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店名稱 地址
Tulip TimeOut西門店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號

金剛咖啡茶飲 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6號

巧運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B2

寧夏夜市秋雲潤餅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07巷32號

威爾貝克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52號、52之1號

永康芋頭大王冰店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5號之4

老窩咖啡館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58號1樓

寧夏夜市阿諾可麗餅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寧夏碳烤鹽酥雞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光復市場藍媽媽手擀皮水餃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42攤

寧夏夜市飄香牛肉麵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深海郭魚湯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春陽茶事股份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92號

Naissance Coffee 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1號

八寶家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670號

喜膳堂日式料理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南路一段293號1樓

閒寮農園咖啡 花蓮縣鳳林鎮鳳義里鳳鳴二路１０號１樓

Q Burger-逢甲西安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71號

木可蘿蔔糕 臺東縣臺東市寶桑路１２５號

馬克老爹總公司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302巷22號

法式修頌．可頌專賣店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83號

老窩咖啡館石牌店 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528號1樓

老窩咖啡館環南店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222號

義瑪卡多天母店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62號1樓

寧夏夜市龜山島阿興現撈海產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71巷3號12樓之6

十二粥 臺北市大安區通安街79號

彼得好咖啡南陽店 臺北市中正區南陽街27號

寧夏夜市大大燒烤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31號對面

寧夏夜市宏玲精品娃娃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光復市場21同學の店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21攤

艋舺夜市-建鴻服飾店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地勢灘燒玉米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老爐胡椒餅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傳奇黃金地球、芝麻球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寧夏夜市童年木瓜牛奶019攤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光復市場玉瑪超商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19巷146號光復市場08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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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崙市場-品味小廚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中崙市場2樓60號) 

老窩咖啡館內湖新明店 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212號

Gu food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91巷40弄2號

老窩咖啡館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38號

Home廚房&親子餐廳 臺北市內湖區文湖街79號1樓

馬克老爹天母店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50巷22之2號

火鍋世家 德惠店 臺北市中山區惠德街22號1樓

寧夏夜市兩點綠豆沙+車輪餅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0-3號(016攤)

寧夏夜市寧夏魷魚王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0-3號(073攤)



特店名稱 地址
寧夏夜市大鐤肉焿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光復市場52大嘉海鮮豆干店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52攤

光復市場光華肉店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03攤

通化夜市悠遊盒子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2段52號

光復市場光復土產黃牛肉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19攤

艋舺夜市-土豆龍花生捲冰淇淋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香娥鞋業行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現炸花枝丸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天母商圈草歌健康蔬果調飲-芝山店 臺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64巷9號1樓

艋舺夜市-小鳳有約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古早味麥芽糖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精緻流行皮包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Q Burger-中壢龍岡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77號1樓

Q Burger-桃園桃鶯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287號

正豐製麵 臺中市南區正義街131號(臺中市第三公有零售市場44、45攤)

一之軒松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里松江路３０５號１樓及２樓

一之軒復興店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里復興路１２１號１樓

一之軒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里成功路４段３２號

一之軒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埔里民生路三段１９號１樓

中崙市場-全福肉舖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Q Burger-大橋頭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226號

Q Burger-土城延和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115號1F

Q Burger-樹林太順 新北市樹林區太順街47號

Q Burger-中山榮星 臺北市中山區行仁里五常街63號

Q Burger-中壢嘉善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路101號

清心福全-中壢中山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167號

Q Burger-樹林千歲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街12號

CoCo都可-三重中正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62號

Q Burger-泰山明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２段353號

魔法咖哩站前店 臺北市中正區許昌街30號2樓

好食集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1樓

寧夏夜市168純鮮飲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0-3號(033攤)

Blue deer內湖江南總店 臺北市內湖區江南街97號

光復市場光復一元行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496巷19號(光復市場30攤)

光復市場同學の店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55攤

天母商圈鮮肉製丸x關東煮食堂 臺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41巷32號1樓

艋舺夜市-古早味麻糬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丸田飛碟燒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手工古早味麥芽餅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寧夏夜市_雞房重地/名陽精品百貨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202號前

寧夏夜市鴻記蔥餅捲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光復市場51大嘉海鮮豆干店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51攤

寧夏夜市黑麻麻手炒黑糖飲品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052攤

TEA LAB新概念花茶茶飲 花蓮縣花蓮市國華里博愛街335號

青澤正氣一店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北路201號

Q Burger-中和景安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175號



特店名稱 地址
Q Burger-板橋四維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308號1F

Q Burger-中和福美 新北市中和區福美路313號1F

艋舺夜市_小辣椒古早烤魷魚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82號(艋舺夜市)

囍氣C7西門町旗艦店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155號1樓

Q Burger-板橋長安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210之1號

Q Burger-中和員山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95號1F

Q Burger-桃園自強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113號

Q Burger-北投中和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02號

南門市場_嬌諾精品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06)

一之軒民權店 臺北市中山區集英里民權西路７９，８１號

星饌私廚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527巷88號

Q Burger-平鎮育英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87號

Q Burger-北投致遠 臺北市北投區致遠一路１段95號1F

清心福全-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595巷35號1樓

士林夜市-丞祖胡椒餅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132號(士林夜市)

Q Burger-新莊自立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190號

Q Burger-蘆洲信義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45號

CoCo都可-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竹圍里民族路31之21號1樓

CoCo都可-台北建國店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17號

寧夏夜市山東赤肉蒸餃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0-3號(050攤)

卡莎兒天然酵母麵包 台南市安平區國平路593號

咖啡意識烘培館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109號

果珍濃 臺東縣卑南鄉大同路190號

新康大船超值鍋 臺中市大甲區五福街73號

Q Burger-新莊建安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45號

Q Burger-新北五工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二路95號

Q Burger-板橋中山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90巷12號1F

Q Burger-文山景興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99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二段425號

Q Burger-桃園縣府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286號

一之軒頂溪店 新北市永和區正興里永和路２段９４號１樓

一之軒和平店 臺北市中正區南福里和平西路１段１５號

一之軒板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社後里中正路２４３號１樓

Q Burger-新莊中平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82巷10號1F

Q Burger-中和南山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161號

Q Burger-汐止樟樹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0號1樓

Q Burger-文山景福 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234號1F

Q Burger-中和中山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54號1F

CoCo都可-青島店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21之10號

CoCo都可-汐止樟樹店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7巷2號1樓

CoCo都可-新莊中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33號1樓

CoCo都可-基隆海豐店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06號1樓

CoCo都可-水碓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56之4號

南門市場_金龍肉乾創始店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23-B24)

南門市場_采姿精品服飾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16-C17)

CoCo都可-南京五店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66巷15號



特店名稱 地址
CoCo都可-新北金山店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93號

環南市場_採收姨ㄟ辛香料 臺北市萬華區環南市場304號

人生艱難,櫻花鉤吻鮭 臺北市北投區七星街1號

CoCo都可-新莊豐年店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街15號

CoCo都可-新莊化成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618號

點點 臺北市北投區七星街1號

Q Burger-士林延平 臺北市信義區延平北路５段179號

CoCo都可-樹博 新北市樹林區博愛一街19號

中崙市場-手工水餃攤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Q Burger-中和建一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7號1F

Q Burger-萬華國興 臺北市萬華區國興路98號1樓

Q Burger-桃園文興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里文興路99號

廣州街夜市_寶哥白甘蔗汁/ 寶弟手機配件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3-4號攤

清心福全-新莊五權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68號

一之軒南門店 臺北市中正區龍福里羅斯福路１段２０號

Q Burger-新莊成德 新北市新莊區成德街8號1F

Q Burger-板橋光復橋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２段420號

Q Burger-士林忠義 臺北市士林區忠義街113-1號1F

Q Burger-三重中正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80號

Q Burger-新莊新豐 新北市新莊區新豐街25號1F

蛋包腸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34號門前攤位

南機場夜市_厚道丼飯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1巷19號旁

中崙市場-老楊山東牛肉麵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中崙市場)4號攤位

Q Burger-淡水學府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85號

Q Burger-板橋華興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40號

CoCo都可-永和保平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21號

CoCo都可_深坑店 新北市深坑區埔新街92號(1樓)

CoCo都可-金門金城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27巷5號

南門市場_福泰和福州商店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49,B50)

CoCo都可-吳興店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9號

小妞童舖 宜蘭縣宜蘭市聖後街34號

CoCo都可_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217號(1樓)

CoCo都可 新店北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219號1樓

CoCo都可_昌隆店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54號

CoCo都可_民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47號

南門市場_合歡刀削麵館 (D13)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D13)

CoCo都可-內湖成功店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59之1號1樓

CoCo都可-大直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49號

Q Burger-新莊化成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1號1F

Q Burger-信義信安 臺北市信義區信安街127號

Q Burger-三重龍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40號

CoCo都可-板橋漢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303號

Q Burger-新莊中榮 新北市新莊區中榮街58號1F

CoCo都可-龍江2店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0號

CoCo都可-古亭店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號1樓

Q Burger-三重重陽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43巷



特店名稱 地址
Q Burger-中和連城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469巷17號

Q Burger-板橋民治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63號

CoCo都可-東湖2店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37號

南門市場_廷本肉店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76)

南門市場_新多食品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50、B06)

南門市場_菲芃舶來品名店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19)

南門市場_奇億服飾(C25)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25)

CoCo都可-景華店 臺北市文山區景華街71號

女主角少淑女服飾 宜蘭縣宜蘭市和睦路125號

南門市場_大連食品 (B42)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40)

南門市場_羅萊 (C38)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38)

清心福全-斗六石榴店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106-1號

南門市場_巧登精品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29)

南門市場_百富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45)

CoCo都可-三芝店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一段53號

CoCo都可-長安2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359號

CoCo都可-新竹新埔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302號

CoCo都可-竹東東峰 新竹縣竹東鎮東峰路6號

CoCo都可-頭份建國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57號

CoCo都可-竹北三民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69號

CoCo都可-明湖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579號

CoCo都可-竹北成功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五路68號

CoCo都可-延平1號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一段270號

CoCo都可-新竹巨城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227號1F

CoCo都可-新竹牛埔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路466號

CoCo都可-竹北勝利 新竹縣竹北市勝利二路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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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苗栗苑裡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67號1樓

南機場夜市_魷魚焿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9巷19號旁

阿力香雞排(文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9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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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449號

CoCo都可-德光店 新北市中和區德光路93號

CoCo都可-社子店 臺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六段91號

CoCo都可-新店寶橋店 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5號1樓 

CoCo都可-基隆成功店 基隆市仁愛區成功一路130號1樓

CoCo都可-礁溪店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村礁溪路五段70號一樓

CoCo都可-八里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397號1樓

CoCo都可-自立店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24號

南門市場_常興食品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08)

 師大商圈_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31號

CoCo都可-土城立德 新北市土城區立德路40號

CoCo都可-汐止福德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14號1樓

CoCo都可 新莊五權店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38號

Q Burger-蘆洲長安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53號

CoCo都可-新海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海路105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CoCo都可-食品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198號

Q Burger-蘆洲民族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57號

CoCo都可-新竹南寮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3段730號

艋舺夜市_當季水果糖葫蘆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艋舺夜市)

CoCo都可-竹東2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3段178號

南門市場_盧記水產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36-A38)

CoCo都可-新豐新市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新市路20號1樓

清心福全-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07號

中崙市場-福華學生服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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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三峽光明店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19號

CoCo都可-桃捷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中正路39號

CoCo都可-鳳鳴店 桃園市八德區桃鶯路62號

CoCo都可-民生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26號

CoCo都可-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142號

CoCo都可-內壢忠孝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忠孝路６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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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中壢慈惠店 桃園市中壢區金華里慈惠三街139號

永樂市場_杏仁露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21號1樓永樂市場1204號

公館夜市_公館滷味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08巷(公館夜市69號攤)

三朵花手工餐坊 新竹市北區光華北街50號1樓

CoCo都可-沙崙店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70號

Q Burger-汐止福德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里福德二路

CoCo都可-板橋金門店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12號

CoCo都可-永和中正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區中正路184號

Q Burger-中和廣福 新北市中和區廣福路82號1F

Q Burger-汐止連興 新北市汐止區連興街73號

Q Burger-樹林三福 新北市樹林區三福街144號1樓

南門市場_南門牛羊肉店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18)

CoCo都可-新竹內湖 新竹市香山區內湖路102號1樓

CoCo都可-園區2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1段125號1樓

CoCo都可-竹南民族 苗栗縣竹南鎮民族街69-2號 

CoCo都可-湖口光復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16號

CoCo都可-苗栗至公 苗栗縣苗栗市福麗里至公路140號

CoCo都可-湖口仁和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133號

CoCo都可-新竹中正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76號

南機場夜市_佳味亭蔥抓餅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3巷19號旁 (南機場夜市)

CoCo都可-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58號1樓

明星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武昌街1段5號2樓

築地鮮魚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47號

EAT PLUS 玩食家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54巷7號1樓

丁丁豆花 臺北市信義區嘉興街216巷14號1樓

寧夏夜市鳥蛋達人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217號之3

寧夏夜市先來厚道章魚燒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38巷42弄6號7樓

寧夏夜市蓮飲料吧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001攤

寧夏夜市塩烤鮮蝦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44巷9號2樓



特店名稱 地址
老窩咖啡館清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38號

老窩咖啡館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257號

寧夏夜市生鮮綜合水果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艋舺夜市-艋舺狀元糕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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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夏夜市幸花明太子起司烤餅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052攤

沁冰飲料舖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吉路1號1樓

所Soul Space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32巷12號1樓

明治唯心-手作碳烤土司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189巷10號

Q Burger-中和自立 新北市中和區自立路76號

老窩咖啡館內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生三街182號

小圓桌商行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二段275巷16號1樓

天堂鳥藝文希臘餐廳 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166巷28弄12號

寧夏夜市蚵仔煎大王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56號

寧夏夜市黃金城黃金薯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 寧夏夜市039攤

寧夏夜市古早味糖葫蘆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葉記青草茶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水果果汁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帕沃納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3巷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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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夏夜市現打西瓜汁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光復市場吉祥蔬果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49.50攤

艋舺夜市-古早味豬血糕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狀元糕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帥哥仙草鋪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通化夜市羊角羊肉湯火雞肉飯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29號

主義甜時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8巷21之2號1樓

永康商圈雙珠鮮奶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24號

中崙市場_別館美式壽司創意料理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

明星西點食品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武昌街1段7號

老窩咖啡館瑞芳店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3段90號

老窩咖啡館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三街120號

艋舺夜市敏敏雜七雜八甘仔店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悠遊付_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2攤

NOTCH咖啡站前店 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6號

Blue deer台北瑞安店 臺北市大安區瑞安街178號

寧夏夜市千歲宴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58號2F

寧夏夜市路攤壽司屋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光復市場阿美美食館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１段３６４巷６號４樓

艋舺夜市-鯛魚燒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阿慶沙茶魷魚蒜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口

艋舺夜市-天美茶莊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_高奇牌軟性綿紗鍋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3號門口(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喬陽通訊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光復市場阿梅雜貨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15.16攤

中崙市場-來一抄手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



特店名稱 地址
Q Burger-中和宜安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25號

波克蔬商行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3段335巷5號

Tulip TimeOut慶城店 臺北市松山區慶城街1-2號1樓

南南一村 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0號

魔法咖哩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8號8樓

天母老劉胡椒餅 臺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64巷5號

紋脈咖啡館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439巷4號

25hrs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42號

鴻語企業社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54號

馬克老爹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1段306之2號

寧夏夜市知高飯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2段57巷10號

寧夏夜市季哲廣東粥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57號7樓

寧夏夜市郭董藥燉排骨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58號1樓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龍傳客家放山雞莊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50號

寧夏夜市日船章魚小丸子 新北市三重區信義西街1巷21號

天母商圈壞蛋餐坊 臺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66巷7號

艋舺夜市_虹花鹹水雞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74號

艋舺夜市-阿盛手機維修站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萬國魯味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通化夜市百洲日料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63號

寧夏夜市牛媽媽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悠遊付_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45 122攤

春芳號-台北信義店 臺北市信義區崇德街2號

傑克漢堡士林店 臺北市士林區後港街150之1號1樓

HALOA POKE 臺北市中正區南陽街25號

艾隆義式麵食館北車店 臺北市中正區台北市中正區許昌街26號2樓

越津津泰越美食店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126號

馬克老爹汐科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1段75號B1

寧夏夜市_阿妹海螺鳳爪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13與120攤

寧夏夜市就愛豆乳雞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71巷19號

寧夏夜市發發東山鴨頭 臺北市大同區星明里11鄰重慶北路二段35號11樓之3

老窩咖啡館健行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二段10號1樓

TWO SHOTS東門店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110號

光復市場易美水果舖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31攤

艋舺夜市-大腸公主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53巷17號

艋舺夜市-金像獎五金行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阮氏越南麵包鋪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喜憨兒烘焙屋中華電信店臺北市中正區東門里信義路1段21-3號地下一樓

天母商圈天母鴉片粉圓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89巷2號

寧夏夜市ㄚ米韓式熱狗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_焗烤海鮮/火焰骰子牛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124,135攤

寧夏夜市冰哨酪梨果汁 臺北市大同區星明里7鄰南京西路107巷42號4樓

寧夏夜市柳川明太子薄脆烤餅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0-3號

光復市場阿江的店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27攤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02號3樓

寧夏夜市古早味愛玉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137攤



特店名稱 地址
燈籠滷味(創始店)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３９巷２４號

水豚飲君子 臺北市萬華區康定路18號1樓及2樓

Q Burger-中和興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２段69號

Q Burger-三重安和 新北市三重區安和路38號

Q Burger-新莊建中 新北市新莊區建中街86號

Q Burger-三重慈愛 新北市三重區慈愛街46號

Q Burger-南崁福祿 桃園市蘆竹區五福里五福六路45號1F

一之軒公館店 臺北市大安區大學里羅斯福路３段２８７號

一之軒信義店 臺北市大安區福住里信義路２段２２６號１樓及地下室

Q Burger-士林通河 臺北市士林區通河街125號1F

艋舺夜市_阿珍滷雞腳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前

CoCo都可-台北民生店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59號

Q Burger-新莊中港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419號

CoCo都可-桃園大同店 桃園市桃園區武陵里大同路41號1樓

CoCo都可-草漯店 桃園市觀音區草漯里大觀路2段72號1樓

CoCo都可-中壢福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一街245號

CoCo都可-中壢中山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後寮里中山東路３段４２號

士東市場_三年九班豆工廠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39號)

夢想甜點工坊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田中一橫巷36號

腦工廚房 屏東縣屏東市柳州街2-1號

原香嘟論竹筒飯 花蓮縣花蓮市民治里東大門夜市原住民一條街D21攤位

水源市場_竹的丼飯屋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1樓(公館夜市8號攤

永樂市場_育晟工作室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永樂市場1005號

思春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02巷12弄12號

水源市場_茂林水果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一樓 41,42號攤)

正立小吃店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41號

士東市場_吉園圃安全蔬菜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6號)

華西街夜市_龍鳳唱片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8,10號攤

佩佩屋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53號1樓

85度C-台北景美店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42號1樓

85度C-屏東中正店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393號

CoCo都可-新竹北埔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村7鄰南興街152號

南門市場_碧成蔬菜號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19-A20)

南門市場_東東蔬菜店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52)

CoCo都可-宜蘭泰山店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239-3號一樓

CoCo都可-銅鑼中正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62號1樓

南機場夜市_古早味芋頭粥芋頭米粉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二段307巷18號旁

清心福全-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二段134號

CoCo都可-桃園山鶯店 桃園市龜山區山德里10鄰山鶯路40號

CoCo都可-大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里大興路１６１號

CoCo都可-新屋中山店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路346號

CoCo都可-桃園興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興仁里興豐路316號

CoCo都可-龍華店 桃園市龜山區龍華里萬壽路一段323號1樓

南門市場_宛妮精品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03)

CoCo都可-三峽和平店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40號

CoCo都可-中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30號



特店名稱 地址
CoCo都可-北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龍潭龍潭里北龍路１１６號

CoCo都可-內壢家樂福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原里8鄰中華路一段450號

CoCo都可-台北自強店 臺北市北投區自強街101號

Q Burger-板橋懷德II 新北市板橋區懷德街160號

CoCo都可-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14號1樓

CoCo都可-同德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25號

CoCo都可-宜蘭2店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19號

CoCo都可-尊賢店 臺北市北投區尊賢街253號1樓

CoCo都可-樹保店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73號1樓

南門市場_逸湘齋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60-B61)

南機場夜市_橘太郎爆漿雞蛋糕南機場店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3巷20號旁

南門市場_奇億服飾(C24)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24)

南門市場_雍雅日本生活精品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09)

CoCo都可-大南店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09號

艋舺夜市_欣新衣服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70號(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_地瓜球地瓜條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西園路口(寶島鐘錶行口)(艋舺夜市)

CoCo都可_蘆洲民族2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98號１樓

CoCo都可-成泰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184號

Q Burger-桃園大業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１段82號

CoCo都可-南崁3店 桃園市蘆竹區錦中村南崁路３００號

CoCo都可-桃園國際店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39號

CoCo都可-大溪店 桃園市大溪區一心里25鄰慈湖路１１７號

士東市場_四行倉庫糧食商行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42號)

茶主席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555號

家錚雜貨舖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2樓101攤)

大來食品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

美儀商行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7號

南機場夜市_洪記鹹粥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3巷45號

士東市場_士東花坊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5號)

士東市場_雞肉攤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84號)

海世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22

水源市場_立美服飾修改店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水源市場二樓103號攤)

85度C-板橋莒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64號

85度C-永和保平店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22號

85度C-永康中華店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里中華路826號

Q Burger-竹南福德 苗栗縣竹南鎮福德路65號

Q Burger-新店中正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46號1樓

水源市場_鑫昌商行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二樓18號攤)

皇品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88號(金山公有市場B24)

玉雲的店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7號1樓

水源市場_永琦髮型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二樓57號攤)

士東市場_客家莊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57號)

南機場夜市_李記紅茶冰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3巷21號旁

士林車輪餅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10號

水源市場_燕玉服飾修改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二樓 109號攤)

85度C-台南東寧店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63-465號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中和圓通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26號

85度C-萬華廣州店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50號

85度C-台中自由店 臺中市中區成功路152號

85度C-樹林中山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94號1樓

Q Burger-新店大豐 新北市新莊區大豐路16巷2號

Q Burger-頭份建國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118號

大稻埕慈聖宮-吳媽媽豬血湯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慈聖宮7號攤)

冰樂啡 嘉義市西區文化里國華街62-9號

茗捷印尼餐廳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台北地下街6號店鋪

Q Burger-士林社中 臺北市士林區社中街269號

Q Burger-中和民享 新北市中和區民享街86巷3號

Q Burger-中壢福洲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485號

Q Burger-中壢龍昌 桃園市中壢區龍昌路302號

扭登和未來漢堡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22巷30號

一之軒興隆店 臺北市文山區興光里興隆路三段５１號

一之軒南西店 臺北市大同區光能里南京西路３５號

Q Burger-新莊西盛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56號1F

劉記生薑行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500號C423攤位

CoCo都可-北投中和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280號

Q Burger-中和南勢角 新北市中和區南山路174-2號

Q Burger-泰山全興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105號

Q Burger-板橋國慶 新北市板橋區國慶路161之5號

CoCo都可-士林中正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42號1樓

Q Burger-板橋英士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70號

CoCo都可-老街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26號1樓

CoCo都可-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39號

CoCo都可-五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36號1樓

CoCo都可-板橋莊敬店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00號

CoCo都可-興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99號1樓

CoCo都可-板橋重慶店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79號1樓

CoCo都可-清大水木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

CoCo都可-新竹城隍廟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98號

Q Burger-永和永元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124號1F

Q Burger-板橋吳鳳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68號

Q Burger-台北橋 新北市三重區福德南路40號1F

CoCo都可-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9號116室

CoCo都可-新竹中華 新竹市香山區五福路二段719號1樓

CoCo都可-新竹關西 新竹縣關西鎮中山路70號

艋舺夜市_香酥棒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艋舺夜市)

CoCo都可-後龍 苗栗縣後龍鎮成功路9號

CoCo都可-新竹金山2 新竹市東區金山16街2號

雪王冰淇淋 臺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65號2樓

CoCo都可-新竹芎林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511號

CoCo都可-三峽大雅店 新北市樹林區大雅路280號

CoCo都可-鶯歌建國店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43號

南門市場_盧記魚丸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34-A35)



特店名稱 地址
CoCo都可-南崁中山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里中山路１１７號

CoCo都可-中壢龍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平里龍東路146號1樓

CoCo都可-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楊江里大成路１０─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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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東市場_黑珍豬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81號)

蜜絲蒂手工烘培小舖 桃園市桃園區光明街9號

公館夜市_魷魚焿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0巷(公館夜市11號攤)

千慧精品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永樂市場1026號)

剉冰女王冰點屋 新北市汐止區觀光夜市82號

大龍雞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7號

順泰肉舖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2樓(181攤)

西湖市場_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西湖市場27、112號)

士東市場_天母鵝雞肉亭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16號)

士東市場_士東肉砧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19號)

士東市場_桐佰豬腳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29號)

CoCo都可-宜蘭五結店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二段440號1樓

CoCo都可-台中后里店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337號一樓

CoCo都可-萬華寶興店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70號

南門市場_都芝玉珠寶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

南門市場_足滿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21)

CoCo都可-蘆洲光華店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73號

南門市場_南園食品店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10)

南門市場_南門鮮魚號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70)

南門市場_優品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23)

Win Win Pasta-西門店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128號

CoCo都可-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304號

糖口鮮果茶 新北市樹林區學成路583號

CoCo都可-永和仁愛店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01號

鳥蛋達人(東門夜市) 宜蘭縣宜蘭市東門夜市第85號攤位

小田本舖 屏東縣南州鄉三民路92號

Q Burger-三重永福 新北市三重區永福街172號1F

Q Burger-萬華雙園 臺北市萬華區雙園街15號

Q Burger-蘆洲長興II 新北市蘆洲區長興路265號1F

85度C-台中健行店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480號

龍泉居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23號

士東市場_士東水餃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2號)

江翊丞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5-22號

大稻埕慈聖宮-阿可鯊魚煙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慈聖宮第14號攤)

Anna Vegan‧專業指導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二樓美食街第65號

老麥數位相機維修5B47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47室

廣州街夜市_名神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57號攤

廣州街夜市_咪那臭豆腐麵線羹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20號攤

廣州街夜市_天玉精品皮飾(1)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84號攤

廣州街夜市_秀秀精油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74號攤

廣州街夜市_阿嬤烤玉米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49號攤

廣州街夜市_興銀飾品(2)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6號攤



特店名稱 地址
師大夜市-燈籠滷味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39巷24號

讓我想享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52巷8號1樓

華西街夜市_通記陽春麵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81 號攤

清心福全-台中黎明店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一段118號

清心福全-彰化華山店 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201號

清心福全-溪尾店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43號

清心福全-頭份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100號

Q Burger-新莊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50號

師大商圈_大台北平價滷味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54號1樓

台灣第一家碳烤鹽酥雞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9巷21號旁

水源市場_美美精品屋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4段92號(水源市場)1樓76號攤

大稻埕慈聖宮-江家原汁排骨湯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慈聖宮第12號攤)

大稻埕慈聖宮-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慈聖宮4、5號攤)

3鼎紅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環南市場_262蔬菜攤 臺北市萬華區環南市場262號

丸聰海產行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88號攤)

廣州街夜市_金城遊戲臺(2)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1號攤

廣州街夜市_純純女內衣 / 瑞祥皮件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48-49號攤

華西街夜市_大鐤肉羹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5號攤

清心福全-高雄介壽店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西路65號

清心福全-中壢金鋒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62號

清心福全-台中美村店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666號

清心福全-鳳山自強二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34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92號

清心福全-大雅雅環店 臺中市大雅區雅環路一段325號

清心福全-二林斗苑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4段569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6號

公館夜市_恩典養生活力生菜捲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08巷(公館夜市68號攤)

Burger Su美式蔬食漢堡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南路2段36之1號1樓

CoCo都可-三峽北大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143號

CoCo都可-新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篤行里新中北路二段481號1樓

CoCo都可-中壢環中店 桃園市中壢區自信里３９鄰環中東路２０４號

南門市場_光揚家禽畜產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64)

Q Burger-蘆洲中原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24號

農情古早味 臺北市北投區永興路一段52號

南機場夜市_魏家豆花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9巷23號旁

Q Burger-新莊立信 新北市新莊區立信三街12巷12號

兵兵有禮百貨行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87-1號

晶淳30年老店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C121攤)

李抒妤海產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號188號(金山公有市場A44)

水源市場_祥滿速食餐坊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08巷92號 (水源市場一樓56號攤)

士東市場_食穗To-Go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8號)

士東市場_哈林水果專賣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80號)

士東市場_吳記本舖(雞肉)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11號)

士東市場_禮中皇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71號)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中壢區合江路16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合麟料理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331號

禾秝商行323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323、324室

德利豐實業有限公司32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3樓320、321室

德寶資訊有限公司35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50-53室

廣州街夜市_龍哥鍋燒意麵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13號攤

廣州街夜市_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72.83號攤

廣州街夜市_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71.73號攤

台北魚市3-6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531號(台北魚市3-6攤)

廣州街夜市_老施炭烤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41號攤

順泰電氣計器有限公司563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5樓 563室、564室

華西街夜市_歐亞時尚名店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54號攤

清心福全-永康復國店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576號1樓

清心福全-左營榮總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29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66號

清心福全-霧峰四德店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348號

清心福全-北屯中清店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222號

清心福全-平鎮中豐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159號

清心福全-龜山萬壽店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27號

士東市場_pizza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48號)

士東市場_士東海鮮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95號)

士東市場_士東101海鮮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01號)

