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紙本券販售面額：
品名 內容

星巴克飲料券 $135 n單本10張，售價$1,350元。

n單張飲料券於優惠期間(即日起~2021/12/31)可兌換至$150元

(含)以下之指定飲料。優惠期滿憑券可兌換$135元(含)以下之指

定飲料。

n本券無使用期限。

n贈品：每本加贈好友分享券乙張。

n不適用門市請參照券背說明。

2.銷售門市資訊

基隆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基隆新豐 02-2469-8552 基隆市中正區新豐街162巷309號
義14 02-2427-8583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4號
海景 02-2428-4223 基隆市仁愛區港西街6之2號

台北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忠誠 02-2873-5815 台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23號
天母中山 02-2874-1397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六段719號1樓
士捷 02-2883-1657 台北市士林區中正路239號
天玉 02-2875-1361 台北市士林區天玉街38巷18弄1號
士林承德 02-2885-1251 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67號
南京西 02-2549-0886 台北市大同區南京西路36號1樓
仁愛國泰 02-2701-5644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四段304號1樓
通化 02-2701-8950 台北市大安區文昌街209號
永康街2F 02-2395-2157 台北市大安區永康街2號2F & 2F-1
華視 02-8771-9692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180巷14號1樓
辛亥 02-2738-5799 台北市大安區辛亥路二段175號
和平 02-2369-4200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2號
建和 02-2363-9331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42-1號
仁愛延吉 02-2775-4574 台北市大安區延吉街175號
龍門 02-2740-6782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134號1樓
同領 02-8771-0612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201號
復安 02-2775-1187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一段135巷9號
興和 02-2701-9918 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75號1樓
敦南 02-2754-9460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101號1樓　
敦和 02-2732-0326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63號
敦富 02-2707-4198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59號1樓
公館 02-2368-5629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26號1-3樓
馬偕 02-2511-6691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西路7號1樓  
龍權 02-2517-9259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22號1樓
民權 02-2504-4751 台北市中山區民權東路三段88號
松江 02-2564-2790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10號
松江錦州 02-2517-50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39號1樓
松江長安 02-2523-511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54號1樓



南京林森 02-2523-4586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52號
南京建國 02-2515-1918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號
南京復興 02-2751-5870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24號1F
大直植福 02-8502-7502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二路115號 
紹興 02-2395-8127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31號1樓
忠新 02-2395-7870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134巷2號1樓
杭州 02-2393-0139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1號之1
南海 02-2396-0860 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20號
許昌南陽 02-2389-9086 台北市中正區南陽街1號2F
重慶 02-2371-3336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04號1樓
館前漢口 02-2331-0893 台北市中正區館前路26號1樓
懷寧 02-2389-3776 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10號1-3樓
羅斯福 02-2364-6845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301號
環山 02-2799-5897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289號
內湖文德 02-2656-1173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212號
內湖民權 02-2793-9550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182號
內湖葫洲 02-2631-8356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312號1樓
洲子 02-2658-9178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48號
基湖 02-2799-9334 台北市內湖區基湖路25號
康寧 02-2633-1621 台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2號1樓
內湖陽光 02-8751-9313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290號
舊宗新湖 02-2795-3963 台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128號
港墘 02-8753-5105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216號1樓
瑞傳 02-8798-3266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476號1樓
西湖 02-2627-6027 台北市內湖路一段360巷2-1號
木柵 02-2234-3305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75號
木新 02-2938-8436 台北市文山區木新路三段162號
政大 02-8661-6613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105號
景美 02-8931-3423 台北市文山區景興路185號1~2樓
關渡 02-2894-5123 台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三段296巷45號1樓
北投大業 02-2895-9507 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302號
石牌 02-2827-7832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二段74號1-3樓
華碩二 02-2897-1920 台北市北投區立德路115號3樓 
光明 02-2898-1051 台北市北投區光明路218之4號
振興 02-2821-6075 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37號
台視 02-2579-3016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10號
民生 02-2712-0428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05號
宏泰 02-2719-2682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1號
三民 02-2767-6603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五段158號
南京三民 02-3765-2625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171號1樓
北寧 02-2570-6312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56號
敦化 02-2718-2750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47號
北醫吳興 02-2377-2279 台北市信義區吳興街220巷1號
統豐 02-2746-6635 台北市信義區東興路65號1樓
世貿一館 02-2720-4509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1樓
信義松德 02-2727-8573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六段1號
台北三興 02-2737-5073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二段99-1號
南港 02-2655-1456 台北市南港區三重路19-10號
南園 02-2785-0096 台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2樓之7



