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店名 餐飲業別 評核等級

1
漢來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翠園粵菜餐廳)
高雄市前金區 成功一路266號10樓 國際觀光旅館/宴席餐廳 優

2
漢來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海港自助餐廳)
高雄市前金區 成功一路266號43樓 國際觀光旅館/自助餐廳 優

3
漢來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龍蝦酒殿)
高雄市前金區 成功一路266號45樓 國際觀光旅館 優

4
漢來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鐵板燒)
高雄市前金區 成功一路266號45樓 國際觀光旅館 優

5
漢來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牛排館)
高雄市前金區 成功一路266號45樓 國際觀光旅館 優

6
漢來美食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紅陶上海湯包)
高雄市前金區 成功一路266號10樓 國際觀光旅館 優

7
華園飯店股份有限公司

(旺角大廳酒吧)
高雄市前金區 六合二路279號 國際觀光旅館 優

8
福華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麗香苑)
高雄市新興區 七賢一路311號 國際觀光旅館/自助餐廳 優

9
信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信宗大飯店)
高雄市三民區 建國三路487號（1樓至12樓） 觀光旅館 優

10 天闊日式溫泉會館 高雄市六龜區 新開路62-28號1樓 觀光旅館 優

11
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附屬機構蓮潭國際文教會館

(荷漾西餐廳)
高雄市左營區 崇德路801號 觀光旅館 優

12
財團法人台灣首府大學附屬機構蓮潭國際文教會館

(點心坊)
高雄市左營區 崇德路801號 觀光旅館 優

13
大崗山分公司

(花季度假飯店)
高雄市田寮區 崗北路111號 觀光旅館 優

14
水京棧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京悅軒)
高雄市鼓山區 明華路366號2樓 觀光旅館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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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水京棧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RIPPLE)
高雄市鼓山區 明華路366號20樓 觀光旅館 優

16 統茂和平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 和平一路219號1樓、3樓、4樓、7至11樓 觀光旅館 優

17 皇家金宸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 國泰路一段288號 觀光旅館 優

18 南北樓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鎮區 林森三路18號 宴席餐廳 優

19
雲朗觀光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翰品酒店宴會廳)
高雄市鹽埕區 大仁路43號 宴席餐廳 優

20 羊洋股份有限公司河堤分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明哲路29號 一般餐廳 優

21 鑫好蟳屋海產店 高雄市三民區 建工路696號 一般餐廳 優

22 龍珠灣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 有光路43號1F 一般餐廳 優

23 歐啦小吃館 高雄市三民區 河堤路578號 一般餐廳 優

24 和風小吃店 高雄市三民區 熱河一街105號 一般餐廳 優

25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餐旅服務總所高雄鐵路餐廳 高雄市三民區 建國二路318號 一般餐廳 優

26 鼎新美食便當坊 高雄市三民區 合江街90號 一般餐廳 優

27 老上海臭臭鍋 高雄市大社區 中山路169-2號 一般餐廳 優

28 大設祿小吃店 高雄市大社區 中山路43號 一般餐廳 優

29 我的輕食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寮區 內厝路366號1樓 一般餐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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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精食巧小吃店 高雄市大寮區 力行路105號1樓 一般餐廳 優

31
以晟聯合實業有限公司

(向陽便當)
高雄市大寮區 華東路50號 一般餐廳 優

32
義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大衛城美食吧)
高雄市大樹區 學城路一段10號 一般餐廳 優

33
義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聖城餐廳)
高雄市大樹區 學城路一段10號 一般餐廳 優

34
義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伊亞咖啡)
高雄市大樹區 學城路一段10號 一般餐廳 優

35
義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大樹紅豆咖啡)
高雄市大樹區 學城路一段10號 一般餐廳 優

36
義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洋雞速食)
高雄市大樹區 學城路一段10號 一般餐廳 優

37
義大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轟炸雞)
高雄市大樹區 學城路一段10號 一般餐廳 優

38 向陽食品行 高雄市小港區 小港路156號 一般餐廳 優

39 阿洲小吃部 高雄市小港區 宏平路412號 一般餐廳 優

40 小玲羊自助餐 高雄市左營區 新莊一路173號 一般餐廳 優

41 思前緣餐飲館 高雄市左營區 孔營路78號 一般餐廳 優

42 馫永樂企業行 高雄市田寮區 西德路47-6號 一般餐廳 優

43
暮盆實業有限公司

(Woopen木盆輕食館)
高雄市苓雅區 青年一路8之4號1樓 一般餐廳 優

44 大茄萣活海產店 高雄市茄萣區 大發路107號 一般餐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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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上漁港海產小吃店 高雄市茄萣區 大發路99號 一般餐廳 優

