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生飲食亭

莫名福州乾拌麵

電話：2381-9999

電話：2394-9788

營業時間：10:30~19:30

營業時間：11:00~21:00

地址：開封街1段49號
公休時間：週日

劉山東小吃店

電話：2311-3581

地址：開封街1段14巷2號1樓
營業時間：08:00~20:00
公休時間：週日

良品牛肉麵館

營業時間：11:00~14:30 / 16:30~20:30

忠孝小吃店

愛國東路婚紗街

捷運善導站

公休時間：週日

營業時間：11:00~15:00 / 17:00~21:00

武昌街一段

南門市場

南昌家具街

捷運台大醫院站

捷運西門站

地址：臨沂街6巷1號

捷運忠孝新生站

本味拉麵

釋道素食

電話：2394-0289

營業時間：10:30~20:00

營業時間：11:00~21:30

南機場夜市

臺大公館商圈

公休時間：週日

電話：2389-0100
公休時間：週日

八德商圈

地址：齊東街78號1樓

營業時間：08:30~22:00

地址：忠孝西路1段29巷1號

沅陵商店街

台北車站

電話：2351-8057

電話：2321-7230

豪季水餃專賣店

北門相機商圈

巧之味

電話：2371-2644

地址：開封街1段10號

新中華路影音電器街

地址：青島東路33之3號

電話：2356-0470

電話：2367-6508

營業時間：11:00~14:00 / 17:00~21:00

營業時間：06:30~19:30

地址：南昌路1段76號

地址：八德路1段82巷9弄4號

公休時間：週一

張家清真黃牛肉麵館

捷運小南門站

三發包子饅頭專賣店(汀州店)

