清心福全-竹北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255號

晴光-火鍋世家 德惠店 臺北市中山區德惠街22號1F

中壢馬祖新村-觀音草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190之11號

一芳水果茶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商華街61號

田媽媽鮮豐食堂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國中路７號

八方雲集樹林學成店23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509號

東海萊姆園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3號1樓之27

茶聚－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３５０號１樓

初韻台北南西店 103022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9號

世運食品-博愛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01.103號1樓

四海遊龍-西大店 新竹市東區新興里西大路137號一樓

珍煮丹－總公司管理代 台北市士林區大南路３６１號５樓

清心福全-烏日溪南店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630號

路易莎咖啡-八德台安 臺北市松山區中正里八德路２段４２９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玉津咖啡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6號(1樓)

悟饕宜蘭南山店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路7段147號

嘉登科技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何厝里四川路129號

八方雲集龜山山鶯店33 桃園市龜山區山鶯路35號

八方雲集三重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13之1號(三和國中)

珍煮丹－高雄左營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７１０號

森林小徑餐飲-大墩- 40758台中市西屯區大容西街53號

好吃羊肉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號1樓

四海遊龍-益民店 臺中市大里區長榮里大里路３８之１１號

LOUISA COFFEE-信義新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１段１３０號１樓

Q Burger-台中精誠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97號

西門-收藏天地 台北市萬華區峨眉街5號1樓

HALOA POKE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25號

Q Burger-萬華雙園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街15號

悟饕新店民族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28號(1樓)

悟饕高雄湖內店 高雄市湖內區東方路50-7號

路易莎咖啡－朝富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286號1樓

拉亞漢堡八德豐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豐德一路１０號１樓

斯朵利咖啡-鳳山

緯大雞排信義店

紅橘子-土城福仁店 新北市土城區福仁街53號

CoCo都可-楊梅梅獅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里梅獅路二段182號1樓

路易莎-永和得和 新北市永和區民族里得和路１６０號

麥味登淡水水源店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一段78號2樓

小木屋鬆餅-三峽文化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34號

粥公濟 台中市沙鹿區鹿寮里錦華街79巷18號1樓

春陽茶事-台北北醫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0巷7號1樓

迷客夏-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之5號

春芳號-台中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南路159號

大苑子－新化店 台南市新化區中正路３４０號

林媽媽東山鴨頭小吃店

麥味登永和仁愛公園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320號

阿杜婚宴會館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538之1號

UNO-舞弄咖啡館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93號

50嵐(汐止大同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22號

八方雲集中壢龍昌店32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296號

AL REVES顛倒餐廳 臺北市萬華區新起里昆明街１３１號

COCO都可台中后里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301號1樓

八方雲集元智大學店 桃園縣中壢市遠東路135號(新宿舍餐廳2樓)

大苑子－基隆義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２７號

瓊林咖啡館 花蓮市中央路三段70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新興門市 台南市南區新興路466號

烏弄－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６３號

馬可彰化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73.75號

RAMBLE CAFE 台北市信義區松勤街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丫寶檸檬 新北市泰山區仁愛路100巷38號11樓

日漫咖啡 大里永隆店 台中市大里區永隆路455號

老賴茶棧-台北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07號

大苑子－台中公益店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１１８號１樓

50嵐(捷運善導寺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1號

新光三越-嘉義停車場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726號地下1樓至地下4樓、1樓至12樓

歐客佬大坑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１段４９９、５０１號

香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 "

COCO都可成泰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２段184號

八方雲集平鎮和平店 桃園縣平鎮市和平路199號

ＯＮＡ　ＭＡＭＡ　汐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２７３號

ＦＬＡＳＨ　ＣＯＦＦ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206號18樓

佳豐餐飲服務(桃捷2)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28巷8號

四海遊龍-新竹交大店 新竹市北區延平北路1段317巷3弄81號

A-bao德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德美路580號

鬍鬚張永和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08之1號

50嵐-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二段243號

台灣第一味潭子頭張店 台中市潭子區頭張路一段149號

Q Burger-內湖金龍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74號

摩斯漢堡-安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深坑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里埔新街92號1樓

路易莎咖啡－桃園大湳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20巷54號1樓

鮮茶道-民雄東榮店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東榮路29號1樓

米里 臺南市南區文南路322號

清原芋圓-新店光明店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210號

蛋寶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三段105號

八方雲集竹北中正東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57號

良師塾人文食飲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29之2號3樓

A-bao House文明店 台中市后里區文明路67號

茶湯會豐原三民店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三民路181號 "

大潤發平鎮店 桃園市平鎮區南勢里南東路57號1、3樓

雙珠鮮奶飲品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2段24號1樓

綠飄香自然茶飲台南市 台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２段７９號

大苑子－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１５７號１樓

50嵐-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新政里光復路173號

LOUISA COFFEE -台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新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302號

CoCo都可-食品店 新竹市食品路198號

原味廚房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1巷2號

南北第七家木瓜牛奶

丹堤咖啡國賓店 臺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7號8樓之1

開齋-莎堤亞印度料理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95號2樓

麥味登三民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0號

茶湯會台北延三店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3段59號1樓

my Beta 杯塔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47巷1弄2號 "

摩斯漢堡-泰山全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業者名稱 地址
50嵐-新竹林森店 新竹市東區南市里林森路140號1樓

Q Burger-台中忠明N

ＣＯＣＯ都可－南崁中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里中山路１１７號

CoCo都可-新莊中和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78號

清心福全-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39號

六街生活文具房 台中市北屯區安順東六街39號

SUBWAY高雄明誠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72號1樓

八方雲集-中和大勇店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32號1樓

U Burger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186號

馬可先生鳳山店 (830)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61號1樓

迷客夏-玉山店 嘉義市西區金山路101號

大苑子－西屯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１６９之４號

迷客夏-潭子店0889 台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283號

北茶屋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412號1樓

摩斯漢堡-南投草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鮮茶道-桃園廈門店 桃園市桃園區廈門街130號1樓

麥味登淡水新春店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97號

鮮自然-歸仁中山門市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一段466號

SUBWAY南勢角捷運站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1段21號

必勝客運動彩券行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43巷18-2號

Piepai cafe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120巷21號1樓

八方雲集瑞芳中正店 新北市瑞芳區中正路87號(瑞芳消防局)

見麵公寓

胖老爹美式炸雞桃園新 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２１０號

Mr.WISH 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里中正路640號1樓

摩斯漢堡-高鐵桃園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原芋圓-中興店 嘉義市中興路218號1樓

鮮茶道-高雄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3-3號

Q Burger-西屯重慶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339號

麥味登梅川店 "臺中市北屯區平和里瀋陽路二段7號1樓 "

八方雲集五股成泰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219號

悟饕左營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榮成3街57號1樓

武林茶-東區地下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90巷10號

茶湯會高雄明倫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倫路135號１樓 "

周氏蝦捲有限公司 台南市安平區平安里安平路408號

八方雲集內湖金龍店 台北市內湖區金龍路232號(碧湖國小)

LOUISA COFFEE -南崁 桃園市龜山區南美里南祥路81之1號

小喵咪早餐店

50嵐-國美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62-1號

摩斯漢堡-中北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汐止明峰店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80號

八方雲集-濱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9號

美利河永和福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90號

常常手作坊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336號

八方雲集板橋文化店22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38號

悟饕宜蘭宜蘭店 宜蘭縣宜蘭市民族里民權路二段3號一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拉亞漢堡－沙鹿四平店 台中市沙鹿區四平街１０４號

樂tea

善水堂

LOUISA COFFEE -新板 新北市板橋區新民街43號1樓

啜茗時

麥味登鼓山裕誠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669號

紅橘子光復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13巷29號1樓

梁社漢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69之6號1樓

早安美芝城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２段234號

南昌鈕線行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67巷3之4號1樓

COCO都可-基隆海豐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06號1樓

愛焙克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八街２６號１樓

三采田美味廚坊 嘉義市東區台斗街217號1F

森料理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336巷86號

南海茶道－天后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３５７號１樓

SDOREE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89號1樓

麥味登中壢長沙店 桃園市中壢區明德里長沙路23之2號1樓

春山茶水0827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323號

樸樂食光－新北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員林街６１巷２弄１８號１樓

冰芝林冰店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59號

沛洛瑟珈琲店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75巷40號

必可蜜南港店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3段28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牛 新竹市牛埔路466號

黑沃咖啡_ 桃園市蘆竹區中正路91號1樓

布萊恩紅茶 勤美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45號

露烤

丹馬克咖啡有限公司

尼斯灣海洋景觀餐廳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67號

桃花源茶饌 花蓮市中山路549之1號

小黑小白寵物餐廳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之50

名家港式快餐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淳輝休閒娛樂有限公司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105號1至2樓

CoCo都可-桃園莊敬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里莊敬路１段３１５號1樓

路易莎-台南崇善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172號1樓

Teas原味-善化中正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400號1樓

一芳水果茶台北北醫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0號1樓

八方雲集楊梅青山店32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一街41號

沐卡 宜蘭縣羅東鎮東安里陽明路88號1樓

柏悅8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聖祖貢糖店金城分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88號

微風三總商店街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３９號

四海遊龍-福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一街237號

路易莎-高雄文化店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1號

雞渴日作食飲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97號1樓

清心福全-新竹牛埔東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東路292號

台灣第一味-員林中正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87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豆字號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20-1號

八方雲集萬華漢口店10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6號

Chatime日出茶太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

弘爺漢堡-巧日晨食店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273號1樓

包你個頭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32號店鋪)

LOUISA COFFEE -三民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163之13號

Q Burger-信義永吉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120巷1號1樓

CoCo都可-台中逢甲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一

清心福全-大溪埔頂店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二段112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民權店 台中市北區民權路347號

大魯閣草衙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慶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8號

悟饕屏東千禧店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廣東路250號1樓

職人良飲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714號

微停宿旅 花蓮市中正路489號

八方雲集基隆長庚店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街2巷6號(安樂社區)

大苑子－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１００號１樓

台茶1號文山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45號1F

LOUISA COFFEE -台中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50嵐-大里益民店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57號

I want it cafe 王的

CoCo都可-基隆海豐店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06號1樓

老窩咖啡館忠三店 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49-1號1樓

麥味登新莊歐洲村店 新北市新莊區立信三街7巷1號

蜂屋複合式餐飲 台中市南區南門路59巷67號

杜芳子古味茶鋪-彰化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30號

兩喜號-總店 台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5號1樓

悟饕大雅雅潭店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3段1040號一樓

slow life 原鄉廚房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村民族街２７巷１１號

COCO都可基隆復興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156號1樓

八方雲集桃園大業店 桃園縣桃園市大業路一段59號(大業國小)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１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光復二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404號(靠仁愛路)

大苑子－永康永明店 台南市永康區永明街６７之１號１樓

老窩咖啡館新海店 新北市板橋區裕民街151號

紅橘子_三重龍門店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77號

馬可天祥店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208-2號

CoCo都可-竹東東峰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峰路6號

麥味登宜蘭中山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二段26號

50嵐(瑞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4號

八方雲集桃園莊一店 桃園縣桃園市莊一街88號(莊敬國小)

大苑子－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中正路３２號１樓

RT Baker House公園門 新竹市東區公園里公園路251號1樓

四海遊龍-內科店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7號洲子美食廣場(01015號)

越味食堂 台中市西屯區福康路30號

鬍鬚張內湖湖光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麥味登宜蘭弘力店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一段339號

老窩咖啡烘焙館-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東門里中山東路32之13號

豬腳榮冬瓜爌肉飯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68號

50嵐(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11號1樓

永康-一品山西刀削麵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0之6號1樓

多桑食物所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３１３之１號

路易莎咖啡-台南崇善 台南市東區崇善路172號1樓

鮮茶道-鹽行中正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49號1樓

八方雲集蘆洲信義店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321號

A-bao

迷客夏-佳里店0889 台南市佳里區公園路285號1樓

山焙內湖科技店 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67號1樓

大洪食堂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茶湯會后里三豐店 臺中市后里區后里里三豐路291號1樓

大買家量販店-國光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710號

沂合鑫有限公司 苗栗縣苗栗市民族路172號1f

50嵐-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549號

LOUISA COFFEE -美村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霧峰樹仁店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56號

弘爺漢堡－龍祥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祥街４３號

清原芋圓-虎尾店

鮮茶道-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98號

Q Burger-潭子圓通N 台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192號1樓

初米好食 臺北市中正區三元街209號

沐慕茶飲永貞門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123號

麥味登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信里中山路二段353號

茶湯會新莊中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04號(1樓)

迷客夏-台北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13號

思茶新竹寶山店 30095新竹市東區寶山路428號

摩斯漢堡-市府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78號

LOUISA COFFEE -民權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32號1樓

COCO都可－三峽北大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43號

清心福全-中壢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84號

欣洋食品行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2段214號

SUBWAY中清天津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595號

八方雲集-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08巷18號

發記麻辣火鍋三民店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246號

馬可先生勝利店 (701)台南市東區勝利路175號1樓

小約翰烘焙 臺南市東區東和路138號

禮采芙－永安市場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４６９號１樓

吳寶春麵包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9號

迷客夏-崑山店 台南市永康區永華路73號

Q Burger-內湖麗山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629巷41號1樓

開小伙 台北市大同區天水路2-4號

摩斯漢堡-慶城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桃園龜 桃園市龜山區龜山里中興路一段３７號

二口旅茶-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162號

麥味登豐原博愛店 臺中市豐原區東勢里博愛街228號1樓

SUBWAY台南聯電店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36號6樓之13 "

古坑綠隧驛站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5號

八方雲集台中新高工店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365號

MR.WISH 台北市府店 台北市信義區興雅里忠孝東路5段175號1樓

迷客夏-景新店N

八方雲集汐止新台五店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130號

正好停-艋舺公園站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公館-泰街頭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74巷6號1樓

春雨制茶-三重店 新北縣三重區自強路一段153號

摩斯漢堡-台中公益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路易莎-微風直營v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南路一段42號

御可香-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199號

鮮茶道-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70號

Q Burger-平鎮南豐 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128號

麥味登中壢陽光店 桃園市中壢區榮安十三街283號1F

八方雲集台中向上店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394號1樓

邦查烘焙坊 臺東縣臺東市文化里新生路105號二號倉庫

Fiery Coffee 台北市北投區中正街69號1樓

中華點心葡吉手工製作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26巷16號1樓

斑馬線義式工坊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7巷5號1樓

福圓號-文德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圓石禪飲-小港金府店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77號

摩斯漢堡-頂溪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師園鹽酥雞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32號

Q Burger-北投實踐 臺北市北投區實踐街61號

嵐筑園 屏東縣高樹鄉新豐村沿山公路１段91號

麥味登北市忠孝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光里忠孝東路五段524巷6號

萬波島嶼紅茶－屏東潮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８６號

八方雲集平鎮文化店32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295號1樓

JAGUAR手搖飲料店 花蓮縣花蓮市主學里中正路３３０號

海大山多利美食館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地下街-夢幻學園 臺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市民大道1段100號地下街輕食區7號

LOUISA COFFEE -苗栗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里民族路７０之１號

明治唯心-手作碳烤吐

水波亭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臺灣大道3段301號右側（惠國段９４地號)

一七五同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897號

好食集 南投縣南投市東閔路1000號

早安美芝城-信義概念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25巷52號1樓

COCO都可-水碓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56之4號

蕃茄村青海店 台中市西屯區上石里青海路258號1樓

金佳餐坊 基隆市信義區義四路17號1F

十二韻－豐原三民店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１００號１樓

Madam Ruby 門市部 嘉義市遠東街50號1F



業者名稱 地址
飲NOMOU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25巷2號

Q Burger-士林德行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109號1F

查理國王 桃園市中壢區三和三街38號

COCO都可－板橋重慶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79號

台北生活祭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24號

一芳-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02之3號

咖竅永春旗艦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12-7號1樓

清一色牛肉麵大墩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126號

巷光咖啡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街22號1樓

麥味登北市神通店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69之1號1樓

大苑子－台中第二市場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１段３６２號１樓

珍煮丹－桃園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２１５號

美食展-鄧師傅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2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湳 新竹市湳雅街188-2號

艾媽咪屋食品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2段75號

清心福全-大同寧夏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25號

女力蔬果飲料店

合時小吃店 台北市大安區臨江街63號

艾凡里咖啡店 台中市龍井區藝術街33號

拉亞漢堡-桃園漢中店 桃園市桃園區漢中路１０２號１樓

大苑子－靜宜店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５５２號

055 Langouste 龍哥斯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三段458號

迷客夏-高雄大發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85號

大苑子－南港中坡店 台北市南港區中坡南路５之１號

八方餐飲三重忠孝店 新北市三重區六福里忠孝路３段２號１、２樓

雄爺食堂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320號(2樓)

四海遊龍-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明志路３段８８號１樓

迷客夏-台中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24號

ＣＯＣＯ都可－平鎮金 桃園市平鎮區北貴里金陵路３段６６─５號

CoCo都可-蘆洲民族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89號

悟饕新莊化成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基里化成路780號1樓

Cupgaza Cafe 台中市北區博館一街13號

自在軒－仁和店 台南市東區仁和路５５號１樓

大苑子－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３７８號

LOUISA COFFEE -亞大 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福新路222號地下1層

迷客夏-彰化站前店088 彰化縣彰化市光復路115號

中正湖畔咖啡館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珍環饌－錦州旗艦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３１３號１樓

鮮天下-麥金店 基隆市安樂區三民里麥金路433之8號1樓

鮮茶道-恆春省北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235-1號

Q Burger-竹北台元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611號

珈啡院 台中市西區存中街165號

麥味登八德仁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福興里仁德一路18號

悟饕台南健康店 臺南市安平區國平里健康三街232號1樓

拉亞漢堡北市農安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78巷18弄30號1樓

士林夜市-食來運轉 台北市士林區小東街31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FukuRo 咖啡屋 花蓮市南京街288號

饗厚牛排-桃園龜山店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151號

八方雲集板橋光武店 新北市板橋區光武街34號(江翠國中)

大苑子－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里三民東街２４２號１樓

光景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30巷18弄11號1樓

四季好素蔬食自助餐館

CoCo都可-興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1段99號1樓

誠食素食-忠孝本店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216巷27弄6號

麥味登東勢新盛店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街155號1樓

鮮茶道-楠梓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17號

Q Burger-文山木新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229號1樓

譚家麵疙瘩館(繼光店) 台中市中區繼光里繼光街144號1樓

春陽茶事虎尾林森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17號

悟饕鹿港中正店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中正路317號1樓

POKE & POT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3段164號1樓

八方雲集樹林山佳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三段62號

蒸蒸日上 花蓮縣花蓮市民德里中美路20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延平北店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128號(社子市場、永豐銀行)

小巷裡的拾壹號 台南市中西區衛民街１４３巷１１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303號1至2樓

桐庵一O七

踢館新鮮量販店

巧藝麵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670號

CoCo都可-草漯店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里大觀路２段７２號１樓

鄰家甜點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麥味登新店光華店 新北市新店區光華街10號

曬太陽文化創研社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96巷15號

50嵐(亞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41號

空海拉麵 台中市西屯區大隆路140號

COCO都可永康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杏一－台大兒醫商場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94號

鮮自然-裕信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太好呷滷肉飯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里９鄰東泰街５５０號

Q Burger-林口國小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56之1號1樓

麥味登竹北十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路308號

李圓圓-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57號

咖竅－楠梓左岸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惠路１５１巷５７號１樓

50嵐(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50號(1樓)

晴光商圈尚志餐廳 桃園市大溪區和平路24號

LOUISA COFFEE -昆陽 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１４０巷３號

路易莎咖啡－桃園大業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1段138號

鮮茶道-新營三民店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06之1號

八方雲集三芝店 新北市三芝區育英街2號(三芝國中)

LOUISA COFFEE-台南東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4號

和茶寮商號 臺南市東區東門路2段158巷6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鬍鬚張台北南門店 台北市延平南路161號

茶湯會台南民族店 臺南市中西區三民里民族路2段205號1樓

萬波島嶼紅茶－平鎮環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６４號１樓                                                                                            "

麥味登竹北正毅店 新竹縣竹北市東平里隘口六街43號1樓

50嵐-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69號

金酒職福會 金城門市 金門縣金寧鄉桃園路一號

清心福全-潭子光陽店 台中市潭子區福潭路488號1F

LOUISA COFFEE -行動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37號一樓

鮮茶道-斗六雲科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60號

清原芋圓-太保店

八方雲集內湖一店1140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73號1樓

盛和號敦化遠企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73號1樓

茶湯會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市信義里中正路43號1樓 "

Cafe sara 台中市西區民生路179號

初韻台北永吉店 110064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95號

50嵐-北平店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168號

三顧茅廬－台北永康店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６巷８之１號１樓

饞鬥鍋物 桃園市蘆竹區奉化路２１４、２１６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桃園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土城員福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66號1F

LOUISA COFFEE -新豐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55號

漢晶企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五街68號

Mus Mus 沐泀奶昔餐廳 台中市豐原區中正路227號

八方雲集文昌店11100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號19樓之8

八方雲集觀音信義店32 桃園市觀音區信義路87號

紙教堂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巷52-12號

南強加油站-燦輝聯盟 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南路760號

太卡啡高雄小港 81254高雄市小港區康莊路67號

摩斯漢堡-士林芝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八方雲集蘆竹六福店 桃園市蘆竹區六福路126號1樓

南極食品咖博館聚落營 臺北市中正區龍光里重慶南路３段２－１號

Q Burger-新莊輔大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93號

八方雲集中壢健行店32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路209號

元金小六鍋貼二 台中市西屯區何源里華美西街二段235號1樓

茶湯會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195號

茉荳獨享鍋 高雄市三民區博愛1路10號

迷客夏-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二段185號

摩斯漢堡-政大指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魚漿遇見肉 台南市南區夏林路143號

Teas原味-水上中興店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中興路382號

SUBWAY松江南京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51號1樓

八方雲集中和新生二店 新北市中和區新生街52號

茶工業-楊梅大成店

迷客夏-台東中華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１段512號

拉亞漢堡－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８７號

世紀蛋糕－愛一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一路２８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熊賀茶莊-友愛店

林口長庚-悅勝自助餐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摩斯漢堡-高雄中正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鄞家小館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巷15-1號

火城麵店 臺南市南區同安里灣裡路404號1樓

貝里兒?子坊

麥味登大肚育英店 臺中市大肚區育英路1號1樓

八方雲集蘆洲中興店24 新北市蘆洲區中興街38號

囍氣C7西門町旗艦店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55號1樓

COCO都可板橋漢東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03號

Basement

春芳號-頭份后庄店

派慕甜點工作室 臺南市東區成大里育樂街117巷2之1號1樓

GO GO GEESAA 台北市內湖區行忠路60號4樓

歐特儀-加值

梁社漢三民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10號1樓

拉亞漢堡北市成都店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９０號

9803 Cafe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榮光街22號

COCO都可社子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６段91號

伯朗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中壢馬祖新村台北站前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8號

上宇林-台南海安店

鴻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 新北市中和區建八路16號7樓之2

八方雲集-林口長庚店 桃園縣龜山區復興北路7號

大苑子－楠梓德賢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２６４號

台灣第一味霧峰樹仁店 台中市霧峰區樹仁路74號

早安美芝城-活力大德 台中市北區大德街83號

立興號茶坊 高雄市新興區球庭路75號一樓

COCO都可－關渡 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301號1樓

曾記麻糬中山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42號1樓

鮮茶道-嘉基保建店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建街92號1樓

南仁湖－小墾丁 ８０２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０６號２１樓之２

一芳水果茶廟東店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向陽路376巷16號1樓

偈亭泡菜鍋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93-2號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高雄市旗山區得勝巷2-1號

超品起司烘焙工坊__

?泉商店 新北市平溪區菁桐街165號

王老吉滷味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里中山路三段一九九號一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美工路６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交 新竹市大學路1001-2號國立交通大學女二舍複合式廣場A-107號

CoCo都可-頭份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57號

杏一台大兒醫商場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94號

晴光-香港仔茶水鋪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巷8-1號

台客堡-軟科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0號

玉麒麟臭臭鍋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82巷20號

龜記南西店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8巷6之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工學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61號

摩斯漢堡-高雄美術東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宏記鮮滷味 花蓮縣花蓮市主工里民國路79號

孫理蓮紀念營地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４９巷６-１號１樓

四海遊龍-十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勝利二路57號1F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新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里新明路17號

