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5.18更新

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1 老新台菜 三民區 十全三路265號 餐廳
2 驛站食堂 三民區 天津街2號 餐廳
3 茉荳獨享鍋 三民區 博愛一路10號 餐廳

4 福客來中餐廳 三民區 自由一路203號 餐廳
5 幸福荳荳烘焙屋 三民區 嫩江街59巷8號 麵包西點店
6 美廉社(三民熱河店) 三民區 熱河二街109號 便利超商
7 圓愙驛棧餐廳 三民區 同盟二路217號 餐飲

8 彪琥台灣鞋故事館 三民區 民族一路335巷43-1號 衣飾
9 萬事達國際旅行社 三民區 建元路9巷46號 旅行社

10 河堤社區－南瓜歐風咖哩 三民區 河堤路308號 餐飲
11 河堤社區－灑椒 三民區 明哲路33號 餐飲

12 河堤社區－路易莎咖啡河堤店 三民區 明仁路51號 餐飲
13 河堤社區－瑪莉桃桃 三民區 明仁路51號2樓 餐飲
14 河堤社區－牛丁次郎坊 三民區 明仁路16號 餐飲
15 河堤社區－木瑾花韓式料理 三民區 明吉路11號 餐飲

16 河堤社區－唐吉訶德綠茶食館 三民區 明哲路13號 餐飲
17 後驛商圈－台騋服飾 三民區 九如二路439號 女裝

18 後驛商圈－宏唯服飾 三民區 九如二路515號 女裝
19 後驛商圈－Elsa 三民區 安寧街458號 女裝
20 後驛商圈－佳佶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464號 女裝
21 後驛商圈－劉燕萍(房東) 三民區 安寧街468號 女裝

22 後驛商圈－ID 三民區 安寧街472號 女裝

23 後驛商圈－安可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476號 女裝
24 後驛商圈－新格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483號 女裝

暖心相守寄未來運動店家名單
溫馨提醒:

1.下列店家名單由商圈、社區等暖心提供，相關預購優惠與方式請洽店家瞭解，鼓勵店家提供創意多元方案供消費者選擇。

2.鼓勵消費者選擇熟識店家，並瞭解相關領取規則，預購與出貨時價差異。

3.本城市運動無需向市府申請核准參與，市府不涉及消費金流、產品認證、預購信託、相關補助，回歸公平交易法等相關規定。

4.建議以小額多點預購方式，協助店家周轉以度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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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25 後驛商圈－YO YO 三民區 安寧街484號 女裝

26 後驛商圈－nuna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491號 女裝

27 後驛商圈－黛菲 三民區 安寧街506號 女裝
28 後驛商圈－統衣牛仔 三民區 安寧街509號 女裝

29 後驛商圈－大有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13號 女裝
30 後驛商圈－勝鶯服飾 三民區 漢口街29號 女裝
31 後驛商圈－大可美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43號 女裝服飾
32 後驛商圈－晴天 三民區 安寧街548號 女裝服飾
33 後驛商圈－密碼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49號 女裝服飾

34 後驛商圈－ING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54號 女裝服飾
35 後驛商圈－PLUS+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56號 女裝服飾
36 後驛商圈－CHECK 三民區 安寧街594號 女裝服飾
37 後驛商圈－SHENG昇昇 三民區 安寧街596號 女裝服飾
38 後驛商圈－衣楓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602號 女裝服飾

39 後驛商圈－into 三民區 安寧街603號 女裝服飾
40 後驛商圈－丹崴 三民區 安寧街604號 女裝服飾
41 後驛商圈－涵妞 三民區 安寧街612號 女裝服飾

42 後驛商圈－A3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05 少女服飾
43 後驛商圈－日漾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613號 日系服飾
44 後驛商圈－幸運草 三民區 天津街12-4號 皮包
45 後驛商圈－高登皮件 三民區 安寧街551號 皮件

46 後驛商圈－和玳皮件 三民區 安寧街580號 皮件
47 後驛商圈－婕絲 JCCS 三民區 安寧街633號 皮件

48 後驛商圈－S-BOX服飾 三民區 九如二路523號 男裝
49 後驛商圈－高朋服飾 三民區 九如二路541號 男裝

50 後驛商圈－合陞模特兒衣架 三民區 九如二路517號 服飾
51 後驛商圈－加利利服飾 三民區 九如二路559號 服飾

52 後驛商圈－富吉服裝行 三民區 天津街7號 服飾
53 後驛商圈－泰星百貨行 三民區 天津街12-3號 服飾
54 後驛商圈－千藝女裝行 三民區 天津街17號 服飾
55 後驛商圈－HOLE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472號 服飾

56 後驛商圈－小巴黎 三民區 安寧街477-5號 服飾
57 後驛商圈－彩色方塊 三民區 安寧街479-23號 服飾

58 後驛商圈－衣嫁 三民區 安寧街479-24號 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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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59 後驛商圈－Cookie 三民區 安寧街481號 服飾

60 後驛商圈－好地方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493號 服飾

61 後驛商圈－飛達運動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04號 服飾
62 後驛商圈－協方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07 服飾

63 後驛商圈－豐禾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08 服飾
64 後驛商圈－正新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15號 服飾
65 後驛商圈－多多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22號 服飾
66 後驛商圈－上美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32號 服飾
67 後驛商圈－可可耐特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38號 服飾

