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北基餐飲外帶優惠資訊
以下資訊僅提供參考。 付款方式、營業時間及詳細確定內容，均以店家資訊為主。

                                                                   資訊陸續增加中，若需提供其他餐廳資訊，請點擊此段對話，並傳送私訊。（IG帳號：Taiwan_is_the_best）                 版本：0.02 更新時間：5/24 02:38
建議先訂餐（不管是網路／電話）之後，按照預定時間抵達取餐，最短時間待在戶外，避免群聚。

連鎖／自營 城市 地區
          餐廳資訊

訂購方式 優惠內容
店名 分店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貳樓 敦南店

inline app 網頁
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貳樓 公館店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貳樓 微風台北車站店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貳樓 仁愛店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貳樓 南港車站店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貳樓 西湖店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貳樓 師大店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貳樓 中山南西店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樂天皇朝 信義店
oddle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樂天皇朝 大直店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美滋鍋 信義店 02-7737-875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折扣後滿2000，10公里內外送免費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青花驕 光復南店 02-8772-0659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青花驕 中山北店 02-2511-1097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青花驕 新店民權店 02-2218-0931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青花驕 板橋縣民大道店 02-2272-2088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王品牛排 台北羅斯福店 02-2393-468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王品牛排 台北中山北店 02-2536-135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王品牛排 台北南京東店 02-8770-798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王品牛排 板橋縣民大道店 02-2272-201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西堤牛排 台北重慶南店 02-2370-829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西堤牛排 台北羅斯福店 02-2369-914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西堤牛排 台北南京東店 02-2560-129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西堤牛排 台北復興南店 02-2711-223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西堤牛排 板橋中山店 02-2962-995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西堤牛排 中和板南店 02-2962-995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西堤牛排 新莊新泰店 02-2992-130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淡水區 西堤牛排 淡水中山店 02-2626-325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西堤牛排 新店民權店 02-2218-14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西堤牛排 三峽學成店 02-2672-186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基隆市 基隆中正區 西堤牛排 基隆信一店 02-2425-36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陶板屋 台北重慶南店 02-2382-678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陶板屋 台北南京東店 02-2504-171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陶板屋 台北復興北店 02-2718-126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陶板屋 台北光復南店 02-2741-16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北投區 陶板屋 新北投光明店 02-2894-092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基隆市 基隆中正區 陶板屋 基隆信一店 02-2425-55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陶板屋 板橋捷運新埔店 02-2255-29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汐止區 陶板屋 汐止遠雄店 02-2697-258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陶板屋 新店北新店 02-8911-263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陶板屋 永和中正店 02-2941-502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陶板屋 樹林中山店 02-2685-248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陶板屋 三重龍門店 02-2976-213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陶板屋 新莊復興店 02-8992-780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陶板屋 林口仁愛店 02-2602-695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原燒 台北林森北店 02-2522-168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原燒 板橋文化店 02-2259-225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原燒 新店民權店 02-2219-161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原燒 中和中山店 02-2249-113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原燒 三重龍門店 02-8983-935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原燒 新莊中正店 02-2202-889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聚 北海道鍋物 台北衡陽店 02-2331-276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聚 北海道鍋物 台北南昌店 02-2368-311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聚 北海道鍋物 台北南京東店 02-2571-65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聚 北海道鍋物 台北SOGO忠孝店 02-2721-878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聚 北海道鍋物 板橋環球店 02-8969-336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聚 北海道鍋物 三峽學成店 02-8672-228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藝奇 台北衡陽店 02-2331-02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藝奇 台北中山北店 02-2522-200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藝奇 台北敦化北店 02-2719-192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藝奇 板橋麗寶店 02-2272-112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夏慕尼 台北中山北店 02-2571-960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夏慕尼 台北南昌店 02-2368-061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夏慕尼 台北內湖店 02-2793-236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夏慕尼 台北忠孝東店 02-2776-687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夏慕尼 板橋民生店 02-2250-916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石二鍋 台北士林中正店 02-2883-461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石二鍋 中崙大潤發店 02-8772-329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北投區 石二鍋 捷運新北投店 02-2894-288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石二鍋 台北民權龍江店 02-2517-238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石二鍋 台北天母店 02-2871-567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文山區 石二鍋 台北興隆店 02-2234-283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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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石二鍋 台北信義店 02-2358-277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石二鍋 台北安居店 02-2739-329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石二鍋 台北捷運後山埤店 02-8785-879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基隆市 基隆信義區 石二鍋 基隆愛買店 02-2465-827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基隆市 基隆仁愛區 石二鍋 基隆仁二店 02-2425-6694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石二鍋 中和德光店 02-8953-229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石二鍋 新莊輔大店 02-2908-416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石二鍋 三重龍門店 02-2986-423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石二鍋 