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店名稱
紅帽咖啡
惠吃醋手作工坊羅雅惠
鴻渝小吃
明昌食品號
威尼斯茶坊
惠比須餅舖
野三活小吃
１９３早餐
山本屋壽司坊
山本屋小吃店
李記廣東粥
第一家烤肉串
燕
春龍商號
法蘭克的狗
苗家美食
竹汌居食屋
動吃動循環工作室
連記海產
八方悅
滿竹甜甜圈
阿布寬咖啡
大和擂茶
山上之水
瑞穗牧場
花媽紅豆餅
正統鹽酥雞
中華炸雞
左岸0519
鬼斧燒烤屋
發師的店
勝脯鐵板燒
彤媽媽手工水餃
協振號
賣二巷便宜網
依六本舖鮮果汁
依山午咖啡館
碧雲莊早餐
鹹酥雞
夢想館
花蓮香串串
黑何子仙草
大窯大擺
數一薯名產
香人和風拉麵

地址
花蓮市南京街３２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稻香四街１５巷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力里１８鄰中華路３３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復興市場第６８號攤位
花蓮縣花蓮市主學里１８鄰中福路１５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商里 ２鄰中華路６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 ３鄰富強路３０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１９３號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各省一條街
花蓮市民權路９６號１樓
花蓮市中山路６８２號１樓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
花蓮縣吉安路二段７７巷５３弄１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２２鄰中山路２９８號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２７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仁和街１６號１樓
花蓮市節約街２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和平路一段７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祥街１３３號
花蓮市中正路４７７號
花蓮市花崗街１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三街９９巷２２弄１９號
花蓮縣光復鄉大富村明德路３６號
花蓮縣新城鄉華興街１４８巷５０號
花蓮市中華路２９號
花蓮市中正路與新港街交叉路口
花蓮市新港街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２號旁
花蓮縣吉安鄉慈惠一街６號
花蓮市中正路４１２號
花蓮市光復街４９號
花蓮市中山路１０４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２４８號
花蓮市民生里豬肉類第８０號攤位
花蓮市主學里和平街３９９號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各省一條街Ｇ１６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１０１巷１７號
花蓮市建國路二段５１２號
花蓮市民主里中山路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六街１５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１９４號之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節約街２０－１號
花蓮市明智街１１２巷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１４３號
花蓮市中原路５９９號

豐田水煎包
食宴廚房
丁先生手作茶坊
來唄來杯
ＳＥＡＲＣＨ手作甜點
甜以待人私宅烘焙
華生水果店
阿嬤ㄟ古早味
正記商行
陳紀臭豆腐
江媽媽香酥雞
壹零參麵店
漂浮島廚房有限公司
卉穎廚房何卉婕
明鴻企業社徐明鴻
利彰食堂林智偉
八大戶燒烤
利京企業社
重慶老李火鍋李宓宸
喬麥烘焙坊
好鄰居便利商店
後山手工冰淇淋
後山手工冰淇淋
創意廚房博愛店
小８地瓜球
丰之穀
嬌滴滴
騏福早餐店
基利心美食
競界虛擬遊戲館
一起美廚房
紅茶洋行
北來順
玉萍拉麵店
走走餐坊
緣來商行
御品皇茶冷飲站
星野
老宋甜不辣
花蓮幸福堂
我餓了
蔣笑笑吐司
旭屋和風洋食
旭屋和風洋食
日好山丘小吃店
曼地異國蔬食料理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明仁二街１７４巷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五街８８巷１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福建街５０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商里中華路４０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１１１之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中興路１７２之１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忠孝街１號
花蓮市大同街３２之１號
花蓮市中和街６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力里鎮國街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２９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民國路１０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二段３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林森路２０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１鄰中華路４７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五路４３號４樓
花蓮縣花蓮市福建街２９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光里林森路２８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二段４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華里中山路３９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建林街８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１１３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１１３號１樓
花蓮市國華里博愛街２６６號１樓
花蓮市忠義三街８之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二段４１巷２號
花蓮市節約街５３之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７鄰福建街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德里中美路４８號
花蓮市博愛街１２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里府前路１４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１４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２１鄰南昌路４６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二段５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華里中山路４０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１０３－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工里民國路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大同街３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２７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３鄰大禹街７１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三段２２６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光里９鄰進豐街２之１號
花蓮市介仁街５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里介仁街５８號
花蓮市民族里花崗街４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里２１鄰介智街３５巷２號