68 後驛商圈－JN Jeans 三民區 安寧街555號 服飾
69 後驛商圈－南榮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58號 服飾
70 後驛商圈－嬉皮族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64號 服飾
71 後驛商圈－采蓁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68號 服飾
72 後驛商圈－雅曼絲 三民區 安寧街569號 服飾

73 後驛商圈－金樺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71號 服飾
74 後驛商圈－依楚服裝 三民區 安寧街572號 服飾
75 後驛商圈－TNT撿貨工廠 三民區 安寧街575號 服飾

76 後驛商圈－Mai 三民區 安寧街577號 服飾
77 後驛商圈－紫緹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78號 服飾
78 後驛商圈－李斯克 三民區 安寧街582號 服飾
79 後驛商圈－Harriod 哈洛德 三民區 安寧街597號 服飾

80 後驛商圈－珍緹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601號 服飾
81 後驛商圈－奇異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605號 服飾

82 後驛商圈－FAYA 三民區 安寧街606號 服飾
83 後驛商圈－薄荷坊 三民區 安寧街609號 服飾

84 後驛商圈－後驛小和 三民區 安寧街615號 服飾
85 後驛商圈－陽台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621號 服飾

86 後驛商圈－洋蔥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623號 服飾
87 後驛商圈－品牌服裝行 三民區 安寧街629號 服飾
88 後驛商圈－超世紀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631號 服飾
89 後驛商圈－采紜 三民區 安寧街632號 服飾

90 後驛商圈－Dear 三民區 哈爾濱街5號 服飾
91 後驛商圈－百美服飾 三民區 哈爾濱街12號 服飾

92 後驛商圈－糖果屋服飾 三民區 哈爾濱街14號 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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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93 後驛商圈－JINJI時尚襯衫 三民區 哈爾濱街16號 服飾

94 後驛商圈－昇華服飾 三民區 哈爾濱街20號 服飾

95 後驛商圈－直興服飾 三民區 重慶街1-5號 服飾
96 後驛商圈－衣朵服飾 三民區 重慶街1-9號 服飾

97 後驛商圈－以琳 三民區 重慶街1-10號 服飾
98 後驛商圈－嘉珈服飾 三民區 嫩江街15號 服飾
99 後驛商圈－傑客服飾 三民區 漢口街10號 服飾

100 後驛商圈－好朋友童裝 三民區 漢口街16號 服飾
101 後驛商圈－Hello Baby Nails 三民區 安寧街615號 美甲

102 後驛商圈－驛站食堂 三民區 天津街2號 美食餐廳
103 後驛商圈－芭莉斯飾品行 三民區 天津街12-22號 圍巾、帽子
104 後驛商圈－小可愛 三民區 九如二路385號 童裝
105 後驛商圈－祐昌童裝 三民區 天津街6號 童裝
106 後驛商圈－泰亨嬰兒服飾 三民區 天津街9號 童裝

107 後驛商圈－格林童裝 三民區 天津街11號 童裝
108 後驛商圈－紅豬童裝 三民區 天津街16號 童裝
109 後驛商圈－小王子服飾 三民區 天津街17-1號 童裝

110 後驛商圈－889 三民區 天津街17-2號 童裝
111 後驛商圈－M2童話世界 三民區 天津街20號 童裝
112 後驛商圈－東炬童裝 三民區 天津街21-2號 童裝
113 後驛商圈－小花童裝 三民區 安寧街477-34號 童裝

114 後驛商圈－富揚童裝 三民區 安寧街482號 童裝
115 後驛商圈－鼎盛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486號 童裝

116 後驛商圈－百分百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36號 童裝
117 後驛商圈－六褔村 三民區 重慶街1-6號 童裝

118 後驛商圈－嘉興童裝 三民區 重慶街1-7號 童裝
119 後驛商圈－長頸鹿童裝 三民區 重慶街1-11號 童裝

120 後驛商圈－蘋果樹 三民區 重慶街1-12號 童裝
121 後驛商圈－LA童裝 三民區 嫩江街22-12號 童裝
122 後驛商圈－DDBear誠泰服飾 三民區 哈爾濱街16號 進口服飾
123 後驛商圈－全紅古味紅茶 三民區 嫩江街13號 飲料

124 後驛商圈－魔法女孩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456號 韓國少女服飾
125 後驛商圈－Future未來 三民區 安寧街524號 韓國少女服飾

126 後驛商圈－流行魔法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82-1號 韓國少女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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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127 後驛商圈－晶衣服飾 三民區 安寧街599號 韓國少女服飾

128 後驛商圈－合盈韓港服飾 三民區 九如二路513號 韓港服飾

129 金獅湖大飯店 三民區
金鼎路118號

訂房專線：07-3458866轉訂房組
旅宿業

130 德立莊博愛館 三民區
博愛一路338號

訂房專線：07-5215116
旅宿業

131 高雄信宗大飯店 三民區
建國三路487號

訂房專線：07-9738666
旅宿業

132 西子灣大飯店站前館 三民區
建國二路241號(火車站前)