麥仕佳專業烘焙(中正) 彰化市西興里中正路二段342.344號

一藍茶坊新月店 宜蘭縣員山鄉七賢村石頭厝路1之1號一樓

悟饕台北瑞芳店 新北市瑞芳區民族街26號

海手棠小吃部 宜蘭縣宜蘭市凱旋里環市東路一段161號1樓

鴻道吉祥木耳露專賣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二段183-1號

自在軒－崇學店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１２２號１樓

米石里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西路85號

迷客夏-東豐店 台南市北區東豐路355號

烏弄－武廟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二路２７號

迷客夏-伸港店0889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328號

摩斯漢堡-台中軍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清水中山店 臺中市清水區北寧里中山路４３９號１樓

溫度小館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1巷3弄16號

鮮茶道-左營重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87號1樓

麥味登大竹幸福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福路157號

租界茶飲炸物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263號

八方雲集新店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2巷19號(大坪林捷運站)

阿道蚵仔煎 彰化縣鹿港鎮玉順里14鄰中山路436號

胖老爹-中壢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２段１０號

迷客夏-昆陽店0889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18號1樓

CoCo都可-桃園大湳 桃園市八德區大昌里介壽路二段356號1樓

麥味登淡水北新店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53號1樓

鮮茶道-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93號1F

Q Burger-三重重陽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43巷31號

小木屋鬆餅-南苗店 苗栗市光復路21號

麥味登龍津店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一段193號

春陽茶事-三民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72號 "

悟饕屏東內埔店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南寧路63號一樓

翰林茶棧-高鐵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豐興餅舖中華店 花蓮市中華路296之2號

路易莎咖啡-蘆洲集賢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46號

八方雲集南港昆陽店 台北市南港區昆陽街97號(昆陽站、南港高中)

LOUISA COFFEE -象山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95號1樓

天下佈武

MR.WISH-台北市府店 台北市信義區興雅里忠孝東路5段175號1樓

CoCo都可-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民生路27巷5號

麥味登台南微笑店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111號

壹咖啡_二二八公園

李日勝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03號

好食基美式炸雞 台中市南屯區春社里永春南路56巷27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一青苑手工茶殿 "花蓮縣花蓮市主商里中華路55號1樓 "

悟饕宜蘭旗艦店 宜蘭縣羅東鎮賢文里純精路二段270號一樓

天母-味覺本家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北路2之1號1樓

八方雲集大同圓山店 台北市大同區酒泉街37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６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中華二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305號

八方雲集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42號

德多屋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225號

馬可崇學店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259-8號

麥味登西螺中正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正路169之2號1樓

東華湖畔咖啡廳

杏屋 台中市大甲區鎮瀾街95號

梁社漢桃園縣府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88號1樓

50嵐(四川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202號

老劉古早味商行 台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64巷5號

LOUISA COFFEE -南京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206號1樓

公館-順園小館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3段281號1樓

八方雲集楊梅武營店 桃園縣楊梅市武營街6號(市立圖書館)

大苑子－裕誠河堤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２３７號１樓

金順發蛋糕喜餅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8號1樓

今友緣餐廳 連江縣東引鄉樂華村95號

四海遊龍-中埔店 嘉義市東區安寮里吳鳳南路451號1樓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新竹市東區武功里13鄰建中路55號

旅人咖啡館-楊梅店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號

鬍鬚張汐止新台五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141號

拉亞漢堡中和多倫多店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７１號

茂川肉鬆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02號

麥味登板橋大崙店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331巷89號

基隆廟口-神樂岡旭川 基隆市仁愛區玉田里仁二路２１１號２樓

50嵐-沙鹿中山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187號

小章魚義麵屋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124號1樓

50嵐(新生店)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52之3號

木盆輕食館-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228號1樓

LOUISA COFFEE -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寶業里澄清路５１９號１、２樓及地下室

佳期大飯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路21號

舞茶八里飲料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472號

蜀久香麻辣養生鍋 嘉義市西區遠東街35號1F

迷客夏-勤美店0889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31號

梁社漢萬華西園店108U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二段216-1號

逸境咖啡(宜蘭認同卡 宜蘭縣宜蘭市七張路１１７號

茶湯會台中工學店 臺中市南區南和里工學路26號一樓

GATE傑特曼紳士茶 臺中市北區錦新街30-2號

大潤發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段468號地上1、2樓、地下1樓

A-bao台中北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158號

50嵐-清水中山店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92號

LOUISA COFFEE -大稻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仁雄二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197號

日飲茶町

鮮茶道-五結利成店 宜蘭縣五結鄉利成路1段1號

八方雲集太平長億店41 台中市太平區長億六街53之5號1樓

神仙草

咖啡俠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120號1樓

麥味登平鎮山頂店 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36號(1樓)

茶湯會南港展覽館店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1段134號1樓

新商販賣部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84巷1弄7號7樓

柏悅13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識好茶公園店 70453台南市北區公園路776號

紅高粱餅店 金門縣烈嶼鄉青歧80-3號

50嵐-龜山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93號

Burger Su美式蔬食漢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2段36之1號1樓

歐禮亞咖啡坊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三段52號3樓

清心福全-蘆竹中山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85之1號

SUBWAY景美捷運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中街1號1樓

清心福全-清水中華店 台中市清水區中華路470號

梁社漢排骨飯林口長庚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56號

Q Burger-汐止福德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里福德二路140號

瘋８１輕食廚房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８１號１樓

Q Burger-鶯歌南雅 新北市鶯歌區南雅路447號

老賴茶棧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15號

清心福全-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32號

清心福全-桃園寶慶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108號

芋心圓 台中市南區南和里工學路18號

SUBWAY永和永安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413號

梁社漢台南安平店708U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三街227號1樓

大魯閣湳雅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台北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25號

泰山汕頭火鍋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365號、367號

貢茶－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５５５之１號１樓

小人國 桃園縣龍潭鄉高原村高原路891號

華江高中熱食部

摩斯漢堡-東海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御可香-友愛店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292-8號

古意奶茶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1段404號1樓

八方雲集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60號1樓

迷客夏-新北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18號1樓

茶湯會屏東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613之３號一樓

八方雲集中山永盛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0巷3號

澎坊菊島新天地 澎湖縣馬公市光華里172號

Cafe.Banana芭娜娜咖

老窩咖啡館中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宏昌六街256號

摩斯漢堡-康寧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馬可垂楊店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801號之1(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板橋僑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24巷1弄1號

藍豆咖啡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205號

八方雲集楊梅新農店32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608號1F

阿特思咖啡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92號

COCO都可泰山明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302號

茶聚－三峽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１０７號１樓

初韻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72號

極品美味屋

城市漢堡-小港山明店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411號

四海遊龍-台大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21號

鬍鬚張台中朝富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黑金通 花蓮市莊敬路303號1樓

台灣第一味永靖瑚璉店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瑚璉路369號

早安美芝城-三民市中 高雄市三民區市中一路344號

辛發亭本舖 台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137號

迦萊早午餐 花蓮縣花蓮市主勤里博愛街１８５號１樓

福灣莊園巧克力 屏東縣東港鎮大鵬路100號

鮮茶道-佳里新生店 台南市佳里區新生路282之1號1F

景文高中美食街_味安

茶湯會台中美村店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美村路一段638號１樓 "

矢羽珈琲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349號5樓之4

金典綠園道商場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

50嵐-社口店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606號

Q Burger-新莊中港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419號

COCO都可苗栗至公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至公路140號

simtree咖啡 五福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73號

鮮茶道-二林斗苑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5段149號

新北投車站展覽 台北市北投區七星街1號

綠光咖哩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9號

黛黛茶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東里仁美路234號1樓

瑪莎拉手工餅舖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田心里育英路24巷4號4樓

迷客夏-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714號1樓

拉亞漢堡－高雄興中店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一路２０９號１樓

滇饌異域雲南餐館 桃園市中壢區龍平里龍德路27號

摩斯漢堡-天母東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億鄉西點麵包 桃園市中壢區吉長二街10巷1號

ＣＯＣＯ都可－林口長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58號1樓

CoCo都可-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142號

鮮茶道-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240號

八方雲集台中精科店 臺中市南屯區保安十街152號1樓

冠鴻羊雞城商行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9-3號

The One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２段489號2F

老窩咖啡館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里中央東路23號1樓

自在軒－東平店 台南市東區東平路２４３號１樓

麥吉 machi machi 西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62-2號

摩斯漢堡-桃園復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四海遊龍-平鎮南勢店 桃園市平鎮區南京路130號

ＣＯＣＯ都可－三峽和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40號

CoCo都可-板橋合宜店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81號1樓

麥味登亞洲大學店 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500號B1

悟饕台東關山店 臺東縣關山鎮里?里和平路2-3號1樓

艾美森林艾麗絲的家 彰化縣員林市雙平路１１５號

大苑子－台南開元店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３５５之１號１樓

阿美麻糬 花蓮市德安二街135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瑞慶里莊敬路二段47號1樓

迷客夏-麻豆店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70號

迷客夏-高雄七賢店088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19號1樓

摩斯漢堡-南勢角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基隆武崙 "基隆市安樂區新崙里基金一路135巷21弄1號底一層之6 "

鮮茶道-小港平治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92號

Q Burger-萬華青年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40號1樓

麥味登台中旱溪店 台中市東區旱溪街233號1樓

SUBWAY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46號1樓

小果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3段1號1樓

悟饕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82-2號

太魯閣山月村飯店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富世231之1號

八方雲集七堵明德店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123號(七堵國小)

地六攤小吃 花蓮市博愛街202號

ＲＥＶＩＶＲＥ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１３２０號

圓石禪飲-板橋四川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367號

摩斯漢堡-台中學士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永和仁愛店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01號1樓

麥味登台中工業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2號1樓

Q Burger-泰山全興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105號

麥味登台中興大店 台中市南區積善里國光路250號

蒔初甜點_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六街69號1、2樓

悟饕和美中正店 彰化縣和美鎮中正路145號

五餅二魚 花蓮縣壽豐鄉魚池45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烏弄－屏東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４４７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20巷54號1樓

皇家傳承牛肉麵

清心福全-大同民權西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04號1樓

創樂子生活學苑 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光昌路247號1樓

CoCo都可-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中央路227號1F

水龍吟茶坊 830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95號1樓

CM北市西門桂林店 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1號

八方雲集台中大智店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410號

50嵐(實踐店)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51號

香都烘焙青雲店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232號1F

熊與喵咖啡廳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２段２０號２樓   "

十二韻－屏東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５１０號       "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林口長庚店 桃園縣龜山鄉復興北路7號(長庚醫院)

郭江油飯 臺東縣臺東市民族里博愛路414號一樓

頂香蘭雞肉飯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71號

木吉良食鍋物 嘉義市西區國華里文化路169號1樓

米之香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776號13F

麥味登彰化秀傳二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一段362號1樓

舒油頭-台中大智店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35號

渼橘客新(桃城市集) 嘉義市義教街927號1F

單人房－高雄林森館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267號地下樓

布萊恩紅茶台南新市店 台南市新市區銘傳街８５號１樓

50嵐(福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39號

LOUISA COFFEE -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26號1樓

八方雲集蘆洲中正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85巷44號

LOUISA COFFEE -工業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一路66之8號、66之9號

巧麵匠商行

一芳水果茶蘆洲民族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120號

食趣廚房 eat Well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10巷3號1樓

春芳號-忠孝新生店

新北市喜憨兒土城餐坊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里裕生路21巷6弄33號

麥味登泰山仁義店 新北市泰山區仁義路143號1樓

宜芳海物燒烤 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新店路5-1號後棟

香蜜蜜烘焙房 "高雄市鳳山區新康街59號 "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3段364號

清心福全-龍井中央二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590號1F

LOUISA COFFEE -台南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952號

茶朵木Teas新莊福壽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68號1樓

永康-芋頭大王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5-4號

清心福全-台中新青海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56號

春芳號-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37號1樓

軒玥 食堂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30號1-2F

勁炒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三段472號一樓

麥味登鹽水北門店 台南市鹽水區北門路33號

50嵐- 向上店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388-1號

新港茶餐廳-西門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１段１４５號９樓

四海遊龍-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201號1樓

LOUISA COFFEE -台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66號1樓

找碴FIND TEA

魚麗人文主題書店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77巷1號1F

八方雲集中壢興仁店32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二段98號

四季茶享

茶擔飲品專賣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607號

嘉義大學咖啡學園 澎湖縣馬公市忠孝路65巷8號2樓

大苑子－高雄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５號１樓

聯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正南高餐飲部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業者名稱 地址
ＨＯＵ－大坪林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89巷18號1樓

LOUISA COFFEE-蘆洲集 新北市蘆洲區仁義里集賢路３４６號

QBurger-桃園德明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210號1樓

生計食品有限公司

資豐美食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10號

梁社漢苓雅四維店802U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243號1樓

Q Burger-三重集成 新北市三重區集成路42號

自在軒－大成店 台南市南區大成路１段４６號１樓

OHLALA法式薄餅家常菜 花蓮市中山路611號

珍煮丹－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和平街２５號

寵物王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隆昌里後昌路811號1樓                      "

匠喝仙草內湖成功店

LOUISA COFFEE健康店 臺南市南區廣州里健康路２段１８６號１樓

台茶1號南港店

春陽茶事台中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96號

八方雲集士林劍潭二店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62號

泰粉味小吃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進街1號

一芳-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109號1F

八方雲集龜山嶺頂店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07號

恆春鎮農會農民購物中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１１巷２弄８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５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凱米亞咖啡館 台北市南港區興華路10號

龍暘茗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湖山路二段26號

布萊恩紅茶台南佳里店 台南市佳里區光復路３６９號

八方雲集台中雙十店40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47之5號1樓

魔力精品店 臺北市松山區饒河街87號

便當人－台中大墩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７１７之５號

COCO都可金門金城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民生路27巷5號

八方雲集東區捷運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77號地下樓31之1號店舖

黑沃咖啡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文武路２０號１樓

亞佰達-米諾瓦咖啡 新竹市東區明湖里明湖路980之六號

杏一-高醫商場 "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

鮮自然-台南車站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Q Burger-南崁南竹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74號1樓

角度義棧 台中市南屯區干城街113號

MASTER OF TEA-福星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福里福星路565號1樓

東勢-蛋包雞 台南市安平區怡平里建平十二街396巷12號

新光三越-A9停車場 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9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關 新竹市東區關新二街90號

元氣補給站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

朋廚烘焙坊 " 115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85號2樓"

COCO都可竹圍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里民族路31-21號1樓

八方雲集中壢龍東店 桃園縣中壢市龍東路308號

真好麥餐廳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１段６號                       "

MABO POKE夏威夷沙拉

喜悅雜糧餐包有限公司 新北市縣民大道三段270巷1號2樓



業者名稱 地址
醋頭家-新市南科店

鬍鬚張台北昆陽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422號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83號旁

連大莊企業有限公司

萬波島嶼紅茶－基隆廟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２０９號

50嵐-豐原南陽店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09-2號

慶雙溢食品行 新北市蘆洲區仁愛街52號3樓

Q Burger-樹林千歲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12號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86號

遇見粉粿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一段1號2樓

COCO都可－南華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鮮茶道-嘉義興業西店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351號1樓

清原芋圓-光復北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236號

KATZ卡司韓藝料理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71號1樓及2樓

麥味登中和泉日青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89巷7-2號

不要對我尖叫－金門金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１７３巷４號

50嵐-漢口二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223號

LOUISA COFFEE -高醫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COCO都可-新竹中華 新竹市五福路二段719號1樓

CoCo都可-新竹中華店 新竹市五福路二段719號1樓

查理布朗烘焙

正好停-永寧站停車場C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詠鑫缸爐碳烤燒餅舖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715巷8號

K.I.平價創意料理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23-23號1樓

日出茶太竹北莊敬店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

馬可先生仁武店 (814)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47號

捷運食品行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號

花間水舞茶饌 花蓮市三民街10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台中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６２之４號１樓

水雲堂健行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沙路7號1樓

摩斯漢堡-永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迷客夏-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建興路221號

Q Burger-板橋廣和 新北市板橋區廣和街73號

CoCo都可-富國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里富國路131號

八方雲集-德東店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35號

COFFEE LAW 莊敬店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16號1樓

悟饕花蓮太昌店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吉安路一段55之21號

芭荳廚房 台中市北區太原路52-1號

三良品茶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77號

小丞良品 臺南市北區育德二路151號

Simple City Mart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45號11樓

八方雲集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75號(樹林後火車站)

迷客夏-崇明店 台南市東區崇明路354號

摩斯漢堡-信義通化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鮮茶道-屏東繁華店 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水源路55號1樓

SUBWAY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58-27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旺萊山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陳厝寮1之3號

悟饕台南官田店 臺南市官田區南（?＋部）里145號

永晉藥膳坊 新北市三重區萬全街72號1樓

八方雲集汐止建成店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74號(國泰醫院)

RAMBLE CAFE-新竹雙園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1段2巷6號

MR.WISH 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63號

摩斯漢堡-國家音樂廳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小屋咖啡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37巷10弄20號1樓

CoCo都可-三民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89號

麥味登彰化溪州店 彰化縣溪州鄉中山路三段446之1號

鮮茶道-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66號

Q Burger-三峽大同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里大同路1-4號1F

麥味登璀璨工學店 臺中市南區工學里工學路121號1樓

八方雲集龍潭民族店32 桃園市龍潭區建林里民族路148號1樓

悟饕苗栗頭份中華店 苗栗縣頭份鎮中華路989號1樓

茶湯會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34號1樓

萬波島嶼紅茶－台北大 "台北市大安區東豐街３５號１樓                                                                                            "

八方雲集石牌明德店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86號(捷運明德站)

大苑子－新莊中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５２號

LOUISA COFFEE -中港 台中市西屯區福康路２６號１樓

摩斯漢堡-吉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新竹延平店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一段262號

麥味登宜蘭嵐峰店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三段82號

梁社漢中和圓通店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40號

亞洛美精靈國度_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156巷59號

昭和十八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二段109號

馬可先生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里中正路209號

惹鍋－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１段１２７號

清心福全-豐原豐東店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212號

八方雲集林森南店 台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59之3號(台大醫學院)

LOUISA COFFEE -大墩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里大墩路301號1樓

CM桃園大有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581號

瓷禧茶坊-新北土城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45號4樓之1

八方雲集-五股水碓店 新北市五股區水碓路3號

典藏咖啡館府中15店 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85號7樓

記得我咖啡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４段１３３巷４弄１６號

溫莎堡-銘傳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號11樓之4

和田屋麵館 連江縣南竿鄉馬祖村78號

銅樓餐酒館

南海茶道－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市中正路１５１號

麥味登北門塔城店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48號

珍煮丹－士林大北店 台北市士林區大北路５４號

咖啡實驗室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64巷6號1樓

路易莎-台南郡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國平里郡平路131號

咱家灶腳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８３巷６號１樓

御私藏-南應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611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幸福盛會

木盆輕食館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187號B1

金宴翔餐廳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三段107號

萬波島嶼紅茶－台南永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３０號１樓

互愛文化

山盟海誓平價牛排 花蓮市北濱街16號1樓

圓味壽司斗六中山 64042雲林縣斗六市社口里中山路305號

偉士貓們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86號

創盛號永和中正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156巷20號2樓

清心福全-太平東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東平路495號

來來滷味

麥仕佳專業烘焙(漢口) 台中市賴厝里漢口路四段220號

這位太太-???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289號

50嵐(吉林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185號1樓

八方雲集桃園大有店33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里大有路505號

八方雲集三重正義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27號

大苑子－后里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１段５４８號１樓

桃城雞排（創始門市） 嘉義市東區忠孝北街１９１號１樓

思茶竹北光明店 30251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39號

墾丁壹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號B1

四海遊龍-國際店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11號

LOUISA COFFEE-信義松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69巷3號

路易莎-仁愛敦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122巷4號

清心福全-竹北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45號

品醇美食館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三段109之1號

台灣第一味-彰化家福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480號

RAYCA COFFEE 台北市中山區錦西街24號

Q Burger-中和興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２段69號

悟饕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關東里光復路一段316號一樓

八方雲集八德義勇店33 桃園縣八德市義勇街138巷2號

好樹早午餐 台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２８５號１樓

八方雲集新店安和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三段79號(近新和國小)

四方乳品工業股份有限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59之13號

CoCo都可-內壢家樂福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8鄰中華路一段450號

LOUISA COFFEE-士林新 臺北市士林區福佳里文昌路４２號１樓

小小迷路

貓咖啡蔬食 高雄市鼓山區蓬來路23號

迷客夏-台南民族店 台南市中西區城隍里民族路2段29號

八方雲集桃園大業店33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59號

歐嬤德式烘培內湖營業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35號

路易莎咖啡-政大店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3號1樓

幼瀨明月料理亭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５段１６９號１６樓之5

CoCo都可-正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村31鄰中正路207號

麥味登北市北車站店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37號

景文三寸舌尖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果珍濃 臺東縣卑南鄉賓朗村後湖四十八號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三民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89號

八方雲集三重穀保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558號

布萊恩紅茶長榮店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３段１３號1樓

不要對我尖叫，日常茶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16巷9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岐也紅茶-斗六店

大苑子－湖口仁和店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１３４號１樓

馬可屏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181-2號

CoCo都可-金山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2段91號1樓

馬祖新村-員林三民加 彰化縣員林市光明里三民街63號

拉亞漢堡竹北台元二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571號1樓

50嵐(寶橋店)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24號

愛不囉嗦手作體驗館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１７號

COCO都可龍江2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0號

八方雲集觀音成功店 桃園縣觀音鄉樹林村成功路一段731號

大苑子－台中世貿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１１４號１樓

亞熱帶

早安美芝城-屏東民學 屏東縣屏東市民學路122號

城市漢堡-虎尾文化店 雲林縣北港鎮天祥路175巷16號

京站新店-小碧潭商場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57號5樓

四海遊龍-北投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29號

勝好good choices_

鬍鬚張新莊思源店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139號

SWISS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81號1樓

巴蕾麵包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業路188號

禾豐麵包 健行店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23號

拉亞漢堡汐止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４８７之５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71號

COCO都可－大甲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里4鄰蔣公路203號

巧福PLUS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145號11樓

LOUISA COFFEE-瑞光31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5號

大和丼

黑沃咖啡新莊中原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東路１７８號

龜記茗品平鎮南勢店 桃園市平鎮區金星里中豐路南勢2段128號

茶湯會員林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市仁美里靜修路29號1樓

酒戰場 台中市西屯區精誠路5之3號

大潤發佳里店 台南市佳里區民安里同安寮80之2號

佐野拉麵 台中市北區新北里育才街6巷3-4號1樓

茶聚－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２段１０４號

正當冰 花蓮市中福路147號

50嵐-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150號

LOUISA COFFEE -土城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內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路102號1樓

CoCo都可-台北民生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59號

ＳＴＡＧＥ５ 高雄市鳳山區三多一路１號之Ｅ區櫃位

清心福全-中壢長春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6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集元果食品有限公司 南投縣集集鎮富山里大坪巷38號

Q Burger-中和保健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2號

食勝丼屋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09號

丑Clown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8號1樓

麥味登新莊自立店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115號1樓

竹味亭精緻火鍋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80號

迷客夏-太平洋店 屏東市中正路84號

自在軒－國安店 台南市安南區國安街１０３號１樓

水雲堂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新北里錦新街70號1樓

摩斯漢堡-永和秀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四張犁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53-1號

大坑米粉湯餐館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１段３８０－２０、３８０－２１號

清心福全-路竹中山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846號1樓

美食展-蒸烹派 苗栗縣三義鄉雙湖村13鄰雙湖5-5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新中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二段481號

CoCo都可-昌隆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54號1樓

SUBWAY 同盟店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三路632號

八方雲集-新莊復興店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二段62號

Q Burger-中壢華勛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街299號1F

紅果咖啡 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030號

馬可先生鳳屏店 (831)高雄市大寮區鳳屏一路420號

台茶1號潭子中山店 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591號

焦糖楓永吉店 臺北市信義區敦厚里永吉路３０巷１２２號１樓

迷客夏-新市銘傳店 台南市新市區銘傳街91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東山文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１段４１之７號１樓

迷客夏-新店中正店088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10-1號

老賴茶棧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13號

摩斯漢堡-潭子勝利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台南中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里中華路７８６號１樓

