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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一：到有冷氣或電扇的店吃飯－主食類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店名 長江小吃店 18147266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 661號 丹丹漢堡 

景賀拉麵店 47898131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廣東路 989號 景賀拉麵店 

一心苑有限公司 54974556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廣東路３００號 三倆三私房菜 

乳凱莎精緻美食便當 76788669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建豐路 246號 乳凱莎便當店 

六吋盤餐飲有限公司 55869412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建豐路８６號 六吋盤早午餐 

𡘙師傅企業(股)公司民

生分公司 

53583145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１８３號 𡘙師傅便當專

賣店 

富利餐飲(股)公司屏東

民生外送分公司 

80202078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１８８─

１號１樓 

pizza hut 

九州豚骨拉麵 98923387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 2-59號 九州拉麵 

和德昌(股)公司屏東民

生分公司 

16837791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３－１０

號 

麥當勞 

八方雲集小吃 25821980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３－９號 八方雲集 

五花馬國際行銷(股)公

司屏東民生分公司 

54550500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４─６號 五花馬水餃 

北方園牛肉拉麵館 10759896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林森路 30-9號 北方園牛肉麵 

木川崌咖啡餐飲 10437185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公園東路４７號 木川崌咖啡餐飲 

豪旺小吃店 78606216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廣東路 62號 丹丹漢堡 

貫統食品有限公司禾豐

分公司 

56602638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廣東路 166號 1

樓 

胖老爹炸雞 

𡘙師傅企業(股)公司屏

東分公司 

53582808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廣東路２７６─

３號 

𡘙師傅便當專

賣店 

宥宗有限公司 56605662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 295號 達美樂披薩 

金晁企業有限公司民生

店 

36845025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２５號 subway 

正忠排骨飯(股)公司廣

東分公司 

53899398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９鄰廣東路６０

號１樓 

正忠排骨飯 

*註：店名是以營業人名稱運用 Google搜尋比對查詢之資料，僅供參考。 

 

任務二：天氣熱怎能沒有手搖杯－手搖飲類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店名 

清心冷飲站 15708616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５９５號 清心福全 

一甌商行 81772998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 609-3號 圓石飲料店 

婕豊茶行 47906929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 669號 鮮茶道飲料店 

甘味冷飲店 47897560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廣東路 991號 茶的魔手 

津采飲食工坊 36775169 屏東縣屏東市北勢里廣東路 733-1號 茶的魔手 

麻吉茶飲店 40787820 屏東縣屏東市安樂里林森路１０７號 麻古茶坊 

馨嵐茶行 36890793 屏東縣屏東市安樂里林森路１０９號 50嵐 

茶漾茶飲店 34954130 屏東縣屏東市安樂里林森路１１３號 功夫茶飲料店 

艾幸福企業社 36891420 屏東縣屏東市安樂里林森路１１９號 茶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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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二：天氣熱怎能沒有手搖杯－手搖飲類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店名 

幸福堂飲品專賣店 81376673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１８８號 幸福堂飲料店 

小太陽咖啡有限公司 28352074 屏東縣屏東市林森路 53-1及仁愛路 88號 85度 C 

森二福全茶飲站 62926987 屏東縣屏東市橋北里廣東路５１號 清心福全 

緣福商行 81338670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４－１號 烏弄飲料店 

和芳企業行 10125084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９鄰民生路 2-57號 85度 c 

新軒茶行 37686670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林森路１２２號１樓 大苑子 

澄古茶坊有限公司 59027878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廣東路４６９號１樓 麻古茶坊 

嵐海企業社 14479279 屏東縣屏東市華山里廣東路５１６號 50嵐 

一男茶行 81742101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廣東路１２７號１樓 可不可飲料店 

希望水果茶行 36803030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廣東路１２９號 Mr Wish飲料店 

亭碩有限公司 58024487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廣東路７９號１樓 麻古茶坊 

林森茶飲有限公司 42758462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林森路３０─２１號 紅茶幫飲料店 

