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銀珍饡 美食饗宴」合作餐廳一覽表 

天蔥 網址：http://www.mr-onion.com/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信義 ATT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2號 5樓 (02)7737-9788 

板橋新埔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68號 1樓 (02)2255-9291 

蘆洲徐匯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一路 8號 4樓 (02)2283-3789 

桃園台茂店 桃園縣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112號 4樓 (03)212-3553 

桃園廣豐店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一段 728號 1樓 (03)3625977 

台中新時代店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86號 10樓 (04)2225-9599 

嘉義秀泰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299號 3樓 (05)2277657 

台南南紡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6號 5樓 (06)3006899 

台南家樂福 

仁德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711號 1樓 (06)2708177 

高雄草衙道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 100號大道西 3樓 (07)7933757 

 

開丼 網址：https://www.kaidonno1.com/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東區敦化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177號 2樓-2 (02)8771-8250 

西湖內科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360巷 2-1號 2

樓 

(02)8752-3368 

HOYll北車站

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36號 B1 (02)2312-1606 

南港環球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 371號 B1 (02)2653-0858 

環球板橋車站

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7號 B1 (02)2968-6608 

桃園 ATT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47號 4樓 (03)2712568 

秀泰站前店 台中市東區南京路 76號 2樓 (04)2212-2882 

秀泰廣場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299號 3樓 (05)2280019 

台南南紡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6號 (06)3006898 

高雄左營新光

三越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15號 3樓 (07)3430905 

信義新光 A8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2號 B2 (02)6617-5205 

台中新光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301號 12樓  

 

 

 

 



麻膳堂 網址：http://www.mazendo.com.tw/index.php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臺北光復店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280巷 24號 (02)2773-5559 

臺北信義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8號 (02)2723-7555 

HOYII北車站

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36號 (02)2311-5420 

臺北復北店 台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346號 (02)2515-3385 

大直美麗華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20號 B1 (02)8501-5995 

誠品敦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45號 B1 (02)8773-0996 

萬華桂林店 台北市萬華區桂林路 1號 1樓 (02)2361-0335 

板橋車站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7號 B1 (02)8969-1001 

新竹 湳雅大

魯閣店 

新竹北區 雅路街 91-2號 B1 (03)5337364 

台中 新時代

大魯閣店 

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86號 B1 (04)2228-0720 

 

金大鋤 網址：http://en.mongobeef.com.tw/about-

kingdaichu.html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三創店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 2號 9樓 (02)2351-0668 

府中店 新北市板橋區東門街 30-2號 (02)2966-9841 

蘆洲店 新北市蘆洲區中原路 6號 (02)8283-5868 

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51號 4樓 (03)2806977 

新竹店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 18號 13樓 (03)5280692 

 

吉天婦羅 網址：http://www.kichi.com.tw/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 SOGO 

忠孝店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45號 11樓 (02)2731-2518 

 

天吉屋 網址：https://www.tenkichiya.com.tw/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京站店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1號 1樓 (02)2558-2328 

台北微風店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南路一段 39號 GF (02)2721-3199 

板橋大遠百店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28號 B1 (02)8964-6266 

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29號 7樓 (03)5352268 

台南三越西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號 6樓 B區 (06)3031699 



 

台北國賓 

大飯店 

網址：https://www.ambassador-hotels.com/tc/taipei 

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國賓粵菜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2樓 (02) 2551-1111 

分機 2370 

 

台北老爺酒店 網址：http://www.royal-taipei.com.tw/ 

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明宮粵菜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7之一號 3樓 (02)2542-3299 

分機 318 

中山日本料理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7之一號 2樓 (02)2542-3299 

分機 328 

LeCaf'e 

咖啡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7之一號 2樓 (02)2542-3299 

分機 374 

 

高雄翰品酒店 網址：https://www.chateaudechine.com/ 

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怡情軒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1樓 (07)5614688 

品日料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1樓 (07)5331644 

(07)5614688 

分機 3232 

港都茶樓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3樓 (07)5331788 

(07)5614688 

分機 3227、

3228 

 

台中 

永豐棧酒店 

網址：http://www.tempus.com.tw/ 

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風尚西餐廳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689號 1樓 (04)2326-8008 

分機 2219 

穎火鍋餐 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689號 2樓 (04)2326-8008

分機 2226 

阿利海鮮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 37號(大墩館) (04)2326-8008

分機 7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