鮮茶道-嘉義林森東店 嘉義縣東區玉田里林森東路322號1樓

麥味登淡水運動中心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2段381巷115號

SUBWAY(美味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11號3樓之5

八方雲集大安和平店1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2號1樓

迷客夏-花蓮中山店 花蓮市中山路373號1樓

樂活速食坊股份有限公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4段182號3樓

光華亭海鮮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中山路４３３號

Lazzy Cafe 慵懶咖啡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12號12樓

摩斯漢堡-南東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威爾貝克手烘咖啡-南 台北市南京東路5段123巷2弄1號

香都烘焙延和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04號

美日珍餅舖 雲林縣北港鎮共榮里中山路149號

御可香-嘉基店 嘉義市東區保健街76號

鮮茶道-彌陀中正店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139號

Q Burger-中壢林森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１段196號

麥味登楊梅新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86號

八方雲集嘉義民國店 嘉義市東區公明路84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悟饕三民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291號

神奇咖啡 桃園市桃園區吉昌街123號

新東陽一期臻好食７９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１５號出境大廳３樓              "

茶湯會花蓮民國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民國路89號一樓 "

八方雲集景美興隆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84號(靜心國中)

福圓號-新莊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LOUISA COFFEE -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164號

什麼茶

基隆商圈-朋廚 基隆市仁二路208號

MR.WISH 美術館店 台中市美村路一段650號

摩斯漢堡-科博館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Q Burger-蘆洲鷺江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街95號1F

梁社漢忠誠店111U0010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78號1樓

悟饕羅東南門店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68號一樓

來麵室麵食專賣 台南市北區育德路１７０號

多多小吃店 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70號

鑫源-果汁甜品吧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大學路1001號

八方雲集三民店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113巷27號

西門町楊排骨酥麵中壢

一鳥一炭燒烤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民族路491號1樓

麥味登嘉義新生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661號一樓

阿布廚坊 花蓮縣花蓮市主和里中福路84號1樓

COCO都可－中和自立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26號

LOUISA COFFEE -捷運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33號

公館-易牙居餐廳 臺北市中正區文盛里羅斯福路3段286巷16號1樓

許多肉創意食堂 台北市北投區大興街65號

上上籤吉品涮涮鍋

暮森咖啡 嘉義市東區興業東路115巷12號1樓

麥味登基隆陽光心情店 基隆市信義區教忠街98號1樓

清水茶香-饒河店 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45號1F

水巷茶弄-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68號

斐得蔬食 臺中市西區土庫里美村路一段488號1樓

Q Burger-三重龍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40號

路易莎咖啡-三重重新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94號

路易莎-文心市政門市 臺中市西屯區何成里文心路２段５６０-９號１樓

掌門精釀啤酒-台中勤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490號

欣意軒商行

一芳水果茶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84號

喜憨兒烘焙屋勞保店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4號1樓

水雲堂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47-1號

麥味登中正大學店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2段291號

初韻汐止建成店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8號

COCO都可明湖 新竹市南大路579號

CoCo都可-寶山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182號1樓

LOUISA COFFEE -木新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177號

喜膳堂



業者名稱 地址
德洲農場美式炭烤牛排

賣燥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248號

大苑子－台中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２段３９４號１樓

振頤軒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街91-2號

歐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16號

極之八丼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76巷27號

四海遊龍-蘆竹興中店 桃園市蘆竹區興中街67號

CoCo都可-三芝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1段53號

台灣第一味-太平坪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83號

佳豐餐飲服務(欣興)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28巷8號

悟饕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4段9號

季洋莊園咖啡-巨蛋店 高雄市鼓山區篤敬路37號1樓

八方雲集中和民享店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20號(戶政事務所)

自在軒－同安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８７８號１樓

毅盛烘焙食品 112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84號

LOUISA COFFEE -金華T 新北市五股區興珍里五權路７巷１０號６樓

Q Burger-台中精誠 20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197號

Mr.Wish鮮果茶玩家永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路968號1樓

森的王子民宿餐廳 台中市新社區井南街28號

Q Burger-新莊雙鳳店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23號

台灣第一味-豐原水源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137號

星野銅鑼燒高鐵左營門

八方雲集台北廈門店10 台北市中正區廈門街52號

八方雲集板橋國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63號

LOUISA COFFEE -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11號

LOUISA COFFEE－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培德里忠孝路２段９９之１號

麥味登板橋新生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生街64號

享食蘿樂餐飲店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455號

台中奉茶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40-3號

春陽茶事中壢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二段12號1樓

悟饕彰化彰美店 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03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桃鶯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142號

老牌山東水餃大王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25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信義林口店 台北市信義區林口街116號

好雞匯-公館旗艦店

哈肯舖-新埔店

大都會網路咖啡美食館 高雄市小港區金府路104號2樓

怡客咖啡7403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2段311號

CoCo都可-山腳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里南山路三段293號

COCO壹番屋台灣大學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87號11樓

清原芋圓-斗六鎮北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19號

麥味登林口南勢店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一街17巷51號

好樂食品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46-15號

COCO都可金山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2段91號1樓

八方雲集桃園八德店 桃園縣八德市介壽路一段90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大苑子－逢甲文華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１２３之１號

逸軒咖啡-林口公園店 新北市林口區公園路133-2號

四海遊龍-木柵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107號

馬可斯福店 台北巿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1號

馬叔叔涮涮鍋 嘉義市東區吳鳳南路290號

麥味登芎林文山店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303號

金山芋圓王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204號

瑛瑛食堂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358號

不要對我尖叫－苗栗頭 苗栗縣頭份市東民二街２８號１樓

50嵐(蘆洲中正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01號(1樓)

米澤製麵-古亭店 臺北市中正區頂東里羅斯福路３段１８號

八方雲集八里十三行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一段396號

Coppii Lumii-城中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98巷23號1樓

金莎餐酒館有限公司

茶曉伊茶飲專賣

西華美式牛排館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89號

小樽手作珈琲-士林官 臺北市松山區富錦街108號

鬍鬚張台北重慶店 台北市重慶北路四段146號

茶湯會雲林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山里中正路104號1樓 "

麥味登新竹幸福店 新竹市東區關東里光復路一段118號一樓

罕如藝術咖啡館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132號

50嵐-嘉義太保店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三路東段19號

池上木片便當安和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２段３號

清心福全-潭子栗林店 台中市潭子區祥和路197號

鮮茶道-新生國中店 台東市新生路701號

我家蛋糕 金門縣金沙鎮復興街１６號

八方雲集南投水里店55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395號

永和炒飯、蔥燒牛肉麵 新竹市北區光華里湳雅街46-3號

nani和風洋食 嘉義市東區維新路133號1樓

麥味登竹北幸福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興里福興東路二段161號1樓

沙瑪焗烤專賣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55巷2號之3

維格餅家鳳梨酥夢工廠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7號

識好茶仁和店 701043台南市東區仁和路101號

50嵐-忠明南店 台中市西區土庫里忠明南路411號1樓

清心福全-中壢青埔站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四街91號

LOUISA COFFEE -汐止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名間南雅店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街84號

鮮茶道-中壢龍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34號

正好停-迴龍站停車場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八方雲集苓雅林森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森二路63號1-2樓

李家傳統嫩豆花新豐店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81號

甜又鮮

八方雲集龜山迴龍店33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325號

KKDAY吧檯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20號7樓之3

拾覺－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６３０號

Todo早餐店_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48號一樓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新化店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211號

摩斯漢堡-高鐵彰化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Q Burger-大安樂業 台北市大安區樂業街153號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福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一街245號

SUBWAY高師大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八方雲集新莊中和店24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216號

Q Burger-板橋四維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308號1F

八方雲集新店玫瑰店23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三段32號

一齊享食間 台北市松江路277號1樓

茶湯會泰山明志一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191號

水豚飲君子台北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１８號１、２樓

啡常站茶飲店 台南市中西區公園路37號

珍煮丹－台南國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國華街３段２１號１樓

摩斯漢堡-北投光明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御可香-中埔十字路店 嘉義縣中埔鄉隆興村十字路77號

鮮茶道-東港中正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95號

麥味登萬華寶興店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09號1樓

SUBWAY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81號

八方雲集龍江二店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88之1號

迷客夏-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9號

點石齋 臺北市中正區沅陵街1之1號1樓

蜂鳥食堂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號4樓之2

PARROT COFFEE派洛特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1段80號9樓

歇腳亭-員林新生

林口長庚-巧竹食品 桃園市龜山區公西里復興街5號B1(美食街)

胖老爹美式炸雞林口長 桃園市桃園區文興路５２號

木草麵包 嘉義縣布袋鎮中正路65號

摩斯漢堡-彰化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奶油廚房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南區餐亭)

Q Burger-樹林日新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67號

拉亞漢堡－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１段１５８巷１８號                                                                                    "

八方雲集泰山黎明店24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2段561號

老山東牛肉麵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中華路452號

吃味伊通門市 臺北市中山區中央里伊通街１０６巷１４號１樓

地下街-智焰77櫃 台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3段9號

新東陽內湖店７０３４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COCO都可台中太平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１段292號1

馥漫麵包花園 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48號1F

糖奶奶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４１５號１樓

梁社漢內湖成功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0巷30號

豆．拾光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一段241之1號1樓

十二韻－台中世貿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９８之２號                "

尚品咖啡－漢神店 "高雄市苓雅區新田路３９３號                       "

併機-大魯閣中壢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社團法人中華小腦萎縮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56號3樓

御來富商業開發有限公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楠梓益群店 高雄市楠梓區益群路5號1樓

初丼飯 日式丼飯專賣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力行北街50號(1樓)

Q Burger-新莊裕民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街128號1F

COCO都可－昌吉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3號

清原芋圓-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六段363號

城市漢堡-中和景平店

德克士板橋南雅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151號7樓

媽祖埔豆腐張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471號1樓

Blue deer江南總店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97號

佳佳牛排 花蓮市建材街87號

CoCo都可-新竹光華店 新竹市光華東街44號

LOUISA COFFEE -仁愛 台北市大安區敦安里仁愛路４段１２２巷４號

晴光-開心茶屋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0-1號

清心福全-鼎勇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67號1F

先自然-寶橋概念門市 高雄市鳥松區文賢街67號1樓

塔吉特斗六門市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五權七街61-1號1樓

金廣製茶 嘉義縣番路鄉公興村龍美(臨)9號之1

黑芭比咖啡 花蓮市化道路190號

曼士茶－中和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３８１之２號1樓

金溢饌海鮮料理店 屏東縣東港鎮新生三路57號

迷客夏-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395號

珍煮丹－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１４５號１樓

四海遊龍-林口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2路1段10號1樓

迷客夏-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80號1樓

一芳-台北松德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號

ＣＯＣＯ都可－觀音成 桃園市觀音區樹林里成功路２段８３３號１樓

CoCo都可-大直店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LOUISA COFFEE -南港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4號

穀果廚房台大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3段251號5樓

冰糖滷味 新北市中和區忠孝街1號

悟饕台北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59號

八方雲集鶯歌國慶店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63號

初韻好韻茶台北站前店 10047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1-2號

迷客夏-雲林麥寮店088 雲林縣麥寮鄉表福路220號

中正福慧商店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感恩牛羊肉小館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44號

四海遊龍-大甲店 臺中市大甲區庄美里經國路426號1樓

鮮茶道-彰化王功店 彰化縣芳苑鄉芳漢路王功段615號

路易莎咖啡-南海店 臺北市中正區龍福里南海路22?24號

長行食品實業社

冰酷水果冰吧 台中市霧峰區本堂里樹仁路17號1樓

麥味登台中站前店 台中市中區建國路155號1樓

茶五韻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231號

悟饕內湖江南店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126號

拉亞漢堡-台中安德店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二路１段１３９號１樓       "

茶聚－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５３４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悟饕台北八德店(便當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239號1樓

芙芮莉烘焙坊 花蓮市明禮路49號

春芳號-台中城中店 台中市中區民權路48號

八方雲集汐止新台五店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130號

大苑子－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５３號１樓

小角落茶舖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４９３之１號１樓

迷客夏-高雄高醫店088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12號

馬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192號10樓-2

CoCo都可-基隆成功 台北市內湖區紫星里成功路4段59之1號

麥味登新店綠野香坡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祥路139號

鮮茶道-五甲光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58號

Q Burger-中壢嘉善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路101號

小木屋鬆餅-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和平路73號

林倍咖啡 台中市北區天津路2段157號

麥味登大雅民生店 臺中市大雅區大楓里民生路三段298號1樓

悟饕台南仁德店 臺南市仁德區仁義里中清路72號1樓

新東陽鳳山店７０１１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

加寶多 台北市中正區辛亥路一段29號

路易莎咖啡-板橋文化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09之37號1樓

八方雲集內湖湖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0巷36號

大苑子－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４９８之１號

清原芋圓-彰市員水店

七盞茶-新店中正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1號１樓

青輕慢食 花蓮縣鳳林鎮信義路255號1樓

CoCo都可-新竹牛埔店 新竹市牛埔路466號

麥味登三民河堤店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86號1樓

一芳-台北延三店 臺北市大同區國慶里延平北路三段63號

50嵐(南京三民店)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5段59巷29弄43號

小丸煮－板橋亞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２段３５號１樓

茶湯會羅東中正北店 宜蘭縣羅東鎮大新里中正北路14號1樓

八方雲集蘆洲徐匯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19號

享石·石頭火鍋（伊通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４２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土城門市 台南市安南區城北路3-1號

八方雲集延平三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56號(民族西路)

大苑子－豐原南陽店 台中市豐原區南陽路３２０號１樓

戀春Tea Life 台南市佳里區中山路379號1樓

Q Burger-士林社子 台北市士林區社子街36號

馬可大墩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73號

麥味登中壢海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六街32號1樓

伊莉莎白紅茶書房-龜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3樓

墨凡有限公司-三花棉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５５７號３樓

50嵐(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287號

新光三越大有二停車場 桃園市桃園區民光東路81號地下1樓及1至2樓；83號地下1樓及1樓

艾萊客咖啡自家烘焙館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46號

LOUISA COFFEE -台南 臺南市北區成德里立賢路１段３９號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蘆洲光華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73號

八方雲集中壢龍昌店 桃園縣中壢市龍昌路296號

ＦＬＡＳＨ　ＣＯＦＦ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206號18樓

麗陽美食(兒童新樂園) 114臺北市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四海遊龍-苑裡店 苗栗縣苑裡鎮苑南里信義路58號1樓

鬍鬚張台北南昌店 台北市南昌路一段70號

陳家美食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336號1樓

天麗商行

麥味登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79號1樓

50嵐-太平一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路95號1樓

巴西里小館 台北市內湖區金湖路２４號１樓

摩斯漢堡-民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營涼麵 桃園市中壢區舊明里中正路３９９，４０１號１樓及２樓

吉米斯一點咖啡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56巷12號

八柴洋食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167號

八方雲集萬華環南店10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202號

舞?Maihama燒肉

麥味登台南金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金華路3段61號

茶湯會台中南屯店 "臺中市南屯區同心里南屯路二段220號1樓 "

錢糖潮茶飲雞排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28號

茶太陽斗六大崙店 雲林縣斗六市仁義路49-3號

50嵐-彰化大竹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89號

LOUISA COFFEE -新竹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京源田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一段123巷16號1樓

亞緻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8號1樓

墨羚找食_

MASTEROFTEA flower H 桃園市中壢區五興路345號1樓

正好停-臺北車站西側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The Cloud tea 雲找茶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7之5號1樓

水巷茶弄－台中朝富店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１３４號 "

麥味登台中向上店 台中市西區向上南路一段127號

柏悅5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摩斯漢堡-長安松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水湳店 台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二段225號

LOUISA COFFEE-板橋重 新北市板橋區福星里重慶路１９５號

Q Burger-土城學成

清心福全-神岡民生店 台中市神岡區民生路27之5號

SUBWAY世新大學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9號10樓

鮪魚鴨複合商行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230巷3-1號

Q Burger-中和泰和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22號

拉亞漢堡－台中逢大店 台中市西屯區逢大路１０９號

好果實 好食咖啡 good 台中市南區永和里忠明南路1160號1F

馬可先生雙連店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46號

經典義大利餐廳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１７號

創新商行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二段52號

阿聰師什錦麵客家餐廳 南投縣水里鄉中正路10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大鵬路117號

Q Burger-桃園民有 桃園市桃園區民有三街457號

摩斯漢堡-中港澄清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大里文南店 台中市大里區文心南路1211號

鮮自然-小東門市 台南市永康區小東路627號

SUBWAY政大店 台北市文山區萬壽路27號

迷客夏-台南佳里文化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359號

八方雲集西屯國安店40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57號

三個傻瓜公館店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3段283巷28號

DEBBIES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59號

熊與喵咖啡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２段２０號

橘香合烘焙坊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607號1樓

糕菲庇護工場

摩斯漢堡-中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波西塔諾義式小館 台中市西區忠誠街108號

清心福全-竹北高鐵站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二路36號

同廚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4鄰九如街51號

丐幫滷味-金馬店

潮味決-台北東湖分社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43巷5號1樓

景文官二哥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加家食堂 花蓮縣花蓮市國安里明心街6之2號1、2樓

COCO都可新莊化成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里化成路618號

世運食品成都店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78號1樓

高氏仙之屋 花蓮縣花蓮市林政街６３號

50嵐-烏日中山站 台中市烏日區九德里中山路一段462號1樓

呈信傳統鵝肉店_永和

摩斯漢堡-智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三重中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71號

ViTO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696號

八方雲集蘆洲長榮店24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7號

COCO都可土城裕民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09號

麗陽美食(動物園) 114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日月亭-新莊中港停面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66號1F

清心福全-文山景文店 臺北市文山區景行里景文街129號

豐滿早午餐信義世貿店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38號

拉亞漢堡－頭份昌隆店 苗栗縣頭份市昌隆一街２３號１樓

梁社漢竹東東寧店 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三段154號1樓

百年傳奇中山營業所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００５鄰中山路１９５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忠孝店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224號

早安美芝城-員林活力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２段270-272號

迪亞夢朵烘培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１４１號１樓

鮮茶道-虎尾光復店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光復路326號1F

饗宴事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張北里北新路2段2號1樓

Teas原味蘆竹奉化 桃園市蘆竹區奉化路54之2號1樓

風車商行 彰化縣線西鄉慶濱路18號

喜憨兒烘焙餐坊 高雄市三民區文濱路5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李記小館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南海茶道－大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１段１８９號１樓

素拾素食 南投縣草屯鎮新厝里虎山路629號

LIFE A+ 健康水煮 台中市北區頂厝里青島路三段210號1樓

麥子磨麵民族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2之1號1樓

明木油飯 嘉義市公明路114之4號1F

Subway 大安捷運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４段３０巷５號１樓

拾米TOGO 台北市北投區泉源路12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竹北成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五路68號

CoCo都可-竹北勝利店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二路79號

台鉅美妝觀光工廠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589號

Ｓｐｉｃｅ　Ｃｕｉｓ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２１６巷２１號１樓

晴光-台灣大咖哩店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巷5號

鮮茶道-梧棲臨港店 台中市梧棲區臨港路３段9號

少小白大安店 新北市三重區光華路67號

一芳-台中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三巷32號

snowelf小雪精靈

黛黛茶大里塗城店 臺中市大里區瑞城里塗城路516號1樓

黑沃咖啡－后里文明店 "台中市后里區文明路１１８號１樓                                                                                          "

迷客夏-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竹圍里南通路三段718號

萬波島嶼紅茶－龜山中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３５８號

輕晨日和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１段５０號

摩斯漢堡-美村向上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仕飲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28之1號1樓

吉欣自助餐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美食展-高記 臺北市永康街1號

ＣＯＣＯ都可－正潭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村31鄰中正路207號

SUBWAY台南開元店

唐山擂茶客家菜

新東王烘焙坊(知拿)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１段61號1F

一芳-中和建一店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83號1F-B室

知音輕食早午餐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237號

博元建設2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267號8樓之1

馬可先生中清店 (404)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828號

食至名龜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9號

八方雲集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70號(福營國中附近)

大苑子－和美鹿和店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６段３６９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東山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18之1號

迷客夏-南投店 南投市民族路344號

聖祖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縣金寧鄉伯玉路二段301號

摩斯漢堡-台北小巨蛋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內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182號

香草洋食館

麥味登清水五權店 臺中市清水區民治路212號

清心福全-大里大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288號

悟饕花蓮美崙店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3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永和得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408號(六和社區)

黑白獅楊桃茶飲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１３２巷５號１樓

甘丹-冰，飲料，桌遊 花蓮市中正路424號

迷客夏-台南健康店088 台南市安平區健康三街207號

CoCo都可-中和連勝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鮮茶道-高雄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7號

Q Burger-三重忠孝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46號

麥味登內湖園區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30號1樓

台灣第一味-總店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一段1576號

TEA’S原味彰市中興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152號

悟饕台南文化店 臺南市東區崇德里崇德路493號1樓

HowTea好堤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85號

茶湯會高雄武廟店 高雄市苓雅區正大里武廟路2號1樓

八方雲集基隆中正店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794號

卡滋爆米花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１７１號

50嵐-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77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台北社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５段１０５號１樓

愛治文具房 彰化市長安街76巷7-2號1樓

CoCo都可-板橋中正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68號

老窩咖啡館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58號1樓

麥味登楠梓翠屏店 高雄市楠梓區翠屏路36號1樓

Q Burger-新店中正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46號1F

麥味登北市台視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巷5弄6號1樓

Ombre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130之1號2樓

杜芳子古味茶鋪-高雄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21號1樓

喂!威廉 台中市霧峰區坑口里光復新村和平路10號

悟饕宜蘭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一段866號1樓

八方雲集淡水新春店 新北市淡水區新春街194號(摩天31)

紅葉溫泉旅社 花蓮縣萬榮鄉紅葉村紅葉188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LOUISA COFFEE -敦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２段８１巷４５弄２１號

Black King茶飲專賣店

甘丹輕茶飲 嘉義市西區竹圍里興達路370號1樓

馬可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412號

CoCo都可-西門町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一

美格瑪台南店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220號

麥味登路竹中興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興路230號1樓

萃茶風大亨食台北杭州 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5號

心丼食堂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82巷5號

拉亞漢堡平鎮豐頂店 桃園市平鎮區湧光里中豐路山頂段２０４號１樓

梁社漢台南新市店 台南市新市區復興路1號1樓

子龍點鴨 臺南市中西區正興街74號

50嵐(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84號

黑沃咖啡－台北南港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１段１５２號之３

八方雲集桃園中華店 桃園縣桃園市民族路54號(桃園國小、福太醫院附近)

台灣第一味-豐原豐勢 台中市豐原區豐勢路二段760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達利早餐永和中正店

RT Baker House嘉豐門 新竹縣竹北市中興里嘉豐五路一段188號

喜歡你餐坊竹北勝利店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一路1號

鬍鬚張桃園大有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麥味登板橋廣和店 新北市板橋區廣和街52號

水巷茶弄新北林口文化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60號1樓之2

唐棉－三重力行店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２段１１５號

八方雲集蘆洲民義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義街112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高雄市鼓山區翠華路497巷1號5樓

純淨食代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南路6巷31號

米樂客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66號

茶湯會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彰美路6段39號

麥味登文山饗食大亨店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218巷25號

初飽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83號

識好茶新化店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326號

50嵐-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22號

拉亞漢堡永和永利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８６號

LOUISA COFFEE -士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路易莎-花蓮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74號1樓

蘋果娃娃工作室

清心福全-志偉冷飲店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854號

Q Burger-南崁忠孝西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6號1樓

鹿壹義式餐廳 彰化縣鹿港鎮東石里海浴路162號1樓

八方雲集台南西門店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214號

開齋-翔逵有限公司

元町活海鮮 宜蘭縣蘇澳鎮漁港路76號

麥味登內壢成章店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四街103號

茶湯會蘆洲長安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82號 "

圓味壽司太平中山店 411029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137號

八方餐飲馬祖店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05號1、2樓

四海遊龍-宜蘭南澳店 宜蘭縣南澳鄉南澳村蘇花路二段161號一樓

清心福全-后里三豐店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五段278號1F

鮮茶道-新莊新豐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豐街2-1號

梁社漢-雲林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23號1樓

Q Burger-中和景新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11巷61弄21號1F

八方雲集觀音草漯店32 桃園縣觀音鄉草漯村大觀路二段173號

宜蘭縣清水地熱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Q Burger-三重光興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103號

清心福全-板橋松柏店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4號

LOUISA COFFEE-台中文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文心路１段３７６號１、２樓

八寶家

SUBWAY彰化中華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65號

八方雲集中和泰和店23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27號

迷客夏-高雄高醫店

八方雲集土城延和店23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29號

晴光露天餐飲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2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貢茶－新莊中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１段８號