重新家樂福店 02-8512-250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石二鍋 板橋捷運新埔店 02-2250-202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石二鍋 林口家樂福店 02-2602-572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石二鍋 樹林家樂福店 02-2685-503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石二鍋 捷運七張店 02-8913-538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石二鍋 新莊幸福店 02-2990-589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石二鍋 三峽大學店 02-8672-328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淡水區 石二鍋 淡水中山店 02-2623-950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石二鍋 板橋南雅愛買店 02-2964-885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土城區 石二鍋 土城青雲店 02-8273-260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hot 7 台北長安東店 02-2509-127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文山區 hot 7 捷運景美店 02-2931-372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蘆洲區 hot 7 新北蘆洲家樂福店 02-2855-964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莆田 大直ATT店 02-7725-855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莆田 SOGO忠孝店 02-8771-076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沐越 台北中山北店 02-2522-336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沐越 台北復興南店 02-2711-282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沐越 台北羅斯福店 02-2396-212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青花驕 台北中山北店 02-2511-109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青花驕 台北光復南店 02-8772-065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青花驕 新店民權店 02-2218-093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青花驕 板橋縣民大道店 02-2272-208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享鴨 台北忠孝東店 02-2711-882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享鴨 板橋縣民大道店 02-2272-580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丰禾 台北南京東店 02-2507-680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丰禾 板橋環球店 02-2966-858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12 mini 中和環球店 02-2226-33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12 mini 南港環球店 02-2651-80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12 mini 台北慶城店 02-2546-498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北投區 12 mini 北投華碩店 02-2896-17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新北市 汐止區 12 mini 汐止遠雄店 02-2697-38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12 mini 天母SOGO店 02-2838-38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12 mini 忠孝復興店 02-8773-89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12 mini 永安市場店 02-2926-79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12 mini 捷運公館店 02-2366-187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12 mini 內湖瑞光店 02-2656-13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12 mini 捷運南勢角店 02-2948-33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這一鍋 ATT大直殿 02-7725-3388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這一鍋  中山北殿 02-6613-1336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這一鍋 吉林殿 02-6617-8585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這一鍋 信義殿 02-2708-1111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這一鍋 府中殿 02-2272-0707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這一小鍋 台北誠品站前店 02-2382-0138 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這一小鍋 台北延吉店 02-2731-7178 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這一小鍋 台北誠品南西店 02-2581-0850 5/25起營業，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這一小鍋 南港潤泰店 02-2652-9261 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這一小鍋 台北松山店 02-2747-2525 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勝勢豬排 復興SOGO店 02-8772-9822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勝勢豬排 板橋大遠百店 02-2950-6628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勝政豬排 台北統一時代店 02-2722-0178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勝政豬排 大直美麗華店 02-8501-5929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勝政豬排 天母SOGO店 02-2836-3899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勝政豬排 林口三井店 02-2608-7099 5/26起營業，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涓豆腐 台北敦南 02-6617-7101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涓豆腐 松山 02-6617-0880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涓豆腐 微風台北車站店 02-6617-0884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涓豆腐 信義ATT 02-6617-0882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涓豆腐 信義時代 02-6617-13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涓豆腐 大直ATT 02-6613-076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涓豆腐 南港車站店 02-6617-880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涓豆腐 板橋環球店 02-6637-0899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涓豆腐 新莊佳瑪 02-6637-092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台北京站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信義新光三越A8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台北松菸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新店小碧潭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板橋遠百中山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勝博殿 光復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勝博殿 劍南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勝博殿 南京建國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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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勝博殿 南港中信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金色三麥 台北美麗華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金色三麥 台北京站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金色三麥 信義誠品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金色三麥 南港citylink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金色三麥 板橋大遠百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金色三麥 新莊晶冠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添好運 HOYII北車站店 02-2370-707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添好運 台北信義店 02-2722-935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添好運 松山車站店 02-2528-797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添好運 板橋大遠百店 02-2955-797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添好運 中和環球店 02-2226-767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了凡 台北南西店 02-2525-5578 外帶滿5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了凡 台北101店 02-8101-8678 外帶滿5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了凡 中和環球店 02-2226-8778 外帶滿5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吉豚屋 和億北車店 02-2311-3318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吉豚屋 誠品信義店 