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月繁星幣合作店家名單》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1 清境西雅圖山莊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39 號 049-2803123 

https://www.facebook.com/cjtwinseattle/  

2 
清境楓丹 

白露民宿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仁和路 179 之 7 號 0975-666067 

https://fendan.okgo.tw/  

3 
清境見晴花園 

渡假山莊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 18-1 號 049-2803162 

http://www.sunshine-cielo.com.tw/index.php  

https://www.facebook.com/cjtwinseattle/
https://fendan.okgo.tw/
http://www.sunshine-cielo.com.tw/index.php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4 清境佛羅倫斯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8-3 號 049-2803820 

https://www.florance.com.tw/  

5 
清境君士坦丁堡

花卉莊園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8-4 號 049-2801915 

https://reurl.cc/Er33vm  

6 白熊屋景觀民宿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定遠新村 30

之一號 
0929-891498 

https://www.villarelax.tw/  

7 明琴清境莊園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43 號 049-2803888 

https://www.mg.com.tw/  

  

https://www.florance.com.tw/
https://reurl.cc/Er33vm
https://www.villarelax.tw/
https://www.mg.com.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8 老英格蘭莊園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壽亭巷

20-3 號 
0936-630476 

https://www.theoldengland.com/  

9 霞飛音樂城堡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34-1 號 
0936-630476 

http://www.s-villa.com.tw/  

10 清境空中花園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8

號 
0936-630476 

http://www.shangrila.com.tw/  

11 維也納民宿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定遠新村 29 號 049-2803192 

http://www.vienna.com.tw/  

  

https://www.theoldengland.com/
http://www.s-villa.com.tw/
http://www.shangrila.com.tw/
http://www.vienna.com.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12 茲心園渡假山莊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榮光巷

36－1 號 
0916-881616 

https://www.zusin.com.tw/  

13 清境天星山莊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

182 號-3 
049-2801098 

https://www.star-villa.tw/tw/index.html  

14 來福居民宿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定遠新

村 18-7 號 
049-2803131 

https://www.luckvilla.com.tw/  

15 
卡爾小鎮天文教

育園區 
宿 仁愛鄉 

南投縣仁愛鄉大同村仁和路

235 號 

0916-483369 

(訂位中心)/ 

0909-861988 

(現場) 

https://reurl.cc/ZA0D86  

  

https://www.zusin.com.tw/
https://www.star-villa.tw/tw/index.html
https://www.luckvilla.com.tw/
https://reurl.cc/ZA0D86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16 逸和園檸檬宿 宿 國姓鄉 
南投縣國姓鄉大旗村福旗巷

59 號 
0923-394443 

https://www.facebook.com/angelwing0521/  

17 地球村農家民宿 宿 國姓鄉 
南投縣國姓鄉北港村長北路

12 號 
0910-506439 

https://reurl.cc/DyRRGQ  

18 
糯米橋休閒 

農業區 
遊 國姓鄉 

南投縣國姓鄉北港村北原路

50 號 
0928-338671 

https://www.facebook.com/NuomiBridge  

19 森田創意料理 食 草屯鎮 南投縣草屯鎮中山南街 5 號 049-2326643 

https://www.facebook.com/sentian990426/  

  

https://www.facebook.com/angelwing0521/
https://reurl.cc/DyRRGQ
https://www.facebook.com/NuomiBridge
https://www.facebook.com/sentian990426/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20 大觀日式食堂 食 草屯鎮 南投縣草屯鎮碧山路 57 號 049-2333836 

https://www.facebook.com/Da.Guan.Sushi/  

21 虎嘯山莊 食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知安路 100 號 0905-700129 

http://www.heartoftaiwan.com.tw/  

22 牛相觸庭園餐廳 食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桃南路 31 號 049-2912775 

https://www.nsc-rose.com.tw/  

23 家味香客家廚房 食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237-8 號 
049-2984268 

http://www.jws2984268.com/  

  

https://www.facebook.com/Da.Guan.Sushi/
http://www.heartoftaiwan.com.tw/
https://www.nsc-rose.com.tw/
http://www.jws2984268.com/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24 金都餐廳 食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 236 號 049-2995096 

https://www.facebook.com/pulijindu/  

25 
水與松森林莊園

-美茶坊 
食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南村路 9-7 號 0931-666806 

https://reurl.cc/556YGn  

26 五二三巷民宿 宿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

523 巷 27 號 
0912-268523 

https://reurl.cc/M0aqN4  

27 埔里美景民宿 宿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南村路 16 號 049-2914832 

https://meijing.ego.tw/  

  

https://www.facebook.com/pulijindu/
https://reurl.cc/556YGn
https://reurl.cc/M0aqN4
https://meijing.ego.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28 
埔里西站 