嵐洋企業社 34950704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廣東路１１０號 50嵐 

建豐冷飲店 36772162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建豐路２５１號 茶的魔手 

頌遠水果茶 81937247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２７號 一芳水果茶 

天仁茶業(股)公司

屏東分公司 

22657162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３３號 天仁茗茶 

鑫晨冷飲店 81357057 屏東縣麟洛鄉麟頂村５鄰民生路６５號 茶的魔手 

*註：店名是以營業人名稱運用 Google搜尋比對查詢之資料，僅供參考。 

 

任務三：清涼解暑第一名－冰品類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店名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四

十八分公司 

16742922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 561號

１樓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一

四六分公司 

43224509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廣東路９９１

－２號 

統一超商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屏東縣

第五門市部 

47885446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里廣東路７２２

號 

全家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１

３分公司 

89398812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里廣東路８１８

號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四

十五分公司 

16449645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廣東路２８

０，２８０－１號１樓 

統一超商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屏東豐

榮分公司 

53673574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廣東路４５８

號１樓 

全家 

來來超商(股)公司第六二０分

公司 

70784504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建豐路２０６

號 

OK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九

十二分公司 

27256721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豐年街１號及

建豐路２６號１樓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一

五九分公司 

24814012 屏東縣屏東市新生里復興南路一段

153、155號、和生路一段 900號 

統一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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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三：清涼解暑第一名－冰品類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店名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屏東縣

第一０七分公司 

24795872 屏東縣屏東市橋北里０２４鄰林森

路２３．２３－１號１樓 

全家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一

六五分公司 

54913550 屏東縣屏東市湖西里和生路一段１

０７─３號１樓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八

十分公司 

27255292 屏東縣屏東市潭墘里１９鄰廣東路

1588﹒1590﹒1592號１樓 

統一超商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屏東縣

第十一門市部 

85564015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東路５１

號（圖資大樓一樓） 

全家 

統一超商有限公司屏東縣第１

６６分公司 

54916542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東路５８

－２號１樓 

統一超商 

萊爾富國際(股)公司地４７１

３營業處 

85677756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４－１

８號（四教樓學生餐廳） 

萊爾富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３

７分公司 

16439750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香揚巷５９－

１２號１樓 

統一超商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六

十三分公司 

70803024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４鄰民生路３

３號１樓 

統一超商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屏東縣

第一二四分公司 

83788428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０１４鄰廣東

路１２５號１．２樓 

全家 

統一超商(股)公司屏東縣第八

十一分公司 

80356214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廣東路８６－

１號１樓 

統一超商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屏東縣

第一０三分公司 

54392566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民學路１４

８．１５０號１樓 

全家 

全家便利商店(股)公司屏東民

榮分公司 

28430473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民生路１２－

２，１２－３號１樓 

全家 

*註：店名是以營業人名稱運用 Google搜尋比對查詢之資料，僅供參考。 

 

 

 

 

其他開立雲端發票店家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史坦米納國際有限公司 54096452 屏東縣屏東市一心里自立路１２５─１號 

寶崴光學(股)公司文雄廣東營業所 40756018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里廣東路６２０─１號 

朴圓氣企業社 47738276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里廣東路 624-1號１樓 

安得蘆食品有限公司屏東店 40933957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里廣東路６２４號１樓 

台灣之星電信(股)公司屏東廣東營業

處所 
47945042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里廣東路６７０號 

震旦電信(股)公司高雄三十四營業所 9562311 屏東縣屏東市中正里廣東路 690-1號１樓 

全國電子(股)公司屏東縣第六分公司 16320113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６０５號１樓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公司廣 80032948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 615．6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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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立雲端發票店家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東分公司 

廣東台安藥局 85678782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６２３號 

小林鐘錶眼鏡(股)公司屏東二店分公司 29045625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６２７號１樓 

全虹企業(股)公司屏東廣東門市部 25895737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廣東路６５９號１樓 