85度C-永和得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20號

85度C-永和永貞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240號1樓

85度C-美村公正店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14之1號及216號

85度C-台南中華東店 臺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三段229號

85度C-台中大墩店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2段191號

公館夜市_雲泰小鎮餐坊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0巷2之2號

Q Burger-永和信義 新北市永和區信義路93號1樓

文婷蔬菜店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7號

士東市場_五金百貨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40號)

九妹NINE NINE茶飲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492號(1樓)

泰豐味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08巷2號

清心福全-中正中華店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7巷6號

廣州街夜市_阿惠髮飾皮包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25號攤

廣州街夜市_美女男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37號攤

廣州街夜市_金城遊戲臺(3)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0-11號攤

阿華生魚片_梧州街夜市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前

正老牌炒鱔魚_梧州街夜市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前

清心福全-竹北中正西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81號1樓

清心福全-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14號1F

清心福全-台南文成店 臺南市北區文賢三街128號

清心福全-嘉義大林店 嘉義縣大林鎮中正路530號

清心福全-台中中工店 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165號

清心福全-大樹中興店 高雄市大樹區中興街7-2號

士東市場_富敏豬肉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10攤

清心福全-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204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台中大慶店 臺中市南區文心南路691號

清心福全-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三段157號

清心福全-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580號

清心福全-歸仁店 臺南市歸仁區民權南路179號

清心福全-花壇中山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二段20號

清心福全-嘉義後庄店 嘉義縣中埔鄉中山路五段882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99號

清心福全-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722-2號

清心福全-桃園永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500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觀音區大觀路二段111號

清心福全-北投中和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31號

精音行538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5樓38號店鋪

清心福全-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619號1F

清心福全-中山光華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46號

清心福全-南投彰南店 南投縣南投市集賢路42號

清心福全-板橋民治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治街130號1F

清心福全-梓官中崙店 高雄市梓官區中崙路300號

清心福全-新營店 臺南市新營區復興路82號

清心福全-沙鹿靜宜店 臺中市沙鹿區英才路11-2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1之7號

清心福全-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慶安街107號

清心福全-三民店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東街328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西路84號

清心福全-精誠新店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232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南區美村南路19號

阿錦小吃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65

清心福全-寶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有里寶山街70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94號

清心福全-世賢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647號

清心福全-基隆深溪店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119號

清心福全-新莊民安西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120號1樓

清心福全-平鎮宋屋店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三段39號

85度C-永和頂溪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05號1樓

阿諾可麗餅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3-1號

85度C-大里中興店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315號

師大商圈_大學口胡椒餅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26號1-1

士東市場_福德興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36號)

Q Burger-三峽文化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266之13號

永發49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4樓90號

三個傻瓜公館店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8號

大稻埕慈聖宮-許仔豬腳麵線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慈聖宮6號攤)

老大薯條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文林路41號後)

PA串燒酒館 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4段60號1樓

文豪舊書店247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47室

廣州街夜市_臭博士臭豆腐(2)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02號攤

廣州街夜市_森豪鐘錶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90號攤



特店名稱 地址
廣州街夜市_茂生唱片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58號攤

廣州街夜市_初味紅豆湯圓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21號攤

廣州街夜市_西藏文物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45號攤

清心福全-車城中山 屏東縣車城鄉中山路5之2號

清心福全-高雄阿蓮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484號

Caffebene咖啡伴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1段6號

春芳號-科技大樓店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2段200號1樓

NOTCH咖啡本町店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35號

寧夏夜市紐奧良去骨雞腿排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二街77號7樓

寧夏夜市_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113攤

寧夏夜市彩虹工坊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寧夏夜市_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22-7號、22-9號、寧夏夜市110號

光復市場誠記燒臘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市場29攤

艋舺夜市-阿嬤烤魷魚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廣龍通訊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現炒花生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

艋舺夜市-快樂積木牛角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八仙果鋪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香香服飾店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東港旗魚串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蘇適襪業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通化夜市沈爺炸彈蔥油餅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85號

艋舺夜市坦襪品行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艋舺夜市)

寧夏夜市歐家果汁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26-3號

中崙市場-大碗將軍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2樓

Q Burger- 三重國隆 新北市三重區國隆路26號

清心福全-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99號

清心福全-大園菓林店 桃園市大園區菓林路41號

清心福全-后庄店 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22號

清心福全-三峽文化店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6號1樓

清心福全-八德和平店 桃園市八德區和平路228號

鼎坤資訊社308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3樓8號店鋪

清心福全-麥寮中興店 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中興路65號

清心福全-西屯店 臺中市西屯區逢福里河南路二段229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169號

清心福全-龜山德明店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99號

清心福全-高雄忠孝店 高雄市苓雅區忠孝二路113號

清心福全-桃園莒光店 桃園市桃園區莒光街7號

清心福全-楠梓德賢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賢路232號

永樂市場_永樂養生蔬食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21號(永樂市場1803號)

清心福全-埔塩彰水店 彰化縣埔鹽鄉彰水路一段300號

清心福全-五甲夜市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120號

清心福全-台南灣裡店 臺南市南區灣裡路281號

清心福全-南投中山店 南投縣南投市中山街228號

清心福全-台中漢口店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102號

清心福全-中壢金陵店 桃園市中壢區金陵路36號



特店名稱 地址
艋舺夜市_陳媽豬血糕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

CoCo都可-竹北自強南 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161號

CoCo都可-竹南博愛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279號1樓

南門市場_永順蔬菜號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42)

王子一號店 宜蘭縣宜蘭市和睦路27號

CoCo都可-竹南光復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82號

南門市場_好小子水餃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53)

CoCo都可-大庄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63號

南機場夜市_林家古早味油飯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1巷20號旁(南機場夜市)

南門市場_合興糕糰店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01)

CoCo都可-林口2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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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東市場_阿美海鮮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97-98號)

CoCo都可-桃園三民店 桃園市桃園區西門里三民路三段78號

CoCo都可-廣福店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26號

CoCo都可-內壢莊敬店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103號

CoCo都可-楊梅環東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里環東路506號1樓

Q Burger-中和景新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111巷61弄

清心福全-新園仙吉店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57號

清心福全-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142號

清心福全-羅東倉前店 宜蘭縣羅東鎮倉前路62-1號1樓

清心福全- 南投縣南投市中正路222-1號

清心福全-溪湖西環店 彰化縣溪湖鎮西環路79號

清心福全-龜山忠義店 桃園市龜山區忠義路二段335號

清心福全-鶯歌中正店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83號

清心福全-霧峰德維店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1118號

清心福全-嘉義台林店 嘉義市東區台林街122-1號

清心福全-彰鹿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南路4號

清心福全-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508號

晴光意麵009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18號009攤位

士東市場_士東233熊之屋精品服飾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233號攤位

晴光服飾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巷13號

家飾五金84攤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巷17號

85度C-台北永吉店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269號

CoCo都可-富源店 桃園市觀音區富源里中山東路2段1025號

清心福全-北港大同店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261號

清心福全- 高雄市美濃區中興路一段764號

宇星商行384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3樓84號、85號、86號店鋪

寧夏夜市李記現悶現烤玉米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

晴光商圈鄉村鵝肉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巷11號1樓

CoCo都可-蘆洲民族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89號

香榭城現打果汁 花蓮縣花蓮市民治里東大門夜市福町夜市A49攤位

AL REVES顛倒餐廳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31號

石磊之鄉水煎包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56之2號1樓

Q Burger-樹林日新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67號

Q Burger-三重集成 新北市三重區集成路4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Q Burger-蘆洲三民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29號

Q Burger-西屯重慶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339號

Q Burger-羅東南門 宜蘭縣羅東鎮仁德里南門路112號1F

李日勝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03號

Q Burger-八德福僑 桃園市八德區福僑街92號1F

牛羊肉大賣 臺北市松山區塔悠路40號181號攤

Q Burger-萬華寶興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149號

Q Burger-泰山義學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２段101號

Q Burger-內湖金龍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74號

鮮蒸餃水餃美村店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476號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31號地下1樓

小燕服飾修改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21號1樓永樂市場1049號

西湖市場_二哥的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西湖市場87號)

士東市場_招明海鮮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96號)

士東市場_崇德農場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4號)

85度C-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220號

85度C-台中大業店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路606號

士東市場_誠放山雞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22號)

SNOWAVE浪花捲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1-3號對面

Q Burger-中壢榮民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66號

黃昭欽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7號

超級達可-樹林三俊店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121號

詠甜屋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9號

政豐企業有限公司5A03 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5樓503、504室

廣州街夜市_萬優福鐘錶行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4號攤

廣州街夜市_名神服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56號攤

廣州街夜市_營養三明治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51號攤

廣州街夜市_第一好吃珍珠玉米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39號攤

清心福全-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379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北屯區熱河路二段180號

清心福全-豐原成功店 臺中市豐原區成功路173號

清心福全-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63-9-2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1段314號1樓

清心福全-大雅永和店 臺中市大雅區永和路134-4號

清心福全-台中樂成店 臺中市東區樂成里樂業路198號1樓

清心福全-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119-1號

清心福全-台北中山長春二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20號

清心福全-基隆八斗子店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92號

清心福全-新莊民樂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樂街95號1樓

清心福全-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766號

清心福全-太平勤益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72號

清心福全-湖口成功店 新竹縣湖口鄉成功路92號

清心福全-岡山前峰店 高雄市岡山區前鋒路109-7號

清心福全-遊園二店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2段37號

Yolo's Cafe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6號C4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山嶺18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士東市場_士東236廣東粥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236號攤位

標緻喇叭音響行41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4樓410室411室

幸福角落巧食坊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一段263號

清心福全-中壢龍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358號

邑特皮件店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21之2號1樓

清心福全-大村山腳店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109之6號

清心福全-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303號

30翊欣花巷草弄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77家儷美髮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47食品餅乾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44佳家用品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36 臺北市內湖區同德路100號

95悅珍食品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8阿成閹雞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桃園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04號

56大桶滷味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56號攤位

成德-51時尚服飾 臺北市信義區成德市場51號攤位

53家常牛滷味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53攤位

成德市場- 74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74號攤位

成德市場-47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47號攤

成德市場-101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彰濱秀傳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路6號

燈籠滷味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3號

永樂市場_成光堂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永樂市場1018

金仙魚丸店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15巷3弄1之2號

清心福全-中和泰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41號

清心福全-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2巷54號

清心福全-台南夏林店 臺南市南區夏林路1-31號1樓

清心福全-台中忠孝店 臺中市南區忠孝路186號

清心福全-富國新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198號

清心福全-左營華夏店 高雄市左營區華夏路1155號

清心福全-社頭員集店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277號

清心福全-台中福星北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325號1樓

清心福全-桃園國際店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二段430號

清心福全-南屯寶山店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三段97號

清心福全-苗栗新東店 苗栗縣苗栗市新東街140號

清心福全-基隆信二店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185號

清心福全-彰化彰水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水路178-11號

清心福全-潭子頭張店 臺中市潭子區頭張路1段42號

清心福全-台中南屯店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二段105號

清心福全-鶯歌鶯桃店 新北市鶯歌區鶯桃路589號

清心福全-北投復興崗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312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27號1樓

清心福全- 臺北市內湖區新明路244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24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93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中和連城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15之1號1樓

清心福全-蔦松店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425號

清心福全-關廟店 臺南市關廟區南雄路一段1165號

清心福全-豐原田心店 臺中市豐原區田心路2段188號

清心福全-台北杭州南店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2段10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路58號

清心福全-高雄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中庄里八德路24號

清心福全-桃園民生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383號1樓

清心福全-花蓮中華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116號

清心福全-永和永福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24號

清心福全-台中德化店 臺中市北區永興街103號

清心福全-集集民生店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92號

清心福全-文山萬隆店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90號1樓

清心福全-信義世貿店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152號

清心福全-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87號

清心福全-台南武聖店 臺南市北區武聖路28號

清心福全-林口復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53號

Q Burger-文山木新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二段229號1樓

艋舺夜市_阿嬷西瓜汁桂花露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艋舺夜市)

Q Burger-五股西雲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241號

CoCo都可-關渡店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301號1樓

CoCo都可-金山店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91號

CoCo都可-北投中央北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31號

Q Burger-松山信義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65巷2號

Q Burger-北投實踐 臺北市北投區實踐街61號

CoCo都可-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92號1樓

CoCo都可-新店五峰店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區中正路53號

CoCo都可-宜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160號

CoCo都可-永安市場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和路523號

CoCo都可-大里店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496號1樓

CoCo都可-羅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生路120號1樓

CoCo都可-北新店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21弄3號

CoCo都可-興隆店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54-2號

南門市場_金服飾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46)

85度C-樹林金門店 新北市板橋區溪北路172號1樓

成德市場-65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65攤位

85度C-桃園經國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100號

85度C-蘆洲民族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21號

85度C-台中水湳店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2段165號

85度C-后里甲后店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570號

85度C-南投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路1-9號

85度C-三芝中正店 新北市三芝區中正路一段50號

85度C-宜蘭員山店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路一段121號

85度C-七堵明德店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214號一樓

85度C-霧峰吉峰店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路100號

85度C-台南學甲店 臺南市學甲區華宗路306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彰化埤頭店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185號

85度C-中壢福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57號1樓

85度C-屏東仁愛店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88號

85度C-路竹忠孝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935號

85度C-羅東南門店 宜蘭縣羅東鎮南門路15號

清心福全-台南五期店 臺南市安平區平通路508號

清心福全-土庫建國店 雲林縣土庫鎮建國路98號

清心福全-左營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10號

清心福全-花蓮吉安中華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229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西屯區甘肅路一段188號

清心福全-台南新公園店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822-1號

清心福全-台東中山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300號

清心福全-彰化實踐店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40號

清心福全-仁武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237-1號

清心福全-新竹四維店 新竹市北區林森路261號1樓

清心福全-中壢民權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271號

清心福全-蘇澳中山店 宜蘭縣蘇澳鎮蘇西里中山路一段349號

清心福全-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254號

清心福全-新莊輔大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6-36號1樓

清心福全-義竹六桂店 嘉義縣義竹鄉六桂村156-3號

清心福全-和美彰新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二段533號

清心福全-沙鹿鎮南店 臺中市沙鹿區興安路1號

清心福全-花蓮瑞穗店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南路一段5號1樓

清心福全-內湖西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3號

初韻好韻茶-台北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33號

CoCo都可-華齡店 臺北市士林區華齡街16號

CoCo都可-永康店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12之1號

艋舺夜市_元品五金行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艋舺夜市)

南門市場_合歡刀削麵館 (D14)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D14)

CoCo都可-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1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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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Burger-三重忠孝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46號

Q Burger-蘆洲鷺江 新北市蘆洲區鷺江街95號1F

Q Burger-蘆洲永平 新北市蘆洲區永平街32巷15號

Q Burger-中和仁愛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102號

艋舺夜市_158菱角花生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_萬益行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艋舺夜市)

CoCo都可-新竹東門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82號

CoCo都可-園區寶山 新竹縣寶山鄉雙園路二段339號

CoCo都可-頭份中正2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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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福全-新竹民生店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262號1樓

Global Mall南港車站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7段371號B1F

With Fan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巷11號(晴光市場內)

吉也春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市場-035攤

捷暘企業社355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3樓55號、56號店鋪



特店名稱 地址
這是花束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21號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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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竹忠孝店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37號1樓

清心福全-北屯興安店 臺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301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317號1樓

成德市場-43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15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CoCo都可-竹北中正東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53號

巨峰葡萄乾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79

106雅芳美甲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06號攤

成德市場-61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第61號攤位

成德-117曾記水產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17號攤位

成德市場-62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131伊衫衣服飾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31號

成德-59什貨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59號攤位

廣州街夜市_阿城藝品店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89號攤

廣州街夜市_時光堂皮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20號攤

廣州街夜市_吳記排骨酥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29號攤

廣州街夜市_𡍼炭甘蔗汁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52號攤

廣州街夜市_廣州蚵仔煎(1)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45號攤

2D Taiwan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59巷10號1樓

華西街夜市_日興牛肉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12,114號攤

清心福全-花蓮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68號

清心福全-左營崇德店 高雄市左營區新光里崇德路251號

清心福全-太平新福新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203號

清心福全-大雅中清店 臺中市大雅區中清路四段863號

清心福全-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160號1F

清心福全-南州三民店 屏東縣南州鄉溪南村三民路163號

清心福全-台中民權店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472之6號

清心福全-台南公園南店 臺南市北區公園南路259號

清心福全-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8號

清心福全-武慶店 高雄市苓雅區武慶三路124號

清心福全-三重力行店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二段119號

清心福全-大城南平店 彰化縣大城鄉南平路339號

清心福全-南門店 臺中市南區南門路111號

成德市場-29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29攤

初韻好韻茶-新竹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24號

初韻好韻茶-三重重新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54號1樓

85度C-嘉義站前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578-1號

成德市場-150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50號攤位

85度C-東湖康樂店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72巷2號

85度C-員林萬年店 彰化縣員林鎮新興街22號

85度C-台中二中店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267號

85度C-南投大同店 南投縣南投市大同南街109號

85度C-苑裡中山店 苗栗縣苑裡鎮中山路116號

致偉美食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13



特店名稱 地址
私房小廚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70

85度C-台北西門店 臺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51號

85度C-宜蘭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一段760號

85度C-鹿港中正店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299號

85度C-新營民權店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路71號

85度C-中壢振興店 桃園市平鎮區振興路24號

85度C-板橋南雅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興路2號

雪克飲料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新光影城台北館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4樓

85度C-嘉義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路87號

85度C-林口竹林店 新北市林口區竹林路35號

85度C-新埔中正店 新竹縣新埔鎮四座里中正路203號

85度C-麻豆中華店 臺南市麻豆區中華街16號

金玉心坊 新北市中和區明禮街35號1樓

黑古早味紅茶冰(梅山店)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447號

85度C-新竹中華店 新竹市香山區中華路4段568號

新光影城台南館 臺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658號7~9樓

圓味壽司-台中大甲店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181-3號

宏泰電氣計器409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4樓409室

大橋町目米食館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3段124號1樓

成明實業有限公司237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237室

景佳資訊有限公司39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3樓390、391、392室

85度C-桃園大溪店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38號

陳記九龍城香港茶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民生西路轉角 (寧夏夜市)

拾聚美食館 臺北市信義區光復南路473巷29號

85度C-鳳山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306號

周董新鮮茶飲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87號

寒舍艾麗酒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8號

85度C-湖口忠孝店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17號

南門市場-億長御坊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16)

85度C-台南佳里店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12號

85度C-新莊中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84號1樓

Q Burger-台中林森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233號

超飽笨丸餐飲店 桃園市大園區和平西路168號

台北花園大酒店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1號

85度C-彰化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193號1樓

85度C-彰化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斗中路一段106號1樓、108號1、2樓

廣州街夜市_彩元商鋪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22號攤

圓味壽司-雲林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93號

玩相機288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2樓287、288、289室

成德-084各種小菜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好星晴景觀咖啡 雲林縣古坑鄉桂林村桃源2-6號

清心福全-竹東北興店 新竹縣竹東鎮北興路一段608號1樓

清心福全-北投致遠店 臺北市北投區尊賢街211號

清心福全-松山延吉店 臺北市松山區延吉街2-4號

清心福全-四平店 臺中市北屯區后庄路71-3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竹北博愛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436號1樓

清心福全-麥寮雲三店 雲林縣麥寮鄉仁德西路二段250號

清心福全-中和南工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98號1樓

清心福全-興東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三段219號

清心福全-大溪復興店 桃園市大溪區復興路19號

清心福全-霧峰民生店 臺中市霧峰區民生路268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北區育德里美德街183號1樓

清心福全-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南華路102號

清心福全-台中遼寧店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69號

清心福全-麻豆興中店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86-3號

清心福全-中壢青埔店 桃園市中壢區永信路203號

清心福全-台南大興店 臺南市北區大港里6鄰中華北路一段136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67號

清心福全-西屯櫻花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93-1號

清心福全-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51巷49號

清心福全-林邊店 屏東縣林邊鄉中山路203號

芝福鄉黑芝麻醬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巷(晴光市場攤位119號)

85度C-台北寧波東店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6號

85度C-冬山廣興店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237號

85度C-金山中山店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06號

東方友華服飾禮品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15之2號

羚鳳琉園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17號8之1

85度C-瑞芳明燈店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35號

85度C-汐止樟樹店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21號

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一段331號

CoCo都可-竹東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2段14號

清心福全-台北昆明店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132號

清心福全-嘉義吳鳳店 嘉義市東區吳鳳北路77號

成德市場-52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023養樂多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105林記麻醬麵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49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73精品皮鞋皮件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35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11徐活魚海鮮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034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Q Burger-南港福德 臺北市南港區福德街312號

Q Burger-三民分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298號

Q Burger-三峽大同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里大同路1-4號1F

Q Burger-永和永享 新北市永和區永亨路107號

Q Burger-東海遊園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２段135號

Q Burger-中壢金陵 桃園市中壢區金陵路39號

一之軒食品有限公司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111號1樓

一之軒士林店 臺北市士林區福德里中正路２４９―１號１樓

一之軒南京店 臺北市松山區吉祥里南京東路５段１５４號

一之軒師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53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Q Burger-新莊昌明 新北市新莊區昌明街28號1樓

佳美餐車 臺南市學甲區光華里過巷子15之23號

CoCo都可-新竹湳雅 新竹市東區湳雅街188-2號

南機場夜市_油飯桶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1巷19號旁

清心福全-基隆孝三店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39號1樓

CoCo都可-安居店 臺北市大安區安居街18號1樓

CoCo都可-新埔店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560號1樓 

Q Burger-板橋重慶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08號

米堤銀行鮮乳．茶 四平分行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50號1樓

85度C-雲林虎尾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430號

膜天輪309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3樓9號、10號店鋪

日常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150號

85度C-花蓮和平店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460號

85度C-花蓮海岸店 花蓮縣花蓮市海岸路4號

85度C-彰化和平店 彰化縣彰化市和平路30號

85度C-楊梅行善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一段77號

85度C-屏東枋寮店 屏東縣枋寮鄉中興路22號

85度C-萬芳醫院店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123-3號一樓

85度C-蘆洲復興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54號之1

85度C-桃園福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95號1樓

85度C-台中潭子店 臺中市潭子區勝利路219號

85度C-北投中和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335號

大茂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大直市場)F01攤位

大直市場-春的蔬果D15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D15攤位

華得商行234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1樓A04室

普魯士德國豬腳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2號(001攤位)

Q Mei 飾品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巷081攤位

清心福全-岡山本洲店 高雄市岡山區本洲路339號

清心福全-國興中興店 南投縣國姓鄉中興路213號

成德-17彩媚蔬菜批發零售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淡水竹圍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99之5號1F

成德-123祥易商行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45妮妮百貨服飾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基隆暖暖店 基隆市暖暖區東勢街2-2號

85度C-羅東民權店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38號

成德- 063精品服飾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071明祥雜糧行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蘆竹海山店 桃園市蘆竹區海山路2號

85度C-桃園力行店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34號

成德市場-31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31號攤

成德-121勝德寶の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21號攤位

成德-54進口火鍋料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54攤位

85度C-中壢龍岡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57號

85度C-中壢民族店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461號

清心福全-高雄義華店 高雄市三民區義華路387號

清心福全-屏東琉球店 屏東縣琉球鄉中正路172-7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台北大安店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229號1樓

清心福全-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一段1090號

清心福全-五結利成店 宜蘭縣五結鄉利成路一段26號

清心福全-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475號1F

清心福全-向心南店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958號

清心福全-萬華成都店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30號

清心福全-湖口仁和店 新竹縣湖口鄉仁和路141號

清心福全-台南崇德店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479號

清心福全-南投中興店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一路13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中壢區中和路124號

華芳坊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15號

晴光阿秀肉粽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10號

麥味登-北市參食店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60巷19之4號

大聯盟電腦遊戲專門店283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283室

士東市場_士東207御寶珠寶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207號攤位

85度C-木柵木新店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2段220號

麻豆衣包鋪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17號之1

名嘉電業行47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4樓470室

成德市場-32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蘆竹忠孝店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52號

興隆特產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80

清心福全-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路189號

成德市場-92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92號

成德市場-42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42號攤位

成德-018各種時菜批發零售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98成德飯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98號(自助餐)攤位

64賴記商行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64號攤位

甲霸油飯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2段115巷26號1樓

毛青茶室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65號1樓

85度C-新屋中山店 桃園市新屋區中山東路一段86號

85度C-台北八里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538號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2號1樓

85度C-板橋民德店 新北市中和區民德路1號

成德市場-6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6號

成德市場-58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攤號58

85度C-中壢中山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里中山路517號

85度C-大里永隆店 臺中市大里區大明路490號

85度C-基隆長庚店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2段126號

85度C-楊梅埔心店 桃園市楊梅區永美路200號1樓

85度C-後龍中山店 苗栗縣後龍鎮中山路107號

成德-1民生製麵(水餃)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號攤位

成德市場-41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永康永明店 臺南市永康區永明街88號

85度C-外埔甲后店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5段25號

金晶貝殼藝品店 新北市萬里區臨時賣店區14

85度C-汐止中興店 新北市汐止區中興路141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宜蘭蘇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17號

85度C-中豐南勢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南勢二段89號

85度C-嘉義友愛店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246號

85度C-內壢中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218、220號

85度C-屏東內埔店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317號

85度C-八德興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024號

85度C-屏東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西門路107-2號

清心福全-崙背中山店 雲林縣崙背鄉中山路252號

六角國際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九路98號

寧夏夜市月氏激蛋蔥油餅 臺北市大同區雙連街39巷19號2樓

Q Burger-信義虎林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６段106號1F

Q Burger-中山吉林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97號

Q Burger-中壢林森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１段196號

Q Burger-中壢成章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一街16號

南機場夜市_南機場營養三明治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3巷20號(旁)

一之軒旗艦店 臺北市松山區東光里南京東路５段１號１樓

Q Burger-土城廣興 新北市土城區廣興街33號

Q Burger-五股國小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２段108號1F

Q Burger-中和民生 新北市中和區民生街85巷1弄2號

南機場夜市_大鑼鼓平價果汁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7巷7號1樓

CoCo都可-南四店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33巷4弄2號

Q Burger-板橋海山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93巷7號

CoCo都可-南機場店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7巷18號

Q Burger-新莊民本 新北市新莊區民本街22號

CoCo都可-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29號1樓

Q Burger-三重仁愛 新北市三重區溪尾街269號

清心福全-文山木新店 臺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143號

68三福童馨內衣百貨行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39石勇肉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33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19誠信鮮魚攤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12美香肉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板橋四川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164號

成德-016佳利肉鬆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6號攤位

成德市場-79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成德市場79號攤位)

成德市場-78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28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初韻好韻茶-台北南西店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69號

85度C-平鎮民族店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239號

頂呱呱總公司 新北市五股區五股工業區五工路115號

85度C-彰化師大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220號一樓

85度C-台北長安東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73號

85度C-大甲大甲店 臺中市大甲區光明路84號

85度C-台北民族店 臺北市大同區民族西路155號

85度C-彰化社頭店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岩路400號

天天特產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60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宜蘭嵐峰店 宜蘭縣宜蘭市嵐峰路一段109號

85度C-宜蘭站前店 宜蘭縣宜蘭市康樂路8號

85度C-宜蘭礁溪店 宜蘭縣礁溪鄉德陽路12號

85度C-三峽復興店 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369號

85度C-中壢中央西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西路二段21號

85度C-嘉義中埔店 嘉義縣中埔鄉中華路792、794號

達果汁現打果汁專賣店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38巷21號

初沐Qmilk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44號1樓

85度C-田尾中山店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一段191號

85度C-新莊龍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151號

85度C-雲林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129號

Q Burger-汐止明峰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25-3號1樓

85度C-新竹交大店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學生第二餐廳

圓味壽司-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37號

和風館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85度C-大園菓林店 桃園市大園區菓林路85號

延三夜市-老攤鯊魚煙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64-2號前攤位

85度C-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鎮惠明街268號

85度C-三重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272號

85度C-斗六民生南店 雲林縣斗六市民生南路226號

85度C-大村山腳店 彰化縣大村鄉山腳路86號

圓味壽司-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305號

85度C-屏東潮州店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168號

幸福食堂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廣州街夜市_百元皮帶(1)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36號攤

Q Burger-新店安康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2段107巷1號

85度C-竹南光復店 苗栗縣竹南鎮光復路172號

圓味壽司-北斗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正路99號

高昇行413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4F13室

小憩睡眠咖啡館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82-2號2樓

昌城電子行49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4樓90室

飯丸屋 嘉義市東區公明路394號

鎮响視聽器材有限公司509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509室

士林夜市-阿輝麵線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58號(士林夜市)

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1段12號

CoCo都可-和平東店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05號

CoCo都可-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168號

CoCo都可-台中太平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92號1樓

CoCo都可-台中靜宜店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609號

南門市場_大連食品 (B41)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40)

南門市場_諾拉精品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27)

南機場夜市_八棟圓仔湯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9巷21號旁

茶水攤 宜蘭縣宜蘭市東門夜市24地攤

CoCo都可-基隆復興店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156號1樓

CoCo都可-宜蘭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01號一樓

CoCo都可-新莊中和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78號



特店名稱 地址
CoCo都可_五華2店 新北市三重區車路頭街176號(1樓)

南門市場_上海火腿 臺北市文山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20)

清心福全-士林忠義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07-1號

CoCo都可-龍安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62號

CoCo都可-凌雲店 新北市五股區凌雲路一段99號1樓

CoCo都可_亞東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47巷2之1號(1樓)

Q Burger-板橋莊敬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134號

Q Burger-新莊民安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35號

Q Burger-平鎮文化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305號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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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Burger-蘆洲中興 新北市蘆洲區中興街181號1F

Q Burger-三重光復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68巷22

CoCo都可-林森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52號

CoCo都可-湖口勝利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路二段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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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文昌 新竹市東區文昌街46號

CoCo都可-苗栗公館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225號

CoCo都可-新竹光華 新竹市北區光華東街38號

CoCo都可-竹北文興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48號

南機場夜市_山內雞肉小吃店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7巷20號旁

艋舺夜市_深坑碗哥臭豆腐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艋舺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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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埔心文化店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里文化街250號