46
楊師傅滷味有限公司

(鄧師傅滷味)
高雄市前金區 青年二路82號 一般餐廳 優

47 和興小吃部 高雄市鳥松區 大埤路123號 一般餐廳 優

48 道福素食 高雄市鳥松區 大埤路123號 一般餐廳 優

49 威爾希斯商行 高雄市鼓山區 蓮海路70號 一般餐廳 優

50 米羅美食坊 高雄市鼓山區 蓮海路70號 一般餐廳 優

51 長鈺食品企業行 高雄市楠梓區 海專路429-1號 一般餐廳 優

52 新城行號(57廚房) 高雄市楠梓區 外環西路57號 一般餐廳 優

53 鼎台企業行 高雄市鳳山區 文德路56號 一般餐廳 優

54 有容企業行 高雄市鳳山區 福祥街81號6樓 一般餐廳 優

55 旗后活海產店  高雄市旗津區 廟前路31號1樓 一般餐廳 優

56 松江亭有限公司 高雄市鹽埕區 大仁路148號 一般餐廳 優

57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銀座杏子日式猪排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一般餐廳 優

58
共同存在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小湯匙越式料理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4樓 一般餐廳 優

59
共同存在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銀湯匙泰式火鍋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4樓 一般餐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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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陶板屋和風創意料理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61
翰林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翰林茶館 夢時代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62
雲朗觀光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品中信茶樓)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8樓 一般餐廳 優

63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聚北海道昆布鍋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64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段純貞牛肉麵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65
台灣瑞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温野菜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一般餐廳 優

66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鍋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67
鑫義醬有限公司

(New City HOUSE歐風新食館 時代百貨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2樓 一般餐廳 優

68
樂樂庵餐飲有限公司

(樂樂庵之烏龍麵專賣店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69
時代商行

(貴族世家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6樓 一般餐廳 優

70
成一有限公司

(印度皇宮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71
潮坊股份有限公司

(大八潮坊自助百匯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一般餐廳 優

72
豆府股份有限公司

(涓豆腐精緻韓式料理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73
乾杯股份有限公司

(老乾杯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2樓 一般餐廳 優

74
大品國際聯合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麵屋武藏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一般餐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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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爭鮮迴轉壽司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76
三商行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巧福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77
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那街那巷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78
丹堤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丹堤咖啡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79
晶旺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燒丼株式會社 高雄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0
鄧記餐飲有限公司

(鄧師傅功夫菜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1
時祿旺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花月嵐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2
高雄空廚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空廚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3
希望餐飲管理有限公司

(元氣日式洋食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4
凱悅食品有限公司

(凱林鐵板燒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5
禾匠小吃店

(禾匠粥品麵食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6
美玥風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Pho Hoa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7 橋屋社(橋屋日式拉麵)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8
璽羅食品有限公司

(斑鳩的窩-楠梓店)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89
三商行股份有限公司

(三商巧福楠梓二店)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編號 店名 餐飲業別 評核等級地址

90
甘家院子商行

(南大門韓式料理)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91
海越食品行

(海越台灣小吃)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92 小陽鐵板燒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93 三皇三家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94
新堀江事業有限公司

(皇泰子-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95
萬國牛排館

(萬國牛排-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96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大阪王將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97
富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肯德基-高雄中華五)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1111號 美食街之小型餐飲店 優

98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鼎山分公司-烘焙部)
高雄市三民區 大順二路849號 大賣場之烘焙區 優

99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家樂福十全店-烘焙部)
高雄市三民區 十全一路109號 大賣場之烘焙區 優

100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家樂福愛河店-烘培部)
高雄市三民區 河東路356號 大賣場之烘焙區 優

101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家樂福光華店-烘焙部)
高雄市前鎮區 光華二路157號 大賣場之烘焙區 優

102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家樂福十全店-熟食部)
高雄市三民區 十全一路109號 大賣場之即食熟食區 優

103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家樂福愛河店-熟食部)
高雄市三民區 河東路356號 大賣場之即食熟食區 優