02-2720-5166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同區 吉豚屋 京站店 02-2556-6018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吉豚屋 館前店 02-2331-2560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吉豚屋 信義二店 02-2700-7288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吉豚屋 家樂福重新店 02-8512-1112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Jolly手工釀啤酒泰食餐廳 內湖店 02-2632-2229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Jolly手工釀啤酒泰食餐廳 慶城店 02-8712-9098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Jolly手工釀啤酒泰食餐廳 衡陽店 02-7709-8223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邁泉豬排 信義店 02-2722-2138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邁泉豬排 忠孝店 02-2731-0522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邁泉豬排 101店 02-8101-7600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胡椒廚房 101店 02-8101-8090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胡椒廚房 美麗華店 02-8501-5586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胡椒廚房 南港店 02-2789-1758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同區 胡椒廚房 京站店 02-2556-305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萬華區 胡椒廚房 西寧店 02-2311-551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北村豆腐家 統一時代 02-6617-8612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北村豆腐家 CityLink內湖 02-6617-06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北村豆腐家 新北比漾廣場 02-6637-2466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北村豆腐家 新北樹林秀泰 02-6637-594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土城區 北村豆腐家 新北土城日月光 02-6637-226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汐止區 北村豆腐家 新北汐止遠雄 02-6637-306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韓姜熙的小廚房 微風松高 02-6617-03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韓姜熙的小廚房 信義A11 02-6617-0899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韓姜熙的小廚房 板橋環球 02-6637-0881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飛機河粉 台北101 02-6617-176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飛機河粉 新光站前 02-6617-37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飛機河粉 永和比漾 02-6637-07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飛機河粉 林口三井 02-6637-01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肉多多火鍋 台北中山北店 02-2563-3383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文山區 肉多多火鍋 文山景美店 02-2933-2212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肉多多火鍋 古亭旗艦店 02-2363-2323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肉多多火鍋 松山健康店 02-8712-3030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肉多多火鍋 天母新光三越店 02-2877-2988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肉多多火鍋 忠孝後山埤店 02-8785-1138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肉多多火鍋 新莊復興店 02-8991-2020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肉多多火鍋 三重正義店 02-2985-0119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肉多多火鍋 三重重新店 02-2972-3318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肉多多火鍋 永和民權店 02-2231-8800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淡水區 肉多多火鍋 淡水中正店 02-8631-5055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肉多多火鍋 板橋實踐店 02-8951-8202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肉多多火鍋 三峽介壽店 02-2674-1101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肉多多火鍋 樹林中山店 02-2682-2525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滿堂紅火鍋 信義店  02-2723-6300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其他加點均為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滿堂紅火鍋 松江店 02-2517-0889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其他加點均為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馬辣火鍋 公館店 02-2365-7625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馬辣火鍋 南京店 02-8712-6337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馬辣火鍋 新馬辣公館 02-2364-6215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同區 馬辣火鍋 新馬辣中山 02-2100-2225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問鼎火鍋 台北忠孝 02-2731-2107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狗一下 公館店 02-2367-0860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欣葉台菜 創始店 02-2596-3255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欣葉台菜 南西店 02-2523-6757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欣葉台菜 忠孝店 02-2752-9299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欣葉台菜 信義A9店 02-8786-1234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欣葉日式料理 信義店 02-8780-1366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欣葉日式料理 中山店 02-2542-5858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欣葉日式料理 館前店 02-2371-3311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欣葉日式料理 健康店 02-2766-3666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Campus Cafe 站前店 02-2388-8616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Campus Cafe 忠孝店 02-2751-6021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Campus Cafe 南京店 02-2742-3438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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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Campus Cafe 內湖店 02-8751-5182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春水堂 信義遠百店 02-8786-3356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春水堂 松菸店 02-6639-8957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春水堂 信義店 02-2723-9913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春水堂 站前店 02-2331-5718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春水堂 中正店 02-3393-952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春水堂 大直店 02-8502-0075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春水堂 南西店 02-2100-1848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春水堂 天母店 02-2874-5484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春水堂 慶城店 02-2546-9493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春水堂 光南店 02-2578-439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春水堂 西湖店 02-8751-4945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春水堂 南港店 02-2783-6151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春水堂 新板店 02-2958-580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春水堂 板橋遠百店 02-2956-015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春水堂 環球中和店 02-2221-7037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春水堂 秀泰樹林店 02-2682-020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春水堂 林口店 02-2600-3432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樂麵屋 永康店 02-2395-1787 外帶特定餐點８８折，滿599元送烤布丁乙個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樂麵屋 永康公園店 02-2327-8007 外帶特定餐點８８折，滿599元送烤布丁乙個

