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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1-0001 餐飲 柯達大飯店 柯達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柯孫達 2423-0111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7號 C-100652874-00000-2 良

NO.01-0002 餐飲 達美樂 易生木有限公司 謝智宇 2424-5522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60號1樓 C-186385187-00028-6 優

NO.01-0003 餐飲 食全食美小吃 食全食美小吃 廖淑玲 2422-1055 基隆市中正區義二路151號 C-1182992050-00001-5 優

NO.01-0004 餐飲 長榮桂冠酒店
長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
柯麗卿 2427-9988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62-1號 C-116632376-00000-4 優

NO.01-0005 餐飲 歐林鐵板燒 歐林鐵板燒 彭樹明 2462-5350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213-1號1樓 C-200095114-00000-1 優

NO.01-0006 餐飲 兩餐 糕塘國際有限公司 崔代永 2426-0825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6樓之10 C-156681345-00000-8 優

NO.01-0007 餐飲 陶板屋和風創作料理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陶

板屋基隆信一店
吳憲政 2425-5500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12樓 C-184630426-00166-6 良

NO.01-0008 餐飲 TASTY西堤牛排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西

堤基隆信一分公司
黃佳慶 2425-3600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15樓 C-184630426-00118-3 優

NO.01-0009 餐飲 蒙古火鍋王 疆蒙有限公司 黃文程 2429-3456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30樓 C-125158175-00000-4 良

NO.01-0010 餐飲 小蒙牛
小蒙牛餐飲有限公司基隆

分公司
蔡銘正 2425-9229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32樓 C-154311261-00011-5 良

NO.01-0011 餐飲 魯山人和風壽喜鍋物 松宴股份有限公司 趙清宇
2426-0333

2678-6318
基隆市中正區信一路177號33樓 C-154856220-00001-3 良

NO.01-0012 餐飲 洋城義大利餐廳 基隆艾米塔有限公司 孫庭維 2425-1758 基隆市中正區信二路290-1號2樓 C-124852269-00000-8 優

NO.01-0013 餐飲 貝利廚房 貝利廚房 池育樺 2427-0686 基隆市中正區信三路19號 C-200109877-00000-3 優

NO.01-0014 餐飲 山海屋鐵板燒 山海屋小吃店 邵靜惠
2460-2458

2460-1597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438號 C-174838643-00000-3 良

NO.01-0015 餐飲
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

民眾診療服務處

三軍總醫院附設基隆民眾

診療服務處
葉啟斌 2463-3330 基隆市中正區正榮街100號 醫療院所 良

NO.01-0016 餐飲 水漾芭里 水漾芭里小吃店 潘美瓊 2469-0123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69巷48號 C-200154265-00000-4 良

NO.01-0017 餐飲 希臘天空 希臘天空小吃店 潘美瓊 2469-8000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69巷50號 C-200153166-00000-3 良

NO.01-0018 餐飲 瑪利歐披薩屋 瑪利歐披薩屋 劉家均 2469-0603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369巷45-6號1樓 C-126560581-00000-3 優

NO.01-0019 餐飲 漁品軒海鮮料理 漁品軒有限公司餐飲部 許曼玲 2469-7656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71號  C-200040107-00000-3 良

NO.01-0020 餐飲 988生猛海鮮餐廳 九八八海鮮鐵板小吃店 羅游德 2469-8811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71號1、2樓 C-200000926-00000-8 良

NO.01-0021 餐飲
CASA PICASSO畢加索

餐廳

畢加索國際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基隆中正店
游美月 2463-3789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27號  C-123609674-00001-8 良

NO.01-0022 餐飲 找到幸福咖啡店 找到幸福咖啡店 吳欣敏 2463-5660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59號1樓 C-200157695-00000-4 良

NO.01-0023 餐飲 圖們咖啡 圖們滔滔咖啡廳 周美鈴 2462-8727 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551號 C-200138029-00000-4 優

NO.01-0024 餐飲 默默吃 MER CAFE' 默默吃早午餐店 陳依秀 2463-4840 基隆市中正區正濱路70號 C-200148373-00000-7 良