訂房專線：07-2364567
旅宿業

133 御宿商旅站前館 三民區
建國二路283號

訂房專線：07-2378888
旅宿業

134 御宿商旅博愛館 三民區
博愛一路105號

訂房專線：07-3122622
旅宿業

135 高雄奇異果車站店 三民區
大連街88號1-7樓

訂房專線：07-3130888
旅宿業

136 希望殿堂精緻商旅 三民區
自立一路303號

電話：07-3131303
旅宿業

137 醉牛牛肉麵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簡茂虔 (0929032484)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07號
餐飲

138 帽子泰式餐工坊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陳志和 (0913765681)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107-2號
餐飲

139 維格餅家 (高雄黃金菠蘿城堡)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3216666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同協路199號
各式糕餅

140 ISTANA BAKSO CHEN LILI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909677565

地址 : 高雄市建國二路265號
餐飲

141 TOKO INDONESIA AL-FASANUR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2361577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南華路237-5號
餐飲

142 RM. FIFI REJEKI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921435194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南華路227號
餐飲

143
RM. APA KABAR INDONESIA

您好！印尼美食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2850575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31號
餐飲

144 陳莉莉印尼美食館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2853611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三路17號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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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145 阿妹傳統越南料理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977017093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南華路237-2號
餐飲

146 INDEX 東南亞食品百貨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2352290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建國二路291號
日常用品零售業

147 鹿仔草冰店-河堤店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鄭婷茹 (0985-437195)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628號
古早味冰品

148 捉遊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洪維明 (0938-183565)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622號

桌遊教學遊玩、場地出租、包廠辦活動

、Switch遊戲、周邊販售

149 安迪美式廚房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3478047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31號

早午餐、咖哩飯、鍋燒麵、義大利麵

、咖啡

150 朵拉米亞美容spa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3497783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明吉路35巷18號

身體按摩、德國醫學美容、粉刺痘痘無痛理

療

151 有時喝茶鍋煮奶茶專賣店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許淑雯 (0919-877512)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20號
各式茶飲

152 川字號重慶小麵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3456902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10號
各類麵食

153 喜憨兒綠野香蹤園藝餐廳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3459762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682號

烘培點心、輕食、咖啡、下午茶、園藝植

栽、場地租借

154 桔田村早午餐-河堤店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3101919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河堤路528號
各式早餐

155 綠之屋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07-3456186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22號

咖啡、簡餐、小火鍋、焗烤、義大利麵

、披薩

156 八十八丼 三民區 
聯絡方式 : 柯老闆 (0955-343815)

地址 :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11號
日式料理

157 1加1早餐店 大社區

聯絡方式 ：07-3518178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三民路62巷143-5

號

餐飲

158 瑞玲外省麵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26672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三民路102號
餐飲

159 踹踹看小火鍋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05610601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三民路205號
餐飲

160 克里姆晨食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39701 或 0985942577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文明路58號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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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161 阿貝奇咖啡館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20771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三民路368之1號
餐飲

162 毛灶火鍋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15553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三民路362號
餐飲

163 雅廚牛排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16782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238號
餐飲

164 大咖冰品屋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17344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268號
各式冰品

165 大咖飯糰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17344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大社里中山路268號
餐飲

166 來來早餐咖啡館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32358 或 0982060149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保社里旗楠路91號
餐飲

167 上欣洗衣店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51802

地址 : 大社區神農里金龍路99號
洗衣店

168 包手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86272545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金龍路35號
中式早餐

169 金龍39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29993656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金龍路39號
各式早餐

170 神農大地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82002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金龍路19號
生鮮超市

171 遠東寢具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29823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金龍路3號
各式寢具

172 美而美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19264650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中山路462-4號
各式早餐

173 紹興炒飯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16779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中山路462-9號
餐飲

174 客家小炒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51802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神農里中華路3號
餐飲

175 家美膳小吃店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51259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410-1號
餐飲

176 大社第一家土魠魚羹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89777325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410號
餐飲

177 炒翻天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77256363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410號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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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178 茶棧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32851738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503號
飲料

179 鮮魚湯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08671615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501號
餐飲

180 劉家烤鴨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908815095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大吉路19號
餐飲

181 阿梅 大社區
聯絡方式 : 07-3553568

地址 : 高雄市大社區翠屏里中山路391號
餐飲

182 紹雅工作坊 大寮區 中興路中華北巷12號 原民服飾、風髮帶、包包、農特產品

183 善耕農產品生產合作社 大寮區 義和路27-29號 農
184 福園餡餅粥 大寮區 鳳林三路41號 餐飲
185 老三煎肉飯 大寮區 大寮路682號 餐飲

186 香堤精品旅館 大寮區
中庄里仁愛路52號

電話：07-7026606
旅宿業

187 義大天悅飯店 大樹區
義大八街100號

訂購專線：0972-259-776
旅宿業餐廳(天天喜悅餐餐美味餐盒)

188 蜜匠養蜂場 大樹區
聯絡方式 : 林聖茹 (0976113345)

地址 : 高雄市大樹區興山里45號
蜂蜜相關產品

189 禚家餃子館 小港區 金府路67號1、2樓 餃子
190 寶凱生活館有限公司(小北百貨) 小港區 宏平路664、664之1號 超商百貨業
191 南台灣商業有限公司 小港區 宏平路136號 超商百貨業

192 香堤晶典旅館 小港區
宏平路579號

電話：07-8035566
旅宿業

193 天泉井然麵 小港區
聯絡方式 : 熊靜 (0933631994)