中華電信(股)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

司屏東營運處廣華服務中心 
37648819 

屏東縣屏東市仁愛里５鄰廣東路６０７號

１樓 

里仁事業(股)公司屏東分公司 27735342 屏東縣屏東市勝利里廣東路９０２號１樓 

懿鵬實業(股)公司 84078868 屏東縣屏東市廣東路 990號 11樓之 2 

億進寢具企業有限公司廣東店 36850011 屏東縣屏東市北勢里２５鄰廣東路 703號 

榮興汽車(股)公司屏東營業所 40771524 屏東縣屏東市北興里廣東路８５０號１樓 

大同綜合訊電(股)公司屏東分公司復

興服務站 
18159641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廣東路４６２號 

里仁事業(股)公司屏東建豐分公司 54180893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建豐路１９２－１號 

統健實業(股)公司屏東建豐門市 40780869 屏東縣屏東市大連里建豐路２７４號１樓 

寶盛國際(股)公司嘟嘟房屏東廣東路站 81378905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廣東路 1013號旁空地 

全聯實業(股)公司屏東廣東分公司 54389400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廣東路 1108-10號 

建世商行 81856666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廣東路 1348巷 6號 

豪億飲品專賣店 81746140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廣東路 1418號 

八百屋汽車百貨有限公司屏東分公司 16454885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廣東路９８５之１號 

衣絜冷飲店 81937318 屏東縣屏東市崇蘭里廣東路 112號 1樓 

寶雅國際(股)公司屏東民生分公司 28428791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 248號地下１

樓﹒地上１樓﹒２樓 

香港商捷時海外貿易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屏東民生門市部 
19989238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 256，258號 

濰樂聽力(股)公司屏東店 40841471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２６８號１樓 

艾莉詩服飾(股)公司屏東門市 98923838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２８８號 

台灣奧黛莉(股)公司民生門市部 14480418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２９２號 

屏安鐘錶(股)公司 54101949 屏東縣屏東市平和里民生路３００號 

台灣之星電信(股)公司屏東民生營業

處所 
9013012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 180-7號 1樓 

四海食品原料有限公司 86416294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 180-5號１樓 

捷安特(股)公司屏東二店 25819035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１８０－８號 

麗嬰房(股)公司屏東第二門市部 87666002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 225，227號 

佐登妮絲國際(股)公司屏東民生分公

司 
80579783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２３１號 

蜂潮國際(股)公司屏東門市 47944677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２３５號１樓 

櫻花蝦金品大飯店(股)公司 24656772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２５５號 

宏亞食品(股)公司屏東分公司 80031716 屏東縣屏東市慶春里民生路１９６號 

立祥食品行 62958848 屏東縣屏東市和生路 1段 900號 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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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立雲端發票店家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郭元益食品(股)公司屏東分公司 16638006 屏東縣屏東市楠樹里民生路２２０號１樓 

科林國際助聽器(股)公司屏東門市部 37642890 屏東縣屏東市楠樹里民生路２２８號１樓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公司屏

師分公司 
27925624 屏東縣屏東市橋北里 9鄰林森路 23-3號 

台灣中油(股)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高

雄營業處和生路加油站 
8020205 屏東縣屏東市橋南里和生路１段５６０號 

啄木鳥國際事業(股)公司屏東營業所 25810626 屏東縣屏東市橋南里民生路７９－２４號 

三商行(股)公司民生分公司 16438936 屏東縣屏東市橋南里民生路 81-5號 

雍東加油站有限公司 12921229 屏東縣屏東市橋南里民生路 79-16號 

亞太電信(股)公司屏東廣東門市 34982972 屏東縣屏東市溝美里廣東路４１３號 

春天冷飲店 81935141 屏東縣屏東市溝美里廣東路 425-2號 

台灣大哥大(股)公司屏東廣東二營業

處 
40856781 屏東縣屏東市溝美里廣東路４２５號１樓 

山頭牛火鍋料理專賣店 47909123 屏東縣屏東市潭墘里廣東路 1287號 

貫統食品有限公司 97342073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東路１８號１樓 

圳順有限公司 82936301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東路２０號１樓 

智富行 25806876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 2-61號 

特力屋(股)公司屏東分公司 27244090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２－２７號 

台灣中油(股)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高

雄營業處歸來加油站 
90049004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２－３１號 

亭福有限公司 45119947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３１─１０號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公司屏

