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名 餐飲業別 電話 地址 等級
翡翠谷飲食店(食里鋪) 中式料理 26616198 薪北市烏來區烏來街28號 良

原燒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219-1613 新店市民權路86號2樓 良

新時代香臭鍋 中式料理 02-2670-5800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57號 良

八珍鳳姐 中式料理 2678-9909 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100號 良

香師傅滷味鶯歌店 地方小吃 02-8677-2299 新北市鶯歌區建國路234號 良

鼎香香臭鍋 中式料理 02-26797898 新北市鶯歌區南雅路49號 良

歐卡里餐廳 複合式餐飲 02-26788858 新北市鶯歌區光明街80號 良

城市小築飲食店 複合式餐飲 2677-5560 新北市鶯歌區中山路166巷6號 優

金翡翠餐飲店 地方小吃 24921291 新北市萬里區龜吼里漁澳路16號之3 良

三明美食 地方小吃 24924932 新北市萬里區龜吼村漁澳路64-5號 良

鴻賓飲食店 地方小吃 24921059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159號 良

海悅樓 複合式餐飲 24967733 新北市瑞芳區豎崎路31號 優

古窗茶藝館 複合式餐飲 24062289 新北市瑞芳區輕便路294-2號 良

阿柑姨芋圓 地方小吃 24976505 新北市瑞芳區竪崎路 5 號 良

阿妹茶樓 複合式餐飲 24960492 新北市瑞芳區崇文里市下巷20號 優

芋仔蕃薯茶坊 地方小吃 24976314 新北市瑞芳區崇文里市下巷18號 良

阿雲麵店 地方小吃 24976678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9號 優

老友號芋圓 地方小吃 24972600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4-3號 優

思想曲古坊 複合式餐飲 24966259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32號 良

九重町茶坊 複合式餐飲 24967680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29號 良

山海全觀茶坊 複合式餐飲 24063069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50號 良

九份茶坊有限公司 複合式餐飲 24969056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42號 優

九份珍味坊 中式料理 24960210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21號 良

黃金之鄉飲食店 中式料理 24960610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20號 良

豪美味草仔粿 地方小吃 24977610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17號 良

阿英紅糟肉圓 地方小吃 24969945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14號 優

金枝紅糟肉圓 地方小吃 24960240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112號 良

黑橋牌 其他 24966184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 86 號 優

張師傅餅店 24976462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 47號 良

祖傳阿滿芋圓 地方小吃 24971572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 41號之2 優

九份張記傳統魚丸 中式料理 24968469 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 25號 良

溫莎盈食品行(溫莎堡

瑞芳店)
其他(烘培) 24965026 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三段60號 良

雞籠山小吃店 中式料理 24966329 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9-14號 優

李儀餅店 其他(烘培) 24965628 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18號 優

牛魔王鍋貼水餃牛肉麵

專賣店
中式料理 新北市瑞芳區民生街35巷2號(美食街14號攤位) 良

都可瑞芳店 飲冰品 24973661 新北市瑞芳區民生街13號 優

瑞芳國小 中式料理
24972058

#128
新北市瑞芳區中山路2號 優

大昌餐廳有限公司 中式料理 24061095 新北市瑞芳區中山路168號 優

珍饡便當 中式料理 24968777 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路95號 良

小蒙牛汆飲有限公司 中式料理 2218-3300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6號 良

享受開發餐飲-盛饌牛

排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218-6998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82號 良

鬍鬚張股份有限公司 中式料理 2917851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70號 良

100年度通過餐飲衛生評核名單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鈺饌有限公司(乾隆坊) 中式料理 29141011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50號1F 良

幾分甜民權門市 其他(烘培) 8665-6767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8號 優

田納希牛排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8665-9829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41號 良

聚北海道昆布鍋 中式料理 2918-3538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25號2F之一 優

愛心樹 複合式餐飲 2218-3966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16號 良

伊薇特食品有限公司 其他 2218-5963 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2號 優

聖巴黎食品有限公司 地方小吃 2217-5138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路一段12號 良