NO.01-0025 餐飲 名鄉港式燒腊 家鄉港式燒腊店 楊喻淳 2456-1616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67號 C-200111950-00000-8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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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1-0026 餐飲
必勝客基隆七堵外送

分公司

富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七堵外送分公司
黃珮瑀 2456-7777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77號  C-197161500-00295-5 優

NO.01-0027 餐飲 陽明海運員工餐廳 國記飲食店 林秋玲 2455-9988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271號13樓 C-131515637-00000-1 良

NO.01-0028 餐飲 披薩客 披薩客外送專賣店 蔡沛雯 2456-8989 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一路352號1樓 C-200157575-00000-1 優

NO.01-0029 餐飲 木子義廚坊 木子義廚坊 李昱瀚 2456-9118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街1之4號 C-200118010-00000-2 優

NO.01-0030 餐飲 香港鎔記燒臘店 香港鎔記燒臘店 陳乃鎔 2456-0383 基隆市七堵區自治北街4號 C-200038854-00000-9 優

NO.01-0031 餐飲
懷恩專業調理飲食有

限公司

懷恩專業調理飲食有限公

司
盧暹輝 2451-3622 基隆市七堵區福一街176號1樓 C-200143271-00000-9 優

NO.01-0032 餐飲 漁壽司 小漁壽司小吃店 張玉盟 2451-5190 基隆市七堵區福五街18號1樓 C-200127012-00000-4 良

NO.01-0033 餐飲 國富飯店 國富飯店 周廖紅椿 2456-1588 基隆市七堵區南興路63巷1號 C-200098182-00000-9 良

NO.01-0034 餐飲 全家福海鮮樓七堵店 全家福海鮮樓七堵店 黃張碧女 2456-6929 基隆市七堵區俊賢路47號1樓及49號1樓 C-114448059-00000-5 優

NO.01-0035 餐飲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

局餐旅服務總所車勤

服務部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餐

旅服務總所車勤服務部
陳振隆 2455-3984 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2號 C-200090528-00000-5 良

NO.01-0036 餐飲 小市場咖啡 小市場咖啡 許麗娟 2459-4554 基隆市暖暖區暖碇路36之1號 C-200146474-00000-7 優

NO.01-0037 餐飲 暖暖小館 暖暖小館有限公司 吳佳福 2458-8106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59號 C-112631657-00000-1 良

NO.01-0038 餐飲 湯の城涮涮鍋 吉來福小吃店 吳思穎 2457-9788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84號1樓 C-200133022-00000-2 良

NO.01-0039 餐飲 MO.licious墨美味 MO.licious墨美味 楊澔 0900-090380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196巷5號 C-200132056-00000-8 優

NO.01-0040 餐飲 鍋神日式涮涮鍋 森岡小吃店 胡岡森 2458-0668 基隆市暖暖區暖暖街214-1號1樓 C-118309769-00000-3 良

NO.01-0041 餐飲
八方雲集鍋貼水餃專

賣店基隆暖暖店
永泰小吃店 林美英 2458-0582 基隆市暖暖區東勢街4之10號 C-170472679-00317-3 優

NO.01-0042 餐飲 飽樂食堂 飽樂食堂 朱峻佑 2457-1177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36號1樓 C-200147472-00000-6 良

NO.01-0043 餐飲
八方雲集鍋貼水餃專

賣店基隆源遠店
瑪納小吃店 林美英 2458-8377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180號  C-170472679-00318-4 良

NO.01-0044 餐飲 蜀風小吃店 蜀風小吃店 鄒文曦 2457-8062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06號 C-126138070-00000-7 良

NO.01-0045 餐飲 旭家私廚小吃店 旭家私廚小吃店 羗家雯 2457-0549 基隆市暖暖區源遠路220號1樓 C-172639817-00000-3 良

NO.01-0046 餐飲 海勒牛排館 海勒牛排館 蔡承恩 2426-5506 基隆市仁愛區愛一路36號1樓 C-200126319-00000-3 優

NO.01-0047 餐飲 上好味餐飲專賣店 上好味自助餐 周聰澤 2423-5111 基隆市仁愛區愛二路60號1、2樓 C-200161857-00000-9 良