熊愛健康餐盒 高雄市三民區義發街17號

拙誠行綠豆紅豆冰沙專

摩斯漢堡-中壢環中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高鐵北店 桃園市大園區高鐵北路二段176號1樓

三朵花手工餐坊

清心福全-沙鹿竹林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184之1號

Teas原味-彰市光復店N 彰化市永福里光復路51號1樓

梁社漢文山指南店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127號1樓

迷客夏-淡大店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58號1樓

COCO都可寶山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182號1樓

八方雲集土城中央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68號

茶聚－新竹中正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路１段６１號

happiness day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１１巷９１號

福圓號-小碧潭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Cafe Duet咖啡二重奏 台南市南區健康路1段113巷66號

摩斯漢堡-民權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胖桑-新店中正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17號

劉里長雞肉飯 嘉義市東區東興里公明路197號

翰食專業炒飯 台中市豐原區西勢路134號1樓

帕沃納咖啡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3巷九號一樓

八方雲集龜山光?店333 桃園市龜山區光?路174號

COCO都可新北金山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93號

Teas原味-南市民族店N

吳興蚵仔大腸麵線_ 台北市信義區中坡南路144號

馥漫麵包花園 太平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48號

早安美芝城-大園大成

文化-I-Fresh 台北市士林區華岡路55號

復興航棧 桃園市大園區三民路１段５３８號

路易莎咖啡－竹北成功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五街76號1樓

鮮茶道-柳營中山店 台南市柳營區東昇里中山西路１段142號1樓

大苑子－烏日店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２段３４９號１樓

劈飛利亞 "台中市南區台中路６２號                         "

茜草咖啡

鬍鬚張台北福國店 台北市福國路54號

茶湯會嘉義嘉北店 嘉義市東區仁義里新生路719號一樓

SY Coffee 台中市西區民龍里英才路470巷2號1樓

拉亞漢堡－三重溪尾店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５２號１樓

50嵐-苗栗為公店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156號

池上木片便當懷寧店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４３號

台灣第一味豐原豐東店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75-8號

Q Burger-板橋莊敬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34號

路易莎咖啡-桃園國聖 桃園市桃園區國聖一街2號

Ｑ勁麵疙瘩（民樂店）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七路20號8樓

鮮茶道-西門町成都店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35-1號1樓

達利早餐永和中正店N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348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周宏益即紅橘子六張店 新北市三重區六張街90巷1號

吉鄉糕粽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446號1樓

珍香屋 台中市西區樂群街48-4號1樓

上班不要喝商行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1巷8號1樓

吳福洋襪子故事館 新北市林口區工九路三號

ZERO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59號

ＣＯＣＯ都可－竹南光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82號

CoCo都可-中壢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里新明路17號

鮮茶道-埔心站前店 桃園市楊梅區埔心里中興路6號

梁社漢-南屯大墩店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303號

一芳水果茶台北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6號1樓

金玉心坊 新北市中和區明禮街35號1樓

浩克漢堡－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２１９號１樓

85°C台南崇德店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23路35號

大禹貳義式冰淇淋 花蓮市大禹街2號

正洋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深坑區文山路三段15號

迷客夏-遠百店 新竹市北區西門街68號

烏弄－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１４４之５號

摩斯漢堡-中和世紀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新莊中正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891-46號

迷客夏-中壢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11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楊梅大 桃園市楊梅區楊江里大成路１０─１號

CoCo都可-亞東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47巷2之1號

梁社漢台中太平店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101號

悟饕七堵百福店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里百三街110號1樓

CY手作烘培 台中市北屯區軍和街15號

華味香飲食冰?室民治 台南市新營區大宏里民治路31-2號1樓

茶湯會台北南門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49號

博士鴨 宜蘭縣宜蘭市光復路14號

八方雲集土城頂埔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59號

大苑子－台中南屯店 台中市南屯區南屯路２段１０６號１樓

LOUISA COFFEE -小安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丸林魯肉飯-農安店 台北市農安街105號1樓

摩斯漢堡-台中崇德二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大碗公綿綿冰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8號

ＣＯＣＯ都可－澎湖光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81-1號

四海遊龍-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12號1樓

決哥手烘咖啡吧 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一段82號

Q Burger-三峽中華 新北市新莊區頭前路24號

麥味登北屯旅順店 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284號1樓

SUBWAY大安公園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27-5號

丼丼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1段191巷55號

台灣氣球博物館 台中市神岡區大豐路5段505號

悟饕岡山二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346號1樓

米卡沙旅店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49巷5弄8號

茶湯會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5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板橋莊敬店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32號

烏弄－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７４３號１樓

LOUISA COFFEE -桃園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六街32號 "

茗茗究市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37號

摩斯漢堡-台中文心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填平咖啡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二段19巷2號

CoCo都可-宜安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里宜安路160號

CM中壢健行店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里長沙路36巷66號

鮮茶道-楠梓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21號

Q Burger-新莊建安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45號

REAL南港2店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2號北02

春陽茶事台北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57號

甘丹輕茶飲-民族店 嘉義市民族路594號1F

悟饕沙鹿中正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正街38號1樓 "

藍天麗池飯店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中正路590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０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自在軒－民族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８號１樓

八方雲集天玉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44號(天母北路)

大苑子－高雄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２１５號１樓

LOUISA COFFEE -花蓮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山路74號1樓

岐也紅茶-金山店

CoCo都可-林森北 台北市中山區聚葉里林森北路438號1樓

喫茶小舖中壢實踐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86號1樓

茶湯會高雄富國店N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11號

麥味登中壢林森店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116號1樓

幸福無限烘焙坊 嘉義市西區延平街9號

梁社漢歸仁中山店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148號1樓

LUCKY 17.享食堡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16號

50嵐(同德店)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39號

珍煮丹－蘆洲長安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１５０號

八方雲集桃園大園店 桃園縣大園鄉中山北路80號

滬上雞庄-敦南店

併機-大魯閣新時代保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阿華加湯滷味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里遠東路１３５號（元智新宿２樓）

LE GOUT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88巷58號

明道咖啡店

麥味登新豐振興店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振興街22號1樓

老賴茶棧-中壢忠貞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482號

彼咖舖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251巷7弄2號

八方雲集大園新興店 桃園市大園區新興路128號

CURRY   WU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里江南街１１３號

八方雲集淡水沙崙店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81巷2之1號

LOUISA COFFEE-新竹食 新竹市東區東山里食品路６３號一樓

御私藏-屏東枋寮店 屏東縣枋寮鄉枋寮村中山路283-1號1樓

天地能量樂活村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11鄰北勢子82-2號

小漁村本舖



業者名稱 地址
萬波島嶼紅茶－台北衡 "台北市中正區衡陽路２５號                                                          "

麥味登宜蘭壯圍店 宜蘭縣壯圍鄉吉祥村壯五路149號一樓

兩披索靚鍋花蓮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中山路355號1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縣內埔鄉建國路３４號

阿公ㄟ豆花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珠浦北路9號

清心福全-北斗中華二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46號

可為烘焙

金禾康烘焙坊 金門縣金沙鎮汶沙里復興街９號

梁社漢台中漢口404U00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118號

o my good 及泰皇御廚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77號1樓

阿岸米糕店 嘉義市東區民族路420號

千巧谷牛樂園牧場 雲林縣崙背鄉南陽村中山路29號

麥味登基隆老大公店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一段208號1樓

思茶新竹清大店 300045新竹市東區建新路46號

i嘎嗶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裕農一街５號

50嵐-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861號

OJOPRO CAFE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北路28之1號

四海遊龍-湖口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7鄰中正路一段191號

LOUISA COFFEE -永春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板橋篤行店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二段145號

LOUISA COFFEE -精誠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7-2號1樓、2樓

唯樂小時光 台中市豐原區博愛街8號

佳豐餐飲服務(清華麵 桃園市楊梅區高青路28巷8號

自在軒－麻豆店 台南市麻豆區中華街１１號

大苑子－大雅學府店 台中市大雅區學府路３２７號１樓

水巷茶弄高雄岡山岡燕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２２５號１樓                                                                                          "

展榮良糧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里光日路406號2樓

識好茶安中店 70943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1段830號

忠孝庇護工場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181號

四海遊龍-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東里新興路14巷2-1號

LOUISA COFFEE-竹北光 新竹縣竹北市文化里12鄰光明一路196號1樓

Q Burger-台中工業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38路19號1樓

美德耐北市府員工餐廳 台北市延吉街239號3樓

台灣第一味-台南東門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86號

正好停-三重商工站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Q Burger-板橋重慶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08號

萬波島嶼紅茶－東寧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１９７號

八方雲集中壢福州二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477號

茶湯會神岡中山店 台中市神岡區昌平路五段488號1樓

咩咩商行 雲林縣斗六市文化路690-25號

陶林涮涮鍋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路3段296號1樓

陳飲台灣茶皇-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彰美路6段102號

CoCo都可-捷運北車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9號B3(10號販賣店)

LOUISA COFFEE內湖行 臺北市內湖區湖元里行善路６２號１樓

Teas原味-新民店 嘉義縣水上鄉寬士村崎子頭24-32號

小木屋鬆餅-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新興路東興巷3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春陽茶事-高雄瑞隆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60號1樓 "

八方雲集林口遠雄二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8號

迷客夏-路竹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20號

惹鍋－后里店 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４段１３５號

衣度空間 臺東縣臺東市民族里新生路241號

翰林茶棧-高鐵嘉義 嘉義縣太保市高鐵西路168號

路易莎咖啡-永春概念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26巷50號1樓

浮仕德咖啡 802高雄市苓雅區復興二路122號1樓

58鑽咖啡

小茶栽堂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70巷29號

50嵐(市府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號

八方雲集基隆仁二店20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10號1樓

景文七辣滷味嘛辣燙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99號

COCO都可新店寶橋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5號1樓

八方雲集大溪員樹林店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390之7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４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安平健康門市 台南市安平區郡平路151號

一等香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村中山路44號

了不起茶飲-樹林中華

馬可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34號

正莊食品店 雲林縣西螺鎮光華里平和路182號

50嵐(伊通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66-2號

新光三越-三多停車場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

周董Mr.Qmilk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87號

力凡米蛋糕工作室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151號2F

提米可可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177號1樓

COCO都可富國 新北市新莊區四維里富國路131號

八方雲集龍潭北龍店 桃園縣龍潭鄉北龍路289號1樓

大苑子－台北莊敬店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３４３號１樓

動濤食堂

四海遊龍-明新科大店 桃園市中壢區金華里六和路58號9樓之3

鬍鬚張新竹關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28號

人文思維咖啡館 臺中市東區大振街145號

50嵐-頭張店 台中市潭子區頭張路一段123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北平 台中市北區北平路２段１７０號

Q Burger-林口中山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3號1F

桃園A8-菱豐牛乳商行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復興北路６巷２１號

50嵐(遼寧店) 台北市中山區遼寧街28號

摩斯漢堡-北新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貓咪貓咪6S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5號2樓之3

COCO都可－台北建國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7號1樓

亞熱帶-中正紀念堂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21號

路易莎咖啡－三峽國際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1號1樓

萊比錫極品咖啡南平店

歐樂麗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新屋區梅高路三段97號

麥味登新莊建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4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茶湯會台中黎明店 臺中市南屯區三義里黎明路二段502號1樓

50嵐-斗六中華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路238號

LOUISA COFFEE -台南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ＣＯＣＯ都可－銅鑼中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62號1樓

輕艇先生工作室 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惠民路３４８號一樓

鮮茶道-花蓮後站店 花蓮市富裕二街81號1樓

玉小蘭民生店姓名貼機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4段67號

麥味登西屯興富發店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8號3樓之3

茶湯會板萬華康定店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213號1樓

迷客夏-向心南店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937號

烏弄－台中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２０４號１樓

Pisa Pizza手工窯烤披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136號 "

摩斯漢堡-台中西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日新路8號1樓

冠冕盒餐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91巷38弄5號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中 桃園市桃園區文化里１２鄰中華路６１號１樓

CoCo都可-東湖2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37號

SUBWAY 台中學士店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406號1樓

八方雲集-鶯歌國慶店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63號

悟饕新豐建興店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53-1號

飯丸屋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４３２號１樓

歐蜜斯西點麵包店 嘉義市東區太平里民權路118號1F

八方雲集三重中正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03號(明志國中)

宜蘭縣五峰旗風景區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芳萊小館 花蓮縣花蓮市自由街128號

什麼魚；MKF什麼魚 新北市三重區六張街28號

迷客夏-彰化和美店088 彰化縣和美鎮永樂路2號

摩斯漢堡-高雄中山二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台南鹽水店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10號

凱帝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４段345巷5弄7號

鮮茶道-三重福隆店 新北市三重區福隆路36號1樓

麥味登豐原榮興店 台中市豐原區翁明里豐勢路一段283號1樓

鮮自然-中和員山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33號

梁社漢五股成泰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92號

悟饕台北松信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信路78號1樓

食時在在早午餐店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103號

八方雲集新店碧潭店 新北市新店區碧潭路17號(碧潭吊橋)

胖老爹美式炸雞 基隆市七堵區百六街９５號

迷客夏-鹽行店0889 台南市永康區仁愛街31號

摩斯漢堡-高鐵台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麥味登平鎮新富店 桃園市平鎮區新富五街105號

鮮茶道-燕巢鳳旗店 高雄市燕巢區鳳旗路127-4號

Q Burger-土城永豐 新北市土城區永豐路135巷10號1F

麥味登淡水紅樹林店 新北市淡水區坪頂路51-1號

悟饕屏東自由店 屏東縣屏東市北勢里自由路462之1號1樓

可口牛肉麵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1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茶湯會高雄苓雅二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72號1樓 "

八方雲集南港興華店 台北市南港區興華路122號

大苑子－內湖江南店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１０１號１樓

boven雜誌圖書館

醋頭家縣府店

31酒夯Bar燒烤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五街210號

摩斯漢堡-西華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吳興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9號

清心福全-蘆洲中華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25之1號

麥味登竹南姐妹店 苗栗縣竹南鎮頂大埔13號

果霸茶內湖成功旗艦店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59之1號1樓

悟饕宜蘭四結店 宜蘭縣五結鄉上四村中正路二段33號一樓

路易莎- 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五股區興珍里五權路７巷１０號６樓

Chat Bon貓棒棒咖啡 花蓮市博愛街229號1樓

八方雲集天祥店 台北市中山區天祥路59號(民權西路捷運站口)

烏弄－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５１４號

LOUISA COFFEE -蘆竹 桃園市蘆竹區南福街１０１號１樓

圓砌升降鍋物

夢仔哺 台南市東區大學里東寧路15巷8-1號

麥味登竹南延平店 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141號

八方雲集-龜山文德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德路94號

早安美芝城桃園中埔概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六街116號1F

電子街-川子麵線 台中市中區中山路26號1樓

COCO都可集美 新北市三重區光明里集美街208號

LOUISA COFFEE -樂群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150號1樓

公館-維綸麵食館 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3段279號1樓

早安美芝城-台南文平 台南市安平區文平路432號

水巷茶弄台東中正 "台東縣台東市中正路２４５號１樓 "

兵兵友禮百貨行(洛客 連江縣南竿鄉福澳村129號

旅人咖啡館-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林路83號

了不起國際事業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52號2樓

185 Cafe 台中市北屯區?子路325號

畜丼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55巷2號1樓

麥味登中壢永福店 桃園市中壢區自信里永福路999號1樓

客來喜餐飲樂田麵包屋 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5號6樓

料理曹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39巷16號

CoCo都可-青島店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21之10號

LOUISA COFFEE -台南 臺南市安平區國平里華平路２６９號

八方雲集永和頂溪店23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路36號

婆媳好味道

大潤發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永安街25號1樓

常春藤素食 花蓮市富安路22號

果染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05號

漢堡堡活力早餐

創盛號大同雙連店 新北市石碇區楓子林53之3號

Teas原味-麻豆中山店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10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梁社漢忠孝東店106U00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47號11號之8

勝利廚房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174巷28號1樓

八方雲集新莊後港店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65巷2號

茶聚－花壇學前店 彰化縣花壇鄉學前路５號１樓

三總附設庇護工場 台北市北投區新民路60號

柏悅12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識好茶怡平店 70847台南市安平區怡平路55號

台北綠蒂咖啡廳 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3段56巷14號7樓

99號幸福甜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99號1樓

四海遊龍-中央大學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LOUISA COFFEE-豐原三 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三民路１９２號１、２樓

清心福全-鹽埔維新店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167之1號

采棠肴鮮餅鋪-崇德店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352號1樓

清心福全-頭份尚順店 苗栗縣頭份市東民三街20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大里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200-1號1樓

築地鮮魚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47號

大魯閣土城館二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Q Burger-五股國小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２段108號1F

悟饕花蓮壽豐店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路一段56號

八方雲集雙城店104000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6號

創義滋外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里民權五街８９號１樓

磨豆傳奇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３４３之２號１樓

Q Burger-新莊裕民202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街128號

CoCo都可-老飯店店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里民豐路1號

LOUISA COFFEE-劍潭承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里承德路四段５３號１樓

清心福全-彰化泰和店 彰化縣彰化市泰和路二段413號

Naissance coffee

大俠綠豆沙(健行總店)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1031號

台灣第一味大肚追分店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493號

正方芳Cafe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103號

拉亞漢堡-樹林站前店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９２號1樓                                 "

大魯閣壢運館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迷客夏-東港中正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１段26號

悟饕高雄大樹九曲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208號1樓

八方雲集台南東安店70 台南市東區東安路123號1樓

PCBC?亞商務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９９號１４樓

CoCo都可-林口文化店 新北市林口區麗林里文化二路一段62號1樓之4

老窩咖啡館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38號

麥味登太平宜昌店 臺中市太平區宜昌里宜昌路483號1樓

小花早午餐 台中市南區崇倫里三民西路345號1樓

春陽茶事信義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52巷12號

迷客夏-南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南門路179-6號

木可蘿蔔糕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路１２５號

COCO都可亞東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47巷2之1號

八方雲集萬華寶興店 台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33號

彝璋布袋 嘉義縣布袋區海興街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０１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大苑子－永安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１５２號１樓

老窩咖啡館松德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德路51號

CoCo都可-竹北自強南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161號

麵家宇味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３段62號

Teas原味-後潭店 嘉義縣太保市後潭里341號

紀州庵文學森林 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107號

麥味登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57號

米若克 台中市南區建成路1072號1樓

蝦匠活蝦料理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32-1號(前面)

梁社漢樹林中華店238U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269號

外星人 台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2之28號

COCO都可宜蘭2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１段19號

八方雲集桃園龍壽店 桃園縣桃園市龍壽街34號

臺南市玉井區農會 台南市玉井區中正路139號

初韻台北內湖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33號

玉津咖啡_中壢日新

城市漢堡-太平新仁店 台中市太平區新仁路一段176號

龍和閩東風味館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村88號

拉凡德手作烘培坊 新竹市東區新莊里長春街97號一樓

鮮天下永利店 新北縣永和區永利路116號

鬍鬚張南崁南竹店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

Passenger 隨食。旅人 台中市西區忠誠街109號1號

50嵐(信陽店) 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3號1樓

洄瀾找吃的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里中美路71之26號1樓

鮮茶道-新化中山店 台南市新化區中山路344號

八方雲集蘆洲成蘆店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589號

秧米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三段25號

LOUISA COFFEE-榮星花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4號

大車輪日料岩酒所

ISM PATISSERIE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8巷21之2號1樓

拉亞漢堡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95-17號

茶湯會台中精誠店 臺中市西區公平里精誠路43-7號一樓

珍煮丹－內湖園區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４１１巷８號１樓

五十米深嵐(櫻花店) 台中市西屯區櫻花路90號

50嵐-苗栗公館店 苗栗縣公館鄉館中村大同路231之5號

Q Burger-中和民享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86巷3號

ＣＯＣＯ都可－新竹金 新竹市金山16街2號

清心福全-永和宜安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9號

MASK創意生活館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二段751號

弘爺漢堡仁化店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里仁化路458之4號1樓

鮮茶道-溪湖平和店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街313號

Q Burger-永和永平N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50號

川達人文茶飲 福瑞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瑞里福瑞街45號

八方雲集中和大勇店23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32號

澤字號粿舖蘆洲長興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興路272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茶湯會淡水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30號

雋品餐飲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80巷1號1樓

麥味登觀音建國店 桃園市觀音區建國路172號

日日裝茶－大肚火車頭 "台中市大肚區華山路５２號１樓                                                                                            "

迷客夏-桃園忠孝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58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石來 花蓮市中山路52號

摩斯漢堡-東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50嵐-田尾店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531號1樓

LOUISA COFFEE -漢口 臺中市北區頂厝里漢口路四段３１６號１樓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大 桃園縣桃園市武陵里大同路41號1樓

CoCo都可-湖口仁和店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133號

八方雲集太平中山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37號

淇里思印度餐廳 台中市西屯區存中街47號

感性魯味 臺南市中西區尊王路92號

台邑餐飲 台中市清水區吳厝里和睦路3段50巷20號

帆船基地-風帆咖啡廳 屏東縣東港鎮新義路142號一樓

迷客夏-永安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286號

小黑糖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１段５７巷２號１樓

清水茶香師大店 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39號1樓

摩斯漢堡-林口仁愛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樹林中 新北市樹林區樹西里中山路１段１１５號

QBurger-汐止金龍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206號

黑沃咖啡-龍潭陸軍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371號

麥味登林口名巧園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121號

SUBWAY大安捷運店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4段30巷5號

東山服務區 屏東縣滿洲鄉滿洲村中山路205號

八方雲集中山長春店10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293號

大魯閣湳雅館-櫃台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85號5樓 "

甘泉魚麵－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１段８８９號

酷多思－裕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４５５號

LOUISA COFFEE -埔里 南投縣埔里鎮大城里中山路三段219號

黑沃咖啡－彰化彰基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２１９號

味仙餐飲 新北市泰山區德安街19號

摩斯漢堡-桃園龍潭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南勢角 新北市中和區景福里捷運路６３號１樓

Teas原味-文化一店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164號1樓

鮮茶道-高雄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55號

Q Burger-五股工商 新北市新莊區光復路一段68巷22號

麥味登中壢宵夜街店 桃園市中壢區五興路343號

銘溢手作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光正街16巷3號1樓

八方雲集桃園中山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29號1樓

熊一枝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３段２８３巷３號          "

八方雲集基隆源遠店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80號

LOUISA COFFEE -三重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41號(1、2樓)

九號咖啡外澳館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村信義路34巷6號7樓之27

圓石禪飲-橋頭成功店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41-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摩斯漢堡-新莊五權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心福全-頭份文化店 苗栗縣頭份市文化街231號1樓

Q Burger-南崁福祿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里五福六路45號1F

里亞行旅Hotel 嘉義市西區永和街100號

麥味登北市農安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行政里農安街231號

立葉咖啡工作室 花蓮縣花蓮市國光里尚志路１１之４號1樓

梁社漢明德店112U0020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07號1樓

悠逸行旅中正館 台北市內湖區行善路３９７號７樓之１

八方雲集萬華貴陽店 台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27號

LOUISA COFFEE -澎湖 澎湖縣馬公市仁愛路77號1樓

清心福全-神岡豐洲店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路186號1樓

日風小棧 "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中正路７９巷１８弄９號１樓  "

梁社漢板橋仁化店220U 新北市板橋區仁化街125號1樓

十二韻－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１段２２０號                      "

正阪橋茶水坊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2段284號1樓

Congrats Cafe 臺北市大安區文昌街47號

益田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1段10號1樓

麥味登竹北縣府店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路596號1樓

珍煮丹－花蓮中正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５０８號１樓

逗狗美容會館 台中市北屯區柳陽西街94巷10號

Q Burger-新莊昌明 新北市新莊區昌明街28號1F

COCO都可－士林中正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之1

台南新光影城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６５８號９樓、１０樓、１１樓、１２樓

茶鬍漢口商行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77-1號

一芳-萬華龍山寺店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38號

迷客夏-台北大安店088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13號

玉清境食茶配話台北石 台北市北投區吉利街123巷20號

保安工寓義大利麵coff 台南市仁德區保安里文賢路1段640號1樓

洄瀾薯道 花蓮市中山路193號

麥味登土城德興店 新北市土城區德興街101號1樓

先喝道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95號1樓

清大弘謙食堂 新竹市東區光明里光復路二段１０１號

九號站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7號

ＣＯＣＯ都可－竹北自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161號

CoCo都可-大興店 桃園縣桃園市大興里大興路１６１號

路易莎-桃園大興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一段179號-1號

吉川麵包坊北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5號

清心福全-線西沿海店 彰化縣線西鄉沿海路一段904號

?點子板橋廣和店 新北市板橋區廣和街96號

可以醬精緻醬拌麵專賣 台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3巷4-2弄2號

里亞料理廚房 宜蘭縣宜蘭市思源里007鄰女中路三段523號1樓

百事達國際飯店股份有 花蓮市國聯五路151號

吳興蚵仔大腸麵線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26巷9號

初韻三重重新店 241017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54號1樓

异家鍋物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570號(1樓)