地址 :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81號
餐飲

194 高麗菜韓式料理店 仁武區 赤仁路206號1樓 韓式料理
195 日興文具 仁武區 仁和南街73號 文具店

196 三龍餐廳 仁武區 中正路207號 餐飲
197 雙緣樓 仁武區 仁慈路212號 餐飲
198 全紅古早味紅茶專買店 六龜區 光復路168號 餐飲業
199 金鑽17冰菓室 六龜區 平和巷2號 餐飲業

200 瑪卡札亞咖啡 左營區 左營大路480號 部落咖啡
201 東成書局 左營區 左營大路440-1號 文教業

202 信賓專業麵包供應中心 左營區 勝利路124號 食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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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203 中外餅舖 左營區
創始店：左營大路98號

棋餅文創館：蓮潭路60-1號
食品業

204 老左營汾陽餛飩 左營區 左營大路84號 食品業
205 高雄市高雄地區農會超市 左營區 左營大路73之2號 零售業

206 元品、日品有機米 左營區 榮德街151號 有機米白米、糙米、三色米
207 寶島第一味 左營區 明華一路101號 酒釀玉荷包香腸

208
高雄物產館蓮潭旗艦店

(略平方行銷有限公司)
左營區 翠華路1435號 高雄各地區農漁會與在地食材產品

209 Leaffree 自由葉 左營區 高鐵路115號3樓(新光三越左營二館) 茶葉及沖茶器具等

210 紅頂穀創穀物文創樂園 左營區 民族一路709號 食品

211 國旗女孩愛國文創 左營區
聯絡方式 : 07-3490919 或 0972226192

地址 : 高雄市左營區華廈路763號
文創商品

212 Oni歐妮眉睫 左營區
聯絡方式 : 0966212513

地址 : 高雄市左營區文強路210號
美睫、美甲、臉部美容

213 田寮酒莊 田寮區 新興路109號 其他
214 大崗山高爾夫球場 田寮區 長山路1號 其他
215 花季渡假飯店 田寮區 崗山路111號 旅宿業

216 頭前園 田寮區 崇德路9號 餐飲業
217 妙香亭 田寮區 月球路36號 餐飲業
218 金倉商店 甲仙區 文化路89號 百貨
219 同華行 甲仙區 林森路70號 百貨

220 玉珍自助餐 甲仙區 中正路41號 餐飲業
221 皇都飯店 甲仙區 中正路7號 餐飲業

222 上海式自助餐 甲仙區 文化路69號 餐飲業
223 維康藥局 甲仙區 中正路22號 藥局

224 高欣商行 杉林區 清水路56之1號 商行
225 賀買超市 杉林區 清水路36之2號 超市

226 高雄市杉林區日光小林社區發展協會 杉林區 上平里忠義路1號 老梅餅、薑黃酥每盒、大武壠酒
227 深山裡的麵包店 那瑪夏區 達卡努瓦里秀嶺巷196號 麵包
228 旮旦娃力絲工藝坊 那瑪夏區 達卡努 瓦里秀嶺巷1號 手工藝品
229 台灣滷味博物館 岡山區 本洲產業園區本工一路25號 食品

230 全聯福利中心-高雄岡山店 岡山區 仁壽路22號 日常用品零售業
231 祥發日用品行 岡山區 碧紅里後興北路91號 日常用品零售業

232 猋師傅便當店 岡山區 民有路1號 食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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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233 季洋咖啡 林園區 王公路5號 飲料

234 農春鎮生態教育農場 阿蓮區
聯絡方式 : 黃資雯 (07-6315458)

地址 : 高雄市阿蓮區中路里3-66號
食品

235 寶雅七賢門市 前金區 七賢二路186號 百貨

236 小北瑞源店 前金區 中正四路118號 百貨
237 宜兒樂 前金區 自強二路79號 育嬰用品
238 不老松足湯愛河行館 前金區 河東路2號 足湯、腳底按摩等

239 西子灣飯店 愛河館 前金區
大同二路23號

訂房專線：07-2013456
旅宿業

240 麗馨商旅-七賢館 前金區
市中一路229號

訂房專線：07-2219911
旅宿業

241 康瀚行旅 前金區
七賢二路195號

電話：07-2112151
旅宿業

242 御宿商旅中央公園館 前金區
中華三路15號

訂房專線：07-2155990
旅宿業

243 帝王大飯店 前金區
中華三路17號

訂房專線：07-2612197
旅宿業

244 和樂花園 前金區
榮安街35號1-7樓

訂房專線：07-2825888
旅宿業

245 鈞怡大飯店 前金區
河東路10號

訂房專線：07-2821888
旅宿業

246 高雄國賓大飯店 前金區
民生二路202號

電話：07-2115211
旅宿業

247 高雄喜悅酒店 前金區
七賢二路178號

訂房專線：07-2863033分機9256
旅宿業

248 漢來大飯店 前金區
成功一路266號

訂購專線：07-213-5799

旅宿業餐廳(福園、翠園及漢來海港餐廳十色

便當)

249 華園大飯店 前金區

六合二路279號

預購專線：07-968-3333

當日外帶專線：07-951-1111

旅宿業餐廳(港式外帶商業便當)

250 威豪飯店 HOTEL WO 前金區
七賢二路394號

訂購專線：07-282-6268
旅宿業餐廳(窩心美味帶著走)

