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迺艋舺吃好料 振興逗陣走」悠遊付活動店家 

 

(依實際現場提供悠遊付之店家為主) 

艋舺夜市 

敏敏雜七雜八甘仔店 九億現炸排骨酥 阿嬷西瓜汁桂花露 

小鳳有約 建鴻服飾店 維尼炸雞排 

八仙果鋪 香香服飾店 艋舺五金行 

丸田飛碟燒 香娥鞋業行 阿華好吃雞肉 

土豆龍花生捲冰淇淋 時尚帽藝 158 菱角花生 

天美茶莊 現炸花枝丸 男哥男嫂現削水果吧 

手工古早味麥芽餅 喬陽通訊 金艋舺紅豆餅 

古早味麥芽糖 傳奇黃金地球、芝麻球 元品五金行 

古早味麻糬 傳承家鄉滷味 香酥棒 

古早味豬血糕 萬國魯味 破殼雞蛋仔 

地勢灘燒玉米 精緻流行皮包 深坑碗哥臭豆腐 

好日果汁 艋舺老薑母茶 當季水果糖葫蘆 

老爐胡椒餅 艋舺狀元糕 萬益行 

快樂積木牛角 廣龍通訊 阿珍滷雞腳 

秀蘭姨鹹水雞 鯛魚燒 竹山蜜地瓜 

阮氏越南麵包鋪 蘇適襪業 天誠足體養生館 

坦襪品行 85 度 C (廣州店) 施家碳烤玉米 

尚霖藝品店 天天甜品 高奇牌軟性綿紗鍋 

旺來坊 北回木瓜牛奶 (龍山店) 一條根青草藥行 

東港旗魚串 欣新衣服 梧州街夜市 

狀元糕 虹花鹹水雞 帥哥飲料吧 

狗骨頭雞蛋糕 養生甘蔗汁 兩喜號 Liang Xi Hao 

金像獎五金行 小辣椒古早烤魷魚 大腸公主 

阿盛手機維修站 現炒花生 地瓜球地瓜條 

阿華蔥抓餅 御守燒 帥哥仙草鋪 

阿嬤烤魷魚 陳媽豬血糕 福哥花生菱角 

涮嘴鹹水雞 林記糖炒栗子 古早味涼糕新港飴 

雞蛋糕 三和武大郎蔥仔餅 吳家胡椒餅 

麵姐姐手工赤肉羹   

梧州街夜市 

香菇豬腳 好吃鹹菜鴨 老三豬腳 

五角羊肉 生魚片 鐵豆(全牛之家)  