商務旅舘 
宿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仁愛路 41 號 0926-746758 

https://www.westhotel.com.tw/home  

29 
熊麋鹿了幸福 

手作民宿 
宿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巷 5 之 8 號 0952-450226 

https://bear.okgo.tw/  

30 牛耳藝術渡假村 宿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 4 段 1-6 號 

 
049-2912248 

http://neweraart.com.tw/  

31 
青蛙王國桃米生

態園區 
遊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桃米巷 54-

7 號 

 

0982-585494 

https://www.facebook.com/frogecopark  

  

https://www.westhotel.com.tw/home
https://bear.okgo.tw/
http://neweraart.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frogecopark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32 禾麗開心農場 遊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牛眠里福興路

79 巷 60 號 
0974-047756 

https://www.facebook.com/puli.keli168/  

33 
Cona's 妮娜巧

克力夢想城堡 
購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路 32 號 049-2919528 

https://www.conas-choc.com/  

34 
大黑松小倆口 

元首館 
購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四段

219 號 
0921-520-436 

https://www.salico.com.tw/  

35 
台一生態 

休閒農場 
遊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176 號 
049-2997848 

http://www.taiifarm.com/  

  

https://www.facebook.com/puli.keli168/
https://www.conas-choc.com/
https://www.salico.com.tw/
http://www.taiifarm.com/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36 雞朝文創故事館 購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 322 號 049-2990033 

https://www.piao-i.com/  

37 正龍酒莊 購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覆金路 20-1 號 0918-202208 

http://www.zlw.com.tw/  

38 
華秝農場茶油純

釀油坊 
購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鯉魚二巷 22-5 號 049-2985445 

https://farm.huali.tw/  

39 
宏基蜜蜂 

生態農場 
購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枇杷路 52 之 1 號 049-2980851 

https://www.hgbees.com.tw/  

  

https://www.piao-i.com/
http://www.zlw.com.tw/
https://farm.huali.tw/
https://www.hgbees.com.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40 
香草騎士巧克力

工坊 
購 埔里鎮 

南投縣埔里鎮中山路一段

241-2 號 
049-2992276 

https://vanillaknight.com/  

41 赤腳精靈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八卦路 1-1 號 0911-337366 

https://reurl.cc/n19eyv  

42 享好咖啡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仁德路 18 巷 8 號 049-2358229 

https://www.facebook.com/SavourCafeNantou/  

43 合宏眼鏡咖啡館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西路 1-4 號 049-2331750 

https://www.facebook.com/herhome80/  

  

https://vanillaknight.com/
https://reurl.cc/n19eyv
https://www.facebook.com/SavourCafeNantou/
https://www.facebook.com/herhome80/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44 丘山茶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一路 38 號 
049-2372038 / 

0924-006332 

https://www.facebook.com/hillteanantou/  

45 55 號烘焙室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一路 55 號 049-2370099 

https://www.facebook.com/55japain  

46 熊愛呷冰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仁德路 200 號 
049-2316831/ 

0982-875178 

https://www.facebook.com/bearslovepopsicles/  

47 
Cafe solo & 

Arden bike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中正路 152-6 號 049-2393818 

https://reurl.cc/moVE2W  

  

https://www.facebook.com/hillteanantou/
https://www.facebook.com/55japain
https://www.facebook.com/bearslovepopsicles/
https://reurl.cc/moVE2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48 字村珍饌會館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公園南街 109 號 049-2202038 

https://reurl.cc/OAl9o3  

49 
樂冰小屋雪花冰

專賣店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仁德路 109 號 049-2350011 

https://www.facebook.com/funice24/  

50 清水主題餐廳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民族路 200 號 049-2225188 

https://www.facebook.com/si2225188/  

51 南島會館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菓稟路 105 號 049-2236676 

https://reurl.cc/KbmNnn  

  

https://reurl.cc/OAl9o3
https://www.facebook.com/funice24/
https://www.facebook.com/si2225188/
https://reurl.cc/KbmNnn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52 
e92coffee 

依舊愛咖啡 
食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一路 45 號 0922-932192 

https://www.facebook.com/e92coffee/  

53 1985 音樂公寓 宿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二路 64 號 0952-610109 

https://www.facebook.com/1985musiccondo/  

54 
小花園夢想 

生活家 
宿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四路一號 049-2316140 

https://www.facebook.com/jardinnantou/  

55 綠色的日子民宿 宿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仁義南路 63 號 0932-190989 

https://reurl.cc/q5xQWn  

  

https://www.facebook.com/e92coffee/
https://www.facebook.com/1985musiccondo/
https://www.facebook.com/jardinnantou/
https://reurl.cc/q5xQWn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56 省府日常散策 購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明里光明二