251 高雄客運愛之船國賓站 前金區 河東路178號對面(國賓飯店附近) 高雄開頂雙層巴士、愛河愛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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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252 吾家早午餐 前金區
聯絡方式 : 07-2825296

地址 :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19號
餐飲

253 Oni歐妮眉睫 前金區
聯絡方式 : 0976077818

地址 : 高雄市前金區六合二路171號
美睫、美甲、臉部美容

254 Salie女海 前鎮區 明正里明道中街5號 手作飾品、手作包包、髮飾、服飾
255 珍芳烏魚子見學工廠 前鎮區 新衙路296巷81弄13號 食品
256 宏裕行花枝丸館 前鎮區 新生路240號 食品
257 徐記醬鴨 前鎮區 瑞和街155號 上海美食-醬鴨相關產品、餐盒

258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前鎮區
中山二路260號

訂房專線：02-7706-3600；07-9756699
旅宿業

259 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前鎮區
中山二路260號23樓

訂購專線：07-975-6677
旅宿業餐廳(精緻主廚餐盒)

260 雲朗官光集團－品中信茶樓 前鎮區
中華五路789號(夢時代購物中心8樓)

訂購專線：07-8127996轉2
旅宿業餐廳(個人獨享餐、四人分享餐)

261 高雄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前鎮區 中華五路789號 百貨零售業(摩天輪提供優惠方案)
262 i-Ride 5D飛行劇院 前鎮區 復興四路9號 觀光娛樂業

263 鍋中傳奇草衙店 前鎮區
聯絡方式 : 熊靜 (07-8318003)

地址 : 高雄市前鎮區德昌路160號
餐飲

264 皇龍時尚手工西服 前鎮區
聯絡方式 : 07-7610235

地址 : 高雄市前鎮區瑞西街12號
手工西服、制服訂製

265 阿香的廚房 美濃區 中山路二段635號 風味餐

266 帕蒂斯藝文咖啡館 美濃區 福安街43號 餐飲
267 美濃啖糕堂 美濃區 永安路197號 麵包店

268 徐氏手作坊 美濃區
聯絡方式 : 施婉若 (0958678518)

地址 : 高雄市美濃區中山路一段162巷20號
食品、飲料

269 肉肉先生 苓雅區 五福一路189號 牛排
270 日光徐徐 苓雅區 四維三路100號(四維店) 早午餐、輕食

271 捷米早安主廚 苓雅區 四維二路35號 早午餐、熱食
272 綠果昔高雄文化店 苓雅區 和平一路98號 綠果昔、沙拉、輕食專賣店
273 帕莎蒂娜烘焙坊文化店 苓雅區 和平一路116號 麵包西餅店
274 OTTER CAFE 獺咖啡 苓雅區 苓雅一路205之2號 咖啡、輕食

275 東昌美食飲品 苓雅區 忠孝二路104號 紅茶牛奶、吐司、蛋餅等
276 喜憨兒烘焙 苓雅區 四維三路2號1樓 咖啡、餐飲

277 員工消費合作社 苓雅區 四維三路2號B1、11樓 零售、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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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278 御宿商旅中山館 苓雅區
興中二路11-2號

訂房專線：07-3348101
旅宿業

279 雲海精品旅館 苓雅區

自強三路5號13樓之1、2、3、5、6、7、8、

9、10、11

電話：07-5666560

旅宿業

280 宜果旅居 苓雅區
自強三路5號34樓(位於85大樓)

訂房專線：07-5668885
旅宿業

281 寒軒國際大飯店 苓雅區
四維三路33號

訂購專線：07-332-2000轉訂席中心
旅宿業餐廳(食在賀呷小資便當)

282 麗尊酒店 苓雅區
五福一路105號

訂購專線：0966-278800
旅宿業餐廳(五星料理外帶餐盒)

283 新技專業髮型美容 (50家分店) 苓雅區
聯絡方式 : 07-2231901

地址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三路55號29F
美容、美髮

284 一山沐多納咖啡屋 茂林區 多納巷6之6號 咖啡、愛玉、農特產品

285 大頭的麵包 茂林區 茂林里16號 手工麵包
286 石破天驚文創工作室 茂林區 萬山里萬山巷42號 石板文創、龍紋石文創
287 TEA’S原味茄萣興達店 茄萣區 民治路260號 飲料

288 TEA’S原味茄萣2店 茄萣區 茄萣路二段462號 飲料
289 馬里山咖啡 桃源區 寶山里9鄰140-2號 茶、咖啡、美食
290 阿諾高山農特產 桃源區 寶山里寶山巷41之1號 高山茶
291 明秀陶藝琉璃藝術坊 梓官區 民權街11號 手工藝品

292 梓官區漁會 梓官區 漁港二路32號 戀戀蚵仔寮商品
293 布農族獵人餐廳 鳥松區 大埤路1號 原民風味餐

294 湖畔咖啡屋 鳥松區
大埤路123號(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復健大樓1

樓、11樓)
咖啡、點心、中西式料理

295 高雄圓山大飯店 鳥松區
圓山路2號

訂購專線：07-3705911轉551、636
旅宿業餐廳(圓山美食速速GO西式便當)