興南 02-2325-9473 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23號1樓
西門成都 02-2311-4818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87號
艋舺 02-2302-8643 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一段306巷24&26號
萬華西藏 02-2303-1368 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123號
漢中 02-2370-5893 台北市萬華區漢中街51號

新北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三重三和 02-8283-9371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388-2號
湯城 02-2278-9975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五段609巷10號之3
三重菜寮 02-8985-3087 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6號
土城金城 02-2264-3619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11號1-2樓
立言 02-2226-1773 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66號1樓
中科 02-8226-3573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152號1樓
中和遠科 02-8227-8012 新北市中和區連城路268號
中和景安 02-2242-4275 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 116號
雙和 02-8231-5476 新北市永和區中山路一段240號
永和愛買 02-2943-3767 新北市永和區民生路46巷50號
永和頂溪 02-2923-0670 新北市永和區永和路二段181號
永和永安 02-8921-5223 新北市永和區安樂路248-7號
汐止大同 02-8692-1206 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二段500號
汐止湖前 02-2694-8900 新北市汐止區湖前街78&80號
東科 02-2696-1269 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4號1樓
板中 02-2963-5728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5號1樓
板橋新埔 02-2255-5621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20號1樓
板橋忠孝 02-2955-9446 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31號
板橋萬板 02-2257-8224 新北市板橋區萬板路32號1樓
板橋捷運 02-2271-0439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7號B1
板雙 02-2253-1610 新北市板橋區雙十路二段193號1-2樓
林口文化三 02-2606-8655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一段359號
泰山明志 02-8531-1460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123號
淡海 02-2622-6701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183號1+2樓
紅樹林 02-2808-4782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68號
河岸 02-2625-332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05號
淡水 02-2625-5399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89號1-5樓
竹圍 02-8809-7355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42號
新店中正 02-2918-2113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265號
新中 02-8919-9008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三段3號1樓
新店總站 02-2918-6310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2號2樓
新店 02-8911-0996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305號1樓
北新 02-2910-612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27號1樓
新莊中正 02-2994-7998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78號
新莊雙鳳 02-2907-2461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702號
新莊思源 02-2990-0155 新北市新莊區思源路448號
新莊新泰 02-8992-2575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路308號1-2樓
樹林中山 02-8675-5269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一段157號
蘆洲三民 02-2848-5279 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120號
蘆洲長榮 02-8286-3554 新北市蘆洲區長榮路418號1樓
鶯歌 02-8677-3608 新北市鶯歌區育英街67號



桃園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大園 03-3864842 桃園市大園區中正東路232號
大溪 03-3878327 桃園市大溪區慈湖路49、51號
中壢海華 03-4270047 桃園市中壢區九和二街11.13.15號1樓
復興 03-2804279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路138號1樓
內壢中華 03-4614658 桃園市中壢區中華路一段669號
中壢元化 03-4260162 桃園市中壢區元化路305號1樓
內壢環中東 03-4611764 桃園市中壢區環中東路168號
平鎮民族 03-2811391 桃園市平鎮區民族路二段209號
桃興 03-3016316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西路二段76巷6號1樓
桃園中山 03-3783662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879號
桃園成功 03-3478230 桃園市桃園區成功路一段2&2-1號
桃鶯 03-3765172 桃園市桃園區桃鶯路192之1號
桃園國際 03-2171560 桃園市桃園區國際路二段468號   
經國二 03-3461905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737號
桃園縣府 03-3316833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16號1樓
楊梅埔心 03-4826825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北路二段287號
龍潭 03-4708676 桃園市龍潭區北龍路292-1、292-2號
長庚文化 03-3272311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11-5號
廣達 03-3185272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二路211號1樓
林口 03-3277817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一路202號
龜山復興 03-3184610 桃園市龜山區復興北路1號
龜山迴龍 02-8200-0311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一段166號
蘆竹大竹 03-3133112 桃園市蘆竹區大竹路430-1號

