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5茶舖】 
台中市北區英才路225號 
 
【等一下】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281號 
 
【Tea's原味】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 
1125號 
【呂之家果汁】 
高雄市八德一路386號 
 
【Golden-內湖瑞光店】 
台北市內湖區江南街130號 
 
【天河水茶飲】 
台中市梧棲區文化路二段189 
號 
 
【古道冰茶】 
彰化縣北斗鎮中州路2段486號 
 
【眷晴咖啡】 
台中市北屯區北平路四段92號 
 
【台茶1號】 
新北市新莊區建安街36號1樓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229 
號1樓 
 
【全紅紅茶專賣店】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東路65號 
 



【168號冰菓合作社】 
南投市彰南路二段168號 
 
【牛寶寶紅茶冰】 
高雄市林園區東林西路212號 
 
【色杯子-八德義勇店】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37號 
 
【神磨咖啡】 
台中市健行路780號 
 
【桔子園】 
南投市中華路299號 
 
【綠風茶飲舖】 
南投市彰南路二段752號 
 
【茶朵木】 
新竹市東區林森路15號 
新北市板橋區松柏街15巷2號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路59號 
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20號 
桃園市桃園區龍安街76號 
【雅瑟林】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166號 
新北市永和區保平路9號 
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396號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16號 
【閑茗樓手作職人】 
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247號 
【原葉鮮果茶飲】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553號 
 



【1972咖啡-新店】 
新北市新店區永業路6號 
 
【T茶館】 
台南市永康區大橋二街255號 
 
【小乃紅茶冰】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10號 
 
【吳家紅茶冰】 
台中市大甲區五福街36號 
 
【橘町搖搖】 
嘉義縣竹崎鄉鹿滿林麻箕埔24-7號 
 
【自在軒一甲店】 
台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三段120號 
 
【三巨頭小茶屋】 
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223號 
【找道茶】 
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318號1樓 
【唐棉】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361號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一段82號 
新北市新莊區中港路442號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四段167號 
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290號 
桃園市平鎮區南平路92號 
新北市三重區力行路二段 
【芥茉茶飲】 
彰化市曉陽路207號 



【谷麥紅茶】 
彰化市大埔路572號 
彰化市南郭路一段177號 
 
【法雅琪咖啡】 
台南市玉井區民生路21號 
 
【芝麻小事真實果飲】 
高雄市苓雅區林泉街175號 
高雄市三民區建武路136號 
 
【原森輕茶】 
台中市西區博館3街85號 
 
【茶果鮮】 
南投縣草屯鎮玉峰街48號 
 
【茶井】 
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七段 
635號1樓 
【茶噹噹】 
苗栗縣通霄鎮中興路83號 
 
【紅茶幫】 
嘉義縣朴子市海通路96-2號 
嘉義縣朴子市永和里蔥菄埔 
37-29號 
【珍美小茶緣】 
高雄市苓雅區建國一路139-7號 
 
【花樹坊複合式餐飲】 
彰化縣田尾鄉光復路3段62號 



【彩虹雪雪花冰-台北真大店】 
新北市淡水區新民街170號 
 
【黑桃皇后王牌潮飲】 
基隆市安樂區基金一路212-4號 
 
【清玉小港二苓店】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265號 
 
【梅子兔-新竹湖口店】 
新竹縣湖口鄉忠孝路12-2號 
 
【麥味登】 
桃園市八德區義勇街50號 
桃園市大園區菓林路68號 
 
【清香茶站】 
南投縣埔里鎮忠孝路190號 
 
【墾丁蛋蛋ㄉㄨㄞ奶】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124號 
 
【熊二家】 
彰化縣西螺鎮中山路211號 
彰化縣北斗鎮斗中路911號 
 
【超級達可】 
彰化縣花壇鄉中正路364號 
 
【橘子工坊-竹山店】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東鄉路 
55-6號 



【樂活輕茶飲】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28之5號 
 
【茶穀鐘】 
台中市南屯區東興路2段15號 
彰化市大埔路462號 
 
【綠予渼綠茶館】 
高雄市小港區崇文路120-1號 
 
【黑密碼新民總店】 
嘉義市西區垂楊里新民路864號 
 
【鮮果飲料站】 
二林鎮華崙里二溪路378號 
 
【傻瓜冰茶】 
高雄市鼓山一路72號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179號 
 
【潮飲-光華店】 
台北市中正區市民大道三段8號 
 
【早稻堂】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192號 
 
【雞大亨】 
台中市清水區光復街80號 
 
【聚茶館健康茶飲】 
高雄市鼓山區大榮街194號 



【店小二南京店】 
嘉義市南京路476號 
 
【I-cup】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60號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 
277-3號 
高雄市岡山區壽天路103-7號 
 