醇韻咖啡企業社潘秀縫
小８後站店
純真本草企業社吳佳恬
串串門子
青木屋
多來家複合式餐飲店
老Ｋ牛排
中美萬佳鄉早餐店
小熊燒
ＫＥＢＵＫＥ
可不可中山店
滷大夫
鼎盛商號
咖雞嘛小吃
龍門＆海產
鮮茶道冷飲店
明利青果行
石野壽司屋
瑞穗貴族派
食萬伏特早午餐
太祖魷魚羹
一級棒阿公冰
阿菊麵店
密司特咖哩
舊愛新歡冷飲店
拉亞漢堡
正大漢方
阿草蚵仔煎串燒
寬欣農產行
宏品牛排館
好韞商行
百福咖哩
熊手信品藏坊
聯發港式燒腊
花崗早餐店
江記排骨飯
海星食品
韓馥韓國料理
浚之家巷內轉角早午餐
娟娟手感烘焙
第一香火庚專賣店
壹樓貓咖啡
萃搭
蒸蒸日上
鳳記鍋貼店
Ａｎｎ’ｓ首爾雜貨殿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一街１２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９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太昌村明義二街１２巷２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中山路４３４號一樓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昌隆７街３９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７街５９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里建國路２段６４６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運里中美路２５６之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１８４號一樓
花蓮市中山路４２０之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和平路５６０號１樓
花蓮市國裕里富裕十七街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安里林森路４１３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明仁一街１２９巷２５號一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中山路１８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４０３號１樓
花蓮市國盛一街７０號
花蓮縣瑞穗鄉中華路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１６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２４７號
花蓮市節約街４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２０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２５鄰自立路７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４０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４７５之２
花蓮市中正路３０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１００－１號
花蓮縣玉里鎮民國路１段５巷１０號
花蓮市和平路６０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６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光復街２－１號
花蓮市民國路９３之１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學里１３鄰中正路２４８號
花蓮市中福路２３１號
花蓮市和平路４１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建昌路１７巷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享里化道路２１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８鄰吉祥三街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德里１鄰民權二街二巷１號
花蓮市民權路１０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１７鄰商校街８８號三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運里中美路２３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德里中美路２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２３０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化道路７號

鄉村媽媽美食館
韓石屋
巨森早餐吧
花蓮白米甕缸雞
老家後山菜
貢茶
紅茶洋行
遇見紅茶冰
螃蟹王
滿順超商
黑沃中美店
日日鮮商行
春日蛋餅早餐
櫻花壽司
吳家紅茶冰
羅富美（早餐店）
日安活力早午餐
日安活力早午餐
日安活力早餐
上福食品行
素食
好禮生活
何秀美素食
津好汽泡飲
世紀蛋糕
東正水果行
金山青果行
杰迪烘焙
醉原味
家福快餐
花東宜青草茶
田園記咖啡商行
佳竹滷肉燥
皇佳味北平脆皮烤鴨
幸福食品行
田園記咖啡
蜜斯蜜複合式餐廳
福樂美炸雞
小張綠拿鐵
義題義大利麵
一青苑手工茶殿
一青苑手工茶殿
大山小農舖
方程式早午餐
第一家鮮果汁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里４２鄰府前路３６號
花蓮市府前路３５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１鄰中華路４７７號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村嘉新路１７６號１樓
花蓮縣瑞穗鄉瑞美村中興路２５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里中美路９１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３４３號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路１５９之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街６之１號
花蓮市東大門自強夜市Ｄ３７
花蓮縣花蓮市民孝里東興路３５１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路１１３之３號１樓
花蓮市中美路２０８之１號
花蓮市中興路１１５之４６號１樓
花蓮市中美路１５９號１樓
花蓮市化道路２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二段２５號
花蓮市大同街１０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大同街１４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路一段３１－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９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信里９鄰上海街１８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９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中正路一段三十號一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４０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４０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山五街２０巷１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重慶路５７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２７鄰中原路６０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３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順街１４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順街４５巷１５弄９號４－２
花蓮市中正路１６４號
花蓮縣光復鄉大華村中正路一段１４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和里和平路２６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一段６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三街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２７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５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５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２４９巷１０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一段９５之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０號

勝華烘焙食品行
樂活海鮮廣場
伍拾甲食堂
國農商號
田家爆米香
歆惠蔬果社
平行時空小茶室
洪家製麵
奈里的茶公園店
曾水港手工麻糬
御茗園茶飲企業社李慧玲
天晶玉食
粘記茶行
哞哞牛肉麵
樂雅火鍋
永吉利
宏品牛排館
鄭家土雞
有限責任花蓮縣食在永續消費合作社
草莊人麵包店
宵記涼麵
熊屋食堂
田心綠生活有限公司
一茴麵食專賣店
晨研早午餐
茹薰素食
阿亮香雞排太昌店
禿老爹桶仔雞
不懂事長早午餐
元利食品行徐元春
上醇商行：謝家昇
管飽美食彭駿舜
女人花
戰鬥雞
海岸路蔥油餅
瑋橋商行
川府老媽餐館
東田商行
原香嘟論竹筒飯
東大水果行
香榭城鮮果食品社
牛Ｂ糖葫蘆
富美池上便當
歐先生
得勝泡菜
鬼茶森林