新竹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介壽 03-6667446 新竹市介壽路47號1樓
新竹北大 03-5318292 新竹市北大路109號
新竹竹光 03-5241154 新竹市北區西大路687號
光復清大 03-5719138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406號
新竹動物園 03-5619940 新竹市東區博愛街111號
新竹日光 03-6686823 新竹市東區關新路38號

新竹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竹北文興 03-6685826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一段186號
竹北華邦電 03-6589024 新竹縣竹北市文興路二段539號
新竹北 03-5588422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一路372號
竹北光明 03-5504218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東一段316號
竹北自強 03-6583844 新竹縣竹北市自強南路182號

苗栗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竹南 037-464157 苗栗縣竹南鎮環市路二段112號
苗栗國華 03-7371991 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1128號



台中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台中慈濟 04-25395413 台中巿潭子區豐興路一段88號二樓
大甲 04-26804390 台中市大甲區順天路202號
大里中興 04-24960884 台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一段173之25號
大里 04-24062933 台中市大里區國光路二段411-1號
大雅 04- 25603493 台中市大雅區中清路三段1205號
五權 04-23783360 台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277號1樓
太平 04-23953734 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四段21號
中清 04-24263243 台中市北屯區中清路二段769號 
文心昌平 04-22413417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817號
松竹 04-22475532 台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350、352號
軍功東山 04-24364213 台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一段720號
崇德昌平 04-24229825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398號
中清太原 04-22958596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510號
中醫二 04-22338477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2號1樓
中醫 04-22070992 台中市北區學士路95號
市政 04-22583701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581號
河南青海 04-24528026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431號
朝富 04-22511366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路83號1樓
福康 04-24634658 台中市西屯區福康路1.3號1樓
黎明福科 04-24524920 台中市西屯區黎明路三段289號
超億 04-23211563 台中市西區公益路128號
美村向上 04-23011532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319號
中港 04-23198566 台中市西區臺灣大道二段363號　
沙鹿 04-26368172 台中市沙鹿區沙田路103號
五權惠中 04-23811592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二段658號
大英 04-23273525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131號
永春東 04-23822931 台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1340號
文心大慶 04-22654607 台中市南區文心南路542號
烏日中山 04-23368645 台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688號
潭子 04-25325156 台中市潭子區勝利路188號
豐原向陽 04-25227956 台中市豐原區向陽路182號

南投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埔里 049-2999909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三段245號
草屯 049-2355105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857之1號

彰化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和美 04-7554826 彰化縣和美鎮道周路445號
員林 04-8394728 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458號
鹿港 04-7766277 彰化縣鹿港鎮中正路512號
彰化曉陽 04-7617548 彰化縣彰化市曉陽路358號
彰化中山 04-7116131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二段76號



雲林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斗六中正 05-5372012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二段308號
斗六 05-5374723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190號
北港 05-7832647 雲林縣北港鎮華南路38號

嘉義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嘉義中山 05-2276456 嘉義市西區中山路471號
嘉義中興 05-2314313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398號
嘉義世賢 05-2278932 嘉義市東區世賢路四段432之1號
嘉義忠孝 05-2209583 嘉義市東區忠孝路790之5號
嘉邑 05-2753081 嘉義市東區垂楊路2號