【郝小妹格子Q】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一段 
285號 
【米斯 My tea】 
台中市清水區中山路271號 
 
【優汁台茶】 
台中市北區五常街156號 
 
【流氓雞排-化成店】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640號1樓 
 
【茶酚物語】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一段 
93-10號 
【麻吉工坊】 
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1段82之1號 
【茶爾斯手作茶飲店】 
苗栗市至公路192號1F 
 
【3Q撞奶】 
雲林縣虎尾鎮四維街66號 



【藤本鋪烏日興祥店】 
台中市烏日區興祥街7號 
【李記紅茶冰】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362號 
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202號 

【享喝茶】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三段104號 
【冰點子優質茶飲專賣店】台中市龍井區沙田路五段63號 
【清涼杯】  台中市大里區國中路316號 
【DAY精緻好茶】  台中市東區十甲路348號 
【書寶貝茶飲】  台中市烏日區成功東路1號 
【青邁茶飲】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453號 
   南投縣草屯鎮太平路二段180號 
   彰化市彰南路2段49號 
   彰化市彰南路一段108-3號 
   彰化市泰和路二段300號 
【杉崎】  台中市清水區光復街72號 
【粉圓去那兒】  台中市清水區新興路278號 
【河馬紅茶冰】  台中市太平區樹孝路200號 
【活力點子】  台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二段36號 
【黑凍飲】  台中市北屯區東山路一段219-6號 
【老賴崇德店】  台中市崇德路二段290號 
【優之茶】  南投縣水里鄉民生路399號 
【茶先生Pasta】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719號 
【美國紅茶】  南投縣國姓鄉北山村中正路四段 
   164號 
【苑裡小站】  苗栗縣苑裡鎮和平路185-2號 
【好野茶飲】  台中市豐原區育德街47號 
【甘仔綠茶】  台中市大甲區經國路２００２號 
【咕嚕茶飲】  桃園市蘆竹區大新路115號 
   桃園市觀音區成功路一段585號 
   新竹縣竹北市中正東路151號 



【休閒飲料店】  台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二段69號 
【義杯茶飲】  彰化縣員林鎮三民東街320號 
   彰化縣員林鎮中正路500號 
【人匯茶飲】  雲林縣虎尾鎮中正路85號 
【喝康A】  彰化縣北斗鎮中華路168號 
【妙城鮮果汁】  彰化縣北斗鎮復興路105號 
【夏威夷茶飲】  彰化市民族路397號 
【吳記茶舍】  彰化市實踐路126號 
【綠茶町】  雲林縣斗六市石榴路89-3號 
【冰心茶坊】  彰化縣永靖鄉瑚璉路63號 
【柚可手作茶】  雲林縣台西鄉中山路120號 
【超級世界杯】  台中市豐原區豐東路140號 
【小泉茶吧】  台中市豐原區三民路234號 
【楊董紅茶冰】  台中市豐原區成功路219號 
【鮮果tree】  雲林縣林內鄉中正路286號 
【趙傳新鮮果汁專賣店】 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二段236號 
【台北好茶】  雲林縣土庫鎮馬光路107號 
【歐八】  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83號 
【轉轉轉冷飲店】 嘉義市西區民生南路483號 
【新四季鮮泡茶舖】 宜蘭縣蘇澳鎮中山路一段71號 
【手工有機咖啡】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路五段66號 
【米拉TEA&COFFEE SHOP】新北市板橋區德興街5號 
【水分子飲品】  新北市新店區中山路217號 
   基隆市七堵區百三街50號 
【茶店仔飲品店】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264號 
【鵲兒思啼萃飲茶】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97巷17號1樓 
   桃園市八德區忠勇街238號 
【十方茶飲舖】  台北市南港區興華路105號 
【渴旺】   台北市內湖區康樂街72巷17弄2號1樓 
【貝貝茶飲】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三段669號 
   宜蘭縣宜蘭市新民路168號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42號 