迷客夏-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63-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CoCo都可-八里 新北市八里區訊塘里2鄰中山路2段397號1樓

清原芋圓中山店

玉清境鮮茶坊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129號

Shiro Cafe白咖啡 台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16號1樓

悟饕淡水新市鎮店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二段90號

八方雲集蘆竹南竹店33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108號

三隻小兔義式冰淇淋 嘉義市東區啟明路255號1、2樓

聯興早餐店 高雄市三民區聯興路48號

八方雲集三峽和平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66號

大苑子－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１段８５號１樓

十一雞 雲林縣土庫鎮石廟里溪心168號

圓味壽司秀水店 50448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702號

迷客夏-永安店0889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286號

四海遊龍-神岡店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６３４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高雄六合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91號

合家香飲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文化路370號

MR.WISH 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南里中山路288-1號

普邑斯商務旅館 "新竹市東區復中里民權路193號  "

悟饕屏東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城南里中正路88號1樓

八方雲集北市民生店10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242號

台北譽展蜜餞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72號1樓

拉亞漢堡－苑裡新興店 苗栗縣苑裡鎮中正里１３鄰中正９０之３號

邊境法式點心坊 花蓮市明智街73號

路易莎咖啡-台南永康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365號

八方雲集板橋金門店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299號(溪洲國小)

大苑子－惠來店 彰化縣員林市三義里中山路１段５９３號１樓

出櫃-屏東潮州店 屏東市潮州鎮長興路43-1號

前山手工牛軋糖 花蓮市軒轅路2號

CoCo都可-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82號

宓藺實業有限公司

麥味登文山辛亥店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五段5號1樓

春陽茶事台南國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二段121號

霧樂家釀啤酒本舖 台中市霧峰區坑口里新生路126號

八方雲集蘆洲復興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58號(捷運三民高中站)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３３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復興崗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68之1號(文化國小)

嘿店小舖

餵我早餐-忠孝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252號

CoCo都可-昌吉店 台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3號

NICE GREEN美蔬菜廚房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四段458號4樓

麥味登台中東興店 臺中市南區東興路一段42號1樓

拉亞漢堡－中和民樂店 新北市中和區民樂路７４號

50嵐(饒河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77號

古早味豆花專賣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10號

天補藥燉排骨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16之1號

黑沃咖啡－台北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３段４６之４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海大尚一品自助餐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COCO都可新店北新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１段219號1樓

八方雲集八德大和店 桃園市八德區大和路127號

杏一-交大研三舍商場 "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

鮮自然-民族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八方雲集延平南店B 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22號(南門國小附近)

員貝樂營股份有限公司 澎湖縣馬公市東文里文前街67號1樓

Q Burger-文山興德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215之2號1樓

馬可桃園店 桃園巿桃園區中山路483號

鮮湧群光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69號

Journey Cafe 台中市西屯區惠來路三段150-1號

麥味登橋頭成功店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南路669號

李圓圓-板橋大仁店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7號

典藏咖啡館 長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正得里長安東路1段8-1號2-4樓

歐客佬台北信義店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３段１０９之１號

路易莎咖啡－竹北文興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1號1樓

鮮茶道-台南仁和店 台南市東區仁和路73號

八方雲集中壢健行店 桃園縣中壢市健行路209號(中壢後火車站)

茶聚－桃園成功店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１段２５號１樓

溫莎堡-汐止店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５４號

玉津咖啡楊梅店

昭和十八J18-嘉義市史 臺中市西區吉龍里五權西四街13巷14號2樓

鬍鬚張平鎮民族店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二段199、201號

京餤糕點食品 基隆市仁愛區仁四路48號

好素配蔬味工坊 台中市北屯區和平里東山路一段381-41號

麥味登冬山廣興店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23號

弁當工場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文湖街77號1樓 "

咖竅－永春旗艦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２段１４１之１號

50嵐-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五段188號

台灣第一味南投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下橫街47-2號

LOUISA COFFEE -北投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６５號

清心福全-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03號

鮮茶道-斗南車站店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中山路96號1F

梁社漢士林中正店111U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38號

波記茶點心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248巷27號1樓

新源晨早餐店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40號1樓

麥味登苗栗龍坑店 苗栗縣後龍鎮龍坑里16鄰十班坑156之56號1樓

茶湯會湖口仁和店 新竹縣湖口鄉鳳凰村仁和路98號1樓

Bite life caffe 台中市北區六合里五權路166號1F

丹麥之屋法式西點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98號1樓

御品齋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中山路４３９號前攤位

圓味壽司 台中工學店 402022台中市南區工學路34號

福町本舖檸檬汁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福町夜市A35

50嵐-大墩一店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271號

LOUISA COFFEE -通化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林口工六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10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鮮茶道-新竹育賢店 新竹市南大路581-1號

新井茶(太平宜昌店)

正好停-峨眉站停車場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八方雲集基隆南榮店20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179號1樓

Mr. Orange(新莊)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6之2號

八方雲集蘆竹中山店33 桃園市蘆竹鄉中山路36號

黛黛茶台中漢口店 臺中市北區頂厝里漢口路四段394號

千家軒食品行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66號

力堤坊商號 新北市三重區長安里文化北路９９之１號１樓

明志加油站-燦輝聯盟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25巷14號

迷客夏-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60號

Sugar Miss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4號1樓

摩斯漢堡-台東新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韓五花燒烤料理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２７４號１樓

清心福全-梧棲中央店 臺中市梧棲區中央路1段914-3號1樓

Q Burger-台中華美 台中市西區華美街49號

ＣＯＣＯ都可－永豐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里永豐路５８９之２號

清心福全-嘉義大雅店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656號1F

SUBWAY中和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483號1F

梁社漢-新竹關新店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175號

Q Burger-新莊西盛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56號1F

八方雲集平鎮和平店32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199號

HOKA CAFE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64號1F

馬札羅咖啡烘焙館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69巷17號

巧樂咖啡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西路２段1106號

迷客夏-新民店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818號

３８熊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３６１號

Teas原味-民雄農工店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鴨母?2-43號

摩斯漢堡-北醫吳興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LOUISA COFFEE大直店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北安路６２１巷４９號１樓

大庭牛肉麵

鮮茶道-屏東林邊店 屏東縣林邊鄉中山路158之1號1樓

剉冰女王冰點屋 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2段245之2號12樓

麥味登三重大同店 新北市三重區大同北路97號

SUBWAY三峽北大店 新北市三峽區國學街84號

八方雲集內湖新麗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46號1樓

迷客夏-昆陽店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６段418號1F

王子神谷－台北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２３７號１樓

西門靖 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122號

安賀斯七九八零店 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２８２號１樓

摩斯漢堡-台北明曜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茶山小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123號

鮮茶道-高捷鳳山西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41號

Q Burger-汐止連興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73號

麥味登彰化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永安里復興路312號1樓

八方雲集新莊新中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613號



業者名稱 地址
美加茶園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19號

COCO都可忠順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8-2號

茶湯會新營復興店 臺南市新營區三仙里復興路18號1樓

清心福全-大里內新店 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二段75號1樓

摩斯漢堡-仁愛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清原芋圓-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311號

清心福全-二林中山店 彰化縣二林鎮中山路139號

ToDo 宜商店 宜蘭縣宜蘭市延平路41-11號

福的涼麵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96號1樓

財團法人喜憨兒青年1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52巷6號

四分之三法式甜點 台南市南區大成路一段30巷36號

梁社漢台中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131號

熊喝咖啡_ 台中市北區太原路二段4號1樓

林記水餃館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50號

富氣水產 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遼寧街５７號

清原芋圓-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39號1樓

本屋烘培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鄉光復路280號

梁社漢樹林大雅店238U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78號1樓

早安美芝城-介壽早餐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2段214號

11番町拉麵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106之1號

東萊便當-崇德店 台北市信義區崇德街４０號

丼飯王

喜歡你咖啡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132號1樓

拉亞漢堡－台南福緣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１０巷２之１號

走糖 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281號

非凡假期大飯店 花蓮市民國路53號

中子文化公司好丘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5號9樓

浩克漢堡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１５７號 "

享咖啡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58弄9號1樓

COCO都可－湖口仁和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133號

CoCo都可-苗栗苑裡店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67號1樓

一芳水果茶永和得和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413號1樓

GATEWELL CAFE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十九街180號

黛黛茶新竹金山店 新竹市東區金山五街33號

迷客夏-大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79號1樓

玉珍齋(彰化總公司) 彰化縣鹿港鎮新宮里中山路435號

創盛號板橋四維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377巷26號7樓

美食展-南方米造 臺南市麻豆區新生南路7號

ＣＯＣＯ都可－大溪 桃園市大溪區一心里25鄰慈湖路１１７號

CoCo都可-自立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26號

麥仕佳專業烘焙(鹿港) 彰化縣鹿港鎮順興里中山路388號

SY  Coffee 台中市西區民龍里英才路470巷2號1樓

悟饕台北合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97號1樓

熊喝咖啡 台中市北區太原路二段4號1樓

八方雲集三重大智店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240號(格致高中)

茶聚－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山通路２０２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大苑子－鹿港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３１６號

御富商場－市府站門市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文心路２段６９９號１樓

武藏田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39號(1樓)

迷客夏-台中嶺東店088 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24號

路易莎咖啡晴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33之2號1樓

四海遊龍-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376號

鮮茶道-嘉義灣橋店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灣橋306號

CM內湖家樂福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善街88號

台灣第一味-彰化大村 彰化縣大村鄉大仁路一段114號

黑盒子蛋包飯專賣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平里西安街219號

悟饕台東鐵花店 臺東縣臺東市鐵花里中山路401號

50嵐(五工店)2021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80號

鵝肉先生 花蓮市中山路259號

紅蕃茄餐飲公司 桃園市楊梅區益新一街128巷40號1樓

八方雲集新店綠灣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祥路95號(頂好)

高雄真男饌-品疆食堂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76號1樓

CoCo都可-澎湖光復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81-1號

鮮茶道-岡山本洲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北路66號

彼得好咖啡內湖行善店

奇椏咖啡 台中市沙鹿區居仁里大同街121號

麥味登大安國王店 台中市南區忠明南路761號

春陽茶事-小港漢民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55號1樓

悟饕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崗里光復路129號1樓

路易莎咖啡-台中大墩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路806號

八方雲集景興店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35號(景美國中)

LOUISA COFFEE -大甲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里育德路２１號１樓

CoCo都可-新莊五權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38號

沙龍文化研究室有限公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2段85號

麥味登基隆陽光二店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79號1樓

熱愛生命Chica cafe 臺中市西屯區逢甲路225巷33號

日光美蘇cafe 台中市西屯區東興路3段386號

悟饕宜蘭三星店 宜蘭縣三星鄉義德村三星路五段19號一樓

波克蔬商行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335巷5號

八方雲集泰山黎明店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路561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３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敦北店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22巷35號(松山機場)

胖老爹美式炸雞－彰化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５８８號１樓

LOUISA COFFEE -國防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61號

馬可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261號1樓

麥味登新莊龍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新建巷55號

七盞茶-沙鹿中山店 台中市沙鹿區中山路218號

灰鴿-南屯店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七路968-3號

步子小路 台中市北屯區?子路２７５號１樓

50嵐(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25-2號

LOUISA COFFEE -松江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3號1樓

COCO都可安居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18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新屋中華店 桃園縣新屋鄉中華路270號(中山路)

早安美芝城-屏東活力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2段246號

城市漢堡-桃園泰昌店

嘉義市腦性麻痺協會 嘉義市西區玉康路160號

四海遊龍-長榮店 臺南市東區大學里長榮路３段６８號１樓

鬍鬚張竹北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5號

麥味登神岡中山店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里中山路1343號1樓

水巷茶弄台北南京三民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23號1樓

莎嗑蘭女士輕食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91巷41號

台灣第一味台北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91巷11號

50嵐(德安店)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一段66號一樓

墨凡有限公司印象臺灣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57號3樓

曾記麻糬站前門市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42號3樓

鮮茶道-布袋上海店 嘉義縣布袋鎮興中里8鄰上海路237-1號

LOUISA COFFEE-仁愛明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117號

壹號倉庫炭火串燒BAR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71巷1號1樓

嘉冠喜煎餅 嘉義市西區湖子內路263號

Woo to go 宜蘭縣五結鄉成興村18鄰五濱路一段18號

珈琲阿吽坊 臺南市中西區南廠里國華街2段73號

早安山丘-麥寮店 雲林縣麥寮鄉泰順路433號1樓

麥味登前金中華店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23-8號

茶湯會豐原府前店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里府前街55號1樓

大潤發內湖一店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28號1、2、3樓

識好茶東寧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353號

50嵐-竹北正西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24號

LOUISA COFFEE -后里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86號

鮮茶道-北成羅商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四段226號

拾覺－台中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柳豐六街５號１樓

麥味登內湖葫洲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296巷67號1樓

珍煮丹－新莊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５１６號之３４

初韻好韻茶台北士林店 11163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76號

水雲堂敦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81巷45弄45號

摩斯漢堡-桃園正光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太陽堂太陽餅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２段５５０號

清心福全-龜山長壽店 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148號

SUBWAY 南京復興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195號1樓

台灣第一味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08號

歐特儀-基隆市信二立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99號5樓

八方雲集三峽民生店 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107號

Q Burger-桃園迴龍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１段312號1F

久等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83號1樓

Ｔ４清茶達人－廟東總 台中市豐原區復興路５０號１樓

迷客夏-樹林店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58號

Q Burger-新莊光明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56號1樓

摩斯漢堡-新竹北大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歐客佬台中醫院店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１０３號１樓

清心福全-外埔甲后店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5段57號

LOUISA COFFEE-台南大 臺南市中西區法華里大同路１段２１４號１樓

清心福全-台東正氣店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483號

SUBWAY台南成大店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3段226巷83號

晶宴會館御豐館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351號2樓之3

迷客夏-仁德中正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1042-1號

八方雲集三重溪尾店24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57號

摩斯漢堡-新店公所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趣活藍晒圖 台北市南港區八德路四段768巷1弄18號

LOUISA COFFEE－仁德 臺南市仁德區新田里０１２鄰民安路一段４２９號１樓

御可香-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一段135號

清心福全-斗苑東店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東路78號

八方雲集豐原仁愛店 臺中市豐原區仁愛街16號

迷客夏-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花壇村中山路一段447號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莊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里莊敬路１段３１５號1樓

福圓號-永和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298號

哈肯舖-東湖店

摩斯漢堡-公園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怡客咖啡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北投路一段7號3F

樂咖壹店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里尊王路110號

小螺波螺螄粉

八方雲集-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59號

梁社漢蘆洲長榮店247U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2號1樓

水巷茶弄-台南嘉藥店 台南市仁德區保安里二仁路一段138號

多多簡餐部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初韻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和路245號

Jazz cafe爵咖啡

TEA’S原味彰市實踐店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191號

早安美芝城-樹林活力 新北市樹林區太平路150巷41號

梁社漢中山龍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30號一樓

華航園區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二段156巷22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工學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27號

ＵＫ Tea x Coffee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１２３號旁土地

COCO都可－清大水木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驛站房東北-柳川東 台中市中區柳川東路３段５號

Barkers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18巷41號

TEA’S原味平鎮山仔頂

拉亞漢堡羅東維揚店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５９號１樓

雲林縣親民空間咖啡物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515號

俏王妃清粥小菜 新竹市南大路８４２號１樓

Q Burger-松山信義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65巷2號

路易莎咖啡－內壢忠孝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83號1樓

STAR美式炸雞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175號

鮮茶道-台東關山店 台東縣關山鎮和平路8-1號

黛黛茶民族店 桃園市楊梅區民族路五段26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茶湯會永康永明 台南市永康區永明街51號

六六方鴛鴦鍋 宜蘭縣宜蘭市環市東路二段786號

地熱谷小舖庇護工場 台北市北投區中山路30-10號2樓

豪品食尚料理會館 台北市中正區黎明里市民大道１段１００號Ｂ１台北地下街２５、２６

麗格休閒飯店有限公司 花蓮市商校街258號

武林茶-臨江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90巷10號

創盛號永和永安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467號1樓及2樓

中平麗媽四季鍋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50號1樓

ＣＯＣＯ都可－中壢站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中平路15號1樓

CoCo都可-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06號

豪大大雞排

一芳水果茶台北和平東 台北市大安區和東路2段118巷62號

小方舟串燒酒場

杏一-羅東聖母商場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94號

馬耀咖啡 花蓮縣鳳林鎮鳳信里中正路一段174號

馬可先生坪林店 (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44號1樓

迷客夏-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87號

七盞茶五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91號

摩斯漢堡-林口長庚醫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長春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47號

迷客夏-龜山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一段29號

ＣＯＣＯ都可－桃園三 桃園市桃園區西門里三民路三段78號

CoCo都可-竹圍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里民族路31-21號1樓

青蛙來了 臺中市大里區德芳路一段362號

悟饕台中十甲東店 臺中市東區東英里十甲東路768之9號1樓

季洋莊園咖啡-民族店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83巷46弄2號

八方雲集中和福美店 新北市中和區福美路311號

自在軒－仁德一甲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３段１２０號１樓

LOUISA COFFEE -萬大 台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41號1樓

迷客夏-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松和里昌平路二段2-6號1樓

摩斯漢堡-劍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老麵酵匠包子饅頭舖 新竹縣竹北市國盛街231號1樓

鮮茶道-屏東枋寮店 屏東縣枋寮鄉中興路11號

Q Burger-新莊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50號

麥味登大雅旗艦店 台中市大雅區文雅里中山北路392號1樓

台灣第一味台北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40號

星野銅鑼燒公益門市

雞咕滷味店 台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303號

悟饕高雄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03號

拾邑手作料理_

茶湯會台北南港三店 新北市三重區仁義街159巷12號4樓

伊凡的花園 高雄市鼓山區瑞豐街８７號１樓

台北市景美女中合作社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312號

八方雲集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308巷18號(重慶國中)

洄瀾薯道一店 花蓮市中華路11號

LOUISA COFFEE -板橋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１７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新竹縣新豐鄉康和路199號

緒食  一鍋小麻辣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781號1樓

CoCo都可-樹林中華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92號(1樓)

麥味登大直北安羅伯店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5巷19號

鮮茶道-台南港口店 台南市安定區港南里港口142-9號1樓

Q Burger-板橋金園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171號

台茶1號七張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82號1樓

WOW TEA手作茶 臺中市西區昇平里貴和街39號1樓

春陽茶事台北雙連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11號1樓

悟饕南投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787號1樓

新東陽師大店７０８４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八方雲集中和宜安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69號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１３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八方雲集松商店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六段97號(松山商職)

宮本九州豚骨拉麵

CoCo都可-新北金山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93號

TEA’S原味汐止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34號1樓

麥味登台南東橋店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八街210號

晨饗素食坊 台中市烏日區中華路472號1F

拉亞漢堡花蓮東華店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81號

梁社漢台中興安店 台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二段60號

阜山研究社 桃園市桃園區汴洲里有恆路201號

50嵐(劍潭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35號

婆婆冰旗艦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之12號

孟子早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373號

八方雲集龜山文德店 桃園縣龜山鄉文德路94號

大苑子－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１２７之４號１樓

坪林手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92號

四海遊龍-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中興路161巷7號1樓

馬可重慶店 台北巿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00號

福友咖啡農場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中埔11之16號1F

麥味登土城學成店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9號

大王千金米大福 嘉義市西區北港路1296號

LOUISA COFFEE -內湖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里瑞光路２０９號１樓

西門-Richard Blanc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85-1號

八方雲集五股水碓店 新北市五股區水碓路3號(德音國小)

壹咖啡_重慶南路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3號1樓

帕尼尼咖啡餐 台南市安平區怡平里華平路676之1號1樓

福興牛舌餅(羅東)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324號1樓

鬍鬚張藝文特區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901號

茶湯會台中大慶店 臺中市南區樹義里大慶街二段6之11號1樓

台灣小吃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07號

仙湖農場-吧台部 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一鄰6-6號

麥味登新竹立鵬店 新竹市東區龍山里立鵬路83號一樓

50嵐-東勢中山店 台中市東勢區中山路51號

清心福全-後龍三民店 苗栗縣後龍鎮三民路12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 -汐止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18號

ＳＵＢＷＡＹ－永和頂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39號1樓

八方雲集彰化線西店50 彰化縣和美鎮和西里和平街108號1樓

春芳號-台中河南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280號

富信大飯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128號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52巷6號

小林冰堂 宜蘭縣羅東鎮復興路一段13號一樓

初韻新竹竹北店 302008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24號

幾分甜-大安復興店 新北市五股區五工六路24號

亞都麗緻大飯店 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41號

50嵐-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84號

拉亞漢堡平鎮廣泰店 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２３６號１樓

四海遊龍-新北長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530號1樓

LOUISA COFFEE -美村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LOUISA COFFEE -新竹 新竹市東區西門街55號1樓

原域咖啡

梁社漢-板橋溪北店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35號1樓

美德耐-東海大學商場

上品漢方館 宜蘭縣宜蘭市宜中路296號一樓

京站實業地下停車場

路邊烤肉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90巷32號

圓味壽司彰化溪湖店 51453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31號

圓環邊蚵仔煎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46號1樓

LOUISA COFFEE-逢甲青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里青海路２段２４０之１號１樓、２樓

Q Burger-竹北三民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18號1樓

清心福全-秀水彰水店 彰化縣福興鄉彰水路86號

SUBWAY復興和平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203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忠孝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224號

(文林)大腸包小腸 台北市後街21巷34號

Q Burger-三民分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298號

八方雲集新莊中誠店24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79號

惡魔雞排-中和建一店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83號C座

周港茶

LOUISA COFFEE政大店 臺北市文山區萬興里萬壽路３號

小木屋鬆餅-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民主路14號

SUBWAY台中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63號

春陽茶事-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21號

八方雲集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三段150號1樓

八方雲集林口中山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564號1樓(頭湖國小)

摩斯漢堡-桃園經國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鍋神逢甲旗艦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31號1樓

松薇 臺北市大安區麗水街28-1號

珍煮丹－高雄三民建工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５５７號１樓                                                                                          "

50嵐(忠孝延吉店)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72-4號

秋刀鬥肥牛 台中市西屯區何南里大墩二十街51號1樓

八方雲集台中忠勇店40 台中市南屯區忠勇路70-8號1樓



業者名稱 地址
綠原品健康蔬食-錦州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69號1樓

海大樂多堡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2號

COCO都可中和員山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39號

唐氏症基金會 241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 巷14號2樓之5

一一九小舖

Q Burger-板橋永豐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115號

手麥方烘焙站 台北市北投區實踐街82巷5號

林聰明 沙鍋魚頭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361號

十八卯茶屋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２段30號

大苑子－蘆洲民族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１１９號１樓

十二韻－朝富店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１３６號１樓

太陽堂老店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二段25號

新光三越-天母停車場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68號地下1樓、地上1樓至7樓

胖桑烘焙坊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17號

COCO都可新埔 新北市淡水區賢孝里淡金路4段560號1樓

併機-大魯閣花蓮館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9樓

四海遊龍-後龍店 苗栗縣後龍鎮北龍里中華路64之10號

鬍鬚張桃園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97號

星饗道國際自助餐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北路18號

拉亞漢堡平鎮中山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山路６９號

50嵐-豐原三民店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12號

不要對我尖叫－台北松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１６巷９號１樓      "

Q Burger-板橋英士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70號

中原-威記食品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一段276巷12弄19號1樓

COCO都可－樹林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鮮茶道-嘉義宣信店 嘉義市東區興業二村22-1號

陳飲台灣茶皇-新竹金 新竹市東區金山里金山八街６３號

達利早餐永和永貞二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296號

喜憨兒青年1庇護工場 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52巷6號D棟

茶湯會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勝利里中正路925號1樓 "

福灣巧克力 屏東縣東港鎮大鵬路100號

羽上茶飲ｙｏｕｒｓｕ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３０２號

大苑子－嘉義站前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46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東山路８２號

COCO都可-竹東2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3段178號

CoCo都可-大庄店 新竹市大庄路63號

路易莎-三重五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97號

鮮茶道-花蓮北埔店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278號1樓

正好停-艋舺公園站停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一芳水果茶中壢中央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12號

寶山便利E店

愛唯客肉排蛋吐司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94號

MoM’s TOUCH 臺南市安平區怡平路152號1樓

鞠園企業社 台北市士林區通河東街二段17號

拉亞漢堡－台中四張犁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２段４５之６號１樓

馬可先生金華店 (70233)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146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迷客夏-華平店 台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15號

三富好食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99號1樓

摩斯漢堡-新北中和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Ｆａｔｔｙ‵ｓ崇德店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３段１０８號

迷客夏-大溪慈湖店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25號1樓

COCO都可桃園大竹2 桃園市蘆竹區上竹里大竹路３９４號１樓

CoCo都可-景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里大直街49號1樓

SUBWAY忠孝復興店 台北市松山區長春路343號B1-A14

梁社漢淡水竹圍店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西街二段206號2樓

L.I.S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38巷34號

悟饕汐止連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文化里連興街134號１樓

馬可先生五權店 (404)台中市北區五權路182號

大苑子－彰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１段２２２號１樓

品‧印度台南店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１段115號

迷客夏-興隆店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12巷2弄3號

迷客夏-埔里店0889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399號

中正和風食堂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摩斯漢堡-鳳山青年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四海遊龍-大雅店 台中市大雅區大雅里民生路1段10號

鮮茶道-金城站前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28號

鮮自然-善化中山門市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43-2號

悟饕彰化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永西村永坡路3號

龍九ＫＯＷＬＯＯＮ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３段２８５號１０樓                            "

八方雲集汐止樟樹店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5巷14號(頂好)

世紀蛋糕一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１７２號１樓

迷客夏-台北虎林店088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125號

摩斯漢堡-敦南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滬上雞莊麵食館 台北市大安區樂業街106號

CoCo都可-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58號1樓

清玉八里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468號

半畝田 北方麵食 嘉義市東區民國路89號2樓

DOPA多吧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202號1樓

麥味登佳里中山店 臺南市佳里區中山路466號

Q Burger-中和福美 新北市中和區福美路313號1F

麥味登彰化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102-1號1樓?