花蓮市中山路７２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５０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六段１巷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五街６５巷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４５３巷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四街２２１號
花蓮市建國路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重慶路４８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公園路２號
花蓮縣新城鄉嘉里村嘉里路１１６－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中正路５５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二街２１４巷１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莊敬路７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吉路５６號
花蓮縣中央路３段３５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國富６街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６２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德興２４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介林９街２９８號
花蓮市中山路６０４號１樓
花蓮市民國路４０號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２１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６２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４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二街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２６號１Ｆ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９鄰建國路二段２６３號
花蓮市國富六街１號
花蓮市富裕十六街３７號四樓之２
花蓮縣吉安鄉慈惠三街１３７巷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二段１５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２段７５號１樓
花蓮市德安二街２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６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１６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路一段２１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１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二段７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０號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２９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７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治里東大門夜市Ａ４８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４３５之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９鄰吉祥二街２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１１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３１２號

順香食品行
王家水餃
泰卉盈小吃店
泰卉盈小吃店
奕藝贏小吃
奈里的茶企業社駱冠良
唐棉
圓頂咖啡
珍煮丹
貨櫃屋台灣料理
紅茶洋房
貨櫃屋台灣料理
加一春捲王敏議
蔣家花蓮創意棺材板
玉杯鮮－玉里店
蔣家官財板（建國店）
永婕手信坊
沈醉２咖啡
傳統小吃
小葉紫棠
檸檬老爹
大呼過癮
開花結果
心彥燒烤
茶舍
九九咖啡館
酒棧商行
賴一張魷魚羹楊宥婷
憶光年早餐梁喬喻
鋒域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佳安寶企業商行涂欣妍
赤燄餐飲企業王家洋
華冠企業社
尚品珍商號王秀蘭
禾田野
花蓮肉串王
樹屋餐飲
好聲音ＫＴＶ
火鍋先生小吃店
大陸妹小吃店
鄉園牛肉麵
好來屋日料
壽豐美而美
到底按照我
小燈籠
徐仿土雞

花蓮縣花蓮市富國路７９號
花蓮市重慶路４８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１０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１０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九街５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中正路５５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治里新港街２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林森路２０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商里中正路５０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２８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明仁一街１８３巷４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２８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富國路８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東大門夜市Ｅ８０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二段９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二段１２巷２７號
花蓮縣新城鄉華興街１４８巷３弄９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光復街５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５鄰自立路１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路３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安里復興街８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６９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慶南一街２２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吉安路一段１４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路８５之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３４鄰南埔九街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建國路一段６０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５５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莊敬路３０３號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１０７號一樓
花蓮縣吉安鄉明仁二街１８２之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吉路２之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太昌路１０９巷２弄１０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路二段１５巷６弄１７號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１２１巷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１２２之１號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環潭南路２號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９６巷１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平和路一段１５６之１號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壽豐路一段１１６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２８５號
花蓮縣光復鄉敦厚路１號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路一段１１９號
花蓮縣鳳林鎮南平里自強路１５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防里５鄰進豐街９４號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路一段１６２號

松賀家料理
豪客雞排
新福商號
海星飯糰
居易早午餐張淑涵
１１不捨海景咖啡餐廳
來去秘密就是秘密咖啡廳張慶昇
摸魚到外太空飲食店
摸魚到外太空飲食店
牛蕃茄
金龍魚
德誠號
臻品牛排
純享鮮
食拾刻刻早餐店
巨森早餐吧
歐摟肥魯肉飯店
小木屋
淺草堂
仁里麵行
村上村屋
家鄉自助餐
尚呆ㄟ粿粽
百樂雞蛋糕
巴奇克竹坊
耐人尋味
鼎吉商號
美香味扁食
麥田麵工坊
萬佳香自助餐
迎采禾坊
木木早餐
亞米早餐
古早味石頭火鍋
布洛灣美食
長富商號
壽豐早點
和平虱目魚
梟梟咖啡屋
三代務農工作室
協勤企業社
懶得起床
玉長萬佳鄉早餐店
口味壽司冷飲店
酒作居酒屋
熊鷹農園