NO.01-0048 餐飲 福勝亭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基隆

第二門市部
陳建良 2429-3207 基隆市仁愛區愛四路45號2樓 A-179301707-000000-2 良

NO.01-0049 餐飲 隆晴樺精緻自助餐店 隆晴樺精緻自助餐店 許豐林 2425-5588 基隆市仁愛區忠三路14號1-2樓 C-114433437-00000-9 良

NO.01-0050 餐飲 擇食 擇食居酒屋 陳志勇 2427-2222
基隆市仁愛區孝一路23巷1弄2、4號1、

2樓
C-181800410-00000-2 優

NO.01-0051 餐飲 華星牛排館 華星小吃店 林志昌 2424-6789 基隆市仁愛區孝一路54號 C-100894140-00000-6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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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1-0052 餐飲 瓦城泰國料理
瓦城泰統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孝二分公司
徐承義 2420-1026 基隆市仁愛區孝二路86號4樓 C-112689313-00006-9 優

NO.01-0053 餐飲 小劉排骨飯專賣店 小劉排骨飯專賣店 劉奕緯 2426-2516 基隆市仁愛區孝三路55號 C-2001450727-00001-4 良

NO.01-0054 餐飲 必勝客
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外送分公司
許明怡 2420-1100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93號 C-197161500-00257-3 優

NO.01-0055 餐飲 御品鮮餐飲店 御品鮮餐飲店 鍾雨彤 2428-0033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17巷2號1樓 C-200158292-00000-8 良

NO.01-0056 餐飲 池上木片便當 紘麒小吃店 吳雯靜 2421-3698 基隆市仁愛區仁一路267號1樓 C-200151319-00000-1 良

NO.01-0057 餐飲 拿坡里披薩炸雞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
林明宏 2421-6655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63號 C-197301707-00003-7 優

NO.01-0058 餐飲 摩斯漢堡基隆仁二店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仁二分公司
施啟寅 2429-2923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16號1、2樓 C-123928945-00024-8 良

NO.01-0059 餐飲 定食8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定食基

隆二分公司
劉桂照 2427-4732 基隆市仁愛區愛三路128號2樓 C-197286918-00155-1 良

NO.01-0060 餐飲 丸龜製麵
台灣東利多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第一分公司
粟田貴也 8712-1726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3樓 C-153919541-00033-3 優

NO.01-0061 餐飲 石二鍋
群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石

二鍋基隆仁二店
王益珊 2425-6694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3樓 C-161210008-00062-6 優

NO.01-0062 餐飲 Sukiya基隆港前店
台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港前門市
松崎悟史 2552-8700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1樓 C-154181892-00299-8 優

NO.01-0063 餐飲 基隆港食堂
美樂食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港食堂
李幸哲 2425-5526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3樓 C-154651346-00013-8 良

NO.01-0064 餐飲 喬義思窯烤手作廚房 乙樂股份有限公司 吳育晟 2427-8222 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236號3樓 C-159024491-00000-4 優

NO.01-0065 餐飲 爭鮮迴轉壽司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基隆分

公司
劉桂照 2425-6027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50號2樓 C-197286918-00020-2 優

NO.01-0066 餐飲 象屋牛排 象屋小吃店 黃麗娟 2422-5934 基隆市仁愛區仁三路98號2、3樓 C-160384901-00000-1 優

NO.01-0067 餐飲 摩斯漢堡基隆站前店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站前門市部
林建元 2428-8296 基隆市仁愛區忠一路18號 C-123928945-01003-6 優

NO.01-0068 餐飲 鍋神日式涮涮鍋 鍋神日式涮涮鍋 賴秀榛 2437-3992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187號1樓 C-200003192-00000-6 優

NO.01-0069 餐飲 巧廚 巧廚小吃店 黃明山 2437-2018 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240-1號 C-200131541-00000-6 優