悟饕台中文心南店 臺中市南區樹義里文心南路883-1號

茶湯會楠梓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92號1樓

江夏御品牛肉麵 台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41-1號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美 "臺東縣臺東市祥和路８３巷８號 "

八方雲集民權店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76號(民權大橋)

大苑子－霧峰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９１７號１樓

50嵐-鹿寮店 台中市沙鹿區鹿寮里18鄰成功東街58號1樓

摩斯漢堡-內湖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CoCo都可-新竹南寮店 新竹市東大路3段730號

寶島心茶館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232號1樓

麥味登北市國王店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5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八方雲集台南北成店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455號1樓

一芳-台北永吉店 台中市豐原區北陽里向陽路376巷16號1樓

台灣第一味_高雄富國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１５３號                                                                                              "

POTION 11 COFFEE 台中市西區大墩十一街21號

馬可先生新竹光復店 (330)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172號

天母-金菠蘿早午餐坊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8巷27之5號1樓

八方雲集三重溪尾二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57號1樓

杏一醫療-北護大商場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鮮自然-信義永吉門市 台南市東區裕和路381號

八方雲集酒泉店 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71號(孔廟)

魚池新語興業店

微笑好食

麥味登鶯歌天囍店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路136號

老賴茶棧-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47-4號

城市漢堡-中和華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134號

永大餐飲店(南華大學)

布萊恩紅茶中壢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４０號

梁社漢淡水學府店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21號1樓

50嵐(土城明德店)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57號

歐客佬高雄瑞豐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倫路８５號

LOUISA COFFEE -林口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里文興路１０８號１樓

中山茶書院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6號11樓之2

西門靖 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武昌街2段122號

八方雲集中壢弘揚店 桃園縣中壢市振興街143號

小熊雞排市府店

隴之悅驛宿館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215號

LAG累擱鮮奶茶-內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346號

simtree咖啡 衛武營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73號

The key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49號

唐棉－板橋永豐店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１號

摩斯漢堡-新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吉里松江路１５６之１號８樓

舊振南餅店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２９８號

LOUISA COFFEE -海安 臺南市中西區海安路一段96號1樓

新千葉火鍋-西門店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52號8樓

御私藏-彰化華山店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4號

梁記嘉義雞肉飯

一芳水果茶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58號

小春日和動物雜貨 珈 臺北市松山區延壽街361號1樓

梁社漢桃園大有店330U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路634號1樓

東海大學_

肉過癮火鍋

茶太陽斗南中山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140號

天菊美食飲食店

第一快餐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LOUISA COFFEE -高雄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清心福全-太平中興店 台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40號



業者名稱 地址
LOUISA COFFEE -桂林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26號

teas原味新市南科

麥仕佳專業烘焙(永富) 彰化縣員林市仁愛里大同路一段162號

一一八茶舖

佬家咖啡 宜蘭縣羅東鎮林森路100號

麥味登新竹關埔店 新竹市東區崇和路100號一樓

茶湯會台北民生東五店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97之2號

佐藤精肉店-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２７巷２５號

時咖啡 新北市三重區大仁街５號１樓

隆太郎名廚燒臘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柏悅2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25號B1

思茶新竹新莊店 30073新竹市東區新莊街139號

myway 覓味 高雄市新興區復興一路81號

紗汀娜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183巷1-5號

麵工坊七張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74號1樓

四海遊龍-青溪店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247號

Q Burger-蘆洲信義N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45號

路易莎-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621巷49號

清心福全-公館五谷店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村2鄰76號

路易莎咖啡-洲子洋 新北市五股區芳洲八路１３２號、１３６號

路地 台中市西區大和路75號2樓

Q Burger-北投致遠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１段95號1F

悟饕台北羅斯福店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28-1號

Q Burger-中山天祥 台北市中山區天祥路22號

CoCo都可-同德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25號1樓

LOUISA COFFEE-中和概 新北市中和區平河里連城路２５０號

頤香食堂

清心福全-東區振興店 台中市東區振興路359號

咖啡超人保儀店

山水屋咖啡簡餐 新竹縣北埔鄉南坑村００９鄰大南坑7-7號

梁社漢中和自立店235U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4號

二吉軒豆乳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３８號

左阜右邑新民店 嘉義市西區新民路618號1、2樓

哈肯舖-重慶營業處 台北市大同區信義路四段265巷18號

樂路樂得法式甜點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２９號１樓

元珍茶 花蓮市中山路690號

路易莎咖啡-信義新生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30號

安徽妹子烙餅店

大苑子－台南奇美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武街１９號１樓

醋頭家Ture Boss-龜山

老窩咖啡館清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38號

杜芳子古味茶鋪-高雄 高雄市鼓山區南屏路515號

八方雲集天玉店二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44號

小滿麥拾 花蓮縣花蓮市國安里明心街２號１樓

COCO都可永和得和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98號1樓

八方雲集樹林俊英店 新北市樹林區俊英街139號



業者名稱 地址
貢茶－五福店（悠遊卡 高雄市左營區文府路１８０號

蜂之鄉-站前門市 花蓮市中央路四段10號1樓

杏一醫療用品ＡＢ２８ 桃園市龜山區   復興一路９４號１至２樓

85度C 台中市南屯區工業區23路35號

GLOBAL MALL 環球購物中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B1F、1F、2F、24F、25F

頂饌國際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39號15樓

COMEBUY長沂國際 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53號5樓

微風置地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37號1至4樓及地下1、2樓

鮮芋仙 新北市五股區五權路39號5樓

三商巧福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45號10樓

清心福全 台南市北區成德里32鄰育德路520號

義美吉盛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南路9號(第二航廈管制區外擴建區及南側綜合商場)

義美吉盛 新北市泰山區貴子路69號地下1樓

晶焱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興南里慈惠一街136,138號1樓

健康主義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興南里慈惠一街136號2樓

枝仔冰城 屏東縣長治鄉農園路17號

月葉紅茶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34巷1號

極屋牛丼 台南市善化區龍目井路423號

摩久咖啡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區精誠六街22號

鑫旺號 苗栗縣苗栗市僑育街56號

金童便當串燒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51號

鮮茶道-台南崇學店 台南市東區崇學路289號

南仁湖－東山休息站 ８０２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０６號２１樓之２

全聯善美的文藝基金會 ２６８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２０１號

南仁湖－湖口休息站（北上） ８０２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０６號２１樓之２

南仁湖－湖口休息站（南下） ８０２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０６號２１樓之２

南仁湖-古坑緣隧驛站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０６號２１樓之２

南仁湖-台大新竹分院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０６號２１樓之２

南仁湖-中壢服務區 ８０２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２０６號２１樓之２

LOUISA COFFEE -長春門市05000502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2段59巷2弄4號

悟饕彰化大竹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28號

宵魂堂  新竹市北區光田里水田街53號1樓  

古典玫瑰園_南京店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8號21樓之1

木盆輕食館－文化創始門市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一路241號2樓-3

ＩｎｓｉｎｇｅｒＫａｆｆｅｅ硬性格咖啡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３１３巷１９號                                                                                      

有幾園生物科技 台中市梧棲區港埠路１段５３７號

惹鍋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一段３３７號１－２樓                                                                                    

水巷茶弄高雄仁武八德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８３號

水巷茶弄高雄苓雅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二路８６號

迴憶咖啡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廟前３１號１樓

Gino Pizza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安街１０號

哈里歐咖啡 台中市西區精誠２２街３１、３３號１樓

聖比德農安總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１９４號                                                                                              

逸境咖啡 宜蘭縣宜蘭市七張路１１７號

品嘉生活國際有限公司（Ｇｏｕｒｍｅｔ）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１５３號１樓                                                                                        

水巷茶弄－屏東萬丹店 屏東縣萬丹鄉萬榮街１３３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水巷茶弄高雄鳳山濱山 高雄市鳳山區濱山街４６號１樓

水巷茶弄高雄楠梓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２１８號

水巷茶弄屏東東港 屏東縣東港鎮長春二路４０號

KFC-總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１段９６號７樓

水巷茶弄高雄六合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５７之２號

水巷茶弄屏東新園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路３０號１樓

小島３。５度 台中市北屯區經貿三路２段８２號

郭老貳－胡椒煲雞鍋 台中市西屯區東興路３段３７０號

水巷茶弄彰化員林中山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１段８２１號

古典玫瑰園國美館旗艦 407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238號21樓之1

Ｌｅ　Ｐａｒｔａｇｅ樂享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１段９０巷３５號１樓                                                                                  

水巷茶弄台南嘉藥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１段１３８號

水巷茶弄台中中科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３段１５０之５８號１樓

水巷茶弄台中大智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１號１樓

Muni Brunch 台中市東區雙十路１段８號１樓

弘爺漢堡-吳興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５１８巷２號

（式－工＋三）樓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１５６號

水巷茶弄宜蘭蘇澳中山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１段６０號１樓

杉林溪遊樂事業 南投縣竹山鎮溪山路６號

水巷茶弄羅東民權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55號

方圓涮涮鍋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５０號

淇里思印度美食餐廳 台中市西區存中街４７號

水巷茶弄台北延吉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１７６號１樓

水巷茶弄林口長庚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98號1F

水巷茶弄臺北南陽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１５之７號１樓

彰化縣農會東勢林場 台中市東勢區勢林街６之１號

粳餅商行 台中市西區華美西街１段１６３號

水巷茶弄臺北八德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５４號１樓

水巷茶弄臺北康寧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１段７０號１樓

水巷茶弄臺北東湖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４６號

水巷茶弄同德 台北市南港區同德路５５號

水巷茶弄臺北南京三民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２２３號１樓

水巷茶弄臺中潭子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３０１號

弘爺漢堡-隆吉店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２６６巷５弄１７號１樓

食肉堂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１２３號

穀果廚房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４段８５號

龍小二點心工坊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１９３巷５號１樓

水巷茶弄臺中沙鹿靜宜 台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５１７之２號

弘爺漢堡-北昌店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５８９號

弘爺漢堡-花蓮吉慶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３段129號

水巷茶弄臺中沙鹿 台中市沙鹿區大同街５６號１樓

弘爺漢堡－花蓮富吉店 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９７號

弘爺漢堡－花蓮國聯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７號

悲歡歲月人文茶館 台中市西區大全街２９號

水巷茶弄臺北長春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３６８號１樓

水巷茶弄臺北吳興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１２８號



業者名稱 地址
水巷茶弄臺北松江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９７巷１８號

Ｃｈａ　ｈｏ茶后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３段１７９之８號

水巷茶弄彰化民族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399號

弘爺漢堡－仁化店(2)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路４５８之４號１樓

桃園統領百貨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61號(會計處)

Ｏｌｄ　Ｂｒｔｃｋ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２段２４號                                                                                            

水巷茶弄臺中一中 台中市北區育才街６巷２之１號

常春藤烘培坊 台南市東區大學路２０之１號

弘爺漢堡-文化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１３３號１樓

水巷茶弄臺中大慶 台中市南區大慶街２段６之６號

弘爺漢堡原福店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２段２４５號１樓                                                                                      

弘爺漢堡水碓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１段１４９巷２０號

弘爺漢堡－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１２號１樓

Baby Boomers club 新竹市中央路２２９號３樓

花生俱樂部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１９巷１６號

台北市松山文創園區 台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１３３號2F 營運中心

弘爺漢堡－永康南興店                                        台南市永康區南興路２３之１號                                                                                            

胖達咖啡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營路３８５之１號１樓

Muko Brunch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１８３巷８號

弘爺漢堡-環山店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１段１１４號１樓

水巷茶弄新北淡水民生 新北市淡水區民生路２６號

小豬樂石韓國石頭烤肉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９４巷１號１樓

２４７火山咖啡 新竹市信義街３５號

牧匠牛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３段７７號

弘爺漢堡－政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６４７號１樓

欣欣大眾巿場（餐飲）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２４７號

遠東SOGO百貨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４５號Ｂ１－Ｂ３，１－１３樓

水巷茶弄彰化溪湖 彰化縣溪湖鎮光平里信善街臨２號

嚕娜咖啡小港二苓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78號2樓

費尼餐廳 桃園市龍壽街206-1號

台中in89影城販賣部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56巷18號1F

弘爺漢堡－順合店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八路２３號１樓                                                                                    

太平洋百貨－屏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７２號７樓

太平洋百貨潮州驛站 屏東縣潮州鎮信義路１１１號

太平洋百貨屏東轉運站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72號7樓

弘爺漢堡－車城店 屏東縣車城鄉新興路１３號

弘爺漢堡－仁里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１段４５號                                                                                            

水巷茶弄台中潭子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３０１號

米克咖啡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一街５２６之１號

滿燒肉丼食堂-通化店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48巷2號4樓

弘爺漢堡－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１６１巷１號

弘爺漢堡頂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５５號１樓                                                                                            

水巷茶弄台中沙鹿一 台中市沙鹿區大同街５６號

麥當勞台北北投店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２１８之３號

麥當勞桂林家樂福店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１號１樓

麥當勞高雄鳥松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251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麥當勞高雄新大勇店 高雄市前鎮區翠亨北路397號

麥當勞鳳山建國店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３段２號

麥當勞高雄建國二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３０６號

麥當勞餐廳鳳山光遠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２６２之１號１樓

麥當勞大里大買家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２段７１０號２樓

麥當勞新店家樂福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３段１至４號

麥當勞新莊中正二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６１７號

麥當勞內壢家樂福店 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332-10號13樓

麥當勞苗栗家樂福店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５９９號１樓

麥當勞台南中華二店 台南市仁德區正義路69號

麥當勞花蓮吉安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２段１１之１號１樓

麥當勞花蓮中正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６２５號１樓

BLOKE S EATS 新北市新店區環河路１１號

弘爺漢堡花蓮明禮店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１８之１號１樓                                                                                        

Ｐａｎ　Ｈｏｕｓｅ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１３１巷９號                                                                                          

弘爺漢堡花蓮林森店0910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１１３號１樓

弘爺漢堡－壹參參店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２段１３３號１樓                                                                                      

享冰（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４０９號１樓

布農部落 台東縣延平鄉昇平路１９１之３號

鮪魚家族飯店鹽埕館                                          高雄市鹽埕區莒光街１９８。２００號１至７樓                                                                              

ＯＲＧＡＳＭＯ 台中市西區精明二街５５號

Ｆａｔｔｙ、ｓ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２段５９９號

台灣和民餐飲站前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２段３６２之３號、３６４之３號、３６６之３號

梅園餡餅粥 南投縣南投市中學西路１８號

花蓮林區管理處 花蓮縣壽豐鄉林園路６５號

Ｍｏｎｋｅｙ　Ｍｏｎｋｅｙ窯烤披薩義式坊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１段８５９號１樓                                                                                      

不好說炸雞-高雄站前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３３０號１樓

弘爺漢堡（又又）林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平街６７號

弘爺漢堡　蘆洲水湳店                                        新北市蘆洲區水湳街１６號１樓                                                                                            

Ｌａｎｄｉｎｇ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３１巷１８弄４號１樓                                                                            

弘爺漢堡晨美店 彰化縣員林市忠孝街１９６號１樓

Burger King 漢堡王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７６０號１０樓之３

弘爺漢堡安和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３段１４７號                                                                                          

水巷茶弄－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３２號

TEA’S原味桃市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３９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彰化田中店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一段1576號

弘爺漢堡－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３段２４２號                                                                                          

弘爺漢堡-吳興店(聯信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５１８巷２號

弘爺漢堡－康寧店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１４１巷４１號１樓                                                                                    

龍火鮮烘咖啡豆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１５５巷２４弄３９號１樓

弘爺漢堡－仁里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一段４５號                                                                                            

弘爺漢堡佳樂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３段３０５號１樓                                                                                        

弘爺漢堡-翔恩店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１０４號１樓

黑沃咖啡永和中山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１段２０７號                                                                                          

龍袍湯包                                                    高雄市苓雅區新田路３７５號                                                                                              

泰椰泰式定食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２段２０１號                                                                                          



業者名稱 地址
ＮＵ　ＰＡＳＴＡ－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興路１７２之１號

德風健康館-民生店 台中市西區存中街２２號１樓

拉亞漢堡南京松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１３８巷７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青年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１段１６７之１號

弘爺漢堡嵐峰親子店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３段３０號

黑貓總裁咖啡 台中市北屯區國豐街２２９號１樓

火鍋世家-台東新生店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１９１之２號

大苑子－台中忠孝店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２１２號１樓                                                                                            

Ｇｏｏｄ　Ｐａｒｔｎｅｒ　好夥伴　文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文安南街１７０號

弘爺漢堡－威霆店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３號                                                                                                  

弘爺漢堡－華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７７號                                                                                                

Chill Bistro&Cafe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２３巷６弄８號

弘爺漢堡－國光ＮＯ。４５店                                  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４５號                                                                                                

肯德基-台中復興餐廳 台中市南區復興路２段８之１號１、２、３、４樓

天沁食府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７２０號地下１樓                                                                                    

黑沃咖啡-南京三民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２４５巷１３弄２號１樓

貢茶－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６３０號

貢茶－四維店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二路２０３號

遇見咖啡館                                                  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３６４號１樓                                                                                          

蕃茄村中信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信街１８號

弘爺漢堡新竹天公壇店 新竹市北區育英里中山路３２５號

水巷茶弄－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興路９８號

弘爺漢堡-左營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崇德路８巷１３號１樓

霜江-勤美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１１１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大里益民店 台中市大里區益民路２段２５４號一樓

米諾瓦咖啡 Minerva Cafe 新竹市工業東四路１９之１號１樓

一芳－台中清水店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３２１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埔里南昌店 南投縣埔里鎮南昌街３１３號

水巷茶弄台北松江二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９７巷１８號

一芳－南投復興店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１５５號１樓

一芳－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７５８號１樓

貢茶－苗栗後龍店 苗栗縣後龍鎮中華路１５１號

找到咖啡義法料理 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２段１５１巷４８號１樓

貢茶－惠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３２２號

恰迷紅茶 美村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７２３號１樓

弘爺漢堡－弘樹店                                            台南市中西區樹林街２段１８６號１樓                                                                                      

一芳－大里塗城店 台中市大里區塗城路６４５號１樓

一芳－太平樹孝店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３７號１樓

一芳　台北饒河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７７３號1F

一芳 - 台北延三店 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３段６３號

蕃茄村豐年店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５３巷６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北屯店 台中市北區北屯路１４之８號１樓

一芳－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２段３８４號１樓

弘爺漢堡－花蓮花崗店                                        花蓮縣花蓮市公園路７之３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南港昆陽店(TEA TOP)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一段1576號

ＡＱ豬腳飯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１３２巷３５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台東縣農會東遊季農特產品展售中心 台東縣卑南鄉溫泉路３８８號

星麻辣鴛鴦火鍋 桃園市桃園區中路街２１號１樓

南歌咖啡館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１９號

弘爺漢堡－三山店                                            高雄市楠梓區三山街２５９號                                                                                              

ＭＡＯ　ＭＡＯ　ＬＥＥ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１４０巷２３號

雞椰爺椰子雞鍋物料理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４段５３２號１樓

燃舍串燒 新竹市東區金山街１６０號

ＭＩＬＯ餐酒館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１３７巷２號１１樓之２

烏弄－怡平 台南市安平區怡平路１３５號１樓

Ｆｕｎｓｉａｍｏ　桃園市府門市 桃園市桃園區忠一路８７號

台東地區農會購物中心 台東縣台東市中正路３５６號

精測ｃａｆｅ 桃園市大溪區仁和東街１０９號２樓

ＡＲＯＭＡ 金門縣金寧鄉環島北路２段２０之２號

ＬＡＬＥＹ　ＢＵＲＧＥＲ　ＣＯＦＦＥＥ 台北市士林區前港街７４號

黑沃咖啡－北屯興安店 台中市北屯區興安路１段２４６號１樓

ＢＵＴＴＥＲ　ＦＬＹ 澎湖縣馬公市三多路２５３號１樓

弘爺漢堡－花蓮七星潭店 花蓮縣花蓮市華西路１２１之２號

貢茶－溪北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３號

海底鮮熱炒 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４４巷３５號１樓

寶柚食品有限公司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３段２８９號１樓

大苑子－台中大智店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１之２號１樓、地下１層

滿燒肉丼食堂台北通化門市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６段２６２號５樓

大苑子－台中向上店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１段１８０號１樓

八方悅日式涮涮鍋花蓮中正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７７號

沅路花日韓服飾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１段２２０號

烏弄－經武 高雄市鳳山區經武路２４９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臺灣大道５段３巷１１號１樓

一芳－大里大明店                                            台中市大里區大明路３３０號１樓                                                                                          

Ｐａｕｌｉｅ‘ｓ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１號４樓

大苑子－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路１６４號

夏帕義大利麵－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１００號

一芳-台中霧峰二店 台中市霧峰區樹仁路３５號１樓

大苑子－新市店 台南市新市區中正路１８１號１樓

大苑子－嘉義新生店 嘉義市新生路７３３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６３３號

ＬＡＬＥＹ　ＢＵＲＧＥＲ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１９９之１號１樓

麥子咖啡 南投縣草屯鎮信義街２５號１樓

貢茶－永康新中店 台南市永康區新中街２７號１樓

弘爺漢堡－安南海東店 台南市安南區同安路３９７號１樓

烏弄－台中學士店09102368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２０４號

茶聚－光華店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二路３０３號１樓                                                                                        

茶聚－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２１號１樓

茶聚－汐止福德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１６５號１樓

艾蜜莉廚房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２１８之５號２樓

一芳－花蓮玉里二店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２段９７之１號

茶聚－南崁南上店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６６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大苑子－新竹香山店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５６之５號

言初鍋物 新竹市北區興南里勝利路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號１樓

茶聚－中壢福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３８３號１樓

大苑子－平鎮中豐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１９７號１樓

兔莓館 高雄市苓雅區輔仁路１４５號１樓

大苑子－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５１４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三多中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７５號