CoCo都可-內壢長春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6號

BOSS蔬菜蛋餅專賣店 桃園市中壢區和平街1號

清華大學-珈名鮮茶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清大小吃部珈名鮮茶)

清華大學-海盜滷味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清大小吃部海盜滷味)

下一站池上飯包 臺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237號

85度C-嘉義新生店 嘉義市東區新生路721號1F、2F

85度C-土城延和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217號

85度C-台南安南店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36號

85度C-台中東海店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7巷2-1號(東海商圈內)

85度C-台南成功店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路515號1、2樓

天成大飯店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43號

圓味壽司-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鎮員林市靜修路45號

台北美術館藝來餐廳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3段181號B2

85度C-高雄旗山店 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7號

85度C-彰化大村店 彰化縣大村鄉中山路二段291號1樓

85度C-新店安康店 新北市新店區德安里安德街173號

晨間廚房-中原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原街10號

礁溪寒沐酒店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1號及2號

85度C-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3段227號

85度C-台中崇德店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2段1號

85度C-台南歸仁店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179號

85度C-台南復國店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436號

85度C-台南永成店 臺南市南區中華南路二段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三重集美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104號

大直市場-北海水產店D11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D11攤位

Q Burger-三重仁政店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349號

圓味壽司-虎尾林森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133號

永樂市場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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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Burger-新店安民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300號1樓

Q Burger-土城青雲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238號

馬蔬蔬工作室-莊敬店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09-1號

CoCo都可-老飯店店 桃園市楊梅區瑞原里民豐路1號

春陽茶事-台中逢甲店 臺中市南屯區河南路二段315號

春陽茶事-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560號1樓 

春陽茶事-桃園大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142號1樓

清心福全-豐原豐東店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212號

將軍碳烤牛排館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13號

Q Burger-永和永平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50號

Q Burger-中壢南園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77號

清心福全-新莊福壽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8號

Q Burger-大同大龍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150號1樓

Q Burger-桃園宏昌 桃園市桃園區宏昌六街211號

一之軒東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里東湖路１２５號１樓

Q Burger-新莊頭前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61號1F

Q Burger-板橋文聖 新北市板橋區文聖街142號

Q Burger-蘆洲光華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10巷36號1F

CoCo都可-台北世貿店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9號

Q Burger-五股成泰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１段47號

CoCo都可-石牌店 臺北市北投區東華街一段556號1樓

CoCo都可-台北慶城店 臺北市松山區長春路470號

CoCo都可-中和圓通店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303號

南門市場_金龍肉乾南門本舖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59)

南門市場_阿榮海鮮號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80-A81)

CoCo都可-平鎮龍南店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３３６號

CoCo都可-永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里永豐路５８９之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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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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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山腳店 桃園市蘆竹區山腳里南山路三段2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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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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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東市場_采縈小舖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41號)

Q Burger-中和華順 新北市中和區華順街120號

大茗玉露青茶專賣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路37號1樓

三角舖正古早味冰品茶飲 臺北市萬華區貴陽街二段118號1樓

胡媽媽豆花 嘉義市東區文化路79號

日日春.油飯 臺北市北投區七星街1號

川德果藥行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2樓151攤)

阿美清潔蔬菜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216、217)

趣啃炸物 桃園市龜山區文青路292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慶壽魚爸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88號(金山公有市場A43)

水源市場_大吉利元寶水餃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 一樓 47號攤)

龜記茗品-信義莊敬店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14號

85度C-花蓮北埔店 花蓮縣新城鄉光復路468號

85度C-樹林中華店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68號

85度C-太平太平店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527號1樓

85度C-羅東站前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78號

85度C-台北同德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26號

85度C-三重仁愛店 新北市三重區分子尾街45號一樓

大直市場-姜惠食品行A06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A06攤位

名億五金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1段244、246號１樓,河濱1商場122、123號攤

85度C-三義中正店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24號1樓

奇蹟實驗茶棧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72號

全家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1號3樓

85度C-桃園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316號

85度C-台中清水店 臺中市清水區北寧街82號1樓

85度C-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玉清路150巷9號

七合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台北地下街18號

777咖啡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B1,7號店舖

CoCo都可-鶯歌中正店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139號

CoCo都可-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42號

士東市場_小林蔬菜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0號)

南門市場_阿滿豆腐店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51)

CoCo都可-南崁2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興村忠孝西路189號

CoCo都可-中壢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里新明路17號

永樂市場_阿諒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永樂市場1035號

欣綺蔬果店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88號#B11

士東市場_姑姑手作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44號)

水源市場_公館米粉湯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一樓 54號攤)

水源市場_曼黛瑪璉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二樓14號攤)

公館夜市_鳥蛋達人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0巷(公館夜市)

士東市場_魏記水餃專賣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34號)

士東市場_古早味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70號)

士東市場_欣欣海鮮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93號)

士東市場_萱准商行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46號)

士東市場_吉玉莊珠寶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86號)

冠魚蛋小屋大東路分店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4號

水源市場_羅素義式簡餐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2樓30,水源市場)

清心福全-東區振興店 臺中市東區振興路359號

清心福全-大里文南店 臺中市大里區文心南路1211號

清心福全-新店民族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191號

清心福全-永和宜安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29號

光明嘉義雞肉飯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164號山

春陽茶事-豐原復興店 臺中市豐原區復興路３５號

春陽茶事-虎尾林森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ㄧ段417號

有什麼水果茶專賣店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2段77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公館五谷店 苗栗縣公館鄉五谷村2鄰76號

清心福全-彰化彰南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一段270號

清心福全-仁雄二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197號

清心福全-湖口勝利店ㄑ 新竹縣湖口鄉勝利路二段116號

清心福全-板橋中正店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79號

清心福全-信義永吉店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73之2號1樓

清心福全-台中大智店 臺中市東區大智路59號

清心福全-三重光復店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1段68巷42號1樓

清心福全-中和圓通店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56號

85度C-台中復興店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88號

士東市場_大眾肉品專門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號)

Double Circle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92巷2樓1樓

惠安素料行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88號(金山公有市場B8)

士東市場_天天開心蔬菜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83號)

無双炒飯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57號

士東市場_阿達水果攤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15號)

士東市場_牛嫂牛肉舖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06號)

逸軒咖啡 桃園市龜山區大華村復興一路280號1樓

85度C-鳳山文濱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濱路143號

85度C-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生路1號1樓

Q Burger-中清同榮 臺中市北屯區同榮路262號

萬利肉舖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7號

師大商圈_古早茶坊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40號

雙興餅店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108號

南機場夜市_阿霞女鞋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3巷21號旁

坪林手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92號1樓

淑惠蔬菜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7號

吃個早餐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9號

宮本九州豚骨拉麵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２４０巷２弄２１號

社團法人臺灣咪可思關懷流浪動物協會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1段60巷34號

實在好貴麵包製作所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45巷54號

愛亦軒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46號

清心福全-內湖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369號

研果室-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里成功路４段１６８之３號

首都碳烤 宜蘭縣宜蘭市東門夜市72號攤

清心福全-潭子中山店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442-1號1樓

口乾舌燥 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80號

發記麻辣火鍋三民店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246號

A&S 52蹄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52號

北回木瓜牛奶八德興仁店 桃園市八德區長興路46號H3攤位

米堤早餐店 臺北市北投區尊賢街251巷1號

胖老爹美式炸雞(公館台大店)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67號

大元麻醬麵店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133巷7弄10號

日式珍珠紅豆餅(樂華夜市)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186號

南門市場-南門醬園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32)

食貫蔬食早午餐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三段16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水上軒豆漿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中正路39號-1

85度C-嘉義民族店 嘉義市東區光華路2號

世交麵食 臺中市北屯區四平路57號

醉燈食居西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9弄3號1樓

百魚鮮食屋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13號

大呼過癮火鍋店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胡稼莊美食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蘑菇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5巷18之1號

二十二巷咖啡輕食 臺北市松山區復建里4鄰光復南路22巷20號

尚禾池上便當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488號

清心福全-彰化民生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生路46號

清心福全-潭子東寶店 臺中市潭子區昌平路三段108號

清心福全-大里國光店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路238號

清心福全-三峽大義店 新北市三峽區大義路11號

清心福全-嘉義大雅店 嘉義市東區東川里大雅路二段656號1樓

春陽茶事-高雄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73號 1樓

小茶栽堂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7之1號

大直市場-光華豬肉店A07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A07攤位

識好茶成功店 臺南市北區成功路83號

清心福全-花蓮花濃店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53之1號

清心福全-湖口民權店 新竹縣湖口鄉民權街36之2號

清心福全-莿桐中山店 雲林縣莿桐鄉中山路163號1樓

清心福全-后里公安店 臺中市后里區公安路56號

清心福全-台南青年新店 臺南市中西區青年路106號

清心福全-彰化大埔二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423號

清心福全-冬山廣興店 宜蘭縣冬山鄉廣興路30號

清心福全-元長中山店 雲林縣元長鄉長南村中山路22-10號

清心福全-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294號

清心福全-延平北店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25-1號

清心福全-內埔龍泉店 屏東縣內埔鄉龍泉村原勝路227號

清心福全-長治中興店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路7-26號

清心福全-新埔中正店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716號

清心福全-台中北屯店 臺中市北區北屯路14-4號

清心福全-北投石牌店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99巷57號

清心福全-西螺新社店 雲林縣西螺鎮福來路41號

清心福全-嘉義興業店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339號

清心福全-官田店 臺南市官田區文化街123號

清心福全-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41號

清心福全-板橋四維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57號1樓

85度C-蘆洲長安店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25號

角鋪茶飲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開元路293號

Tea's原味-白河中山店 臺南市白河區永安里中山路41號

識好茶歸仁店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一段512號

雪王冰淇淋 臺北市中正區武昌街一段65號2樓

Q Burger-三峽中華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46-2號

Sisters義大利麵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小學日燒肉丼食堂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1巷9弄28號

微笑美食坊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長庚大學明德樓)

太陽餐坊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593號

薇拉創意手作服飾精品 臺北市大安區頂好商圈

春陽茶事-台南新市店 臺南市新市區信義街19號

陽明大學-好日食堂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

清心福全-林口仁愛店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2段15號

春陽茶事-台中一中店 臺中市北區一中街１７１號

春陽茶事-土城亞東店 新北市土城區廣明街69號(1樓)

春陽茶事-台南勝利店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68號

永芯茶檔舖 桃園市中壢區忠勤街85號1樓

清心福全-白河中山店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6之1號

清心福全-高雄中正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74號

清心福全-信義新松山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90號

清心福全-三義勝興店 苗栗縣三義鄉中正路170-5號

清心福全-潭子栗林店 臺中市潭子區祥和路197號

滿正滿富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77號

黑古早味紅茶冰-崙背店 雲林縣崙背鄉東明村正義路234號1樓

粥師傅廣東粥（林森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132巷39號

安一路潤餅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46號

鴨肉松 基隆市仁愛區孝二路82號

輝記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永平路口

清心福全-桃園莊敬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40號1樓

懶的像隻貓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410號1樓

小樽手作珈啡_士林官邸店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60號

南門市場-正興雞鴨店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46)

南門市場-萬有全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55)

萬恆鹽烤餐盒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16巷3號1樓

湯之圓 桃園市桃園區北埔路29之2號

清華大學-大洪食堂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清大小吃部大洪食堂)

老饕雞排-楠梓總店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161號

御心木瓜牛奶-信義店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25號1樓

角豆咖啡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232-1號

美侖冰館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327號

麥味登-三重佳德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305號

墨哥慢速食 嘉義市東區新開里體育路49號1樓

布嚕布嚕可麗餅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路128號

阿義海產行(第161攤)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61號攤)

台北譽展蜜餞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72號1樓

頂級芭樂專門店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第125攤

清心福全-大安和平東店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294號

清心福全-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二段61號1F

清心福全-大甲順天店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路193號

貝兒的飛雪 新北市中和區莒光路7號

涼水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11號

洄瀾麵食館 新北市新店區寶強路51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巨林美而美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122-1號

安東傳統豆花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22巷6-4號

七鑫牛肉麵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20號

烘爐燒餅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754號

小町貓茶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84號

清心福全-南灣店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374號

大魯閣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186號

鴻宸企業行345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3樓45、46號

廣州街夜市_興銀飾品(1)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6號攤

廣州街夜市_天玉精品皮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84號攤

廣州街夜市_朋友茶具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98號攤

廣州街夜市_IRENE時尚精品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47號攤

廣州街夜市_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21.30-32.40號攤

廣州街夜市_廣東蚵仔煎(2)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42號攤

廣州街夜市_素食臭豆腐麵線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20號攤

廣州街夜市_素食涼麵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24號攤

廣州街夜市_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36、42號攤

大興資訊科技有限公司296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96室 

永樂市場_茂原號獸肉店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永樂市場1076號

華西街夜市_進源書局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9號攤

華西街夜市_清河商行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46,48號攤

蒸好吃(排骨酥湯)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85.186.187號攤

華西街夜市_原汁排骨湯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39,141號攤

家家商行314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

85度C-豐原南陽店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436號1樓

85度C-頭城青雲店 宜蘭縣頭城鎮青雲路三段128號

廣州街夜市_麥記滷味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04號攤

85度C-彰化花壇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一段373號

85度C-西螺中山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99-1號

85度C-高雄六合店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路132號

85度C-新莊昌平店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57號1樓

85度C-土庫建國店 雲林縣土庫鎮仁和街2-2號

85度C-土城明德店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51號1樓

85度C-鹿港民族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族路153號

小農市集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大直市場)F03攤位

Q Burger-松山撫遠 臺北市松山區撫遠街352號

寶咖咖_咖啡小站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7號2樓

中崙市場-中崙素食之家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

滿滿商行313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3樓13號店鋪

清心福全-基隆麥金店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02號

成德-099溫洲大餛飩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99號攤位

清心福全-宜蘭三星店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四段458號

清心福全-大同大龍店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67號

清心福全-南投南崗店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二路322號

清心福全-台中河南店 臺中市南屯區河南路2段471之3號

清心福全-台中長樂店 臺中市東區樂業路369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口湖中正店 雲林縣口湖鄉中正路一段198號

清心福全-烏日中華店 臺中市烏日區中華路581號

清心福全-樹林大保店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263號1樓

清心福全-汐止新台店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342號1樓

清心福全-板橋莒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31號

清心福全-屏東佳冬店 屏東縣佳冬鄉大同村武丁路74-5號

清心福全-義守中山店 高雄市大社區中山路209號

清心福全-台北南港店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三段20號

清心福全-台北萬華寶興店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94號1樓

清心福全- 高雄市鼓山區裕誠路1075號

清心福全-新竹林森店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76號

清心福全-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37號

清心福全-新竹南大店 新竹市東區南大路438號

清心福全-東港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83號

清心福全-中壢雙榮店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5段479號

天鍋宴 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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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陽茶事-桃園桃鶯店 桃園市中壢區桃鶯路52號

轟丼食堂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43號

春陽茶事-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79號

清心福全-鹿港民權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273號

元琪茶行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一路86號

春陽茶事-澎湖馬公店 澎湖縣馬公市長安里中正路53號1樓

春陽茶事-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里北龍路121號(1樓) 

清心福全-台南協進店 臺南市中西區金華路四段42號

清心福全-佳里延平店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20號

清心福全-蘇澳馬賽店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路58號

清心福全-中正泉州店 臺北市中正區泉州街14號1樓

錦一味串燒屋 臺中市南區忠孝路159號

咖司果KASGO 臺北市內湖區金龍路61之1號

Rita廚房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230號西定市場A11

清心福全-三重光明店 新北市三重區光明路67-1號

侯氏咖啡坊 臺南市中西區慈音街9號1樓

清心福全-大湖富興店 苗栗縣大湖鄉富興村八寮灣25號

好吃鹹菜鴨_梧州街夜市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前

Global Mall屏東分公司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路90號

Global Mall林口A9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1段2-4號

環南市場_金三角 臺北市萬華區環南市場-飲食15

Apple Show童裝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2-5號(晴光市場-005攤)

聚文影音396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3樓396至398室

晴光紅豆餅(晴光店)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巷16-1號

晴光燒包店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1號

士東市場_阿美海鮮(2)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97-98號攤)

清心福全-海佃店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373號1樓

華鴻電業行461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4樓461室

成德-103林記麻醬麵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成德-070境豐水果攤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7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76蛤.蜆仔專賣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46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10美香肉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09俊生鮮海產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清心福全-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恭敬里8鄰中正路1062號

尼爾先生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26號2樓

獨領風騷小火鍋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239號(全家前)

馬札羅咖啡烘焙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69巷17號

Cafe 365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0之4號

南門市場-麟群肉店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58)

清心福全-外埔中山店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三段912號

清心福全-斗六西平店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234號

朵朵雲比利時列日鬆餅本舖 桃園市八德區長興路46號C7

翡翠谷飲食店(烏來商圈)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328號

喜樂咖哩 臺北市中山區一江街47號

佬岡紅茶鮮奶可麗餅 高雄市左營區金府路115號

寧夏夜市-阿珍鹹水雞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100號攤)

清心福全-高雄八德店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15號1樓

CITYLINK松山壹號店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里松山路11號1至3樓

品味咖啡 基隆市仁愛區愛一路70之1號2樓

高雄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成功里中山路138號

甘泉魚麵-北醫店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0巷9號

寧夏夜市-范太太赤肉飯_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038攤

水源市場_逸品行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二樓54,55號攤)

85度C-鳳山五甲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493號

雞房重地脆皮鹹水雞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23號

85度C-台中公益店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282號

南機場夜市_好吃炸雞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1巷 (南機場夜市)

師大商圈-好好味港式波羅包 臺北市大安區龍泉街19-1號

この丼だ Kono Don Da 丼飯咖哩 臺北市中山區錦西街19號之2

金山阿郎甜不辣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61之1號

大稻埕慈聖宮-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慈聖宮第2、3號攤)

大稻埕慈聖宮-魷魚標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慈聖宮第10號攤)

IS PEN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82巷2號9樓

Q Burger-五股工商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193號

廣州街夜市_藍海戀手機配件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4號攤

Q Burger-中壢華勛 桃園市中壢區華勛街299號1樓

益大電子有限公司455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4樓55號鋪位

廣州街夜市_199服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32號攤

廣州街夜市_廣州街鱸魚湯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50號攤

廣州街夜市_大順服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9號攤

成德-083各種小菜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3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49安美花坊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成德市場-136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89土雞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桃園永安北店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北路468號

85度C-觀音新坡店 桃園市觀音區新華路二段617號

香萍蜜餞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12

002大粧珠寶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2號攤

成德市場-20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20號攤

成德-37玉光行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37號攤

成德市場-10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0號(五金行)

成德-137騏安牛肉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37號

成德-116龍志肉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16號攤

85度C-平鎮中豐店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山頂段210號

85度C-平鎮義民店 桃園市平鎮區義民路148號

85度C-彰化芬園店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449號

85度C-彰化中民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民街93號

85度C-大溪員林店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一段68號

伙鍋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339號

小春園滷味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49號1樓

CoCo都可-頭份中正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90號

巧沛東方美早餐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31號

清心福全-松竹店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384號

吉利滷味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50-1號

迺乾茶莊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三段38巷37號

米乳咕鮮乳專賣店 雲林縣臺西鄉五港村中央路７６－９號

22pasta義大利麵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街14號

鮮茶道-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240號

喵兒的窩 臺北市大同區永樂里民生西路４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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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福全-霧峰亞大店 臺中市霧峰區柳豐路458號1樓

清心福全-西屯中康店 臺中市西屯區中清路二段1416號1樓

ONEWAY CAFE玩味咖啡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18巷38-1號

清心福全-龜山長壽店 桃園市龜山區長壽路148號

清心福全-竹塘竹林店 彰化縣竹塘鄉竹林路一段168號

四海遊龍-介壽店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722號

多作炒麵麵包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800號(太原夜市)27號攤位

恩山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8巷7號B1

清心福全-淡水中正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95號

清心福全-新竹牛埔東店 新竹市香山區牛埔東路292號

清心福全-新竹西大店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650號

清心福全-中壢新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中北路234號

樂豆先生-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西榮里蘭井街309號一樓

Good old days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39巷8號

鮮茶道-三重自強店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274號1樓

九日咖啡 臺北市中正區青島西路11號

饗韓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45巷4弄21號1樓

方塊吐司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正路３６５號一樓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中壢忠孝店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276號

鮮茶道-中壢龍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234號

嬉茶道茶行 臺北市士林區光華路26巷4號

鮮茶道-北市南陽店 臺北市中正區南陽街4號

燈籠滷味創始店-景美店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街145號

85度C-竹南龍山店 苗栗縣竹南鎮龍昇街2號1樓

廣州街夜市_儒鹹酥雞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47號攤

廣州街夜市_玉娟唱片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59號攤

廣州街夜市_沙威瑪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28號攤

泰揚雲泰主題餐廳 臺北市士林區舊佳里16鄰美德街84號

師大商圈_師園鹽酥雞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32號

泰芝味泰式碳烤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15巷3弄1-1號

清心福全-龍潭百年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371號

清心福全-南興冷飲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二段37號

清心福全-高雄鼎力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力路298號

清心福全-高雄瑞隆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326-1號

清心福全-埔心員鹿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381號

清心福全-枋寮中山店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236號

清心福全-四湖中正店 雲林縣四湖鄉中正路418-1號

清心福全-五股凌雲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482號

清心福全-線東店 彰化縣彰化市線東路一段466之1號

兆正通訊347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3樓347室

清心福全- 屏東縣萬巒鄉褒忠路163號

清心福全-竹北中正東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172號1樓

清心福全-鳳山大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大明路164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楊梅區民富路三段906號

85度C-員林大同店 彰化縣員林鎮大同路一段205號

85度C-高雄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706號

Q Burger-五股成洲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577巷43號

85度C-逢甲黎明店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41號1樓

85度C-台南關廟店 臺南市關廟區中正路969號

85度C-永康崑山店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02號

永發電氣計器行415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4樓15.16室

G Paradise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巷47號

迷小鹿精緻手作飲品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456號1樓

雞菇POT 新北市中和區仁愛街26號1樓

彌敦道茶餐廳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23巷7號

識好茶海佃店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二段764號

餃當家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94號1樓

85度C-內湖文德店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號1樓

思茶-新竹民族店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208號

多果異國風味料理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45巷3號

首爾韓鍋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91號

85度C-員林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57號

TEAS原味-龍潭中興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346號

85度C-彰化大竹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二段199號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大里成功店 臺中市大里區向學一路147號

85度C-桃園北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325號

85度C-八德介壽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390號

85度C-新店碧潭店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1段9號

韓味家 臺中市北區一中街111號

鮮茶道-莿桐中正店 雲林縣莿桐鄉中正路75-2號

鮮茶道-高雄熱河店 高雄市三民區熱河一街368號

鮮茶道-新營三民店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里三民路106-1號1樓

鮮茶道-永康復國店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392-1號

85度C-台中國光店 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國光路二段219之1號

鮮茶道-屏東枋寮店 屏東縣枋寮鄉中興路11號

鮮茶道-田尾中山店 彰化縣田尾鄉中山路1段384號

鮮茶道-鹿港復興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305號

鮮茶道-彰化埤頭店 彰化縣埤頭鄉合興村斗苑西路284號

清心福全-高雄佛德店 高雄市前鎮區佛德街12號

清心福全-三重五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36-1號

清心福全-中埔頂六店 嘉義縣中埔鄉頂中下街7-1號

清心福全-台南港口店 臺南市安定區港南里145-1號

清心福全- 宜蘭縣羅東鎮民權路185號

清心福全-永康崑大店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913號

清心福全-卓蘭中山店 苗栗縣卓蘭鎮中山路89號

清心福全-嘉義仁愛店 嘉義市西區仁愛路472號

清心福全-綠島南寮店 臺東縣綠島鄉南寮村南寮140號

清心福全-土城延吉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90號

清心福全-新竹學府店 新竹市東區學府路327號

清心福全-左營海官二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652號

清心福全-碧山南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南路9號

清心福全-台南裕信店 臺南市東區裕信路368號

清心福全-新竹中山店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416號

清心福全-宜蘭五結店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二段516號

清心福全-中正店 屏東縣東港鎮長春一路65號

清心福全-高雄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5號

大亨涼麵_梧州街夜市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5-2號(攤號56)

清心福全-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79號

清心福全-斗南文元店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550之6號

CoCo都可-延平店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38號1樓

CoCo都可-山外店 金門縣金湖鎮復興路65號

CoCo都可-天母德行店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107號1樓

CoCo都可-景文店 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95號1樓

CoCo都可-昌吉店 臺北市大同區昌吉街53號

艋舺夜市_福哥花生菱角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

CoCo都可-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鎮中山路二段12號1樓

南門市場_凱琦精品 (C43)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43)

CoCo都可-八里2店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一段152號

CoCo都可-汐止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35號1樓

CoCo都可-湖口2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正村中正路一段12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CoCo都可-頭份中正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90號

CoCo都可-新竹清大 新竹市東區建功路16號

CoCo都可-新豐建興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44號

CoCo都可-新竹金山 新竹市東區金山八街46號

Q Burger-中和泰和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22號

CoCo都可-桃園大湳店 桃園市桃園區介壽路二段356號1樓

識好茶西門店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156號

新美心印式料理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1段100號(台北地下街10號店鋪)

潘記天津葱抓餅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4 Plus Coffee Roasters 新北市汐止區長青路213巷30號

紅牛鐵板燒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10巷4號

吳記鍋燒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72號

拾器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28號

清心福全-伸港中興店 彰化縣伸港鄉中興路二段346號

清心福全-竹北縣政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45號

春陽茶事-彰化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240號

老木咖啡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237號

清心福全-中壢莊敬店 桃園市中壢區莊敬路854號

識好茶府安店 臺南市安南區府安路5段98巷56弄258號

林家德國豬腳 臺北市松山區饒河街98號

森林小徑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131號

清心福全-大里益民店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56號1樓

金山郭花生糖專賣店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77號

龍記滷味麻辣燙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9巷11號

德多屋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２段２２５號 

清心福全-新竹延平店 新竹市北區延平路一段262號

清心福全-新竹鐵道店 新竹市北區鐵道路二段425號1樓

清心福全-苗栗府前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前路105號1樓

清心福全-雲林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和里雲林路1段33號

鮮茶道-中原實踐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260號

清心福全-淡水英專店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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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茶道-麻豆民權店 臺南市麻豆區民權路10號

鮮茶道-台南永華店 臺南市中西區永華路一段234號

鮮茶道-北港公園店 雲林縣北港鎮公園路71號

清心福全-台中新青海店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56號

茶太陽-斗南中山店 雲林縣斗南鎮中山路140號

四海遊龍-北投石牌店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29號

四海遊龍-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242號1樓

之澤食堂-大裕總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裕路130號1樓

四海遊龍-梅高店 桃園市楊梅區梅高路52-6號

四海遊龍-國際店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11號1樓

四海遊龍-福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一街237號1樓

清心福全-新莊雙鳳店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24號

清心福全-台南府前店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2段18號1樓

林小胖滷味 宜蘭縣宜蘭市聖後街9-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香酥棒焦糖烤布蕾 宜蘭縣宜蘭市東門夜市131-133號攤

夏戀微風 宜蘭縣宜蘭市和睦路115號

鍾通化魷魚焿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87之12號

清心福全-頭份尚順店 苗栗縣頭份鎮東民三街20號

安平虎鯨ORCA GO in 臺北 臺北市中正區思源街1號

Q Burger-板橋僑中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90號

Q Burger-桃園成功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21號

全興古早味 新北市泰山區仁德路131號

中崙市場-老楊滷味王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

漢堡大師-三重中正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258號

迎食流咖哩蓋飯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126號

大呼過癮(淡水店) 新北市淡水區水原街一段76號

ATT4LIFE大直店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123號

一飛沖天(中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92號

綠大地幸福食堂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699巷10號

真理-喜悅亭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32號1樓

圓味壽司-台中豐原店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88號

夏湘茶飲 桃園市中壢區大仁二街46號

85度C-新店三民店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87號

鮮茶道-梧棲文化店 臺中市梧棲區文化里文化路二段135號1樓

Q Burger-平鎮育達 桃園市平鎮區廣達里育達路248號1樓

Q Burger-中和中興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63號1樓

85度C-台中英才店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462號1、2樓

85度C-嘉義興業店 嘉義市西區興業西路268號

四海遊龍-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41號1樓

長榮肉舖 新北市金山區金山區公有零售市場第53號攤位

四海遊龍-民生台塑店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59號1樓

蔬念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路312巷12號

磐石鍋物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216之25號1樓

鮮茶道-高雄內惟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740號1樓

鮮茶道-台南和順店 臺南市安南區州北里13鄰安和路五段185號

心樸市集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4號地下一樓

鮮茶道-下營中山店 臺南市下營區中山路一段76號1樓

CoCo都可-忠順店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8號之2

南門市場_秦鈺軒珠寶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26)

南門市場_珊妮服飾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13-C14)

CoCo都可-林森北店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438號1樓

CoCo都可-大甲店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03號

南門市場_泉發肉店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26-A27)

清心福全-泰山泰林店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195號

南門市場_南門魚丸店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A24)