花蓮縣花蓮市民孝里中美路３０１之３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１７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北昌市場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里十五街３４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里建國路二段７７６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福德１３５號
花蓮縣壽豐鄉中華路一段３６之１號Ｇ棟
花蓮縣壽豐鄉中正路１９９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中正路１９９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２之１３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市場Ｂ１０攤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市場Ｂ３０攤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１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５５０號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１９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四路８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９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仁愛街３５號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山路二段１１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市場Ａ１０攤
花蓮縣花蓮市國治里自由街１２８之６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壽豐路二段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一段５３號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路一段７６號
花蓮縣秀林鄉景美村加灣１５６號
花蓮縣壽豐鄉中正路１５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公有零售重慶市場２０７號攤位
花蓮縣花蓮市重慶路２３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路３７３號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２１７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１５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５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一段５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二段２３１號１樓
花蓮市東大門夜市（福町夜市Ａ１８攤位）
花蓮縣花蓮市主計里重慶市場２０６號攤位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壽豐路一段６３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學里和平路３６１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三民街４７號之１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村５鄰富源路７３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一段８９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一段６３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８８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城里光復路１５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２２３號
花蓮縣玉里鎮民國路二段４７之１號一樓

璞石閣麵餃坊
旬壽司日本料理亭
皇佳便當專賣店
綠之鄉富里店
樂咖哩
天利食堂
太祖魷魚
知味食堂
大福商行
百鮮水果行
大寶小寶早午餐
蒨魔法蛋糕
Ｏ２莊敬店
美加美
永發商號
新星水果行
麗王精品百貨
俐宣髮廊
福山服飾
仁生按摩
自然髮色
純玩髮美髮院
小芳按摩
建華精品服飾店
珈亦理髮
Ｊ＆Ａ Ｈair
葳朵時尚美學
Ｏ．ｍｏ美睫
小熊森林精品服飾店
Ｏｋａｙ Ｈａｉｒ髮藝設計
髮之屋
三生三世生活雜貨店
SHOWCASE
緹亞服飾
Ｒｉｔａ美妝髮
ＫＫ服飾
ＲＧ ＨＡＩ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ＢＣ童裝
花蓮健野
奧麗薇亞美容坊
ＮＢＡ心機美學工作室
中正體育教育用品社李冠緯
桑朵拉美容坊
桑朵拉美容坊
桑朵拉美容坊

花蓮縣玉里鎮中正路１２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２２０號１樓
花蓮市國興里建國二路二段４０６號１樓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村富田４之３號
花蓮市中原路６１０號
花蓮市國聯五路４３號
花蓮市國聯五路４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五權街１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成功街２２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和里２７鄰中和街９９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三段４０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德一街１９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一段４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莊敬路３２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化道路５之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美崙綜合市場第９９攤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建國路１段１號１樓
花蓮市中山路１６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２５１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２鄰大禹街６５號
花蓮市中興路１４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原路６０１號
花蓮市中正路５２０號
花蓮市莊敬路１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６２號
花蓮市府前路６３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成功街１３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１８４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１１鄰吉祥四街３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２３鄰國盛三街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祥四街２２之１號
花蓮市民享里化道路１５８之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吉安路一段６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４７５之１號
花蓮市美崙市場３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３４３號
花蓮市光復街４６號
花蓮市民權九街８－３號
花蓮市大禹街５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節約街２９號
花蓮市中興路４３巷３號８樓之６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勤里博愛街１２１號
花蓮市鄰德安一街６３號
花蓮市德安一街６３號一樓
花蓮市德安一街６３號一樓

０９０７美學
楊時尚髮型
Miss HANA美甲專門店
光復街軍用品社
朵朵服飾
絕色服飾
國王流行館
星緣服飾店
理髮師髮廊
飛迅魅可
騎士橋服飾
星星服飾店
益暄美睫美甲
貴緣服飾店陳淑真
鹿比小舖洪珮雲
婕希美學
豪之紋刺青
濱綺步美學館
彩藝美研館陳春妙
Ｆ紋繡
形象美學
紅辣椒剪燙工作室
蕾蒂服飾名店
粧可愛服飾
魔法衣櫥
馨韻髮藝
Ｄｉａｍｏｎｄ工作室
施巴楊惠?
美麗主題館
詩韻髮型設計
小小巴黎童裝
小巴黎
自然休閒企業社張淑雲
三井鞋坊
大華隱形眼鏡
髮尊沙龍
岱錡美睫紋繡
Ｄａｚｚｌ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ｏ
小麻吉童裝
精美精品服飾
央央服飾
Ｓｔｙｌｅ衣著服飾
亞欣服飾
ＳＰ婚紗
美屋皮雕

花蓮市南京街２０３號６樓之７
花蓮市明禮路６９－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１６２號
花蓮市光復街６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大禹街６６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公正街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２１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勤里中華路９２號１樓
花蓮市國華里建國路７５巷１６弄３號１樓
花蓮市中山路３３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９４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大禹街５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昌二街１９４巷２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勤里中華路１０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南京街３３８號１樓
花蓮市中華路２７７號２樓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三段５５０號
花蓮市中山路３０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公正街３７之１３號
花蓮市和平路６３９巷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建國路１９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南埔四街９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林森路２０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１１０號
花蓮市林森路２９９之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光復街６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２５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光復街５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東里十四街２５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中山路７９９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永興村１９鄰全民街１３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６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６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信里仁愛街７２號
花蓮市林森路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中山路１４２之十號一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義里南京街２７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１１鄰中原路５５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安村南海四街２６巷１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化道路７之６號
花蓮市化道路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１８９號之１１
花蓮縣花蓮市美崙市場６７攤
花蓮縣花蓮市重慶市場１２７攤位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 ３鄰中華路３６３號
花蓮市榮正街７８巷７之１號