哈餃子健康手藝坊 中式料理 29150102 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41號 優

得立食品(股)公司 中式料理 2910-1226 新北市新店民權路48-3號 優

八家餐廳 中式料理 2664-2703 新北市深坑區鄉北深路三段5號 良

王記牛肉麵店 地方小吃 2662-0837 新北市深坑區深埔新街84號 良

冠順涮涮鍋 中式料理 新北市深坑區深埔新街71號 良

陳家小吃店 地方小吃 2662-2585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91號 良

大胖子冰店 2662-1111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62號 良

五號烘焙坊 飲冰品 2662-6958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46號 良

頂街串燒臭豆腐 地方小吃 0911841-619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41號 優

福玉傳統小吃店 地方小吃 2664-2037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3巷12號 優

大樹下小吃店 中式料理 2662-5688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63號 良

珠紅燒臭豆腐 地方小吃 2662-1666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58號 良

故鄉的口味 中式料理 2668-9501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46號 良

好家園 地方小吃 2664-8779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41號 良

古早厝小吃店 中式料理 2662-2534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140號 良

大團圓 中式料理 2662-5328 新北市深坑區阿柔洋25-1號 優

青山香草教育農園 飲冰品 8662-6699 新北市深坑區阿柔里大崙尾1-1號 優

青山飲食站 中式料理 2662-4096 新北市深坑區阿柔里大崙尾1-1號 優

永碧食品行-橘子工坊 飲冰品 2662-1511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64號1F 優

左鄰右舍餐廳 中式料理 2664-4069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3號 良

米堤商店-西堤商店 地方小吃 2664-0466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37號 良

植富小吃店-我家牛排 中式料理 2664-0921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3段172號 良

寬宏企業社深坑85度c 飲冰品 2662-0456 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2段179號之1 良

佐野拉麵屋(淡水老街

店)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63321 新北市淡水鎮中正路120號 良

李資企業有限公司-福

格飯店(西餐)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0-0221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89號 優

李資企業有限公司-福

格飯店(中餐)
中式料理 2620-0221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89號 良

愛宴餐廳 中式料理 2626-5477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36號1樓 優

茶本舖 飲冰品 2625-8228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23號1樓 良

合風燒肉店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8-1138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83號 良

京采鍋 中式料理 2626-9295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70號 良

黃師傅飱坊 中式料理 2626-8019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58號 優

七兄妹企業社-喜樂洋

溢
2621-4666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50巷1號 優

中德小吃店 地方小吃 2626-3685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30號 良

三三火鍋店 中式料理 2622-4646 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115號1樓 良

金富發烘焙坊 其他(烘培) 2621-5288 新北市淡水區清水街20號 良

白師傅食品有限公司 其他(烘培) 8631-2560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三段臨405-2號 良



歡樂牛排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5-2239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89號1樓 良

台銀小吃店-口吅品麻

辣臭豆腐
地方小吃 2621-8342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85之1號1樓 優

示茶鮮果茶屋 飲冰品 8631-0489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69號 良

茶也茶行(tea too) 飲冰品 2625-7389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42-2號 優

統一星巴克(竹圍門市) 飲冰品 8809-7355 新北市淡水區民權路42號 優

志明春嬌小吃店 地方小吃 262-12817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一段107號 良

福家小廚 中式料理 2620-6543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街2段110號 良

統一星巴克淡水門市 飲冰品 26255399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89號1-5樓 優

新建成餅舖 其他(烘培) 26291180-6 新北市淡水區公明街42號 良

黑殿飯店 中式料理 2805279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62巷8號 優

清心福全冷飲站 飲冰品 2626032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95號 良

貴族世家淡水老街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61902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84號 優

麥當勞淡水河岸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86314973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53號 優

鮮流坊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3539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34-1號 良