CoCo都可-景安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54號

Q Burger-大里大新 臺中市大里區大新街21號

Q Burger-板橋金園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171號

Q Burger-土城永豐 新北市土城區永豐路135巷10號1F

CoCo都可-集美店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08號



特店名稱 地址
Q Burger-新竹光復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1段337號

Q Burger-永和得和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72號

CoCo都可-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09號1樓

CoCo都可-竹北中正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西路123號

南南一村 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0號

鮮茶道-大樹實踐店 高雄市大樹區實踐街55之1號

清心福全-板橋龍興店 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9號

鮮茶道-新營民治店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29號

鮮茶道-台南華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77號

手裏麵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10巷42弄27號

清心福全-芬園彰南店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107號

必可蜜南港店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3段28號

UK Tea x Coffee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3號旁土地

鮮茶道-嘉基保建店 嘉義市東區後湖里保建街92號1樓

鮮茶道-麟洛中山店 屏東縣麟洛鄉中山路200號

鮮茶道-民雄工業區店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016鄰埤角193號

鮮茶道-旗山延平店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70號

鮮茶道-苓雅自強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60號

清心福全-頭份信義店 苗栗縣頭份鎮信義路55號

鮮茶道-龍泉昭勝店 屏東縣內埔鄉龍潭村昭勝路137號

豬腳城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55號

鮮茶道-前鎮復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三路311號

鮮茶道-永康崑山店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55號

85度C-板橋大仁店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16號

鮮茶道-嘉義北社尾店 嘉義市西區北湖里北社尾路76號附1、一樓

85度C-基隆樂一店 基隆市安樂區樂一路2之1號

85度C-台南仁德店 臺南市仁德區仁義里中山路479號1樓

鮮茶道-新莊福壽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82號1樓

貝克街桌遊西門旗艦店 臺北市中正區寶慶路37號1,2樓及39號1,2樓

卡式摩複合式餐飲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和平路587號1樓

金正好吃(三重忠孝路)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68號

周氏蝦捲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408號

鮮茶道-台東綠島店 臺東縣綠島鄉南寮村南寮路185-2號

85度C-台南嘉藥店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60號

橘子工坊西湖捷運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1段285巷31號1樓

鮮茶道-橋頭六輕店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村仁德路216號

85度C-桃園桃鶯店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70之3號

立軒數位彩印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松信路158號1樓

鮮茶道-小琉球店 屏東縣琉球鄉本福村中山路62號

中崙市場-知高飯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

中崙市場-大井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

明和水果行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127巷8號

馬戲團市集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3段270巷61號1樓

CITYLINK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188號1至2樓

米蘭答冷飲店 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第三宿舍1樓

職人丼深夜食堂-台北信義店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58號



特店名稱 地址
識好茶大橋店 臺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89、91號

Waffle Please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27巷7號

紀竹鐵板燒 新北市板橋區裕民街86號

YOLO'S CAFE-三重重陽店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四段79號1樓

咖啡樹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89巷5號

王家阿寬鵝肉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0巷15號

清心福全-台北中山新長春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54號

小小冰甜品 新北市板橋區仁愛路18號

好品精緻早午餐 新北市中和區秀峰街88號

清心福全-華西店 花蓮縣花蓮市華西路117-3號

老爹冰沙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五段和德陽路交叉口

新味香烤鴨莊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163號

曙光玫瑰有機農場 嘉義縣番路鄉新福村大庄1-16號

大呼過癮石牌店 臺北市北投區自強街78號

魚刺人雞蛋糕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372號

磚瓦臺關東煮(遼寧店)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06號

寧夏夜市_甘記燒仙草刨冰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0-4號

福顏割烹日本料理 臺北市松山區慶城街26號

五丼饕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5號

Station 1993早午餐 新北市三重區長安街86號

鮮茶道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土城區復興街3號

茉檸早午餐 新北市淡水區新市二路二段108號1樓

85度C-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400號

唐僧肉炸雞專門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36號

寅午茂便當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86號

清心福全-三芝淡金店 新北市三芝區淡金路二段14號

鄞家小館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2巷15之1號

外婆的茶屋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70巷47號

HUHA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80巷1號1樓

五円·ご緣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14巷27號1樓

雙醬咖哩-南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漳和里南山路27之2號

四海遊龍-埔頂店 新竹市東區埔頂路32號

天空實業- 臺北市松山區濱江街10號水門外

85度C-新竹交大店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鮮茶道-台中後站店 臺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63號

TEA-TOP豐原中正店 臺中市豐原區豐西里中正路354號

中崙市場-双味香肉鬆食品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初米咖啡 臺北市松山區錦州街423之1號

TEA-TOP台南東門店 臺南市東區龍山里東門路2段86號1樓

TEA-TOP彰化大村店 彰化縣大村鄉大仁路1段114號

古丁東安店 臺南市東區東安路83號1樓

中崙市場-阿棉豆干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

TEA-TOP台中美村店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258號

玉津咖啡楊梅店 桃園市楊梅區梅獅路二段198號

鮮茶道-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清街141號1樓

TEA-TOP台中民生店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24-4號



特店名稱 地址
鮮茶道-北成羅商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四段226號1樓

中崙市場-淑汾豬肉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TEA-TOP南投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下橫街47之2號

華西街夜市_亞洲鼈店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55號攤

華西街夜市_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49.51.72.73.74號攤

清心福全-屏東林森二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1號

清心福全-屏東民族店 屏東縣屏東市民族路60號

清心福全-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2號1F

清心福全-三重中興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413號1樓

清心福全-台南裕農店 臺南市東區裕農路595號

清心福全-樹德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11號

清心福全-青島東店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10號

清心福全-龜山煉油廠店 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11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83號

清心福全- 臺北市士林區文昌路16號

清心福全-永春南店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49號

清心福全-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三段178號

清心福全-台東知本店 臺東縣臺東市知本路三段146號

清心福全-沙田二店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327號

清心福全-高雄隆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63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92號

清心福全-社頭社斗店 彰化縣社頭鄉社斗路一段362號

清心福全-新竹大學店 新竹市東區立功里2鄰光復路二段22號

清心福全-台中太原店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199號1樓

清心福全-竹北博愛二店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133號

清心福全- 苗栗縣竹南鎮博愛街160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119號

清心福全-豐原南陽店 臺中市豐原區博愛街77號

清心福全-信義松仁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198號

清心福全-高雄二苓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62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6段652號

Global Mall新左營車站 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1-3樓

Global Mall板橋特賣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24樓

士東市場_士東173白宮金品名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173號攤位

85度C-台北吉林店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01號

85度C-基隆義二店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3號

CoCo都可-平鎮中豐店 桃園市平鎮區新富里中豐路214號

貓咪貓咪6S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5號2樓之3

清心福全- 屏東縣萬丹鄉社皮村大昌路539號

85度C-板橋國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9號

成德市場-86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0成德素食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004黛比珠寶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鮮茶道-左營重愛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愛路222號1樓

鮮茶道-台東知本店 臺東縣臺東市富裕路105號

清心福全-遊園店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151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鳳山文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372號1樓

清心福全-新莊新豐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79號

鮮茶道-橋頭糖廠店 高雄市橋頭區橋南路117號

TEA-TOP埔里南昌店 南投縣埔里鎮薰化里南昌街313號

TEA-TOP大里成功店 臺中市大里區成功路503號

鮮自然-民族門市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134號

TEA館 關渡店 臺北市北投區知行路318號

TEA-TOP秀水馬鳴店 彰化縣秀水鄉鶴鳴村民主街217號1樓

中崙市場-金富雞蛋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

乾杯(股)公司-安和店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45巷4弄45號

Boven雜誌圖書館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5弄18號B1

清心福全-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94號

清心福全- 彰化縣員林鎮員東路一段33號

TEA-TOP台中北平店 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170號

鮮茶道-梓官進學店 高雄市梓官區進學路4號1樓

35冰友複合式小棧 嘉義縣水上鄉正義路35號

清心福全-蘆竹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125號

清心福全-台中太平店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195號

清心福全-中壢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145號

清心福全-清水中華店 臺中市清水區中華路470號

清心福全-清水中山店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199號

雙醬咖哩 臺中市南區忠孝路135之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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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福全-蘆洲民義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義街119-1號

瑞麟美而美-青年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街二段213號

日光通訊 新北市中和區景新街400號

雙醬咖哩孝三店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26號1樓

金東門寵物生活館 宜蘭縣宜蘭市大新里和睦路65號

舞茶道-土城裕民店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137-2號

CITYLINK南港店 臺北市南港區中南里19鄰忠孝東路7段369號1至10樓

拾石鍋物 臺北市大安區龍雲里復興南路2段125巷20弄3之5號

阿珠嬤祖傳秘製油飯 新北市三重區仁愛街568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潭子區勝利路127號

出頭天精品烏龍茶專賣 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90號

鮮茶道-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82號1樓

億香魯肉飯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20號1樓之9

竹居茶樓 嘉義市東區大雅路二段275號1樓

嘴乾手搖店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42號

TEA-TOP永靖瑚璉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369號

鮮茶道-林口三井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84號

日日來美食 臺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3樓

天橋下傳統豆花 基隆市仁愛區仁四路24號騎樓

吉野咖啡 花蓮縣花蓮市成功街206號

兩喜號 Liang Xi Hao - 總店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45號1樓

鮮茶道-永康崑山店 臺南市永康區大灣路855號

CoCo都可-西門町店 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2段4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內湖瑞光店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11號

清心福全-中和員山二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46號之三

早安東尼 新北市中和區泰和街38巷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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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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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純土雞.烏骨雞.閹雞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72尚品屋高級服飾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43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43號攤位

成德市場-129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29號攤位

20成德滷味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20號

成德市場-19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41石勇肉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41號攤位

成德市場-100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48 臺北市信義區成德市場48號

成德-69菜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69號攤位

初韻好韻茶-台北士林店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76號

85度C-平鎮龍南店 桃園市平鎮區龍南路322號

85度C-霧峰中正店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914號

85度C-屏東和平店 屏東縣屏東市建國路123號

85度C-宜蘭東港店 宜蘭縣宜蘭市東港路44-15號1樓

85度C-淡水中山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49巷15號

85度C-平鎮金陵店 桃園市平鎮區和平路1號

85度C-中壢晉元店 桃園市中壢區晉元路201號

85度C-台北漢口店 臺北市萬華區漢口街二段54號之35

清心福全-新竹大庄店 新竹市香山區大庄路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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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TOP太平永豐店 臺中市太平區永豐路416號1樓

二吉軒豆漿超市民雄店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一段231號

鼎王麻辣鍋-光復店2F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87.89.91號2樓

先自然-大舜工業門市 臺南市安南區科工二路160.162號

果染-龍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205號

玉清境鮮茶坊-北投總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129號1樓

品墨良行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368巷(審計新村)

無老鍋-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36-1號

初韻好韻茶-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03號

初韻好韻茶-新竹交大店 新竹市東區大學路1001號

季丼屋-公館店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50號1樓

茶阪熊複合式茶飲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二段177-7號

穆門什味鍋物 臺中市西區中興里向上北路182號1樓

SNOW咖啡茶飲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里豐樂路7-3號

吉比鮮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竹北市惟馨街79號

馬家手桿麵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73號

CoCo都可-桃園青埔店 桃園市大園區橫峰里青埔路2段32號1樓

Q Burger-淡水新民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65號

紅橘子精緻早午餐-福德一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160巷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中正南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33號

職人丼飯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221號

啡想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99巷17弄28-1號

思茶-新竹中山店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446號

美廉社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4號地下一樓

壹號倉庫炭火串燒BAR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171巷1號1樓

梨泰院韓國小廚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27號

春陽茶事-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24號1樓

清心福全-中山松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47號

啡想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91巷17之1號1樓

拼豆咖啡館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581號

喜悅餐坊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食新東廚實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90巷19號1樓

85度C-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66號1樓

陸參魯肉飯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33號

CoCo都可-苗栗正發店 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21鄰正發路35號1樓

老先覺功夫窯燒鍋-台北松德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71號

弁當工場-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文湖街77號1樓

清心福全-樹林太元店 新北市樹林區太元街59號

咖哩厚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470巷13號

日月軒鳳梨酥 臺中市潭子區興華二路68號

香現烤工坊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637號

義題義大利麵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276號1樓

Q Burger-內湖達人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326號

許記15元油飯.雙管麵線.臭豆腐 新北市板橋區長安街331巷2號1樓

阿米奇義大利餐廳 臺中市西屯區精明二街33號1樓

玫瑰香榭飯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一路93號

龍涎居-忠孝復興店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07巷19之3號1樓

阜山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75巷2弄2號1樓

森杉鍋物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193巷23號

癈墟早午餐 新北市中和區民有街49號1樓

85度C-北大學勤店 新北市三峽區學勤路259號

85度C-屏東萬丹店 屏東縣萬丹鄉萬全村萬丹路一段293號

85度C-三峽文化店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路152號

85度C-新竹食品店 新竹市東區東南街197號

85度C-桃園國際店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一段1198、1200號1樓

85度C-嘉義中山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09、111、113號1樓

85度C-台中青海店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一段172號

延三夜市-老程麵店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52號

85度C-新豐建興店 新竹縣新豐鄉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46-6號

85度C-台中五權店 臺中市西區五權路1-201號1樓

Tea's原味-北興店 嘉義市西區北興街310號

廣州街夜市_阿好嬸古早味紅茶冰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14號攤

廣州街夜市_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23號攤 / 廣州華西街口攤位

Q Burger-林口仁愛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150號

Q Burger-士林大南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315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興大圓廳店 臺中市南區積善里國光路250號(學生活動中心1-9~1-17號櫃位)

85度C-神岡中山店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745、747號1樓

清心福全-神岡民生店 臺中市神岡區民生路27之5號

85度C-台中西屯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3段148-43號

鮮茶道-龍潭東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龍東路268號

Q Burger-台中精誠店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197號

85度C-內湖文德店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號

清心福全-大村大仁店 彰化縣大村鄉大村村大仁路一段102號

鮮茶道-六甲中正店 臺南市六甲區六甲里中正路474號

85度C-信義通化店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32號1樓

思茶新竹寶山店 新竹市東區仙宮里寶山路428號

思茶竹北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39號

鮮茶道-永康東橋店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一路352號

魚韻日式食堂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478號1樓

四海遊龍-內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182號

四海遊龍-鮮天下永利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116號

清心福全-基隆中船店 基隆市中正區中船路88號

鮮茶道-新竹城隍廟店 新竹市北區西門里中山路124號1樓

85度C-三重中正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344號

鮮茶道-花蓮後站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裕2街81號1樓

靜好小吃店 嘉義市西區玉山路232號1樓

茶太陽-斗六鎮北店 雲林縣斗六市鎮北路171號

鮮茶道-五結利成店 宜蘭縣五結鄉利成路1段1號

清心福全-烏日中山店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310號

清心福全-蘆洲中華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華街25-1號

清心福全-霧峰中正店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822號1樓

鮮茶道-大寮華中店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南路178-5號

鮮茶道-士林芝山店 臺北市士林區福華路162-1號

清心福全-秀水中山店 彰化縣秀水鄉中山路369號

清心福全-北斗中華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340號

清心福全-沙鹿竹林店 臺中市沙鹿區中山路184-1號

清心福全-朴子二店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𧃽菜埔路37-24號

站前飲品專賣店 苗栗縣苑裡鎮為公路58號

鮮茶道-斗六中山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29號

清心福全-苑裡世界店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14鄰83-3號

清心福全-蘆洲復興店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114號

清心福全-基隆東信店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84號

清心福全-中壢長春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春路69號

中崙市場-醇滷味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鮮茶道-大園中正東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67之1號

辰光素食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20號1樓之11

85度C-平鎮南京店 桃園市平鎮區南京路186號

鮮茶道-冬山義成店 宜蘭縣冬山鄉義成路三段373號

蔬沛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74攤位

清心福全-高應大店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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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大雅民生店 臺中市大雅區民生路一段185號

清心福全-竹南中華店 苗栗縣竹南鎮中華路105號1樓

日輕好食 桃園市八德區大智里陸光街19號1樓

TEA-TOP苑裡新興店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新興路54號

清心福全-信義福德店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62號

85度C-台北長春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146號1樓

先自然-西門町門市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48之5號

鼎王麻辣鍋-七賢店2F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16號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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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TOP草屯中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和平里中山街174號

巴司克桃園民權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13號1樓

鬆餅先生蔬食主義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71號

清心福全-鼎勇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367號1F

清心福全-桃園龍壽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壽街52號1樓

清心福全-烏日溪南店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630號

清心福全-鹽埔維新店 屏東縣鹽埔鄉維新路167-1號

鮮茶道-太保後潭店 嘉義縣太保市後潭里320號

鮮茶道-開元勝利店 臺南市北區開元路109號

思茶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東區軍功里建新路46號

清心福全-后里甲后店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一段513號

清心福全-大里軟體園區店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88-11號

大立大餛飩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20巷2號1樓

饗肋肋排酥羹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三段246號

四海遊龍-北商大店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

四海遊龍-興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興安街78之13號1樓

四海遊龍-伊通店 臺北市中山區伊通街66-4號1樓

85度C-斗六石榴店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85號

85度C-民雄建國店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三段164號

成德-151真心香舖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51號攤位

118總舖師美食料理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18號

成德市場-130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30號攤位

85度C-名間彰南店 南投縣名間鄉彰南路23-3號

85度C-台東中華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401號

85度C-台中東勢店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334號

85度C-彰化永靖店 彰化縣永靖鄉中山路一段805號

85度C-台北錦州店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8-8號

卓黑糖養生茶鋪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30

85度C-台北寶興店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92號

85度C-竹北福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福興東路一段302號

85度C-台東更生店 臺東縣臺東市台東縣臺東市更生路735號

85度C-彰化伸港店 彰化縣伸港鄉新港路419號

85度C-台南新化店 臺南市新化區忠孝路10號

85度C-雲林莿桐店 雲林縣莿桐鄉西安路33號

85度C-台南六甲店 臺南市六甲區民生街21號

85度C-高雄林園店 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北路501號

85度C-新社興安店 臺中市新社區興安路2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竹山社寮店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一段2071號

清心福全-芳苑王功店 彰化縣芳苑鄉王功村芳漢路王功段522號

清心福全- 彰化縣北斗鎮中州路二段532號

清心福全-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906號

華西街夜市_甘蔗汁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60號攤

清心福全-台北開封店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64號

清心福全-新莊四維店 新北市新莊區龍安路238號

清心福全-台北大安市民店 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三段136號

清心福全-佑民店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一段209號1樓

清心福全-三峽中華店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21號1樓

清心福全-蘆竹大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28-7號

清心福全-中壢長沙店 桃園市中壢區長沙路13號1樓

清心福全-中山復興北店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514巷62號1樓

Global Mall桃園A8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8號

士東市場_士東222桔廷珠寶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222號攤位

勝鋒企業社329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3樓329室

清心福全 新北市鶯歌區南雅路41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平鎮區雙連里中央路171號

清心福全-中壢嘉興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二段477號

清心福全-台南市南區金華總店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2段15巷25號

初沐 Qmilk Brunch Coffee Juice Bar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44號1樓

台越美食熱炒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124號1樓

外婆的茶屋板金店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237號1樓

享鹿飛飛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500號

麥味登高雄霞海店 高雄市左營區榮總路522巷36號

Louisa coffee 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55號

罔市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132巷15號

曼蘿飲品屋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二段1號1樓之17

麥味登中壢健行店 桃園市中壢區珠江街58號1樓

麥味登仁武八德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207號

LUCKY 17.享食堡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16號

甘蔗の媽媽-台北公館店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130號1樓

波波羅咖啡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196號1樓

守禮鹹豬肉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054號攤)

kaktus 苗栗縣苗栗市正發路220號

祥記燒臘 臺中市南區和平街13號(臺中市第三公有零售市場C69攤)

妮娜璐彩繪藝術 花蓮縣花蓮市國治里節約街10號1樓

后里猴伯的店 臺中市后里區四村路121號(A24攤)

四海遊龍-大湳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856號

85度C-斗六西平店 雲林縣斗六市西平路187號

鮮茶道-羅東南昌店 宜蘭縣羅東鎮站前南路183號1樓

圓味壽司-彰化民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537號

85度C-草屯中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159-1號

四海遊龍-桃園文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77號1樓

85度C-中壢龍慈店 桃園市中壢區後興路一段183號

85度C-金門民族店 金門縣金城鎮民族路25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嘉義水上店 嘉義縣水上鄉中山路2段402號

85度C-三峽中華店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46號

鮮茶道-花蓮東華店 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3段4號

鮮茶道-台南仁和店 臺南市東區仁和路73號1樓

鮮茶道-台南安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路760號

85度C-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523-1號

喜旺炭烤吐司 新北市蘆洲區復興路5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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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茶道-高捷鳳山西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41號

85度C-草屯虎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652號

85度C-日月潭水社店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名勝街32號

四海遊龍-松山店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462號

85度C-嘉義朴子店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169號

85度C-新店中正店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號

阿豬嘻烤肉村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28號2樓

鮮茶道-前鎮德昌店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72號

美廉城超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4號地下一樓

鮮茶道-布袋上海店 嘉義縣布袋鎮興中里上海路237號附1

鮮茶道-中壢延平中正店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68號

鮮茶道-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244號1樓

鮮茶道-仁德後壁厝店 臺南市仁德區後壁里中正路二段311號1樓

鮮茶道-民族民國店 嘉義市東區華南里民族路46號1樓

加山記養生燉湯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公明路３９２號一樓

故鄉海芋餐廳 臺北市北投區竹子湖路57之2下150公尺

鮮茶道-嘉義國道一號店 嘉義市西區竹村里北港路1448號附1一樓

鮮茶道-汐止福德店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208號

阿坤現撈魚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大直市場)B02攤位

麥味登彰化建國店 彰化縣彰化市建國東路29號1樓

JAGUAR手搖飲料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330號

平成十九_線上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8巷6弄8號1樓

inline-燒瓶子員林店_線上 彰化縣彰化市四維路69巷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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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line-鼎王麻辣鍋-成都店_線上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52號2樓及成都路1號2樓

inline-鼎王麻辣鍋-光明店_線上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93號

CoCo都可-楊梅幼獅店 桃園市楊梅區青山里青山一街29號1樓

洄瀾印象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1路57號

穗科手打烏龍麵復北店_線上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23號(復北店店址)

父母_線上 臺北市中山區興安街103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營業處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正義燒肉 臺中市西區模範市場一巷35號1樓

克萊軒人文茶飲 臺中市北區賴村里梅亭街266號1樓

奇奕坊商行 臺中市龍井區東海里國際街105號1樓

無老鍋-公益店2F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4號2樓

無老鍋-中華店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5號2樓

無老鍋-新生店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24號

約翰紅茶-台北南港店 臺北市南港區興東街7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朵拉Dora Brunch早午餐 桃園市中壢區杭州路42號

家秝烘培坊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36號

綠原品健康蔬食-錦州店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69號1樓

台東縣成功鎮農會生鮮超市附設餐飲部 臺東縣成功鎮新生路53-3號

春深茶坊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48巷1號1樓

陳姐(臺灣食堂)-經國店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328號

85度C-三重群光店 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2段69號2樓

安通溫泉 花蓮縣玉里鎮樂合里溫泉36之3、36之4號

橙溫咖啡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34巷2-3號

金正好吃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37號

初韻好韻茶-新竹光復店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394號

鮮自然-永康自強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自強路721號1樓

一米麥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北街47號1、2樓

鮮自然-麻豆興中門市 臺南市麻豆區興中路147號1樓

CoCo都可-平鎮育達店 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124號

CoCo都可-平鎮和平店 桃園市平鎮區北勢里和平路２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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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06號

CoCo都可-楊梅梅獅店 桃園市楊梅區瑞溪里梅獅路二段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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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正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山村31鄰中正路207號

CoCo都可-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石頭里中平路15號1樓

CoCo都可-平鎮山頂店 桃園市平鎮區湧光里南豐路71號1樓

CoCo都可-寶山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182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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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o都可-林口華亞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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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子神谷日式厚鬆餅-台北店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237號

士東市場_天母大頭鵝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3號)

寧夏夜市_品茶軒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夜市127攤

公館夜市_劉家玉珍珠現烤玉米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公館夜市10號攤)

85度C-台南健康店 臺南市南區健康路2段222號

85度C-板橋四維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26號1F

85度C-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一段299號

元味串燒 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111號

85度C-嘉義太保店 嘉義縣太保市北港路二段102號

圓味壽司-秀水店 彰化縣秀水鄉彰水路二段702號

湯才滷味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85度C-豐原廟東店 臺中市豐原區源豐路17號

85度C-新竹中山店 新竹市香山區中山路550號1樓

廣州街夜市_百元皮帶(2)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34號攤

85度C-龍潭中正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226號

85度C-基隆北寧店 基隆市中正區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27-1號、327號2F

85度C-台中中工店 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46號1樓

天成-世貿會館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號

新光影城桃園商城館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07號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彰化彰鹿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鹿路27號

街嗑小巴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211巷32弄10號1樓

特發資訊有限公司549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49室

鮮茶道-五甲自強店 高雄市鳳山區自強二路92號1樓

小幸福Cafe & Brunch 新北市新莊區昌隆街94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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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鮮茶道-台南金華店 臺南市中西區金華路3段203號

成德市場-102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鮮茶道-楠梓藍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昌路398之16號1樓

鮮茶道-屏東新園店 屏東縣新園鄉南興路328號

清心福全-神岡豐洲店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路186號1樓

TEA-TOP大里青年店 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中興路一段167-1號

85度C-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386號

TEA-TOP永和永元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元路95巷1號

誠意食品 新北市新店區忠誠里北新路2段151號(1樓)

TEA-TOP台中樂業店 臺中市東區樂業路４５６號１樓

星韻胖卡 新北市林口區麗園一街11巷11號7樓之1

TEA-TOP台灣第一味總部 臺中市北屯區環中路一段1576號

TEA-TOP神岡豐洲店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路５１７號１樓

乾杯(股)公司-老乾杯桃園中茂店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77號3樓

Green Wave caf'e 嘉義縣水上鄉下寮村中山路二段1015號

鮮茶道-花蓮華西店 花蓮縣花蓮市民心里華西117號之2一樓

Q Burger-平鎮振金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二段43號

Q Burger-頭份東民 苗栗縣頭份鎮東民路101號

久雅高級皮飾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6號攤

85度C-大里草湖店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05、107號

85度C-中壢環中店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92號

春陽茶事-小港漢民店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655號

鮮茶道-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334號一樓

鮮茶道-嘉義和美中山店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9鄰中山路五段526號

85度C-新莊民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86號1樓

鮮茶道-台東池上店 臺東縣池上鄉中山路245號1樓

鮮茶道-二林斗苑店 彰化縣二林鎮斗苑路5段149號

鮮茶道-屏東恆春店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65號

鮮茶道-鳳山國中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132號1樓

清心福全-台中福星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592號

鮮茶道-彰化王功店 彰化縣芳苑鄉博愛村芳漢路王功段615號

85度C-南崁南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41號

清心福全-文山世新店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65號

成德-008揚美修改衣服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08鮮巧香燒雞專賣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44周大媽水餃餛飩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46味昌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45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57美馨服飾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26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特店名稱 地址
139咖啡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9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13洪基隆現撈魚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82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81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樹林保安店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號1樓

成德-124阿草哥的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24號攤位

成德市場-126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26號攤位

成德市場-24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24號攤位

成德-022專營各種蔬菜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25謝家鮮魚攤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38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台中河南店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82號

藝園二手書店381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3樓81、82號店鋪

肆飯叻便當專賣店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02巷2號

延三夜市-口福魯肉飯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8號前攤位

奇泰電腦電料522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522室、523室

85度C-台中大肚店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2段774號

I coffee早午餐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223巷12號

85度C-台中東山店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56-10號

85度C-台中中科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3段283號

85度C-斗南延平店 雲林縣斗南鎮延平路二段536號

85度C-泰山明志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519號

85度C-文山興隆店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68-6號1樓

85度C-桃園龍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142號1樓

Q Burger-竹北台元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611號1樓

85度C-五結中正店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一段210號

大直市場-慈連素食店F09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F09攤位

大直市場-新鮮魚愛吃B01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B01攤位

清心福全-大武店 臺南市永康區大武街22號

鮮茶道-土庫中正店 雲林縣土庫鎮中正路218號

蕥溿複合式餐廳 嘉義縣新港鄉福德村公園路68號

鮮茶道-林園東林店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0號

正好停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嘿店小舖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301巷29號

成德市場-21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全紅古早味紅茶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中路135號

維維風果汁舖 新竹市東區篤行一路1號

TEA-TOP和美美寮店 彰化縣和美鎮竹營里美寮路2段487號 

85度C-中壢中山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48號

清心福全-台中福林二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3段166-19號

鮮茶道-竹東二重店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中興路3段181號

鮮自然-裕信門市 臺南市東區裕平路247號

鮮自然-台南車站門市 臺南市東區北門路2段2號

鮮自然-新新賢門市 臺南市中西區文賢路200號

乾杯(股)公司-忠孝分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36巷17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南機場夜市_Melody Korean Fashion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1巷19號旁 (南機場夜市)

inline-添好運-中壢大江店_線上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二段501號GBF

中城咖啡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1120號

德克士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00號1樓

隨主飡法式水煮專賣-桃園同德店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二街136號1樓

快樂檸檬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59號

路邊烤肉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62號

初韻好韻茶-三民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3號

莆田-台中台灣大道 臺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405號1樓

麥味登中壢文哲店 桃園市中壢區正光二街117號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市定古蹟紀州庵及新館營運管理處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107號

聚咖啡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四街2號、2號2樓

法大炸雞-大雅學府店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121之3號1樓

古飽食堂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32號1樓

莆田-高雄自由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98號

新貳拾壹食堂新莊逼逼堂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25巷3號

原燒-新莊中正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425號2樓

原燒-板橋文化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2樓

Q Burger-永和永貞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355巷2號

搖搖豬Y.Y.D複合式餐飲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街123巷36號1樓

賀你發餐飲集團 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一段40號

送青手作茶飲-台北松山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60號

八蒔鐵板燒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17號

Q Burger-八德中華 桃園市八德區中華路267號

62茶亭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244號

宜芳海物燒烤 宜蘭縣羅東鎮公園路93號

美式口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317號

波奇吧 POKE Bar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07號

鮮自然-新興門市 臺南市南區新興路466號

環球購物中心桃園A19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南路2段352號1樓至7樓

萊比錫極品咖啡-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20號

小巧妃雪花酥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362號(不定期擺攤)