大腳Ｙ小腳Ｙ養生館
ＦＯＲ ＨＡＩＲ
彭 銀 花
藏愛含玉
藏愛含玉
Ｖａｎｅｓｓａ美睫工作室
玉妃美容概念館
ＤｕＤｕ複合式美學館
２ＣＶ花蓮
刺青沙龍
指彩玩色
五色線
豬六六
ＯＵＴＦＩＴ
波非髮型
茂昌眼鏡
伊林美容美髮
府前理髮
鈺美髮
ＥＶＥ美髮沙龍
陪你生活
美豔男女髮廊
髮進化沙龍
依體男女舒體館
依體男女舒體館
依體男女舒體館
依體男女舒體館
汎遊國際商行－吳欣學
遊遍天下
偉莛秀髮工作室
卡朵沙龍許淑慧
立光眼鏡行
麗寶美妝店
沅蓄洋精品店
鬘晶采整體造型
芙祥髮妍館
臻靚精品服飾
Ａ．ＭＯＵＲ
衣櫃子服飾
茉莉手作工作室
柔萱髮藝
庭枝專業髮藝
楊樺服飾
偉恩棒壘球手套工作室
偉恩棒壘球手套工作室
紀小姐服飾店

花蓮市中山路５９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１５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二段３４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一街３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美一街３４號
花蓮縣吉安鄉明仁二街１８０巷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二街１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和平路一段６１號
花蓮市林森路２４６之２號一樓
花蓮縣吉安鄉東海十三街５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東里一街３２號三樓之３
花蓮市中山路５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５０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一心街４號
花蓮市德安五街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強路５８１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３段１８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里１１鄰府前路６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一段６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６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５１２號
花蓮市明禮路７１之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鎮國街１２４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立路１３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立路１３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立路１３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立路１３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五路２之１４號一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五路２之１４號一樓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四街２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工里６鄰和平路４５４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５５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２３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治里中山路２０２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文化十一街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強路４９３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中山路３１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族里中華路２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生里公正街１１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１２０巷４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１１８之３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１３２巷３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里介林九街１之１２號
花蓮縣玉里鎮興國路一段１６１號
花蓮縣玉里鎮興國路一段１６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明義一街６號

享悅撥筋養生館
李明精品店
娣亞精品服飾
維多利亞名店
紅衣櫃服飾
阿華拼布
姿雅髮藝
快樂@翅膀民宿
遐窩民宿
山緹歐式民宿
花時間民宿
串門子國際青年背包客民宿
花蓮ＢＶ文旅
普立堤民宿
禾田綠野民宿
小羊房民宿
金桔生活館
花蓮ＳＥＡ民宿
３６號燈塔民宿
奇幻２２５民宿
三生三世民宿
日日好時光
Ｗ ＨＯＵＳＥ
薇雅花苑
東格寢具床飾
吾庭文旅民宿
揚登燈飾
農舍居民宿
中山樓民宿
新美學窗簾設計李宓宸
荷蘭堡民宿
住商悠活
Ｂｕｄｄｙ ３５民宿
美成窗簾
文旅小自由民宿
ＳＮＯＲＥ民宿
情定花蓮民宿
昶映企業社李駿昇
韋誠企業社李舒怡
劉大成商行
予恩鋼鋁業有限公司
愛戀鄉村風
成功１６８民宿
那山吶海民宿
幸福是我家民宿
海森威民宿

花蓮縣花蓮市中興路４３巷６之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美崙市場５號
花蓮市中華路８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富國路４６號１樓
花蓮市中山路１１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２７鄰南山一街７４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中華路２段２５４號
花蓮市福建街１５９號
花蓮市國聯五路１６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村福昌路８０１巷１２號
花蓮市國聯五路１００號二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義里４鄰忠孝街４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二街３０巷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孝街５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東海十街１５６巷２５之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延平街１４８巷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２２鄰國聯三路２２號
花蓮市海濱街７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主里１１鄰海濱街３６號
花蓮市國盛二街２２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２２鄰中正路４３號二樓
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村中正路一段２６號
花蓮市富國路４７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權里７鄰中華路４２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５６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林政街３３巷２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商校街１７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永興村永吉二街２３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４０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三段１９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八街１１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中央路三段６０１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２３鄰慈惠一街３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運里中興路１０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二街４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安里１０鄰正義街２號二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魂里 ９鄰建中街３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路１３７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吉安路１段３０之２號
花蓮縣新城鄉嘉北一街２巷２２號２樓
花蓮縣吉安鄉北安街８１巷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陽路４３號
花蓮市成功街１６８號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３鄰七星街９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２１鄰國興三街１２號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七星街９１號