296 老丁家豆花 鳥松區
聯絡方式 : 07-7323621

地址 : 高雄市鳥松區大仁北路16號
餐飲

297 FLOMO富樂夢觀光工廠 湖內區 中山路二段42號 文具

298 印水涵汽車旅館 湖內區
湖中路165號

訂房專線:07-6998800
旅宿業

299 北海道生鮮超市 湖內區
聯絡方式 : 07-6690567

地址 : 高雄市湖內區保生路131號
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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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300 六合夜市－味芝坊 新興區 名產伴手禮

301 六合夜市－六合豬豬仔伴手禮商行 新興區 伴手禮

302 六合夜市－六合廣軒食品有限公司 新興區 食品
303 六合夜市－吳媽媽雞爪凍 新興區 食品

304 六合夜市－林家八寶冰 新興區 食品
305 六合夜市－六合林家檸檬愛玉 新興區 食品
306 六合夜市－盛奕大腸包小腸 新興區 食品
307 六合夜市－陳記肉舖 新興區 食品
308 六合夜市－章魚爆爆整隻起司章魚燒 新興區 食品

309 六合夜市－陸合興牛軋糖 新興區 食品
310 六合夜市－廖師傅泰國蝦 新興區 食品
311 六合夜市－呀呀香酥雞、排骨酥 新興區 食品
312 六合夜市－冠瑋珠寶飾品 新興區 精品
313 六合夜市－家家香酥雞 新興區 食品
314 六合夜市－鄭老牌木瓜牛奶 新興區 食品
315 六合夜市－e豆贊無骨雞爪凍 新興區 食品
316 六合夜市－東港阿清生猛海鮮 新興區 海產

317 六合夜市－翠峰茶園 新興區 茶業
318 六合夜市－Doris朵瑞絲時尚精品 新興區 精品
319 日光徐徐 新興區 七賢一路245號(七賢店) 早午餐、輕食
320 MOSO SALON 新興區 青年一路162號 髮廊

321 阿雲麵攤 新興區 南華路156號 食品
322 新堀江商圈－印度Q餅 新興區 文化、文橫二路口 Q餅、香蕉煎餅、飲品等
323 新堀江商圈－阿3酥皮雞蛋糕 新興區 文化、文橫二路口 雞蛋糕、咖啡、薏仁飲

324 南華商圈－萬里香白糖粿 新興區 南華路、大同一路交叉口處 白糖粿

325 南華商圈－兩回熟豆花 新興區 南華一路大同一路路口 豆花
326 南華商圈－純正愛玉冰 新興區 南華路33號 愛玉冰
327 南華商圈－山西刀削麵 新興區 復橫一路283號 麵食
328 捌邸樓咖啡 新興區 八德二路46-1號 咖啡飲料
329 森郁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興區 中正二路192號 蜜拉聖果(神秘果)相關產品

330 樂逸文旅-六合夜市棒球館 新興區
南華路136號

訂房專線：07-2365500
旅宿業

331 九福大飯店 新興區
民主路16號1-8樓

訂房專線：07-2867703
旅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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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332 首福大飯店 新興區
民主路12號

訂房專線：07-2867703
旅宿業

333 三華大飯店 新興區
六合一路92號3-10樓

訂房專線：07-2392222
旅宿業

334 宮賞藝術大飯店 新興區
林森一路237號

電話：07-2399888
旅宿業

335 高雄福華大飯店 新興區
七賢一路311號

電話：07-2362323
旅宿業

336 高雄福華大飯店 新興區
七賢一路311號

訂購專線：07-230-7777轉8

旅宿業餐廳(HOVIICcafe、蓮香苑、珍珠坊

及江南春美食餐盒)

337 都會HOTEL dùa 新興區

林森一路165號

悅品中餐廳FB粉絲團私訊訂購：https://zh-

tw.facebook.com/yuepinkh/

旅宿業餐廳(悅品中餐廳雙主菜餐盒)

338 爪哇娃清真印尼美食 新興區
聯絡方式 : 0921238282

地址 :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06、217號
餐飲

339
BLESSING INDONESIA

菲比的店
新興區

聯絡方式 : 0968803534

地址 :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23號
餐飲

340 阿雲越南美食 新興區
聯絡方式 : 0973518151

地址 :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15號
餐飲

341 BALI STORE 新興區
聯絡方式 : 0968-851-834

地址 :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214號
日常用品零售業

342 TOKO MAJU 新興區
聯絡方式 : 0939839006

地址 : 高雄市新興區八德二路25號-1
日常用品零售業

343
ARMADA EXPRESS

印尼包裹寄送
新興區

聯絡方式 : 0975231313

地址 : 高雄市新興區南華路189號
包裹寄送服務

344 鮮茶道 楠梓區 錦屏里後昌路21號 飲料
345 鮮茶道 楠梓區 惠楠里楠梓新路281號 飲料

346 薇風精品汽車楠梓館 楠梓區
楠盛街137號

電話：07-3551177
旅宿業

347 正益鎖印行 鼓山區 鼓山二路36-1號 刻印/鎖
348 榮星花園店 鼓山區 葆禎路220號 花店

349 巧美企業行 鼓山區 鼓山一路161巷5號 裝潢
350 御品香自助餐 鼓山區 鼓山二路129-4號 餐飲

351 國泰自助餐 鼓山區 九如四路709號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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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352 御典茶 鼓山區 鼓元街38號 茶飲料