榕園餐廳 中式料理 2623-9961~2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61號 優

炭錢胡椒餅 地方小吃 8631661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8號1樓 良

再發咖啡店 飲冰品 2622852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7號 優

家禾素食坊 其他(素食) 2626573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54號 良

天仁茶業(股)公司 飲冰品 2621020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42號1樓 優

可口魚丸店 中式料理 2623357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32號 良

都可流行生活飲食(老

街店)
飲冰品 2626693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26號 優

老福來餐廳 中式料理 26212562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12號 優

統一星巴克河岸門市 飲冰品 2625332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205號 優

祿大食品有限公司 中式料理 2623226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82號 優

紅旗德國農夫麵包店 其他(烘培) 26262083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78號1樓 優

百葉溫州餛飩小吃店 中式料理 26217286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77號 優

柚茗茶舖 飲冰品 26262661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66號 優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淡水門市)
其他 2626845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38號 優

金品潤餅捲 地方小吃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34號 優

京采餅舖 其他(烘培) 26232002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33號 優

嘉筵小吃店 中式料理 26264537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132號 優

淡水老街滬尾餅舖 其他(烘培) 2620084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85號 優

三協成號(三協成食品

有限公司)
其他(烘培) 26206255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81號 優

義裕排骨 中式料理 26227638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56號 優

佘家孔雀蛤大王餐廳 中式料理 86310526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55號B1 優

杜勝發餅舖 其他(烘培) 2623300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52號 優

双元成餅店 其他(烘培) 26230930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50號 優

海風餐廳 中式料理 26212365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17號 良

挪威森林 複合式餐飲 86313059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11巷11號 良

麥當勞淡水(中正)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30207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37號 優



摩斯漢堡(淡水)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61487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35號 優

麥當勞淡水中山分店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209411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105號1樓 良

都可流行飲品(水碓店) 飲冰品 2629-8735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1段90號 良

怡和餐飲公司-kfc 複合式餐飲 26262529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1段151號1.2樓 良

泰雅的廚房 中式料理 26617933 新北市烏來區瀑布路8號 良

烏來名湯溫泉會館 中式料理 26616161 新北市烏來區啦卡路36號 良

萬佳沐川溫泉會館 複合式餐飲 26616600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6號 良

阿春小吃店 地方小吃 26617718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109號 良

秀山大飯店 中式料理 26616789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街 83號 良

富米有複合式餐廳 複合式餐飲 26616530 新北市烏來區烏來村溫泉街86巷12號 良

璞石麗緻溫泉會館 中式料理 26617772#2105新北市烏來區忠治村堰堤路61號 良

山之川餐坊 中式料理 26616969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村堰堤路39號 良

馥蘭朵烏來渡假酒店 中式料理 2661-6555 新北市烏來區忠治村堰堤路 3號 良

國光3號風味館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2671-7178 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3號 良

帝一嶺餐廳 中式料理 8671-7768 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177-5 良

Coco都可 飲冰品 8674-2318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40號 良

黑旗牌肉鬆 其他 2673-2112 新北市三峽區和平街24-5號 良

左岸河景法式餐廳
日、西式料

理(含速食)
8630-4702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57號 良

亞米小鎮 複合式餐飲 2610-4560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29號 良

芭達桑有限公司 複合式餐飲 2610-5300 新北市八里區觀海大道111號 優

渡船頭孔雀蛤 中式料理 新北市八里區渡船頭街5號 良

余家孔雀蛤大王餐廳 中式料理 2610-3103 新北市八里區渡船頭街22號 良

金記黑糖麻糬 其他(烘培) 2619-4409 新北市八里區渡船頭街21巷5號 良

傑瑞披薩工坊 其他(烘培) 8630-1967 新北市八里區忠二街2號 優

新哲學咖啡屋 飲冰品 2610-7575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2段538號 良

里八手調茶飲店 飲冰品 8630-5433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2段397號 優

金瓜石藝棧 複合式餐飲 24961010 山尖路2號(浪漫公路旁) 優