大苑子－內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４４號１樓

大苑子－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２段２５３號１樓

惹鍋-豐原 台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６段７０５號

湖口好客文創園區 新竹縣湖口鄉中平路１段５１０號

覺丸拉麵 台南市東區東興路２７５號１樓

２１點港式點心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１段１９４號１樓

大苑子－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３８號１樓

弘爺漢堡龍悅店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３段３４６號                                                                                          

大苑子－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１７６號１樓

弘爺漢堡－永康勝東店 台南市永康區勝利街１巷５８號

弘爺漢堡－雲騰店                                            台中市北屯區軍福十六路３５８之２號                                                                                      

弘爺漢堡－君綺店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３段８５９號１樓                                                                                      

黑沃咖啡－桃園經國店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２６６號

一芳－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４１０號                                                                                              

大苑子－中壢長春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２４號

Ｈａｍｂｕｒｇｅｒ                                          新北市新店區永平街７８號１樓                                                                                            

茶聚－竹北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９１號

ＤＲＩＮＫ ＥＡＴ ＣＯＦＦＥＥ君飲咖啡 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４０之１號１樓

鮮食廚房 台北市大安區安東街５７之６號１樓

一芳－台南善化店（盟）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４６６號１樓                                                                                          

老沙四川麻辣 基隆市仁愛區新店里孝一路60號2樓

蕃茄廚坊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西路６９號１樓

嘿布朗咖啡－板橋民生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３段８５號

台灣第一味－竹南龍鳳店 苗栗縣竹南鎮龍安街７９號

茶聚－延平店 台南市佳里區延平路２１７號１樓

黑沃咖啡－彰濱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一路７號

茶聚-苗栗店 苗栗縣苗栗市天雲街１巷８號１樓

茶聚－新市店 台南市新市區銘傳街１１２號１樓

弘爺漢堡－ 吳興店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５１８巷２號

小憩Ｎａｐ　ｃａｆｅ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８２之２號２樓

水巷茶弄－后里甲后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１段４１３號１樓                                                                                      

一芳－台南麻豆店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９７號                                                                                                

林居民宿 金門縣金湖鎮林兜３３７號

一芳－八德桃鶯店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６５號1樓

酒鈅酒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１８５號

咖啡任務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四街１０５號２樓

茶聚－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央路１４６號１樓

茶聚－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７０７號１樓

茶聚－巨城店 新竹市民權路１４６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茶聚－深溪店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１１０號１樓

茶聚－五股成泰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２段１３４號１樓

茶聚－台南東寧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４８６號１樓

茶聚－台中東勢店 台中市東勢區三民街４１號１樓

一芳－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采街１９２號７樓                                                                                          

京亞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２１５、２１７號

史提克重量級牛排－雲林斗六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２９９號２樓

一芳－台東大同店                                            台東縣台東市大同路２０８號１樓                                                                                          

罔市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１段１３２巷１５號

阿圖牛肉麵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路７１號

一芳忠孝新生店                                              台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１段１６之１號                                                                                      

弘爺漢堡－鑫都店 台南市南區新都路４８６號１樓

望安茶房 澎湖縣馬公市重慶里仁愛路2號1樓

據點青年旅舍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３３之１號

鍋兒滾藝文二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六街６號１樓

茶聚－仁二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９９號１樓

大苑子－龜山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４２６號

弘爺漢堡－陽明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１段８６號                                                                                            

良師塾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２９之２號３樓

大苑子－土城延和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３７號

弘爺漢堡－秀傳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１段５５６巷２３之１２２號                                                                            

貢茶－花蓮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３４３號

鬥牛士 新竹市經國路３段３９號２樓

弘爺漢堡－玖零伍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４段１０９之６號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民權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２４２巷１８號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２４２巷１８號

弘爺漢堡－宜蘭轉運店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１３７號

北海魚丸店(聯信)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１８１號１樓

六吋盤早午餐－台東新生店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１６７號

弘爺漢堡－ 北昌店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５８９號１樓

我們咖啡店 新北市中和區明義街８號１樓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民族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２４２巷１８號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巨蛋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２４２巷１８號                                                                                        

鍋泰山。南洋鍋物第一品牌 彰化縣員林市大同路１段４３１號

青川麻辣燙 新竹市關新東路３６６號

圈外咖啡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路２２２號

弘爺漢堡－迎豪店                                            台中市梧棲區中興路８０號                                                                                                

甲文青0910 台中市北區健行路５３２號

台灣第一味(台北石牌店)091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２段１２４號１樓

丸滿 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３５３巷２１號

台灣第一味(永和得和店)091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４１２號１樓

江府錦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１０８號

青田七六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２段２０３號４樓

台灣第一味(永和永元店)091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９５巷１號１樓

一芳-蘆洲民族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１２０號

涓邸(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３２巷８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淳心製麵 台中市大里區科技路１之３１號

達達印度料理 新竹市民生路２６４號１樓、２樓

中保無限家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１３９號１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１段１５７６號

台灣第一味－大里國中店 台中市大里區國中路２９２號１樓

季洋莊園咖啡隨行吧－高雄總圖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２４２巷１８號

台灣第一味(板橋中山店)09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２４４號

茶聚－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３２４之１號１樓

茶聚－南京三民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１２３巷６弄１號１樓

大苑子－ 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２段２０４號１樓

茶聚－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９５號１樓

烏弄－文賢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學路２７７號

茶聚－三重文化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２０號１樓

弘爺漢堡－湖口勝利店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路１段２３號１樓

茶聚－台南永康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４８９號１樓

傻師傅湯包－嘉義民族店 台中市神岡區神林路８巷９弄２號

大素園蔬食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９３９號

紅盒子Ｌｅ ｒｏｕｇｅ ｃａｆｅ 台中市西區精誠八街１４巷１號

耶魯小鎮 高雄市苓雅區新光路２６之３號１樓

大苑子－龍井中央店 台中市龍井區中央路２段９９號１樓

河童ＫＡＰＰＡ　ＣＵＲＲＹ 桃園市中壢區青峰路１段４９號１樓

大苑子－台南大甲店 台南市六甲區中正路４４７號１樓

一芳水果茶－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２２號

Ｂａｒ　Ｃｌａｓｈ　Ｔａｉｐｅｉ 新北市蘆洲區重陽一街３８號地下１層之１

梅里納人 南投縣埔里鎮大同街６號

弘爺漢堡－義里店                                            台中市后里區甲后路１段３０２號                                                                                          

大苑子－ 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１６２號１樓

大苑子－台北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１０９號１樓

茶聚－永康崑大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１００４號                                                                                            

大苑子－林口 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３８號１樓

歐巴螞伴手禮專賣店－新生店 台東縣台東市新生路５９號１樓

拉亞漢堡－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３８８號１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　北投中央店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１段１６號

湯城一族火鍋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２７號１樓

ＭＥＮＩＰＰＥ－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４５１號１樓

水巷茶弄－台東成功店                                        台東縣成功鎮大同路６５之１９號１樓                                                                                      

大苑子－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１８號１樓

弘爺漢堡漢成店 台中市西屯區漢成六街１４號１樓

津鹿堂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１段２７之１２號

五花馬水餃館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２段２４５號

惹鍋南投店 南投縣南投市集賢路１２３之１號

大苑子－ 三峽和平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１０１號１樓

大苑子－ 竹北勝利店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二路１０５號１樓

貢茶－台中大里國光店091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２段２１９號１樓

拉亞漢堡竹北文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２段５２號１至２樓                                                                                    

小魚兒的家 台東縣卑南鄉富山村杉原３２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食鮮日式火鍋 台北市中山區伊通街６６之３號

豐米便當（新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８３２號１樓

聚落山海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３１巷９號１樓

左爺爺咖啡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１０２號１樓

莫內莊園 新北市深坑區深南路５８號１、２樓

山姆安娜－總店（ＳＡＭＡＮＡ） 台中市西區五權一街６３之２號

小次郎冰品披薩餐飲館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３５６巷３０之１８號義果披薩館

森禾田鍋物韓烤－鳳捷店 高雄市鳳山區鳳捷路５７之１號

錢都日式涮涮鍋－士林承德店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４段７９號１樓

大苑子－永康永華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95號

茶聚－南港店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２段３８巷６之３號

大苑子－北港店 09102887 雲林縣北港鎮民主路６５號

糖園複合式餐飲－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西寧路７２號１樓

小島屋餐飲 雲林縣北港鎮吉祥路１００號１樓

黑沃咖啡－民生興安店 台北市松山區興安街２０４號

拉亞漢堡新市富中店                                          台南市新市區富中街５９０號１樓                                                                                          

三角Ｔ。Ｒ。Ｉ_永平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３８９巷２弄２號１樓

夢想廚房 新竹市田美三街６０號

橘子樹精緻早午餐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南路２３８號

大台北平價滷味大安區 台北市大安區龍泉里1鄰泰順街44巷6號

一芳－台北八德店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３段１２６號

台灣牛 屏東縣恆春鎮省北路２段５８０號

拿手菜 台東縣台東市開封街２９０號

大苑子－鳳山文山店 09102947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２段５０２號

烏弄-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３８０號

夢想廚房東寧店 新竹市田美三街６０號

水巷茶弄－龜山萬壽店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２段１１８１號1樓

弘爺漢堡－誠佳店 台中市南屯區文山五街２９９號

夢想廚房竹北成功門市 新竹市田美三街６０號

白巷子－新市店 台南市新市區新和里民生路６６號

萬波島嶼紅茶－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１段１４１號

小方杯手做茶 台南市善化區中正路４５２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台中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２段１９９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後昌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６８３號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大昌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５１４號

萬波島嶼紅茶－大里中興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２段４２８號

萬波島嶼紅茶－嘉義民族店 嘉義市民族路４６１號

一雙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１２９號

台灣第一味－台北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５７４號

每刻餐飲有限公司敦南營業所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１６４號２樓

弘爺漢堡－國光５１號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５１號

大苑子－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１８８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桃園高鐵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青溪路１段１２１號１３樓

土木公社　炭烤土司 台中市西屯區漢口路２段４２號

萬波島嶼紅茶－斗六民生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２21號

萬波島嶼紅茶　台中沙鹿店 台中市沙鹿區光華路３４７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Ｈｉｉ　Ｃｌｕｂ　Ｃａｆｅ 台中市北區博館一街４０號１樓

京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同區市民大道一段209號13樓

水巷茶弄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１０９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１０３之６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台南府前店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２段３４號

萬波島嶼紅茶－永康大橋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３０號

萬波島嶼紅茶－中壢中央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２段１２號

萬波島嶼紅茶－內湖港墘店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１６１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新竹東門城店 新竹市大同路３７號１樓

日向夏食賦 花蓮縣花蓮市華夏街４０號

國賓大飯店-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前金區民生二路２０２號會計組

萬波島嶼紅茶－台中東海店 台中市龍井區臺灣大道５段３巷６６號

萬波島嶼紅茶－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３１３號

弘大一號-出口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２段７０號

萬波島嶼紅茶－竹科光復店 新竹市光復路１段２８３號

萬波島嶼紅茶－彰化中華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華路１０７號

萬波島嶼紅茶－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２２號

萬波島嶼紅茶－員林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３８之２號

萬波島嶼紅茶－中和環球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３段１６２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１３６號

一芳－楊梅大成店091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７８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板橋埔墘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９８之６號

彭記餐館（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３段１７２號

烏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５號

黑沃咖啡－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１８８巷７弄２６號

國賓麵包房－台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６３號經營分析組

ｃｈｏｃｏ　ｃｈｏｃｏ 花蓮縣花蓮市忠孝街７０號

富士匠鍋物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１段４０９之１號

大苑子－高雄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４３１號１樓

大苑子－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文元街１５號１樓

大苑子－新營店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１２號１樓

自在軒－東橋店 台南市永康區東橋十街５８號１樓

大苑子－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２段５５７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桃園中華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６６號

麻古茶坊－台南民族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麻古茶坊－台南公園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自在軒－北門店 台南市北區長榮路５段３１０號１樓

大苑子－中壢 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１５號

珍煮丹－台中昌平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１段２００號１樓

自在軒－善化店 台南市善化區大成路３４６號１樓

珍煮丹－宜蘭神農店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１段１５６號

自在軒－西勢店 台南市永康區富強路１段８５號１樓

６吋盤早午餐－屏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建豐路８６號１樓

自在軒－大林店 台南市南區大同路２段１９６號１樓

大苑子－永康 崑山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８９９號１樓

大苑子－台南 海佃店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１段２３３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大苑子－頭份 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路１５６號１樓

自在軒－自由店 台南市東區自由路３段２２７號１樓

大苑子－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９９號１樓

拉亞漢堡－台南南台科大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同街９７２之２號１樓

美麗華百樂園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２０號Ｂ１～９樓

麻古茶坊－高雄漢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TKK fried chicken(頂峰世界) 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５５巷２２號

麻古茶坊－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吐司男晨食專賣店－總公司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２３８號２樓

朝氣美濃－中美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一街６３之２號

萬波島嶼紅茶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１１９號１樓

小鮮肉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１３號6樓

瑪莎拉印度餐廳－新竹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２段４７６號

茶思飯想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二街１０４巷２號一樓

金鍋貼中西式早點專賣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１段５１６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東港中山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１３之１號

萬波島嶼紅茶－桃園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１段６６號

朝氣美濃－五權店 台中市西區五權一街６３之２號

日日裝茶－梧棲文化店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２段２９９號１樓

日曜天地outlet名牌折扣中心 台中市中區自由路２段９４號

夢想部落館 澎湖縣馬公市中央街２號１樓

徠．聚豐樓 高雄市左營區文自路６９８號

維肯茶藝 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１１７之１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３號

萬波島嶼紅茶－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３１號

珍煮丹－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７３３之１號

烏弄－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５２之１３號１樓

吐司男晨食專賣店－台南永華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２３８號２樓

吐司男晨食專賣店－勤美店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２３８號２樓

茶聚－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鎮瀾街１６３號１樓

甲文青－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６號１樓

弘爺漢堡－鹿鑫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２段２５９號１樓

珍煮丹－永康中華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４７９號１樓

未來便當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１２０巷８６號

日光角落基隆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２９９號１樓（日光角落　基隆店）收

自在軒－永華店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１段２１０號１樓

日光角落（民權店）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２段１０７號

美村尼克 台中市西區五權一街６３之２號

日青方好　ＧＯＯＤ　ＡＦＴＥＲ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里大興路１１８號１樓

貢茶－高雄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１８３號１樓至２樓

珍煮丹－台南東寧店 台南市東區東寧路２１５號

林家粉圓 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５段９９１號

珍禾蔬食09103188 台北市內湖區東湖路１１３巷４９弄１７號

日日裝茶－羅東中山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３段２２０號１樓

拾覺－台中美村南店 台中市南區美村南路１６７號１樓

果果迪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１段１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Ｔ４清茶達人－田心店 台中市豐原區保康路１３１巷７號

搖滾披薩Ｐｉｚｚａ　Ｒｏｃｋ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５７１之２號

Ｔ４清茶達人－豐原中山店 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４６４號１樓

Ｔ４清茶達人－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４段６９８號１樓

Ｔ４清茶達人－澎湖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９號１樓

茶聚－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光復路１段１２８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蘆洲光華店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３３號

雋永邨-福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環中路２段１２６８之１號

青村麵食館 彰化縣員林市萬年路１段３４９號１樓

弘大咖哩／飲料專賣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２段３號

珍煮丹－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一中街１０１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永和頂溪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１段６號

珍煮丹－台北石牌店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１段１６４之１號

禾孟壽司 新竹縣竹北區文興路１段７０號

萬波島嶼紅茶－霧峰中正店 台中市霧峰區中正路１００５號１樓

邦彼諾_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４號

大苑子－水湳店 台中市北屯區大鵬路２２號１樓

另果鮮飲茶－台南民生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２段４５號

另果鮮飲茶－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５７０號１樓

恰迷紅茶專家－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２段１８３號１樓

另果鮮飲茶－台南赤崁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２段３３０號

萬波島嶼紅茶－台北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３１２號

日日裝茶－后里公所店 台中市后里區公安路８１號１樓

另果鮮飲茶－台南大橋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２８號

季洋莊園創意料理餐館 高雄市鳳山區鳳仁路２４２巷１８號

大苑子－市府夢想店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路４１２號

台灣第一味－南投集集店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1段1576號

茶聚－中和福美店 新北市中和區福美路３１０號

弘大一號出口店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２段７０號

土木公社碳烤吐司－豐原店 台中市豐原區博愛街４３巷１９號

ＷＩＬＳＯＮ　ＰＡＲＫ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６段１２５之１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樂業店 台中市東區樂業路４５６號１樓

糖朝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１段１８７巷３２號

新銳咖啡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２之１７１號

珍煮丹－桃園大園店0910 桃園市大園區仁壽路２７號

萬波島嶼紅茶－台北光華店 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１段８２巷９弄１８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台北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３段２２１號

大苑子－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中正路３８４號１樓

大苑子－新竹金山店 新竹市金山街３７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林口三井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１段３１１號

十二韻－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區林森路２１８號１樓

烏弄－鹽埕七賢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１３０號１樓

烏弄－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１段１０２號

大苑子－新竹北大店 新竹市北大路２９９號１樓

大苑子－新竹園區店 新竹市光復路１段４４４號１樓

自在軒－和緯店_09103311 台南市北區和緯路２段３７６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中一排骨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２０號８樓

茶聚－台北長春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７２號１樓

茶聚－台北長安店_09103321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１２９號

黑沃咖啡－嘉義中山店 嘉義市中山路３３６號１樓

烏弄－台中中美店 台中市西屯區上安路１７１號３樓之１

帥哥魯肉飯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３２１之２號１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彰化和美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９８號

烏弄－科技大樓店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２段２６９號

大苑子－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２段２９１號

萬波島嶼紅茶－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１段３５７號１樓

大苑子－斗六站前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路２１７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昌平二店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２段１２之３號１樓

新東陽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敦化北門市７０１９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忠孝一門市７００９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西寧門市７００５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信義店７０１６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公館店７０２０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通化店７０３１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國道客運京站門市７１３２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小港機場門市７０９２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大仁門市７００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四維門市７１６１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高雄機場２店７１５８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愛三店７１５０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淡水店７０３２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三重店７０１５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永和店７１１９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板橋一店７０１４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新店店７０２８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板橋二店７０３８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中壢店７０８６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新竹店７０３６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關西服務區７１７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國道西湖服務區７１８８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台中公益店７１４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嘉義店７０３９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台南店７０２２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一期一樓南７９１４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台北機場捷運咖啡７９３１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台北機場捷運自營７９２４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台北機場二樓專櫃７９２９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台北機場臺北商品７９２５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台北機場特色文創７９２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台北機場麥記燒臘７９２８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一期一樓北７９１３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新東陽一期Ｂ１美食街７９１２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一期台灣名品集７９１９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一期入境Ｂ７９１６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一期三樓北７９１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一期國民美食７９２２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一期美食街哈肯舖(7921)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新東陽一期書店區７９１１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自在軒－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路２４０號１樓

珍煮丹－羅東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１５１號

新東陽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８９號８樓

Moonshine Coffee Roasters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２段２６５巷７號１樓

水巷茶弄岡山岡燕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燕路２２５號1F

日日裝茶－台大公館店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３段９６之４號

Gino Pizza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２６號

茶聚－台中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２９６之７號１樓

一芳－台中嶺東店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５７號１樓

大苑子－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市靜修路２４之１號１樓

邑昇蝦城 新北市三重區六張街１９４巷２弄８號

七盞茶－林口中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貴陽街３６巷１號

烏弄－中壢和平店 桃園市中壢區和平街１６號

日日裝茶－板橋文化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３４３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２段５５５號

台灣第一味－南投民族店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１４６號１樓

水巷茶弄南京三民店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５段２２３號１樓

自在軒－西勢店_09103566 台南市永康區富強路１段８５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水里民生店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２５１號１樓

麥麵 嘉義市民族路５９３號１樓

便當人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２段３７號

珍煮丹－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２４７號

常春藤烘培坊（裕學店） 台南市東區裕學路３號

烏弄－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三路９３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逢甲店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１段１５７６號

萬波島嶼紅茶－桃園介壽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１段７３５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台東中華店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１段３２６號

速速好吃鹹水雞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１６２號１樓

大苑子－大肚店 台中市大肚區沙田路２段５９９號１樓

Ｔｅａ　ｔｏｐ　中和環球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３段１０１號

ＴＥＡＴＯＰ永和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７３號

萬波島嶼紅茶－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６段３９０號１樓

通化街米粉湯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２段１１４號

茶聚－板橋大仁店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２５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獅甲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１２９號

ＭＡＨＩ　ＭＡＨＩ　ＴＯＤＡＹ 台東縣台東市更生路９９３號１樓

大苑子－斗六中山店_09103975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３７８號

ＷＡＮＧＴＥＡ　ＬＡＢ　有記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２段６４巷２４號

昕丼一碗小羊肉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１０１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３４９餐酒屋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６８７號

真誠食 苗栗縣竹南鎮華東街７６號１樓

大苑子－高雄瑞隆店_09103985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５４０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石岡店 台中市石岡區豐勢路７５２號１樓

茶聚－嘉義興業店 嘉義市興業西路２９１號１樓

臺東故事館 台東縣台東市博愛路４７８號

萬波島嶼紅茶－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３２號１樓

德克士－板橋南雅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２段１２２－２３號

珍煮丹－台中大甲店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２１５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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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苑子－樹林中山店_09104007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１段７３號

丘森茶室 苗栗縣竹南鎮科專五路１０２號

非炸不可（華興店 )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３６０號

萬波島嶼紅茶－竹北勝利店_09104036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二路６７號１樓

漫渡拾光手作茶飲－桃園青埔店 桃園市大園區春德路１４６號

Ｂｏｍｂａｙ　１９８７　印度咖哩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３段１３７號１樓

烏弄原茶－小港中安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５９６之６號

糧薪客棧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３０之１號

萬波島嶼紅茶－台中朝富店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１１６號

烏弄原茶－屏東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６３之５號

弘爺漢堡文青店 台中市北區青島路１段１０號１樓

茶聚－桃園介壽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２段１１號１樓

（口卡）嚓羅馬披薩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１５５號１樓

茶聚－基隆孝三店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９６號１樓

弘爺漢堡-ＧＤ店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３２３號

大苑子－新竹南大店_09104063 新竹市南大路３８２號１樓

大苑子-桃園寶山店_09104064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２２８號１樓

淞富本舖－若羽松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１段２２５號

佐藤精肉店-光華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４段２７７之１號６樓

珍煮丹－土城海山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８５號１樓

小鶴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３５８巷３８弄１號2樓

宜蘭大餅 國宴鴨賞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９９號１樓

珍煮丹－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１段２９號１樓

烏弄－逢甲西屯店 台中市西屯區西屯路２段２５８之２８號１樓

大苑子－台中青海店_09104081 台中市西屯區青海路１段５３號

宏野食堂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６２８號１樓

茶聚－台南崑大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灣路１００４號

鹿港小陶店－玉珍齋 台中市大雅區龍善三街１號

逸慧實業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１８４１號

萬波島嶼紅茶－台中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６３巷１號１樓

ＴＷＩ　Ａ　ＣＯＦＦＥＥ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２段７０巷１１號１樓

里洋烘焙幸福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１８０巷１２號

瓶蓋工廠台北製造所 台北市信義區文昌街３１６號２樓之３

傑克漢堡-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後港街１５０之１號

大苑子－桃園大竹店_09104099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４９１號１樓

大苑子－大雅清泉崗店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４段８１５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盛夏冰菓室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１段１１７２號

Ａｔｃｈｉｌｌ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１段９９號１１樓之１１

厚司好食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１段１１２０號

傻師傅湯包－台中金山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４７８號

白巷子－北市ＳＯＧＯ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４２號１樓

黑沃咖啡－信義松菸店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１段１９０巷７號１樓

大苑子－高雄陽明店_09104119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１５３號１樓

麝香咖啡故事館 台北市中正區晉江街１０１號

萬波島嶼紅茶－桃園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北路２４號

何方雞 新北市中和區安平路１８８號１樓

多加精緻早午餐 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３２５巷２６號

薩摩亞創意烘焙坊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５７７號１樓

薩摩亞創意烘焙坊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１段１２３號

烏弄－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１９７號１樓

貢茶－南門店0910 台中市南區南門路７９號１樓

惹鍋－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明德路６３０號

弘爺漢堡-建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後港一路１０７號

ＣＪＳＪ 台中市西區向上路１段７９巷７２號

弘爺漢堡-同慶店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３段２３６巷４７號

左爺爺咖啡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６１號１樓

大長龍 台北市士林區天玉里天母北路９巷１４號１樓

特里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區中興北街１８０巷１２號

金剛咖啡茶飲北車店 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６號１樓

茶聚－台北長春店_09104153 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１７２號１樓

烏弄－大里益民店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２段１６９之２號１樓

ＨＡＨ　ｂｕｒｇｅ r 新北市新莊區立德里和興街２９號

大苑子－台南開元店_09104156 台南市北區開元路３３５之１號

mitsui outlet park 林口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１段３５６號２樓ＯＰＣ管理部

