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遊卡小額消費通路品牌應用範圍一覽表          2016/5更新 

類別 通路品牌名稱 悠遊卡可用區域 

超商 7-ELEVEN 全台及金門、澎湖、馬祖等離島 

全家便利商店 全台 

萊爾富 全台 

OK 超商 全台 

超市 頂好 全台 

JASONS 全台 

台灣楓康超市 全台 

聖德科斯 台北市、新北市指定門市 

美廉社 全台 

台糖量販店 台中、雲林、高雄、屏東 

台糖健康超市 新北、台中、台南、高雄 

台糖購物中心 台南、高雄 

義美 全台 

三商大美折扣超市 新店安和門市 

國軍福利站 全台(包括離島地區)及國軍陸、海、空、憲兵 99個軍中營站(包括離島地區) 

新竹市農會供銷部 
新竹市農會供銷部、樹林頭辦事處、光華辦事處、虎林辦事處、光復辦事處、

民權辦事處、三姓橋辦事處、內湖辦事處、新興辦事處。 

全聯 全台 

新北市樹林區農會 超市樹林店、超市柑園店 

棉花田 全台 

新北市深坑區農會生鮮超市 深坑區農會生鮮超市 

飲品 星巴克 全台（不含新光三越門市） 

天仁茗茶 全台 

IS COFFEE 全台（含 IS BAKERY 及 NaRaYa 忠孝總店、慶城店、館前店） 

怡客咖啡 全台 

85度 C 全台 

丹堤咖啡 全台指定門市 

可口可樂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高雄 

黑松 台北 

50 嵐 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澎湖 

KOI 咖啡 大墩店、南投家樂福 

伯朗咖啡 全台指定門市(長庚大學店、 長庚一店、長庚二店) 

統一速邁 台北、中壢、桃園、新竹、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可使用 

食品 必勝客 全台 

達美樂 台北市、新北市 

拿坡里 全台（不含大江、台茂及家樂福等賣場門市） 

新東陽 全台（不含百貨公司門市） 

山崎麵包（Yamazaki） 全台指定門市 

麵包優先 台北市、新北市 

Mister Donut 全台（不含新光三越門市） 

酷聖石（Cold Stone） 全台（不含新光三越門市） 

爭鮮外帶 全台 

環球購物中心 

(板橋店/中和店/屏東店/ 

新竹世博店/新左營車站店) 

各店指定專櫃 

太平洋 SOGO 百貨 

台北忠孝、復興、敦化館及台北天母店之美食街、美食名店和超市（City’Super

除外）、新竹巨城店 1樓及 2 樓餐廳、新竹站前店 12樓美食街及 B2 超市、高

雄店 B2美食街、伴手禮及 12 樓大創、13樓金石堂書店、中壢店 B1超市。 

新光三越百貨 全台美食街、美食相關專櫃、餐廳 

京站時尚廣場 B3美食街、甜點區、伴手禮區、B2 TOGO 區及 1F轉運站商店 

TAIPEI 101 百貨 B1美食街、小吃、百貨、伴手禮等指定專櫃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南側餐廳 美食街 



鮮五丼 台北南京、通化、延吉、新店、經國、西門門市。 

樂凡手感烘焙 

(Magie du Levain) 

全台指定門市 

大食代大直美食廣場 美食街 

亞都麗緻大飯店 外賣櫃 

潤泰 CITYLINK 松山車站 臺鐵松山車站-1F、2F等門市專櫃 

中友百貨 B2美食街指定專櫃 

享諨(正忠排骨飯) 全台 

頂呱呱 台北、新北、基隆、桃園、台中、彰化 

黑橋牌 全台（不含百貨公司門市） 

海瑞摃丸 總店 

台茂購物中心 美食街 

微風廣場 台大醫院美食街、台北車站 B1、1樓、2 樓美食街、三總醫院美食街 

微風置地 微風南京美食街、微風信義餐廳 

拉亞漢堡 台北門市、新北門市、桃園門市、台中門市、彰化門市等 19 家營業門市 

福勝亭 全台 

先麥食品 台北、台中 

四海遊龍 北北基指定門市 

聖瑪莉 全台 

玉珍齋 彰化總店 

復興空廚 復興航棧總店、國產店、中美店 

維格餅家 台北市酒泉門市、大安門市、西門門市、永康門市、忠孝復興門市、雙連門市 

大心新泰式麵食 威秀店 

潤泰 CITYLINK 南港車站 
臺鐵南港車站-B2棟：1F~3F 等門市專櫃 

臺鐵南港車站-C1 棟：6F~10F 等門市專櫃 

FAVtory快食尚 美食街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

店 

大廳茶軒、品香坊、遠東 café 

肯德基 全台(台北車站、中和環球、左營環球、桃園台茂、台中復興門市除外) 