連鎖 台北市 萬華區 樂麵屋 西門店 02-2381-9989 外帶特定餐點８８折，滿599元送烤布丁乙個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樂麵屋 南港店 02-2786-1377 外帶特定餐點８８折，滿599元送烤布丁乙個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樂麵屋 板橋店 02-8969-1757 外帶特定餐點８８折，滿599元送烤布丁乙個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鳶屋書店餐廳 內湖店 02-7747-2978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便當150元起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鳶屋書店餐廳 南港店 02-2786-2899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便當150元起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鳶屋書店餐廳 松山店 02-2528-0016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便當150元起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好滴咖啡 站前店 02-2388-8916 外帶特定飲品買一送一，餐點一律120元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好滴咖啡 松菸店 02-2764-8181 外帶特定飲品買一送一，餐點一律120元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好滴咖啡 板橋店 02-2960-9288 外帶特定飲品買一送一，餐點一律120元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輪流請客 內湖店 iChef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輪流請客 二號店 iChef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微兜 永康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微兜 光復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同區 微兜 北車京站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微兜 小碧潭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錢都 台北師大店 02-2364-1565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錢都 台北汀州店 02-2366-0755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同區 錢都 台北延平店 02-2596-5511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錢都 台北吉林一店 02-2598-9766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錢都 台北吉林二店 02-2521-6392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錢都 台北內湖IKEA店 02-2792-5089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錢都 台北市民大道店 02-2775-5815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錢都 台北光復仁愛店 02-2758-0369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錢都 板橋雙十店 02-8252-5321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土城區 錢都 土城學成店 02-2270-8836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土城區 錢都 土城金城店 02-2260-7936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錢都 中和員山店 02-2226-2936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錢都 中和中正店 02-2228-9991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錢都 板橋忠孝店 02-2953-3355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錢都 板橋館前店 02-8968-1199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錢都 板橋大觀店 02-2682-3131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錢都 板橋莒光店 02-2250-6999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錢都 板橋新海店 02-2252-5364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錢都 新莊中華店 02-2276-1558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錢都 新莊中原店 02-8992-5353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錢都 新莊民安店 02-2201-5522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錢都 新店家樂福店 02-2913-5533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錢都 新店民權店 02-2913-2609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錢都 新莊中港店 02-2990-5342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蘆洲區 錢都 蘆洲中山店 02-8281-1191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蘆洲區 錢都 蘆洲長榮店 02-8282-6803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錢都 三峽北大店 02-8671-7999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錢都 三峽復興店 02-8671-0071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連鎖 新北市 鶯歌區 錢都 鶯歌鶯桃店 02-8677-6757 外帶特定餐點送一份肉、滿500享85折

