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銀珍饡 美食饗宴」合作餐廳及分店一覽表(110.2.1~110.7.31) 

涓豆腐 網址：http://www.dubuhouse.com.tw/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敦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 233巷 9號 

(捷運「忠孝敦化站」5號出口) 
(02)2781-1119 

微風 

台北車站店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號 2樓 

(台鐵 2樓東南側) 
(02)2311-9288 

信義 ATT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壽路 12號 5樓(ATT 4 

FUN/捷運「台北 101世貿站」4號出口) 
(02)7743-2088 

信義時代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8號 7F (02)2729-0088 

松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山路 11號 2樓 

(潤泰百益松山車站商場) 
(02)2747-3088 

南港車站店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 369號 8樓 

C棟 
(02)2651-3288 

大直 ATT店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三路 123號 5樓 (02)7706-9899 

板橋環球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7號 2F (02)2960-1199 

新莊佳瑪店 
新北市新莊區幸福路 746號 2樓 

(新莊佳瑪 JC PARK 2F) 
(02)2990-7288 

華泰名品城店 
桃園市中壢區春德路 189號 3樓(高鐵桃園

站 7號出口 / 桃園機場線 A18出口) 
(03)287-1938 

桃園台茂店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112號 5樓 

(台茂購物中心 5F) 
(03)322-6299 

中壢大江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園路二段 501號 GBF 

(大江購物中心 GBF) 
(03)468-0188 

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29號 7樓 

(Big City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03)534-5111 

苗栗尚順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央路 103號 1樓 (037)670-088 

新光中港店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301號 10F (04)2259-1768 

台中 

文心秀泰店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89號 6樓 (04)2472-7488 

台中麗寶店 台中市后里區福容路 201號 1樓 (04)2557-0766 

台南南紡店 
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一段 366號 2樓 

(南紡購物中心 2F/F2D03櫃位) 
(06)209-5699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7樓 

(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 7F/D02綠區) 
(07)822-5188 

漢神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4樓 (07)555-4288 



 
 

宜蘭新月店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8巷 6號 4樓 

(宜蘭新月廣場 4F) 
(03)936-3288 

 

北村豆腐家 網址：http://www.hanoktofu.com.tw/index.html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 

統一時代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8號 B2 

(統一時代百貨) 
(02)2345-1088 

台北 CITYLINK 

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188 號 2 樓

(CITYLINK 內湖店) 
(02)2795-2388 

新北 

比漾廣場店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 238 號 2F 

(比漾廣場) 
(02)8231-6228 

新北樹林 

秀泰店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 40-6 號 7 樓 

(秀泰生活樹林店) 
(02)2687-5088 

新北土城 

日月光店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二段 210 號 1 樓

(日月光廣場) 
(02)2263-3988 

新北汐止 

遠雄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 99 號 B1 

B 棟 
(02)2697-1788 

桃園 

統領廣場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路 61號 5樓 (03)331-3899 

桃園經國店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369號 2樓 (03)325-7188 

台中 

中友百貨店 

台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 161號 B3 

(中友百貨 C棟) 
(04)2220-0799 

台中 

秀泰廣場店 

台中市東區南京路 76號 2樓 

(台中秀泰廣場站前店 S1館) 
(04)2211-0888 

台南西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號 B2 (06)303-0788 

高雄左營 

彩虹市集店 
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15號 4樓 (07)348-4288 

 

銅盤 
網址：

http://www.dubuhouse.com.tw/MenuO/StoreInfoC.html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 

統一時代店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8號 7F 

(統一時代百貨) 
(02)2345-2788 

松山店 
台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六段 131號

3F(CITYLINK松山貳號店) 
(02)2748-0588 

嘉義秀泰店 
嘉義市西區國華里文化路 299號 3F 

(嘉義秀泰廣場) 
(05)228-2988 



 
 

高雄草衙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山四路 100號 2F 

(大魯閣草衙道) 
(07)791-5988 

   

姜滿堂 

韓式烤肉 
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JONMATTAENG.TW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29號 8樓 

(新竹巨城 8樓) 
(03)535-1558 

   

無老鍋 網址：https://www.wulao.com.tw/menu.php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西門町店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55號 2樓 (02)2388-8358 

