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銀珍饡 美食饗宴」合作餐廳及分店一覽表(110.8.1~111.1.31) 

肯德基 網址：https://official.kfcclub.com.tw/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因門市眾多無法一一表列，請參閱肯德基官網 

(台大卓越餐廳、桃園高鐵數位旗艦餐廳及新竹湖口餐廳不適用) 

 

赤鬼炙燒牛排 網址：https://akaonisteak.com/meals.html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灣大道店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170號 (04)2206-0078 

崇德店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603號 (04)2242-9933 

逢甲店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1號 (04)2452-7277 

大里店 台中市大里區德芳南路 212號 (04)2483-3908 

員林店 彰化縣埔心鄉員林大道七段 500號 

（員林大道七段、一段、與中山路交叉口） 

(04)839-5018 

高雄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318號 (07)5568-895 

 

西提牛排 網址：https://www.tasty.com.tw/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台北重慶南店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129號 2樓 (02) 2370-8292 

台北南京東店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11號 2樓 (02) 2560-1296 

台北羅斯福店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79號 2樓 (02) 2369-9148 

台北復興南店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 152號 3樓 (02) 2711-2231 

基隆信一店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77號 15樓 (02)2425-3600 

板橋中山店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6號 2樓 (02)2962-9955 

新店民權店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 82號 2樓 (02)2218-1400 

中和板南店 新北市中和區板南路 661號 (02)2226-0306 

三峽學成店 新北市三峽區學成路 398號 3樓 (02)2672-1866 

新莊新泰店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 303號 2樓 (02)2992-1303 

蘆洲集賢店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409號 2樓 (02)2281-0806 

淡水中山店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 8號 

（大都會商場 3F） 
(02)2626-3255 

新竹中正店 新竹市北區中正路 178號 2樓 (03)524-5522 

中壢中山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 99號 2樓 (03)425-5671 

龍潭中正店 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 398號 (03)489-3568 

楊梅中山北店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 23巷 2號 2樓 (03)481-0010 

桃園南華店 桃園市桃園區南華街 66號 (03)339-5896 



 
 

頭份尚順店 苗栗縣頭份市尚順路 77號 (037)687-183 

台中金典 

綠園道店 
台中市西區健行路 1049號 4樓 (04)2310-2522 

北屯文心店 台中市文心路四段 695號 1樓 (04)2247-3922 

台中中科店 台中市西屯區國安一路 168號 2樓 (04)2462-9522 

台中家樂福 

文心店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 521號 B1 (04)2258-6552 

彰化四維店 彰化市四維路 69巷 68號 (04)761-5252 

員林大潤發店 彰化縣埔心鄉瓦南村中山路 319號 (04)831-3822 

嘉義文化店 嘉義市西區文化路 155-70號 2樓 (05)223-9418 

斗六家樂福店 斗六市雲林路二段 297號 (05)537-1258 

安平家樂福店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 16號 2樓 (06)297-1618 

仁德中山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777號 (06)270-2952 

新營家樂福店 台南市新營區健康路 251號 2樓 (06)656-5633 

宜蘭新月店 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8巷 6號 4樓 (03)931-2725 

花蓮國聯店 花蓮市國聯一路 173號 (03)833-4543 

高雄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 472號 2樓 (07)282-0712 

楠梓後昌新店 高雄市楠梓區後昌新路 152號 (07)3646210 

高雄富國店 高雄市左營區富國路 302號 (07)556-9712 

鳳山家樂福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236號 2樓 (07)790-2022 

屏東自由店 屏東市自由路 595號 (08)733-7222 

   

小蒙牛 https://www.mongobeef.com.tw/index.html 

分店名稱 地址 電話 

站前店 台北市中正區漢口街一段 3號 2樓 (02)2311-8333 

內湖店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 248號 1樓 

(捷運西湖站 2號出口) 
(02)2797-3366 

西門店 台北市萬華區中華路 1段 152號 3樓 (02)2331-8968 

板橋店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145號 1樓 (02)2272-1577 

新莊店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425號 1樓 (02)2204-6099 

遠雄汐止店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 1段 99號 2樓 

(遠雄廣場) 
(02)2697-6077 

基隆店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 177號 32樓 (02)2425-9229 

桃園店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路 634號 1樓 (03)358-3322 

中壢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央東路 77號 1樓 (03)422-8777 

中壢家樂福店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 510號 1樓 

(中壢家樂福) 
(03)437-3568 



 
 

新竹晶品城店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 18號 12樓 

(晶品城購物廣場) 
(03)528-0209 

竹北店 新竹縣竹北市文田街 66號 (03)657-3811 

尚順頭份店 
苗栗縣頭份市中央路 103號 2樓 

(尚順廣場) 
(037)689-595 

台中店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 432號 1樓 (04)2237-0000 

中港店 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 285號 (04)2320-8800 

斗六店 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 71號 (05)537-8868 

家樂福嘉義店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 461號 B1 

(美食廣場內) 
(05)284-0202 

台南店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349號 (06)297-3322 

家樂福仁德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山路 711號 1樓 

(家樂福) 
(06)279-2333 

高雄店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 486號 1樓 (07)281-1777 

家樂福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 288號 1樓 

(家樂福) 
(07)591-6655 

屏東店 
屏東市公園路 15號 

(環球百貨旁) 
(08)7661-662 

   

ㄧ風堂 網址：http://www.ippudo.com.tw/ 

分店名稱 地址 分店名稱 

中山本店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一段 85號 1樓 

 ( 近捷運中山站 ) 

(02)2562-9222 

信義三越 

A8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12號 B1 

 ( 近捷運市政府站 ) 

(02)2725-1222 

微風 

台北車站店 

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號 2樓  

( 位於台北車站 2樓「微風台北車站」

內，近南一門手扶梯 ) 

(02)2370-9222 

EXPRESS 

微風南山店 

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 17號 B2 

 ( 微風南山 B2 ) 

(02)2723-1911 

漢神巨蛋店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號 B1 

 ( 近捷運巨蛋站或左營火車站 ) 

(02)2783-1355 

桃園高鐵店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 6號 

 ( 桃園高鐵站八號出口 ) 

(07)522-7222 

EXPRESS 

新竹巨城店 

新竹市東區中央路 229號 4樓 

 ( 新竹巨城購物中心四樓 ) 

(03)261-3220 

台中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301號 10樓 (03)531-1822 



 
 

三越中港店 ( 台中新光三越 10 樓 ) 

台中 

秀泰文心店 

台中市南屯區文心南路 289號 6樓 

 ( 秀泰生活台中文心店 6樓 ) 

(04)2259-9122 

台中高鐵店 台中市烏日區站區二路 8號 (04)2472-5066 

台南西門店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一段 658之 1號 B2 

( 新天地二館 - 台南小西門 ) 

(04)3600-7180 

台南高鐵店 台南市歸仁區歸仁大道 100號 (06)214-1222 

大魯閣 

草衙道店 

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 1之 1號  

( 草衙道捷運站 2號出口，大魯閣草衙道

購物中心：大道東 3F- E13出口 ) 

(06)6000650 

EXPRESS 

漢神名店 

高雄市成功一路 266號 (07)791-1733 

 

寬心園 網址：http://www.easyhouse.tw/ 

分店名稱 地址 分店名稱 

台北安和店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 345巷 4弄 51號

(近安和路一段 33巷口) 

(02)2721-8326 

台中 

文心公益店 

台中市文心路一段 435號 

(公益路上近文心路口) 

(04)2251-6182 

高雄 

愛河明誠店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372號 2樓 (07)556-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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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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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