脆皮臭豆腐 正老牌炒鱔魚 鱔魚炒麵 

梧州蚵仔煎 和風現炒 魚過魚湯 



鹿港排骨湯  阿華生魚片 阿亭生魚片 

龜山島 香香快炒 津津無刺虱目魚 

友家生魚片 阿慶沙茶魷魚蒜 七年級藥燉豬腳花生排骨 

本地牛肉 艋舺蒜頭青蛙湯 人蔘雞湯 

吳家胡椒餅 燒麻糬  

廣州街夜市 

金城遊戲臺 阿嬤烤玉米 玉娟唱片 

臭博士臭豆腐 廣州街鱸魚湯 眼鏡手套帽子 

龍哥鍋燒意麵 營養三明治 笠茗茶行 

麥記滷味 𡍼炭甘蔗汁 阿當服飾 

甲林鐵板燒 靚錶閣 名神服飾 

阿好嬸古早味紅茶冰 天龍香茅油 茂生唱片 

IRENE 時尚精品 大順服飾 興銀飾品 

藍海戀手機配件 謝老闆聚樂部 秀秀精油 

萬優福鐘錶行 時光堂皮飾 玉寶古董 

咪那臭豆腐麵線羹 果汁 金南服飾 

素食臭豆腐麵線 彩元商鋪 純純女內衣 / 瑞祥皮件 

初味紅豆湯圓 光元商舖 發財古董 

秋子彈珠台 阿惠髮飾皮包 阿伯球鞋 

素食涼麵 粒的彈珠台 天玉精品皮飾 

沙威瑪 福茶 裕南服飾 

吳記排骨酥 滿足大腸煎 正南服飾 

襪子毛巾 寶哥白甘蔗汁/ 寶弟手機配件 通伯藥布 

199 服飾 小希少女服飾 建南服飾 

百元皮帶 森豪鐘錶 姊妹拖鞋 

西藏文物 美女男飾 儒鹹酥雞 

寶嫂皮帶皮夾 龍哥飾品 冰涼小舖泰式木瓜絲 

老施炭烤 第一好吃珍珠玉米 阿城藝品店 

廣東蚵仔煎 萬華玩具 廣州蚵仔煎 

朋友茶具 阿容皮包 順哥精品服飾 

玉東山鴨頭 小林通訊配件 瑪拉桑山豬肉香腸 

華西街夜市 

台南擔仔麵 市多利鐵板燒 金格皮鞋 

日興牛肉 昶鴻麵點 清河商行 

客家美食小吃館 阿坤鯊魚 足御健康養生館 

醉華樓菜館 阿蓮檳榔 時光堂眼鏡打火機店 

上等玉珠寶 明川便當小菜 歐亞時尚名店 

夫妻檔 馬家莊便當 亞洲鼈店 

原汁排骨湯 通記陽春麵 金城足體健康會館 



夜夜生炒牛羊肉 春美梅干控肉飯 北港甜湯 

粒妃專業美容 蒸好吃(排骨酥湯) 金玲美甲坊 

三代紅燒豬腳飯 進源書局 甘蔗汁 

大鐤肉羹 玉幸美甲 ＫAWA COFFEE 

剝骨鵝肉 帝王養生足道會館 龍鳳唱片 

老麵餡餅．韭菜盒 祿承坊足道養生門 久雅高級皮飾 

佳潤水晶店   

龍山寺地下街 

紫陽居士命理館 百分百剪髮 禪心居命理雙號日 

麗棣寶棠(藝品) 玨珮古玩玉坊 禪心居命理單號日 

晶典臻品天然水晶 命理 1 區 命理 5 區 

心靈坊 楊凱聿命理諮詢 福田館 

龍吉商行 卉妃百貨 觀玄子命理 

緣道衣舫 妙心命理 李柏勳命相館 

丹鳳專業飄眉 廖和村 正立小吃店 

元味串燒   

南機場夜市 

鈺師傅生煎包 魏家豆花 佳味亭蔥抓餅 

CoCo 都可 好吃炸雞 林家臭豆腐 

山內雞肉小吃店 兩喜號魷魚焿 南機場營養三明治 

曉迪筒仔米糕 夫妻飯莊 橘太郎爆漿雞蛋糕 

大鑼鼓平價果汁 油飯桶 李記紅茶冰 

基隆黑輪綜合甜不辣 厚道丼飯 阿霞女鞋 

魷魚焿 Melody Korean Fashion 大龍峒炒羊肉 

馬蔥餅_馬祖奶茶 林家古早味油飯 洪記鹹粥 

台灣第一家碳烤鹽酥雞 小都都水煎包 十方苑手工製作北方麵點 

八棟圓仔湯 好了啦紅茶冰 古早味芋頭粥芋頭米粉 

台灣的味 銘鄉豬高飯 39 相思雞鹹水雞 

錦記蒸餃 康師傅海鮮什錦麵疙瘩 原滷食堂 

艋舺商圈 

店家名稱 營業地址 

三六食粑 臺北市萬華區三水街 92 號 

鳳衣美 臺北市萬華區大理街 45 號 

金門良金牛肉乾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153 號 

瘋殼子通訊龍山寺店 臺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 18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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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O-龍山店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20 號(龍山商場 1 樓 14 號攤) 

忠義號便當店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20 號(龍山商場 2 樓 25 號) 



福鈞鐘錶行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20 號 1 樓之 11(龍山商場) 

辰光素食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20 號 1 樓之 9(龍山商場) 

億香魯肉飯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三段 141 號 

樺達西葯房 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二段 104 號 

Win Win Pasta-西門店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128 號 

明仁藥局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二段 154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