NO.01-0070 餐飲 紅豆坊 紅豆坊  卓寶銅 2428-6018 基隆市中山區西定路20號1樓 C-200027365-00000-4 良

NO.01-0071 餐飲 小劉便當 翰燊有限公司 劉書羽 2422-9856 基隆市中山區安一路2號1樓 C-200150608-00000-1 良

NO.01-0072 餐飲 聖托里尼 聖托里尼海景餐廳 劉周蕋 2422-6663 基隆市中山區湖海路一段18號2樓 C-131515051-00000-1 優

NO.01-0073 餐飲 私人島嶼 私人島嶼餐飲店 林鳳珠 2428-6978 基隆市中山區湖海路一段37號1樓 C-114440275-00000-7 優

NO.01-0074 餐飲 九如常一嚐 九如小吃店 許錫同 2431-2929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33-2號1樓 C-200051437-00000-1 良

NO.01-0075 餐飲 陽光廚坊 陽光廚坊 李韋昌 3401-0028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35巷25號1樓 C-200123836-00000-4 優

NO.01-0076 餐飲 孫東寶 亨典牛排館 曾筱晴 2432-1777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174-16號1樓 C-189496779-00151-6 良

NO.01-0077 餐飲 星帝嶺餐廳 星帝嶺餐廳 林麗華 2431-0970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三路52、54、60-2號 C-180886987-00000-4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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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1-0078 餐飲 呷尚鱻 呷尚鱻餐廳有限公司 蕭郁哲 2431-0557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三路67-1號1樓 C-200053318-00000-1 良

NO.01-0079 餐飲 海龍珠海產店 海龍珠海產店 許湘鋐 2434-0088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三路71-6、71-7號1

樓
C-142158158-00000-4 良

NO.01-0080 餐飲 八方雲集 八方雲集小吃店 謝國榮 2432-4328 基隆市安樂區武嶺街91號1樓 C-170472679-00314-0 良

NO.01-0081 餐飲
三商巧福基隆長庚門

市部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陳翔玢 2433-2481 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164號B1 C-197301707-00133-1 良

NO.01-0082 餐飲 八方雲集 雲集小吃店 謝國榮 2434-7711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街2巷6號 C-170472679-00313-9 良

NO.01-0083 餐飲 勝面 紅鴻冷飲店 陳惠珊 2432-4388 基隆市安樂區安和一街4巷1號1樓 C-137754515-00000-7 良

NO.01-0084 餐飲 必勝客披薩
富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長庚外送分公司
陳雪娥 3401-2929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166號1樓 C-197161500-00240-5 優

NO.01-0085 餐飲 佳弦自助餐店 佳弦自助餐店 盧隆誠 2432-8219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222號B1 C-200128849-00000-3 良

NO.01-0086 餐飲 鮮天下 大千小吃店 林宜樺 2434-0973 基隆市安樂區麥金路433-8、433-9號 C-200051096-00000-2 良

NO.01-0087 餐飲 小稷烘培工作室 明通食品行 江衍稷 2429-2481 基隆市安樂區新西街57巷45之2號 C-200167368-00000-2 良

NO.01-0088 餐飲 苗圃義大利餐廳 揚昇商行 李婉萍 2425-2855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172、172-1號1樓 C-200079591-00000-2 優

NO.01-0089 餐飲 基隆港海產樓 基隆港海產樓 李國華 2427-8026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181號1、2樓 C-198098251-00000-2 優

NO.01-0090 餐飲 極樂滴水坊 極樂滴水坊 徐萍萍
2423-1141轉

511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70號 C-110569853-00000-7 優

NO.01-0091 餐飲 北都大飯店 北都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林正峰 2422-8366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319號5樓 C-184449881-00000-6 良

NO.01-0092 餐飲 新鮮便當清粥 新鮮小吃店 林東寶 2424-3858 基隆市信義區義五路19號1樓 C-200097113-00000-2 優

NO.01-0093 餐飲 八方雲集 優豆小吃店 謝國榮 2465-6158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58號1樓 C-170472679-00316-2 良

NO.01-0094 餐飲 小文滷肉飯 永達飲食店 游永達 2468-5298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81-2號1樓 C-118298799-00000-3 良

NO.01-0095 餐飲 天外天韓式簡餐料理 天外天韓式簡餐小吃店 張富源 2466-3178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96號1樓 C-200082210-00000-4 優