353 寶樂食堂 鼓山區 濱海一路60、62號 餐飲

354 叁．食壹 鼓山區 麗雄街13號 餐飲

355 御宿商旅明華館 鼓山區
明華路257號

訂房專線：07-5222658
旅宿業

356 水京棧國際酒店  H2O Hotel 鼓山區
明華路366號

訂購專線：07-553-7001

旅宿業餐廳(京悅軒中餐廳《中式外帶餐

盒》)

357 巨蛋旅店 鼓山區
文忠路1號

預約專線:07-5868388
旅宿業餐廳(蓋婭餐廳奶蛋素食餐盒)

358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鼓山區 濱海二路1號(鼓山輪渡站) 交通渡輪
359 旮旦娃力絲工藝坊 旗山區 大德里至誠巷13號 手工藝品
360 85度c咖啡 旗山區 中華街7號 飲料
361 高雄市旗山區圓富社區發展協會 旗山區 圓富里旗甲路二段256巷4號 口隘庄鳳梨酥、口隘庄雪Q餅
362 高雄市旗山區大林社區發展協會 旗山區 大林里自強巷17號 呵護My Darlin!檸檬精油清潔慕斯

363 高雄市旗山區南勝社區發展協會 旗山區 南勝里龍文巷30-3號 勝荔餐具、勝荔筆、旺荔酥
364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 旗山區 忠孝街33號 豆腐乳、桂圓薑糖磚、香蕉絲文創商品等

365 旗山川雅居民宿 旗山區
圓富里富興路23巷3號

電話：0919 779 815
旅宿業

366 貢茶-高雄旗津店 旗津區 中洲三路555-1號 飲料
367 50嵐旗津店 旗津區 廟前路112號 飲料
368 大港超市旗津店 旗津區 中洲三路476號 零售業

369 大港超市中洲店 旗津區 旗津二路156號 零售業
370 海味鮮活海產 旗津區 廟前路75號 餐廳

371 鴨角活海產店 旗津區 廟前路22號 餐廳
372 三味珍小卷米粉 旗津區 廟前路16號 餐廳

373 旗后活海產 旗津區 廟前路31號 餐廳
374 不一樣赤肉羹 旗津區 廟前路56號 餐廳

375 海忠寶活海產 旗津區 廟前路66號 餐廳
376 萬三小吃部 旗津區 中洲二路162號 餐廳
377 旗津吉勝海產 旗津區 中洲二路186-3號 餐廳
378 萬二小吃部 旗津區 北汕巷50-60號 餐廳

379 海濱海產 旗津區 中洲巷68-16號 餐廳
380 金聖春海產 旗津區 中洲二路中洲巷68號之22號 餐廳

381 旗津風車驛站 旗津區 旗津三路289-1號斜對面風車公園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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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382 旗津道酒店 旗津區
旗津三路1050號3樓

電話：07-5721818分機520、521
旅宿業

383 高雄市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旗津區 海岸路10號(旗津輪渡站) 交通渡輪
384 雄大書局有限公司 鳳山區 南榮159號 文具

385 就愛煮有限公司 鳳山區 力行路203號1樓 冷凍肉品
386 昌茂北平烤鴨 鳳山區 凱旋路286號 即食餐
387 喜憨兒烘焙 鳳山區 光復路二段132號1樓 咖啡、餐飲
388 員工消費合作社 鳳山區 光復路二段132號前棟5樓 零售、餐飲
389 艾司加 鳳山區 文衡路491號 手工鮮果冰棒

390 高雄市農會 鳳山區

中山西路316號

高雄首選電商平台

(https://www.khagri.org.tw/)

蔬菜水果、五穀雜糧、果乾製品、生鮮海

產、畜牧產品等

391 一家工場 鳳山區 國泰路一段69巷1號 手工香皂、蛋捲

392 麗登汽車旅館 鳳山區
保安一街3號

訂房專線：07-7963999
旅宿業

393 春天藝術飯店(豪盈) 鳳山區
五甲一路364號

訂房專線：07-7631027
旅宿業

394 克來旅館 鳳山區
五甲一路130號

電話：0919893036
旅宿業

395 麗馨汽車旅館 鳳山區
文鳳路96號

訂房專線:07-7775036
旅宿業

396 薇風情汽車旅館 鳳山區
保仁街1號

訂房專線:07-7968689
旅宿業

397 鄧河內越氏廚房 鳳山區
聯絡方式 : 阮妙鑾 (0987336502)

地址 : 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207號
食品

398 Oni歐妮眉睫 鳳山區
聯絡方式 : 0987030113 或0986123519

地址 : 高雄市鳳山區青年路一段262巷20號
美睫、美甲、臉部美容

399 宜兒樂婦嬰用品橋頭店 橋頭區 樹德路42號 婦嬰用品
400 全聯福利中心橋頭隆豐店 橋頭區 隆豐路137號 超市
401 50嵐橋頭店 橋頭區 橋南路100號 飲料
402 50嵐白樹店 橋頭區 白樹路55號 飲料

403 香堤時尚旅館 橋頭區
鐵道北路33號

訂房專線: 07-6117166
旅宿業

404 裕賀牛𤛭工廠 燕巢區 大仁路68號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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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405 台醬生物科技 燕巢區 安招里安林二街13號 醬油

406 北辰鐵馬驛站-輝姐食堂 燕巢區
聯絡方式 : 吳明輝 (0922651978)