路 92 號 
049-2312476 

https://www.facebook.com/tripexploring/  

57 甜心巫婆工房 購 南投市 南投市中興新村仁德路 135 號 049-2335258 

https://www.joo.com.tw/sweet/  

58 
黑狗兄傳統 

手工餅舖 
購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光榮西路 11-3 號 0934-317813 

https://www.facebook.com/nutodog/  

59 
雅麒行 

(好事花生糖) 
購 南投市 南投縣南投市大庒路 239 號 0912-732066 

https://www.facebook.com/goodthingoftodo/  

https://www.facebook.com/tripexploring/
https://www.joo.com.tw/sweet/
https://www.facebook.com/nutodog/
https://www.facebook.com/goodthingoftodo/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60 圓圓手作烘焙坊 食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東光村興善巷

44-1 號 
0953-063677 

https://reurl.cc/vdlVYk  

61 
日月潭新山味 

餐廳 
食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132 號 
0977-180459 

https://www.facebook.com/Hsin.Shan.Wei/  

62 
蒸開心湯包 

家常菜 
食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文化街

105 號 
0921-353543 

https://reurl.cc/A7QoQe  

63 
邵族手工 

小米麻糬 
食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德化街 3

號門口 
0916-522519 

https://reurl.cc/ZA0ppM  

  

https://reurl.cc/vdlVYk
https://www.facebook.com/Hsin.Shan.Wei/
https://reurl.cc/A7QoQe
https://reurl.cc/ZA0ppM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64 淇淇冰冰冰品店 食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魚池街 328 號 049-2898967 

https://www.facebook.com/chichibinbingshavedice/  

65 佑佑餐坊 食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

124 號 
0979-345981 

https://reurl.cc/zZvxm7  

66 
日月茶行 

（飲品部） 
食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63 號 
0973-866589 

https://reurl.cc/6Z1rpV  

67 原宿旅店 宿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58 號 
049-2850215 

https://yuansuinn.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chichibinbingshavedice/
https://reurl.cc/zZvxm7
https://reurl.cc/6Z1rpV
https://yuansuinn.com.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68 逐鹿森林民宿 宿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56 號 
049-2850089 

http://www.thedeer56.com.tw/  

69 日月桐舞民宿 宿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

36--20 號 
0986-156406 

https://tungflowers.ego.tw/  

70 湧泉民宿 宿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中正路

242 號 
0985-377394 

http://youngquan.com.tw/  

71 名人大飯店 宿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138 號 
049-2855338 

https://minrenhotel.okgo.tw/  

  

http://www.thedeer56.com.tw/
https://tungflowers.ego.tw/
http://youngquan.com.tw/
https://minrenhotel.okgo.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72 沅居精品民宿 宿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中山路

208 號 
0965-339718 

https://yuanju.ego.tw/  

73 
Hugosum 

和菓森林 
購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香茶巷 5 號 049-2897238 

https://www.hugosum.com.tw/  

74 
日月潭東峰 

紅茶莊園 
購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有水巷

5-30 號 
049-2899985 

https://www.powtea.com/  

75 
吉臣紅茶 

(貓頭鷹之家） 
購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香茶巷

5-1 號 
0930-083839 

https://www.facebook.com/owlhome.net/  

  

https://yuanju.ego.tw/
https://www.hugosum.com.tw/
https://www.powtea.com/
https://www.facebook.com/owlhome.net/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76 日月潭茶莊 購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德化街

24 號 
0937-880146 

https://www.facebook.com/A0937880146/  

77 抒嗎樹旎 購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義勇街

56 號 
0972-981971 

https://www.facebook.com/shmashuni/  

78 日月茶行 購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日月村水秀街

6-1 號 
0937-748758 

https://www.facebook.com/RiYueChaXing/  

79 
上福裕紅茶 

體驗莊園 
遊 魚池鄉 

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修正巷

3-11 號 
049-2895808 

https://www.facebook.com/shangfuyutea  

https://www.facebook.com/A0937880146/
https://www.facebook.com/shmashuni/
https://www.facebook.com/RiYueChaXing/
https://www.facebook.com/shangfuyutea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80 森十八休閒農場 遊 名間鄉 
南投縣名間鄉田仔村田仔巷