桶一天下北投中和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和街495號1樓

上官木桶鍋桃園藝文旗艦店 桃園市桃園區新埔八街59號

Kimoji Coffee House 気持咖啡館食堂 桃園市龍潭區民治路375號

延三夜市-東石鮮蚵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0號

東宙商行322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3樓22室

健宇儀器507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光華商場5樓7號店舖

85度C-橋頭成功店 高雄市橋頭區成功北路71號

寒舍艾美酒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8號

85度C-豐原中興店 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242-3號

85度C-中壢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223號及元化路二段4號1樓

Q Burger-文山萬隆 臺北市文山區景福街4號1樓

85度C-虎尾揚子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二段號433、435號

大直市場-合發牛肉E01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E01攤位

大直市場-福家滴雞精A04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A04攤位



特店名稱 地址
大直市場-魚鱻活海產D13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D13攤位

大直市場-明春製麵店I01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I01攤位

85度C-台南小北店 臺南市北區西門路4段277、279號

雙醬咖哩-農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66巷5號1樓

Q Burger-汐止康寧店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424號

MURMUR碎碎念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15號

132米琦衣芙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32號

成德-67三福｜童馨內衣百貨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67號攤位

85度C-桃園大業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156號1樓

85度C-桃園英業達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智路88號

85度C-馬祖南竿店 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84-11號

85度C-基隆孝一店 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2號1樓

成德-122順進肉舖店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22號攤位

成德市場-85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85號攤位

85度C-彰化金馬店 彰化縣彰化市金馬路三段784號

是果休閒食品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52

85度C-台南華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507號

85度C-鹿港鹿和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和路三段523.525號

85度C-楊梅環東店 桃園市楊梅區環東路438號1樓

85度C-頭份中央店 苗栗縣頭份鎮中央路400號

85度C-台南鹽水店 臺南市鹽水區忠孝路110號

85度C-群創LCM店 臺南市善化區南科八路12號

蔬香館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活力晨食館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CoCo都可-三民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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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茶道-台中南屯店 臺中市南屯區太興里南屯路2段117號

鮮茶道-屏東勝利店 屏東縣屏東市永城里勝利路217號

鮮茶道-屏東林邊店 屏東縣林邊鄉中山路158-1號

帕海小食總部 嘉義市西區育英里20鄰國華街58號一樓

四海遊龍-青溪店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247號

85度C-和美彰新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三段187號

TEA-TOP彰化家福店 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480號1樓

TEA-TOP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2段555號

鮮自然-府前台銀門市 臺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151號

鮮自然-仁德中清門市 臺南市仁德區中清路65號

初米好食 臺北市中正區三元街209號

TEA-TOP大里國中店 臺中市大里區國中路292號

TEA-TOP沙鹿中航店 臺中市沙鹿區中航路一段２３１號

中崙市場-明珠水果攤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1樓(中崙市場)14號攤位

TEA-TOP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633號

鍋咾三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152號

CoCo都可-澎湖光復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81之1號

TEA-TOP彰化彰濱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工南一路7-3號

仁和雞鴨行 臺北市松山區塔悠路40號39號攤

鮮茶道-馬公中正店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95號



特店名稱 地址
鮮茶道-楠梓常德店 高雄市楠梓區常德路312號

鮮茶道-埔心站前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6號

TEA-TOP台中后綜店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883號

慢享咖啡 基隆市仁愛區愛一路61號1樓

點點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07巷6號2樓B區

鮮茶道-龍潭中原店 桃園市龍潭區高原里中原路一段562號

鮮茶道-松山高商店 臺北市信義區林口街10號

南松市場173號攤 臺北市松山區=塔悠路40號173號攤(南松市場)

玖桃石頭火鍋飲料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一路175號

小滿麥拾 花蓮縣花蓮市明心街2號1樓

皮莫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3號

淳品精緻咖啡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58巷2號

咖在有哩 臺北市文山區久康街8號

85度C-平鎮文化店 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24巷2號

識好茶仁和店 臺南市東區仁和路101號

南機場夜市-鈺師傅生煎包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2段307巷19號旁

Q Burger-桃園德明 桃園市龜山區大同里德明路210號1樓

嘉穗創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二段107號

Q Burger-大安樂業店 臺北市大安區樂業街153號

早餐吧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嘉義基隆廟口鹹酥雞 嘉義市東區中正路390號

小豬食堂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29號

春陽茶事-台南國華店 臺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二段121號

尚好烤肉(寧夏店)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34號

清心福全-大里仁愛店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458之3號1樓

清心福全-宜蘭泰山店 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153號

清心福全-二林新生店 彰化縣二林鎮東和里新生路10號

清心福全-線西沿海店 彰化縣線西鄉沿海路一段904號

沁茶飲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清心福全-中壢新明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63號

清心福全-通化店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03號

半糖少冰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546號1樓

Basement 新竹市北區公道五路四段513號1樓

聚鍋-台北南京東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72號地下室

夏慕尼-台中大隆 臺中市西區大隆路43號1樓

夏慕尼-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28號

夏慕尼-台南永華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129號

青花驕-台北中山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37號

CoCo都可-五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136號1樓

hot 7-大里大買家 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710號2樓

町食-台北光復南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40巷9號1樓

The Wang-台中國家商貿 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137號1樓

五花馬水餃館潭子店 臺中市潭子區勝利路137號1樓

陶板屋-中壢中山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11號1樓

東美西點麵包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二段353號

陶板屋-林口仁愛 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二段500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陶板屋-永和中正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179之1號2樓

阿三哥牛肉麵 臺中市大里區立仁里立仁路42-3號

麥味登三民吉林店 高雄市三民區吉林街120號

本土味-鮮沏茶 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316號1樓

八芝蘭涼麵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116號

一青苑手工茶殿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481號1樓

永華五金行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500號 E684攤位

丸日鮮魚加工行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500號B202攤位

屋馬國安店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68號B1-2

丸河行 臺中市南區臺中路92號(臺中市第三公有市場零售市場027攤)

Q Burger-新莊裕民 新北市新莊區裕民街128號

好豆堂商號 臺中市西區模範街15之2號1樓

德富灶腳 臺中市南區德富路75號

無毒黎明生機健康世界 臺中市南屯區三和里黎明路二段294號1樓

Q Burger-桃園萬壽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731號

Q Burger-桃園民生 桃園市桃園區民生路328號1樓

伊藤麵包工房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101巷8號

拾食樸餐廳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82-2號2樓

丸欽水產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42號攤)

大象鮮魚行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97號攤)

高雄漢王洲際飯店 高雄市鹽埕區七賢三路98號

識好茶和緯店 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五段66號

85度C-竹北博愛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219號1樓

85度C-台中嶺東店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680號

85度C-彰化和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鹿和路6段289號

德昇多媒體視訊行54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540室

小凱悅南村麵館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178巷14號

JYork傑祐漢堡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四段559巷16弄22號

85度C-八德永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556號

85度C-雲林麥寮店 雲林縣麥寮鄉中興路23號

85度C-花蓮玉里店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一段100號

Q Burger-新莊雙鳳店 新北市新莊區雙鳳路23號1樓

Q Burger-三重大智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55號

大直市場-長記C01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C01攤位

85度C-苗栗為公店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309號

85度C-林口長庚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13號

85度C-太平中山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4段174號

大直市場-麗珠水果店F07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F07攤位

85度C-台南柳營店 臺南市柳營區中山西路1段1號

貳拾陸巷Somebody Cafe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5號2樓

識好茶開元店 臺南市北區開元路352-1號

識好茶公園店 臺南市北區公園路776號

Q Burger-潭子榮興店 臺中市潭子區榮興街103號1樓

華西街夜市_台南擔仔麵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31-1號

星期五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2段 72 號2樓

Q Burger-土城延吉 新北市土城區延吉街31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微糖煮義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4弄6號

清心福全-花蓮光復店 花蓮縣光復鄉中山路二段309號

龍複合式早午餐 桃園市蘆竹區仁愛路一段503號

秋草越式料理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50-22號

清心福全-羅東公正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35號

清心福全-板橋篤行店 新北市板橋區篤行路二段145號

清心福全-土城員福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2段66號1樓

最便宜熱炒 新北市新店區光明街229號

旭咖啡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351號1樓

手塩居食屋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2巷9號1樓

鮮茶道-鼎山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山街5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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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小白寵物餐廳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200號之50

葉月堂 高雄市三民區天祥一路179之2號1樓

女王廚房 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127巷29弄5號

A-bao台中北平店 臺中市北屯區北平路三段158號

鼎王麻辣鍋-公益店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42號

塩選燒肉-公益店1F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248號

塩選燒肉-公益店2F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248號2樓

無老鍋-中山店1～2F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6-1號1-2樓

無老鍋-中山店3F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6-1號3樓

龍角手作茶-台北師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8-1號

清心福全-向上新店 臺中市南屯區向上路二段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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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吉利農產行 桃園市龍潭區公有零售市場B22/B23

士東市場-信德製麵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54號

豐快炒飯中和中正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66-7號1樓

品田-嘉義國華 嘉義市西區國華街212號1樓

品田-頭份尚順 苗栗縣頭份鎮尚順路87號

玉津咖啡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日新路32號1樓

詠漾診所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419號3樓

三個傻瓜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318號1樓

公雞生蛋複合式蔬食 桃園市大園區領航北路四段360號

西堤-嘉義文化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155-70號2樓

西堤-中和板南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665號

淞品土雞專賣店 臺中市西區向上路一段216號1樓

Bagel美大利麵 臺中市太平區新光里樹德路101之3號1樓

Bagel Factory溜溜貝果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30巷15號

首壽司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一段79號

大苑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美港路412號

TEA-TOP南投魚池店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街318號1樓

TEA-TOP頭份文化店 苗栗縣頭份鎮文化街205號

Q Burger-中壢長江 桃園市中壢區長江路30號

福圓號-小碧潭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路131號

糖藝術工房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1段10號3樓

新玉影科技數位影像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新進街18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TEA-TOP東勢東勢店 臺中市東勢區豐勢路２９１號１樓

TEA-TOP大肚追分店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４９３號１樓

TEA-TOP永和竹林店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73號

老司鷄深澳坑店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2之36號1F

TEA-TOP卓蘭中正店 苗栗縣卓蘭鎮中街里中正路85號

乾杯(股)公司-慶城門市 臺北市松山區慶城街29號

中崙市場-佛具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苗榜花園 臺北市北投區竹子湖路10之10號

研果室-林口忠孝 新北市林口區忠孝路503號

TEA-TOP台中忠孝店 臺中市南區忠孝路224號

TEA-TOP霧峰樹仁店 臺中市霧峰區樹仁路74號

清心福全-台中三民店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57號

天下佈武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50號1樓

鮮茶道-楠梓後勁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路21號

清心福全-和美道周店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361號

春陽茶事-台中嶺東店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96號

双得健康餐盒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20號

翔二屋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3段136號2樓

南美咖啡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44號

春陽茶事-中壢元化店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段12號1樓

清心福全-太平中山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74號

清心福全-楠梓清豐店 高雄市楠梓區清豐二路76號

清心福全-台南市北區育德總店 臺南市北區育德路520號之1(1樓)

清心福全-台中立人店 臺中市北區北平路二段19號

老灶家麻辣食堂 新北市中和區信義街101號

清心福全-台中工業店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8-22號

串燒小棧 桃園市中壢區福州二街386號

清心福全-板橋民權店 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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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牌燒肉綜 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二路89號

陽明大學-萊雅早餐屋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陽明大學學生餐廳)

脆達人鮮奶脆皮甜甜圈 臺北市大安區臨江街20號

安柏林平價鐵板燒(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和街126號

TEA-TOP台北石牌店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2段124號1樓

新潮釣蝦海鮮美食廣場 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路91號

基隆陽光心情店 基隆市信義區教忠街98號1樓

鮮茶道-墾丁店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176號

庭八食堂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85度C-台中中工店 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46號1樓

鼎王麻辣鍋-漢口店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85號

鼎王麻辣鍋-長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31-1、131-2號

清心福全-台南鹽水店 臺南市鹽水區朝琴路110號

漫漫點-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309號

TEA-TOP台中昌平店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242號

法式小珊蒂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90號1樓

龍角手作茶-苗栗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民治街27-5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千采小吃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72巷11號

芯蔬食創意食堂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13巷41號1樓

富氣水產 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遼寧街57號

清心福全-竹北華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278號

呈信傳統鵝肉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143號

清心福全-路竹中山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846號1樓

收藏天地東門店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巷1-1號

綠原品健康蔬食-台安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51巷1號1樓

鮮自然-土城門市 臺南市安南區城北路3-1號

頭城餐飲 宜蘭縣頭城鎮更新里007鄰更新路125-1號

美人大腸包小腸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3段442號

早安美芝城-三峽大觀 新北市三峽區大觀路84號1樓

四海遊龍-斗煥店 苗栗縣頭份鎮斗煥里大營路3號

清心福全-樹林柑園店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一段371號

富群國際烘焙事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一段124之5號

CoCo都可-中壢南園店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32號1樓

好初早餐 新北市板橋區建國街118號

景茶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240巷2弄25號(1樓)

王老吉滷味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三段一九九號一樓

十沐shih mu 新北市蘆洲區光榮路33號

杏芙蒔光手作茶菓專賣店 臺中市北屯區太原路三段508號

吉屋食堂 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45號

小窗口手作茶坊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86巷12號

湯尼菓子森林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40之9號

昨日花卷 臺中市西區忠誠街91號

85度C-梧棲中央店 臺中市梧棲區大庄里中央路一段825號

清心福全-信義忠孝東店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743巷5號1樓

太陽堂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46巷46-1號

東鼎牛肉麵館 臺東縣臺東市光明路107號

馬妞花生大腸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二段272號

豚匠 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2段53號4樓

BUGER SU VEGGIE 宜蘭縣羅東鎮集祥里天津路2-9號

鮮茶道-仁武八卦寮店 高雄市仁武區八德南路126號1樓

良晨吉司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114號1樓

山度空間涼水店 花蓮縣壽豐鄉大坑53號1樓

山姆廚房 Sam canteen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街277巷3號1樓

識好茶東寧店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353號

原點一號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13號

瑞穗牧場-精品部 花蓮縣瑞穗鄉6鄰157號

植作茶(新竹竹科店) 新竹市東區關東里光復路一段100號一樓 

滷都香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26號1樓

鮮自然-市醫門市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650號

合集良飲-蘆洲中山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21號

I want it café 王的咖啡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18巷4之1號1樓  

Q Burger-潭子圓通 臺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192號一樓

鮮茶道-台東更生店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386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蔥一杯茶 新北市汐止區水源路一段76號1檈

久久津乳酪本舖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203號

一青苑手工茶殿-汐止康寧店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381號1樓

飪室咖哩RenshiCurry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49巷19號1.2樓

麥味登新莊自立店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街115號1樓

如邑堂 臺中市西屯區漢翔路235號

TEA-TOP台中大連店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252號

TEA-TOP羅東北成店 宜蘭縣羅東鎮培英路57號

港都熱炒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10號

綠野農莊 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1061號

CoCo都可-汀洲店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二段185號

CoCo都可-竹東二重 新竹縣竹東鎮二重里中興路三段177號

南門市場_大連食品 (B40)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40)

心心牛排 (東門夜市) 宜蘭縣宜蘭市東門夜市19號攤位

樁之菓柑仔店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50之1號1號廣場

CoCo都可-埔心中興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興路81號

CoCo都可-桃安店 桃園市桃園區龍鳳里龍安街108號1樓

CoCo都可-中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297號

CoCo都可-菓林店 桃園市大園區菓林里2鄰菓林路50號1樓

CoCo都可-大園店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村中山北路２３號

鬥炙牛排 宜蘭縣宜蘭市聖後街11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729號1樓

林口茶果飲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5號之二

春陽茶事-台北北醫 臺北市信義區景勤里吳興街220巷7號1樓

永興精品服飾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21號1樓永樂市場1043號

廣州街夜市_秋子彈珠台(1)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92號攤

秀英水果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88號(金山公有市場A5)

大振茶鋪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349號62攤

Q Burger-新店安民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300號1樓

Q Burger-中和保健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22號

信丼食堂 桃園市八德區陸光街22號

丸蘆鮮魚行(第162攤)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62號攤)

丸海鮮魚行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74號攤)

85度C-龍潭北龍店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148號

麥味登員林中山店 彰化縣員林鎮三信里中山路二段353號

麥味登新興尚信店 高雄市新興區尚信街29號1樓

麥味登秀水福工店 彰化縣秀水鄉埔崙村番花路558號

基隆鮮魚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03攤位

翰林茶棧-台南文化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338號1樓

翰林茶棧-高鐵嘉義 嘉義縣太保市高鐵西路168號

大呼過癮 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1號

味味鮮極品壽司 花蓮縣花蓮市國魂里3鄰中山路533之1號1樓

法森小館 臺中市西區大忠南街42.43號

inline-燒瓶子彰化店_線上 彰化縣彰化市四維路69巷26號

拾食樸餐廳_線上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82-2號2樓

inline-無老鍋-中山店1～2F_線上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6-1號1-2樓



特店名稱 地址
吉祿傳統好吃店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165巷14弄7號1樓

書屋花甲 臺北市大安區大學里羅斯福路3段283巷20號

心泰原創泰國料理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81巷47號

滿堂紅頂級麻辣鴛鴦鍋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85號2樓

吳福洋襪子故事館 新北市林口區工二工業區工九路3號

橘色涮涮屋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9-2號1樓及29之3號1樓

Tea space茗人進化店 臺中市東區干城里進化路61號1樓

麥味登東山店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365-4號1樓

麥味登青埔站前西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二段118號

翰林茶棧-台南赤崁 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313號

翰林茶棧-高雄市圖 高雄市前鎮區新光路61號

翰林茶棧-高鐵台中 臺中市烏日區三和里站區一路2號

米控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95之20號1樓

ONE OK COFFEE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135號1樓

鬼匠拉麵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79號

無理WULI_線上 臺中市西區公正路156巷4號1、2樓

Extension1by橘色_線上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631號1樓

福圓號-西湖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31-1號

法大炸雞-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復興路77-3號1樓

福美軒飲食店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村南興街132號

Q Burger-三重田安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71號1樓

清心福全-大里塗城店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766號1樓

85度C-中壢福州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157號1樓

初心者咖啡店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88巷6號

鬆餅王子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24號

真星幸福屋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二段88號

圓圓糖企業社 新北市淡水區民族路31-16號

呷尚宝早午餐 桃園市中壢區永強街118號

日常經典 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41號

兒童新樂園美食街 臺北市士林區承德路5段55號

85度C-安南和順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230號

老蔡碳烤三明治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三段225號

釡山神仙爐韓式料理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516之41號

酒販角落(裕民商圈) 新北市土城區裕民路68號A5

思茶-新豐建興店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92號

起秋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2-43號

清心福全-豐原三豐店 臺中市豐原區三豐路二段218號

佳福雞肉飯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一段105號

上宇林-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84號

清心福全-太平樹孝店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95號1樓

B&B CAFE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40巷6號1樓

麥釀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143號(1樓)

亞米洛早午餐 新北市板橋區雨農路20號

滿堂紅頂級麻辣鴛鴦鍋_線上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85號2樓

Project Green沙拉與選物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23巷6弄8號

inline-鼎王麻辣鍋-長安店_線上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131-1、131-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田也麵包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291巷2號1樓

動濤食堂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27號1樓

覓廚定食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二段151巷24號1樓

inline-鼎王麻辣鍋-精誠店_線上 臺中市西屯區精誠路12號

Gumgum Green Garden Good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8號B1

手作功夫茶-羅東公正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里公正路290-1號一樓

達果汁現打果汁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38巷21號

九元鐵板燒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473號

食尚曼谷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54號

inline-添好運-HOYII北車站店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36號1樓

上海故事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01-1號

A Fabules Day_線上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71號2樓

台北肉焿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180號(020號攤)

純純電影音樂咖啡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65號1樓

士東市場_花樣百出花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77號攤位

士東市場_永進號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87號)

水源市場_黑美雞肉店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92號 (水源市場二樓89號攤)

85度C-沙鹿英才店 臺中市沙鹿區英才路12號

師大商圈_銅樂時尚鍋物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39巷1號

85度C-大雅學府店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382號1樓

泰正點 臺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166號1樓

收藏天地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5號

Mr.Hugo手機殼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1-1號對面

乾燒蛤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 攤號11

Q Burger-蘆洲成功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68號1樓

Q Burger-平鎮南豐 桃園市平鎮區南豐路128號

Q Burger-桃園秀山 桃園市桃園區秀山路105號

大稻埕慈聖宮-阿雲家常菜 臺北市大同區保安街49巷17號(慈聖宮第16號攤)

耕豆腐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96巷45號

南機場夜市-馬蔥餅_馬祖奶茶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9巷20號旁(南機場夜市)

水林恩典手工餅乾坊 雲林縣水林鄉山腳村尖山腳19號

Tic Tac Caf'e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2段79號1樓

Q Burger-板橋國光 新北市板橋區國光路183號

85度C-大里仁化店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1號

Q Burger-新莊頭前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19號

輕湯拌麵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79-1號

歐兔啡食館(蘆洲長安館)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270號1樓

CHIMEI奇美食品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08號1樓

極禾優質鍋物-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348號

蛤?!-公益店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258號

Q Burger-台中黎明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345號1樓

大和丼簡餐小吃店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69之1號

呷灰鍋 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58號1樓

明德素食園-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中華路二段82號1樓

85度C-大寮鳳林店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204號

無理WULI 臺中市西區公正路156巷4號1、2樓



特店名稱 地址
一福堂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806號

喝冰U茶飲冰品店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48號1樓

茶水印人文茶飲-土城學府店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146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中營業處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早安山丘育仁店 臺中市太平區育仁路49號1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南投酒廠 南投縣南投市東山路82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宜蘭酒廠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西路3號

Woyao Burger我要漢堡 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3段296巷46號1樓

甲林鐵板燒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龍山國小大門前(廣州街259號對面人行道)

艋舺夜市-麵姐姐手工赤肉羹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夜市198號攤位

狸小路燒肉專賣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五路34號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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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日好糧 桃園市龍潭區建國路77號

麥味登桃市廈門店 桃園市桃園區廈門街110號1樓

麥味登歸仁新大通店 臺南市歸仁區大通路136號1樓

艾蜜奇披薩x老喬咖啡 臺中市西區四維街38號

悅癮咖啡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路83號1樓

可以米可-昌平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105之12號1樓

小豬很忙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力行北街71-1號

細將咖啡 新北市泰山區全興路212號(1樓9號)

士東市場_杏豐製麵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26號)

士東市場_冰美人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56號)

士東市場_唐媽媽的廚房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71號)

南門市場_艾蕎安精品服飾店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C08)

食在好味濃郁起司章魚燒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1-6號對面

85度C-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238號

Q Burger-樹林育英 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路146號

台灣燒肉串/大腸包小腸 臺北市士林區大東路1號

華山1914文創園區 臺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一號

金山芋圓王(金山) 新北市金山區民生路204號

南機場夜市_台灣的味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09巷21號旁

逸軒咖啡 新北市林口區公園路133之二號

清心福全-新市民生店 臺南市新市區民生路5號

COCO都可-新竹關新 新竹市東區關新二街90號

TEAS原味-蘆竹大竹店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00號1樓

新風科學有限公司219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219.220室

廣州街夜市_阿當服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55號攤

劉記蛋品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219號攤)

鮮茶道-善化中山店 臺南市善化區東關里中山路433號1樓

屋馬文心店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436號

品茶太 桃園市蘆竹區奉化路123號一樓

思茶竹東長春店 新竹縣竹東鎮長春路三段164號

Q Burger-信義永吉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120巷1號1樓

秋欽鮮魚行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96號攤)

大溪山水庭園餐廳 桃園市大溪區仁二街8號

八田源日式料理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189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牛乳屋台灣家庭料理 新北市新店區安德街80號

杏屋乳酪蛋糕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二段885號

蔬饗樂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21號1樓

哇爽茶 臺中市西屯區何仁里重慶路181之2號1樓

法森小館_線上 臺中市西區大忠南街42.43號

美琪蒙古烤肉_線上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20號5樓(美麗華百樂園本館)

inline-飪室咖哩勤美店_線上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49巷19號1.2樓

玥成上海美味鮮湯包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17之6號

inline-無老鍋-公益店2F_線上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4號2樓

小屋咖啡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437巷10弄20號1樓

識好茶金華店 臺南市南區金華路一段521號

識好茶大同店 臺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185號

大盜陳茶飲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17號

Q Burger-七堵百福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48號

中崙市場-丰馥刈包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

十三月(西湖分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2號1樓

康廚平價鮮魚湯專賣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39號1樓

清心福全-太平中興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興路140號

101水舞廣場-陳耀訓麵包埠 臺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60巷19弄36號

春陽茶事-台南善化店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57號

韓鶴亭_頂好總店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1段160巷34號

清心福全-羅東維揚店 宜蘭縣羅東鎮維揚路72號

清心福全-淡水淡金店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536號

清心福全-台北南門店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240號

台北牛津麵食館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1巷9弄18號

陳家烏魚子 臺北市松山區饒河街158號

一飛沖天(苓雅店) 高雄市苓雅區苓雅一路207號

廣州街夜市_寶嫂皮帶皮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3號攤

廣州街夜市_龍哥飾品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38號攤

廣州街夜市_阿伯球鞋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85號攤

廣州街夜市_發財古董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88號攤

廣州街夜市_姊妹拖鞋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43號攤

聯陞電器行 臺北市中正區開封街一段115號1樓

師大商圈_米克諾思 臺北市大安區泰順街38巷32號

廣州街夜市_萬華玩具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41號攤

廣州街夜市_臭博士臭豆腐(1)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02號攤

精正企業有限公司327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3樓27、28室

古早味涼糕新港飴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夜市49號攤

世界電話279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 279室

時光堂眼鏡打火機店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4號攤

清心福全-竹北仁愛店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257號1樓

清心福全-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273號

清心福全-梅山中山店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276號

清心福全-永靖瑚璉店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212號

清心福全-台南柳營店 臺南市柳營區東昇里柳營542-1號

清心福全-五股工商店 新北市五股區工商路96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潭子榮興店 臺中市潭子區榮興街47號

inline-鼎王麻辣鍋-富國店2F_線上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91號2樓

大呼過癮(吉安店)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中華路574號1樓

一禾堂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33巷34號(敦南店)

日出茶太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路186號1樓

大爵商務飯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權路106巷3號1-7樓

茶雞茶鴨茶鵝 臺中市大甲區朝陽里新政路38號(第100攤)

養身甜品料理兜好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2巷12號1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新營業所EC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12巷27弄12號

麥味登河堤光興店 高雄市左營區光興街58巷13號

吉得堡早午餐 臺中市烏日區健行南路108號

麥味登新莊八德店 新北市新莊區八德街110號1樓

路邊烤肉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90巷32號

Q Burger-桃園民富 桃園市桃園區大業路一段278號

廣州街夜市-龍哥鍋燒意麵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15號攤

南湖高中_麵食部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220號(南湖高中熱食部)

陳爸手作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巷5號

法大炸雞-精誠總店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11-3號1樓

鮮自然-永康東橋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里東橋十街3號

松村壽司日本料埋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36巷5號

樂邦迷越式圓法&潛艇堡專賣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四段73號1樓

Delle Bakery 可麗露專賣店-金典店 臺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3樓56櫃

南華伍三 新北市中和區南華路53號(1樓)

KAF COFFEE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78號1樓

原燒-台中公益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02號

王品-桃園同德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69號3樓

聚鍋-頭份尚順 苗栗縣頭份鎮尚順路61號

和牛涮-板橋文化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2樓

陶板屋-台北南京東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78號2樓

Louisa Coffee-石牌裕民店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三路3號1樓

Louisa Coffee-忠孝sogo店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33之1號1樓

Louisa Coffee-象山藝文店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95號1樓

陶板屋-高雄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666號

陶板屋-南投家樂福 南投縣南投市三和三路21號

不拉花寵物友善咖啡廳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221號

inline-鼎王麻辣鍋-漢口店_線上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85號

inline-鼎王麻辣鍋-七賢店2F_線上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16號2樓

inline-塩選燒肉-公益店2F_線上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248號2樓

文旦復興-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193號1樓

紅茶洋行 臺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18號1樓

Naked Bistro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40巷49號1樓

雙橡園茶坊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33之6號

KAMA釜日式丼飯專門店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699號

Peace and Love Caf'e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2巷18號1樓

A Fabules Day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71號2樓

宏記鮮滷味世家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79號



特店名稱 地址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國際機場免稅商店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園營業處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營業處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隆田酒廠 臺南市官田區中華路1段335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桃園酒廠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55號

早安山丘-西港店 臺南市西港區慶安里新興街86之25號1樓

名江港式糖水舖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49巷6號(1樓) 

清心福全-大埤延平店 雲林縣大埤鄉延平路3段6之2號

清心福全-八德廣福店 桃園市八德區廣福路160號

一頂鍋燒麵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10號

清心福全-嘉義友愛店 嘉義市西區友愛路164號

清心福全-橫山中正店 新竹縣橫山鄉內灣村中正路83號

平頭的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二段356號

佳新水果店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南門市場B11)