生分公司 
54390434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 43號 1.2樓 

鑫陽冷飲店 81357042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民生路５７─８號 

柏文健康事業(股)公司屏東分公司 54625489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瑞民路２號 

全聯實業(股)公司屏東瑞民分公司 54373414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瑞民路６號 

香揚冷飲店 40826154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香揚巷２５１號 

律景冷飲專賣店 40796840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 4鄰民生路 39號 1樓 

上正汽車(股)公司屏東分公司 29024213 屏東縣屏東市瑞光里和生路１段 296號 

俥亭停車事業(股)公司屏東中華營業

所 
47926170 

屏東縣屏東市端正里、安樂里中華路與林

森路交叉口停車場（中華路 91號） 

寶崴光學(股)公司文雄林森營業所 40757760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林森路６４號 

燦坤實業(股)公司屏三分公司 28988436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公園東路 69及 71號 

震旦電信(股)公司高雄五十五營業所 37646946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廣東路５３號 

台灣華歌爾(股)公司屏東廣東分公司 54913849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廣東路６７號 

諾貝兒寶貝(股)公司廣東分公司 16472069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廣東路９５號１樓 

神腦國際企業(股)公司屏東陸興門市 36699000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廣東路 99號 101號 

芷棋有限公司 42753348 屏東縣屏東市豐榮里林森路 30-22號 2樓 

台灣之星電信(股)公司屏東陸興營業 47841840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廣東路１１８號１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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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立雲端發票店家 

營業人名稱 統一編號 地址 

處所 

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屏東

分會 
47844852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廣東路１２０巷２號 

統一生活事業(股)公司屏東縣第六分

公司 
24772131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廣東路 66號 1樓、2

樓全部 

台灣自來水(股)公司第七區管理處屏

東營運所 
91732150 屏東縣屏東市豐源里林森路６號 

全國電子(股)公司屏東縣第一分公司 16325807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廣東路２４６號 

泉漫生活有限公司 56923462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建豐路２１３號１樓 

三商家購(股)公司屏東建豐分公司 54919251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建豐路２９１號 

心皂坊 10891023 屏東縣屏東市豐田里民學路４８號 

日月亭(股)公司屏東酒廠營業所 81297426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與仁愛路交叉

口平面停車場 

喬禧有限公司 82936365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２９５號３樓 

台灣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股)公司屏

東分公司 
89283179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 301、301-1號

1樓 

亞太電信(股)公司屏東民生門市 36727272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０５號１樓 

阿瘦實業(股)公司屏東店 36633916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０７號 

詠裕服裝(股)公司屏東門市部 40770665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１７號 

九乘九文具(股)公司屏東民生分公司 50927238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２１號 

神腦國際企業(股)公司屏東電信營業

所 
10163170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４３號 

中華電信(股)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

司屏東營運處屏東服務中心 
81614703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３４３號 

順發電腦(股)公司屏東分公司 28979794 屏東縣屏東市金泉里民生路 343號 1-3 

臺灣菸酒(股)公司屏東營業所 91009607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林森路１７號 

新東海藥局 90732293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民生路１１６號 

遠傳電信(股)公司屏東民生門市 10792136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民生路 22號 1-3樓 

元立亨貿易有限公司 53878984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民生路４４號５樓 

全國電子(股)公司屏東縣第 13分公司 54913833 屏東縣屏東市長春里民生路８０•８２號 

台糖和生加油站 18154646 屏東縣屏東市頂宅里和生路１段５１１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