104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家樂福成功店-熟食部)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1111號 大賣場之即食熟食區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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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楠梓量販店)熟食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大賣場之即食熟食區 優

106
台灣糖業股份有限公司

(楠梓量販店)烘培
高雄市楠梓區 土庫一路60號 大賣場之即食烘培區 優

107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家樂福五甲店-烘培)
高雄市鳳山區 林森路291號 大賣場之即食熟食區 優

108
家福股份有限公司

(家樂福五甲店-熟食)
高雄市鳳山區 林森路291號 大賣場之即食熟食區 優

109
金嘉隆企業有限公司

(所長茶葉蛋)
高雄市左營區 自由二路411號 零售通路之即食熟食 優

110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摩斯漢堡-大立前店)
高雄市前金區 五福三路52號 速食業 優

111
安心食品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摩斯漢堡-高雄中山店)
高雄市新興區 中山一路293號 速食業 優

112
富利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肯德基-鳳山五甲一)
高雄市鳳山區 五甲三路211號&五福二路1號 速食業 優

113
五餅二魚Ｂｒｅａｋ∕Ｌｕｎｃｈ

(五餅二魚早餐店)
高雄市鳳山區 大東二路128號 早餐店 優

114
高雄市立小港醫院

(委託財團法人私立高雄醫學大學經營)
高雄市小港區 山明路482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15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市左營區 大中一路386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16 劉嘉修醫院 高雄市岡山區 岡山路428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17 高雄市市立民生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 凱旋二路134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18 阮綜合醫療社團法人阮綜合醫院 高雄市苓雅區 成功一路162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19 健仁醫院 高雄市楠梓區 楠陽路136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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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杏和醫院附設護理之家 高雄市鳳山區 五甲二路470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1
義大皇家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義大醫院中央廚房)
高雄市燕巢區 義大路1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2
貫中活力早餐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3
八車企業社(排義排牛排館)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4
禾園小吃部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5
飯谷食堂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6
三合興企業社(福記滷味)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7
京傑食品有限公司(小阿姨套餐店)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8
鑽如意商行(華膳亭)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29
錦榮發行

(高苑工商職業學校)
高雄市橋頭區 芋寮路1號 學校醫院附設餐廳 優

130
八車企業社(八車茶飲果汁冰品屋)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飲料冰品店 優

131
雲花國際有限公司(佐·私茶 -高雄樹科店)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燕巢區 橫山路59號 學校醫院附設飲料冰品店 優

132
新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圖圖果霜優格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飲料冰品業 優

133
統一星巴克股份有限公司

(Starbucks 高雄時代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4樓 飲料冰品業 優

134
一四七運動有限公司

(147槍樂園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2 飲料冰品業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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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樂昌企業商行

(鬆咖啡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RF 飲料冰品業 優

136
樺澺茶行有限公司

(樺達奶茶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飲料冰品業 優

137
富酆實業有限公司

(川島之味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7樓 飲料冰品業 優

138
吳記潮州冷熱冰企業社

(吳記潮州冷熱冰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飲料冰品業 優

139
薩摩亞商億鼎國際商貿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CoCo都可 夢時代門市)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飲料冰品業 優

140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Häagen-Dazs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B1 飲料冰品業 優

141
墨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喬治派克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2樓 飲料冰品業 優

142
菓風小舖股份有限公司

(菓風小舖 夢時代店)
高雄市前鎮區 中華五路789號4樓 飲料冰品業 優

143
天仁茶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立百貨專櫃)
高雄市前金區 五福三路59號B1 飲料冰品店 優

144 光承企業社 高雄市鳥松區 大埤路123號 飲料冰品店 優

145 茶專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高雄市路竹區 中正路92之1號2樓 飲料冰品店 優