台北市民店 台北市市民大道三段 143號 (02)2731-7928 

台北新生店 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124號 (02)3322-5529 

台北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36-1號 (02)2581-6238 

台中公益店 台中市公益路二段 74號 (04)2319-1158 

高雄苓雅店 高雄市三多三路 236號 (07)338-5959 

 

鼎王 網址：https://www.tripodking.com.tw/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西門町 

成都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一段 152號 2樓 (02)2381-6999 

台北光復店 台北市松山區光復北路 89號 (02)2742-1199 

台北長安店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131-1號 (02)2507-8018 

桃園南平店 桃園市南平路 296號 (03)356-1358 

竹北光明店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 93號 (03)657-1879 

台中公益店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 2段 42號 (04)2326-1718 

台中精誠店 台中市西屯區精誠路 12號 (04)2329-6828 

台中漢口店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 4段 385號 (04)2237-5959 

高雄七賢店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二路 16號 (07)286-2558 

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 191號 (07)550-7668 

 

鈺善閣． 

素．養生懷石 
網址：https://www.yu-shan-ge.com.tw/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店 台北市北平東路 14號 (02)2394-5155 

高雄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三路 225號 (07)522-7850 



 
 

欣葉日本料理 

網址：

https://www.shinyeh.com.tw/content/zh/brand/Index. 

aspx?BrandId=4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信義 A11 館 
台北市松壽路 11號 5樓 

(新光三越信義店 A11館) 

(02)8780-1366 

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52號 (02)2542-5858 

館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12號 6樓 (02)2371-3311 

健康店 台北市松山區健康路 156號 (02)2766-3666 

中茂店 桃園市桃園區同德五街 67號 10樓 (03)317-8833 

 

咖哩匠 

網址：

https://www.shinyeh.com.tw/content/zh/brand/Index. 

aspx?BrandId=6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52號 B1 

（國賓飯店對面） 
(02)2521-7177 

環球店 
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 3段 122號 4樓 

(環球購物中心 4樓) 
(02)2226-3079 

 

呷哺呷哺 

網址：

https://www.shinyeh.com.tw/content/zh/brand/Index. 

aspx?BrandId=5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雙城總店 台北市中山區雙城街 26號 (02)2595-5595 

 

晶湯匙 網址：http://www.spoon.com.tw/index.php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 Sogo店 
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300號 10樓  

(SOGO百貨復興館內) 
(02)8772-5006 

台北天母店 
台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 55號 12樓 

(大葉高島屋館內) 
(02)2833-6343 

台北京站店 
台北市承德路 1段 1號 4樓  

(Q square 京站時尚廣場內) 
(02)2552-6835 

 

銀湯匙 網址：http://www.spoon.com.tw/index.php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高雄 Sogo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7號 14樓 

(sogo高雄店內) 
(07)332-6236 

 

小湯匙 網址：http://www.spoon.com.tw/index.php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京站店 
台北市承德路 1段 1號 4樓  

(Q square 京站時尚廣場內) 
(02)2552-6227 

 

高雄翰品酒店 網址：https://kaohsiung.chateaudechine.com/tw/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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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4688 

品日料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1樓 

(07)533-1644 

(07)561-4688 

分機 3232 

港都茶樓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43號 3樓 

(07)533-1788 

(07)561-4688 

分機 3227、

3228 

 

台北 

美福大飯店 
網址：https://www.grandmayfull.com/ 

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彩匯自助餐廳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55號 1樓 (02)7722-3395 

潮粵坊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55號 1樓 (02)7722-3390 

米香台菜餐廳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55號 3樓 (02)7722-3391 

晴山日本料理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55號 3樓 (02)7722-3393 

GMT 

義大利餐廳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55號 4樓 (02)7722-3396 

Cocoon 

池畔酒吧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55號 4樓 (02)7722-3392 

 

台北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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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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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機 2370 

 

 



 
 

台中 

永豐棧酒店 
網址：https://taichung.tempus.com.tw/ 

餐廳名稱 地址 電話 

風尚西餐廳 台中市中山區西屯區台灣大道 689號 3樓 (04)2326-8008 

阿利海鮮 台中市中山區西屯區台灣大道 689號 3樓 (04)2326-8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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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