咕咕霍夫 漢口、逢甲、漢遠、大墩等 4 間門市 

誠盟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出境入境美食街 

商圈 
寧夏夜市 

古早味豆花、郭董藥燉排骨、秋雲潤餅、嘉義火雞肉飯、里長伯臭豆腐、典高

運動用品、歐洲倉庫 

晴光商圈 

露天義大利麵坊－街頭鐵板燒、果實咖啡堂、大名行（餐具）、Pavona 咖啡、

早安美芝城、火鍋世家德惠店、路易莎咖啡晴光店、非梵比皮鞋店、鄉村鵝肉、

開心茶屋 

藥妝 屈臣氏 全台 

康是美 全台 

維康醫療用品門市 大安森林公園捷運站 2 間門市 

文化育樂 美麗華影城 台北大直及台茂影城 

大魯閣打擊練習場 台北市、新北市 

樂到家 全台（嘉義、台南及高雄鳳山地區 6 家門市除外） 

亞藝影音 全台 

誠品書店 全台指定門市 

久大文具連鎖店 全台 

佳能國際(影印) 

中華科技大學、元智大學、文德女中、北台灣科技學院、台灣大學進修推廣部、

致理商專、真理大學、國立台北大學、逢甲大學、景美女中、華興中學、開南

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暨南大學、輔仁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醒吾技術學院、

台大醫學院、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等地指定影印機 

松山慈惠堂 松山慈惠堂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台北士林 

微學館 台北、桃園、基隆 

桃園國際棒球場 桃園 

E7play 台北 

三民書局 台北 

光南大批發 全台 

國立臺灣博物館 本館、土銀展示館、南門園區 

敦煌書局(校園書坊) 
包含輔大店、文化店、中央店、元智店、中華店、東海店、靜宜店、朝陽店、

中興店、亞大店、文藻店(逢甲店除外) 

麗嬰國際/萬代 
京華城 5 樓 FUNBOX 麗嬰玩具、台北忠孝 SOGO 12F FUNBOX、台北兒童新

樂園 FUNBOX 

如果兒童劇團 臺北市兒童新樂園兒童劇場 



大甲鎮瀾宮 臺中市大甲鎮瀾宮 

小人國 
民俗冰品、荷蘭風車、速食店、美味樂餐飲、主題專賣店、原住民、美味樂百

貨、埃及商品館、急流商品館、童樂堡。 

金石堂 全台指定門市 

8 大森林樂園 入口售票處 

生活百貨 無印良品（MUJI） 全台(不含新光三越百貨門市、遠東百貨門市、統一阪急門市、耐斯松屋門市) 

石尚自然探索屋 
科博店、科教店、天文店、動物園店、貓熊館店、科學商店、臺博店、植物園

店 

大江國際購物中心 B1美食街、1~4樓部分櫃位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B1 City`super 及 DAISO、1 樓 Starbucks及 PAUL、4 樓美食街、7樓餐廳、8樓

大魯閣。 

金興發 台北 

彩遊館 全台(台中新時代門市除外) 

I COLOR 全台 

美華泰 全台 

POYA寶雅 全台 

大創 全台 19間直營門市(不含百貨店) 

3C數位 全國電子 全台(含數位家電體驗館) 

神腦 全台 

交通運輸 統一精工-速邁樂加油站 全台(限機車島加油) 

台亞石油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基隆市等所有加油站。(高速公路服務區加油站除外) 

順豐速運 大同營業所 

嘉里大榮物流 板橋民生、三重中正、士林大同等 3 個集貨站 

台灣大車隊 全台 

台灣中油 全台(限機車島加油) 

※ 悠遊卡購物單筆消費上限新台幣 1000元，每卡單日消費上限 3000 元。        

※ 可用悠遊卡付款消費通路門市，依各通路門市實際裝機情況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