【滿意手製茶】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18號 
【大聯盟茶飲】  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148號 
【茶頌】  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472號1樓 
【冰河冰坊】   宜蘭市健康路二段67號 
【上飲】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五街192號 
【瘋茶】   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173號 
【 PK茶榜】   台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三段129號 
【轉角奇冰】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107號旁 
【大聯盟-三重龍門】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33號 
【芬多】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161號 
【磨豆冰滴咖啡】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179號1樓 
【粉圓王-三重總店】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一段270號 
【 K.K.Juice Bar 】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66巷61號 
【 JJ'S HOUSE 】   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五段73號 
【果甜-中山店】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299號 
【天空之茶】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11號 
【舊四季鮮泡茶舖】  宜蘭縣蘇澳鎮太平路14號 
【銘傳茶舖】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186號 
【 0度空間】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16號 
【卡儂咖啡】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07號1樓 
【小惡魔茶飲-龜山德明】  桃園市龜山區德明路160號 
【 105休息站】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1126號 
【 e茶飲】   新北市汐止區康寧街119號 
【加油站】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137號 
【茶王】  桃園市八德區介壽路二段1206號 
【啡嚐雞靈】  基隆市七堵區實踐路259號 
【寶島紅茶冰】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173號 
【摩奇地】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237號 
【方便茶】   新北市土城區清水路324號 
【克莉歐沛】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201號 
【津匠茶飲】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一段113號 



【嘴現泡山明店】 高雄市小港區山明路287號 
【茶書院】   嘉義縣太保市中山路一段253號 
【泰尚和咖啡】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186巷2之5號 
【麥咖啡】   高雄市鼓山區華榮路446號 
【諾曼咖啡】   嘉義市東區垂楊路120號 
【全方位鼓山店】 高雄市鼓山區九如四路882-1號 
【慕茶容】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72之2號 
【良心雞蛋糕+紅茶】  桃園市龜山區明德路85號 
【茶旭中正店】   台南市新營區復興路3號 
【佑富-福爾摩沙】 嘉義縣太保市春珠里125號 
【陽光咖啡屋】   嘉義市義教街784號 
【茶非茶】   高雄市小港區平和路184號 
【清心涼茶坊】   高雄市旗津區旗津二路218號 
【 8度鮮泡茶】   高雄市前鎮區后安路229號 
【茶香】   高雄市鼓山二路17號 
【吉品果汁】   台南市新營區長三民路119號 
【找茶趣】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與翠亨南路交叉口 
【綠香茶飲店】   台南市鹽水區朝琴路40號 
【珍奶工坊】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西路81巷21號 
【黑茶北斗店】   高雄市鹽埕區北斗街35號 
【愛波飲樂】   台南市善化區中山路214之3號 
【 KISS吻茶】   嘉義縣水上鄉中興路360-1號 
【亞舍紅茶冰歸仁店】  台南市歸仁區民族北街96號 
【綠香町】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197號 
【七里香】   台南市六甲區中正路394巷9號 
   嘉義市太保市後潭里308號 
【小左岸】   台南市善化區光復路368號 
【 3比8紅茶冰】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781號 
【茶碰茶】   高雄市岡山區台上里富貴路33號 
【亞舍陽明店】   高雄市三民區陽明路369號 
【達人飲料】   高雄市路竹區大社路175-1號 
【天然茶道】   高雄市前鎮區前鎮街284號 



【大碗公】   嘉義市民族路96號 
【世貿】   屏東縣南洲鄉仁里路36號 
【三禾茶飲】   高雄市前鎮區瑞和街115號 
【亞舍紅茶冰新海店】  高雄市鳳山區新海路112號 
【泉井紅茶冰】   台南市南區金華路二段329號 
【鐵礦泡沫茶飲】  高雄市鼓山區西藏街361號 
【小霸王】   台南市柳營區柳營路二段2號 
【 E01茶飲】   宜蘭縣宜蘭市宜中路37號 
【萬金紅茶冰】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一段678號 
【 3比8 】   高雄市一心二路78號 
【茶舖冷飲】   高雄市鳳山區仁愛路48號 
【鮮萃覺醒現泡原味茶】  台南市麻豆區中山路14號 
【白色飲品】   屏東縣潮洲鎮民生路第一市場40號店鋪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7號 
【饗喫茶】   高雄市前鎮區鎮興路228號 
【阿桂】   宜蘭縣壯圍鄉壯五路293號 
【 BOO啵餐飲事業】  高雄市湖內區中山路二段65號 
【林茶廣場】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三段205號 
【億客來泡沫茶坊】  高雄市林園區仁愛路135號 
【紅孩兒紅茶冰】  高雄市大寮區光明路一段88號 
【拈花惹草飲料專賣店】  屏東市建民路81號 
【茶三滿】   高雄市旗津二路235號 
   高雄市旗津二路200號 
【夏綠坊】   嘉義縣竹崎鄉中山路251號 
【嘴現泡屏東廣東店】  屏東市廣東路592號 
【回憶茶小時侯】  高雄市小港區漢民路與金府路口 
【彩色巴黎茶坊】  高雄市左營區軍校路188號 
【喬利安】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110號 
【品鮮屋】   嘉義市民生南路585號 
【囍茶冷飲店】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2段120之77號 
【全方位水上店】  嘉義縣水上鄉市政街5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