146 信道冷飲
 高雄市路竹區 環球路452號 飲料冰品店 優

147 瑪亞餐飲 高雄市路竹區 民生街213巷11號 飲料冰品店 優

148 阿吉製麵廠 高雄市三民區 灣興街39巷16號 麵條製造業 優

149
天青合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立正興國民中學)
高雄市三民區 覺民路850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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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佳琪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立陽明國民中學)
高雄市三民區 義華路166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1 觀音國小 高雄市大社區 文明路100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2
耕域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立明義國民中學)
高雄市小港區 明義街2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3 高雄市內門區溝坪國民小學 高雄市內門區 廣福47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4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國民小學 高雄市內門區 中正路203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5
海方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立龍華國民中學)
高雄市左營區 自由二路2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6 高雄市立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 高雄市左營區 實踐路42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7
米珍香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立左營國民中學)
高雄市左營區 曾子路281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8 高雄市立六龜高級中學 高雄市六龜區 光復路212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59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 高雄市甲仙區 文化路45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0 高雄市永安區維新國民小學 高雄市永安區 維新路光明九巷69-10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1 高雄市立永安國民中學 高雄市永安區 保興一路3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2 高雄市田寮區崇德國民小學 高雄市田寮區 崇德路101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3 高雄市杉林區月美國民小學 高雄市杉林區 清水路象寮巷39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4 岡山區公共托嬰中心 高雄市岡山區 河堤路二段122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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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民中學 高雄市岡山區 信中街486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6 高雄市林園區林園國民小學 高雄市林園區 忠孝西路20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7 高雄市前鎮區愛群國民小學 高雄市前鎮區 二聖二路194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8 高雄市前鎮區瑞豐國民小學 高雄市前鎮區 瑞隆路100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69 高雄市苓雅區福康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 漢陽街17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0
耕域食品有限公司

(苓雅國中)
高雄市苓雅區 四維三路176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1
耕域食品有限公司

(大仁國中)
高雄市苓雅區 建國一路148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2
米珍香食品有限公司

(復華高中)
高雄市苓雅區 民權一路42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3 高雄市立英明國民中學 高雄市苓雅區 英明路147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4 高雄巿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 輔仁路100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5 高雄市苓雅區福東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 福德三路96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6
御饌坊

(高雄市國際商工高級中等學校)
高雄市苓雅區 三多二路84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7 高雄市立茂林國民中學 高雄市茂林區 茂林里4-5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8 高雄市茄萣區成功國民小學 高雄市茄萣區 成功路1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79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國民小學 高雄市茄萣區 茄萣路二段307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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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高雄市茄萣區興達國民小學 高雄市茄萣區 民治路2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1 高雄市立美濃國民中學 高雄市美濃區 中正路一段191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2 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 高雄市桃源區 高中里興中巷44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3 高雄市立梓官國民中學 高雄市梓官區 中學路71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4 高雄市私立加吉立幼兒園 高雄市梓官區 忠孝路198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5 高雄市立湖內區明宗國民小學 高雄市湖內區 保生路103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6 高雄市鼓山區龍華國民小學 高雄市鼓山區 大順一路858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7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鼓山區 臨海二路50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8 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民小學 高雄市鼓山區 內惟路73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89
蕭記食品有限公司

(翠屏國中小學廚房)
高雄市楠梓區 翠屏路135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90 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民小學 高雄市新興區 民生一路321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91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國民小學 高雄市新興區 大同一路231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92 高雄市立路竹高級中學 高雄市路竹區 中華路292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93 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民小學 高雄市鳳山區 新富路630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94 高雄市橋頭區仕隆國民小學 高雄市橋頭區 仕隆路進校巷16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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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高雄市彌陀區彌陀國民小學 高雄市彌陀區 中正路213號 其他(學校團膳) 優

196 立緯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 崇明街166號 其他(餐盒團膳) 優

197 耕域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仁武區 工業二路17巷76號 其他(團膳) 優

198 蕭記食品有限公司 高雄市橋頭區 鹽南路17號1樓 其他(團膳) 優

199 巴貝多食品實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建工路597號 其他(烘焙業) 優

200 一德生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 安寧街421號 其他(烘焙業) 優

201
誠大食品有限公司

(方師傅)
高雄市左營區 自由二路393號1樓 其他(烘焙業) 優

202
舒麥爾麵包蛋糕食品行

(多那之咖啡蛋糕烘焙)
高雄市左營區 勝利路117-1號 其他(烘焙業) 優

203 晋昌西點麵包廠 高雄市岡山區 永樂街2巷61號1樓 其他(烘焙業) 優

204 新廣吉餅舖 高雄市岡山區 忠誠街368號 其他(烘焙業) 優

205 金龍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前金區 中正四路83之1號1樓 其他(烘焙業) 優

206 悅馨企業社 高雄市三民區 鼎強路248號 其他(月子餐) 優

207 余蓁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 自由路6號 其他(月子餐) 優

208 和春護理之家 高雄市岡山區 中山南路268號1-3樓 其他 優

209 天主教真福山 高雄市杉林區 杉林村合森巷106號 其他 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