下波預計增加：石研室、Movenpick、小海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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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基餐飲外帶優惠資訊
以下資訊僅提供參考。 付款方式、營業時間及詳細確定內容，均以店家資訊為主。

資訊陸續增加中，若需提供其他餐廳資訊，請點擊此段對話，並傳送私訊。（IG帳號：Taiwan_is_the_best ）
建議先訂餐（不管是網路／電話）之後，按照預定時間抵達取餐，最短時間待在戶外，避免群聚。

連鎖／自營 城市 地區
餐廳

訂購方式 優惠內容
店名 分店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石二鍋 台北士林中正店 02-2883-461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石二鍋 台北天母店 02-2871-567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12 mini 天母SOGO店 02-2838-38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勝政豬排 天母SOGO店 02-2836-3899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台北市 士林區 肉多多火鍋 天母新光三越店 02-2877-2988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大同區 吉豚屋 京站店 02-2556-6018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同區 胡椒廚房 京站店 02-2556-305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同區 馬辣火鍋 新馬辣中山 02-2100-2225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貳樓 敦南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貳樓 師大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西堤牛排 台北羅斯福店 02-2369-914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西堤牛排 台北復興南店 02-2711-223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陶板屋 台北光復南店 02-2741-16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聚 北海道鍋物 台北SOGO忠孝店 02-2721-878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夏慕尼 台北忠孝東店 02-2776-687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石二鍋 台北信義店 02-2358-277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石二鍋 台北安居店 02-2739-329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莆田 SOGO忠孝店 02-8771-076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沐越 台北復興南店 02-2711-282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沐越 台北羅斯福店 02-2396-212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青花驕 台北光復南店 02-8772-065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享鴨 台北忠孝東店 02-2711-882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12 mini 忠孝復興店 02-8773-89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這一鍋 信義殿 02-2708-1111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這一小鍋 台北延吉店 02-2731-7178 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勝勢豬排 復興SOGO店 02-8772-9822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涓豆腐 台北敦南 02-6617-7101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勝博殿 光復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肉多多火鍋 古亭旗艦店 02-2363-2323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問鼎火鍋 台北忠孝 02-2731-2107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欣葉台菜 忠孝店 02-2752-9299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大安區 青花驕 光復南店 02-8772-0659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貳樓 中山南西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樂天皇朝 大直店 oddle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王品牛排 台北中山北店 02-2536-135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西堤牛排 台北南京東店 02-2560-129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陶板屋 台北南京東店 02-2504-171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原燒 台北林森北店 02-2522-168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聚 北海道鍋物 台北南京東店 02-2571-65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藝奇 台北中山北店 02-2522-200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夏慕尼 台北中山北店 02-2571-960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石二鍋 中崙大潤發店 02-8772-329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石二鍋 台北民權龍江店 02-2517-238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hot 7 台北長安東店 02-2509-127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莆田 大直ATT店 02-7725-855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沐越 台北中山北店 02-2522-336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青花驕 台北中山北店 02-2511-109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丰禾 台北南京東店 02-2507-680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這一鍋 ATT大直殿 02-7725-3388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這一鍋  中山北殿 02-6613-1336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這一鍋 吉林殿 02-6617-8585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這一小鍋 台北誠品南西店 02-2581-0850 5/25起營業，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勝政豬排 大直美麗華店 02-8501-5929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涓豆腐 大直ATT 02-6613-076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勝博殿 劍南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勝博殿 南京建國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金色三麥 台北美麗華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了凡 台北南西店 02-2525-5578 外帶滿5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胡椒廚房 美麗華店 02-8501-5586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肉多多火鍋 台北中山北店 02-2563-3383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滿堂紅火鍋 松江店 02-2517-0889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其他加點均為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欣葉台菜 創始店 02-2596-3255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欣葉台菜 南西店 02-2523-6757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欣葉日式料理 中山店 02-2542-5858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中山區 青花驕 中山北店 02-2511-1097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貳樓 公館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貳樓 微風台北車站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貳樓 仁愛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王品牛排 台北羅斯福店 02-2393-468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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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西堤牛排 台北重慶南店 02-2370-829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陶板屋 台北重慶南店 02-2382-678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聚 北海道鍋物 台北衡陽店 02-2331-276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聚 北海道鍋物 台北南昌店 02-2368-311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藝奇 台北衡陽店 02-2331-02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夏慕尼 台北南昌店 02-2368-061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12 mini 捷運公館店 02-2366-187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這一小鍋 台北誠品站前店 02-2382-0138 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涓豆腐 微風台北車站店 02-6617-0884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台北京站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金色三麥 台北京站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添好運 HOYII北車站店 02-2370-707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吉豚屋 和億北車店 02-2311-3318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吉豚屋 館前店 02-2331-2560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Jolly手工釀啤酒泰食餐廳 衡陽店 02-7709-8223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邁泉豬排 忠孝店 02-2731-0522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飛機河粉 新光站前 02-6617-37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馬辣火鍋 公館店 02-2365-7625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馬辣火鍋 新馬辣公館 02-2364-6215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狗一下 公館店 02-2367-0860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中正區 欣葉日式料理 館前店 02-2371-3311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貳樓 西湖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夏慕尼 台北內湖店 02-2793-236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12 mini 內湖瑞光店 02-2656-13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Jolly手工釀啤酒泰食餐廳 內湖店 02-2632-2229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內湖區 北村豆腐家 CityLink內湖 02-6617-06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文山區 石二鍋 台北興隆店 02-2234-283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文山區 hot 7 捷運景美店 02-2931-372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文山區 肉多多火鍋 文山景美店 02-2933-2212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北投區 陶板屋 新北投光明店 02-2894-092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北投區 石二鍋 捷運新北投店 02-2894-288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北投區 12 mini 北投華碩店 02-2896-17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王品牛排 台北南京東店 02-8770-798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陶板屋 台北復興北店 02-2718-126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藝奇 台北敦化北店 02-2719-192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12 mini 台北慶城店 02-2546-498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這一小鍋 台北松山店 02-2747-2525 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Jolly手工釀啤酒泰食餐廳 慶城店 02-8712-9098 外帶特定餐點７折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肉多多火鍋 松山健康店 02-8712-3030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馬辣火鍋 南京店 02-8712-6337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５折