16-8 號 

049-2273797/ 

0911-142958 

 

https://www.forest18.com/  

81 
水鏡農莊 

休閒農場 
遊 名間鄉 

南投縣名間鄉新街村客庄巷

17 之 6 號 
0911-609911 

https://www.facebook.com/shuijing.farm/  

82 Tea-key 購 名間鄉 南投縣名間鄉松嶺街 101 號 0989-655107 

`https://reurl.cc/QLy0RZ  

83 
源泉文具行-故

事屋 
購 二水鄉 

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二段

259 號 
04-8798311 

https://www.facebook.com/yuan.cyuan.story.hub/  

  

https://www.forest18.com/
https://www.facebook.com/shuijing.farm/
https://reurl.cc/QLy0RZ
https://www.facebook.com/yuan.cyuan.story.hub/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84 潮客時尚茶飲 食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71 號 0911-798707 

https://www.facebook.com/jijichoca/  

85 集品咖啡棧 食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集賢街 42 號 049-2764270 

https://reurl.cc/o1nlV5  

86 老丁牛肉麵水餃 食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119 號 049-2762326 

https://reurl.cc/VDrK0y  

87 
兩腳詩集 

綠活學旅 
宿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民權路 326 號 049-2762198 

https://www.footprint-inn.com.tw/  

  

https://www.facebook.com/jijichoca/
https://reurl.cc/o1nlV5
https://reurl.cc/VDrK0y
https://www.footprint-inn.com.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88 香榭雅筑民宿 宿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八張街 53-3 號 0939-501830 

http://champs-

elysees.mmmtravel.com.tw/?ptype=info  

89 
Jijibanana 

集元果觀光工廠 
購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富山里大坪巷

38 號 
049-2764562 

https://www.jijibanana.net/  

90 風車賽車場 遊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民權路 507 號 049-2761166 

http://ks-kisa.com/twftp/gokart/index.html  

91 
本草自然生技 

有限公司 
購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成功路 18 號 049-2760919 

https://www.herbal-nature.com/?lang=zh-TW  

http://champs-elysees.mmmtravel.com.tw/?ptype=info
http://champs-elysees.mmmtravel.com.tw/?ptype=info
https://www.jijibanana.net/
http://ks-kisa.com/twftp/gokart/index.html
https://www.herbal-nature.com/?lang=zh-TW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92 天工藝術坊 購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168 號 0918-804280 

https://reurl.cc/moVapM  

93 樂水軒民宿 宿 水里鄉 南投縣水里鄉城安街 73 號 049-2771666 

http://www.fun-inn.com/  

94 良品茶業 購 竹山鎮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三段

386 之 6 號 
0933-641216 

https://reurl.cc/q5xyaN  

95 
采棉居 

寢飾文化舘 
購 竹山鎮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一路 12 號 049-2642166 

https://www.cheauwei.com.tw/intro.htm  

  

https://reurl.cc/moVapM
http://www.fun-inn.com/
https://reurl.cc/q5xyaN
https://www.cheauwei.com.tw/intro.htm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96 
火車頭集集鐵道

故事館 
食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瑞田村瑞田巷

9-11 號 
049-2671688 

https://www.facebook.com/JIJIstoryteller/  

97 坤德茶筍餐廳 食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彰雅村中正路

一段 225 號 
049-2752137 

https://reurl.cc/QLy0D5  

98 和雅谷餐廳 食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興產路

57-2 號 
049-2752763 

https://www.hoyaku.com/foods.php  

99 金台灣山莊 宿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 25-3 號 049-2754064 

https://www.kingtaiwan.com.tw/tw/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JIJIstoryteller/
https://reurl.cc/QLy0D5
https://www.hoyaku.com/foods.php
https://www.kingtaiwan.com.tw/tw/index.html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100 聽濤園山莊 宿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和雅村愛鄉路 1

之 12 號 
049-2755677 

http://www.tingtau.com.tw/index.htm  

101 森林邦 遊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 1-18 號 0919-464334 

https://www.facebook.com/forestunion.tw/  

102 貞藏茶坊 購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永隆村鳳園路

297 號 
0921-710232 

https://www.facebook.com/ZhenCangDongDing/  

103 旺霖極品茶坊 購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永隆村堀邊巷 8 號 0963-388759 

https://www.facebook.com/wanglinkylinlake/  

http://www.tingtau.com.tw/index.htm
https://www.facebook.com/forestunion.tw/
https://www.facebook.com/ZhenCangDongDing/
https://www.facebook.com/wanglinkylinlake/


編號 店家名稱 類別 區域 地址 連絡電話 網址 

104 慢午廚房 食 信義鄉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望和巷

31-1 號 
0980-774911 

https://www.facebook.com/kalibuanmalu/  

2022/7/20 更新製表 

https://www.facebook.com/kalibuanmal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