地址 : 高雄市燕巢區大埔巷11號
餐飲

407 北海道生鮮超市 彌陀區 中正西路261巷39-5號 超市

408 高雄文賓大飯店 鹽埕區
大勇路22號1-4樓

訂房專線：07-5612346
旅宿業

409 F HOTEL愛河館 鹽埕區
大智路129號4至15樓

訂房專線：07-5323333
旅宿業

410 高雄翰品大酒店 鹽埕區
大仁路43號

電話：07-5217388
旅宿業

411 城市商旅駁二館 鹽埕區
公園二路83號

訂房專線：07-5215116
旅宿業

412 城市商旅真愛館 鹽埕區
大義街1號

訂房專線：07-5215116
旅宿業

413 城市商旅 鹽埕區
大義街1號

電話：07-5215715
旅宿業餐廳(海霸王便當)

414 福容大飯店 鹽埕區
五福四路45號

訂購專線：07-551-1188
旅宿業餐廳(福容主廚便當)

415 社團法人高雄三山脊損重建協會 無實體店面 聯絡電話：07-7191039 

師姊冰鎮豆干、餐盒、手工餅乾、龍鳳酥、

平面設計印刷、印章、手工蛋捲、復康巴

士、鳳梨酥

416 社團法人高雄市小草關懷協會 無實體店面 聯絡電話：07-8061733
脆皮花生糖、香濃幸福QQ餅、五福錦盒、

豐盛禮盒

417 社團法人高雄市方舟就業服務協會 無實體店面 聯絡電話：07-3753073；07-3721973
檸檬蘆薈清潔劑、手工皂、檸檬乾、餐盒、

麵包、行動劇團、濾掛式咖啡包
418 社團法人高雄市唐氏症歡喜協會 無實體店面 聯絡電話：07-7717299 歡喜藝術表演團、手工蛋捲
419 永田農家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盧定楠(0937-222224) 土芭樂、土芭樂乾

420 富春山農場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楊司華(0985-090081) 台農二號木瓜
421 欣奇農場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李政欣(0982-085969) 台農二號木瓜
422 發現山茶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何佳薇(0989-558187) 立體茶包
423 一鳴生技農園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蕭旦倫(0910-711859) 好結果果乾

424 甘丹日子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陳德冠(0988-873977) 百香果(台農一號)
425 桃旺農園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李王勝(0919-629710) 杉林紅孩兒木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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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426 享家蔬果園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張家芸(0933-610491) 芭樂、紅龍果、芒果、黃金果、水果冰棒等

427 園漾森林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廖學智(0918-057233) 金鑽鳳梨
428 樸淯商行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洪明偉(0924-111506) 金鑽鳳梨

429 福田果園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魏翌芳(0956-889755) 哈密瓜、美濃瓜
430 思原農園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林桂年(0921-246231) 珍珠芭樂紅心芭樂、放牧雞蛋、蘿勒麵
431 弘運吉食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郭泰呈(0975-750333) 香蕉脆片、愛文芒果乾、金鑽鳳梨乾等
432 芳境農場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許倫肇(0915-900915) 桑椹荔枝玫瑰果醬、TAKAU桑玉荷包啤酒
433 八園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陳攸羽 (0987-115911) 海藻芭樂

434 悠綠客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莊承翰(0972-701921) 悠綠客手作檸檬乾

435 金多樂商行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陳麗卿(0952-331003)
梅子多酚酵素、蜂蜜檸檬酵素、發酵芭樂芯

葉茶、綜合果乾罐
436 保證責任高雄市愛果園農產生產合作社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洪若涵(0979-277656) 產銷履歷麗金番茄、玉女番茄及珍珠芭樂

437 允恩農產行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王千逡(0915-557560)
焙炒黑豆酥、焙炒黃豆酥、甘草黑豆茶包、

紅豆茶包、雙豆茶包等
438 金恩典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朱映帆(0926-188646) 蜂蜜
439 甲農蜂蜜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王億雯(0938-949201) 蜂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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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 行政區 地址/店家聯絡方式 行業別/產品類型
440 巨林好果舖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王芊尹(0911-108112) 精選果乾

441 巴瓈圓鳳梨酥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許瓈如(0919-891150) 鳳梨酥禮盒

442 梅山春農產行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顏芷芸(0956-260103) 養生梅酵素、青梅丹
443 恆發養蜂場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謝依蓉(0911-587157) 龍眼蜜、荔枝蜜

444 彩色的田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嚴思華(0980987967) 小米竹筒飯、芋頭粉吉那富。
445 得樂社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葉益源(0958966866) 紅藜系列產品
446 FUN購放GO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汪繼軒(0968251591) 原住民服飾，小飾品
447 小阿公手沖咖啡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甫諾˙嘎厄締(0933785955) 手沖咖啡、原民服飾手工藝
448 杜媽媽紅肉愛玉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陳曉玉(0978625203) 杜媽媽紅肉愛玉

449 吉那富專賣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趙莛睿(0928737311) 小米吉那富
450 馬告香腸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林秀美(0917255406) 馬告香腸

451 靖灣雲南涼麵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 : 湛秀英 (0982922996)

每週一於四維行政中心11樓員工餐廳販售
食品、飲料

452 蓮子軒工坊 無實體店面
聯絡方式 : 李玉紅 (0916801225)

加入line好友ID洽詢:@291corjo
食品、飲料、健康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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