連鎖 台北市 松山區 欣葉日式料理 健康店 02-2766-3666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樂天皇朝 信義店 oddle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美滋鍋 信義店 02-7737-875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折扣後滿2000，10公里內外送免費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石二鍋 台北捷運後山埤店 02-8785-879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勝政豬排 台北統一時代店 02-2722-0178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涓豆腐 松山 02-6617-0880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涓豆腐 信義ATT 02-6617-0882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涓豆腐 信義時代 02-6617-13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信義新光三越A8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台北松菸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金色三麥 信義誠品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添好運 台北信義店 02-2722-935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添好運 松山車站店 02-2528-797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了凡 台北101店 02-8101-8678 外帶滿5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吉豚屋 誠品信義店 02-2720-5166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吉豚屋 信義二店 02-2700-7288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邁泉豬排 信義店 02-2722-2138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邁泉豬排 101店 02-8101-7600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胡椒廚房 101店 02-8101-8090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北村豆腐家 統一時代 02-6617-8612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韓姜熙的小廚房 微風松高 02-6617-03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韓姜熙的小廚房 信義A11 02-6617-0899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飛機河粉 台北101 02-6617-176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肉多多火鍋 忠孝後山埤店 02-8785-1138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滿堂紅火鍋 信義店  02-2723-6300 外帶特定餐點組合、其他加點均為５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欣葉台菜 信義A9店 02-8786-1234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信義區 欣葉日式料理 信義店 02-8780-1366 加Line好友，領券，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貳樓 南港車站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五折（可購買袋子２元）每日06:00 AM 開放訂購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12 mini 南港環球店 02-2651-80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這一小鍋 南港潤泰店 02-2652-9261 外帶套餐消費滿300元，即贈指定肉品300g(豬肉/牛肉/雞肉 三擇一)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涓豆腐 南港車站店 02-6617-880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勝博殿 南港中信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７５折

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金色三麥 南港citylink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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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 台北市 南港區 胡椒廚房 南港店 02-2789-1758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台北市 萬華區 胡椒廚房 西寧店 02-2311-5519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

連鎖 基隆市 基隆仁愛區 石二鍋 基隆仁二店 02-2425-6694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基隆市 基隆中正區 西堤牛排 基隆信一店 02-2425-36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基隆市 基隆中正區 陶板屋 基隆信一店 02-2425-55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基隆市 基隆信義區 石二鍋 基隆愛買店 02-2465-827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陶板屋 三重龍門店 02-2976-213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原燒 三重龍門店 02-8983-935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石二鍋 三重龍門店 02-2986-423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石二鍋 重新家樂福店 02-8512-250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吉豚屋 家樂福重新店 02-8512-1112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肉多多火鍋 三重正義店 02-2985-0119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三重區 肉多多火鍋 三重重新店 02-2972-3318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西堤牛排 三峽學成店 02-2672-186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聚 北海道鍋物 三峽學成店 02-8672-228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石二鍋 三峽大學店 02-8672-328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三峽區 肉多多火鍋 三峽介壽店 02-2674-1101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土城區 石二鍋 土城青雲店 02-8273-260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土城區 北村豆腐家 新北土城日月光 02-6637-226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西堤牛排 中和板南店 02-2962-995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原燒 中和中山店 02-2249-113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石二鍋 中和德光店 02-8953-229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12 mini 中和環球店 02-2226-33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12 mini 捷運南勢角店 02-2948-33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添好運 中和環球店 02-2226-767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新北市 中和區 了凡 中和環球店 02-2226-8778 外帶滿5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陶板屋 永和中正店 02-2941-502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12 mini 永安市場店 02-2926-79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北村豆腐家 新北比漾廣場 02-6637-2466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飛機河粉 永和比漾 02-6637-07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永和區 肉多多火鍋 永和民權店 02-2231-8800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汐止區 陶板屋 汐止遠雄店 02-2697-258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汐止區 12 mini 汐止遠雄店 02-2697-381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肉量加倍