澳門瓏記燒臘便當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171號

三禾彥咖啡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5巷11號1樓

曾師父新疆羊肉串 桃園市八德區長興路46號

天母芋圓之家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8巷97號

Tea's原味-汐止忠孝店 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334號

豚將拉麵-水上店 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23-1號

清心福全-大甲蔣公店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23號

Q Burger-內湖星雲 臺北市內湖區星雲街14號

清心福全-內埔廣濟店 屏東縣內埔鄉廣濟路96號

金樺園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245巷32弄2號之1

廣州街夜市_光元商舖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23號攤

延三夜市-汕頭老牌四神湯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40號前攤位

廣州街夜市_襪子毛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2號攤

永樂市場_天一棧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21號永樂市場1002號

華西街夜市_馬家莊便當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79號攤

清心福全-北屯大連店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345號

清心福全-遠東店 臺南市新化區中正路1201號

清心福全-八德永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永豐路595號1樓

清心福全- 桃園市龍潭區中興路481之2號

清心福全-南屯東興店 臺中市南屯區大同里東興路276號1樓

清心福全-龍井新興店 臺中市龍井區新興路38之5號

清心福全-福德新店 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255號

清心福全-台中大墩店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858號

清心福全-新城北埔店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村民有街275號

清心福全- 屏東縣潮州鎮中洲路105號

清心福全-銅鑼中正店 苗栗縣銅鑼鄉中正路162-1號

清心福全-田中中洲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洲路一段90號

清心福全-水底寮店 屏東縣枋寮鄉中山路2段238之3號

清心福全-水田店 新竹市北區水田里水田街85號

德總電腦有限公司264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64、65、66室

莆田-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156號1樓

原燒-台南永華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133號



特店名稱 地址
王品-高雄博愛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360-2號1樓

一簍一簍烘焙坊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345號

泰山影音科技行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5樓529室

青花驕-台中崇德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89號1.2樓

熱食部 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四路70號

Le Ming麵食精釀餐酒館 新北市林口區南勢街118號1F

Woodid手作韓食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00巷19弄6號

竹東排骨酥麵 新竹縣竹北市成功十街39號

李記吃香喝辣麻辣鴛鴦火鍋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38號

丰禾-台北南京東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46號2樓

品田-台東秀泰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93號2樓

品田-安平家樂福 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16號2樓

陶板屋-台北復興北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75號

千水堂 臺中市清水區文昌里西寧路32之2號1樓

Louisa Coffee-金華togo店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50號

inline-添好運-高雄漢神巨蛋店_線上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777號B1F

艋舺夜市-雞蛋糕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夜市攤位

廣州街夜市-瑪拉桑山豬肉香腸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235-1號前

愛舒服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8-2號2樓

知心寮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45巷17號1樓

麥味登新莊民安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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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爺漢堡 育祥店 臺中市北區育祥街17號

旅人日誌咖啡 臺北市信義區中興里信義路四段391號1樓

林記糖炒栗子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00號門前(艋舺夜市)

艋舺夜市-吳家胡椒餅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夜市059號攤位

食分之一餐館 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四段458號1F

ICEVER天下奇冰 桃園市中壢區普仁里力行北街47號(1樓)

威霸鍋物 臺中市太平區旱溪東路二段330號2樓

原燒-台北林森北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21號2樓

原燒-中和中山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9號1樓

良師塾人文食飲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29之2號3樓

The Tudor Inn bar and restaurant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211巷49號

王品-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81號

聚鍋-台北衡陽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7號2樓

聚鍋-台東秀泰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93號2樓

純蒸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39巷42號1樓

夏慕尼-台北中山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44號地下1樓

夏慕尼-桃園中正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1083號

和牛涮-台南中華西 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二段345號

hot 7-青海家樂福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207-18號B1

陶板屋-台南忠義 臺南市中西區忠義路二段26號

Louisa Coffee-士林中正店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303號1樓

Louisa Coffee-南海直營店 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24號1樓

KATZ卡司韓藝料理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171號1樓及2樓

陶板屋-新竹食品 新竹市東區食品路305之1號2樓



特店名稱 地址
陶板屋-苗栗中山 苗栗縣苗栗市中山路475號

陶板屋-台中河南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363號

寮國咖啡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21號

太黏人舖子 花蓮縣花蓮市仁愛街104巷7號

品川川味牛肉麵 嘉義市東區東興里和平路１５６號一樓

清心福全-左營勝利店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5號1樓

85度C-中壢民族店 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五段461號

鮮茶道-鹽水朝琴店 臺南市鹽水區津城里朝琴路24號

清心福全-楊梅大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成路186號

清心福全-大同寧夏店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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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茶道-台南大同店 臺南市東區大同路二段87號1F

清心福全-后里三豐店 臺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五段278號1F

清心福全-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39號

茶太陽-虎尾中正店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218號

森果治fruitos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376-1號

YAMAHA-榮德車業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245巷67號

茶工廠-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北路１６２號

85度C-白河南測店 臺南市白河區內角里2號

85度C-雲林崙背店 雲林縣崙背鄉正義路281-1號

85度C-台南白河店 臺南市白河區中山路1-25號

四海遊龍-南祥店 桃園市龜山區南祥路79之6號

布朗嘞義大利麵-A9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9巷181號

西堤-家樂福文心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521號B1

麥味登台南金華店 臺南市中西區金華路3段61號

蔗杯茶 臺中市龍井區新東里新興路38之8號1樓

安徽妹子烙餅店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49巷5號1樓

川將蝦 桃園市龜山區大華里復興一路466號

糖園複合式餐飲-天津店 臺中市北區天津路二段155號

Louisa Coffee-民生敦北店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71號

TEA-TOP埔心員鹿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二段249號1樓

inline-了凡油雞‧燒臘‧飯‧麵-台北101店_線上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B1

inline-了凡油雞‧燒臘‧飯‧麵-中和環球店_線上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號

福圓號-民生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72號

藝奇-台中大墩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路573號2樓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中心新村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路22巷9號

FLASH COFFEE-永吉門市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78弄1號

GURU HOUSE台大公館店 臺北市大安區溫州街74巷5弄3號

雨豆樹咖啡輕飲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新進街182號

TEA-TOP豐原豐勢店 臺中市豐原區豐勢路二段７６０號

中崙市場-程記合興肉品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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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崙市場-旺角什貨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4號2樓之5

中崙市場-阿樹美食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中崙市場-微微辣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中崙市場)19號攤位



特店名稱 地址
TEA-TOP彰化二水店 彰化縣二水鄉光化村光文路68號

香腸世家 新北市鶯歌區各市集商圈

正大書局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中興路209號

麥味登陽光二店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79號1樓

鮮茶道-左營自由店 高雄市左營區自由三路266之5號

鮮茶道-高雄明仁店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23號1樓

忠義號便當店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20號(龍山商場1樓14號攤)

香義鍋貼蒸餃專賣店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120號(龍山商場1樓8號攤)

鮮茶道-岡山大德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德一路39號1樓

85度C-台中河南店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282號1樓

粹想町 桃園市桃園區中華路129號1樓

福圓號-中正 臺北市中山區羅斯福路三段216之3號

陶板屋-高雄裕誠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475號1樓

陶板屋-淡新家樂福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3樓

法大炸雞-黎明向上店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183號1樓

西堤-花蓮國聯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一路173號1樓

西堤-新店民權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2號2樓

堤諾義式比薩-林口門市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380-1號

CoCo都可-頭份文化 苗栗縣頭份鎮文化里14鄰文化街155號

福圓號-莊敬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96號

福圓號-新莊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286號

福圓號-新埔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437-3號

福圓號-忠孝永春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256號

CoCo都可-林口家樂福店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一段559號B1

藝奇-仁德中山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77號

漁米島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78巷1弄2號

來來滷味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105號

清心福全-通霄中山店 苗栗縣通霄鎮中山路165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219號

清心福全-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鎮中正一路507號

清心福全-內湖港墘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56號

清心福全-八德博愛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408號

清心福全-台南西港店 臺南市西港區新興街18號

清心福全-中壢環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533號

清心福全-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東路54號1樓

清心福全-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595號

清心福全-桃園復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369-1號

清心福全- 雲林縣二崙鄉中山路207號

清心福全-湖內店 高雄市湖內區葉厝里13鄰中正路一段526之1號

清心福全-高雄橋頭店 高雄市橋頭區隆豐路213號

清心福全-苗栗文昌店 苗栗縣苗栗市玉清街16巷1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大甲區青年路55號

清心福全-台南太子店 臺南市仁德區太子路180號

清心福全-鹿港二店 彰化縣鹿港鎮鹿草路一段81號

清心福全-西螺公正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91號

清心福全-台南崇學店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116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台中林森店 臺中市西區林森路249號

清心福全-大里新仁店 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一段123之9號

橙果中船店 基隆市中正區中船路38號

老豆達人潮飲(蘆洲光華店)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25號

永麥烘焙坊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一段146號

舞茶八里飲料店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二段472號

辣一點川菜館 新北市板橋區長江路一段133號

寧夏夜市_洪記刈包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56攤

清心福全-桃園寶慶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108號

五餅二魚手工披薩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378巷2之1號

詹家蛇谷餐廳逢甲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316號

米其漢堡 新北市板橋區自由路15號

三口糖鋪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六段435號

小草冰吧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153號1樓

老豆達人新市店 臺南市新市區銘傳街92號

花博農民市集-陳春枝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85度C-天母德行店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41號

清心福全-龍井中央店 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239號1F

清心福全-龍潭中原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原路二段559號

清心福全-台中南屯文山店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99-1號

鮮茶道-西門町成都店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35-1號

85度C-苗栗中正店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905號

85度C-新店安和店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2段207號

鮮茶道-竹南博愛店 苗栗縣竹南鎮竹南里博愛街139號

鮮茶道-湖口工業一店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18號1樓

美杏私房菜 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106號

BEING fit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5段149號地下一樓

鮮茶道-斗六雲科店 雲林縣斗六市社口里民生南路260號

鮮茶道-高雄建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176號1樓

85度C-高雄岡山店 高雄市岡山區公園東路22-6號

鮮茶道-龍潭中正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480號

四海遊龍-蘆竹興中店 桃園市蘆竹區興中街67號

85度C-基隆新豐店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300號1F

阿布廚坊 花蓮縣花蓮市主和里中福路84號1樓

鮮茶道-嘉義北興店 嘉義市西區重興里北興街318號1樓

鮮茶道-大林中正店 嘉義縣大林鎮西林里中正路556號

鮮茶道-虎尾光復店 雲林縣虎尾鎮東仁里光復路326號1樓

鮮茶道-嘉義興業西店 嘉義市東區福民里興業西路351號1樓

鮮自然-佳里延平門市 臺南市佳里區忠仁里延平路250號1樓

馬卡諦義大利手工冰淇淋忠孝店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102號1樓

TEA-TOP台中大鵬店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里大鵬路104號1樓

鮮茶道-北市通化店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59號

鮮茶道-嘉義自強店 嘉義市西區自強街87號

鮮茶道-太保麻魚寮店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二段118號

鮮茶道-永和仁愛店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07號1樓

四海遊龍-同德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88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鮮茶道-沙鹿靜宜店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東路559號

Q Burger-板橋介壽 新北市板橋區介壽街17號1樓

85度C-屏東麟洛店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2-57號

Q Burger-泰山泰林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二段475號

85度C-科技大樓店 臺北市大安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98號

思茶桃園楊梅店 桃園市楊梅區大華街32號

鮮茶道-花蓮瑞穗店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5號1樓

鮮茶道-馬公光復店 澎湖縣馬公市光復路129-2號

鮮茶道-嘉義玉山店 嘉義市西區西平里玉山路153號一樓

甜在心豆花專賣店-心鮮豆花專賣店 基隆市中正區中船路七巷19號

鮮茶道-屏東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669號1樓

鮮茶道-成大育樂店 臺南市東區育樂街156-2號1樓

鮮茶道-樹林秀泰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93號

鮮茶道-大寮中庄店 高雄市大寮區四維路186號

鮮茶道-台東中華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二段30號

黑沃咖啡新莊中原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東路178號

鮮茶道-新生國中店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701號

鮮茶道-台東關山店 臺東縣關山鎮和平路8-1號

鮮茶道-博愛陸橋店 嘉義市西區湖邊里文化路433號1樓

鮮茶道-東港中正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295號

三兩三 宜蘭縣羅東鎮大新里和平路111-2號1樓

尼克牛排屋 嘉義市東區新店里林森東路２４３號１樓

戲說故事手作咖啡館 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華山35之2號

85度C-中清經貿店 臺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937號

鮮茶道-民雄東榮店 嘉義縣民雄鄉東榮村東榮路29號1樓

鮮茶道-高雄林森店 高雄市新興區林森一路163之3號

鮮茶道-屏東勝利店 屏東縣屏東市永城里勝利路217號

鮮茶道-高雄文橫店 高雄市苓雅區文橫二路27號

TEA-TOP台北松山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74號

頂香蘭雞肉飯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71號

日船章魚小丸子 臺北市松山區饒河街239號

清心福全-台南安和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562號

清心福全-埤頭彰水店 彰化縣埤頭鄉彰水路三段458號

滬上雞庄-敦南店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63巷38號

雲萊山莊 臺南市白河區關嶺里關子嶺129號1樓

清心福全-苗栗公館大同店 苗栗縣公館鄉玉泉村15鄰玉泉25-2號

先酒肴清酒吧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3號2樓

清心福全-三重正義南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35號

清心福全-湖口工業店 新竹縣湖口鄉工業一路25號

清心福全-桃園中正二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666號

享來點(北大店) 新竹市北區北大路227號

清心福全-竹東中豐店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17號

清心福全-新竹寶山店 新竹市東區寶山路122號

張記大腸麵線 臺中市南屯區遼寧路一段55號

清心福全-太平東平店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495號

宋家味兒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37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曾鍋囍物 新竹市東區介壽路15號

走花路早餐 新北市永和區永平路216號(1樓)

Subway-花蓮建中店 花蓮縣花蓮市國魂里建中街68號1樓

清心福全-蘆洲仁愛店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470號

Q Burger-基隆經國店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75號

清原芋圓-彰師大店 彰化縣彰化市實踐路57號

陳又青-中山天津店 臺北市中山區天津街56之18號

頑皮世界 臺南市學甲區頂洲75之25號

TEA-TOP烏日中山店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二段205號1樓

TEA-TOP嘉義垂陽店 嘉義市西區書院里新榮路115號一樓

中崙市場-家鄉味越南美食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TEA-TOP大里益民店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254號

二九來吧創意料理店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15號1F

乾杯(股)公司-黑毛屋南港中信店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里經貿二路186-1號C棟2樓

中崙市場-阿寬手扯拌麵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TEA-TOP彰化溪洲店 彰化縣溪州鄉瓦厝村中山路三段303號

TEA-TOP南港昆陽店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50號

鮮茶道-金城站前店 金門縣金城鎮中興路146巷28號

TEA-TOP豐原三民店 臺中市豐原區三民路121號

料理曹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39巷16號

鮮茶道-路竹中正店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167號

中崙市場-中崙臭ㄇㄛㄇㄛ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清心福全-松山饒河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4段779號

鮮茶道-台東秀泰店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110之1號1樓

愛必康精緻早午餐 基隆市安樂區安一路130號

阿成水果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76攤位

邦查烘焙坊 臺東縣臺東市新生路105號二號倉庫

OJOPRO CAFE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北路28之1號

阿美麻糬小米文化館 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258號

佐日光-忠孝復興店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68號

啡藏香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合江街180巷7號

食四方土雞肉飯專賣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48號

新東源肉鬆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路15號7-8號攤

CoCo都可-淡新家樂福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383號

清心福全-蚵寮二店 高雄市梓官區光明路148號

四味飄香 台北信義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541巷26號

清心福全-台中一中店 臺中市北區太平路89號1樓

清心福全-竹北高鐵站前店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二路36號

嗜好咖啡坊 高雄市前鎮區林森三路4號1樓

YU丼飯石牌總店 臺北市北投區裕民路一路20號

清心福全-頭份文化店 苗栗縣頭份鎮文化街231號1樓

慶豐資訊有限公司34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3樓40號店鋪

清心福全-大園中正東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67號

清心福全-崑山店 臺南市永康區大仁街75號

清心福全-新莊中港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302號1樓

清心福全- 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路37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彰化一心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南路3段266號

清心福全-台中文昌店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238號1F

清心福全-彌陀店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36號

清心福全-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668號1F

清心福全-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一段40號

華西街夜市_市多利鐵板燒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68,170號攤

華西街夜市_夫妻檔 臺北市萬華區華西街夜市138,140號攤

清心福全-龜山大崗店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三路570號1樓

清心福全-大園大觀店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582號

清心福全-南投南陽店 南投縣南投市南陽路82號

清心福全-台中復興店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262號1樓

清心福全-桃園壽昌店 桃園市桃園區壽昌街20巷40號

清心福全- 桃園市平鎮區中豐路295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東區十甲路412號

清心福全- 高雄市林園區文化街112號1F

清心福全-金門店 金門縣金城鎮北門里民生路37-3號

呷尚寶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525號

西堤-台北南京東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1號2樓

西堤-台北羅斯福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79號2樓

西堤-屏東自由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95號1樓

西堤-淡水中山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8號3樓

西堤-北屯文心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5號1樓

Cloud 9 Cafe 臺北市大安區安東街57-1號

福圓號-永和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53號

藝奇-台北衡陽 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52號1樓

藝奇-台北中山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8號B1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北投梅庭 臺北市北投區中山路6號

980 easy eat醬燒麵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37號(1樓)

吃光食堂 臺中市西區公民里五廊街12號1樓

芙稻菓室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25號

Q Burger-北屯豐田店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179、1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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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博顧問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麗山街348巷28號1樓

清心福全-龜山中興店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70號1樓

ATT4FUN信義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壽路12號

Q Burger-汐止綠多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162號

虎菇婆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71號巷口

不一樣乀冰 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55號

駱駝婦人 桃園市平鎮區東豐路19巷30號

中崙市場-緣來甜心屋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3段76號2樓

義麵小舖(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文湖街65-1號

玉品軒 宜蘭縣宜蘭市復興路一段114號

清心福全-三峽大學店 新北市三峽區國際一街36號

CITYLINK松山貳號店 臺北市中山區八德路二段308號11樓之1

玉清境食茶配話-石牌店 臺北市北投區吉利街123巷20號

巴基斯垣廚房 基隆市中正區信三路25號



特店名稱 地址
瓦瓦世創意早午餐 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519號

清心福全-潭子豐興店 臺中市潭子區豐興路一段467號

85度C-宜蘭三星店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四段360號

象泰泰手工泰式奶茶店 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100號

思茶新竹新莊店 新竹市東區新莊里新莊街139號

清心福全-廣明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47巷2弄1號

清心福全-平鎮金隆店 桃園市平鎮區金陵路三段110號

清心福全-中山林森北店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53巷19號1F

清心福全- 臺中市神岡區大洲路313號1樓

清心福全- 高雄市路竹區中正路29號

清心福全- 屏東縣長治鄉香楊路42號

清心福全-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三段307號

麥吉-machi machi 西門店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62-2號1樓

清心福全-伸港信義店 彰化縣伸港鄉中山路47號

清心福全-彰化自強店 彰化縣彰化市自強路185-1號

Global Mall新北中和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號1-4樓

晴光油飯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市場-123攤

萱萱服飾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028攤位

若綺精品 臺北市中山區晴光市場-100攤

MeiMei衣舖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巷(晴光市場攤位017號)

玟昱企業有限公司420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4樓420室

士東市場_士東175永麗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175號攤位

清心福全-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3號568號

清心福全-花壇廖厝店 彰化縣花壇鄉中山路二段645號

清心福全-玉井店 臺南市玉井區中華路245號

清心福全-高雄自立店 高雄市三民區自立一路79號

成德-140本地黃牛肉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28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66修指甲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關渡知行店 臺北市北投區台北市北投區知行路299號

財源特產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84

祥祥特產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57

忠義美食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9

成德市場-96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96號

成德市場-127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27號攤位

成德-38真品食材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38號攤

85度C-中和宜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新北市中和區宜安路65號

85度C-楊梅新成店 桃園市楊梅區桃園市楊梅區新成路163.165號

85度C-四湖中正店 雲林縣四湖鄉中正路385號

85度C-台南安和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二段282號1樓

85度C-羅東北成店 宜蘭縣羅東鎮四育路79號

85度C-大里新仁店 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一段215之1號1樓

85度C-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二段679號

冰品店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臨時賣店區25

薛丁格的貓 臺北市中山區大直街63號

和宸中西式早餐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465號



特店名稱 地址
靖式玩咖 基隆市七堵區永富路81號1樓

蛋包雞 臺中市北區尊賢街7號

玉津咖啡竹南店 苗栗縣竹南鎮延平路112號1樓

米卡鮮乳飲 嘉義市西區民族路776號一樓

CoCo都可-台中逢甲 臺中市西屯區鵬程里文華路１００號

85度C-埔心文化店 桃園市楊梅區文化街259號1樓

清心福全-六龜寶來店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里中正路80號

任家焗烤海鮮 臺北市士林區大南路42號1樓

達日好胖卡行銷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504巷13號1樓

清心福全-台東更生店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286號

奧利-竹北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三路82號

芒果咖秋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

無老鍋-市民店2F 臺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三段143號2樓

初韻好韻茶-三重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67號

清心福全-中壢青埔站前西店 桃園市中壢區青埔四街91號

CoCo都可-板橋合宜店 新北市板橋區合宜路81號

85度C-埔里中山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224號

85度C-彰化二林店 彰化縣二林鎮大成路一段537號

85度C-彰化埔心店 彰化縣埔心鄉東門村中正路一段296號

85度C-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6段120號

85度C-花蓮林森店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12號

清心福全-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一段442號

延三夜市-橋頭壽司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9-1號

85度C-高雄覺民店 高雄市三民區覺民路510號1樓

Q Burger-萬華青年 臺北市萬華區青年路140號1樓

85度C-潭子中山店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一段298-21號1樓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花蓮縣瑞穗鄉溫泉路2段368號

新光影城桃園影城館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107號

圓味壽司-台中工學店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34號

山泰影音科技行571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571室

小天使麵飯館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172號

延三夜市-新營人牛肉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80號

星喬數位有限公司486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4樓86號

正好停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46號3樓

清心福全-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23號1樓

GS飾品館 桃園市龍潭區菱潭街5號

河映咖啡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302號1樓

銘傳川壽司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45號(1樓)

森林小徑-大墩店 臺中市西屯區大容西街53號

Te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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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豬肉小籠包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76之1號

老麵酵匠包子饅頭舖 新竹縣竹北市國盛街231號1樓

阿貴小籠包專賣店 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一段311號

秋錦居酒屋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51巷15之1號

鮮茶道-高雄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保定里仁愛路2段163號1樓

想肉 臺中市西屯區河南路2段469號



特店名稱 地址
GO GO GEESAA 臺北市內湖區行忠路60號4樓

清水茶香 三重文化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138號(1樓)

85度C-楊梅中山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2段89號、91號

巧采創意坊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B1第110店鋪

Q Burger-松山民生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四段103號1樓

鮮茶道-南投彰南店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一段1112號

鮮茶道-小港平治店 高雄市小港區平治街92號

鮮茶道-彌陀中正店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139號

成德市場-5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鮮茶道-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98號

鮮茶道-番路菜公店 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菜公店50號

花博農民市集-吳秀貞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四海遊龍-大安店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 段201號

鮮茶道-九如東寧店 屏東縣九如鄉東寧村東寧路184號

鮮茶道-屏東佳冬店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村佳昌路127號

清心福全-羅東中正南店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南路133號

鮮茶道-苗栗中苗店 苗栗縣苗栗市青苗里中山路596號

鮮茶道-里港三和店 屏東縣里港鄉三廍村三和路101-1號

鮮自然-仁德中二門市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1113號

鮮自然-崇明門市 臺南市東區崇明路172號

鮮自然-安中門市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一段882號

TEA-TOP北港媽祖店 雲林縣北港鎮中山路153號

TEA-TOP朴子長庚店 嘉義縣朴子市大葛里23鄰朴子七路226號

賀滋行485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4樓85號店鋪

85度C-宜蘭中山店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5段135號1樓

宏嘉行357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3樓357室

85度C-花蓮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551號

85度C-台中漢口店 臺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二段219號

85度C-竹東中豐店 新竹縣竹東鎮中豐路二段21號

85度C-台南北安店 臺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二段660號

Q Burger-汐止金龍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206號

大直市場-明發蔬菜D12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D12攤位

大直市場-黃瓊玉J25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J25攤位

 chef 78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1樓

85度C-頭份建國店 苗栗縣頭份鎮建國路66-2、3、5號1樓

鐘師傅足體保健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2樓

黨贏電腦科技有限公司561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61室

85度C-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76號

85度C-新竹東大店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三段684號一樓

春芳號-忠孝新生店 臺北市中正區八德路1段82巷12號1樓

Mr.Wish-西螺店 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163號

乾杯(股)公司-新竹門市 新竹縣竹北市十興里光明六路東一段265號

中崙市場-阿娘ㄟ手工水餃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

中崙市場-玲玲肉舖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85度C-桃園八德店 桃園市八德區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796號

TEA-TOP中和環球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01號



特店名稱 地址
TEA-TOP台中中清店 臺中市北屯區后庄里中清路二段1096號1樓

TEA-TOP大甲蔣公店 臺中市大甲區蔣公路208號1樓

TEA-TOP大雅永和店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里永和路１３０之１０號１樓

中崙市場-齊媽媽雞湯麵牛肉麵 臺北市松山區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晨之坊早餐店 基隆市仁愛區愛五路8之1號1樓

TEA-TOP彰化田中店 彰化縣田中鎮中州路一段224號

TEA-TOP台中西屯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55巷2號

中崙市場-黃家古早味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中崙市場-烏丼食堂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中崙市場-金一打和風洋食屋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

85度C-台中昌平店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54號

清心福全-台南六甲店 臺南市六甲區中山路15號

清心福全-埔里忠孝店 南投縣埔里鎮忠孝路182號

清心福全-歐洲店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218號

清心福全-新莊化成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488之3號1樓

清心福全-鹽行店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路505號

清心福全- 高雄市前金區七賢二路158-1號

鱔魚炒麵_梧州街夜市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前

清心福全-壽豐中山店 花蓮縣壽豐鄉中山路二段218號

清心福全-三重文化北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100號1樓

清心福全-和美彰美店 彰化縣和美鎮彰美路六段101號

清心福全-台北東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146號

清心福全-鎮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145-1號

清心福全-精武店 臺中市北區精武路226號

清心福全-蘆洲永樂店 新北市蘆洲區永樂街43之1號1樓

清心福全-板橋裕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裕民街102號

清心福全-中山德惠店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423號

清心福全-金門山外店 金門縣金湖鎮黃海路9號

清心福全-豐原站前店 臺中市豐原區三民路90號1樓

清心福全-新豐新市店 新竹縣新豐鄉新市路57號

清心福全-南港經貿店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54號1樓

清心福全-台中大鵬店 臺中市北屯區大鵬路62號1樓

台西玉津烘焙坊 雲林縣臺西鄉民族路1號

大盜陳茶飲雙連店 臺北市大同區民生西路72號1樓

boven雜誌圖書館 臺北市大安區光武里復興南路１段１０７巷５弄１８號地下

Q Burger-桃園迴龍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１段312號1F

Q Burger-桃園大豐店 桃園市桃園區雲林里大豐路96號

家樓下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323巷4弄2號

禾豐自助餐_ 新竹市香山區元培街306號

清心福全-新港奉天店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123號

通化街脆皮甜甜圈/甜不辣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72號

迎茶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430號

文湯武醬-松山光復城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1巷54號

春陽茶事-台北南港店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路1段157號

春陽茶事-台北雙連店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11號

清心福全-二林中山店 彰化縣二林鎮西平里中山路139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後龍三民店 苗栗縣後龍鎮三民路121號

清心福全-名間南雅店 南投縣名間鄉南雅街84號

源平溪豆花大王(新店店) 新北市新店區寶慶街73號2樓

春陽茶事-屏東廣東店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425-2號

嘉新大藥局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里華勝路180號1樓

同心圓水晶紅豆餅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66之1號1樓

清心福全-高雄光華店 高雄市苓雅區光華二路432號

大呼過癮南港昆陽店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91號

麥町吐司工房-新莊中原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185之1號

清心福全-潭子大新店 臺中市潭子區大新路88號

炒麵一姐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路15號9號攤

清心福全-站前店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18號

川霸子麻辣燙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街42號1樓

歐兜賣雞蛋糕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7號

清心福全-士林劍潭店 臺北市士林區基河路122號

TEA-TOP大甲鎮瀾店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里鎮瀾街１５５號一樓

FOR ALL COFFEE 臺北市南港區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52巷1號1樓

無老鍋-公益店1F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4號

鼎王麻辣鍋-富國店1F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91號

鼎王麻辣鍋-南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96.298號

鼎王麻辣鍋-成都店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152號2樓及成都路1號2樓

法布甜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路979號

韓昭園 高雄市前金區新田路301號

聚叁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30號

鮮自然-永康大仁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大仁街18號

將將米糕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11號1樓

Q Burger-三重頂崁 新北市三重區頂崁街188號

Q Burger-南崁忠孝西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6號一樓

全虹鹽酥雞 基隆市中正區祥豐街841號

老賴茶棧-板橋莒光店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7號1樓

鮮自然-安順門市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五段25號

緯大雞排信義店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47號1樓

天神屋台 臺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9號

百菇莊 臺中市新社區協中街2-1號1樓

福井西點麵包坊 臺中市北區陜西路37號

薪創數位 臺北市中正區臨沂街3巷33號1樓

美琪蒙古烤肉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20號5樓(美麗華百樂園本館)

滋養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1段247號

木村屋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66巷10號

滬上雞庄-樂業店 臺北市大安區樂業街106號

一隅-居酒屋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20號1樓

七年級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27號之1

菓菓廚房cafe 臺北市萬華區萬壽里漢口街２段３４巷６號

春陽茶事-台中美村店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81號

芋頭王子 芋頭西米露專門店 新北市三重區文化北路51-3號

清心福全-北屯東山店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東山路一段220之15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歸仁中正店 臺南市歸仁區新厝里中正一街65號