NO.01-0096 餐飲 千葉火鍋基隆店 欣石上有限公司 藍銘成 2468-0606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69號2樓 C-154241548-00027-2 良

NO.01-0097 餐飲 築間
兆洋餐飲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新豐分公司
陳孟嘉 2466-6000 基隆市信義區孝東路90號 C-182778350-00013-4 良

NO.01-0098 餐飲 森之秋 森之秋精緻鍋物店
韓淑琴

2466-0585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1號 C-200136243-00000-0 優

NO.01-0099 餐飲 愛買基隆店熟食部
遠百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分公司
李奕峯 2465-7961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號B1 C-105714195-00024-8 優

NO.01-0100 餐飲 福勝亭 三商行股份有限公司 陳翔玢 2465-5107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號B1 C-197301707-00279-2 良

NO.01-0101 餐飲 爭鮮迴轉壽司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愛

買門市部
劉桂照 2466-2358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號B1 C-197286918-00306-9 優

NO.01-0102 餐飲 石二鍋
群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石

二鍋基隆愛買店
王益珊 2465-8271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號B1 C-161210008-00088-4 優

NO.01-0103 餐飲 台灣吉野家
台灣吉野家股份有限公司

基隆愛買店
稻田伸文 2465-6401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號B1 C-122662664-00124-1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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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1-0104 餐飲 拿坡里披薩炸雞 三商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陳翔玢 2466-1922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3號B1 C-197301707-00361-4 優

NO.01-0105 餐飲 老富樂台式涮涮鍋 老富樂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陳冠良 2466-4299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67號 C-142947014-00000-1 良

NO.01-0106 餐飲 圓圓自助火鍋店 圓圓自助火鍋店 施淳懷 2468-3335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71號 C-200131805-00000-9 良

NO.01-0107 餐飲 十二福焢肉飯店 十二福焢肉飯店 郭世瑋 2465-3888 基隆市信義區深溪路57號1樓 C-185218824-00000-8 良

NO.01-0108 製造業
建寶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建寶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劉錫虎 2469-7616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69號、71號 C-100784930-00000-1 特優

NO.01-0109 製造業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廠

樹森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廠
周峰楠 2451-3289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3號 C-123148363-00002-2 特優

NO.01-0110 製造業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基隆廠

聯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廠
張興祥 2434-3088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43號 C-107569627-00004-6 特優

NO.01-0111 製造業
億元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七堵廠

億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七

堵廠
陳碧蓮 2451-5099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路5之1號及5之4號 C-122160732-00001-4 優

NO.01-0112 製造業 上珍有限公司 上珍有限公司 林銀杏 2466-8138
基隆市信義區深澳坑路346之1號、之2

號
C-123335020-00000-8 優

NO.01-0113 製造業
華聯食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華聯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林榮吉 2456-7171 基隆市七堵區自強路102號 C-100713181-00000-1 優

NO.01-0114 製造業 欣揚海產有限公司 欣揚海產有限公司 余次雄 2458-2099 基隆市暖暖區興隆街27號 C-189296863-00000-1 優

NO.01-0115 製造業
天祐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天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吳雲英 2452-2148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之3號 C-125009990-00000-4 良

NO.01-0116 製造業 鼎饌食品有限公司 鼎饌食品有限公司 陳聖泰 2452-2800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7之3號 C-153160125-00000-3 良

NO.01-0117 製造業
連合發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六堵廠

連合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六堵廠
譚福民 2451-7086 基隆市七堵區工建南路2號 C-189965054-00002-8 良

NO.01-0118 製造業 尚吉康興業有限公司 尚吉康興業有限公司 張珮茹 2455-5113 基隆市七堵區東新街91號1樓 C-112734696-00000-8 良

NO.01-0119 製造業
瑞昶貿易股份有限公

司基隆廠

瑞昶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基

隆廠
劉宏銘 2431-1156 基隆市安樂區武訓街65號 C-104310533-00001-0 良

NO.01-0120 製造業 晨耕食品有限公司 晨耕食品有限公司 高鴻猶 2431-2033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2之6號2、3樓 C-142960466-00003-0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