安德森幸福莊園民宿
客至軒一館民宿
玉基企業社
山邊５２民宿
哉煙煙民宿
海蜻蜓民宿
足跡渡假民宿
永旭樂活館
桔園民宿
裕興五金行
藍海風情民宿
何家民宿
夢想出奇蛋
懷國實業
宥安工作室
耕?園民宿
相逢民宿
蓮緣民宿
藍海筑夢城民宿
青松居民宿
初櫻見晴民宿
阿里巴巴民宿
吾居吾素民宿
七星帝爾民宿
映居民宿
泥作輕旅民宿
美崙夏朵民宿
Ｔｈｅ Ｕｐｓｔａｉｒｓ
典藏花都民宿
海濱１１７
汎水淩山
放漫宿
東風雅舍
時光小旅
長春企業社
真愛民宿
彩雲居民宿
日光森林民宿
海蒂斯民宿
Ａ Ｍａｙ 哈客會館
蓬源企業社
明佳窗簾店
遊山水民宿
小熊森林民宿
漫公館～烏曼斯的天空民宿
崇霖覓境

花蓮縣瑞穗鄉中正北路一段４３１號
花蓮市府前路７６號
花蓮縣玉里鎮城南三街２１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山邊路二段５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永興村６鄰永吉四街２５９號
花蓮縣壽豐鄉福德４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１０鄰中正路１７６號
花蓮市中正路８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廣豐一街５６號
花蓮市中美路１８７號
花蓮縣壽豐鄉鹽寮２００之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意里４９鄰府前路５２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德里１鄰民德四街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安里１７鄰榮正街２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原路一段２５５號
花蓮縣新城鄉佳林村佳林１１２之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１８鄰自強路５８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六段５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八街１６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水源街８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干城一街３０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２８巷１弄２號
花蓮縣秀林鄉文蘭村文蘭８１之１３號
花蓮縣新城鄉七星街３１之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１７鄰國民二街２７號
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３鄰七星街１１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光里１８鄰尚志路２０之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魂里延平街６號二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１鄰中原路２６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海濱街１１７號
花蓮縣新城鄉佳林村１鄰佳林２之１號
花蓮縣壽豐鄉豐坪村１１鄰豐坪路二段１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自由街１１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強路２３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埔十六街８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五街６５巷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東海十街２３５號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１３８巷１７之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東海十五街８０巷１９弄４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海岸路５０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永吉八街５６８巷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４１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１８６巷２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南京街５７巷７號
花蓮縣新城鄉佳林村佳林１１８之３６號
花蓮縣秀林鄉下台地段１０６８地號

恆茂電子材料行 葉雙鳳
堤米亞民宿李慧玲
一乙力企業社 王梅齡
順益五金行
白色地中海民宿陳敬翔
好厝咖
咖子民宿
藍海心園民宿
舒壓家居
２３Ｈｅｒｅ民宿
鴻宇傢俱
奇檬子民宿
使特靈
鳥窩青年旅舍民宿
幸福加油站民宿
景鴻五金有限公司
小莫里民宿
眺舍旅店民宿
七米二渡假民宿
席拉朵莊園
山水故鄉民宿
COZYINN民宿
ＣＯＺＹＩＮＮ民宿
童伴親子民宿
樂多民宿
晴喧小築
博客來民宿
童話森林ＢＮＢ
花蓮海泱民宿
國豐五金行林志峰
韋定商行林志緯
鳳林最美民宿
飯盒梵禾民宿
呼吸民宿
幸福圓民宿
以合金寨
戀戀花蓮企業社
永騰企業社
拾光悠宿民宿
小瑞士農場
夏之洲民宿
京彤民宿
王牌旅館江馨之
幸福旅人民宿
繆斯法朵民宿
天使之翼民宿

花蓮縣花蓮市富國路５９號
花蓮市國興五街１６０之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民九街４５號１樓
花蓮市國富十四街２６號１樓
花蓮縣七星街１９之１號
花蓮市富祥街５０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南華五街１３鄰１８巷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十街１４３巷２弄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裕三街４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五路２３號
花蓮縣鳳林鎮中正路一段３７４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３３０之１號
花蓮市鎮國街１２０巷１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民五街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工里１１鄰信義街９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路一段２９之２號１樓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１５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自強路１１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安路二段１２４巷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路三段７０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２６鄰吉祥五街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 ３鄰豐村３５之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３鄰豐村３５之２號
花蓮縣新城鄉北埔路１６３巷３弄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慶南三街６４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１３鄰福建街６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６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５３鄰富吉路１０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１８６巷２５號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山路三段５２號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山路三段５４號１樓
花蓮縣鳳林鎮南平里 ５鄰平吉路２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光華村華城五街３０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祥三街２２之２號
花蓮縣壽豐鄉豐坪路三段１１３５巷１６號
花蓮縣壽豐鄉米棧村米棧二段３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安里重慶路１４９號２、３樓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中山路六段４３號
花蓮縣玉里鎮民族街２８之３號
花蓮縣玉里鎮觀音１４鄰２７５號
花蓮縣玉里鎮仁愛路二段２２３之５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城里光復路１５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１３鄰富安路９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福建街１６２之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林政街８８巷２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建林街３１號