熱胖子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２９７巷６號１樓

弘爺漢堡-政德店0910 高雄市左營區政德路６４７號１樓

一五六烘焙咖啡館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３段１３６號１樓

珍煮丹－竹北文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１段２７１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屏東林森店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１１０號

珍煮丹－埔里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３段２６７號

大根堂關東煮 台北市中正區信陽街１１號１樓

黑門山義式廚房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７１巷２０號

咚雞咚雞－建工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３８６號１樓

１７穀倉手工吐司坊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70號

夯豆早午餐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３段９９３號１樓

滬舍餘味餐館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２段５３７號１樓

何爺獨創料理 台中市南區永和街２３５號１樓

TEA’S原味龍潭東龍店0910 桃園市龍潭區東龍路２５４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大連店 台中市北屯區大連路１段２５２號

利客坊－八德廣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５５號

享甘丹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２２６巷３弄１０號１樓

遠百企業-愛買 新北市板橋區貴興路１０１號４樓



業者名稱 地址
十二韻－高雄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店２４１號

宙斯果霸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２、４號

本（艸＋果）綱目合江店 台北市中山區合江街１１３號

蔗世界大溪店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路２９號１樓

不要對我尖叫－忠孝復興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１７巷２０號

利客坊－桃園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華興路１７號

拉亞漢堡－竹南中山店 苗栗縣竹南鎮新南街１１０巷８號２樓之６

ＳＵＢＷＡＹ基隆仁愛店0910 台北市士林區劍潭路５５巷２２號１樓

白巷子-北市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２段６８號

白巷子－南京東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２７號

烏弄－三多三信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２６３號

烏弄－中山大同店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１５４號

好野人。鶴鍋物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路６７號

圓子玖舖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５９５號１樓

萬波島嶼紅茶－台中大墩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路８９１號１樓

鍋潤發時尚湯鍋－苗栗巨蛋店 苗栗縣苗栗市和平路１３８巷３８號１樓

麻古茶坊－台北公館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３段３１６巷５號１樓

豆吉 豆乳專門-健康店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８０號

咚雞咚雞－益群店 高雄市楠梓區益群路１５號１樓

弘爺漢堡-綜達店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７２號１樓

下港滷肉飯排骨酥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２段３０７巷２０號

七盞茶－樹林店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２６６巷１１號４樓

貢茶－西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３２３巷１弄１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健行店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１段１５７６號

Abula 阿布拉紅茶專賣店 新北市板橋區永豐街１０２號

渡邊日本料理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７６巷６８號１樓

Ｏｎｅ　Ｔｅｎ食分之一 台北市信義區仁愛路４段４５８號

吉品簡餐坊 台中市后里區三光路８９號

大龍棧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神岡區溪頭路１６９號

經典義大利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１７號

軒苑－光華總店 新竹市光華東街４２號

軒苑－光復店 新竹市光復路１段１４４號

咖竅－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１段２７３號

台灣第一味－羅東北成店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５７號

咖竅－台北安和門市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１段４９巷１１號

七盞茶-中壢中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２段３６８號

藍鵲蘆竹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２３９號

軒苑－民族店 新竹市民族路３３之２號

軒苑純淨紅茶竹北遠百店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二街２０之1號

烏弄原生茶飲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３４８號

京都柚子豚骨拉麵研究中心－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１７巷４號１樓

貢茶－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５２號１樓

Ｎｅｘｔ　Ｓｔｏｐ手作料理 新竹縣竹北市文信路３７３號１樓

大佬堂　台北永春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４１２之１號

傻師傅－雅潭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４７８號

米洛町工作室 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１段２５９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樂帕鍋物 台中市潭子區潭興路３段１０１號１樓

秘方雪人兄弟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１９４號１樓

一芳－內壢長春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１２０號

福爾摩茶 高雄市鼓山區中華一路８６０號１樓

旁聽席 屏東縣三地門鄉行政街９之２號

阿特思精品咖啡0910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３段１９２號

茶道序－三重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１０７號

谷咕谷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１段２８號１樓

阿彤北和牛、燒肉、定食　樹林直營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１４１號１、２樓

ＣＨＲＩＳＢＥＲ　ＣＯＦＦＥＥ＆ＴＥＡ 台北市內湖區石潭路５１號

北海魚丸店－岡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至聖路１８１號１樓

惹鍋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市浮圳路２段１１１號

ＪＡＣＫ　ＳＴＥＡＫ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一路２９號１樓

拉亞漢堡－清水西寧店 台中市大甲區五權東路８９號１樓

二鬼麵舖 台南市安平區國平路１８０號１樓、１８２號１樓

大苑子－台中忠孝 台中市南區忠孝路２１２號１樓

烏弄－草屯中正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７３１號１樓

珍煮丹－台中神岡店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４８０號１樓

鐵牧珍_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２６號１樓

十三月大安店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１段５１巷３號１樓

有面子鍋燒麵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２段４１０號

清霖茶莊－嘉義民族旗艦店 嘉義市北社尾路１７０巷６８號

蔗世界－板橋國慶店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七街１４９號

烏弄－楠梓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６９６號

嗜果汁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２５６之１號

銀兔湯咖哩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４段２１６巷４０弄１８號

旅禾泡芙之家－總店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１段３４３號

森漢堡 台北市中山區八德路２段２８３號

烏弄－台南民族店 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２段１９０號１樓

史堤克先生牛排－台中健行店 台中市大甲區蔣公路２９９號２樓

曼士茶桃園大湳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１段８５２號

麻古茶坊－高雄天祥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墨虎咖啡－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２００號１樓

耕讀園-大樂老茶苑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２段２３、２５號１樓

耕讀園-市政園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１０９號１樓

珍煮丹－桃園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３５５號

大苑子－內湖江南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１０１號１樓

統元豆花－京城旗艦店 台中市西區精誠二街２號

麻古茶坊－台北延吉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麻古茶坊台北信陽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Ｓ。Ａ。Ｗ法式手作甜點 新竹縣竹北市文喜街３７號１樓

耕讀園-友全來有限公司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２段２２３號

覺咖啡 新竹縣竹北市文采街２２號１樓

烏弄－三多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３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大智店 台中市東區大智路６３之２號

小漁村 宜蘭縣蘇澳鎮海邊路１１９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上課吃早餐 新北市新莊區民本街１１巷２９弄２號

拉亞漢堡－三重中正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１７２之２號

麻古茶坊－台北信義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弘爺漢堡－合盛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一街２１２號１樓

弘爺漢堡－吉安車站店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路１１７號１樓

ＫＴ６６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２６巷１７號１樓

珍煮丹－板橋致理店09104484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１段３１１之３號

青山町日式料理 桃園市大園區大智路８５之１號

清原－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２３２號

烏弄－頭份尚順店 苗栗縣頭份市東民一街６號１樓

烏弄－新市信義店 台南市新市區信義街１９之１號１樓

Ｋｕｎｇ　Ｆｕ　Ｔｅａ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４１０號

杜芳子－蘆洲中正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５２號１樓

弘爺漢堡－育祥店 台中市北區育祥街１７號

烏弄－左營孟子店 高雄市左營區孟子路２６６號１樓

好哞 新竹市南大路２８０號１樓

咖竅－台中逢甲門市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１６８號

和口田鍋物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４９９號１樓

貢茶－領航店 桃園市中壢區領航南路４段１７號１樓

時待咖啡 新竹市東門街２７號

珍煮丹－板橋中山店0910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１３８號

無油無慮 新竹市民權路１７５號１樓

咖竅－永春旗艦門市 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２段１４１之１號１樓

珍煮丹－高雄岡山店 台南市永康區自強路３３０巷２２號

七盞茶－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２段４６號１樓

清原－台北錦州店 台北市中山區錦州街４０４號１樓

四序空間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８６巷２８號１樓

白貓散步輕食館 台中市南屯區龍富十五路６１號

貢茶－台中大里國光09104544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２段２１９號１樓

麻古茶坊－高雄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３號１樓

麻古茶坊－復興一心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麻古茶坊－高雄林園北店 高雄市左營區文康路１１１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昌平店0910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１段１５７６號

不二家－民族分店 屏東縣屏東市民族路３６３號

Ｎｅｘｔ　Ｓｔｏｐ香港手作料理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１２８號１樓

傻師傅湯包－工學店 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４７８號

台灣第一味－台中黎明店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２段６２號１樓

丘森茶室－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信東路３５０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興大店 台中市南區南門路１５８號１樓

菓子烘焙坊－大甲蔣公店 台中市大甲區興安路１４２之９號

貢茶－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山路２０５號

揪桌桌遊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９１之１０號

兩頭燒鍋物－斗南店 雲林縣斗南鎮大同路３４１號１樓

不二家－中華總店 屏東縣屏東市中華路１０號１樓

弘爺漢堡晨光本舖 新北市五股區自強路６１號

不二家－恆春分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８２號



業者名稱 地址
咖竅－苗栗維新門市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６３１號

奧利早餐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８２號１樓

清原－中和景新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４１４號

九茶　Ｎｉｎｅ　Ｔｅａ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束路５段７１巷２６號１樓

ＳＯＬＯ　ＰＡＳＴＡ 台中市北屯區太和一街３１號

樂錢嘟涮涮鍋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７９號

台灣第一味－員林員水店 彰化縣員林市員水路２段２９４號１樓

烏弄－鳳山光復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１段１４９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逢大河南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９８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大雅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９８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工學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９８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大智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９８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彰化辭修店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２９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雲林斗南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９８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嘉義文化公園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９８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台南中華店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９８號

巷口咖啡 屏東縣屏東市博愛路３７９巷１號

烏弄－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１段３０６號

品味精緻早餐 台北市信義區虎林街１３２巷４１號１樓

早起５分鐘早午餐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１４９號

ＡＧＡ　ＢＵＲＧＥＲ 彰化縣彰化市成功路２３９號１樓

樂芙達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１９９號

緣心豆花 台北市松山區新東街１巷２號１樓

老窩咖啡－總店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３８４號

白巷子_雙連店 台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１０２號１樓

小約翰手工披薩三民店 台北市松山區三民路１５１號１樓

比利時烈日鬆餅 台北市內湖區港墘路１２７巷７號

癈墟早午餐 新北市中和區民有街４９號

丘森茶室－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８７號１樓

吉旺財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４１１巷８號１樓

烏弄－潭子勝利店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２１７號１樓

烏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３８８號１樓

ＬＯＫＡＬ　ＣＯＦＦＥＥ　英才店                            台中市北區英才路３９２號１樓                                                                                            

咚雞咚雞－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５０２號１樓

味來鍋物 台中市南區工學路１１９號

正Ｕ島 桃園市大園區大智路８３號

品味食光                                                    台北市松山區富錦街５２２號                                                                                              

烏弄－台南安中店 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１段５３６之１號

自在軒－永康塩行店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七街９６號１樓

找餐店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１０４號                                                                                              

太陽蛋廚房 台中市西區忠誠街７８之１號１樓、７８之２號１樓

老窩咖啡－迪卡儂中和店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３８４號

老窩咖啡－國泰仁愛店 桃園市龜山區南上路３８４號

澎澎先生手作蛋糕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３段１６９號                                                                                          

德克士炸雞三重正義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１３號

貝思堤咖啡                                                  台北市士林區社正路４１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青釉茶事－一中店 台中市北區太平路８之３號１樓

弘爺漢堡－台中工業店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３段１０７號１樓

咖竅－中壢忠孝門市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１６８巷２號１樓

Ｌｉｔｔｌｅ　Ｍ　Ｃａｆｅ                                  台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１段５７號１樓                                                                                      

一芳－永和得和店09104711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４１３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秀水和樂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２段２６９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南投魚池店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街３１８號

無限廚房中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２２２巷２弄２號３樓

廣盛堂有限公司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２段８２號

三兩味食堂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３段２２８巷４７號                                                                                  

ＳＵＢＷＡＹ忠孝復興店0910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50號

弘爺漢堡-福和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１８巷１號

雞大王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３段１７４號１樓                                                                                      

陽春麵店                                                    台北市中山區吉林路１２１號                                                                                              

清原－新竹北大店 新竹市北大路２８５號

早安好食光                                                  新北市新店區百忍街１０巷２號１樓                                                                                        

烏弄－嘉義興業東店 嘉義市興業東路２６３號１樓

日食時光咖啡輕食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六街２６２號１樓

Ｐａｕｌａ　Ｓｅｃｒｅｔ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２段２４０之１號                                                                                      

七年三班早午餐                                              台北市中山區龍江路３０１之１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石岡店0910 台中市石岡區豐勢路７５２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頭份文化店 苗栗縣頭份市文化街２０５號

ＫＡＸＸＡ                                                  高雄市三民區建昌路９號１樓                                                                                              

白巷子－群創店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２６號南科商務會館，一樓員工餐廳

好事咖啡創意廚房                                            台北市大安區安居街８巷１９號                                                                                            

ＳＵＢＷＡＹ中清天津店0910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510號6樓之一

七盞茶－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２１２號

拉亞-新莊建安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２號

嚕娜咖啡－小港崇文店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７８號２樓

珍煮丹　彰化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信義路１３８號

朝思慕昔 台中市北區英才路２３６之２號１樓

ＵＫＩＹＯ 台北市北投區裕民三路１５號１樓

八逸私廚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３段２１之３號                                                                                      

弘爺漢堡天墅店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７段１２３號１樓

丘森茶室－後龍中華店 苗栗縣後龍鎮中華路１５１之１號１樓

轉角吃早午餐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３段５９巷１９號１樓                                                                                  

金玉堂批發廣場－裕農店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８１０號

良益碗粿小吃店                                              台北市士林區福港街１０９號１樓                                                                                          

烏弄－三民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２１３號

白巷子－北市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１段４０５之１號

咚雞咚雞－文衡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２９之３號１樓

大苑子－台中學士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１５２號１樓

弘爺漢堡－城堡寶店 新北市板橋區互助街７７巷７號

天東８６牛肉麵（士林店）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３１０號                                                                                              

弘爺漢堡-土城學府店09104818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１段１２０巷３號

新東王麵包坊－興安店0910 台北市中山區興安街９８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新東王麵包坊－南昌店0910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１段６１號

新東王麵包坊－中華店0910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２段４８４巷８號

天東８６牛肉麵（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８６號１樓                                                                                          

烏弄－中清水湳店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２段１１８號１樓

ＲＯＬＬ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３０巷１５７弄４號

極屋牛井－南科店 台南市中西區新美街１９３號

橋北屋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４段１２號１樓                                                                                        

清原－中和復興店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１３號

Ｋｕｎｇ　Ｆｕ　Ｔｅａ09104858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１３８號

弘爺漢堡－岡山公園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６０號１樓

胖老爹美式炸雞－東山文心店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１段４１之７號１樓

ＴＥＡＴＯＰ-中壢興農店 桃園市中壢區興農路１０３號

丘森茶室-苗栗 苗栗縣竹南鎮科專五路１０２號１樓

弘爺漢堡　泰山公益店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１２號

麻古茶坊－三峽北大店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３０號

輕鬆餐廳 台北市北投區中和街１２號

鳥一番平價居酒屋                                            桃園市中壢區金峰五街５１－１號７樓                                                                                      

麻古茶坊－高雄六合尚義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１３５號

劉家肉粽- 新北市石門區中央路３０號１樓

麻古茶坊－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７２號

麻古茶坊－松江南京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２段１９２號

歐爹ｌｏｎｇ 新竹市中華路３段８８號１樓

拉亞漢堡－新莊民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２６７號１樓之１

池上豆之間 台東縣池上鄉中山路通水巷１２號

淨鍋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２段４２７號２樓

Ｅ炸Ｇ羅東聖博店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南路２７０號１樓

拉亞漢堡－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萬安街１６號

麻古茶坊－南港軟體園區店 台北市南港區興東街７之２號

喫堡早午餐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４段２１８號

麻古茶坊－台北古亭店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２段１４２號

麻古茶坊－新北三重中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９７號

日日裝茶－后里公所店09104938 台中市后里區公安路８１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明誠中華店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６９２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屏東九如店 屏東縣九如鄉九如路２段２３９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屏科大中林店 屏東縣內埔鄉中林路１１之２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萬巒褒忠店 屏東縣萬巒鄉褒忠路１０２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瑞豐店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１１８２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３９０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自強中正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二路１８０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建國中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２７３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２７５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東港中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３６３號２２樓之１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鳳楠店 高雄市楠梓區鳳楠路２６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土庫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１７０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枋寮中山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３６３號２２樓之１

西羅亞咖啡 台北市內湖區文湖街６３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風太日式燒肉 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３１號１樓

麻古茶坊－台東正氣店 台東縣台東市正氣路２２９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鳥松中正店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路３４５號１樓

胖老爹台北通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通化街１２８號１樓

青釉茶事－新竹遠百店 新竹市西大路３８０號１樓

黑沃咖啡－北屯東山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１段３３２之１號

米殿手作 台中市西屯區朝馬路３０號１樓

街頭咖啡－大順店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２０１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左大聖公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２８１號１樓

啡饗咖啡－青埔店 桃園市中壢區永平街６７號

街頭咖啡－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２１９號

飯丸屋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２０巷１號

街頭咖啡－嫩江店 高雄市三民區嫩江街８６號１樓

街頭咖啡－鳳山博愛店 高雄市鳳山區博愛路５５１號

拉亞漢堡－中壢正光店 桃園市中壢區正光街２２２號

街頭咖啡－大社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１２５號１樓

水豚飲君子－台北西門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郵局１０號信箱

拉亞漢堡－桃園寶慶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１１０巷９弄９號

拉亞漢堡－嘉義興達店 嘉義市興達路５０１號１樓

藍杉茶所－莒光店 高雄市左營區後昌路６９１號

青釉茶事桃園中華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５２號

木桌子咖啡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８４７巷２７號                                                                                        

金茶伍－台南中華東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２段２０５號１樓

ＳａＧｏ-喜購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４８號

青釉茶事　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３９０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五甲南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１５１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光遠黃埔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６３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捷運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３３５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５４２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大寮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四路１２０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瑞隆二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３１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小港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８５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６６９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楠梓樂群店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１５２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新園仙吉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３６３號２２樓之１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墾丁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１８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恆春中正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７６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民權民生店 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１５６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大社國中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５２１之２５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大社二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２４０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哈瑪星臨海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４１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大昌大豐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二路１６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屏東棒球路店 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２２８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麟洛中山成功店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２３８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社皮大昌店 屏東縣萬丹鄉大昌路４１０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復興一心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２９７號１樓



業者名稱 地址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林園高中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５０９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林園文化店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１３１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林園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１８９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自強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１６９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三多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３４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４４５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德民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９１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大武營建國店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１４９之１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自強漢神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強三路２４４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中華新光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１４５７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自立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自立二路１２６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萬丹店 屏東縣萬丹鄉萬丹路１段２５２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里港仁和店 屏東縣里港鄉仁和路１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樹科大鳳旗店 高雄市燕巢區鳳旗路１６３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七賢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１３８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青年店 高雄市苓雅區青年一路１７９之２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小琉球店 屏東縣琉球鄉民生路１７之２號

築崎鍋物                                                    台中市太平區新福路８９８號                                                                                              

拉亞漢堡北市濟南店 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２段４５號

ａｍｂａ　Ｔａｉｐｅｉ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２段５７之１號                                                                                      

金茶伍－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文化北路６１號

麻古茶坊－花蓮民國店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４２號１樓

懿咖啡有限公司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２段１８９號１５樓之３                                                                                

聚。港時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５段７１巷２０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三多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一路２８１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福德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２００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山東店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１１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十全店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３９１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林森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２６６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五福鹽埕店 高雄市鹽埕區五福四路１３４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中山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橫路６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內埔天后店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１５４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鳳商車站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２７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鳳山八德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２７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８８過勇店 高雄市鳳山區過勇路２０６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旗津店 高雄市旗津區廟前路１１２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小港中安店 高雄市小港區中安路６３６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恆春恆南店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１６１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屏東崇蘭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１１１２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屏東中正自由店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３４８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鹽埔新圍店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１７１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一心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３４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和誠街１０１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三多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１１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光華夜市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二路３４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林邊國小店 屏東縣林邊鄉中山路１５９號



業者名稱 地址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潮州新生店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６７號

拉亞漢堡－楊梅校前店 桃園市楊梅區校前路３３６號

台灣第一味－竹南新生店 苗栗縣竹南鎮新生路６６號１樓

烏弄－台中漢口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３段２１３號１樓

麻古茶坊潭子勝利店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２４３號１樓

弘爺漢堡－民利店 新北市中和區福祥路９號１４樓之３

台灣第一味－台中工學店09105134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１段１５７６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明誠富民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４９３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自立七賢店 高雄市前金區自立一路４３號

烏弄－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１１０號１樓

麻古茶坊－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７６７號１樓

麻古茶坊－青埔店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２段４１號

麻古茶坊－中壢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１０５號１樓

麻古茶坊－台北農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８之６號１樓

ＰｉｚｚａＲｏｃｋ大直店 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５７１之２號１樓

麻古茶坊－內埔廣濟店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２４５號

夏卡蝦蝦飯                                                  台北市士林區福志路１２２號１樓                                                                                          

Ｈａｂｂｉｔ　ｃｏｆｆｅｅ                                  桃園市中壢區五族二街１１５號１樓                                                                                        

Ｐｉｌｏｔ　ｉｎ　ｃａｆｅ 桃園市中壢區永平街２３號１樓

麻古茶坊－羅東公正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２０４號１樓

麻古茶坊－中和南勢角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１段４１號

麻古茶坊－宜蘭東港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２０４號１樓

麻古茶坊－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６１號１樓

麻古茶坊－新竹食品店 新竹市食品路１６７號１樓

麻古茶坊－永和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１段２２２號

麻古茶坊－宜蘭礁溪店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５段５６號１樓

賴在家咖啡                                                  桃園市大園區青昇路１段４８巷２８號                                                                                      

潮味決·湯滷專門店花蓮中山分社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０７號

Ｓｕｂｗａｙ－三峽北大店 新北市三峽區國學街８４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３８４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五甲夜市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１５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民族店 屏東縣屏東市民族路５６號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大樹中興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西路９９號１樓

麻古茶坊－頭份尚順店 苗栗縣頭份市東民一街２號１樓

日日裝茶－大甲中山店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１段１１１３號１至２樓及１１１５號１樓

拉亞漢堡-中和福美店 新北市中和區福美路２３６號

八珍玉食                                                    台南市永康區正強街２４３號１樓                                                                                          

麻古茶坊－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８６號１樓

麻古茶坊－潮州新生店 屏東縣潮州鎮新生路７５號

麻古茶坊－龜山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３６８號１樓

白巷子－羅東培英店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９１號

麻古茶坊－內埔龍泉店 屏東縣內埔鄉昭勝路３０５號

基隆１９７３海景駐唱餐廳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５１巷１３２號地下層                                                                                

麻古茶坊－桃園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１９９號１樓

麻古茶坊－岡山中山南店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南路５３５號１樓

咕嚕咕嚕家－成功創始店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２６０號                                                                                            



業者名稱 地址
麻古茶坊－岡山大仁北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２１９號

日日裝茶－台北站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１段１８號１樓

麻古茶坊－建工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２１９號

麻古茶坊－高雄八德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一路３８６號１樓

麻古茶坊－高雄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２１９號

麻古茶坊－高雄鼎山家樂福店 高雄市楠梓區惠民路２１９號

麻古茶坊－高雄左大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１４２號１樓

清原芋圓－永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１６１號

麻古茶坊－桃園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２６４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後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８１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９３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燕巢中民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７３２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美術東八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八街１２５號１樓

５０嵐綠茶連鎖專賣店高樹興中店 屏東縣高樹鄉興中路２８７號１樓

Ｓｕｂｗａｙ－內湖站餐廳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４段１５５號

Ｓｕｂｗａｙ－樹林中山餐廳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１段８８號１樓

喜得炭火燒三明治永康大仁店 台南市永康區大仁街１９１號１樓

Ｓｕｂｗａｙ－東湖餐廳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３段１８７號地下１層及１樓

台灣第一味－斗南中山店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１段１５７６號

烏弄－屏東勝利店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１９７之２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大鵬店 台中市西屯區大鵬路１０４號１樓

台灣第一味－台中逢甲店09105266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路１段１５７６號

Double V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234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