清心福全-霧峰樹仁店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56號

清心福全-中壢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84號

清心福全-忠孝sogo店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31巷2號

清心福全-新莊富國店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76號

清心福全-樹林鎮前店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62號1樓

圍裙咖啡café apron 臺北市松山區新中街6巷2號1樓

一之軒科技大樓店 臺北市大安區羣賢里復興南路二段２０１號１樓

富錦樹咖啡 臺北市松山區富錦街353號1樓

清心福全-羅東站前店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69號

TEA -TOP台中北屯店 臺中市北區錦祥里北屯路14之8號1樓

清心福全-蘆竹中山店 桃園市蘆竹區中山路85-1號

鳳涎居雞膳食坊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317號

沐果咖啡店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47號

六點盅養生煲湯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310號1樓

奇米多拉雞蛋仔 新北市鶯歌區大湖路112號

公館食堂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52巷16弄17號

蜜谷冰品 宜蘭縣宜蘭市農權路223號

南門市場-徐家點心 臺北市大安區杭州南路二段55號(攤位B64)

叻沙Queen南洋風味館 新北市中和區民有街14號

翊芳小館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里北新路182巷41弄6號

圓砌升降鍋物 雲林縣斗六市社口里社口街261號

中崙市場-藍星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2樓

林家當歸鴨麵飯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6號

min nie coffee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96巷11號

好韻茗茶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78號前路邊

萃茶風-永和頂溪店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31號1樓

新丼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722號

清心福全-台南北安店 臺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三段149號

伴百精緻簡餐咖啡館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227巷3弄22-1號1樓

識好茶安和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四段26號

小蘋果早午餐 新北市樹林區學林路77號

寧夏夜市_美華現煮海鮮麵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051攤

CoCo都可-新竹北埔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村7鄰南興街152號1樓

清心福全-豐原中山店 臺中市豐原區中山路458-2號

花采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231巷11號1樓

HOU TOAST and COFFEE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2段122-23號1樓

石橋山莊 雲林縣古坑鄉樟湖村石橋1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社台中市軍人服務站 臺中市東區干城里南京路１２７號

東來寶不老鮮雞湯 嘉義市東區北門里興中街１９８號一樓

雙醬咖哩-板橋仁愛店 新北市板橋區仁愛路24號1樓

清心福全-中壢復華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622號

清心福全-田尾中山店 彰化縣田尾鄉溪畔村中山路2段509號

清心福全-北斗中華2店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46號

清心福全-高雄華榮店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331-1號

清心福全-安順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1段214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松山民生東店 臺北市中山區遼寧街43號

鮮茶道-學甲濟生店 臺南市學甲區濟生路113號

呈香涮涮鍋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42號

Tea's原味-民雄農工店 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鴨母坔2-43號

Burger Su Veggie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110號1樓

初韻好韻茶-台北站前店 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1-2號

初韻好韻茶-基隆廟口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321號

清心福全-觀音忠孝店 桃園市觀音區忠孝路705號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三段285之5號

東麥局 花蓮縣花蓮市民治里東大門夜市福町夜市A34攤位

花樣冰城 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軍功路一段395號1樓

薩克廚房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神農路93號

TEA-TOP水里民生店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251號1樓

收藏天地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1段50-1號地下街第二區14-4號

CoCo都可-林森 新竹市東區福德里林森路152號

鮮茶道-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332號1樓

老上海茶餐廳 嘉義市西區福安里北港路319號1樓

兩披索靚鍋花蓮中山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355號1樓

龍涎居雞膳食坊-三重三和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二段140號

鮮茶道-嘉義竹崎店 嘉義縣竹崎鄉和平村坑仔坪147號

Nini愛吃雞蛋糕 基隆市中山區中山二路36巷5號

四海遊龍-埔心店 桃園市楊梅區四維路216號

鮮茶道-新竹育賢店 新竹市東區光鎮里南大路581之1號

鮮茶道-花蓮中華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5號

Q Burger-台中華美 臺中市西區華美街49號

圓味壽司-台中遊園南店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03號

85度C-台中興大店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04號

85度C-嘉義大林店 嘉義縣大林鎮西林里中山路237號1F

CoCo都可-基隆武崙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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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廣福店 臺中市西屯區廣福里廣福路351號

鮮茶道-台東中正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正路329號1樓

醋頭家-新營民權店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里民權路52之1號1樓 

鮮茶道-斗南車站店 雲林縣斗南鎮南昌里中山路96號1樓

晋好食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2巷6號

85度C-台中美村店 臺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184號

鮮茶道-台中逢甲店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0-6號

鮮茶道-宜蘭冬山店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17號

彼得好咖啡-信義安和店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21弄2號1樓

Q Burger-台中忠明 臺中市西區博館路277號1樓

九點零一分. Brunch 臺北市中山區中原街91號

思茶竹北勝利 新竹市東區莊敬三路90號

FiFi Natural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4巷246號

茗茶香-寶興店 臺北市萬華區寶興街87號

清心福全-台中五權店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284號

朝食X夕食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一段77號1樓

牛旋風厚切牛排-中和中興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興街15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沙鹿中興店 臺中市沙鹿區向上路七段18號1F

清心福全-干城店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14號1F

清心福全-馬光店 雲林縣土庫鎮馬光路70號

Maya Resto Cafe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46巷1號1樓

七里香中正店 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１鄰中正路１７７號

提娜多咖啡店 嘉義市東區東興里公明路１６７號一樓

黑霸牛肉麵-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一段251號

話蒔 wazz flora 高雄市前鎮區崑明街78號

水姐中越美食 臺北市內湖區東湖路43巷18號

品御手工蛋捲 嘉義縣水上鄉柳林村9鄰柳子林50之172號

鮮茶道-永康永明店 臺南市永康區永華路509號1樓

合記東山鴨頭 臺南市東山區東中里中興路24號1樓

四季吃沙拉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199號

小時候麵包工作室 嘉義市東區林森東路364巷15弄82號1樓

鮮茶道-水上中興店 嘉義縣水上鄉水頭村中興路402號

鮮茶道-朴子山通店 嘉義縣朴子市中正里6鄰山通路126號

鮮茶道-麥寮中興店 雲林縣麥寮鄉麥津村中興路66號

鮮茶道-高樹南興店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村南興路74之1號

鮮茶道-屏東竹田店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中正路153號

鮮茶道-屏東大武店 屏東縣屏東市大武路97號

鮮茶道-嘉義民權店 嘉義市東區中山里民權路175號1樓

鮮茶道-台南東寧南紡店 臺南市東區東寧路484號

成德市場-3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中和興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二段47號

鮮茶道-蘆竹忠孝西店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號

鮮茶道-屏東內埔店 屏東縣內埔鄉光明路260號1樓

鮮茶道-西螺建興店 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建興路204號

全紅古早味紅茶-燕巢店 高雄市燕巢區中民路698之1號1樓

圓味壽司-台中西屯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三段166之17號

Q Burger-泰山泰高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1段433號

清心福全-基隆仁四店 基隆市仁愛區仁四路58號1樓

鮮茶道-中壢中園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53號1樓

清心福全-台東正氣店 臺東縣臺東市正氣路483號

清心福全-龍井中央二店 臺中市龍井區沙田路四段590號1F

清心福全-淡水水源店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二段64號

鮮茶道-嘉義大埔美店 嘉義縣大林鎮過溪572號

鮮茶道-蘇澳店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20號

鮮茶道-新莊新豐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豐街'2-1號1樓

何方海南雞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里八德路3段12巷4弄3-1號

清心福全-淡水沙崙店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20號

鮮茶道-仁德嘉藥店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165-2號

鮮茶道-板橋華興店 新北市板橋區華興街61號1樓

茶太陽-斗六中正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正路38號

四海遊龍-鮮天下師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5巷6號

四海遊龍-內科店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7號

鮮茶道-嘉義宣信店 嘉義市東區宣信里興業二村22-1號



特店名稱 地址
鮮茶道-佳里光復店 臺南市佳里區光復路355號1樓

清心福全-花蓮新港店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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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福全-蘆竹南山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三段273號

鮮茶道-台南新孝店 臺南市南區新孝路8號1樓

鮮茶道-恆春省北店 屏東縣恆春鎮中正路235-1號

TEA-TOP豐原豐南店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豐南街154號1樓

鮮茶道-頭份中正店 苗栗縣頭份鎮自強里中正路155號1樓

鮮自然-崇德門市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1051號

鮮自然-郡安門市 臺南市安南區安和路一段148號

TEA-TOP溪湖二溪店 彰化縣溪湖鎮光華里二溪路1段88號1樓

中崙市場-阿芬本港海魚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

中崙市場-青山水果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

乾杯(股)公司-南西門市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5巷2-1號

乾杯(股)公司-台中市政門市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209號.211號1樓

乾杯(股)公司-麻辣45台南府城店 臺南市中西區和意路5號

呈信傳統鵝肉店 新北市中和區興南路一段50號

鼎王麻辣鍋-七賢店1F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16號1樓

鼎王麻辣鍋-光復店1F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87.89.91號1樓

初韻好韻茶-台北永吉店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95號

千千燒煎餃-員林店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53號之3

Momosan/鼎A9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大直市場)D16攤位/A09攤位

Moon Room手作甜點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海濱街31號1樓

馬二姐眷村食堂 臺中市西區健行路1049號3樓

子龍點鴨 臺南市中西區正興街74號

癮茶房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121號1樓

收藏天地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68號

鮮茶道-三重福隆店 新北市三重區福隆路36號1樓

茶朵兒-龍潭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275號

瑞典國寶食品行 臺中市西區篤行路191號1樓

清心福全-大安師大店 臺北市大安區師大路108號

阿聰師的糕餅主意 臺中市大安區興安路168號

茶涎南港店 臺北市南港區興華路111號1樓

清心福全-大雅學府店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162號

清心福全-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2-49號

清心福全-新竹東大店 新竹市北區東大路四段216號

清心福全-新豐建興店 新竹縣新豐鄉建興路一段143號

清心福全-新竹北大店 新竹市北區中山路213號1F

清心福全- 桃園市龜山區中興路39號1樓

清心福全-土城清水店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168號

儂萊流行館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巷4號之52(晴光市場攤位052號)

今流行皮鞋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2巷18號1樓

良晨吉司碳烤吐司專賣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114號1樓

85度C-北投育仁店 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一段98號

延三夜市-台南鱔魚意麵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59號

清心福全-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618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士林辛亥店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四段247號

童師傅修鞋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10號之6

成德-025ㄚ鳳工作室-修改衣服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2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135菊地本地黑豬肉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33阿惠新鮮果菜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燦榮企業社575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5樓74號店鋪

呷尚宝上楓店 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民生路四段92號1樓

梨泰院  韓式湯飯  韓風多國料理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1段56巷1弄65號1樓

Q Burger-信義松仁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27號1樓

丸黑鮮魚行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94號攤)

鮮茶道-彰化大埔店 彰化縣彰化市大埔路598號

春芳號-中壢龍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龍東路146號

85度C-五股成洲店 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三段437號1樓

秦味館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8巷2號1樓

菜菜惠的菜攤子 臺中市東區進化路230號(第27號攤)

清心福全-鳳山文衡店 高雄市岡山區文衡路157號

亞洛美精靈國度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三路156巷59號

inline-塩選燒肉-公益店1F_線上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248號

Gumgum Green Garden Good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8號B1

父母 臺北市中山區興安街103號

上海故事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01-1號

OakTown burger grill 美式加州風漢堡 臺中市西區中興一巷10號樓G戶2FG戶

時昉微傾人文咖啡烘焙紀實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234號1樓

過港義大利麵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路86號1樓

Q Burger-蘆洲中山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79號1樓

鮮自然-華平門市 臺南市安平區華平路487號

貝芙多納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1鄰2號附9

滿溢手工麵線小吃店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306號1樓

樂樂媽咪手作廚房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4段300巷4號

愛麗絲來找茶 新北市中和區華新街110號1樓

豐一資訊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60號1樓

華府火堝 新北市三重區過圳街15號1樓

哈啾點心屋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136號1樓

傳香坊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63號(1樓)

鮮自然-永康中山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中山路200號

Q Burger-南崁南竹 桃園市蘆竹區南竹路一段74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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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Burger-台中工業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38路19號

55pot精緻鍋物 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55號1樓

厚哩咖在 新北市蘆洲區光華路186巷38號

美加茶園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19號

十八號食堂 花蓮縣花蓮市建林街18號1樓

統元豆花中央公園店 臺中市西屯區逢大路1號

威利與查理手作烘培 臺中市北屯區北京里6鄰北屯路141號

鮮自然-北成門市 臺南市北區北成路436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巴部屋工房 臺中市南區建成路1824號

鮮自然-富農門市 臺南市東區富農街一段202號

鮮自然-善化中山門市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343-2號

参家壹便當 臺中市北區崇德里榮華街１９９號旁（Ａ６）

泮咖啡 高雄市左營區蓮潭路400號南側

ZERO 臺北市內湖區港墘路159號

菜頭滷(安樂市場) 基隆市安樂區樂一路22號(安樂市場)

茶朵ㄦ總店 桃園市楊梅區信義街193號

FD健身飲食-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原路109號

孫豪記手工水餃 臺北市文山區秀明路1段90號1樓

Q Burger-三重菜寮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三段93號1樓

稻味本舖2號店(濁水好田米) 新北市土城區福祥街73號

禾壤餐酒館 臺中市南屯區精誠路472號

宏紀土產黃牛肉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13攤位

2 YUM CAFE圖漾咖啡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六街221號

岐也紅茶-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419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臺南營業處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CozyLife 舒適生活 臺中市龍井區東海里藝術街23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竹南啤酒廠 苗栗縣竹南鎮和興路345號

inline-添好運-台北信義店_線上 臺北市信義區松高路12號B2

inline-添好運-桃園台茂店_線上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112號1F

廣州街夜市-小林通訊配件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116攤位

清心福全-桃園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440號

清心福全-龍潭聖亭店 桃園市龍潭區聖亭路八德段638-1號

清心福全-三重集美店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36號1樓

九日咖啡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13號

頑伴SnackBar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52巷8號

AOZA熬咋 臺中市西區中興街81號

Q Burger-台南崇德 臺南市東區崇德路787號

55杜姑姑的店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成德市場-11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50成德青菜水果攤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50號攤位

85度C-台北泰山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3段165號

成德市場-39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39號攤

97溫州大餛飩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97號

75乙嘉糧食行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75號攤位

成德市場-148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48號攤位

成德-107林記麻醬麵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107攤位

龍城市場-金山豆花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90巷39號(龍城市場108攤)

清心福全-屏東勝利店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196-3號

85度C-基隆東信店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316號

成德市場-27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市場27號攤位

成德市場-40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85度C-台中高工店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399號

85度C-斗六莊敬店 雲林縣斗六市莊敬路27號

85度C-高雄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903號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永康南科店 臺南市永康區中正北路58號

85度C-台北和平東店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342號

中崙市場-台南美食鍋貼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TEA-TOP台中逢甲店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232號

85度C-陽明轉運店 宜蘭縣宜蘭市校舍路137號1樓

TEA-TOP台中精誠店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75號

TEA-TOP社頭員集店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302號

鮮茶道-岡山本洲店 高雄市鳳山區岡山北路66號

鮮茶道-楠梓右昌店 高雄市楠梓區軍校路917號1樓

鮮茶道-赤山文衡店 高雄市鳳山區文衡路190號

中崙市場-元味素食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夠咖啡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6號1樓

鮮茶道-燕巢鳳旗店 高雄市燕巢區鳳旗路127-4號

TEA-TOP南投集集店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91號

中崙市場-麻豆阿美碗粿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1樓(中崙市場)18號攤位

芙琳卡 基隆市仁愛區仁四路22-1號

清心福全-外埔甲后店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5段57號

清心福全-文山景文店 臺北市文山區景行里景文街129號

清心福全-板橋松柏店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4號

清心福全-中美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151號

達輝藝品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53

富貴平安(藝品)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69

佳欣藝品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83

明貴特產行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臨時賣店區97

85度C-台北汀州店 臺北市中正區同安街57號

85度C-宜蘭新月店 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二段113號

85度C-大園中山店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南路1號1F

85度C-花蓮太昌店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20、22號

85度C-高雄茄萣店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381號

85度C-南科聯研店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路303之5號

墾丁天鵝湖湖畔別墅飯店 屏東縣恆春鎮南灣路500號

延三夜市-牛爺爺生炒沙茶牛肉店 臺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三段121號

85度C-苗栗府東店 苗栗縣苗栗市府東路91號

85度C-集集站前店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80號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1號7樓 

香草洋食館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圓味壽司-彰化溪湖店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三段331號

85度C-迴龍龍華店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302號

85度C-南投中興店 南投縣南投市瑩北里中學西路42-1號

鮮茶道-中興大學店 臺中市南區積善里學府路10號1樓

鮮茶道-新竹清大店 新竹市東區軍功里光復路二段440號一樓

自在軒茶飲-裕農總店 臺南市東區富強里裕農路322號1樓

Q Burger-板橋大仁 新北市板橋區大仁街26號1樓

Q Burger-土城學成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47號

安農白宮 宜蘭縣冬山鄉安農六路50號

Q Burger-蘆洲信義 新北市蘆洲區信義路245號



特店名稱 地址
Q Burger-台中大連 臺中市北屯區平陽里大連路２段63、65號

圓味壽司-台中太平中山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137號

Q Burger-竹北博愛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街191、193號

四海遊龍-永中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563號1樓

85度C-東港中正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正路一段306號

四海遊龍-景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31號

老山東牛肉麵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452號

鮮茶道-虎尾科大店 雲林縣虎尾鎮西安里中正路312號

鮮茶道-前鎮鎮興店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230號

Q Burger-林口國小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156之1號1樓

杏福紅樓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巷7號

麥味登廣榛店 高雄市前鎮區廣東三街184號

蟬吃茶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30號1F

南北雞鴨店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22號(松江市場)37攤位/22攤

路邊烤肉 宜蘭縣羅東鎮浮崙巷49號

原燒-高雄中山 高雄市苓雅區中山二路410號1樓

阿嬤咖啡屋-藝文店 桃園市桃園區莊敬路二段49號1樓、2樓

聚鍋-台中中科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68號2樓

沐越-台北中山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68號2樓

夏慕尼-高雄五福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9號1樓

夏慕尼-台南公園南 臺南市北區公園南路379號

夏慕尼-台北南昌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112號2樓

夏慕尼-台北內湖 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一段150巷25號2樓

兜著走茶飲店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35號

德克士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二段122-23號

阿嬤咖啡屋-自強店 桃園市桃園區自強路48號

享鴨-縣民大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號

OKLM 臺中市西區精誠三街23號

理解咖啡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路270號

義大利米蘭手工窯烤披薩 臺北市中山區四平街55號2樓

鮮自然-小東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小東路627號

約翰紅茶-台北信義店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23號

四海豆漿大王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384號1樓

黑沃咖啡 臺中市南區永興里高工路371號2樓

85度C-台東更生店 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735號1樓

慧穎菇菇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56號攤)

一個TEA&TOPOKKI 桃園市中壢區忠孝路246巷29弄60號1樓

屋馬園邸店 臺中市西區模範街３７,３９號及公益路１１１號

屋馬崇德店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369號

屋馬中港店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300號

山男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60巷34號1樓

燒瓶子。大肆の鍋 彰化縣彰化市四維路69巷26號

鮮茶道-鹽行中正店 臺南市永康區鹽行里中正路549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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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Burger-桃園春日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245號

第一鍋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130號



特店名稱 地址
85度C-平鎮民族店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239號

謝謝珍珠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690號

米麗廚房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08巷41號

蘭大媽複合式餐飲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二街650號

屋馬中友店 臺中市北區育才北路69號1樓

佳和牛麵店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5段218巷20號1樓

麥味登台中向上店 臺中市西區向上南路一段127號

Flow CAFE 基隆市仁愛區忠二路68號2樓

TEA-TOP台中大智店 臺中市東區大智路63-2號

麥町吐司工房-蘆洲中山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165號

小三元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

九個太陽 臺中市中區台灣大道一段176號1樓

銘香肉脯行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500號B224攤位

秋今醉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121之29號1樓

程家台南意麵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107巷43號

吉仕堡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220巷2號

85度C-豐原中正店 臺中市豐原區中正路731號

圓味壽司-台中學士店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59號

圓味壽司-台中昌平店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444號

新光影城台中館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301號13-14樓

圓味壽司-高雄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慶豐街16號

譜宸資訊有限公司588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3段8號5樓(88、89室)

人蔘雞湯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49號

凱西花坊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33巷16之1號

In專業包膜312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

85度C-嘉義竹崎店 嘉義縣竹崎鄉和平村田寮64號

85度C-苗栗通霄店 苗栗縣通霄鎮中山路223號

85度C-台北京華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202號

85度C-龍潭龍平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豐路590號1樓

85度C-太平坪林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3號

大直市場-宏富蔬果D06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D06攤位

大直市場-許冬梅J14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J14攤位

85度C-三重中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73號1樓

龍香握飯糰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116巷1-1號

翰林茶棧-高鐵左營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105號

小約翰手工薄餅披薩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2樓(西湖市場)79攤

潮味決湯滷專門店-南港研究院分社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一段70號

繼光臭豆腐 臺中市中區繼光街140號

拉克薩火鍋 臺中市北區六合里五權路172號

大佳燒餅豆漿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12巷5弄16號1樓

拾邑手作料理 屏東縣屏東市協和路24號

耿記涵館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790-1號1樓

鳳翔服飾 臺中市后里區甲后路473巷2-12號(后里第三公有市場)

橘色涮涮屋_線上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29-2號1樓及29之3號1樓

山男_線上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60巷34號1樓

inline-無老鍋-公益店1F_線上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4號



特店名稱 地址
inline-無老鍋-新生店_線上 臺北市中正區新生南路一段124號

極品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53巷1之1號

拼圖食庫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三路281號1.2樓

inline-添好運-HOYII北車站店_線上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36號1樓

愛威鐵盒餅乾 臺中市外埔區甲后路五段140號

李家傳統嫩豆花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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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鮮魚行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66、167號攤)

鮮茶道-嘉義灣橋店 嘉義縣竹崎鄉灣橋村灣橋306號

午食日式燒烤輕食 臺中市東勢區三民街88號(第81號攤)

麥味登內壢成章店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四街103號

鮮饌小館熗鍋麵 臺中市東勢區三民街88號(第77號攤)

麥味登觀音建國店 桃園市觀音區建國路172號

麥味登善化大同店 臺南市善化區東關里大同路368號1樓

麥味登信義福德店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街246號

春芳號-台北莊敬店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71號1F

Hoga廚具 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22鄰大墩十一街66號

橘色_線上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135號

master炸雞 基隆市仁愛區南榮路203號

inline-飪室咖哩公正店_線上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149巷19號1.2樓

秦味館_線上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8巷2號1樓

inline-鼎王麻辣鍋-公益店_線上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42號

85度C-中壢中央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70號

85度C-岡山仁壽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332號

85度C-苗栗公館店 苗栗縣公館鄉大同路243號

85度C-善化中山店 臺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17號

85度C-湖口中華店 新竹縣湖口鄉中華路24號

找碴FIND TEA 屏東縣里港鄉中山路91號

小米廚房 新北市三重區過圳街20號1樓

識好茶民權店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段165號

識好茶怡平店 臺南市安平區怡平路55號

SWEET 16 PATISSERIE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東路16號

Q Burger-竹北三民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318號

中崙市場-中崙蚵仔煎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

香帥蛋糕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96號

崁頭山咖啡館 臺南市東山區南勢里14號2樓

清心福全-林口工六店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10號

鮮茶道-霧峰樹仁店 臺中市霧峰區樹仁路56號

轉角碳烤雞排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192號

春陽茶事-三民鼎中店 高雄市三民區鼎中路３７２號

美利河永和福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90號

Sugar Miss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4號1樓

Naked Bistro_線上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40巷49號1樓

洛德城堡公館運動中心 臺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160巷巷底

歐特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二段99號5樓

好出雞排 臺中市南區樹德里德富路66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66超商 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424巷156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酒廠 臺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二八路2號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無名小店 桃園市中壢區普忠里大仁四街58號

inline-添好運-台中勤美店_線上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68號

崑仕熟成牛排餐廳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27號1樓

麥味登振平店 桃園市平鎮區振平街98號1樓

麥味登台中新社店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里興安路9號

小麥早餐 基隆市安樂區武隆街146號1樓

初韻好韻茶-台北內湖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33號

鮮自然-永康文化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西灣里文化路121號

hot 7-台北長安東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78之2號1樓

hot 7-蘆洲家樂福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街282號4樓

陶板屋-台中台灣大道 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406號2樓

陶板屋-桃園三民 桃園市桃園區三民路三段284號

佛羅倫斯義法料理 臺中市龍井區東海里藝術街38巷14號

陶板屋-豐原向陽 臺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30號B1

陶板屋-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158號

陶板屋-台南勝利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118號2樓

陶板屋-基隆信一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12樓

品田-大里德芳南 臺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208號

幕後便當 臺中市西區昇平里忠明南路327號1樓

西堤-中壢中山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01號2樓

西堤-彰化四維 彰化縣彰化市四維路69巷68號

西堤-安平家樂福 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16號

西堤-員林大潤發 彰化縣埔心鄉瓦南村中山路319號1樓

就是漢堡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72號1樓

Ombre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30之1號2樓

春陽茶事-左營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430號

清心福全-鹿港彰頂店 彰化縣鹿港鎮彰頂路327號

清心福全-桃園大興店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路191號

清心福全-蘆竹中正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296號

春陽茶事-桃園中正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536號1樓

清心福全-三峽中山店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163號

春陽茶事-中壢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146號1樓

Q Burger-中壢中北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北路22號1樓

清心福全-斗苑東店 彰化縣埤頭鄉斗苑東路78號

清心福全-安中店 臺南市安南區安中路4段32號

清心福全-大里大明店 臺中市大里區大明路288號

清心福全-三重中華店 新北市三重區中華路71號

清心福全-中和橋和店 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105號

清心福全-永和樂華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一段149號

清心福全-吉安中正店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一段104號

CoCo都可-康寧店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165巷6號1樓

家哩咖哩 高雄市苓雅區興中二路37號

清心福全-領航新生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三段803號



特店名稱 地址
cafecar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6巷10號

麥味登板橋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157號

Q Burger-土城員林 新北市土城區員林街10之2號

阿龍杏仁茶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里小東路583號1樓

麥味登中和泉日青店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89巷7-2號

中國醫藥大學 臺中市北屯區經貿路一段100號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北市文山區萬和街6號4樓

九日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88號

298 Nikuya 燒肉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407巷1號

胖老闆早午餐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50之2號1樓

弘爺漢堡(新陽店) 臺中市東區樂業路196號

原燒-新店民權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6號2樓

王品-台南健康 臺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24號

聚鍋-台北南昌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2段216號2樓

21工房 臺北市大同區酒泉街10巷25號

夏慕尼-台北忠孝東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33號2樓

雅典娜咖啡.空間.桌遊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56巷20弄4號1樓

清心福全-八德廣福二店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318號

芝士簡餐咖啡館 基隆市仁愛區愛六路13號1F

清心福全-蘆洲光榮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315號1樓

清心福全-台中大坑口店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139號1樓

清心福全-大同民權西店 臺北市大同區民權西路104號1樓

清心福全-新莊中正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891-46號

好叔叔現烤甜甜圈 花蓮縣花蓮市延平街169號1樓

TEA-TOP潭子潭子店 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勝利路233號1樓

Lumii-台中東海店 臺中市龍井區台灣大道五段3巷48號

鼎王麻辣鍋-富國店2F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91號2樓

派西夫咖啡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510之7號

初韻好韻茶-板橋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60號地下一樓之18

鑫鑫美食越南料理店 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55號1樓

你好!雞蛋糕 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712號1樓

雲山水植物農場 花蓮縣壽豐鄉豐坪路二段2巷201弄88號

CoCo都可-永和得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98號1樓

宏成電腦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5樓28號舖位

鮮茶道-永康東橋店 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一路352號

和牛涮-台中文心崇德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01號1,2樓

享鴨-台中公益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252號

享鴨-台北忠孝東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28號2樓

品田-苗栗家樂福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599號

恰吉 臺中市南區德義里忠孝路8號1樓

陶板屋-板橋捷運新埔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360號2-3樓

陶板屋-大里德芳南 臺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191號2樓

陶板屋-新店北新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108號2樓

陶板屋-台北重慶南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58號2樓

品田-中原家樂福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501號

ChangeX Beer啤酒專門店 臺中市西區自治街234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TEA館-三民店 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151號1樓

皮卡丘早餐店 基隆市中山區文化路193號

陳氏朝食日式飯糰 臺中市北屯區九龍街87號騎樓攤販

初韻好韻茶-太平樹孝店 臺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96號

8號極品海鮮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大直市場)B08攤位

85度C-觀音草漯店 桃園市大園區大觀路一段562號

台灣士東好吃雞肉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00號(士東市場)114攤位

Les africot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1巷15號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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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嘉義酒廠 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中山路3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酒廠 花蓮縣花蓮市美工路6號

inline-添好運-中和環球店_線上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號B2

河馬老爹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75號

識好茶新化店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326號

辣炒年糕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夜市113號攤

順哥精品服飾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夜市73號攤位

醋頭家True Boss 臺中市豐原區下街里三民路213號

HowTea好堤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385號

川味撈麵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347號

小倉屋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80巷27號

新豐肉店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458巷41弄3號(大直市場)A01攤位

嗨糖Hi Sugar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西路12巷13弄7號

樂福廚房 臺北市南港區昆陽街157巷13號1樓

TEA-TOP台中興大店 臺中市南區南門路158號1樓

鮮茶道-桃園巨蛋店 桃園市桃園區山鶯路2號1樓

Q Burger-信義松山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65巷2號

Q Burger-中壢榮民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路166號

FLASH COFFEE-捷運行天宮門市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號5樓S17室

吉利果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雙城美食一條街日42號攤)