繆斯法朵民宿
金星汽車
尚好電動車有限公司
誠忠企業社
昌鼎企業社
翔順企業社
銓鑫企業社
尚豪企業社
東龍汽車
乙天企業社
嵐陽汽車行
龍泰企業社許振龍
鼎泰企業社許振泰
富揚汽車
安澤車業
繕佑企業社
萬里汽車商行
馳泓興業
建嘉汽車有限公司
建嘉汽車有限公司
山鶴汽車行
北埔汽車行
瑞源汽車行
太魯閣汽車行
中華汽車行
建泰汽車行
裕國汽車行
正大汽車行
中泰計程車行
天山汽車行
喜樂行動汽車美容
南昌汽車行
福裕汽車行
福華汽車行
登順交通有限公司
昌隆汽車行
聯通汽車行
立德交通有限公司
東順計程車
三德汽車行
福和汽車行
米琦計程車行
東都計程車行
陽光計程車行
全家計程車行
定安交通有限公司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林政街８８巷３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豐村２３之３５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中山路三段３７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二街１５２之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３段２２１號１樓
花蓮市國富里４鄰國富三街２８號
花蓮市國慶里建安街７巷３號
花蓮市尚志路２０－３號
花蓮縣新城鄉嘉新路１２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昌隆六街２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二段８８之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海岸路１１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路二段６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勤里中美三街７０之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１０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四街１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村香源路２號
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一路１００之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九街１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九街１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９街１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九街１８號１樓
花蓮市國民九街２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九街１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９街２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九街１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九街１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九街２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民９街１８號１樓
花蓮市忠孝街三十七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城里１１鄰城中二街１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３鄰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路２段２８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

東如交通有限公司
大愛計程車行
萃華汽車行
兆豐租車
東灞車業
珍成有限公司
明琦汽車
信錩企業社
家豐車業
泰多車行
中信洗車坊
華信洗車坊
和信洗車坊
泰揚機車行
大榮汽車商行
慶祥企業社
京東汽車商行
郭碧霞計程車
信成機車行
升源機車行
大慶機車行
懋達輪胎行
葉發企業社
協立企業有限公司
鴻怡科技車業
錦宏車業
合豐汽車租賃有限公司
艾咪兔一旅行社有限公司
新億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東林租車
速配通企業社黃正福
振東機車行 葉性良
科技汽車電機行
樂單車自行車行
達駿汽車商行
昊盛企業有限公司
加達車業趙豪瑜
東吉汽車行
長隆企業社
鴻泰車業行
駿榮汽車
昶宏機車行
昶宏機車行
立偉機車行
統力企業社
超低價機車行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中正路二段２８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興一街３５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１２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２１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中央路三段４１０號１樓
花蓮市中山路１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１８鄰富國路６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５１１號１樓
花蓮市中美路１０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華路二段１４５號旁
花蓮市明禮路７號對面
花蓮市福建街２４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文化八街２０６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鎮國街１２０巷２４號
花蓮縣花蓮市大同街２２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勤里１１鄰成功街２３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２２鄰中原路３６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強路４５６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主農里３２鄰福建街１４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正路一段１６７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和平路１段３０６之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原路一段１２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８７號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８鄰中山路２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２２號２樓
花蓮縣花蓮市富安路２２號２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一路１０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聯三路２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強路２３８號１樓
花蓮市富國路５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富里富國路６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安路５０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強里中央路四段４９０之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荳蘭二街８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１２３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中央路二段６８－１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中原路１段３４２號
花蓮縣中正路３９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路一段１８７號
花蓮市中原路５１５號
花蓮市中原路５１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建林街８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海岸路４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聯里國興２街４２號１樓