連鎖 新北市 汐止區 北村豆腐家 新北汐止遠雄 02-6637-306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青花驕 板橋縣民大道店 02-2272-2088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王品牛排 板橋縣民大道店 02-2272-201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西堤牛排 板橋中山店 02-2962-995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陶板屋 板橋捷運新埔店 02-2255-29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原燒 板橋文化店 02-2259-225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聚 北海道鍋物 板橋環球店 02-8969-336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藝奇 板橋麗寶店 02-2272-1122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夏慕尼 板橋民生店 02-2250-916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石二鍋 板橋捷運新埔店 02-2250-202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石二鍋 板橋南雅愛買店 02-2964-885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青花驕 板橋縣民大道店 02-2272-208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享鴨 板橋縣民大道店 02-2272-580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丰禾 板橋環球店 02-2966-858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這一鍋 府中殿 02-2272-0707 加入會員，外帶特定餐點滿400另送400食材費，滿500另送500食材費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勝勢豬排 板橋大遠百店 02-2950-6628 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涓豆腐 板橋環球店 02-6637-0899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板橋遠百中山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金色三麥 板橋大遠百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添好運 板橋大遠百店 02-2955-7978 外帶滿600元即享８８折，再送300元抵用券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韓姜熙的小廚房 板橋環球 02-6637-0881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板橋區 肉多多火鍋 板橋實踐店 02-8951-8202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陶板屋 林口仁愛店 02-2602-695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石二鍋 林口家樂福店 02-2602-572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勝政豬排 林口三井店 02-2608-7099 5/26起營業，外帶特定餐點９折，滿1000送和風雞塊（2000送2份）

連鎖 新北市 林口區 飛機河粉 林口三井 02-6637-018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淡水區 西堤牛排 淡水中山店 02-2626-325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淡水區 石二鍋 淡水中山店 02-2623-950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淡水區 肉多多火鍋 淡水中正店 02-8631-5055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青花驕 新店民權店 02-2218-0931 外帶特定餐點８５折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西堤牛排 新店民權店 02-2218-1400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陶板屋 新店北新店 02-8911-263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原燒 新店民權店 02-2219-161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石二鍋 捷運七張店 02-8913-538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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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青花驕 新店民權店 02-2218-093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店區 Woosa屋莎鬆餅屋 新店小碧潭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８折，單筆滿400送下次用經典蜂蜜冰淇淋鬆餅兌換券1張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西堤牛排 新莊新泰店 02-2992-130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陶板屋 新莊復興店 02-8992-7809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原燒 新莊中正店 02-2202-8891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石二鍋 新莊輔大店 02-2908-4166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石二鍋 新莊幸福店 02-2990-5897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涓豆腐 新莊佳瑪 02-6637-092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金色三麥 新莊晶冠店 inline app 網頁 外帶特定餐點６６折

連鎖 新北市 新莊區 肉多多火鍋 新莊復興店 02-8991-2020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陶板屋 樹林中山店 02-2685-2485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石二鍋 樹林家樂福店 02-2685-5038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生食外帶享升級大菜大肉優惠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北村豆腐家 新北樹林秀泰 02-6637-5948 外帶特定餐點７９折（外帶菜單）

連鎖 新北市 樹林區 肉多多火鍋 樹林中山店 02-2682-2525 外帶特定餐點第二套免費，299元餐點第二套半價

連鎖 新北市 蘆洲區 hot 7 新北蘆洲家樂福店 02-2855-9643 外帶特定餐點滿599折100

下波預計增加：Campus Cafe、春水堂、樂麵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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