嘉義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嘉義民雄 05-2268724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一段235號
嘉朴 05-3623683 嘉義縣朴子市嘉朴路西段7號

台南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湖美 06-3581011 台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865號
府中 06-2285466 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489號
台南西門 06-2234739 台南市中西區西門路二段120號
台南健康 06-2143659 台南市中西區健康路一段36號
成大醫院 06-2360702 台南市北區小東路35號
台南小北 06-2515265 台南市北區西門路四段307號
成大醫院B1 06-2086410 台南市北區勝利路138號B1 
永康中正 06-2432490 台南市永康區中正南路652號
永康 06-3113148 台南市永康區中華路157號1樓
南台科大 06-2433283 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1號(W棟)
台南大灣 06-2053560 台南市永康區崑大路231、233號
永華國平 06-2950402 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721號
台南北安 06-2472561 台南市安南區北安路三段156號
台南海佃 06-3584661 台南市安南區海佃路一段381號
台南佳里 06-7232740 台南市佳里區新生東路1號
台南東門 06-2673344 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三段138號
長榮 06-2005550 台南市東區長榮路三段139號
虎尾寮 06-3311592 台南市東區裕農路930號
台南善化 06-5814268 台南市善化區大同路2號
台南新市 06-5997055 台南市新市區中正路71號
新營 06-6370065 台南市新營區中正路6之5號
台南歸仁 06-2304929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路二段118號1樓

高雄市
門市 電話 地址
高雄九如 07-3809124 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路562號
十全 07-311673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83號



澄清文衡 07-7806128 高雄市三民區文衡路505號
明誠 07-3593601 高雄市三民區明誠二路72號
小港宏平 07-8018565 高雄市小港區宏平路480號
大順富民 07-5567967 高雄市左營區大順一路380號
高雄博愛 07-3504261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三路82號
博愛華夏 07-3509173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路508號
裕誠 07-5584770 高雄市左營區裕誠路396.396-1號
岡山 07-6218947 高雄市岡山區中山北路110號
中央公園 07-2211459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31號
高雄瑞隆 07-7151200 高雄市前鎮區瑞隆路438號
三多 07-3384586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34 236號1-3樓
四維民權 07-3351725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17號
青年 07-3304369 高雄市苓雅區成功一路221號1樓
廣林 07-2271360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9-1號1樓
高雄長庚 07-7327928 高雄市鳥松區大埤路123號2樓(醫學大樓2樓)
本館 07-3701332 高雄市鳥松區本館路211號
七賢 07-2363743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291.293號
高雄中正 07-2250973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162號
楠梓日月光 07-3631467 高雄市楠梓區研發路66號1樓(楠梓加工出口區第二園區)
楠梓 07-3526213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25號
楠梓德民 07-3641347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28號
路竹 07-6966574 高雄市路竹區中山路475號
明倫 07-5502510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588號
美術館 07-5226796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四路118號
美術願景 07-5223561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二路9號
旗山 07-6627380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一路676號  
鳳山光遠 07-7407540 高雄市鳳山區光遠路396號
鳳山建國 07-7777608 高雄市鳳山區建國路三段360號

屏東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屏東東港 08-8328240 屏東縣東港鎮光復路一段356號
屏東民生 08-772689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5-5號
屏東自由 08-7667359 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601號
恆春 08-8882241 屏東縣恆春鎮恒公路952-1號
潮州 08-7895302 屏東縣潮州鎮延平路35號

宜蘭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宜蘭 03-9310158 宜蘭縣宜蘭市舊城東路56號
羅東 03-9567312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97號

花蓮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花蓮 03-8343243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231號1樓
花蓮中央 03-8462363 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四段11號

台東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台東中華 089-355108 台東縣台東市中華路二段385號

連江縣
門市 電話 地址
馬祖 083-622847 連江縣南竿鄉福沃村8鄰143-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