一級棒燒烤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雙城夜市夜05攤位

FLASH COFFEE-內湖門市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413號

FLASH COFFEE-復北門市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5號

糖園複合式餐飲-成都店 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成都路226號1樓

流奶與蜜-花蓮店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里民權8街60號2樓

豪品食尚料理會館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B1台北地下街25.26號店鋪

GURU HOUSE PARK NO4公園店 新北市中和區安樂里中安街210號

小確幸牛奶雞蛋糕 高雄市左營區新中街70號

清心福全-基隆中華店 基隆市中山區中華路5巷12號

Q Burger-板橋廣和 新北市板橋區廣和街73號

涼水庫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二段70號D15

合風日式屋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78巷32號

豬豬鬆餅早午餐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465巷6號1樓

響BITE‧找餐 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二段68號1樓

一象甜品 嘉義市東區中央里中正路337號一樓

8鍋-淡大店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2巷43號

清心福全-大雅雅潭店 臺中市大雅區雅潭路四段48號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大溪埔頂店 桃園市大溪區埔頂路2段112號

寧夏夜市_王家生炒魷魚羮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054攤

Q Burger-汐止秀峰 新北市汐止區仁愛路26號

就是愛壽司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101號(清華大學小吃部就是愛壽司)

清心福全- 桃園市大園區大園里中華路13號

識好茶環河店 臺南市中西區環河街4號

清心福全-鳳山王生明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5號1F

T4清茶達人-霧峰店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891號1樓

維勝法點小舖 新北市新店區大同里1鄰大豐路8之1號

土星咖啡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75巷14-2號1樓

篤行市場-中壢站前店 桃園市中壢區建國路92號

Q Burger-信義吳興店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81巷59號

五花馬餃子館-台東中正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正里中正路249號1樓

樂味The Way早午餐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二段63.65號

8德司創意餐館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42之1號1樓

原燒-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112號1樓

王品-台北中山北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3號2樓

王品-中壢延平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52號2樓

半糖少冰中原店 桃園市中壢區大仁二街6號1樓

咕嚕早午餐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321號

夏慕尼-板橋民生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二段235號1樓

夏慕尼-高雄博愛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1號2樓

享鴨-桃園同德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73號10樓

品田-楠梓家樂福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288號

Louisa Coffee-淡水沙崙店 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路137號1樓-2樓

陶板屋-北投光明 臺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7號2樓

肉次方-西門峨眉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37號4樓

85度C-樹林保安店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號1樓

西堤-新莊新泰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03號2樓

西堤-台北復興南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52號3樓

西堤-台北重慶南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9號2樓

西堤-斗六家樂福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97號

西堤-蘆洲集賢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409號2樓

麥味登三民正興店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09號

拾貳籃 新北市板橋區松江街22號(1樓)

圓安廚-台灣創意料理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1段51之2號

好樹早午餐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二段285號

福圓號-景安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79-2號

85度C-岡山大義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義二路332號1F

墾丁壹號 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號

晴光臭豆腐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雙城夜市夜11攤位

全新味來永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81號

6:35-林口特色早午餐 新北市林口區四維路8號

九湯屋日式拉麵(台東店) 臺東縣臺東市中華路一段536號

清原芋圓-北投明德店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21號1樓

迪亞夢朵烘焙 高雄市楠梓區土庫路141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紅木屋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3段38巷31號

慶祥創意慶典百貨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255號

圓味壽司-台中精誠店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239號

吃味義大利麵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之2號1樓

鮮茶道-觀音成功店 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一段733號

清心福全-秀水彰水店 彰化縣福興鄉彰水路86號

鮮茶道-梅山中山店 嘉義縣梅山鄉中山路96號

清心福全-苗栗為公店 苗栗縣苗栗市為公路222號

清心福全-平鎮義民店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98號1F

鮮茶道-西港中山店 臺南市西港區中山路285號

清心福全-台北峨眉店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49號1樓

茶太陽-古坑中山店 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222-2號

茶太陽-斗六大崙店 雲林縣斗六市仁義路49-3號

鮮茶道-新港奉天店 嘉義縣新港鄉中山路奉天大廈4號

四海遊龍-南崁奉化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順七街26號

四海遊龍-中央大學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鮮茶道-花蓮北埔店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278號

鮮茶道-吉安慈惠店 花蓮縣吉安鄉慈惠一街'1號

85度C-埔里中正店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275-2號

四海遊龍-龍安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3段40號

十得私廚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20號2樓

鮮茶道-佳里新生店 臺南市佳里區新生路282之1號1樓

鮮茶道-台南港口店 臺南市安定區港南里港口142之9號1樓

鮮茶道-鳳山新富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466號

鮮茶道-五甲光華店 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一路158號

鮮茶道-土城延和店 新北市土城區延和路64號1樓

85度C-台中西屯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3段148-43號

墨爾本布蕾斯咖啡廳 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56巷11號

上福裕紅茶莊園 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修正巷4之2號1樓

清心福全-南屯萬和店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2段688號

清心福全-汐止樟樹店 新北市汐止區樟樹一路139巷2號

清心福全-員林靜修店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路74-6號

鮮茶道-興隆店 屏東縣潮州鎮永春里興隆路155號1樓

85度C-彰化彰基店 彰化縣彰化市旭光路331號

鮮茶道-彰化大城店 彰化縣大城鄉大城村北平路65號

CoCo都可-三重自強店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250號

鮮自然-信義永吉門市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99號

花博農民市集-御園生態畜牧場 臺北市中山區玉門街1號

鮮茶道-繁華店 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水源路55號

鮮茶道-屏東南州店 屏東縣南州鄉民生路154號

鮮茶道-桃園廈門店 桃園市桃園區廈門街130號1樓

A-bao 新北市新莊區西盛街416巷2號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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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A-TOP昌平二店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十二之三號

鮮茶道-台中忠勇店 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忠勇路109-6號

Ca'bow Pastry 臺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華山文創園區



特店名稱 地址
TEA-TOP清水中山店 臺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71號1樓

TEA-TOP日南幼獅店 臺中市大甲區黎明路３之１８號１樓

TEA-TOP台中民權店 臺中市北區淡溝里民權路３４７號１樓

TEA-TOP大肚遊園店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２段４１號１樓

豪記一碗小羊肉小吃店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16號1F之3

TEA-TOP新社高中店 臺中市新社區興安路１８之１７號１樓

雞啃工廠(通化店) 臺北市大安區通化街113號1樓

偉士貓們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86號

波西塔諾義式小館 臺中市西區忠誠街108號

58鑽咖啡 臺北市內湖區瑞湖街58號1樓

豐巢坊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6號

金蕉堂日式炸物 臺中市北區育才南街33號騎樓

85度C-中壢壢中店 桃園市中壢區三光路84號

85度C-竹圍民權店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135號

清心福全-自強三店 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126號

清心福全-五結中正店 宜蘭縣五結鄉中正路二段111號

小丁豆漿 臺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72號1樓

十味健康素食-永貞店 新北市永和區永貞路145號

鮮味珍實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太平區太平路688號

好初早餐 臺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124號

鮮自然-南紡凱旋門市 臺南市東區凱旋路30號1樓

圓味壽司-高雄鳳山店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二段224號

化石先生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縣北埔鄉大湖村7鄰21號

鮮自然-永康復國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復國一路203號

TEA-TOP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2段244號

乾杯(股)公司-乾杯南港中信店 臺北市南港區三重里經貿二路186-1號C棟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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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茶香南陽店 臺北市中正區信陽街13-1號

中崙市場-中崙香蕉伯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3段76號

85度C-宜蘭五結店 宜蘭縣五結鄉五結路三段3號

TEA-TOP龍井沙田店 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沙田路六段319號

TEA-TOP清水五權店 臺中市清水區五權東路85號1樓

中崙市場-程記合興肉品店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中崙市場-筱君美容美睫紋繡美甲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TEA-TOP潭子頭張店 臺中市潭子區頭張路一段149號

君城本家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70號芝山店1號販賣店

鮮茶道-阿蓮中正店 高雄市阿蓮區中正路535號

清心福全- 臺南市新化區信義路195號

TEA-TOP台中學士店 臺中市北區學士路71號

鮮茶道-高雄西子灣店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47號1樓

莫非鍋物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105號1樓

鮮自然-中華二門市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二路305號

鮮自然-仁和門市 臺南市東區仁和路154號

泰鍋癮 新北市汐止區水碓街45號1樓

頑石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26巷8號

可愛馬電行車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356號



特店名稱 地址
竹林上禾便當錦州店 臺北市中山區錦州街290-1號

堤亞漢堡-民權總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56號

韋美咖啡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三段153號1樓

MISTER MONKEY CAFE 臺北市松山區復勢里光復北路6號

早安山丘元長店 雲林縣元長鄉中山路56號

台灣郎正宗牛肉麵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89之3號

Q Burger-台中嶺東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87號1樓

明德素食園-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37號1樓

ChiaoDuo House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4段345巷5弄17號

鮮自然-長溪門市 臺南市安南區長溪路三段387號

小南門傳統豆花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205號

初韻好韻茶-汐止建成店 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38號

初韻好韻茶-逢甲福星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福星路444號

哈克大師菓子工坊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2巷81弄19號1樓

TEA-TOP嘉義後庄店 嘉義市東區興仁里吳鳳南路575-3號

TEA-TOP台中黎明店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62號1樓

清原芋圓-土城中央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139號1樓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364號4樓

玖零後私廚館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南八巷30號

名富水產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61、62號攤)

樂亭韓鍋 臺中市西屯區至善路116號一樓

CURA PIZZA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8-9號

麥味登三峽恩主公店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234號

Extension1by橘色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631號1樓

祥品果菜行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號(西湖市場1號攤)

圓味壽司-草屯中山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街182號

日式豬排豚讚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74號1樓

inline-燒瓶子嘉義店_線上 彰化縣彰化市四維路69巷26號

小三元_線上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45號

心泰原創泰國料理_線上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81巷47號

開喜晨食坊 臺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25-17號1至2樓

一杯茶手搖飲料專賣店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141號1樓

inline-無老鍋-苓雅店_線上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36-1號

inline-鼎王麻辣鍋-富國店1F_線上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191號

穗科手打烏龍麵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16巷27弄3號(忠孝店店址)

一禾堂復北店_線上 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323號(復北店店址)

Les Piccola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64巷5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北部營業處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營業處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ViTO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696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埔里酒廠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219號

果子吧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170巷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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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比錫極品咖啡-成功店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17號

巧紡棉襪 臺中市南區建國南路一段208號(大慶夜市)

Tama Tama慢食堂 桃園市桃園區鎮三街52號



特店名稱 地址
艋舺夜市-三和武大郎蔥仔餅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夜市78號攤位

85度C-仁德二仁店 臺南市仁德區二仁路1段100號1樓

初韻好韻茶-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二段172號

瓊芳居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70號地下之25

梅厝食物所 臺中市北區太原路二段229號1樓

鮮自然-善化烏嶠門市 臺南市善化區興農路389號1樓

永翔資訊社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3樓70、71號店舖

可口豆花專賣店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268之11號1樓

JAZZ CAFE爵咖啡 桃園市中壢區興仁路二段67巷77號1樓

點茶三昧 職人茶飲 臺中市大里區大明路168號

原燒-中壢元化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245之14號2樓

原燒-台中東海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1086號

王品-台北南京東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67號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信義區東興路65號

原燒-三重龍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0號4樓

聚鍋-澄清文衡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536、538號

青花驕-台中公益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722號

青花驕-縣民大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1號

青花驕-台北光復南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00號1樓

hot 7-捷運景美 臺北市文山區景中街1號2樓

尬鍋-台北西門 臺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78號1樓

陶板屋-嘉義林森西 嘉義市東區林森西路153號2樓

Louisa Coffee-遠企四維店 臺北市大安區四維路170巷2號1樓

陶板屋-三重龍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6號3樓

西堤-高雄中山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2樓

西堤-高雄富國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302號

西堤-仁德中山 臺南市仁德區中山路777號

西堤-台中中科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168號2樓

inline-了凡油雞‧燒臘‧飯‧麵-中壢大江店_線上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二段509號

TEA-TOP民雄建國店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三段152號1樓

TEA-TOP中壢興農店 桃園市中壢區興農路103號

福圓號-大安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80號

福圓號-大坪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21號

福圓號-汐止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160號

福圓號-大龍峒 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245號

迴味食光餐館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路184巷168號

藝奇-台北敦化北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207號地下1樓

FLASH COFFEE-中山國中門市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366號1F

Q Burger-桃園民有店 桃園市桃園區民有三街457號1樓

鮮茶道-大樹九曲堂店 高雄市大樹區久堂路206號

鮮茶道-永康正強店 臺南市永康區正強里正強街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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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茶道-新化中山店 臺南市新化區中山路344號

鮮茶道-彰化彰美店 彰化縣彰化市彰美路一段242號1樓

鮮茶道-溪湖平和店 彰化縣溪湖鎮平和街313號

鮮茶道-民雄吳鳳店 嘉義縣民雄鄉双福村19鄰建國路二段140號



特店名稱 地址
金獅大酒樓 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10樓之二

金澤NO1咖哩店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93號1樓

覓食115廚坊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15巷24號1樓

印渡風情 臺北市大安區浦城街13巷26號

鮮茶道-台南崇學店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289號1樓

鮮茶道-仁德中清店 臺南市仁德區中清路140號

鮮茶道-嘉義文化公園店 嘉義市東區文化里文化路23號

清心福全-台中福星二店 臺中市西屯區文華路7-4號

玉津咖啡-南崁店 桃園市蘆竹區忠孝西路16號(1樓)

米諾思精品咖啡 嘉義市西區蘭井街372號1樓

KITCHEN 2 GO雲端廚房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129號1樓

鮮茶道-東港中山店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88之1號

鮮茶道-圓環店 屏東縣潮州鎮清水路21-5號1樓

鮮茶道-台東成功店 臺東縣成功鎮中華路115號1樓

成德市場-60 臺北市南港區同德路100號

TEA-TOP南投民族店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146號

TEA-TOP大里修平店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200之1號

TEA-TOP永和得和店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412號1樓

TEA-TOP蘇澳馬賽店 宜蘭縣蘇澳鎮大同路38號

鮮自然-大興門市 臺南市北區大興街461號

TEA-TOP竹南龍鳳店 苗栗縣竹南鎮龍鳳里7鄰龍安街79號

TEA-TOP台中東海店 臺中市龍井區新東里臺灣大道五段３巷１１號１樓

TEA-TOP二林新生店 彰化縣二林鎮新生路40號

歐軒尼克早午餐 桃園市中壢區成章一街111號

TEA-TOP台中公館店 臺中市西區公舘里南屯路一段３６之２號１樓

TEA-TOP士林捷運店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5巷40號

六角咖啡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五路239號1樓

乾杯(股)公司-敦南店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169巷5號

輕食曹 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2段39巷10號1樓

中崙市場-美藝雞肉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

原品手作飲料舖 新北市三重區大智街167號

中崙市場-老楊山東水餃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76號2樓(中崙市場)5號攤位

奧爾斯早午餐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37號1樓

TEA-TOP台中朝馬店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0號

TEA-TOP豐原豐東店 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75之8號

清心福全-福興沿海店 彰化縣福興鄉沿海路5段324號

四海海產 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區塔悠路40號34號攤

85度C-龍井中央店 臺中市龍井區中央路二段128號

鮮茶道-岡山竹圍店 高雄市岡山區大仁北路157號

鮮茶道-仁武中正店 高雄市仁武區中正路193號一樓

幸和殿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5巷65弄24號

香港茶餐廳 臺北市大安區市民大道4段60之1號1樓

浩記商行 臺北市士林區天母西路13巷17號1樓

金讚號 嘉義縣新港鄉宮前村20鄰中山路120號

威爾貝克手烘咖啡吧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52號、52之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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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店名稱 地址
清心福全-中和員山店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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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福全-竹北文興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96號臨

清心福全-汐止明峰店 新北市汐止區明峰街180號

清心福全-新莊幸福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7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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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心福全-新竹關東店 新竹市東區關東路2號

清心福全-士林陽明店 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22號

八時神仙草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路二段101號

永亨無骨炸雞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36號1樓

無老鍋-市民店B1~1F 臺北市中山區市民大道三段143號(1樓及B1)

清心福全-大同迪化店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33巷17號

花媽泰泰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1018號

碧蓮餐館be there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47號1樓

約翰紅茶-台北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江南街98號

富林早餐店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194號

臻真休閒廚房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343-2號1樓

呈信傳統鵝肉店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0號

逐光咖啡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54號1樓

猿樂作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區忠誠街93號

麻姥姥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路8-15號

85度C-平鎮延平店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3段9號

小董車輪餅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10號

林媽媽東山鴨頭小吃店 桃園市中壢區新明路63號1樓A2

呈信傳統鵝肉店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32號

多思楓-熱壓吐司專賣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3巷7號1樓

丸文食品 臺中市大里區工業十一路156號

茶涎-石牌店 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166巷144號

點點甜甜甜品店 新北市板橋區光正街45巷2弄2號1樓

Jim's Burger Caf'e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282巷1號1樓

玉欣珍美食坊 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189號1樓

玉欣珍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255之1號1樓

Shake Leader搖立得波霸撞奶 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40號

天仁茶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07號6樓

鮮自然-安平健康門市 臺南市安平區郡平路151號

粽元帥MARSHAL OF ZONGZI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88巷9弄68號

日大潛水泳具用品社 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二路67號1樓

Drink Eat Coffee君飲咖啡 新北市新店區二十張路40之1號1樓

Verona創義廚房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197巷6號1樓

老先覺-土城明德店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56號

呷蝶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7號1樓

99號幸福甜 臺北市中山區興安街99號1樓

極禾優質鍋物-農安店 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68號

米荳芽廚房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路95號1樓

肯得利香雞排 新北市土城區明德路一段210號

Q Burger-西屯長安 臺中市西屯區長安路二段1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平嚐心take it easy bakery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4段302號

日香粿店 臺中市西區大同街208號1樓

鮮自然-文南門市 臺南市南區文南路321號

鮮茶道-柳營中山店 臺南市柳營區東昇里中山西路1段142號1樓

美源加寶多早餐店 臺北市中正區辛亥路一段29號1樓

85度C-花蓮中正店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582之3號

BONCHU創意鮮果茶飲(中原總店) 桃園市中壢區實踐路66號

華哥水產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500號B206攤位

TEA-TOP員林中正店 彰化縣員林鎮黎明里中正路287號1樓

TEA-TOP台中健行店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465號

新隆發醬園 臺中市東區建成路500號 D631攤位

春陽茶事-彰化中正店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路一段479號

翰林茶棧-高鐵新竹 新竹縣竹北市高鐵七路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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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味登雲林北港店 雲林縣北港鎮華勝路396號

盧師傅冰店 新北市板橋區後菜園街24號

榮華富貴人文茶飲 臺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1-9號

平成十九 臺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18巷6弄8號1樓

橘色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段135號

港都熱炒_線上 新北市中和區大勇街10號

找咖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21號(仁愛市場二樓C67)

竹味亭精緻火鍋 新北市汐止區福德一路80號

福洱商行-中和環球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19號1樓

inline-無老鍋-中華店_線上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55號2樓

inline-無老鍋-中山店3F_線上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36-1號3樓

inline-鼎王麻辣鍋-南平店_線上 桃園市桃園區南平路296.298號

吉川麵包坊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二段5號1樓

京讚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21號(仁愛市場2樓B45)

Sugar Miss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4號1樓

橘之鄉 宜蘭縣宜蘭市梅洲二路33號

精食巧海苔飯卷 臺中市西屯區福和里中工三路29號

鮮茶道-西螺建興店 雲林縣西螺鎮正興里建興路204號1樓

85度C-新竹東門店 新竹市東區東門街105號1樓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善化啤酒廠 臺南市善化區成功路2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屏東酒廠 屏東縣內埔鄉建國路34號

inline-添好運-板橋大遠百店_線上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28號B1

inline-添好運-台中JMall店_線上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038號1樓

inline-添好運-台中麗寶店_線上 臺中市后里區福容路201號2號櫃位樓B區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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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麵呷冰 桃園市平鎮區雙連里民族路雙連一段188號(1樓)

蓄利企業社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3樓43號店舖

圓味壽司-台北公館店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24號

惠安四神湯 臺北市萬華區內江街142號1樓

王品-台中文心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235號1樓

上班不要喝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1巷8號

蟬吃茶 新竹市東區金山八街69號



特店名稱 地址
舞妓珈琲屋 臺中市西屯區大隆路98號1樓

猴子披薩 Monkey Pizza 臺中市大里區新光路161號

早餐部 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220號(南湖高中熱食部)

Mr.body 巴狄先生健身舒肥水主餐盒 臺中市西屯區朝馬7街8號

王品-縣民大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189 號2樓

西門町楊排骨酥麵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延平路524號1樓

聚鍋-台北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98號3樓

夏慕尼-台中文心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506號

青花驕-新店民權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0號1樓

德克士三重正義店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北路13號

聚鍋-台中公益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252號

和牛涮-台北忠孝東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28號2樓

陶板屋-台北光復南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86號地下1樓

Louisa Coffee-晴光店 臺北市中山區雙城街17之6號

陶板屋-新莊復興 新北市新莊區復興路一段7之1號

陶板屋-八德大和 桃園市八德區金和路27號

陶板屋-彰化東民 彰化縣彰化市東民街39-45號1樓

漢堡王 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760號10樓之2

西堤-桃園南華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66號

西堤-基隆信一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15樓

西堤-頭份尚順 苗栗縣頭份鎮尚順路77號

西堤-新營家樂福 臺南市新營區健康路251號2樓

西堤-龍潭中正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398號1樓

西堤-楊梅中山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23巷2號2樓

Cloud 9 Cafe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208號1F

箭毒蛙之吻料理坊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文興路221號(1樓)

兆康宴 新北市林口區惠民街2號

茶聚-桃園延平店 桃園市桃園區延平路167號

福圓號-北車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9號B1

福圓號-文山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298號

福圓號-永康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二段248號

福圓號-文德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4號

藝奇-竹北光明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368號1樓

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新北投車站 臺北市北投區七星街一號

鮮自然-中和員山門市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路133號

蒔初甜點 臺中市西區五權西六街69號1、2樓

Q Burger-台中精誠店 臺中市西區精誠路197號

Guru House西門店 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27巷10號

清原芋圓-嘉義水上店 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298號

雙醬咖哩-竹崎店 嘉義縣竹崎鄉和平村坑仔坪152號

鍋仔舖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56巷26號1樓

軒火鍋 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94-1號1樓

鮮茶道-樹林柑園店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一段373號

二十一義大利麵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24號1樓

CoCo都可-永康店 臺北市大安區永康街6號1樓

清心福全-泰山明志二店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63號



特店名稱 地址
咖逼小売所 花蓮縣花蓮市信義街48號一樓

豆居咖啡 新竹市東區新莊街141號一樓

小熊雞排市府店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5段165巷5號

清心福全-玉里中山店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二段66號

清心福全-潭子光陽店 臺中市潭子區福潭路488號1樓

清心福全-黎福店 臺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00號1樓

清心福全-板橋南雅南店 新北市板橋區南雅南路一段81號1樓

鮮茶道-和緯中華店 臺南市北區和緯路4段426號

85度C-屏東南州店 屏東縣南州鄉仁里村三民路27號

TEA-TOP太平長億店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太平路81號1樓

TEA-TOP潭子潭興店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潭興路2段375號1樓

鼎王麻辣鍋-精誠店 臺中市西屯區精誠路12號

TEA-TOP台北內湖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91巷11號

菓茶濃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273巷2號

四海遊龍-鹿港店 彰化縣鹿港鎮民權路118號

掬湘烘焙坊 嘉義縣太保市麻寮里中山路二段214號1樓

鼎王麻辣鍋-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93號

利達豆花 臺南市佳里區延平路624號

茶朵ㄦ(新屋店) 桃園市新屋區中興路93號

清心福全-北港二店 雲林縣北港鎮民享路2號

85度C-金門山外店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武德新莊6號

清心福全-中和景安店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99號1樓

微醺串燒站 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4號1樓

鮮緹手作工坊 高雄市旗山區中山路60之3號

寧夏夜市-豬肝榮仔 臺北市大同區寧夏路(寧夏夜市第8號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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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草麵包 嘉義縣布袋鎮岺海里中正路65號

肉倉韓式烤肉 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92之1號3樓

元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18-2號

波士頓烘焙坊 臺中市南屯區精誠路664.666號1樓

敏秀烘焙坊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137號1樓

香烘焙坊-草屯店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700號

好初早餐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125巷70號

肥婆 cafe 臺北市內湖區文德路66巷55號

立喜手作烘培 臺中市后里區 墩西里公安路74號

Mr.chang超大杯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774號1樓

清心福全-神農店 高雄市鳥松區神農路501號

順成蛋糕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一段100號B1, 158-2號店鋪

Q Burger-中山中原 臺北市中山區中原街41號1樓

文園餐廳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長庚大學餐飲部)

Q Burger-中山錦州 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205號

Q Burger-文山興隆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四段112號

鮮自然-新市南科門市 臺南市新市區民權路3號1樓

娘子韓食 高雄市鼓山區青海路203號

西門靖 臺北市萬華區武昌街二段122號

點石齋 臺北市中正區沅陵街1之1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鮮茶道-左營重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重信路587號

瓷禧茶坊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132之2號

米堤銀行-北醫分行 臺北市信義區莊敬路305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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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Burger-新店建國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189號1樓

狀元紅全牛料理專家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93巷2號1樓

馬札羅咖啡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里崇德二路二段176號

5味臭臭鍋 基隆市信義區義四路9號1樓

Q Burger-中壢林森二 桃園市中壢區林森路167號

Q Burger-文山興德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215之2號1樓

秘丞手作工坊 桃園市龍潭區龍元路45號(菱潭街興創基地6、7號舖)

薪創數位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510號B1樓B36櫃位

文湯武醬-萬華東園城 臺北市萬華區東園街60之1號

早安公雞農場晨食-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137巷6號

漁壽司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18號1樓

丼飯王丼飯專賣店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75號

鮮自然-歸仁中山門市 臺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一段466號

TUNG TUNG WAKE UP BRUNCH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75號

品尚樂食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35號之2

長松食品有限公司 臺中市沙鹿區埔子里1鄰鎮南路一段319號

雙園燒腊食品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110號之3

 ME TIME COFFEE 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二段220巷11號

清原芋圓-內湖港墘店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737巷51弄16號1樓

大成海產行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65號攤)

龍林電腦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2樓90、91室

咕茶 新北市三峽區光明路100-1號

麥味登鹽水北門店 臺南市鹽水區北門路33號

麥味登立信店 高雄市左營區立信路134號1樓

春芳號-台中嶺東店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南路159號

凡日Bread&Meal 臺中市西區昇平街75號

順風行 臺中市豐原區市前街88號(第108號攤)

翰林茶棧-高鐵桃園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6號

原味穀舞中科店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63號1樓

樂湜手作料理 & cafe tea brunch 臺中市南區工學北路376號

滿大碗-台中中工店 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220-6號1樓

inline-鼎王麻辣鍋-光復店1F_線上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87.89.91號1樓

inline-鼎王麻辣鍋-光復店2F_線上 臺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87.89.91號2樓

橙品咖啡早午餐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大墩十街221號

inline-鼎王麻辣鍋-七賢店1F_線上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16號1樓

茶水印板橋旗艦店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99-1號

CoCo都可-永和仁愛店 新北市永和區仁愛路101號1樓

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306號11樓之2

千萱服飾中心 臺中市后里區四村路121號(A023號攤)

矢場豬排 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71號

哈瓦那咖啡悅讀館 桃園市中壢區慈惠三街157巷6號

真飽餐盒 臺北市大安區延吉街70巷6弄3號1樓



特店名稱 地址
樹夏麋鹿早午餐 桃園市桃園區蓮華街20號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烏日啤酒廠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四號

丸東魚丸 臺中市西區大明街9號(第8號攤)

inline-添好運-松山車站店_線上 臺北市信義區松山路11號2樓

咪亞電子舖 臺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光華數位新天地商場5樓41號及42號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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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壢馬祖新村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188號

拉亞漢堡-北市龍江店 臺北市中山區龍江路302號

背包Cat咖啡輕食屋 臺中市龍井區藝術街85號1樓

麥味登北市通化店 臺北市大安區通安街54號

甘心咖啡 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83-1號

小豆倉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二段176巷10號

新貳拾壹食堂-新莊花生堂 新北市新莊區合鳳里雙鳳路80號1樓

紅茶洋行 台中雙十店 臺中市北區雙十路二段209號1樓

Mowan雞蛋仔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五街65號

紅菓咖啡太平育賢店 臺中市太平區育賢路360號1樓

王品-台北羅斯福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9號

王品-高雄中正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88號1樓

東南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鳳頂路618號

花鳥川-美村門市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596巷14號

Miramar美麗華 臺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20號

搞什麼灰雞益民店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益民路二段371-1號1樓

夏慕尼-中壢復興 桃園市中壢區復興路23號

街角茶飲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東路117-2號1樓

天淳津品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290巷38號

和牛涮-台北林森北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258號2樓,260號2樓

和牛涮-高雄博愛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682號

hot 7-中壢家樂福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二段501號2樓

陶板屋-樹林中山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00號2樓

陶板屋-台中崇德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130號2樓

品田-高雄澄清 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442號

西堤-板橋中山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6號2樓

西堤-新竹中正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178號

西堤-台北三峽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398號3樓

西堤-鳳山家樂福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236號

西堤-楠梓後昌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152號

森發披薩 桃園市龜山區大湖里文二三街50號1樓

第一味-太平坪林店 臺中市太平區中山里中山路二段383號1樓

TEA-TOP竹南新生店 苗栗縣竹南鎮大厝里4鄰新生路66號1樓

茶聚-竹北中山店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50號

Q Burger-中壢林森 桃園市中壢區龍岡路一段196號

福圓號-基隆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61號

藝奇-桃園南華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60號1樓

藝奇-台中福雅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91號

藝奇-蘆洲集賢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401號2樓

莫赫美式餐廳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11鄰北勢子路78-1號



特店名稱 地址
見麵公寓 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166號1樓

緣點咖啡 臺北市中山區江寧里民權東路三段60巷26號1樓

樂多Brunch&Cafe 新北市林口區公園路201號(1樓)

晶讚自助餐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一路259號

熊喝咖啡 臺中市北區太原路二段4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