赤肉胡椒餅

地址：汀州路2段135號
公休時間：週一

郭記牛肉麵店

電話：2331-2791

電話：2391-7713

電話：2369-8114

營業時間：09:00~19:30

營業時間：11:00~20:00

營業時間：11:30~15:00 / 16:30~20:30

地址：羅斯福路1段25號

地址：延平南路21號1樓

公休時間：週日

公休時間：農曆過年休五天

清真黃牛肉麵館

寧波生煎包

捷運中正紀念堂站

捷運東門站

電話：2331-8203

營業時間：10:30~20:00

公休時間：週日

沅緣小吃

地址：沅陵街13號2樓

地址：桃源街14號

營業時間：10:00~20:00
公休時間：週日

桃源街正宗山東牛肉麵

營業時間：11:00~14:00 / 17:00~20:00

老德記牛肉麵店

師

電話：2351-0929

捷運公館站

地址：八德路1段82巷9弄3號
營業時間：11:00~21:00

思

銀記小吃店

大福利排骨大王

營業時間：06:00~20:00

營業時間：11:00~21:00

地址：羅斯福路3段286巷12號
公休時間：週五

藍家小吃店

電話：2351-8527

電話：2368-2060

營業時間：04:00~11:30

營業時間：11:00~00 :30

地址：金華街30號之1
公休時間：休年假

源街

公休時間：週日

電話：2365-1009

鼎元豆漿

路

大

地址：汀州路2段207號

電話：2358-3523
公休時間：週一

營業時間：11:30~14:30 / 17:00~20:00

葉嘉美食小館

營業時間：11:00~14:25 / 16:00~19:50

地址：金華街28之1號

電話：2312-3287

公休時間：週五

電話：2367-7216

孫記手工包子店

捷運台電大樓站

地址：汀州路2段179號

電話：2322-2927

地址：寧波東街18-1號

營業時間：11:00~14:00 / 17:00~21:00

電話：2388-8858

營業時間：11:00~23:00

超跩食堂

捷運古亭站

地址：延平南路101巷1號

三味麵食

營業時間：週一~五06:30~14:00
公休時間：週日

電話：2331-5078 / 2381-8823

中壢牛肉麵店

電話：2369-3085

週六07:30~17:00

(上海) 隆記菜飯

公休時間：週六

電話：2391-8169

地址：羅斯福路1段59號

地址：延平南路23號

地址：汀州路2段152號1樓

熊記麵食

地址：羅斯福路3段316巷8弄3號
公休時間：週一，遇例假日順延

金雞園點心店

電話：2389-0842

電話：2351-5575

電話：2364-6217

電話：2368-0698

營業時間：週一~五08:00~16:00

營業時間：11:00~21:00

營業時間：12:00~15:00 / 17:30~21:00

營業時間：11:00~21:00

地址：桃源街16號

週日08:00~20:00

公休時間：週六

趙記菜肉餛飩大王

地址：羅斯福路2段126號

地址：八德路1段82巷9弄15號

公休時間：例假日

公休時間：週日

豐漁本家小吃店

僑美鵝肉店

三禾米粉湯

地址：羅斯福路3段316巷8弄3-1號

維綸麵食館

電話：2381-1007

電話：2397-0919

電話：2392-5489

電話：2332-1549

電話：2368-2634

營業時間：08:00~21:30

營業時間：11:30~14:00 / 17:00~22:00

營業時間：06:30~15:00

營業時間：17:30~凌晨1:30

營業時間：11:00 ~14:00 / 17:00~20:50

地址：桃源街5號

公休時間：除夕~初四

三味香

地址：新生南路1段54巷11號

森本家食堂

公休時間：週一

德忞牛肉麵

電話：2331-0756

電話：2393-1511

電話：2393-5994

營業時間：07:00~20:00

營業時間：平日11:30~14:30

營業時間：11:00~14:00 / 17:00~21:00

地址：桃源街19號

公休時間：除夕~初五

龍記搶鍋麵

地址：忠孝東路2段134巷20號
17:30~21:30

假日全天

喜知次壽司屋

地址：中華路2段377-1號1樓

地址：林森南路61巷3號

地址：杭州南路1段97號

公休時間：每月第二週週三下午

金山鵝肉店

米拉親子生活館

晨心養生饅頭店

電話：2311-5530

地址：中華路2段75巷18號1樓
假日 11:00~21:00

林家乾麵

老熊牛肉麵

順園小館

電話：2365-9651

營業時間：06:30~19:30

營業時間：11:00 ~14:00 / 16:30~21:00

公休時間：週日

公休時間：週二

公休時間：週三

電話：2307-6677

地址：中華路2段379號1樓

營業時間：平日 11:00~17:00

地址：汀州路3段279號1樓

喬喬義式廚房

地址：汀州路3段281號1樓

意記客家魷魚焿

電話：2382-2057

電話：2396-5056

電話：2358-7627

電話：2339-7387

電話：2395-7181

電話：2339-7770

電話：2367-0525

營業時間：10:30~14:00 / 16:30~20:00

營業時間：11:30~14:00 / 17:30~21:30

營業時間：11:30~21:30

營業時間：06:00~14:00 / 16:30~19:30

營業時間：11:00~20:00

營業時間：11:30~14:00 / 17:00~21:00

營業時間：06:50~19:30

地址：衡陽路84巷5號1樓

公休時間：週日，國定假日

阜杭豆漿

地址：濟南路2段58-1號1樓

甘泉魚麵(永樂小吃店)

電話：2392-2175

電話：2322-4030

(華山市場2樓)

營業時間：11:00~20:00

地址：忠孝東路1段108號2樓
營業時間：05:30~12:30
公休時間：週一

地址：新生南路1段112-1號1樓
公休時間：週日，國定假日

地址：金山南路1段88號
公休時間：週日

龍坊上海點心店

地址：泉州街11號1樓

公休時間：每週一 / 六日晚

原味咖哩屋

地址：南海路38-2號

阿助水餃

電話：2391-9487

電話：2396-1877

電話：2341-8771

營業時間：11:30~14:00 / 17:00~20:00

營業時間：12:00~14:30 / 17:40~20:00

營業時間：17:00~22:00

地址：杭州南路1段139-1號

地址：牯嶺街16號
公休時間：週日一

地址：南昌路1段36號2樓
公休時間：週日

地址：中華路2段417號1樓
公休時間：週二

宏國牛肉麵店

地址：汀州路3段289號1樓

舊漫小吃店

電話：2301-6327

電話：2368-1420

營業時間：11:00~22:00

營業時間：10:00~21:00

地址：中華路2段417-1號1樓
公休時間：週一

地址：汀州路3段305號1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