向陽汽車坊
朵利車自行車行
級速動力車業行
富聲企業社曾怡芳
台盛汽車企業社劉義隆
仟合企業社鄭宜珊
久裕汽車企業社
吉安天下車業
旺旺精緻汽車美學館
全美車業行
鴻慶機車行
山豬車業
冠霖企業社
大洋汽車商行
洄瀾山水小客車租賃有限公司
名展汽車
展商汽車
展晨汽車商行
亞典
亞典
夏雪工作室
億泉紙品商行楊憲穎
品星行
國風七三藝術空間工作室
瑞豐文具行
風速直排輪專賣店
夏綠蒂音樂教室
英雄光臨
阿迪克工作室
鈿宭
雅薇禮品館
翼想天開創意設計工坊
Ｍｉｃｋｅｙ手編飾品
泰鴻文具行
海傳文化空間有限公司
東豐企業社
中華文具店
中華寵物
容心花店
新創國際
黃小魚同樂會
京尚企業
花匠工坊
采緹精品屋
秀髮型工作室
莞莞媽手作打皂房潘顥云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１３鄰林榮街２巷１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強路４４５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３７２之１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永安村建國路二段１０９－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和平路１段１９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國盛六街４９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４５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中央路２段２７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中央路三段４３１之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仁和村８鄰海岸路１９６號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中山路５段８號
花蓮縣壽豐鄉壽豐村中山路六段５６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南海八街３６號１樓
花蓮縣玉里鎮中山路一段９３號
花蓮縣玉里鎮中華路３４５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二段６０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和平路一段１４６之１號
花蓮縣吉安鄉勝安村中央路三段２２３號
花蓮市南京街６２號１樓
花蓮市南京街６２號１樓
花蓮市國民十一街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光里林森路４６７巷４號
花蓮縣吉安鄉干城村吉安路六段２２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風里國風街７３號１樓
花蓮縣瑞穗鄉瑞穗村２１鄰中華路２９號
花蓮市中華路３２５－４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立里 ２鄰民德一街２００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政里１鄰中美路１２７之１號
花蓮縣豐濱鄉磯崎６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５５３號１樓
花蓮縣秀林鄉富世村１１鄰富世２７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盛里１６鄰國盛一街２之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村９鄰南山二街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自強路６０８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主里海濱街８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中正路１８３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村中正路一段９號１樓
花蓮縣玉里鎮民國路一段１８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安里中原路４５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博愛街２２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富裕六街１６號５樓之１
花蓮市中山路 １４２－２３號
花蓮市廣東街３２６號之９
花蓮縣花蓮市光復街４８號
花蓮市仁愛街６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新港街６２之１號１樓

ＢＭ ＢＥＡＵＴＹ
藝銘專業寵物
郭文髮藝
頑豹戶外有限公司
晴天工作室
東尼斯美容養生館
好收成農業資材行
香蕉手作坊
麗顏坊
晶雅國際美容院
樂遊時尚戶外休閒旅遊用品店
Ｗｏｏ ｎａｉｌ ｌａｂ
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１９８６
酷奇寵物
小魚兒生活書坊
飲冰室書店曾珮瑜
優勝者運動工作室
亞藝花蓮店
藝研文創企業社
映相奇萊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比利健身運動館
米堤范姜
後山金工房
立絲花園
Ｃａｄｏａ
菲爾企業社
正點企業社
里信工作坊
愛迷你手作
Ｐｏｏｎｅ
合聲汽車專業音響
芸妃男女舒壓館林勤豪
鬘晶采整體造型
俊維運動休閒
詮速賽車場
如豐休閒農場
昊生桌遊社
新興照相
漫果子桌遊
甘乃夏空間
文英手工坊
老王遊台灣

花蓮縣花蓮市主光復街９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魂里建國路１１６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華里中山路４３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陽路２２號一樓
花蓮縣花蓮市三民街４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主商里１６鄰福建街４３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村福興路２１２號
花蓮縣吉安鄉福興路１９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和平路５６２號
花蓮縣花蓮市德安一街２２３巷２之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南京街２１７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２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東興一街７９巷２０號５之５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４９８巷２３號
花蓮市民運里３２鄰民族路３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民意里府前路４４６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二段１３６號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路３１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尚志路３４之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尚志路３４之３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運里中興路６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路１３９號
花蓮縣吉安鄉南山五街２０巷１８號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慶北二街２９７號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７６－１號
花蓮市中山路一段１３８巷３號
花蓮縣吉安鄉北昌村建昌路８３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太昌村太昌路５２２巷１５號
花蓮縣吉安鄉慶豐村慶豐三街１０２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國威里林森路２４０號２樓
花蓮縣吉安鄉自立路２段３９巷２１號
花蓮縣花蓮市國裕里富吉路７６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南昌村文化十一街８號１樓
花蓮縣花蓮市中華路５３４巷１０號２樓
花蓮縣壽豐鄉平和村中華路二段２號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４０５號
花蓮縣花蓮市新港街７９之１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山路１５９號
花蓮縣花蓮市中正路４０３號１樓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志學新？１０之３號４樓
花蓮縣玉里鎮國武里中山路２段２５號１樓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二段３８７巷９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